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7月16日

Knowledgeable, thoughtful, discernible and devoted



电力学院执行院长(2010-2012) & 副院长(2003-2009)，中国电机工程学会荣誉理事(2019-)，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理事(2009-2019)，广东省电机工
程学会副理事长(2011-2015)，广东省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2012-)，广州市能源学会副理事长(2010-)，IEEE Power & Energy Society- Guangzhou

Chapter副主席(2016-2019)；国内知名期刊编委：《电力系统自动化》(2017-)、《电网技术》(2020-)、《电力设备自动化》(2017-)、《电力系
统保护与控制》(2010-) &《广东电力》(2010-) 。

• 交直流互联大电网的智能化调度与控制
• 多源多智能体主动配网和多微网系统的智能化调度与控制
• 电力市场环境下源-网-荷-储的交易产品设计与协同优化

1. 团队负责人

华中科技大学，本科

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

清华大学，博士

滑铁卢大学 & 香港城市大学，访问学者

教育经历
刘明波
团队负责人(2007)

教授(2003,三级/2013)

博士生导师(2004)

社会兼职

研究领域

成果 & 奖励

• 主持973项目课题1项、863计划课题子任务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3项、省部级项目3项及企业横向科技项目50余项。

• 出版专著4本和标准2本，发表论文300余篇(40+ SCI)，申请发明专利30余项，授权发明专利11项，获软件著作权 2 项。

• 获广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排名第一），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一等奖1项（排名第六）、二等奖1项（排名第第十四）、三等奖1项

（排名第三）。

• 获我校第四届“我最喜爱的导师”称号。

• 培养博士后5名，博士23名，硕士100余名（含在职），1名研究生获校长奖学金、3名研究生获国家奖学金、1名研究生获校优秀硕士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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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

成果 & 奖励

高级实验师/ 硕士生导师/电力实验中心主任

林声宏

• 华南理工大学(学士)
• 华南理工大学(硕士)

• 电网规划
• 电力输配电网的线损分析与计算
• 架空线路载流量计算
• 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

• 主持的科研项目近30项。

• 已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并参与南方电网公司2项标准的制定，3本专著的编写。

[1] 标准：《线损理论计算技术标准》和《线损理论计算软件技术标准》

[2] 专著：《线损理论计算原理及应用》、《线损理论计算软件从入门到精通》、《线损与降损措施》

• 已获得授权发明专利5项。

• 获得的科研奖励：

[1]荣获中国南方电网公司科学技术二等奖

[2] 广东电网公司科学进步一等奖一项，三等奖二项。

2. 团队主要骨干人员



2. 团队主要骨干人员
PSIDCT

研究领域

成果 & 奖励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谢敏

• 中南工学院（学士）
•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
• 香港大学（访问学者）

• 能源互联网
• 智能电网与新能源发电
• 电力市场环境下的电力系统优化

• 主持科研项目10项。包括“广东省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权重及策略研究”、“能源互联网运行控制平台
与支撑技术体系研究及应用”、“含高维动态相依新能源的电力系统经济调度随机优化理论与方法研究”、
“广东电网省地一体化调度操作风险量化评估研究及试点应用”等。

• 是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主要参与人，作为骨干成员参与国家973计划项目“特性各异电源及负荷
的能量互补协同优化调控”、863计划项目“交直流互联大电网智能优化调度技术”，以及多项企业单位
合作课题。

• 近5年发表科研论文50余篇，其中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20篇，SCI收录15篇，EI收录20篇。

• 分别以第二和第三作者参与出版专著两部。

• 近5年申请发明专利16项，其中授权1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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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

成果 & 奖励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董萍

• 安徽大学(学士)
• 华南理工大学(硕士)
• 香港理工大学(博士) 

• 交直流混联系统的控制
• 主动配电网优化调度
• 电力市场需求响应
• 电力电子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

• 社会，学会及学术兼职
IEEE会员，担任IEEE Transactions on Power Systems、IET Generation,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s、中国电机

工程学报，电力系统自动化等杂志的审稿人。
• 主持的科研项目近15项

[1] 交直流混联电网中FACTS装置与（特）高压 直流输电系统间交互作用评价的基础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51107042，2012.1-2014.12，主持.

[2] 业扩供电方案及低压受电装置典型设计，广州供电局重点科技项目，2011.08-2012.08，主持.

• 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其中SCI收录20篇，出版南网业扩工程典型设计1本，标准2本。

• 获得授权发明专利5项。

• 获得的科研奖励：[1] 2010年度中国南方电网超高压输电公司 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2] 广东电网公司广州供电
局2012年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 获得的教学奖励：[1] 2016届本科毕业设计优秀指导教师；[2] 获得“本科课堂教学质量优秀教师”。

2. 团队主要骨干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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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

成果 & 奖励

副研究员/ 硕士生导师

林舜江

• 华南理工大学(学士)
• 湖南大学(硕士, 博士)
• 华南理工大学(博士后) 

• 含可再生能源的电力系统优化调度
• 综合能源微网优化调度
• 电压稳定分析与优化控制
• 电力系统动态负荷建模

• 广东省“千百十工程”第八批培养对象.

• 社会、学会及学术兼职：IEEE会员，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会员.

• 主持的科研项目近20项：
[1] 具有复杂耦合和时滞特性的园区综合能源微网优化调度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51977080.

[2] 基于近似动态规划理论的电力系统随机动态经济调度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51207056.

[3] 智能微网多目标随机能量优化调度方法及应用研究，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5A030313233 .

• 已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其中SCI收录16篇，EI收录的第一或通信作者论文50余篇。并参与出版专著1本：
[1]刘明波，林舜江，谢敏著．电力系统电压稳定分析与控制方法，科学出版社，2017.

• 获得授权发明专利5项
• 获得科研奖励：[1] 2008年度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2] 中国南方电网公司2013年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 获得教学奖励：
[1] 2013年度华南理工大学优秀班主任； [2] 2014年度本科教学优秀奖“科技创新优秀指导教师”；
[3] 2014、2016、2017、2019届本科毕业设计优秀指导教师； [4] 多次获得“本科课堂教学质量优秀教师” .

2. 团队主要骨干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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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
朱建全

• 福州大学 (学士)
• 广西大学 (硕士，导师：吴杰康教授)
• 清华大学 (博士，导师：卢强院士)
• 清华大学 (访问学者，导师：梅生伟教授)

•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 院长助理，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 人工智能在电力系统的应用

• 智能电网
• 电力优化调度
• 电力市场

• 广东省第八批“千百十工程”培养对象;

• 主持国家和省部级项目9项，主持或参与其它科技项目20余项；
• 发表论文60余篇(SCI 13, EI 28),申请发明专利及软件著作权10余项；
• 南方电网公司成果转化应用一等奖；
• 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科技二等奖；
• 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科技三等奖；
• 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二等奖(指导教师);

• “南网杯”第九届广东大学生节能减排工业设计大赛一等奖(指导教师)；
• 华南理工大学节能减排设计大赛二等奖(指导教师)；
• 华南理工大学优秀共产党员;

• 《Journal of Modern Power Systems and Clean Energy》杰出审稿人;

• POWERCON 2018 先进个人；
• 多次获评“本科课堂教学质量优秀教师”。

成果 & 奖励

2. 团队主要骨干人员



组建电力系统优化与控制团队，

3个成员

2007 2009 2010 2012 2016

3. 团队发展历程
PSIDCT

董萍博士加入团队

林舜江博士完成博士后研究后

加入团队

朱建全博士加入团队

团队名称由官方更名为电力系

统智能化调度与控制



可再生能源

电力市场

智能调度

代表性项目
特性各异电源及负荷的能量互补协同优化调控，973项目课题，
2013.1-2017.12，经费：4,560,000 元。

4. 研究工作特色及代表性成果
PSIDCT

代表性项目

代表性项目
交直流互联大电网智能优化调度技术，863课题子任务，
2012.4-2015.5，经费：2,770,000 元。

源-网-荷-储的市场化互补消纳机制与交易品种设计研究，广东电力
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2018.08-2020.09，经费：4,095,000 元.。

（1）近年研究方向及经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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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版的专著

◼ 刘明波，谢敏，赵维兴著.大电网
最优潮流计算，科学出版社，51
万字，2010.

◼ 刘明波，林舜江，谢敏著.电力
系统电压稳定分析与控制方法，
科学出版社，54万字，2017. ◼ 陈海涵，刘明波等著.

线损理论计算原理及
应用，中国电力出版
社，2009.

◼ 刘明波，陈海涵等著.
线损理论计算软件从
入门到精通，中国电
力出版社，200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成果 广东电网公司科技项目资助成果

4. 研究工作特色及代表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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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Kaijun Xie, Mingbo Liu, Wentian Lu*. Increment-correction method for online distributed optimisation in distribution networks with extra-high DER integration[J]. IET Renewable Power Generation,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2]Wentian Lu, Mingbo Liu*, Qingkai Liu. Increment-exchange-based decentralized multi-objective optimal power flow for active distribution grids[J]. IEEE Systems Journal, Early Access, DOI:10.1109/JSYST.2019.2956820.

[3]Honglin Chen, Mingbo Liu*, Yingqi Liu, Shunjiang Lin, Zhibin Yang. Partial surrogate cuts method for network-constrained optimal scheduling of multi-carrier energy systems with demand response[J]. Energy, 2020,196:

117119.

[4]Jiexuan Wu, Mingbo Liu, Wentian Lu*. Measurement-based online distributed optimization of networked distributed energy resourc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ical Power and Energy Systems, 2020, 117:105703.

[5]Chong Tang, Mingbo Liu*, Qingkai Liu, Ping Dong. A per-node granularity decentralized optimal power flow for radial distribution networks with PV and EV integr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ical Power and

Energy Systems, 2020, 116:105513.

[6]Chong Tang, Mingbo Liu*, Yue Dai, Zhijun Wang, Min Xie. Decentralized saddle-point dynamics solution for optimal power flow of distribution system with multi-microgrids[J]. Applied Energy, 2019, 252:113361.

[7]Zhilin Lu, Mingbo Liu, Wentian Lu*, Zhuoming Deng. Stochastic optimization of economic dispatch with wind and photovoltaic energy using the nested sparse grid-based stochastic collocation method[J]. IEEE Access,2019,

7:91827-91837.

[8]Honglin Chen, Mingbo Liu*, Ying Cheng, Shunjiang Lin. Modeling of unit commitment with AC power flow constraints through semi-continuous variables[J]. IEEE Access, 2019, 7:52015-52023.

[9]Wentian Lu, Mingbo Liu*,Shunjiang Lin, Licheng Li. Incremental-oriented ADMM for distributed optimal power flow with discrete variables in distribution networks[J]. IEEE Transactions on Smart Grid, 2019,10(6):6320-

6331.

[10]Zhijun Shen, Mingbo Liu, Wentian Lu*, Shunjiang Lin. Coordinated decentralized reactive power optimization of multi-area power systems with discrete variables based on the alternating direction method of multipliers and

Ward equivalen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ical Power and Energy Systems, 2019, 106:266-273.

[11]Zhuoming Deng, Mingbo Liu*, Honglin Chen, Wentian Lu, Ping Dong. Optimal scheduling of active distribution networks with limited switching operations using mixed-integer dynamic optimization[J]. IEEE Transactions

on Smart Grid, 2019,10(4):4221-4234.

[12]Zhuoming Deng*, Mingbo Liu, Yifeng Ouyang, Shunjiang Lin, Min Xie. Multi-objective mixed-integer dynamic optimization method applied to optimal allocation of dynamic var sources of power systems[J]. IEEE

Transactions on Power Systems, 2018,33(2):1683-1697.

[13]Wentian Lu*, Mingbo Liu, Shunjiang Lin, Licheng Li. Fully decentralized optimal power flow of multi-area interconnected power systems based on distributed interior point method[J]. IEEE Transactions on Power Systems,

2018,33(1):901-910.

[14]Jiabin Zheng, Mingbo Liu*, Wentian Lu, Min Xie, Jianquan Zhu. Extended ADMMs for RPO of large-scale power systems with discrete controls[J]. IET Generation, Transmission & Distribution, 2018, 12(11):2624-2632.

[15]Shunjiang Lin*, Mingbo Liu, Qifeng Li, Wentian Lu, Yuan Yan, Cuiping Liu. Normalized normal constraint algorithm applied to multi-objective security-constrained optimal generation dispatch of large-scale power systems

with wind farms and pumped-storage hydroelectric stations[J]. IET Generation, Transmission & Distribution, 2017, 11(6):1539-1548.

[16]Wenmeng Zhao*, Mingbo Liu, Jianquan Zhu, Licheng Li. Fully decentralised multi-area dynamic economic dispatch for large-scale power systems via cutting plane consensus[J]. IET Generation, Transmission & Distribution,

2016, 10(10):2486-2495.

[17]Yimu Fu*, Mingbo Liu, Licheng Li. Multiobjective stochastic economic dispatch with variable wind generation using scenario-based decomposition and asynchronous block iteration[J]. IEEE Transactions on Sustainable

Energy, 2016, 7(1):139-149.

[18]Qing Li*, Mingbo Liu, Huiye Liu. Piecewise normalized normal constraint method applied to minimization of voltage deviation and active power loss in ac/dc hybrid power system[J]. IEEE Transactions on Power Systems,

2015, 30(3):1243-1251.

[19]Mingbo Liu, Claudio A. Cañizares*,W.Huang. Reactive power and voltage control in distribution systems with limited switching operations[J]. IEEE Transactions on Power Systems, 2009,24(2):889-899.

[20]Mingbo Liu*, S.K.Tso and Cheng Ying. An extended nonlinear primal-dual interior-point algorithm for reactive-power optimization of large-scale power systems with discrete control variables[J]. IEEE Transactions on

Power Systems, 2002, 17(4):982-991.

（3）代表性论文

4. 研究工作特色及代表性成果



5. 研究工作的高性能计算平台
PSIDCT

DELL Blade 

Computer

• 16 blades and 32 CPUs

IBM Commercial 

Server

• 8 CPUs

GPU Computing 

System
• 6-core 12-thread 3.4 GHz 

CPU

• Jijia AORUS GTX 1080Ti 

WATERFORCE Xtreme

Edition GPU

◼ MATLAB : supports distributed computing of 256 threads

◼ GMAS : includes eight solvers ( MOSEK, GUROBI, SBB, BARON, CONOPT, 

CPLEX, DICOPT, MINOS, SNOPT), and supports multi-user mathematical 

optimization computation.

◼ PSCAD/EMTDC, DIgSILENT, Origin, BPA softwares.



6. 研究生梯队情况
PSIDCT

团队生活
博士后 / 1

博士生/ 4

硕士生 / 39

(不包括在职研究生) 

毕业学生
博士后 / 5

博士 / 23

硕士 / 100+ 

(不包括在职研究生)

在校学生

• 每周每位教师组织一次例行组会。

• 针对具体项目，团队组织专题讨论

会。

• 开题、中期考核、答辩每年在团队

内定期举行。

• 邀请相关学者来团队内交流。

就业情况

• 大多数受雇于电网企业，主要从事电

力系统规划、设计、生产、调度、运

行和管理。

• 部分已成为电网企业的技术和管理骨

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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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莫道克大学Dr. Farhad Shahnia from Murdoch University,2018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 Claudio Canizares 教授访问（2019）

7. 团队活动剪影

承办973计划项目年度总结大会

研究生答辩（2016）

课题组学术交流（2019）

课题组新年聚餐（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