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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火电厂金属材料与焊接技术交流 2023年会 

暨核电常规岛与工业加工金属焊接新技术论坛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全国煤电机组改造升级实施方案》要求稳步推进燃煤发电技术。机组

容量增大，参数提高，金属材料品种及规格日趋复杂，焊接工艺要求日益严

格。在役机组超低排放升级改造，劣质煤、污泥掺烧，深度调峰及部分机组

长期停备带来的腐蚀、磨损亟待解决；核电步入快速建设期，对材料国产化

率、耐腐蚀性、疲劳寿命、屈服强度与经济性都有更高要求。近日，我国首

件 Ni3型核电汽轮机自主化低压焊接转子锻件通过鉴定，核电汽轮机低压焊

接转子是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核电汽轮机组的心脏，其质量水平直接影响

成套装备的总体安全可靠性。提高质量、效率、焊缝寿命及安全性，逐步攻

克设备难关是当前焊接领域工作重心。为进一步降低能耗和减少污染物排

放，改善环境，在材料工业发展支持下，超超临界机组向更高参数的技术方

延伸，这就要求研发更先进、耐更高温度的合金材料，通过配套焊接、制造

工艺等系统，进一步提升锅炉出口蒸汽温度和压力，这必然推动焊接技术、

新材料、新装备和新工艺智能化水平提高和广泛应用。 

借新时代能源变革之势，交流最新科研成果，加快发展焊接材料设计与

技术，解决生产重大、共性、疑难问题，推广数字化与绿色化焊接技术，中

国电力科技网决定举办“火电厂金属材料与焊接技术交流 2023 年会暨核电

常规岛与工业加工金属焊接新技术论坛”。提前筹备，旨在提高效率、保障

质量，以便疫控好转，随时召开，请尚未报名者先行报名，筹委会第一时间

告知具体召开地点、日期。 

一、年会主题 

巩固金属焊接平台，研发金属新型材料， 

提高焊接技术水平，实现智能自动高效。 

二、年会主席 

徐锭明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原局长 

葛昌纯 中国科学院院士 

于俊崇 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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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会议题 

1、国内外金属材料和焊接设备最新研究及成果； 

2、高效焊接修复及再制造技术，异种钢焊接早期失效及预防； 

3、新型耐热钢与合金冶炼、轧制与锻造、热处理应用研究； 

4、安装施工单位焊接、热处理工艺及质量检测实践； 

5、630℃机组用高温材料进展，更高参数机组新材料研究； 

6、汽轮机部件防腐及叶片裂纹检测技术； 

7、焊接装备智能化、自动化和数字化技术及其应用； 

8、电厂基建阶段金属监督主要问题及应对策略； 

9、各类复合材料成型先进生产工艺技术； 

10、核电站常规岛先进焊接技术及质量控制。 

四、日程安排 

报到；第一、二天：主旨演讲，院士、专家对话，主题报告，深度交流，

专题报告，案例分析，综合阐述，互动答疑，颁发证书。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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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热）电厂、核电站、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会务费 1400

元/人，持学生证 1000 元/人，厂商等 1700 元/人。食宿统一安排，宿费自

理。 

六、联系方式 

周丽 15010503361；微信 13905338772；邮箱 dlkjw@188.com 

《会议指南》、参会回执、疑难问题调查表等附件来电索取 

官网报名及详情请浏览中国电力科技网 www.eptchina.com 

 

 

                                       中国电力科技网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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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日 

 

附件 1： 

演讲信息 

火电厂金属材料与焊接技术交流 2023 年会 

暨核电常规岛与工业加工金属焊接新技术论坛 

序 演讲内容 专家 单位/职称/职务 

1.  致主持词。 蔡志鹏 
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研
究员 

2.  主办单位致主题辞。 魏毓璞 中国电力科技网主任 

3.  播放致辞视频。 葛昌纯 中国科学院院士 

4.  年会主席致辞。 于俊崇 中国工程院院士 

5.  年会主席主旨演讲。 徐锭明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
员、国家发改委能源局
原局长 

6.  

耐热不锈钢在超超临界环境下的服役性能改良研究：a.
氧化和开裂是用于超超临界合金的重要损伤模式；b.高
温时效处理可提升抗开裂性能；c.材料表面结构纳米化
处理可提升抗氧化能力；d.相关材料改良技术。 

郑文跃 
北京科技大学国家材料
服役安全科学中心教授 

7.  

“双碳目标”环境下电站设备绿色低碳焊接修复再制造
技术：a.碳达峰和碳中和及目标；b.国家加快建立健全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要求；c.再制造产业及技
术；d.再制造对实现双碳目标及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
体系建设的贡献及发展战略；e.电及特种设备部件失效
及焊接修复再制造典型案例。 

赵建仓 

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
司原再制造与电力安全
中心主任/研究员级高
级工程师  

8.  
700℃超超临界锅炉管国产镍基合金优化与验证：a.国
产镍基合金材料开发与优化；b.高温长时力学性能；c. 
高温氧化与应力腐蚀开裂；d.现场验证情况。 

张乃强 
华北电力大学研究生院
副院长/教授 

9.  

自动焊技术在油气管道施工中的应用及发展前景：a.概
述；b.管道自动焊技术在长输管道建设工程中的应用；
c.管道自动焊技术在炼油化工装置建设工程中的应用；
d.管道自动焊技术应用前景及发展方向。 

陈建平 

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
石油分会副秘书长/国
际焊接工程师/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 

10.  
低合金耐热钢管道焊接接头开裂原因分析：a.接头开裂
情况概述；b.理化性能检测；c.裂纹宏、微观形态分析；
d.开裂机制；e.结论及建议。 

杜宝帅 
山东电科院电源中心材
料室焊接组组长/正高
级工程师 

11.  

T91 钢在高温烟气环境中的硫化与氧化交互作用机制：
a.T91 钢在高温烟气环境中形成的氧化层的典型结构；
b.氧化前沿带状硫化物的发现与表征；c.硫化物的形成
机理；d.硫化过程对基体组织演化和氧化的影响。 

蔡志鹏 
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研
究员 

12.  
钴基60硬质合金真空水冷堆焊修复:a.常规堆焊针对问
题现状；b.项目基本原理说明；c.项目实施效果说明；
d.创新点效果归纳及论文专利情况。 

程平 
中央企业百名杰出工
匠、全国技术能手/中国
华能德州电厂首席技师 

13.  
火电高温高压关键部件在线监测评估技术：a.火电高温
高压关键部件材质和服役损伤行为；b.声-超声技术研

白亚奎 
国家电投集团科学技术
研究院新能源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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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和应用现状；c.高温高压声-超声在线监测技术及关
键因素；d.高温高压在线监测技术应用前景展望。 

所材料与器件室主任/
高级工程师 

14.  

630～650℃超超临界火电机组用钢 G115 焊接性及焊接
工艺研究：a.G115 钢焊接性研究；b.热输入对 G115 钢
焊接工艺的影响；c.层间温度对 G115 钢焊接工艺的影
响；d.焊后热处理温度对 G115 钢焊接工艺的影响。 

李海昭 

国家能源集团新能源技
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新技
术新材料研究中心高级
工程师 

15.  

基于硬度法的奥氏体、马氏体耐热钢管道材料寿命预
测：a.HR3C组织结构与硬度变化关系；b.Super304H组
织结构与硬度变化关系；c.T92 组织结构与硬度变化关
系；d.三种耐热钢管道材料硬度与 Larson-Miller参数
拟合一寿命预测。 

陈国宏 
安徽电科院电源技术中
心副主任/正高级工程
师 

16.  
进口磨煤机变速箱高速轴断裂原因分析及焊接修复：a.
断裂原因分析；b.修复前原始数据测量；c.修复工艺方
案；d.结论。 

王金海 
华能山东公司金属专家
/华能国际德州电厂高
级工程师  

17.  
燃机电厂余热锅炉蒸发器鳍片管失效分析：a.某燃机中
压蒸发器鳍片管失效事故；b.理化检验情况；c.失效原
因分析；d.防治措施及效果。 

徐洪 
江苏方天电力技术有限
公司研究员级高级工程
师 

18.  

核电站常规岛结构特点及焊接标准选择原则：a.核电站
常规岛范围，主要设备及部件；b.主要设备设计制造标
准及焊接标准选择原则；c.与核安全设备焊接技术差异
性分析；d.关于常规岛焊接技术发展的思考。 

邱振生 
深圳中广核工程设计有
限公司高级专家/研究
员级高级工程师 

19.  
650℃高效超超临界锅炉技术特点与选材分析:a.650℃
超超临界锅炉技术特点；b.选材分析；c.典型材料焊接；
d.关键部件验证。 

王硕 
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任
公司材料研究所所长助
理 

20.  
锅炉定期检验中遇到的问题及对策研讨：a.锅炉定期检
验的步骤；b.锅炉定期检验的要点；c.检验中经常遇到
的问题；d.常见缺陷；e.结论。 

赵子谦 
吉林省电力科学研究院
金属所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 

21.  
SFNCM1080S 高强钢挤压机花键轴断裂焊接修复案例分
析：a.案例背景叙述; b.焊接修复方案; c.焊接实施过
程控制及焊后热处理; d.项目成果总结。 

陈立虎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浙江
火电建设有限公司焊接
培训部主任/高级技师 

22.  
超超临界机组 T23 水冷壁检修技术：a.T23 材料特点及
应用；b.T23水冷壁缺陷特征；c.T23水冷壁检修技术；
d.T23在水冷壁中的应用展望。 

孙志强 

苏州热工研究院再制造
与电力安全中心焊接技
术研究所研究员级高级
工程师 

23.  
电站锅炉压力管道异形结构焊缝超声相控阵检测研究：
a.研究概述；b.检测方法；c.关键技术研究；d.实验验
证及现场应用；e.展望与思考。 

马君鹏 
江苏方天电力技术有限
公司检测实验中心副主
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24.  
电站锅炉奥氏体钢Super304H蠕变损伤机理及寿命评估
方法：a.Super304H长期服役过程中微观组织演化规律；
b.蠕变损伤机理研究；c.Super304H 剩余寿命评估方法。 

车畅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
院锅炉事业部博士后/
高级工程师 

25.  

X 射线计算机辅助成像（CR）检测技术工艺研究：a.传
统射线检测胶片法效率低，存在重金属污染；b.CR技术
曝光时间短，无需暗室处理；c.CR 电子图像，便于存储
和远程传输；d.CR技术在电力行业具有广泛应用前景。 

谢双扣 
中能建江苏江南检测有
限公司总经理/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 

26.  
新型 9Cr 马氏体耐热钢 G115 长时持久强度预测：a.新
持久强度模型；b.持久断裂活化能求取；c.10万小时持
久强度预测；d.预测可靠性分析。 

向志东 
武汉科技大学材料与冶
金学院教授 

27.  
SP2215 耐热钢瞬时液相扩散焊接头组织及性能研究:a.
实验材料及方法；b.不同中间层和工艺参数实验方案；
c.接头显微组织及性能；d.SP2215 扩散焊试验结论。 

李报 
中国电建集团河南工程
有限公司焊接培训中心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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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焊接修复技术在检修中应用：a.汽缸及内部部件裂纹缺
陷焊接修复；b.阀门密封面焊接修复及加工；c.联箱管
座裂纹焊接修复；d.轴类部件磨损及断裂后焊接修复。 

宫俊峰 
河北涿州京源热电有限
责任公司设备检修部焊
接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29.  
GH901 高温合金主汽阀阀杆断裂原因分析：a.阀杆断裂
情况概述；b.试验结果；c.原因分析；d.结论及建议。 

汪博 
浙江浙能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材料技术所材料
专职 

30.  
核电厂凝汽器封口焊工艺改进与应用：a.背景；b.工艺
改进的总体思路；c.主要工艺改进内容；d.实施效果及
效益。 

吴义党 
中广核工程公司质量监
督保障分部副总工程师
/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31.  
大型机组发电机转子轴径损伤激光熔覆焊修复工艺 a.
发电机转子轴颈磨损原因分析；b.金属材料及焊接性分
析；c.焊接修复方法选择；d.激光熔覆焊技术修复工艺。 

柏振峰 
上海吴泾第二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设备管理部金
属主管/高级技师 

32.  
超（超）临界锅炉风机叶片断裂分析：a.各类风机叶片
服役工况及断裂案例；b.送风机断裂动叶片分析；c.叶
片断裂原因讨论；d.应对措施。 

黄一君 
浙江浙能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材料技术所材料
专职 

33.  
不锈钢的焊接：a.不锈钢简述；b.不锈钢焊接特性；c.
不锈钢关键焊接工艺要点；d.不锈钢焊接失效分析。 

赵振铎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
限公司技术中心和基础
与应用研究室主任/教
授级高级工程师 

34.  
高温超临界二氧化碳环境金属材料腐蚀性能研究：a.铁
素体马氏体钢腐蚀性能；b.奥氏体钢腐蚀性能；c.镍基
合金腐蚀性能。 

朱忠亮 
华北电力大学能源与动
力工程学院讲师 

35.  
镍基填充材料的焊接裂纹：a.镍基填充材料在火电、核
电应用中的工程问题；b.镍基填充材料凝固裂纹；c.镍
基填充材料液化裂纹；d.镍基填充材料高温失塑裂纹。 

陈忠兵 
苏州热工研究院研究员
级高级工程师 

36.  
超超临界用大口径厚壁无缝钢管组织与性能精准控制
的必要性及实践：a.背景；b.精准控制必要性；c.解决问
题基本思路与方法；d.典型实践实例。 

孔繁革 
大冶特殊钢有限公司研
究院钢管研究所首席工
程师 

37.  

深度调峰下含缺陷高温高压焊接管道寿命评估方法：a.
高温焊接管道裂纹扩展；b.裂纹扩展表征方法；c.纳入
缺陷引起应力状态变化的裂纹扩展预测方法；d.寿命评
估方法与流程。 

赵雷 天津大学副教授 

38.  
一种用于控制焊接变形的装置：a.控制变形装置原理；
b.解决问题和实效；c.装置实施效果；d.专利情况。 

徐连玉 
中国电建集团核电工程
有限公司焊接培训主
管、高级技师 

39.  

超（超）临界参数锅炉典型案例及氧化皮突出问题处理
技术：a.新建投运锅炉过热爆管和受热疲劳损伤问题分
析处理；b.锅炉管高温腐蚀和应力腐蚀开裂问题分析处
理；c.铸造阀体、三通、大小头管件及减温器开裂问题
分析处理；d.锅炉管高温氧化突出问题分析处理控制。 

金万里 
安徽锐科电力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首席专家/高
级工程师 

40.  
微合金化高性能耐火型钢及基大线能量焊接热影响区
组织和性能研究：a.前言；b.研究方法和目的；c.实验
结果；d.实验分析。 

胡本芙 
北京科技大学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院教授 

41.  

燃煤电厂金属关键耐磨件系列标准解读： a.DL/T 
680-2015 耐磨管道技术条件解读；b.DL/T 681.1-2019
燃煤电厂磨煤机耐磨件技术条件；c.DL/T 681.2-2010
燃煤电厂磨煤机耐磨件技术条件；d.DL/T 681.3-2020
燃煤电厂磨煤机耐磨件技术条件；e.DL/T 1604-2016燃
煤电厂碎煤机耐磨件技术条件。 

温新林 

国家特种合金钢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耐磨材
料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委员、国家电力耐磨材
料科学与工程重大项目
负责人 

42.  高效智能焊接技术与应用：a.先进焊接与连接国家重点 林三宝 哈尔滨工业大学先进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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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科研进展；b.高效焊接技术：电弧焊、激光焊；
c.智能焊接技术应用。 

接与连接国家重点实验
室副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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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发言回执 
火电厂金属材料与焊接技术交流 2023 年会 

暨核电常规岛与工业加工金属焊接新技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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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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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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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参会回执 
火电厂金属材料与焊接技术交流 2023 年会 

暨核电常规岛与工业加工金属焊接新技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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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执请扫描或拍照发至邮箱 dlkjw@18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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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疑难问题及需求 
火电厂金属材料与焊接技术交流 2023 年会 

暨核电常规岛与工业加工金属焊接新技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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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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