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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西 省 能 源 局 文 件

晋能源电力发〔2022〕1 号 

关于印发煤电机组节能减碳改造 
技术路线指南的通知 

各市能源局，各发电集团及相关电力企业：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碳达峰碳中

和及能耗双控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展

煤电机组改造升级的相关要求，提升煤电机组能效水平，结合全

省实际，我局编制了《煤电机组节能减碳改造技术路线指南》。现

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山西省能源局

2022 年 1 月 4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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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煤电机组节能减碳改造背景 

山西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和工业基地，多年来依托丰富的煤

炭资源，燃煤火力发电发展迅速，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

贡献。但能源消费总量大、强度高，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

性问题依然存在，能耗总量在全国排名前列，能耗强度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能耗双控工作面临的形势异常严峻。燃煤火力发电企

业是一次能源的消耗大户，主要消耗高碳的化石能源，煤炭消耗

量接近总用煤量的 50%，由此可见，开展煤电机组节能减碳改造

对“双碳”目标的实现影响巨大。 

1.1 我省煤电机组节能减碳面临问题 

近年来，山西省电力行业在满足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的同时，

通过开展结构调整、节能挖潜、经济运行、优化调度和加强管理

等措施，使电力行业能源转化效率不断提高，初步实现了电力行

业的节能增效发展，燃煤电厂的煤耗指标稳步下降，全省煤电机

组平均供电煤耗 319 g/kWh，较“十二五”末降低 8 g/kWh，但与

全国平均水平 305 g/kWh 相比仍高 14 g/kWh。 

我省燃煤发电企业节能减排工作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还存

在诸多不足和困难，表现在空冷机组在节约水资源的同时增加了

煤耗、深度调峰在消纳新能源的同时增加了煤耗、燃烧低热值煤

在利用固废的同时增加了煤耗、大容量高参数机组偏少增加了煤

耗。全省煤电机组呈现“三多”的特点，即：空冷机组多（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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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81%）、供热机组多（占比约 82%）和燃烧低热值煤机组多（占

比约 38%）。 

1.2 开展煤电机组节能减碳改造的意义 

在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中，为保证电力平衡，需

要煤电机组提供安全备用、灵活调节和系统转动惯量等辅助服务，

未来结合 CCUS 的成熟应用，煤电机组有望从高碳排放到低碳排

放，并逐步实现零碳排放。同时，由于我省供热机组占比大，煤

电退出不仅是电的问题也是供热问题。因此，在省内依靠技术进

步，提高电源点建设能耗准入门槛，不断挖掘系统设备的节能潜

力，结合电厂机组的实际运行状况，科学采用新技术、新工艺，

实施在役煤电机组综合升级改造，对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进

电力行业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尽早实现“双碳”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煤电机组节能减碳改造技术 

燃煤电厂节能减碳改造参考技术主要有汽轮机通流部分改

造、汽轮机密封改造、汽轮机供热改造、机组升参数改造、汽轮

机冷端系统改造及运行优化、机组主要辅机节能改造、汽轮机配

汽及滑压运行优化、汽机岛全工况整体协同运行优化、机组热力

系统优化改造、电动机调速节电改造及运行优化、燃煤耦合发电

改造、空预器改造、锅炉排烟余热回收利用、引风机汽电双驱改

造、单列辅机、干渣机冷风控制系统、全负荷机组智能优化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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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等。 

2.1 汽轮机通流部分改造 

对于早期制造的 300MW、600MW 亚临界汽轮机存在如下问

题：叶片型线设计技术落后、叶型损失大、二次流损失大、叶片

级效率低、通流部分老化等。汽轮机通流分改造是指采用全三维

热力设计技术，对高、中、低压缸通流部分进行改造，高压缸相

对内效率实测值可达 87～89 %，中压缸相对内效率实测值可达

92～94%，低压缸相对内效率实测值可达 88～90%，供电煤耗比

改造前降低 15～20g/kWh。通过改造不仅使机组效率提高，而且

使其更适应深度调峰的要求，在机组变负荷运行时（50～100%的

负荷范围内）具有较高的经济性。 

汽轮机通流部分改造中采用的主要技术有： 

（1）采用最先进的通流、本体结构技术，大幅提高汽轮机内

效率，并保证机组的运行安全可靠性和灵活性。 

改造主要采用技术包括： 

●三元流设计技术 

●高效的叶型技术 

●弯扭三维叶片 

●薄出汽边技术 

●子午面优化技术 

●高效调节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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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固体颗粒冲蚀技术 

●去湿技术大刚度、自带冠、自锁结构全周叶片 

●动静轴向间隙优化调整 

●高强度低压缸设计 

●多级数、小焓降设计技术 

（2）采取优化焓降、速比、反动度等技术，实现根径、级数、

相对叶高的最优匹配。 

在跨距允许，且对再热器及回热系统基本无影响的前提下，

采用反动式设计，合理增加高、中、低压通流级数，优化分配各

级焓降，或者采用冲动式技术，保证各级速比合理，提高通流效

率。 

（3）优化低压排汽模块设计 

采用先进的气动热力设计技术，结合机组实际排汽压力等边

界条件，进行末级动叶片的优化设计，可有效地降低叶型损失、

漏汽损失和湿汽损失，充分提高末级动叶的热功转换效率。或者

优化低压排汽导流装置，降低排汽损失，提高低压缸效率。还可

以采用新型低压内缸设计方案，增加低压缸的刚度，减少低压缸

变形对机组的影响问题。 

（4）进汽端优化设计 

鉴于目前机组负荷率偏低，推荐采用喷嘴配汽方式。选择先

进的调节级设计型线，重新设计进汽流道，减少进汽损失，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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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级效率；采用先进的设计和加工技术，提高调节级的抗固体

颗粒冲蚀能力。 

（5）整合部套，减少漏汽损失 

利用有限元分析技术，对原机组高中压静叶持环、高中压独

立内缸、高压蒸汽室等高温部件进行全新优化设计，形成新型的

高中压整体内缸，或将高压喷嘴室与高中压内缸铸为一体，减少

装配配合面，达到降低漏汽损失的目的，低压缸也采用同样的技

术，将多个静叶持环进行整合，采用整体铸造技术，减少配合面，

降低泄漏。 

2.2 汽轮机密封改造 

汽轮机级间蒸汽泄漏使得机组内效率降低，有资料表明漏汽

损失占级总损失的 29%，动叶顶部漏汽损失则占总漏汽损失的

80%，比静叶或动叶的型面损失或二次流损失还大，后者仅占级

总损失 15%。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科研人员对带围带汽

封和隔板汽封结构的三维动叶片流场进行了数值模拟，并着重对

汽封内部流动现象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由于汽封泄漏对流体

主流的干扰，引起主流流场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某些区域甚至可

能是全局性的。 

国外文献对影响高、中压缸功率和热耗率的主要因素进行了

总结对比，在各因素中，对高中压缸功率和热耗率影响最大的是

动叶顶汽封，占总损失的 40%，其次是表面粗糙度，占 31%，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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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和隔板汽封影响分别占 16%和 11%，通流部分损伤仅占 2%。

轴封的蒸汽泄漏除了浪费大量高品质蒸汽外，外漏蒸汽进入轴承

箱还会使油中带水，油质乳化，润滑油膜质量变差，破坏动态润

滑效果，引起油膜振荡，造成机组振动甚至烧轴瓦停机。油中进

水还可能造成调节部件锈蚀卡涩，危及机组安全。为了减少漏汽

损失，提高机组安全性和经济性，国内外有关部门对传统汽封进

行了各种现代化改造，已陆续出现了许多新型汽封。 

汽封性能的优劣，对机组的经济性和可靠性有很大影响，为

降低漏汽损失，提高机组安全性和经济性，将原有的传统曲径汽

封改为新型汽封是十分必要的。在进行汽封改造时，应根据机组

特性及实际状况选择合适的汽封，根据机组的轴系稳定情况和通

流的不同部位选择接触式、蜂窝、侧齿、刷式、DAS、随动悬浮

齿等不同型式的汽封，减少漏汽损失，从而保证汽封现代化改造

取得良好效果。 

2.3 汽轮机供热改造 

清洁高效热电联产是解决我省清洁取暖的主要途径，也是提

高燃煤发电机组综合效率，降低煤耗的有效措施。汽轮机供热改

造中采用的主要技术有： 

（1）抽汽供热改造技术 

抽汽供热改造技术主要采用中低压连通管上抽汽方案，即对

机组进行中压排汽可调供热抽汽改造，实现机组对外供热。在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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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管加装三通及连通管抽汽调节阀，从中低压连通管上引出止回

阀、快关阀、抽汽压力调节阀，再接至热网首站加热器，经热网

加热器加热热网循环水，以满足地区所需供热负荷。对于热负荷

增加的区域，在不增加新机组的情况下，可考虑对存量机组进行

抽汽供热改造。该技术成熟可靠，可在一定范围内灵活适应外界

对热的需要，改造费用低，但由于以热定电，供热量增大时，机

组负荷调节能力下降。 

（2）抽汽能源梯级利用供热技术 

对纯凝机组进行供热改造时，如果从汽轮机抽出的供热蒸汽

参数大于所需供热参数，直接减温减压会造成较大的能量损失，

供热经济性差。在保证供热安全的前提下，根据能源梯级利用的

原则，可以将蒸汽的一部分利用起来，通过背压汽轮机、螺杆机

做功拖动发电机发电，或者利用高品质抽汽驱动热泵，回收电厂

余热。该技术适用于供热改造时抽汽参数高于所需供热参数，需

要对抽汽减温减压的情况，可以有效降低厂用电率，减少供电煤耗。 

（3）光轴供热技术 

光轴供热技术是将原汽轮机凝汽式低压转子拆除，更换为一

根光轴，光轴连接高中压转子和发电机，自身不做功，仅起到传

递转矩的作用。更换为光轴后，低压缸不进汽或仅少量进汽用于

冷却光轴，由低压缸提供回热抽汽的低压加热器切除。主蒸汽由

高压主汽阀、高压调节汽阀进入高、中压缸做功，然后直接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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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网加热器对外供暖。 

该技术需要进行以下改造： 

●汽轮机本体相应改造 

●新增供热管道 

●低压旁路排汽管道增加旁路 

●凝结水系统及其减温水管道改造 

该技术可以消除或减少冷源损失，经济性好，但系统改造工

作量大，使用条件窄，改造后会导致机组发电能力降低。对于 135、

150、200MW 抽凝机组，若现有抽汽供热能力无法满足供热需求，

且供热负荷缺口大于机组低压缸排汽流量，可采用光轴供热改造

技术。对于 300MW 及以上机组，该方案存在发电量损失大，运

行调节困难等问题，不推荐采用。 

（4）机组高背压供热技术 

高背压供热技术是将凝汽器中乏汽的压力提高，提高冷却水

温，将凝汽器改为供热系统的热网加热器，而冷却水直接用作热

网循环水，充分利用凝汽式机组排汽的汽化潜热加热循环水，消

除冷源损失，从而提高机组的热循环效率。对于湿冷机组，高背

压改造多采用双转子方案，供热期采用末级叶片较短的供热低压

转子，提高汽轮机背压运行，非供热期采用原低压缸转子，实现

机组纯凝运行。对于直接空冷机组，采用双背压方案，增设凝汽

器换热以加热热网循环水，供热期汽轮机排汽切换至凝汽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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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热期运行时汽轮机排汽切换至空冷岛；间接空冷机组的原理与

湿冷机组的原理类似，只是不用更换转子。 

高背压供热技术改造适合不参与电网调峰、热负荷需求较大

且稳定、有较大供热循环水流量的机组。其优点是改造量小，投

资少，无冷源损失，节能效果明显，缺点在于灵活性较差，未实

现热电解耦。 

（5）热泵供热技术 

热泵技术目前应用在火电厂低温循环水或乏汽余热利用改造

中。如在低温循环水方面，由于供热系统中水温与煤电厂循环冷

却水水温接近，可通过热泵技术将火电厂循环冷却水与供暖系统

相连接，既提高了循环冷却水热量的有效利用率，又改善了循环

冷却水降温系统的能量损耗。 

热泵供热技术在实际运行中需要注意内部真空度变化、余热

利用率受限、制冷工质结晶、换热管束结垢等问题。该技术可用

于余热及乏汽较多、厂区空间充足、热网回水温度较低的热电厂，

具有适用性好、高效节能、环保效益好、对主机影响较小的优点，

缺点在于占地面积和投资费用较高、系统复杂、乏汽余热难以全

部利用。 

（6）热压机技术 

基于热压机的供热技术有： 

直接空冷发电机组热压机乏汽提质利用分级供热技术。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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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压机组的能源梯级利用系统，汽轮机乏汽至新增的前置凝汽器

作为热源对热网循环水进行初步加热后，再由热压机组进一步加

热，最后被送至由中压缸排汽作为热源的原热网加热器进行尖峰

加热，打到外网所需温度后供给热用户。可适用于有供热改造需

求的所有直接空冷机组。 

汽动给水泵小机乏汽热压机提质利用技术。利用部分中排抽

汽进入热压机喷射抽取给水泵小机乏汽，匹配成可以供热的目标

蒸汽，目标蒸汽进入热网加热器加热热网循环水。该技术用于所

有湿冷机组高背压改造项目，以及具有辅机小汽轮机的供热机组。 

2.4 机组升参数改造 

机组进行升参数改造，可提高机组的循环效率，从而大幅度

地降低机组煤耗，同时改善其低负荷调节的灵活性。升参数改造

是将机组主蒸汽及再热蒸汽参数提高，锅炉需调整各级受热面并

优化布置，汽轮机需实施通流改造与增容改造，发电机需配套实

施增容改造，机组节能效果显著。主要进行的改造内容有： 

（1）锅炉侧合理调整各级受热面，正确分配吸热比率，保证

升参数的目标要求； 

（2）锅炉侧合理选择受热面材质和规格，确保在参数提升后，

机组在各种负荷运行时设备安全、可靠； 

（3）锅炉侧管系采用成熟的结构形式，有足够的柔性； 

（4）系统采用合理的布置形式，减少热偏差，降低蒸汽侧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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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5）系统设有必要的监控和保护措施； 

（6）汽机侧主、再热蒸汽阀门、管道、通流部分改造应满足

升参数后安全运行的要求。 

如某电厂 3 号机组原是一台于 2004 年投产的 300MW 亚临界

机组，后于 2006 年改造增容至 320MW，2012 年又实施了汽轮机

高中压缸通流改造，2019 年采用“亚临界机组 600℃升温综合改

造技术”进行改造，该升温改造技术除了将主、再热蒸汽温度提

高至 600℃，对汽轮机进行通流改造，对锅炉进行部分改造，还

采用了一系列的创新技术，包括广义回热、弹性回热、低温省煤

器、机组安全节能快速启动、固体颗粒侵蚀综合防治、空预器综

合优化、热源加热等。该改造工程的预期目标是达到额定负荷下

的供电煤耗 287g/kWh，从而实现年节煤量（标煤）54560 吨。改

造工程于 2019 年 7 月完成了机组的调试、启动和 168 小时试运行，

升参数改造后机组节能效果显著。 

2.5 汽轮机冷端系统改造及运行优化 

（1）汽轮机冷端系统改造 

汽轮机冷端性能差，表现为机组运行真空低。通过采取技术

改造措施，提高机组运行真空，尤其是对于空冷机组，可取得很

好的节能提效效果。 

对空冷系统进行增容技术改造是解决直接空冷机组夏季高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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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运行时经济性差，高温期间限负荷运行的有效措施，能提升直

接空冷机组运行经济性、安全稳定性、电网调度的灵活性。通常

的增容改造技术方案有：增设直接空冷散热单元、增设间接空冷

系统、增设湿式冷凝系统，增设湿式冷凝系统相比较而言，具有

系统运行灵活、占地小、投资少、运行维护简单、效果好的特点，

在改造工程上应用广泛。在现有湿式增容改造技术中，可以采用

并联增设带机力塔湿式尖峰冷凝系统和并联增设蒸发式尖峰冷凝

系统。并联增设带机力塔湿式尖峰冷凝系统方案，是通过在每台

机组上并联增设一台凝汽器和若干台机力塔，部分排汽乏汽流经

凝汽器，与冷却循环水进行换热凝结，再将循环水流经机力塔进

行换热。蒸发冷凝技术是将分开的凝汽器凝汽过程和冷却塔水冷

过程中与合二为一，利用冷却水在换热器表面分布成薄膜，水膜

与强制流动的空气直接接触，被冷却乏汽将热量传给水膜，使得

水膜发生非饱和蒸发并与空气进行热质交换与传递，最后由空气

带走热量。较传统湿式冷却方式，其传热效率高、节能效果好、

节水效果明显，设备占地面积小。 

大容量直接空冷机组运行特性及经济性受环境气象条件的影

响很大，其在寒冷季节运行时，由于环境温度低，面临最为突出

的问题是空冷凝汽器容易发生冰冻和在中低温时段机组运行方式

不合理。因此，冬季防冻与机组经济运行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制

约了寒冷地区直接空冷机组的经济运行。在空冷系统入风口加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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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量调节装置、在散热器表面加装温度监测系统、在抽真空系统

加装罗茨泵等都能取得较好的防冻效果，可在有效提升空冷散热

器防冻能力的同时，降低系统的运行背压，提高机组运行的经济

性。 

某电厂 600MW 机组自投运以来存在过夏带负荷能力不足且

长期高背压运行问题，严重影响机组经济运行，在原有空冷系统

并列加装分流部分汽轮机排汽的湿式尖峰冷却器系统后，将夏季

满发排汽背压在原基础上降低 4kPa 以上，机组煤耗水平可下降

5g/kWh 以上，节能效果明显。 

对于湿冷机组，可以通过对冷却塔内填料方式、喷淋装置、

配水配风等优化改造，可有效降低出塔水温，提高机组真空；也

可以对凝汽器内部换热管束布置方式优化改造，降低汽轮机排汽

压力，提高机组真空。 

对于开式冷却机组，凝汽器换热管束易发生堵塞、结垢，通

过增设凝汽器在线清洗装置辅助胶球清洗系统运行，可提高凝汽

器清洁系数，改善机组真空，起到较好的节能效果。 

（2）汽轮机冷端系统运行优化 

综合考虑背压对机组出力的影响，降低机组循环水泵（或空

冷风机）的耗电量，通过冷端循环水泵（或空冷风机）运行方式

优化调整，达到最佳微增出力，起到节能效果。通过汽轮机冷端

系统运行优化，可降低供电煤耗 0.5-1.5g/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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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机组主要辅机节能改造 

有些电站的风机和水泵受早期技术条件限制，设计效率低，

可靠性及运行稳定性差，满足不了调峰运行要求，有些风机和水

泵虽然是近几年投产运行的，但是由于选型不当，实际运行效率

仅仅 60%，当风机与泵的实际运行工况与其最佳运行工况点偏离

较远时，可用以下方法进行技术改造。 

（1）抽级改造法 

对于多级离心泵，当其实际运行流量、扬程远低于铭牌容量

时，往往处于低效区运行，从而造成电能浪费。对此，可采用抽

级改造法，即采取拆掉多余扬程叶轮的办法，来降低其扬程。在

抽掉多余叶轮的同时，应将泵轴相应改短，或在拆掉叶轮的部位

装上一个长度与叶轮厚度相同的轴套，以防止抽掉的叶轮发生轴

向窜动。叶轮的抽取应间隔进行， 而且不能抽掉首级叶轮，以免

增大入口阻力，引起汽蚀，影响出口扬程。 

国产 300MW机组配置的凝结水泵或者凝升泵扬程普遍偏高，

是影响机组热经济性的因素之一。除氧器最大工作压力一般不超

过 0.7MPa，进入除氧器的凝结水最大工作压力在 1.0MPa 左右，

凝结水泵或凝升泵出口凝结水的凝结水压头一般只要达到

2.2~2.5MPa 即可，若凝结水泵或凝升泵出口凝结水的凝结水压头

太大，多余的能量只能通过除氧器给水调节阀的节流损失掉。因

此凝结水泵或者凝升泵改造很有必要，而且抽级改造法节电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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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十分明显。 

（2）切削叶轮法 

由于选型不当或者使用情况发生变化，使离心式水泵和风机

容量偏大时，可通过切削叶轮、叶片或更换小叶轮的办法来降低

水泵和风机的使用容量。相较于出口节流调节法，能明显提高运

行效率。 

具体方法是：当已知实际最大全压（扬程）流量时，可通过

切割公式计算得出实际全压或流量下的叶轮外径，然后进行切削。

切割时应留有余地，防止切割过度导致泵或风机的出力不够。 

（3）更换成节能型水泵和风机 

某电厂 2 号汽轮机是 N100-90/535 型双缸、冲动、凝汽式汽

轮机。配两台 100%容量的 DG400-140S 型给水泵，机组正常运行

时，一台给水泵运行，一台给水泵备用。DG400-140S 型给水泵由

于生产年代较早，设计制造技术落后，加之设备部件老化，给水

泵实际运行效率仅为 67~70%；同时机组经常在 50%额定负荷下

运行，给水调节门前后压差高达 6~9MPa，造成较大节流损失。 

后对原有水泵进行改造，拆除原来的两台 DG400-140S 型电

动定速给水泵，安装两台 FK5D32DM 型给水泵和 C046 型液力耦

合器组成电动调速给水泵组。改造为调速给水泵后，汽包水位通

过调节给水泵转速控制，拆除原锅炉主给水管道上的主给水调节

门，减少了给水的节流损失。按机组平均负荷 70MW、年运行 600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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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给水泵改造后每年可节省电能 148 万 kWh。 

（4）抽真空系统节能提效 

通过采用罗茨真空泵可降低抽真空设备厂用电率，通过采用

双机椎体真空泵可同时起到提高真空和降低厂用电率的节能效

果。罗茨真空泵可降低厂用电率 50%-70%，双级椎体真空泵可降

低厂用电率 40%以上。 

（5）磨煤机分离器改造 

磨煤机分离器改造有多种方式，以下列举两种： 

一种是中速磨煤机改造。将中速磨径向分离器改造为旋转分

离器，煤粉细度实现远方控制，增加对不同煤质的适应性，降低

飞灰含碳量，提高锅炉热效率。 

飞灰含碳量降低 1-2%，锅炉效率提高 0.5-1.0%，机组煤耗降

低 1.5-3.0g/kWh。 

另一种是带钢球磨的中储式系统改造。将 BBD 双进双出磨原

径向分离器改造为串联双轴向分离器，消除分离器堵塞，或将中

间仓储式制粉系统原轴向及径向分离器改造为串联双轴向分离器

改造提高煤粉细度的可调性及稳定性，提高煤粉均匀性指数，从

而降低飞灰含碳量，提高锅炉效率。改造内容为分离器及回粉管、

回粉锁气器。这种技术适用于 BBD 双进双出磨分离器及中间仓储

式制粉系统原轴向、径向分离器改造。 

锅炉效率提高 0.5-1.0%，机组供电煤耗下降 1.5-3.0g/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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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汽轮机配汽及滑压运行优化 

主汽门、调门解体检修后阀门流量特性变化，造成机组控制

品质下降，影响 AGC 和一次调频合格率，通过阀门流量特性试验，

矫正阀门流量特性函数，保证机组调节特性满足电网要求。在满

足机组 AGC 和一次调频的要求下，合理设置阀门重叠度，可降低

节流损失，提高汽轮机高压缸效率，通过滑压运行优化试验，优

化机组在部分负荷时的主汽压力，提高机组运行经济性。通过提

高机组控制与调节品质，机组可降低供电煤耗 0.5-1.5g/kWh。 

2.8 汽机岛全工况整体协同运行优化 

针对当前机组频繁调峰情况，充分考虑机组实际运行中非隔

离状态、回热系统运行方式变化、吹灰或投运减温水等多变运行

方式，构建机组全工况能耗优化模型，研究单一因素的优化规律

和多因素协同效应，开展汽轮机整体协同运行优化。通过实时监

测机组主要性能参数，利用外挂智能控制装置和先进算法，实时

给出优化结果，提升机组效率，可降低供电煤耗 0.5-1.5g/kWh。 

2.9 机组热力系统优化改造 

（1）外置式蒸汽冷却器 

部分高加抽汽由于抽汽温度高，往往具有较大的过热度，通

过设置独立外置蒸汽冷却器，充分利用抽汽过热焓，可提高回热

系统热效率，预计可降低供电煤耗 0.4-0.6g/kWh。 

（2）附加高压加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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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设附加高加，将机组高参数汽源通过补气阀管路引入附加

高加，可提高机组部分负荷工况的给水温度，从而增加热力系统

回热量，减少冷源损失，预计可降低供电煤耗 0.5-1g/kWh。 

（3）热力疏水系统优化改造 

改进热力及疏水系统中冗余的管路，可简化热力系统，减少

阀门数量，能够有效治理阀门泄漏，预计可降低供电煤耗

0.1-0.3g/kWh。 

2.10 电动机调速节电改造及运行优化 

电动机节电技术是指在利用电动机过程中节约电能的相关改

造技术。电动机使用中由于设备陈旧、老化、电源电压过低、不

对称及运行不当、负载率过低等造成电能浪费。电动机是使用最

广泛的电气设备之一，所消耗的电能约占全部工业生产用电的

60%，其节电问题十分重要。 

电动机在额定运行时，随着电源电压的降低，不变损耗即铁

损耗将会降低，而电动机的电磁转矩也随电压成平方地迅速降低。

为了稳定运行，就要增大电动机的转差率，这必然引起转子电流、

定子电流增大，定、转子铜耗增加，即可变损耗的增加值超过不

变损耗的下降值，导致电动机的效率降低。在轻载运行时，由电

动机负载转矩公式可知，适当降低供电电压，是有利于节电运行

的。因为轻载情况下，电动机的实际转差率小于额定转差率，转

子电流并不大。降压运行时，转子电流增加的数值是有限的。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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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使电动机的空载电流减少，空载损耗即不变损耗也减少，同时

电动机的功率因数和运行效率也得到改善，具有可观的节电效果。

据研究，一台鼠笼式异步电动机在额定负载运行状态下，定子绕

组的接线方式为“Δ”形连接时，效率为 66.7%，在轻载运行时，

改为“Y”形连接，效率可提高到 79.7%。 

改造技术主要包括： 

（1）变频器调速改造 

变频器调速性能好，能实现软启动和自动控制，具有显著的

节电效果。一般情况下变频改造后，对于送风机、引风机及一次

风机节电率约为 35%~40%。循环水泵、凝结水泵、给水泵等水泵

变频改造后，节电率在 35%左右。 

某电厂 300MW 机组的两台 1900kW 轴流式静叶可调引风机

经过变频改造后，其年节电量为 558.6 万 kWh。 

（2）液力耦合器调速改造 

液力耦合器又称液力联轴器，是一种用来将动力源（通常是

发动机或电机）与工作机连接起来，靠液体动量矩的变化传递力

矩的液力传动装置。其具有明显的节电效果，能降低电机的启动

电流和持续时间，降低对电网的冲击，降低电机的装机容量。大

惯量难启动机械应用限矩型液力耦合器或离心式机械应用调速型

液力耦合器时，节能效果显著。 

（3）永磁调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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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器可以调节筒形永磁转子与筒形导体转子在轴线方向的

相对位置，以改变永磁转子和导体转子耦合的有效部分，即可改

变两者之间传递的扭矩，能实现可重复的、可调整的、可控制的

输出扭矩和转速，实现调速节能的目的。其优点为柔性启动，减

少电机的冲击电流，延长设备使用寿命、平滑无级调速，调速范

围 0-98%，实现高效节能，节电率为 10-50%。 

2.11 燃煤耦合发电改造 

推广应用“煤电+生物质”、“煤电+污泥”、“煤电+垃圾”等

燃煤耦合发电技术，一方面可以实现农林废弃残余物、污泥、垃

圾的减量化、无害化处理，消纳农林废弃残余物、生活垃圾及污

水处理厂的水体污泥等生物质资源，破解秸秆田间直焚、污泥垃

圾围城等社会治理难题，另一方面通过“碳中和”燃料替代燃煤，

降低企业耗煤量，实现煤电企业的碳减排，促进电力行业特别是

煤电的低碳清洁发展。 

“煤电+生物质”发电，不仅降低了原燃煤电厂污染物及温室

气体的排放量，而且综合利用生物质与煤炭资源，逐步减少一次

能源的消耗量，缓解社会发展对能源需求的压力。燃煤耦合生物

质发电充分利用燃煤电厂大容量和高蒸汽参数达到高效率的优

点，可在更大容量水平上使生物质发电效率达到燃煤电厂的最高

水平，同时解决了生物质能田间焚烧、大量堆积等问题，有利于

我国能源结构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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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耦合发电技术主要有 3 种方式：直接混燃耦合发电技

术、分烧耦合发电技术及生物质气化与煤混燃耦合发电技术。 

“煤电+垃圾”发电技术可将垃圾焚烧发电效率提高至约

32%，相较于传统技术提效 10%左右，实现垃圾无害化、减量化、

资源化、低成本化的处置，提高垃圾能源化利用效率，降低单位

垃圾处理投资成本及运行维护费用。在对现有燃煤机组整体改造

量最小的前提下，利用大型燃煤机组高效热力循环系统的优势，

能够有效解决传统垃圾焚烧发电厂机组发电效率低、排烟温度高、

二噁英等污染物处理成本高及飞灰沾污等难题。 

以某电厂 2 台 350MW 机组为例，其燃煤耦合污泥发电项目

年可处理污泥 7.5 万吨左右，每年可节约标煤 3000 吨左右，减排

二氧化碳 7800 吨。 

2.12 空预器改造技术 

空预器的节能改造有以下两种方案： 

（1）空气预热器本体改造 

可实施改造或更换新型的、传热能力强的传热元件，也可以

增加空气预热器有效高度，增强空气预热器换热能力，降低排烟

温度，提供锅炉效率。排烟温度每下降 10℃，锅炉热效率大约可

提高 0.47 个百分点，供电煤耗下降约 2 g/kWh。 

（2）空预器漏风改造技术 

对于回转式空气预热器密封不良、低温腐蚀或积灰堵塞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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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宜实施漏风改造，可采用先进密封技术，通过减少漏风面积

来达到降低漏风量的目的。控制空气预热器漏风率在 6%以内。 

2.13 锅炉排烟余热回收利用 

根据锅炉排烟温度、除尘和脱硫情况，结合经济技术分析，

进行烟气余热回收利用系统改造，回收烟气热量，提高机组经济

性。以下列举了四种烟气余热回收利用方式。 

（1）低温省煤器技术 

低温省煤器技术是通过烟气余热来加热低加回热系统的凝结

水，将锅炉的排烟温度降低至合适值。烟气余热通过回热系统的

凝结水回收热量，排挤下一级低加的汽轮机抽汽，使抽汽回到汽

轮机继续做功，增大汽机的做功功率，从而降低机组发电煤耗。

而对采暖供热机组，在供热时期可将回收的热量用于加热热网水，

节能效果更显著。 

低温省煤器根据其布置位置的不同，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一种是低温省煤器布置于空预器与除尘器之间。该布置方式

在回收烟气余热的同时，减小飞灰比电阻，提高除尘器的效率，

减少粉尘等污染物的排放。而且系统结构简单，工程量较小，投

资少。 

另一种是低温省煤器布置于引风机与脱硫塔之间。该布置方

式避免了除尘器、引风机等设备的低温腐蚀问题，可将烟气温度

降至较低水平，可以实现烟气余热最大程度上的回收，并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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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硫系统减温水的补水量，具有一定的节水效果。 

（2）低低温烟气处理技术 

低低温烟气处理技术，该系统由第一级热回收器与第二级再

加热器组成。第一级布置在空预器和电除尘器之间的烟道上，第

二级布置在脱硫塔与烟囱之间的烟道上。通过热媒水的闭式循环，

第一级热回收器将除尘器入口烟气温度从 120~130℃降到 90℃左

右；第二级再加热器利用第一级热回收器回收的热量将脱硫塔出

口的烟气温度升高至 80℃左右。 

该方法可以有效降低厂用电耗，降低设备运行费用，可降低

机组供电煤耗 2.8-3.2g/kWh。 

（3）前置式液相介质空预器与低温省煤器组合技术 

前置式液相介质空预器与低温省煤器组合系统的中间热媒介

质通常为闭式循环水。系统以前置式空预器方式运行时，主凝结

水管路的出、回水阀门关闭，通过空预器进风回收烟气余热；以

低温省煤器方式运行时，关闭前置式空预器受热面水侧进、出口

阀门，通过凝结水回收尾部烟气余热，排挤下一级低加抽汽，使

其进入汽轮机做功，提高做功量，提高全厂热效率。 

以前置式空预器方式运行时，取代了原有的蒸汽暖风器设备，

避免了空预器出现腐蚀、积灰的问题，有利于空预器的安全稳定

运行，并节省了蒸汽暖风器的抽汽，提高了全厂热效率。该方法

可以节约煤耗 2.5-4.5g/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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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引风机汽电双驱改造 

将纯电动引风机改造为汽电双驱引风机，可有效改善风机低

负荷工况下效率低和大功率电机启动困难问题，适用于负荷率低、

调峰频繁的机组，可以实现降低厂用电以及多供电增收的效果。

改造的内容是增设小汽机及相应的热力、变速离合器 。 

该方法可降低发电厂用电率 1-1.3 个百分点，计入低负荷引风

机经济运行后，可降低供电煤耗 0.5-0.8g/kWh。 

2.15 单列辅机 

在保证机组设备安全可靠运行的前提下，对主要辅机包括送

风机、引风机、一次风机、空气预热器、给水泵、增压风机等单

列配置，不设备用，可降低造价，提高运行效率及负荷响应速度，

减少运行及维护人员的工作强度。 

2.16 干渣机冷风控制系统  

通过改造降低干渣机冷风量，增加经过空预器的风量，降低

锅炉排烟温度，减少燃烧无组织配风，降低 NOx 初始排放浓度。

改造内容为干渣机各段进风分段用分、总风门远方控制，依据渣

温控制进风量，大幅降低干渣机冷风用量。  

改造后降低一次风机风压 1.0-1.5kPa，减小一次风及出力，有

效降低风机电耗。 

2.17 全负荷锅炉智能优化燃烧技术 

锅炉燃烧优化是通过对锅炉燃料供给和配风参数的变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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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组织燃烧方式，保证送入锅炉炉膛内的燃料及时、完全、稳定

和连续地燃烧，在满足机组负荷变动需要的前提下，获得最佳燃

烧工况的工作。当前，在能耗双控形势下，煤电机组调峰范围扩

大，可进行燃烧设备改造，并采用煤质在线检测、炉膛温度场精

确测量、建立锅炉燃烧模型等先进测控技术，提高锅炉燃烧效率。 

2.18 机组宽负荷运行方式下技术改造与运行优化 

为提升煤电机组深度调峰能力，解决机组在低负荷运行时效

率下降的问题，可对锅炉燃烧器、水冷壁、机组通流基准设计、

高效宽负荷叶片以及汽轮机蒸汽参数进行针对性的优化设计与改

造，对给水泵、凝结水泵、循环水泵等主要辅机进行运行方式调

整与优化配置，实现机组在较宽负荷下依旧保持较高的运行效率。 

2.19 智慧电厂与智能发电技术 

以数字化和自动化为基础的信息化与智能化技术的发展，为

智慧电厂的建设创造了条件，主要体现在大数据、物联网、可视

化、先进测量与智能控制等技术在发电厂生产运行与管理维护中

的系统化应用。  

如炉内智能检测与燃烧优化控制、基于深度调频与深度调峰

的网源协调灵活性发电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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