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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电厂配煤掺烧技术及燃料智能化研讨会 

各有关单位： 

2019年，燃煤电厂仍普遍面临煤价高位徘徊、电价和电量竞争激

烈、环保成本投入增加等困境。燃煤电厂的大面积亏损，引起各级领

导部门高度重视。各个电厂积极采取措施，配煤掺烧作为降低燃料成

本的重要措施之一，也逐步得到广泛应用。 

鉴于国家对煤炭市场的管控，多渠道、低成本采购燃煤已成为各

燃煤电厂降本增效最有效手段。然而，当前电站锅炉燃煤变化较大，

贫煤等动力煤燃用比例下降明显，烟煤褐煤比例显著提升，带来较多

掺配新矛盾；大量采购低价高硫分、低熔点、低热值、低挥发分的煤

种，使得实际入炉煤种严重偏离锅炉设计煤种，给锅炉安全运行带来

新的挑战。因此，将不同煤种合理掺配以满足锅炉安全、环保、灵活、

经济的需求，并配合燃料智能化，实现燃料各业务环节信息自动采集、

记录、处理、传递和反馈，提升燃料管理效率，强化电厂便捷性，减

少人为因素，进一步提升电力企业精益化管理水平，成为我们急需探

讨解决的问题。  

为及时总结交流配煤掺烧技术经验，探讨推广配煤掺烧技术及燃

料智能化管理，深度挖掘掺烧潜力，最大限度控制燃料成本，解决掺

烧后锅炉面临的问题和配煤粗放式管理带来的影响，中国电力科技网

定于 3月 20日在温州召开研讨会，邀请 24位专家和技术主管发表演

讲及答疑。会议组织参观浙江浙能乐清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和温州发电

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协办。 

中国大唐集团科研院火力发电技术研究院提供技术支持。 

一、会议主席 

 



中国大唐集团科研院火力发电技术研究院首席专家蔡文河 

二、会议内容 

1、配煤掺烧相关政策及解读； 

2、煤场智能化及配煤在线管理实践； 

3、示范电厂建设进展及运行情况； 

4、生物质掺烧； 

5、掺烧的环保措施； 

6、锅炉设计及适应性改造方案； 

7、掺烧方案及运行关键技术； 

8、掺烧对机组安全影响及保障措施； 

9、火电灵活性改造对燃料灵活性的要求； 

10、掺烧技术推进及展望。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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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会务事宜 

1、日程安排：3月 19 日报到；20-21日主题演讲,专家对话，专

题报告，案例分析，专家答疑，综合报告，交流互动；22日技术参观。 

2、热点、焦点和疑难问题可预先发邮箱，以便专家提前准备、重

点解答；鉴于“会议指南”定稿印刷和代表证（姓名+单位+编号）制

作，“参会回执表”请尽量提前填写完整按要求回复；会务组将根据回

执发送正式通知，以便参会者准确掌握交通路线等详情。   

3、五大发电集团及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主管领导免两人会务

费，燃煤电厂、科研院所会务费 1700 元/人，厂商限额 3100 元/人。    

4、食宿统一安排，宿费自理。 

四、联系方式 

周丽处长 15010503361；耿迪副主任 18910897399 

邮箱：dlkjw@188.com 

  详情浏览中国电力科技网 www.eptchina.cn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六日 

http://www.eptchina.cn、/


附件 1： 

燃煤电厂配煤掺烧技术及燃料智能化研讨会演讲信息 

序 演讲内容 专家 单位/职称/职务 

1.  主办单位致主题辞。 魏毓璞 中国电力科技网主任 

2.  协办单位致欢迎辞。 领导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 

3.  会议主席致辞。 蔡文河 

中国大唐集团科研院

火力发电技术研究院

首席专家 

4.  

多煤种锅炉整体协调实时智能优化技术：a.配煤掺烧研

究背景；b.典型问题常规解决方向及不足；c.多煤种锅

炉整体协调实时智能优化技术；d.现场技术管理问题。 

朱宪然 

中国大唐集团科学技

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火

力发电技术研究院副

所长/高级工程师 

5.  

科学掺烧与精细化燃烧运行紧密结合的关键技术及方

案：a.配煤掺烧和燃烧运行存在的主要问题；b.科学精

细掺烧的技术核心；c.精细化燃烧运行的关键技术；d.

实现配煤掺烧与燃烧运行紧密结合的方案。 

黄孝彬 

华北电力大学锅炉燃

烧测量及优化研究所

主任/教授 

6.  
智能燃煤岛关键技术与应用：a.智能燃煤岛功能及流

程；b.感知生物化；c.作业自动化；d.决策智能化。 
崔修强 

华电国际技术服务中

心燃料部部长/高级工

程师 

7.  

电站锅炉掺烧及在线掺烧实践：a.动力用煤分类及混煤

特性参数（1.煤的分类及动力用煤种类；2.混煤煤质与

燃烧特性）；b.燃煤的掺烧方式及其选择（1.燃煤掺烧原

则；2.常用燃煤掺烧方式及技术特点;3.燃烧掺烧试验

过程）；c.混煤掺烧案例（1.某锅炉掺烧精细化调整；2.

某锅炉难燃澳煤的掺烧）；d.燃煤在线掺烧实践案例（1.

实现在线掺烧的必要性；2.在线掺烧功能模块及管理功

能；3.掺烧决策及掺烧性能评价功能）；e.总结。 

朱跃 

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

环保技术部副总工程

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8.  

智能化燃料管理系统优化研究：a.概述；b.入厂煤智能

化燃料管理系统及方案优化；c.储煤场智能化燃料管理

系统及方案优化；d.结束语。 

龙卫 

吉林省电力勘测设计

院有限公司输煤除灰

室主任/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 

9.  

智能掺配平台在超低排放机组的应用与研究：a.国内掺

烧现状；b.智能掺配平台介绍；c.泰电掺配主要做法；

d.实施效果与后期优化。  

周晓  

国电泰州发电有限公

司运营部主管/高级工

程师 

10.  深度配煤掺烧技术在阳城电厂综合应用研究：a.阳城电 刘林虎 大唐阳城国际发电有



厂煤质特性与掺配研究（1.煤炭市场及可采购煤源分

析；2.掺配过程分析——如：适烧煤种性能六要求、掺

配过程三阶段、经济煤种掺烧四方案；3.储煤场管理措

施）；b.燃烧过程分析研究（1.煤质燃烧特性分析；2.各

煤种对锅炉安全经济性分析；3.拓宽锅炉煤种适应性技

术研究）；c.深度配煤掺烧技术研究（分时段上煤研究）；

d.成效分析。 

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

师/高级工程师 

11.  

电站锅炉混煤掺烧理论研究及工程实践：a.混煤燃烧特

性；b.混煤燃烧过程交互作用；c.多目标配煤寻优模型；

d.系统开发及应用。 

张成 
华中科技大学能源与

动力学院副教授 

12.  

配煤掺烧方法对机组安全经济运行的影响：a.锅炉与煤

质匹配性要求；b.掺烧方式的定义；c.掺烧方式对机组

安全经济性的影响；d.掺烧方式的选取。 

姚伟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

公司燃料与燃烧实验

室副主任/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 

13.  

皮带输送机托辊更换架具：a.创新背景；b.创新过程；

c.结构原理；d.掌握此套工具的使用方法；e.应用推广

效果。 

沈季国 
华能丹东电厂博创创

新工作室主任 

14.  

燃煤电厂生物质掺烧经验：a.生物质掺烧意义；b.生物

质由来；c.生物质分类；d.生物质处理方法；e.生物质

掺烧经验；f.生物质掺烧防堵方法。 

朱丽金 
华能福州电厂燃料部

主任 

15.  

面向智慧型电厂燃煤掺烧优化系统的应用研究：a.结合

llot和大数据技术的全景掺烧；b.人工智能深度分析技

术在掺烧优化中的应用；c.机组竞价调峰实时成本计算

的掺配策略；d.基于“数字孪生”模型的掺烧动态优化

评价平台。 

徐创学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

公司电站信息及监控

部副经理/正高级工程

师 

16.  

大型火力发电厂深化配煤掺烧分析与研究：a.煤源特性

和煤场特点分析；b.锅炉掺烧潜力试验和挖掘；c.精细

化配煤掺烧组织与实施；d.掺烧劣质煤经济性研究与评

价。 

焦开明 

大唐国际托克托发电

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发

电部主任助理/高级工

程师 

17.  

基于降本增效的智能化燃料管理实践:a.智能化运输管

理体系；b.标准化验收管理体系；c.数字化卸储管理体

系；d.精细化掺配管理体系；e.协同化闭环管理体系。 

鲁俞伯 
华能日照发电厂燃料

部专工 

18.  

基于网格法的锅炉深度掺烧劣质煤方法：a.掺烧结焦特

性分析；b.深度掺烧比例确定算法；c.深度配煤掺烧比

例计算方法；d.劣质煤深度掺烧现场试验。 

李皓宇 

中国大唐集团科学技

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火

力发电技术研究院锅

炉所高级工程师/博士 

19.  电站锅炉掺烧结渣问题研究与实践：a.掺烧引起结渣的 张冠军 中国大唐集团科学技



机理研究；b.电厂结渣问题实例分析与探讨；c.结渣问

题解决措施。 

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火

力发电技术研究院锅

炉所高级工程师/博士 

20.  

封闭煤场斗轮机全自动无人值守控制的实现：a.煤场封

闭对斗轮机控制提出全新要求；b.系统解决方案；c.无

人值守控制系统功能展示；d.综合效益分析。 

杨勇 

浙江浙能温州发电有

限公司设备部燃料组

主管 

21.  

智能煤场建设思考与实践：a.系统设计思考和研究（1.

智能制造思考；2.智能电厂设想；3.智能煤场整体设

计）；b.AI 技术在智能煤场的应用；c.智能煤场建设路

线和方案；d.实施情况和经验。 

陈永辉 

浙江浙能乐清发电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级

工程师 

22.  

工业余热和固体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煤泥耦合发

电系统：a.农林废弃残余物耦合焚烧；b.垃圾耦合焚烧；

c.污泥耦合焚烧；d.青岛松灵煤泥烘干耦合焚烧系统。 

王培杰 

青岛松灵电力环保设

备有限公司烘干事业

部部长/高级工程师 

23.  

配煤掺烧及智能燃料若干问题的研究和思考：a.配煤掺

烧存在的问题及对策；b.智能燃料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c.智能燃料研究的关键技术路线。 

赵虹 
浙江大学热能工程研

究所教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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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大型循环流化床锅炉大比例掺烧煤泥、煤矸石技术研

究：a.大比例掺烧煤泥矸石对锅炉运行的影响；b.大比

例掺烧煤泥矸石后存在的问题；c.采取的防范措施；d.

入炉煤粒径级配控制范围及控制要点；e.经济分析。 

郭海成 

中电建甘肃能源华亭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燃

管部主任 

26.  

循环流化床锅炉燃料掺配及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a.石

油焦掺烧及排放；b.油页岩掺烧及排放；c.煤泥掺烧及

对锅炉燃烧影响；d.无烟煤和褐煤掺配。 

宋刚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电力

科学研究院锅炉所副

所长/高级工程师 

27.  

W 炉掺烧印尼煤的实践及理论认识:a.W 型炉现实困境:

炉效低、环保成本高；b.掺烧试水:无烟煤→贫煤→烟煤

全烧:保安全；c.全烧烟煤大比例掺烧印尼煤:降成本；

d.存在问题及理论认识之突破:泛煤燃烧。 

孙国俊 

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

公司高级业务经理/高

级工程师 

均按回复先后排列,"会议指南"日程还将调整,内容亦有更新并增加，请关注网站动态。 



附件 2： 

发言回执 
燃煤电厂配煤掺烧技术及燃料智能化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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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执表请扫描发至邮箱 dlkjw@188.com。 

mailto:亦可扫描发至邮箱dlkjw@vip.188.com


附件 3： 

参会回执 
燃煤电厂配煤掺烧技术及燃料智能化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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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执表请扫描发至邮箱 dlkjw@188.com。 
 

mailto:亦可扫描发至邮箱dlkjw@vip.188.com


附件 4： 

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表 

燃煤电厂配煤掺烧技术及燃料智能化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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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lkjw@188.com，或报到时交予会务组。 

mailto:请提前将表格填写完整回复邮箱dlkjw@188.com


附件 5： 

疑难问题及需求表 

燃煤电厂配煤掺烧技术及燃料智能化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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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附加煤种、煤场设备等信息。 
2、回执表请扫描发至邮箱 dlkjw@188.com。 

 

 

 

mailto:亦可扫描发至邮箱dlkjw@vip.188.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