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届“超超临界机组技术交流 2016 年会” 
正式通知 

 

各有关单位： 

由中国动力工程学会主办、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协办、中国电力科技

网承办的第十届“超超临界机组技术交流 2016 年会”将于 2017 年 2 月 28

日在济南召开，3 月 2日参观华能莱芜电厂。会议邀请近 40 位专家、生产一

线技术主管和与会嘉宾共同交流推广超超临界领域新技术，总结十年间我国

超超临界发展历程，展望未来发展前景。 

期待第十届年会从规模层次、技术含量、社会贡献各方面超过往届，打

造里程碑意义之精品会议。 

一、交通路线 

会址：济南银座佳悦酒店，地址：济南市槐荫区经十路 23377 号。 

济南西站：“济南西站公交枢纽”站乘 K109 路至“经十路经七路”下。 

济南火车站：“天桥南”站乘 29、33 路至“经十路经七路”站下，或乘

98 路至“经七路西口”下；济南火车站和济南西站打车均 20 分钟。 

济南遥墙国际机场：机场巴士 1号线济南东站下，乘 6、33 路公交车至

“经十路经七路”站下，步行 170 米即到；打车 50 分钟。 

参会者须持会务组署名编号“报到通知” 2 月 27 日 21 点前酒店报到。 

二、日程安排 

2 月 27 日：报到； 2 月 28 -3 月 1 日：主题演讲、专题报告、案例分析，

专家答疑；3月 2 日：参观华能莱芜电厂。 

三、与会须知 

发电集团、火电厂、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会员单位会务费 1800 元/人，

辅机配套厂商（限制名额）等 3200 元/人。 

食宿统一安排，宿费自理：酒店住宿 190 元/床/天，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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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迪 010-57145071、18910897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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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〇二 一七年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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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动力工程学会 
动学字〔2016〕21 号 

  

关于召开第十届“超超临界机组技术交流 2016 年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超超临界机组二次再热技术示范成功，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全面推

进，11 月 4 日《巴黎协定》正式生效，与此同时，国务院印发关于“十

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的通知，提出了大型发电集团单位供电

二氧化碳排放控制在 550 克/千瓦时以内；从 2017 年开始启动全国碳排放

交易体系。由此，我国燃煤发电进入碳减排时代。“十三五”电力发展规

划明确提出：新建燃煤发电机组平均供电煤耗低于 300 克，现役电厂平均

供电煤耗到 2020 年降低至 310 克。超超临界技术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华能莱芜电厂 6 号超超临界二次再热机组各项环保指标全面优于国

家超低排放限值，为目前同类机组全球效率最高、能耗最低、指标最优、

环保最好火电机组；2016 年 11 月 9 日，7 号机组顺利完成 168 小时满负

荷运行，标志着华能集团首个百万千瓦级超超临界二次再热电厂全面建成

投运，对提高我国高端大型燃煤机组装备设计制造和运行水平，实现火力

发电重大技术进步，引领国际发电技术发展方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今年是我国第一台百万超超临界机组投运十周年, 为了推动超超临

界技术发展、相互交流运行和管理经验，在过去的九年，中国动力工程学

会共召开了九届超超临界机组技术交流会，见证了我国超超临界机组数量

和容量均成为世界第一。为持续推动技术进步，开展广泛的技术交流，探

讨新形势、新常态下超超临界技术发展前景，中国动力工程学会将于 2017

年 2月 28日在济南召开第十届年会：“超超临界机组技术交流2016年会”，

总结和交流超超临界技术在 2016 年所取得成果。 

专家及演讲内容等信息详见附件 1，或浏览中国电力科技网会议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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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动力工程学会 

协办单位：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中国电力科技网 

二、会议主席 

毛健雄（清华大学教授） 

秦中一（原能源部总工程师） 

徐锭明（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发改委原能源局局长） 

三、会议安排 

1、2 月 27 日：报到；2 月 28 日：大会演讲、主题报告；3 月 1 日：

上午专题报告、案例分析、交流互动；下午综合报告、提问答疑、专家对

话；3月 2日：参观华能莱芜电厂。 

2、请参会者将涉及会议主题的热点、焦点问题，特别是本单位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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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参会回执表”要填写完整并加盖单位公章传真或邮件至会务组，

以待正式通知，详告报到地点、交通路线等事宜。 

4、发电集团、发电厂、科研院所和学会团体会员单位会务费 1800 元

/人，辅机配套厂商等 3200 元/人（限制名额）；食宿统一安排，宿费自理。 

四、联系方式 

    1、联系人及电话： 

杨伟处长 010-57145071，18001252968；魏毓璞主任 18801034448。

传真：4006981163 转 26965；邮箱：dlkjw@vip.188.com。 

2、会议相关信息及详情请浏览： 

中国动力工程学会：cspe.cpeweb.com.cn； 

  中国电力科技网：www.eptchina.cn 会议专题。 

 

 

     〇二 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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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十届“超超临界机组技术交流 2016 年会”演讲信息 

序 演讲题目 专家 单位/职称/职务 

1.  主办单位致开幕辞。 待定 中国动力工程学会 

2.  致辞。 曹培玺
邀请中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总经理 

3.  宣读原能源部部长黄毅诚和总工程师秦中一致辞。 王凡 
中国能源研究会副
秘书长兼节能减排
中心主任 

4.  协办单位致欢迎辞。 丁兴武 华能山东发电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5.  

煤电应对减排 CO2 挑战之路：a、我国煤电面临的主要问
题和挑战；b、煤电降低 CO2 排放之路；c、提高效率是
煤电减排 CO2最主要的可行途径；d、煤电的 CO2排放强度；
e、煤电与生物质混烧是降低 CO2排放的重要措施；f、燃
煤电厂实现 CO2接近零排放路线图。 

毛健雄 清华大学教授 

6.  

超超临界机组设计参数优化、技术创新及 CO2减排最新动
向：a、国内、外超超临界机组设计参数最新优化；b、
国内、外超超临界机组辅助系统设计技术创新; c、国外
超超临界机组 CO2 减排最新动向; d、结论。 

龙辉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
集团公司副总工程
师 

7.  

超超临界高效宽负荷率机组系统优化及负荷调节技术研
究：a、汽轮机本体设备及进汽结构优化；b、热力系统
主要设备配置和定义；c、热力系统的优化研究；d、汽
轮机一次调频方式探讨。 

王晨瑜 
国家电投科学技术
研究院安全技术室
高级主管 

8.  

TP347H 与 TP347HFG 管材氧化皮的生成与剥落：a、TP347H
和 TP347HFG 氧化皮增长速度的差异；b、氧化皮厚度对
TP347H 和 TP347HFG 管管壁温度的影响；c、粗晶和细晶
TP347 钢蒸汽氧化后表面氧化膜结构；d、温度对于 TP347
合金线性膨胀系数的影响；e、降负荷与故障非停对氧化
皮应力的影响；f、国外发电厂 TP347HFG 管氧化皮剥落
的案例；g、喷丸处理对 TP347 钢抗高温蒸汽氧化性能的
影响；h、TP347H 与、TP347HFG 管材氧化皮剥落问题的
防治对策。 

徐洪 

江苏方天电力技术
有限公司热动技术
中心首席工程师/研
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9.  

超超临界机组智能控制技术展望：a、超超临界机组主要
参数先进控制技术；b、超超临界机组深度调峰全程节能
控制技术；c、超超临界机组超低排放协同优化控制技术；
d、新一代电厂——智能电厂控制技术展望。 

陈世和 
广东省电力科学研
究院热控所所长/教
授级高级工程师 

10.  高效二次再热机组研究与开发：a、二次再热技术；b、
欧洲经验；c、重要先进技术研究与应用；d、指标。 蒋寻寒 

大唐集团科学技术
研究院有限公司华
东分公司首席专家 

11.  
超超临界锅炉水冷壁爆漏原因初探：a、宏观检查；b、
光谱分析；c、机械性能检验；d、金相检测；e、硬度测
量；f、断裂原因讨论。 

张珣 
安徽电科院电源技
术中心材料所主任
工程师 

12.  
炉内细颗粒生成与控制机理研究：a、细颗粒物形成机理；
b、燃烧条件的影响规律；c、煤质调配控制规律；d、沿
程细颗粒物与气态污染物转化机制。 

卓建坤 
清华大学煤清洁燃
烧国家工程中心总
工程师 

13.  
燃煤电厂在不采用 CCS 条件下能满足二氧化碳的排放标
准：a、问题的提出；b、火电碳排放计算方法；c、各种
燃料碳排放；d、各种发电技术碳排放；e、结论及展望。

叶勇健 华东电力设计院机
务部副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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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超超临界大容量锅炉燃烧系统前端优化技术研究与应
用：a、超超临界锅炉超低排放改造后运行现状；b、一
次风粉调平装置改造技术；c、磨煤机提高出力改造技术；
d、前后墙二次风箱风道均流改造技术；e、前端优化技
术综合改造效果。 

蒋金忠 华能玉环电厂设备
部锅炉主管 

15.  
1050MW 超超临界一次再热锅炉 620℃再热汽温的运行调
整与优化：a、概述；b、高再受热面设计特点；c、锅炉
运行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d、运行调整及再热汽
温完成情况；e、燃烧调整的主要措施；f、结论。 

姚建村 

神华神东电力重庆
万州港电有限责任
公司副总经理/高级
工程师 

16.  
上锅高效超超临界及二次再热锅炉技术特点：a、二次再
热及高效超超临界技术展；b、高效超超临界技术特点；
c、二次再热技术特点；d、二次再热运行情况。 

徐雪元 
上海电气电站集团
锅炉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17.  
百万机组水热电联产运行实践：a、百万机组水电热联产
技术；b、百万机组水电热联产对机组安全性分析；c、
百万机组水电热联产对机组经济性分析；d、百万机组水
电热联产对机组带负荷响应能力分析；e、总结及建议。

魏刚 天津国投津能发电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8.  

大型超超临界汽轮机转子热应力预估方法及应用：a、汽
轮机当前状态识别;b、汽轮机功率和关键蒸汽参数变化
曲线设定;c、汽轮机热应力监测部位蒸汽参数变化趋势
曲线获得；d、汽轮机转子外表面温度变化趋势曲线获得；
e、汽轮机转子体积平均温度和内表面温度变化趋势曲线
获得；f、汽轮机转子温差或热应力变化趋势曲线获得；
g、运行优化指导或热应力自动控制。 

杨宇 

国家核电上海发电
设备成套设计研究
院副所长/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 

19.  超超临界锅炉入炉煤掺配及混煤特性：a、混煤特性；b、
混煤燃烧特性；c、入炉煤掺配方式。 王承亮 

华电国际技术服务
中心节能技术部锅
炉主管/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 

20.  
配汽机构对大容量汽轮机经济性影响分析及优化：a、国
内机组运行现状分析；b、配汽机构影响经济性原因；c、
运行优化方案；d、设备改造方案。 

宗绪东 
华电国际技术服务
中心节能技术部主
管/高级工程师 

21.  

国家煤电示范项目——安徽平山电厂二期1350MW高低位
二次再热超超临界机组工程：a、全球碳减排背景下煤电
的挑战；b、高低位分轴布置二次再热技术的提出与工程
化研究；c、安徽平山电厂二期国家示范项目（基于高低
位分轴布置技术的蒸汽参数深度优化、广义回热等节能
创新技术进一步提高机组效率、变负荷和低负荷工况下
机组效率的提高、平二项目主要指标）；d、平二项目示
范意义与展望。 

冯伟忠 
 

李励 

国家火电示范工程
淮北平山电厂二期
筹建处主任/主管 

22.  

二次再热超超临界百万千瓦机组塔式锅炉施工关键技
术：a、塔式锅炉三层双腹叠式大板梁和箱型柱制作与安
装技术；b、锅炉本体受热面和尾部垂直烟道吊装技术；
c、视觉盲区受热面管排镜面焊接技术；d、超高温大膨
胀量塔式锅炉保温技术。 

刘永阳 山东电建一公司副
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23.  
燃煤电厂烟尘控制系统优化运行：a、烟尘排放影响因素
及优化运行的目的；b、烟尘控制系统提效优化运行； c、
烟尘控制系统节能优化运行；d、电除尘器及湿式电除尘
器优化运行控制技术。 

张滨渭 

西安热工研究院锅
炉系统及设备技术
部除尘技术所所长/
研究员 

24.  
超超临界百万机组超低排放改造技术研究与应用：a、脱
硫+除尘超低排放一体化协同治理技术路线简介；b、改
造技术亮点；c、改造过程中关键问题及对策；d、改造
后效果。 

尤华 华电国际邹县发电
生产厂长 

25.  
超超临界二次再热机组调试技术：a、二次再热机组蒸汽
吹管方法；b、热态、极热态启动汽温提升方法；c、中
低负荷汽温调整；d、二次再热机组变负荷特性试验。 

高景辉 
西安热工研究院电
站调试技术部副主
任 

26.  
华能莱芜发电有限公司 2×1000MW 上大压小工程二次再
热应用技术：a、电厂简介；b、机组设备概况；c、机组
运行情况；d、存在问题及打算。 

柯波 华能莱莱芜发电厂
生产厂长 



- 5 - 
 

27.  

适应燃煤机组调峰调频及环保达标控制技术：a、大型燃
煤机组深度调峰调频相关控制技术探讨；b、用于大型燃
煤机组深度调频控制新技术现场试验及结果；c、用于大
型燃煤机组环保达标控制技术及工程实践；d、新形势下
燃煤机组控制心得与体会。 

姚峻 

国家电投上海明华
电力技术工程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总工
程师 

28.  
超超临界炉水循环泵研发制造及检修服务：a、炉水循环
泵的运行及结构特点；b、国内炉水循环泵现状；c、自
主知识产权炉水循环泵研发制造；d、炉水循环泵检修及
技术服务；e、炉水循环泵国产化的努力和希望。 

姚荣祥 
合肥皖化电机技术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29.  
国产首台最高参数百万二次再热塔式锅炉设计及运行：
a、塔式二次再热锅炉设计、制造、调试国产化情况；b、
二次再热参数的选择及锅炉布置特点；c、锅炉设计关键
技术应用；d、机组运行对于设计的验证情况。 

夏良伟 
哈尔滨锅炉厂有限
责任公司副总工程
师 

30.  
二次再热超超临界百万千瓦机组安装施工技术：a、锅炉
本体钢结构吊装技术；b、锅炉本体受热面吊装技术；c、
锅炉本体集箱焊口镜面焊接技术。 

李勇 
广东火电工程有限
公司施工管理部经
理 

31.  
东锅高效和二次再热锅炉技术特点：a、锅炉技术发展趋
势；b、高效超超临界锅炉技术特点；c、二次再热锅炉
技术特点；d、高效超超临界锅炉运行业绩。 

黎懋亮 东方锅炉股份有限
公司高级工程师 

32.  
630-650℃超超临界汽轮机高温转子材料研究：a、国内
外高温转子锻件发展现状；b、合金元素作用；c、
630-650℃高温转子锻件研发难点；d、我国 630-650℃超
超临界汽轮机高温转子锻件发展途径和方向。 

彭建强 

哈尔滨汽轮机厂有
限责任公司研究院
材料技术研究所材
料研究室副所长 

33.  
华能莱芜超超临界二次再热百万机组锅炉排烟余热深度
回收与高能级利用系统：a、系统构成；b、 运行分析；c、
系统优化；d、 设计运行总结。 

孙奉仲 山东大学能源与动
力工程学院教授 

34.  
中心给料机在原煤仓中的应用：a、中心给料机设备的开
发原因；b、简介及特点；c、结构类型；d、若干优点；
e、技术数据。 

马君 
哈尔滨北方通用机
电设备工程有限公
司副总工程师 

35.  

以绿色发展为目标的大型火电机组能效管理体系构建，
铜山华润电力有限公司节能减排技术分享：a、以集团战
略为引领，全面推进能效管理体系建设；b、以组织体系
为保证，夯实能效管理基础；c、以体制机制为引导，加
强能效管理体系建设；d、以绩效考核为抓手，持续能效
管理推进；e、以精益化管理为工具，能效管理手段科学
化；f、以信息化手段为平台，推进能效管理智能化；g、
以企业文化为载体，树立绿色节能理念；h、以技术创新
管理为核心，促进能效管理提升。 

王国红 铜山华润电力有限
公司发电部部长 

36.  620 度百万千瓦二次再热机组设计优化：a、引言；b、工
程设计难点；c、主要设计优化措施。 张斌 山东电力工程咨询

院技术总监 

37.  
汽轮机先进改造技术：a、背景；b、改造技术进度；c、
超超临界改造案例；d、超超临界机组汽轮机改造前景；
e、结论。 

侯明军 东方汽轮机有限公
司产品开发处组长 

38.  Sanicro 25- 超超临界机组锅炉用钢：a、机械性能；b、
腐蚀性能；c、蠕变强度；d、疲劳以及焊接性能。 毕艳艳 

山特维克国际贸易
（上海）有限公司煤
电技术经理 

39.  
落实五大理念，推动能源革命：a、不平凡的 2016 年；b、
特殊的 2017 年；c、保护红线战略开启之年；d、巴黎协
定成果不能付诸东流；e、Master 告诉我们什么；f、互
联网时代将给人类带来四个立方。 

徐锭明 

国家能源专家咨询
委员会副主任、国家
发改委原能源局局
长 

40.  记者观察与心得体会。 冯义军 中国电力报发电部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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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十届“超超临界机组技术交流 2016 年会”拟提交报告回执 
 

单位名称： 

报告人  职务/职称  

部  门  手机  

电  话  传真  

E-mail  拟报告时间         分钟 

拟报告

题目 
大题目……：小题目 a、……；b、……；c、……；d、……。 

报告 

摘要 

 

 

 

 

 

 

 

 

 

 

 

有何 

建议 

 

 

 

 

 

 

 

 

备注：请将此回执发至邮箱 dlkjw@vip.18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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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十届“超超临界机组技术交流 2016 年会”参会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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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房 合住 

            

            

            

            

地址、邮编及其他内容： 

                                                                        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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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执表传真至：4006981163 转 26965；或扫描发至邮箱：dlkjw@vip.18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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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第十届“超超临界机组技术交流 2016 年会”疑难问题及需求 

 

序号 疑难问题、需求、建议、预邀请单位或专家 备注 

1、   

2、   

3、   

4、   

5、   

6、   

7、   

 

备注： 

1、此表复印有效；可附加详细机组型号等具体表格。 

2、回执表传真至：4006981163 转 26965；或扫描发至邮箱 dlkjw@vip.188.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