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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学[2020]04 号 

“超超临界机组技术交流 2020 年会”通知 
 

以质量促发展，以创新破难题。超超临界机组不断刷新纪录：华电莱州电

厂发电煤耗 253.48g/kW·h，再次刷新煤耗最低纪录,成为智慧火电新标杆；大

唐雷州发电厂国内首台二次再热、π型炉机组发电煤耗和发电效率均达国际

领先水平；大唐郓城 630℃二次再热超超临界项目稳步推进；平山二期 1350MW

工程——国际上首创单机容量最大的新型高效、洁净、低碳超超临界燃煤发

电机组投运，被列为国家示范工程，成为世界绿色电力的标杆，引领国内燃煤

火力发电行业发展方向。中国超超临界正在谱写火电建设新传奇。 

当前，煤电机组由电量型电源向电力调节型电源转变是大势所趋，“更高

效、更清洁、更灵活”是煤电高质量发展方向。超超临界、超临界节能提效增

容与高温亚临界、亚临界“跨代”升级改造交相辉映；超超临界供热新建和改

造项目陆续投运，助力电厂提质增效；智慧电厂顶层架构设计，支撑电力行业

高效、低碳、清洁、智慧发展。为紧跟国内外该领域发展，持续交流创新技术，

中国电力科技网将于 3月 24日在广东省湛江市召开第十四届年会。 

一、年会主题 

升级换代，增容改造, 低碳清洁，创新引领，智慧高效 

二、年会主席 

清华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系教授毛健雄 

三、年会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电力科技网 

协办单位：广东大唐国际雷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四、年会内容 

1．深入解读我国煤电高质量发展道路； 

2．新投产机组技术创新与运行情况；  

3．能源互联网、智慧电厂建设探索与实践； 

4．超临界、超超临界机组供热改造； 

5．亚临界机组升级改造技术； 



6．创新型一次再热、全高位/高低位二次再热超超临界技术； 

7．机组运行灵活性及高效宽负荷技术； 

8．高效超超临界发电技术； 

9．环保综合治理稳定性； 

10．设备节能改造生命周期成本分析方法； 

11．灵活性改造与集控运行智能深度分析；  

12．能耗在线诊断和远程设备诊断与故障分析； 

13．超超临界机组异常振动原因及处理； 

14．未来燃煤发电技术路线。 

30位专家及演讲具体内容见附件或浏览中国电力科技网年会专题。 

五、年会安排 

  3 月 23 日报到；24 日主旨演讲，专家对话，主题报告；25 日专题报告，

案例分析，综合阐述，专家答疑并互动；26日技术参观。 

六、相关事项 

提交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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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注册：登录中国电力科技网下载“参会回执”，填写完整加盖单位公

章尽快发至会务组，以待“报到通知”。 

会议指南：鉴于《年会指南》定稿印刷和代表证（姓名+单位+编号）制作，

“参会回执表”请填写完整按要求回复。 

会务住宿：五大发电集团及二级单位，省级发电集团主管领导免 1 人会

务费；发电厂、科研院所、高等学校 1700元/人，学生持学生证 1000元/人；

辅机配套厂商（限额）3000元/人。食宿统一安排，宿费自理：190元/床/天；

380元/间/天。 

技术资料：积淀雄厚、专业精湛、创新先进、高效充电，先睹为快！ 

七、联系方式 

周丽 15010503361、13905338772；杨伟 18001252968、dlkjw@188.com 

《年会指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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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http://www.eptchina.com/


附件 1： 
演讲信息 

超超临界机组技术交流 2020 年会 

序 演讲内容 专家 单位/职称/职务 

1.  协办单位致欢迎辞。 熊康军 
广东大唐国际雷州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2.  主办单位致主题辞。 魏毓璞 中国电力科技网主任 

3.  

年会主席致辞并演讲—— 

超超临界机组高质量发展：a.什么高质量，评价指标；b.

怎么实现超超临界机组高质量发展；c.高质量发展目标。 

毛健雄 
清华大学能源与动力工

程系教授 

4.  

1000MW 塔式锅炉全负荷脱硝技术研究与应用：a.现行主

流宽负荷脱硝技术比较；b.超超临界机组全负荷脱硝适

应特性分析；c.塔式锅炉特性研究和改造方案设要计；d.

塔式锅炉全负荷脱硝运行控制策略。 

丁永三 

国家能源集团谏壁发电

厂设备管理部锅炉主管

/高级技师 

5.  

更高效的超超临界二次再热锅炉：a.二次再热锅炉现状；

b.二次再热锅炉技术关键点；c.二次再热锅炉提升效率

方向；d.二次再热锅炉灵活性提升讨论。 

诸育枫 

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技

术部副处长/高级工程

师  

6.  

700MW级超超临界机组烟气提水电水联产技术应用研究：

a.国内水资源现状和电力行业发电取水标准；b.新时代

火电厂如何实现发电零取水和超超低排放；c.烟气提水

如何实现电水联产；d.发电零取水之梦还有多远。 

修立杰 

京能（锡林郭勒）发电有

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

级工程师   

7.  

二次再热锅炉技术发展及验证：a.二次再热锅炉技术发

展；b.二次再热锅炉关键技术验证（偏差、选材、烟气再

循环）；c.二次再热锅炉技术展望（可靠性、灵活性、低

负荷经济性、智能化）。 

王永杰 

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任

公司锅炉设计处性能室

主任/高级工程师   

8.  

在役超超临界机组未来发展之路：a.我国能源发展展望；

b.超超临界机组现状；c.在役超超临界机组差异化发展

之路；d.结束语。 

张晓东 

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研

发中心主任兼服务事业

部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9.  

超超临界汽轮机性能劣化原因分析及对策：a.超超临界

汽轮机性能劣化标准；b.超超临界汽轮机性能劣化状况；

c.超超临界汽轮机性能劣化原因；d.超超临界汽轮机性

能劣化对策。 

杨宇 

国家电投上海发电设备

成套设计研究院节能中

心总工程师/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    

10.  

海水直流冷却超超临界机组冷端综合优化：a.项目地理

环境及海水特征；b.机组海水冷却设计情况；c.深取水设

计情况及节能效果；d.“三背压”抽真空系统优化；e.运

行优化调整措施及总结。 

孙鹏 

华润电力（唐山曹妃甸）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

级工程师    



11.  

带扰动补偿的分级——串级电除尘节能减排优化控制技

术研究与应用:a.研究背景；b.技术方案；c.节能量验证；

d.创新点；e.研究成果。 

朱晓瑾 

浙能台州第二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设备部高级工

程师 

12.  

我国首台百万千瓦超超临界机组运行经验总结及未来发

展之路探讨：a.我国首台百万千瓦超超临界机组十四年

运行情况；b.运行期间不断优化和提升经验总结及现阶

段情况；c.我国首批投运的超超临界百万机组未来发展

之路探讨。 

杨永红 
华能玉环电厂生产管理

部专工   

13.  

空预器风量分切防堵灰技术在超超临界百万机组上的应

用：a.安庆电厂设备概况；b.改造前空预器运行状况；c.

空预器风量分切防堵灰技术；d.改造后空预器运行状况；

e.经济效益分析； 

郝伟阳 

国家能源集团安徽安庆

皖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14.  

国产 660MW 超超临界机组锅炉防磨防爆管理：a.源头管

控重选型；b.四化协同不强停；c.制度依从时警醒；d.体

系管控方从容。 

朱武松 

国家能源集团江苏陈家

港电厂生产技术部锅炉

高级工程师   

15.  

百万千瓦级超超临界机组背压优化分析：a.机组背压优

化分析；b.机组背压优化措施；c.背压优化对机组节能减

排影响。 

赵晓莉 

河北省电力勘测设计研

究院副总工程师/教授

级高级工程师   

16.  

660MW超超临界机组循环水泵配置及运行方式优化：a.机

组静态建模及仿真；b.循环水泵配置方案；c.最佳运行背

压与运行方式组合；d.不同方案经济性比较。 

王渡 
上海电力大学能源与机

械工程学院副教授 

17.  

超超临界机组新的典型节能设计：a.前言；b.锅炉复杂余

热利用系统；c.汽轮机冷端设计；d.双机回热系统；e.结

语。 

蒋寻寒 
大唐集团科学技术研究

院有限公司首席专家    

18.  

1000MW 二次再热机组安全运行技术研究：a.水质达标运

行优化；b.单汽泵调试运行总结；c.轴封安全运行措施；

d.烟气再循环风机调试问题；e.二汽再热汽温偏低问题；

f.上海汽轮机一次调频存在的问题。 

吴克锋 

大唐国际雷州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高

级工程师    

19.  

国内首台二次再热、π型炉百万机组项目建设技术研究

与应用:a.国内首台超超临界二次再热π型锅炉特点；b.

项目建设难点与应对技术措施；c.结束语。 

李立平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

火电工程有限公司项目

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20.  

智能机器人组在火力发电厂集控运行研究及应用：a.智

能机器人组协同管控系统；b.操作员站监盘机器人；c.变

电站巡检机器人；d.电气系统运行状态智能监测。 

江永 

华能海门电厂生产管理

部节能科技专工/高级

工程师    

21.  
人工智能技术在电站设备状态分析及预警诊断领域应

用：a.智慧电厂建设背景及内容；b.电站设备状态分析及
周建新  

东南大学能源与环境学

院副教授    



预警诊断技术框架；c.电站设备状态分析及预警诊断中

人工智能关键技术方法；d.应用案例。 

22.  

浙江省超超临界机组节能增容改造技术：a.锅炉节能增

容改造技术；b.汽机节能增容改造技术；c.电气节能增容

改造技术；d.相关节能增容改造技术与试验验证等。 

王茂贵 

浙江省电力科学研究院

电源中心锅炉所节能专

职/高级工程师    

23.  

1000MW超超临界机组供热改造研究：a.供热需求及参数；

b.目前主要供热方案及对比；c.上电漕泾供热改造情况

及改造后经济性分析；d.进一步供热改造设想。 

沈文玲 

国家电投上海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生产部主管/

高级工程师 

24.  

超（超）临界机组运行灵活性及高效宽负荷技术：a.江苏

省并网电厂超（超）临界机组概况；b.电网对机组深度调

峰要求；c.超（超）临界机组深度调峰存在问题；d.提高

超（超）临界机组深度调峰措施；e.超（超）临界机组深

度调峰改造实例。 

肖杰 

江苏方天电力技术有限

公司热动技术中心研究

员级高级工程师  

25.  

新型高水分褐煤锅炉技术:a.褐煤资源分布及利用现状；

b.热一次风蒸汽耦合加热技术；c.褐煤燃烧技术； d.新

型超超临界高水分褐煤对冲燃烧锅炉。 

潘绍成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

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锅炉技术部副部长/高

级工程师 

26.  

超超临界机组第三代“APH2.5”空预器密封技术自主研发

及应用：a.空预器密封技术线路对比；b.固定不变形密封

特点；c.技术优势；d.性能验收；e.推广意义。 

冯庭有 

华能广东分公司安全生

产部副主任/高级工程

师 

27.  

百万超超临界二次再热机组洁净化调试总结与发展研

讨：a.洁净化与指标管控，首台国产百万二次再热π型锅

炉调试经验总结；b.调试中的“慢”与“快”，二次再热

机组汽机洁净化调试研讨；c.智慧管理与精准控制，调试

中基于人的智能化技术应用；d.结语。 

陈涛 

大唐华东电力试验研究

院副总工程师/高级工

程师 

28.  

超超临界二次再热机组调试及生产优化技术交流：a.二

次再热机组调试技术要点；b.二次再热锅炉水冷壁温度

特性分析与控制对策；c.二次再热机组重要辅机事故减

负荷安全控制要点。 

曹小中 

广州粤能电力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热工分部技术

专家/高级工程师 

29.  

哈锅准东煤和褐煤锅炉新技术和运行：a.超超临界参数

锅炉燃用准东煤技术难点及攻关对策；b.哈锅最新投运

的准东煤锅炉产品；c.哈锅近期超高水份褐煤锅炉的运

行情况及其总结；d.燃煤锅炉的未来发展。 

黄莺 

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任

公司研究所所长/高级

工程师    

30.  

用数字服务组织，让连接无处不在：a.基于云钉生态构建

企业数字化协作空间；b.云钉中台赋能智慧电厂数字化

安全管控。 

曹贺 
北京岳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产品总监 

《会议指南》对专家演讲顺序、时间重新进行全程具体安排，可微信或来电索取，包括“参会回执”。



附件 2： 

发言回执 

超超临界机组技术交流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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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超临界机组技术交流 2020 年会 

参会者姓名 职务/职称 手机 传真 E-mail 
住房要求 

包房 合住 

      

      

      

地址  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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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执表请扫描或拍照发至邮箱 dlkjw@188.com。 



 

附件 4： 

疑难问题及需求表 

超超临界机组技术交流 2020 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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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请发至邮箱 dlkjw@188.com。 
 

 

mailto:此表请发至邮箱dlkjw@188.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