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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国际 601991、0991

华银电力 600744

桂冠电力 600236

大唐新能源 01798

大 唐 环 境 01272

总装机：141277MW

火 电：96581MW

水 电：27040MW

风 电：16543MW

光 伏：1111MW

托克托，国内最大火电

12台6720MW

塞罕坝，国内最大风电

1510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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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国电力基本情况

第二部分 发电企业锻造持续竞争力

第三部分 智慧电厂研究及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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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装机：18.6亿kW

发电量：52967亿kWh

1.中国电力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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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装机局部过剩、市场充分竞争，电正在从奢华品到公共产品再到服务商

品的属性转变；

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快速发展，破解新能源消纳、峰谷差大、热电解耦等难

题，需要机组具备安全、环保、高效、灵活的特性；

降低燃料成本、管理成本，提高盈利能力，是发电企业一直的追求，也是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这需要依靠技术变革来提升管控能力。

2.发电企业锻造持续竞争力

智能+，为发电企业锻造持续竞争力提供了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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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Safety

• 以人为本——确保

人员作业安全

• 动态感知——防范

网络和外力破坏

• 预防为主——防止

重大设备损坏

灵活
flexible

• 电网友好——机组

负荷实时满足电网

• 燃料适应——宽泛

煤质锅炉高效运行

• 网源协调——满足

民用供热安全

环保
Eco-Friendly

• 洁净排放——燃烧

过程污染物控制

• 协同处理——多污

染物协同脱除

• 水务管理——减量

化、零排放

高效
Efficiency

• 机组性能——动态

调整实现最优

• 生产过程——高效

管理降低成本

• 应急救援——内外

协调快速响应

2.发电企业锻造持续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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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智慧电厂研究及建设

人员安全
功能模块

技术路线 预期效果
技术成熟度
实用性评价

人员安全管理
基于三维空间定位技术和人员佩戴移
动终端监测设备，对电厂人员的移动
位置，生命安全体征进行实时监测。

减少人员安全事故发生。 II级

智能两票

通过对“互联网＋”的应用，将人员
位置、重点设备及敏感区域的监控、
两票管理系统、门禁系统、电子围栏
等相结合，实现安全生产管理。

解决了发电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过
程中，现场人员位置及工作状态
无法把控、外包工难于管理、危
险区域防护不严等问题。

II级

智能安全帽

采用语音、智能摄像头等技术，实现
语音对讲、视频通话，脱帽、跌落报
警，SOS救援，人员定位，电子围
栏轨迹回放，登高、近电、人体监测
等

减少人员安全事故发生 II级

智能巡检机器人

在移动机器人上搭载智能摄像头、红
外成像、气体检测、音频分析等设备，
可以自动完成固定路线的巡检作业，
同时还便于采集相关的数据。

以机器人代替人工巡检，提高生
产运维管理水平的可靠性与及时
性。

II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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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智慧电厂研究及建设

环境安全
功能模块

技术路线 预期效果
技术成熟度
实用性评价

态势感知
对电厂运行数据、网络链路上信息进
行实时监测，实现安全预防、威胁检
测、调查响应、主动防御

实现对电力监控系统全方位、全
天候的网络安全态势感知，及时
发现各类网络安全风险以及非法
访问事件，实现电力监控系统网
络安全的态势感知及预警。

II级

智能安防

采用人脸识别系统、三维可视化门禁、
身份标签等进行人员识别；采用无人
机等技术进行厂围边界和空域巡查，
通过智能跟踪、定位、拦截空中可疑
飞行物系统，防止厂内升压站、主变、
公用系统等重要设备遭到外力袭击。

防止破坏分子进入，防止暴恐袭
击造成机组停运。

II级



第 9页

3.智慧电厂研究及建设

设备安全
功能模块

技术路线 应用效果
技术成熟度
实用性评价

状态检修决
策

以参数状态、设备状态和生产过程为核心，融合多
种来源的状态数据，以故障预警为引领，深入挖掘
和合理使用这些数据，找出其中隐藏的规则性的关
系，实现对发电设备的全方位、全过程的状态监视，
对设备故障在早期进行初步诊断和全面分析评估。

在设备的故障形成的早期发现征兆，
提前采取措施避免故障的发生，变
被动检修为主动检修，变非计划停
机为计划停机，就能够通过减少设
备故障的发生、检修间隔的合理延
长和缩短检修时间降低检修费用，
提高发电机组的可靠性和可用率。

III级

金属关键部
件应力应变
智能监控系
统

针对关键部件利用加装应力特定测点的方法，分析
应力数据规律，智能监控关键部件的应力与寿命情
况。

通过收集一定时间关键金属部件的
应力应变、温度等数据，分析部件
不同工况下的应力应变规律，依据
规律对部件寿命情况进行智能预警。

II级

发电机转子
绕组匝间绝
缘故障在线
监测

在定子槽齿上安装微型探测线圈作为传感器，测量
发电机转子励磁电流所产生的主磁通和槽中的漏磁
通密度来判断是否发生转子匝间短路故障

该方法不受外部条件及匝间短路故
障点在槽中位置的影响,可信度较高，
可在线监测发电机转子匝间短路故
障。

II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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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智慧电厂研究及建设

提高效率
功能模块

技术路线 应用效果
技术成熟度
实用性评价

锅炉燃烧优化
控制

根据锅炉的运行历史数据和相关试验数据，采用人工智
能算法建立锅炉的燃烧过程模型，以此反映锅炉效率和
NOx生成量如何随着不同的配风、配煤燃烧运行方式而
变化的因果特性；结合锅炉的燃烧过程模型，以同时提
高锅炉效率和降低NOx生成量作为优化目标，使用进化
算法实现自适应多目标优化控制，实现了锅炉燃烧的闭
环优化控制。

提高锅炉效率0.5%-1%，
同时降低NOx生成10%。

I级

主再热汽温智
能控制

将现代控制理论与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算法等融于一体，
对主、再热汽温被控对象的大滞后特性进行动态补偿，
有效减小补偿后主、再热汽温广义被控对象的滞后和惯
性，然后通过预测控制、模糊控制等控制策略的有效组
合，从而作为汽温智能控制系统的闭环核心，用于提高
主、再热汽温优化控制的性能。

机组运行在稳态工况下，
主汽温波动小于5℃；变
负荷工况下，主汽温波动
小于8℃。无壁温超温现
象的发生。

I级

冷端优汽轮机
化控制

基于综合经济性最优确定机组的最佳真空，根据不同循
环水温度和机组负荷，确定最优的循环水泵组合运行方
式。

使机组运行在最佳真空，
降低厂用电率，降低供电
煤耗。

II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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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智慧电厂研究及建设

提高灵活性
功能模块

技术路线 应用效果
技术成熟度
实用性评价

储能调频

在发电厂侧建设MW级的储能电池组、储能变流器等设备；
储能系统和机组联合调频时，电网调度的AGC指令同时
下发到机组和储能系统，储能系统利用精准快速的响应
特性调节火电机组出力和AGC指令的差值，弥补短时间
内机组出力与AGC指令的差距。

可以实现对电网的快速响
应

II级

先进算法控制
AGC优化系统

在传统AGC控制PID+前馈的基础上，采用预测控制作为
控制系统核心部分，对AGC控制系统中主汽温度，主汽
压力，主汽温等参数进行预测，超前控制，从而大幅提
高AGC控制系统稳定性和抗扰动能力；通过深度调峰调
频的网源协调灵活性发电技术，实现机组深度调峰智能
控制；通过混合调频技术兼顾机组经济性。

目前国内先进算法控制系
统应用平台较多，效果各
异。效果明显的AGC控
制优化平台可以明显减少
主汽压力与主汽温度的设
定值偏差，在负荷频繁变
动工况下提高AGC控制
系统性能。

I级

热电解耦
采用蓄热罐、电蓄热、汽轮机旁路、低压缸切除等技术，
使机组的上网电量尽可能降到最低，实现发电和供热解
耦。

可以发挥机组的最大供热
能力，满足整个采暖期内
供热需要。

II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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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智慧电厂建设及研究现状

国家能源集团
东胜热电、宿迁、大渡河

华能集团
珞璜、小天都

大唐集团
南京、泰 州

京能集团
钰湖、十堰

德国西门子
MindSphere平台

美国GE
Predix平台（数字双胞胎）

法国电力
eMonitoring远程监测预警平台

国家电网
青海大数据平台

远景能源
山西广灵智慧风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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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智能监测与优化系统

子模块1：锅炉在线测温

子模块2：结焦优化预警

子模块3：四管状态监测与智能诊断

子模块4：燃烧优化控制

3.智慧电厂建设及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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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1：以非接触式红外测温等测量手段为依托，以多源数据融合分析为核心，通过测量设备与智能

数据挖掘算法的结合实现锅炉状态的全面感知

机组运行数据
非接触式连续测温

温度场实时重建算法

三维实时温度场

结焦优化预警

燃烧优化

壁温监测数据

四管状态监测与智
能诊断

壁厚检测数据

3.智慧电厂建设及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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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2：通过人工智能算法与量化专家知识的深度融合，建立具有工程应用价值的锅炉燃烧状态预测

方法，实现了锅炉燃烧的全局寻优，突破了传统控制对多变量耦合、惯性滞后大系统的控制局限

锅炉效率

NOx排放

避免结焦

四管状态

主再热汽温

燃烧优化投入/切出页面

运行参数变化

3.智慧电厂建设及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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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3：通过构建DCS智能扩展控制平台，实现了基于人工智能算法的锅炉燃烧闭环控制，真正实现

锅炉燃烧控制的“智能化”

控制平台机柜 系统闭环投入后，不需要人工干预

NOX降低10%，炉效提高0.5%-1%

开始投运
时刻

投运效果

3.智慧电厂建设及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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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电厂建设处于初级探索阶段

目前存在的问题

以信息化建设为主，对生产过程智能化研究和探索深度不够；

缺乏完整的架构设计，数据、信息、业务、管理不能做到有效融合；

尚未实现对数据的有效利用，重硬件轻软件，重采集轻利用。

3.智慧电厂建设及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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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电厂生产经营管理高度智能、少人无人的最终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

智慧电厂的建设必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研究实践过程，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几个方向

◼ 以设备可靠性为核心的诊断、监测、预警等技术；

◼ 以机组经济性为核心的能效评价、优化运行技术；

◼ 以环保与水务为核心的诊断优化、数据分析技术；

◼ 以分散式供能为核心的智慧能源、智慧水务技术；

◼ 以多能源互补为核心的分布式供能、调度管理技术。

3.智慧电厂建设及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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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

创新

奋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