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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电 力 科 技 网  
 

                                     科技学[2021]03号 

2021 年燃煤电厂配煤掺烧技术及燃料智能化研讨会 
 

各有关单位： 

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在

多个领域部署了一系列实现减碳目标的工作安排。中国将在未来 5年力争

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 13.5%、18%，并

把制定 2030 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作为今年政府工作任务。今后较长

时期，煤炭仍是我国能源安全稳定供应基石，清洁高效利用是解决煤电存

量发展最现实选择，由于关键技术支持不够、基础研究相对缺乏、传统观

念尚未扭转，清洁化利用痛点长期存在。随着电厂智能化技术快速发展，

精细化、智能化燃料管理成为企业经营生命线、安全生产保障线、成本管

理主控线。基于“云、大、物、移、智、链”信息技术崛起，重新定义电

厂燃料管理理念，更深层使煤炭看得“懂”，指标看得“透”，价值看得“到”。 

统筹协调，做好燃料工作是应对当前火电生产经营必然选择：各燃煤

电厂为降本增效、提高核心竞争力，持续推进科学配煤掺烧、智能化煤场

工作，妥善处理安全、环保、能效与煤种关系，解决燃煤紧张且煤种多变、

实际与设计煤质差别较大、运行安全性、经济性欠佳等难题。为及时总结

科学先进的配煤掺烧经验，探讨配煤掺烧技术以及燃料智能化解决之道，

中国电力科技网将于 4月 27日在山东省淄博市召开“2021年燃煤电厂配

煤掺烧技术及燃料智能化研讨会”，参观华电淄博热电有限公司。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主管、煤炭科学研究总院与煤炭工业洁净煤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主办的《洁净煤技术》提供技术支持。 

一、会议主题 

推广配煤掺烧科学技术成果，完善精细化智能化燃料系统 

二、会议内容 

1、配煤掺烧相关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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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煤场智能化、精细化及配煤在线管理实践；  

3、锅炉设计及适应性改造方案； 

4、掺烧优化方案、环保措施及运行关键技术； 

5、低价劣质煤掺烧控制能力和效率水平提升技术; 

6、输煤系统智能巡检； 

7、煤场煤堆内部温升在线监控； 

8、煤质在线检测新技术； 

9. 数字化煤场与燃料智能化管理及掺烧混配控制策略； 

10、基于增强现实技术的配煤掺烧优化诊断； 

11、掺烧对机组安全影响及保障措施； 

12、火电灵活性改造对燃料灵活性的要求；  

13、面向智慧型电厂燃煤掺烧优化系统的应用研究。 

27位专家及演讲信息见附件或浏览中国电力科技网会议专题。 

三、有关事宜 

日程安排：4 月 26 日报到；27 日主旨演讲、专家对话、主题报告；

28日专题报告、案例分析、综合报告、专家答疑；29日技术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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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发电集团及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主管领导免 1 人会

务费，燃煤电厂、科研院所会务费 1700元/人，学生持学生证 1000 元/人，

厂商限额 3000 元/人。食宿统一安排，宿费自理。 

四、联系方式 

周丽 15010503361；杨伟 18001252968，邮箱：dlkjw@188.com 

《会议指南》、“参会回执”相关附件来电索取 

详情浏览中国电力科技网 www.eptchina.cn  

        

二〇二一年二月一日 
 

mailto:dlkjw@188.com
http://www.eptchin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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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演讲信息 

2021 年燃煤电厂配煤掺烧技术及燃料智能化研讨会 

序 演讲内容 演讲人 单位/职称/职务 

1.  参观单位致欢迎辞。 刘永 
华电淄博热电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 

2.  主办单位致主题辞。 魏毓璞 中国电力科技网主任 

3.  技术支持单位致辞。 解强 《洁净煤技术》主编 

4.  

主旨演讲—— 

“双碳”目标下煤电如何转型升级、清洁高效利用

a.“十四五”煤电面临更严峻的经营环境；b.存量煤电

升级改造、清洁高效利用；c.增量项目峰值管控、创新

发展。 

陈宗法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副总法

律顾问 

5.  

基于增强现实(AR)技术的配煤掺烧优化诊断：a.数字孪

生与 AR 技术推动工业智能化升级转型；b.人工智能技

术配煤掺烧优化应用；c.AR技术燃烧动态优化诊断。 

徐创学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电站信息及监控部副经理/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6.  

多能人工射线煤质检测装置在燃煤电厂的应用：a.多能

人工射线煤质检测装置开发背景；b.煤质检测装置原理

及特点；c.多能人工射线煤质检测装置的应用。 

彭小强 

国家电投江西核电有限公

司核技术部高级主管/高级

工程师 

7.  
循环流化床锅炉大比例掺烧煤泥技术研究应用：a.背

景；b.煤泥掺配情况；c.采取措施；d.取得成果。 
郭海成 

中国电建甘肃能源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燃管部主任 

8.  
火电企业燃料智能化建设总结与展望：a.建设现状；b.

难点及措施；c.成果及总结；d.建设展望。 
高小普 

南京国电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智能信息化事业部总经

理/高级工程师 

9.  

火电厂长距离带式输送机智能巡检技术的研究：a.智能

巡检类型；b.现存问题；c.改进方案；d.进一步提高智

能化巡检技术设想。 

龙卫 
吉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

限公司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0.  

大型电站锅炉混煤掺烧试验研究：a.入厂煤（或入炉煤）

燃烧特性研究及煤种分类；b.大比例掺烧经济煤种下，

混煤掺烧试验中存在主要问题分析及思考；c.大比例掺

毛晓飞 

国电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

公司武汉分公司总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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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低灰熔点烟煤下，混煤掺烧试验中存在主要问题分析

及思考；d.锅炉煤种适应性改造中，混煤掺烧试验探讨。 

11.  

煤场智能掺配研究与探讨：a.结合数字化煤场建设为煤

场智能化掺配提供决策；b.斗轮机无人值守在智能化掺

配中应用；c.智能掺配平台及优选系统为煤场智能掺配

提供依据；d.煤场智能掺配结合筒仓完成精细化掺配。 

刘海 
华能德州电厂生产管理部

副主任 

12.  

前后墙对冲锅炉新疆广汇煤掺烧：a.广汇煤煤质指标特

征；b.广汇煤单独烧出现的现象；c.与本地煤混烧试验

模型; d.精细化掺配管理。 

王国龙 

甘肃电投武威热电有限责

任公司发电运行部锅炉专

工 

13.  

燃料全过程监管与诊疗平台的研发与应用：a.燃料验收

在线监管；b.关键环节远程诊断；c.三级诊疗闭环管控；

d.燃料管理综合评价。 

崔修强 
华电国际技术服务中心燃

料部部长/高级工程师 

14.  

烟煤锅炉掺烧褐煤的运行可控因素分析与优化：a.褐煤

燃烧特性；b.掺烧褐煤安全和经济风险分析；c.褐煤掺

烧运行可控因素分析；d.案例分析。 

董信光 
山东电科院电源技术中心

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5.  

烟煤锅炉大比例掺烧褐煤的安全性及经济性研究及策

略应用：a.磨煤机单烧褐煤问题解决；b.大比例掺烧褐

煤试验分析；c.掺烧褐煤经济性分析及效益模型建立；

d.褐煤与设计煤种最佳价差预测；e.不同煤质褐煤对应

最大掺烧比例预测分析。 

白福军 
汕头华电发电有限公司生

产准备部高级工程师 

16.  

燃煤均匀、高效掺配技术：a.技术特点——燃煤掺混均

匀，配煤比例稳定，设备运行高效；b.技术优势——节

能显著、实效性强、技术成熟、应用性广；c.应用前景。 

沈季国 
华能丹东电厂燃料部技术

员、博创创新工作室带头人 

17.  

火力发电厂智慧燃料系统规划：a.智慧燃料系统发展大

环境；b.电厂燃料系统现状；c.智慧燃料系统设想；d.

电量计划与煤炭采购联动方案。 

张华东 
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生

产部主管/正高级工程师 

18.  

输煤系统分布式智能自主巡检机器人应用及智能一体

化思考：a.无线充电自主巡检机器人；b.分布式低功耗

输煤系统测温测振系统研发；c.基于深度学习的智能预

警系统；d.未来输煤系统智能一体化思考。 

杨勇 
浙江浙能温州发电有限公

司设备部燃料组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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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电站锅炉智能掺配烧技术现状：a.燃煤掺烧方式及选

择；b.燃煤掺配烧经济性分析；c.在线掺烧管理系统、

监测与优化；d.基于射频识别的煤种识别；e.智能掺配

烧技术与思考。 

孙海峰 

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锅炉

环化部锅炉所副所长/高级

工程师 

20.  
进口煤煤质分析及电站锅炉掺烧试验研究：a.进口煤种

类及特点；b.掺烧试验情况；c.掺烧策略；d.总结。 
张海丹 

浙江省浙能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锅炉技术所高级工

程师     

21.  

基于采购数字导航系统的燃料资源整合管理:a.实施背

景；b.基于降本增效、资源整合的数字导航系统构建思

路；c.基于“大数据”支撑的数字导航、分析决策；d.

精准、快捷的全程调运导航. 

王健 
华电淄博热电有限公司高

级顾问 

22.  

双碳目标下碳市场进展和发电企业应对措施：a.碳达

峰、碳中和政策背景；b.全国碳市场建设进展；c.发电

公司面临的挑战；d.发电企业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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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23.  

煤质在线精准监测及煤流三维动态可视化技术研发与

应用：a.系统概况；b.国内在线检测技术；c.典型案例

分析；d.经济及社会效益。 

张文浩 
山东华唐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研发部博士   

24.  

火电厂燃料智能管控系统应用总结与提升：a.智能系统

建设背景；b.智能系统多年应用情况；c.智能系统升级

完善需求；d.总结。 

聂彦 
华电包头东华热电有限公

司燃料部主任/高级工程师 

25.  
基于仿真的配煤掺烧技术及锅炉综合改造：a.智慧电厂

配煤掺烧仿真技术；b.配煤掺烧综合改造技术。 
孙哲 

国能龙源蓝天节能技术有

限公司技术研发中心副主

任工程师 

26.  

基于煤质在线监测锅炉智能灵活燃烧技术与应用研究：

a.物联网输煤全流程动态可视化在线监测技术；b.激光

法入炉煤煤质在线检测技术；c.煤质在线监测锅炉燃烧

优化技术与应用；d.耦合多参量在线监测锅炉智能灵活

燃烧技术。 

苏胜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煤燃烧国家重点实验

室研究员 

27.  记者观察。 冯义军 《中国电力报》发电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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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 页 共 9 页 

附件 2 

发言回执 
2021 年燃煤电厂配煤掺烧技术及燃料智能化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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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燃煤电厂配煤掺烧技术及燃料智能化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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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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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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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疑难问题及需求 

2021 年燃煤电厂配煤掺烧技术及燃料智能化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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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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