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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核电站新技术交流研讨会 

各核电相关单位： 

目前，中国大陆在运核电机组 36 台、在建机组 20 台，总装机

容量约 5693.5 万千瓦，到 2020 年，中国核电运行和在建装机容量

将达到 8800 万千瓦。世界首堆三门 AP1000 进入装料阶段，即将商

运，或将推动后续核电审批重启;“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示范工程

——福清 5号核电机组穹顶吊装成功完成。CAP1400 示范工程施工

设计基本完成，突破了多项重大关键核心技术，实现了我国三代核

电技术研发、工程设计、设备制造、试验验证、先进软件平台和先

进核燃料的自主化，并积极提升设备国产化率；第四代高温气冷堆

即将建成。6 月 29 日，巴基斯坦恰希玛核电 4 号机组并网发电，

“华龙一号”海外首堆卡拉奇项目进展顺利；加上此前一个月，中

国与阿根廷签订合作协议和之前英国、罗马尼亚、伊朗出口项目，

一时间，中国核电出口备受瞩目，成为继高铁之后第二张国际名片。 

我国运行和在建核设施安全水平显著提高，核电安全保持国际

先进水平，辐射环境质量保持良好，多项核电法规正在修订完善，

自主化核电工业体系逐步形成。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持续深入,

核电海外出口也开始不断发力，我国正向“核电强国”稳步迈进。 

为交流核电创新技术，推进我国自主化核工业体系建设进程，

拟于 9月 14 日在山东荣成召开 2017 核电年会。有关安排如下： 

一、会议主席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大中 



 

 

中国工程院院士叶奇蓁 

国家发改委原能源局局长徐锭明 

二、会议主题 

以创新技术推进我国自主化核工业体系建设，包括自主创新先

进核电技术和示范工程进展，核能关键技术研发和验证情况，自主

核能装备研发和建造技术，及目前核电发展形势分析等主题报告。 

三、有关事宜  

1、日程安排：9月 13 日报到；14 日主题演讲，专题报告，专

家对话；15 日专题报告，案例分析，专家答疑，参观国核 CAP1400

示范电站工程和华能石岛湾核电站。 

2、为提高效率和质量，参会单位可提前将当前亟待解决的疑

难问题及关心的热点、焦点发至会务组邮箱，以便专家提前准备、

重点解答。 

3、请登陆中国电力科技网会议专题下载“参会回执表”，填

写完整并加盖单位公章发至会务组邮箱，以待正式通知。 

4、费用标准：发电集团、核电站、科研院所及中国电机工程

学会核能发电分会会员单位 1600 元/人，辅机配套厂商 3000 元/

人，8月 14 日后报名均加收 200 元/人；食宿统一安排，宿费自理。 

具体演讲信息详见附件 1，或浏览中国电力科技网会议专题。 

四、联系方式 

周丽副处长：15010503361；杨伟处长：18001252968。 

传真：4006981163 转 26965； 

邮箱：hd8856@vip.188.com 

详情登陆中国电力科技网 www.eptchina.cn 会议专题 

 

〇二 一七年七月七日  



 

 

附件 1： 

2017 年核电站新技术交流研讨会演讲信息 
 

序 专家 演讲内容 

1.  中国电力科技网主任
魏毓璞 

主办单位致辞。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叶奇
蓁 

核能利用创新发展：a、核电安全性提高的
研究方向；b、一体化多用途小堆开发及利
用；c、低温供热堆取代燃煤锅炉开发利用。

3.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原
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清华大学教授张勤 

用原创 DUCG 人工智能技术提高核电站安全
性和可用度：a、创立 DUCG 理论体系背景；
b、已有实验结果（核电站发电机、二回路
等数十个故障在线诊断，正确率 100%）；c、
演示故障诊断、直观可视化解释诊断结果、
预测故障走向、提供精准决策支持、提前
预报故障。 

4.  烟台市发改委核电办
副主任张洁飞 

核电新技术与产业创新的战略探讨：a、烟
台市核电项目；b、核电产业发展；c、烟
台市核电新技术与产业创新战略部署。 

5.  
国核示范电站有限公
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汪映荣 

CAP1400 的技术特点和工程进展：a、技术
先进性；b、国产化率 85％；c、工程改进
及进展；d、较好的经济性。 

6.  
国核自仪系统工程有
限公司总体技术部主
任/高级工程师刘真 

CAP1400 示范工程仪控系统自主化：a、
国核自仪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及 NU 系列产
品；b、CAP14000 示范工程仪控总体综述及
总体实施方案；c、国内核电仪控自主化思
考与建议。 

7.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原
秘书长李若梅 

主持院士对话、核电公众沟通。 

8.  

华龙国际核电技术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
工程师/研究员级高
级工程师咸春宇 

华龙一号技术融合方案：a、方案背景；b、
技术方案；c、方案评价；d、结论。 

9.  

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
司北京核工程研究设
计院副院长/研究员
级高级工程师宋代勇 

中核集团华龙一号项目工程进展：a、总体
情况；b、国内项目进展；c、国外项目进
展；d、后续项目展望。 

10. 
华能山东石岛湾核电
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研究员龚兵 

高温气冷堆项目进展：a、项目进展；b、
高温气冷堆特点；c、未来发展。 

11.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
物理研究所总师/研
究员蔡翔舟 

钍铀燃料循环与熔盐堆：a、TMSR 项目简介；
b、熔盐堆；c、燃料循环；d：TMSR 项目进
展。 



 

 

12. 
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
源技术研究院副教授
董哲 

小型模块式反应堆发展现状分析：a、小型
模块式反应堆发展现状及对仪控技术提出
的新要求；b、小型模块式反应堆先进仪控
技术国外发展现状；c、清华大学核研院小
型模块式反应堆先进仪控技术工作；d、后
续重点攻关方向。 

13. 
中国科学院核能安全
技术研究所副总工程
师/研究员赵柱民 

中国铅基反应堆关键技术与产业前景:a、
研究背景（核能发展面临的问题、国际铅
基堆研发现状）；b、铅基反应堆关键技术
分析；c、研发进展（中国铅基反应堆发展
路线及工作进展）；d、产业应用前景展望；
e、结束语。 

14. 西安交通大学核学院
院长/教授田文喜 

一体化固有安全轻水反应堆(I2S)创新设
计：a、提出背景；b、I2S-LWR 堆芯及一体
化主回路设计；c、非能动安全系统等创新
性设计；d、对未来创新型轻水堆反应堆设
计的借鉴意义。  

15. 
中科院上海应物所熔
盐机械部助理研究员
张健宇 

TMSR 高温熔盐泵设计和测试：a、原理样机；
b、工程样机开发；c、熔盐台架；d、结论
及展望。 

16. 

武汉第二船舶设计研
究所核安全及一回路
系统部主管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刘建阁 

海洋核动力平台 HHP25 核岛设计技术路线：
a、概述；b、HHP25 核岛设计技术路线；c、
HHP25 核岛设计进度计划；d、面临的问题
和挑战。 

17. 国家发改委原能源局
局长徐锭明 

会议主席总结并发表演讲。 

18. 

武汉第二船舶设计研
究所海洋核动力平台
研究室副主任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许怀锦 

海上浮动核电平台关键技术问题综述：a、
简述海上浮动核电平台研制背景及意义；
b、海上浮动核电平台主要特点；c、海上
浮动核电平台研制主要关键技术问题；d、
海上浮动核电平台工程应用开发建议。 

19. 
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
源技术研究院主任/
教授赵璇 

核电厂放射性废液处理的新技术与新装
置：a、背景；b、技术研发状况；c、技术
应用；d、未来展望。 

20. 
华北电力大学核科学
与工程学院副院长/
教授周涛 

非能动技术与核电安全：a、非能动概念；
b、非能动技术发展历史；c、非能动技术
类型；d、未来技术发展。 

21.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
院有限公司数字化设
计研究中心主任/研
究员级高级工程师李
小燕 

核电厂设计分析评价一体化平台研发和应
用：a、项目背景；b、平台功能及主要工
作；c、平台应用及创新点；d、视频展示。

22.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许德忠 

华龙一号核二三级泵设备鉴定实践与反
馈：a、华龙一号核二三级泵；b、设备鉴
定实施过程与技术改进；c、经验总结及反
馈建议。 



 

 

23. 
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
院聚变科学研究所研
究员张国书 

聚变堆中子输运数值模拟技术现状及进
展：a、概述；b、ITER 及 CFETR 等聚变堆
核工程设计特点；c、自主开发 Pn 有限元
聚变中子输运模拟程序简介；d、存在问题
及下一步工作重点。 

24.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
院堆芯设计所研究员
级高级工程师仇永萍 

核电厂模拟机 HRA 数据采集方法研究及应
用：a、概述；b、核电厂模拟机 HRA 数据
采集方法；c、应用举例；d、结论。 

25. 
国核华清（北京）核
电技术研发中心有限
公司副主任陈炼 

核电站 IVR 技术试验研究及发现：a、IVR
意义；b、试验研究；c、发现；d、结论。

26.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
院设计所仪表与控制
室高级工程师王远隆 

核电站平均温度控制方案比较分析：a、国
内堆控研究近况；b、控制方案比较；c、
改进方案工程实现问题；d、展望。 

27. 
上海电气电站集团副
总工程师/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周一工 

核电汽轮机组排汽特性分析：a、核电汽轮
发电机组效率的计算方法；b、核电汽轮发
电机组效率的计算方法；c、汽轮机末级长
叶片和低压缸选型。 

28. 
国核电力规划设计研
究院电源事业部总经
理祝洪青 

CAP1400 常规岛及其 BOP 设计技术研究、设
备国产化情况：a、概述；b、系统配置；c、
优化成果；d、设备国产化。 

29. 国家电投中央研究院
副院长/教授常华健 

CAP1400 非能动安全系统试验验证及发现：
a、三大非能动安全系统（非能动堆芯冷却
系统、非能动安全壳冷却系统和熔融物滞
留）；b、试验装置；c、试验工况；d、现
象及发现。 

30. 
中国电建集团核电工
程公司技术部主管单
拓 

核电站常规岛建安施工标准建设：a、前言；
b、安装过程中几点建议；c、结论。 

31. 
山东核电有限公司总
工程师/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颜岩 

AP1000 依托项目预运行试验过程中关键技
术问题处理及启示：a、预运行试验过程介
绍；b、关键技术问题及解决；c、启示。 

32. 
国核工程有限公司白
龙项目研究员级高级
工程师陆传根 

面向三代/四代核电技术的采购管理：a、
采购管理体系；b、国内三代/四代核电设
备采购管理；c、核电“走出去”项目设备
采购管理特点；d、采购风险管理。 

33. 
国家电投国家核电技
术公司专家委员会委
员/研究员郁祖盛 

当前核电形势：a、“新常态”下如何考虑
能源需求；b、决策者对发展核电取极为慎
重态度；c、内陆核电；d、核电“走出去”；
e、核电装备业；f、核电可持续发展。 

34. 中国电力报发电部主
任冯义军 

“2017 年核电站新技术交流研讨会”记者
观察。 



附件 2： 

2017 年核电站新技术交流研讨会 
发言回执表 

单位名称：  

报告人  职务/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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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前将此表传真至：4006981163 转 26965；或发至邮箱 hd8856@vip.188.com 

 



 

  

附件 3： 
2017 年核电站新技术交流研讨会 

  参会回执表 

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务/ 

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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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扫描发至邮箱 hd8856@vip.188.com。 

 



 

  

附件 4： 

疑难问题及需求 
2017 年核电站新技术交流研讨会 

序号 疑难问题、需求、预邀请单位或专家 备注 

   

   

   

   

   

   

   

备注： 
1、此表复印有效；可附加详细机组型号等具体表格。 
2、回执表请发至传真：4006981163 转 26965；亦可扫描发至邮箱 hd8856@vip.188.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