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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文件
中电协国便字【2020】5

关于邀请参观“EPOWER第二十届中国全电展”的函

各有关单位：

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中国数据中心工作

组、上海市节能协会、隆高展览（上海）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主办的

“EPOWER2020 第二十届全电展”，定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23 日在上

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

“EPOWER 全电展”致力于构建“创新、绿色、开放、共享”电力

能源全产业链生态平台，展品涵盖发电、输电、变电、配电、用电、

调度、通信等各环节的设备、技术及创新产品和解决方案。历经二十

年的品牌培育与资源积累，“EPOWER 全电展”已发展为电力电气行业

较具规模和广泛影响力的年度盛会。当前，以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

算等互联网技术与信息技术、数字技术深度融合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引发能源系统的深刻变革。为推动电力能源行

业发展新模式、新实践、新技术、新产品以及解决方案的普及和深化

应用，本届展会举办期间将同期召开“2020 中国综合能源服务产业高

峰论坛、电力用户侧技术发展论坛、中国分布式能源创新及应用高峰

论坛、中国数据中心绿色能源大会、第五届非道路点燃式发电机组专

题研讨会”等多场主题论坛和会议，旨在聚焦电力与能源未来之道，

更好地联通上下游产业链和市场，为国内外专业人士、相关企业提供

沟通交流、开拓商机搭建平台，打造能源互联网生态圈，为用户提供

高效智能的能源供应及增值服务。

在“EPOWER2020 第二十届全电展”即将开幕之际，特致函邀请电

力能源产业链相关单位届时莅临参观、参会！现将有关事项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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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架构

主办单位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

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

中国数据中心工作组

上海市节能协会

上海市节能协会能源互联网专委会

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应急动力专委会

上海市能源互联网创新联盟

上海余热回收利用产业联盟

支持单位

国网上海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

隆高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二、时间地点

2020 年 9 月 21 日-23 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上海浦东龙阳路 2345 号）

三、活动安排

（一）展览

1．举办时间：2020 年 9月 21 日-23 日。

2．举办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E7\E6\E5 展厅）

3．展览规模：设展面积约 3.5 万平方米，参展企业约 600 家。

4．展区设置：

（1）发电机组及分布式发电展区

（2）电力物联网及综合能源服务展区

（3）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设备展区

（二）会议

1．2020 中国综合能源服务产业高峰论坛/电力用户侧技术发展论

坛

2．中国数据中心绿色能源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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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详细日程请见附件，或登录 www.china-epower.com 查询）

四、参观参会注册

“EPOWER2020 第二十届全电展”实行“实名认证注册参观”，参

观展览、参加会议无需支付费用。为提高入场观展效率，减少排队时

间，请提前通过官网或扫描二维码进行预登记，届时携带本人身份证、

凭注册成功确认信息换领参观证件，刷身份证验证入场参观。

1.登录官网注册：www.china-epower.com（登录网址后点击“观

众登记”栏）

2.扫二维码注册：

3.注册成功后，点击屏幕下方“首页”，可了解会议日程安排、展

商展品信息、交通信息等。

4.10 人以上组团参观的单位，请填写《附件 3：组团参观登记表》，

主办单位将安排专人对接。

五、交通及乘车信息

1．浦东国际机场—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地铁：乘 2 号线至龙阳

路站换乘 7号线至花木路站下；约 50分钟；车费 5 元。

2．虹桥机场—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地铁：1 号航站楼乘 10号线

至老南京东路站换乘 2 号线至龙阳路站再换乘 7 号线至花木路站下；

约 60 分钟；车费 6 元。地铁：2 号航站楼乘 2 号线至龙阳路站换乘 7

号线至花木路站下；约 60分钟，车费 6元。

3．火车站

（1）上海火车站—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地铁：乘 1 号线到人民

广场站换乘 2号线至龙阳路站再换乘7号线至花木路站下；约60分钟；

车费 4 元。

（2）上海南站—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地铁：可乘 1 号线到人民

广场站换乘 2号线至龙阳路站再换乘7号线至花木路站下；约60分钟；

车费 5 元。

http://www.china-epower.com
http://www.china-epow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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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海虹桥火车站—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地铁：2号航站楼 乘

2号线至龙阳路站再换乘 7 号线至花木路站下；约 60分钟，车费 6元。

六、联系方式

1．中国电器工业协会

联系人：张爽 刘景丽

电 话：010-68218641 68173862

传 真：+86-10-68212346

邮 箱：bwbceeia@263.net

2．隆高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联系人：彭倩 18301797782 魏善芹 13795421790

电话：021-50185270、50185271、50185272

传真：021-51862899

邮箱：385930999@qq.com

组团参观及合作事宜：余洋，18018663139（微信同号）

附件：

1．会议日程安排

2．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位置示意图

3．组团参观登记表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

2020 年 8 月 10 日



5

附件 1：2020 中国综合能源服务产业高峰论坛 议程安排

9月 21 日上午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E6展厅主会场

时间 内容

08:40-09:00 入场签到

09:00-09:30 开幕式、领导致辞

09:30-09:50

演讲题目：待定

发言嘉宾：唐跃中,上海市电力公司副总工程师、互联

网部主任

09:50-10:10

演讲题目：待定

发言嘉宾：江秀臣,国家能源智能电网上海研发中心教

授、主任

10:10-10:30
演讲题目：综合能源系统优化规划的理论与实践

发言嘉宾：曾鸣，华北电力大学教授

10:30-10:50

演讲题目：开展综合能源服务 助力绿色智慧城市建设

发言嘉宾：张春雁，国网上海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0:50-11:10

演讲题目：能源互联网在城市应用的展望

发言嘉宾：霍沫霖,国网（苏州）城市能源研究院战略

中心主任

11:10-11:30

演讲题目：待定

发言嘉宾：王宇,国网电科院能效中心主任 研究员级

高级工程师

11:30-11:50
演讲题目：待定

发言嘉宾：沈跃栋，上海科学院研究员

11:50-12:10
演讲题目：待定

发言嘉宾：陈冉，泛在电力物联网感知实验室

12:10-13:00 参观展览/用餐/休息

9 月 21 日下午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E6展厅主会场

13:20-13:40
演讲题目：待定

发言嘉宾：钟鸣,中国电科院用电与能效所主任

13:40-14:00

演讲题目：利用多能互补系统搭建区域能源

发言嘉宾：苏夺,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机电二

院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14:00-14:20
演讲题目：待定

发言嘉宾：蒋传文,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14:20-14:40 演讲题目：综合能源服务及影响因素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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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嘉宾：魏炜,天津大学教授

14:40-15:00
演讲题目：待定

发言嘉宾：李琦芬，上海电力大学教授

15:00-15:20
演讲题目：城市型微电网的“破与立”

发言嘉宾：吴俊宏,华东电力设计院智慧能源室主任

15:20-15:40
演讲题目：待定

发言嘉宾：王伊晓,上海电力设计院互联网中心主任

15:40-16:00
演讲题目：绿色生态城区和超低能耗建筑

发言嘉宾：孙妍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主任

16:00-16:20

演讲题目：综合能源的闭环管理

发言嘉宾：欧阳丽,上海电气分布式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16:20-17:10
话题讨论:（待定）

对话嘉宾:

9 月 22 日上午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E6展厅主会场

09:30-09:50
演讲题目：

发言嘉宾：

09:50-10:10

演讲题目：校园建筑能效提升技术

发言嘉宾：谭洪卫,同济大学绿色建筑与节能中心常务

副主任

10:10-10:30

演讲题目：绿色之城、时代学府—上海电力大学临港

新校区新能源示范项目

发言嘉宾：吴亮,上海电力大学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10:30-10:50
演讲题目：

发言嘉宾：

10:50-11:10
演讲题目：用户侧能源平台的困境与思考

发言嘉宾：俞庆,杭州数元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11:10-11:30

演讲题目：新时代新环境下的分布式能源发展再思考

发言嘉宾：周大汉,上海航天智慧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11:30-11:50

演讲题目：西门子智慧综合能源全生命周期数字孪生

技术的应用

发言嘉宾：黄翔,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高级技术经

理

11:50-12:10
演讲题目：

发言嘉宾：张卫红,上海尤比酷电气有限公司

12:10-13:00 参观展览/用餐/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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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2 日下午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E6展厅主会场

13:20-13:40
演讲题目：电力需求侧管理及响应

发言嘉宾：郑庆荣,上海电力需求侧管理中心主任

13:40-14:00

演讲题目：大型公共建筑配电系统数据感知与应用探

讨

发言嘉宾：陈杰甫,上海建筑设计院机电所所长

14:00-14:20
演讲题目：城市商业综合体电气设计的关键技术

发言嘉宾：曹承属,中建八局设计院电气分院总工

14:20-14:40
演讲题目：美标医院高可靠性供电设计特点及经验

发言嘉宾：朱佳华,嘉会国际医院工程部总监

14:40-15:00

演讲题目：医院用电安全与能耗监管多元化智能管理

网

发言嘉宾：陈俊杰,华山医院动力维修科配电室

15:00-15:20

演讲题目：智能监测技术在轨道交通的应用及用户侧

能源管理

发言嘉宾：吴国权,申通地铁维保公司供电分公司

15:20-15:40
演讲题目：泛在物联构建吴淞科创城智慧能源新业态

发言嘉宾：沈南飞,宝钢特钢能环部首席工程师

15:40-16:00
演讲题目：城市电网电压暂降环境监测与分析

发言嘉宾：罗祾,国网上海电力科学研究院

16:00-16:20

演讲题目：轨道交通供电系统电能质量与改善

发言嘉宾：陈勇,上海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机

电所总工程师

16:20-16:40
演讲题目：机场航站楼电能质量治理与改善

发言嘉宾：王伟宏,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机电所

16:40-17:00
演讲题目：待定

发言嘉宾：上海宇消智能消防科技公司

参访活动

9月 23 日 10:00-11:40

参访国网上海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案列“世博园 B 片区央企总

部能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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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位置示意图

提示：

1．乘坐地铁的参会代表，建议在 7号线花木路站 5 号出口出站，经上

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2 号入口大厅进入展厅。

2．自驾车参会代表，建议将车辆停放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P1 停车

场，经花木路 3号入口大厅进入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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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组团参观登记表
1、单位信息

单位名称

地址 邮编

组团对接人 手机

电话 Email

2、我单位希望：

参观 参加研讨会

3、本次展会上我单位想购买或了解的产品与设备(名称)：

①、 ②、

③、 ④、

是否申请作为大买家： 是 否

4、本次展会上我单位最想见到的供应商(名称)：

①、 ②、

③、 ④、

是否需要主办单位帮助预约： 是 否

5、团组成员： (可另附名单回传)

姓名 单位/部门 职务 移动电话 E-mail

提示：填写后请将电子版发送至 385930999@qq.com 邮箱。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