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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流化床锅炉技术 2018 年会 

几十年来，中国的循环流化床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目前总运行台数，

总装机容量，研发、制造和运行水平，均居世界首位，世界首台 600兆瓦超

临界循环流化床锅炉创新实践，荣获 2017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超

超临界循环流化床锅炉技术研发与示范”项目积极推进。 

国内早期投运大量 CFB机组设备可靠性低、运行经济性差、维修成本高

尚未彻底解决，又受到负荷低、煤价高、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坚等市场、政

策因素影响，衍生诸多新问题，急需进行深度调峰、热电联产灵活性改造、

炉内炉外协同高效脱硫脱硝、烟气消白，实现高效节能全负荷超低排放。 

由于燃料灵活性独特优点，CFB 锅炉在发展生物质耦合燃煤发电实现煤

电低碳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可满足多变电力市场深度调峰要求，结合多煤种

掺烧特性，实现燃煤、生物质、污泥、城市废弃物垃圾、危险废弃物等裂解、

气化、冶炼化工能源利用，低碳减煤化，成为解决当前能源困局有效措施。 

为进行机组深度调峰、热电联产灵活性改造，解决 CFB锅炉可靠性、经

济性、环保性等诸多疑难问题，跟踪本领域最新科研成果，推广创新技术,

中国电力科技网定于 2018年 12月 12日在河南省济源市召开年会。 

一、年会主题 

深度调峰、灵活性改造，全负荷低成本低能耗超低排放 

二、年会主席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原局长徐锭明 

三、年会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电力科技网 

技术支持：神华国能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国电豫源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四、年会内容 

1、全负荷低成本低能耗超低排放技术研究； 

2、CFB机组深度调峰、热电联产灵活性改造； 



3、半干法脱硫工艺在 CFB锅炉上稳定经济运行及优势； 

4、主辅机设备开发及改进创新技术，烟气脱白系统及水平衡处理措施； 

5、高效节能改造：锅炉可靠性、运行均匀性、检修经济性； 

6、长周期安全运行：锅炉防磨防爆技术、典型事故案例分析； 

7、超临界、超超临界 CFB设计、设备选型、调试运行技术开发； 

8、低热值燃料适应性和配煤掺烧技术； 

9、CFB锅炉生物质耦合燃煤发电及城市固废利用技术； 

10、超低排放形势下 CFB锅炉炉内炉外联合高效脱硫、脱硝技术； 

11、降低运维成本、提高厂用电率典型技术应用案例； 

12、探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数字化发电在 CFB机组应用； 

13、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新技术、新发明、新专利。 

27位专家及演讲信息见附件或浏览中国电力科技网年会专题。 

五、日程安排 

12月 11日报到（洛阳市接机接站）；12日主旨演讲，专家对话，主题

报告；13日专题报告，案例分析，专家答疑；14日技术参观。 

国电豫源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005年实现双投 2×150MW热电联产机组，

率先采用配套半干法脱硫除尘一体化和 SNCR（选择性非催化还原）脱硝工艺，

2016年 10月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全年向电厂周边企业提供 110t/h工业用汽，

负责济源市 400万平米供暖，各地相关单位纷纷组团前往考察。 

六、相关事项 

中国电力科技网官网或填写“参会回执表”，以待正式通知；热点、焦

点和疑难问题提前发至邮箱，以便专家提前准备，重点解答。 

发电厂、科研院所、高等学校、主机厂会务费 1700元/人，辅机配套厂

商 3100元/人；五大发电集团及二级单位，其他省级集团免除 2人会务费。 

食宿统一安排，宿费自理。 

七、联系方式 

电子邮件：dlkjw@188.com 

周丽处长：15010503361；耿迪副主任：18910897399 

官方网站报名和详情：www.eptchina.cn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四日 

. 

http://www.eptchina.cn/


附件 1： 

循环流化床锅炉技术 2018 年会演讲信息 

序 演讲内容 专家 单位/职称/职务 

1.  承办单位致欢迎辞。 张会学 
国电豫源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 

2.  主办单位致年会主题辞。 魏毓璞 中国电力科技网主任 

3.  

技术支持单位致辞并发表主旨演讲—— 

神华国神集团循环流化床发电技术现状及对CFB技术发

展的思考：a.神华国神集团 CFB概况和技术成果；b.CFB

机组存在的一些重要问题；c.关于对 CFB发展的思考。 

陈英 
神华国能集团有限公

司总工程师 

4.  年会主席致辞并发表主旨演讲。 徐锭明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

究员/国家发改委能源

局原局长 

5.  

气候变化与煤电低碳转型之路——CFB 技术在煤电低碳

化方面的独特作用：a.气候变化地球变暖的严峻现实和

后果；b.《巴黎协定》对全球升温限制对煤电的影响；

c.火电必须走从“减煤”向“去煤”的方向发展；d. CFB

技术在煤电低碳化方面的独特作用；e.大容量 CFB生物

质生物质混烧和纯烧的案例。 

毛健雄 
清华大学能源与动力

工程系教授 

6.  
循环流化床锅炉深度调峰及负荷相应能力探讨：a.研究

背景；b.理论分析；c.工程实践;d.结论。 
张缦 

清华大学能源与动力

工程系副研究员 

7.  

330MWCFB锅炉超低排放改造及协同处置药业废渣、废气

的分析：a.超低排放改造-NOX优化控制；b.超低排放改

造-SO2优化控制；c.协同处置药业废渣的分析；d.协同

处置药业废气的分析。 

孟洛伟 

宜昌东阳光火力发电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

级工程师 

8.  
循环流化床锅炉技术研究：a.背景；b.存在问题；c.改

进方案；d.研究进展；e.发展方向。 
王大军 

四川省电力工业调整

试验所副总工程师/高

级工程师 

9.  

国电豫源锅炉长周期运行的应对及管控措施：a.四管防

磨采取措施；b.管控制度；c.燃煤管理；d.运行管控措

施。 

孟建功 

国电豫源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副总经理兼总

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10.  CFB 锅炉高效协同脱硫、脱硝技术研究与应用：a.CFB 赵鹏勃 中国华能集团清洁能



锅炉协同脱硫、脱硝技术开发背景；b.CFB 锅炉协同脱

硫、脱硝关键技术；c.CFB 锅炉协同脱硫、脱硝技术工

程实践；d.结论 

源技术研究院有限公

司流化床部所长/高级

工程师 

11.  
上锅 350MWCFB 锅炉技术特点及运行实绩：a.锅炉技术

特点；b.锅炉投运情况；c.锅炉性能。 
沈引根 

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

工程技术服务部总调

试师/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 

12.  

660MW 高效超超临界流化床：a.十三五超超临界流化床

课题进展情况；b.哈锅超超临界流化床方案；c.超超临

界流化床关键技术；d.下阶段课题研发安排。 

姜孝国 

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

任公司锅炉设计开发

处处长/高级工程师 

13.  

CFB锅炉炉膛格栅防磨技术：a. CFB锅炉炉膛磨损危害；

b.CFB 锅炉炉膛磨损原因探究；c.格栅防磨技术对 CFB

锅炉炉膛磨损治理的探索。 

刘上中 
武汉永平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  

14.  

中小型 CFB锅炉节能减排优化研究：a.中小型 CFB锅炉

运行存在主要问题；b.中小型CFB锅炉风煤均匀性研究；

c.中小型 CFB锅炉低排放性能优化研究；d.中小型 CFB

锅炉运行（调峰特性、煤种适应性）优化研究。 

卢啸风 

重庆大学动力工程学

院锅炉燃烧研究室主

任/教授 

15.  

烟气循环流化床脱硫除尘技术在国电豫源电厂超低排

放的应用：a.南京龙源环保简介；b.CFB 循环流化床烟

气脱硫技术；c.国电豫源发电有限公司 CFB半干法脱硫

工程实例；d.南京龙源环保有限公司半干法脱硫业绩。 

孙卫东 

国电南京龙源环保有

限公司设计中心副总

经理/高级工程师 

16.  

300MWCFB干烧过程动态分析:a.300MWCFB锅炉在厂用电

丧失后各级受热面烟气、介质温度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b.各级受热压力随时间的变化；c.各级受热面安全性分

析；d.注意事项与干烧保护措施。 

肖峰 

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

设计处副总工程师/教

授级高级工程师 

17.  

循环流化床机组先进节能技术优化集成与应用：a.中国

循环流化床锅炉技术发展现状；b.“煤电节能减排升级

与改造行动计划”及应对措施；c.节能降耗综合诊断与

改造技术集成；d.氮氧化物无氨抑制技术的应用。 

江建忠 

中国华能集团清洁能

源技术研究院有限公

司低质煤清洁高效利

用技术部主任/研究员 

18.  

工业余热和固废资源化利用技术交流——青岛松灵耦

合煤泥发电系统解决方案：a.传统煤泥烘干工艺路线；

b.国家层面产业政策；c.松灵煤泥烘干工艺路线；d.蒸

汽烘干经济效益分析。 

郭广龙 
青岛松灵电力环保设

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19.  煤气化细粉灰燃烧实践：a.背景；b.试验台的建设和试 包绍麟 中国科学研究院工程



烧试验；c.工业实践；d.高安解决方案。 热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20.  

防止CFB锅炉耐火材料脱落及分离器护板超温的施工工

艺改进探讨:a.防耐火材料脱落新工艺；b.防护板超温

新工艺；c.总结。 

苏学彬 
山东灜州节能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21.  

东方循环流化床锅炉新技术：a.东方 CFB发现历程；b.

东方小容量高参数 CFB；c.东方燃生物质 CFB；d.东方

燃生活垃圾 CFB。 

薛大勇 

东方锅炉（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性

能二室主任/高级工程

师 

22.  
循环流化床精益配煤技术应用：a.煤场精益管理；b.最

佳入炉指标；c.全局系统优化；d.燃煤实时成本。 
石勇 

河南诚一能源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3.  

330MW CFB 锅炉超低排放改造：a.低氮燃烧改造技术路

线及效果；b.SNCR+SCR 改造；c.炉内、炉外联合脱硫；

d.除尘改造效果。 

田正彬 
京能山西京玉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 

24.  

CFB防磨低氮调峰一体化技术分析：a. 燃烧灰粒浓度的

调整与防磨降硝；b.风量转移与减轻防磨降硝；c.循环

灰的调整与防磨降硝；d.深度低氮燃烧同步调峰。 

张全胜 

中华环保联合会废弃

物发电专业委员会技

术总监 

25.  

全回路 CFB机组快速响应模型机理研究：a.流动对深度

调峰的影响；b.0 维全回路响应模型机理；c.模型的工

业验证；d.1维快速响应性能模型的展望。 

杨海瑞 
清华大学能源与动力

工程系博士/教授 

26.  

中心给料机在原煤仓中的应用：a.中心给料机设备开发

原因；b.中心给料机设备特点；c.中心给料机设备结构

类型；d.中心给料机设备若干优点；e.中心给料机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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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工程师 

27.  

流化床锅炉空气预热器腐蚀磨损结灰等问题分析：a.单

双烟道结构特性分析；b.对流化速度的影响；c.管式空

气预热器磨损结灰。 

蔡新春 
山西格盟国际集团有

限公司首席工程师 

28.  

超低排放下 CFB锅炉内外脱硫系统匹配优化：a.炉内外

脱硫匹配优化模型建立；b.炉内脱硫剂对炉效及脱硝影

响；c.最优比例及实例分析。 

张磊 
神华国能山东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专工 

29.  

分筛、破碎优化设计实现分筛破碎粒度、降低设备运行

故障:a.技术专利；b.滚轴阶梯筛优化设计；c.多级调节

分筛破碎机优化设计；d.技改案例；e.结语。 

刘贵发 

重庆先隆电力设备制

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高

级工程师 

按回复先后排列,“年会指南”日程还将调整,内容亦有更新和增加。



附件 2： 

发言回执 

循环流化床锅炉技术 2018 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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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此表发至邮箱 dlkjw@188.com。 



附件 3： 

参会回执 

循环流化床锅炉技术 2018 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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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执表请发至邮箱 dlkjw@188.com。 

mailto:回执表请发至邮箱dlkjw@188.com


附件 4： 

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表 

循环流化床锅炉技术 2018 年会 

1、纳税人识别号  

2、开户银行  

3、帐号  

4、单位名称  

5、地址  

6、电话  

7、开票项目 会务费 

8、开票金额及数量（张）  

9、备注  

备注： 

1、表中信息务必填写正确，否则不能出票，无法报销； 

2、如单位财务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备注清楚； 
3、请提前将表格填写完整回复邮箱或报到时交予会务组。 



附件 5： 

疑难问题及需求 

循环流化床锅炉技术 2018 年会 

序号 疑难问题、需求、建议、预邀请单位及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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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执表请发至邮箱 dlkjw@188.com。 

mailto:回执表请发至邮箱dlkjw@188.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