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届热电联产远距离低能耗集中供热技术研讨会 

正式通知 
 

各相关单位、发电厂、热力公司： 

我国热电联产远距离低能耗技术发展方兴未艾，遍地开花！发挥北方 2+26城市、东

西方供热及东南、华南超超临界机组区域供汽引领示范作用，借鉴华能海门、德州、上

安、汕头电厂供热改造工程，京能电力首个电储能示范项目，格盟国际瑞光电厂冷热联

供，及银川、郑州远距离供热工程等案例，交流热源、管网、末端整体运行维护水平优

化提升，分享创新技术成果，阐述清洁供暖途径，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2020年 1月 8

日中国电力科技网将在银川召开“第三届热电联产远距离低能耗集中供热技术研讨会”。 

27位专家演讲，内容涵盖供热实践各领域特点，详情浏览中国电力科技网。 

一、交通路线 

会址：美丽豪酒店，银川市兴庆区北京东路 669号。 

距银川火车站 12公里，乘 30路公交车八一社区站下车即到；打车 30分钟。 

距河东机场 30分钟。 

参会者须持会务组署名编号“报到通知”于 1月 7日 12至 21点酒店报到。 

二、日程安排 

1月 7日报到；8—9日主旨演讲、主题报告、专家对话、专题报告、案例分析、综

合报告、专家答疑、技术交流；10 日考察协办单位——灵武电厂和宁夏华电供热公司。 

三、与会须知 

报名注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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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填写完整并加盖单位公章尽量 12月 31日周二前发会务组邮箱，以待报到通知。 

提交问题：为提高效率和质量，可提前将当前亟待解决的疑难问题及关心的热点、

焦点发至邮箱，以便专家提前准备、重点解答。 

会务住宿：各省能源局，各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新五大发电集团主管领导和专家

免会务费；发电厂、热力公司、科研院所、高等学校会务费 1400元/人；学生持学生证

1000元/人；制造厂商（限额）2700元/人。12月 31日周二前汇款（除学生外）均优惠

300 元/人（账号：609825325，单位：北京中电科能会展服务有限公司，银行：中国民

生银行北京朝阳门支行）；食宿统一安排，宿费自理：包房 380元/间/天，标间 420元/

间/天，210元/床/天。 

四、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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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文件》、《会议指南》、“参会回执表”及相关附件可来电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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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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热电联产远距离低能耗集中供热技术研讨会演讲信息 
 

1.主办单位致开幕辞：中国电力科技网主任魏毓璞； 

2.协办单位上级领导致主题辞：中国华电集团宁夏公司党委书记厉吉文； 

3.会议主席发表主旨演讲：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原局长徐锭明； 

4.清洁高效燃煤热电集中供热在北方区清洁供暖中的应用：电力规划设计总院教高于长友； 

5.大型火电机组供热改造技术及供热运行优化：西安热工研究院节能减排技术中心副所长余小兵； 

6.国内外热力产业现状及发展趋势探讨：浙江浙能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副院长孙士恩； 

7.银川“东热西送”供热工程机组改造及热网运行：华电国际灵武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雷； 

8.银川“东热西送”供热项目工程建设及热网运行：宁夏华电供热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王立波； 

9.余热利用改造方式对比分析：吉林省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教高初立森； 

10.热网首站安全运行问题：大唐河北发电有限公司原总工蒋平锁； 

11.北方城镇清洁供热模式及实践：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能源所教高李永红； 

12.基于大数据技术的供热机组运行性能监测与优化：哈尔滨工业大学助研万杰； 

13.长输低能耗热网设计、施工、运行：南京苏夏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佴耀； 

14.热电联产源网一体化协同智能供热关键技术开发及应用：华电电科院供热技术部主任郑立军； 

15.银川市智能化集中供热热网系统构建：中冶西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市政设计研究院主任工周小三； 

16.热电联产余热利用新技术：华北电力大学教授戈志华； 

17.郑州市“西热东送”远距离供热改造方案：华润电力登封有限公司技术支持部副部长康威；  

18.华能上安电厂供热长输工程：华能上安电厂供热项目处工程部主任杨宜将； 

19.格盟国际瑞光电厂冷热联供工程案例分析：中能建山西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教高刘冲； 

20.华能汕头电厂供热改造工程：华能汕头电厂生产管理部供热专工曲晟霆； 

21.超（亚）临界再热型两级调节抽汽背压式汽轮机组工程：西北电力设计院热机脱硫室教高白锋军； 

22.基于“数字孪生”智慧供热系统仿真分析与决策优化平台研究：浙江大学能源研究中心副主任时伟； 

23.智慧供热系统中动态水力计算和热负荷预测在监控系统应用：威海国能自控科技公司总工王淑莲； 

24.京能电力首个电储能示范项目：内蒙古京能盛乐热电有限公司发电部值长李亚斌； 

25.华能海门电厂 4台百万机组供热改造工程：华能海门电厂运行部副主任尤亮； 

26.华能德州电厂工业供热改造工程实践及思考：华能德州电厂副厂长路武； 

27.成功的关键在聚焦、成果前沿、技术创新。虚位以待，欢迎推荐专家和自荐：……； 

28.自始至终穿插，专家对话、交流互动：汽轮机厂，太古供热、南方供热参建单位等专家亦参与； 

29.“第三届热电联产远距离低能耗集中供热技术研讨会”记者解读：《中国电力报》发电部主任冯义军。 

专家及内容还将略加完善；《会议指南》日程据会议主题调整顺序，请关注网站动态。 

邀请您莅会，分享最新创新成果，共瞻我国热电联产辉煌业绩，为本届技术饕餮盛宴助威！ 



  
中 国 电 力 科 技 网  
 

                                     科技学[2019]15 号 

第三届热电联产远距离低能耗集中供热技术研讨会 
 

扬一曲西夏赞歌，翻阅沧桑古籍，颂近二百年不倒传奇； 

逞八面英豪之气，萃聚历史故地，瞻东热西送惊世创举。 

华电宁夏公司为打赢银川“蓝天保卫战”，主动承担央企社会责任，

发扬红军“飞夺泸定桥”精神，一年完成原本三年的工程量，“东热西送”

一期项目 2018 年 11 月 1 日投运，是我国开工建设面积最大、时间最短、

一次达到满负荷运行、首个百万空冷机组长距离穿黄供暖工程。2019年 10

月 10 日，“东热西送”工程全面进入实施阶段，总投资约 33.76 亿元，

设计供热面积 3179 万平方米，预计 2020 年 11 月供热，两期总供热面积

达 6949万平方米，管网互联互通，智慧供热，质量大幅提升。 

乘我国热电联产远距离低能耗技术发展方兴未艾势头，借鉴北方 2+26

城市供水及东南、华南地区超（超）临界机组区域供汽、东西方供热成熟

案例，交流热源、管网、末端整体运行维护水平优化提升，分享最新数据

和创新技术成果，阐述清洁供暖途径，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打赢污染防治

攻坚战。2020 年 1 月 8 日中国电力科技网决定在银川召开“第三届热电

联产远距离低能耗集中供热技术研讨会”。 

华电国际灵武发电有限公司和宁夏华电供热有限公司协办。 

一、会议内容 

1.清洁供热政策及规划解读； 

2.国内外热力产业现状及发展趋势探讨； 

3.长输管网供热工程规划、设计、建设、调试与运行； 

4.机组深度调峰、灵活性改造及热电解耦技术； 

5.大数据智慧供热研究及实践； 

6.远距离低能耗管网维护、优化、改造和热电联产新技术应用；  



7.郑州“西热东送”郑登工程远距离供热电厂内改造方案； 

8.银川“东热西送”二期工程设计特点和施工方案； 

9.供热工程土建施工难点及解决方案； 

10.高寒区空冷机组供热改造技术和工业园区供热； 

11.南方超（超）临界机组区域供热（汽）改造方案。 

27位专家及演讲具体内容见附件或浏览中国电力科技网会议专题。 

二、日程安排 

1 月 7 日报到；8—9 日主旨演讲、主题报告、专家对话、专题报告、

案例分析、综合报告、专家答疑、技术交流；10日参观考察华电国际灵武

发电有限公司和宁夏华电供热有限公司。 

三、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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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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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填写完整加盖单位公章

于 12月 31日周二前发至会务组，以便发送《报到通知》。 

各省能源局，各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新五大发电集团主管领导和专

家免会务费；火（热）电厂、热力公司、科研院所、高等学校会务费 1400

元/人；学生持学生证 1000元/人；制造厂商（限制名额）2700元/人。12

月 31日周二前汇款（除学生外）均优惠 300元/人（银行账号：609825325，

单位名称：北京中电科能会展服务有限公司，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北京朝

阳门支行）。食宿统一安排，宿费自理：包房 380元/间/天，标间 420元

/间/天，210元/床/天。 

四、联系方式 

周丽 15010503361；耿迪 18910897399；邮箱 dlkjw@188.com 

《会议文件》、《会议指南》、“参会回执表”及相关附件来电索取。 

官网报名及详情请浏览中国电力科技网 www.eptchina.com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附件 1：                  演讲信息 
第三届热电联产远距离低能耗集中供热技术研讨会  

序 演讲内容 专家 单位/职称/职务 

1.  主办单位致开幕辞。 魏毓璞 中国电力科技网主任 

2.  协办单位上级领导致主题辞。 厉吉文 
中国华电集团宁夏公
司党委书记、执行董
事；博导、教授 

3.  会议主席发表主旨演讲。 徐锭明 
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原
局长 

4.  

清洁高效燃煤热电集中供热在北方区清洁供暖中的应
用：a.清洁取暖规划及主要技术路线应用；b.清洁燃煤
取暖的应用定位及其重点；c.清洁燃煤热电相关产业政
策；d.总结与建议。 

于长友 
电力规划设计总院教
授级高级工程师 

5.  

大型火电机组供热改造技术及供热运行优化：a.采暖供
热改造技术；b.工业供汽改造技术；c.4 台百万等级机
组同时供热改造案例；d.热源-热网统筹供热运行优化
及智能供热。 

余小兵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
公司节能减排技术中
心副所长 

6.  
国内外热力产业现状及发展趋势探讨：a.国外供热技术
发展现状及趋势；b.国内供热技术现状及趋势；c.南方
供热探讨；d.先进供热技术介绍与探讨。 

孙士恩 
浙江浙能技术研究院
有限公司副院长 

7.  

银川“东热西送”供热工程机组改造及热网运行：a.银
川供热项目背景、方案及机组改造；b.空冷岛防冻及备
用；c.机组电负荷与热负荷调节；d.背压机运行情况；
e.供热运行中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周雷 
华电国际灵武发电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 

8.  
银川“东热西送”供热项目工程建设及热网运行：a.项
目概况；b.项目特点；c.热网改造优化；d.热网运行情
况；e.二期工程设计特点和施工方案。 

王立波 
宁夏华电供热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 

9.  
余热利用改造方式对比分析：a.几种余热利用改造方式
比较；b.本体、热力系统及辅机改造技术方案；c.机组
供热期运行性能指标；d.运行参数控制和注意事项。 

初立森 
吉林省电力科学研究
院有限公司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 

10.  

热网首站安全运行问题：a.高背压和吸收式热泵供热系
统；b.抽汽加热首站换热器参数；c.壳管加热器常见类
型、泄露问题及原因对策；d.壳管加热器污染和结垢原
因和对策；e.提升热网安全的新举措。 

蒋平锁 
大唐河北发电有限公
司原总工程师 

11.  
北方城镇清洁供热模式及实践：a.清洁供热模式；b.热
电联产供热大温差实施必要性；c.长输供热项目实施应
注意的问题；d.清洁供热规划及效果。 

李永红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
究院能源所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 

12.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供热机组运行性能监测与优化：a.供
热机组与大数据；b.基于运行大数据的汽轮机性能监
测；c.基于运行大数据的运行方式优化；d.结论及展望。 

万杰 
哈尔滨工业大学电力
系统及其自动化系助
理研究员 

13.  
长输低能耗热网设计、施工、运行：a.长输低能耗热网
典型案例；b.长输低能耗热网设计要点；c.长输低能耗
热网施工；d.热网智能化运行。 

佴耀 
南京苏夏工程设计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
工程师 

14.  
热电联产源网一体化协同智能供热关键技术开发及应
用：a.项目背景；b.主要技术内容；c.经济效益与推广
应用。 

郑立军 
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
有限公司供热技术部
主任 



15.  

华电灵武电厂向银川市智能化集中供热热网系统构建：
a.银川市供热现状及供热规划；b.华电银川一期供热系
统构建；c.华电银川二期供热系统构建；d.华电银川供
热系统运行及事故保障性。 

周小三 
中冶西北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市政设计研究
院主任工程师 

16.  
热电联产余热利用新技术：a.喷射式余热利用工作原
理；b.喷射式余热回收系统性能分析；c.应用案例分析；
d.热经济性研究。 

戈志华 
华北电力大学能源与
动力工程学院教授 

17.  

郑州市“西热东送”郑登工程远距离供热电厂内改造方
案：a.一期电厂内汽轮机本体供热改造方案；b.一期供
热首站设计方案；c.二期电厂内汽轮机本体供热改造方
案；d.二期供热首站设计方案。 

康威 
华润电力登封有限公
司技术支持部副部长   

18.  
华能上安电厂供热长输工程：a.大温差输送管网及电厂
乏汽余热利用；b.设备选型；c.安全质量保证措施；d.
工期保证措施。 

杨宜将 
华能上安电厂供热项
目处工程部主任 

19.  

格盟国际瑞光电厂冷热联供工程案例分析：a.概况；b.

工程意义；c.热电冷热联供类型比较；d.案例分析；e.
总结。 

刘冲 

中能建山西省电力勘

测设计院有限公司教
授级高级工程师 

20.  
华能汕头电厂供热改造工程：a.改造实施背景；b.项目
内容；c.供热管网中流量计选型分析；d.热网工程所产
生的市场经济效益。 

曲晟霆 
华能汕头电厂生产管
理部供热专工 

21.  

超（亚）临界再热型两级调节抽汽背压式汽轮机组工程：
a.常见供热机组；b.超临界再热型两级调节抽汽背压式
汽轮机特点；c.超临界再热型两级调节抽汽背压式汽轮
机设计难点及发电煤耗率；d.主要热力系统。 

白锋军 
西北电力设计院热机
脱硫室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 

22.  
基于“数字孪生”的智慧供热系统仿真分析与决策优化
平台研究：a.研究背景；b.研究内容；c.应用案例；d.
总结及展望。 

时伟 
浙江大学常州工业技
术研究院智慧能源系
统研究中心副主任 

23.  

智慧供热系统中动态水力计算和热负荷预测在监控系
统应用：a.主要概念及相互作用关系；b.动态水力计算
体现主要内容及意义；c.热负荷预测体现主要内容及意
义；d.典型案例分析。 

王淑莲 
威海国能自控科技有
限公司总工程师 

24.  

京能电力首个电储能示范项目：a.乏汽外引高背压供热
改造及历程;b.热电解耦、深度调峰、电锅炉参与 AGC调
频、风火替代四大功能;c.电储能灵活改造项目投运情
况；d.能源多元化作用发挥和区域消纳重要意义。 

李亚斌 
内蒙古京能盛乐热电
有限公司发电部值长 

25.  
华能海门电厂 4台百万机组供热改造工程：a.项目实施
背景；b.厂内改造方案；c.厂外工业园供汽工程方案；
d.工程实施效果。 

尤亮 
华能海门电厂运行部
副主任 

26.  
华能德州电厂工业供热改造工程实践及思考：a.改造背
景；b.改造方案；c.遇到问题；d.火电厂发展思路思考。  

路武   华能德州电厂副厂长  

27.  成功的关键在聚焦、成果前沿、技术创新。虚位以待：……  专家 欢迎推荐专家和自荐 

28.  专家对话、交流互动。 专家 
汽轮机厂，太古供热、
南方供热参建单位等
专家亦参与 

29.  
“第三届热电联产远距离低能耗集中供热技术研讨会”
记者解读。 

冯义军 
《中国电力报》发电部
主任 

专家及内容还将略加完善；《会议指南》日程据会议主题调整顺序，敬请关注网站动态！ 



附件 2： 

演讲回执 

第三届热电联产远距离低能耗集中供热技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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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此表发至邮箱 dlkjw@188.com。 

 
 

 



附件 3： 

参会回执表 
第三届热电联产远距离低能耗集中供热技术研讨会 

参会者姓名 职务/职称 手机 传真 E-mail 
住房要求 

包房 合住 

      

      

      

      

汇款账户： 
户    名：北京中电科能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北京朝阳门支行 
账    号：609825325 
说    明：会前交费参会者报到时现场领取发票； 

现场交费参会者发票将会后邮寄至参会单位。 

参会单位（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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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疑难问题 

第三届热电联产远距离低能耗集中供热技术研讨会 

序号 疑难问题、需求、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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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