
 

 —1—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文件 
 

电机学〔2017〕295号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关于颁发 2017 年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年会优秀论文的通知 
 

优秀论文作者及其单位： 

2017 年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年会共征集论文 1200 余篇，经专

家评审，录用 819 篇。根据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有关优秀论文评审

规定，评选出优秀论文 58 篇，详见附件。 

 

特此表彰。 

 

附件：2017 年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年会优秀论文名单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2017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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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7 年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年会优秀论文名单 

序号 论文编号 论文标题 作者 第一作者工作单位 

一等奖 

1. 201709070000002 300MW 超临界二氧化碳锅炉气动
力及壁温分布 

张一帆，王安，白文刚，杨
玉，李红智，姚明宇，王月

明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
司 

2. 201708020000004 半波长交流输电线路三相短路谐振
点研究 

张启平，李晨光，万磊，曹
镇 国家电网公司 

3. 201709110000093 惯量控制下双馈风电场的双层阻尼
控制 

奚鑫泽，耿华，杨耕，李胜
男，高飞，陈晓云，张少泉，

陈先富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电力科学研究院；清华

大学 

4. 201708280000027 锅炉水冷壁结渣实时监测系统开发 高继路，陈晓利，董建勋，
张敏，孙昕，庞开宇 

辽宁中电投电站燃烧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

司 

5. 201709110000015 基于平衡成本的风电分段交易机制
设计 

吴迪，程海花，耿建，郑亚
先 河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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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编号 论文标题 作者 第一作者工作单位 

二等奖 

1. 201709040000008 智能变电站测控装置标准化技术实
现与应用探讨 

胡开放，江浩，黎强，张道
农 

长园深瑞继保自动化有
限公司 

2. 201709040000122 计及鲁棒下垂控制逆变器的微电网
随机潮流计算 

段雪，张昌华，肖凡，陈昕，
陈树恒，刘群英 电子科技大学 

3. 201708070000009 用于脱除 SO2、HCl 的脱酸剂研究 
谭增强，牛国平，吕晨峰，
丁嘉毅，潘栋，侯炜，王晓

冰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
司 

4. 201709110000017 基于平衡成本的风电分段价值研究 侯威，程海花，耿建，郑亚
先，吴迪 河海大学 

5. 201708030000005 循环流化床供热机组冷渣器余热利
用研究 

祝令凯，郑威，郭俊山，韩
悦，张彦鹏，刘军，郭盈，

韩庆华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电
力科学研究院 

6. 201707260000001 HT700 镍-铁基高温合金热处理前
后耐烟灰/气腐蚀性能研究 

黄锦阳，鲁金涛，杨征，刘
武，杨珍，赵新宝，袁勇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
司 

7. 201708300000051 1000MW 汽轮机变工况经济性提升
研究 靖长财 神华国华（北京）电力

研究院有限公司 

8. 201706100000001 循环流化床锅炉入炉煤筛分系统改
造方案研究与应用 

黄中，郭钛星，刘冠杰，陈
文博 

中国华能集团清洁能源
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9. 201709110000054 基于激励相容与深度博弈的云南电
力市场机制设计及应用 

杨强，蔡华祥，严明辉，张
茂林，刘双全，邢玉辉 

昆明电力交易中心有限
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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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编号 论文标题 作者 第一作者工作单位 

10. 201708060000006 大型接地网多维度评价及指标校核 李谦，张波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电力科学研究院 

11. 201708020000008 含 DG 配网充分式幅值差动保护综
合判据的灵敏性研究 朱妍，陆于平 东南大学 

12. 201709110000083 基于电子输运参数的 CF3I-N2 混合
气体绝缘性能分析 

邓云坤，马仪，陈先富，张
少泉，陈晓云，肖登明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13. 201708230000030 燃煤烟气氧化-吸附复合脱汞试验
研究 

蔡铭，李阳，杨成龙，程广
文，付康丽，杨嵩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
司 

14. 201709110000008 退役电池梯级利用的电网应用与经
济性分析 

吴盛军，袁晓冬，陈兵，李
强，韩华春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电
力科学研究院 

15. 201709040000154 水轮机参与西南电网频率紧急控制
协调优化方法 

石渠，张红丽，常海军，刘
福锁 

南瑞集团有限公司（国
网电力科学研究院） 

16. 201709040000247 基于电气特性-物理属性-感知损失
的电压暂降经济损失评估 

肖先勇，谭秀美，汪颖，许
中 四川大学 

17. 201709040000159 基于图形数据一体化的电网规划数
据集成方法应用研究 

刘聪，屈少青，何禹清，隆
辉，张超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经
济技术研究院 

18. 201709030000016 350MW 超临界机组辅机故障减负
荷控制策略研究与应用 

林波，于庆彬，李军，高嵩，
李克雷，张鹏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电
力科学研究院 

19. 201709040000138 基于智能移动终端的巡检管理 刘振宇 西安西热电站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20. 201709110000001 青海电网 168 小时全清洁能源供电
特性分析 

贺元康，汪莹，张振宇，牛
拴保，刘娟楠 国家电网公司西北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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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编号 论文标题 作者 第一作者工作单位 

三等奖 

1. 201706080000001 基于 110kV 不完整内桥接线的备自
投装置改进方案 

马骏毅，汤大海，施伟成，
陈璐，徐丁吉，李阳，陈泽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镇
江供电公司 

2. 201709100000006 基于单间隔信息的小电流接地故障
检测方法与应用研究 

胡兵，王玉婷，齐以年，陈
栋，王闰羿，张玮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
限公司 

3. 201708090000020 基于 g 参数迭代的±200kV 换流站
直流场空气净距研究 

鄂盛龙，文习山，王羽，吴
昊，杜双育，周刚，罗颖婷，

易潇然 

广东电网公司电力科学
研究院 

4. 201708300000032 GIS 整间隔温升仿真及典型通流结
构优化技术研究 

郭煜敬，张博，王之军，姚
永其 平高集团有限公司 

5. 201709040000063 基于激光诱导击穿光谱的煤质分析
研究进展 

李雄威，王昕，刘汉强，郭
桦 国电新能源技术研究院 

6. 201709040000030 超临界锅炉螺旋过渡段水冷壁焊缝
失效分析及治理建议 

赵纪峰，程石，李文彬，李
广伟，赵灿 

中电华创电力技术研究
有限公司 

7. 201708300000002 基于 COMSOL Multiphysics 的
MCFC 单体性能数值模拟 

张瑞云，许世森，程健，王
洪建，任永强 

中国华能集团清洁能源
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8. 201709030000007 考虑旋转激磁及畴壁运动过程的电
工钢片铁心损耗建模及验证 

李劲松，杨庆新，王善铭，
李永建 

清华大学；电力系统及
发电设备控制和仿真国

家重点实验室 

9. 201708230000015 水电站超短直管段大流量测量研究 刘秀良，董开松，赵耀，王
斌，闵占奎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电
力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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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编号 论文标题 作者 第一作者工作单位 

10. 201709010000061 境外火电项目造价编制方法研究 
孔亮，郭彦，张健，戴苏峰，
王缨，汪华，黄宝德，史大

全 
电力规划设计总院 

11. 201709040000163 云南异步电网超低频振荡抑制方法
研究 

高鸿飞，时伯年，张道农，
孙晓彦，陈志民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
份有限公司 

12. 201709040000222 110kV 电缆接头局部放电检测新型
差分电容传感器及检测系统 姜文天，何少林，叶永强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13. 201709040000238 稳控系统动作时序实时仿真与优化
研究 

常东旭，朱益华，郭琦，徐
光虎，徐柯 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 

14. 201709070000037 光伏发电出力特征提取及区域集群
聚合特性分析 

陆海，苏适，严玉廷，杨家
全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电力科学研究院 

15. 201708290000033 环氧树脂浸渍式绝缘管型母线制造
环节的典型缺陷及其影响分析 

李文佩，阮羚，付涵,，朱思
瑞，任想 

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电
力科学研究院 

16. 201708300000072 面向双馈感应发电机故障穿越的新
型转子侧保护 

邹志策，宗哲东，胡刚，穆
子龙，欧然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
北供电分公司 

17. 201708300000062 Al-Si涂层对Super304H钢饱和蒸汽
氧化行为的影响 

周永莉，鲁金涛，杨珍，黄
锦阳，党莹樱，赵新宝，严

靖博，袁勇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
司 

18. 201708090000011
基于四自由度的 500kV 新月形覆冰
四分裂导线舞动非线性数值模拟研

究 
王琼，王黎明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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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编号 论文标题 作者 第一作者工作单位 

19. 201709040000009 Na2S-NaOH 联合脱硫脱硝实验研究
付康丽，赵婷雯，姚明宇，
杨嵩，李阳，赵瀚辰，杨成

龙，蔡铭，程广文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
司 

20. 201709040000034 电力市场化交易主体信用管理的研
究与实践 

王玉萍，刘磊，朱明，朱刚
毅，高芳萍，李明莉，肖监

贵州电力交易中心 

21. 201709070000008 扩大单元接线机组 AVC 控制策略
工程分析研究 

伍阳阳，刘友宽，李长更，
李黎，洪思源，李晓龙 

云南电力试验研究院
(集团)有限公司 

22. 201706190000001 台风中受损输电塔的气弹模型风洞
试验研究 

罗啸宇，左太辉，许伟，雷
旭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电力科学研究院 

23. 201709040000062 反渗透膜用于处理SCR催化剂再生
废水的实验研究 

伍灵，徐杨华，周怡人，许
国静，林敏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
工程有限公司重庆科技

分公司 

24. 201706080000003 650MW 超临界对冲锅炉结焦问题
现场试验研究 李广伟 中电华创电力技术研究

有限公司 

25. 201709090000012 数字化变电站变压器极性综合分析
工具的研制 苏鑫，仇伟杰，葛大维 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安顺供电局 

26. 201709130000001 燃煤电厂废旧 SCR 催化剂中 V、As
的浸出特性及应用 

王乐乐，杨晓宁，姚燕，何
川，孔凡海，戴泽军，向军，

苏胜，胡松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
司苏州分公司 

27. 201708030000003 大型接地网工频和雷电下均压优化
策略 

文豹，李谦，肖磊石，文习
山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电力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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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编号 论文标题 作者 第一作者工作单位 

28. 201708070000004 老化及受潮下硅油纸和矿物油纸绝
缘的 FDS 特性的对比研究 

田杰，余鹏，邓军波，张大
宁，张冠军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 

29. 201709040000234 基于实时闭环试验平台的雁淮直流
安全稳定控制研究 付磊，李卫良 南瑞集团有限公司（国

网电力科学研究院） 

30. 201708210000007 一种 Ni-Fe 基变形高温合金模拟烟
灰/气腐蚀行为研究 

鲁金涛，黄锦阳，李琰，杨
珍，周永莉，赵新宝，袁勇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
司 

31. 201708290000040 计及系统网络结构和非线性特性的
含风电电力系统建模与频率分析 

徐琪，曾杰，赵伟，钟国彬，
谢宁，张弛，张威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电力科学研究院 

32. 201709040000224 某 300MW 机组 SCR 脱硝氨喷射系
统优化改造研究 

雷嗣远，孔凡海，王丽朋，
刘晓敏，卞子君，马云龙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
司苏州分公司 

33. 201709040000268 办公楼宇中央空调启停控制优化研
究 

叶星星，余昆，陈涛，陈星
莺，王纪祥，纪历，谢俊

河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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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2017 年 11 月 1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