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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发电厂先进节水与废水零排放论坛 

各有关单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突出打好蓝天、碧水、

净土三大保卫战。要求深入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坚持污染减排和

生态扩容两手发力，打好水源地保护攻坚战。《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

里也明确提到“2020 年火电厂废水排放达标率实现 100%。”各发电集团

新技术、新成果不断涌现，众多电厂废水零排放、中水回用工程相继开

工、投产。 

基于信息化管控手段，依靠大数据和云平台，建设智慧水网，优化

水量平衡体系成为发展新宠。发电厂脱硫废水成分复杂，处理难度大、

成本高，是当前环保面临的难点。为进一步提升发电厂用水管理水平，

掌握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实现循环利用、梯级利用、低质低用、

高质高用，中国电力科技网将于 12 月 16日在河北省保定市举办“第二

届发电厂先进节水与废水零排放论坛”，参观京能电力河北涿州京源热

电有限责任公司：纳滤分制盐技术的脱硫废水零排放系统；           

全厂零水排放及智慧水网系统。 

一、论坛主题 

智慧用水，深度节水，零排废水，助力碧水保卫战 

二、论坛主席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 

三、论坛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电力科技网 

协办单位：京能电力河北涿州京源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四、论坛内容 

1、火电厂节水与废水零排放现状、政策及技术展望； 



2、高盐废水用于干灰拌湿对粉煤灰特性的影响； 

3、废水零排放产盐（结晶盐或混盐）的综合利用和实践； 

4、多技术用于废水浓缩减量的可行性和经济性； 

5、湿法脱硫废水烟道蒸发工艺研究及实践; 

6、水平衡试验的要点和过程关注； 

7、火电厂智慧水网及水务管理能力提升和成效； 

8、火电厂余热海水淡化技术及水资源分级利用； 

9、低热值褐煤高效清洁零取水发电创新技术。 

21 位专家及演讲具体内容浏览中国电力科技网会议专题。 

五、日程安排 

12 月 15日报到；16 日主旨演讲，院士、专家对话，主题报告；17

日专题报告，案例分析，综合报告，互动交流，专家答疑；18 日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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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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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厂、科研院所会务费 1700元/人，持学生证 1000元

/人，厂商限额 3000 元/人。食宿统一安排，宿费自理：130 元/床/天；

260 元/间/天。 

七、联系方式 

  周丽 13905338772（同微信）；杨伟 18001252968；dlkjw@188.com 

《会议指南》、“参会回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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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附件 1： 

演讲信息 

第二届发电厂先进节水与废水零排放论坛 

序 演讲内容 专家 单位/职称/职务 

1.  协办单位致欢迎辞 王斌 

京能电力河北涿州京源

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 

2.  主办单位致开幕辞 魏毓璞 中国电力科技网主任 

3.  致辞 张奇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4.  论坛主席致主题辞并演讲 王浩 中国工程院院士 

5.  

高效铁氧微晶体技术处理脱硫废水工程应用：a.研究背

景；b.铁氧微晶体技术原理及优势；c.铁氧微晶体技术

工程应用；d.下一步研究与应用重点。 

刘海洋 

大唐电力设计研究院水

环境研究所所长/高级

工程师    

6.  

浅析燃煤电厂节水节能及废水零排放工艺技术比较：a.

燃煤电厂水系统；b.如何节水节能；c.多种水处理工艺

比较；d.全厂性水处理理念和方法推介以达到节水节能

目标。 

周明莉 

国家能源国神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电力生产部化

学环保专业高级主管/

高级工程师   

7.  
闭式循环火电厂节水设计探讨：a.典型节水设计；b.存

在问题；c.节水优化设计建议；d.典型水处理技术。 
渠富元 

华能德州电厂生产部副

主任/高级工程师 

8.  

烟气提水电水联产的创新之路：a.国内水资源现状和电

力行业发电取水量标准；b.探索与梦想——新时代火电

厂如何实现清洁发电和零取水发电；c.应用研究——烟

气提水如何实现电水联产，累计 223天发电零取水纪录

是怎样创造的？d.展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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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电厂循环水低成本全零外排及实现永久无垢运行工艺：

a.提出问题；b.目前水处理技术缺陷；c.高分子缩聚物

——运行净的中性在线清洗；d.运行净具有独特创新；

e.运行净先进程度；f.运行净在机组循环水应用实际效

果；g.应用运行净经济效益分析。 

刘威 

上海开纳杰化工研究所

所长/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 

10.  

火电厂深度节水与废水零排放技术路线实施：a.水污染

治理政策背景；b.火电厂水务管理体系构建；c.火电厂

节水及废水治理技术；d.高盐废水浓缩与零排放技术。 

毛进 

西安热工研究院水务公

司研发所所长/高级工

程师  

11.  

火电厂水务管理和污染防治：a.国家政策和电厂废水治

理必要性；b.火电厂用、排水基本情况；c.火电厂水务

管理；d.废水“零”排放技术工艺选择；e.关键技术研

刘灿起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安全运营部技术环

保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究方向。 

12.  

火电厂高盐废水低成本浓缩减量及零排放处理技术：a.

高盐废水零排放形势和背景；b.低成本浓缩减量处理技

术及应用；c.蒸发干燥零排放技术及应用；d.关于脱硫

废水水量确定及循环水高浓缩倍率运行思考。 

晋银佳 

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有

限公司化学研究所副所

长/高级工程师 

13.  

“中国新四大发明之一”在电厂水处理中的应用：a.新

四大发明；b.电吸附技术原理、历史与发展；c.电厂水

处理除盐技术之比较——电渗析、反渗透、电吸附；d.

电吸附在电厂水处理中的应用——工艺条件、成本核

算；e.评价与展望。 

赵勇 

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

程学院环境工程系副教

授 

14.  

火电厂水系统集成优化与智慧水务管理：a.火电厂用水

节水现状；b.水系统集成优化技术；c.火电厂智慧水务

管理。 

侯保灯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

院水资源研究所高级工

程师 

15.  

机械蒸汽压缩晶种法立式降膜蒸发减量一体化水处理

技术在火电厂脱硫废水零排放工程中的应用：a.脱硫废

水水质分析；b.水处理工艺比较；c.水处理工艺确定; d.

水处理效果。 

郎鑫焱 

京能山西漳山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工程技术中心

主任 

16.  
基深度节水的智慧水务管理：a.深度节水必要性；b.常

规节水方法；c.深度水技术；d.智慧水务管理系统建设。 
刘政修 

北京京能能源技术研究

有限责任公司经理/教

授级高级工程师 

17.  
沿海燃煤火力发电厂水平衡及盐平衡；a.水平衡与节

水；b.盐平衡与盐处理；c.常见浓缩技术对比评价。 
庞胜林 

华能玉环电厂生产管理

部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18.  

火力发电厂高温烟道旁路蒸发高盐废水零排放技术:a.

技术研究背景；b.技术开发历程；c.技术路线；d.应用

推广；e.知识产权。 

王凯亮 

中国华电科工集团有限

公司环保分公司总工程

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9.  

基于纳滤分制盐技术的脱硫废水零排放系统：a.项目开

发背景；b.废水零排放工艺流程；c.主要创新点；d.废

水零排放工艺研究成果及应用情况。 

李磊 

河北涿州京源热电有限

责任公司设备管理部灰

硫主任工程师/高级工

程师 

20.  

火电厂脱硫废水蒸发工艺的能耗控制：a.火电厂脱硫废

水零排放方案简单比较；b.火电厂脱硫废水蒸发工艺流

程；c.蒸发过程热平衡；d.蒸发过程热源选择。 

刘继平 

西安交通大学能源动力

学院热能动力与控制工

程系教授 

21.  

燃煤电厂脱硫废水治理技术路线：a.我国能源结构及资

源分布；b.脱硫废水相关法律法规；c.脱硫废水特性及

排放现状；d.脱硫废水处理技术及工程应用。 

韩松 

国家能源集团科学技术

研究院化学技术研究所

水处理技术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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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 

发言回执 
第二届发电厂先进节水与废水零排放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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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3： 

参会回执 
第二届发电厂先进节水与废水零排放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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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4： 

疑难问题及需求 

第二届发电厂先进节水与废水零排放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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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