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学会 2022 年主要的大型活动计划
序号 活动分类 活动名称 时间安排及活动规模 责任部门

1

跨省交流

长三角电力科技分论坛
三/四季度，80人@江苏

-（21 年活动待定@上海）
秘书处

2 电力工业企业节能减排学术研讨会 三/四季度，80人@安徽 秘书处

3 华东六省一市输配电技术研讨会
三/四季度，80人@上海

-（21 年活动待定@福建）
秘书处

4 第二届长三角电力材料与焊接学术交流会 三季度，70 人@上海 材料专委会

5 第五届“丝路杯”9FA 燃气轮机集控运行技能竞赛 9月，50人@余姚 燃机专委会

6 2022 中国发电自动化技术研讨会 5月，100 人@浙江 热控专委会

7

科协联合体

碳资产发展论坛 一季度，50 人@杭州 碳资产专委会

8 能源低碳环保学术交流会 8月，80人@杭州
化学与环保专委会，浙江大学能

源工程学院



序号 活动分类 活动名称 时间安排及活动规模 责任部门

9 服务乡村振兴活动【内容待定】 全年，举办 1次学术交流活动 秘书处，（待定）

10

科协专项

“一县一业一学会”智汇山区赋能行动@景宁
全年，举办 1～2次技术交流、

调研或走访

秘书处，丽水学会，能源互联网

专委会，农村电气化专委会

11 带电作业技术交流会（金华服务站活动） 一季度，50 人@金华
秘书处，金华学会，带电作业专

委会

12

其他重点活

动

海上风电风功率预测技术研讨会 5-6 月，50 人@舟山
电力系统专委会，舟山公司，国

能舟山电厂

13 电力数据创新应用大赛 8-9 月，80 人@浙江 数据应用专委会

14
燃气轮机电厂运行值班员技能比赛（省内全机型燃

机运行人员技能比武）
7月，50人@绍兴 燃机专委会



附件 2

专委会 2022 年重点活动计划

序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预计

人数
计划时间 地点 责任人

参与

形式

1
锅炉专委会 2022 年年度工

作会议

传达省电力学会精神、专委会调整事项、年度工作总结、重点任

务布置等
100 10 月 杭州 吕洪坤 主办

2
锅炉专委会 2022 年年度学

术交流会
锅炉及能源活动领域专题技术交流 100 10 月 杭州 吕洪坤 主办

3
2022 年度锅炉专委会科普

活动
开展以能源清洁利用为主题的现场科普活动 30 8 月 杭州 吕洪坤 主办

4
2022 年度锅炉专委会优秀

论文评比
开展能源领域论文征文、评选、出版等工作 60 6-10 月 杭州 吕洪坤 主办

5
汽机专委会 2022 年年会暨

学术交流会
传达省电力学会会议精神；委员调整；专题交流。 60 11 月 待定 蔡文方 主办

6
“水机水工专业技术交流

会”
水机水工专业技术监督和新技术交流。 30 6 月 杭州 蔡文方 主办

7 节能技术交流会 浙江省内发电企业针对各自机组存在问题、取得的经验、应用成果 80 10 月 待定 蔡文方 协办



序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预计

人数
计划时间 地点 责任人

参与

形式

等进行交流。

8
《2022 年汽机专委会优秀

论文集》

为提升会员写作能力、加强发电企业运行、维护、故障诊断处理等

专业经验交流，组织论文写作交流活动。
60 7-8 月 杭州 蔡文方

联合

主办

9 转子动力学技术交流会 汽轮发电机组转子动力学及机械故障诊断交流、工程实例分析 30 9 月 待定 蔡文方 主办

10 城市能源互联网科普活动 参观双创中心综合能源系统，光伏、储能等工程。 60 3-4 月 杭州 蔡文方 主办

11 2022 年高压专委会年会 介绍 2022 年高压专委会工作 30 10-12 月 待定 刘黎 主办

12
新版预试规程的解读交流

会议
关于电厂高压设备预防试验规程的解读工作 30 1-3 月 待定 王展宏 协办

13
基于边缘芯片的智能图像

识别项目专题介绍
介绍图像识别技术发展现状及其在变电站内的典型应用。 15 10-12 月 待定 王文浩 协办

14 柔性输电成套工程参观 典型柔性输电工程参观 30 10-12 月 待定 王文浩 协办



序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预计

人数
计划时间 地点 责任人

参与

形式

15
保护与控制专委会 2022 年

年度工作会议
总结 2021 年专委会工作，讨论 2022 年度工作思路及工作计划。 25 11 月 杭州 钱政旭 主办

16
2022 年度电网继电保护技

术交流会

开展高弹性电网背景下，继电保护前言技术的技术论坛，加强浙江

省继电保护专业技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建立同行专家、学者研讨

继电保护先进技术理念、科研创新成果、运行应用技术及试验检测

技术的平台。

100 11 月 杭州 钱政旭 主办

17
2022 年度电厂继电保护技

术交流会

围绕电厂实际生产中存在的典型技术问题、智慧电厂继电保护技

术、新能源电站继电保护技术等方面开展技术交流。
60 7 月 杭州 钱政旭 主办

18 继电保护行业调研活动
学习调研兄弟省份继电保护专业的优秀技术、先进理念。加强跨省

之间学会的技术交流
20 7 月 南方电网 钱政旭 主办

19
2021 年供电专委会年度会

议

2021 年学会工作汇报，2021 年学会工作计划讨论，会员单位、个

人调整、新增等工作通报。
30 11 月 杭州 周金辉 主办

20
供电专委会论文征集、评选

和论文集出版

根据供电领域的发展需要，通过论文征集工作，组织专家评选后，

形成优秀论文集，并组织学术交流。
100 3-10 月 杭州 周金辉 主办

21 配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配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介绍 100 9 月 杭州 周金辉 主办



序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预计

人数
计划时间 地点 责任人

参与

形式

艺介绍

22 配网真型试验技术介绍 配电网的真型实证的新技术和新方法 50 8 月 杭州 周金辉 主办

23
新一代配电自动化技术交

流
对县域新一代配电自动化建设开展学术交流 30 9 月 嘉兴海宁 肖龙海 承办

24
架空线接地故障快速精确

查找技术交流

针对架空线路接地点较为隐蔽的高阻接地，如何利用二分法和恒流

恒压源快速确定故障点开展交流；介绍变电站主动干预接地选线装

置应用情况

40 4 月 舟山 周健科 承办

25
基于就地化保护设备的高

弹性配电网技术交流

1.参观基于就地化保护设备的高弹性配电网示范建设项目阶段性

建设成果；

2.介绍国际首创无通道保护技术。无通道保护不依赖通信通道，只

利用单端电气量及其变化，感知线路另一端断路器跳闸情况，判断

故障区间，并在区内故障时加速动作跳闸，提高保护动作快速性。

3.共同探讨通过配电主站和就地化保护配电终端的配合，实现配电

网网络重构、故障区段的快速切除与自动恢复供电，综合分析运行

信息，评估设备运行状况等相关技术。

50 7 月 湖州 王建锋 承办



序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预计

人数
计划时间 地点 责任人

参与

形式

26
基于多级降损的节能型配

网建设交流活动
配网技术降损实现方式研究及技术降损示范区现场交流 50 9 月 绍兴嵊州 李尚宇 承办

27
《雷电快速定位、预警与分

析评估技术研究》交流

开展雷电快速定位、预警与分析评估技术研究交流，构建面向新型

电力系统发展需求的配网雷电灾害全过程应对体系，提升配网线路

及新能源设施防灾减灾水平。

50 10 月 衢州 徐展 承办

28
地下配电站房供电可靠性

提升交流会

介绍地下配电站房建设、运维、检修、应急措施、整改方式、管理

方式、政企联动经验。
30 9 月 温州 黄朝董 承办

29
基于台区智能融合终端的

低压物联网技术交流

参观北仑梅山台区智能融合终端国网实用化示范区等相关建设成

果；介绍低压配电物联网技术原理和功能实现模式；探讨交流营配

交互、即插即用、柔直互联、低压光伏全消纳和直采直控等相关技

术，以及未来发展方向【浙江大学和宁波公司共同举办】

50 6 月 宁波 徐重酉 承办

30
不停电更换变压器技术交

流

针对全省高能耗变压器更换工作，为保障供电可靠性，开展不停电

更换变压器新技术、新设备现场作业观摩交流
40 3 月 金华义乌 钟伟 承办

31

大陈氢利用示范站介绍、氢

能相关知识科普和管理交

流暨供电专委会年中会议

大陈氢利用示范站采用技术、作用科普，日常运行、管理介绍；氢

能作为新型储能技术的优缺点；大陈氢能示范站管理交流。
30 5 月 台州 李剑 承办



序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预计

人数
计划时间 地点 责任人

参与

形式

32
配电自动化与微电网融合

发展技术交流培训

聚焦配电自动化与微电网的融合发展，在功能形态、运行控制等方

面如何实现引领突破，推动有源配电网向分级微电网演进，提升自

愈能力和可靠性水平。【省经研院和丽水公司共同承办】

50 8 月 丽水
朱利锋

何英静
承办

33
泛亚运区域自动化示范区

建设应用交流

泛亚运区域配电线路自动化全覆盖、台区智能融合终端全覆盖，实

现中低压用户用电状况全感知及故障精准定位隔离，进一步提升中

低压供电可靠性。

30 10 月 杭州 陈炜 承办

34
化环专委会 2022 年年度工

作会议

年度工作总结,专委会委员调整，技术贡献奖表彰，技术贡献奖和

优秀论文评选办法修订审议，下一年度工作计划讨论
80 1 月 杭州 钱洲亥 主办

35
2022 年化学环保学术交流

年会
化学环保专业发展方向、新技术、新成果学术报告 100 1 月 杭州 钱洲亥 主办

36
2021-2022年化学环保专业

技术贡献奖评选

征集两年内化学和环保专业在技术创新、新技术推广、成果转化、

技术改造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对专业技术进步作出贡献的专业技术

人员进行表彰

60 3 月 杭州 方志星 主办

37 能源低碳环保学术交流会
针对能源结构低碳环保发展方向，邀请知名专家学者进行相关政

策、前沿技术等专题交流研讨
80 8 月 杭州 高翔 主办



序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预计

人数
计划时间 地点 责任人

参与

形式

38 六五世界环境日环保宣传 环保政策、环保技术、低碳生活等宣传 30 6 月 杭州 金文德 主办

39 热控专委会 2020 年年会
总结年度工作，安排下一年度计划，开展省内热控专业的热点问

题讲座。
80 10 月 待定

热控专委

会
主办

40
2021 年热工保护误动原因

分析会

收集 2021 年热工故障和异常事件，对保护误动情况进行分析，提

出预控措施。
70 1 月 杭州

热控专委

会
主办

41
2021 年“热控年度技术贡

献奖”征集评选
开展热控年度技术贡献奖动员、收集和评选。 40 1 月 杭州

热控专委

会
主办

42
2022 中国发电自动化技术

研讨会

协办中国自动化学会发电自动化委员会“2022 中国发电自动化技

术研讨会”。
100 5 月 待定

中国自动

化学会发

电自动化

委员会

协办

43 热工技术交流会 针对新能源发电在控制技术应用和智能电厂技术进行交流。 60 9 月 待定

热控专委

会、省电科

院

主办



序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预计

人数
计划时间 地点 责任人

参与

形式

44
青少年智能发电和新能源

技术应用科普活动

科普活动，提升青少年对我国智能发电和新能源技术发展水平的认

识。
60 8 月 待定

省电力学

会

联合

承办

45
电力系统专委会 2022 年年

度工作会议

电力学会工作要求布置、年度工作总结，下一年度工作计划讨论，

委员调整讨论，先进表彰等。
50 11 月 待定 尹文喆 主办

46
海上风电风功率预测技术

研讨会

十四五浙江海上风电装机规模将达到 640 万千瓦，大规模海上风电

集群的全天候预测预警技术十分迫切。研讨会将邀请科研机构、浙

江海上风电运行单位专家，开展海上风电海—气—浪耦合模式技

术、风资源量化评估技术、风功率平台架构和预测系统开发等相关

关键技术研讨，助力提升浙江电网对海上风电消纳能力,打造成新

型电力系统建设中风电关键技术

20 10 月 舟山
俞恩科、杨

泽荣
主办

47
发电机励磁及其网源协调

技术应用研讨

励磁及其网源协调管理要求与最新标准文件宣贯、最新技术创新专

题研究、励磁技术监督工作总结、典型故障分析探讨、日程维护及

检修技术研讨等

55 8 月 待定 熊鸿韬 主办

48 电网数字化转型研讨会
针对电力系统各专业发展方向，做数字化转型路径和方法的研究讨

论，支撑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
20 1 月 杭州 朱轶伦 主办



序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预计

人数
计划时间 地点 责任人

参与

形式

49
火力发电厂内最大光伏基

地学习参观

组织当地学生和社会团体进入电厂进行参观，并讲解火力发电厂内

绿色、环保的光伏基地的基本生产过程、节能等相关知识。
100 6 月 宁波 王旺 主办

50 核电科普 通过对核电发展历程、电的产生方式等向公众进行宣传 30-50 6 月 嘉兴 张磊 主办

51
参观浙江电力历史馆（传统

教育实训基地）

浙江电力历史馆分为四个板块，即输电、配电、用电及能源互联网。

输电板块以输电领域为视角，通过输电技术的创新突破呈现输电技

术发展。

配电板块通过配电工作发展，反映电网从输送转换到使用环节中的

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发展。

用电板块通过城市、工业、农村等层面的用电情况变化，展现浙江

电力用电服务工作的发展。

能源互联网板块从专注电网坚强智能建设到能源互联网，再到如今

投身多元融合高弹性电网建设，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

统，服务双碳目标大局。

40-50 11 月 杭州 徐以章 主办

52
材料专委会 2022 年年度工

作会议

1、开幕式: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讲话。2、传达省电力学会会

议精神。3、汇报工作总结和工作计划。
80 9-11 月 待定 周进 承办



序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预计

人数
计划时间 地点 责任人

参与

形式

53
2022 年材料专业技术交流

会

1、全体会员一起参加专题讲座。2、分电网和电源两组分别进行专

题介绍、论文交流和材料专业技术人员经验交流。
80 9-11 月 待定 周进 承办

54
第二届长三角电力材料与

焊接学术交流会

1、开幕式：三省一市与会的电力学会和材料专委会领导致词，并

颁发会议优秀论文证书。2、进行大会优秀论文交流。
70 7-9 月 上海 周进

联合

主办

55
编辑出版材料专委会 2022

年论文集
开展 2022 年材料专业论文征集与编辑出版论文集工作 40 3-9 月 待定 周进 主办

56
材料专业技术人员取换证

班
电网设备超声波检测和电网金属监督检测取换证班 60

5-6

月,8-9

月

待定 周进 协办

57 新标准宣传或宣贯
及时在材料专委会微信群和 qq 群发布材料专业相关的最新标准，

并安排进行新标准宣贯。
80 全年 待定 周进 主办

58
输电专委会 2022 年年度工

作会议
年度工作总结 60 11 月 杭州 卞荣 主办

59
输电线路节能降损研究交

流会议

重点对导线金具节能、地线感应损耗、电缆电容及回流缆损耗、海

缆接地损耗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及交流。
20 9 月 杭州 陈科技 协办



序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预计

人数
计划时间 地点 责任人

参与

形式

60 机械化施工推进会

结合工程实际，加强设计创新、施工方法创新、装备创新，推进技

术成果标准化、施工技术系列化、施工装备智能化，不断提升施工

技术水平。

30 8 月 杭州 陈科技 协办

61
杆塔通用设计优化工作推

进会
进一步推进杆塔通用设计修编，形成标准化成果。 20 6 月 杭州 陈科技 主办

62
燃机专委会 2022 年年度工

作会议
通过委员增补及年度工作总结 60 11 月 杭州 刘林 主办

63
第五届“丝路杯”9FA 燃气

轮机集控运行技能竞赛
集控仿真机及运行知识交流，比拼 50 9 月 余姚 刘林 协办

64
燃气轮机电厂运行值班员

技能比赛
省内全机型燃机运行人员技能比武 50 7 月 绍兴 刘林 协办

65 燃机技术交流会

在安全生产、运行管理、节能管理等方面进行燃机专业技术交流，

提高燃机运行、设备管理、维护技术水平；本次主要讨论三菱机型

各厂燃机技术改造、节能降耗等措施及异常事件等

40 8 月 待定 刘林 协办

66 燃机技术交流会 燃机行业动态，节能环保型技术、各厂经验交流 60 11 月 杭州 刘林 主办



序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预计

人数
计划时间 地点 责任人

参与

形式

67 环保开放日 介绍天然气发电企业简单的工作流程，培养中小学生环保意识 40 6 月 余姚 刘林 协办

68
清洁能源（节能）专委会

2022 年年度工作会议

开展 2022 年工作汇报，交流当年及次年度工作，主要参与人员为

专委会委员
50 10-12 月 杭州 寿春晖 主办

69 2022 年年度学术交流会
开展 2022 年学术技术交流会，主要关注当年度重点技术/发展规划

方向等
50 10-12 月 杭州 寿春晖 主办

70 新能源技术培训会
开展风电/光伏技术监督与培训交流会，主要面向厂站人员开展技

术交流
60 6-9 月 杭州 寿春晖

联合

主办

71 科普参观 组织会员开展科普参观活动，了解清洁能源（节能）技术发展 30 10-12 月 杭州 寿春晖
联合

主办

72
用电专委会 2022 年年度工

作会议

对 2022 年用电专委会年度工作进行总结，并对 2023 年年度学术

（科普）活动计划进行讨论确定。表彰 2022 年度先进单位、个人，

对优秀课题成果进行展示交流。

80 12 月 黄翔 主办

73
能源互联网客户侧服务

3060 双碳目标研讨会

学习 3060 双碳相关政策、应用与技术，交流营销专业在服务 3060

双碳目标的优秀做法，开展能源互联网客户侧服务 3060 双碳目标

的应用研讨

30 5-6 月 杭州 麻吕斌 主办



序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预计

人数
计划时间 地点 责任人

参与

形式

74
5G 技术支持用电领域创新

应用研讨会

5G 在无人机自主巡航，客户测精准切负荷，智慧配电房建设，高

弹性配电网建设等方面的研究与应用。
20 7-8 月 宁波 王松林 主办

75
“浙电科普+”研学旅行夏

令营（1-2 期、每期 1天）

组织中小学生、走进更多的单位，以“诚信计量”为核心，以“电

联万家、量度天下”为主线，体现“电联万家”“匠人营国”“开

拓兴业”“量度春秋”“齐物正心”五大主题，通过组织“夏令营”，

开展“浙电科普+”研学旅行活动，让代表通过参观体验的方式，

增进公众对计量服务的理解。

40 7-8 月 余杭 王伟峰 主办

76
“能源互联”科普夏令营（1

期、每期 1天）

以“能源慧金华，互联启未来”为主题，组织中小学生开展“能源

互联”科普夏令营，通过参观金华地区首个能源互联网体验中心，

让学生代表一站式体验和电力知识科普，传递“绿色、节能、智慧”

的生活理念。

40 7-8 月 金华 张建曙 主办

77
光伏科普之旅（1-2 期、每

期 1天）

开展光伏科普之旅活动。建构“走下课堂、走出校园、走进社会、

走向未来”研学活动，，以嘉兴秀洲光伏科技馆、综合能源示范厅

和嘉兴电力博物馆为阵地，让参加的同学近距离感受清洁能源，进

一步普及清洁、高效、安全、持续的现代能源科学技术知识，推广

电力节能环保用电理念。

40 7-9 月 嘉兴 黄翔 主办



序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预计

人数
计划时间 地点 责任人

参与

形式

78
开展 2022 年互联网创新设

计青年培训班

针对在渠道运营、知识库体系、数据挖掘以及信息化架构体系建设，

“互联网+”产品运营、客户标签库等智能互动技术方面的经典案

例与应用经验等方面的分析讨论，培养储备一批具有互联网思维、

创新能力强的营销服务青年骨干人才。

40 9 月 杭州 丁麒 主办

79 “光伏村”研学活动

开展宁波海曙“光伏村”样板参观研学，分享交流整区整县光伏开

发建设多种投资模式，帮助理解光伏清洁高效能源在建设新型电力

系统、助力“双碳”及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中发挥的重大意义和作用。

40 10 月 宁波 胡海 主办

80 “低碳学堂”活动

“绿色发展、生态环保”为主题，以服务“碳达峰·碳中和”为目

标，联合国网杭州市供电公司组织邀请公司综合能源专家，为中小

学生讲授《低碳 生活》课程。

40 10 月 杭州 郭大琦 主办

81 优秀论文评审会
组织用电专业领域优秀论文、专利技术等成果的评审、研讨和推荐，

最终形成 2022 年度用电专业领域优秀论文集。
20 11 月 杭州 黄翔 主办

82 优秀课题评审会
对用电专委会各专业、“互联网+营销服务”创新基地推荐的年度

优秀课题进行评审，最终形成 2022 年度用电专业领域优秀课题集。
20 11 月 杭州 丁麒 主办



序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预计

人数
计划时间 地点 责任人

参与

形式

83
农电专委会 2022 年年度工

作会议

总结年度主要工作进展情况，讨论 2023 年度工作计划；开展组织

机构和委员、会员调整工作；对年度专委会先进单位和个人进行

表彰；对优秀课题成果进行展示交流。

50 11 月 杭州 王坤 主办

84
组织农村电气化专题调研

工作

围绕农村清洁能源发展、新型农村电网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等相关专题，组织专委会委员在省内外开展实地调研，编制研究报

告通过评审后报送对口单位，推动省内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5 6 月 省内 王坤 主办

85
召开农电专委会青年专家

交流会议

邀请业内专家或专委会资深委员，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共

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整县光伏推进、农电电网数字化转型等相关热

门议题，对专委会青年骨干力量进行小规模的培训，开展青年专家

经验交流活动。

30 8 月 省内 王坤 主办

86 组织专题征文活动

选取农村电气化相关热点创新元素，征集相关论文，组织专家对论

文进行评选，编制并印发优秀论文集。同时，将优秀的论推荐至《浙

江电力》、《农村电气化》和《农电管理》等杂志发表。

5 4 月 省内 王坤 主办

87
电力设计专委会 2022 年年

度工作会议

总结专委会 2022 年工作；讨论交流专委会 2023 年工作思路；审

议调整专委会委员；表彰专委会年度先进；专题技术交流等。
60 12 月 杭州 周兴扬 主办



序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预计

人数
计划时间 地点 责任人

参与

形式

88
电力设计专委会 2022 年技

术交流会议
主题：支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及示范工程设计经验交流 40 9 月 舟山 龚坚刚 主办

89
电力设计专委会 2021 年论

文征集评选活动

按电源设计、输电设计、变电设计、配网设计、土建/勘察和技经

管理留个专业方向，向专委会各成员单位征集专业论文并进行优秀

论文评选

/ 7-12 月 待定 龚坚刚 主办

90 电源设计学组学术交流会
探讨新型电力系统构建下高比例新能源接入对电网工程设计带来

新要求、新变化
50 5 月 待定 龚坚刚 主办

91
输电设计专业年度学术交

流会

设计源头提升基建新技术应用成效：探讨输电新技术推广应用案

例，交流“五新”技术应用情况，分享前沿热点和创新成果。
60 8 月 嘉兴 龚坚刚 主办

92
变电设计专业年度学术交

流会
在“双碳”背景下的变电站绿色建造设计技术交流研讨 40 6 月 温州 龚坚刚 主办

93
配网设计专业年度学术交

流会
灵活自愈高弹性配电网、微能源网技术交流研讨 100 11 月 绍兴 龚坚刚 主办

94
土建勘测专业年度学术交

流会

1.变电站建构筑物绿色建造设计技术研讨；2.储能站、多能源互补

汇聚站设计技术研讨；3.勘测新技术研讨；4.储能站消防设计研讨
50 10 月 衢州 龚坚刚 主办



序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预计

人数
计划时间 地点 责任人

参与

形式

95
技经管理专业年度学术交

流会
设计变更管理与提升交流会：讨论设计变更的管理与提升。 30 7 月 杭州 龚坚刚 主办

96 配网设计新标准宣贯培训

国网配电网典型设计（2022 年版）宣贯培训：关于配电设备标准

化定制、一二次融合、应急电源接入和二次设计等国网最新要求解

读。

50 3 月 杭州 龚坚刚 主办

97 储能系统培训 储能场景设定、容量配置、运行逻辑等内容。 50 8 月 杭州 龚坚刚 主办

98 信息通信专委会年度会议 传达省电力学会会议精神；委员调整；专题交流。 60 11 月 待定 张烨华 主办

99
海底电缆通信技术与应用

学术交流活动

为贯彻落实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促进海岛电网向高可靠发展，探索

适应以新能源为主体下的海岛电网发展方向，加速推进以海底电缆

为核心的跨海信息通信网络。专委会将会与台州市电力学会联合研

讨新型电力系统下海底电缆通信技术与应用，并进行深度交流。

30 5 月 杭州 张烨华 主办



序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预计

人数
计划时间 地点 责任人

参与

形式

100
5G+量子技术在新型电力系

统中的应用

随着量子加密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完善，如何利用其加密安全性并结

合5G技术广泛应用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将会是2022年全新的课题

之一。专委会计划联合国盾量子等单位联合探讨 5G+量子在未来电

网建设中的前景。

80 7 月 待定 张烨华 主办

101

TSN（Time-Sensitive

Networking）时间敏感网络

技术在配电自动化中的应

用技术交流

TSN（Time-Sensitive Networking）时间敏感网络，即在非确定性

的以太网中实现确定性的最小时间延时的协议族，是 IEEE 802.1

工作组中的 TSN 工作组开发的一套协议标准，定义了以太网数据传

输的时间敏感机制，为标准以太网增加了确定性和可靠性，以确保

数据实时、确定和可靠地传输。专委会计划在 2022 年组织华为、

中兴等通信企业与南瑞配电公司等配网企业共同交流 TSN 技术在

新型配电网中的应用前景以及对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作用进行深

度交流。

50 9 月 待定 张烨华 主办

102
《2022 年信通专委会优秀

论文集》

为提升会员写作能力、加强供电企业信息通信专业经验交流，组织

论文写作交流活动。
60 10-12 月 杭州 张烨华

联合

主办

103
新型电力系统网络安全科

普活动

向公众普及网络安全相关技术知识，提高公众网络素质，推动网络

安全意识深入人心，构筑网络安全生态圈
60 5-6 月 杭州 张烨华 主办



序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预计

人数
计划时间 地点 责任人

参与

形式

104
电力数据应用专委会 2022

年年度工作会议

对 2022 年专委会年度工作进行总结，并对 2023 年度工作计划进

行商定。
50 12 月 待定 俞天奇 主办

105 电力数据管理及应用培训 组织电力数据管理及应用培训 30 3-4 月 待定 张建松 主办

106
电力企业数字化转型学术

交流活动
组织开展电力企业数字化转型专题讲座或学术交流活动、科普活动 50 6-7 月 待定 俞天奇 主办

107 电力数据创新应用大赛 组织电力数据创新应用大赛 80 8-9 月 待定 张建松 承办

108 电力大数据应用成果集 梳理大赛成果，形成成果集并出版 _ 11 月 待定 张建松 主办

109 论文征文活动 组织开展电力大数据技术及应用专栏征文活动 - 10-11 月 待定 俞天奇 主办

110
能源经济专委会 2022 年年

度工作会议

2022 年学会工作总结、下年工作计划讨论，会员单位、个人调整、

新增等工作通报。
50 10 月 杭州 李黎 主办



序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预计

人数
计划时间 地点 责任人

参与

形式

111

开展面向省内高耗能行业

节能改造典型方案的调研

活动

开展黑色金属延压、非金属材料、纺织、化纤、化工、石化、有色

金属等七大高耗能节能改造调研工作，针对有关行业特定产品的标

准能耗、集约能耗等进行采样研究。进一步促进能源消费监测能力

辅助政策治理。促进节能降耗产业新模式构建。

20 3 月

杭州、金

华义乌、

衢州江山

李黎 主办

112

开展新型电力系统下能源

互联网产业体系协同探究

的调研活动

针对新型电力系统下源网荷储互动、综合能源服务、能源+工业互

联网等产业协同模式调研生产中的主要问题与需求走访有关单位
20 5 月 杭州 陈佳玺 主办

113
开展石化行业用能情况研

究分析的调研活动

开展石化产业的调研活动，针对浙江石化行业在省内分布情况，产

业增加值、生产能力、能源消费与未来预测研究
20 6 月

舟山、宁

波
王曦冉 主办

114

面向消费侧的节能提升专

题讲座暨新型电力系统助

力行业用能低碳转型研讨

会议

组织邀请科研院所资深专家及规模以上企业实际管理人员开展专

题讲座，内部组织公司双碳专班、电科院、综合能源公司、地市公

司，外部组织高校、研究机构等单位开展新型电力系统助力用能低

碳转型研讨会议。

50 8 月 杭州 李黎 主办

115
能源互联网专委会 2020 年

年度工作会议

能源互联网专委会年度会议，进行 2021 年度工作总结，2022 年度

工作计划及专委会相关工作办法
80

2021 年

12 月
杭州 电科院 主办



序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预计

人数
计划时间 地点 责任人

参与

形式

116 能源互联网论文征集活动 征集能源互联网论文，请委员专家进行评审 50 4 月 杭州 电科院 主办

117 学会星级专委会交流学习 向浙江电力学会星级专委会学习先进经验，促进交叉融合 50 5 月 杭州 电科院 主办

118 配网基地参观 组织专委会委员对配网基地参观，参观细腻根据疫情决定 50 6 月 杭州 电科院 主办

119 学术交流座谈会
于年度会议后开展关于《JTU 新型电力系统电网前沿技术研判》学

术交流讲座
50 7 月 杭州 省综/浙能 主办

120 能源互联网科普 组织专委会知名企业和专家，举办能源互联网科普活动 100 8 月 杭州 省综/浙能 主办

121
能源互联网各学组学术交

流会

举办能源互联网专委会各学组之间座谈交流活动，促进交叉融合，

集智聚力
50 10 月 杭州 省综/浙能 主办

122
电力检测专委会 2022 年年

度工作会议

对 2022 年专委会年度工作进行总结，并对 2023 年度学术活动计

划进行讨论确定。
40 12 月 杭州 主任委员 主办

123 技术标准论坛
邀请标准化相关专家介绍新型电力系统、双碳方面的标准化成果和

发展趋势，交流标准化平台建设经验。
50 3 月 杭州

副主任委

员

联合

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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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实验室开放日
邀请实验室专家学者开展科普教育，开展作业安全防护科普教育，

开展面向中小学生的实验室参观、化学实验科普。
30 8 月 杭州 学术秘书

联合

主办

125
碳资产专委会 2022 年年度

工作会议

对 2022 年专委会年度工作进行总结，并对 2023 年度学术活动计

划进行讨论确定。
50 12 月 待定

谷纪亭、马

秀娟
主办

126 碳资产发展论坛 邀请来自行业、企业、金融机构的权威专家，举办碳资产发展论坛。 50 1 月 待定
谷纪亭、马

秀娟

联合

主办

127 低碳科普活动
面向中小学生开展碳电相关科普教育，内容包括低碳环保、节能降

耗等。
100 3 月/9 月 待定

谷纪亭、马

秀娟

联合

承办

128 碳排和碳资产科普活动
面向电力行业从业人员开展相关科普教育，内容包括碳排放计量核

查、碳资产管理等。
100 4 月 待定

谷纪亭、马

秀娟

联合

承办

129 碳市场论坛/专题研讨
围绕全国碳市场设计、运行、交易情况以及政策法规开展研讨，为

全国碳市场发展建言献策。
50 5 月 待定

谷纪亭、马

秀娟

联合

承办

130 碳排与碳资产技术培训 组织碳排放计量核查与碳资产管理技术培训，培养相关专业人才。 100 6 月 待定
谷纪亭、马

秀娟

联合

承办

131
碳排配额和碳交易咨询服

务

组织面向能源电力行业企业的科技服务、咨询调研活动，为企业提

供参与碳排放配额和碳减排资产交易等相关领域决策建议。
100 7 月/8 月 待定

谷纪亭、马

秀娟

联合

承办



序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预计

人数
计划时间 地点 责任人

参与

形式

132 碳资产管理专题研讨 围绕企业碳资产管理等内容展开探讨，助力企业碳资产管理。 50 10 月 待定
谷纪亭、马

秀娟

联合

承办

133 碳电协同主题征文
广泛征集碳排放计量、碳排放监测、碳资产管理、碳交易与碳金融、

碳-电协同等相关领域的优秀论文，组织期刊专栏及优秀论文评选。
100 11 月 待定

谷纪亭、马

秀娟

联合

主办

134
带电作业专委会 2022 年年

度工作会议

对 2022 年专委会年度工作进行总结，并对 2023 年度学术活动计

划进行讨论确定。
50 12 月 浙江金华 梁加凯 主办

135 带电作业技术交流会
组织专委会内带电作业专家就带电作业发展方向与新技术进行交

流，邀请国内知名专家现场讲座。
50 1 月 浙江金华 梁加凯 主办

136 配电带电作业技术研讨
组织专委会有关专家开展配电带电作业机器人技术交流和现场演

示活动，研讨配网带电作业智能化发展方向。
50 4 月 浙江金华 杨晓翔 主办

137 输电带电作业技术研讨
组织专委会内专家开展输电带电作业轻型化、智能化研讨会。研究

无人机等智能设备在输电带电作业领域的应用。
50 4 月 浙江金华 梁加凯 主办

138 带电作业科普教育

结合“全电压带电作业科普教育基地”，开展全电压带电作业科普

教育活动，面向金华地区中小学生、大型机械从业人员等开展防触

电、防外破科普教育宣传。

100 7 月 浙江金华 梁加凯 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