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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五期）炼焦配煤师研修班 

邀 请 函 
尊敬的女士/先生： 

为了推动焦化行业配煤技术的进步，为焦化行业培养优秀的炼焦配煤师，由

中国煤炭资源网（www.sxcoal.com）主办的“2019 年（第五期）炼焦配煤师资

研修班”定于 2019 年 11 月 13—15 日在山西太原召开。我们已于今年成功举办

四期培训，获得了参与企业的一致肯定与好评，本次培训将继续采用集中封闭授

课形式，分为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两个部分，理论知识方面对煤、配煤及炼焦知

识进行系统讲解，实操方面重点针对煤岩分析和煤灰成分分析进行培训讲解。 

培训结束后，将进行全面的考试与评估，培训合格后由山西焦化行业协会与

汾渭能源共同发放炼焦配煤师资格证书。 

主要内容包含以下方面： 

◆ 煤炭的形成和开采 

◆ 煤炭的分类与分析 

◆ 国外典型煤种与中国煤的对比及其应用 

◆ 国内典型煤种的对比与说明 

◆ 配煤炼焦基础理论 

◆ 黏结性与结焦性与 CSR的关系 

◆ 煤灰成分对焦炭热强度的影响 

◆ 煤岩分析在配煤过程中的应用原理与方法 

◆ 硫的附存与转化形式及其在配煤过程中的应用 

◆ 生产工艺对配煤结果及焦炭强度的影响 

◆ 现代炼焦技术及焦炉炉型结构介绍 

◆ 全要素智能配煤系统案例介绍/客户经验交流 

◆ 全要素智能配煤系统实际操作练习 

欢迎各焦化企业同仁积极报名参加！ 

山西汾渭能源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煤炭资源网 

2019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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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须知 
 

培训时间：2019年 11月 13-15日 

培训地点：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滨河东路森林公园四号楼 

主办单位：山西汾渭能源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培训收费：2000元/人，两人以上 1800元/人。 

费用包含培训费、资料费、午餐费，住宿及往返交通自理。 

住宿酒店：滨河饭店（350元/间夜，大床双床同价，含早） 

维也纳快捷酒店（270元/间夜，大床双床同价，含早） 

汉庭快捷酒店（170元/间夜，大床双床同价，含早） 

 

汇款方式：银行转账 

户名：山西汾渭能源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太原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 

帐号：112501040041420 

 

联 系 人：武肖良 18935113844（微信同号） 

公司名称：山西汾渭能源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滨河东路森林公园四号楼 

 

报名方式： 

1.填写回执表，发至秘书处邮箱：msc@fwenergy.com 

2.扫描二维码，报名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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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表 

 
第一天 

08:30-09:00 学员报到：山西省太原市滨河东路森林公园四号楼 

09:00-09:20 开幕仪式，专家介绍与学员自我介绍 

09:20-10:30 

煤炭的形成与分类 
◎地质年代及地层单位           ◎生物的发展演化   ◎成煤环境 
◎成煤年代对炼焦煤性能的影响   ◎工业分析         ◎元素分析                      
◎中国煤炭分类的主要指标       ◎工艺性能         ◎国际煤炭分类介绍 

汾渭能源首席地
质学家  王社龙 

10:30-11:00 休息，合影留念 

11:00-11:50 

国外典型煤种与中国煤的对比及其应用 
◎澳大利亚资源特点及典型煤种     ◎蒙古资源特点及典型煤种 
◎美国资源特点及典型煤种         ◎加拿大资源特点及典型煤种 
国内典型煤种的对比与说明 
◎宁武矿区与济宁矿区 1/3 焦煤对比  ◎陕西气煤与保德气煤对比 
◎柳林矿区与淮北矿区焦煤对比 

汾渭能源首席地
质学家 王社龙 

11:50-12:00 交流与答疑 

12:00-14:30 午餐及休息 

14:30-15:30 

配煤炼焦基础理论  
◎煤的粘结性与结焦性    ◎煤的活性组分与惰性组分   ◎膨胀与收缩 
◎配煤对焦炭显微机构与空隙率的影响                 ◎配煤原理 
◎配煤目的和配煤程序    ◎成焦原理                 ◎焦炭质量指标 
◎焦炭在高炉中的作用    ◎不同高炉对焦炭要求 

汾渭能源总工程师 
教授级高工  
齐洪涛 

15:30-15:50 休息 

15:50-16:50 

煤灰成分对焦炭热强度的影响 
◎煤灰中不同矿物组分对焦炭反应性的影响 
1）莫来石对焦炭反应性的影响  2）石英对焦炭反应性的影响 
3）CaS对焦炭反应性的影响    4）Na对焦炭反应性的影响 
◎各碱金属元素在高温状态下的反应原理  ◎铁元素在焦炭反应过程中的作用 
◎硅铝元素在焦炭反应过程中的作用 

汾渭能源焦化部 
总经理 姜卫民 

16:50-17:20 交流与答疑 

17:30-19:30 欢迎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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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09:00-09:40 
煤岩分析在配煤过程中的应用原理与方法 
◎煤阶与煤种的相关性和所反应的变质程度 ◎不同煤岩组分的性质与作用分析 
◎不同煤阶的强度指数及其应用      ◎不同煤阶的容惰能力与组织平衡指数 

汾渭能源董事长  
常毅军 

09:40-10:20 

硫的附存与转化形式及其在配煤过程中的应用 
◎硫在煤中的存在形式                 ◎硫在炼焦过程中的转化原理 
◎硫酸盐的形成及其对硫转化率的影响   ◎利用硫转化率优化配煤 
◎利用硫转化率高效脱硫 

汾渭能源董事长技
术助理、煤化工高
级工程师 张媛 

10:20-10:40 休息 

10:40-11:30 

生产工艺对配煤结果及焦炭强度的影响  
◎室式结焦原理   ◎室式结焦过程的特点     ◎工艺条件对结焦过程的影响 
◎炭化室不同部位的焦炭质量及裂纹特征      ◎不同炉型对配煤的要求与影响 
◎熄焦方式       ◎破碎粒度   ◎堆积密度  ◎入炉煤水分 
◎温度控制       ◎结焦时间   ◎焦炭在高炉中的作用 

汾渭能源总工程师 
教授级高工  
齐洪涛 

11:30-12:00 交流与答疑 

12:00-14:30 午餐及休息 

14:30-15:30 

全要素智能配煤系统在焦化企业资源优化中的应用 
◎系统对国外配煤技术的吸收和消化 ◎山西省重大科研项目与大规模检验阶段 
◎主要成果与专家评价             ◎资源优化功能介绍 
1）条件设置；2）参数与价格录入；3）目标产品质量；4）资源优化 
◎项目应用情况介绍 

汾渭能源焦化部 
总经理 姜卫民 

15:30-15:50 休息 

15:50-16:50 

全要素配煤系统在洗选企业智能优化中的原理与应用 
◎煤的可选性实验                  ◎以精煤产品热强度为目标的智能化配煤 
◎根据目标产品优化各原料产品配比  ◎反射率区间分布的优化 
◎根据可选性曲线确定不同原料产品配比下的原料比例 

汾渭能源董事长技
术助理、煤化工高
级工程师 张媛 

16:50-17:30 交流与答疑 

 

第三天 

09:00-10:00 全要素智能配煤系统案例介绍/客户经验交流 
汾渭能源焦化事业
部区域经理 刘煊 

10:00-11:00 考试 

11:00-12:00 交流与答疑、结业仪式、颁发培训证书 

12:00-14:30 午餐及休息 

14:30-17:30 分组分企业资源优化实际操作练习、煤岩煤灰设备操作、交流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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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执单 

 

单位名称  是否为发票抬头 □是  □否 

单位地址  

发票信息 

□专票 

□普票 

发票抬头 
（同名称可不写） 

 

发票税号  

地址  开户行  

电话  账号  

参会代表 

姓名 性别 职务 手机 邮箱 

     

     

     

     

企业类型 □煤企  □电厂  □贸易商   □金融   □政府单位   □物流航运  □其他 

住宿安排 

□滨河饭店（350元/间夜，大床双床同价，含早） 
□维也纳快捷酒店（270元/间夜，大床双床同价，含早） 
□汉庭快捷酒店（170 元/间夜，大床双床同价，含早） 
 
房型选择：单人间   间，双人间   间，□不住宿。 
入住日期：11月   日，退房日期 11月   日。 

用餐安排 会议提供三天午餐和第一天晚餐。 

注意事项 请填写本表电子版，□处用“√”选择，此表复制有效。请务必于会前 3天报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