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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依托能源工程推进燃气轮机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 

 

加快发展燃气轮机是落实能源技术革命、推动能源装备

制造升级的重要任务，也是进一步提升我国工业基础和能源

装备制造水平的重要抓手。为落实国务院领导推进“航空发

动机及燃气轮机”国家重大专项实施的有关指示，推动燃机

产业发展、优化调整能源结构、确保能源供应安全，现就依

托能源工程加快推动燃气轮机创新发展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推进能源生产、消费、技术、体制

革命和国际合作的能源发展战略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实施“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国家重大专项的战略决

策，紧密围绕能源革命和装备制造业发展新要求，加快推动

燃气轮机创新发展。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重型和多

用途中小型燃气轮机并举，组织推动燃气轮机关键技术攻关

和产业发展，有效保障能源革命需求。依托能源工程建设，

进一步完善产业政策，通过组织燃气轮机示范和市场推广应

用有力支撑燃气轮机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 

（二）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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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市场需求导向，支撑能源发展。以能源发展需求为

导向，加快推动各类燃机发展并支持工程应用，重点突破发

电用重型燃气轮机、工业驱动用中型燃气轮机、分布式能源

用中小型燃气轮机以及燃气轮机运维服务技术。 

坚持开放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结合引进技术的消

化吸收再创新，立足自主掌握核心技术，多种形式合作发展，

突破燃气轮机设计、高温部件制造、关键材料、试验验证和

运行维护等核心技术，培育自主知识产权的燃气轮机产业。 

立足现有产业基础，推进产业升级。紧密依托国内已有

产业基础和制造体系，加快突破关键技术瓶颈，弥补发展短

板，打造体系完善、分工合理的专业化产业链，形成自主创

新和持续发展的系统能力。 

依托能源工程建设，形成集中合力。依托各类能源工程

建设，进一步完善支持政策，推动研发、设计、制造、试验、

应用各环节形成合力。 

（三）发展目标 

到 2020 年，结合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突破重型燃气轮

机设计技术、高温部件制造技术和运行维护技术，解决燃气

发电项目设备瓶颈，国内基本形成完整的重型燃气轮机产业

体系。各类中小型燃机自主设计制造体系进一步完善，各类

中小型燃气轮机装备初步实现系列化，满足各类能源项目需

求。燃机运行维护服务基本立足国内，开展先进燃气轮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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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研发。形成燃气轮机自主研发、设计、制造、试验、维修

服务和应用结合的高效机制，具备自主持续发展的能力，有

效保障能源各领域对燃气轮机需求。 

二、重点任务 

（一）重点推动重型燃机发展 

1. 加快发展重型燃机 

根据能源市场需求，在消化吸收引进技术基础上，加快

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的 300MW 等级、F 级燃机。继续推动

50-70MW 等级原型机自主开发、制造和试验。在开展 F 级燃

机技术研究的同时，推动 G/H 级先进高效燃机自主研制。 

2. 全面掌握设计技术 

通过发展 300MW 等级、F 级燃机，掌握燃机设计工具和

规范。重点突破整体设计以及高效多级轴流压气机设计、高

效低排放燃烧室设计、高性能透平设计、控制保护系统设计、

先进气动布局与通流设计、宽适应性多燃料燃烧、先进高效

冷却等技术，优化联合循环系统设计提高运行效率。形成基

本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重型燃机设计体系以及相应规范、软

件和数据库。 

3. 自主制造关键部件 

以热部件为标志，进一步完善和提升重型燃机关键部件

制造技术和能力。自主制造重型燃机高性能轴流压气机、高

效燃烧室(燃料喷射系统、燃烧室套筒和连接件等)和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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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平(透平轮盘、叶片、喷嘴等)以及控制保护系统。突破高

精度气体燃料控制阀门、高可靠性大型滑动轴承、大功率传

动齿轮箱等辅机配套关键零部件。进一步提升气缸、压气机

轮盘、压气机叶片、轴承箱等部件加工制造技术和工艺水平。 

4. 完善试验验证能力 

建设完善重型燃机三大子系统的性能、结构强度等试验

条件，具备大型部件级性能试验能力。结合重型燃机发电项

目建设，建设 F级及以下各容量等级燃用天然气和合成气的

燃气轮机整机发电试验平台，并考虑进行更先进级别燃机整

机发电试验的可能。开展自主重型燃机的大负荷发电系统化

测试，建立相关测试试验考核方法、流程和规范，掌握重型

燃机系统化测试和试验验证技术。 

5. 研究先进重型燃机技术 

针对单循环功率 400MW 等级、联合循环效率达到 60%以

上的 G/H 级重型燃机，研究高压比大流量压气机、低 NOx 排

放燃烧室及等温燃烧、高效透平及其气动、冷却设计技术等。 

（二）发展中小系列燃气轮机 

1. 完善驱动用燃机产业体系 

（1）自主掌握 30MW 级驱动燃机设计技术 

消化吸收引进技术，自主掌握 30MW 等级驱动用燃机设

计技术并完善设计体系。针对 30MW 等级驱动用燃机关键部

件和总体设计等，重点突破以下关键技术：高效多级轴流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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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机设计、高效透平先进气动布局与通流设计、高效稳定低

污染燃烧、宽适应性多燃料燃烧、先进高效冷却等技术。 

（2）形成中小型驱动燃机制造能力 

建设完善中小型驱动用燃机研发制造、工艺体系和售后

服务平台。提升驱动用燃机材料设计研发、零部件制造、整

机总装试验能力，实现中小型驱动燃机的批量制造。 

（3）完善试验验证能力 

根据后续燃机新产品的试验需求，进一步提升工业驱动

燃机关键部件和整机试验验证能力。建立完善驱动燃机应用

考核的试验测试方法、试验流程和试验规范。重点完善低排

放燃烧试验、多燃料燃烧试验、燃烧监测和诊断、调整技术

研发试验、热表工艺研发试验、整机试验和应用考核试验和

示范平台。 

（4）加快示范和推广应用 

依托天然气长输管线工程和页岩气开采压裂车动力驱

动等示范项目，加快完成自主制造驱动燃机的工业试验、考

核和示范。依托天然气长输管线工程建设，推广应用自主驱

动燃机。 

2. 发展分布式能源用系列燃机 

（1）发展中、小、微型系列燃机 

发展功率 1MW 以下等级微型燃机，突破微型燃机设计、

试验、制造和系统集成等关键技术，建设完善微型燃机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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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 

发展功率 1-10MW 等级小型燃气轮机，开展关键部件试

验、样机制造与整机试验验证，完善相关设计和生产规范，

实现分布式供能用、适用多种燃料的燃气轮机产品化和系列

化。 

发展功率 10-80MW 等级的中型燃气轮机，研制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中型工业燃气轮机装

备，形成较完善的设计、制造和试验体系。 

（2）突破各类型燃机设计和验证 

突破微型燃机离心式压气机气动及冷却设计、结构设

计、加工与试验验证，向心透平气动设计、加工与试验验证，

高温高效回热器设计与验证，整体插拔式单筒燃烧室设计，

燃气轮机与高速电机一体化设计，轴承轴系的结构完整性和

动力稳定性技术，气浮轴承、磁悬浮轴承技术。 

突破小型燃机双级离心压气机/组合压气机/多级轴流

压气机气动及冷却设计，高温高效低阻回热器设计，高效轴

流式动力透平设计，先进喷嘴设计，研制伴生气、煤制气等

低热值燃料燃烧室，分布式冷热电供能及其多能互补系统设

计与集成，分布式供能系统测试和评价方法，远程监测、诊

断和信息化管理技术。 

突破中型燃机高性能压气机设计、高性能低排放及双燃

料燃烧室设计、高温气冷透平设计技术和数字式控制系统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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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完成整机设计、关键部件试验、样机制造以及试验验证。 

（3）加快试验示范和推广应用 

建设完善具有一定通用性的中、小、微型燃机试验平台，

满足各类型燃机试验需求。依托海洋平台和各类分布式能源

系统建设，推进各类型燃机示范应用。加快在海洋平台和分

布式能源系统等场合推广应用具有一定成熟度的国产燃气

轮机发电机组。 

（三）加快突破燃机关键材料 

1. 关键部件材料 

加快突破压气机轮盘和叶片、燃烧室部件、喷嘴、透平

轮盘和叶片等高温合金材料。开展高温母合金研发设计，形

成母合金规范并实现批量化生产制备。建设完善关键部件材

料的力学和物理性能试验以及无损探伤等条件，完善热通道

部件材料力学和物理性能数据库。进一步提升大尺寸高温合

金叶片（单晶、定向结晶等）铸造、复杂结构高温合金精密

铸造、透平轮盘制造和其它设备铸件等技术和工艺水平。 

2. 涂层材料 

突破压气机叶片涂层、燃烧室内衬涂层、透平叶片涂层

和护环涂层的材料及制备等技术。研发和提升真空等离子喷

涂、物理气相沉积等工艺。加强各种先进长寿命热障涂层材

料的研发和试验，形成持续研发和创新能力。 

3. 其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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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升复杂结构陶瓷型芯制造技术、高强抗热冲击

陶瓷模壳和高精度模具制造技术、高性能陶瓷基复合材料制

备技术等水平。 

（四）掌握燃机运行维护服务技术 

1. 培育自主运行维护服务体系 

培育自主燃机运行维护服务体系，掌握完整的燃机检

修、服务核心技术和能力，制定燃机检修维护管理标准，形

成自主知识产权的图纸和规范。重点突破部件运行状态监测

与评估技术，寿命评估及延长技术，燃烧监测和诊断、燃烧

调整、燃烧室优化改造技术，热通道部件检测评估及修复技

术（包含燃烧室和透平高温部件服役损伤检测评估、高温部

件基体焊接、涂层修复及修复评估等技术），机组性能提升

及整机匹配技术，智能远程监控及诊断技术，联合循环及分

布式供能系统集成与运行效能诊断技术，智能化电站运行技

术等。开展燃机性能升级、降低排放、维护保养、寿命延长、

远程诊断、智能运行等服务。 

2. 发展第三方运维服务 

依托国内燃机研发、制造和运维单位，发展专业燃气轮

机运维服务，开展逆向工程，结合自主技术和已有产业体系，

开展技术攻关和转化，掌握国内主要机型热通道部件的设计

原理，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图纸和规范，加强燃机热部件修

理、燃机现场检修。重点突破精确扫描及建模造型技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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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部件(压气机、燃烧室、透平)流场分析与结构设计技术、

燃机整机特性分析及部件匹配设计技术和加工规范等。 

（五）加快培育和发展燃气轮机应用市场 

推进落实《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电力发展“十

三五”规划》和《加快推进天然气利用的意见》，提高天然

气发电利用比重，加快培育和发展各类型燃气轮机的应用市

场。根据区域冷热电需求大力发展天然气分布式多联供项

目。支持用电负荷中心和风电、光伏发电端发展燃气调峰电

站，提升电力安全保障水平和降低弃风弃光率。在大气污染

防治重点地区结合热、电负荷需求和气源条件等有序发展燃

气热电联产项目。支持利用煤层气、煤制气、高炉煤气等低

热值气发电。依托天然气输送管线压缩站建设，推动驱动用

燃机应用。通过推动国内各类型燃气轮机技术和产业进步，

明显降低燃气轮机设备造价和维修服务费用。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项目监管 

各类燃气轮机相关项目要与“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

国家重大专项的指导思想保持一致，以能源工程建设有效保

障重大专项的实施。各级投资主管和行业管理部门要加强燃

气发电及其它燃机项目的审批和监管，项目建设方案要与燃

气轮机自主化要求协调配合，建立燃气轮机运行情况监管系

统，支持自主技术装备的示范试验和推广应用。各级投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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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和行业管理部门要加强对燃气轮机设备制造项目的监管

和引导，防止技术重复引进和生产能力盲目扩张。 

（二）支持能力建设 

与重大专项协调配合，高效利用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

金、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等，研究采用 PPP 模式

建立燃气轮机产业发展基金，支持政府、金融机构、企业等

在防范风险基础上创新合作机制和投融资模式，灵活应用投

资补贴、贷款贴息、低息贷款、债券、租赁、证券等，重点

支持各类燃气轮机关键技术攻关、关键部件制造条件升级、

试验能力建设、运维服务能力提升和示范应用。鼓励对承担

国家燃气轮机关键技术装备示范任务的项目给予贷款、保

险、融资等支持。鼓励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燃气轮

机研发制造和工程应用。 

（三）组织示范工程 

组织示范工程承担各类燃气轮机示范试验和推广应用

任务。依托燃气调峰发电、热电联产、IGCC 和煤气低热值应

用等项目建设组织示范工程，开展重型燃气轮机关键部件和

整机示范试验。依托天然气长输管线工程建设，组织燃气轮

机驱动增压站示范，开展驱动用燃气轮机示范应用。根据天

然气分布式能源和海洋平台等发展需求，组织中小型燃气轮

机发电示范。结合典型燃气轮机运行维护服务需求，组织燃

机运行维护服务自主化示范。各类燃气轮机示范项目须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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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化方案，按要求报行业主管部门审核备案。 

（四）完善支持政策 

国家明确的各类燃气轮机示范项目优先纳入相关规划，

由各级投资主管部门按照权限核准或审批。国家重大专项列

入的试验电站项目，由项目所在地主管部门纳入相关规划和

按照权限审批。 

对于各类首台套示范项目，油气企业要切实保障气源供

应和相关配套条件；运行调度管理部门和电网企业要确保示

范项目顺利接入电网，研究建立符合燃气发电机组特性的市

场化调度运行机制，保障示范项目运行时间。示范项目在示

范试验阶段享受项目运行考核等优惠支持政策。 

鼓励具备条件的地区燃气发电通过市场竞争或电力用

户协商确定电价。完善气电价格联动机制，有条件的地方可

积极采取财政补贴等措施疏导天然气发电价格矛盾。细化完

善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并网上网办法，鼓励天然气分布式

能源与电力用户直接签订交易合同，自主协商确定电量和价

格。鼓励各地区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相应支持政策。 

（五）严格招标采购 

各类燃气轮机设备招标采购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招标投标法》及有关规定进行，严禁设立限制国内企业参

与投标的歧视性条款或设立排它性条件。严禁在招标采购中

设置技术性能、参数条件等指标时，出现指定进口或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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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进口的内容。各类示范工程经报主管部门审批，可采用

谈判、竞标等灵活方式招标，保障自主技术装备的试验示范

和推广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