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页 / 共 7 页 

中 国 电 力 科 技 网  
 

                             科技学[2022]01号 

关于召开第四届燃煤锅炉耦合生物质发电技术应用研讨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二十大召开期间，国家能源局领导表示：我国生物质发电装机的规模

稳居世界第一，要立足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坚定不移推动能源

绿色低碳发展。8 月 2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 2022 年上半年能源形势，其中

生物质发电新增 152 万千瓦，占全国新增装机 2.2%。作为战略性新兴产

业，生物质能产业对保障能源安全意义重大。《“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

规划》提出“稳步推进生物质能多元化开发”，探索生物质发电与碳捕集、

利用与封存相结合的发展潜力和示范研究，因地制宜加快生物质发电向热

电联产转型升级。煤电低碳发展和转型应采取煤电自身低碳化、生物质燃

料替换实现煤电零碳化、火电负碳化“三步走”战略，通过政策驱动充分

利用边际土地种植速生、高产、优质能源植物，最终实现燃料替换，使生

物质火电取代煤电，完成煤电零碳化。为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

系统，实现双碳目标做出重大贡献。 

积极响应国家绿色发展理念，践行二十大精神，中国电力科技网将在

河北省邢台市召开“第四届燃煤锅炉耦合生物质发电技术应用研讨会”。

专家立足双碳目标，就煤电转型形势、政策，中国生物质能资源现状和潜

力，及各种技术和经验，借鉴国外成熟经验、燃料处理和产业发展模式，

进行高水平详细解读、交流和研讨。筹备工作完成，待疫控好转，随时召

开。尚未报名者可先行报名，以便第一时间告知具体召开日期。 

一、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电力科技网 

政府支持：河北省人民政府、邢台市人民政府 

协办单位：河北神势双循发电有限公司 

二、会议主题 

煤电低碳转型，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双碳”目标 

三、会议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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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生物质资源条件和保障煤电生物质燃料转型分析和研讨； 

2、国内外先进生物质发电技术与经验交流及清洁零碳能源体系； 

3、生物质与生物质气化多联产技术研究与应用； 

4、煤与生物质耦合直接和间接燃烧技术研究和应用； 

5、燃料收、储、运、加工成型及产业规模化研究； 

6、掺烧比例研究，运行安全性、经济性分析及实践； 

7、燃煤耦合生物质对锅炉系统影响分析和发电一体化方案探讨； 

8、农林废弃物和超级芦竹能源植物原料种植技术及推广； 

9、煤化生物质喷吹粉——燃煤发电变可再生能源发电解决方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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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会议事项 

会议日程：报到；第一天主旨演讲，专家对话，主题报告，深度交流，

颁发证书；第二天专题报告，案例分析，综合阐述，互动答疑，颁发证书。 

疑难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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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专题下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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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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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改造耦合生物质及其他发电企业、科研院所、高等

学校 1700 元/人；厂商等 2700 元/人；学生持学生证 1000 元/人。食宿统

一安排，宿费自理。 

技术资料：积淀雄厚、专业精湛、创新先进、高效充电，先睹为快！ 

五、联系方式 

周丽：15010503361、13905338772 同微信；邮件：dlkjw@188.com 

《会议指南》、“参会回执表”及相关附件可来电索取 

会议详情登陆中国电力科技网：www.eptchina.cn 

        
 

                    中国电力科技网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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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演讲信息 

第四届燃煤锅炉耦合生物质发电技术应用研讨会 

序 演讲内容 专家 单位/职称/职务 

1.  致主持词。 洪浩 
国际生物质能协会副主
席、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
会副会长 

2.  政府支持单位讲话。 领导 河北省人民政府 

3.  政府支持单位讲话。 领导 邢台市人民政府 

4.  主办单位致主题辞。 魏毓璞 中国电力科技网主任 

5.  宣读特邀嘉宾致贺辞。 毛健雄 清华大学教授 

6.  
协办单位致欢迎辞并发表主旨演讲——528 万千瓦生物
质发电供热项目可行性分析。 

郝景润 
河北神势双循发电有限
公司董事长 

7.  
推广超级芦竹，支撑能源转型，实现双碳目标：a.碳达峰
碳中和意义深远；b.零碳火电是必由之路；c.超级芦竹开
辟能源资源新天地；d.换道超车助力实现民族复兴大业。 

王凡 
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秘书
长，中国能源研究会节能
减排中心主任 

8.  
66 万千瓦超超临界机组全高位布置、供电煤耗 242 克技
术。 

冯伟忠 
上海申能电力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 

9.  
煤化生物质喷吹粉——燃煤发电变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解
决方案：a.定义、背景与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b.
工艺技术；c.技术特征；d.产品物理、燃烧特性及优势。 

颉二旺 

国家生态•粮食•生物质全
产业链技术体系首席科
学家、新木集团创始人/
董事局主席 

10.  

生物质对煤电转型和乡村振兴的战略性支持作用：a.生物
质将对中国煤电转型“三步走”的后两步起到关键保证作
用；b.我国生物质的资源基础，不但要端牢食物“饭碗”，
还要把能源的“饭碗”也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中；c.创建“第
二农业”，建设“生物煤田”、“生物油田”和“生物气田”，
助力乡村振兴。 

程序 
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原司
长、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11.  

生物质固体燃料分级与标准：a.国际上生物质固体燃料在
碳中和背景下的定位；b.生物质固体燃料制备方法；c.生
物质固体燃料分级标准（国际，国内）；d.生物质固体燃
料应用前景展望。 

洪浩 
国际生物质能协会副主
席，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
会副会长 

12.  
生物质流化床气化及其耦合发电技术的研发：a.燃烧气化
特性机理研究；b.流化床气化中试研究；c.湖北华电襄阳
生物质耦合发电；d.下一步研发方向。 

王勤辉 
浙江大学热能工程研究
所暨能源清洁利用国家
重点实验室教授 

13.  

先进芬兰生物质高温气化耦合，直燃供热及生物质黑色颗
粒技术方案：a.芬兰维美德公司介绍；b.生物质高温气化
耦合技术方案和项目经验分享；c.先进生物质直燃技术以
及针对高碱金属含量农业生物直燃技术；d.生物质蒸汽爆
破技术方案制黑色颗粒替代燃煤方案。 

胡锦欣 
维美德（中国）有限公司
制浆与能源部销售经理 

14.  
生物质微米燃料及蓄热管气化技术：a.研究背景；b.生物
质微米化；c.生物质微米气力输送；d.生物质微米气化；
e.蓄热管式气化装置；f.总结与展望。 

靳世平 
华中科技大学能源与动
力工程学院教授 

15.  

广东省大型燃煤电厂耦合污泥生物质掺烧关键技术研究
与工程示范应用：a.广东省 135、300、600、700、1050MW
污泥掺烧对锅炉及环保系统影响分析；b.大规模数值模拟
优化研究；c.干化设备技术特点及工程应用；d.整体经济、
社会和环保效益；e.污泥掺烧全过程管理措施，电量补贴
办法。 

李德波 
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资深专家/教授
级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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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燃煤电站耦合生物质发电过程热解制氢技术路线探讨：a.
氢气在新能源体系中的应用前景分析；b.现有制氢技术路
径及优缺点对比；c.生物质气化制氢的技术现状；d.燃煤
电站电解制氢的发展前景。 

李志合 
山东理工大学农业工程
与食品科学学院执行院
长 

17.  
生物质流化床气化制备燃料气和合成气技术：a.生物质利
用技术；b.流化床生物质气化中试试验；c.生物质流化床
气化应用趋势探讨。 

张永奇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
学研究所研究员 

18.  

掺烧或直燃给锅炉尾部设备带来新问题及关键解决技术：
a.生物质燃烧烟气特征及对锅炉尾部受热面影响；b.高湿
度影响；c.腐蚀和盐潮解影响；d.烟气综合露点确定；e.
考虑酸、灰、盐相互作用的烟气余热利用准则。 

孙奉仲 
山东大学能源与动力工
程学院教授   

19.  
流化床锅炉生物质直燃耦合发电技术开发及案例分析:a.
生物质直燃耦合工艺路线；b.关键技术及设备开发；c.防
作弊系统；d.案例应用。 

张世鑫 
中国华能集团清洁能源
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高
级工程师 

20.  

基于多能互补的固体废弃物能质梯级利用机制:a.与燃煤
机组耦合的新型垃圾焚烧发电系统研究；b.基于等离子气
化的新型固废耦合发电系统研究；c.厌氧发酵与焚烧耦合
的新型垃圾发电系统研究；d.太阳能辅助生物质/垃圾热
电联产系统研究。 

陈衡 
华北电力大学能动学院
副教授 

21.  
东方生物质 CFB 锅炉技术研究及应用：a.生物质能利用
背景；b.东方燃生物质 CFB锅炉技术；c.东方生物质 CFB
技术应用现状；d.生物质利用技术展望及总结。 

肖尧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
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创新
中心研发工程师 

22.  专题技术演讲。 刘恒宇 
哈尔滨锅炉厂新技术研
究所副所长/能源与动力
工程技术中心主任 

23.  

燃煤机组灵活性耦合多源有机固废/生物质关键技术研发
与应用：a.多源有机固废协同利用的难点；b.生物质耦合
技术案例和痛点问题；c.污泥耦合技术案例；d.垃圾无氧
热解灵活性耦合技术；e.未来展望。 

王学斌 
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
力工程学院教授/博导 

24.  专题技术演讲。 专家 上海锅炉厂 

25.  

生物质气化多联产技术助力国家早日实现碳达峰与碳中
和：a.正确认识农林生物质；b.生物质气化多联产技术创
新及应用；c.生物质气化多联产技术产业化典型案例；d.
生物质气化多联产技术与碳达峰、碳中和。 

周建斌 

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
院士，生物质气化多联产
国家创新联盟理事长，南
京林业大学新能源系主
任  

26.  

大型燃煤机组生物质耦合系统国外项目经验与国内发展
启示：a.国外大型燃煤机组生物质直燃耦合发展轨迹；b.
国外大型燃煤机组生物质直燃耦合发展思考；c.国内目前
发展现状；d.国内发展思考及建议。 

焦永刚 
山东聚能生物质能源有
限公司技术总监   

27.  
英国生物质耦合发电的发展及产业链建设：a.性能、安全、
案例和行业发展趋势；b.Drax 的产业链建设及对国内的
参考；c.生物质耦合发电的碳减排与碳足迹。。 

潘学富 
北京格林奔科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28.  
我国生物质气化应用现状与发展前景：a.双碳目标愿景下
生物质气化固有优势和独特作用；b.生物质气化面临挑
战；c.应用现状；d.发展路径。 

吴幼青   
中国能源科技产业学会
副会长，华东理工大学教
授 

29.  

生物质高值化气化技术：a.生物质气化多联产技术；b.大
型生物质气化装置耦合燃煤机组发电及联产炭技术；c.生
物质气化燃气合成技术；d.生物质气化与生物质直燃电站
耦合发电及联产炭技术。 

鲁万宝 
合肥德博生物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30.  

生物质“种-收-储-运-预处理”及耦合燃煤机组降碳发电
技术研发与应用：a.生物质“种-收-储-运”；b.生物质预
处理；c.大型燃煤机组耦合生物质降碳发电技术；d.未来
发展。 

杨富鑫 
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
力工程学院副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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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发言回执 

第四届燃煤锅炉耦合生物质发电技术应用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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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届燃煤锅炉耦合生物质发电技术应用研讨会 

序号 姓 名 
职称 
职务 

工作单位 电话 传真 手机 电子邮件 
住房要求 

包房 合住 

            

            

            

            

地址、邮编及其他内容： 

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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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执表扫描发至邮箱 dlkjw@18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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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疑难问题及需求 

第四届燃煤锅炉耦合生物质发电技术应用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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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务必提供 word 版发至邮箱 dlkjw@188.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