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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动力工程学会超超临界机组技术交流 2012 年会

正式通知

各有关单位：

会议定于 12 月 6日在宁波召开。届时 48 位专家演讲（内容有深度、有高度、

有创新，系最新研究成果和真正解决生产一线实际问题），参观神华集团北京国

华电力分公司所属浙江国华浙能发电有限公司。会议由中国电力科技网承办。

具体发言题目、报告人见附件或浏览中国电力科技网会议专题。

一、交通路线

会议地址：宁波伯豪华府大酒店，宁波市鄞州区集士港春华路 1288 号。

火车东站：坐 516 路公交到达药行街（中国银行）站，转 357 到杨家站下车。

汽车南站：坐 622 到达杨家站下车或在妇儿医院站坐 357 到杨家站下车。

客运中心：坐 115 路公交到薛家站，转 622 路公交到杨家站下车。

宁波机场：酒店离机场仅 15 分钟车程，打车起步费即到。

二、日程安排

12 月 5日报到；6-7 日 48 位专家主题演讲、专题报告，专家答疑，综合报告，

互动研讨；8日技术参观等；9日返程。

三、与会须知

1、请参会者登陆中国电力科技网会议专题下载“回执表”和“调查表”，填

好后加盖单位公章尽快将“回执表”传真至 4006981163 转 26965，以待会务组

署名编号的“报到通知”； 疑难问题 “调查表”，组织专业技术人员集体研究，

汇总确定本单位亟待解决的疑难问题及热点、焦点，以 word 文档形式发至邮箱

rd8856@vip.163.com,以便专家及代表提前准备、重点解答。

2、火电厂及主管单位、科研院所、主机厂和中国动力工程学会会员单位会

务费 1400 元/人，其它厂商 2200 元/人；食宿统一安排，宿费自理（五星级酒店：

460 元/日/间，230 元/日/床）。

四、会务联系

中国电力科技网魏毓璞主任，手机：18801034448；杨彤处长：13801064147；

闫晓英：13905338773；席长友：13561638982；杨伟：18606386982。

详情浏览中国电力科技网 www.eptchina.com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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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动力工程学会
（2012）动学字第 12 号

关于召开超超临界机组技术交流 2012 年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我国目前已经投运的 1000MW 超超临界机组有近 50 台，在建的有近 70

台（其中有部分机组再热参数有所提高），600MW 等级投运、在建、设计的

超临界、超超临界机组约 300 台。未来的 10 年或更长时间内，以煤电为主

的能源电力结构不会改变，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以其性能可靠、节能环

保仍将为我国能源建设的主力机组。

为搭建各大电力公司及所属电厂、主辅机制造厂、电力设计院、科研

院所等相关企业技术交流平台，提高我国超超临界机组安全、可靠经济运

行经验，中国动力工程学会从 2007 年开始已连续五年，分别在泰安、大连、

上海、温州、汕头召开了 600/1000 MW 超超临界机组技术交流研讨会，就

机组设计、制造、安装、运行、检修、管理等进行技术交流和疑难问题互

动探讨，并分别参观了华电邹县电厂、华能营口电厂、上海外高桥第三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华能玉环电厂和华能海门电厂，五届研讨会引起国内外

同行高度关注，与会嘉宾踊跃。2011 年汕头会议后的一年间，各集团公司、

科研院所和相关企业在提高超超临界机组运行可靠性、环保指标水平和持

续改进综合经济性能等方面，又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积累了许多可

鉴借的经验。为持续交流和共同探讨超超临界机组技术，我会将于 12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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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宁波召开“超超临界机组技术交流 2012 年会”，会议期间安排参观神

华集团北京国华电力分公司所属浙江国华浙能发电有限公司。欢迎相关单

位和科技工作者积极撰稿、参会。现将会议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内容

会议安排大会报告、分会交流、互动答疑和技术参观等，发言题目、报

告人及单位见附件或浏览中国电力科技网会议专题。

二、日程安排

12 月 5 日报到；6-8 日会议交流；9日返程。

三、相关事项

1、请参会者登陆中国电力科技网会议专题下载回执表和疑难问题及热

点、焦点调查表，填好后加盖单位公章尽早将回执表传真至 4006981163 转

26965，以待会务组署名编号的“报到通知”，详告交通路线和有关会务等

事宜；调查表发至邮箱,以便专家提前准备、重点解答。

2、各发电集团、省市区分公司、火电厂、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主机

厂和中国动力工程学会会员单位会务费 1400 元/人，其它厂商 2200 元/人；

食宿统一安排，宿费自理。

欢迎来电索取赞助方案！

四、联系方式

承办：中国电力科技网魏毓璞主任，18801034448、13561638966。

杨彤，13801064147，闫晓英，18606386982，刘萍，13561638982。

传真：4006981163 转 26965，邮箱：rd8856@vip.163.com。

有关会议信息请浏览：中国动力工程学会 www.cpeweb.com.cn

详情浏览中国电力科技网：www.eptchina.com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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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超超临界机组技术交流 2012 年会会议内容

序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职称/职务

1.
国产超超临界汽轮机经济性评估 赵伟光

东北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首

席专家

2.
国内百万机组金属部件失效案例分析 刘鸿国

华能金属材料与焊接专家组副组

长

3.
1000MW 机组的主、再热汽温调整 吕杰

国华绥中发电有限公司发电部高

级工程师

4. 湿法脱硫烟囱防腐技术面临的问题

与防腐技术的选择
邱质彬 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工程师

5. 1000MW 汽轮发电机小轴系振动的处理

方法
蔡忠

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发电

机厂工艺部主任

6. 700℃以上等级超超临界汽轮机高中压

转子用材探讨
彭建强

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材

料研究室主任

7. 超超临界参数锅炉受热面管材抗氧化性

能评估
金万里

中电国际淮南平圩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高级工程师

8. 百万千万机组汽轮机驱动式引风机节能

技术研究
冯庭有 华能广东海门电厂运行部副值长

9. 1000MW 超超临界机组经济运行工作探

讨
魏刚

天津国投津能发电有限公司副总

工程师

10. 上汽－西门子超超临界 1000MW 汽轮机

通流特性试验与优化分析
孙永平

浙江省电力试验研究院高级工程

师

11.
基于安全性分析的主蒸汽耗差研究 丁士发

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计研究院高

级工程师

12. 新投产机组超超临界机组能耗诊断研究

介绍
靖长财

神华国华（北京）电力研究院技术

监督管理部经理

13.
百万机组水质控制及过热器清洗 曹杰玉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电站化

学技术部主任

14. 超超临界汽轮机的两阀滑压单调门阀点

控制研究及工程应用
尹金亮

中电投河南平顶山发电分公司高

级工程师

15. 1000MW 超超临界火电机组凝泵深度变

频的探索与实践
赵智慧 华能玉环电厂工程师

16. 1000MW 超超临界机组若干非典型操作 黄寅 华能汽机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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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与实践

17. 华能玉环电厂 1000MW 超超临界锅炉空

预器卡涩在线处理浅析
李来春 华能玉环电厂技术专家

18. 百万千瓦超超临界机组脱硝系统经济运

行研究
武云鹏 华能玉环电厂高级工程师

19. 1000MW 汽轮机转子热应力监控系统中

温差的计算方法研究
杨宇

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计研究院高

级工程师

20. 1000MW 等级超超临界双切圆塔式锅炉

研制开发
于泽忠

哈尔滨锅炉厂责任有限公司锅炉

设计开发处处长

21.
电力改革十年，谱写辉煌乐章 杨富

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电力安全专家

委员会材料专家/国际焊接工程师

22. 燃褐煤超超临界机组设计技术发展方向

分析
龙辉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公司研发

中心副主任

23.
上锅二次再热超超临界锅炉设计 徐雪元

国家 700℃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技术

创新联盟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4.
智能电站控制技术与展望 陈世和

广东电网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所

长

25. 两台 1000MW 超超临界锅炉投运四年零

爆泄的基建经验
周江

北仑发电有限公司国电华东一级

专家

26. 超超临界机组直流锅炉水冷壁节流孔圈

结垢堵塞超温防范对策
刘玉海

深能合和电力（河源）有限公司高

级工程师

27. 30Cr2Ni4MoV 钢低压转子运行后解剖

分析
赵双群

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计研究院能

源装备检测与评定事业部教授

28. 1000MW 超超临界机组空冷运行经验探

讨
曹久亚

华电国际灵武发电有限公司副总

工程师兼运行部主任

29. 1000MW 超超临界火电机组关键性技术

及调试策划
彭敏

湖南省电力公司试验研究院副总

工程师

30. 超超临界机组汽轮机额定背压偏差和对

策
蒋寻寒 安徽电力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31. 1000MW 超超临界塔式锅炉循环与直流

转换技术及实践
黄伟

湖南省电力公司试验研究院高级

工程师

32.
国产 1000MW 机组协调控制系统介绍 叶祺贤

上海电力建设启动调整试验所项

目经理

33. 哈汽新型超超临界百万千瓦等级汽轮机

技术特点
翟玉琛

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设

计一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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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时间尺度整定法在超超临界机组控制系

统中的应用
黄卫剑

广东电网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教

授级高级工程师

35. 超超临界机组运行优化及能耗诊断最新

研究成果
黄新

上海明华电力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部门经理

36. 超超临界机组循环化学控制优化技术与

高温蒸汽氧化皮问题探讨
游

上海明华电力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化环部总工程师

37. 百万千瓦机组湿法烟气脱硫系统基建调

试阶段难题的综合治理
张向群

辽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

院调试所高级工程师

38. 660MW 超超临界在役机组管道焊口返修

探讨
蒙殿武

大唐国际吕四港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金属主管

39. 超超临界机组配置湿式电除尘器应用研

究
陶秋根 华东电力设计院高级工程师

40. 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厂 FCB 及电网黑启

动
王雷

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高级工程师/电气主管

41. 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厂超超临界机组节

能环保技术
孙国星

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节能环保主管

42. 基于超超临界机组热机作功初参数研究

的滑压运行控制策略以及其它方面应用

研究和实践

倪定
浙江浙能能源技术有限公司高级

工程师

43. 超超临界锅炉用 T91 钢服役 3 万小时性

能评价
魏玉忠 华电国际邹县发电厂金属主管

44. 石洞口二厂 660mw 超超临界汽轮机及配

套给水泵运行特点及故障诊断
顾溢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汽机主

管

45. 660MW 超超临界锅炉与 600MW 超临界锅

炉后水冷壁悬吊系统结构优化分析
任平 华能金属专家

46. 百万机组汽轮机低压转子现场车削技术

研究应用
印旭洋

国华浙能发电有限公司B厂设备维

护部高级工程师/高级主管

47. 1000MW 多模块高温气冷堆超超临界机

组设计及模拟分析
周志伟

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

院教授

48. 1000MW 超超临界锅炉受热面失效分析

研究
尤华

华电国际邹县发电厂高级工程师/

厂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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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回执表

超超临界机组技术交流 2012 年会

序号 姓 名
职务

职称
工作单位 电话 传真 手机 电子邮件

住房要求

单住 合住

地址、邮编及其他内容：

单位公章

备注：

1、此表复印有效；请务必将各项内容填写完整并加盖单位公章。

2、回执请发至传真：4006981163 转 26965；亦可扫描发至邮箱 rd8856@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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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套电力行业专家讲座及答疑研讨会全程实况录像 DVD 光盘简介

网站诞辰倾情奉献大酬宾——本活动年底结束，欲购从速！

各有关单位技术主管、资料室：

22 年来我们始终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指导方针，稳步发展，取

得了一些成绩，特别是近年来制作 43 套光盘，内容珍贵且专家演讲答疑精彩。

值此诞辰之际，为了满足广大电力科技工作者的要求，经研究决定：43 套光盘

以 3折（10 套及以上 2折）倾情奉献。

部分技术研讨会及光盘系列简介：

制作 43 套电力行业专家演讲及答疑实况录像高清晰光盘，这一举措使我国

广大电力科技工程技术工作者深受感动，得到科研院所、设计制造、施工调试、

辅机配套厂商，特别是运行与检修工程技术人员喜爱，同时也是大学课堂教学

的新亮点。参加研讨会，交通、会务、食宿等费用少则几千，多则上万。而现

在只需几百元定购光盘，即可利用多媒体设备，高效、低成本地集体观看权威

专家精彩演讲和答疑；个人亦可业余时间利用电脑“充电”。

发电厂和电力公司往往订购一套刻录多套，运行和检修生产一线工作者利

用学习班组织集体收看，总工程师、生产主管部门等领导晚上值班查岗利用电

脑收看。电力科学研究院、设计院、电建公司、主辅机制造厂及高等院校一般

订购一套存放资料室、图书馆，供科研人员刻录收看，原版不提供。这对于未

参会者，有机会收看光盘：既可弥补遗憾，又有亲临会场的收获。目前，这些

光盘已成为电力行业广大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学习的首选资料，大家亲切地称

其为中国电力行业的“百家讲坛”。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于 2008 年 1、4、9 月，2009 年 9 月、2010 年 3 月和

2011 年 6 月分别在济南、昆明、北戴河、贵阳、三亚和昆明针对锅炉、汽机、

电机生产过程和设备改造中的技术难题召开研讨会，通过新技术讲座、疑难问

题解答、典型案例分析等方式突出在线监测和状态检修这一主题。讲座产、学、

研结合，理论联系实际，演讲精彩，答疑精准，150 多位资深专家和生产一线的

高级技术主管作 120 个专题报告，1400 位代表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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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1000MW 超超临界机组新型钢国产化研讨会”和“超超临界机组管道

及管件国产化研讨会”分别于 2009 年 4 月、2010 年 6 月在扬州和天津召开，来

自发电集团公司、发电厂、电力建设和修造单位、电力科学研究与设计单位、

电力设备制造企业、钢铁企业、金属材料研究单位、钢管及管件生产企业、高

等院校、设备质量监督检验部门、电源投资及物资公司等领域的代表 540 余人

出席了会议。72 位专家就超超临界机组管道及管件的强化机理、组织结构、冶

炼、成型加工、服役性能等方面的自主化研究进展及新型钢和管件生产应用等

方面发表演讲。两次会议论文集收录论文 241 篇。

由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火力发电分会主办、西安热工研究院技术协办，中国

电力科技网承办和四川三洲特种钢管有限公司支持的“第九届电站金属材料学

术年会”于 2011 年 9 月 21-24 日在成都召开。来自全国各行业专业委员会委员，

电力企业联合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电站设备、材料制造及电力建设企业

和火力发电厂（公司）等 136 个单位共 246 位代表参加了会议。本届年会亮点

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参会专家代表人数之多、范围之广为历届年会之

最。与会专家代表了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冶金、机械、电力等领域从事电站

金属材料研究的最高水平。(2)论文理论、技术水平高。包括国外同行学者在内

的研究论文，不仅反映了近几年来电站金属材料相关领域最新研究成果和积累

了许多宝贵试验数据，而且若干研究成果已经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3)大会组织的专家答疑交流，给与会代表提供了一个互动交流的平台，不

但拓展了技术知识领域、加深了对问题的理解，而且对一些关键技术问题取得

了共识，对解决金属技术和工程实际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4)本届年会开创了

学术团体与网站携手办会的先例，学术团体负责技术，网站负责会务，各司其

责，相得益彰，效果显著。

受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委托，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热电专业委员会于 2009 年 9

月、2010 年 10 月和 2011 年 9 月分别在青岛、南京和扬州召开我国首次“大机

组供热改造与优化运行研讨会”、“大机组供热改造与优化运行技术 2010 年会”

和“大机组供热改造与优化运行技术 2011 年会”，会议均由中国电力科技网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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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82 位研究、设计、运行、改造经验丰富的权威专家和高级技术主管作专题

技术报告，并参观了华电青岛发电厂、大唐黄岛发电厂、国电南通天生港电厂、

张家港恒东热电有限公司和华能南京电厂，近 800 位代表出席会议。大机组供

热改造与优化运行技术 2012 年会于 10 月在无锡召开。

2010 年 11 月 5 日，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核电站新技术交流研讨会”在深圳

召开，会议为期两天，由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协办、中国电力科技网承办。会

议注重先进技术和经验的交流，由 50 多位理论与实践经验丰富的核电相关领域

专家和技术主管，采取新技术讲座和典型实例分析形式，与三百多位参会代表

进行广泛、深入、热烈地技术交流与研讨。

●中国动力工程学会“电站热工控制研讨会暨自动化信息化技术交流年会”

出版论文集三卷，收录论文 110 篇，主要包括厂级监控和信息系统、电厂控制

及仿真技术、机组在线监测、运行优化和故障诊断技术等方面的内容。参加本

次交流会的 320 多位代表，分别来自高等院校、研究院所、主机制造厂、五大

发电集团、发电厂、设备生产厂家等 200 多个单位。

中国动力工程学会 2007—2011 年分别在泰安、大连、上海、温州、汕头召

开 600/1000 MW 超超临界机组技术交流研讨会，就机组设计、制造、安装、运

行、检修、管理等进行技术交流和疑难问题互动探讨，并分别参观了华电邹县

电厂、华能营口电厂、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华能玉环电厂和华

能海门电厂，五届研讨会引起国内国内外同行业高度关注，特别是今年召开了

品牌年会，开拓创新、务实高效，巩固了中国动力工程学会在我国火力发电行

业的地位，扩大了影响。五届研讨会共有一千八百人参加会议。论文集共收录

论文 451 篇。

●中国能源学会 2010 年 1、5月、2011 年 5、10 月在三亚、杭州、桂林(两

次)、深圳召开四届火电厂节能减排与机炉技术问题解决措施研讨会和电气新技

术研讨会。150 多位来自电科院、高校和生产一线的专家，通过典型实例分析、

新技术介绍等形式，与 870 位参会代表交流、研讨并答疑。2012 年 9 月在沈阳

召开火电厂金属材料与焊接技术交流 2012 年会。2010 年 4、12 月、2011 年 3、



第 11 页 共 12 页

8 月和 2012 年 1 月在南京、长沙、三亚、丽江和深圳召开“循环流化床锅炉技

术难题解决措施研讨会”、“循环流化床锅炉技术 2010 年会”、“循环流化床锅炉

节能减排技术研讨会”、“第六、七届循环流化床锅炉疑难问题解决措施研讨会”

和循环流化床锅炉技术交流 2011 年会。132 位权威专家和高级主管结合流化床

锅炉设计、制造、安装、调试、运行、检修、状态监测中遇到的新问题，专题

介绍了攻克技术难关、解决疑难问题的有效措施和成功案例，各种观点新颖独

到，具有建设性。近千位参会专家和代表还进行了广泛、激烈且卓有成效的技

术交流与讨论，场面热烈而和谐。

专家技术讲座及答疑研讨会系列 DVD 光盘名称如下：

43.国内 1000MW 超超临界机组厂际技术交流会；

42.大机组供热改造与优化运行技术 2012 年会；

41.火电厂金属材料与焊接技术交流 2012 年会；

40.火电厂汽轮机组能耗诊断讲座及节能新技术应用研讨会；

39.加速实现“六个转变”，全面攀登“效率极限”专题交流会；

38.第七届循环流化床锅炉疑难问题解决措施专家讲座答疑研讨会；

37.第四届火电厂节能减排技术研讨会；

36.循环流化床锅炉技术交流 2011 年会；

35.超超临界机组技术交流 2011 年会；

34.电气新技术研讨会；

33.第九届电站金属材料学术年会；

32.大机组供热改造与优化运行技术 2011 年会；

31.第六届循环流化床锅炉疑难问题解决措施研讨会；

30.电力系统安全技术研讨会；

29.火电厂节能减排降耗增效技术研讨会；

28.循环流化床锅炉节能减排技术研讨会；

27.循环流化床锅炉技术 2010 年会；

26.600/1000 MW 超超临界机组技术交流 2010 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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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核电站新技术交流研讨会；

24.大机组供热改造与优化运行技术 2010 年会；

23.超超临界机组管道及管件国产化研讨会；

22.循环流化床锅炉技术难题解决措施研讨会；

21.发电厂电机技术交流研讨会；

20.19.第一、二届节能减排与机炉技术问题解决措施研讨会；

18.600/1000 MW 超超临界机组技术交流 2009 年会；

17.大机组供热改造与优化运行研讨会；

16.发电厂锅炉运行技术研讨会；

15.14.13.12.第一至四届循环流化床锅炉疑难问题解决措施专家讲座答疑

研讨会；

11.全国电站锅炉疑难问题解决措施专家讲座答疑研讨会；

10.600/1000MW 超超临界机组新型钢国产化研讨会；

9.电站热工控制研讨会暨自动化信息化技术交流年会；

8.600/1000MW 超超临界火电机组研讨会；

7.发电厂锅炉汽机新技术应用研讨会；

6.发电厂锅炉、汽机运行优化与节能改造研讨会；

5.大中型发电厂锅炉、汽机运行与节能技术研讨班；

4.全国超超临界火电机组现场研讨会；

3.全国循环流化床锅炉节能优化经验演讲报告会；

2.大中型电站锅炉深度节油和脱硝报告会；

1.全国循环流化床发电机组节能经验报告会。以上均为省级电视台全程实

况录像制作高清晰 DVD 光盘。

列表中，序号：43、42、41、40、39、38、37，是 2012 年召开的七次重要

会议。

详情请登陆中国电力科技网 www.eptchina.com

咨询热线：18801034448、13801064147、18606386982、135616389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