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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无止境 服务无穷期
56年，山东院用自己稳健的步伐赢得一个又一
个成就。

的认可和肯定。

第三方几个侧面的评价，这些百万机“现在进行

这一切背后，由一个坚定的信念所支撑——用最

时”的平常故事，就会让我们有难得收获。

这是一个不懈追求的过程，从1958年南定电厂

先进的技术和最优质的服务，为客户创造最优秀的产

——他们不只是在做设计，在能做事的时候多

2.5万千瓦中温中压机组开工建设，到2014年新疆信

品。山东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安全、经济、高效、清

做事，这是山东院上上下下的追求。在共同的理想

发国内首台110万千瓦火电机组投运。56年光阴荏

洁的能源解决方案。客户的认可，是企业生存发展的

感召下，大家在新疆信发项目的合作中结下了深厚

苒，山东院始终以坚定的脚步，融入国家电力事业

根本，坚持市场导向、为客户创造价值也必将成为企

的友情。

发展之中。

业的共识，成为山东院重要的价值理念。

——板集项目规范化、标准化的项目管理给我

这是一个不断沉淀的过程，2.5万、5万、10万、

今年9月，山东院组织召开百万机新技术交流

30万、60万、100万、110万，一次次浴火重生，一次

会。会上，山东院全面展示了近年来百万机组设计

次破茧成蝶，智慧和汗水终结累累硕果。

方面的优化成果与创新实力。与会人员依托华能莱

——湄洲湾二期的建设井井有条，这就是我们

留下了深刻印象，板集项目安全管理水平，甚至超
过对安全工作一向高度重视的煤炭行业。

瞄准行业制高点，是山东院孜孜不倦的追求。

芜电厂2×1000兆瓦二次再热机组、新疆农六师煤电

想要的，说明选择山东院是对的，我们就是要把二

就在10几年前，国内特高压、百万机技术呼之欲出。

有限公司2×1100兆瓦超超临界空冷机组等行业标杆

期工程做成国投集团示范性、标杆性项目。

对山东院来说，像是天方夜谭、可望不可及，但是

工程，围绕设计优化与创新、二次再热技术的研究

山东院一心向前，就为快上一步或者半拍。华电邹

及应用等专题进行了交流。

“选择山东院是对的”，这是客户最高的褒
奖和肯定，也是最殷切的期盼和最有力的鞭策。项

县、华电莱州、新疆信发、华能莱芜、国华寿光、

关于山东院和百万机的故事有很多，它根植

目工期有长短，但技术提升无止境，真诚服务无穷

国投板集、国投湄州湾……山东院快速实现了从过

于企业顶层设计和“两化一创”发展战略等宏观层

期！山东院将继续对照“两化一创”战略，聚焦客

程参与到独立承担，从传统模式向数字化移交，从

面，亦涉及科研规划、学科体系、人才建设等等具

户的每一项需求，真诚呈现一个个精品工程。（本

设计咨询到EPC 项目管理，从技术引进消化到技术

体工作。它离不开山东院大团队的拼搏付出，也收

报评论员）

创新亮点纷呈的成长与蜕变。这其中所表现出的进

获了客户与业主满满的信任。稍稍注意一下今年院

取精神，谦虚品质和开放胸怀，赢得了客户、行业

内网发布的新闻通讯稿，几则来自项目一线客户或

华电邹县发电厂四期2×1000MW超超临界机组工程

以技术创新推动行业进步
——山东省工程设计大师、全国电力勘测设计行业资深专家、山东院副院长翟慎会在百万机新技术交流会上的致辞（摘选）
山东院举办这次百万机组新技

中心。2008年以来，共获得省部级

设计技术。目前已累计开展百万千瓦

术交流会，目的是邀请广大客户共同

以上科技成果350多项，知识产权成

机组前期78台，施工图设计16台，投

研讨百万机组最新技术，探讨如何为

果180多项。

产6台，取得较好的工程业绩，并带

国家能源行业节能减排提供最优质的
服务。

山东院是国内最早开展百万千瓦

动了300兆瓦、60兆瓦等各等级发电机

机组设计技术研究和工程设计的单位

组技术能力的全面升级。特别是新疆

山东院历经56年的发展，目前

之一。2001年开始，参与华电邹县、

信发百万空冷机组的高标准投产、华

已形成火力发电、输变电、新能源、

华电莱州等百万千瓦机组前期研究。

能莱芜百万二次再热机组的高标准设

核电等四大主营业务板块，火力发电

2006年，与美国Worley Parsons公司签

计，标志着山东院百万机设计技术已

在百万机组上，输变电在特高压输变

订百万千瓦机组电厂工程设计咨询与

达到全国行业领先水平。

电上均形成了高端市场优势。特别是

技术转让合同，双方联合开展了50多

山东院致力于行业和地区电力

百万机组设计，已经具备了多项目同

个研究课题。山东院还与法国电力公

技术交流平台建设，陆续举办了生物

时开展的能力，具备为客户提供性能

司共同开展了百万机组典型设计，与

质发电、智能变电站等设计技术研讨

指标优、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的综合

阿尔斯通、比利时哈蒙公司、奥地利

会。2012年，山东院举办百万机组及

的论文专辑和代表工程图册，供会议

服务能力。

AEE、美国GE等多个国际知名公司和

超临界供热机组技术交流会。山东院

交流用。

国内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百万

再次举办百万机组新技术交流会，着

我们期望通过交流与沟通，增进

机技术研发和创新能力快速提升。

依托完整的科技创新组织体

重交流展示山东院百万机组技术和设

山东院与客户之间的感情，为共同研

层次的科技创新和交流平台，山东院

近年来，山东院陆续开展了华电

计能力，特别是在世界最大单机容量

讨行业前沿技术、推动新技术的应用

以技术创新带动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

邹县、华电莱州、新疆信发、华能莱

空冷机组、最大单机容量二次再热机

提供平台。下一步，山东院将继续为

升，目前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芜、国华寿光、国投湄州湾、国投板

组，即新疆信发和华能莱芜工程的设

广大业主和客户提供更优质、高效的

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省级工程

集、国电博兴、国能府谷等百万机组

计技术研发和工程应用情况，为此，

服务，为国家电力工业发展作出更大

技术研究中心和企业级工程技术研发

工程设计，全面掌握了百万机组电厂

我们还准备了在山东大学学报上发表

的贡献。

系、全面开放的专业学科体系、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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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纵览 ◆

独领风骚的百万千瓦机组工程
发电工程设计是山东院核心业务之一，设计范
围涵盖了目前国内所有的机组类型、各等级参数、

丰硕成果。截止2013年底，完成国内外大中型发电工

理念，紧密关注全寿期效益及指标，争创世界一流示

程360多项，总投产容量7300万千瓦。

范电站。目前，共开展百万千瓦级机组前期78台，施

各种容量和工程条件。历经近60年的创新发展，山东

同时，山东院在百万千瓦机组设计技术研究方

院发电工程设计能力持续提升，尤其是在高参数大

面，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积极整合全球优势资源，

容量机组、空冷技术、超大型冷却塔等方面取得了

通过“走出去，拿进来”，吸收国内、外先进的设计

工图设计16台，投产6台，百万千瓦级机组设计技术储
备丰富。

高效节能、超低排放示范工程

世界参数最高、容量最大的空冷机组
——新疆农六师煤电有限公司2×1100MW超超临界空冷机组工程

——神华国华寿光电厂一期2×1000MW机组工程

新疆农六师煤电公司位于新疆五家渠市，是信发集团响应国家西部大开发

神华国华寿光电厂一期2×1000MW机组工程为新建工程，本期建设两台

战略，在兵团农六师投资兴建的集发电、电解铝、碳素、兰炭等于一体的大型企

1000MW级超超临界燃煤湿冷机组，同步建设FGD脱硫、SCR脱硝设施及湿式电

业。发电厂是园区的动力中心，为电解铝等车间供电。

除尘设施。规划容量4×1000MW，并留有再扩建的可能。

本工程建设2×1100MW超超临界直接空冷机组，是当今世界上参数最高、容
量最大的空冷机组，也是我国目前单机容量最大的火电机组。

新疆信发2×1100MW
超超临界空冷机组工程

济南
总部

Jinan Headquarter

神华国华寿光电厂一期2×1000MW工程
华能莱芜电厂2×1000MW工程

国投新集电力利辛板集电厂2×1000MW机组工程

已投产、在建百万千瓦机组项目
前期咨询百万千瓦机组项目
其他重点发电工程项目

国投湄洲湾第二发电厂2×1000MW机组工程

煤电一体化项目

港煤电一体化项目

——国投新集电力利辛板集电厂2×1000MW机组
工程
国投新集电力利辛板集电厂2×1000MW机组工
程是山东院第一个开工建设的百万千瓦级EPC总承包
项目，依托国投新集板集煤矿，建设2×1000MW超
超临界燃煤机组，并留有扩建条件，属于煤电一体
化项目。

——国投湄洲湾第二发电厂
2×1000MW机组工程

世界首台二次再热百万千瓦机组
——华能莱芜电厂2×1000MW二次再热机组工程

工程位于福建省莆田市南部忠门半
岛，拟建设2×1000MW超超临界燃煤发

华能莱芜电厂位于莱芜市城区南部约9km处。本

电机组，同步建设烟气脱硫、脱硝设施。

期拟建设两台百万千瓦超超临界二次再热燃煤发电

本工程是山东院最大的EPC总承包项目之

机组，同步安装烟气脱硫、脱硝装置。

一，是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示范性、标杆性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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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访谈 ◆

百万千瓦机组发展历程 ——技术总监 刘金栋
刘金栋，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注册公用设备师，山东省工程设计大师，中国电力规划设计协会“四优工
程”评审专家，山东建筑大学客座教授，国家核电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评审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制冷学会副主任
委员。现任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刘金栋同志工作后一直从事发电厂工程设计、技术咨询和生产技术管理工作，具有丰富的设计、咨询和技
术管理经验和扎实的专业理论水平。曾先后荣获国家工程总承包金钥匙奖2项、电力行业优秀工程设计三等奖1
项、山东省优秀工程勘察设计一等奖2项、山东省优秀工程勘察设计二等奖1项、山东省优秀工程咨询成果二等
奖1项、山东省优秀工程咨询成果三等奖2项、国家电力公司优秀工程勘测设计奖1项、国家核电科技类奖优秀专
利奖三等奖1项、中国电力科学技术奖1项、国家核电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等多项奖，获得专利3项，在国内外重
要期刊发表论文6篇。多项工程设计、规划咨询和科研成果的技术水平达到或超过国内同期、同类项目的先进水
平，逐渐成为这一领域的学术和专业带头人。
随着我国电力需求的快速增长和环保排放压力

签署了《百万千瓦等级超超临界机组电厂工程设计

通过不断的积累，山东院的技术水平有了大

的不断加大，推进火力发电技术的不断升级，积极

咨询与技术转让合同》，在大容量、高参数机组设

幅度提升，在高参数大容量机组、空冷技术、超大

发展大容量、高效率、环保型发电机组，已是当前

计领域与国际先进水平进一步接轨，并将国际上

型冷却塔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技术能力储备

火力发电技术的当务之急。百万千瓦机组在国内起

先进的设计与管理理念应用于实际工程中。2007

处于国内电力行业设计院第一梯队前列。目前，共

步、发展还不到20年的时间，由于我国的技术能力、

年，山东院加入国家核电，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

开展百万千瓦机组前期78台，施工图设计16台，

设备制造水平，比西方发达国家相对落后。过去我

机遇。国家核电肩负三代核电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

投产6台。不管是已经投产的、还是在建项目，投

国电力技术发展基本采用跟随战略，包括主机、辅

创新的光荣使命，具有极其鲜明的技术发展路线和

产指标和设计指标都处于国内先进水平。其中，最

机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在这个时期，以电

再创新理念。在国家核电创新理念的指引下，山东

具代表性的有两个项目，一个是已经投产的、国内

规总院 为 领 军 的 各 大 区 设 计 院 承 担 着 整 个 引 进 技

院将许多核电的理念引入到大型火电机组的设计和

参数最高、容量最大的空冷机组——新疆农六师煤

术、消化吸收的国家使命与责任。

管理技术中，对 创 新 的 理 解 从 深 度 和 广 度 都 上 了

电有限公司2×1000MW超超临界空冷机组工程，

2000年以后，随着国家组建五大发电公司以

一个层次。在外部需求和内动力的共同驱动下，

一个是世界最大容量的二次再热百万千瓦机组——

及市场招标模式的开启，市场和客户的需求成为设

山东院百万千瓦机组设计技术不断成熟，先后开

华能莱芜电厂2×1000MW机组工程。另外，正在

计院改革创新的主要动力，六十万千瓦和百万千瓦

展了华电国际邹县发电厂四期2×1000MW机组工

开展的两个总承包项目：国投湄洲湾第二发电厂

机组成为发展的主力机型，三十万机组逐渐成为辅

程、华电国际莱州电厂一期2×1000MW机组工

2×1000MW机组工程、国投新集电力利辛板集电

助机型。在这个时期，山东院积极开展百万千瓦机

程、国电博兴发电厂2×1000MW机组工程、韩国

厂2×1000MW机组工程，我们的技术能力和管理

组技术研究攻关，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2005

2×1000MW燃煤电站项目等前期咨询、可研、初

能力都得到了业主的充分肯定。这些都是我院技术

年山东院与美国Worley Parsons International，Inc

设及施工图设计。

创新成果的直接体现。

以技术创新引领高效节能环保电厂设计——热机与工艺技术总监

杨俊波

杨俊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注册公用设备师，注册咨询工程师，一级安全评价师，IPMP C级国际项目经
理，国家核电关键技术领域学科带头人。现任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热机与工艺技术总监。
杨俊波同志工作后一直从事发电厂工程设计、技术咨询和生产技术管理工作。曾先后荣获国家优秀工程设计
银奖1项、电力行业优秀工程设计三等奖1项、全国优秀咨询成果三等奖1项、电力行业优秀工程咨询成果二等奖1
项、山东省优秀工程咨询成果二等奖1项、国家电力公司优秀工程设计一等奖1项、国家核电优秀专利、论著二等
奖1项、中国电力科学技术奖1项，获得专利15项，在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论文3篇。多项工程设计、规划咨询和科
研成果的技术水平达到或超过国内同期、同类项目的先进水平，逐渐成为这一领域的学术和专业带头人。

自华能玉环电厂国内首台百万千瓦超超临界燃

利用模块化、集约化理念开展主辅厂房布置。

术方案，与山东大学合作形成了脱硝设计和模型验

煤机组 2006年11月投产以来，伴随着能源需求的快

国内最早提出动力岛一体化紧凑布置方案，将煤仓

证能力。国内电力设计行业率先引进国外先进脱硫

速增长及节能减排的严峻形势，在引进消化和吸收

间与锅炉实施联合框架、除氧间等布置在锅炉炉前

技术并进行了技术创新,脱硫设计水平行业领先。开

再创新的基础上百万千瓦机组装机容量快速增长。

框架，主厂房形成汽机房、锅炉房两列式布置，厂

展了低低温电除尘、移动极板、布袋、高频电源、

山东院通过与国外知名公司开展技术合作，

房容积明显降低。水处理设计上打破常规模式，将

湿式除尘等除尘技术的调研，形成节能型超低排放

并在充 分 调 研 和 工 程 实 践 的 基 础 上 ， 加 大 投 入 在

分散于厂区各处的化学及水工水处理建构筑物进行

整体技术解决方案。在利用SOUNDPLAN等软件分

百万千瓦机组提升初参数、优化系统配置、过程节

集中和合并布置，建成多水合一水处理中心,节约用

析预测噪音水平的基础上，积极开展与专业噪音治

能、控制排放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技术研究工作，

地和便于管理。

理机构交流，优化噪音治理方案。

形成了完整和先进的百万千瓦机组技术解决方案，
在行业内具有较高的影响力。

系统设计充分考虑节约能源和资源的高效利

加大与科研院所的合作，推动技术水平提升。

用。热力系统通过设置蒸汽冷却器、增加回热级

依托核电超大冷却塔研究，与比利时哈蒙等开展技

以提升全厂热效率为关键点,充分挖掘现有材料

数、优化真空系统、采用变频技术等措施提升效

术合作，形成了超大型冷却塔及高位集水技术方案,

潜力，关注技术发展，合理选择主机参数。华能莱芜

率。通过与山东大学开展合作，国内率先开展烟气

国内同时具有百万千瓦机组湿冷和空冷业绩。与山

百万千瓦机组项目率先采用了国内最高蒸汽参数二次

余热能量梯级利用，显著降低机组供电煤耗。通过

东大学联合建设发电厂节能减排工程实验室，优势

再热技术，并在设计中充分利用流体分析、热效分析

与奥地利VOITH、上海汽轮机厂等单位合作开展

互补，提升设计验证能力。借鉴核电非能动理念，

等软件在系统优化、高温高压管道材料选择、辅机配

主机同轴驱动给水泵技术研究，解决了相关技术难

与兰州电力修造厂开展非能动除尘技术研究,初步取

置等方面开展研究，成果填补了国内高参数大口径管

点，形成了完整的技术方案，可有效降低厂用电率

得成效。

道规范技术空白，率先形成二次再热机组关键技术方

和供电煤耗。采用梯级供水方式，将废污水资源

依托我院九大技术研究中心和学科体系建设，

案。在开展新疆农六师110万千瓦空冷机组设计的同

化，在充分回用的基础上，采用蒸发等措施实现废

充分利用三维精细化设计平台优势，积极开展与科

时依托工程开展了120万千瓦机组主辅机配置及系统

污水零排放。

研院所的合作，山东院将不断提升百万千瓦机组设

研究。紧紧跟踪700℃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技术发展，

注重项目建设与环境的相融性。通过开展设置

在主辅机配置等方面进行技术研究，加大技术储备。

前置高加、省煤器分级等研究形成了全负荷脱硝技

计技术水平，为客户提供安全、经济、高效、清洁
的能源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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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巾帼风采 ◆

高永芬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注册公用设备师，电力行业压力管道设计审查资质评
审专家。现任山东院机务专业高级专业总工程师。

自1984年参加工作以来，严谨、踏实、肯干、专业知识扎实、创新能力强、专业水平
高，在行业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现为单位业务核心骨干和国家核电813骨干人才。
在工作中注重总结、研究和创新。针对1000MW机组，超前思维、率先垂范，主动开展
主机泵、二次再热、引风机拖动等一批节能降耗的前沿技术研究。广泛开展与清华大学、山
东大学的产学研工作，借助大学的研发队伍和实验室开展生物质电厂烟囱防腐、褐煤脱水、
CO2捕捉等一批新技术。另外还积极与国内外大型设计咨询公司合作，开展国内外规程、标
准的消化和研究，并成功应用于国外设计项目中。先后荣获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6项(国家级
银奖1项,省部级奖4项,集团公司奖1项)，优秀工程咨询成果奖4项(国家级一等奖1项,省部级一
等奖2项、二等奖1项)，工程总承包金钥匙奖1项。发表专业核心期刊10余篇，担任电力行业
协会期刊《热机技术》的编委，为该期刊选送和审批论文近30篇。

徐爱东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注册电气工程师。现任山东院电控部主任兼任热控专
业高级专业总工程师。

工作以来一直从事热控专业技术研究工作和工程设计工作，具备了解决热控专业复杂工
程技术难题，领导专业技术研究课题组进行攻关的能力，2000年被评为院级拔尖人才。在多
个600MW和1000MW超/超超临界机组设计投标和工程设计过程中，得到了华能、华电、国
电、大唐、鲁能和华润各大电力公司有关领导及同行的好评和信任，个人也在电力系统本专
业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铜奖2项，电力行业优秀工程设计奖5项（一等奖2项，
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山东省优秀工程勘察设计2项，山东省工程咨询成果奖2项（一等
奖1项，三等奖1项），科技创新奖3项（中国电力优质工程奖1项，山东省电力局科技进步一
等奖1项，国家核电科技奖1项），拥有专有技术1项，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6篇。

张兰春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一级注册结构师，山东省首届“十佳百优”注册结构工
程师、国家核电十大技术能手。现任山东院结构专业高级专业总工程师。

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火电厂工程设计、技术咨询和技术管理工作，工作经验丰富，
作风严谨认真，善于总结和归纳并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和创新，曾多次主持过国家重大发电厂
工程项目的设计、技术咨询、方案优化、重点工程技术难题的攻关研究等工作，获得业内
同行的认可与信任。担任电力规划设计协会土建专委会专家，山东建筑学会结构专业委员
会委员，电机工程学会电力土建专委会委员，参与了行业规范的编制和审查工作。2009年经
公司推荐为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优秀科技创新骨干。在电力行业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较高的知
名度，技术水平代表行业内土建结构专业的水平。先后荣获优秀工程设计奖6项（省部级奖5
项，电力行业奖1项）、优秀工程咨询成果奖2项（省部级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科技创
新奖3项（中国电力科学技术奖1项，国家核电优秀专利、论著二等奖1项，国家核电优秀专
有技术三等奖1项）。拥有专利6项，专有技术2项，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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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沿技术 ◆

为了1.4%-1.6%的提升
——专访莱芜二次再热工程设总张斌
采用二次再热可使机组热效率提高1.4%-1.6%，这一优势使得二次再热
技术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尤其是在当前全球资源日益枯竭、环境污染日益
严重的形势下，二次再热技术被寄予了更高的期望。然而更加复杂的系统和
更高的投资要求给设计师和投资者们提出了一系列难题和挑战。在此背景
下，华能莱芜电厂2×1000MW二次再热机组工程（以下称莱芜二次再热工
程）以全世界指标最优、最节能降耗、污染最小的建设目标，无疑成为二次
再热技术示范标杆工程。
在山东院组织召开百万机设计优化成果及创新实力交流会之际，本报特
约莱芜二次再热工程设总张斌，就二次再热技术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专访。
典型的二次再热超超临界汽轮机

Q:张总您好，我们了解到目前莱

次再热研究领导小组审核。

芜二次再热工程的施工图设计即将全

Q：莱芜工程二次再热技术得到

面完成，首先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工程

了行业极大的关注，工程建成以后，

情况？

在节能环保方面会有什么样的示范效

A:华能莱芜电厂位于莱芜市城区

煤耗1g/kWh、实现机组一次调频等优
点，同时采用凝泵变频调节信号有利
于实现机组负荷的快速响应。
三是优化配置汽轮机旁路容量，
汽轮机采用超高压缸、高压缸、中压

果？

南部约9km处。本期拟建设两台百万千

A：莱芜工程在主机配置、系统

缸联合启动，满足汽机启动参数的要

瓦超超临界二次再热燃煤发电机组，

优化、附属设备选择等方面采用了多

求；优化旁路容量计算原则，中低旁

同步安装烟气脱硫、脱硝装置，工程

项设计领先技术，建成后将成为全世

流量仅按照高旁蒸汽在各启动工况

动态总投资约81.1亿元。本期工程于

界指标最好、最节能降耗、污染最小

下的参数进行计算，显著减小选型余

2013年10月开工，计划2015年9月第一

的燃煤电厂。根据目前的设计数据，

量，选型更加合理。

台机组投产，2015年12月第二台机组投

机组发电效率高于48%，超过当今世

四是材料优化选择，针对主蒸汽

产。工程采用先进的二次再热技术，

界最高的二次再热发电机组效率约1%

管道、两次再热热段管道、一次再热

TMCR工 况 汽 机 进 口 的 蒸 汽 参 数 为

以上，比国内常规超超临界一次再热

冷段管道、二次再热冷段主给水管道

31MPa/600℃/620℃/620℃，为世界上

机组平均效率高约2.2%。机组设计标

等材料进行优化选择。

参数最高的火电机组，也是世界上首

准发电煤耗256.16克/千瓦时，比当今

五是运用基座优化技术，通过

台二次再热百万千瓦机组。山东院作

世界最好水平低6.2克/千瓦时，较常

采用弹簧隔震技术有效隔离了运转层

规百万机组降低发电煤耗约14.1克/千

汽轮发电机的振动向下传递，运行中

瓦时，两台机组年可节约标煤15.51万

可通过调整隔振器垫板的厚度解决基

吨。与常规百万超超临界机组相比，

础不均匀沉降的问题，保证了机组的

CO 2 、SO 2 、NO X 和粉尘排放量减少

良好运行。同时，基于二次再热机组

5.2%以上。

基座的设计经验，我们进行了大量优

为设计方，自2013 年5月开展工程设计,
目前已完成施工图近75%，计划2014年
12月完成全部施工图。
Q:您认为采用二次再热技术有哪
些优势和挑战？
A：采用二次再热技术的目的是
为了进一步提高机组的热效率，在所
给参数范围内，采用二次再热使机组
热经济性得到提高，其相对热效率改
善值约为1.4%-1.60%。带来的挑战主
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方面，采用二
次再热会让机组结构和系统设置变得
复杂，具体表现在锅炉受热面布置调
整复杂，汽轮机增加一个超高压缸，
汽轮机结构复杂化，对应连接管道与
附件增加，运行时对控制的要求更
高；另一方面是投资的增加。现有参
数二次再热机组的经济性得益为效率

A：总体来看，山东院研发二次
再热技术可分为三个阶段：起步阶
段、主要研发阶段和工程应用阶段。
2002年至2007年是起步阶段。在2002
年，我院与欧洲知名公司交流合作；
2006年与Worley Parsons签署百万千
瓦级机组设计咨询与技术转让合同；
2007年组织各专业分批到美国参加
百万千瓦级机组学习培训。2008年至
2012是主要研发阶段，期间多次赴欧
洲调研，并与国内三大主机厂、西安
热工院等联合，完成二次再热相关的
关键技术专题研究。2012年至今是工
程应用阶段，主要依托莱芜项目开展
施工图设计，已完成设计近75%；同
时开展了其他二次再热项目的咨询，
完善基座、六大管道选型计算、系统
优化研究等工作，并通过华能集团二

化工作，如：开展了隔振基座与传统
Q：具体进行了哪些技术优化，
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

基座的振动特性研究与比较、隔振基
座的抗震性能分析、基座的静变位计

A：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算、隔振基座的模型试验研究等，减

一是采用“排烟余热低能级回收

少了一排发电机侧的横向柱列，显著

高能级利用”创新技术,实现了烟气再

降低了底板的厚度，改善了运转层的

循环与锅炉排烟余热深度利用综合优

振动环境。

化，节约标煤耗2.5-3g/KWh，
节约脱硫用水量约100t/h（两
台机组）。
二是优化回热系统，并联
设置外置蒸汽冷却器，具有提
升给水温度10℃、降低发电标

提高1.4%～1.6% 左右，但机组的造价
要高10%～15%，机组的投资一般约占
电厂总投资的40%～45%左右，电站投
资要增加4%～6.8%。
Q：为了1.4%-1.6%的提升，山东
院在二次再热技术方面投入了非常大
的研发力量和精力，请您介绍一下山
东院二次再热技术的研发情况？
建设中的华能莱芜电厂2x1000MW二次再热机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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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故事 ◆

从创新来 到卓越去

——农六师项目团队专访

在当今全球火力发电技术向着大容量、高参数不

此大容量、高参数的火电机组，还要采用直接空冷技

断登攀的过程中，每一点小小的突破，都凝结了设计

术，脱硫、脱硝、除尘等环保配置一个都不能少。另

者们太多的智慧和汗水。2014年1月16日，新疆农六

外，自备电厂对可靠运行的超高要求、高低温差近80

师煤电公司110万千瓦超超临界空冷机组工程（简称

摄氏度的极端气候环境、并不理想的三类建设场地条

“农六师项目”）首台机组投产发电，汽轮机初参数

件、地下水和土壤的腐蚀性、升压直接满足企业生产

26.25MPa/600℃/600℃，铭牌出力1100MW，发电标

要求的220千伏最大变压器、100万千瓦以上机组尝试

煤耗272g/kWh，供电标煤耗296g/kWh，全厂热效率

“黑启动”、汽车、火车两套卸煤方案等，都给我们

46%，百万千瓦水耗0.06立方米/秒，均创造了目前国

的设计提出了更高要求。

内直接空冷机组的最高水平，世界火力发电行业进入
110万千瓦等级新纪元。此时，在拥有国际一流火力

Q：在农六师项目中，集结了行业领域多项之

发电技术的中国，100万千瓦火电机组投运数量不过

最、甚至是世界之最，请您介绍一下。

几十台，农六师110万千瓦火电机组的上马是刷新行

首先最大的一个特点，在2014年1月16日本工程首台

业纪录的大事记，蕴含诸多挺立行业潮流的工作理念

机组投产发电后，汽轮机初参数26.25MPa/600℃/600℃，

与技术水准。

铭牌出力1100MW，发电煤耗272g/kWh，全厂热效率

借助山东院组织召开百万机设计优化成果及创
新实力交流会的机会，本报特约农六师项目设总郑
德升、汽机专业主设人胡训栋、锅炉专业主设人祁
金胜、土建专业主设人申加胜、水工专业主设人高坤
华、三维专业主设人刘畅，围绕农六师项目实施的有
关情况，以及百万千瓦机组设计感悟等相关问题进行

郑德升，项目经理部副主任。自1992年入院
以来，先后担任机务专业设计人；除灰专业主设
人、组长、主任工程师；鲁能院（发电二部）机
务室副主任、主任；机务部副部长、项目经理部
高级设总。

46%，百万千瓦水耗0.06立方米/秒，均创造了目前国内
直接空冷机组的最高水平，标志着世界火力发电行业进
入110万千瓦等级空冷火电新纪元。
另外，本工程在规模上是目前西北地区最大的
火电厂，工程规划为全国最大；工程中采用全球最大
的空冷凝汽器——8×10冷却单元，260万㎡；国内最

了专访。

大的调速设备——齿轮增速性液力偶合器；最大的汽
车卸煤系统——满足150t汽车接卸要求。还采用最大

Q：听说在该项目业主信发集团的最初设想中，

面形成了丰富的技术储备，也有一些成功的项目实

的空冷凝结水精处理设备、国内最大的电动机——

建设两台66万千瓦火电机组可以满足企业生产需求，

践，在技术路线、设备选型和质量把控等专业环节

给水泵电动机16500kW、最大的水处理车间、最大的

最后真正实施的却是2台110万千瓦机组，作为设计

上，山东院能够为业主提供专业服务，业主对山东

220kV变压器等。准东煤掺烧比例达75%，也为国内

方，山东院是怎么考虑的？

院的技术力量与专业经验充分信任与尊重。同时，

目前最高掺烧比例。

目前，我国100万千瓦火电技术和装备制造已经

山东院集合最强设计力量，进行全方位的沟通和

较为成熟，具备了在投资允许范围内建设更大容量、

优化提升，从技术经济到设备选型，从难点研究到

Q：作为农六师项目设总，通过整个项目的实

更高参数机组的条件。如果投资合理，更高效的能源

专业接口，各种可能在项目建设中遇到的问题和挑

施，您认为有什么样的经验或启示，可以为我院或者

利用方式，将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农六

战，都在前期找到合理解决方案。最终，我们将机

行业内以后开展同类型机组设计作参考？

师项目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为企业生产提供能源支撑。

组参数提高到了110万千瓦和26.25兆帕这两个新坐

如果采取更大胆的设想，在110万千瓦等级上实现突

标上。

破，将给企业带来更为长远的投资回报。出于这方面

新、精诚服务、团结拼搏、无私奉献的精神。办法总
Q：作为世界首台110万千瓦火电机组，农六师

的考虑，经全面调研和深入论证，我们向业主推荐了

项目在设计中遇到了哪些的挑战？

建设2台110万千瓦机组的技术方案。

农六师项目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得益于山东院
良好的企业文化、扎实的技术水平和山东院人勇于创
比困难多，只要以扎实过硬的技术为基础，发挥团队
的智慧和力量、付出辛苦和汗水、通过充分调研和深

在一期4×360MW亚临界湿冷机组的建设中，

关于农六师项目，有两个关键定位，一是为企业

山东院曾与信发集团有过成功合作的经历。另外，

的电解铝生产线提供可靠电力保障，一是利用我国西

山东院近年来在高参数大容量机组、空冷技术等方

北地区丰富的煤炭资源探索循环经济发展新模式。如

入论证，就不难实现设计技术上的突破和创新，就能
为客户交出高质量、高标准的答卷。

设计优化效果
发电标准煤耗为272g/kWh，供电标准煤耗
296g/kWh，全厂热效率达到46%。
技术指标
锅炉点火、汽机冲转、机
组并网均一次成功。

错
计差
零设

在建设过程中未发现一
个设计差错、未出现一
处碰撞，真正做到了设
计质量零差错。

定
稳
行
运

投
产
顺
利

耗水量为0.06m3/s·GW。
高度
节水

目前全新疆最大、规划全国最大的农六师火电厂

#1机组经过了冬季启动和夏季高
温两个极端工况的考验，至今已
安全高效稳定运行10个多月。
现代化集控楼

◆ 项目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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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感悟 ——————————————————————————————————————————————————————————————————————————
作为一名专业负责人，参与一个开拓性、创新性的项目，需要做好两点，一个是内部团队的管理工作；一个是外部团队的协
调工作。
内部团队的工作就是要好项目的策划，要解决我们想把项目做成什么，还要准确无误的把自己的设计思想传达给业主，并取
得业主的信任和认可，这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做好项目优化和创新的前提，没有业主的支持，所有的创新和优化都是空中楼阁。
此外在项目实施阶段前先找出实现目标的问题和难点，列出研究课题，并逐一专题研究解决；明确了工作方向，还要有决心和毅
力去完成，如四大管道选择优化、给水泵布置优化、性能指标控制等等，都是客服种种困难才达到了优化的目的。另一个外部团
队的协调工作，就是要树立为业主真诚服务的信念，将心比心，真心从业主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协助他们解决和处理事情，如机
组启动曲线优化、凝结水泵扬程优化、空冷岛排汽管道阻力优化等都是在设计院反复计算、反复论证，一再坚持，并为此召开多
胡训栋，高级工程师，项
目经理部高级设总。农六师项
目汽机专业主设人。

次设计联络会，主导业主和设备厂家才完成的优化，这些优化成果降低了业主投资，优化了电厂性能指标，而这些不仅得到了业
主的好评，也得到了厂家尊重和认可。
所以对创新来说，策划很重要，但想做事、做成事是需要认真和毅力这样的品德来支撑的，也是创新工作必不可少的。

设计感悟 ——————————————————————————————————————————————————————————————————————————
一个成功的项目必然是多方因素共同促成的，对于农六师项目有几点要素是非常鲜明。首先要有明确的目标。农六师项目设
计之初，就确定了进度和可靠性为优先考虑的目标，整个工作组的设计工作均以这两个目标为抓手展开。目标明确、大家劲往一
处使，形成巨大的合力。其次是要有积极主动的态度和行动。由于第一次配合哈锅的八角切圆锅炉，我们积极联系主机厂，大型
联络会开了10余次（常规工程3,4次），期间还穿插了小范围的设计配合会，如汽机四大管道的专题会议，锅炉钢架设计的专题会
议等。大家不等不靠，有问题积极主动解决，保证了工程进度。第三是要勇于担当。在设计中，勇于担当体现了一种技术自信和
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记得在本工程的炉侧设计过程中，某设备厂内部两个专业因方案不一致出现了互相推诿问题，双方都不愿
更改自己的方案。为此，我们积极联系协调，并提出一套让双方都满意的方案，使得事情顺利解决。第四是团队合作意识，分为
大团队和小团队。就大团队来说，我们和业主方保持了良好的互动和沟通，我们处处为业主考虑，业主对我们能力和品质充分信
任，这种和谐的关系为推进工程顺利实施奠定了基础。就小团队而言，我院各部门、专业选派骨干力量组成项目团队，大家为了
祁金胜，高级工程师，机

共同的目标默契配合，工程得以顺畅的高水平推进。最后是要有创新精神。设计人员的创新精神永远是企业发展的动力。对于电

务环保部主任工程师，农六师

力设计来说，科技信息的发展为其提供了广阔的提升空间，充分利用这些技术，突破常规设计概念，可以打造一个可靠、安全、

项目锅炉专业主设人。

精细化的设计产品。

申加胜，高级工程师，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土建专业主任工程师，农六师项目土建专业主设人。
设计感悟 ——————————————————————————————————————————————————————————————————————————
山东院具有丰富的EPC工程设计经验，优化与创新的理念已经融入了我们的血液，无时无处不在，体现着山东院人的一切为
了业主的责任心，和对产品质量精益求精的自信。
土建专业作为与施工单位最先配合的专业，施工现场对土建图纸的需求是最急迫的。土建专业在设计工程中，首先要克服前
述的种种不利条件，还要面对设计周期短、设计任务繁重的巨大压力，如何在紧张的设计过程中坚持设计优化和重新，不仅需要
有坚实的专业技术能力作为后盾，还要有一切为了客户的责任心。
创新需要勇气和信心，同样也需要高度的责任心，为客户提供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的设计产品，是我在这个过程中的最大感悟。

高坤华，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农六师项目、板集项目水工专业主设人。
设计感悟 ——————————————————————————————————————————————————————————————————————————
从工程设计本身来说，确定工程的主要边界条件和特点很重要，这是一切设计工作和设计优化的前提。另外，近年来我院
工程项目比较多，设计强度也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主设人应该主动去思考如何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全面提升设计质
量，这就要求我们在平时的工作中注意知识积累和创新。在农六师项目的设计过程中，我还同步开展了专业新知识的开发和研
究，尤其是专业前沿的技术。通过农六师项目的参与，我个人的技术水平也得到了提升。

刘畅，工程师，农六师项目三维负责人。
设计感悟 ——————————————————————————————————————————————————————————————————————————
这几年，三维设计的出图模式不断完善升级。从三维设计技术中成立时的抄模，逐渐整理完善元件库，积累大量的模型整合
数据仓库，到打通各专业设计接口，将三维设计范围应用至全专业，三维中心在总图或初设阶段开始完成模型搭建，最终由各专
业工程师直接在三维平台设计出图的设计模式。
多年的努力使得我院的三维应用在精细化方面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农六师百万机组工程全部采用三维设计，通过这次设计经
历，更加深刻理解了三维不但是一个团体项目，更是一个全面积累的过程。三维设计团队将继续秉承“为业主设计精品，为客户
真诚服务”的宗旨，坚持按照三维精细化设计流程，团结协作，充分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提高设计质量和精细化水
平，为打造我院新的标杆工程作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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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提升 ◆

山东院学科体系
10个技术领域
土木
建筑工程

动力机械
与工艺

发电
电气工程

过程控制

清洁能源

系统规划

输电
与通信

勘测技术

变电工程

项目管理

34个学科
◆应用气象
◆水文水资源
◆复杂条件勘察
◆水域勘察
◆地基处理及测试
◆高精度工程测量
◆数字三维测绘

◆先进电力通信
◆杆塔结构
◆绝缘子及金具
◆输电电磁环境

◆智能微网
◆可再生能源发电

◆工程技术经济
◆工程项目管理技术

◆智能电网
◆变电控制与保护
◆变电设备选择与计算
◆过电压及绝缘配合

◆电力系统安全经济分析

◆先进控制
◆热工测量

◆电厂电气控制与保护
◆电厂电气计算与分析
◆电厂电能输送

◆超低排放
◆燃机发电
◆高效节能技术
◆特种煤燃烧

◆离岸工程
◆近岸工程
◆建筑形象与生态景观
◆特种结构
◆工程结构力学

科研部主任刘金魁为你解读学科体系
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山东院学科体系的建设情况

及我院在各关键领域的学术性技术能力，同时又兼

下，我院确定以提升基础性、应用性的研究应用能

刘金魁：根据我院开展学科体系建设的总体

具针对性。请问山东院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开展学

力为目标，开展院学科体系建设，使之成为整合国

科体系建设的？

内外高端资源开展高水平学术研究的开放的技术研

思路和部署，我院自2013年8月份开始策划，参照
GBT13745-2009《学科分类与代码》的学科划分

近年来，我院在技术能力提升方面非常重视

原则，按照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开展学科体系建设的

关键技术研究和工程应用，以百万机、节能环保、

工作要求和我院提升基础性、应用性技术能力的中

新能源发电、特高压、智能电网、项目管理技术、

长期需求，结合当前主营业务与资源现状，制定了

国际工程实施等为重点开展关键技术研究。针对不

学科体系建设是我院科研能力提升和专家型

《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学科体系表》（以

同的技术领域，建设了11个研发平台持续开展技术

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山东院以学科体系关注基础

下称学科体系表）和学科体系建设方案。院学科体

研究；同时围绕客户的需求和工程建设的需要，对

性、应用性的能力建设，以研发平台专注于某一领

系范围为生产主线相关的学科，包括10个技术领域，

于行业的重点、前沿技术开展了持续的研究。已形

域的技术研究，通过技术体系关注行业的重大前沿

下分34个学科。学科体系表已于2014年6月份正式发

成多项行业领先的技术成果。但是，从实现“两化

技术研究，这三方面组合起来，从整体上推进我院

布。技术领域负责人、学科带头人确定、学科建设

一创”发展战略对技术能力的要求来看，我院目前

的技术能力、学术水平和重点领域研究，打造行业

规划编制、学科体系相关管理制度编制等工作已全

在基础性、应用性技术能力建设方面还存在短板，

先进的科技创新体系，形成企业的技术差异化优

面展开。

不利于整体技术能力的提升和专家人才的培养。因

势，为加快实施“两化一创”战略提供技术保障。

从学科体系表里可以看出，该学科体系全面涉

邮编：250013

联系电话：0531－85182597

发体系，成为企业创新的土壤。
山东院通过开展学科体系相关工作，将达到什
么样的建设目标？

此，在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开展学科体系建设的部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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