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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EPCI
解码山东院的智能创造力

SDEPCI 是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的英文缩写
（以下简称“山东院”）。
SDEPCI+，意在表现山东院在创新创造、持续奋斗、和
谐共生等方面不断深入、不断延续，用自身价值为世界
能源发展贡献无限力量。

+

赏心悦目的成绩单，是山东院多年积累的成
果。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山东院通过持久有效的
项目前期介入、精益求精的技术服务和为业主创
造的真正价值，得到了市场的广泛认可。从五大
发电集团，到能源央企、民营企业，再到世界顶
尖的海外发电企业，莫不对山东院的差异化竞争
优势叹为观止。
“研发一批，投产一批，总结一批。”山东
院多年来坚持科技创新，坚持打造员工专家队伍，
积极构建与国内外科研院所的资源合作，主动跟
从、引入行业前沿知识技术，重点发展和储备节
能减排升级技术，不断创新勘察设计技术和手段，
持续提高技术服务的差异化水平，这是保持行业
技术领先的关键。
58 年立足山东、放眼世界的不断探索，山东

序

院实现了稳健发展。在继承与创新中，山东院将
以自己的智能创造力，为客户提供更加精准的服
务，为国家电力工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回望 2015 年我国火电建设市场，在全年
投产的约 7200 万千瓦火电装机总容量中，山
东院设计投产的火电装机达 1225 万千瓦，占比
近 20%。这其中，国内项目与海外项目比翼，
高端项目和技术创新齐飞，既有世界首批二次再
热百万机组、世界最大容量最高参数空冷项目、
山东首个建成即同步实现超净排放的燃煤电站、
EPC 总承包的世界首批 35 万千瓦超临界参数的
循环流化床机组；同时，在深耕十年的印度市场，
山东院迎来了 4 台机组投运的大丰收，还首次承
担马来西亚高端市场项目设计任务。

院长：

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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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设计投产超过 1200 万千瓦装机容量，
在当下国内火电市场意味着什么……

数读 1200 万
DATA

＋

数读 1200 万

2015 年，山东院设计投产的大型火电机组共 25 台，总容量 1225 万千瓦，也就是说，
在全年 365 天中，每两周就有一台机组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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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跬步，成就一个行业的话语权；
聚实力，用突破的力量决胜制高点。
聚焦解读，在 1200 万千瓦的图谱中……

聚焦解读

SPOTLIGHT

＋

1200 万千瓦项目布局图

新疆嘉润资源控股有限公司动力站
3×350MW 超临界工程

新疆农六师煤电有限公司
2×1100MW 超超临界空冷机组工程

3 号机组于 2015 年 8 月投运
容量 350MW
4 号机组于 2015 年 12 月投运
容量 350MW

2 号机组于 2015 年 1 月投运
容量 1100MW

新疆其亚一期 2×360MW 工程

大唐滨州热电联产 2×350MW 工程

4 号机组于 2015 年 4 月投运
容量 360MW

1 号机组于 2015 年 10 月投产
容量 350MW
2 号机组于 2015 年 12 月投产
容量 350MW

茌平信源 700MW 级超超临界机组工程

新疆
青海

甘肃

山西
山东

伊拉克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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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号机组于 2015 年 4 月投运
容量 700MW
2 号机组于 2015 年 9 月投运
容量 700MW
3 号机组于 2015 年 8 月投运
容量 700MW
4 号机组于 2015 年 10 月投运
容量 700MW
5 号机组于 2015 年 12 月投运
容量 700MW

胜利发电厂三期
1×600MW 热电工程
5 号机组于 2015 年 12 月投运
容量 600MW

华能莱芜电厂
2×1000MW 二次再热机组工程
1 号机组于 2015 年 12 月投运
容量 1000MW

伊拉克华事德二期扩建
2×610MW 机组工程

马来西亚

1 号机组于 2015 年 9 月投运
容量 350MW
2 号机组于 2015 年 12 月投运
容量 350MW

6 号机组于 2015 年 4 月投运
容量 610MW

印度塔尔万迪
3×660MW 超临界燃煤电站工程
1 号机组于 2015 年 11 月完成 168 试运
容量 660MW

神华神东电力河曲 2×350MW
低热值煤发电新建工程

马来西亚康诺桥 384.7MW 联合循环
电站工程
于 2015 年 12 月投运
容量 384.7MW

青海西宁热电厂
2×350MW 新建工程
1 号机组于 2015 年 12 月投运
容量 350MW

印度 BALCO 扩建 1200MW 燃煤
电站工程

印度古德洛尔工程 2×600MW
亚临界电站工程

1 号机组于 2015 年 1 月投运
容量 300MW
2 号机组于 2015 年 12 月投运
容量 300MW

1 号机组于 2015 年 9 月投产
容量 600MW

国电泰安

2×350MW 热电联产机组工程
1 号机组于 2015 年 8 月投运
容量 350MW
2 号机组于 2015 年 10 月投运
容量 350MW

酒钢铝电一期 4×350MW 工程
4 号机组于 2015 年 1 月投运
容量 350MW

合计 台 数：25 台
总容量：1225 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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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能莱芜电厂
2×1000MW 二次再热机组工程

项目亮点
二次再热百万机组
＋世界首台再热温度 620℃的超超临界二次再热百万机
组。依托莱芜项目开展百万机组二次再热技术研究，编
制完成了二次再热专题研究报告。在相同蒸汽压力、温
度的条件下，二次再热机组比一次再热机组热效率平均
提高 1.6-1.8%，节约发电煤耗约 8-10g/kWh。

采用“排烟余热低能级回收高能级利用”创新技术
＋实现了烟气再循环与锅炉排烟余热深度利用综合优化，
节约标煤耗 2.5-3g/kWh，节约脱硫用水量约 100t/h（两
台机组）。

项目概况

优化回热系统
14

＋华能莱芜电厂位于莱芜市城区南部约 9km 处。本期建设两台
百万千瓦超超临界二次再热燃煤发电机组，同步安装烟气脱硫、
脱硝装置。

＋并联设置外置蒸汽冷却器，具有提升给水温度 10℃、

15

降低发电标准煤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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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团队

＋本工程属于世界首批采用二次再热技术的百万机组，没有现成
方案可以参考，在设计过程中，团队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的方针，
克服资料不能及时到位、工期紧张等诸多困难，根据施工进度合

材料优化选择

理安排各专业的出图计划，满足施工阶段各节点的图纸要求。工

＋针对主蒸汽管道、二次再热热段管道、一次再热冷段管

程开工后，根据现场需要，山东院工地服务代表自进驻施工现场

道、二次再热冷段主给水管道等材料进行优化选择。

至首台机组发电长达 18 个月，在此过程中院长还多次组织主工、
主设人等技术骨干到现场配合工作，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和施工单

优化配置汽轮机旁路容量

位的需要先后进行了多次设计交底，仅设总到现场参加周设计协

＋汽轮机采用超高压缸、高压缸、中压缸联合启动，满

调会、月度会粗略统计就有 110 余次，设总、各专业主工、主设

足汽机启动参数的要求；优化旁路容量计算原则，中低旁

人和工代参加本工程的各类协调会、联络会、施工方案讨论会等

流量仅按照高旁蒸汽在各启动工况下的参数进行计算，显

百余次。

著减小选型余量，选型更加合理。

运用基座优化技术
＋通过采用弹簧隔震技术有效隔离了运转层汽轮发电机的
振动向下传递，运行中可通过调整隔振器垫板的厚度解决
基础不均匀沉降的问题，保证了机组的良好运行。

＋

新疆农六师煤电有限公司
2×1100MW 超超临界空冷机组工程

项目亮点
项目概况

＋新疆农六师煤电有限公司位于新疆五家渠市，是信发集团响应
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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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电厂是园区的动力中心，为
电解铝等车间供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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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指标

高度节水

+ 发电标准煤耗为 272g/kWh，

+ 耗水量为 0.06m /s•GW。

3

目前单机容量最大的火电机组。

供电标准煤耗 296g/kWh，全厂
热效率达 46%。

项目团队
经济指标

投产顺利

+ 本工程总投资 55 亿元，单位千

+ 锅炉点火、汽机冲转、机组并网均

瓦造价 2500 元。

一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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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六师项目集合了山东院最强设计力量，各个专业的主设人都
由主任或副主任工程师担任，关键事项和技术攻关都由院领导亲
自主持。同时，除了技术上的深度开发，在这个项目上，所有专
业采用三维精细化设计和三维碰撞检查，实现无碰撞施工。

17

零设计差错

运行稳定

+ 在建设过程中未发现一个设计

+ 两台机组投产后经过了冬季启

差错、未出现一处碰撞、未出过

动和夏季高温极端工况的考验，

一份设计变更，真正做到了设计

一直安全、高效、稳定运行。

质量零差错。

＋

神华神东电力
河曲 2×350MW 低热值煤发电新建工程

项目亮点
超临界循环流化床机组
＋本工程为世界首批投产的超临界 350MW 循环流化床项目之
一，也是唯一一个 2015 年实现“双投”的 350MW 超临界循
环流化床机组工程。

干法脱硫和除尘一体化方案
＋充分利用循环流化床机组炉内脱硫的特性，采用干法脱硫和
除尘一体化方案，同时控制 SO 2 和粉尘的排放，节约投资，
降低运行成本。

一二次风机双变频方案
＋根据以往流化床运行经验，机组运行初期，风机挡板开度一
般均在 50% 左右，严重影响风机效率和厂用电指标，本工程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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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风机和二次风机同时采用变频技术，大大降低了运行厂
用电。

外置式蒸汽冷却器的设置
＋在省煤器入口增设一台 50% 给水通流量的 3 号高加外置蒸
汽冷却器，用三段抽汽先加热进入省煤器入口的高压给水，然
后蒸汽再进入 3 号高加继续加热给水，最终提高进入锅炉的给
水温度，提高机组热效率。

高效邻炉加热系统的设置
＋与常规邻炉加热系统不同，本工程邻炉加热系统分为三部分，

项目概况

＋本工程是山东院第一个 350MW 超临界循环流化床机组总承包
工程。建设规模为 2×350MW 凝汽式超临界汽轮发电机组，冷
却方式采用间接空冷，锅炉采用循环流化床锅炉，采用干法脱硫

包括锅炉给水的除氧加热蒸汽系统、高加启动加热蒸汽系统、

和 SNCR 脱硝工艺。

加热蒸汽疏水回收系统，通过该系统的设置达到缩短启动时间、
节油、节煤、节电的目的。

低床温、低床压技术的应用
＋燃煤破碎粒度由常规的 8mm，减少到 6mm，锅炉运行过
程中，采用低床温、低床压运行技术，有效控制氮氧化物排放，
低床压降低配风系统阻力，与风机变频调节相结合，节约运行厂
用电耗。

项目团队

＋本工程为世界首批超临界 350MW 循环流化床机组，设计团队
充分发挥山东院设计为龙头的优势，在工程设计过程中成立了性
能指标优化、系统可靠性、大比例掺烧煤泥、工艺土建联合优化、
电控电缆敷设优化等多个攻关小组，充分展示了设计团队吃苦耐
劳、攻坚克难、敢于创新的精神。

＋

国电泰安
2×350MW 热电联产机组工程

项目亮点
国产超临界燃煤供热机组
＋工艺先进，采用侧煤仓布置。侧煤仓布置方案非常有效地利用
了两炉之间的空间，减小了主厂房容积，节约了土建费用、压缩
了汽机房与锅炉房的距离，减少四大管道管材用量、电缆桥架长
度。主厂房跨度 25m, 长度 131.2m，运转层标高 12.6m，A 排
至烟囱距离 165.3m，与同类工程相比，属于紧凑型布置。

采用我院“多水合一”专利技术
＋对全厂的水处理系统统一布置，将锅炉补给水处理系统、循
环水处理系统、循环水排污水处理系统、再生水深度处理系统、
工业废水处理系统及水工专业公用水泵房进行有机整合，对各
工艺系统的设备及布置进行统筹考虑，从而达到系统优化、管
20

项目概况

＋国电泰安 2×350MW 热电联产机组工程位于泰安市南部高新区
北集坡镇京沪铁路线旁 , 项目本期新建 2×350MW 超临界供热机
组 , 锅炉采用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的变压直流炉 , 汽轮机及发电

理方便的目的。

机采用上海电气集团的产品 , 本项目的建成除能够弥补泰安市用电

自动化水平高

缺口以外还能够满足城区 1560 万平米的供热面积及 80t/h 的工业

＋机组分散控制系统采用现场总线技术，可实现从现场设备级

用汽需求。相应关停小火电机组 235MW，对促进当地的节能减

到生产控制级再到全厂管理级的高度透明。

排和经济社会发展将发挥重要作用。

打造绿色无油电厂
＋采用等离子点火方式，每台炉设两套等离子点火装置，取消
常规燃油系统（包括油罐区、油泵房、厂区燃油系统、锅炉本
体燃油系统）。

项目团队

＋泰安工程项目团队作风顽强、勇于拼搏，充分诠释了山东院人
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工作中精益求精、努力创新、很好地适应
了国电集团、国电山东公司和泰安公司对设计的工期和质量的要
求，出色地完成了设计任务，获得业主和各参建单位的一致好评。

实行深度节能环保的超净排放标准
＋采用单塔双循环脱硫工艺，脱硫效率可达到 99% 以上，同步
建设电袋除尘器及湿式电除尘，综合除尘效率达到 99.95%，设
计排放浓度烟尘不大于 5mg/Nm3，SO 2 不大于 35mg/Nm3，
NOx 不大于 50mg/Nm3。

节约淡水资源
＋生产用水采用泰安市第一和第二两个污水处理厂的中水，两水
源互为备用，节约大量的淡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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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
康诺桥 384.7MW 联合循环电站工程

项目亮点

＋本工程全部采用国际通用规范。

＋发挥我院国际化优势，整合国际有效资源，与 SIEMENS
和 ALSTOM 等国际知名大公司进行施工图阶段的设计配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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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消化研究了 SIEMENS 和 ALSTOM 上
千批次的资料 , 上万封的澄清邮件往来。整合当地设计资源，
充分利用当地的设计咨询公司 MINCONSULT- 通用土建咨询
机构和 PERUNDING BERSATU-专业污水处理咨询公司，
完美地完成工程实施。

项目概况

＋马来西亚工程是山东院设计的第一个 F 级单轴双燃料联合循环
发电工程，也是中国公司在西马国际高端市场第一次电力总包。
设计全部采用欧美标准和国外主机。充分发挥山东院整合国际资
源的国际化能力，与 SIEMENS 和 ALSTOM 等国际知名大公司

＋除了全面应用国际标准，还积极适应马来西亚当地规定，

进行设计配合，整合当地设计咨询公司能力，利用其在当地的优势，

设计方案在实施前必须报政府部门审批，如取水及雨水排放

开据相关工作。通过本次工程的实施，为山东院采用国际标准设计、

设计与 JPS、通信设计与 IWK、取水量与 LUWAS、建筑的
DO 和 MPK 报批、消防设计和 BOMBA、设备及设计方案的

材料开列和采买积累宝贵经验，为山东院创建国际型工程公司作

DOSH 认证等，国际化的能力展示无遗。

出了有益尝试。

项目团队

＋马来西亚工程实施团队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面对数
个第一次的挑战，尤其在工程实施初期付出了超乎想象的努力，
表现出了顽强的战斗力，依靠组织的力量积极主动地应对，较好
地解决了各项难点，保证了工程的顺利推进，得到了 TNB 业主的
高度认可。

＋

伊拉克华事德
二期扩建 2×610MW 机组工程

项目亮点
＋本工程燃料适应性广泛，可燃用轻油、重油和天然气，可实现三种
燃料的单烧或掺烧。

＋本项目为伊拉克第一个投运的大型燃油（气）的火力发电项目，
单机出力及工程规模在伊拉克名列前茅 , 是第一个实现废水循环利用
最大限度减少外排的项目，各项指标达到国际同类机组领先水平，
项目的技术先进性在伊拉克具有示范性。

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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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华事德项目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东南 120km 处，
厂 址 紧 邻 底 格 里 斯 河。 项 目 一 期 建 设 4×330MW， 二 期 建 设
2×610MW 燃油（气）发电机组，工程由上海电气总承包，山东
院负责设计。

＋本项目设计完全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及 EPC 技术合同的要求，并
在合同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了大量设计优化，所有设计优化均取得了业
主及咨询师的批复，投运后与合同无差异，业主非常满意，顺利颁发
了 PAC 证明文件。

＋本工程设计得到了山东院的高度重视，大部分专业均由副主工

项目团队

以上人员担任主设人工作。由于设计团队优质、高效的服务获得
总包方高度好评，本项目设总被上海电气电站集团工程公司授予
“国际电站优秀项目经理”称号；项目团队共有十人被上海电气
电站集团工程公司授予“优秀主设人”称号。因本工程的成功合

＋本项目为总包方提供全过程高水平的设计工作，为现场施工提供
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 设计深化工作卓有成效：利用三维设计平台进行
小管道设计工作、出具支吊架组装图、所有汽水管道均出具 ISO 图等，
出图深度、广度远远超过国内常规设计及设计合同的要求，避免了
施工单位现场的二次设计，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

作，山东院与上海电气电站集团工程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伊拉克战时工代服务团队获得特别奉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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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塔尔万迪
3×660MW 超临界燃煤电站工程

项目亮点
＋优秀的设计为工程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项目先后获得印度
EPC 项目世界杰出贡献奖、印度北方基础设施特别奖、印度北方杰
出混凝土结构奖，树立了中国电力工程在印度的建设丰碑。

＋锅炉采用哈锅厂超临界燃煤直流炉，汽轮机采用东方汽轮机
厂 生 产 的 超 临 界、 一 次 中 间 再 热、 单 轴、 三 缸 四 排 汽 N66024.2/566/566 凝汽式汽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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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燃烧印度当地高灰、高挥发分、低热值的烟煤，挥发分高达

项目概况

＋ 印 度 塔 尔 万 迪 3×660MW 超 临 界 燃 煤 电 站 工 程 位 于 印 度
Punjab 邦 Mansa 地 区， 由 印 度 塔 尔 万 迪 萨 博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TSPL）投资，由山东电建一公司 EPC 总承包承建。该项目

50%，通过对主辅机配置，制粉、烟风系统的整体优化设计，机

是山东电建一公司“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承担的第一个政府项

组投运后运行参数优良。

目，也是山东电建一公司截止目前单机容量最大的国际 EPC 总
承包项目。

＋首次在印度国内成功实施了灌注桩后压浆技术，攻克了项目地基
处理难关。

项目团队

＋工程设计合同的签订是按照中国规程，但业主 TSPL 和咨询公
司 DCPL 对设计审查异常苛刻，土建、工艺、电气等专业均需
要提供中国标准与印度标准、国际标准的对照计算论证才能通过
审批。山东院充分发挥国际化设计能力，投入骨干设计力量，组
织了两次封闭设计，在 2012 年底 850 册施工图全部顺利审查，

＋针对印度工期建设较长的情况，投入充足的现场设计工代人员，
先后共计投入 32 人、3389 工日／人，既支持了现场工程建设，又
锻炼了一批英语好、业务精的骨干技术人员。

为工程顺利投产奠定了基础。该工程的实施，为山东院印度市场
的开发及国外项目的实施积累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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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突破，蓄势，勃发……
在国内项目与海外项目比翼、
高端项目和技术创新齐飞的山东院，人才团队
就是永恒的硬实力！

人物专访
INTERVIEW

翟慎会
专访
INTERVIEW

Q：2015 年全国火电机组投产装机总
容 量 约 7200 万 千 瓦。 那 么 1200 万 千 瓦
意味着在其中占比约 20%。对于山东院来
说，这是突破自我的历史新成绩，对于中国
电力设计行业来说，更是一座不言而喻的里
程碑。请您介绍一下 1200 万千瓦容量中的
典型项目？
30

A：2015 年，由山东院设计投产的火
电机组容量超过了 1200 万千瓦，约占行业
年投产的五分之一，这个成绩是比较令人欣
慰的。投产的机组从地域来说有国内有国外。
国内的有年初投运的世界最大容量、最高参
数的空冷机组，有全球再热温度 620℃超超
临界二次再热百万机组的初次亮相，有山东
省建成即实现超净排放的国电泰安项目，有
总包建设的世界首批 35 万千瓦超临界循环

翟慎会

流化床机组……运行情况都非常好，为业主
创造了很好的效益。
在国外项目中，我们在马来西亚投产的

1983 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原山东工业大学 )，现任山东院副院长，山东省生物质直燃发
电工程技术中心主任，主要负责火力发电、新能源发电等领域的勘察设计和科技研究等工作，
具有丰富的发电厂规划设计、技术咨询、工程设计和生产技术管理工作经验，享受政府特殊
津贴专家、全国电力勘测设计行业资深专家、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山东省工程
设计大师。

一个 9F 燃机，联合循环机组，是完全按照
欧洲标准做的，并且是在国外第一次完成的，
这有别于过去中国出口项目基本按中国标准
做的情况，对我们的团队来说是一个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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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炼，包括技术水平、英语能力，还有跟国

当然过程中根据一定的技术原则做调整，根

今，刷新了全国电力勘测设计企业年投产容

积极努力的实践和不断创新的精神，脚踏实

际标准接轨的能力都显著提高。

据设备订货的情况做一些小修改，这些修改、

量的新纪录，是什么力量让山东院不断实现

地实现目标，赢得发展。

印度的项目做了大概有十几年，投产机

调整，要满足机组投产以后安全稳定运行，

跨越式发展？

组有 20 多台，今年集中投产 4 台机组，算

达到节能、排放等预期目标。项目投产以后

是比较多。这是我们长期优质服务取得的成

我们还会关注运行情况怎么样。

果。伊拉克更为特殊，这个项目前后开发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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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山东院走到现在，是努力积累而成
的，不做 30 万，就不会做 60 万，就不会做

Q ：您 认 为 山 东 院 稳 立 市 场 的 核 心 是
什么？

百万……我刚毕业那会，全院在做一台 30

A：核心就是技术优势。市场竞争重点

万机组，电网全专业做一个 50 万的线路，

靠技术领先，所有的项目，必须在技术上领

年，战前就开始选点，做前期研究，战后开

Q：您曾经说过，“只有技术领先和坚

始建设，这个项目为伊拉克战后经济恢复起

持创新，才能为客户创造更多价值，才能得

号称 80 万。现在对我来讲，30 万轻车熟路，

先、指标上先进，因为市场会以最快的速度

了很大作用，目前是巴格达地区主力供电的

到市场认可。”您对“创新”是怎么看的？

年轻人五年就能做主设，包括现在做百万，

比较出答案。其他的方面也要结合当地的情

电厂之一，现在 6 台机组全部投产，并且用

A：对我们设计院来说，就应该领先，

都是积累，没有 60 万，很多系统搞不清楚。

况，包括建筑形式、建筑外观、色彩，包括

了三种燃料，对于设计来说，也带来一些新

就应该引领行业发展。设计不先进，其他的

搞技术必须实事求是，一点都马虎不得，所

企业的标识……做的东西不但要接地气，还

的课题。

方面再努力也无济于事。全世界都在学习，

有的设计方案都不能出错，不仅要靠大家的

要与当地人文相结合。工程师与科学家不一

美国的创新是全世界最多的，他的很多管理

技术能力，还有新的手段，比如计算软件，

样，工程技术人员不光要做研究，做的东西

Q：2015 年由山东院设计投产的大型

理念、技术理念等都值得我们参考。我们做

我们现在用三维做设计、三维审图，已经是

还必须能够实施投用，让别人拿到图纸就能

火电机组共 25 台，也就是说，在全年 365

了很多的创新，都是在国外学习或者行业交

改变了过去传统的方式，我们必须得与时俱

看懂。

天中，
每两周就有一台我们设计的机组投产。

流中获得的一些信息，包括二次再热技术、

进，才可以提高效率。

您 觉 得 一 个 优 质 项目的成 熟 落地，什 么 最

高位集水冷却塔节能技术等。作为技术人员，

重要？

光学习还不够，还要有责任感，有些付出可

所有的图纸全部都有档案，并且全部都是数

能不会有收获，但是为行业作贡献的这种责

字化，我们的档案室是全国一级档案室，在

保的。我们在提高质量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

任感很重要。中国电力行业虽然已经走在世

三公里之外的另外一个办公楼还有完整的一

首先大家做设计，必须按院里的程序文件来

界最前列，包括发电技术，包括电网技术，

套，只要需要，电子版、纸版都能找出来，

进行，不能随意设计；第二，就是要加强评审。

但我们更要有危机感、责任感。你不发展，

每一个图纸、每一个细节，都有据可查，所

前期大的技术原则，都是由总监、主任工程

别人会抛弃你，你发展慢，别人会超越你。

有计算数字的依据都全部归档，这就是积累。

师来确定，具体执行过程中还要评审，看看

特别是我们工程技术人员，要有创新的责任

档案作为我们积累的核心，多少年以后都不

执行情况怎么样、有没有问题，是不是按原

感、荣誉感、使命感。

会丢。举个例子，我 20 年前做日照项目时，

A：做一个项目，质量是必须首先要确

来的方案做的设计，这样确保不出现大的问
题；第三，个人出手之前，自己要校核，校
核人之间要互相校核，目前我们是三校两审。

山东院从成立到现在将近 60 年，我们

签的合同还在。这些实战的历史资料，帮我
Q：本着立足山东，放眼世界的理念，

们审视过去，总结经验的同时，对不断入驻

山东院在稳扎稳打的同时不断赢得荣誉。如

的新人也是最好的教材，通过认真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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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总说
张 斌

INTERVIEW OF DESIGN
DIRECTOR

技术总监
从事发电厂设计工作 24 年，现为技术总监、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院级讲师。曾获得 2016 年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2012 年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国家核电 2011
年“首届十大岗位能手”称号、院级企业标兵、国家核电“813”
科技创新骨干人才等荣誉；作为副主编完成《设计导则》
一部；独立或与他人合作撰写了 5 篇论文，其中 2 篇获奖；
取得国家专利五项。先后主持设计完成火力发电工程 30

华能
莱芜
神华神东
河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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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
华事德

余项，获得 10 余项工程奖励。

马来西亚
康诺桥

华能莱芜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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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0MW 二次再热机组工程

国电
泰安
印度
塔尔万迪

新疆
农六师

在当今全球火力发电技术向着大容量、高参数不断
登攀的过程中，每一点小小的突破都凝聚了电力设计人
太多的心血和智慧。莱芜项目投产以来，机组发电效率
高于 48%，比当今世界最好的二次再热机组还高约 1%
以上，比国内常规超超临界一次再热机组平均效率高约
2.2%。这个成绩离不开业主的支持、技术人员的创新。
永不止步的创新，不放弃一点点的优化，共同促进了电
力行业不断向前发展。

张欲晓

郑德升

高级项目经理

资深项目经理
兼项目经理部副主任

从事电力设计工作 20 年，先后参与和主持了委内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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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电力设计工作 24 年，先后主持了农六师、信源、

拉新中心、华能日照二期、华电滕州新源热电、安徽利

黄台、西宁、罗源等项目设计，投产大型火电机组 20 台，

辛板集、大唐郓城、山东能源盛鲁电厂等项目设计。其

其中黄台项目获得 2011 年度电力行业优秀工程设计奖、

中华能日照二期荣获电力行业优秀工程二等奖，华电滕

2013 年度中国电力优质工程奖。因工作突出，先后多次

州新源热电荣获电力行业优秀工程三等奖。2012 年度企

得院先进生产者，并获得 2013 年度院企业标兵。

业标兵，2015 年度优秀项目经理。

新疆农六师煤电有限公司

印度塔尔万迪

2×1100MW 超超临界空冷机组工程

3×660MW 超临界燃煤电站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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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六师项目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得益于山东院良好

项目团队凝心聚力，不畏艰难，在实现印度市场开

的企业文化、扎实的技术水平和山东院人勇于创新、精

发的同时，也树立了山东院在印度的工程建设丰碑。项

诚服务、团结拼搏、无私奉献的精神。办法总比困难多，

目工程不仅圆满完成，还成为业主——山东电建一公司

只要以扎实过硬的技术为基础，发挥团队的智慧和力量、

截止目前单机容量最大的国际 EPC 总承包项目，得到了

付出辛苦和汗水、通过充分调研和深入论证，就不难实

许多荣誉和国际认可。我们将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服

现设计技术上的突破和创新，就能为客户交出高质量、

务客户为前提，坚持人才培养、提升团队战斗力，坚持

高标准的答卷。

技术创新和领先，不遗余力地奋斗在建设全球精品工程
项目的道路上。

侯 振
高级项目经理

张 晴

从事电力设计工作15年，先后负责单县生物发电工程、
莱芜2×300MW工程、上湾2×150MW总承包工程等十多余

高级项目经理

项工程。作为设总主持负责酒钢2×350MW热电联产、神华
神东河曲2×350MW低热值煤发电总承包工程、国投板集

从事电力设计工作 26 年，先后主持（负责）莱城电

2×1000MW机组总承包工程、国电博兴2×1000MW机组等多

厂工程，巴西 Barcarena 电站总承包，国能鹿邑，国能浚

项工程。曾获得国家示范项目奖、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铜

县生物发电，伊拉克华事德电站一期、二期工程，获国

奖、中国电力优质工程奖等。入选国家核电“813”优秀青年科

优设计银质奖 1 项，省级优秀设计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3

技创新人才、2014年评为院企业标兵。

项；因工作突出，多次获院级先进个人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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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华事德

神华神东电力

二期扩建 2×610MW 机组工程

河曲 2×350MW 低热值煤发电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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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位于饱受战乱困扰的伊拉克境内，现场不但

五个指头攥成拳头才能更加有力量，设计团队在设

环境恶劣，夏季最高气温 55℃，而且物资匮乏，因常年

计过程中也只有团结一心，共同努力才能实现我们的既

战乱威胁，去现场工作的同事就像“坐牢”一样，平日

定目标。河曲工程设计团队在工程设计中充分发挥我院

里不能出围墙半步，身心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设计为龙头的优势，以性能指标为引领，从微观着眼，

本项目建设周期短，设计及施工质量优异，投运后
各项指标好，充分证明了中国电力建设及设计单位的实

从细节出发，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优化和创新的环节。
注重设计与采购、施工、调试的配合，做到过程控制、

力，巩固了中国企业在伊拉克市场的地位，扩大了中国

无缝衔接，为一个个里程碑节点的实现以及最终机组通

企业的国际影响力，对山东院开拓境外市场及实施国际

过 168 试运行奠定了基础，为山东院在国内循环流化床

化战略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机组的设计和建设再树丰碑创造了条件。

高建光
项目经理

徐家斌
项目经理

从事电力设计工作 16 年，先后负责印度加苏古达、
印度 BALCO、印度嘉佳、马来西亚康诺桥、深能加纳、
上海电力莫桑比克等大量国际工程；因工作突出，先后
获得山东电建三公司 “海外 EPC 项目优秀主设人” 海外
EPC 项目优秀项目经理 ” 、院 “优秀技术工作者”称号 、
院 企业标兵等多项荣誉称号，在积极投身工程工作的同
时积极投身科技创新工作，其中作为第一作者开发的《冷
却塔塔筒通用有限元分析后处理配筋程序》获得了国家
电力协会的 “专有技术”，并被评为电力系统优秀设计软
件和国家核电优秀专有技术二等奖。

从事电力设计工作 15 年，先后主持（负责）国电泰
安工程、伊拉克华事德电厂二期工程、华能罗源电厂一
期工程、华润电力邹城风电场一期工程等，国电泰安工
程获山东省优秀工程咨询三等奖，伊拉克华事德电厂一
期工程获山东省优秀工程设计一等奖，华润邹城风电场
一期工程获山东省优秀工程设计三等奖；因工作突出，
曾获 2014 年度院优秀项目经理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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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泰安

马来西亚

2×350MW 热电联产机组工程

康诺桥 384.7MW 联合循环电站工程

国电泰安工程是山东院近几年内为国电集团设计的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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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现在马来西亚工程已经投入商

一重要工程，也是国电山东公司近 5 年内第一个基建项目，

业运行，目前正处于移交前的现场消缺阶段。在这两年

所以在项目执行过程中遇到了较多困难。通过全体成员通

中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和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力协作、尽职尽责、克难攻坚，保质保量地完成了设计任务，

许多磨练带给大家成长的机遇，同时也考验了我们的能

最终以国电集团同类机组的最好水平高标准通过国电集团

力，锻炼了我们的意志。我们将不断抓住机会，在服务

的达标投产验收，得到了国电集团的高度评价，泰安热电

项目的同时，全面提升自己的水平并做好总结，提升经验，

公司被国电集团授予“五星级发电企业”称号。成绩的取

为山东院走向国际市场贡献智慧和力量。

得得益于山东院的“两化一创”的发展战略，得益于一切
为了客户着想的企业理念。项目的建成将为深化山东院与
国电集团的更深层的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多少次栉风沐雨，多少次临危受命，山东院一支支钢
铁般的队伍，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用丰富的经验、过硬
的技术、优质的服务、坚定的信念，赢得赞誉与掌声，他
们以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继往开来，谱写新篇。

时评声音
COMMENT

媒体说

业主说

新媒体

廊坊

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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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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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

泰安

传统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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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安市委、市政府，泰安高新区管委的亲切关怀下，在集团公司、国电
山东公司的正确领导下，在肥城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泰安泰山控股有限公

2013 年 12 月 28 日

2015 年 10 月 26 日

司和国电山东区域内各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
公司、山东诚信监理公司、山东电建二公司、山东电建三公司、北京国电龙源

在泰安市委、市政府，高新区管委的亲切关怀下，在国电集团公司、国电山东公
司的正确领导下，在肥城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泰安泰山控股有限公司和国电山东

环保工程公司、北京朗新明南京分公司、河北亿能烟塔技术有限公司、武汉锅
区域内各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山东诚信监理

炉厂、上海电气集团公司、山东中实易通有限公司、北京国电智深控制技术有

公司、山东电建三公司、国电科学技术研究院、国电龙源环保工程公司、朗新明南京

限公司、北京华电天仁电力控制技术有限公司和国电泰安热电有限公司等有关

分公司、亿能烟塔技术有限公司、武汉锅炉厂、上海电气集团公司、江西火电建设公

单位的团结协作、顽强拼搏，国电泰安热电有限公司一期工程 2×350MW #1 机

司、北京国电智深控制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华电天仁电力控制技术有限公司和国电泰

组自 2015 年 7 月 31 日 16 时 30 分开始满负荷试运，至 8 月 7 日 16 时 30 分顺

安热电有限公司等参建单位的团结协作、顽强拼搏，国电泰安热电有限公司#2 机组自
10 月 19 日 16 时 56 分，至 10 月 26 日 16 时 56 分顺利完成了 168 小时满负荷试运行。

利完成了 168 小时满负荷试运行。
国电泰安热电有限公司#1 机组实现了锅炉水压试验、锅炉酸洗、倒送厂用

实现了锅炉水压试验、汽机扣缸、倒送厂用电、点火、冲转、并网、168 试运“七个
一次”成功。168 小时试运期间，负荷率 101.45%,自动投入率 100%，保护投入率 100%,

电、点火、冲转、并网、168 试运“七个一次”成功。168 小时试运期间，负荷
率 100.5%,自动投入率 100%，保护投入率 100%,汽水品质合格，脱硫、脱硝、除
尘设施同步投运，环保排放指标优于燃气排放水平，各项经济技术指标都达到
了优良标准，创出了同类型新机建设和试运投产的先进水平。

汽水品质合格，脱硫、脱硝、除尘设施同步投运，环保排放指标优于燃气排放水平，
各项经济技术指标都达到了优良标准，创出同类型新机建设和试运投产的先进水平。
国电泰安热电有限公司一期工程自 2013 年 12 月 28 日开工，坚持“四高”要求，
抓好“四优”工作，安全、质量、工期、环保、造价可控在控，至此，2×350MW 机组
建设试运任务圆满完成。

特此报喜！

特此报喜！

国电泰安热电有限公司#1 机组试运指挥部

国电泰安热电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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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0 月 26 日

2015 年 8 月 7 日

2015 年 10 月 26 日
国电泰安热电有限公司

国电泰安热电有限公司#1 机组试运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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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EPCI 致力于为全球客户提供
安全、经济、高效、清洁的能源解决方案！
SDEPCI is committed to providing safe,economic, efficient
and clean energy solutions for the global clients!

主办：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
地址：济南市历下区闵子骞路 106 号
邮编：250013
电话：0531-85182597
传真：0531-851823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