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ergy Storage China 2017
2017 国际储能峰会暨中国国际储能技术与应用展览会

30 - 31 March 2017

议程概览
第一天: 2017 年 3 月 30 日 (星期四)
08:00-09:00

演讲嘉宾及参会代表注册

09:00-12:00

2017 国际储能峰会开幕式暨全体大会

12:00-13:30

代表午餐及参观展览区

(皇家大饭店大宴厅)

分论坛一 (宴会厅 1)

分论坛三 (宴会厅 2+3)

储能在售配电改革中的创新与应用

全球储能市场更新 (Part 1)

13;30-15:30

15:30-16:00

16:00-18:00
09:00-16:00

茶歇及参观展览区
分论坛二

全球储能市场更新 (Part 1)

储能与电动汽车

2017 国际储能峰会暨展览会新产品、新技术发布

(储能展区, 大厅 1)

第二天: 2017 年 3 月 31 日 (星期五)
08:30-09:00

09:00-12:00

09:00-12:00
12:00-13:30

演讲嘉宾及参会代表注册
分论坛四 (宴会厅 1)

分论坛六 (宴会厅 2+3)

前沿的储能创新技术

微电网及储能创新技术

2017 国际储能峰会暨展览会新产品、新技术发布 (储能展区, 大厅 1)
代表午餐及参观展览区
分论坛亐 (宴会厅 1)

13:30-18:00

储能系统在通信系统中的应用
能源商业模式和金融服务

※ 会议主论坛及分论坛提供中英同传翻译
※ 会议日程更新亍 2017 年 2 月份，主办保留更新权利

分论坛七 (宴会厅 2+3）
储能技术在分布式光伏/储热/风能中的应用

第一天: 2017 年 3 月 30 日（星期四）
08:00-09:00

嘉宾及参会代表注册

09:00-12:25

2017 国际储能峰会开幕式暨全体大会
主持人：
中国智慧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执行秘书长&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博导
蔡茂林

教授

欢迎致辞
- 国家能源局领导
09:00-09:30

-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领导
- 中国智慧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

王忠敏 先生

- 德国储能协会(BVES)董事会成员/全球储能联盟执行委员会成员/杜塞尔多夫展览（上海）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Mr. Heiko M. Stutzinger 先生
主题演讲
09:30-09:45
09:45-10:05
10:05-10:25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 石定寰

先生

储能技术与德国能源转型 - 最新政策与市场
-德国储能协会（BVES）主席 Urban Windelen 先生
印度储能最新政策解析和市场发展趋势
-印度储能联盟创始人、常务董事长 Rahul Walawalkar 博士

10:25-10:45

莱茵 TÜV 集团大中华区太阳能及燃料电池技术 总经理

10:45-11:05

阳光三星储能电源有限公司 总经理

11:05-11:20

茶歇

11:20-11:45

李卫春 先生

吴家貌 先生

欧洲储能电池的机遇，挑战，服务及收益
- 比利时欧洲汽车工业电池制造协会 Francesco Gattiglio 先生
小组讨论:
中国“十三亐规划”中储能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储能如何借鉴成功经验，健康发展。
座谈嘉宾：
-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 石定寰

11:45-12:25

先生

- 德国储能协会（BVES）主席 Urban Windelen 先生
- 印度储能联盟创始人、常务董事长 Rahul Walawalkar 博士
- 比利时欧洲汽车工业电池制造协会 Francesco Gattiglio 先生
- 莱茵 TÜV 集团大中华区太阳能及燃料电池技术 总经理
- 阳光三星储能电源有限公司 总经理

12:25-13:30

午餐及参观展览区

吴家貌 先生

李卫春 先生

第一天: 2017 年 3 月 30 日（星期四）
分论坛一

分论坛三: 全球储能市场更新

储能在售配电改革中的创新与应用
13:00-13:30

参会嘉宾入场
主持人: 德国储能协会(BVES)董事会成
主持人：华北电力大学研究员

员/全球储能联盟执行委员会成员/杜

吴少杰 先生

塞尔多夫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

从德国角度分享储能政策，市场和技术

储能在售电中的探索与应用
13:30-14:00

- 华北电力大学研究员

Mr. Heiko M. Stutzinger 先生

13:30-13:50

吴少杰 先生

- 德国储能协会（BVES）董事会成员，
环境科学与工程（ESE）大会主席
Andreas Hauer 博士
澳大利亚储能和清洁能源最新政策和
市场发展解析

储能在配电改革的应用
14:00-14:30

13:50-14:10

- 广东振国售电有限公司董事长

裁
14:10-14:30

-阳光三星储能电源有限公司

能&储能委员会财务主管/亚太光伏产
业协会指导委员会主席/澳洲能源所总

李桅 先生

14:30-15:00

- 全球太阳能委员会总裁/新西兮太阳

14:30-14:50

Steve Blume 先生

德国工业 4.0 和储能发展成功经验
- 德国能源署中国首代 陶光远 先生
韩国电池工业协会研发组负责人
YU-TACK, KIM 先生

储能在配售电业务中的作用
15:00-15:20

- 北京北变微电网技术有限公司总工程

14:50-15:10

问答环节

15:10-15:40

茶歇及参观博览会

师 孔启祥 先生
15:20-15:40

问答环节

15:40-16:10

茶歇及参观展览区
分论坛二: 储能与电动汽车

德国储能政策及投资环境
15:40-16:00

主持人：清华大学电机系电力系统研究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驻华代表
舒友涵 (Jonathan Schoo)先生

所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胡泽春 教授
电动汽车产业发展对传统能源格局的
16:10-16:30

影响

美国储能市场的发展及案例解析
16:00-16:20

- 国网信息通信有限公司 宋宝松 先生

- 美国 Customized Energy Solutions 公
司主管 Shyam Sunder Ragupathy 先生

电动汽车一次和二次电池中大型储能
电池系统应用案例解析
16:30-16:50

- 德国 Gustav Klein GmbH & Co KG
公司销售和市场副总裁
Bernhard Rill 先生

印度储能项目案例解析
16:20-16:40

- 印度储能联盟
Debby 先生

16:50-17:10

- 中国科学院 黄学杰 教授

17:10-17:30

- TÜV 莱茵集团高级代表

16:40-17:00

问答环节
小组讨论
主持人：德国储能协会（BVES）主席

17:30-17:50

Urban Windelen 先生

- 清华大学电机系电力系统研究所副教

讨论嘉宾：

授，博士生导师 胡泽春 教授

- 德国储能协会（BVES）董事会成员，
环境科学与工程（ESE）大会主席
Andreas Hauer 博士
- 澳大利亚清洁能源理事会政策和贸
17:00-18:00

易总裁 Darren Gladman 先生
- 德国能源署中国首代 陶光远 先生
- 韩国电池工业协会研发组负责人
YU-TACK, KIM 博士

17:50-18:10

问答环节

-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驻华代表 舒
友涵 (Jonathan Schoo)先生
- 美国 Customized Energy Solutions 公
司主管
Shyam Sunder Ragupathy 先生
- 印度储能联盟 Debby 先生

第二天：2017 年 3 月 31 日（星期五）
分论坛四: 前沿的储能创新技术
08:00-09:00

参会嘉宾入场
主持人: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首席科
学家 胡学浩 先生
储能在能源系统中的应用前景

09:00-09:20

- 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副总工程师
陈铮 博士

09:20-09:40

09:40-10:00

分论坛六: 微电网及储能创新技术

蓄电池储能技术
- 东旭集团
题目待定
- TÜV 莱茵集团

中国智慧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执行秘书长&北京
航天航空大学博导
蔡茂林 教授
储能在多能亏补中的应用
电力规划设计总院战略规划处处长 徐东杰 先生
区域微电网与储电技术应用
- 中国智能输配电创新型产业集群理事长
荆书典 先生
微电网关键技术研究
- 天津天大求实电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申刚 先生

10:00-10:20

水离子电池技术

钠硫电池在微电网中的应用

- 恩力能源科技（南通）有限公司

- 北京爱索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总监

车勇 博士
10:20-10:35

问答环节

10:35-11:05

茶歇及参观博览会

11:05-11:25

11:25-11:45

预装式储能变电站在日本北海道光伏电站的应用

-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ABB 中国储能业务经理 李得地 先生

软件定义储能技术与应用

储能技术现状及铅炭电池在微电网的应用

- 联方于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董事

- 智慧能源投资控股集团北京大城绿川科技有限公司

长

CTO 王学云 先生

曾旭东 博士

- 澳门大学应用物理与材料工程学院
邵怀宇 博士

12:05-13:30

题目待定
南都电源投资的能源亏联网公司

午餐及参观展览区

分论坛五: 储能系统在通信系统中的应用
13:00-13:30

问答环节

题目待定

镁基在储能中的开发研究
11:45-12:05

白恩全 先生

分论坛七：储能技术应用与分布式光伏/储热/风能

参会嘉宾入场

嘉宾及参会代表报到

主持人: 中国泰尔实验室常务副主任

主持人：中国能源网 CEO

余斌 女士

韩晓平 先生
主题演讲

13:30-13:50

中国泰尔实验室总工
齐曙光 先生

高比例能源发展与电力转型
-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相关
领导
储能与分布式光伏

13:50-14:10

中国铁塔公司信息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主题演讲

巩新 先生

开启分布式光伏+储能国际大市场
-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领导

14:10-14:30

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座谈：储能技术与分布式光伏
座谈嘉宾：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相关领导

14:30-14:50

问答环节

-兴业太阳能研究院相关领导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相关领导
-中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相关领导

14:50-15:10

茶歇及参观博览会

14:50-15:05

问答环节

15:05-15:35

茶歇及参观博览会

能源商业模式和金融服务
主持人：巍德谊产品检测技术（上海）
有限公司技术专家 韩强 先生

储能系统与储热
15:35-15:55

主题演讲
太阳能热发电在新一代能源系统中的

15:10-15:40

15:40-16:10

-

Christoph Flink 博士

中国科学院电工所/国家太阳能光

热联盟领导

中国清洁能源和储能投融资案例分析

座谈：储能系统与储热

- 软银中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

座谈嘉宾：

经理 过蒙 先生

16:10-16:50

定位和技术要点

德国 VDE 可再生能源储能发展部门

15:55-16:35

-西北勘测设计院相关领导
-首航节能光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领导
-中海阳新能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领导

SPI 绿能宝董事长 彭小峰 先生

-天津滨海光热发电投资有限公司领导
16:35-16:55

问答环节
储能系统与风能发电

16:50-17:20

巍德谊产品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技术专家 韩强 先生

主题演讲
16:55-17:35

我国风力发电健康发展策略及未来前
景分析
-中国风能协会相关领导
座谈嘉宾：
-江苏宏观研究院相关领导

17:20-18:00

小组讨论

17:35-17:50

-大连融科储能技术发展有限公司领导
-华清科技有限公司相关领导
-三峡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领导

17:50-18:10

问答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