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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华润电力首阳山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节能工作进展报告 

为主动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接受社会监督，展示高度的

社会责任意识、维护良好的品牌形象、社会声誉，河南华润

电力首阳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 2017 年 5 月份申

请参加全国节能自愿承诺活动。经过各级主管部门层层遴

选，最终成功入选，成为全国 100 家节能自愿承诺用能单位

之一。 

公司在节能自愿承诺书中郑重承诺如下： 

1、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贯彻节约资源基

本国策，自觉履行节能社会责任。 

2、坚决遵守国家节能法律法规，加强节能工作组织领

导，建立健全节能长效机制，不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3、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强制性节能标准。 

4、严格落实节能目标责任，全面完成本单位节能目标

任务。 

5、切实加强节能管理，优化能源结构，减少能源损耗

浪费，积极采用信息化手段提升能源管理精细化水平。 

6、积极开展节能改造，不断提高本单位能效水平。 

7、采用先进节能技术、产品、装备，不使用国家明令

淘汰的用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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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建立内部激励机制，对做出节能突出贡献的部门和

个人给予表彰奖励，提高全员节能意识和责任感。 

9、主动作为，在本行业发挥节能提高能效的示范引领

作用。 

10、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积极配合开展节能监督检查工

作。 

2017年度公司紧密围绕上述承诺内容，扎实开展节能工

作，取得良好的实效。 

为了进一步加强同各级节能主管部门的沟通，使公司及

时得到各主管部门的监督、指导，以下将 2017 年度公司主

要的节能工作做出汇报。 

一、 2017 年度开展的主要节能工作 

（一） 稳步推进各项节能技术改造工作 

1. 2017 年为提升凝汽器的冷凝效果，公司进行凝汽器高效

在线清洗装置改造，采用爆破式发球+电磁预处理技术，对

凝汽器在线清洗装置进行了改造；从方案路线选定至调试完

成，用时仅 3个月；经省电科院测定，改造后凝汽器清洁系

数平均值为 0.85，比改造前提高 0.09；改造后凝汽器压力

比改造前降低了 0.248 kPa，折合煤耗降低 1g/kWh。 

2. 为提升燃油燃尽率，自主设计完成了锅炉油枪蒸汽吹扫系

统改为压缩空气系统的改造，完成 2 台锅炉和 2台启动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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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泡雾化油枪改造，提高燃油燃尽率，节约燃油约 15％，降

低未燃尽燃油对锅炉尾部脱硝、空预器、电除尘、脱硫浆液

的污染。 

3. 2017 年公司积极推动#1、#2 机组汽轮机通流部分及热力

优化改造项目，共召开各类评审、讨论会十余次，目前已完

成招标工作，正在与厂家进行技术谈判。该项目计划 2019

年实施，预计可降低发电煤耗 6g/kWh。 

4. 为提升锅炉效率，公司推动煤粉管加热技术改造，目前进

行施工前的准备，计划 4月份#2机组检修时实施，该项目预

计可降低煤耗 0.2 g/kWh。 

5. 2017年公司开展#1、2炉烟气余热深度利用改造前期准备

工作，多次联络设计院、厂家、行业专家进行研讨论证，目

前已完成可研报告，正在进行内部审批。该项目预计可降低

煤耗 1.1g/kWh。 

6. 为确保机组处于良好的节能状况运行，公司逢停必修，全

年完成两台机组 2 次临检、2 次 C 检工作，使各设备均处于

良好的工作状态。同时在检修期间进行内、外漏阀门的消缺

工作，有效降低热损失。 

（二） 积极开展运行优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1. 2017 年度公司充分利用华润电力开发的操作寻优系统，

实时监测运行操作耗差，指导运行人员不断提升操作经济

性，保障机组时刻在最经济工况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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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鼓励各岗位开展运行优化实践，全年共开展运行优化

40 余项，有效提升机组经济性，如： 

a. 打破常规思维，大胆尝试创新，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分步提高磨煤机分离器出口温度 25℃，最终锅炉飞灰含

碳量降低约 0.4%，发电煤耗改善约 0.4g/kWh。 

b. 通过优化汽水系统 PH值的控制范围及给水加氨的控制

方式，提升高速混床周期制水量 53%、降低再生酸碱耗

25%。 

c. 根据脱硫湿式球磨机的特点，创新调整湿磨机运行工

况，将湿磨机由低电流、低出力工况调整为中电流、高出

力工况，湿磨机每天运行时间降低 29%，每年节约电费 20

万元。 

d. 除灰专业通过统计、分析每天环境温度，发现环境温

度大于 20℃时停运电除尘一、二电场电加热，可保证灰

斗温度正常，于是将电除尘灰斗电加热由连续运行创新为

间断运行，每年 4 月 15 日-10 月 15 日停运电加热，每年

可节约电费 4万元。 

e. 各专业协同，攻克种种技术难题，实现全厂废水零排

放，降低综合发电水耗，节约大量水资源。 

其他各种优化不再一一列举。 

3. 各部门协同，提升供热量。2017 年新开拓热用户 7 家，

蒸汽用量增加约 15T/h，年度工业供热量 58 万 GJ，同比增

长 162%。新增采暖供热面积约 50 万平方米，年度居民采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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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热量 62 万 GJ，同比增长 290%。降低能耗的同时，也有效

降低周边小锅炉的散煤污染。 

（三） 强化节能管理 

1. 坚持每月定期召开节能分析会议。总结月度工作，布置下

月节能工作重点，并针对经济运行方面的薄弱点进行分析，

组织节能小组成员制定合理的措施并督促执行。 

2. 主要生产经济指标与国内同类型优秀机组进行对标，找出

差距，制定合理可行对策。 

3. 开展年度节能自查评工作，并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督促整

改。 

（四） 开展多样化节能活动 

1. 积极响应国家发改委《关于 2017 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

国低碳日活动的通知》号召，紧密围绕“节能有我，绿色共

享”的节能宣传周主题和“工业低碳发展”的低碳活动日主

题，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组织开展“节能宣传周”系列宣传

活动。 

2. 积极响应国家发改委中德重点用能单位节能诊断示范项

目申报号召，认真准备材料，主动沟通，经过层层遴选，已

确定入选全国六家企业之一。与国家节能中心保持沟通，做

好准备工作。 

3. 主动承办 2017 年节能减排与技术创新交流研讨会，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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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的各发电集团、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节能设备厂家等

100 余名代表出席会议。通过技术交流，有效促进了电力行

业在节能减排方面的技术互动，为电力行业的节能减排工作

做出一份贡献。 

4. 为主动接受公众监督，多次组织公众开放活动。全年共组

织公众开放六次，开展工业旅游三次。 

5. 围绕节能主题，鼓励开展节能技术、运行优化创新。全年

获得 8 项实用新型专利、1 项发明专利；全年被各种期刊杂

志收编论文共 80 余篇，其中，国家级刊物获奖 9 篇，省级

刊物获奖 4篇。 

（五） 节能获奖情况 

1．2017 年 3月 24 日，在中国电力设备管理协会举办的 2017

年全国电力行业设备管理工作会议上，公司获得“第六届全

国电力行业设备管理工作先进单位”。 

2．2017年 4 月 6日，在中国节能协会举办的 2017度热电行

业节能环保领域技术研讨会上，技术支持部汽机专业李强、

谢海涛撰写的论文《630MW 汽轮机组供热改造研究与应用》

荣获一等奖。 

3．2017 年 5 月 24-25 日，在中国电力联合会举办的全国火

电 600MW 级（含 1000MW 级）机组能效对标及竞赛第二十一

届年会上， 公司#1 机组荣获 600MW 级超临界湿冷机组竞赛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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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7 年 7月 21 日，在华润集团第二季度经理人会议上，

公司顺利通过集团首批“六星级标杆工厂”评定。 

二、 下阶段计划实施的项目简介和将开展的工作 

1．持续强化节能管理。 

a. 落实三级节能管理网络、加大节能奖惩力度； 

b. 强化年度节能自查评工作； 

c. 组织开展能源审计工作，邀请外部节能机构进行指导。 

2．加强与国家节能中心的沟通，做好中德重点用能单位节

能诊断合作项目的跟踪与实施，降低公司能耗、提高能源管

理水平。 

3．稳步推进各项节能技术改造工作。 

a. 汽轮机节能提效改造 

针对公司 600MW汽轮机运行年限较长，热耗较高的问题，

计划进行汽轮机通流部分改造及热力系统优化。目前已完成

招标工作，正在与厂家进行技术谈判。该项目计划 2019 年

实施，预计可降低发电煤耗 6g/kWh。 

b. 北环供热改造二期西线管网建设 

偃师北环原管线向西沿线多家企业，由于环保要求严

厉，用汽需求迫切，拟对北环供热进行扩大供汽范围的二期

工程改造。供热能力为 25t/h 蒸汽，压力 P=1.35～1.58MPa，

温度 T=280～310℃。 

本项目预计 2018年 7 月投产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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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2炉烟气余热深度利用 

为了提高机组运行经济性，推进节能减排工作，河南华

润电力首阳山有限公司拟进行#1、2 机组烟气余热深度利用

技改项目。具体方案为在引风机出口增设二级低温省煤器，

利用凝结水作为循环介质回收排烟余热。 

单台机组进行烟气余热深度利用改造后，预计可降低煤

耗 1.1g/kWh，年节省标煤 4645 吨，年节水 10.87 万吨，机

组年收益为 318.23 万元。 

目前项目正在进行内部审批流程。 

三、 结语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要求，认真履

行承诺，加强节能管理，推进节能改造，加强与各级主管部

门的沟通，确保完成节能承诺。 

 

 

 

 

 

 

 

 

 

联系人：杨金伟    职务：节能管理工程师   电话：15225526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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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主要的图片材料 

 

 

 

 

 

            每月组织召开节能分析会，分析不足，制定对策 

 

 

 

 

 

 

积极开拓供热用户 

 

 

 

 

 

 

                    

组织开展年度节能自查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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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中德重点用能单位节能诊断示范项目 

 

 

 

 

 

 

 

承办 2017 年节能减排与技术创新交流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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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创新论文发表情况（部分） 

 

 

 

 

 

 

 

 

2017 年专利授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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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全国电力行业设备管理工作先进单位 

 

 

 

热电行业节能环保领域技术研讨会一等奖 

 

 

 

 

 

 

 

 

#1 机组荣获 600MW 级超临界湿冷机组竞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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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集团首批“六星级标杆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