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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州火力发电煤耗水平研究
胡　婷

（红河州经济监测研究中心，云南 红河 661100）

摘　要　火力发电煤耗是反映火力发电能效水平的重要指标，火力发电煤耗高低不仅影响着企 业能源消费总量大小，对整

个地区能源消费总量也起较大的作用。自“十一五”全国开展节能目标考核以来 , 各地能源消费总量增长情况成为节能考

核的重点指标 , 因此开展我州的火力发电煤耗水平研究，对进一步挖掘我州的节能潜力，完成节能“双控”考核目标任务

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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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掌握红河州火力发电企业发电煤耗水平，对我

州 18 户火力发电企业进行了调研。调研采取实地调研和书

面调研的方式，详细了解了企业火力发电的生产流程、发

电煤耗水平的计算方法，调研情况如下：

1 火力发电煤耗简介

1.1 概念

电厂火力发电标准煤耗，是指每发一千瓦时电，所需

耗用的能源消耗量。

其计算公式为：

电厂火力发电标准煤耗（克标准煤 / 千瓦时）

=100× 发电耗用标准煤量（吨标准煤）/ 火力发电量

（万千瓦时）

分子项：发电耗用标准煤量，指发电生产耗用的原煤、

燃料油和燃气等（标准煤）。

1.2 全州平均火力发电煤耗

全州平均火力发电煤耗（克标准煤 / 千瓦时）

=100× 全州有火力发电的企业发电耗用标准煤量（吨

标准煤）/ 全州火力发电企业火力发电量（万千瓦时）

2 我州火力发电基本情况

2.1 电力供应仍以火电为主，但火电占比在下降

火力发电在我州电力供应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全州

电力供应的主力军，也是电力供应调峰的重要抓手，在保

障全州电力供应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020 年，全州火

力发电量 85.75 亿千瓦时，占全社会发电量的 43.4%，比重

高于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但比重较 2010 年下降 21.6

个百分点。

2.2 火力发电以燃煤发电为主

火力发电类型按投入的燃料分，有燃煤发电、燃气发电、

垃圾发电、余热余压余气发电、生物质能发电等。我州火力

发电以燃煤发电为主，2020 年全州燃煤发电量 79.54 亿千瓦

时，占全州火力发电量的 92.8%；余热余压余气发电 6.12 亿

千瓦时，占比 7.1%；生物质能发电 0.09 亿千瓦时，占比 0.1%。

2.3 大型公用电厂发电量占全州火力发电量超九成

我州火力发电以 3 家大型公用电厂为主，2020 年火力

发电量 79.54 亿千瓦时，占全州火力发电量的 92.8%，都是

燃煤电厂。我州还有自备电厂 15 家，覆盖化工、有色冶炼、

制糖、建材等 4 个行业。

3 火力发电煤耗变化情况

“十一五”以来，随着我州经济社会发展和节能降耗工

作的统筹推进，电力消费需求持续扩大，火力发电量增长

较快，火电能效水平不断提高。2020 年全州火力发电量比

2005 年（58.03 亿千瓦时）增长 47.8%；平均火力发电煤耗

也从 2006 年的 408.41 克标准煤 / 千瓦时，下降到 2020 年

的 314.83 克标准煤 / 千瓦时 , 下降了 93.58 克标准煤 / 千瓦时。

火力发电煤耗下降趋势可分为两个时间段，分别为“十一五”

快速下降期、“十二五”至今缓慢下降期。

4 我州降低火力发电煤耗的措施

4.1 从火力发电企业来看

火力发电煤耗高低直接关系到电厂的成本效益，因此

各大电厂均采取不同措施降低火力发电煤耗。从 3 家公用

电厂调研情况看，主要采取以下几大措施：

1. 积极进行设备改造。红河州 3 家燃煤发电企业通过

对机组进行供热改造，实现热电联产。热电联产既能促进

下游豆制品产业节能减排，又积极助推地方经济发展；并

且火电机组热电联产后，有效降低供电煤耗。

2. 优化机组运行方式。在满足电网需求情况下，尽可能

提高燃气轮机出力，提高机组的负荷率；减少机组冷态启动，

争取机组连运。

3. 开展节能技改。通过对标，查找差距，制定改进措施等 ,

主要有燃机转子更换、小真空泵改造、交流润滑油泵改造、

闭冷水泵改造、制氮机改造等；优化辅机运行方式，循泵

随季节切换 ; 优化机组停运后，空压机切换等。

4. 加强燃料管理，逐步降低入厂和入炉热值差 , 煤种掺

烧更加合理，确保锅炉安全和经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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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拓展热网管网，更多满足电厂周边区域企业供热需求 ,

提供高品质蒸汽，热电机组供热量越多，发电煤耗越低，

与下游企业实现互利共赢，助力区域经济发展。

4.2 从提高全州平均发电煤耗水平来看

1. 持续淘汰落后产能，促进煤电行业转型升级。推动

煤电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淘汰煤电落后产能，

促进煤电行业转型升级，提升煤电行业清洁高效高质量发

展水平 , 淘汰关停不达标的 30 万千瓦以下煤电机组。

2. 推进工业园区集中供热 , 促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在

工业园区集中供热。优先发展热电联产、冷热电联供 , 通过

建设背压机组、大容量高效抽凝机组，对现有煤电机组进

行供热改造，提升煤炭高效清洁利用水平。坚持优化结构、

清洁发展。清洁高效发展煤电，合理控制煤电建设规模和

投产时序，推进清洁替代和电能替代，促进煤炭清洁高效

利用。

3. 加强电力生产和输配节能。优先调度可再生发电资

源和低能耗机组发电，最大限度地减少能源、资源消耗。

合理配置调峰电源，减少火电深度调峰，降低煤耗。加强

配电网建设，全面消除高损变压器、线路，降低电网损耗。

5 火电企业提高能效水平存在的主要问题

5.1 从企业反映的情况看

1. 煤炭保供控价难度大。云南及周边市场供煤能力有限，

煤炭供需趋紧。省内其他非褐煤火电也到小龙潭煤矿进行

采购，由于煤矿年度产能有限，造成近期滇南家火电煤炭

采购困难，暂不能满足发电需求。小龙潭煤中硫分、水分

偏高，造成能耗指标高也一定程度影响全州火力发电煤耗

的降低。

2. 余热发电运营管理大多相对粗放。全州余能发电企

业共 12 家，其中建材企业 5 家，有色冶炼企业 3 家，化工

企业 4 家。12 家余能发电企业平均发电煤耗 369.57 克标准

煤 / 千瓦时，大大高于全州平均发电煤耗，多数企业未对余

热发电效率进行考核，回收利用效率低，影响余压发电热

效率的提高。

5.2 从全州发电运行管理情况看

发电额度分配对全州火力发电煤耗影响较大。在我州

全面消纳可再生能源的原则下，在水电丰裕年份，火力发

电份额减少，火电负荷下降，造成火力发电煤耗的波动。

企业自备电厂生产扩大需求等，也一定程度影响了全州火

力发电煤耗的降低。

6 对策建议

1. 加强电力节能调度 , 建设有效竞争的电力市场体系。

进一步强化电力统筹规划，强化电力安全高效运行和可靠

供应，强化政府监管，建设有效竞争的电力市场体系，激

发市场活力，积极拓展州外市场，扩大电力外送规模，以

售电侧专项改革试点和大用户直接交易升级为突破口，探

索符合我州实际的电力体制改革路径、体制和机制。

2. 坚决淘汰落后产能。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相关产业政

策，淘汰落后产能。对大型公用火电厂开展专项节能监测、

节能诊断和能效对标，积极帮扶企业深挖节能潜力、持续

提升能效水平。最大限度压缩（包括停用）低参数常规燃

煤火力发电机组，对于服役年限超过 20 年的机组予以拆除

淘汰，以降低全州发电煤耗，热电联产企业应加快完善能

源计量管理，加强能源统计分析。相关主管部门应建立倒

逼退出机制，对通过实施节能技改、加强能源管理后依旧

未能发挥热电联产节能优势的企业，建议强制关停或限期

退出。

3. 余能发电企业应加强能效数据采集、处理、分析，进

行节能技术改造。水泥企业应加强能源管理，合理选取篦

冷机取风口位置，优化篦冷机配风，提高进入窑头锅炉废

气的热量；加强锅炉、汽轮机定期检查和维护，保证发电

效率；加强原燃材料进厂水分的控制，降低烘干热耗；强

化余热发电系统运营管理，进行发电效率指标考核和对标，

提升水泥窑余热回收利用率。

4. 提高煤矿产能，保供控价。请相关部门在提高省内

电煤保供的同时，适当宏观调控煤价水平，确保火电企业

电煤稳定供应，在枯平期能够满足系统调度发电需求，稳

发多供，为疫后恢复经济，保障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多做贡献。

表 1 红河州 2020 年发电煤耗总体情况表

发电类型 企业数 发电权重 平均发电煤耗（克标准煤 / 千瓦时）

大型公用电厂（煤电） 3 92.8% 287.87

自备电厂 15 7.2% 372.51

其中 : 余能发电 12 7.1% 369.57

生物质能发电 3 0.1% 574.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