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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的锂离子电池、无刷双馈感应发电机高性能控制技术等。
在第 2 天，世界顶级专家们将作大会报告，分享他们对于
电力电子技术发展的深入思考和观点。在第 2、3、4 天，将

中国电源学会第二十三届学术年会(CPSSC 2019)将

有一系列技术报告与工业报告分会场和墙报交流分会

于 2019 年 11 月 1 日至 4 日在广东省深圳市召开。两年

场，展示近年来我国电源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最新成就，并

一届的中国电源学会学术年会是国内电源界规模最大的

对于一系列热点研究领域开展研讨。在第 1、2 天，将举办

学术盛会，至今已有 30 多年历史，在电源界具有广泛影

电源青年人才论坛和电源女科学家论坛，促进女科学家、

响。

优秀青年电源科技工作者、学生与企业界之间的交流与
年会旨在促进电源界海内外华人学者的学术交流，

合作。在第 3 天，中国电源学会与美国电源制造商协会将

促进政、产、学、研的合作，促进中国电源产业的技术创新

联合举办中美电源产业创新论坛，针对目前中美电源产

和技术进步。年会通过大会报告、专题讲座、技术报告、工

业发展现状，共同交流探讨电源产业未来发展方向。在第

业报告、墙报交流、现场展览、论坛等形式总结交流电源

3 天，将举办电源科研成果交流会，相关高校院系、研究

技术各个领域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成果及新工艺，展示

所、科研团队现场就各自最新科研成果进行报告，并与相

目前电源技术的发展水平，探讨电源技术的发展方向。

关企业进行交流。大量电源及相关企业参与的展览是本

本届年会得到中国电源学会广大会员的积极响应，
在学会各专委会、各地方学会、协会的全力组织和协助

次年会的亮点之一。
本届年会由株洲中车时代半导体有限公司、富士电

下，在全体理事的关心和支持下，征集到许多高水平、高

机（中 国）有 限 公 司 、三 菱 电 机 机 电（上 海）有 限 公 司 、

质量的论文。年会还得到了港、澳、台地区，以及国际学者

Navitas Semiconductor、GaN Systems、深圳基本半导体

及专家的支持和参与。学术年会论文展示了近年来我国

有限公司、艾德克斯电子有限公司、罗姆半导体（深圳）有

电源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最新成就。经专家评审，本次年会

限公司、无锡芯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等赞助支持，特别

共录用论文 506 篇，内容涉及：SiC 和 GaN 器件等新型功

表示感谢。

率器件及其应用，高频磁元件和集成磁技术，新颖开关电

同时衷心感谢所有论文作者和会议代表们积极参与

源，逆变器及其控制技术，太阳能、风力、燃料电池等新能

本届学术年会。衷心感谢中国电源学会各专业委员会委

源电能变换技术，电能质量技术，直流微电网，LED 照明

员、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编辑工作委员会委员和特邀论

电源，电磁兼容技术，特种电源，无线电能传输技术，信息

文评审专家为论文的征集、评审和完善等所付出的辛勤

系统供电技术，电动汽车充电与驱动技术，储能技术，电

劳动。

机控制，多电平与软开关技术，系统仿真、建模与控制等
方向。在热点研究领域新能源发电、微型电网与智能电网
中的电力电子技术方向，论文集中收录了 142 篇相关论

中国电源学会
2019 年 10 月

文，对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开展了深入和广泛的研讨。近
年来电动汽车充电与驱动、无线电能传输技术方向成为
新的热点研究领域，论文集中收录了 87 篇相关论文。
在年会第 1 天，有杰出专家们主讲的 9 个高质量的
专题讲座，范围包括微网储能变流器、多电平变换器、碳
化硅与氮化镓功率器件、并网变流器、驱动与储能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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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简介

学术年会到 2017 年已经成功举办了 22 届，会议规模超
过 1400 人，是国内电源界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学术会
议。2014 年发起举办国际电力电子技术及应用会议暨展

中国电源学会 1983 年成立，是在国家民政部注册的
国家一级社团法人，业务主管部门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中国电源学会以促进我国电源科学技术进步和电源
产业发展为己任。电源科学技术是采用半导体功率器件、
电磁元件、电池等元器件，运用电气工程、自动控制、微电
子、电化学、新能源等技术，将粗电加工成高效率、高质
量、高可靠性的交流、直流、脉冲等形式的电能的一门多
学科交叉的科学技术，在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
面具有广泛的应用。
电源涉及的产品范围主要包括：通信电源、不间断电
源（UPS）、光伏逆变电源、风力发电变流器、储能电源、新
能源车充电与驱动电源、轨道交通用电源、LED 驱动电
源、通用交流电源、通用直流电源、变频电源、特种电源、
蓄电池、充电器、变压器、元器件和电源配套产品等。
中国电源学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会员代表大
会，执行机构是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秘书处是学会常设
日常办事机构。目前拥有个人会员 7000 余人，团体会员
近 500 家，其中副理事长单位个 7 个，常务理事单位 28
个，理事单位 60 个。
中国电源学会下设交流电源、直流电源、变频电源、
照明电源、特种电源、变压器、元器件、电磁兼容、电能质
量、信息系统供电、无线电能传输技术及装置、新能源车
充电与驱动、电力电子化电力系统及装备等 13 个专业委
员会，以及学术、组织、国际交流、编辑、科普、标准化、青
年、电气女科学家、会员发展、专家咨询等 10 个工作委员
会。另外还有业务联系的 10 个具有法人资格的地方电源
学会。
中国电源学会汇聚了全国电源界的专家学者、科技
人员和广大电源企业，发挥学术界和企业界两大优势，促
进产学研相结合，为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
全面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懈努力。

览会（IEEE PEAC）,是首个定期在中国举办的电力电子专
业学术会议，第二届会议于 2018 年举行，录用论文 479
篇，有来自 31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800 余人参会，较首届
均有大幅提高。此外我会每年还举办各种类型的专题研讨
会。
中国电源学会的出版物有：
《电源学报》、
《电力电子技
术 与 应 用 英 文 学 报》
（CPSS TPEA）、
《中 国 电 源 行 业 年
鉴》，与 Spring 出版集团合作出版 CPSS-Spring 电力电
子技术英文丛书，会员通讯（电子版）。同时，还不定期组织
编辑出版系列丛书、技术专著以及各种学术会议论文集。
由国家科技部批准，在国家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登记
注册，中国电源学会于 2011 年正式设立“中国电源学会
科学技术奖”。此奖项在全国范围内评选，是代表本行业、
本专业最高水平的奖励。至 2019 年已进行五届评奖，其
最高获奖项目向国家科技奖推荐。
2015 年起每年举办高校电力电子应用设计大赛，至
今已举办 5 届，加强国内高校电力电子相关专业学生的
相互交流，提高学生创造力及工程实践能力。
2016 年正式启动团体标准工作，本着“行业主导、需
求为先、系统规划、务实高效”的原则，大力推动团体标准
建设，以满足行业发展需要，促进电源行业技术进步、自主
创新和产业升级，截止目前已正式发布实施两批共 16 项
团体标准。
中国电源学会积极开展继续教育活动，利用学会的专
家资源，每年举办不同主题的研修班、培训班，特别结合当
前的技术热点和技术难点，开展培训和服务活动，得到社
会广泛关注和支持。
中国电源学会开展一系列行业服务活动，如：科技成
果鉴定、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参与工程项目评标评价等。
学会网站：www.cpss.org.cn

学会每年举办各种类型的学术交流会。两年一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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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及委员会

大会秘书长
张 磊
技术程序委员会

组织机构

专题委员会院

主办单位院

1. 新颖开关电源院直流变换技术尧功率因数校正技术

中国电源学会

专 题 主 席 ：张卫平

支持单位院

专题执行主席：陈

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政府

委员：杜

钻石赞助单位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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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金赞助单位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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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委员会

武

雄

吴红飞
周京华
朱

淼

孙

凯

姚文熙
吴凤江
陈

宇

2. 变频器及传动控制
专 题 主 席 ：李崇坚

大会主席

专题执行主席：陈息坤

徐德鸿

委员：蒋

栋

指导委员会

张永昌

韩家新

王高林

罗

安

宋文祥

张

波

张卓然

曹仁贤

年

珩

陈成辉

杨

明

刘进军 西

郑大鹏

阮新波

3. SiC尧GaN 器件尧新型功率器件及其应用

汤天浩

专 题 主 席 ：高

技术程序委员会主席

专题执行主席：孟昭亮

马

皓

委员: 盛

况

工业报告委员会主席

韩

雁

章进法

张

波

专题讲座委员会主席

张玉明

阮新波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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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电能质量尧分布式发电系统

王彩琳
冯

松

专 题 主 席 ：卓

4. 高频磁元件和集成磁
专 题 主 席 ：陈

放

专题执行主席：朱明星

为

委员：白小青

专题执行主席：陈乾宏

刘军成

委员：杨玉岗

钟

庆

卢增艺

7. 照明电源与消费电子

陈庆彬

专 题 主 席 ：徐殿国

裴云庆

专题执行主席：王懿杰

颜

冲

委员：林国庆

周

岩

许建平

郑庆杰

朱良红
张方华

5. 新能源电能变换

罗全明

专 题 主 席 ：曹仁贤

吴新科

专题执行主席：张

曲小慧

兴

委员：耿

华

熊代富

王

丰

张相军

李

睿

管乐诗

李武华
孙孝峰

专 题 主 席 ：邓建军

高

峰

专题执行主席：李洪涛

杨

萍

委员：傅

鹏

邓富金

高大庆

张

晓

何湘宁

陈

新

佟为明

张

辉

王久和

徐现刚

张学广

栾崇彪

姚

鄂

骏

鹏

涂春明

丛培天

邹旭东

张自成

赵晋斌

8

8. 特种电源

9. 电磁兼容

潘尚智

专 题 主 席 ：张

波

胡存刚

专题执行主席：李

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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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张卫东

马铭瑶

和军平

陆

陈恒林

沙德尚

裴雪军

王浩宇

陈文洁

杭丽君

王世山

技术程序委员会委员

余占清

马

董纪清

王兆安

岳云涛

王念春

颜

邓建军

伟

10. 无线电能传输

皓

史平君

专 题 主 席 ：孙

跃

吕征宇

专题执行主席：戴

欣

刘文华

委员：朱春波

刘进军

陈乾宏

刘晓东

马澄斌

汤天浩

苏玉刚

阮

11. 信息系统供电技术院UPS尧直流供电尧电池管理

毅

阮新波

专 题 主 席 ：谢少军

孙

跃

专题执行主席：张方华

杨

耕

委员：陈四雄

张

兴

陈亚爱

张

波

孟

超

张广明

张纯江

张卫平

陈艳峰

张代润

陈

敏

张庆范

刘邦银

张纯江

12. 电动汽车充电与驱动

陈

为

专 题 主 席 ：徐德鸿

陈

仲

专题执行主席：张军明

陈永真

委员：陈

敏

陈阿莲

康劲松

陈道炼

王高林

李崇坚

蒋

卓

栋

任小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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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晓明

汪洪亮

王彩琳

王

钟彦儒

王

段善旭

夏

武

吴

昊

鲲

谢少军

姜建国

杨

飞

杨

王高林

王

吴红飞

吴新科

夏晨阳

谢小高

谢

震

许津铭

杨玉岗

姚

骏

姚

徐殿国

姚文熙

徐德鸿

张军明

姚友素

叶海涵

张桂东

张建文

张

犁

张千帆

张学广

张

高艳霞

张

镇

张自成

赵晋斌

郑庆杰

钟文兴

郭黎利

周京华

朱国荣

邹旭东

勇

丰

俊

凯
云

曹仁贤
康

勇

康劲松
章进法
葛芦生
谢少军
蔡

旭

潘俊民
会议秘书处
胡

珺

陈

张

婷

贾志刚

帆

耿

越

穆

杨乃芬

崔凌云

李

张

陈国珍

刘媛媛

楠

涓

畅

审稿人名单
曹玲玲

陈家伟

陈锦晖

陈敏（大）

陈敏（小）

陈乾宏

陈思哲

陈

为

陈息坤

陈

丛培天

戴

欣

戴志勇

邓富金

邓其军

鄂

鹏

樊小明

方天治

冯

松

傅旻帆

高

高

勇

谷

峰

高珊珊

高

管乐诗

郭磊磊

郭小强

韩寿恒

杭丽君

胡存刚

季振东

蒋

栋

蒋

李洪涛

李

萍

李

瑞

李

睿

李思奇

李

阳

林维明

刘

闯

刘福鑫

刘宿城

刘

增

卢琴芬

栾崇彪

马大俊

马

马红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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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凡刚

孟

涛

孟昭亮

年

钱宝良

邱建琪

曲小慧

任小永

沙德尚

邵

宋

凯

宋文胜

宋文祥

苏玉刚

孙向东

唐春森

唐厚君

汪

帅

孙浩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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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赞助商
鸣谢以下单位对本次会议的大力支持
钻石赞助商

白金赞助商

GaN Systems
株洲中车时代半导体有限公司

深圳基本半导体有限公司

富士电机渊中国冤有限公司

艾德克斯电子有限公司

三菱电机机电渊上海冤有限公司
罗姆半导体渊深圳冤有限公司

Navitas Semiconductor
无锡芯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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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TS-技术报告

说明院T-专题讲座
时间

IS-工业报告

D-墙报交流

内容

地点

参与人员

报到注册

坪山格兰云天国际酒店大堂

全体代表

会议中心 1 层 媒体会议室

参赛人员

坪山格兰云天国际酒店大堂

全体代表

会议中心 1 层 媒体会议室

参赛人员、全体代表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3 & 4

全体代表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5

全体代表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6

全体代表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7

全体代表

10 月 31 日
14:00-18:00
14:00-18:00

“GaN Systems 杯”第五届高校电力电子
应用设计大赛决赛预测试

11 月 1 日
8:00-20:00

报到注册
“GaN Systems 杯”第五届高校电力电子

8:30-17:00

应用设计大赛决赛
T1：微网储能变流器免通信并联基本原理

8:30-12:00

与关键技术
T2：中点箝位型多电平变换器拓扑与控制

8:30-12:00

策略
T3：SiC 功率器件的性能表征、封装测试与

8:30-12:00

系统集成
T4：面向工业应用的无刷双馈感应发电机

8:30-12:00

高性能控制技术

10:00-10:15

茶歇

会议中心

全体代表

12:00-13:30

午餐、休息

会议中心 1 层 太极中餐厅

凭有效餐券用餐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3 & 4

全体代表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5

全体代表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6

全体代表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7

全体代表

T5：高效率高功率密度开关电源设计的
13:30-17:00

挑战分析:新型氮化镓器件以及高频
磁元件的特性和应用

13:30-17:00
13:30-17:00
13:30-17:00

T6：电力电子并网变流器韧性分析、评估
与测试
T7：从硅往碳化硅器件过渡中变流器设计
的十个常见问题
T8：驱动与储能系统中的锂离子电池建模
与仿真

13:30-17:00

T9：多电平变换器半实物仿真技术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8

全体代表

15:00-15:15

茶歇

会议中心

全体代表

17:30-19:30

晚餐

会议中心 1 层 太极中餐厅

凭有效餐券用餐

19:00-21:30

青年电源人才论坛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3 & 4

全体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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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内容

地点

参与人员

报到注册

展览中心西大厅

全体代表

展览中心 3 层 坪山多功能厅

全体代表

展览中心西大厅 & B 馆

全体代表

11 月 2 日
8:00-12:00

年会开幕式暨第五届中国电源学会科学

8:30-9:05

技术奖颁奖仪式

9:00-18:00

展览参观

9:05-9:15

休息

9:15-10:45

大会报告 -1

展览中心 3 层 坪山多功能厅

全体代表

10:45-11:30

大会报告 -2

展览中心 3 层 坪山多功能厅

全体代表

11:30-13:30

午餐、休息

展览中心 B 馆

凭有效餐券用餐

13:30-14:45

大会报告 -3

展览中心 3 层 坪山多功能厅

全体代表

14:45-15:45

大会报告 -4

展览中心 3 层 坪山多功能厅

全体代表

展览中心 B 馆

全体代表

D2:墙报交流 -1
第五届中国电源学会科学技术奖获奖成果
16:00-18:00

展示
“GaN Systems 杯”第五届高校电力电子
应用设计大赛决赛成果展示

17:30-19:30

晚餐

展览中心 B 馆

凭有效餐券用餐

19:00-21:00

电源女科学家论坛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5

全体代表

8:00-9:40

TS3-1：整流器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3

全体代表

8:00-9:40

TS3-2：反激式变换器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4

全体代表

8:00-9:40

TS3-3：电机控制 I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5

全体代表

8:00-9:40

TS3-4：碳化硅器件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6

全体代表

8:00-9:40

TS3-5：高频磁元件和集成磁技术 I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7

全体代表

8:00-9:40

TS3-6：风力发电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8

全体代表

8:00-9:40

TS3-7：电能质量控制

会议中心 1 层 会议室 1

全体代表

8:00-9:40

TS3-8：信息系统供电技术 I

会议中心 1 层 媒体会议室

全体代表

8:30-10:30

IS3-1: 新型功率半导体器件及应用 -1

会议中心 2 层 格兰宴会厅 3

全体代表

8:30-10:30

IS3-2: 电动汽车充电与系统解决方案

会议中心 2 层 格兰宴会厅 1

全体代表

9:40-11:00

茶歇

展览中心西大厅 & B 馆

全体代表

10:00-18:30

展览参观

展览中心西大厅 & B 馆

全体代表

1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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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内容

地点

参与人员

展览中心 B 馆

全体代表

D3:墙报交流 -2
第五届中国电源学会科学技术奖获奖成果
10:00-12:00

展示
“GaN Systems 杯”第五届高校电力电子
应用设计大赛决赛成果展示

12:00-14:00

午餐、休息

展览中心 B 馆

凭有效餐券用餐

14:00-17:00

中美电源产业创新论坛

会议中心 2 层 格兰宴会厅 1

全体代表

14:00-18:00

电源科研成果交流会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5

全体代表

14:00-15:40

TS3-9：PFC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3

全体代表

14:00-15:40

TS3-10：双向直流变换器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4

全体代表

14:00-15:40

TS3-11：电动汽车充电 I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6

全体代表

14:00-15:40

TS3-12：新型功率器件及其应用 I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7

全体代表

14:00-15:40

TS3-13：高频磁元件和集成磁技术 II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8

全体代表

14:00-15:40

TS3-14：光伏变换器

会议中心 1 层 会议室 1

全体代表

14:00-15:40

TS3-15：无线电能传输 I

会议中心 1 层 媒体会议室

全体代表

14:00-15:30

IS3-3: 新型功率半导体器件及应用 -2

会议中心 2 层 格兰宴会厅 3

全体代表

15:30-16:00

茶歇

会议中心

16:00-17:30

IS3-4: 新型功率半导体器件及应用 -3

会议中心 2 层 格兰宴会厅 3

全体代表

16:00-18:00

TS3-16：谐振变换器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3

全体代表

16:00-18:00

TS3-17：多电平变换器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4

全体代表

16:00-18:00

TS3-18：电机控制 II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6

全体代表

16:00-18:00

TS3-19：永磁电机控制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7

全体代表

16:00-18:00

TS3-20：逆变器控制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8

全体代表

16:00-18:00

TS3-21：LED 驱动

会议中心 1 层 会议室 1

全体代表

16:00-18:00

TS3-22：无线电能传输 II

会议中心 1 层 媒体会议室

全体代表

18:30-20:30

年会颁奖仪式 & 交流晚餐会

展览中心 3 层 坪山多功能厅

凭请柬用餐

8:00-10:00

TS4-1：软开关技术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3

全体代表

8:00-10:00

TS4-2：并网变换器 I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4

全体代表

8:00-10:00

TS4-3：电机控制 III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5

全体代表

8:00-9:40

TS4-4：电源相关技术 I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6

全体代表

8:00-10:00

TS4-5：特种电源 I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7

全体代表

8:00-10:00

TS4-6：电磁兼容 I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8

全体代表

8:00-10:00

TS4-7：无线电能传输 III

会议中心 1 层 会议室 1

全体代表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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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内容

地点

参与人员

8:00-10:00

TS4-8：直流微电网

会议中心 1 层 媒体会议室

全体代表

会议中心 2 层 格兰宴会厅 3

全体代表

会议中心 2 层 格兰宴会厅 1

全体代表

会议中心

全体代表

会议中心 2 层 格兰宴会厅 3

全体代表

会议中心 2 层 格兰宴会厅 1

全体代表

IS4-1: 新能源发电、储能及智能电网技术

8:30-10:00

-1
IS4-2: 高效高功率密度电源及其变换器

8:30-10:00

技术 -1

10:00-10:20
10:20-11:50
10:20-11:20

茶歇
IS4-3: 新能源发电、储能及智能电网技术
-2
IS4-4: 高效高功率密度电源及其变换器
技术 -2

10:20-12:00

TS4-9：VIENNA 整流器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3

全体代表

10:20-12:00

TS4-10：DAB 变换器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4

全体代表

10:20-12:00

TS4-11：电机控制 IV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5

全体代表

10:20-11:40

TS4-12：电动汽车驱动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6

全体代表

10:20-12:00

TS4-13：电动汽车充电 II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7

全体代表

10:20-12:00

TS4-14：电磁兼容 II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8

全体代表

10:20-12:00

TS4-15：信息系统供电技术 II

会议中心 1 层 会议室 1

全体代表

10:20-11:40

TS4-16：变换器级联

会议中心 1 层 媒体会议室

全体代表

12:00-13:30

午餐、休息

会议中心 1 层 太极中餐厅

凭有效餐券用餐

13:00-15:00

TS4-17：电动汽车无线充电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3

全体代表

13:00-15:00

TS4-18：并网变换器 II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4

全体代表

13:00-15:00

TS4-19：直流变换器控制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5

全体代表

13:00-15:00

TS4-20：电源相关技术 II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6

全体代表

13:00-15:00

TS4-21：特种电源 II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7

全体代表

13:00-14:40

TS4-22：电磁兼容 III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8

全体代表

13:00-15:00

TS4-23：无线电能传输 IV

会议中心 1 层 会议室 1

全体代表

13:00-14:30

IS4-5: 新型电机及其驱动控制技术 -1

会议中心 2 层 格兰宴会厅 3

全体代表

会议中心 2 层 格兰宴会厅 1

全体代表

13:00-14:30

IS4-6: 高频电磁元件设计及电磁兼容性
问题 -1

14:30-15:20

茶歇

会议中心

全体代表

14:50-15:50

IS4-7: 新型电机及其驱动控制技术 -2

会议中心 2 层 格兰宴会厅 3

全体代表

会议中心 2 层 格兰宴会厅 1

全体代表

14:50-15:50

IS4-8: 高频电磁元件设计及电磁兼容性
问题 -2

15:20-16:40

TS4-24：高增益变换器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3

全体代表

15:20-16:40

TS4-25：电力电子变压器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4

全体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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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内容

地点

参与人员

15:20-16:40

TS4-26：多端口变换器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5

全体代表

15:20-17:00

TS4-27：电源相关技术 III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6

全体代表

15:20-16:40

TS4-28：新型功率器件及其应用 II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7

全体代表

15:20-16:40

TS4-29：高频磁元件和集成磁技术 III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8

全体代表

15:20-16:40

TS4-30：新能源变换技术

会议中心 1 层 会议室 1

全体代表

17:00-19:00

晚餐

会议中心 1 层 太极中餐厅

凭有效餐券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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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源学会及分支机构会议安排
时间

活动内容

地点

11 月 1 日
19:30-20:30
21:30-22:30

中国电源学会理事长会议暨党委
会议
中国电源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常务委员扩大会议

会议中心 2 层会议室 10
会议中心 2 层会议室 10

11 月 2 日
16:00-17:00
16:00-17:30
17:30-18:30
18:30-21:30

中国电源学会直流电源专业委员会
全体委员会议
中国电源学会新能源车充电与驱动
专业委员会年度工作会议
CPSS & PELS 工作会议
中国电源学会第八届理事会第三次
全体会议、第五次常务理事会议

会议中心 2 层会议室 10
会议中心 2 层会议室 5
会议中心 2 层会议室 9
会议中心 1 层新闻发布厅

11 月 3 日
10:00-12:00
13:00-14:00
13:00-14:00
13:00-15:00
16:00-17:00
16:00-17:00
16:00-17:30

26

电源学报编委会议
中国电源学会会员发展工作委员会
全体委员会议
CPSS TPEA 编委会议
中国电源学会电磁兼容专业委员会
年度会议
中国电源学会国际交流工作委员会
全体委员会议
中国电源学会信息系统供电技术
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
中国电源学会编辑工作委员会全体
委员会议

中国电源学会第二十三届学术年会(CPSSC2019)

会议中心 2 层会议室 10
会议中心 2 层会议室 9
会议中心 2 层会议室 10
会议中心 2 层会议室 11
会议中心 2 层会议室 9
会议中心 2 层会议室 10
会议中心 2 层会议室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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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班车安排院

会议地点院
深圳坪山格兰云天国际酒店

年会期间组委会每天早晚将安排班车接送在金茂园

地址：深圳市坪山区瑞景路 36 号

酒店住宿的会议代表，会议代表可凭参会代表证乘车，班

电话：0755-36359999

车车辆将放置会议标识。
乘车地点院

周边住宿酒店院

早上出发：金茂园酒店大堂外停车场。

深圳金茂园大酒店渊距离会议酒店约 4.3 公里冤

晚上返回：

地址：深圳市坪山区金牛西路 33 号

11 月 1 日 坪山格兰云天酒店大堂外停车场

电话：0755-85228888

11 月 2 日 坪山格兰云天酒店展览中心西门停车场
11 月 3 日 坪山格兰云天酒店展览中心西门停车场

金茂园酒店位置示意图

11 月 4 日 坪山格兰云天酒店大堂外停车场
班车具体发车时间如下：
金茂园 至

会议酒店 至

会议酒店

金茂园

11 月 1 日

7:20

18:00、18:30、21:40、22:40

11 月 2 日

7:20

11 月 3 日

7:00

20:40、21:10

11 月 4 日

7:00

18:00

时间

金茂园大酒店

深圳坪山
格兰云天国际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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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须知

3、分会场主席根据分会场报告人的表现，现场评出一位

1. 会议进行时，请将手机调整为震动状态或关机。

优秀报告人，现场填写并颁发证书。

2. 需要会议通知、报到通知、论文录用通知原件的代表，
及现场领取发票代表，请于 11 月 2、3 日 10:00-16:00 至

墙报论文作者院

会议报到服务处索取。

1、墙报论文作者在墙报交流时段应在本人墙报前进行交

3. 用餐安排：

流，并向墙报会场主席进行 2-3 分钟的口头介绍，墙报交

（1）会议供餐自 11 月 1 日午餐至 4 日晚餐，凭餐券或交
流晚餐会请柬就餐。

流主席将在交流时间内逐一与墙报论文作者进行交流。
2、张贴墙报尺寸最大为 1500mm（高）X950mm（宽），每

（2）11 月 1-4 日午餐为商务套餐。

篇论文仅限张贴一张海报。

（3）11 月 3 日交流晚餐会为桌餐；11 月 1、2、4 日晚餐为

3、墙报论文作者请根据论文所属时段，于如下时段前往
海报交流区进行海报张贴

自助餐。
（4）早餐为住宿酒店提供凭房卡在住宿酒店就餐。

墙报交流 -1：11 月 2 日 12:00-15:00

（5）就餐地点:请参见会议日程。

墙报交流 -2：11 月 2 日 19:00-20:00
11 月 3 日 8:00-9:30

报告人尧论文作者及分会场主席须知
技术报告尧工业报告报告人院
技术报告每个报告长度为 20 分钟(报告 15 分钟，答疑 5
分钟)，工业报告每个报告长度为 30 分钟(报告 25 分钟，
答疑 5 分钟)。
报告人请于会前 15 分钟到会场，并作如下工作：
1、向工作人员领取您的报告人粘贴标识；
2、使用 U 盘将报告演示文件输入会议电脑，请确保演示
文件可在 Microsoft Office 2013 中正常播放，为避免设
备故障，报告人不得使用个人电脑播放报告演示文件；
3、向会议主持人提交个人简介打印稿。
4、本次会议技术报告、工业报告每个分会场将根据报告
人表现，由分会场主席现场评出一位优秀报告人，并颁发

4、如需保留海报，请于墙报交流结束后 30 分钟内自行收
回墙报，逾期组委会将统一处理，不做保留。
5、本次会议将根据海报质量与报告人表现，由分会场主
席现场评出优秀报告人，并颁发证书，请每位报告人会议
全程留在墙报交流现场。
墙报会场主席院
1、墙报交流主席应在墙报时段内与本人所负责的相关专
题论文作者逐一进行交流，并听取作者 2-3 分钟介绍。
2、请记录每篇论文的张贴情况及基本评价，记录表格请
在墙报交流区服务台领取。
3、由分会场主席根据海报质量与分会场报告人的表现，
每个墙报交流分现场评出五位优秀报告人，现场填写并
颁发证书。

证书，请每位报告人会议全程留在分会场现场。
分会场主席院
1、请于分会场开始前 15 分钟到达会场，检查会场准备情
况，检查报告人到会情况；
2、请对本分会场每个报告作出相应的评价并记录（记录
表格由工作人员提供）；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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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报告介绍

supplies and is deemed inadequate for the current
generation of data centers. An earnest effort led by Intel, Google, Microsoft, Amazon, Facebook, Huawei and

2019 年 11 月 2 日 周六
展览中心 3 层 坪山多功能厅

of overall system efficiency.
options for this new generation of power delivery architecture, in terms of efficiency, power density, and

大会报告-1
波

based voltage regulators with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This talk will address the major challenges and design

9:15-10:45
主持人院张

many others, has been underway by adopting 48V

；

汤天浩

manufacturability. The author will further share some
thoughts on more advanced power architecture beyond
the current main-stream development activities. What

9:15-10:00

is perceived as an ultimate solution should be the one

Power Architecture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Data

that is able to achieve a total system efficiency up to

Center

90% with minimum power conversion stages and is
李泽元教授 (Fred C. Lee)

modularized and scalable for future needs.

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IEEE
Fellow

报告人简介院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

Dr. Lee is a University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Emeri-

报告摘要院

tus at Virginia Tech. He is a member of the U.S. Na-

With ever increasing current consumption and clock

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an academician of Tai-

frequency, today’s microprocessors are operating at

wan’s Academia Sinica, and a foreign member of the

very low voltage and continuously switching between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China. Dr. Lee found-

the“sleep-mode”and“wake-up mode”up to tens of

ed the Center for power electronics and led a program

mega Hertz in order to conserve energy. Recent ad-

that encompasses research, technology development,

vancement of CPU and GPU, by adopting the mul-

educational outreach, industry collaboration, and tech-

ti-core parallel processing, have demonstrated perfor-

nology transfer. To date, more than 215 companies

mance improvements at a rate even beyond Moore’s

worldwide have benefited from this industry partner-

Law. For example, the new generation of GPU has

ship program.

grown into 600 cores and demands 1000 amperes of

Dr. Lee has supervised to completion 87 Ph.D. and 93

current. This rapid advancement in processor technolo-

M.S. students. He holds 89 US patents with additional

gies has imposed significant challenge to the power

14 pending, and has published over 290 journal articles

delivery and management.

and more than 710 refereed technical papers. His re-

The current form of Data center power architecture was

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high-frequency power con-

development based on available, off the shelf, power

version, magnetics and EMI, distributed power s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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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s, renewable energy, power quality, high-density

renewable energies.

electronics packaging and integration, and modeling and

In light of this, some of the most emerging renewable

control.

energies —, e.g., wind energy and photovoltaic, which

Dr. Lee is a fellow of the US National Academy of In-

by means of power electronics are changing character

ventor, and the recipient of the 2015 IEEE Medal in

as a major part in the electricity generation —, are ex-

Power Engineering for contributions to power electron-

plored in this paper. Issues like technology develop-

ics, especially high-frequency power conversion.

ment, implementation, power converter technologies,
control of the systems, and synchronization are addressed. Special focuses are paid on the future trends

10:00-10:45

in power electronics for those systems like how to

Power electronics 要 the key technology for grid inte鄄

lower the cost of energy and to develop emerging

gration

power devices and better reliability tool.
Prof. Frede Blaabjerg
IEEE- 电力电子学会主席、IEEE Fellow

报告人简介院

丹麦奥尔堡大学

Frede Blaabjerg (S’86-M’88-SM’97-F’03) was with
ABB-Scandia, Randers, Denmark, from 1987 to 1988.

报告摘要院

From 1988 to 1992, he got the PhD degree in Electrical

The energy paradigms in many countries (e.g., Ger-

Engineering at Aalborg University in 1995. He became

many and Denmark) have experienced a significant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1992, an Associate Professor

change from fossil-based resources to clean renew-

in 1996, and a Full Professor of power electronics and

ables (e.g., wind turbines and photovoltaics) in the past

drives in 1998. From 2017 he became a Villum Investi-

few decades. The scenario of highly penetrated renew-

gator. He is honoris causa at University Politehnica

ables is going to be further enhanced-Denmark ex-

Timisoara (UPT), Romania and Tallinn Technical Univer-

pects to be 100 percent fossil-free by 2050.

sity (TTU) in Estonia.

Consequently, it is required that the production, distri-

His current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power electronics

bution and use of the energy should be as technologi-

and its applications such as in wind turbines, PV

cally efficient as possible and incentives to save energy

systems, reliability, harmonics and adjustable speed

at the end-user should also be strengthened. In order

drives. He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600 journal papers

to realize the transition smoothly and effectively, energy

in the fields of power electronics and its applications.

conversion systems, currently based on power elec-

He is the co-author of four monographs and editor of

tronics technology, will again play an essential role in

ten books in power electronics and its applications.

this energy paradigm shift. Using highly efficient power

He has received 30 IEEE Prize Paper Awards, the IEEE

electronics in power generation, power transmis-

PELS Distinguished Service Award in 2009, the

sion/distribution and end-user application, together

EPE-PEMC Council Award in 2010, the IEEE William E.

with advanced control solutions, can pave the way for

Newell Power Electronics Award 2014 and the Villum

34

中国电源学会第二十三届学术年会(CPSSC2019)

中国电源学会第二十三届学术年会(CPSSC2019)

35

Kann Rasmussen Research Award 2014. He was the

power converters using both WBG devices and low

Editor-in-Chief of the IEEE TRANSACTIONS ON

-cost Si devices.

POWER ELECTRONICS from 2006 to 2012. He has
been Distinguished Lecturer for the IEEE Power Elec-

报告人简介院

tronics Society from 2005 to 2007 and for the IEEE In-

Juan Rivas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Stanford’s

dustry Applications Society from 2010 to 2011 as well

Electr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Before, he served as

as 2017 to 2018. In 2019-2020 he serves a President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of IEEE Power Electronics Society. He is Vice-Presi-

and worked for GE Global Research in the high-fre-

dent of the Danish Academy of Technical Sciences too.

quency power electronics group. He has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the design of dc-dc power converters
working at MHz frequencies. He has published

10:45-11:30

peer-reviewed work on power converters reaching up

大会报告-2

to 100 MHz using Si and WBG devices. He obtained his

主持人院刘进军

；

曹仁贤

doctoral degree from MIT in 2006.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power electronics, resonant converters,
resonant gate drive techniques, high-frequency magnetics, and finding new applications for power convert-

10:45-11:30
Design considerations of radio frequency power con鄄

ers.

verters
Dr. Juan Rivas
Stanford University

13:30-14:45
大会报告-3
主持人院阮新波
陈成辉

报告摘要院
By Increasing the switching frequency of power converters, we can improve power density, reduce transient response times, and enhance the system's level
of integration. At frequencies above few MHz, howev-

13:30-14:15
Integrated Solid State Transformer Concepts for Utility
Interface of Power Conversion Systems

er, maintaining high efficiency over a wide load present

Prof. Prasad N. Enjeti

significant challenges. Replacing legacy Si devices with

Texas A&M University, IEEE Fellow

wide-bandgap (WBG) power semiconductors, such as
GaN and SiC makes MHz switching easier to accomplish, but this replacement alone is far from sufficient.

报告摘要院

In this talk, we discuss some of the circuit techniques

In this presentation integrated sold state transformer

that can lead to efficient, compact, and high-frequency

(SST) concepts for utility interface of renewable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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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s such as solar/wind and battery energy sys-

sources to electric utility. Among the many honors he

tems ac to dc fast chargers and adjustable speed drives

has received are the Texas A&M University Association

are detailed. Different configurations of the SST with

of Former Students University Level teaching award in

medium frequency and high frequency transformer iso-

2001

lation are examined in detail. Advantages of the inte-

Achievement Award from the IEEE Power Electronics

grated SST concept include higher power density;

Society in 2012.

and

the

R.

David

Middlebrook

Technical

higher input current quality and robust operation are
detailed with extensive simulations. Results for laboratory prototype converter systems are discussed.

14:15-14:45
IGBT 可靠性设计及研究进展

报告人简介院

罗海辉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Prasad N. Enjeti (M'85-SM’88-F'00) received his B.E.

中国中车资深技术专家

degree from Osmania University, Hyderabad, India, in

株洲中车时代半导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980, the M.Tech degree from 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Kanpur, in 1982, and Ph.D. degree from Concordia University, Montreal, Canada, in 1988, all in

报告摘要院
本报告主要介绍功率 IGBT 芯片及模块的可靠性机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理、设计方法及失效规律，讨论 IGBT 芯片栅氧层质量、

He has been a member of Texas A&M University fac-

SOA 工作区设计余量、以及模块封装互连电路寄生参数

ulty since 1988 and is widely acknowledged to be a

对功率模块可靠性的影响，最后综述了针对不同应用领

distinguished teacher, scholar and researcher. He cur-

域的功率模块可靠性试验方法及标准。

rently holds the Texas Instruments (TI) Professorship in
Analog Engineering. His research emphasis on indus-

报告人简介院

try-based issues, solved within an academic context,

罗海辉，中国中车资深技术专家，湖湘青年英才，教

has attracted significant external funding. To date he

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株洲中车时代半导体有限公司副

has graduated 33 PhD and 51 MS students. Fourteen of

总经理兼 IGBT 器件制造中心主任,带领“IGBT 技术研发

his PhD students currently serve as faculty in institu-

与产业化科技创新团队”入选“国家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tions at home and across the world while others have

主持的项目曾获省部级科技奖 4 项，通过省部级科技成

leadership positions in industry. He along with his

果鉴定 4 项，申请发明专利 78 项,其中 21 项发明专利已

students have received numerous best paper awards

授权，在国际会议、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35 篇，其中

from the IEEE Industry Applications and Power Elec-

SCI、EI 收录 10 余篇。曾荣获“中国专利优秀奖”、
“铁道学

tronics Society. His primary research interests are in

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
“ 电子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advancing power electronic converter designs to

“电子学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等。

address complex power management issues. His
recent research focus has been on innovative power
electronic solutions to interface renewable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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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5-15:45
大会报告-4
主持人院章进法
马

皓

the receiver of three scientific awards.

15:15-15:45
功率模块技术进展与发展趋势
宋高升 总监

14:45-15:15

三菱电机半导体大中国区技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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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摘要院
从 Si 和 SiC 功率芯片的技术发展着手，介绍面向变
频家电、电动汽车、轨道牵引和工业机器人应用的功率模
块解决方案和相关技术趋势。

报告摘要院
Growing population and economy of this planet require
us to build up a sustainable society. In electric power
conversion and motor drive, more energy- and resource-saving, efficient systems must be developed.
Power devices are the key for efficient power electronic systems. In this speech, state-of-the-art power
devic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are presented mainly on
SiC and RC-IGBT. They increase the output power
density, reduce the consump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of electric systems. Especially, the impacts of SiC and RC-IGBT on electric railway and EV drives are great.

1. Si 功率芯片技术
2. SiC 功率芯片和功率模块技术
3. 功率模块封装技术的发展
4. 变频家电用智能功率模块
5. 电动汽车用功率器件解决方案
6. 牵引与电力用高压功率模块
7. 多轴机器人用功率模块解决方案
报告人简介院
宋高升，毕业于同济大学，获电力电子专业硕士学
位。1997 年加入三菱电机半导体大中国区，现任应用技术
中心总监，在功率变换的诸多领域拥有丰富的功率器件
应用经验。目前的主要职责是，率领三菱电机半导体大中
国区的工程师团队，支持三菱电机功率器件在变频家电、

报告人简介院
Dr. Tatsuhiko Fujihira is the CTO for Electronic Devices,
Fuji Electric Co., Ltd., Japan. He has more than 3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电动汽车、轨道牵引、电力系统以及工业与新能源方面的
应用；与国内知名大学及设计公司合作，开发面向市场需
求的基于功率器件的创新功率组件解决方案。

power semiconductor devices, including IGBT, power
MOSFET, and SiC. He has authored more than 30
papers, including the world-first technical paper of
superjunction devices, in which he named the device as
“Superjunction”, holds more than 100 patents, and is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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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讲座介绍

2005 年 -2010 年兼任电气工程学院副院长，2009 年 4
月 -2015 年 1 月兼任西安交通大学教务处处长。2015 年
入选西安交通大学首批“领军学者”。

2019 年 11 月 1 日 周五
8:30-12:00
会议中心 2 层

现为 IEEE 电力电子学会副主席、学报副编辑，IEEE
西安分会副主席，2016-2017 亚洲电力电子协调委员会
（APECC）主席，中国电源学会副理事长、英文学报主编，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电力电子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电机工
程学会直流输电与电力电子专业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电

T1院 微网储能变流器免通信并联基本原理与关键技术
讲座人：刘进军 教授、长江学者，刘增 副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
地

点：会议室 3&4

气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从事电力电子装备与系统以及电能质量控制方面的
研究，已出版专著 1 部，主编教材及参编教材各 1 部，发
表 SCI/EI 论文 300 余篇，获授权（中国、美国）发明专利
40 余项，获国家级和省级科学技术奖、教学成果奖等多

讲座摘要院
微网在便捷接入分布式能源的同时能有效提升供电

项，以及 IEEE 电力电子学报 2016 年最佳论文奖。2006

效率及可靠性，目前正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智能园区、偏远

年获得“中达学者”荣誉称号与奖励。2014 年入选教育部

山区及海岛等场合。微网中含有多台并联运行的储能变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并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

流器，由于这些变流器之间距离较远，通常采用免通信并

誉称号。

联控制架构实现各变流器之间功率分配和母线电压质量

刘增博士 2006 年毕业于湖南大学电气

调节。本专题讲座将首先介绍作为微网免通信并联控制

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获学士学位；分别于

架构中核心技术的下垂控制，详细讲解其实现有功功率

2009 年和 2013 年获得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

和无功功率均分的基本原理。然后分析基本下垂控制在

程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留校任

实际微网工程变流器并联运行中的挑战及其根本原因，

教，于 2016 年晋升为副教授；2015 年至 2017 年在美国

包括无功及谐波功率均分、母线频率恢复、有功与无功功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电力电子系统中心与 Dushan Boroye-

率耦合、动态性能改善等。最后本专题讲座将系统化介绍

vich 教授进行合作研究。

国内外最近提出的应对以上挑战的解决方案及其实现方

他的研究兴趣包括分布式发电变流器并联与并网控

法，为微网工程应用提供技术支撑。

制、交流电力电子系统建模与稳定性分析。先后主持国家

讲座人介绍院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子课题、
刘进军，西安交通大学教授，长江学者，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等纵向项目 10 余项，校企

IEEE Fellow，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大学

合作项目多项；作为骨干成员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就读于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系，于 1992 年

点项目 1 项，校企合作项目多项。研究成果在学科顶级国

和 1997 年先后获得工学学士学位和工学博

际期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Power Electronics 及高水

士学位，随即留校在电气工程学院任教至今。1999 年 12

平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 60 余篇；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0

月至 2002 年 2 月，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电力电子系

项，获 IEEE Transactions on Power Electronics 年度优秀

统研究中心做博士后访问研究。2002 年 8 月晋升教授，

论文奖 1 项。

领导西安 交通大学电力电子与新能 源技术研 究 中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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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院 中点箝位型多电平变换器拓扑与控制策略

力牵引和舰船电力推进中的应用，新能源发电等。主持国

讲座人：李永东 教授，王奎 博士；清华大学

家自然基金项目 4 项、国家 863 项目、支撑计划等重点课

地

题多项，完成我国首台工业化高压大容量变频器的研制

点：会议室 5

讲座摘要院

和生产，推广后产生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获教育部科技

中点箝位型（NPC）多电平变换器自 1981 年提出以

进步二等奖 1 项、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特等奖 1 项、电工技

来，由于其控制简便、开关器件少、结构紧凑、功率密度高

术学会科学技术二等奖 1 项。现任清华大学电力电子工

等优点在轧钢、海上风电、电力牵引等中压电能变换领域

程研究中心副主任，美国电气工程师学会北京分会主席，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随着对电压和功率等级的需求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高级会员，电力电子学会副理事长，中

越来越高，传统的三电平 NPC 已经无法满足需求，直接

国电工技术学会电控装置及系统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

扩展到更高电平之后又存在二极管数量急剧增加和中点

国自动化学会电气自动化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学术委员

电压难以平衡的问题。为解决这个难题，本专题报告将分

会主任、PCIM Asia 会议国际指导委员会委员等。出版第

别从拓扑和控制两个方向介绍目前中点箝位型多电平变

一作者专著 3 部，发表论文 300 多篇。

换器的研究进展。在拓扑方面，通过引入悬浮电容提供冗

王奎，博士，清华大学电机系助理研究员，

余开关状态来实现中点电压平衡，包括有源中点箝位、层

IEEE 高级会员。1984 年出生于湖北省鄂州市，

叠多单元、混合箝位、嵌套中点箝位等多种拓扑结构，其

2002 年 9 月 ~2006 年 7 月在清华大学电机系

目标是尽量简化开关器件和电容的数量，减小体积和成

学习并获学士学位，2006 年 9 月 ~2011 年 7

本。在控制方面，通过采用虚拟空间矢量或者载波交叠

月在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并获工学博士学位。2011 年 7

PWM 等新型调制策略来实现中点电压的自平衡。本专题

月 ~2013 年 8 月在清华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2013 年 9

报告将梳理中点箝位型多电平变换器的发展脉络，探讨

月留校任教至今。其中 2018 年 8 月 ~2019 年 8 月获国

不同拓扑与控制策略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基本规律，介绍

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在美国田纳西大学 CURENT 中心访学

最新的发展趋势和研究成果，促进其在工业中的推广应

1 年。主要研究方向为多电平变换器拓扑与控制等。在

用。

IEEE 刊物上发表一作 / 通讯作者 SCI 论文 20 篇，获中国

讲座人介绍院

发明专利授权 5 项，美国专利 1 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
李永东，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博士生导

金 2 项，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 1 项。

师、IET fellow。1962 年出生，1978～1982 年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气工程系工业电气自动
化专业学习，并获工学学士学位；1983～1987

T3院 SiC 功率器件的性能表征尧封装测试与系统集成
讲座人：曾正 副教授 重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年在法国图卢兹国家理工学院电气工程及自动化系获硕

地

点：会议室 6

士、博士学位，1988～1990 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从事博

讲座摘要院

士后研究。1990 年至今在该系任教，1996 年破格聘任为

SiC 功率器件具有优异的高压、高频和高温性能，是

教授，1999 年聘为博士生导师，2002 年兼任法国图卢兹

下一代电能变换技术的基础。SiC 器件在拓展功率器件运

国家理工学院客座教授，2007 年兼任哈尔滨工业大学客

行域的同时，在性能表征、封装测试和系统集成等方面，

座教授，2003 年获“中达学者”称号，2013 年获“天山学

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器件、模块和系统三个层面，

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大容量电力电子变换器及

本讲座将深入剖析 SiC 器件应用现场和研究领域中的若

应用，交流电机的全数字化控制及其在数控机床、高铁电

干技术问题和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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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器件层面，针对 SiC MOSFET 和 SiC SBD 器件，

大赛全国一等奖等奖励多项。

将详细阐释 SiC 器件的基本结构、性能特点，以及电热性
能表征方法等。
在封装层面，围绕封装工艺、失效机理、封装设计、多
芯片并联等关键问题，详细阐释 SiC 功率模块的多物理

T4院 面向工业应用的无刷双馈感应发电机高性能控制技
术
讲座人：徐伟 教授，刘毅 博士后；华中科技大学电气

场协同设计和封装工艺。
在测试层面，围绕 SiC 器件高速开关行为给精确稳
定测量带来的挑战，详细阐释测量误差的量化模型，以及
测量仪器对 SiC 器件暂态稳定的干扰。

与电子工程学院
地

点：会议室 7

讲座摘要院
无刷双馈感应发电机（BDFIG）是一种新型的交流感

在系统层面，以空冷 SiC 逆变器为例，围绕功率模块

应电机，它包含两套不同极对数的定子绕组。与传统的绕

定义、无源元件配合和热设计，详细阐释高功率密度 SiC

线转子双馈感应发电机（DFIG）相比，BDFIG 没有电刷和

变换器的设计方法和实现方法。

滑环，工作寿命更长，可靠性更高，维护成本更低。本次讲

围绕 SiC 功率器件的新兴趋势和应用难题，针对工

座将介绍 BDFIG 的高性能控制技术，主要从以下六个方

业现场和学术研究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本技术讲座将从

面展开。首先，简要介绍 BDFIG 的研究和工业应用现状。

器件 - 封装 - 系统的层面，全链条梳理 SiC 器件性能表

然后，详细描述 BDFIG 的运行原理和数学模型。接下来，

征、封装测试和系统集成方法，为工业应用和学术研究提

对常规负载下独立 BDFIG 系统的控制技术进行讲解，并

供有益的参考。

给出仿真和实验结果。更进一步，详细分析和讨论特殊负

讲座人介绍院

载 （不平衡负载和非线性负载） 对独立 BDFIG 系统的影
曾正，2009 年在武汉大学获得电气工程

响，并提出一些补偿控制方法，这些方法分别通过机侧变

学士学位，2014 年在浙江大学获得电气工程

换器、网侧转换器、或机侧和网侧变换器共同实现。此外，

博士学位，2014 年加入重庆大学电气工程学

BDFIG 的无速度传感器控制也是本次讲座的重要内容。

院，加入千人计划冉立教授研究团队，2017 年

最后，还将讨论 BDFIG 的模型预测控制技术。本次讲座将

聘 任 为 副 教 授 ，2018 年 聘 任 为 博 士 生 导 师 ，2018 年

对致力于风力发电、船舶发电和变频调速等领域的双馈

-2019 年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电机控制技术研究人员和工程师有一定的帮助。

合作导师：张欣教授。

讲座人介绍院

近 5 年来，一直从事新型电力电子器件封装集成与

徐伟，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导，研究团

应用研究，目前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 2 项、国家

队为“能量转换系统研究组”，主页为 http:

自然科学基金 1 项、重庆市自然科学基金 1 项，已主持完

//machinececs.seee.hust.edu.cn/ . 研究方向

成横向和其他各类项目 5 项。至今已发表学术论文 100

为 电 机 设 计 、 控 制 及 系 统 集 成 应 用 。 IET

余篇，其中 IEEE/IET 会刊 20 余篇，入选 ESI 高被引论文

Fellow，IEEE 高级会员，IEEE IES 武汉分部主席。
（华中科

1 篇，入选“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顶尖论文(F5000)”1 篇，被

技大学 - 淄博国家级高新区） 高效节能电机技术研究中

引 1300 余次，H 影响因子 18，H10 影响因子 40，申请发

心主任，湖北省电磁装备工程中心主任，电力安全与高效

明专利 14 项（已授权 6 项，已转让 1 项）。博士论文获评

利用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2021 年国际直线电机

浙江大学 2014 年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全校共 8 篇），曾获

大会 (LDIA)主席。中国电工技术学会、中国电源学会高级

GE 基金会科技创新奖、中国电源学会电力电子应用设计

会员，中国能源学会专委会委员,中国直线电机委员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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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等。担任国际权威学术期刊 IEEE TIE，IEEE JESTPE,
IEEE TVT 等编委（AE）；同时受邀担任 10 余个业内权威
期刊客座主编或副主编，包括 IEEE TIE，中国电机工程学
报，电工技术学报等。受邀国际大会报告(讲座)10 余次，参
与组织国际会议 5 次，担任国际会议分会主席 30 余次。
受邀为悉尼科技大学、拉杰沙希大学、同济大学、西南交
通大学等 10 余所国际国内知名高校客座教授。主持国家

13:30-17:00
会议中心 2 层
T5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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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座人：欧阳紫威 副教授 丹麦科技大学电气工程学
院

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湖北省科技创新重大

王文博 高级研究员，深圳第三代半导体研究

项目等 40 余项国家（省部）级和企业合作项目；发表 SCI
检索论文 90 余 篇 (SCIE 引 用 累 积 1000 余 次 ，Google
Scholar 引用率 3000 余次)；出版英文编著 1 部(Springer
出版社)、英文译著 1 部(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 年待出版
英文编著 1 部（Springer 出版社）、中文专著 1 部（(机械工
业出版社)）。授权发明专利 40 余项，另受理 50 余项。主研
开发的电机产品入选发改委 《国家重点节能低碳技术推
广目录》，相关成果荣获省部级奖励 2 次。
刘毅，男，工学博士，IEEE 会员，IEEE IES
武汉分部副主席。研究领域包括高性能双馈电
机、直线电机和永磁电机驱动系统以及电力电

院
地

点：会议室 3&4

讲座摘要院
先进的电力电子技术具有提高能效，工业生产率和
产品质量以及建立可持续未来的巨大潜力。高效率和高
功率密度能量功率变换器是提高经济增长率和实现节能
减排的愿景的关键挑战之一。下一代电力电子设备的改
进将来自于小型化和高效化电力电子模块，这使得电力
电子系统及其应用中的集成和标准化得以实现，特别是
对于空间受到严格限制的应用，如便携式设备，数据中
心，电动汽车和航空航天等。

子装置设计。于 2015 年获华中科技大学机械

开关电源转换电路的最新进展已经将其开关频率推

电子工程专业工学博士学位，曾在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

至兆赫范围(MHz)，这是得益于氮化镓（GaN）的宽带隙半

四研究院任职，参与了多种型号新能源特种车辆的电驱

导体的出现。比起大多数传统硅基半导体器件，其具有大

系统设计工作，自 2016 年以来在在华中科技大学电机及

大改进的品质因数。但同时高频开关电源的发展也伴随

控制工程系从事博士后研究。目前主持无刷双馈电机相

着挑战，比如高频下的开关器件的损耗，磁性元件（电感

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各 1 项、企

器和变压器）绕组以及磁芯损耗。该讲座主要探讨高效率

业横向项目 3 项，参与其他纵向和横向研究项目 4 项。受

和高功率密度开关电源设计的最新进展，主要分成三部

邀担任权威期刊客座副主编 1 次，作国际会议专题讲座

分，第一部分是介绍新型宽禁带氮化镓功率器件的特性

和组织专题研讨会各 1 次。2019 年 3 月荣获欧盟玛丽居

和应用;第二部分是介绍兆赫兹频率下磁元件的优化设计

里行动卓越奖章。近五年来，发表 SCI/EI 论文四十余篇(包

方法以及高频软磁材料发展方向;第三部分介绍高效率和

括 IEEE Transactions on Industrial Electronics 和 IEEE

高功率密度开关电源设计案例包括手机充电器，数据中

Transactions on Power Electronics 期刊论文近十篇)，授

心电源模块，以及航空类应用电源模块。

权和申请发明专利二十余项，并担任 6 个 SCI 期刊和 8

讲座人介绍院

个知名国际会议审稿专家。

欧阳紫威，2011 年毕业于丹麦科技大学
(DTU)获工学博士学位，2011 年到 2013 年丹
麦科技大学博士后研究员，2013 年到 2016
年丹麦科技大学助理教授，2016 年至今丹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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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协会

变已逐渐成为现实。在这发展过程中，器件、系统拓扑结

IEEE 高级会员，IEEE Journal of Emerging and Selected

构以及电力电子装置的应用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Topics in Power Electronics 的副编辑。在电力电子领域

电力电子装置的失效机理与传统的铜铁等铁磁材料

顶级期刊杂志和国际电力电子会议上发表论文 70 多篇，

存在很大差异，在这种电力系统运行需要大规模依赖电

以及合著书一部，论文被引用次数大于 900。拥有国际发

力电子技术应用的情形下，并网大功率电力电子变流器

明 PCT 专利 8 项。主持参与多项丹麦国家科学创新基金

的安全可靠运行已成为电力系统安全可靠运行的重要保

项目和欧盟地平线 H2020 项目，以及大型企业合作课题，

证。电力电子变流器在电网所规定的边界条件下的运行

共11 项。2014 年荣获 PCIM 青年学者奖，2012 年荣获丹

状态较为复杂，同时有遭受扰动冲击的可能，其能否耐受

麦科技大学最佳博士论文奖 (唯一，≈ 1/300), 2010 年获

得住电网安全条件下的扰动冲击是并网电力电子变流器

中国国家海外留学优秀博士研究生奖。曾多次荣获 IEEE

运行韧性问题。

国际电力电子会议最佳论文奖。曾多次受邀在大学，企业

讲座人介绍院

以及国际电力电子学会上做主题演讲。研究课题方向包

查晓明，男，1967 年 8 月生于安徽怀宁

括高效率高功率密度开关电源,先进的高频磁设计和集成

县，武汉大学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教授（二

技术,微电感芯片集成电源,太阳能电池储能发电系统,以

级）、博士生导师，电气工程学院副院长，2014

及无线充电系统的研究。

年入选武汉市黄鹤英才（科技）计划。分别于

王文博,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博士，现

1989 年、1992 年、2001 年取得应用电子技术专业工学学

任深圳第三代半导体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士、电力电子技术专业硕士及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

IEEE 国际宽禁带半导体技术路线图委员会

博 士 学 位 ，2001 年 10 月 至 2003 年 2 月 在 加 拿 大

（ITRW）委员，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技术创新战

University of Alberta 进行博士后研究。1992 年留校任

略联盟（CASA）青年委员会委员。长期主要从事新型半导

教，主要从事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体技术及其应用研究。相关研究成果曾获 2016 国际第三

学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代半导体创新创业大赛三等奖，第 39 届国际工业电子协

获 2017 年教育部技术发明二等奖、2013 年湖北省

会年会（IECON）直流电源领域最佳论文奖。出版新型半

科技进步二等奖、2010 年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奖励。

导体应用专著一部，在行业内顶尖期刊和最高水平学术

与国内外高校和多家大型公司合作取得的高新技术产品

会议发表论文 10 余篇。

成果有：有源电力滤波器(数十台运行经验)、高压变频器
(数百台运行经验)、10kV 静止同步补偿器(STATCOM)(数

T6院 电力电子并网变流器韧性分析尧评估与测试
讲座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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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点：会议室 5

讲座摘要院

百台运行经验)、大功率逆变器(电力试验应用)、电力系统
电能质量干扰试验源、新能源发电并网测试平台、轻型直
流输电系统以及电力电子通用试验平台。
孙建军，博士，教授。于 2007 年获武汉大
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大功率电力电子

随着新能源发电系统与能源互联网系统的开发、高

系统控制及稳定性分析、电能质量分析与治

压直流输电技术日益成熟、以及柔性交流输电技术的发

理、微电网运行与控制。近年来主持国家自然

展，由铜铁等材料为主的电磁装备构成的传统电力系统

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2 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项目联

向以半导体材料为主的电力电子装置构成的电力系统转

系人）及子课题各 1 项。在本领域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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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20 余篇（一作 / 通讯 SCI 论文 10 篇）；曾获河南省技术

讲座人介绍院

进步三等奖、湖北省技术进步二等奖、教育部技术发明二

马国伟博士，英飞凌科技香港有限公司工

等奖各 1 项。

业功率控制事业部，应用与系统总监。1988 年
黄萌，博士，副教授。于 2006 年和 2008

及 1995 年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并分别获得

年获华中科技大学学士、硕士学位，2013 年获

电子工程学士及电力电子博士学位。马博士于

香港理工大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电力

2005 年加入英飞凌科技，现任职于工业功率控制事业部

电子变换器非线性行为及应用，电力电子装置

应用与系统总监及首席专家。负责英飞凌大功率 IGBT 及

可靠性分析。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国家重点研发

SiC 器件在亚太地区的新技术导入、应用开发及产品路

计划子课题 1 项。在本领域重要学术期刊及学术会议上

线。马博士是 IEEE 及其电力电子分会的会员。在电力电

发表论文 30 余篇 （一作 / 通讯 SCI 论文 16 篇）。曾获

子领域已发表三十多份论文及专利，也是 IEEE 应用电力

2015 年 IEEE Transactions on Power Electronics 期刊最

电子会议(APEC)的论文评审委员。

佳论文奖。

郝欣博士，英飞凌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工业功率控制事业部，应用与系统方案拓展

T7院 从硅往碳化硅器件过渡中变流器设计的十个常见问

经理。2004 年及 2013 年毕业于合肥工业大

题

学，并分别获得电气工程学士及电力电子博

讲座人：马国伟 应用与系统总监，英飞凌科技香港有

地

士学位。郝博士于 2015 年加入英飞凌科技，现任职于工

限公司

业功率控制事业部应用与系统方案拓展经理。负责英飞

郝欣 博士 应用与系统方案拓展经理，英飞

凌大功率 IGBT 及 SiC 器件在中国地区的新技术导入、应

凌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用开发及产品路线。

点：会议室 6
T8院 驱动与储能系统中的锂离子电池建模与仿真

讲座摘要院
随着碳化硅功率器件的逐渐成熟，其器件特性对变

讲座人：李哲 副教授，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

流器设计带来的好处也慢慢得到认可，特别是在提高效

地

率及功率密度方面。于此同时，作为一种新的器件技术，

讲座摘要院

碳化硅功率器件在应用时也同时带来不小的挑战。

点：会议室 7

介绍用于电动车 / 船 / 飞行器驱动或大规模 / 分布式

透过一项对全球工程师的意见调查，我们总结了工

储能系统中电池的建模仿真方法，包括电池的电化学、电

程师在使用碳化硅功率器件时最关注的的十个问题，包

工学与传热学模型及其常用仿真工具。可协助电池、电力

括应用的匹配、门极驱动、体二极管应用、杂散电感、保

系统与可再生能源储能、电动汽车等领域的研究人员掌

护、热设计、高 dv/dt 的影响、长期可靠性、器件并联以及

握电池的主要输入输出特性，以完成含电池系统的仿真。

陈本等。

讲座中采用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锂离子电池。

本讲座会就此十个工程师最关注的问题逐一解说，
让工程师了解从硅器件往碳化硅器件于变流器设计过程

讲座人介绍院
李哲，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副教授，

中会遇到的难题及其解决方法，让碳化硅器件的特性在

博士生导师。汽车安全与节能国家重点实验室

变流器中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副主任，先进电池设计制造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主任，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电动汽车分会副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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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长。

忘

T9院 多电平变换器半实物仿真技术
讲座人：罗岷 博士 应用工程师，Plexim GmbH
地

点：会议室 8

讲座摘要院
采用多电平拓扑的变流器广泛用于高功率电力电子
系统，涵盖新能源发电，中压电机驱动和柔性输电等很多
应用。典型的电路结构包括中性点钳位（NPC），模块化多
电平（MMC）与级连 H 桥（CHB）变流器等。多电平电路拓
扑在有效提高电压电流等级以及增加系统灵活性和冗余
度的同时，控制器的复杂程度也显著增加。在控制器的设
计调试阶段，半实物硬件在环仿真（HIL）使用虚拟的功率
回路测试真实硬件控制器的算法和接口配置，可以提早发
现问题而降低上电测试功率回路损坏的风险。为了使虚
拟功率回路的模型能够以足够的解析度在实时中运行，需
要对多电平变流器相对复杂的机构合理建模。报告中将
介绍复杂变流器的系统级别建模方式以及针对半实物仿
真的特别处理方法。
讲座人介绍院
罗岷，自 2012 年起在瑞士 Plexim 有限公
司任应用工程师，主要从事电力电子系统级别
仿真软件和半实物仿真器硬件开发和案例搭
建，以及用户技术支持。关注方向包括多电平
变流器建模与自动代码生成。EPFL 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
院博士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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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电源产业创新论坛介绍

he was the assistant director of Delta Power Electron-

2019 CPSS & PSMA Joint Workshop on Power Supply
Industry Innovation

founder and has been as the director of Delta Shanghai

2019 年 11 月 3 日 周日
14:00-17:00
会议中心 2 层 格兰宴会厅 1

ics Center at Shanghai from 1999 to 2003. He is the
Design Center and Delta Hangzhou Design Center
since 2002. He was a vice-president of China Power
Supply Society from 2011 to 2018. He is currently the
chief supervisor of CPSS.

论坛主席院
Alpha J. Zhang,

14:30-15:00

Stephen Oliver,

Power Technology Roadmap: The Rise of Wide
Bandgap

14:00-14:30

Stephen Oliver,

China Power Supply Industry and Market Report
Dr. Alpha J. Zhang
Abstract:
The PSMA’s Power Technology Roadmap is published
Abstract:

every two years, and reports world-wide trends in ap-

China Power Supply Society compiles and publishes

plications, components and technology. This year’s re-

China power supply industry yearbook every year to

port also includes a summary of academic research.

describes and summarizes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and

Market adoption of SiC is increasing in high power sys-

status of power supply industry and market compre －

tems while GaN has broken through to widespread use

hensively and historically. It is an authoritative reference

in mobile chargers and adapters from 24W to 300W.

book for the industry. This presentation will briefly in－
troduc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status of China Power

Speaker Biography:

supply industry from 2019 yearbook.

Stephen Oliver is VP Sales & Marketing for Navitas
Semiconductor. He has over 25 years’experience in

Speaker Biography:

the power semiconductor and power supply industries

Dr. Alpha J. Zhang received his Ph. D. degree from

in computing, industrial, automotive and telecom mar-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China, in 1991. He had

kets with Motorola and Philips (NXP) in the UK, and In-

been with Electr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of Zhe-

terna－tional Rectifier and Vicor in the USA. He holds a

jiang University as associate professor from 1991 to

B.Eng (Hons) in Electrical & Electronic Engineering from

1998. He was a visiting professor of CPES in 1995 and

Manc －hester University, UK and an MBA in Global

1998. He joined Delta Electronics Co. Ltd. in 1999 and

Marketing & Strategy from UCLA, USA. Stephen 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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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al patents in power semiconductors, is a Char-

16:00-16:30

tered Engineer and is currently Chairman of the PSMA.

Benefits of GaN for Compact Adapters
David Chen

15:00-15:30
Introduction of SiC Industry in China
Dr. Weiwei HE
Abstract:
Abstract:

To deliver the power needed for higher power rapid

An introduction of SiC industry in China, including sub-

charging, IOT connected appliances, LED lighting and

strate, epitaxy, wafer fabrication, packaging and appli-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and to reduce converter size fur-

cation.

ther, a primary power switch with lower RDS (ON) per
unit area and higher conversion efficiency is required.

Speaker Biography:

Wide band-gap semiconductors provide lower specific

Dr. He Weiwei, CEO of Shenzhen Basic Semiconductor

RDS (ON) (on resistance per unit area) and greatly re-

Co., Ltd. and member of council of China Semiconductor

duced switching losses, making them an ideal match

Industry Association. He Weiwei graduated from the

for developing market requirements. Gallium Nitride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of Tsinghua Uni-

(GaN) is a wide-bandgap semiconductor material that

versity in 2007 and from Cambridge University in 2014

allows fabrication of switches that have very low

with a PhD in Power Electronics. His main research

switching losses both during turn-on and turn-off

area is the simulation, design, manufacture and appli-

compared to their silicon counterparts.

cation of power semiconductor devices IGBT and sili-

Furthermore, in order to have sufficient field reliability, it

con carbide MOSFET. He Weiwei has published many

is essential that power supplies should withstand

papers in famous international journals and confer-

line-surge and transient over-voltage conditions ob-

ences, and has more than 20 patents in the field of

served during the course of typical real-life operation.

power semiconductor devices and applications.

Significant transient overvoltage capability allows these
devices to switch through surge events. Surge testing

15:30-16:00

based on the IEC 61000-4-5 and VDE 0884-11 stan-

茶歇

dards shows that GaN FETs survive the surge events
without any hard failure or change in converter efficiency under both 265VAC and 90VAC line conditions.
By eliminating bulky heatsinks while leveraging transient overvoltage capability, GaN integration enables
both compact and surge-robust adapter desi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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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er Biography:

Speaker Biography:

Mr. David Chen joined Power Integrations in September

Yao Yunpeng graduated from Southeast University. He

2015 as Director of Applications Engineering. With

is now working in INOVANCE and majors in the devel-

twenty-five years of experience in power system de-

opment of DC-DC and OBC. His responsibility covers

sign and applications, David has held senior manage-

the design and simulation of the power converter’s

ment positions at both publicly traded and privately held

topology, circuit design, power loss analysis, and

companies, including Volterra

inductive components design.

(acquired by Maxim),

Akros Silicon, and Jade Sky Technologies, an LED driver start-up which he co-founded. David received both
his B.S. degree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M.S. degree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from MIT and is the
author of two patents.
16:30-17:00
Power Loss Modeling Method of the On Board Charger
(OBC) Topology
Dr. Yunpeng Yao

Abstract:
Power loss analysis is very important in the design of
power converter. By analyzing the power loss, the efficiency and temperature ri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verter can be predicted. The presentation focuses on
the modeling method of the power loss in the typical
On-Board-Charger (OBC) topology. In the PFC stage,
the modeling methods cover the high frequency
switches, the power frequency switches

(diode or

MOSFETs) and the boost inductors. In the DC-DC
stage, the modeling methods cover the primary side
switches, inductive components and the secondary
side rectifiers. According to the presented methods,
designers can achieve an accurate power loss prediction in the design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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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忘

2019 年 10 月 31 日 周四
14:00-18:00
报到注册
坪山格兰云天国际酒店大堂
14:00-18:00
野GaN Systems 杯冶第五届高校电力电子应用设计大赛决
赛预测试
会议中心 1 层 媒体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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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 1 日 周五

10:00-10:15
茶歇
会议中心

8:00-20:00
报到注册

13：30-17：00

坪山格兰云天国际酒店大堂

专题讲座 T5-T9

8:30-17:00
野GaN Systems 杯冶第五届高校电力电子应用设计大赛决
赛
会议中心 1 层 媒体会议室

13: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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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讲座人：
欧阳紫威 副教授，
王文博 高级研究员，

8:30-12:00

地

专题讲座 T1-T4

点：
会议中心二层 会议室 3&4

13:30-17:00
T6 电力电子并网变流器韧性分析尧评估与测试
讲座人：查晓明 教授，孙建军 教授，黄萌 副教授；

8:30-12:00
T1 微网储能变流器免通信并联基本原理与关键技术

地

讲座人：刘进军 教授、长江学者，刘增 副教授；
地 点：会议中心二层 会议室 3&4

点：
会议中心二层 会议室 5

13:30-17:00
T7 从硅往碳化硅器件过渡中变流器设计的十个常见问题
讲座人：
马国伟 应用与系统总监，

8:30-12:00

郝欣 博士 应用与系统方案拓展经理，

T2 中点箝位型多电平变换器拓扑与控制策略
讲座人：李永东 教授，王奎 博士；
地

地

点：会议中心二层 会议室 5

8:30-12:00
T3 SiC 功率器件的性能表征尧封装测试与系统集成

13:30-17:00
T8 驱动与储能系统中的锂离子电池建模与仿真
讲座人：
李哲 副教授，

讲座人：曾正 副教授，
地

地

点：会议中心二层 会议室 6

8:30-12:00
T4 面向工业应用的无刷双馈感应发电机高性能控制技术

点：会议中心二层 会议室 7

点：
会议中心二层 会议室 7

13:30-17:00
T9 多电平变换器半实物仿真技术
讲座人：
罗岷 博士 应用工程师，

讲座人：徐伟 教授，刘毅 博士后；
地

点：
会议中心二层 会议室 6

地

点：
会议中心二层 会议室 8

15:00-15:15
茶歇
会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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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21:30
青年电源人才论坛

2019 年 11 月 2 日 周六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3&4
8:00-12:00
报到注册
展览中心西大厅
8:00-18:00
展览开放
三层展览区
8:30-9:05
年会开幕式暨第五届中国电源学会科学技术奖颁奖仪式
展览中心 3 层 坪山多功能厅
9:05-9:15
休息
展览中心西大厅
9:00-18:00
展览参观
展览中心西大厅 & B 馆
9:15-10:45
大会报告-1
展览中心 3 层 坪山多功能厅
主持人院张

波

汤天浩

9:15-10:00
Power Architecture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Data
Center
李泽元教授 (Fred C.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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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0:45

14:45-15:45

Power electronics 要 the key technology for grid integra鄄

大会报告-4

tion

展览中心 3 层 坪山多功能厅

Prof. Frede Blaabjerg

主持人院章进法
马

10:45-11:30

；

皓

14:45-15:15

大会报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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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览中心 3 层 坪山多功能厅

Drives

主持人院刘进军

藤平龙彦 博士

曹仁贤
15:15-15:45
功率模块技术现状与未来展望
10:45-11:30

宋高升 总监

Design considerations of radio frequency power
converters

16:00-18:00

Dr. Juan Rivas

D2:墙报交流-1
科技奖获奖成果展示尧设计大赛决赛成果展示

13:30-14:45

展览中心 B 馆

大会报告-3

主持人院陈阿莲

展览中心 3 层 坪山多功能厅

杜

雄

;耿

华

;李

虹

主持人院阮新波
陈成辉
19:00-21:00
电源女科学家论坛
13:30-14:15
Integrated Solid State Transformer Concepts for Utility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5

Interface of Power Conversion Systems
Prof. Prasad N. Enjeti

14:15-14:45
IGBT 可靠性设计及研究进展
罗海辉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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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 3 日 周日

8:00-9:40
TS3-2 反激式变换器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4
主持人院王

8:00-9:40
TS3-1 整流器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3
主持人院 查晓明
张纯江

聪

陈亚爱
8:00-8:20
TS3.2.1 采用频率抖动技术的反激变换器传导电磁噪声特性研
究
黄蓉, 季清;

8:00-8:20
TS3.1.1 基于 SiC 的 400Hz 三相 AC-DC 变换器研究与设计
赵瑞 1, 纪传浩 1, 明岩 1, 张犁 2, 邢岩 1, 王楚杨 2;

8:20-8:40
TS3.2.2 适用于 CCM/DCM 同步整流反激变换器的新型双脉冲
PWM 控制
谢小高, 董汉菁, 张丽娜;

8:20-8:40
TS3.1.2 基于耦合电感的三相三电平 PWM 整流器研究
明岩 1, 赵瑞 1, 张犁 2, 邢岩 1, 徐利东 3, 张军 2;

8:40-9:00
TS3.2.3 频率调制技术在准谐振反激变换器中的设计原则
宋海斌, 章进法, 许道飞;
9:00-9:20
TS3.2.4 宽范围输入反激开关电源设计

8:40-9:00
TS3.1.3 三相电压型 PWM 整流器改进定频预测功率控制
魏苏东 1, 肖蕙蕙 1, 2, 郭强 1, 2, 夏松 1;

李建兵, 吴昊, 郭盼盼, 许涛;
9:20-9:40
TS3.2.5 一种用于母线电容均压与辅助供电的电压竞争型反激
电路

9:00-9:20
TS3.1.4 基于并联三相 PWM 整流器环流控制策略的研究

温鹏召, 谢少军, 刘海春, 钱强, 丰翰林;

葛宇航 1, 李山 1, 2, 郭强 1, 2;
9:20-9:40
TS3.1.5 航空用 18 脉波自耦变压整流装置的研究
陈文仙 1, 陈乾宏 2;

8:00-9:40
TS3-3 电机控制 I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5
主持人院吴立建
孙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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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8:20
TS3.3.1 基于全阶自适应观测器的感应电机无速度传感器模型

9:00-9:20
TS3.4.4 基于 NiAu 的 SiC 芯片陶瓷封装烧结区的设计

预测控制

李东华 1, 朱坤存 2, 崔玉琦 2, 张颖欣 2, 陈传忠 1,

张延庆, 尹忠刚, 同向前;

李泽宏 3, 张波 3;

8:20-8:40
TS3.3.2 基于变角度注入的无位置传感器控制稳态性能优化方
案

9:20-9:40

何畅, 应征宇, 田里思;

TS3.4.5 1200V 300A SiC MOSFET 驱动与保护电路设计
陆雅婷, 姚文熙;

8:40-9:00
TS3.3.3 零低速下内置式永磁同步电机无位置传感器控制策略

8:00-9:40

王爽, 杨康;

TS3-5 高频磁元件和集成磁技术 I

9:00-9:20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7

TS3.3.4 基于爬山法的 PMSM 无速度传感器控制系统研究
张标, 金东, 刘新民, 陈宇, 康勇;
9:20-9:40
TS3.3.5 高压变频器同步电机无传感器飞车起动的方法及应用
陈江洪, 王旭;

8:00-9:40
TS3-4 碳化硅器件

主持人院陈

为

陈乾宏
8:00-8:20
TS3.5.1 用于感应效率分析的电磁炉等效阻抗模型
李志斌, 陈乾宏, 张帅, 任小永, 张之梁;
8:20-8:40
TS3.5.2 一种考虑频变效应的利兹线绕组高频变压器漏感计算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6

方法

主持人院孟昭亮

张珂, 陈武;

肖华锋

8:40-9:00
TS3.5.3 基于 GaN 的直流功率测量高频磁心损耗研究

8:00-8:20

张越, 汪晶慧, 陈为, 张宇超;

TS3.4.1 基于 TCAD 的 SiC-MOSFET 短路特性建模研究
吴立亮, 肖华锋, 花为, 王政, 程明;

9:00-9:20
TS3.5.4 交错并联双向 CLLC 谐振变换器中野U+U冶型磁集成变

8:20-8:40
TS3.4.2 碳化硅功率器件在宇航直流电源中的应用研究

压器的设计
杨玉岗, 武艳秋, 孙晓钰, 郭词, 田华松;

张琨, 陈永刚, 郑岩, 支树播, 赵文杰, 何雄;
8:40-9:00
TS3.4.3 碳化硅器件在直流充电桩中的应用研究
周明, 施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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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9:40
TS3.5.5 采用集成磁件的 LCL-S 非接触谐振变换器的研究与

8:00-9:40
TS3-7 电能质量控制

设计

会议中心 1 层 会议室 1

姜立信 1, 陈乾宏 2, 高伟 2, 任小永 2;

主持人院 卓

放

涂春鸣
8:00-8:20

8:00-9:40
TS3-6 风力发电

TS3.7.1 电网对称故障下 VSG 暂态特性及控制策略
李清辉 1, 葛平娟 1, 肖凡 1, 兰征 2, 葛钦 1;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8
主持人院 耿

华

张

兴

8:20-8:40
TS3.7.2 基于皮尔逊相关系数法的多电能质量扰动源识别

8:00-8:20

邓杰 1, 姜飞 1, 涂春鸣 2, 王文彬 3, 陈磊 1;

TS3.6.1 并网双馈感应风电系统轴系振荡抑制控制策略研究
张田, 姚骏, 孙鹏, 曾德银, 裴金鑫;
8:40-9:00
8:20-8:40
TS3.6.2 谐波电网电压下 DFIG 风电机组可控运行区域及其控

TS3.7.3 三相电网中的谐波与衰减直流分量实时检测方法
熊连松 1, 2, 刘小康 2, 3, 赵成勇 4, 卓放 2;

制策略研究
曾德银, 姚骏, 孙鹏, 张田, 徐德鹏, 裴金鑫, 刘瑞阔;
9:00-9:20
8:40-9:00
TS3.6.3 变速恒频风力发电机组的参数自适应虚拟同步机控制

TS3.7.4 交直流混合微电网多功能接口变流器的研究
金建新, 郑征, 陶海军;

技术
苏丹, 张建忠, 李天一;
9:00-9:20
TS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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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9:40
TS3.7.5 脉冲发电机网侧锁相技术及在有源电力滤波器中的应
用
王海兵, 宣伟民, 王英翘, 李华俊, 刘晓龙;

9:20-9:40
TS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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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9:40

张一凡 1, 陈润田 1, 李楚杉 1, 李武华 1, 何湘宁 1,

TS3-8 信息系统供电技术 I

顾小卫 2;

会议中心 1 层 媒体会议室
主持人院 谢少军
王念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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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8:20
TS3.8.1 一种可重构电池组的快速均衡电路

9:30-10:00
IS3.1.3 GaNFast Power IC Modeling

刘晨炀 1, 陈思哲 1, 何亮 2, 张桂东 1, 常乐 1, 杨苓 1;

Jason Zhang,
10:00-10:30
IS3.1.4 动态导通电阻在基于氮化镓器件的硬开关应用中的系
统效率影响

8:20-8:40
TS3.8.2 一种可重构电池组的低电流均衡电路

侯若宇,

王玉乐 1, 陈思哲 1, 张桂东 1, 何亮 2, 常乐 1, 杨苓 1;

8:30-10:30
IS3-2 电动汽车充电与系统解决方案
8:40-9:00
TS3.8.3 多储能直流微网 SoC 均衡优化控制策略

会议中心 2 层 格兰宴会厅 1
主持人院 张军明

方炜, 崔关送, 刘晓东, 刘宿城;

沈国桥

9:00-9:20
TS3.8.4 磷酸铁锂电池负极电势-SOC 变化的敏感区间分析
石琼林 1, 朱国荣 1, 康健强 2, 郭东旭 3, 杨耕 3;

8:30-9:00
IS3.2.1 千瓦无线充电高效率解决方案
石铁峰,

9:20-9:40
TS3.8.5 锂离子电池老化特性的研究
艾庆辉 1, 3, 金鹏 1, 2, 3, 肖姝宇 1, 3, 井元彬 1, 3;

.

9:00-9:30
IS3.2.2 低纹波车载充电机设计
刘玉伟,
9:30-10:00
IS3.2.3 车载充电机发展趋势及电源设计
贾民立,

8:30-10:30
IS3-1 新型功率半导体器件及应用-1

10:00-10:30
IS3.2.4 电动汽车充电新技术与系统解决方案

会议中心 2 层 格兰宴会厅 3
主持人院高

王伟,

勇

王来利

9:40-11:00
茶歇

8:30-9:00
IS3.1.1 新型紧凑封装的大电流功率模块
马先奎,
9:00-9:30
IS3.1.2 轨道交通用 3300V SiC 器件和模块
李诚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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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2:00

16:00-16:30

D3院墙报交流-2尧科技奖获奖成果展示尧设计大赛决赛成

Benefits of GaN for Compact Adapters

果展示

David Chen

展览中心 B 馆
主持人院 陈乾宏

陈

敏

杭丽君

钱

挺

16:30-17:00
Power Loss Modeling Method of the On Board Charger
(OBC) Topology
Dr. Yunpeng Yao

14:00-17:00
中美电源产业创新论坛
2019 CPSS & PSMA Joint Workshop on Power Supply
Industry Innovation
会议中心 2 层 格兰宴会厅 1
论坛主席 Workshop Chairs院

14:00-18:00
电源科研成果交流会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5
主持人院马

皓

蒋

栋

Alpha J. Zhang
Stephen Oliver

14:00-14:30
清华大学先进电能变换与电气化交通系统团队主要科研成
果

14:00-14:30
China Power Supply Industry and Market Report

李永东 教授

Dr. Alpha J. Zhang
14:30-15:00
高压大容量电能质量治理装备关键控制技术及工程应用
张承慧 教授、陈阿莲 教授、胡顺全
14:30-15:00
Power Technology Roadmap: The Rise of Wide
Bandgap

15:00-15:30

Stephen Oliver

西安交通大学电力电子与新能源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内容与
成果
刘进军 教授

15:00-15:30
Introduction of SiC Industry in China
Dr. Weiwei HE

15:30-16:00
带直流励磁能力的新型电机控制器
蒋栋 教授

15:30-16:00
茶歇 Coffee Break

78

中国电源学会第二十三届学术年会(CPSSC2019)

中国电源学会第二十三届学术年会(CPSSC2019)

79

16:00-16:30
浙江大学电力电子技术相关科研成果
李武华 教授
16:30-17:00
清华大学电力电子与多能源系统研究中心团队电能质量治

15:00-15:20
TS3.9.4 基于交错并联双 Boost 的 PFC 整流电路
崔玉璐, 王议锋, 马小勇, 吴啸尘, 仇铭婕;
15:20-15:40
TS3.9.5 一种应用于单相 PFC 拓扑的有源功率解耦复用控制

理相关成果

策略

耿华 特别研究员

汪小青, 李博栋, 陈宁, 孙欣楠, 陈敏;

17:00-17:30

14:00-15:40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气系主要科研成果

TS3-10 双向直流变换器

胡海兵 教授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4
主持人院 张卫平

17:30-18:00

杜

雄

新能源汽车电驱动控制技术
杨淑英 教授

14:00-15:40
TS3-9 PFC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3
主持人院 刘树林
姚文熙

14:00-14:20
TS3.10.1 5kW 三重化双向 DC/DC 变换器控制系统设计
周京华, 李利军, 章小卫, 陈亚爱;
14:20-14:40
TS3.10.2 基于 Super-Twisting 控制的四相交错并联半桥
Buck/Boost 型双向变换器研究
任子俊, 皇甫宜耿, 徐良材, 李钱;

14:00-14:20
TS3.9.1 采用耦合电感的两路交错并联 Boost PFC 变换器轻
载工作模态分析
李宏良, 杨飞, 王一娉, 李磊;

14:40-15:00
TS3.10.3 ISOP 结构的双向隔离 DC/DC 变换系统研究
张纯江 1, 孟宪慧 1, 2, 赵洁 1, 赵策 1, 阚志忠 1;

14:20-14:40
TS3.9.2 基于平均电流控制的正-反激组合 PFC 变换器建模
吴星, 刘树林, 曹剑, 王瑶;

15:00-15:20
TS3.10.4 电流源半桥隔离双向直流变换器的建模与控制器设
计

14:40-15:00

张曌, 谢少军, 吴志颖, 魏琦;

TS3.9.3 宽变频高效率尧高功率密度数字控制无桥 PFC 研究与
设计

15:20-15:40

卢松, 马红波, 易俊宏, 杨栩, 邵志航;

TS3.10.5 低压大电流双向 Buck/Boost 变换器设计
喻凌强 1, 曹陆萍 2, 徐德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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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5:40

14:20-14:40

TS3-11 电动汽车充电 I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6

TS3.12.2 4500V IGBT 半桥模块设计与制备
杨英杰 1, 梁琳 1, 王锐 1, 韩鲁斌 1, 颜辉 2, 孙祥玉 2;

主持人院 杭丽君
王浩宇
14:40-15:00
14:00-14:20
TS3.11.1 适用于超宽电压范围的混合 NPC DAB 变换器

TS3.12.3 基于氮化镓的高效 DC-DC 变换器设计
鲁亮 1, 杨奕 1, 2, 李茂丽 1, 叶庆 1;

邵持, 虞航斌, 杭丽君;
14:20-14:40
TS3.11.2 基于电流有效值最小化的双有源桥串联谐振电路的
控制策略优化
高祎韩, 周璐, 葛佳蓓, 周亮, 马皓;

15:00-15:20
TS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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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0-15:00
TS3.11.3 高效率双向车载充电器优化控制策略
董明翰, 周璐, 马皓;

15:20-15:40
TS3.12.5 650V 增强型氮化镓功率 HEMT 高温特性研究
陶心怡, 李宁波, 李胜, 张弛, 刘斯扬, 孙伟锋;

15:00-15:20
TS3.11.4 基于 LLC 的高能效 S2M 及 C2C 复合型层级电池均
衡器

14:00-15:40

彭发祥, 王浩宇;

TS3-13 高频磁元件和集成磁技术 II

15:20-15:40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8

TS3.11.5 一种基于有源双桥的 AC-DC 单极式充电变流器
王孙博, 沙德尚;

14:00-15:40

主持人院 陈乾宏
陈

为

14:00-14:20

TS3-12 新型功率器件及其应用 I

TS3.13.1 A More Efficient PFC Single-Coupled-Inductor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7

Multiple-Output Electrolytic Capacitor-less LED

主持人院 陈阿莲

Driver With Energy-Flow-Path Optimization

孟昭亮

Hao Wu1, Siu-Chung Wong2, Chi K. Tse2;

14:00-14:20
TS3.12.1 基于 BP 神经网络的 MOSFET 结温预测模型
武世焱, 邓嘉卿, 程红, 王聪;

14:20-14:40
TS3.13.2 基于 SPICE 模型 Boost 变换器磁芯损耗仿真研究
周岩, 佟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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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15:00
TS3.13.3 EAST 鱼尾偏滤器磁体电感理论计算及仿真测量
王禹晨 1, 2, 管锐 1, 2, 郭斐 1, 周宇 1, 黄懿赟 1, 2, 张健 1, 2;

14:00-15:40
TS3-15 无线电能传输 I
会议中心 1 层 媒体会议室
主持人院 戴

欣

王春芳
15:00-15:20
TS3.13.4 无功功率补偿交流功率法测量磁心损耗
张烜, 汪晶慧;
15:20-15:40
TS3.13.5 一种基于松耦合变压器效率最优的双边 LCC 补偿网
络参数设计方法
铁昳雪, 陈乾宏, 张帅, 柯光洁;

14:00-14:20
TS3.15.1 微波接收端中分布式能量管理的研究
龚文翔, 金科, 惠琦, 朱熹睿, 杨天乙;
14:20-14:40
TS3.15.2 基于 SiC MOSFET 的单管无线电能传输系统的研究
李厚基, 王春芳, 岳睿, 李聃;
14:40-15:00

14:00-15:40
TS3-14 光伏变换器

TS3.15.3 负载自适应性 CLC-CLCL 补偿 ECPT 系统
周磊, 夏晨阳, 魏国玉;

会议中心 1 层 会议室 1
主持人院 张

兴

李楚衫

15:00-15:20
TS3.15.4 基于旋转发射线圈的级联型多负载无线传能系统
王茜, 陈伟铭, 刘生财, 卢伟国;

14:00-14:20
TS3.14.1 光伏中压电力电子架构演绎方法研究
王矗, 陈敏, 徐德鸿;

15:20-15:40
TS3.15.5 基于变拓扑发射端的 PP 型 MCR-WPT 系统设计
李茂丽 1, 杨奕 1, 2, 肖蕙蕙 1, 2, 鲁亮 1;

14:20-14:40
TS3.14.2 一种消除共模漏电流和两倍频功率振荡的单相光伏
并网逆变器
蒋建波, 潘尚智, 查晓明;

14:00-15:30

14:40-15:00

IS3-3 新型功率半导体器件及应用-2

TS3.14.3 基于蚁群算法的光伏阵列-优化器拓扑最优化方法
王勇, 李虹, 苏文哲;
15:00-15:20
TS3.14.4 基于双占空比控制的电流型桥式光伏微逆变器
阚加荣, 吴云亚, 吴冬春;
15:20-15:40
TS3.14.5 无人航空器用直流光储系统能量最优控制策略研究

会议中心 2 层 格兰宴会厅 3
主持人院吴新科
宁圃奇
14:00-14:30
IS3.3.1 基于 BASiC 先进外延和工艺技术的新型 SiC 器件
和巍巍 总经理

孙晓平, 贺鑫露, 魏作宇, 王丰, 卓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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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15:00

16:20-16:40

IS3.3.2 GaN IC Enables Revolution in AC/DC Adapter

TS3.16.2 高压大功率串联谐振变换器电流断续模态下的磁密

Huang Xiu Cheng,

分析

15:00-15:30

宁光富, 陈武;

IS3.3.3 氮化镓器件在工业应用中的更新
卢俊诚,

16:40-17:00
TS3.16.3 平面电感寄生电容对高频 LLC 谐振变换器的影响分

15:30-16:00

析及其优化设计

茶歇

刘嘉瑜, 田野, 李艳;

会议中心

17:00-17:20
TS3.16.4 非接触单管谐振变换器的分析与参数设计

16:00-17:30
IS3-4 新型功率半导体器件及应用-3
会议中心 2 层 格兰宴会厅 3
主持人院 吴新科
宁圃奇
16:00-16:30
IS3.4.1 ROHM SiC-MOSFET 应用与发展
苏勇锦,

张帅, 陈乾宏, 李志斌, 任小永, 张之梁;
17:20-17:40
TS3.16.5 宽输出电压范围的 LLC 谐振变换器
周嘉轩, 马皓; 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17:40-18:00
TS3.16.6 基于全耦合电感器的交错并联 LLC 谐振变换器均流
特性研究
杨玉岗, 孙晓钰, 邓申;

16:30-17:00
IS3.4.2 一种适用于电机驱动应用的高性能 IGBT 技术
郝欣,
17:00-17:30
IS3.4.3 碳化硅 MOSFET 驱动的综合考量及测试
叶忠,

16:00-18:00
TS3-17 多电平变换器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4
主持人院 杜

雄

王浩宇
16:00-18:00
TS3-16 谐振变换器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3
主持人院 张卫平
刘树林
16:00-16:20
TS3.16.1 基于数字控制的 LLC+交错并联 Buck 变换器的研究
吴浩麟, 阮新波, 仇阳, 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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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6:20
TS3.17.1 基于 IGBT 开关特性的 NPC 变流器状态检测
钟响 1, 向大为 1, 赵统 1, 李豪 2;
16:20-16:40
TS3.17.2 基于不同时间尺度的交直交变频器电磁能量变换过
程研究
杨培 1, 2, 李崇坚 3, 王成胜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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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0-17:00

17:00-17:20

TS3.17.3 基于混合调制策略的模块化多电平变换器主动热控

TS3.18.4 基于电压型 SFC 的大型同步调相机起动控制策略

制

陶亮, 孙建军, 查晓明;

赵纪峰 1, 邓富金 1, 2, 吕泳庆 1;

17:20-17:40
TS3.18.5 基于 IGCT 的大容量五电平 NPC/H 桥变流器的研究

17:00-17:20

兰志明 1, 王成胜 1, 杨培 1, 2, 李崇坚 3, 杨琼涛 1, 段巍 1;

TS3.17.4 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 LCL 滤波器参数设计
周赟 1, 邓富金 1, 2, 吕泳庆 1, 喻强 1;
17:20-17:40

17:40-18:00

TS3.17.5 三电平 NPC 型逆变器并网的稳定性分析

TS3.18.6 不对称和非线性负载下无刷双馈独立发电系统谐波

张博, 邹小明, 杜雄;

消除协同控制策略

17:40-18:00

刘毅, 余开亮, 陈俊杰, 徐伟;

TS3.17.6 基于共享冗余单元的 T 型三电平逆变器拓扑及多开
关管开路故障容错控制策略
王伯荣 1, 2, 李战 1, 任伊昵 1, 白志红 1,

16:00-18:00

Philip T. Krein , 马皓

TS3-19 永磁电机控制

1, 2

;

1, 2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7
主持人院 孙向东
16:00-18:00
TS3-18 电机控制 II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6
主持人院 刘

毅

耿

华

吴立建
16:00-16:20
TS3.19.1 五桥臂逆变器驱动双三相永磁同步电机直接转矩控
制
周长攀, 刘坛, 孙向东;

16:00-16:20
TS3.18.1 基于全局指数趋近律滑模的感应电机模型预测控制
张延庆, 尹忠刚, 李维, 同向前;

16:20-16:40
TS3.19.2 PMSM 转子位置复合检测及起动研究
王要强 1, 冯玉涛 1, 马小勇 1, 2;

16:20-16:40
TS3.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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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0-17:00
TS3.19.3 三矢量混合占空比调制的五相永磁电机模型预测控
制

16:40-17:00

陶涛, 赵文祥, 黄林森, 杜育轩;

TS3.18.3 基于单周期控制的牵引电机拍频抑制算法数字化实
现
宋玉明, 宋文胜, 余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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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7:20

17:00-17:20

TS3.19.4 计及开关频率分区优化的 PMSM 三电平模型预测控

TS3.20.4 双闭环控制的逆变电源研究

制

黄泽武, 岳改丽;

朱晨光 1, 於锋 1, 罗潇 2, 吴晓新 1;

17:20-17:40
TS3.20.5 基于结温估计的逆变电源动态电流控制

17:20-17:40

戴俊宇, 同向前, 申明;

TS3.19.5 永磁同步磁阻电机 MTPA 算法优化实现
付兴贺, 徐彧田, 伍锡坤;

17:40-18:00
TS3.20.6 提升逆变器性能的多目标优化方法

17:40-18:00
TS3.19.6 Improved Stator/Rotor-Pole Number Combinations

欧玲, 彭子舜, 彭小桂, 王俊;

for Torque Ripple Reduction in Doubly Salient PM
Machines
WU LIJIAN, MING GUANGQIANG;

16:00-18:00
TS3-21 LED 驱动
会议中心 1 层 会议室 1

16:00-18:00

主持人院 张

TS3-20 逆变器控制

宇

张相军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8
主持人院 李楚衫

16:00-16:20
TS3.21.1 一种基于层叠半桥结构的宽电压增益范围 LED 驱动
器

陈阿莲

管乐诗, 陈恒, 姚婷婷, 王懿杰, 王卫, 徐殿国;
16:00-16:20
TS3.20.1 基于零序注入和死区补偿的准单级三相 DC-AC 变
换器载波脉宽调制策略研究
王江峰 , 孙凯 , 吴红飞 ;
1

1

2

16:20-16:40
TS3.21.2 基于有源功率解耦的无电解电容 AC/DC LED 驱动
电源设计
刘青, 曲小慧, 徐茜;
16:40-17:00

16:20-16:40
TS3.20.2 基于电压增益补偿和虚拟阻抗的改进逆变器并联控

TS3.21.3 高功率因数无频闪单开关多路输出 LED 驱动电源
曹克煜, 刘雪山, 周群, 贺明智, 刘天成, 史旭;

制
林燎源, 戴宇杰, 项雷军;

17:00-17:20
TS3.21.4 高功率因数谐振式单开关多路恒流输出 Buck-

16:40-17:00
TS3.20.3 不对称负载下离网逆变器的正负序解耦控制方法

Boost-Buck LED 驱动电源
万宇阳, 刘雪山, 贺明智, 周群, 刘文菡, 吕寻斋;

张松, 陈燕东, 伍文华, 何志兴, 骆坚, 欧阳红林;

90

中国电源学会第二十三届学术年会(CPSSC2019)

中国电源学会第二十三届学术年会(CPSSC2019)

91

17:20-17:40
TS3.21.5 一种新型 Bus 电压比例前馈式单级 AC-DC 变换器
的研究与优化设计

17:40-18:00
TS3.22.6 基于交错并联 Boost 的高效无线电能传输系统
姚友素, 高胜含, 唐程雄, 王懿杰, 刘晓胜, 徐殿国;

易俊宏, 马红波, 李小彬;
17:40-18:00
TS3.21.6 基于三路恒流输出单级 Cuk PFC 变换器的 LED 驱

18:30-20:30

动电路

年会颁奖仪式 & 交流晚餐会

夏浩刚, 阎铁生, 陶权保, 王军, 曹太强;

展览中心 A 馆 坪山多功能厅

16:00-18:00
TS3-22 无线电能传输 II
会议中心 1 层 媒体会议室
主持人院 王春芳
戴

欣

16:00-16:20
TS3.22.1 基于双管推挽式自激振荡电路的无线电能传输系统
设计与实现
杨晶菁, 谢文燕;
16:20-16:40
TS3.22.2 基于动态无线充电下平行四边形导轨切换位置互感
平滑性研究
赵书泽, 夏晨阳;
16:40-17:00
TS3.22.3 磁耦合 WPT 系统金属异物检测技术综述
侯信宇, 苏玉刚, 孙跃, 王智慧, 戴欣, 唐春森;
17:00-17:20
TS3.22.4 无线电能传输磁耦合器的设计
徐鹤琦, 李厚基, 王春芳;
17:20-17:40
TS3.22.5 无线电力传输线圈的精确通用建模
刘心和, 钟文兴, 崔鸿志, 林平, 徐德鸿;

92

中国电源学会第二十三届学术年会(CPSSC2019)

中国电源学会第二十三届学术年会(CPSSC2019)

93

2019 年 11 月 4 日 周一

8:00-10:00
TS4-2 并网变换器 I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4
主持人院吕征宇

8:00-10:00
TS4-1 软开关技术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3
主持人院 崔纳新
马运东
8:00-8:20
TS4.1.1 一种低成本混合型背靠背智能软开关
葛雪峰 1, 高峰 2, 魏然 3;

刘晓东
8:00-8:20
TS4.2.1 基于双环结构的三相并网变流器电流环干扰抑制方法
研究
于赟, 宋战锋, 王亚琦, 马小惠;
8:20-8:40
TS4.2.2 弱电网下并网逆变器电压前馈策略的对比分析
钟久发, 许津铭, 钱浩, 卞申一阳, 谢少军;

8:20-8:40
TS4.1.2 基于 GaN HEMT 的高效率有源箝位正激变换器设计
李小彬, 马红波, 易俊宏, 徐帅东;
8:40-9:00
TS4.1.3 轨道交通辅助电源系统大功率隔离型直流变换器
IGBT 软开关拓扑优化设计
李新颖, 曾鹏翔, 张岩, 于博洋, 刘进军;
9:00-9:20
TS4.1.4 三相并网逆变器通用软开关空间矢量调制方法
吴宇鹰, 何宁, 徐德鸿;
9:20-9:40
TS4.1.5 高频双向 DC-AC 变换器无过零点检测软开关控制策
略
郎梓淇, 吴旋律, 张欣玥, 赵鑫, 康祯, 黄明, 吴小华;
9:40-10:00
TS4.1.6 四开关 Buck-Boost 变换器软开关分析
龚政, 徐顺刚, 周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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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0-9:00
TS4.2.3 Nonlinear Analysis of Phase-Locked Loop in Gridconnected Converters
YAN Han, HUANG Meng, ZHAO Jiantao,
ZHA Xiaoming;
9:00-9:20
TS4.2.4 下垂控制并网逆变器的序阻抗建模与弱电网稳定性分
析
郭梓暄, 张兴, 李明, 刘晓玺, 陈巧地, 王杨;
9:20-9:40
TS4.2.5 电网不对称故障时并网逆变器无功功率安全运行区域
研究
龙柳, 涂春鸣, 余雪萍, 肖标, 柴鸣;
9:40-10:00
TS4.2.6 基于并网变流器的脉冲注入型电网阻抗在线测量方法
的参数设计
刘自鹏, 刘增, 刘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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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10:00

8:00-9:40

TS4-3 电机控制 III

TS4-4 电源相关技术 I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5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6

主持人院 陈息坤

主持人院何远彬

孙

丹

8:00-8:20
TS4.3.1 改进的无刷双馈独立发电系统不平衡电压抑制策略
陈俊杰, 高建平, 刘毅, 徐伟;
8:20-8:40
TS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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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桂鹏
8:00-8:20
TS4.4.1 超便携电力电子硬件在环测试系统及其应用场景
沈磊, 何远彬, 张尧, 全宇, 杭丽君, 谢小高;
8:20-8:40
TS4.4.2 带恒功率负载的 Boost 变换器非线性控制研究
杨继鑫, 王久和, 孙石涛;

施于柯, 张卓然, 于立, 陆文静;
8:40-9:00
8:40-9:00
TS4.3.3 不同极槽配合下低压大功率交流伺服电机研究

TS4.4.3 一种基于功率调控并兼顾负序电流补偿的再生制动能
量有效利用方案

王东文, 郭海伦, 李崇坚, 佟宁泽;

卢其威, 何棒棒, 高志宣, 车程, 魏旭腾, 王珊;

9:00-9:20

9:00-9:20

TS4.3.4 Unbalanced Magnetic Force Calculation Based on
Subdomain and Magnetic Circuit Hybrid Model in

TS4.4.4 新型铁路牵引供电系统设计与能量管理方案研究
尚富琛 1, 刘佳男 1, 韩鹏程 1, 何晓琼 1, 2;

SPM Machines
WU Lijian, YIN Hao, FANG Youtong;
9:20-9:40
9:20-9:40
TS4.3.5 基于参数自调节的无电解电容永磁电机驱动系统双重
防过压控制

TS4.4.5 基于自适应二自由度 PID 的大型矿车制动能量回收系
统充放电控制策略研究与实现
王阳 1, 李阳 1, 吴阳杰 1, 刘健 1, 王祥生 2;

丁大尉, 王高林, 徐殿国;
9:40-10:00
TS4.3.6 适合梯形波无刷直流电机的磁场定向控制技术
宋志豪, 姚文熙, 钱振天;

8:00-10:00
TS4-5 特种电源 I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7
主持人院 李洪涛
佟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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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8:20
TS4.5.1 基于 BUCK 的 IPOP 系统电压控制研究
王富立, 严柏平, 郑国超, 黄诗琪;

8:00-10:00
TS4-6 电磁兼容 I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8
主持人院 裴雪军

8:20-8:40
TS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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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世山
8:00-8:20
TS4.6.1 基于屏蔽层电位控制的抑制 LLC 谐振变换器共模传导
干扰的平面变压器屏蔽技术
朱昊楠 1, 阮新波 1, 谢立宏 1, 罗有刚 2;

8:40-9:00
TS4.5.3 NBI 电源系统 EMI 防护加固技术实验研究
潘军军 1, 刘智民 1, 2, 蒋才超 1, 刘胜 1, 陈世勇 1,
汪金新 1, 2;
9:00-9:20
TS4.5.4 1 MV 脉冲源电参数的测量与校正
尹佳辉, 孙凤举, 曾江涛, 魏浩, 梁天学, 张信军;
9:20-9:40
TS4.5.5 邻近电感互耦的准方波脉冲形成网络设计
王传伟 1, 2, 李洪涛 1;

9:40-10:00
TS4.5.6 Influence of X-ray irradiation on the polarization
Coulomb field scattering in AlGaN/AlN/GaN
heterostructure field electron transistors

Chongbiao Luan, Hongtao Li, Xun Ma, Jinshui
Xiao;

8:20-8:40
TS4.6.2 基于快速傅里叶变换的辐射 EMI 噪声分离及应用
祝志博, 赵阳, 颜伟, 王永安;
8:40-9:00
TS4.6.3 采用耦合电感的交错并联 Boost PFC 变换器轻载时
传导电磁干扰
王一娉, 杨飞, 李宏良, 彭富明;
9:00-9:20
TS4.6.4 三相光伏逆变器差模滤波器设计及传导优化
王禹玺 1, 李良浩 2, 朱选才 1, 翁炳文 1;

9:20-9:40
TS4.6.5 基于混沌载波移相正弦脉宽调制的模块化多电平换流
器共模电压抑制研究
王佳信, 李虹, 杨志昌, 孙绍哲;
9:40-10:00
TS4.6.6 柔性直流换流阀子模块监控电路辐射骚扰源研究
成睿琦 1, 张卫东 1, 赵明敏 2, 陈晗语 1, 赵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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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10:00

8:00-8:20

TS4-7 无线电能传输 III
会议中心 1 层 会议室 1
主持人院 孙

TS4.8.1 基于双补偿的直流微电网改进型下垂控制策略
顾永文, 汪飞, 李玉菲, 郭慧, 施天灵;

跃

傅旻帆
8:00-8:20
TS4.7.1 基于电磁-流固-热多物理场耦合的植入式医疗设备温
度场分析
闫孝姮 1, 2, 凌福玉 2, 陈伟华 2, 潘也 2, 蔡明辰 2;

8:20-8:40
TS4.8.2 直流微电网研究综述
杨国良 1, 2, 张玉娜 1;
8:40-9:00
TS4.8.3 基于直流母线电压扰动的直流孤岛检测方法研究
黄庆辉 1, 杨贺雅 1, 张伟 1, 2, 刘永江 2, 李武华 1,
何湘宁 1, 顾小卫 3;

8:20-8:40
TS4.7.2 磁耦合无线电能传输系统共振机理研究
廖志娟, 夏晨阳;
8:40-9:00
TS4.7.3 无线电能传输旋转变压器的设计与分析
赵志衡, 王硕, 张相军;
9:00-9:20
TS4.7.4 一种三线圈无线电能传输型可控式恒压源设计
王鹤寿, 胡杰峰, 李小飞, 刘明, 赖彦文;
9:20-9:40
TS4.7.5 金属环境下磁耦合式无线电能传输特性研究综述
李达, 吴旭升, 高嵬, 高键鑫, 饶凡;
9:40-10:00
TS4.7.6 超级电容非接触式补电技术的研究
贺笑, 王洁云, 蒋伟;

9:00-9:20
TS4.8.4 基于扰动观测器的直流微电网母线电压动态补偿控制
策略
胡长斌, 王慧圣, 王海鹏, 周京华, 温春雪, 朴政国,
宋晓通;
9:20-9:40
TS4.8.5 含混合储能直流微网的大扰动暂态稳定协调策略
吴亚伟, 刘宿城, 方炜, 刘晓东;
9:40-10:00
TS4.8.6 光伏波动与负荷多样性对中低压直流配电系统电压控
制的影响机制分析
潘鹏鹏, 陈武;

8:30-10:00
IS4-1 新能源发电尧储能及智能电网技术-1
会议中心 2 层 格兰宴会厅 3

8:00-10:00
TS4-8 直流微电网

主持人院 徐

君

蒋

栋

会议中心 1 层 媒体会议室
主持人院 王付胜
林燎源

8:30-9:00
IS4.1.1 微电网核心单元光伏尧储能及充电站测试挑战ITECH 的全方位解决方案
张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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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9:30
IS4.1.2 Smart Energy Storage solution for Data center

10:50-11:20
IS4.3.2 适应高渗透率的分布式光伏系统关键技术方向

郑大为,

徐君,

9:30-10:00

11:20-11:50

IS4.1.3 应用于新能源微电网的能量路由器技术与应用
侯院军,

IS4.3.3 PLECS 一站式电力电子控制开发
罗岷,

8:30-10:00

10:20-11:20

IS4-2 高效高功率密度电源及其变换器技术-1

IS4-4 高效高功率密度电源及其变换器技术-2

会议中心 2 层 格兰宴会厅 1

会议中心 2 层 格兰宴会厅 1

主持人院胡先红

主持人院胡先红

陈

武

8:30-9:00
IS4.2.1 基于氮化镓 IC 的 150W 高效率高功率密度适配器设计
陆文航,
9:00-9:30
IS4.2.2 如何将 PSR 反激的应用功率向上推进钥
王旷,

陈

武

10:20-10:50
IS4.4.1 5G 创新供电解决方案
胡先红,
10:50-11:20
IS4.4.2 基于 SiC MOSFET 的脉冲功率关键技术及应用
张小宁,

9:30-10:00
IS4.2.3 高效高功率密度数据中心电源及设计
董慨,

10:20-12:00
TS4-9 VIENNA 整流器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3

10:00-10:20
茶歇

主持人院马运东
王付胜

会议中心
10:20-10:40

10:20-11:50

TS4.9.1 基于代价函数调制的三电平 Vienna 整流器电流模型

IS4-3 新能源发电尧储能及智能电网技术-2

预测控制

会议中心 2 层 格兰宴会厅 3

党超亮, 同向前, 宋卫章, 张皓, 尹军;

主持人院徐

君

蒋

栋

10:20-10:50

10:40-11:00
TS4.9.2 基于单周期控制的并联无桥整流器改善电能质量方法
张莹, 田长庚, 胡昊雨, 刘瑨琪, 王聪, 程红;

IS4.3.1 变频器在新能源发电系统中的应用
郑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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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1:20

11:40-12:00

TS4.9.3 兼容单-三相输入的 VIENNA 电路研究

TS4.10.5 一种 DAB DC-DC 变流器的磁偏抑制方法

周胜钰, 陈乾宏, 张斌, 任小永;

张博诚, 邵帅, 吴新科, 张军明;

11:20-11:40
TS4.9.4 VIENNA 整流器控制策略研究与实现

10:20-12:00

李萍, 王久和;

TS4-11 电机控制 IV

11:40-12:00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5

TS4.9.5 混合 VIENNA 整流器功率配比控制研究
宋卫章, 梁谱, 戴智豪;

10:20-12:00
TS4-10 DAB 变换器

主持人院 孙

丹

陈息坤
10:20-10:40
TS4.11.1 Long Horizon Predictive Control with Ant Colony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4

Optimization of Synchronous Reluctance Motors

主持人院 刘晓东

Xiaodong Liu1, Zhenbin Zhang1, 2, Andrei Khamnuev3,

吕征宇

Pinjia Zhang4, Ralph Kennel3;

10:20-10:40
TS4.10.1 Effect of Dead Band on Cooperative TriplePhase-Shift Control for Isolated DAB DC-DC
Converter and Solutions
FAN Shuai1, WU Fengjiang1, ZHAO Yishuang2;

10:40-11:00
TS4.11.2 考虑死区效应的虚拟同步发电机输出阻抗建模与分
析
张笠君, 汪飞, 任林涛, 施天灵, 陆思远;

10:40-11:00
TS4.10.2 基于复合调制的适配于宽电压范围的双有源桥变换
器

11:00-11:20

邓钧运, 王浩宇;
11:00-11:20
TS4.10.3 三相双有源桥 DC-DC 变换器辅助电感参数设计

TS4.11.3 基于迭代学习控制的永磁式双凸极电机转矩脉动抑
制
杨峥 1, 陈昊 1, 范辉 2, 汤天浩 1;

刘芳, 邓金鑫, 杨淑英, 周建建, 刘世权;
11:20-11:40
TS4.10.4 不同软开关模式的 DAB 变换器电流应力优化
胡燕 1, 余捷昕 1, 张天晖 1, 杨立新 2, 关清心 1, 张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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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1:40
TS4.11.4 基于磁能回复开关渊MERS冤的异步电机高效率运行

10:20-12:00
TS4-13 电动汽车充电 II

控制方法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7

程苗苗, 程相博, 陈凯, 何伐良;

主持人院 林燎源
陈

仲

11:40-12:00
TS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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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10:40
TS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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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11:40
TS4-12 电动汽车驱动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6
主持人院 张相军

10:40-11:00
TS4.13.2 零电压开关车载充电器拓扑及其调制方法研究
王睿哲, 胡长生, 贾晓宇, 徐德鸿;

姚文熙
11:00-11:20
10:20-10:40
TS4.12.1 多相电机电流均衡控制
王鹏业, 刘自程, 蒋栋;
10:40-11:00
TS4.12.2 基于随机高频方波电压注入的永磁电机低噪音初始

TS4.13.3 大功率集中式充电系统的前级交错并联拓扑的变开
关频率 ZVS 控制
姚志刚, 张煜欣, 杨正茂, 张润禾, 陆帅;
11:20-11:40
TS4.13.4 车载储能单元 DC-DC 变换器的三相交错并联三电

位置检测方法

平拓扑的 ZVS 控制

毕广东, 张国强, 王高林, 徐殿国;

姚志刚, 陈杨明, 徐成, 韩再焜, 陆帅;

11:00-11:20

11:40-12:00

TS4.12.3 电动汽车电流源驱动器开关故障诊断技术

TS4.13.5 基于 V2G 技术的双向 CLLC 谐振变换器控制策略研

隋森, 王宝诚, 郭小强;

究

11:20-11:40

陈宁, 李博栋, 汪小青, 孙欣楠, 陈敏;

TS4.12.4 基于最大转矩电流比的双三相永磁同步电机矢量控
制
陈磊 1, 汪小青 1, 刘昌金 2, 瞿博 2, 陈敏 1;

10:20-12:00
TS4-14 电磁兼容 II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8
主持人院 王世山
裴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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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0:40
TS4.14.1 线缆间串扰电磁干扰的预测
杨春宇, 裴雪军, 向洋霄;

10:40-11:00
TS4.15.2 DAB 储能变换器抑制直流微电网母线电压波动的控
制方法研究
孙向东, 刘佩, 张琦, 任碧莹, 陈桂涛;

10:40-11:00
TS4.14.2 电子式电流互感器采集卡在极端气温下暂态脉冲群
抗扰性能的实验研究
刘冠辰 1, 赵鹏 2, 郑志超 1, 赵明敏 2, 杨志超 2,

11:00-11:20
TS4.15.3 基于低次谐波抑制的正负序分离技术研究
易龙强, 黄文俊, 林伟民, 叶永发;

陈恒林 ;
1

11:20-11:40
11:00-11:20
TS4.14.3 无 Y 电容型反激功率变换器的 EMI 特性建模与改善

TS4.15.4 基于虚拟振荡器的无互联线载波同步控制策略
魏琦, 钱强, 谢少军, 许津铭;

方法研究
邵成晟, 钱钦松, 孙伟锋;

11:40-12:00
TS4.15.5 一种基于三维空间矢量调制的三相四桥臂车载 UPS

11:20-11:40

彭斌, 王念春, 王青松;

TS4.14.4 植入式谐振型 WPT 系统的电磁干扰特性研究
杨洋, 陈文洁, 周永兴, 王睿, 戴立宇;

10:20-11:40
TS4-16 变换器级联

11:40-12:00
TS4.14.5 基于连续均值切除的自适应干扰检测方法
康颖, 吴灏, 李亚星, 孟进, 赵治华;

会议中心 1 层 媒体会议室
主持人院 李武华
陈桂鹏
10:20-10:40

10:20-12:00
TS4-15 信息系统供电技术 II

TS4.16.1 控制方法对级联系统稳定性及瞬态性能的影响
李媛, 周国华, 冷敏瑞, 许国栋;

会议中心 1 层 会议室 1
主持人院 王念春
谢少军

10:40-11:00
TS4.16.2 消除直流级联系统振荡的母线电压稳定器研究
许国栋, 周国华, 冷敏瑞, 李媛;

10:20-10:40
TS4.15.1 数据中心不间断供电的备用发电机系统要要
要数据中
心供电系统的现状综述
侯欣欣 ;

11:00-11:20
TS4.16.3 基于 1/4 和 1/2 输出周期脉冲循环的级联型逆变器功
率均衡策略研究
汪柯文 1, 孙健博 1, 2, 许亚明 3, 陈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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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1:40
TS4.16.4 不同控制策略下单相混合级联无桥整流器的性能对
比分析

14:20-14:40
TS4.17.5 电动汽车无线充电双边 LCC 补偿拓扑参数设计
魏睿智, 宋凯, 杨光, 姜金海, 张航, 魏国, 朱春波;

王朋辉, 孔佳仪, 于志超, 程红, 王聪;
14:40-15:00
TS4.17.6 基于 DD 型线圈的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磁耦合机

12:00-13:30

构电磁屏蔽优化设计

午餐尧休息

杨光, 宋凯, 郭雨, 姜金海, 魏睿智, 董帅, 朱春波;

会议中心 1 层 太极中餐厅
13:00-15:00

13:00-15:00
TS4-17 电动汽车无线充电

TS4-18 并网变换器 II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3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4

主持人院 钟文兴

主持人院 胡斯登

高

嵬

13:00-13:20
TS4.17.1 基于双 LCC 补偿的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参数设计
王付胜, 郭娟娟, 张玮, 江冯林, 翁赛;

黄

萌

13:00-13:20
TS4.18.1 延时引起的阻抗谷对单电流环控制型并网逆变器稳
定性的影响
屠一鸣, 刘进军, 刘增, 薛丹红;

13:20-13:40
TS4.17.2 Vision-based power control for the electric
vehicles dynamic wireless power transfer system
Yong Tian, Ze Zhu, Lijuan Xiang, Jindong Tian;

13:20-13:40
TS4.18.2 弱电网下基于状态观测器的 LCL 滤波器并网逆变器
自适应控制
谢斯炜, 张淼, 石响, 陈栩杰;

13:40-14:00
TS4.17.3 Design and Optimization of Asymmetric Loosely
Coupled Transformer for 3kW Wireless Charging

13:40-14:00
TS4.18.3 并网逆变器的定频模型预测电流控制研究
于文倩, 同向前, 燕聪;

System
Bin Zhang, Hongbo Ma, Xiaoqiang Wang, You Xu,
Junhong Yi, Jianping Xu;

14:00-14:20
TS4.18.4 基于阻抗比的三相逆变器并网系统谐波谐振问题研
究

14:00-14:20

曾志杰 1, 肖华锋 1, 王伟 2, 韦徵 2, 程明 1;

TS4.17.4 一种具有恒流恒功率恒压输出自切换特性的适用于
电动汽车充电的无线充电系统
李冠西, 马皓;

110

中国电源学会第二十三届学术年会(CPSSC2019)

中国电源学会第二十三届学术年会(CPSSC2019)

111

14:20-14:40
TS4.18.5 微电网下垂逆变器并网运行低频振荡问题的研究

14:40-15:00
TS4.19.6 基于 DSP 的并联 DCDC 变换器数字均流策略的研

王施珂, 刘进军, 刘增;

究

14:40-15:00

潘小刚, 孙前双;

TS4.18.6 线性扩张状态观测器中扰动的分析及其在 LCL 型并
网逆变器电流控制中的应用

13:00-15:00

暴正阳, 叶永强;

TS4-20 电源相关技术 II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6

13:00-15:00
TS4-19 直流变换器控制

主持人院 谢小高
张瑞红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5
主持人院 陈亚爱
郭志强

13:00-13:20
TS4.20.1 三相电网电压不平衡条件下三种常用同步锁相技术
对比分析

13:00-13:20
TS4.19.1 基于模型预测的三重化 Boost 变换器预补偿策略仿
真研究

谭广军, 宗楚楠, 孙孝峰;
13:20-13:40
TS4.20.2 基于 RPWM 扰动的电网阻抗测量方法

陈亚爱, 赵荀, 周京华, 赵军伟;

吴厚博, 杜燕, 杨向真, 蒋伟;

13:20-13:40

13:40-14:00

TS4.19.2 基于移相全桥的改进型单级隔离 Swiss 整流器

TS4.20.3 一种航天器分布式电源快速短路保护方法

张斌锋, 谢少军, 许津铭, 李周洋, 赵鹏程;

李海津 1, 张晓峰 1, 马亮 1, 张龙龙 2;

13:40-14:00

14:00-14:20

TS4.19.3 基于 MLD-MPC 的 Boost 变换器的恒功率控制方法

TS4.20.4 SiC 和 Si 器件混合有源中点箝位变换器的混频调制

许铭林, 陈艳峰;

技术研究

14:00-14:20

张家潼, 王秦松, 李楚杉, 李武华;

TS4.19.4 最优卸载瞬态的辅助桥臂切换控制 Buck 变换器
夏俊豪, 屈雪霁, 马俊文, 卢伟国, 周雒维;

14:20-14:40
TS4.20.5 高压直流 SSPC 短路保护与漏电保护研究

14:20-14:40
TS4.19.5 基于部分功率电压调节的开关谐振腔变换器小信号
建模分析
刘自森, 马运东;

黄瑞, 赵瑞博, 王莉;
14:40-15:00
TS4.20.6 基于滑模控制的微型燃气轮机发电系统启动发电控
制策略研究
程苗苗 1, 何伐良 1, 朱育男 2;

112

中国电源学会第二十三届学术年会(CPSSC2019)

中国电源学会第二十三届学术年会(CPSSC2019)

113

13:00-15:00

13:00-14:40

TS4-21 特种电源 II

TS4-22 电磁兼容 III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7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8

主持人院 佟为明

主持人院 钱

李洪涛

挺

沙德尚

13:00-13:20
TS4.21.1 基于多 Buck 模块串联的恒流高压电容器充电机设计
与研究

13:00-13:20
TS4.22.1 混频器延时对微波干扰对消性能的影响
秦焕丁, 何方敏, 卢洽然, 孟进;

唐清波, 邹旭东, 张凌云;
13:20-13:40
13:20-13:40
TS4.21.2 脉冲电源在调控等离子体鞘套中的应用研究
凌文斌 1, 鄂鹏 2, 马勋 3, 李洪涛 3, 于治国 3, 佟为明 1,
徐风雨 ;
1

TS4.22.2 采用混合干扰源模型分析不对称滤波器对开关电源
传导干扰的影响
季清, 黄蓉;
13:40-14:00
TS4.22.3 高速动车组牵引系统电磁干扰分析及优化
杨德勇, 支永健, 朱柄全, 袁科亮, 闫光临;

13:40-14:00
TS4.21.3 高可靠 RPD 型 1MV X 光机系统
马成刚, 李洪涛, 冯元伟, 邓明海, 曹宁翔, 莫腾富,

14:00-14:20
TS4.22.4 时速 400km 中国标准动车组整车对外电磁骚扰试

张志强;

验研究及优化对策

14:00-14:20

余俊;

TS4.21.4 EAST 极向场电源霍尔电流传感器驱动电路的设计
武旭, 王林森, 李亚, 左英;

14:20-14:40
TS4.22.5 三电平逆变器多层复合母排建模与仿真

14:20-14:40

孟进, 何方敏, 李毅, 张磊, 赵治华;

TS4.21.5 一种线性脉冲恒流源
姜文超 1, 邹旭东 2, 彭敏强 1, 刘爽 2;

13:00-15:00
TS4-23 无线电能传输 IV
14:40-15:00
TS4.21.6 一种泛用式水管电磁感应速热系统研究
孙向东, 陈泽驰, 冀京润, 王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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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13:20
TS4.23.1 适用于近距离无线电能传输的改进型 LLC 谐振变换

13:30-14:00
IS4.5.2 电动汽车逆变器 IGBT 模块及应用

器特性研究

刘志红,

刘硕, 苏建徽, 张健;

14:00-14:30
IS4.5.3 电动汽车功率电子集成单元

13:20-13:40

廖海平,

TS4.23.2 感应式无线电能传输的高阶补偿网络的分析方法与
研究

13:00-14:30

贺蓉, 傅旻帆;

IS4-6 高频电磁元件设计及电磁兼容性问题-1

13:40-14:00

会议中心 2 层 格兰宴会厅 1

TS4.23.3 一种高偏移容错无线电能传输系统设计

主持人院黄敏超

张朱浩伯 1, 2, 徐德鸿 1, Philip T. Krein1, 2, 马皓 1, 2;

李

虹

13:00-13:30
14:00-14:20
TS4.23.4 带上拉钳位的无线电能传输系统的研究

IS4.6.1 储能变换器及其系统的法规及检验
李卫春,

岳睿, 王春芳, 李厚基;
14:20-14:40
TS4.23.5 基于内罚函数法的无线供电系统磁芯布局优化设计

13:30-14:00
IS4.6.2 插入损耗解决传导干扰问题
黄敏超,

周岩, 施天皓, 钱思尧;
14:40-15:00
TS4.23.6 基于等效阻抗解耦的无线电能传输系统双边调谐方

14:00-14:30
IS4.6.3 磁集成技术在开关电源中的应用及前景展望
杨海军,

法研究
张航, 宋凯, 魏睿智, 姜金海, 杨光, 逯仁贵, 朱春波;

14:30-15:20
茶歇
会议中心

13:00-14:30
IS4-5 新型电机及其驱动控制技术-1
会议中心 2 层 格兰宴会厅 3
主持人院 郑大鹏
王高林
13:00-13:30

14:50-15:50
IS4-7 新型电机及其驱动控制技术-2
会议中心 2 层 格兰宴会厅 3
主持人院郑大鹏
王高林

IS4.5.1 电机控制器功能安全产品化开发中的关键技术
于安博,

14:50-15:20
IS4.7.1 创新高效的 GaN 在电动汽车牵引电机上的应用
祝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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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15:50
IS4.7.2 48V 电机系统关键技术交流与分享
刘栋良,

16:20-16:40
TS4.24.4 多相交错并联自均流高增益 DC/DC 变换器及其均流
控制策略
徐堂意, 霍陆昱, 向林朋, 杜海忠, 章治国;

14:50-15:50
IS4-8 高频电磁元件设计及电磁兼容性问题-2

15:20-16:40

会议中心 2 层 格兰宴会厅 1

TS4-25 电力电子变压器

主持人院黄敏超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4

李

虹

主持人院 黄

萌

张

宇

14:50-15:20
IS4.8.1 非线性电感在光伏逆变器上的应用研究
郑庆杰 ,
15:20-15:50
IS4.8.2 高频软磁材料的特性及应用
黄爱萍,

15:20-15:40
TS4.25.1 中低压直流配电系统中多台直流变压器的统一控制
策略
潘鹏鹏, 陈武;
15:40-16:00
TS4.25.2 新型双链式能量路由器的拓扑及控制策略研究

15:20-16:40

宋展飞, 陈武;

TS4-24 高增益变换器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3
主持人院 高

嵬

李

勇

16:00-16:20
TS4.25.3 含分布式能源的电力电子变压器故障穿越控制策略
研究
涂春鸣, 葛钦, 肖凡, 葛平娟, 姜飞;

15:20-15:40
TS4.24.1 基于 PFM 的高增益隔离型多绕组 DC-DC 变换器
廖鸣宇, 骆滔, 曾俊, 章治国;

16:20-16:40
TS4.25.4 一种电力电子变压器效率测试方法
张宸宇 1, 袁宇波 1, 李子欣 2, 孔祥平 1, 高范强 2;

15:40-16:00
TS4.24.2 面向低频脉冲功率应用的宽输出电压范围直流变换
器设计与实现
高尚, 高桪, 吴红飞, 邢岩;

15:20-16:40

16:00-16:20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5

TS4.24.3 基于开关电容的九电平高增益逆变器拓扑及调制
牛得存, 高峰, 马展, 秦福田, 周康佳, 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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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15:40
TS4.26.1 开关管复用非隔离三端口直流变换器拓扑的自动构
建

16:20-16:40
TS4.27.4 电流型三相高频链矩阵逆变器的解结耦 HPWM 调制
闫朝阳, 代会文, 宋雪微, 奚子伟, 王梦轩;

陈桂鹏 ;
15:40-16:00
TS4.26.2 一种集成型单输入双输出 DC/DC 变换器
张欣玥, 孙佳成, 吴旋律, 吴小华, 姚文利;

16:20-17:00
TS4.27.5 一种抑制过电压应力的电流型矩阵整流器调制策略
闫朝阳, 卫炳昂, 康鸣, 王璐, 姜汉朝;

16:00-16:20
TS4.26.3 一种适用于中低压直流配电网的多端口光伏直流变换
器及其控制策略

15:20-16:40

郝利东, 潘尚智, 宫金武, 查晓明, 党兴华;

TS4-28 新型功率器件及其应用 II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7

16:20-16:40
TS4.26.4 基于三端口 DC/DC 变换器的模块化直流并网光伏系

主持人院 陈

仲

钱

挺

统功率平衡
王康安, 张帆, 伍小杰;

15:20-15:40
TS4.28.1 应用于多种通信端口的单片集成瞬态阻断保护器的
设计

15:20-17:00

蒲小庆, 李泽宏, 王志明, 杨尚翰, 程然, 任敏, 高巍,

TS4-27 电源相关技术 III

张金平, 张波;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6

15:40-16:00

主持人院 张瑞红
钟文兴

TS4.28.2 10kV/100A 4H-SiC PiN 功率二极管的设计与制备
杨丽萍 1, 2, 邓小川 1, 2, 文译 1, 2, 李轩 1, 路晓飞 1, 杨霏 3,
吴昊 3, 张波 1;

15:20-15:40
TS4.27.1 带两个电流传感器的并网三相逆变器中 IGBT 和电
流传感器故障综合诊断方法
李战, 王伯荣, 任伊昵, 白志红, 马皓;

16:00-16:20
TS4.28.3 表面金属化层对不同故障电流下 IGBT 芯片失效的
影响

15:40-16:00

肖标, 涂春鸣, 余雪萍, 龙柳, 柴鸣;

TS4.27.2 MMC-HVDC 系统直流故障改进控制策略研究
张田, 姚骏, 孙鹏, 曾德银, 裴金鑫;

16:20-16:40
TS4.28.4 基于 NiSi 欧姆接触的 SiC 芯片背面多层金属设计

16:00-16:20
TS4.27.3 混合型 MMC 及其直流短路故障穿越保护策略优化

李东华 1, 朱坤存 2, 崔玉琦 2, 张颖欣 2, 陈传忠 1,
李泽宏 3, 张波 3;

陈桂, 胡省, 张建忠, 邓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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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16:40
TS4-29 高频磁元件和集成磁技术 III

16:00-16:20
TS4.30.3 不平衡电网电压下多功能光伏并网逆变器的控制策

会议中心 2 层 会议室 8

略研究

主持人院 陈庆彬

全振赫 1, 李山 1, 2, 郭强 1, 2;

胡斯登
16:20-16:40
15:20-15:40
TS4.29.1 多变换器磁集成电感的解耦解决方案

TS4.30.4 光伏发电系统抑制电网机电振荡的机理与策略
刘新元, 郝捷, 唐震, 郑惠萍, 张颖, 李明贤, 祝明华;

杨海军, 朱少华, 卢增艺, 章进法;
15:40-16:00
TS4.29.2 基于测量电流变化率 di/dt 的大功率电感测试方法
樊小明 ;
16:00-16:20
TS4.29.3 考虑叠加磁通的电感和变压器集成磁元件优化设计
方法
杨金旭 1, 吴新科 1, 邓志江 2;
16:20-16:40
TS4.29.4 新型无线充电用高频低损耗 NiCuZn 铁氧体材料
陈诚海, 李小龙, 殷志杰, 邢冰冰;

15:20-16:40
TS4-30 新能源变换技术
会议中心 1 层 会议室 1
主持人院 沙德尚
李武华
15:20-15:40
TS4.30.1 抑制含风电系统低频振荡储能配置方案研究
石开明 ;
15:40-16:00
TS4.30.2 风电场中 MMC-STATCOM 的 PCC 电压调节研究
黄少成 1, 2, 戴珂 2, 林海涛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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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1.10 半桥 LLC 谐振变换器的软起动与同步整流研究

墙报交流 -1

温春雪, 李宇航, 王鹏, 周京华；

2019 年 11 月 2 日
16:00-18:00 展览中心 B 馆
主持人院 陈阿莲
杜
D2-1

雄

耿

华

李

虹

新颖开关电源院直流变换技术尧功率因数
校正技术

D2.1.1

高输出精度的双向有源全桥 DC-DC 变换器
万经邦, 陈艳慧, 钟阳辉；

D2.1.2

三种 APFC 控制算法的仿真研究
张治国, 郭翔, 邹祖娇；

D2.1.3

一种低输入纹波单级单相 Boost 型逆变器的研究
钟阳辉, 陈艳慧, 万经邦；

D2.1.4

单相全桥 Buck 型逆变器输入电流低频纹波抑制的
两种控制策略

D2.1.11 一种新型单级单相升压推挽逆变电路
陈杰, 张桂东, 陈思哲；
D2.1.12 寄生参数对低压增强型 GaN 器件开关过程的影响
张卫平, 焦探, 刘元超；
D2.1.13 一种交错并联 Buck/Boost 双向 DC/DC 变换器的控
制策略研究
付明朝 1, 李山 1, 2, 郭强 1, 2；
D2.1.14 考虑轻载且负载不平衡时级联式多电平无桥整流器
改进的 burst mode 控制策略
王聪, 胡昊雨, 程红；
D2.1.15 基于 FPGA 的移相全桥软开关设计
汪志勇, 徐达；
D2.1.16 Analysis and Design of a Triple-Winding Coupled
Inductor SEPIC Converter with Zero Input Current
Ripple
Ping JIANG, Kaisheng ZHENG, Jia YAO；

何炜, 陈艳慧, 钟阳辉；
D2.1.5

基于混合谐波抑制方法的串联型 36 脉波整流器
孟凡刚, 李泉慧, 杜青筱, 高蕾, 王琳；

D2.1.6

Boost 直流变换器的研究
李洪珠 1, 刘飞扬 1, 李洪璠 2, 黄陈辉 1, 魏昕 1；

一种组合大变比 PFC 电路及其临界电流控制策略
李文华, 林维明；

D2.1.7

D2.1.17 一种应用于光伏并网发电系统的磁集成交错串联

基于 LCL 滤波的 VIENNA 整流器控制策略研究
苏新柱 1, 肖蕙蕙 1, 2, 郭强 1, 2；

D2.1.18 开关升压变换器共模电压抑制方法的研究
刘硕, 安慧玲, 杨立永, 谢旭, 周旭；
D2.1.19 Research on Modeling Method of Flyback Con

D2.1.8

一种高增益升压 Cuk 变换器及其模糊控制策略
曾涛, 林维明；

D2.1.9

基于 SiC SEPIC LLC 电压追踪技术的储能充电设计

verter Considering Leakage Inductance
Kaisheng ZHENG, Ping JIANG, Keiwei LI, Jia YAO；
School of Automation,

张卫平, 段亚东, 毛鹏, 刘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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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1.20 开关变换器的环路测试

D2.2.5

张卫平, 冯军浩；

永磁同步电机模型预测控制研究
刘瑞阔, 姚骏, 孙鹏, 裴金鑫, 张田, 曾德银；

D2.1.21 一种新型电流型电荷泵功率因数校正的 LED 驱动电

D2.2.6

路

交流伺服电机早期匝绝缘劣化在线监测方法研究
赵孟 1, 李豪 1, 严浩 1, 向大为 2；

林燕筑 , 朱俊高 , 黄斌 , 毛行奎 , 钟春林 ；
1

2

2

1

2

D2.2.7

IGBT 开关时间降频重构监测方法研究
赵孟 1, 李豪 1, 严浩 1, 向大为 2；

D2.1.22 一种降低 SiC MOSFET 开通损耗的新型门极驱动电
D2.2.8

路
陈建贵, 李艳, 张圆圆, 赵方玮, 杨帅飞；

一种永磁同步电机无权重因子预测转矩控制方法
郭磊磊, 孙怡舒, 金楠, 李琰琰, 章凯旋；

D2.1.23 GaN 基逆变器驱动方式及噪声干扰研究

D2.2.9

基于三相四开关容错变换器的永磁同步电机预测
控制

杨帅飞, 李艳, 张圆圆；
D2.1.24 基于交错并联 Boost+LLC 两级式变换器的研究

郭磊磊, 孙怡舒, 金楠, 李琰琰, 章凯旋；

余金阳, 阮新波, 刘飞, 仇阳；
D2.2.10 双三相电机低边电阻电流采样重构技术研究
D2.1.25 Buck 电路参数辨识与故障监测系统的研究

陆芳珂, 陆海峰, 柴建云, 李永东；

姚鑫, 罗顺恒, 任磊, 沈茜, 龚春英；
D2.2.11 基于虚拟惯量的永磁同步风力发电机控制
王晓兵, 谢震, 张兴, 高翔, 谢静；

D2-2

变频器及传动控制

D2.2.1

基于变控制周期的永磁同步电机模型预测转矩控制

余彬, 宋文胜, 冯加旭；

方法
牛峰
奎

D2.2.12 基于占空比优化的五相 PMSM 直接转矩控制算法

, 柳子栋

1, 2, 3

, 王霄霄

1, 2

, 黄晓艳 , 吴立建 , 李

1, 2

3

3

, 方攸同 ；

1, 2

3

D2.2.13 基于优化参考电流的无电解电容永磁电机驱动控制
方法
林宏民, 宋文祥；
D2.2.14 基于扩张状态观测器的 PMSM 电流解耦控制
王玉柱, 杨淑英, 刘善宏, 胡晓海, 符焕；

D2.2.2

开绕组永磁同步电机简化模型预测转矩控制
程一飞, 孙丹, 陈文汉；

D2.2.3

基于扩张状态观测器的开绕组永磁同步电机简化鲁

D2.2.15 一种永磁电机无传感器复合控制平滑切换策略
杨淑英, 刘善宏, 王玉柱, 胡晓海, 张兴；

棒模型预测磁链控制
陈文汉, 孙丹；
D2.2.4

基于自适应粒子群算法的感应电机自抗扰参数自调

D2.2.16 IPMSM 旋转高频注入法位置观测
刘善宏, 杨淑英, 李浩源, 刘世园, 胡晓海；

节机制研究
杜超, 尹忠刚, 孙向东, 钟彦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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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2.17 In-Situ Health Monitoring of Wire Bonding Faults

D2.2.26 具有频率支撑能力的电压控制型永磁同步电机控制

for IGBT Modules of an On-Line Medium-Voltage

策略

Neutral-Point-Clamped Inverter System

昌宇洋, 谢震, 张兴, 李喆；

Mingyao Ma, Jinsong Han, Jianing Wang, Wei－
sheng Guo, Mingyue Zhan；

D2.2.27 电流源型同步磁阻电机驱动的无位置控制方法
宋秋晓, 王政, 刘鹏程, 徐阳；
D2.2.28 谐波抑制的双三相永磁电机合成电压矢量查表法直

D2.2.18 A Fault Tolerant Switched Reluctance Motor Drive
for Electric Vehicles Under Multi-Switches Open-

接转矩控制
黄林森, 赵文祥, 陶涛, 杜育轩；

Fault Conditions
Mingyao Ma, Rui Wang, Shuying Yang, Xing
Zhang；

D2.2.29 T 型三电平逆变器馈电双凸极永磁电机驱动电流控制
策略研究
杨晓杰, 王政, 曹佳伟, 王学庆；

D2.2.19 基于模型补偿自抗扰的双闭环永磁伺服系统设计
庄恒泉, 周扬忠, 周谋捷；

D2.2.30 永磁同步电机双带宽参数化转速控制的抗饱和算法研
究

D2.2.20 六相单绕组无轴承磁通切换电机转子径向悬浮内模
控制研究
周谋捷, 周扬忠, 庄恒泉；

蒋邱雨, 任建俊, 叶永强；
D2.2.31 基于虚拟磁链的整流器模型预测功率控制研究
任海峰 1, 刘述喜 1, 2, 杨淞淇 1, 杜文睿 1；

D2.2.21 基于自适应线性神经元的抑制转矩波动的方法
张文韬, 徐永向, 王明辉, 邹继斌；

D2.2.32 大型核电机组新型励磁系统的研制及应用
许海涛 1, 朱春毅 1, 2, 杨艳秋 1, 康健 1, 王卫军 1,

D2.2.22 Sensorless Control for PMSM with LC Filter

孙力扬 1, 李崇坚 2, 3；

王明辉, 徐永向, 邹继斌；
D2.2.23 SiC MOSFET 开关频率对永磁同步电机调速系统动
态性能的影响

D2.2.33 ANPC 三电平逆变器混合脉宽调制策略研究
崔政, 杨培, 王东文, 朱春毅, 李崇坚；

郝晓东, 张梦霏, 王东文, 涂文俊, 韩家辉；
D2.2.34 无电流传感器的永磁同步电机伺服控制系统研究
D2.2.24 基于不确定和干扰估计器的永磁同步电机变结构速

孙宇航 1, 董建达 2, 孙珑 2, 姚文熙 1；

度控制方法
颜世伟, 任建俊, 叶永强；

D2.2.35 高压变频器无扰切换系统在高炉鼓风机上的应用
朱王敏, 张学东；

D2.2.25 双向串联谐振 DC-DC 变换器的快速动态响应模型预
测功率控制算法研究
钟鸣, 宋文胜, 罗书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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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2.37 一种采用 1/2 输出周期脉冲调整的级联型逆变器功率
均衡控制方法
王少郎 1, 汪柯文 1, 许亚明 2, 孙健博 1, 3, 陈仲 1；

D2-4

电能质量尧分布式发电系统

D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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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2.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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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2.4.2

基于虚拟阻抗的虚拟同步发电机建模与特性分析
杜文睿 1, 刘述喜 1, 2, 任海峰 1, 王毅 1；

D2-3

SiC尧GaN 器件尧新型功率器件及其应用

D2.3.1

自供电固态断路器的研究

D2.4.3

周郁明, 杨华, 杜巧云；
D2.3.2

SiC MOSFET 防串扰驱动电路的研究

钱浩, 许津铭, 卞申一阳, 谢少军；
D2.4.4

王东文, 牛丽博, 李崇坚, 王志飞, 宋词；
D2.3.3

基于 GaN 的图腾柱无桥 PFC 设计与优化

单相并网逆变器锁相环技术综述
钱浩, 许津铭, 卞申一阳, 谢少军；

D2.4.5

虚拟同步机并网预同步控制策略研究
张宜旺 1, 董纪清 1, 毛行奎 1, 陈旭海 2, 温步瀛 1；

朱聪, 何维, 陈长青, 洪小芹；
D2.3.4

非理想电网条件下单相锁相环的对比分析

GaN 功率器件的开关过程特性分析及应用
张坤, 魏伟伟, 唐龙飞, 刘晓东, 刘宿城；
D2.4.6

D2.3.5
D2.3.6

基于 BP 神经网络模型快速获取 IGBT 结温研究

设计

艾胜胜, 高勇, 孟昭亮；

刘述喜 1, 2, 夏松 1, 郭强 1, 2；

SiC IGBT 静态特性研究
马丽, 周沛, 李旖晨, 王云飞；

D2.3.7

交直流混合微电网中双向 PWM 变换器的研究与

D2.4.7

场限环场板复合终端型 3300V RB-IGBT

逆变器选择性谐波补偿控制策略研究
陈亚爱, 赵军伟, 周京华, 吴杰伟, 赵荀；

马丽, 李旖晨, 王云飞；
D2.3.8

一种基于多阶段遗传算法的功率模块自动化布局

D2.4.8

方法
郝柏森, 梅云辉, 李欣；

LED 灯的电能质量综合治理浅析
张宇涛, 王冬梅；

D2.4.9

基于负序虚拟导纳控制的电网不平衡补偿方案
朴政国, 邹坤；

D2.3.9

采用纳米银焊膏烧结互连技术的中高压 IGBT 模块及
其性能表征

D2.4.10 基于阻抗辨识的下垂控制并网逆变器孤岛检测方法
陈巧地 1, 张兴 1, 李明 1, 郭梓暄 1, 刘晓玺 1, 赵为 2；

梅云辉, 冯晶晶, 王晓敏；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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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4.11 基于新型 MPPT 算法的光伏并网逆变器的故障穿越

D2.5.3

控制策略

一种新型 LED 光电热多域模型
胡晓阳, 徐玉珍, 徐传豪；

洪君 , 程红 , 田昕 , 沙广林 , 王聪 , 武学伟 ；
1

1

1

2

1

1

D2.5.4

一种单级无桥 Sepic 谐振 LED 驱动电路

D2.5.5

一种双向无桥反激式 LED 驱动电路

徐传豪, 林维明；
D2.4.12 一种可抑制输入电流低频纹波的反激式并网逆变器
李梦南 1, 王傲雪 2, 章修齐 2, 袁涛 3, 陈仲 2；

闫文硕, 林维明, 徐传豪；
D2.5.6

D2.4.13 Single-Phase Phase-Locked Loop Based on

高增益双向 DC-DC 变换器发展
林维明, 陈红星, 曾涛；

Fixed-Frequency Second-Order Generalized Inte
D2.5.7

grator
1

2

D2.4.14 一种提高无功分配精度的下垂控制策略

一种基于 SEPIC 电路的高频高升压比变换器
高珊珊, 王懿杰, 徐殿国；

Cen Dehai , Zeng Jun , Liu Junfeng ；
1

D2-6

无线电能传输

D2.6.1

应用于激光无线能量传输系统的智能能量管理和保

余巧, 张巧杰, 李云侠；

护方法
杨天乙, 金科, 张冉；

D2.4.15 微电网可靠性评估及其数据驱动技术

D2.6.2

徐文悦, 宋晓通；

法研究

D2.4.16 分布式新能源并网变流系统的有源阻抗增强装置
彭宇奇, 何远彬, 边志维, 杭丽君；

激光辐照下的光伏阵列输出特性分析及 GMPPT 方
张冉, 金科, 杨天乙；

D2.6.3

D2.4.17 带辅助 APFC 的低谐波 12 相半波整流系统

具有自动定位功能的电动汽车无线电能传输系统的
设计

王景芳, 关琦, 姚绪梁；

张佳瑶, 钱祥忠, 叶静, 寸昆屹, 徐文强, 龙鑫辉；

D2.4.18 一种兼顾电流传感器故障和晶体管开路故障的并网
逆变器自调节诊断方法

D2.6.4

任伊昵, 李战, 王伯荣, 马皓；

D2-5

照明电源与消费电子

D2.5.1

一种补偿电荷泵 PFC 电路

D2.5.2

一种实现最大效率跟踪的两级式 LED 驱动电源的分

动态负载感应耦合电能传输系统稳压控制研究
徐文强, 钱祥忠, 叶静, 张佳瑶, 寸昆屹, 龙鑫辉；

D2.6.5

一种基于无线电能传输的直流电机负载系统研究
李阳阳, 丁文, 刘启龙, 宋凯迪, 边赫；

姜德来, 林森；

132

D2.6.6

多输入多输出电容耦合式无线电能系统耦合机构建

析与设计

模研究

曹驰, 罗全明, 何青青, 孙鹏菊；

周玮, 李明轩, 麦瑞坤, 李砚玲, 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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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6.7

多接收 ICPT 系统的时域建模和动力学行为分析
虞忠明, 孙跃, 戴欣, 叶兆虹；

D2.6.8

备

忘

应用于机械手的无线电能与信号传输系统设计
欧阳善川, 陈庆彬；

D2.6.9

大功率无线充电磁耦合机构设计及优化
陆志彬, 陈庆彬；

D2.6.10 基于 MC-WPT 系统的高增益桥式补偿网络研究
尚捷 1, 贾建波 1, 黄俊心 2；
D2.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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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2.6.12 一种基于 LCC-S 谐振拓扑的多发射多接收线圈的
无线电能传输系统
高若中, 戴欣, 武晋德, 蒋金橙；
D2.6.13 基于 H肄 控制的电动车动态无线供电系统鲁棒稳定
性控制
蒋成, 魏斌, 王松岑, 何浩；
D2.6.14 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线圈的设计与优化
徐友, 许建平, 马红波, 王孝强, 章彬；
D2.6.15 基于 DD 型线圈结构及 OFDM 技术的电动车无线充
电系统高速通信方法
刘羽, 许巍, 闻铭；
D2.6.16 用于磁耦合无线电能传输系统的单电源级联型多电
平逆变器
杨庆胜, 黄郑；
D2.6.17 单管逆变双边 LC 补偿的 LED 无线供电系统的研究
王松柏, 王春芳, 岳睿, 李厚基, 张光宗, 李军和；
D2.6.18 无线电能传输系统用圆环型屏蔽层的结构研究
刘云锐, 王春芳, 李厚基；
D2.6.19 基波-谐波双通道并行传能非接触滑环系统
郭明达, 陈乾宏, 陈欣, 张之梁, 任小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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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2.5

墙报交流 -２

基于双极性级联模块化 H7 电流源型换流器的高压直
流输电直流故障检测方法
井洋, 高峰；

D3.2.6

2019 年 11 月 3 日
10:00-12:00 展览中心 B 馆

刘晓玺, 张兴, 李明, 郭梓暄, 王杨, 陈巧地；

主持人院 陈乾宏

陈

敏

杭丽君

钱

挺

D3-1

高频磁元件和集成磁

D3.1.1

Comparation of Toroid and E-I Magnetic Cores in
Modern Common Mode Choke
Zhao Chong；

D3.1.2

Class椎2 型高频功率变换器及空芯变压器设计
林高扬, 董纪清, 毛行奎；

D3.1.3

基于短路比的动模系统线路阻抗模拟策略研究

基于 GaN 器件及矩阵变压器的高频 LLC 谐振变
换器
马懿华, 董纪清, 邓锦晖；

D3-2

新能源电能变换

D3.2.1

电网谐波条件下永磁直驱风电机组可控运行区域及
其控制策略研究
曾德银, 姚骏, 徐德鹏, 孙鹏, 张田, 裴金鑫, 刘瑞阔；

D3.2.7

基于九桥臂模块化多电平变换器的统一潮流控制器
秦福田, 高峰；

D3.2.8

利用复转矩系数法判定并网变换器系统稳定性的局
限性分析
郭小顺, 郑云, 林新春；

D3.2.9

基于混合调制策略的扩大三相级联 H 桥光伏逆变器
功率平衡范围的方法
毛旺 1, 张兴 1, 赵涛 1, 胡玉华 1, 王付胜 1, 李飞 1,
曹仁贤 2；

D3.2.10 基于模块有功备用的级联 H 桥型光伏虚拟同步机控
制策略
胡玉华 1, 张兴 1, 毛旺 1, 赵涛 1, 王付胜 1, 李飞 1,
曹仁贤 2；
D3.2.11 三端口 DC/DC 变换器的拓扑分析
王芷晴, 罗全明, 牟迪, 陆昕磊, 孙鹏菊；
D3.2.12 基于重复控制的并网逆变器设计及其阻抗稳定性
分析
傅明月, 谢捷如, 陈新；

D3.2.2

基于耦合电感的高增益单级式升压逆变器研究
桂凯瑞, 谢少军, 汤雨；

D3.2.3

基于并网逆变器运行数据的超短期光伏电站功率预
测方法及应用
孟祥剑, 高峰, 许涛；

D3.2.4

双准 Z 源逆变器研究

D3.2.13 一种无电解电容光伏逆变解耦电路的研究
唐龙飞, 张坤, 刘晓东, 刘宿城；
D3.2.14 三相电压型 PWM 整流器的直接电流控制与直接功率
控制对比
兰紫君 1, 刘伟 1, 2；

朱康杰, 陈艳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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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2.15 电流源型变流器交直流侧解耦控制

D3.2.25 基于模块化多电平变换器的电池储能系统荷电状态
均衡策略

穆蓝 1, 肖蕙蕙 1, 2, 郭强 1, 2, 周琛力 1；

韩啸, 陈强, 李睿；
D3.2.16 储能 PCS 多机并联谐振机理及虚拟阻抗有源抑制
方法

D3.2.26 能源路由器中储能端口的控制策略研究
赵文广, 张兴, 高帅, 李彦君；

陈延联 , 毛行奎 , 陈旭海 , 温步瀛 , 王怀远 ；
1

1

2

1

1

D3.2.27 一种基于功率损耗的光伏电站三相变压器阻抗计算
方法
D3.2.17 基于 dsPIC 控制的高效全桥 DC/DC 变换器
曾俊 , 章治国
1

, 刘述喜

1, 2

李飞, 张永新, 刘洋, 张兴, 王付胜；

；

1, 2

D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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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3.2.18 车用燃料电池 DC-DC 变换器的高阶滑模控制
马瑞, 徐良材, 皇甫宜耿, 马睿；
D3.2.19 T 型三电平多台逆变器并联控制的现状和发展
周京华, 王皓玉, 章小卫, 陈亚爱；

李明 1, 张兴 1, 郭梓暄 1, 刘晓玺 1, 陈巧地 1, 李飞 1,
赵为 2；
D3.2.29 一种带功率解耦功能的新型反激式并网逆变器
王傲雪 1, 章修齐 1, 李梦南 2, 袁涛 3, 陈仲 1；

D3.2.20 PMSM 线性自抗扰控制的转速跟踪性能优化
毋少楠, 曾朝玮, 马传智, 周艳磊, 张晓, 张辉；

D3.2.30 一种优化的 MMC 子模块电容电压动态均衡控制策略
研究

D3.2.21 一种大规模多端输入光伏多电平发电系统的仿真

孙向东, 解飞飞, 袁青, 任碧莹, 张琦；

王海林, 朱田华, 王丰, 卓放；
D3.2.31 一种模块化多电平结构的电力电子变压器
D3.2.22 基于 SPWM 的三电平并网变换器离散建模及分岔现

滕甲训, 魏建博, 潘尧, 孙孝峰；

象分析
伍文俊, 刘雯, 李勇超；

D3.2.32 基于五电平空间矢量调制的并联三电平逆变器共模
电压抑制策略

D3.2.23 一种基于 MMC 和全桥结构的直流变压器及其控制

李伟伟, 张学广, 庄嫣媛, 徐殿国；

方法
程盛, 王丰, 史书怀, 卓放, 张楠, 丁润初；

D3.2.33 一种低导通损耗的具备直流故障阻断能力的模块化
多电平变换器拓扑

D3.2.24 一种用于直流微网系统的非隔离型真双极 DC-DC
变压器应用研究
魏作宇, 于克凡, 张东昕, 孙晓平, 王丰, 卓放；

彭程, 李睿；
D3.2.34 基于模块化多电平变换器的电池储能系统分析与控
制方法
韩啸, 陈强, 李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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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2.35 LCL 滤波逆变器并联系统环流谐振研究
庄嫣媛, 张学广, 肖怡, 徐殿国；
D3.2.36 一种改进型五电平 ANPC 逆变器悬浮电容控制算法
刘浩洋, 胡存刚, 张云雷；

D3.2.46 一种新颖的准单级多输入反激式逆变器
江加辉 1, 2, 陈道炼 1, 2, 佘敏 2；
D3.2.47 具有储能电感电流限定的单周期 PWM 控制单相电流
型光伏并网逆变器
陈道炼 1, 2, 邱琰辉 1, 2, 陈亦文 2, 何勇吉 2；

D3.2.37 三电平 ANPC 变流器模型预测无权重因子的控制
方法
李友光, 胡存刚, 张云雷；

D3.2.48 采用电流内环补偿器的双向 AC/DC 变换器控制策略
赵亮, 刘晓胜, 韩铭, 蒲红红, 徐殿国；

D3.2.38 一种应用于低压应用的九电平逆变器
孙悦 1, 胡存刚 1, 2, 3, 张云雷 1；

D3.2.49 基于改进型三次谐波混合注入法的 MMC 低频运行控
制方法研究
王文杰, 杭丽君, 邱键, 卢浩, 梁旋海；

D3.2.39 基于分布式电源协调的主动配电网电压控制方法
欧阳金鑫, 龙晓轩；
D3.2.40 基于级联型电力电子变压器的梯次电池储能系统

D3.2.50 基于 LabVIEW 的单相宽频带阻抗测量装置
曹世骧, 陈燕东, 伍文华, 郭建, 王海宁, 谢志为,
徐元璨, 张松；

研究
卜泽敏, 马小为, 孙孝峰, 李昕；

D3.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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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3.2.41 改进型准 Z 源逆变器

许家琦, 黄萌, 陈永洋, 查晓明；

李云侠, 张巧杰, 余巧；
D3.2.52 锁相环对直驱风电机组阻抗特性的影响分析
D3.2.42 光储互补发电系统高效率变换器

刘斌 1, 2, 李光辉 2, 李震 1, 刘向东 1；

曹宇, 李睿；
D3.2.43 永磁化双馈电机同步并网控制策略
苏丹, 张建忠；
D3.2.44 35kV 全碳化硅光伏发电单元中高频隔离变换器的寄
生参数影响分析

D3.2.53 基于功率协调优化的单三相孤岛多微网电压不平衡
补偿控制策略
陈芯羽, 杨苹, 王茄宇, 曾凯林, 刘泽健；

史方圆, 李睿；
D3.2.54 离网运行条件下直流微网混合储能容量优化配置
D3.2.45 基于 LADRC 的单级光伏电源 MPPT 控制策略
杨淞淇 1, 刘述喜 1, 2, 任海峰 1；

方法
林文智, 杨苹, 陈芯羽, 吕宇桦, 纪超；
D3.2.55 基于下垂控制的无互连线的逆变器并联控制技术
梁战, 李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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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4.4

D3-3

特种电源

D3.3.1

栅控速调管电源调制器

基于容性参数等效的功率变换器系统远场电磁辐射
预估方法
张开颜, 李孟子, 杨随鑫, 王世山；

蔡政平, 武志勇；
D3.4.5
D3.3.2

Research on high frequency electromagnetic inter原

一种电容器耐久性寿命实验均流电源设计

ference test of electronic current transformer ac原

潘小刚

quisition unit

, 孙前双

1, 2

；

1, 2

SUN Shaozhe1, CHENG Ruiqi2, YANG Zhichao3, LI
D3.3.3

基于 DSP 控制的 X 光机高压发生器设计

D3.3.4

单元回路电容器组电感估算方法研究

Hong1, ZHAO Mingmin3, ZHAO Peng3；

黄建生, 郭祥, 邹祖娇；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何德雨, 杨实, 周亚伟, 呼义翔, 曾江涛；
D3.3.5

FLTD 开关电极烧蚀形貌演变过程计算分析

D3.4.6

杜晓宇, 陈庆彬, 何谋；

罗维熙, 丛培天, 降宏瑜, 黄涛, 翟戎骁；
D3.3.6

超声波电源中对于第二个串联谐振点的设计

D3.4.7

D3.3.8

一种考虑分布参数进行高压电源设计的方法

Boost 变换器共模噪声反相绕组法研究
吴钦炜, 林苏斌；

周潇, 吕征宇；
D3.3.7

基于实际通带特性的 EMI 接收机模型

D3.4.8

三相光伏并网逆变器 LCL 滤波器稳定性研究

张峻岭；

张雅静 1, 李建国 1, 王久和 1, 李萍 1, 熊鸣 1, 李虹 2,

一种高重复频率高压纳秒脉冲源设计

郑琼林 2, 陈骞 3；

石小燕, 郑强林, 梁勤金, 杨周炳；

D3-4

电磁兼容

D3.4.1

一种新颖的高阶滤波器应用

D3.4.9

电动汽车充电器中全碳化硅电源模块的电磁兼容特
性研究
李志君 1, 邵天骢 1, 郑琼林 1, 李虹 1, 黄波 2；

吴家杰 1, 徐敏 2, 黄小文 2, 黄敏超 2；
D3.4.2

基于 IEC61850 的智能电子装置电磁瞬态抗扰度技术
研究
胡申 1, 任稳柱 2, 葛震 1, 李凡 1；

D3.4.3

高频变压器感容模型及其在功率变换器 EMI 分析中
的应用
梓骁, 丁一波, 王世山；

D3.4.10 交错并联反激逆变器平面变压器的 EMI 优化设计
肖文静, 唐健；
D3.4.11 滤波元件非理想特性对传导干扰的定量分析
周永兴, 陈文洁, 杨洋, 戴立宇, 王睿；
D3.4.12 基于非相关参考的射频干扰对消技术
何方敏, 秦焕丁, 孟进, 赵治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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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4.13 基于 L-型探针耦合馈电的窄条式宽带微带天线
罗康, 孟进, 王起亮, 葛松虎, 刘宏波；

D3-6

电动汽车充电与驱动

D3.6.1

四相横向磁通永磁电机的三电平空间矢量控制

D3.4.14 基于 SiC 器件的三电平有源钳位逆变器的共模电流

段津津, 陈志辉, 张昌锦, 陈佳馨；

抑制策略的比较与寻优
王佳宁, 刘晓晖, 於少林, 荀元武；

D3.6.2

Modified Control Strategy of Delta-connected
Three Phase Full-bridge Converter Driving SRM

D3.4.15 用于电源 ESD 防护的免闩锁 SCR 器件

Based on Vector Control

张发备, 齐钊, 乔明, 张波；

Zhuangzhi Wang, Mingyao Ma, Qingqing Yang,
Shuying Yang, Xing Zhang；

D3.4.16 一种用于 ESD 防护的高维持电压 SCR 研究
童成伟, 齐钊, 乔明, 张波；
D3.6.3

D3-5

信息系统供电技术

D3.5.1

减小轻载下 Vienna 整流过零畸变的优化设计方法

无电解电容的高效率纹波转移充电技术研究
倪楠, 董纪清, 蔡东林, 毛行奎；

D3.6.4

范天航 1, 张方华 1, 傅子锐 2；

电动汽车柔性高效充电管理
乔宇德, 付青, 蒋一萌；

D3.6.5
D3.5.2

倍压反激变换器启动问题的研究

高涵, 张建寰；

张少博 , 张方华 , 傅子锐 , 张喆轩 ；
1

1

2

宽输出电压范围的用于电池充电的 LLC 谐振变换器

1

D3.6.6

System Design of Dual Active Bridge (DAB)
Converter Based on GaN HEMT Device
Minglin Zhu1, Chi Shao2, Songli Fan1, Lijun Hang2,

D3.5.3

基于 BP 网络的锂离子电池固相扩散时间常数估计

Yuanbin He2, Shitao Wang3；

杨鑫 1, 郭东旭 2, 杨耕 2, 冬雷 1；
D3.5.4

一种可重构电池组的单开关电容均衡电路
徐梦然 1, 陈思哲 1, 常乐 1, 张桂东 1, 何亮 2, 王裕 1；

D3.6.7

考虑损耗的 DAB 变换器等效电路建模及线性化控制
方法
虞航斌 1, 杭丽君 1, 童安平 2, 何远彬 1, 沈磊 1, 谢小高 1,

D3.5.5

双向 LLC 变换器中 MOSFET 寄生参数和死区对软

邵持 1；

开关性能的影响
洪岩, 谢捷如, 余文浩, 张方华；

D3.6.8

A two-phase interleaved totem-pole bridgeless
boost PFC rectifier operating in Critical Conduction

D3.5.6

信息系统中基于 SPWM 的双极性单相全桥逆变电源

Mode

仿真与实验研究

ZHANG Junming, ZHANG Zhen, YANG Deqiu；

饶凡, 吴旭升, 高嵬；

144

中国电源学会第二十三届学术年会(CPSSC2019)

中国电源学会第二十三届学术年会(CPSSC2019)

145

D3.6.9

VIENNA 整流器的电流有效值的分析
龙莉娟, 张军明, 杨得秋；

D3.6.10 带有辅助电感的输入并联双有源桥变换电路

D3-7

电源相关技术

D3.7.1

高重复频率高压脉冲功率器件直接液冷散热的数值

骆勇, 郭志强, 沙德尚；

模拟

D3.6.11 基于无源控制的级联型 STATCOM 电流跟踪方法

宋思洪, 皮常谦, 沈卫东, 阮喻；

孙元岗 1, 黄晶晶 1, 2, 张欣 2, 同向前 1, 马志勋 3；
D3.7.2

基于大数据应用基础对数据中心供配电方向性思考

D3.7.3

微电网经济优化调度综述

陈健秀 ；
D3.6.12 A Flexible Quasi-droop Control of Interlinking Con原

吴长龙 1, 高建宏 1, 孙卓新 1, 于浩明 1, 杜潇 1,

verter in Hybrid AC/DC Microgrid

赵宇鑫 2；

Xiaochao Hou , Yao Sun , Mei Su , Zhangjie Liu ,
1

1

1

2

Fanyong Cheng2, Xin Zhang2；

D3.7.4

基于 Helmholtz 线圈和 Maxwell 线圈的大口径稳态
磁场测试系统的设计
黄亚 1, 2, 蒋力 1, 傅鹏 1, 黄正义 1；

D3.6.13 一种基于加权 Lyapunov 函数的带 LC 滤波器的三相

D3.7.5

VSI 控制方案

一种基于 CPLD 的模拟信号传输装置设计
孙浩章 1, 高宗球 1, 2, 王禹晨 1, 2, 王俊傢 1, 2, 黄懿赟 1；

何劲松, 赵博辉, 张欣；
D3.6.14 针对恒定电压增益和级联稳定性的 LLC 谐振型双有

D3.7.6

一种改进的滑模控制器在风力发电系统的应用

D3.7.7

泛在电力物联网背景下能源路由器研究与应用

源桥 DC-DC 变换器谐振参数设计
林凡凡, 张欣, 黄晶晶；

贺治飞, 马运东；

D3.6.15 针对高效率尧高功率密度尧高性能 buck 变换器的 LC

周京华, 张广武, 吴杰伟, 章小卫；

滤波器的多目标优化设计
李欣泽, 张欣, 黄萌, 王怀；

D3.7.8

D3.6.16 一种新型 SiC MOSFET 驱动电路

平台

崔文韬, 何杨, 杨得秋, 杨秋哲, 张军明；
D3.6.17 一种新颖的全桥 LLC 启动方式
杨秋哲, 杨得秋, 张军明；
D3.6.18 一种抑制 LLC 电路低频 burst 噪音的方法

应用于动态系统仿真课程的数字化硬件在环仿真
蒋伟, 陈琰, 马海宁, 王千龙, 孙林峰；

D3.7.9

基于增量式混合译码-放大转发的协作非正交多址接
入电力线通信
蒲红红, 刘晓胜, 韩铭, 赵亮, 徐殿国；

杨得秋, 杨秋哲, 张军明；
D3.6.19 LLC 电路高频启动法分析与启动电流优化
杨得秋, 杨秋哲, 张军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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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7.11 LDMOS 与 LIGBT 在机械应变下的电学特性研究
耿和龙, 王耀辉, 杨光安, 吴汪然, 孙伟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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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石赞助商
展位号院A015

钻石赞助商
展位号院A009

株洲中车时代半导体有限公司

富士电机渊中国冤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时代路 169 号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凯旋北路 1188 号环球港 B 座 26F

邮编：412000

邮编：200062

电话：0731-28498268

电话：021-54961177

传真：0731-28498851

传真：021-54960189

网址：www.sbu.crrczic.cc

网址：www.fujielectric.com.cn

企业简介：

企业简介：

株洲中车时代半导体有限公司（简称：中车时代半导体）作

富士电机一直是功率半导体全球主流供应商和芯片

为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全面负责公司

生产商之一。作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品牌之一，富士电

半导体产业经营，早从 1964 年开始功率半导体技术的研发与产

机功率半导体产品大批量应用于工业电力电子设备，包

业化，
2008 年战略并购英国丹尼克斯公司，通过十余年持续投入

括通用变频器，高压变频器，UPS，特种变频器（电梯，商用

和平台提升，已成为国际少数同时掌握 IGBT、
SiC 器件、大功率

空调，伺服系统等），轨道交通变流器，新能源领域（风电

双极器件、
IGCT 及组件技术的 IDM（集成设计制造）模式企业代
表，拥有芯片—模块—装置—系统完整产业链。公司也是新型功
率半导体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能源大功率电力电子器件
研发中心的依托单位，中国 IGBT 技术创新与产业联盟理事长单
位，湖南省功率半导体创新中心的牵头共建单位。
中车时代半导体长期坚持自主创新：

变流器，光伏逆变器），电动汽车，电力无功补偿和有源滤
波，焊接和感应加热等。富士电机不断进行技术革新，在
行业中起先导作用，开发出具有独创性的产品。富士电机
作为快速开发新产品的客户最佳伙伴，信守提供世界顶
级品质的电子元件和服务的承诺。

·培养了一支学术水平高、
具有国际视野的技术团队；
·打造了一个集成中欧先进设计与制造资源的国家级功率
半导体产业平台；
·拥有国内首条、全球第二条专业化 8 英寸 IGBT 芯片线及
自动化模块封测线；
·全系列大功率双极器件市场占有率已进入世界前三；
·全系列高可靠性 IGBT 产品已基本解决了特高压输电工程
关键器件国产化的问题、正在解决我国新能源汽车核心器件自
主化的问题。
未来，公司将矢志迈进世界功率半导体行业前三强，致力成
为轨道交通、输配电、新能源汽车、新能源发电和高端工业装备
等领域功率半导体器件首选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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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石赞助商
展位号院A017

钻石赞助商
展位号院A007

三菱电机机电渊上海冤有限公司

Navitas Semiconductor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兴义路 8 号万都中心 29 楼

地址：2101 E El Segundo Blvd. El Segundo, CA 90245

电话：021-52082030

邮编：90245

网址：www.mitsubishielectric-mesh.com

电话：+1-844-654-2642
邮箱：Info@NavitasSemi.com

企业简介：

网址：www.navitassemi.com

三菱电机机电（上海）有限公司是一家面向中国客户
的综合性销售公司。其半导体事业部以销售三菱电机半

企业简介：

导体产品为主，包括功率模块、微波 / 射频和光器件、光模

纳微(Navitas)半导体公司是业界首一的 氮化镓功率

块、工业用液晶屏等产品。三菱电机功率模块在白色家

IC 公司 ，于 2014 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El Segundo 成

电、工业控制、轨道交通、智能电网、绿色能源等多种领域

立。纳微拥有强大且不断增长的功率半导体行业专家团

的电力变换和电机控制中得到广泛应用。为了满足功率

队，在材料、器件、应用程序、系统和营销及创新成功记录

器件市场对噪声低、效率高、尺寸小和重量轻的要求，三

的领域内，合共拥有超过 200 年的经验；此外，其多位创

菱电机一直致力于研究和开发高技术产品。目前，三菱电

始人也合共拥有超过 200 项专利。该公司专有的工艺设

机已经成功开发了基于碳化硅芯片技术的新一代功率器

计套件将最高性能的 GaN FET 与 GaN 逻辑和 GaN 模拟

件。

电路单片集成。纳微 GaNFast 功率 IC 为移动、消费、企业
和新能源市场提供更小、更高能效和更低成本的电源。
纳微拥有或正在申请的专利超过 35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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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金赞助商
展位号院A034

白金赞助商
展位号院A025

GaN Systems

深圳基本半导体有限公司

地址：1145 Innovation Drive, Ottawa, Canada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留学生创业大厦二期 22 楼

邮编：K2K3G8

电话：0755-33379866

电话：+1-613-686-1996

网址：www.basicsemi.com

网址：www.gansystems.com
企业简介：
企业简介：

深圳基本半导体是中国第三代半导体行业领军企

GaN Systems 是 GaN 功率半导体的全球领导者，拥

业、深圳第三代半导体研究院发起单位，在瑞典设有研发

有最大的晶体管产品组合，可满足当今最苛刻的行业需

中心，并与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共建“第三代半导体材料

求，包括数据中心服务器，可再生能源系统，汽车，工业电

与器件研发中心”。通过引进海归人才和外籍专家，整合

机 和 消 费 电 子 产 品 。 作 为 市 场 领 先 的 创 新 者 ，GaN

海外创新技术与国内产业资源，深圳基本半导体建立了

Systems 可以设计更小，更低成本，更高效的电力系统。

一支国际一流的高层次创新团队，对碳化硅器件产业链

该公司屡获殊荣的产品提供了系统设计机会，不受昨天

的各个方面进行研发，覆盖了材料制备、芯片设计、制造

芯片的限制。通过改变晶体管性能规则，GaN Systems 使

工艺、封装测试、驱动应用等环节。

电力转换公司能够彻底改变其行业并改变世界。欲了解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gansystems.com.

未来，深圳基本半导体将继续致力于碳化硅功率器
件的研发与产业化，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推动中国第三
代半导体技术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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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金赞助商
展位号院A023

白金赞助商
展位号院A027

艾德克斯电子有限公司

罗姆半导体渊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姚南路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2007 号金地中心三楼

电话：025-52415098

电话：0755-83073008

邮箱：sales@itechate.com

网址：www.rohm.com.cn

网址：www.itechate.com
企业简介：
罗姆（ROHM）成立于 1958 年，由最初的主要产品 -

企业简介：
ITECH 艾德克斯电子为专业的仪器制造商，始终以

电阻器的生产开始，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成为全球

“客户需求”为导向，致力于以“功率电子”产品为核心的

知名的半导体厂商。罗姆的企业理念是：
“我们始终将产

相关产业测试解决方案的研究，持续提供给客户具有竞

品质量放在第一位。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将为国内外

争力的测试方案。

用户源源不断地提供大量优质产品，并为文化的进步与

ITECH 专注于测量技术。单机产品有可编程单路及
多路电源、可编程单路及多路电子负载、高性能交流电

提高作出贡献”。
罗姆的生产、销售、研发网络遍及世界各地。产品涉

源、功率分析仪和电池内阻测试仪等多达 700 余种型号，

及多个领域，其中包括 IC、分立式元器件、光学元器件、无

为电源自动测试系统、电池测试系统、充电机测试系统，

源元器件、功率元器件、模块等。在世界电子行业中，罗姆

太阳能电池测试系统、汽车接线盒测试系统以及老化测

的众多高品质产品得到了市场的许可和赞许，成为系统

试解决方案供应商，主要应用包括电源测试、电池测试、

IC 和最新半导体技术方面首屈一指的主导企业。

汽车电子及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充电桩、充电机等相关
产品测试、太阳能电池测试、LED 产业相关测试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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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金赞助商
展位号院A001

展位号院B001

无锡芯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INFOMATIC PTE. LTD.

地址：江苏省无锡新吴区龙山路 2 号融智大厦 E 座 24 层

地址：80 Changi Road, #05-11, Singapore

邮编：214028

电话：0755-36905610

电话：0510-85217718

邮箱：info@infomatic.com.sg

网址：www.chipown.com

网址：www.infomatic.com.sg

企业简介：

企业简介：

无锡芯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Chipown）是一家专

成立于新加坡的 INFOMATIC PTE. LTD. 为瑞士商

注功率集成电路设计的高科技企业，成立于 2005 年，注

Plexim 在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授权独家经销商，长期以

册资金 7710 万元。芯朋是国家重点规划布局内集成电路

来提供电气工程仿真软件 PLECS 以及半实物时时仿真

设计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省创新型企业，中国电源学会

平台 RT Box 的相关产品咨询与销售与服务，近年来在中

常务理事单位，设有国家博士后工作站、江苏省功率集成

国地区也成立区域办公室提供即时的售后服务。

电路工程中心、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无锡外国专家工作

Plexim GmbH 于 2002 年 6 月创建于瑞士联邦理工

室等。芯朋在高低压集成半导体技术方面拥有业内一流

学院 ETH Zurich。早期下属于电气与信息工程系的电力

的研发团队，多年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 15%以上。基于

系统实验室。 2005 年 2 月总部正式设立于苏黎世技术

自主研发的“高低压全集成核心技术平台”，芯朋致力于

园（Technopark Zurich)，提供欧洲与亚洲地区客户技术支

设计高集成度、高可靠性、高效低耗的智能绿色电源管理

持。另外在美国还有设立分部，为美洲客户提供技术支

和 驱 动 芯 片 ， 主 要 产 品 包 括 AC-DC、DC-DC、Motor

持。

Driver 等，在国内智能家电、标准电源、工业电表、移动数
码等行业均取得了主流标杆客户认可，已成为市占率较
高的龙头供应商，年出货超过 8 亿颗芯片，拥有良好的品
牌优势。芯朋在电路设计、半导体器件及工艺设计、可靠
性设计、器件模型提取等方面积累了众多核心技术，获得
授权国际国内专利超 60 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证书 70
项；公司已于 2014 年 1 月成功登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成为挂牌公众公司，股票简称“芯朋微”，股票
代码为 43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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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院B051

展位号院B050

NORWE Inc.

PowerELab Limited

地址：P.O. Box 2511, North Canton, OH 44720-0511,

地址：Unit 521-522, 5W Science Park West Avenu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电话：+852-36950234

电话：+1-330-497-113 +49 (0)2763 8070

传真：+852-36950235

传真：+1-330-305-0592

邮箱：sales@powerelab.com

+49 (0)2763 80777

邮箱：usa@norwe.com; verkauf@norwe.de

网址：www.powerelab.com

网址：www.norwe.com; www.norwe.eu
企业简介：
企业简介：

PowerELab 是一间从香港大学分拆的公司，起源于

NORWE is a leading European manufacturer of passive

香港大学 的 Power Electronics Lab 其已开发了许多开

componets. All products comply with the RoHS &

关电源的设计技术和专利，而 PowerELab 已获得香港大

REACH. NORWE is certified according to DIN EN ISO

学所拥有的知识产权使用权并可再许可本公司的客户使

9001:2015, DIN EN ISO 14001:2015 & UL 746D.

用。香港大学亦是 PowerELab 公司的股份持有人之一。
PowerELab 是服务于电子行业的电源转换器技术供
应商，其强大的技术团队热衷于提供有关电源转换器产
品的问题解决方案。 我们能满足客户的要求标准下开发
电源产品予客户、提供解决方案让客户的电源产品有更
高的效率。 我们不断为改良我们的技术寻找新的机会，
亦了解如何高效地研发产品，所以，所有 PowerELab 工
程师不仅具备良好的技术，而且还拥有丰富的相关行业
经验。 我们与在南中国的厂商紧密合作，共同生产具有
竞争力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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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院B047

展位号院B007

VisIC Technologies, Ltd.

北京柏艾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7 Golda Meir, Nes Ziona, Israel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顺仁路 58 号 2 栋

邮编：7403650

邮编：101300

电话：+972-8-9720090

电话：13810118920

传真：+972-8-6909467

网址：www.passiontek.com.cn

邮箱：info@visic-tech.com
网址：www.visic-tech.com

企业简介：
北京柏艾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电参数隔离测量方
案提供商，公司成立于 2004 年，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公

企业简介：

司拥有完善的生产体系，研发体系，质量保证体系，及高

VisIC Technologies is a world leader in GaN electronics

素质的销售及客服队伍。公司员工均经过严格的专业技

for xEV applications. Efficient and scalable solution is

术培训，拥有强力的 技术开发、生产和销售的实力。

based on a deep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and innovative IP.

公司早在 2005 年已顺利通过了 ISO9000 质量体系
认证并严格执行，部分产品通 过了 CE,RoHS 等国内国际
权威认证。柏艾斯掌握多种电测量技术，拥有数十项专 利
技术，如电磁隔离技术，霍尔零磁通技术，磁通门技术，柔
性罗氏线圈技术等。
PAS 系列产品型号齐全，包含霍尔电流传感器，霍尔
电压传感器，电流变送器、电压变送器、功率变送器、漏电
流变送器、开关量变送器、以及智能电量变送器 等产品。
柏艾斯亦可提供 OEM，ODM 服务，并获得了用户的
一致好评，使企业在日趋激烈 的市场竞争中更具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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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院B034

北京大华无线电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5 号
电话：010-62937169
邮箱：maqy@dhtech.com.cn
网址：www.dhtech.com.cn
企业简介：
北京大华无线电仪器有限责任公司始建于 1958 年，
前身是国营第七六八厂，是建国初期 156 项重点项目之
一，亚洲最大的军工测量仪器专业厂家。公司隶属北京电
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是北京市国资委管理的国有企业。
公司主要从事国防科研以及重点项目工程配套仪器的研
制生产，在重大国家项目中做出过重要贡献。
现有的主要产品系列包括稳压稳流电源、电子负载、
测试系统、微波测量仪器、电池测试设备等。产品广泛应
用于航空航天、军工国防、汽车电子、新能源、电力电子等
领域。
大华计量检测中心通过了 CNAS 和 DILAC 实验室
认可，满足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军用通讯设备环境
试验、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电子测量仪器可靠性试
验、电子产品环境适应力筛选方法等相关标准对环境试
验设备的要求。北京大华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技术中心
被认定为北京市企业技术中心，多款产品先后获得 70 余
项荣誉。

展位号院B040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67 号银都大厦 12 层
电话：15011470529
网址：www.jicheng.net.cn
企业简介：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东方中
科”
）是在中关村科技园区注册的高新技术企业，于 2000
年由中国科学院东方科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起设立，
在各位股东和有关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十六年
蓬勃发展，于 2016 年 11 月成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A 股
上市，股票代码：002819。至此东方中科跨入新的发展平
台，开启一段新的再次创业征程。
东方中科是国内引入测试仪器科技租赁业务的先行
者之一，是国内少数能够全面提供仪器销售、租赁、系统
集成及相关技术服务的综合服务商。公司创立的“业务 +
产品 + 服务”综合服务模式已经成为行业内领先的商业
模式。在业务的不断扩大发展中，公司一直十分重视品牌
价值的培养，在企业信誉、业务能力、客户服务、公司发展
和行业责任方面都有着较高的声誉。此外，公司拥有较为
完善的营销服务网络、雄厚的产业链资源和坚实的技术
基础。目前除北京总部外，在上海、南京、苏州、深圳、西
安、武汉、成都等地设立了分公司，服务范围覆盖了全国
三十多个大中城市。昔日根植于北京中关村科技沃土的
电子测量仪器服务领域的东方中科，经历多年风雨的洗
礼，如今已成长为中国电子测试测量综合服务领域中的
一颗参天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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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院B010

北京晶川电子技术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东路 23 号 1 号楼 6 层西段
办公 601、602 号
邮编：100078
电话：010-67695050
传真：010-67695151
邮箱：jingchuan@igbt.cn
网址：www.igbt.cn

展位号院B024

北京落木源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教场口街一号 6 号楼 116 室
邮编：100120
电话：010-62024388
网址：www.pwrdriver.com
企业简介：
北京落木源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落木源电
子） 成立于 2003 年， 专注于研发、生 产 绝 缘 栅 器 件
（IGBT/MOSFET）隔离驱动模块，是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
中国电源学会和北京电源行业协会会员。公司依托北京

企业简介：
北京晶川电子公司成立于 1996 年 3 月，成立初期就
开始在中国市场上推广分销原德国西门子电子零件集团
工业电力电子器件，主要分销经营产品是西门子商标的
IGBT 模块和 IGBT 分立器件。1996～2006 年，晶川电子
专注于在中国市场上分销经营原西门子商标，现英飞凌

高校及科研院所，技术力量雄厚，拥有多项专利，现有各
类驱动器产品五十余种，经过数年发展，落木源电子逐渐
成为 IGBT 驱动领域知名品牌，已经向全球数千家客户提
供 IGBT 驱动器系列产品，是 IGBT/MOSFET 驱动模块之
优选解决方案供应商。

商标 IGBT 模块，自 2007 年开始实行多元化分销产品，多
元化市场战略。现主要授权分销产品有：英飞凌工业电力
控制事业部（IPC）产品、英飞凌汽车电子事业部（ATV）产
品、英飞凌双极型公司产品、EPCOS 无源电子元件、PI 公
司 IGBT 驱动产品。晶川公司现已是 Infineon、EPCOS、PI
相关产品在中国最大的授权分销商，经营型号齐全，现货
多，交期短。北京晶川电子公司坚持技术服务促进贸易发
展；坚持其授权分销产品对客户负责，与客户共赢共发展
的经营原则。在北京设有电力电子应用方案研发中心，
IGBT 应用可靠性实验室，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有效的技术
支持与售后技术服务。在成都投资建设有成都晶川电力
电子工业园（建筑面积超过 4 万多平方米），支持客户创
业创新。并在上海、深圳、武汉、西安、成都、重庆、青岛、南
京、苏州、杭州设有客户服务联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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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院B066

展位号院B042

创意电子有限公司

东莞宏强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保税区长平商务大厦 611-622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宏远路 22 号

邮编：518000

邮编：523087

电话：0755-83480330

电话：0769-22414096

传真：0755-83480105

传真：0769-22414097

网址：www.weltronics.com

网址：www.decon.com.cn

企业简介：

企业简介：

创意电子有限公司创立于 1984 年，以代理销售欧

成立于 1995 年的广东宏远集团下属企业东莞宏强

美，日本，韩国等地区的高品质元器件为主，产品涵盖了

电子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铝电解电容器的研发、生产和销

电容、电阻、电感、各类传感器、开关、接插件、连接器，电

售服务，是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公司通过长期和

位器、继电器、IC、晶振、二三极管、MOS 管、IGBT 模块等

SAE-MSL的合作以及国际国内的科研工作，形成了拥有

产品，广泛应用于通讯设备、家电、仪器仪表、绿色能源、

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工艺体系和多批发明、实用型专利，

照明、工控自动化设备、汽车电子、消费类电子、医疗器械

培养和造就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公司先后通过了

等领域。

IECQ、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 14001 环境管
理体系认证，产品符合 RoHS、Reach 相关规定。未来，公
司将进一步加强宏远集团下属关联企业的铝箔原材料垂
直整合资源，突出专业化、精细化、个性化，使公司成为全
球优质铝电解电容器的优秀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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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院B026

展位号院B065

东莞市必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固纬电子渊苏州冤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清溪镇浮岗易富路 49 号

地址：苏州市新区珠江路 521 号

电话：0769-82990950

电话：0512-66617177

网址：www.dg-bead.com

网址：www.gwinstek.com.cn

企业简介：

企业简介：

东莞市必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电感器和

固纬电子 1975 年创立，全球主要专业电子测试仪器

相关设备研发制造的科技型企业，成立于 2011 年，前身

厂，是台湾最具规模的综合仪器厂和上市公司，中国营运

是创立于 2005 年的深圳市龙正磁电有限公司。国家高新

总部与生产基地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延续 40 多年的信

技术企业，东莞市纳税 A 级企业，公司坚持诚信为本、精

誉，七大分公司和行销服务据点遍布全球五大洲近 100

品立业的企业方针，以用户的特殊要求就是我们的专业

个国家。产品阵容齐全，包括示波器、频谱仪、信号源、电

追求为经营理念，将产品质量向零缺陷挑战、设备性能向

源、基础测量仪器、智能实验室系统、电力电子开发设计

智能化发展作为终极目标，力争为新老客户提供更加优

与实训系统(PTS)、电池、电源自动测试系统、可靠度环境

质的产品和服务。

试验设备及委托测试验证等，广泛应用于电工电子产业
的开发设计、制造、高校实验实训、军工科研等相关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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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院B048

展位号院B045

广东丰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德肯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黄龙村委会

地址：广州市科学城科学大道 118 号绿地中央广场

龙乐路 1 号

B1 栋 1510-1515

邮编：528311

邮编：510000

电话：0757-23602963

电话：020-82510899

传真：0757-26331688

传真：020-82512962

网址：www.bm-cap.cn

邮箱：sales@pintech.com.cn
网址：www.pintech.com.cn

企业简介：
广东丰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 2000 年成立的
台港澳合资企业，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金属化

企业简介：
广州德肯电子有限公司是 PinTech 品致全资公司。

薄膜电容器制造商。公司位于顺德区北滘，拥有现代化的

PinTech 品致，仪器仪表著名品牌，全球示波器探头第一

工业生产基地，占地面积 35000 平米，设备投资 2.2 亿

品牌，示波器探头技术标准倡导者，
“两点浮动”电压测试

元，总投资规模过 3 亿元，员工 1300 多名，电容器年产能

创始人，泰克 Tektronix，是德 Keysight，罗德与施瓦茨

约 8 亿只。一直以来，公司以品质和诚信享誉业界，荣获

R&S 等示波器厂商探头全球战略合作供应商。

“高新技术企业”、
“广东省民营科技企业”、“广东省著名

公司在 80 年代初于台湾开始研发生产模拟示波器，

商标”、
“ 广东省名牌产品”等殊荣，并顺利组建“顺德区

万用表以及示波器探头等仪器设备，2003 年 3 月，公司

感应加热专用电容器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为了打造

专门成立示波器探头示研发部门，寄望在这一领域做精

我司“核动力”，大力投资引进先进检测及研发设备，建设

做强，为全球各大示波器厂商保驾护航，在这一年产品开

产品开发中心，工艺研究中心和实验检测中心，进一步提

始使用“品致 Pintech”商标，为更好地开拓国内业务需

高检测及研发能力。

要，于 2006 年初公司把部分产品研发迁至中国大陆并注
资 300 万人民币成立“广州德肯电子有限公司”。公司产
品销往全球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300 多所院校。
公司目前产品有：有源差分探头、示波器探头、高压
测试棒、电流探头、隔离电流探头、高压电表、高压放大
器、信号发生器、示波器、万用表、交流电源、直流电源、直
流电子负载、耐压测试仪、功率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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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院A003

展位号院B068

广州立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飞仕得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车陂路黄洲工业区 7 栋 2 楼

地址：杭州市拱墅区祥园路 99 号运河产业大厦

邮编：510660

邮编：310011

电话：400-888-4005

电话：0571-88172737

网址：www.zlg.cn

传真：0571-8817 3973
邮箱：support@firstack.com

企业简介：

网址：www.firstack.com

广州立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 1999 年，是国内
领先的工业智能物联生态系统方案与产品的提供商，我

企业简介：

们致力于从从“芯”到“云”，提供信号感知、数据传输、边

杭州飞仕得科技有限公司（Firstack）位于杭州北部软

缘计算的产品，并接入到 ZLG Web Service 云平台实现

件园，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双软企业、浙江省研发

大数据可视化处理，帮助企业用户搭建智能物联系统，实

中心、中国电源学会理事单位、科技进步奖获得企业等；

现智慧化升级。目前立功科技有 1100 名员工，近 50%从

Firstack 致力于智能 IGBT 驱动器、功率半导体测试装备

事研究与开发工作，我们坚持围绕客户需求持续创新，推

的研发和销售，为客户提供完整、高品质的功率模组整体

动行业进步，创造社会价值。

解决方案。Firstack 驱动器集成了皮实的硬件电路和智能

企业文化：共同奋斗、利益分享、相互成就

的故障管理算法，实现了“不会坏”的驱动，
“会交流”的驱

企业战略：从“芯”到“云”，工业智能物联生态系统

动，助力变流器“长期高可靠运行”与“大数据化”管理，现

价值观：专业·专注成就梦想

已大规模应用于新能源发电、电力系统、大功率牵引、新
能能源汽车等多个高可靠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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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院B053

展位号院B016

杭州精日科技有限公司

合泰盟方电子渊深圳冤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路 351 号拓森科技园 4 号楼2 楼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新围第三工业区 L 栋

电话：0571-85198193

邮编：518109

邮箱：sales@cn-power.cn

电话：0755-83775613-803

网址：www.cn-power.cn

传真：0755-28078776
邮箱：hotland@sz-hotland.com

企业简介：

网址：www.sz-hotland.com

杭州精日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电源类产品
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由杭州亚
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杭州源谷电子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组建。

企业简介：
合泰盟方电子（深圳）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
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专业电感制造与服务供应商。

公司成立之初就确立了高技术、高品质、高精度、高

公司从 1999 年开始就致力于电感元件的研制与生

可靠、多功能的产品策略，不惜花重资从国外引进行业内

产。十多年来,公司坚持以研发创新为中心,在一体成型电

先进技术，并利用杭州亚探能源本身多年来从事航空航

感、大电流扁平线电感、SMD 功率电感、NR 电感、共模电

天军工电源产品研发的技术经验与优势，经过多年的研

感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公司拥有一批稳定敬业的

发与可靠性试验认证，推出了多个系列的高品质直流测

高素质人才，具备先进的生产工艺、雄厚的技术力量、完

试电源，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给国内测试电源行业带来

善 的 测 试 手 段 ， 公 司 已 通 过 ISO9001、ISO14001、

超高性价比的高端产品，为振兴民族工业做出贡献！

QC080000、TS16949 等国际体系认证，全面导入 ERP、
MES、SRM 等现代管理手段。拥有十多条全自动化生产
线，特别在一体成型电感制作方面，掌握多项核心技术，
拥有国家发明专利多项，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16 年成
功挂牌上市。
公司精湛的技术水平、完善的生产能力、可按客户
要求的规格参数定制各类电感，产品已发展为 02、04、
05、06、08、10、13、1508、17、22 等多个系列数百个品种，
产品广泛应用于高档音响、汽车电子、TV、PC、网络通讯、
手机数码、GPS、军工及航天等领域，是许多世界知名品牌
的战略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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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院B027

展位号院B035

济南晶恒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镓能国际半导体有限公司

地址：济南市长清区晶恒工业园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若水路 388 号

邮编：250013

邮编：215123

电话：0531-86593220

电话：0512-65267027

邮箱：zhangxy@jinghenggroup.com

网址：www.iganpower.com

网址：www.jingheng.cn
企业简介：
企业简介：

镓能国际半导体有限公司由全球化合物半导体仿真

1958 年,济南晶恒集团的前身,济南市半导体元件实

器领域独角兽公司——
—加拿大科光量子半导体有限公司

验所成立,成为中国首批自行研发生产二极管的单位。60

创始人兼董事长李湛明博士联合加拿大工程院院士、电力

多年来，晶恒集团为国家历次火箭、导弹、卫星和各类航

电子领域著名专家、美国电工与电子学会会士、加拿大皇

天器的研制，提供了大量优质、可靠的半导体器件。

后大学刘雁飞教授；世界名校——
—多伦多大学终身教

济南晶恒集团 是一家综合性多元化的集团企业。拥

授——
—吴伟东教授以及功率器件半导体界资深专家——
—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设计能力和年产二极管晶圆 100

傅玥博士强强联合共同创立。公司主要产品为氮化镓功率

万片、半导体分立器件 100 亿只、引线框架 40 亿只的能

器件及先进应用解决方案。

力。晶恒在不断丰富产品的同时，建立了完善的质量保障
体系，凭借运行多年的国家军工级检验中心和国家二级
计量中心，以及国内最全、类型最多的高精度检测设备，
在质量管控和产品检定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各大行业，如汽车、电源，家电，
电表、安防、通讯、照明、太阳能等多个领域。远销世界各
地，与多家国际知名公司，上市企业保持密切合作，例如
通用电气、飞利浦、松下,三星、富士康、博世、东南汽车、许
继集团、台达、小米、长虹等。
晶恒集团是山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多次被评为中国
电子行业半导体卓越品牌, 拥有多项体系认证，例如
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IATF16949 汽车级质量管
理体系认证，国网电能表全性能认证，国军标认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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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院B015

展位号院B062

江苏宏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中科君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华山中路 18 号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新区菱湖大道 200 号中国传感网

邮编：213022

国际创业园 D2 栋五楼

电话：0519-85166088

邮编：214135

传真：0519-85162291

电话：0510-81884888

邮箱：htian@macmicst.com

传真：0510-85381915

网址：www.macmicst.com

网址：www.cas-junshine.com

企业简介：

企业简介：

江苏宏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主要从

江苏中科君芯科技有限公司是专注于 IGBT、FRD 等

事功率半导体器件 IGBT、VDMOS、FRED 等芯片及分立

新型电力电子芯片开发的高科技设计公司。公司由中国

器件、模块、模块化整机产品的设计、研发、制造及销售。

科学院微电子所和中国物联网研究发展中心的两个研究

公司宗旨：自主创新，设计、研发、生产国际一流的 IGBT、

团队和成都电子科大研究团队组成，聚集了国内领先

VDMOS、FRED、分立器件及其模块，打造民族品牌，成为

IGBT 研发团队。最早始于上世界 80 年代，至今已有近 30

提供绿色高效节能电子产品和电力电子系统解决方案的

年的积累，研发实力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专家。

君芯科技一直致力于 IGBT 技术的自主创新和引领，

宏微现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高技术产业化

为客户提供极具优良品质的产品、技术服务以及整体解

示范基地、新型电力半导体器件领军企业、江苏省著名商

决方案。公司分别于 2014 年和 2016 年获得国际、国内知

标。设有江苏省企业院士工作站、江苏省新型高频电力半

名专业投资机构的青睐，完成 A 轮和 B 轮的融资，进入快

导体器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速发展以及上下游资源整合阶段。

江苏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拥有授权中国专利 100 件，

君芯科技作为国产自主品牌 IGBT 芯片技术企业，以

其中发明专利 32 件；获认定高新技术产品 8 只。作为国

提升我国 IGBT 领域的研发制造、应用水平，促进我国自

家 IGBT 和FRED 标准的起草组长单位之一，已完成 2 项

主IGBT 器件及装置的发展和产业化为使命，结合行业资

国标制定。

源，将产业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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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院B057

展位号院B046

力高仪器有限公司

猎芯网

地址：香港新界沙田火炭山尾街 31-35 号华乐工业中心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五和大道南 2 号万科星火

二期 E 座 5 楼 2 室

ONLINE6 栋 301

邮编：999077

电话：0755-82560956

电话：+852-27640603

网址：www.ichunt.com

传真：+852-27640079
邮箱：general@miko.hk
网址：www.miko-kings.com

企业简介：
猎芯网是由深圳市猎芯科技有限公司开发运营行业
领先的电子元器件 B2B 交易服务平台，于 2015 年 7 月

企业简介：

上线。目前已经获得著名 VC 经纬中国、微光、五岳华诺、

力高仪器有限公司，简称力高，创建于 1980 年。力高
是一家以香港及中国大陆为基地之先进电子仪器代理公
司。在过去岁月中，我们全力从事电子测试仪器销售行
业。

京东战投、海通开元等多轮投资，是中国本土崛起的元器
件知名电商。
通过整合电子元器件上下游资源，平台提供自营、联
营、PCP 快板、SMT 贴片、全球交付等整个交易环节的全

应用范围广泛覆盖电讯、电源、数据通讯、无线通讯

闭环一站式服务。

技术、音响及教育等各类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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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院B030

展位号院B063

美国磁性材料公司 (美磁)

慕尼黑上海电子展

地址：香港九龙尖沙咀漆咸道南路 1-3 号 13 楼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源深路 1088 号平安财富大厦

电话：13911471417

11 楼

邮箱：13911471417@spang.com

邮编：201206

网址：www.mag-inc.com

电话：021-20205611
邮箱：andrew.fang@mm-sh.com

企业简介：

网址：www.electronicachina.com

美磁 MAGNETICS誖 是世界电子行业中居领先地位
的高性能软磁磁性材料的生产供应商。美磁产品包括，铁
硅铝磁粉芯(Kool Mu誖 ，Sendust)，钼坡莫 MPP(铁镍钼磁

企业简介：
慕尼黑上海电子展 electronica China 将在 2020 年 3

粉芯)，
高磁通 High Flux(铁镍磁粉芯) ，铁硅合金 XFlux誖 ，

月18-20 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作为亚洲电子

Kool Mu MAX, 75 系列，锰锌铁氧体，以及绕带磁芯等。

行业重要盛会，electronica China 2020 立足于各类关键

主要应用于各类型扼流圈，电感器，滤波器，变压器，使用

电子器件，展示核心科技，汇聚顶尖原厂：集成电路（标准

新能源的供电系统(太阳能、风能转换)，电信，航空航天，

IC、ASIC、设计自动化等）、分立器件（二极管、三极管等）、

汽车，军事，计算机，医疗等电子系统。美磁新设立的制造

功率器件和模块、连接器、被动元器件（电阻、电容、电感、

工厂坐落在中国的厦门市，已全面获得 ISO 9001:2008

继电器、变压器、电路保护、开关等）、传感器、微波和射频

以及 TS 16949:2009认证，为美磁公司的主力生产中心。

器件、嵌入式系统、PCB、线束、LED 等。

便利的地理位置，大幅缩短了美磁的产品配销于整个亚
洲的时间。

2020 年慕尼黑上海电子展将汇聚行业新风向，融合
创新，智引未来，重点关注 5G、智慧出行、人工智能、物联
网、智慧工厂、中国力量等，同时开辟电力电子、医疗、通
讯等创新论坛，助力新生力量，融合世界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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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院B044

展位号院B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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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南京市江宁区诚信大道 998 号

地址：南京市江宁区高湖路 105 号 3 层

电话：13776600442

电话：18652052084

网址：www.rtunit.com

网址：www.sunnychip.com

企业简介：

企业简介：

南京瑞途优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机电系统与

南京晟芯半导体有限公司专业致力于高功率半导体

电力电子系统控制相关的技术开发和产品设计，同时开

器件研发设计和生产。公司成立于 2013 年，坐落于六朝

发和销售研发所需的开发平台和实验仪器。公司立足于

古都南京市风景秀丽的江宁区百家湖畔，是一家主要致

自主创新，拥有一支高素质、高水平、技术全面、结构合理

力于高效率半导体器件研发生产的公司。公司与韩国专

的团队，能够积极响应用户的应用需求，提供定制化开发

业的电力电子技术方面的人才合作，自主研发设计以

与专业的工程服务。公司依托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的

FRD、MOSFET、IGBT 为主要产品的单管及模块。在盐城

背景，同时与国内多所知名院所保持密切合作关系，努力

建立新的工厂为应对急剧增长的产品需求以及国家对于

将最先进的技术转化到实际产品中来，推动中国新能源

新能源领域产业的重视与支持，在盐城成立新的产品生

和节能技术的快速发展。

产基地，可以扩大产品的产能，更好的服务于国内半导体

公司将秉持“以客户为伙伴，以创新创造价值”的发

行业，进一步加强中国芯的发展与应用。

展理念，与用户携手引领行业发展，为提升产品研发水平
与技术 创新能力而共同努力、共同 发展 、 共 创 未 来 ！
Rtunit，让中国机电系统与电力电子领域的科研与开发变
得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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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院B038

展位号院B018

南京研旭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中旭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浦口高新区新科一路 6 号

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龙盛路 33 号

邮编：210032

邮编：210039

电话：025-58747116

电话：025-86441793

邮箱：njyanxu@vip.qq.com

传真：025-86419504

网址：www.njyxdq.com

邮箱：miao@zxdkj.com
网址：www.zxdkj.com

企业简介：
南京研旭电气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嵌入式系统与电
力电子技术相结合的产品的设计、开发与应用。公司团队

企业简介：
南京中旭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我国研制、生产、销售

研发实力雄厚，有多名博士、博士后、博导、教授共同参与

霍尔传感器以及霍尔集成电路的骨干企业。公司以诚信、

产品研发以及方案定制。公司以嵌入式开发平台与电力

创新和合作为宗旨。公司现在已拥有一支技术过硬、管理

电子新技术应用为基础，成功的推出了 DSP 系列开发板

科学的科研、管理队伍，形成了一整套军用和民用霍尔系

与仿真器、推出了开放式新能源科研平台以及相关关键

列产品的科研生产经验和管理模式。目前，我们已拥有技

变流器成品、推出了馈能式电机集成测试台架与智能型

术开发中心、产品试验中心、国军标生产线，使得在科研、

旋转轴系设备状态监测系列产品。公司积累了较为成熟

生产、检验、试验、筛选全过程中使产品质量得到了充分

的嵌入式开发平台的经验与电力电子成品的设计经验。

的保证。为了进一步扩大国际市场，公司有五大系列产品

“激流勇进，合作共赢”，研旭近年进一步聚焦于电力

通过了 UL 认证，所有产品均通过了 CE 认证和 ROHS 认

电子功率硬件平台的定制、开发、应用与成品市场开拓。

证。公司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包括多项发明专利、集

希望以研旭的积累与努力，进一步提高电力电子功率硬

成电路布图及国防发明专利等。多年来，公司为国家重点

件的开发效率，降低其开发与验证成本，提高相关客户的
科研产出效率。

军工项目配套的军用霍尔产品已多达数百种。其中有为
“神舟“号飞船、”嫦娥“工程、”风云“卫星、”东方红“卫星、
核潜艇、中远程导弹等配套研制的各种霍尔传感器，多次
获得工信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航天机电集团、上海航天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等
上级机关的嘉奖。中旭致力于为国内外的用户提供最优
质的产品和服务，成为元器件行业的一流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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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院A029

展位号院B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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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中国宁波市镇海区北欧工业园区金溪路 1 号

地址：秦皇岛市开发区珠江道 47 号

A11 栋

邮编：066004

电话：0574-86663021

电话：0335-8045561

网址：www.sinomags.com

传真：0335-5152875
网址：www.yanqin.com

企业简介：
宁波希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是一家拥有自主知识产

企业简介：

权的高科技企业，致力于磁性传感器的研发和生产。目

秦皇岛市燕秦纳米科技有限公司是由留学归国人员

前，希磁科技拥有无锡乐尔，宁波希磁，蚌埠希磁，德国

创办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拥有管理、科研、市场营销及

Sensitec，葡萄牙 LERTECH 五家子公司。公司拥有以磁

外经贸各类高级人才。公司现有员工中有 10 余名在国内

学领域的多名专家为核心的超过 100 人的研发团队，涵

外获得博士、硕士学位，具有超前的研究成果和丰富的实

盖了从 xMR 晶圆到传感器模块的全产业链的设计开发

践经验，在国际相关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凭借人才优势，

和规模生产；现有产品主要为 xMR 磁性传感器晶圆，磁

公司形成强大的产品开发阵容，开发出了一系列具有良

性传感器芯片，电流传感器，角度传感器，磁性编码器和

好市场前景和竞争优势的新产品。并取得多项国家专利，

弱磁信号传感器等。公司拥有严格的质量控制过程，并通

同时公司在2006 年获得河北省第四批信用优良企业称

过 TS16949，ISO90001 等认证。希磁科技以创新的技术、

号；2006 年通过了河北省科技厅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公司

卓越的产品、优质的服务，立志打造为国际知名的磁性传

使用优质的非晶、纳米晶合金带材，生产各类非晶、纳米

感器企业。

晶合金磁芯，其产品的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国内先进水
平，主要产品有：非晶、纳米晶合金带材及磁芯，逆变电源
变压器及磁芯、高频滤波电感、电抗器、高频变压器、中频
电抗器用非晶、纳米晶铁芯，PFC 电感、共模电感、电动汽
车电机用条形滤波共模，抗饱和大电流低导磁率纳米晶
大共模，动车组供电电源及加热电源用 CD 型非晶磁芯
等。我公司的产品已大量出口到日本、韩国、美国、印度、
德国、乌克兰、荷兰等国家。同时我公司还代理日本 PPJ
公司脉冲电源及技术服务，及日本食品机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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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院B022

全天自动化能源科技渊东莞冤有限
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联科产业园 7 栋 1 楼
邮编：523960
电话：0769-22028588
网址：www.apmtech.cn

展位号院B052

厦门赛尔特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翔安西路 8067 号
邮编：361101
电话：0592-5705733
网址：www.setfuse.com
企业简介：
厦门赛尔特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SETfuse）是一

企业简介：
全天自动化能源科技(东莞)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
生产、销售于一体，专注于可编程电源、自动化测试系统、
自动化生产设备、船舶智能系统、太阳能逆变器研发的高
新技术企业（2016 年 --2018 年）。公司拥有完善的产品

家设计、制造电路保护元器件与提供电路综合保护解决
方案的公司，致力于创新的过温保护、过电流保护、过电
压保护、主动保护、组合保护的技术研究，帮助客户提高
其产品的安全指数。

策划、研发、实验、测试、质量控制系统，已通过 ISO9001
体系认证 （2018 年 --2021 年）。 全天科技研发团队由
博士、硕士和行业资深专家等 100 多人组成，并通过与国
内外科研团队和各大重点院校保持长期的战略合作关
系，从而在根本上保证产品和服务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用
专业技术及科技不断推动创新突破，全天科技至今已申
请了多项发明专利，并获得多项实用新型专利、外观专
利、软件著作权等专利成果。产品通过 CE、CQC、VDE、
SAA、FCC、CSA 等认证。从开始到现在,从过去到未来，我
们始终秉持 " 精益求精、追求卓越 " 的企业精神，提供客
户 " 全天，24 小时不间断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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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院B049

展位号院B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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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岭子镇宋家村北

地址：山西省长治市高新区太行北路 188 号

邮编：255100

电话：0355-2073733

电话：13969398332
邮箱：dtt@dtkj.com
网址：www.dtkj.com

企业简介：
山西艾德尔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公司
业务目前有两块：1、PDM 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2、

企业简介：

代理 SanRex SIC MOSFET 功率器件。

山东东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地处山东省淄博市；成
立于 2002 年；拥有淄川区总部和淄博高新区两个生产基
地。拥有年产锰锌铁氧体软磁磁粉 4000 吨、磁芯 3000 吨
的生产能力；是山东省高新技术企业,是淄博市磁性材料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公司与世界上著名的研究机构合作，
拥有先进的生产技术，产品大量出口欧洲、日本、韩国等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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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院B008

展位号院B058

上海大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君研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古美路 1648 号 C 座 101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新丹路 359 号 5 栋 2 楼

电话：021-64959258

电话：021-52265908

网址：www.greatzhou.com

传真：021-59860690
网址：www.shjunyan.com

企业简介：
上海大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成为顶尖的直流
微电网关键产品提供商以及 1500V 以下工业直流微电网
系统集成服务商。
公司成立于 2010 年，总部位于上海漕河泾高科技开

企业简介：
上海君研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多年来一直
致力于电流检测类产品开发生产，产品有各类电流互感
器、零序电流互感器、直流电流传感器、交流电流传感器、

发区。我们长期关注电力电子、新能源发电领域的技术发

电流开关、高精度交直流电流互感器，广泛应用于各类电

展，尤其专注于直流微电网系统与电能路由器产品的研

测仪表、电源、断路器、马达保护、电气火灾监控、电气反

发及推广。

馈控制、充电桩、光伏风能氢能等交直流检测、监测、计量

公司主要服务于能源互联网范畴下的新能源发电、

等场合。

储能及储能设备测试、工业节能、科研实验等领域，用户
包括电网公司、发电集团、电力装备企业、工矿企业、售电
公司、及领域内的科研机构和高校等。
自成立以来，大周充分发挥长期与前沿科技紧密接
触的优势，站在科技与工业的交汇处，敏锐观察未来趋
势，并结合工业需求，充分利用上海信息便利和科研人才
众多的优势，为用户提供完备的相关产品及系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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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院B017

展位号院B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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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上海市宜山路 829 号海博 1 号楼 2 楼，海博 2 号楼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施湾七路 1001 号
邮编：201207

1-3 楼
电话：021-54234718-819

电话：021-68969993

网址：www.keliangtek.com

传真：021-68960693
邮箱：marketing@way-on.com
网址：www.way-on.com

企业简介：
国内领先的嵌入式仿真测试解决方案提供商，专注
于机电系统与电力电子系统控制相关测试技术。自 2007

企业简介：

年成立以来，致力于为中国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战略

上海维安微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半导体电

性新兴产业的研发与生产提供专业的嵌入式系统仿真与

子元器件研发，制造企业，总部位于上海浦东新区，毗邻

测试产品、一体化仿真测试系统以及全周期工程服务。

浦东国际机场曰公司产品包括半导体电子电路保护元件，

科梁立足于自主创新，并积极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

半导体功率器件，保护 IC 及电源管理及功率变换 IC 等曰

不断开拓研制出一系列具有鲜明特色的测试软硬件产品

公司长期致力于为网络通信设备，安放监控、报警设

与专业解决方案。公司业务领域涉及高端装备、智能电

备，新能源、汽车电子装置，移动终端消费电子产品等领

网、电动汽车、电力机车等多个行业的研发、制造、科研与

域提供电路安全防护元件，功率变换元件，IC 控制元件

教育单位。业务范围覆盖系统开发的全生命周期，可为用

等；公司与华为，中兴，艾默生，海康威视，三星，LG，松

户提供工程系统仿真分析、控制系统开发与快速原型、软

下，富士康，华硕，TENICOLOR，小米等国际，国内知名

件在环测试、控制系统在环测试、功率级装置在环测试、

企业有长期的合作关系。

工程试验管理系统等一系列测试系统。并积极响应用户
的应用需求，提供定制化开发与专业的工程咨询服务。

公司近年来大力发展半导体功率器件，同时重点投
入IC 芯片研发，致力于为新能源汽车产业，AI，高端消费
电子产业，智慧城市，物联网等产业持续地提供行业所
需的各类新型电子元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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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院B033

展位号院B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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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工业园区唐明路 258 号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长阳路 2588 号科技园 306 室

邮编：201617

电话：021-65011357

电话：021-57842298

网址：www.modeling-tech.com

传真：021-57847517
网址：www.eagtop.com

企业简介：
上海远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ModelingTech)专注于

企业简介：

电力行业的控制与仿真技术，公司致力于将电力系统仿

上海鹰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以专业研发、生

真算法与多核 CPU、FPGA 等最新的硬件技术结合，来向

产电力电子无源器件为发展方向的高新技术企业，是国

客户提供功能强大的实时仿真系统，协助客户一起应对

内领先的无源器件解决方案供应商。主要产品包括主要

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微网等应用中的实时仿真（硬件

产品有薄膜电容器，电抗器，叠层母排，水冷散热器，相变

在环测试）挑战。远宽能源推出了 StarSim 系列实时仿真

热管散热器，电阻器等,公司先后通过了 SQC ISO9001：

软件与产品，公司在电动汽车的电机控制器硬件在环测

2008 质量管理认证体系和 ISO/TS16949-2009 质量管

试、双馈风力发电系统控制与实时仿真、无功功率补偿系

理认证体系。

统控制与实时仿真、光伏发电系统实时仿真、直流输电系

鹰峰电子不断致力于产品的开拓与创新，为新能源

统控制与仿真等领域有多个成功的案例。

汽车，光伏，风力发电，轨道交通，工业传动等行业客户提

上海远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已经为国内多家知名的

供极具竟争力的无源器件综合解决方案和服务，持续了

科研单位与院校如中国电科院、北京电科院、江苏电科

解客户需求，配合客户共同研发，提升用户体验，为用户

院、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北电力大学、东南大学、

创造最大价值。

上海电力学院提供产品与服务，深受客户的好评。
ModelingTech 致力于提供专业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帮助
电力与能源行业的工程师们应对控制与实时仿真领域中
的各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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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院B059

上海瞻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海洋一路 333 号
8 号楼 3 楼
邮编：201306
电话：021-60870173
传真：021-60870172
邮箱：jun.cao@inventchip.com.cn
网址：www.inventchip.com.cn

深圳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汇
川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高新技术产业园汇川
技术总部大厦 / 苏州市吴中区越溪镇汇川技术
电话：400-777-1260
网址：www.inovance.cn
企业简介：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电机驱动与控制、电力

企业简介：
上海瞻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由海归博士领衔
的碳化硅（SiC）高科技芯片公司，于 2017 年 7 月上海临
港科技城园区成立，齐集了海内外一支经验丰富高素质
核心团队。
瞻芯电子以虚拟 IDM 模式，在国内成熟量产的 6 英
寸硅（Si）工艺生产线上启动 SiC MOSFET 的制造流程，
于 2018 年 5 月流出第一片国产 6 英寸 SiC MOSFET 晶
圆，并于 2018 年 12 月份实现 1200V SiC MOSFET 封装
出样，计划于 2019 年底实现工艺定型，于 2020 年 6 月通
过产品验证（JEDEC），并开始量产。
瞻芯电子现已基本掌控 6 英寸成套 SiC MOSFET 工
艺流程及核心单项工艺，成为国内第一家打通 6 英寸 SiC
MOSFET 工艺的芯片公司；同时计划逐步添置碳化硅量
产的专用设备。计划于 2022 年前打造完全国产、车规级
SiC MOSFET 和 SBD 全系列产品线。
同 时 与 自 有 SiC MOSFET 配 套 的 驱 动 芯 片 SiC
MOSFET Gate Driver，以及 SiC SBD 也在流片过程中，
有望于 2019 年底为中国新能源产业提供整套 SiC 功率
器件及驱动芯片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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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院B005

中国电源学会第二十三届学术年会(CPSSC2019)

电子、工业网络通信等核心技术，坚持技术营销与行业营
销，坚持为细分行业提供“工控 + 工艺”的定制化解决方
案及进口替代的经营策略，实现企业价值与客户价值共
同成长。
公司是专门从事工业自动化和新能源相关产品研
发、生产和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掌握了高性能矢量
变频技术、矢量变频器、伺服系统、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编
码器、永磁同步电机等产品的核心技术，而且公司还掌握
了新能源汽车、电梯、起重、注塑机、纺织、金属制品、印刷
包装、空压机等行业的应用技术。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经获得的专利及软件著作权 1120 项（不含正
在申请的），其中发明专利 260 项，实用新型专利 570 项，
外观专利 146 项，软件著作权 144 项，公司 2018 年新增
发明专利 31 项，新增实用新型专利 157 项，新增外观专
利 42 项，新增软件著作权 15 项。
汇川技术拥有苏州、杭州、南京、上海、宁波、长春、香
港等 10 余家分子公司，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有
员工 7769 人，其中专门从事研究开发的人员有 2006 人，
占员工总数 2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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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院B029

展位号院B039

深圳尚阳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必事达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中区科丰路二号特发信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创业路怡海广场东座 1906

息港 B 栋 601-609
电话：0755-22953335

电话：0755-27379030
网址：www.c-con.net.cn

网址：www.sanrise-tech.com
企业简介：
拥有深圳市必事达电子有限公司和浙江兰溪华拓电

企业简介：
尚阳通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贯标企业，同
时也是中国半导体协会成员，电力电子协会成员，深圳市
第三代半导体研究会成员。作为新一代集成电路功率半
导体设计公司，尚阳通掌握创新型功率半导体核心技术，

子有限公司两家企业；
生产销售小型铝电解电容、大型铝电解电容、贴片铝
电解电容、固态铝电解电容、大型薄膜电容；
公司电容应用在伺服控制器、闪光灯电容、医疗激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公司自成立至今，专利数

光、美容仪器、工业高频炉、电焊机、音响、LED 照明、安

量持续快速增长，公司在新一代功率半导体领域累计拥

防、变频器、电源、适配器、充电器等行业，并在这些行业

有 100 项自主专利，其中包含 81 项发明专利和美国专

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

利，是一家专注于新一代功率器件和模拟 IC 开发的设计

公司拥有：CE、ISO9000、ISO14000、ROHS 等证书，
并拥有十几项电解电容专利。近年来，公司积极进入电解

公司。
尚阳通公司具有超强的工艺开发及 IC 设计研发实

电容上游化成铝箔的制造。

力，不断在器件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产品迭代更
新，连续四年蝉联“电子工程专辑”及“国际电子商情”颁
发的最佳功率器件奖和优秀 IC 设计团队奖及中国 IC 设
计成就奖，尚阳通已经列为新一代功率半导体技术领航
企业。尚阳通公司产品研发主要功率器件半导体产品包
括：200V~900V SnowMOS (Super Junction MOSFET)、
30V~200V TTMOS（SGT MOSFET）、650V~1350V IGBT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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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院B006

展位号院B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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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北区朗山路 28 号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海汇路 49 区华创达文化

2栋3楼

科技产业园 A1109

邮编：518057

电话：0755-29959275

电话：0755-26654881

网址：www.deffense.com.cn

传真：0755-29574277
邮箱：sales@pocomagnetic.com
网址：www.pocomagnetic.com

企业简介：
深圳市迪福伦斯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多年的努力，已成
为国内有一定影响力的仪器仪表销售公司，多年来，公司

企业简介：

凭借良好的信誉和有力技术支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

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成立于2009

断的发展和完善，成为众多中大型企业在工程测试、研发

年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自设立以来始终专注于合

等工作中的核心合作伙伴，客户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

金软磁粉、合金软磁粉芯及相关电感元件产品的研发、生

力，我们将为能成为客户首选供应商竭尽全力。

产和销售，为下游的电力电子设备实现高效稳定、节能环

与各大知名品牌 Keysight，
Tektronix，
HIOKI，
Espec，

保运行提供高性能软磁材料、模块化电感以及整体解决

Cybertek ，Omicron-lab，EA，精能，艾诺，等建立了紧密

方案，主要产品包括合金软磁粉、合金软磁粉芯及电感元

的合作代理关系。所售产品包括示波器、交流电源、直流电

件等。

源、温度采集器、电源环路分析仪、功率分析仪、频谱分析

公司作为全球能够规模化生产全系列铁硅金属软磁

仪、电子负载、频率计、EMI 接收机、网络分析仪、数字源

粉芯的主要厂商，拥有一流的研发生产设备及员工 700

表、红外热成像仪、电源自动化测试系统等等。创新灵活的

余人，粉体产能已达万余吨，可为广大客户及用户提供大

管理理念让我们主动深入了解电子制造、新能源、汽车电

批量高性能的合金软磁产品。公司产品应用领域广泛，已

子、无人机、无线通讯、科研院所等行业的测试要求，而健

广泛应用于光伏逆变器、变频空调、UPS、新能源汽车、充

全的产品线和技术能力使得我们能有机会帮助客户选择

电桩等众多新兴领域，并获得了包括 ABB、伊顿、华为、格

适合的解决方案。

力、美的、阳光电源、比亚迪等在内的众多行业领军企业
的认可。
公司将坚持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金属粉芯生产
商和服务提供商”的企业愿景，秉承“让电更纯·静”的使
命，紧密结合市场发展方向，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为客
户提供更“高效率、小体积、低噪音”的环保节能产品，服
务更多的客户及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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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院B060

展位号院B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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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宝源路华源科技创新园 B 座 538

地址：深圳市坪山新区大工业区聚龙山片区金威源工业

电话：0755-82593440
网址：www.hangzhicn.cn

厂区 A 栋第 1-3 层、B2 栋第 1-5 层
邮编：830000
电话：0755-83433146
网址：www.goldpower.com.cn

企业简介：
深圳市航智精密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高精
度电流传感器、高精度电测仪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方

企业简介：

案定制的技术先导型企业。我们着力打造直流领域精密

深圳市金威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金威源”
）成

电流传感器及精密电测仪表的知名品牌，打破国外企业

立于 2001 年，是业界领先的电力电子技术、基础设施及

市场垄断的现状，力争发展成为国际领先的直流系统领

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是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

域精密电子的领军企业。

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业务范围涵盖通信、电力、电动汽车、轨道交通、
金融自助设备、商业显示（LED）、节能照明、新能源、物联
网等多个领域，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意大利、印度、巴
西、韩国、日本、新加坡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全球上
千家客户提供产品及服务，是华为、中兴、中国铁塔、中国
电信、移动、联通，印度信实公司等国内外知名企业的优
秀供应商。
经过近二十年的高速发展，公司在深圳市坪山区建
有 8 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研发、生产基地。现有员工 600 余
人，拥有以新加坡专家为技术带头人的高素质国际研发
团队，具有强大的新产品开发和快速响应能力，紧跟世界
电力电子新技术的发展，推出各种满足用户需求的高性
能、高可靠的电力电子产品。目前已专利申请数量 172
项：其中发明专利27 项，实用新型专利 90 项，外观设计专
利 42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13 项。金威源始终致力于以
科技创造绿色智能生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努力
成为电力电子行业领域具有全球产业影响力的企业。

210

中国电源学会第二十三届学术年会(CPSSC2019)

中国电源学会第二十三届学术年会(CPSSC2019)

211

展位号院B036

展位号院B023

深圳市康奈特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达嘉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松元厦社区大布头路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上雪科技城科技二路永创

321 号

科技园 2 栋

邮编：518110

邮编：518129

电话：18603010015

电话：0755-89585372

传真：0755-28167770

传真：0755-89585280

邮箱：szcnntxue@126.com

邮箱：codaca@codaca.com.cn

网址：www.szcnnr.com

网址：www.codaca.com

企业简介：

企业简介：

深圳市康奈特电子有限公司(CNNT)具有 20 多年的

科达嘉电子创建于 2001 年，是一家致力于电感、线

电联接器产品、电子接口产品定制开发与生产经验，同时

圈系列被动元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为一体的新锐科技

致力于各类新能源电联接口与电子接口的研发与生产，

型企业。

凭借多年来的 OEM/ODM 连接器制造经验，先进的管理

主要产品有：一体成型电感、大电流功率电感、数字

模式，完善的工艺设施及精细的模具加工技术和装备，加

功放电感、SMD 功率电感、共模电感、磁棒电感、空芯线

之雄厚的经济实力，创立了自己的连接器品牌，产品包括

圈等系列产品。

七大系列，六百多种规格，公司生产的各系列产品可满足
各行各业的不同电气连接的需求。

2006 年，科达嘉电子通过 UKAS（英国）ISO9001 质
量管理体系及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的认证；2016 年，
通过 T譈V （德国）ISO/TS16949 汽车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2018 年，通过 IATF16949 转版认证。
科达嘉电子经过近 20 年的努力，增加自动化生产设
备、质量测试仪器，筹建电感元件分析实验室和冷热冲
击、高温高湿等各类信赖性测试的实验室，增强研发分析
能力，加深原材料和工艺的理解，导入 ERP 管理系统等累
积，形成以材料研发、产品研发，生产、质量及物控为基础
的产业链。
科达嘉能提供各类更高电流，更低损耗的产品，且部
分产品符合汽车电子标准，可有效解决客户对于电感性
能、质量和交期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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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院B025

展位号院B013

深圳市立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鹏源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商报路 7 号天健创业大厦五楼

地址：深圳市新闻路侨福大厦 4F

邮编：518000

电话：0755-82947272

电话：400-830-2058

网址：www.szapl.com

邮箱：ic@szlcsc.com
网址：www.szlcsc.com

企业简介：
鹏源电子是一家专业为新型能源产品提供核心电子

企业简介：

零件的代理商，提供包括各类 IGBTs、MOSFET、快速二极

立创商城（ WWW.SZLCSC.COM）成立于 2011 年，

管、整流桥、可控硅、碳化硅二极管和场效应管和控制 IC

中国领先的现货元器件交易平台，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一

等关键的半导体器件，以及薄膜电容器、铝电解电容器、

站式电子元器件线上采购服务，4 小时闪电发货。公司拥

电流传感器和高压直流继电器等产品，能为功率变换的

有 60000 多 平 方 米 现 代 化 元 器 件 仓 库 ， 现 货 库 存 超

各个环节提供关键的元器件。

200000 种 ， 集 团 电 子 全 产 业 链 自 营 服 务 涵 盖 ：立 创

一直以来，鹏源电子重视新型电子零件在电力电子

EDA+ 行业领先的 PCB 打样 / 中小批量 + 元器件商城 +

上的应用，拥有业界领先的宽襟带半导体器件的应用实

钢网制造 +SMT 贴片。作为一家品种齐全、自营库存、质

验室。先后完成针对电动汽车、光伏逆变器等相关应用上

量有保障的电子元器件垂直商城，立创商城所有元器件

的几十个项目的研发，并形成了几十项专利技术和软著。

均从原厂或代理商正规渠道采购，保证原装正品，为广大

目前公司拥有的技术团队和实验条件能解决多种器

工程师及采购人员完美解决了元器件样品采购、小批量

件的应用问题、开发市场需要的应用方案以及根据客户

采购的难题。

的需要进行定制开发。
鹏源电子也与相关的大学院校展开深入的合作，是
华南理工大学的研究生培养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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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院B037

展位号院B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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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永福路吉安泰工业园 3 栋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石马径社区君新路

邮编：518000

101 号国升工业园 C 栋一楼 A 区

电话：0755-26016812

邮编：518110

传真：0755-26016813

电话：0755-85297065-8032

网址：www.skonda.com.cn

传真：0755-85298582
邮箱：test@wtypower.com

企业简介：

网址：www.wtypower.com

深圳市斯康达电子有限公司（简称“斯康达”
），是国
内精密测量仪器与测试系统核心技术自主化的高新技术
企业，也是集电力电子、新能源、电池、自动化测试方案研
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综合仪器设备供应商。

企业简介：
提供开关电源在方案选型阶段，器件选型阶段，EVT
开发阶段，DVT 开发阶段，验收定型阶段，小批试产阶段，

自 2002 年成立以来，斯康达十多年专注于仪器测试

认证申请阶段，批量生产阶段，独立进行的第三方“检测

领域，旗下拥有通用仪器设备、新能源解决方案、电池与

研究”
“性能分析”
“ 认证申请”
“ 品质监控”等服务；拥有

老化解决方案、工业自动化解决方案等 4 大核心产品与

1800 平方米的专业实验室，总价值 2500 万元各类检测

解决方案，涵盖 37 类产品 200 多种型号。“SKONDA”品

仪器设备，全方位的为开关电源产品提供 190 多个检测

牌原创产品及解决方案已成熟应用于 3C、新能源汽车、医

项目（持续开发中 ~~~），通过检测发现产品设计中品质

疗电子、信息通信、LED 照明、电子元器件、军工、实验院

过剩和余量不足，为产品成本与品质之间平衡提供有效决

所等领域。

策数据，确保设计产品是优秀品质和具有高性价比。

以技术开拓为驱动，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斯康达始终

拥有一批在开关电源产品设计和验证及认证领域工

致力于提供全球工业测试领域高可靠、高精准、可持续的

作10 多年经验丰富的工程师，为您提供开关电源产品

测试设备及整合解决方案。现阶段，斯康达在广东、江苏、

360 度专业的检测方案。

山东等地区均设立分支机构，销售业务及技术支持可快
速抵达广大全国客户群。未来，斯康达将持续打造泛领

当您需要提升开关电源品质与品牌信誉，降低风险
时，我们瓦特源人——
—就在您身边！

域、多应用、深耕作的定制化开发设计及测试方案集成的
服务体系，推动中国电力电子、新能源与工业自动化产业
向高效率、低能耗、轻便化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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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院B003

展位号院B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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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黄阁北路天安数码城 4 栋 A1702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固戍航城大道安乐工业区

邮编：518100

B1 栋 4 楼

电话：0755-86628000

邮编：518126

邮箱：cybertek@cybertek.cn

电话：0755-29083115

网址：www.cybertek.cn

传真：0755-83526199
邮箱：sales@zeasset.com

企业简介：

网址：www.zeasset.com

深圳市知用电子有限公司（CYBERTEK）是一家专注
于专业电学测量测试仪器领域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

企业简介：

司开发的高性能高频电流 / 电压探头和传感器、电磁兼容

深圳市智胜新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企

接收机及专业测量附件等产品系列，广泛用于电力电子

业系从事大型铝电解电容器和超级电容器研发、生产与

产品研发生产的各领域，性能全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目

销售为一体的科技企业。本企业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

前是国内唯一一家掌握高频电流探头和电磁兼容时域接

业”称号，并获得深圳市政府“民营成长工程计划企业”称

收机核心科技的生产厂家，打破了国外公司的长期技术

号。

垄断格局。公司创始人及其开发团队在精密传感器、数字

企业设有研发中心，研发工程师占企业总人数的

信号处理、射频技术等方面经过长期的技术积累，拥有相

25%，均具有 15 年以上研发工作经验。企业拥有包括发

关的知识产权和专利、以及核心专业技术能力。公司的研

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及软件著作权共 30项。企业引进欧

发生产体系在 ISO9000 质量管理体系的管理下，产品通

美、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生产设备，配备齐全

过了各种国内国际认证和国家权威计量单位的计量。通

与精密的检测和试验设备；通过了 IATF16949 质量体系

过提供各类高性能的电学测量和测试解决方案，为我们

认证和 ISO9001、ISO14001 管理体系，以及 RoHS 环保

的客户研发生产高性能低成本的产品提供强有力的保

认证、AECQ200 认证和 UL 安全标准的权威认证；同时在

障，从而使客户实现产品与服务的增值。

管理环节、制造环节、服务环节等诸多方面实现了标准
化、数据化、制度化，确保产品品质的保障。

218

中国电源学会第二十三届学术年会(CPSSC2019)

中国电源学会第二十三届学术年会(CPSSC2019)

219

展位号院B031

展位号院B009

苏州东微半导体有限公司

苏州泰思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大道 99 号苏州纳米城西北区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峨眉山路 99 号

20 栋 405-406

邮编：215153

电话：0512-62534962

电话：0512-68077590

网址：www.orientalsemi.com

传真：0512-68079795
邮箱：info@3ctest.cn

企业简介：

网址：www.3ctest.cn

苏州东微半导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注册资本
4425.143 万元，是一家技术驱动型的半导体技术公司，在

企业简介：

作为半导体核心技术的器件领域有深厚的技术积累，专

苏州泰思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创建于 2004 年，位于

注半导体器件技术创新，拥有多项半导体器件核心专

国家级开发区 -- 苏州高新区。自成立以来专业致力于电

利。 2013 年下半年，东微半导体原创的半浮栅器件的技

磁兼容（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测试仪器及复杂

术论文在美国《science》杂志上发表，标志着首次国内科

电磁环境效应 （Electromagnetic Environment Effect）试

学家在半导体核心技术方向获得的重大突破。新闻联播、

验测试技术研究和新产品开发，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

人民日报等媒体均进行了头条重点报道，引起了国内外

售和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业界的高度关注。2016 年东微半导体自主研发的新能源

苏州本部：电话：0512-68413700

汽车直流大功率充电桩用核心芯片成功量产，打破国外

北京办：电话：010-82899948

厂商垄断。目前，苏州东微半导体有限公司已成为国内高

深圳办：电话：0755-86626661

性能功率半导体领域的领头羊，在新能源领域替代进口

西安办：电话：029-68985077

半导体产品迈出了坚实一步，产品进入多个国际一线客

成都办：电话：028-85327800

户，收到客户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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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院B061

展位号院B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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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唐山市滦南县职业教育中心实训基地

地址：无锡市梁溪区南湖大道 789 号 D 栋 4 楼

邮编：063500

电话：0510-81028808

电话：0315-4166302

网址：www.cre-elec.com

传真：0315-4166301
邮箱：creativemix@126.com
网址：www.creativemix.cn

企业简介：
无锡宸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功
率型薄膜电容的高新技术企业，专注于电力电子技术应

企业简介：

用领域。

唐山尚新融大电子产品有限公司（唐山总部、北京尚

公司致力于工业节能环保、电力系统、轨道交通、电

新融大、深圳分公司、山西加工基地），建立于 2008 年 4

动汽车、新能源等市场领域的应用与开发，为客户提供可

月,是一家专注于磁性元器件研制、生产、销售的军工高新

靠的电容器解决方案。产品主要应用于 DC-LINK、IGBT

技术企业。尚新融大致力于为军用电源电路、智能电网、

吸收保护、高压谐振、耦合以及 AC 滤波等场合，为逆变

新能源汽车、云计算、轨道交通、光伏发电、通信电源提供

器、变流器、变频器、特种电源、电能质量管理，电动汽车

磁性元器件系统化解决方案及高可靠性、高品质产品。是

等行业提供可靠的产品应用。

国内少数同时具备金属磁粉心、非晶纳米晶磁芯、平面变

目前公司已拥有二十余项专利证书，通过 IS09001、

压器、高频电抗器、传感器、MIL-STD-1553B 总线变压

TS16949 质量体系认证，并且与德国电子与电气标准委

器、EMI 滤波器，研制、生产能力的综合性科技企业。公司

员会 DKE 主席 Thies 博士共同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成

通过 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GJB9001B-2009 国军标质

立了中德电力电子研发工程中心。未来公司将寻求与更

量体系认证、UL1446安规认证、武器装备制造单位三级保

多的优秀伙伴战略合作，共同探索更前沿的应用领域，引

密认证、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等资质。公司以为各种

领薄膜电容器在电力电子领域的服务、研发、与制造方

电子路提供磁性元器件系统化定制解决方案为核心竞争

向，为地球环境和清洁能源提供强力支撑。

力，善于解决各种电子电路中的磁性元器件疑难问题；公
司资深研发和工程队伍往往从电子电路开始设计时与客
户电子工程师进行良好合作，对电子电路中需求的磁性
元器件进行系统化创新设计，以便于使磁性元器件工作
在最优工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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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院B064

展位号院B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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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信息大道 12 号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咸宁西路 28 号西安交通大学

邮编：710119

电话：13096923051

电话：029-85691871

网址：www.hvpulse.cn

邮箱：sales@cnaction.com
网址：www.cnaction.com

企业简介：
西安灵枫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研发和

企业简介：

生 产 高 压 脉 冲 电 源 及 放 电 装 置 的 科 技 公 司 ，在

西安爱科赛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 1996 年，旗

MOSFET/IGBT 的驱动控制和复杂脉冲波形的产生等方

下有苏州爱科赛博电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北京

面有 20 余年的技术积累，公司的脉冲电源产品电压幅值

蓝军电器设备有限公司（控股）、江苏汉瓦特电力科技有

从数 kV 到百 kV，脉冲上升下降时间从皮秒级到毫秒级，

限公司（合资）。

脉冲平顶宽度从 0 ns 到 DC，脉冲频率可高达 MHz，脉冲

公司专注于电力电子电能变换和控制领域，为用户

的负载可以是容性、感性和阻性，容性负载范围从 pF 级

提供高端特种电源和有源电能质量控制核心产品和解决

到 nF 级。脉冲波形可以是方波、三角波、指数波等，高压

方案，覆盖发电、供配电、用电全流程，涉及新能源、电力、

脉冲的波形形状和脉冲的全部参数均连续可调，高压脉

交通、航空军事、工业、科学研究诸多领域，是相关行业领

冲可以和不同的负载匹配且过冲小于 5%，全部脉冲参数

先的设备制造商和解决方案提供者。

和脉冲的形状均可实现计算机编程和控制。

公司持续专注于电力电子功率变换和控制领域的研

灵枫源的脉冲电源产品覆盖材料处理、生物医学、农

发创新，取得和获受理专利 48 项，其中发明专利 20 项，

业食品、能源化工、环境治理、航空航天、以及质量选择和

参与国家和行业标准制定 21 项，两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

质谱仪等科研和工业领域。公司开发的全参数化任意极

二等奖。并已通过军品科研生产全部资质的认证审查，参

性纳秒脉冲电源，其性能指标在国内外尚未见报道，目前

与多项国家重大科学工程和军工重点型号工程。

已经成为放电等离子体领域国内外重要研究机构的首

公司采用全流程全要素的 IPD 集成产品开发管理，

选。MHz 和 nF 级负载的束流源和便携式质谱仪脉冲电

与西安交通大学共建电力电子联合实验室，很好地完成

源，是国外限制产品，本公司开发的同类产品体积是常规

了从新技术到市场需求的转换，使公司和产品竞争力不

电源的 1/3，性能超越国外。灵枫源服务于科研、工业和医

断提升。爱科赛博将一如既往，继续加速技术创新和应用

疗等领域科研人员，是值得信赖的供应商。

拓展，持续为客户提供创新产品和解决方案，提升中国技
术和产品的竞争力，创建一流中国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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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院B067

展位号院B028

新驱科技渊北京冤有限公司

浙江东睦科达磁电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丰智东路 13 号 9012 室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阜溪街道环城北路 882 号

邮编：100094

电话：0572-8088064

电话：010-85820665

网址：www.kdm-mag.com

邮箱：infor@innodrivetech.com
网址：www.innodrivetech.com

企业简介：
浙江东睦科达磁电有限公司（KDM）是一家致力于磁

企业简介：

粉芯研发、生产、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隶属于上市

新驱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仿真、设计及测试

公 司——
—东 睦 新 材 料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股 票 代 码 ：

方案供应商，旨在为用户提供最先进的设计方法、设计流程以及

600114），为东睦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9

相应的设计工具，以帮助用户提升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其总部

月，位于中国杭州北郊，离上海 150 公里，公司现有员工

位于北京，
在深圳、
武汉设有分支机构。

377 人，占地面积 70,000m2。。KDM 现已通过 ISO9001：

新驱科技专注于电力电子应用领域，坚持基于模型的设计
理念，携手美国 POWERSIM 公司、美国 SYNOPSYS 公司、瑞士
Typhoon-Hil，日本 Myway 公司为用户提供涵盖理论设计、离线

2008质量管理体系和 ISO14001：2004 环境管理体系，是
全球最具规模的金属磁粉芯制造商。

仿真、快速原型、硬件在环、产品测试、质量优化的全流程开发方
案，与此同时，依靠专业的技术团队与多年的电力电子开发经验
积累，新驱科技能为用户提供专业的技术咨询、团队培训与仿真
外协服务。
主要产品：
PSIM 仿真软件
Saber 仿真软件
SmartCtrl 电源控制器环路设计软件，支持降压、升压、降升
压、反激、正激等各类变换器，支持多回路控制结构，工作流程简
单，能可视化显示控制环路的稳定性和性能表现，可快速设计各
种电源设计控制器。
瑞士 Typhoon 公司 Typhoon HIL 仿真器
日本 Myway 公司 Export4 快速原型控制器
DSP 硬件开发板、
应用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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