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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煤电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技术交流研讨会 

各有关单位： 

我国燃煤电厂节能减排提升空间巨大。以煤电为主的发电结构，决

定二氧化碳、常规污染物排放强度大；深度调峰节能优化、宽负荷脱硝

及 ABS治理技术适逢其时；重金属排放与脱除研究蛰伏待发；基于大数

据与人工智能多污染物联合脱除节能优化技术，助力解决锅炉尾部阻力

及堵塞频发问题；废水废渣根治道阻且长；西部地区与小型机组政策、

技术针对性较为宽泛，具有巨大节能减排潜能；集中能源站系统集成节

能新技术；锅炉烟气余热深度利用携手空预器防堵治理堪称节能安全新

典范，主机提参数升级与辅机设备综合节能改造等成为当务之急。超低

排放和节能改造将迎来“升级版”！ 

为总结交流推广新技术成果，提高煤电先进超低排放、节能技术和

装备研用力度，提升设备稳定、可靠经济性，减少环境污染影响，降低

企业经营成本，中国电力科技网将于 9 月 10 日在江苏省南通市召开第

三届“煤电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技术交流研讨会”，旨在让与会嘉宾、

研学大牛、技术大咖、应用精英、产业领袖从技术、实践碰撞思想、分

享洞见，促进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推进我国电力行业高质量发展。 

一、会议主题 

超低排放，绿色清洁，节能降耗，经济高效 

二、会议内容     

1、超低排放、节能改造最新研究成果和案例分析； 

2、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后设备运行、维护问题分析与处理； 

3、重金属排放、控制研究、治理措施及固废综合利用；  

4、集中能源站系统集成节能新技术； 

5、烟气超低排放精确检测技术和 CPM抑制与脱除技术； 

6、NOx与 CO协同排放控制； 

7、多种污染物一体化脱除新技术及设备开发应用； 



8、汽机、锅炉主机及电厂辅机设备节能改造技术； 

9、亚临界机组提参数升级及节能改造技术经验； 

10、燃用高硫、高灰和低质煤电厂的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技术； 

11、灵活调峰条件下机组余热最大化利用技术； 

12、能量综合梯级利用技术； 

13、基于大数据的机组性能评价方法； 

14、节能优化、降耗经济性分析； 

15、国内外超低排放、节能改造发展趋势。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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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相关事项 

    日程安排：9 月 9 日报到；10 日主旨演讲、专家对话、主题报告、

技术参观；11 日专题报告、案例分析、综合报告、专家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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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指南》定稿印刷和代表证（姓名+单位+编

号）制作，“参会回执”请按要求填写完整回复。 

会务住宿：各省市自治区及新五大发电集团主管领导免 1人会务费，

发电厂、科研院所、高等学校会务费 1700 元/人，学生持学生证 1000

元/人，厂商限额 3100 元/人。食宿统一安排，宿费自理：200 元/床/

天、400元/间/天。 

技术资料：积淀雄厚、专业精湛、创新先进、高效充电，欲购从速！ 

四、联系方式 

周丽处长：15010503361；闫晓英副处长：13561638966 

电子邮件：dlkjw@188.com；微信：13905338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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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七日 
 



附件 1： 

演讲信息 

第三届煤电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技术交流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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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煤电厂非常规污染物检测与排放特征分析：a.可凝结

颗粒物（CPM）检测技术；b.CPM排放特征分析；c.重金

属检测与排放特征。 

王洪昌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大

气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 

3.  

火电厂厂界环保岛节能降耗关键技术解析：a.火电发展

现状；b.厂界环保岛综合管控技术；c.锅炉清洁燃烧技

术；d.烟气侧节能降耗技术；e.废水综合治理技术；f.

火电厂智慧升级探索；g.结语。 

朱跃 

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有

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兼锅

炉及环化技术部主任/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4.  

电站风机节能降耗方案研究：a.国内电站风机运行现

状；b.电站风机节能途径；c.新形势下电站风机节能方

案；d.机组超净排放改造后风机常见问题及处理建议。 

郑金 

西安热工研究院西安西

热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电

站风机部所长/高级工

程师   

5.  

超低排放下烟气脱硝系统的优化：a.超低排放后烟气脱

硝的问题；b.脱硝反应器的数模优化；c.烟气脱硝排放

监控和控制优化。 

陶雷行 

国电投上海明华电力科

技有限公司化学环保部

副经理/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 

6.  

华能德州电厂超低排放环保设施运行优化技术应用：a.

超低排放改造技术路线；b.超低排放环保设施运行；c.

超低排放环保设施运行优化工作；d.超低排放环保设施

运行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案。 

孟晓强 
华能德州电厂检修部灰

水队专工/工程师 

7.  
脱气膜装置在供热机组凝补水系统的应用研究：a.背

景；b.工艺方案；c.性能测试；d结语与建议。 
徐浩然 

浙江浙能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环境与化学技术

所博士 

8.  
电力行业大气污染控制现状及展望：a.电力发展与环境

压力；b.标准发展与技术进步；c.治理效果与环境展望。 
朱法华 

国电环境保护研究院有

限公司董事长/研究员

级高级工程师 

9.  广东大唐国际潮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节能减排情况：a. 田旺 大唐国际潮州发电有限



机组情况；b.节能减排与对标情况；c.节能减排工作完

成情况(4台机组超排改造情况；2号机组综合升级改造

情况)；d.下步工作计划。 

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兼

设备部主任/高级工程

师 

10.  

低氮燃烧系统对锅炉运行安全性的影响及解决方案：a.

常见的低氮燃烧系统；b.高温腐蚀原理和影响因素；c.

立体分级低氮燃烧技术特点；d.立体分级低氮燃烧系统

运行经验。 

孙绍增 

哈工大燃烧工程研究所

所长/燃煤污染物减排

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

教授   

11.  

燃煤电厂飞灰脱汞技术新进展：a.燃煤电厂脱汞技术现

状；b.飞灰的性质；c.飞灰脱汞技术；d.外加磁场飞灰

脱汞技术。 

何平 
上海电力大学能源与机

械工程学院副教授 

12.  

基于源头控制和本体分仓的空预器综合防堵治理技术：

a.基于烟气混合取样及 NOx快速测量的喷氨总量优化控

制；b.基于烟气参数分布监测的精细化喷氨控制技术； 

c.空预器3.5分仓改造提升防堵性能及对积灰状况在线

监测；d.管式空预器分仓轮巡干烧防堵技术应用。 

韦红旗 
东南大学能源与环境学

院教授 

13.  

燃煤烟气污染物干式高效脱除技术开发：a.课题背景；

b.湿法脱硫烟气中水溶性盐的分析；c.水汽及水溶性盐

的脱除；d.燃煤烟气污染物干式高效脱除技术开发；e.

总结。 

朱维群 
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

院教授 

14.  

脱硫废水进空冷塔内蒸发减量工艺研发：a.研究背景及

产业现状；b.核心技术研发过程；c.示范项目应用效果；

d.总结。 

张春琳 
中南电力设计院发电工

程公司热机室博士 

15.  

基于离心脉冲射流真空技术的热电厂凝汽器真空系统

节能改造：a.离心脉冲射流真空技术研究背景及国内外

现状；b.核心技术与多种改造方案研发；c.节能效果与

示范项目；d.总结与展望。 

杨雪龙 
武汉大学动力与机械学

院博士后/高级工程师 

16.  

超低排放下的锅炉燃烧研究进展：a.锅炉低氮燃烧带来

主要问题；b.锅炉智能燃烧解决方案；c.锅炉智能燃烧

工程实践。 

向军 

华中科技大学煤燃烧国

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教授 

17.  
燃煤机组灵活性运行下节能挖潜技术应用：a.燃煤机组

灵活性运行能力提升技术及应用；b.宽负荷高效运行技
陶丽 

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计

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技



术及应用；c.低负荷安全性提升技术及应用。 术研发与服务事业部副

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18.  

深度烟气余热利用系统的工程应用研究：a.深度烟气余

热利用系统设计思想；b.依托工程深度烟气余热利用实

施方案；c.结论。 

张广文 

华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

司发电工程事业部设计

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 

19.  

基于生物焦吸附的燃煤电厂汞污染治理技术：a.环境汞

污染现状；b.燃煤电厂汞排放特性与环保设施汞污染控

制能力；c.生物焦汞污染治理新技术；d.总结与展望。 

樊保国 

太原理工大学电气与动

力工程学院热能工程系

教授 

20.  

火电灵活性及深度调峰技术：a.火电灵活性及深度调峰

改造背景；b.超低负荷运行情况分析；c.超低负荷锅炉

本体改造技术；d.超低负荷运行优化及智能控制技术。 

王婷 
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任

公司锅炉研究所工程师 

21.  

烟气余热利用装置泄漏处理及预防：a.设备概况；b.泄

漏原因分析；c.预防泄漏的技术；d.泄漏处理；e.结论

及建议。 

狄锦 
南通天生港发电有限公

司检修部副主任    

22.  

集中能源站系统集成项目：a.集中能源站系统集成核心

设备；b.集中能源站系统集成项目——电、蒸汽、供热、

高压空气、冷源；c.汽拖空压机高压空气站；d.汽拖离

心式制冷压缩机冷源站。 

曹小建 

金通灵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压缩机设计研究

所所长/高级工程师  

23.  

机电一体化行星调速——主给水泵最佳调速驱动方案：

a.机电一体化行星调速方案核心优势；b.技术原理；c.

参考案例分析；d.结论。 

杨鸿立 

孙迎庆 

福伊特驱动工业事业部

亚太区高级副总裁兼首

席营销官    

福伊特驱动技术系统

（上海）有限公司中国

区销售经理 

24.  

超低排放下锅炉及环保系统系统优化技术研究及工程

实践：a.超低排放下锅炉精细燃烧优化调整试验研究；

b.烟囱排放口氮氧化物动态超标技术问题研究；c.SCR

脱硝系统全生命周期管理技术；d.锅炉燃烧及污染物生

成过程大规模数值模拟研究。 

李德波 

广东电科院能源技术有

限责任公司资深技术专

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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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附件。



附件 2: 

发言回执 
第三届煤电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技术交流研讨会 

单位名称：  

报告人  职务/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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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届煤电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技术交流研讨会 

参会者姓名 职务/职称 手机 传真 E-mail 
住房要求 

包房 合住 

      

      

      

      

地址  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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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执请扫描或拍照发至邮箱 dlkjw@188.com。  



附件 4： 

疑难问题及需求 

第三届煤电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技术交流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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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请发至邮箱 dlkjw@188.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