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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 
（2014—2020 年） 

 

为贯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和国家能源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精神，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

（2014—2020 年）的通知》（国办发〔2014〕31 号）要求，加快推

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进一步提升煤电高效清洁发展水平，制定

本行动计划。 

一、指导思想和行动目标 

（一）指导思想。全面落实“节约、清洁、安全”的能源战略

方针，推行更严格能效环保标准，加快燃煤发电升级与改造，努力

实现供电煤耗、污染排放、煤炭占能源消费比重“三降低”和安全

运行质量、技术装备水平、电煤占煤炭消费比重“三提高”，打造

高效清洁可持续发展的煤电产业“升级版”，为国家能源发展和战

略安全夯实基础。 

（二）行动目标。全国新建燃煤发电机组平均供电煤耗低于 300

克标准煤/千瓦时（以下简称“克/千瓦时”）；东部地区新建燃煤发

电机组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基本达到燃气轮机组排放限值，中部地区

新建机组原则上接近或达到燃气轮机组排放限值，鼓励西部地区新

建机组接近或达到燃气轮机组排放限值。 

到 2020 年，现役燃煤发电机组改造后平均供电煤耗低于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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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千瓦时，其中现役 60 万千瓦及以上机组（除空冷机组外）改造

后平均供电煤耗低于 300 克/千瓦时。东部地区现役 30 万千瓦及以

上公用燃煤发电机组、10 万千瓦及以上自备燃煤发电机组以及其他

有条件的燃煤发电机组，改造后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基本达到燃气轮

机组排放限值。 

在执行更严格能效环保标准的前提下，到 2020 年，力争使煤

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下降到 62%以内，电煤占煤炭消费比重提高

到 60%以上。 

二、加强新建机组准入控制 

（三）严格能效准入门槛。新建燃煤发电项目（含已纳入国家

火电建设规划且具备变更机组选型条件的项目）原则上采用 60 万

千瓦及以上超超临界机组，100 万千瓦级湿冷、空冷机组设计供电

煤耗分别不高于 282、299 克/千瓦时，60 万千瓦级湿冷、空冷机组

分别不高于 285、302 克/千瓦时。 

30 万千瓦及以上供热机组和 30 万千瓦及以上循环流化床低热

值煤发电机组原则上采用超临界参数。对循环流化床低热值煤发电

机组，30 万千瓦级湿冷、空冷机组设计供电煤耗分别不高于 310、

327 克/千瓦时，60 万千瓦级湿冷、空冷机组分别不高于 303、320

克/千瓦时。 

（四）严控大气污染物排放。新建燃煤发电机组（含在建和项

目已纳入国家火电建设规划的机组）应同步建设先进高效脱硫、脱

硝和除尘设施，不得设置烟气旁路通道。东部地区（辽宁、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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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河北、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 11 省

市）新建燃煤发电机组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基本达到燃气轮机组排放

限值（即在基准氧含量 6%条件下，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

放浓度分别不高于 10、35、50 毫克/立方米），中部地区（黑龙江、

吉林、山西、安徽、湖北、湖南、河南、江西等 8 省）新建机组原

则上接近或达到燃气轮机组排放限值，鼓励西部地区新建机组接近

或达到燃气轮机组排放限值。支持同步开展大气污染物联合协同脱

除，减少三氧化硫、汞、砷等污染物排放。 

（五）优化区域煤电布局。严格按照能效、环保准入标准布局

新建燃煤发电项目。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新建项目禁止

配套建设自备燃煤电站。耗煤项目要实行煤炭减量替代。除热电联

产外，禁止审批新建燃煤发电项目；现有多台燃煤机组装机容量合

计达到 30 万千瓦以上的，可按照煤炭等量替代的原则建设为大容

量燃煤机组。 

统筹资源环境等因素，严格落实节能、节水和环保措施，科学

推进西部地区锡盟、鄂尔多斯、晋北、晋中、晋东、陕北、宁东、

哈密、准东等大型煤电基地开发，继续扩大西部煤电东送规模。中

部及其他地区适度建设路口电站及负荷中心支撑电源。 

（六）积极发展热电联产。坚持“以热定电”，严格落实热负

荷，科学制定热电联产规划，建设高效燃煤热电机组，同步完善配

套供热管网，对集中供热范围内的分散燃煤小锅炉实施替代和限期

淘汰。到 2020 年，燃煤热电机组装机容量占煤电总装机容量比重



4 
 

力争达到 28%。 

在符合条件的大中型城市，适度建设大型热电机组，鼓励建设

背压式热电机组；在中小型城市和热负荷集中的工业园区，优先建

设背压式热电机组；鼓励发展热电冷多联供。 

（七）有序发展低热值煤发电。严格落实低热值煤发电产业政

策，重点在主要煤炭生产省区和大型煤炭矿区规划建设低热值煤发

电项目，原则上立足本地消纳，合理规划建设规模和建设时序。禁

止以低热值煤发电名义建设常规燃煤发电项目。 

根据煤矸石、煤泥和洗中煤等低热值煤资源的利用价值，选择

最佳途径实现综合利用，用于发电的煤矸石热值不低于 5020 千焦

（1200 千卡）/千克。以煤矸石为主要燃料的，入炉燃料收到基热值

不高于 14640 千焦（3500 千卡）/千克，具备条件的地区原则上采

用 30 万千瓦级及以上超临界循环流化床机组。低热值煤发电项目

应尽可能兼顾周边工业企业和居民集中用热需求。 

三、加快现役机组改造升级 

（八）深入淘汰落后产能。完善火电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后续政

策，加快淘汰以下火电机组：单机容量 5 万千瓦及以下的常规小火

电机组；以发电为主的燃油锅炉及发电机组；大电网覆盖范围内，

单机容量 10 万千瓦级及以下的常规燃煤火电机组、单机容量 20 万

千瓦级及以下设计寿命期满和不实施供热改造的常规燃煤火电机

组；污染物排放不符合国家最新环保标准且不实施环保改造的燃煤

火电机组。鼓励具备条件的地区通过建设背压式热电机组、高效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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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大型热电机组等方式，对能耗高、污染重的落后燃煤小热电机组

实施替代。2020 年前，力争淘汰落后火电机组 1000 万千瓦以上。 

（九）实施综合节能改造。因厂制宜采用汽轮机通流部分改造、

锅炉烟气余热回收利用、电机变频、供热改造等成熟适用的节能改

造技术，重点对 30 万千瓦和 60 万千瓦等级亚临界、超临界机组实

施综合性、系统性节能改造，改造后供电煤耗力争达到同类型机组

先进水平。20 万千瓦级及以下纯凝机组重点实施供热改造，优先改

造为背压式供热机组。力争 2015年前完成改造机组容量 1.5亿千瓦，

“十三五”期间完成 3.5 亿千瓦。 

（十）推进环保设施改造。重点推进现役燃煤发电机组大气污

染物达标排放环保改造，燃煤发电机组必须安装高效脱硫、脱硝和

除尘设施，未达标排放的要加快实施环保设施改造升级，确保满足

最低技术出力以上全负荷、全时段稳定达标排放要求。稳步推进东

部地区现役 30 万千瓦及以上公用燃煤发电机组和有条件的 30 万千

瓦以下公用燃煤发电机组实施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基本达到燃气

轮机组排放限值的环保改造，2014 年启动 800 万千瓦机组改造示范

项目，2020 年前力争完成改造机组容量 1.5 亿千瓦以上。鼓励其他

地区现役燃煤发电机组实施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达到或接近燃气轮

机组排放限值的环保改造。 

因厂制宜采用成熟适用的环保改造技术，除尘可采用低（低）

温静电除尘器、电袋除尘器、布袋除尘器等装置，鼓励加装湿式静

电除尘装置；脱硫可实施脱硫装置增容改造，必要时采用单塔双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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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双塔双循环等更高效率脱硫设施；脱硝可采用低氮燃烧、高效

率 SCR（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装置等技术。 

（十一）强化自备机组节能减排。对企业自备电厂火电机组，

符合第（八）条淘汰条件的，企业应实施自主淘汰；供电煤耗高于

同类型机组平均水平 5 克/千瓦时及以上的自备燃煤发电机组，应加

快实施节能改造；未实现大气污染物达标排放的自备燃煤发电机组

要加快实施环保设施改造升级；东部地区 10 万千瓦及以上自备燃煤

发电机组要逐步实施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基本达到燃气轮机组排放

限值的环保改造。 

在气源有保障的条件下，京津冀区域城市建成区、长三角城市

群、珠三角区域到 2017 年基本完成自备燃煤电站的天然气替代改

造任务。 

四、提升机组负荷率和运行质量 

（十二）优化电力运行调度方式。完善调度规程规范，加强调

峰调频管理，优先采用有调节能力的水电调峰，充分发挥抽水蓄能

电站、天然气发电等调峰电源作用，探索应用储能调峰等技术。 

合理确定燃煤发电机组调峰顺序和深度，积极推行轮停调峰，

探索应用启停调峰方式，提高高效环保燃煤发电机组负荷率。完善

调峰调频辅助服务补偿机制，探索开展辅助服务市场交易，对承担

调峰任务的燃煤发电机组适当给予补偿。 

完善电网备用容量管理办法，在区域电网内统筹安排系统备用

容量，充分发挥电力跨省区互济、电量短时互补能力。合理安排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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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发电机组开机方式，在确保电网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降低电

网旋转备用容量。支持有条件的地区试点实行由“分机组调度”调

整为“分厂调度”。 

（十三）推进机组运行优化。加强燃煤发电机组综合诊断，积

极开展运行优化试验，科学制定优化运行方案，合理确定运行方式

和参数，使机组在各种负荷范围内保持最佳运行状态。扎实做好燃

煤发电机组设备和环保设施运行维护，提高机组安全健康水平和设

备可用率，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 

（十四）加强电煤质量和计量控制。发电企业要加强燃煤采购

管理，鼓励通过“煤电一体化”、签订长期合同等方式固定主要煤

源，保障煤质与设计煤种相符，鼓励采用低硫分低灰分优质燃煤；

加强入炉煤计量和检质，严格控制采制化偏差，保证煤耗指标真实

可信。 

限制高硫分高灰分煤炭的开采和异地利用，禁止进口劣质煤炭

用于发电。煤炭企业要积极实施动力煤优质化工程，按要求加快建

设煤炭洗选设施，积极采用筛分、配煤等措施，着力提升动力煤供

应质量。 

（十五）促进网源协调发展。加快推进“西电东送”输电通道

建设，强化区域主干电网，加强区域电网内省间电网互联，提升跨

省区电力输送和互济能力。完善电网结构，实现各电压等级电网协

调匹配，保证各类机组发电可靠上网和送出。积极推进电网智能化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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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健全电力需求侧管理体制机制，

完善峰谷电价政策，鼓励电力用户利用低谷电力。积极采用移峰、

错峰等措施，减少电网调峰需求。引导电力用户积极采用节电技术

产品，优化用电方式，提高电能利用效率。 

五、推进技术创新和集成应用 

（十七）提升技术装备水平。进一步加大对煤电节能减排重大

关键技术和设备研发支持力度，通过引进与自主开发相结合，掌握

最先进的燃煤发电除尘、脱硫、脱硝和节能、节水、节地等技术。 

以高温材料为重点，全面掌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600℃超超

临界机组设计、制造技术，加快研发 700℃超超临界发电技术。推

进二次再热超超临界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建设。扩大整体煤气化联合

循环（IGCC）技术示范应用，提高国产化水平和经济性。适时开展

超超临界循环流化床机组技术研究。推进亚临界机组改造为超（超）

临界机组的技术研发。进一步提高电站辅机制造水平，推进关键配

套设备国产化。深入研究碳捕集与封存（CCS）技术，适时开展应

用示范。 

（十八）促进工程设计优化。制（修）订燃煤发电产业政策、

行业标准和技术规程，规范和指导燃煤发电项目工程设计。支持地

方制定严于国家标准的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地方标准。强化燃煤

发电项目后评价，加强工程设计和建设运营经验反馈，提高工程设

计优化水平。积极推行循环经济设计理念，加强粉煤灰等资源综合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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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推进技术集成应用。加强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推

动产学研联合，支持电力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开展煤电节能减排

先进技术创新。积极推进煤电节能减排先进技术集成应用示范项目

建设，创建一批重大技术攻关示范基地，以工程项目为依托，推进

科研创新成果产业化。积极开展先进技术经验交流，实现技术共享。 

六、完善配套政策措施 

（二十）促进节能环保发电。兼顾能效和环保水平，分配上网

电量应充分考虑机组大气污染物排放水平，适当提高能效和环保指

标领先机组的利用小时数。对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接近或达到燃气

轮机组排放限值的燃煤发电机组，可在一定期限内增加其发电利用

小时数。对按要求应实施节能环保改造但未按期完成的，可适当降

低其发电利用小时数。 

（二十一）实行煤电节能减排与新建项目挂钩。能效和环保指

标先进的新建燃煤发电项目应优先纳入各省（区、市）年度火电建

设方案。对燃煤发电能效和环保指标先进、积极实施煤电节能减排

升级与改造并取得显著成效的企业，各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应优先支

持其新建项目建设；对燃煤发电能效和环保指标落后、煤电节能减

排升级与改造任务完成较差的企业，可限批其新建项目。 

对按煤炭等量替代原则建设的燃煤发电项目，同地区现役燃煤

发电机组节能改造形成的节能量（按标准煤量计算）可作为煤炭替

代来源。现役燃煤发电机组按照接近或达到燃气轮机组排放限值实

施环保改造后，腾出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优先用于本企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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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地区的新建燃煤发电项目。 

（二十二）完善价格税费政策。完善燃煤发电机组环保电价政

策，研究对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接近或达到燃气轮机组排放限值的

燃煤发电机组电价支持政策。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制定背压式热电机

组税费支持政策，加大支持力度。 

对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接近或达到燃气轮机组排放限值的燃

煤发电机组，各地可因地制宜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支持有条件的地

区实行差别化排污收费政策。 

（二十三）拓宽投融资渠道。统筹运用相关资金，对煤电节能

减排重大技术研发和示范项目建设适当给予资金补贴。鼓励民间资

本和社会资本进入煤电节能减排领域。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

煤电节能减排项目的信贷支持。 

支持发电企业与有关技术服务机构合作，通过合同能源管理等

方式推进燃煤发电机组节能环保改造。对已开展排污权、碳排放、

节能量交易的地区，积极支持发电企业通过交易筹集改造资金。 

七、抓好任务落实和监管 

（二十四）明确政府部门责任。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

国家能源局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全国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工作

的总体指导、协调和监管监督，分类明确各省（区、市）、中央发

电企业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目标任务。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

能源局重点加强对燃煤发电节能工作的指导、协调和监管，环境保

护部、国家能源局重点加强对燃煤发电污染物减排工作的指导、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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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和监督。 

各省（区、市）有关主管部门，要及时制定本省（区、市）行

动计划，组织各地方和电厂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完善政策措施，加

强督促检查。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会同省级节能主管部门、环保部

门等单位负责对各地区、各企业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工作实施

监管。各级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协调、齐抓共管，形成工作

合力。 

（二十五）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各发电企业是本企业煤电节能

减排升级与改造工作的责任主体，要按照国家和省级有关部门要

求，细化制定本企业行动计划，加强内部管理，加大资金投入，确

保完成目标任务。中央发电企业要积极发挥表率作用，及时将国家

明确的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到具体地方和电厂，力争提前完成，确保

燃煤发电机组能效环保指标达到先进水平。 

各级电网企业要切实做好优化电力调度、完善电网结构、加强

电力需求侧管理、落实有关配套政策等工作，积极创造有利条件，

保障各地区、各发电企业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工作顺利实施。 

（二十六）实行严格检测评估。新建燃煤发电机组建成后，企

业应按规程及时进行机组性能验收试验，并将验收试验报告等相关

资料报送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和所在省（区、市）有关部门。现役

燃煤发电机组节能改造实施前，电厂应制定具体改造方案，改造完

成后由所在省（区、市）有关部门组织有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现场

评估并确认节能量，评估报告同时抄送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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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市）有关部门可视情况进行现场抽查。 

新建燃煤发电机组建成投运和现役机组实施环保改造后，环保

部门应及时组织环保专项验收，检测大气污染物排放水平，确保检

测数据科学准确，并对实施改造的机组进行污染物减排量确认。 

（二十七）严格目标任务考核。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

国家能源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考核办法，每年对各省（区、市）、

中央发电企业上年度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进行考核，考核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对目标任务完成较差的省

（区、市）和中央发电企业，将予以通报并约谈其有关负责人。各

省（区、市）有关部门可因地制宜制定对各地方、各企业的考核办

法。 

（二十八）实施有效监管检查。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

国家能源局会同有关部门开展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专项监管

和现场检查，形成专项报告向社会公布。省级环保部门、国家能源

局派出机构要加强对燃煤发电机组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CEMS）

建设与运行情况及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的监管。各级环保部门要加

大环保执法检查力度。 

对存在弄虚作假、擅自停运环保设施等重大问题的，要约谈其

主要负责人，限期整改并追缴其违规所得；存在违法行为的，要依

法查处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对存在节能环保发电调度实施不力、

安排调频调峰和备用容量不合理、未充分发挥抽水蓄能电站等调峰

电源作用、未有效实施电力需求侧管理等问题的电网企业，要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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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负责人并限期整改。 

（二十九）积极推进信息公开。国家能源局会同有关部门、行

业协会等单位，建立健全煤电节能减排信息平台，制定信息公开办

法。对新建燃煤发电项目，负责审批的节能主管部门、环保部门要

主动公开其节能评估和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三十）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充分利用 12398 能源监管投诉举

报电话，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发挥社会监督作用促进煤电节能减排

升级与改造工作顺利开展。国家能源局各派出机构要依据职责和有

关规定，及时受理、处理群众投诉举报事项，及时通报有关情况；

对违规违法行为，要及时移交稽查，依法处理。 

 

附件： 

1、典型常规燃煤发电机组供电煤耗参考值 

2、燃煤电厂节能减排主要参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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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典型常规燃煤发电机组供电煤耗参考值 

单位：克/千瓦时 

机组类型 
新建机组 

设计供电煤耗 

现役机组 

生产供电煤耗 

平均水平 先进水平 

100 万千瓦级 

超超临界 

湿冷 282 290 285 

空冷 299 317 302 

60 万千瓦级 

超超临界 

湿冷 285 298 290 

空冷 302 315 307 

60 万千瓦 

级超临界 

湿冷 
303 

（循环流化床） 
306 297 

空冷 
320 

（循环流化床） 
325 317 

60 万千瓦级 

亚临界 

湿冷 — 320 315 

空冷 — 337 332 

30 万千瓦级 

超临界 

湿冷 
310 

（循环流化床） 
318 313 

空冷 
327 

（循环流化床） 
338 335 

30 万千瓦级 

亚临界 

湿冷 — 330 320 

空冷 — 347 337 

注：不含燃用无烟煤的 W 火焰锅炉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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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燃煤电厂节能减排主要参考技术 

序号 技术名称 技术原理及特点 节能减排效果 成熟程度及适用范围 

一、 新建机组设计优化和先进发电技术 

1  提高蒸汽参数 

常规超临界机组汽轮机典型参数为 24.2MPa/566℃/566℃，常规

超超临界机组典型参数为 25-26.25MPa/600℃/600℃。提高汽轮

机进汽参数可直接提高机组效率，综合经济性、安全性与工程实

际应用情况，主蒸汽压力提高至 27-28MPa，主蒸汽温度受主蒸汽

压力提高与材料制约一般维持在 600℃，热再热蒸汽温度提高至

610℃或 620℃，可进一步提高机组效率。 

主蒸汽压力大于 27MPa 时，每

提高 1MPa 进汽压力，降低汽

机热耗 0.1%左右。热再热蒸

汽温度每提高 10℃，可降低

热耗 0.15%。预计相比常规超

超临界机组可降低供电煤耗

1.5～2.5 克/千瓦时。 

技术较成熟。 

适用于 66、100 万千瓦

超超临界机组设计优

化。 

2  二次再热 

在常规一次再热的基础上，汽轮机排汽二次进入锅炉进行再热。

汽轮机增加超高压缸，超高压缸排汽为冷一次再热，其经过锅炉

一次再热器加热后进入高压缸，高压缸排汽为冷二次再热，其经

过锅炉二次再热器加热后进入中压缸。 

比一次再热机组热效率高出

2%～3%，可降低供电煤耗 8～

10 克/千瓦时 

技术较成熟。 

美国、德国、日本、丹

麦等国家部分30万千瓦

以上机组已有应用。国

内有 100 万千瓦二次再

热技术示范工程。 

3  管道系统优化 
通过适当增大管径、减少弯头、尽量采用弯管和斜三通等低阻力

连接件等措施，降低主蒸汽、再热、给水等管道阻力。 

机组热效率提高0.1%～0.2%，

可降低供电煤耗 0.3～0.6 克

/千瓦时。 

技术成熟。 

适于各级容量机组。 

4  外置蒸汽冷却器 

超超临界机组高加抽汽由于抽汽温度高，往往具有较大过热度，

通过设置独立外置蒸汽冷却器，充分利用抽汽过热焓，提高回热

系统热效率。 

预计可降低供电煤耗约 0.5

克/千瓦时。 

技术较成熟。 

适用于 66、100 万千瓦

超超临界机组。 

5  低温省煤器 

在除尘器入口或脱硫塔入口设置 1级或 2级串联低温省煤器，采

用温度范围合适的部分凝结水回收烟气余热，降低烟气温度从而

降低体积流量，提高机组热效率，降低引风机电耗。 

预计可降低供电煤耗 1.4～

1.8 克/千瓦时 

技术成熟。 

适用于 30～100 万千瓦

各类型机组。 

6  700℃超超临界 
在新的镍基耐高温材料研发成功后，蒸汽参数可提高至 700℃，

大幅提高机组热效率 

供电煤耗预计可达到 246 克/

千瓦时。 
技术研发阶段。 

二 现役机组节能改造技术 

7  汽轮机通流部分改造 

对于 13.5、20 万千瓦汽轮机和 2000 年前投运的 30 和 60 万千瓦

亚临界汽轮机，通流效率低，热耗高。采用全三维技术优化设计

汽轮机通流部分，采用新型高效叶片和新型汽封技术改造汽轮

预计可降低供电煤耗 10～

20g/kWh。 

技术成熟。 

适用于13.5～60万千瓦

各类型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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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电厂节能减排主要参考技术 

序号 技术名称 技术原理及特点 节能减排效果 成熟程度及适用范围 

机，节能提效效果明显。 

8  
汽轮机间隙调整及汽封

改造 

部分汽轮机普遍存在汽缸运行效率较低、高压缸效率随运行时间

增加不断下降的问题，主要原因是汽轮机通流部分不完善、汽封

间隙大、汽轮机内缸接合面漏汽严重、存在级间漏汽和蒸汽短路

现象。通过汽轮机本体技术改造，提高运行缸效率，节能提效效

果显著。 

预计可降低供电煤耗 2～

4g/kWh。 

技术成熟。 

适用于30～60万千瓦各

类型机组。 

9  
汽机主汽滤网结构型式

优化研究 

为减少主再热蒸汽固体颗粒和异物对汽轮机通流部分的损伤，主

再热蒸汽阀门均装有滤网。常见滤网孔径均为φ7，已开有倒角。

但滤网结构及孔径大小需进一步研究。 

可减少蒸汽压降和热耗，暂无

降低供电煤耗估算值。 

技术成熟。 

适于各级容量机组。 

10  锅炉排烟余热回收利用 

在空预器之后、脱硫塔之前烟道的合适位置通过加装烟气冷却

器，用来加热凝结水、锅炉送风或城市热网低温回水，回收部分

热量，从而达到节能提效、节水效果。 

采用低压省煤器技术，若排烟

温度降低 30℃，机组供电煤

耗可降低 1.8g/kWh，脱硫系

统耗水量减少 70%。 

技术成熟。 

适用于排烟温度比设计

值偏高 20℃以上的机

组。 

11  锅炉本体受热面及风机

改造 

锅炉普遍存在排烟温度高、风机耗电高，通过改造，可降低排烟

温度和风机电耗。具体措施包括：一次风机、引风机、增压风机

叶轮改造或变频改造；锅炉受热面或省煤器改造。  

预 计 可 降 低 煤 耗 1.0 ～

2.0g/kWh。 

技术成熟。 

适用于30万千瓦亚临界

机组、60 万千瓦亚临界

机组和超临界机组。 

12  锅炉运行优化调整 

电厂实际燃用煤种与设计煤种差异较大时，对锅炉燃烧造成很大

影响。开展锅炉燃烧及制粉系统优化试验，确定合理的风量、风

粉比、煤粉细度等，有利于电厂优化运行。 

预计可降低供电煤耗 0.5～

1.5g/kWh。 

技术成熟。 

现役各级容量机组可普

遍采用。 

13  电除尘器改造及运行优

化 

根据典型煤种，选取不同负荷，结合吹灰情况等，在保证烟尘排

放浓度达标的情况下，试验确定最佳的供电控制方式（除尘器耗

电率最小）及相应的控制参数。通过电除尘器节电改造及运行优

化调整，节电效果明显。 

预计可降低供电煤耗约 2～

3g/kWh。 

技术成熟。 

适用于现役30万千瓦亚

临界机组、60 万千瓦亚

临界机组和超临界机

组。 

14  热力及疏水系统改进 
改进热力及疏水系统，可简化热力系统，减少阀门数量，治理阀

门泄漏，取得良好节能提效效果。 

预计可降低供电煤耗 2～

3g/kWh。 

技术成熟。 

适用于各级容量机组。 

15  汽轮机阀门管理优化 

通过对汽轮机不同顺序开启规律下配汽不平衡汽流力的计算，以

及机组轴承承载情况的综合分析，采用阀门开启顺序重组及优化

技术，解决机组在投入顺序阀运行时的瓦温升高、振动异常问题，

预计可降低供电煤耗 2～

3g/kWh。 

技术成熟 

适用于20万千瓦以上机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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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电厂节能减排主要参考技术 

序号 技术名称 技术原理及特点 节能减排效果 成熟程度及适用范围 

使机组能顺利投入顺序阀运行，从而提高机组的运行效率。 

16  汽轮机冷端系统改进及

运行优化 

汽轮机冷端性能差，表现为机组真空低。通过采取技术改造措施，

提高机组运行真空，可取得很好的节能提效效果。 

预计可降低供电煤耗 0.5～

1.0g/kWh。 

技术成熟。 

适用于30万千瓦亚临界

机组、60 万千瓦亚临界

机组和超临界机组。 

17  高压除氧器乏汽回收 

将高压除氧器排氧阀排出的乏汽通过表面式换热器提高化学除

盐水温度，温度升高后的化学除盐水补入凝汽器，可以降低过冷

度，一定程度提高热效率。 

预计可降低供电煤耗约0.5～

1g/kWh 

技术成熟。 

适用于10～30万千瓦机

组 

18  取较深海水作为电厂冷

却水 

直流供水系统取、排水口的位置和型式应考虑水源特点、利于吸

取冷水、温排水对环境的影响、泥沙冲淤和工程施工等因素。有

条件时，宜取较深处水温较低的水。但取水水深和取排水口布置

受航道、码头等因素影响较大。 

采用直流供水系统时，循环水

温每降低 1℃，供电煤耗降低

约 1g/kWh。 

技术成熟。 

适于沿海电厂。 

19  脱硫系统运行优化 

具体措施包括：1）吸收系统（浆液循环泵、pH 值运行优化、氧

化风量、吸收塔液位、石灰石粒径等）运行优化；2）烟气系统

运行优化；3）公用系统（制浆、脱水等）运行优化；4）采用脱

硫添加剂。可提高脱硫效率、减少系统故障、降低系统能耗和运

行成本、提高对煤种硫份的适应性。 

预 计 可 降 低 供 电 煤 耗 约

0.5g/kWh。 

技术成熟。 

适用于30万千瓦亚临界

机组、60 万千瓦亚临界

机组和超临界机组。 

20  凝结水泵变频改造 
高压凝结水泵电机采用变频装置，在机组调峰运行可降低节流损

失，达到提效节能效果。 

预 计 可 降 低 供 电 煤 耗 约

0.5g/kWh。 

技术成熟。 

在大量30～60万千瓦机

组上得到推广应用。 

21  空气预热器密封改造 

回转式空气预热器通常存在密封不良、低温腐蚀、积灰堵塞等问

题，造成漏风率与烟风阻力增大，风机耗电增加。可采用先进的

密封技术进行改造，使空气预热器漏风率控制在 6%以内。 

预计可降低供电煤耗 0.2～

0.5g/kWh。 

技术成熟。 

各级容量机组。 

22  电除尘器高频电源改造 

将电除尘器工频电源改造为高频电源。由于高频电源在纯直流供

电方式时，电压波动小，电晕电压高，电晕电流大，从而增加了

电晕功率。同时，在烟尘带有足够电荷的前提下，大幅度减小了

电除尘器电场供电能耗，达到了提效节能的目的。 

可降低电除尘器电耗。 

技术成熟。 

适用于 30～100 万千瓦

机组。 

23  加强管道和阀门保温 

管道及阀门保温技术直接影响电厂能效，降低保温外表面温度设

计值有利于降低蒸汽损耗。但会对保温材料厚度、管道布置、支

吊架结构产生影响。 

暂无降低供电煤耗估算值。 
技术成熟。 

适于各级容量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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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电厂节能减排主要参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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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电厂照明节能方法 
从光源、镇流器、灯具等方面综合考虑电厂照明，选用节能、安

全、耐用的照明器具。 

可以一定程度减少电厂自用

电量，对降低煤耗影响较小。 

技术成熟 

适用于各类电厂。 

25  凝汽式汽轮机供热改造 

对纯凝汽式汽轮机组蒸汽系统适当环节进行改造，接出抽汽管道

和阀门，分流部分蒸汽，使纯凝汽式汽轮机组具备纯凝发电和热

电联产两用功能。 

大幅度降低供电煤耗，一般可

达到 10g/kWh 以上。 

技术成熟。 

适用于12.5～60万千瓦

纯凝汽式汽轮机组。 

26  亚临界机组改造为超

（超）临界机组 

将亚临界老机组改造为超（超）临界机组，对汽轮机、锅炉和主

辅机设备做相应改造。 
大幅提升机组热力循环效率。 技术研发阶段。 

三 污染物排放控制技术 

27  低（低）温静电除尘 

在静电除尘器前设置换热装置，将烟气温度降低到接近或低于酸

露点温度，降低飞灰比电阻，减小烟气量，有效防止电除尘器发

生反电晕，提高除尘效率。 

除尘效率最高可达 99.9%。 

低温静电除尘技术较成

熟，国内已有较多运行

业绩。低低温静电除尘

技术在日本有运行业

绩，国内正在试点应用，

防腐问题国内尚未有实

例验证。 

28  布袋除尘 

含尘烟气通过滤袋，烟尘被粘附在滤袋表面，当烟尘在滤袋表面

粘附到一定程度时，清灰系统抖落附在滤袋表面的积灰，积灰落

入储灰斗，以达到过滤烟气的目的。 

烟尘排放浓度可以长期稳定

在 20mg/Nm
3
以下，基本不受灰

分含量高低和成分影响。 

技术较成熟。 

适于各级容量机组。 

29  电袋除尘 
综合静电除尘和布袋除尘优势，前级采用静电除尘收集 80～90%

粉尘，后级采用布袋除尘收集细粒粉尘。 

除尘器出口排放浓度可以长

期稳定在 20mg/Nm
3
以下，甚至

可达到 5 mg/Nm
3
，基本不受灰

分含量高低和成分影响。 

技术较成熟。 

适于各级容量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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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旋转电极除尘 

将静电除尘器末级电场的阳极板分割成若干长方形极板，用链条

连接并旋转移动，利用旋转刷连续清除阳极板上粉尘，可消除二

次扬尘，防止反电晕现象，提高除尘效率。 

烟尘排放浓度可以稳定在

30mg/Nm
3
以下，节省电耗。 

技术较成熟。 

适用于 30～100 万千瓦

机组。 

31  湿式静电除尘 

将粉尘颗粒通过电场力作用吸附到集尘极上，通过喷水将极板上

的粉尘冲刷到灰斗中排出。同时，喷到烟道中的水雾既能捕获微

小烟尘又能降电阻率，利于微尘向极板移动。 

通常设置在脱硫系统后端，除

尘效率可达到 70%～80%，可

有效除去 PM2.5 细颗粒物和

石膏雨微液滴。 

技术较成熟。 

国内有多种湿式静电除

尘技术，正在试点应用。

32  双循环脱硫 

与常规单循环脱硫原理基本相同，不同在于将吸收塔循环浆液分

为两个独立的反应罐和形成两个循环回路，每条循环回路在不同

PH 值下运行，使脱硫反应在较为理想的条件下进行。可采用单塔

双循环或双塔双循环。 

双循环脱硫效率可达 98.5％

或更高。 

技术较成熟。 

适于各级容量机组。 

33  低氮燃烧 采用先进的低氮燃烧器技术，大幅降低氮氧化物生成浓度。 
炉膛出口氮氧化物浓度可控

制在 200mg/Nm
3
以下。 

技术较成熟。 

适于各类烟煤锅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