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6 年夏季学期新开课程申报表 

开课单位：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课 
程 
信 
息 

课程名称 
中文：能源互联网与电力市场 

英文：Energy Internet and Electricity Market 

学时/学分 16/1.0 学时分配 讲课学时（16）  实验学时（ ）  上机学时（ ）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     □全校任选课     

面向对象 电气及英才学院本科生（高年级） 

先修课程 电力工程基础，3 秋，1 学分，16 学时 

课程简介 

中文：以国内外能源互联网建设及电力市场改革为背景，以美国阿冈国家实验室(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王剑辉博士的最新研究成果为基础，在三秋“电力工程导论”学习的

基础之上，介绍能源互联网及电力市场改革的基本概念及架构、运行模式、挑战与问题等。

在此基础上介绍能源互联网及电力市场改革涉及的一些具体技术，包括能源经济学分析、

多能流建模、电力市场仿真等。此课程定位在本科阶段，全英语教学（课后由相关老师中

文辅导），为学生大四毕业设计及硕士学习奠定理论及方法基础。 

英文：This course is based on the latest research results by Dr. Jianhui Wang from 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 following the third-autumn course “Fundamentals of Power Engineering”. 
We will discuss the energy internet and electricity market reform issues in China, leveraging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The topics include the concepts and framework of energy internet and 
electricity market reform, operations and design,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etc. A few related 
critical technologies will be introduced including energy economics analysis, multi-energy 
carrier modeling, and electricity market design and simulation. This is a subject for 
undergraduates that will be taught in English, to establish the foundation for seniors’ 
dissertation and masters’ theoretical study. 

教材名称及

主要参考书 

1. M. Shahidehpour, H. Yamin and Z. Li, Market Operations in Electric Power Systems, John 
Wiley and Sons, Second Edition, 2015。 

2. 刘振亚，全球能源互联网，中国电力出版社，2015。 

教学目的 

    实现与美国阿冈国家实验室(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先进电力系统研究进行国际

接轨。基于王剑辉教授在电力系统、电力市场和能源互联网的突出研究成果，使学生掌握

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 在“电力市场和能源互联网”方面的研究方法及最新研究热点，

为电气学院学生大四毕业设计及未来的硕士学习提供参考。 

教学内容及

基本要求 

. (1) 能源互联网的基本概念（4学时） 

   以可再生能源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为背景，介绍能源互联网的基本概念，依托网

络仿真工具和平台，介绍和展示能源互联网的新特征、新理念和新技术。 

. (2) 电力市场的基本概念与方法（4学时） 

.     以电力系统和能源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为基础，介绍电力市场改革的基础理论和分析方

法，包括电力市场的建模、分析与运营理论和方法。  

. (3) 能源互联网和电力市场改革的前沿技术（8学时） 

    以能源互联网技术和电力市场改革的最新发展为背景，介绍能源互联网的高级运营和

仿真技术、能源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电力市场运行与仿真技术，以及能源互联网和电力市

场的交互和联合优化技术。 

考核方式 试与笔试相结合 



 

授 

课 

教 

师 

信 

息 

姓名 Jianhui Wang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8.10 职称 主任/教授 

最高学历 博士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所在单位 美国 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 

教师教学、科研情况简介： 

王剑辉，男，现任隶属于美国能源部的阿冈国家实验室(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电力

系统方向主任，同时兼任美国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和美国奥本大学(Auburn 
University)的客座教授。 

王博士现为本领域权威国际期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Smart Grid(影响因子 4.252)主编 
(Editor-in-Chief)，Applied Energy(影响因子 5.613)编委，Journal of Energy Engineering 编委，

Artech 出版社电力工程丛书主编，IEEE Power and Energy Magazine“运输系统电气化”专刊

特邀编委，Applied Energy“智能电网，可再生能源和气候变化”专刊特邀编委。还为全球最

具权威的电力电子行业的专业协会 IEEE 电力系统运行方法分会主席，风力和太阳能接入电

力系统工作组副主席，IEEE 智能电网创新技术国际会议 2012 技术主席, IEEE 智能电网创新

技术国际会议（欧洲 2011）特邀顾问。应邀赴 IBM、FERC（美国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西

北大学等美国各大著名研究机构和大学演讲多次。获得首届美国西北大学-阿冈国家实验室能

源研究杰出青年奖奖项，入选美国 Marquis 科学和工程名人录。 
    王博士在本领域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 140 多篇论文和 5 篇书目章节，其中 7 次为特邀文

章。论文被各大检索收录 4200 余次。文章发表的期刊涉及电力工程、智能电网、能源经济和

政策等领域。作为业界权威专家，应邀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迁小组（Internation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美国能源部、斯坦福大学 (Stanford)，丹麦 The Danish Council for 
Independent Research、以色列 Ben-Gurion University、香港理工大学及多所国内大学和研究机

构担任基金申请或报告多次。在多个 IEEE 国际会议上做主旨发言多次，包括 IEEE Smart Grid 
Comm, IEEE SEGE, IEEE HPSC and IGEC-XI 等。 

备注 

    聘请王剑辉博士开设能源互联网与电力市场课程，可促进我校电气工程学科的发展及与国际接

轨，促进电气学院与世界一流水平的 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 建立起一个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 
    校内助课教师：李卫星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