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单位名称 国别

1 阿尔及利亚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 阿尔及利亚

2 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能源监管研究中心 阿根廷

3 阿根廷莫斯科尼能源研究中心 阿根廷

4 布宜诺斯艾利斯技术研究院 阿根廷

5 奥地利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 奥地利

6 阿塞拜疆巴库大学能源研究所 阿塞拜疆

7 孟加拉电力能源研究所 孟加拉国

8 孟加拉实践研发中心 孟加拉国

9 欧洲亚洲事务研究所 比利时

10 圣安德烈斯大学经济研究所 玻利维亚

11 巴西PSR能源研究中心 巴西

12 巴西电力科学研究院 巴西

13 巴西技术发展研究院 巴西

14 巴西能源规划院 巴西

15 巴西圣保罗理工学院能源研究中心 巴西

16 巴西瓦卡斯基金会能源研究中心 巴西

17 里约联邦大学电力能源研究中心 巴西

18 柬埔寨皇家科学院 柬埔寨

19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可持续能源研究院 加拿大

20 北京理工大学产业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中心 中国

21 北京师范大学全球环境政策研究中心 中国

22 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研究中心 中国

23 广东省稀有金属研究所 中国

24 国网大学 中国

25 国家电网管理学院 中国

26 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 中国

27 国网经济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

28 国网技术学院 中国

29 国网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

30 广西大学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中心 中国

31 全球能源互联网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

32 山西省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中国

33 陕西晶元低碳经济服务中心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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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 中国

35 上海新能源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促进中心 中国

36 深圳市大道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 中国

37 天津电气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

38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天津再生资源研究所 中国

39 北京星河亮点研究院 中国

40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 中国

41 中国电工哈尔滨电站设备成套设计研究所有限公司 中国

42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

43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中国

44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中国

45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中国

46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中国

47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中国

48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 中国

49 中央民族大学中俄能源研究院 中国

50 中国船级社武汉规范研究所 中国

51 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中国

52 北大科技园陕西省液流储能创新中心 中国

53 港股100强研究中心 中国

54 江西省科学院能源研究所 中国

55 山东中电能源技术中心 中国

56 北京中电建联技术培训中心 中国

57 丝路国际智库交流中心 中国

58 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院 中国

59 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 中国

60 无锡数字经济研究院 中国

61 热带农业研究与高等教育中心 哥斯达黎加

62 古巴可再生能源研究中心 古巴

63 哈瓦那国际交流中心 古巴

64 丹麦南部大学能源信息中心 丹麦

65 多米尼加民航研究所 多米尼加

66 厄瓜多尔基多理工能源研究所 厄瓜多尔

67 凯迈勒国际职业汉语教育研究中心 埃及

68 埃塞俄比亚发展研究院 埃塞俄比亚

69 非洲之角经济和社会政策学院 埃塞俄比亚

70 亚的斯亚贝巴技术研究院 埃塞俄比亚



71 法国超级电网研究院 法国

72 法国能源统计所 法国

73 德国创新技术研究院 德国

74 极地热能研究中心 冰岛

75 南亚能源一体化研究院 印度

76 印度地球政策中心 印度

77 印尼蓝迪智库 印度尼西亚

78 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能源研究所 爱尔兰

79 意大利罗米斯马能源研究所 意大利

80 哈萨克斯坦绿色能源研究所 哈萨克斯坦

81 哈萨克斯坦电力与节能发展研究院 哈萨克斯坦

82 非洲科技研究中心 肯尼亚

83 绿色技术中心 韩国

84 科威特科学院 科威特

85 吉尔吉斯斯坦水电及水利研究所 吉尔吉斯斯坦

86 吉尔吉斯能源计算中心 吉尔吉斯斯坦

87 吉尔吉斯信息技术研究所 吉尔吉斯斯坦

88 墨西哥国家电力与清洁能源研究院 墨西哥

89 蒙古可再生能源知识中心 蒙古

90 蒙古能源经济研究院 蒙古

91 尼泊尔国际问题研究所 尼泊尔

92 尼泊尔研究发展中心 尼泊尔

93 非洲气候变化研究中心 尼日利亚

94 尼日利亚国家电力技能培训研究院 尼日利亚

95 可持续发展政策研究院 巴基斯坦

96 研究创新和政策中心 巴基斯坦

97 国家电网公司葡萄牙能源研究中心 葡萄牙

98 俄罗斯科学院能源研究所 俄罗斯

99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动能系统研究院 俄罗斯

100 俄罗斯能源和金融学院 俄罗斯

101 俄罗斯特高压直流研究所 俄罗斯

102 圣彼得堡原材料交易研究所 俄罗斯

103 俄罗斯理念人文科学研究所 俄罗斯

104 动力系统和电网勘测设计研究所 俄罗斯

105 全俄电工技术研究所 俄罗斯

106 赛夫电缆研究所 俄罗斯

107 巴拉诺夫电机研究所 俄罗斯



108 绝缘材料测试研究所 俄罗斯

109 莫斯科专用电缆研究所 俄罗斯

110 热力仪器研究所 俄罗斯

111 亚库波夫斯基热力电气研究院 俄罗斯

112 埃尔克姆电气设备实验室 俄罗斯

113 莫斯科伊利亚斯热电工程研究所 俄罗斯

114 圣彼得堡艾力电缆研究所 俄罗斯

115 波多利斯克电缆研究所 俄罗斯

116 莫斯科拉贝电气实验室 俄罗斯

117 奥格里斯电气测试实验室 俄罗斯

118 俄罗斯普罗太阳能研究院 俄罗斯

119 列宁格勒绝缘材料研究所 俄罗斯

120 莫斯科伊尔彼斯电源研究所 俄罗斯

121 圣彼得堡毕科电源研究所 俄罗斯

122 圣彼得堡卡姆电缆研究所 俄罗斯

123 沃德科水处理系统研究所 俄罗斯

124 文卡核能研究院 塞尔维亚

125 南洋理工大学能源研究所 新加坡

126 新加坡国立大学能源研究所 新加坡

127 南非国家能源发展研究所 南非

128 资源与能源消费研究中心 西班牙

129 瑞典环境科学研究院北京代表处 瑞典

130 湄公河次区域学术研究联合体 泰国

131 纳空平能源研究与发展研究所 泰国

132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可再生能源与能源效率中心 纳米比亚

133 地中海可再生能源中心 突尼斯

134 乌克兰国家科学院煤炭能源技术研究所 乌克兰

135 欧盟-海合会清洁能源技术中心 阿联酋

136 阿拉伯观察 英国

137 国际能源署洁净煤中心 英国

138 麦格卡塔国际创新中心 英国

139 睿博能源智库 美国

140 可再生能源与环境研究基金会 美国

141 哥伦比亚可持续投资中心 美国

142 国际太阳能研究中心 乌兹别克斯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