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大机组供热改造与优化运行技术 2016 年会”
正式通知
各有关单位：
本届年会将于 3 月 15 日（14 日报到）在沈阳召开。会议邀请 29 位资深
专家和高级技术主管发表主题演讲、专题报告并答疑。技术含量高、信息含
量大、科研成果前沿、解决疑难问题、内容丰富务实：涉及新电力形式下供
热机组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灵活性供热改造实施、调峰可行性方案，长输 40
公里低能耗供气热网技术，国内外目前最大集中供热项目太古 50 公里输水
技术，解决长距离输送、地形高差、经济输送三大技术难题，首次公开演讲。
诸多技术令五大发电集团，神华、华润、国投电力、浙能、粤电、京能及其
他发电集团所属大中型电厂特别关注。
一、交通路线
会址：沈阳东方银座国际酒店，地址：沈阳市大东区东北大马路 149 号。
沈阳火车站：乘 221 路至新生二街站下，东行百米即达（打车 25 元）；
沈阳北站（便捷）
：乘 229 路至新生二街站下，东行百米（打车 15 元）
；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乘机场巴士至快速汽车客运站（虎跃客运）下，后
打车到达酒店（15 元）
。
参会者须持会务组署名编号“报到通知”于 14 日 21 点前酒店报到。
二、日程安排
3 月 14 日：报到；15 日：主题演讲，专题报告；16 日：案例分析，综
合报告，专家答疑；17 日：参观沈阳华顺供热有限公司。
三、与会须知
发电集团，火（热）电厂，科研院所，汽机、锅炉集团会务费 1600 元/
人，其它单位 3000 元/人。
食宿统一安排，宿费自理：140 元/床/天，280 元/间/天。
四、联系方式
中国电力科技网：周丽副处长 15010503361；魏毓璞主任 18801034448。
北京中电科能会展服务有限公司：杨伟 010-57145071、18001252968。
传真：4006981163 转 26965；邮箱：dlkjw@vip.188.com
详情请浏览中国电力科技网 www.eptchin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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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机组供热改造与优化运行技术 2016 年会
“十三五”开局之年，国家发布了《“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
工作方案》明确指出:“加快发展热电联产和集中供热，利用城市
和工业园区周边现有热电联产机组、纯凝发电机组及低品位余热实
施供热改造，淘汰供热供气范围内的燃煤锅炉（窑炉）
。
”为此，国
家发改委、能源局下达了《关于进一步做好煤电行业淘汰落后产能
的通知》明确要淘汰一大批不具备供热改造条件的纯凝煤电机组：
1、单机 5 万千瓦及以下的纯凝煤电机组；2、大电网覆盖范围内，
单机 10 万千瓦及以下的纯凝煤电机组；3、大电网覆盖范围内，单
机 20 万千瓦及以下设计寿命期满的纯凝煤电机组。在“十三五”
电力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热电联产机组和常规煤电灵活性改造规
模分别达到 1.33 亿千瓦和 8600 万千瓦左右。在此背景下热电联产
机组凭借其良好节能减排效益优势受到各方有力支持，迎来新一轮
发展机遇与挑战。智能化、清洁化、常态化、市场化将是重要发展
特征，绿色发展在燃煤发电领域的地位更加凸显。
坚持“以热定电”，对大机组进行供热改造与优化运行，同步
完善配套供热管网，建设高效燃煤热电机组。中国电力科技网决定
3 月 15 日在沈阳东方银座国际酒店召开第八届年会。
会议由北京中电科能会展服务有限公司承办，江苏苏夏能源集
团协办，17 日参观沈阳华顺供热有限公司。
一、 会议内容
1.解读“十三五”电力发展规划对热电联产机组的影响；2.
机组主辅机设备节能措施方案研究与供热能效技术；3.新建或改造
热电联产机组项目配置对供热安全可靠性影响；4.供热改造参与调

峰可行性方案、调峰幅度变化情况及对电网调峰的影响；5.热电联
产项目适应电网、热网规划的合理匹配边界技术条件；6.研究热、
电、冷三联供燃气机站的应用及运行经验；7.热网配置尖峰热源必
要性论证；8.汽轮机配汽、运行优化技术应用，热泵技术应用实例；
9.汽轮机通流部分增效改造及先进汽封改造新技术应用;10.节水、
节电、节煤及冷端优化技术应用；11.长距离低能耗热网技术；12.
中小型背压机应用；13.供热改造与优化运行新技术前沿，大型超
临界供热机组运行经验、技术特点，超超临界机组供热研究最新进
展；14.汽轮机低真空供热改造技术；15.新能源与常规供热机组协
同优化节能技术;16.热电厂灵活性改造级热电解耦。
29 位专家及演讲信息见附件或浏览中国电力科技网会议专题。
二、日程安排
3 月 14 日：报到；15 日：主题演讲，专题报告；16 日：案例
分析，综合报告，专家答疑；17 日：参观沈阳华顺供热有限公司。
三、会议事项
1、请将热点、焦点和您亟待解决的疑难问题提前发至邮箱，
以便专家提前准备、重点解答；2、
“参会回执表”填写完整并加盖
单位公章发传真或邮件，以待正式通知；3、发电集团，火（热）
电厂，科研院所，汽机、锅炉集团会务费 1600 元/人，其它单位
3000 元/人；4、食宿统一安排，宿费自理：140 元/床/天，280 元
/间/天。
四、联系方式
周丽 15010503361；魏毓璞主任 18801034448。
杨伟 010-57145071、18001252968；耿迪 18910897399。
传真：4006981163 转 26965；邮箱：dlkjw@vip.188.com
详情浏览中国电力科技网 www.eptchin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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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说：太古供热项目开创供热史先河
太原新闻网 | 2017-01-10 06:02

昨日，我国暖通行业顶级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江亿，
在考察太古供热项目时，对该项目的建设及目前的运行情况，予以充分肯定。他说：
“太
古供热项目的技术难度和要求，在全国乃至世界供热史上都史无前例，为全国各地长输
供暖项目实施开创了先河，是成功的示范样板工程。”
太古供热工程，初期投资 48 亿元，2014 年 3 月开工建设，2016 年 10 月 29 日工程
的系统一启动运行，2016 年 12 月 15 日系统二启动运行，至此，整个项目全部投入运行。
该项目的热源为古交兴能电厂，海拔 1030 米，为系统最高点，共有供热机组 6 台，设计
最大供热能力 3484MW。该工程远期设计供热面积 7600 万平方米，近期设计供热面积为
5000 万平方米。
昨日上午，江亿院士一行数人，实地考察了太古供热项目的中继能源站、1 号中继泵
站、2 号中继泵站、3 号中继泵站以及钢桁架桥段等部分。
目前，该项目运行正常，其热源古交兴能电厂的出水温度、流量等供热参数均已达
到供热要求，能满足现阶段供热需求。随着天气变化、气温走低，中继能源站调度中心
会随时调节供热参数，满足严寒期供热需求。
太古供热项目是国际、国内目前最大的集中供热项目，其设计供热能力、建设投入
资金、穿越西山的隧道、主干管网的口径以及项目的高差，都是前所未有的。该项目在
建设过程中，解决了无数个难以想象的难题，管线六次穿越汾河，多处劈山架管，开通
三座穿山隧道，横穿八座桥梁，建设了一座钢结构管架桥，尤其是面对瓦斯、塌方、岩
爆等诸多不利因素，施工人员勇克难关，开创了供热项目的历史记录，被称为史上最难
建设的供热工程。如此浩大的项目按正常工期，至少需要四年以上，然而该工程仅用两
年半的建设周期就投入运行，且工程质量一流，实属罕见。
江亿院士表示，太古供热项目，不仅有效解决了太原居民的供热要求，产生了良好
的节能和环境效益，同时为国内长距离输送热源提供了典范，该工程创新了供热模式，
采用了大温差等项先进技术，解决了长距离输送、地形高差、经济输送三大技术难题，
达到了“绿色化、低碳化、智能化、安全化”绿色供热标准，为大中型城市运用远离城
市区域的电厂及工业余热承担供热负荷、实现集中供热，提供了可借鉴的成功经验。

大机组供热改造与优化运行技术 2016 年会演讲信息
序

演讲题目

1.

主办单位致辞。

2.

特邀嘉宾致辞。

3.

协办单位致欢迎辞。

专家

单位/职称/职务

魏毓璞 中国电力科技网主任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热
郁刚 电专业委员会原秘书
长
王国兴

江苏苏夏能源集团总
裁

长输热网方法在“沈阳华顺供热有限公司沈北新区集中供
沈阳华顺供热有限公
热管网项目”的应用——海尔、辉山打开供热新篇章:a、 于学丽
司总经理
沈阳集中供热项目项目；b、沈阳实施长输热网方法原则。
河南华润电力首阳山
600MW 汽轮机组采暖供热改造典型事例：a、供热调研；b、
5.
李强 有限公司技术支持部
本体改造；c、首站设计；d、管网布置。
高级工程师
热电厂灵活性改造之热电解耦技术选型：a、热 电 厂 灵 活
通用电气中国区发电
6. 性 改 造 的 背 景 和 要 求 ；b、热 电 解 耦 技 术 （ 蓄 热 罐 、 詹华忠
服务市场总监
抽 汽 控 制 阀 等 ） ；c、低 负 荷 脱 硝 ；d、结 论 。
大容量汽轮机新技术提升与供热改造技术：a、当前我国
发电设备行业面临的新问题；b、近年来汽轮机行业出现
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
7.
叶东平
的新技术；c、汽轮机供热和深度调峰改造的新思路；d、
责任公司副总设计师
几个改造案例的说明。
国内外热力产业发展趋势及新技术应用研究：a、发展现
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
8. 状；b、热电联产低能耗机理分析；c、技术体系；d、案 孙士恩
供热技术部主任
例分析。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
集中供热热源的清洁燃料问题：a、集中供热热源简述；b、
9.
康慧 团公司研发中心教授
存在问题；c、新型水煤浆燃烧技术简述；d、工程应用。
级高级工程师
新能源发电与热电厂耦合集成供热技术探讨；a、新能源
神华国华（北京）电
10. 发电面临的挑战（弃风、弃光）；b、电转热技术和政策； 岳建华 力研究院有限公司节
c、新能源发电与供热互补运行技术；d、结论。
能环保优化所主任
长输（40 公里）/低能耗热网技术发明专利及应用实例：a、
江苏苏夏能源集团副
11. “长输低能耗热网技术”的最新发展；b、技术要点 ；c、 丁巧芬
总裁
最新应用实例；d、“长输低能耗热网技术”成功关键。
4.

12.

大机组供热改造设计及案例分析：a、概述；b、大机组供
热改造设计原则；c、系统设计；d、最新改造实例。

超超临界机组供热的几种方式及其比较：a、660MW 机组供
13. 热方案；b、1000MW 机组供热方案；c、几种供热方案比较；
d、超超临界机组供热的几点建议。
新电力形式下供热机组面临的挑战及运行优化技术：a、
新电力形势下供热机组面临的挑战分析（灵活调节、经济
14. 运行、安全可靠）；b、供热机组节能优化技术；c、供热
机组热电协调技术；e、供热机组一二次调频优化技术；f、
供热机组安全监测技术；g、结论及建议。
供热改造体会和感想: a、热电联产面临的困境和发展趋
15. 势；b、供热改造与电网调峰的矛盾；c、蓄能技术和热电
解耦的前景。
无补偿冷安装直埋技术在大型长距离高温水输送主干管
网中的应用：a、高温水集中供热管网敷设方式；b、无补
16.
偿冷安装直埋技术特点与适用条件；c、无补偿冷安装直
埋技术实际应用。

佴耀

南京苏夏工程设计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

国家电投上海发电设
刘网扣 备成套设计研究院高
级工程师
刘金福

哈尔滨工业大学能源
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
授

吉林省电力科学研究
初立森 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
师
吴学斌

南京苏夏工程设计有
限公司北方分公司副
总经理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东北区域热电联产现状及相关政策研究：a、东北区域热
电联产现状；b、各种热电联产技术特点；c、各种热电联
产机组经济性分析；d、东北区域热电联产相关政策制定
探讨及实施；e、化解东北区域热电联产与绿色能源矛盾
的探讨。
超临界机组热网疏水回收方式：a、现役超临界机组热网
疏水两种回收方式；b、现役超临界机组热网疏水存在问
题；c、超临界机组热网疏水特点；d、超临界机组热网疏
水回收位置对机组经济性影响。
工业抽汽及采暖供热机组存在问题及优化：a、工业抽汽
机组存在问题及优化；b、采暖供热机组存在共性问题及
优化；c、抽汽供热机组存在个性问题及优化；d、低真空、
高背压供热机组存在个性问题及优化；e、热泵供热机组
存在个性问题及优化；f、总结。
山西兴能古交电厂长输热水供热项目大机组供热改造案
例分析：a、工程概述；b、供热系统原理分析；c、调试
运行；d、运行数据分析；e、总结。
长输热水供热项目大机组供热改造调试运行答疑：a、项
目简介与供热改造答疑（山西兴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
经理王志强）；b、改造方案及调试答疑（北京国电蓝天节
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调试总工程师王建勋）；c、运行答疑
（山西兴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发电部副部长卫永杰）。
太原市太古长输管线及中继能源站集中供热工程建设暨
运行情况：a、工程建设背景；b、建设情况；c、运行情
况；d、主要指标对比。
适应电网调峰的汽轮机供热改造：a、汽轮机光轴改造；b、
蓄热罐的蓄热与放热；c、光轴汽轮机与蓄热罐的藕合供
热；d、光轴汽轮机及蓄热罐的调节。
热电厂供热管网腐蚀泄露与防护技术研究；a、研究现状；
b、供热管网设备腐蚀研究；c、供热管网防腐蚀措施；d、
新技术研究发展方向。
长输蒸汽热网北方严寒地区应用案例及分析：a、严寒地
区热网特点；b、严寒地区热网设计原则；c、长输蒸汽热
网北方严寒地区成功案例。

东北电力科学研究院
赵伟光 有限公司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

白锋军

西北电力设计院热机
脱硫室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

华电国际技术服务中
宗绪东 心节能技术部高级工
程师
刘冲

山西省电力勘测设计
院有限公司光华公司
总工程师

王志强

山西兴能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副总经理

张建伟

太原市热力公司总经
理

常立宏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教授级总工程师

闫爱军

中国大唐集团科学技
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西
北所生技部副主任

宋晓琳

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
司高级工程师

26.

大唐三门峡华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供热改造：a、工程设
计；b、设备选型；c、工程施工；d、结论。

苏振国

大唐三门峡华阳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设备管
理部副主任

27.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公司供热改造：a、改造前机组情况；b、
吴必科
改造方案；c、改造效果；d、改造存在问题。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8.

大机组供热改造蒸汽节能增效方案：a、方案简介；b、蒸
汽节能增效技术；c、成功案例分析。

青岛辉腾机械设备有
限公司总经理

姜栋

超临界机组八年蒸气供热优化运行技术与典型案例分析：
a、历年供暖季运行情况；b、优化运行措施（1、提高一
网水质控制标准和监测手段；2、优化调节方式；3、二级
29.
王志权
网运行控制要满足一网要求；4、充氮防腐提高加热器可
靠性；5、优化控制热网供汽量）；c、存在问题与典型案
例分析；d、进一步提高供热可靠性的工作规划。

华能营口电厂副厂长

30. 记者观察与心得体会。

中国电力报发电部主
任

冯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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