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古长输水网集中供热项目现场交流研讨会 

正式通知 
各有关单位： 

会议定于 3 月 30 日（29 日报到）在太原召开，全面、系统、深刻掌握集中供

热规划、设计、施工、调试、运行，灵活性改造和深度调峰等创新技术，适应和满

足更多运行工况、更大负荷范围、更广热用户使用需求，提供发电厂、供热公司、

规划设计科研院所交流对话平台，集思广益，拓展思路，真正实践通过机组改造

使热电联产发挥更好作用。 

14 位专家及演讲具体内容浏览中国电力科技网会议专题： 

http://www.eptchina.cn/meet/seminar2017032038.html 

一、交通路线 

会址：山西全晋商务大酒店（太原小店区坞城路 12 号）。 

火车：火车站乘坐 870 或 861 路公交，火车南站乘坐 868 或 824 路公 

交，均在坞城路坞城西街口站下车即到。 

机场：机场航站楼乘坐 201 路公交，在坞城路坞城东街口站下车即到；打车

约 15 分钟（约 17 元）即到。 

参会者须持会务组署名编号“报到通知”于 3月 29 日 21 点前酒店报到。 

二、日程安排 

3 月 29 日报到；30 日主题演讲，专题报告、提问答疑；31 日上午考察电厂，

下午考察热力公司，全天安排考察内网和外网现场 8处并讲解。 

三、与会须知 

省市自治区主管部门，发电集团及所属电厂，热力公司、科研院所会务费 800

元/人，厂商限额 3000 元/人；为确定宾馆和会场，3月 27 日（周一）之后报名均

加收 400 元/人。食宿统一安排，宿费自理：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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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兴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王志强副总经理 13935150356。 

中能建山西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刘冲总工程师 13903439942。 

太原市热力公司：石光辉总工程师 1393415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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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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长输水网集中供热项目现场交流研讨会通知 

全面、系统、深刻了解集中供热项目规划、设计、施工、调试、运行技术，

提供先进、可借鉴工程经验，少走弯路，结合机组灵活性改造和深度调峰，适

应和满足更多运行工况、更大负荷范围、更广热用户使用需求，我们于 3 月

30 日在太原召开本次会议，让发电厂、供热公司、规划设计科研院所交流对

话，集思广益，拓展思路，真正实践通过机组改造使热电联产发挥更好作用。 

太古长输供热主管线全长 37.8 公里，高差 180 米；其中，直埋 19.2 公

里，钢结构管架桥 3.08 公里，隧道 15.6 公里。管线六次穿越汾河，横穿八

座桥梁，一处高速公路，多处劈山架管，开通三座穿山隧道；尤其是面对瓦

斯、塌方、岩爆诸多不利因素，勇克难关，改写供热历史。其设计供热能力、

建设投入资金、穿越西山隧道、主干管网口径及地势高差，建设难度前所未

有。如此浩大项目按正常工期，至少四年，而该工程仅两年半建设周期即投

运，且工程质量一流，实属罕见，被称为史上最难建设的供热工程，是国际目

前最大的集中供热项目。利用热泵技术，充分利用低品质能源，进一步降低回

水温度，提高机组效率，实现节能、环保双收益。六级提压运行，采取多种安

全措施，降低水锤安全风险。6台机组最大供热能力 3658 兆瓦，选用多热网、

多级串联高背压供热方案，实现热量梯级和最大化利用，实现供热面积 8000

万平方米，供热半径达61.5公里，年供热量乏汽占比达75%，能源效率达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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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考察该项目，对其建设及目前运行情况，予以充分肯定：它不仅有效

解决太原居民供热要求，产生良好节能和环境效益，为国内长距离输送热源

提供了典范。采用大温差、双供双回等先进技术，解决长距离输送、地形高

差、经济输送三大技术难题，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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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供热，提供了可借鉴的成功经验。短短几个月，全国各地发改委，经信

委，发电集团，供热集团、科研院所等单位组团赴晋参观学习，络绎不绝。江

亿院士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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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电力科技网 

协办单位：山西兴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中能建山西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太原市热力公司 

山西工业设备安装集团公司  

国电科学技术研究院 

二、 会议内容 

1.《太原市清洁能源供热方案(2013 年-2020 年)》解读：北京清华同衡

规划设计研究院；2.热电联产工程项目建设与运行：山西兴能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3.设计方案：中能建山西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4.汽轮机本体改

造：东方汽轮机厂；5.太古长输管线及中继能源站集中供热工程建设与运行

情况：太原市热力公司；6.工程施工难点及解决方案：山西省工业设备安装集

团有限公司；7.太古供热工程土建施工难点及解决方案：中铁六局集团太原

铁建公司；8.低位能供热改造及热网调试：国电科学技术研究院；9.大型热电

联产低位能供热技术研究与应用：北京国电蓝天节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10.

大温差供热技术促进低品位能源的应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11.长输管线及

中继能源站集中供热工程六级驱动控制技术：清华同方节能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12.大高差大温差长输供热管线设计要点：华北市政设计研究院。 

三、会务事宜 

1、日程安排：3 月 29 日报到；30 日主题演讲，专题报告、提问答疑；

31 日上午考察电厂，下午考察热力公司，分别安排提问答疑、交流互动。2、

热点、焦点和疑难问题可提前发至邮箱，以便专家提前准备、重点解答。3、

“参会回执表”填写完整按要求回复，以待正式通知，详告交通路线。4、省

市自治区主管部门，发电集团及所属电厂，热力公司、科研院所会务费 800 元

/人，厂商限额 3000 元/人；宾馆和会场已确定，3月 27 日（周一）之后报名

均加收 400 元/人；食宿统一安排，宿费自理：150 元/床/天，280 元/间/天。 

四、联系方式 

周丽副处长 15010503361；耿迪副主任 18910897399。 

杨伟处长 010-57145071；魏毓璞主任 18801034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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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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太古长输水网集中供热项目现场交流研讨会专家演讲信息 

序 演讲题目 专家 单位/职称/职务 

1.  致开幕辞 耿迪 
中国电力科技网副主
任 

2.  致主题辞 耿炤宇 
太原市城乡管理委员
会副主任 

3.  致欢迎辞 闫俊伏 
山西兴能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长 

4.  

《太原市清洁能源供热方案(2013 年-2020 年)》解读：a.
吸收式大温差长距离供热专利技术；b.太原市 2013-2014
年供热现状；c.太原市八热源供热环网规划；d.节能减排
与供热效果。  

李永红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
计研究院能源所高级
工程师 

5.  
山西兴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供热工程项目建设：a.项目立
项依据；b.技术方案；c.节能减排；d.建设实施进度；e.
工程投资估算、计划、完成情况。 

王志强 
山西兴能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副总经理 

6.  

山西兴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供热工程项目技术方案及运
行情况：a.项目背景；b.供热概述；c.主机改造内容；d.
空冷列防冻及备用；e.热网及机组热负荷调节；f.供热投
运后现场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g.供热实际效果；h.2017
年供热改造内容。 

卫永杰 
山西兴能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发电部副部长

7.  
山西兴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供热工程项目设计方案：ａ.
项目概述；ｂ.古交电厂大机组供热改造方案；c.供热系统
分析；d.运行数据分析；e.总结及体会。 

刘冲 

中能建山西省电力勘
测设计院有限公司光
华公司总工程师/教
授级高级工程师 

8.  
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高背压供热改造技术--空冷机组单
转子供热改造：a.设计背景；b.设计原理；c.难点特点；
d.实施效果。 

余宏才 
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
电站服务事业部副总
经理/高级工程师 

9.  

太原市太古长输管线及中继能源站集中供热工程建设与
运行情况：a.工程建设背景；b.建设情况（系统及水泵设
置、厂内改造流程、水泵参数、中继能源站、新技术及新
产品）；c.运行情况；d.主要指标对比。 

张建伟 
太原市热力公司总经
理/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 

10.  太古供热项目施工难点及解决方案：a.工程概况；b.工程
特点；c.工程难点及解决方案；d.现场图片展示。 

黄红峰 
山西省工业设备安装
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
理 

11.  太古供热工程土建施工难点及解决方案：a.工程概况；b.
工程特点；c.工程难点及解决方案；d.取得的成果。 

李平 
中铁六局集团太原铁
建公司总工程师/教
授级高级工程师 

12. 

山西兴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供热工程项目低位能供热改
造及热网调试：a.供热设备；b.热网分系统调试；c.热网
整套系统调试；d.热网调试难点及关键点；e.古交兴能电
厂供热项目的意义。 

王建勋 
国电科学技术研究院
北京分院锅炉室主任
/高级工程师 

13. 
大型热电联产低位能供热技术研究与应用：a.节能原理；
b.系列低位能分级研究成果；c.示范应用及经济社会效
益；d.推动行业科技进步的作用和意义。 

徐则林 
北京国电蓝天节能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
长 

14. 
大温差供热技术促进低品位能源的应用：a.热泵技术；b.
水源热泵在中继换热站的应用技术；c.水源热泵技术促低
温能源的使用；d.结论。 

华靖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
士 

15. 
太古长输管线及中继能源站集中供热工程六级驱动控制
技术：a.供热管线设计和六级泵设置参数；b.大高差防止
水锤设计；c.六级驱动控制策略；d.结论。 

安志鹏 
清华同方节能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工程部副
经理 

16. 
大高差大温差长输供热管线设计要点：a.设计简介；b.设
计难点；c.设计重点；d.设计建议。 

陈泓 
华北市政设计研究院
副院长/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 

 



 

太古长输水网集中供热项目现场交流研讨会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题目 演讲人 主持 

30日 

08:24-08:30 会场须知与安全警示（6分钟） 中国电力科技网副处长周丽 

刘 冲 

08:30-08:35 致开幕辞（5分钟） 中国电力科技网副主任耿迪 

08:35-08:47 致主题辞（12分钟） 太原市城乡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耿炤宇 

08:47-08:55 致欢迎辞（8分钟） 山西兴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闫俊伏 

08:55-09:20 
《太原市清洁能源供热方案(2013 年-2020 年)》解读

（25分钟）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能源所高级工程

师李永红 

09:20-09:50 
山西兴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供热工程项目建设（30 分

钟） 
山西兴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王志强 

09:50-10:15 
山西兴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供热工程项目技术方案及

运行情况（25分钟） 
山西兴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发电部副部长卫永

杰 

10:15-10:45   休息、合影（30分钟） 

10:45-11:10 
山西兴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供热工程项目设计方案

（25分钟） 
中能建山西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光华公

司总工程师刘冲 

陈 泓 
11:10-11:30 

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高背压供热改造技术--空冷机组

单转子供热改造（20分钟） 
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电站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

余宏才 

11:30-12:00 代表提问、专家答疑（30分钟） 与会嘉宾、相关专家 

12:00-14:40 午休（120分钟） 

30日 

14:00-14:25 
太原市太古长输管线及中继能源站集中供热工程建设

与运行情况（25分钟） 
太原市热力公司总经理张建伟 

王志强

14:25-14:50 太古供热项目施工难点及解决方案（25分钟） 
山西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黄

红峰 

14:50-15:10 太古供热工程土建施工难点及解决方案（20分钟） 中铁六局集团太原铁建公司总工程师李平 

15:10-15:35 
山西兴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供热工程项目低位能供热

改造及热网调试（25分钟） 
国电科学技术研究院北京分院锅炉室主任王建

勋 

15:35-16:00 大型热电联产低位能供热技术研究与应用（25分钟）
北京国电蓝天节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徐

则林 

16:00-16:30   休息（30分钟） 

16:30-16:50 大温差供热技术促进低品位能源的应用（20分钟）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华靖 

余宏才
16:50-17:10 

太古长输管线及中继能源站集中供热工程六级驱动控

制技术（20分钟） 
清华同方节能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工程部副经理

安志鹏 

17:10-17:40 大高差大温差长输供热管线设计要点（30分钟） 华北市政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陈泓 

17:40-18:20 代表提问、专家答疑（40分钟） 与会嘉宾、相关专家 

31日 

08:30-09:30 赴山西兴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60分钟） 与会嘉宾 

王志强09:30-11:00 参观古交发电厂、供热首站、供热系统现场（90分钟）与会嘉宾 

11:00-12:30 电厂会议室互动交流、提问答疑（90分钟） 与会嘉宾、相关专家 

12:30-13:30 午餐（60分钟） 

31日 
13:30-16:00 

参观太原市热力公司1号站、2号站、架空管线、隧道

管线、中继能源站（150分钟） 
与会嘉宾 

张建伟

16:00- 返回太原酒店或直接返程 与会嘉宾 



附件 2： 

发言回执 

太古长输水网集中供热项目现场交流研讨会 

单位名称： 

报告人  
职称 

职务 
 部门  手机  

电话  传真  E-mail  

报告题目 大题目……：小题目 a、……；b、……；c……；d……。 报告时间 分钟 

报告简介  

有何建议  

注：请将此表传真至：4006981163 转 26965；或发至邮箱 dlkjw@vip.188.com。 



附件 3： 

参会回执 

太古长输水网集中供热项目现场交流研讨会 

序号 姓 名 
职称 

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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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执表请发至传真：4006981163 转 26965；亦可扫描发至邮箱 dlkjw@vip.188.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