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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技协综智能源 „2022‟3 号 
   

 

关于综合智慧能源专业委员会、《综合智慧能

源》期刊联合征集论文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有关单位： 

为推进综合智慧能源产业发展，展示综合智慧能源新业态创

新成果，中国电力技术市场协会综合智慧能源专业委员会、《综

合智慧能源》期刊邀请西安交通大学、天津大学、电力规划设计

总院、东北电力大学、上海电力大学、华北电力大学等相关专家

担任特约主编，共同主持“支撑新型电力系统的综合智慧能源关

键技术”专题，探讨解决综合智慧能源规划投资、低碳协调运行、

能源数字化、信息安全等方面的关键痛点问题，欢迎业内同仁踊

跃投稿。 

综合智慧能源专业委员会成立于 2018 年，是中国电力技术

ASUS
文本框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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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协会的分支机构，致力于推进我国综合智慧能源建设协同创

新、快速发展，联合能源集团、工业园区、科研机构、设备制造

企业等，开展综合智慧能源技术交流与协作，组织编制综合智慧

能源技术标准与规范，推动综合智慧能源新技术应用，促进综合

智慧能源科技成果转化，积极为国家政府有关部门和行业相关企

业建言献策。综合智慧能源专业委员会已连续两年成功举办综合

智慧能源大会暨优秀案例发布会，并发布《综合智慧能源优秀项

目案例集》，得到了国家能源局等政府部门、行业和社会各界的

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 

《综合智慧能源》(原《华电技术》)创刊于 1979 年，是经

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优秀电力期刊（CN 

41-1461/TK，ISSN 2097-0706），由中国华电集团主管，办刊宗

旨为：立足电力能源领域，刊载综合能源系统和智慧能源技术等

能源科技前沿信息，传播综合智慧能源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

工艺，服务国家能源安全战略。2020 年以来，已邀请中科院、

天津大学、华北电力大学等机构 50 余位专家担任特约主编，出

版“碳中和”“综合智慧能源”等专刊 16 期，学术水平大幅提升，

期刊各项指标快速大幅增长。2021 年刊文知网下载总量超过

51000 次，篇均下载 350 余次，位列能动类（TM 类）期刊第一、

电气类（TM 类）期刊第四。2022 年启用《综合智慧能源》刊名

后将在多位院士领衔的强大编委团队支持下，延续“专刊出版”

模式，努力创办一流科技期刊，高水平服务综合智慧能源行业和

国家能源安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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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征稿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综合智慧能源对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作用 

2.综合智慧能源发展现状及关键技术研究 

3.综合智慧能源规划设计及路径优化   

4.综合智慧能源系统投资、运营及交易技术 

5.综合智慧能源系统信息物理安全风险分析与防护 

6.人工智能、区块链、数字孪生、5G 等技术在综合智慧能

源系统中的融合应用 

7.综合智慧能源系统数据要素的价值挖掘与隐私防护技术 

8.综合能源系统多目标优化与低碳经济调度 

9.综合智慧能源现存瓶颈与解决方案 

二、时间进度 

特刊拟于 2022年 4月 30日截稿。综合智慧能源专业委员会、

《综合智慧能源》期刊将联合持续征稿，优秀稿件同等条件下优

先安排在《综合智慧能源》刊出。 

三、优秀论文评选 

由综合智慧能源专委会和《综合智慧能源》期刊共同组成专

家组对征集到的论文进行评审，推荐到《综合智慧能源》期刊“支

撑新型电力系统的综合智慧能源关键技术”特刊发表，并评出一、

二、三等奖若干名，在综合智慧能源大会上进行表彰。 

四、征稿要求 

1.论文应具有原创性，未公开发表，未一稿多投，不涉及署

名争议，不涉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和泄露国家机密的内容，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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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论文内容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负责。 

2.论文正文不少于 5000 字，按照《综合智慧能源》论文格

式要求使用 Word 软件排版，论文模板见附件 1，或者在网站

（www.hdpower.net）首页“作者中心”下载。 

3.请保留论文图片、曲线和表格原始文件，投稿时按规定提

交。 

4.论文作者应遵守相关学术不端规定，若对推荐发表无异议，

提交论文时请签署《著作权转让协议》，见附件 2。 

五、投稿方式 

1.在线投稿（推荐）：登录在线采编系统（www.hdpower.net），

完成在线全文投稿，栏目选择“综合智慧能源特刊”，欢迎投稿

时推荐审稿人。 

2.邮箱投稿：cetma01@163.com     （综合智慧能源专委会） 

hdjs-chd@vip.163.com 

（《综合智慧能源》编辑部） 

3.咨询联系：刘  芳 0371-58501060/13838002988  

杨满成 010-63918755/13801175292  

王晓璐 010-86625486/15210725716 

 

 

    中国电力技术市场协会       《综合智慧能源》编辑部 

综合智慧能源专业委员会 

2022 年 1月 18日             2022 年 1月 18日   

白银雷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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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OI：10.3969/j.issn.2097-0706.2022.01.000 

论文题目（尽量不超过 20 字）

English Title 

第 1 作者 1，通信作者 2* 

English Name
1

English Name
2* 

（1.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北京 100190；2.西安交通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西安 710049） 

（1.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Thermophysics,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90，China；2.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China） 

摘  要：摘要内容应说明目的、方法、结果、结论，不少于 字。摘要应具有独立性和自明性，并

拥有与文献同等量的主要信息，不阅读全文就能获得必要的信息。不写本学科领域已成常识的内容及

行业背景；应反映文章主要的技术内容，阐明文章的思路及重点；客观阐述结论或试验结果，不对研

究结果进行主观评价；不使用特殊字符和公式，缩略词请给出中文全称。

关键词：关键词 1；关键词 2；关键词 3；关键词 4；关键词 5；关键词 6（请提供 5～8个关键词） 

中 图 分类 号 ： ：           文 献 标志 码 ： A         文 章编 号 ：

2097-0706(2022)01-0000-00 

Abstract：英文摘要需注意用词准确，注意保持与图题、表题翻译的一致性。□□□□□□□□□□

□□□□□□□□□□□□□□□□□□□□□□□□□□□□□□□□□□□□□□□□□□□□

□□□□□□□□□□□□□□□□□□□□□□□□□□□□□□□□□□□□□□□□□□□□

□□□□□□□□□□□□□□□□□□□□□□□□□□□□□□□□□□□□□□□□□□□□

□□□□□□□□□□□□□□□□□□□□□□□□□□□□□□□□□□□□□□□□□□□□

□□□□□□□□□□□□□□□□□□□. 

Keywords keyword1；keyword2；keyword3；keyword4；keyword5；keyword6 

0  引言 

引言应以简短的篇幅介绍论文的写作背

景和目的，以及相关领域内前人所做工作和

研究的概括。说明本研究与前人工作的关系，

目前研究的热点、存在的问题及作者工作所

解决的问题。引言中不出现图表和公式。 

1  一级标题 

1.1  二级标题 

□□□□□□□□□□□□□□□□□

□□□□□□□□□□□□□□□□□□□

□□按参考文献列表顺序在文中标出每条参

考文献的引用位置[1]。 

□□□□□□□□□□□□□□□□□

□□□□□□□□□□□□□□□□□□□

□□□□□□□□□□□□□□□□□□□

□□□□□□□□□□□□□□□□□□□

□□□□□□□□□□□□□□□□□□□

□□□□□□□□□□□□□□□□□□□
[2-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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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三级标题 

□□□□□□□□□□□□□□□□□

□□□□□□□□□□□□□□□□□□□

□□□□□□□□□□□□
[4-6]。□□□□□□

□□□□□□□□□□□□□□□□□□□□

□□□□□□□□□□□□□□□□□□□□

□[7-8]。 

□□□□□□□□□□□□□□□□□

□□□□□□□□□□□□□□□□□□□□

□□□□□□□□□□□□□□□□□□□

□□□□[9]。 

图题、表题应具有自明性，使读者在不

阅读正文的情况下也能理解图或表所表达的

内容。图、表要求及示例如下。 

图 1  中文图题 

Fig.1  English title 

我刊为彩色印刷，投稿时尽量保留原图

色彩；补全坐标轴量的名称、符号和单位，

量符号为斜体，单位为正体，量与单位间用

左斜线分隔，单位中各部分采用相乘的格式，

如：速度 v/(m·s
-1
)。 

使用 CAD、Visio、Illustrator、Excle

等绘图软件制图，并存为矢量格式文件；对

于 Matlab、Origin等工程技术软件生成的图

片，可选择导出 eps格式文件；照片请提供

高清原图；若有分图，以 a，b，…编号并加

分图题，分图号及分图题置于分图正下方。 

表 1  中文表题 

Tab.1  English title 

项目 
窄带可调频发

生器 

宽频可调频发

生器 

频率范围/Hz 30～300 20～10 000 

声功率/W ≥10 000 30 000 

声压级/dB ≥155 ≥160 

驱动气体压力/MPa 0.4～0.8 0.2～0.3 

耗气量/(m
3·min

-1
) ≤10 ≤15 

注：表中同类数值小数点后位数保持一致；表中

数值要与正文保持一致。 

表格采用三线表，顶线和底线为 1.0磅

粗，栏目线为 0.5磅粗；表头中量符号、名

称及单位的表达方式同插图一致。 

2  一级标题  

2.1  二级标题 

MathType

Word

 

2

1

pre

RMSE )(
1






n

i T

TT

n
E ， 

式中：ERMSE为均方根误差；T为真实值；Tpre

为预测值；n为预测样本数。 

    

 

3  结束语（结论） 

结论是在理论论证、数理推导、调查研

究和实验研究所取得结果的基础上，通过严

密的逻辑推理而得出的创新性、指导性、客

观性、普遍性的论断以及对结果的说明或认

识等。 

结束语是对全文的总结性、概括性表述

或进一步说明。如再次点明论题，概括本文

主要内容和研究结果（注意不要与摘要和引

言重复），指出本研究之不足或局限性，提出

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或指明研究方向，阐明

论题及研究结果的价值、意义和应用前景，

对有关建议及相关内容作补充说明。 

 

致谢： 

对论文撰写过程中曾直接给予帮助的人

员表达自己的谢意（非必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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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作者.书名[M].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2]韩峰，张衍国，严矫平，等. 综合能源服务业务

和合作模式[J]. 华电技术, 2019, 41(11): 1-4.  

HAN Feng，ZHANG Yanguo，YAN Jiaoping，et al. 

Integrated energy service and cooperation modes[J]. 

Huadian Technology, 2019, 41(11): 1-4. 

[3]作者.文题[C]//会议主办单位.论文集名称， 

出版年：起止页码. 

[4]作者.学位论文名称[D].地点：单位，年份. 

[5]作者.报告名称[R]. 地点：单位，年份. 

[6]标准名称：标准编号[S]. 

[7]专利所有者.专利题名：专利号[P].公告日期或公

开日期 

[引用日期]. 

[8]主要责任者.电 子 文 献 题 名 [电子文献及载体

类型标 

识].出处或地址，发表日期/引用日期（任选）. 

[9]作者.其他类型文献题名[Z].出版地:出版者,出

版年. 

 

作者简介： 

    第 1 作者(出生年—)，性别（非汉民族），籍贯(省、

市/县)，职称，学位，从事……………、……………

工作（E-mail:xxxxx@xxx.xxx）。 

通信作者*(出生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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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转让协议 

     一、全体作者同意，本作品提交给《综合智慧能源》期刊后

一经录用，作者即将论文整体以及附属于作品的图、表、摘要或

其他可以从论文中提取部分的全部复制传播的权利——包括但不

限于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表演权、翻译权、汇编

权、改编权等权利转让给期刊编辑部。 

二、《综合智慧能源》编辑部有权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式

使用：以各种已知或将来可能出现的形态、格式和介质（包括但

不限于纸质、光盘、磁盘、网络等形式）复制、发行、传播该作

品；翻译、改编、汇编该作品，以及利用该作品中的图表，摘要

或任何部分衍生其他作品；以各种表达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口头、

书面）表演传播该作品；将上述权利的全部或者部分许可给第三

方使用等。 

三、本作品发表后，作者不得再自行或许可他人以任何形式

使用该作品，但论文作者本人可以在其后继的作品中引用或翻译

该论文中部分内容，或将其汇编在其非期刊类的文集中，但应注

明发表于《综合智慧能源》年月和卷期。 

四、转让期限：著作权保护期限；转让使用范围：全球范围；

转让费用：本协议权利转让费用包含在稿费中，编辑部于作品发

表后 90日内支付。 

五、作者承诺：本作品是独立取得的原创性成果，且不涉及

涉密和一稿多投问题，若发生侵权或泄密问题，由作者负责；作

者之间无署名及排序纠纷，如果发生版权纠纷，由作者负责。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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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作者的增减或变更，需通讯作者出具亲笔签名的许可信。 

六、本协议自作者签字之日起生效，签字后作者将纸质版协

议原件邮寄至本刊。若作者通过电子邮箱、投稿系统等方式提交

协议复印件/扫描件的，视为其认可复印件/扫描件与原件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若论文为合作作品的，需保证全体作者已协商一致，

均认可本协议内容。投稿时未提交版权协议的，视为认可本协议。 

七、本协议要求全体作者签字，若因地域等因素无法同时签

字的，可委托通讯作者代签，视同全体签字同意本协议。 

 

 

 

全体作者（或授权代表）签字： 

签字日期：_____ 年_____月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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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技协综合能源专业委员会         2022 年 1月 1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