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中国电磁兼容大会 

第二十五届国际电磁兼容与微波暨测试测量技术交流展览会 

（线上展会） 

时间：2020 年 7 月 6-25 日 

2020 年 7 月 6 日上午 

9:00-9:10 开幕式致辞 

大会主旨报告 

时间 嘉宾 题目 

9:10-9:40 

 

苏东林院士、教授、博导 

 

中国工程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磁兼容技术研究所所长 

智能系统与装备电磁环境效应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

实验室主任 

系统级电磁兼容机理问题思考 

9:40-10:10 

 

李尔平教授、博导 

 

IEEE Fellow 

长江学者、求是讲席教授 

浙江大学-伊利诺伊大学联合学院院长 

5G 时代下的电磁兼容挑战与

发展 

10:10-10:40 

 

年夫顺研究员 

 

电子测试技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主任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测试仪器首席科学家 

5G移动通信天线测试技术发展

动态 

10:40-11:10 

 

闻映红教授、博导 

 

北京交通大学电磁兼容实验室主任 

全国电磁兼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URSI中国委员会 Commission E（电磁噪声与电磁干

扰委员会）主席 

未来交通系统的电磁兼容技术

发展趋势 

11:10-11:40 

 

郑军奇教授级高工 

 

国际无线电干扰特别委员会（IEC/CISPR）副主席 

全国无线电干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79) 秘书长 

上海机器人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 

电磁兼容性能评价新技术 

休息 



 

技术专题论坛日程 

 

7 月 6 日下午电磁兼容测试、检测认证及计量校准论坛 

时间 嘉宾 题目 

14:00-14:30 

 

刘星汛博士、高级工程师 
 
北京无线电计量测试研究所（航天二院 203 所） 
电磁环境效应研究室 

宽带场强校准技术研究 

14:30-15:00 

 

胡为亚太区的市场及技术支持经理 
 
英国比克科技（Pico Technology）。 

小巧+高性能+低成本可兼得的

EMC 测试解决方案 

15:00-15:30 

 

沈庆飞高级工程师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先进测量工程中心 

仪器仪表国标符合性验证平台 

15:30-16:00 

 

罗健业务与市场总监 
 
北京卓晟互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电磁兼容测试系统的全国产化

进程 

16:00-16:30 

 

徐剑坤总经理 
 
北京信测科技有限公司 

如何选择一套满足认证要求的

测量接收机 

16:30-17:00 

 

涂辛雅高级工程师 
 
 
杭州远方电磁兼容技术有限公司 

民品EMC检测标准及测试解决

方案 

 

 



7 月 7 日上午电磁兼容设计整改技术论坛 

时间 嘉宾 题目 

10:00-10:45 

 

杨继深研究员 
 
东展科博（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辐射骚扰整改的捷径 

10:45-11:30 

 

徐强华总工程师、首席技术专家 
 
上海恩宁安全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电磁兼容性设计值得引起注意

的几个问题 

 

7 月 7 日下午电磁环境效应论坛 

时间 嘉宾 题目 

14:00-14:30 

 

张波教授、博士生导师 
 
清华大学 
IEEE 高级会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 

超特高压输电线路电晕放电及

其电磁环境效应 

14:30-15:00 

 

敖爱新高级工程师 
 
北京遥测技术研究所电磁兼容实验室 

航天系统与电磁环境效应 

15:00-15:30 

 

刘凯副主任 
 
西安爱邦电磁科技有限公司 

飞机雷电试验与防护技术研究 

15:30-16:00 

 

赵涛宁创始人、高级工程师 
 
 
苏州峰极电磁科技有限公司 

雷电间接效应三大试验方法难

点与解析 



16:00-16:30 

 

文政科高级工程师 
 
 
南京纳特通信电子有限公司 

GJB1389A 外部射频电磁环境标

准及方案解析 

 

 

7 月 8 日上午 电磁兼容标准解析及动态论坛 

时间 嘉宾 题目 

10:00-10:30 

 

崔强 博士、高级工程师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全国无线电干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A分会秘书长 

电磁兼容基础标准的更新对实

验室的影响 

10:30-11:00 

 

叶琼瑜副院长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检测所技术研究院 
全国无线电干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B 分会秘书长 

新基建时代的大型电气设备/高

功率系统现场 EMC测试探索 

11:00-11:30 

 

王延召 博士、高级工程师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电网环境保护国家重

点实验室 

全国电磁兼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直流输电线路和换流站的合成

场强与离子流密度的测量方法 

11:30-12:00 

 

李金龙高级工程师、iNARTE认证 EMC工程师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电磁兼容实验室 

全国电磁兼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B分会秘书处 

电磁兼容问题中的接地和布线

技术 

 

 

 

 



 

7 月 8 日下午汽车及汽车电子电磁兼容技术专题论坛 

时间 嘉宾 题目 

14:00-14:30 

 

徐立 副总工程师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试验所 

全国无线电干扰标准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全国无线电干扰标准化委员会 D 分会主任委员 

中国汽车电磁兼容的发展历程 

14:30-15:00 

 

朱文立高级工程师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五所质检中心副主任 
全国电磁兼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低频现象分会副主

任委员 
全国无线电干扰标准化委员会 I 分会副主任委员 

汽车微特电机及其控制电路的

电磁兼容设计 

15:00-15:30 

 

丁一夫总监、高级工程师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检测认证事业部 EMC 试验评

价技术与应用平台 

汽车电磁兼容新要求及未来发

展趋势 

15:30-16:00 

 

张君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汽车电子电器检测研究实验室 

电波暗室环境中实现电动汽车

传导充电的平台设计 

16:00-16:30 

 

胡小军主任、高级工程师 
苏州泰思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标准法规研究

室 

ISO 7637-4:2020 技术规范

解读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标准化工作专家委员会 

电磁兼容与天线专业分会成立大会 

7 月 9 日上午 

时间 参与单位 题目 

9:00-12:00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中国计量科学

研究院、北京市医疗器械检验所、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

团）有限公司、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交通大学、东

南大学、上海霍莱沃电子系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国家无线

电监测中心检测中心、南京冠君科技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

限公司、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比亚迪汽车

工业有限公司等 

1、电磁兼容与天线专业分

会章程介绍 
2、委员名单公示 
3、天线体系介绍 
4、国际技术动态及信息交

流 
 

 

 

7 月 9 日下午 5G 通信天线、电磁兼容技术专题论坛 

时间 嘉宾 题目 

14:00-14:30 

 

周峰博士、正高级工程师 
 
中国信通院泰尔实验室副总工程师 

5G 毫米波电波传播的测量研究 

14:30-15:00 

 

孟东林博士、副研究员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信息与电子计量科学和测量技术研究所 

EMC 天线校准国标 
GB/T6113.106-2018和校准场地

GB/T6113.105-2018解读及背后

的技术 

15:00-15:30 

 

周镒主任、高级工程师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泰尔终端实验室电磁干扰与兼容部 

5G 通信产品电磁兼容测试技术 

 

 

 



7 月 10 日上午 医疗器械电磁兼容技术专题论坛 

时间 嘉宾 题目 

10:00-10:45 

 

孟志平正高级工程师、主任兼所长助理 
 
医疗器械 EMC 专家 
北京市医疗器械检验所 EMC 室 

手术机器人电磁兼容相关标准

及测试方法研究 

10:45-11:30 

 

徐扬主任、高级工程师 
 
湖北省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电磁兼容室 

医用电气设备 EMS 试验中的基

本性能解读 

 

7 月 10 日下午新兴领域电磁兼容技术论坛 

时间 嘉宾 题目 

14:00-14:30 

 

吕继方博士、高级工程师 
 
江苏海洋大学 
珠海云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无人船/艇的电磁兼容设计。 

14:30-15:00 

 

罗健业务与市场总监 
 
北京卓晟互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物联网时代的电磁兼容测

试技术 

日程持续更新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