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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源学会第二十三届学术年会暨展览会于2019年11月1-4日在广东省深圳市成功举行。

本次年会集会、展、赛、奖于一体，涵盖了国际顶尖水平的学术报告、全方面多角度的学术交流、新产品展览展示

以及内容丰富的同期活动，会议规模、论文数量、展览面积均再创新高。

年会概要

 会议注册人数1600+（+14%）

 76家参展企业（+49%）,105个展位（+69%）

 7场特邀大会报告

 9场专题讲座

 12个工业报告分会场（35场报告）

 9家会议特别贡献企业

 论文集收录论文506篇

 52个技术报告分会场 (272场报告）

 2个墙报交流分会场(234篇论文)

 20篇优秀论文

 第一作者单位数121个

 73所高校；48家企业、研究所

 108位评审者、1139次评审(2.1次/篇)



年会组委会

 大会主席

徐德鸿 教授

中国电源学会理事长、浙江大学

 指导委员会

韩家新 国家海洋技术中心

罗 安 湖南大学

张 波 华南理工大学

曹仁贤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陈成辉 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刘进军 西安交通大学

阮新波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汤天浩 上海海事大学

 程序委员会主席

马 皓 教授

中国电源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浙江大学

 工业报告委员会主席

章进法 博士

中国电源学会监事长、台达电子

 专题讲座委员会主席

阮新波 教授

中国电源学会副理事长、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大会秘书长

张 磊

中国电源学会秘书长



本次年会得到众多行业企业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特此鸣谢：

年会赞助单位

钻石赞助商

白金赞助商



 参会注册人数 1600+

 年会覆盖面进一步提升

 尤其企业覆盖面大幅度提高

 参会代表来自476家单位(+34%)

 企业321家（+39%）

 高校、科研院所155家（+26%）

参会人员情况

参会代表对年会的总体评价

参会代表地区分布参会代表工作类型分布

参会代表参加下届年会的意愿

* 根据参会代表会后调查反馈数据统计，选项为1-5分

。

产品研发

17%

教授

18%

其他

5%企业高管

13%

市场推广

6%

学生（博士、

硕士）

25%

研发/科研管

理

16%

3分, 5%

4分, 37%

5分, 58%
可能参加

14%

不参加
1%

希望参加
44%

一定参加
41%

华北地区

12%

华东地区

37%

东北地区

3%

华南地区

24%

海外

1%

华中地区

10%

西北地区

6%

西南地区

7%

3分, 5%

4分, 38%

5分, 57%

参会代表对展览会的总体评价



11月1日 11月3日

08:30-17:00 “GaN Systems杯”第五届高校电力电子应用设计大赛决赛 08:00-09:40 技术报告分会场 TS3.1-8

08:30-12:00 专题讲座 T1-4 08:30-10:30 工业报告分会场 IS3.1-2

13:30-17:00 专题讲座 T5-9 10:00-18:30 展览参观

19:00-21:30 青年电源人才论坛 10:00-12:00
D3:墙报交流-2、第五届电源科技奖获奖成果展示
设计大赛决赛作品展示

11月2日 14:00-17:30 中美电源产业创新论坛

08:30-09:10 年会开幕式暨第五届电源科技奖颁奖仪式 14:00-18:00 电源科研成果交流会

09:00-18:00 展览参观 14:00-18:00 技术报告分会场 TS3.9-22

09:10-11:30 大会报告 14:00-17:30 工业报告分会场 IS3.3-4

13:30-15:50 大会报告 18:30-20:30 年会颁奖仪式 & 晚餐交流会

16:00-18:00
D2:墙报交流-1、第五届电源科技奖获奖成果展示
设计大赛决赛作品展示 11月4日

19:00-21:00 电源女科学家论坛 8:00-12:00 技术报告分会场 TS4.1-16

8:30-11:50 工业报告分会场 IS4.1-4

13:30-18:00 技术报告分会场 TS4.17-30

13:30-16:50 工业报告分会场 IS4.5-8

会议程序安排



大会报告现场



大会报告

Power Architecture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Data Center

李泽元 教授
美国工程院院士、弗吉尼亚理工大学

Power electronics — the key technology 
for grid integration

Prof. Frede Blaabjerg

IEEE 电力电子学会主席、丹麦奥尔堡大学

Design considerations of radio 
frequency power converters

Dr. Juan Rivas

Stanford University

Integrated Solid State Transformer 
Concepts for Utility Interface of Power 

Conversion Systems

Prof. Prasad N. Enjeti

Texas A&M University, IEEE Fellow

IGBT可靠性设计及研究进展

罗海辉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中国中车资深技术专家

株洲中车时代半导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Impact of SiC and RC-IGBT on Elecric
Railway and EV Drives

藤平龙彦 博士

富士电机株式会社电子器件开发CTO

功率模块技术现状与未来展望

宋高升 先生

三菱电机半导体大中国区技术总监



专题讲座现场



专题讲座

11月1日年会开幕前，会议安排9场专题讲座，邀请相关领域专家针对目前行业共同关注的技术话题进行系统讲解，

每场讲座约3.5小时。

T1   微网储能变流器免通信并联基本原理与关键技术

刘进军教授、长江学者，刘增副教授；西安交通大学

T2   中点箝位型多电平变换器拓扑与控制策略

李永东教授，王奎博士；清华大学

T3   SiC功率器件的性能表征、封装测试与系统集成

曾正副教授，重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T4   面向工业应用的无刷双馈感应发电机高性能控制技术

徐伟教授，刘毅博士后；华中科技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T5   高效率高功率密度开关电源设计的挑战分析:新型氮化镓器件

以及高频磁元件的特性和应用

欧阳紫威副教授，丹麦科技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王文博高级研究员，深圳第三代半导体研究院

T6   电力电子并网变流器韧性分析、评估与测试

查晓明教授，孙建军教授，黄萌副教授；

武汉大学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T7   从硅往碳化硅器件过渡中变流器设计的十个常见问题

马国伟应用与系统总监，英飞凌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郝欣博士 应用与系统方案拓展经理，

英飞凌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T8   驱动与储能系统中的锂离子电池建模与仿真

李哲副教授，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

T9   多电平变换器半实物仿真技术

罗岷博士 应用工程师，Plexim GmbH



技术报告分会场



墙报交流



颁发分会场优秀报告人证书 颁发墙报交流优秀报告人证书

颁发优秀论文证书



本次年会共收录论文506篇，经过各专题主席推荐、优秀论文评审委员会评审，共评选出优秀论文20篇。在11月3日

年会颁奖仪式上向优秀论文作者颁发了证书。

 一种考虑频变效应的利兹线绕组高频变压器漏感计算方法 张珂,陈武；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具有直流励磁能力的新型电机控制器演变 李安,蒋栋,刘自程,孔武斌；华中科技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考虑边缘效应与磁饱和影响的无轴承电励磁双凸极电机悬浮力模型 施于柯, 张卓然, 于立, 陆文静；多电飞机电气系统工信部重点实验
室（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双馈电机直接功率控制方法比较及实验研究 张永昌,蒋涛,徐东林,焦健,王占扩；北方工业大学电力电子与电气传动北京市工程研究中心

 Device Optimization for GaN Vertical Super Junction MOSFET with Trench Gate 周琦, 黄芃, 施媛媛, 陈匡黎, 魏东, 朱若
璞,陈万军,张波；电子科技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于GaN的直流功率测量高频磁心损耗研究 张越,汪晶慧,陈为,张宇超；福州大学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无人航空器用直流光储系统能量最优控制策略研究 孙晓平,贺鑫露,魏作宇,王丰,卓放；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弱电网下基于D分割法的并网逆变器PI参数多目标优化设计方法 李明1, 张兴1, 郭梓暄1, 刘晓玺1, 陈巧地1, 李飞1, 赵为2；1.合肥工业大学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2.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考虑多种系统失效模式的电力电子并网变流器韧性综合评估 许家琦,黄萌,陈永洋,查晓明；武汉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基于数据驱动的多风电机组协同控制研究 焦小敏,耿华,马少康,许志伟；清华大学自动化系

年会优秀论文



 一种用于中压风力发电系统的碳化硅-硅异质功率器件混合的五电平整流器 张一凡1, 陈润田1, 李楚杉1, 李武华1, 何湘宁1, 顾小卫2；

1.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2.浙江理工大学信息学院

 控制延时对虚拟同步机稳定性影响的分析 涂春鸣1,谢伟杰1,肖凡1,兰征2,葛平娟1；1.国家电能变换与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湖南大学), 2.湖南
工业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微电网下垂逆变器并网运行低频振荡问题的研究 王施珂,刘进军,刘增；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SPERF环向场线圈脉冲电流源设计 关键1, 凌文斌1, 马勋2, 李洪涛2, 肖金水2, 邓维军2, 栾崇彪2, 丁明军2, 于治国2, 叶超2, 李玺钦2, 康传会2 , 毛傲华3,
佟为明1,鄂鹏3；1.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2.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流体物理研究所, 3.哈尔滨工业大学空间基础科学研究中心

 线缆间串扰电磁干扰的预测 杨春宇,裴雪军,向洋霄；华中科技大学强电磁工程与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低负载敏感性的无线电能多级传输系统的设计 武晋德,戴欣,高若中；重庆大学自动化学院

 一种高偏移容错无线电能传输系统设计 张朱浩伯1, 2, 徐德鸿1, Philip T. Krein1, 2, 马皓1, 2；1.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2.浙江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厄
巴纳香槟校区联合学院

 基于移相全桥的改进型单级隔离Swiss整流器 张斌锋,谢少军,许津铭,李周洋,赵鹏程；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学院

 基于双直流母线的电动汽车双向充电机 贾益行,朱雷,吴红飞,邢岩；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学院

 自由活塞发电机建模与实时控制策略研究 张庆志,陆海峰,李永东,柴建云；清华大学电机系

年会优秀论文



本次年会11月3、4日设置52个主题技术报告分会场，共计安排272场技术报告，同时11月2、3日设置2个墙报交流时

段，交流论文234篇。各场次均由会场主席根据报告人表现现场评选出优秀报告人。

技术报告分会场TS3、墙报交流

TS3-1 整流器（明岩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TS3-12 新型功率器件及其应用I（黄芃 电子科技大学）

TS3-2 反激式变换器（温鹏召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TS3-13 高频磁元件和集成磁技术II（张烜 福州大学）

TS3-3 电机控制I（张延庆 西安理工大学） TS3-14 光伏变换器（蒋建波 武汉大学）

TS3-4 碳化硅器件（吴立亮 东南大学） TS3-15 无线电能传输I（周磊 中国矿业大学）

TS3-5 高频磁元件和集成磁技术I（武艳秋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TS3-16 谐振变换器（孙晓钰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TS3-6 风力发电（张一凡 浙江大学） TS3-17 多电平变换器（王伯荣 浙江大学）

TS3-7 电能质量控制（熊连松 南京工程学院） TS3-18 电机控制II（李安 华中科技大学）

TS3-8 信息系统供电技术I（王玉乐 广东工业大学） TS3-19 永磁电机控制（朱晨光 南通大学）

TS3-9 PFC（杨飞 南京理工大学） TS3-20 逆变器控制（王江峰 清华大学）

TS3-10 双向直流变换器（阚志忠 燕山大学） TS3-21 LED驱动（易俊宏 西南交通大学）

TS3-11 电动汽车充电I（王孙博 北京理工大学） TS3-22 无线电能传输II（姚友素 哈尔滨工业大学）

D2 墙报交流-1 (余金阳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余斌 西南交通大学;王玉柱 合
肥工业大学;任伊昵 浙江大学;郭明达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D3 墙报交流-2 (赵文广 合肥工业大学;张学广 哈尔滨工业大学;朱康杰 福
州大学;吴钦炜 福州大学;陈克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括号内为该分会场优秀报告人



技术报告分会场TS4
TS4-1 软开关技术 (吴宇鹰 浙江大学) TS4-16 变换器级联 （许国栋 西南交通大学）

TS4-2 并网变换器I (刘自鹏 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TS4-17 电动汽车无线充电 （杨光 哈尔滨工业大学）

TS4-3 电机控制III (郭海伦 冶金自动化研究设计院) TS4-18 并网变换器II （王施珂 西安交通大学）

TS4-4 电源相关技术I (沈磊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TS4-19 直流变换器控制 （屈雪霁 重庆大学）

TS4-5 特种电源I (刘智民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TS4-20 电源相关技术II （谭广军 燕山大学）

TS4-6 电磁兼容I (王佳信 北京交通大学) TS4-21 特种电源II （陈泽驰 西安理工大学）

TS4-7 无线电能传输III (王鹤寿 香港理工大学) TS4-22 电磁兼容III （杨德勇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TS4-8 直流微电网 (吴亚伟 安徽工业大学) TS4-23 无线电能传输IV （张朱浩伯 浙江大学）

TS4-9 VIENNA整流器 (梁谱 西安理工大学) TS4-24 高增益变换器 （廖鸣宇 重庆理工大学）

TS4-10 DAB变换器 (吴凤江 哈尔滨工业大学) TS4-25 电力电子变压器 （宋展飞 东南大学）

TS4-11 电机控制IV (陆海峰 清华大学) TS4-26 多端口变换器 （陈桂鹏 厦门大学）

TS4-12 电动汽车驱动 (毕广东 哈尔滨工业大学) TS4-27 电源相关技术III （陈桂 东南大学）

TS4-13 电动汽车充电II (王睿哲 浙江大学) TS4-28 新型功率器件及其应用II （邓小川 电子科技大学）

TS4-14 电磁兼容II (邵宸晟 东南大学) TS4-29 高频磁元件和集成磁技术III （杨金旭 浙江大学）

TS4-15 信息系统供电技术II (易龙强 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TS4-30 新能源变换技术 （黄少成 华中科技大学）

括号内为该分会场优秀报告人



工业报告分会场



为促进来自工业领域的应用技术交流、加强产学研互动，本次年会在以往以论文交流为主的基础上，新增工业报告

分会场，以电力电子热点及重点共性技术话题，邀请电源工程技术人员发表报告，共设12个主题会场，35场报告,会场主

题包括：

工业报告分会场

括号内为该分会场优秀报告人

IS3-1 新型功率半导体器件及应用-1 （李诚瞻 株洲中车时代半导体有限公司）

IS3-2 电动汽车充电与系统解决方案 （贾民立 台达上海车载电源设计中心）

IS3-3 新型功率半导体器件及应用-2 （徐迎春 Navitas Semiconductor）

IS3-4 新型功率半导体器件及应用-3 （郝欣 英飞凌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IS4-1 新能源发电、储能及智能电网技术-1 （空缺）

IS4-2 高效高功率密度电源及其变换器技术-1 （董慨 台达杭州设计中心）

IS4-3 新能源发电、储能及智能电网技术-2 （罗岷 Plexim有限公司）

IS4-4 高效高功率密度电源及其变换器技术-2 （张小宁 西安交通大学）

IS4-5 新型电机及其驱动控制技术-1 （廖海平 深圳麦格米特驱动技术有限公司）

IS4-6 高频电磁元件设计及电磁兼容性问题-1 （杨海军 台达上海设计中心）

IS4-7 新型电机及其驱动控制技术-2 （祝锦 VisIC technologies）

IS4-8 高频电磁元件设计及电磁兼容性问题-2 （郑庆杰 青岛云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年会赞助单位颁奖



现场展览





本次年会共有来自电源行业的76家相关企业，现场进行产品展示、推广，共计设置105个展位，参展企业包括：

展览

株洲中车时代半导体有限公司

富士电机（中国）有限公司

三菱电机机电（上海）有限公司

Navitas Semiconductor

GaN Systems

深圳基本半导体有限公司

艾德克斯电子有限公司

罗姆半导体（深圳)有限公司

无锡芯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INFOMATIC PTE. LTD.

NORWE Inc.

PowerELab Limited

VisIC Technologies, Ltd.

北京柏艾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大华无线电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晶川电子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落木源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创意电子有限公司

东莞宏强电子有限公司

东莞市必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固纬电子（苏州）有限公司

广东丰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德肯电子有限公司

广州立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飞仕得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精日科技有限公司

合泰盟方电子（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晶恒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镓能国际半导体有限公司

江苏宏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中科君芯科技有限公司

力高仪器有限公司

猎芯网

美国磁性材料公司 (美磁)

慕尼黑上海电子展

南京瑞途优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晟芯半导体有限公司

南京研旭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中旭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希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秦皇岛市燕秦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全天自动化能源科技（东莞）有限公

司



展览

厦门赛尔特电子有限公司

山东东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艾德尔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大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君研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科梁信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维安微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鹰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远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瞻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苏州

汇川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尚阳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必事达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迪福伦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航智精密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威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康奈特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达嘉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立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鹏源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斯康达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瓦特源检测研究有限公司

深圳市知用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智胜新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东微半导体有限公司

苏州泰思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唐山尚新融大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无锡宸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爱科赛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灵枫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新驱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浙江东睦科达磁电有限公司





同期活动



11月2日，第五届中国电源学会科学技术奖颁奖仪式在

本届年会开幕式中举行，仪式中向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曹

仁贤先生颁发杰出贡献奖，同时还颁发了一等奖4项、二等

奖8项、优秀产品创新奖6项以及杰出青年奖1人、优秀青年

奖3人。

“中国电源学会科学技术奖”（国科奖社证字第0220

号）是由国家科技部批准，在国家科技奖励办公室登记备案

的代表本行业、本专业在全国范围内评选的最高科技奖励，

奖励在我国电源领域的科学研究、技术创新、新品开发、科

技成果推广应用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单位。

第五届电源科技奖颁奖仪式

副理事长刘进军颁发优秀产品创新奖

徐德鸿理事长向曹仁贤先生颁发杰出贡献奖



11月1日，“GaN Systems杯”第五届高校电力电子应

用设计大赛在年会期间同期举行。浙江大学在众多参赛队

伍中脱颖而出，斩获决赛特等奖。此外，2支队伍获得一等

奖，2支队伍获得二等奖，7支队伍获得优胜奖。决赛设计

作品在年会现场进行了现场展示。

11月3日在年会颁奖仪式前，举行了本届大赛颁奖仪式

，获奖队伍颁发了获奖证书和奖金。

获奖名单：

特等奖：浙江大学

一等奖：华中科技大学、北方工业大学

二等奖：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黑龙江科技大学

优胜奖：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

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上海海事大学、燕山

大学、重庆理工大学

第五届高校电力电子设计大赛

决赛报告现场

特等奖颁奖



11月3日下午，由中国电源学会与美国电源制造商协会联合举办的中美电源产业创新论坛，在年会期间举行。会议由中

国电源学会监事长章进法博士、美国电源制造商协会主席Stephen Oliver先生共同主持，来自中美电源产业的200余位代表

参加会议。报告安排包括：

中美电源产业创新论坛

China Power Supply Industry and Market Report

Dr. Alpha J. Zhang

Chief Supervisor of CPSS, Director of Delta Shanghai Design Center

Power Technology Roadmap: The Rise of Wide Bandgap

Stephen Oliver

Chairman PSMA

VP Sales & Marketing of Navitas Semiconductor

Introduction of SiC Industry in China

Dr. Weiwei HE

CEO of Shenzhen BASiC Semiconductor Ltd.

Benefits of GaN for Compact Adapters

David Chen

PSMA Energy Management Chair

Director of Applications Engineering of Power Integrations

Power Loss Modeling Method of the On Board Charger (OBC) 

Topology

Dr. Yunpeng Yao

Inovance Technology Co., Ltd.

中美论坛现场



为鼓励青年科技工作者和电源女科技工作者相互交流，

1、2日晚间，会议专门组织了电源青年人才论坛、电源女科

学家论坛活动。

11月1日召开的电源青年人才论坛，邀请国内电源领域

优秀青年电源人才就最新研究成果进行报告并现场交流。近

200余位电源青年科技工作者参与交流。

11月2日晚举行的电源女科学家论坛，以“巾帼追梦新

时代，传承建功绽芳华”为主题，集学术报告、主题讨论、

互动交流于一体。论文邀请了欧洲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

科学院院士、香港城市大学陈关荣教授，“国家优秀青年科

学基金获得者”、浙江大学电气学院黄晓艳教授和香港英国

保诚保险有限公司的资深经理钟小芬女士进行了精彩报告，

100余位与会电气女科技工作者就相关话题展开深入讨论。

青年人才论坛、女科学家论坛

电气女科学家论坛现场

青年论坛现场



中国电源学会第二十四届学术年会暨展览会
The 24th China Power Supply Society Conference & Exhibition (CPSSC2021)

期待您的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