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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信息化专业协作委员会

专委会〔2016〕10 号

关于公布 2016 年度电力企业信息安全管理创新成

果奖及 2016 年（第五届）电力安全与信息技术研

讨会优秀论文评选结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推动电力企业提升信息安全工作水平，科学、规范的建

立灵活且高效的企业信息安全体系，协助企业打造安全生产环

境，提升企业事故应急能力，推动电力企业间的工作交流，表

彰电力企业信息安全创新成果，在电网公司、发电集团、核电

集团、地方电力集团等大力支持下，电力信息化专业协作委员

会举办了电力企业信息安全管理创新成果奖评选活动。

本次活动共收到企业申报资料 33 项。根据文件精神，历经





-3-

附件 1

2016 年度电力企业信息安全管理创新成果奖获奖名单

（按单位名称排序）

一等奖

《“以人为本、可续持续发展”的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建设》

国网江西省电力公司信息通信分公司  

《TDA 威胁发现创新技术应用》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惠州供电局  

《国家电投集团河南电力有限公司内网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模

型研究及应用》  

国家电投集团河南电力有限公司技术信息中心  

《基于 ISO27001:2013 国际标准的大型清洁能源企业信息安

全管理体系构建与应用》  

中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技术中心  

《核电自主化软件开发专有云平台》  

中广核研究院有限公司反应堆工程设计与安全研究中心软

件研究所

二等奖

《微信安全实时管理平台》  

河北涿州京源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基于 SSE- CMM 模型的电力信息通信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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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淮南供电公司

《西门子燃机在线远程诊断系统网络安全研究及应用》  

北京京桥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核电工程安全数据交互平台》  

国核工程有限公司

《信息安全防御体系建设》  

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珠海发电厂

《ISO27001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在阳江核电的深化应用》  

阳江核电有限公司信息文档部

三等奖

《提升企业安全服务水平的信息运维体系建设》  

国网江西省电力公司信息通信分公司

《安全生产态势监测系统专网内应用》  

内蒙古京隆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基于燃气发电企业移动智能仓储管理系统的应用》  

北京太阳宫燃气热电有限公司

《大型火力发电企业信息安全集中管理体系》  

内蒙古岱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信息系统安全运行管理提升》  

国网鸡西供电公司

《网络与信息安全防护体系》  

山西漳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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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云平台安全和虚拟安全的探讨》  

福建华电可门发电有限公司

《无人值守变电站遥视系统智能化集中管理应用研究》  

国网鞍山供电公司信通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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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优秀论文获奖名单

一等奖

《虚拟现实技术在发电企业安全生产中的应用研究》  李怡

然

《网络分析技术在网络安全管理中的应用与创新》  梁浩

《浅谈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安全问题》  王鹏

《安全服务分析》  刘心

《火电厂工控系统信息安全方案的探讨》  庄赞、贾越、林

佳飞

《信息安全中的大数据分析》  程懿

《工控系统安全对基层发电企业信息化建设的挑战》  杜彬

《建立虚拟化备份容灾体系确保信息系统核心数据安全》  

陈富强

《安全生产管理平台在发电企业中的应用》  祝艳平、王建、

李晓康、廖兴元、孙玉龙

《基于安全分区的调度数据共享平台研究》  冯晓科、韩中

杰、王强 陈超

《以信息技术助力企业构建安全生产防线》  赵大朋

《可视化 Safety 系统升级改造建设介绍》  江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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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互联网背景下发电企业数字化发展导向及应用研究》  

王利敏

《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防护体系研究》  邓赟、秦开敏、

谭正坤

《工控系统信息安全的应用研究》  张海增

《火力发电行业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体系建设思考与实

践》  司徒健辉

《光纤震动预警技术在通信光缆防外力破坏中的应用》  史

玉锋 李明 邓成飞 赵燕

《电力企业 IT 资产信息安全管理的研究与应用》  周洋

《基于指纹识别的桌面云平台搭建》  王一楠、管宇、厉井

钢、姚建凡、李伟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在核电站的深化应用》  孙磊、程朗、

张豪

二等奖

《大数据技术在火力发电厂远程诊断系统中的应用研究》  

祁舒林、李原野

《文档管理在发电企业信息化管理中的应用》  刘欣、李怡

《基于 STP 协议的分布式组网方式在基层供电企业的应用》  

王成楷、洪志章、林少斌

《虚拟化平台的可用性分析与实践》  王史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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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系统网络安全及防护研究》  刘年国、王芬、吴家奇、

李雪

《浅谈“互联网 +”在电建施工 HSE 管理中的应用》  张峰、

孙贝贝、顾永彬、郗太峰

《SDH 系统 2M 通道障碍的分析判断》  丁胜强、丁睿明

《发电企业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实施浅析》  游传平、汤

跃华、李阳

《浅谈云计算、大数据环境下的信息安全防护策略》  仝世

龙

《国家电投集团河南电力有限公司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模型研

究》  余艳波、易予江、刘毅、魏永利、马新轶、刘奉哲、万钰、

李瑞雪、李振宇、李广奇

《典型 vbs 病毒自加密技术研究及防范》  洪福鑫

《邮件系统隔离技术的应用与研究》  高骞然

《智能电网通信安全防护深化研究》  王强、史剑锋、赵志

军、余雅琴、沈元聪、王开宇

《微信与 ERP 结合在基建安全管理的应用》  何凯、孙建军

《基于乌克兰电网安全事件对 DCS 系统信息安全的思考》  

高巨贤

《基于蚁群算法的配网抢修系统研究与应用》  刘范范、严

文涛、严莉、曲延盛

《构建 SIS 与生产控制系统之间安全防护体系》  金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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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

《电厂流量数据分析在风险评估中的作用》  彭礼平、解俊

峰、吕强

《基于光伏并网调控系统的通信组网方法探析》  杨万清、

吕军、王跃东、李振威、张大巍

《信息系统风险评估及加固在电力系统的实施》  杨小宁

《IMS 技术在电力通信网络中应用的研究》  周少聪

《红河供电局对 CSGII 推广实施的研究》  蒋莹、张媛琳

《内网行为管理研究》  朱振勇 

《刍议智能电网新技术应用的信息安全防御策略与实践》  

高阿朋、刘卫明、张斌龙、苏龙嘎、孙晓达

《基于案例推理的信息通信调度事故决策研究》  袁昊、祝

唯微、张旭、李兴、柴京

《加强信息运行监控，为信息安全护航》  由文香、杨刚、

车兴辉、于建东、孙大伟

《浅谈功率平台核岛厂房辐射场测量》  何兴旭、赵永生

《堡垒机在信息安全运维中的研究与应用》  张盛安

《核电厂安全时钟设计与实现》  张富敏、许力、付振旭、

孙廷飞

《基于802.1X的核电设计网络安全接入的研究》  程劲超、

方丽、李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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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利用 RSA 双因素身份认证技术实现安全防护》  叶水勇、

汪淑芬、汪路、陈晏  

《电力监控系统安全防护在火电厂的实施现状与隐患分析》  

葛亚楠、祁舒林

《SIS系统在某电厂的深化应用与发展前景探索》  张殿朝、

王义俊、布日古德

《资产财务管理一体化系统维护策略》  刘晓霞

《光缆线路测试数据的图形化管理》  荆杰、韩艳辉

《虚拟化安全技术探讨》  刘磊

《论虚拟执行、沙箱、白名单技术对重要系统的保护》  薄

航、刘毅、王晓兵、田翠峰、翟利霞

《消除汽机主厂房通用桥式起重机控制及轨道系统安全隐患

提高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夏庆庆、宋国辉、李晓松

《浅析企业计算机网络安全管理》  王柳、李杰 

《浅析信息安全风险防控管理》  吴欣萤

《专业系统或软件在电力行业的应用与研究》  李瑞雪、李

振宇、李广奇

《计算机网络安全的漏洞分析及防范方案》  毛承

《加强压力管道监测  确保机组安全运行》  陈晟

《配置管理在海阳核电数字化电站建设中的展望》  曹姝媛、

吴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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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做好企业数据安全防护工作》  张沅

《浅谈网络环境下的企业信息安全管理》  曹媛 

《SCS-500E 稳定控制装置现场应用存在问题分析及对策》  

翟玥、刘麟

《风电场远程集中监控项目实施及过程中信息安全策略》  

盛旭满

《火力发电厂生产一体化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杨

宏鹏

《基于 SSH 框架的输电线路状态评价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何晓龙、赵志军、张帅锋、张勇、曾东、张杨、鄢祖建

《浅谈计算机网络安全》  丁君毅、丁建中、韩睿、金李星、

候一鸣

《浅谈电子档案的管理》  王思远、何凯

《#1 机组协调及一次调频控制系统优化》  王友权、孙国

辉

《电力企业ERP系统权限风险管理》  苏琦、严文涛、王玮、

刘荫、周伟、于展鹏

《基于数据中心构建电力企业数据资源全景视图》  张丞、

严莉、曲延盛、林鹏、王丞远

《浅析无线网络的安全协议和漏洞》  马能、靳晖、甘增辉、

丁纲

《上网行为管理在公司网络安全中的应用》  高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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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电厂生产控制大区等级保护测评》  张鑫、余鸿慧、

汪玮

《风电场电力监控系统安全问题与对策》  朱震峰、彭棣

《关于风电场集控中心二次安全防护方案的探讨》  钱建、

敖军

《输电线路无线传感网络低功耗通信技术研究》  刘林、祁

广源、刘冰、孙婷

《智能变电站运维隐患危险点防治》  杨万清、孙兴、张军、

娄道国

《白山发电厂企业信息网络现状与规划设计》  韩雷

《地市供电企业供电所信息通信网络全覆盖实施》  杨小宁、

邰炜、李晓娥

《电力监控系统安全防护实践案例》  许崇志、陈瑞祥、窦

国贤

《浅谈电力信息系统安全提升实践》  芮红平

《无线对射技术在门禁系统中的应用》  张晔、吴迪

《在线监测电气设备技术在我厂的应用》  刘伟

《能源行业工控安全的思考 -让信息安全看得见》  王淳

《高灵敏度空气采样式烟雾探测预警系统方案研究》  谭宏

《核电厂全寿期腐蚀管理与控制平台》  王水勇、郭文海、

张国栋、陈汉明、费克勋

《国华盘山电力生产实时系统网络隔离双机冗余方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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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佺

《对宽带系统信息安全的思考》  车兴辉、杨刚、由文香、

于建东、孙大伟

《五项措施，确保信息安全》  杨刚、车兴辉、由文香、于

建东、孙大伟

《互联网 +核电调试信息化应用研究》  方友文、张福全、

叶亮

《电站辐射防护边界防护系统设计》  曾王标、骆苏华、刁

雄杰

《数据库触发器在数据安全方面的应用》  梁恒荣、陈太全、

秦世敏

《大数据安全的新趋势解析》  李海波

《基于 Documentum 平台核电文档管理的研究与优化 

20160421 吴建明 李天陵》  吴建明、李天陵

《浅析高版本操作系统对提高核电运营工作安全性和高效

性》  林伟、谢增、邓文杰

《大型电站视频智能监控设计与深化应用》  刁雄杰、付振

旭、骆苏华

《浅谈核电站光缆通讯衰减因素及应对措施》  高跃旭、沈

名龙、彭海棠

《浅谈单向网闸在核电厂的应用》  曾暾华、何博锐、石凌

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