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燃煤电厂深度节能降耗增效技术交流研讨会 

正式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交流节能工作新观念、新思路、新做法、新经验，进一步降低老机组发电能

耗，中国电力科技网定于 6月 13日（12日报到）在青岛召开研讨会，邀请先进燃

煤电厂、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单位：龙辉、江浩、郑金、刘彦鹏、孙伟鹏、常东锋、

韦红旗、张振华、黄嘉驷、单鹏、孙奉仲国内该领域权威专家，就节能降耗增效技

术发表演讲，深度交流，旨在增加企业技术储备，推广、使用前沿节能技术手段。 

一、交通路线 

会址：青岛海都大酒店，黄岛区长江中路 218号。 

青岛流亭机场：机场巴士 706胶南专线，黄岛莫泰酒店下车，步行 300米至丁

家河换乘开发区 4路，城市桂冠站下车，步行 150米至酒店；  

青岛火车站：隧道 3 路（开往西海岸汽车东站），机关东部办公中心站下车，

步行至酒店约 600米； 

青岛火车北站：地铁 3号线青岛站下车，后乘坐隧道 3路；  

青岛火车西站：开发区 806 路西卢家滩站下车，步行 500 米至凤凰山路乘地

铁 13号线，井冈山路站下车，步行至酒店约 500米。 

参会者须持会务组署名编号“报到通知”于 6月 12日 12—21点酒店报到。 

二、日程安排 

6月 12日：报到； 

13—14日：主旨演讲，主题、专题报告，案例分析，深度交流，专家答疑。 

三、与会须知 

报名注册：登录中国电力科技网会议专题下载“参会回执表”，填写完整并加

盖单位公章于 6月 4日前发至会务组邮箱，以待报到通知，设计《会议指南》。 

会务住宿：发电集团、火电厂、科研院校 2000元/人，其他单位及辅机配套厂

商（限制名额）3300元/人。食宿统一安排，宿费自理：大床 380元/间/天，标间

440元/间/天，合住 220元/床/天。 

四、联系方式 

周丽处长 15010503361；耿迪副主任 18910897399；邮箱：dlkjw@188.com 

官方网站报名和详情浏览中国电力科技网 www.ept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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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学[2019]08号 

燃煤电厂深度节能降耗增效技术交流研讨会 

各有关单位： 

随着我国实现“超低排放”燃煤电厂数量不断增加，燃煤火电行业普遍面临

环保严、煤价高、电价低以及电量市场竞争激烈等严峻形势，节能降耗、提质增

效已成为增强企业竞争力、低成本运营的重要手段和必然选择；持续降低供电煤

耗，减少 CO2排放，使燃煤火电机组实现高效、清洁、低碳发展，也成为燃煤发

电技术的研发重点。 

当前，许多燃煤电厂在节能增效方面仍然存在运行方式不合理，设备及系统

配置不当，节能技术路线不明确等问题，运行指标和可靠性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另外在当前形势下，利用新思维、新技术大幅提高火电机组的综合能源利用效率

也显得十分必要。 

燃煤火电机组与系统相关的综合节能提效技术包括：亚临界参数机组提效

改造、机组供热改造、系统和设备提效改造。通过现代智能化设计手段，使技术

发展更趋向精准化，从而达到节能增效目标。 

为学习行业内节能工作新观念、新思路、新做法、新经验，提高老机组节能

管理工作水平，进一步降低机组发电能耗，中国电力科技网将于 6 月 13 日在青

岛召开交流研讨会，邀请国内节能管理先进电厂、科研院所、高等学校资深专家、

技术领导演讲交流，增加企业技术储备，推广、使用前沿的节能技术手段。 

一、会议内容 

1、2020年——中国燃煤发电技术发展展望； 

2、国内外先进节能技改技术； 

3、国内可实施性较强、成熟可靠的节能增效项目案例； 

4、国内先进火电厂节能管理模式、优秀节能管理经验； 



5、国内先进火电厂各项经济指标的计算分析方法； 

6、国内火电厂标杆企业经济、性能指标说明； 

7、锅炉、汽机热力系统性能试验方法； 

8、提升电厂采制化工作精细化管理的先进经验； 

9、灵活性改造、生物质耦合发电、配煤掺烧等改造技术； 

10、提升供热机组灵活性的低压缸零出力技术。 

10 位专家及演讲大题目和小提纲详见附件。 

二、日程安排 

6 月 12 日：报到； 

6 月 13-14 日：主旨演讲，主题、专题报告，案例分析，深度交流，专家答

疑。 

三、相关事项   

登录中国电力科技网会议专题在线报名或下载“参会回执表”，填写完整加盖

单位公章发至会务组，以待正式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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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填写完整 6 月 4 日前回复。 

发电集团、火电厂、科研院校 2000 元/人，其他单位及辅机配套厂商（限

额）3300元/人。 

食宿统一安排，宿费自理。 

为提高效率和质量，可将本单位亟待解决的疑难问题及热点、焦点发至邮箱，

以便专家提前准备、重点解答。 

四、联系方式 

电子邮件：dlkjw@188.com；中国电力科技网官网报名 

周丽处长：15010503361；耿迪副主任：18910897399 

会议详情请登陆中国电力科技网：www.eptchina.com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一日   

 



附件 1： 

“燃煤电厂深度节能降耗增效技术交流研讨会”演讲信息 

序 演讲内容 专家 单位/职称/职务 

1.  致开幕辞。 魏毓璞 中国电力科技网主任 

2.  

2020年——中国燃煤发电技术发展展望：a.前言；b.我
国燃煤发电技术发展特点分析；c.2020年—燃煤火电机
组技术发展展望；d.结论。 
燃煤电厂脱除 SO3 工艺及工程应用：a.前言；b.空气预
热器内硫酸氢胺的产生；c.SO3对燃煤电厂能耗的影响分
析；d.美国燃煤电厂脱除 SO3 工艺及工程应用；e.我国
燃煤电厂脱除 SO3工艺介绍及工程应用。 

龙辉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规
划设计有限公司副总
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 

3.  

燃煤机组节能降耗主要技术方向及措施：a.火电机组的
能耗构成及节能空间；b.机组系统全面性能诊断的方
法；c.机组主要节能改造技术措施；d.关于能力的综合
梯级利用。 

江浩  
西安热工研究院西热
节能技术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研究员 

4.  

电站风机节能降耗及配套机组灵活性改造节能方案研
究：a.国内电站风机的运行现状；b.电站风机的节能途
径；c.电站风机节能改造技术及应用实例；d.配套机组
灵活性改造节能方案研究；e.结束语。 

郑金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
公司西安西热环保工
程有限公司电站风机
部所长/高级工程师 

5.  

低氮燃烧器改造后出现的问题分析及综合治理：a.灰渣
含碳量升高；b.再热汽温异常；c.水冷壁高温腐蚀；d.
炉内结焦、结渣；e.旋流燃烧器烧损；f.负荷响应速率
慢。 

刘彦鹏 

大唐集团科学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火电院
锅炉所所长/高级工程
师 

6.  

华能海门电厂实施性较强、成熟可靠节能技改项目：a.
凝汽器抽真空电改汽节能改造；b.空预器不变形恒定漏
风密封改造；c.大型烟风粉管道圆形优化技术；d.大数
据凝汽器冷端优化技术；e.凝汽器喉部节能优化技术。 

孙伟鹏 
华能海门电厂生产副
厂长/高级工程师 

7.  

基于多变量协同的汽轮机运行优化技术：a.现状及存在
问题；b.传统汽轮机运行优化技术；c.基于汽水流程自
蓄能的汽轮机运行优化技术；d.基于储能系统的汽轮机
运行优化技术 

常东锋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
公司节能减排技术中
心副所长/高级工程师 

8.  
大型锅炉风烟道流场数值模拟与优化改造的实践与思
考：a.概述；b.烟道流场优化案例分析；c.风道流场优
化案例分析；d.结论与建议。 

韦红旗 
东南大学能源与环境
学院教授 

9.  

灵活调峰条件下机组余热最大化利用技术：a.国内外机
组余热利用技术发展；b.机组余热利用的边界因素分
析；c.机组余热利用最大化的技术路线；d.灵活调峰条
件下余热利用问题。 

张振华 

大唐集团科学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火电院
汽机所所长/高级工程
师 

10.  

提升供热机组灵活性的低压缸零出力技术：a.低压缸零
出力技术出现的背景情况；b.低压缸零出力技术原理、
技术难点、改造方案；c.技术优点、推广及应用情况；
d.最佳实施方式探讨。 

黄嘉驷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
公司节能设计研究所
所长/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 

11.  
叶片健康监测系统在电厂切缸灵活性改造中的应用：a.
系统基本原理；b.系统核心架构；c.远程数据中心；d.
系统在切缸灵活性改造电厂的应用。 

单鹏 

上海汽轮机厂技术部
技术发展处强度规范
研究室主任/高级工程
师 

12.  

锅炉烟气深度余热利用关键技术与临界排烟温度确定
方法：a.深度余热回收与深度余热利用协同；b.低温烟
气中酸—灰相互作用机制；c.换热管特征积灰层；d.变
壁温诱导酸凝结临界排烟温度研究。 

孙奉仲 
山东大学能源与动力
工程学院教授 

《会议指南》日程还将适当调整,专家亦有所变动，内容有待更新并增加，请关注网站动态。 



附件 2： 

“燃煤电厂深度节能降耗增效技术交流研讨会”日程安排 

时间 演讲内容 主持人 

6 月 13 日 

08:00-08:05 致开幕辞（5 分钟）魏毓璞 中国电力科技网主任 

江浩 
08:05-09:10 中国燃煤发电技术发展展望、燃煤电厂脱除 SO3 工艺及工程应用（50 分钟/答疑 15 分钟） 

龙辉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09:10-09:40 合影、休息（30 分钟） 

09:40-11:20 
燃煤机组节能降耗技术方向及措施（80 分钟/答疑 20 分钟） 
江浩 西安热工研究院西热节能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研究员 

龙辉 

11:20-12:00 交流互动、综合答疑（40 分钟） 

12:00-13:30  午餐、午休（90 分钟） 

13:30-14:40 电站风机节能降耗及配套机组灵活性改造节能方案研究（55 分钟/答疑 15 分钟） 
郑金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电站风机部所长/高级工程师 张振华 

14:40-15:10 休息（30 分钟） 

15:10-16:30 低氮燃烧器改造后出现的问题分析及综合治理技术（60 分钟/答疑 20 分钟） 
刘彦鹏 大唐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火电院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郑金 

16:30-18:00 交流互动、专家答疑（90 分钟） 

6 月 14 日 

08:00-09:10 华能海门电厂实施性较强、成熟可靠节能技改项目（55 分钟/答疑 15 分钟） 
孙伟鹏 华能海门电厂生产副厂长/高级工程师 

刘彦鹏 

09:10-10:20 基于多变量协同的汽轮机运行优化技术（55 分钟/答疑 15 分钟） 
常东锋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节能减排技术中心副所长/高级工程师 

10:20-10:50 休息（30 分钟） 

10:50-12:00 大型锅炉风烟系统流场数值模拟与优化改造的实践与思考（55 分钟/答疑 15 分钟） 
韦红旗 东南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教授 孙伟鹏 

12:00-13:30  午餐（90 分钟） 

13:30-14:40 灵活调峰条件下机组余热最大化利用技术（55 分钟/答疑 15 分钟） 
张振华 大唐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火电院汽机所所长/高级工程师 

常东锋 

14:40-15:50 提升供热机组灵活性的低压缸零出力技术（55 分钟/答疑 15 分钟） 
黄嘉驷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节能设计研究所所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5:50-16:20 休息（30 分钟） 

16:20-16:50 叶片健康监测系统在电厂切缸灵活性改造中的应用（20 分钟/答疑 10 分钟） 
单鹏 上海汽轮机厂技术部技术发展处强度规范研究室主任/高级工程师 

韦红旗 16:50-17:30 锅炉烟气深度余热利用的关键技术与临界排烟温度的确定方法（30 分钟/答疑 10 分钟） 
孙奉仲 山东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 

17:30-18:00 交流互动、专家答疑（30 分钟） 



附件 3： 

发言回执 

燃煤电厂深度节能降耗增效技术交流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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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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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会回执 

燃煤电厂深度节能降耗增效技术交流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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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执表扫描发至邮箱 dlkjw@188.com。 



附件 5： 

疑难问题及需求表 

燃煤电厂深度节能降耗增效技术交流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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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务必提供 word版发至邮箱 dlkjw@188.com。 

 



附件 6： 

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表 

燃煤电厂深度节能降耗增效技术交流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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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