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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电行协字〔2021〕52号 

 

 

关于印发《山西省发电企业（火电燃煤机组）
综合对标办法（2021 版）》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促进我省火电燃煤机组综合对标工作健康发

展，积极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不断提高我省火电

机组安全、经济、环保、可靠运行水平和生产运营管理水平，

受省能源局委托，省电力行业协会组织各方面专家参照中电

联《全国火电燃煤机组能效水平对标办法（2020 版）》和《全

国火电燃煤机组竞赛办法（2020 版）》，并征集各主要发电集

团（投资）公司和火电企业意见，就我省发电企业综合对标

办法进行了修订。现将修订后的《山西省发电企业（火电燃

煤机组）综合对标办法（2021 版）》印发，从 2021 年四季

度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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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和建议，请及时反馈到山西电力行业

技术信息部。 

 

联 系 人：王秀梅 

联系电话：0351-3722725 

电子邮箱：sxsdlhyxh@163.com 

 

 

附件：山西省发电企业（火电燃煤机组）综合对标办法

（2021 版） 

     

 

 

                             山西省电力行业协会 

                                  2021 年 12 月 30 日 

 

 

 

 

 

 

mailto:sxsdlhyxh@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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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山西省发电企业（火电燃煤机组）综合对标办法 

（2021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双碳”目标实现，进一步规范全省发

电企业（火电燃煤机组）综合对标工作，提高火电燃煤机组

（以下简称“火电机组”）安全、可靠、经济、环保运行水

平，节约资源，降低排放，促进提升火电机组能效水平，增

强电力保障能力，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受山西省能源局委托，山西省电力行业协会负

责组织实施全省发电企业综合对标工作，依照全国电力行业

对标要求，规范对标工作流程，核定指标及技术边界，汇集

各类数据信息，形成综合对标数据库，定期汇总对标先进经

验和技术改造实践情况，指导对标活动的有效开展。 

第三条  火电机组综合水平对标，分为以机组等级对标

和以厂对标两部分，原则上要求我省符合条件的火电机组全

部参加。 

第四条  火电机组综合对标按照业绩指标、生产指标和

管理指标三部分进行，分别体现了我省火电企业在经营业绩、

安全生产、能效管理和创新管理等方面的综合水平。其中，

生产指标包括可靠性管理指标、经济性指标、技术监督指标

和环保指标四部分，分别体现了山西省火电机组在安全生产、

节能降耗、设备管理、清洁发电等方面水平。通过对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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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相互借鉴、学习、全面提高我省火电企业管理水平的目的。 

第二章  对标范围和分类 

第六条  火电机组综合对标范围： 

（一）容量级别：600MW 级、300MW 级、300MW 级低热值、

300MW 以下(100MW~220MW)级机组。 

（二）边界条件： 

1. 按机组压力等级：超超临界机组、超临界机组、亚临

界机组、超高压机组、高压机组。 

2. 按机组冷却方式：湿冷机组、空冷机组。 

第七条  火电机组综合对标指标分类： 

（一） 供电煤耗指标分类： 

1. 600MW~700MW 超超临界湿冷机组 

2. 600MW~700MW 超超临界空冷机组 

3. 600MW~900MW 超临界湿冷机组 

4. 500MW~900MW 超临界俄（东欧）制机组 

5. 600MW~700MW 超临界空冷机组 

6. 600MW~700MW 亚临界湿冷机组 

7. 500MW~900MW 亚临界俄（东欧）制机组 

8. 600MW~700MW 亚临界空冷机组 

9. 300MW~350MW 超临界湿冷机组 

10. 330MW~350MW 超临界空冷机组 

11. 300MW~350MW 亚临界湿冷机组 

12. 300MW~350MW 亚临界空冷机组 

13. 300MW~400MW 亚临界进口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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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0MW~250MW 超高压机组 

15. 125MW~165MW 超高压机组 

16. 100MW~120MW 高压机组 

（二）厂用电率指标分类： 

1. 空冷机组 

2. 湿冷机组 

（三）油耗指标不区分点火助燃方式。 

（四）水耗指标分类： 

1. 空冷机组 

2. 湿冷开式循环冷却机组 

3. 湿冷闭式循环冷却机组 

第三章  对标指标和技术方案 

第八条  火电机组综合对标（以厂对标）围绕企业的业

绩、生产、管理等三部分、29 项指标开展（详见《山西省发

电企业（火电燃煤机组）综合对标技术方案》），其中业绩

指标和管理指标以厂为单位统计，生产指标以机组为单位统

计，全厂得分等于三部分指标得分的加权和。 

（一）业绩指标评分（6 项） 

业绩指标评分围绕企业资产、利润、电价、煤价、利用

小时等，主要反映电力企业经营状况。业绩指标具体包括：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净利润率、资产负债率、售电平均单价、

入炉综合标煤单价、设备平均利用小时。 

（二）生产指标评分（18 项） 

生产指标评分围绕机组的能效、环保、技术监督和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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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四部分。 

能效评分（9 项）：机组供电煤耗得分、厂用电率得分、

发电油耗得分、发电水耗得分、主要运行小指标得分（机侧

主、再热蒸汽温度、高加投入率、发电补水率、真空严密性）； 

1.机组供电煤耗得分以机组供电煤耗的定额值与实际值

差值、入厂煤入炉煤热值差修正值为评分依据。其中，定额

值考虑各容量等级机组的基准值、燃烧方式、排汽冷却方式、

出力系数等修正因素； 

2.厂用电率包括脱硫、脱硝、输灰等特许经营项目耗电； 

3.发电水耗得分以机组单位发电量取水量是否达到定额

值为评分依据，定额值的设定考虑机组供水系统、单机容量

等因素； 

4.主要运行小指标得分包含机组机侧主、再热蒸汽温度、

高加投入率、发电补水率和真空严密性 5 个小指标得分。 

（1）主、再热蒸汽温度得分以实际值是否达到设计值

为评分依据； 

（2）高加投入率基准值为 95%，低于基准值此项不得分； 

（3）发电补水率基准值为 1%； 

（4）真空严密性以机组真空下降速度是否低于基准值

为评分依据，其中，基准值以机组容量等级和排汽冷却方式

为取值依据。 

环保指标评分（4 项）：烟尘排放浓度得分、二氧化硫排

放浓度得分、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得分、超低排放得分； 

1.烟尘排放浓度得分，满足《山西省燃煤电厂大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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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排放标准》DB14/T 1703-2018 要求得分，不满足要求不

得分； 

2.二氧化硫排放浓度得分，满足《山西省燃煤电厂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DB14/T 1703-2018 要求得分，不满足要

求不得分； 

3.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得分，满足《山西省燃煤电厂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DB14/T 1703-2018 要求得分，不满足要

求不得分； 

4.超低排放改造机组得分，以机组是否通过超低排放改

造验收为评分依据，验收以获得国家或地方环保部门正式出

具的超低排放技术改造项目验收文件或超低排放奖励电价

文件为准。 

技术监督指标评分（3 项）：化学监督指标得分、热控监

督指标得分、继电保护监督指标得分； 

1.化学监督指标得分以机组汽水品质合格率为评分依据，

≥98%得分； 

2.热控监督指标得分以机组热工保护装置投入率为评分

依据，≥98%得分； 

3.继电保护监督指标得分以继电保护正确率为评分依据，

≥98%得分。 

可靠性指标评分（2 项）：等效可用系数定额完成率得分、

非计划停运定额完成率得分； 

1.等效可用系数定额完成率得分以机组等效可用系数实

际值与定额值比值、运行暴露率为评分依据，定额值考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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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检修天数； 

2.非计划停运定额完成率得分以机组非计划停运次数实

际值与定额值比值、非计划停运小时数实际值与定额值比值、

运行暴露率为评分依据。 

（三）管理指标评分（5 项） 

管理指标评分主要反映电力企业安全管理、科技创新、

管理提升以及信用建设等方面的努力程度和水平。管理指标

具体包括：人身事故、设备事故、环保事件、科技创新成果、

信用建设等级。 

第四章  工作实施 

第九条  综合对标数据按季度统计报送，参加我省综合

对标的各单位，负责填写本单位对标数据，每季度首月的 10

日前报送上一季度的对标数据，填报要求做到真实、准确、

完整、及时。 

第十条  新机组投产不满一年或机组年运行小时不满

3000 小时或机组年备用小时超过 4500 小时，不参与对标排

序，但相关指标数据仍需报送。 

第十一条  山西省电力行业协会负责形成每季度对标

情况分析报告，报送省能源局，并在山西省电力信息（季度）

发布会进行发布。 

第十二条  各单位可根据机组的数据及时反映相关意

见，省电力行协将对有关问题进行核实、更正，对标通报发

布后将不予更正。 

第十三条  对所有参与对标机组的数据，省电力行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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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专家按随机抽查原则进行现场核查。 

第五章  纪律 

第十四条  各发电企业应如实报送所有机组运行数据，

不得选择报送。对异常数据，省电力行业协会将与相关集团

公司核实、或参照其他数据来源分析、核实。 

第十五条  严格执行保密相关规定，参与对标单位及个

人不得随意传播、泄漏企业数据信息，不得通过其它通道违

规上传、传递数据信息。对违反规定人员，按相关规定通报

所属集团公司，严格处理。 

第六章  对标 

第十六条  山西省火电燃煤机组综合对标机组为单机

容量范围在 100MW 以上（包含 100MW）的机组，发布优胜机

组数量为对标机组总数的 20%，按得分高低排序；同时对于

供电煤耗不达供电煤耗基准值的火电机组进行全部通报（供

电煤耗基准值见表 1）。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山西省电力行业协会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录：1.《山西省发电企业（火电燃煤机组）综合对标

技术方案》 

2.《山西省发电企业（火电燃煤机组）综合对标

名词术语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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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山西省发电企业（火电燃煤机组）综合对标技术方案 

（2021 版） 

 
山西省发电企业（火电燃煤机组）综合对标技术方案分

为两部分，分别是以机组等级对标和以厂对标。其中，以机

组等级对标的指标设定和统计计算主要参考中电联 2020 版

的《全国火电燃煤机组能效水平对标办法》和《全国火电燃

煤机组竞赛办法》；以厂对标是按照省能源局相关工作要求，

结合山西省火电机组实际情况设定的指标和统计计算方法。 

第一部分  以机组等级对标 

火电机组等级分为 600MW 级、300MW 级、300MW 级低热

值及 300MW 级以下（100MW~220MW）四个等级，对标结果按

机组等级分别发布。以机组等级对标得分专指综合对标中的

生产指标共 18 项的得分，包括能效、环保、技术监督和可

靠性等四部分。 

一、能效指标评分 

（一）机组供电煤耗得分 F1 

F1=20+供电煤耗定额值-供电煤耗计算值-热值差修正

值 

公式说明： 

1.供电煤耗定额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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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煤耗定额值=供电煤耗基准值×（S1×S2+S3） 

（1）S1为 W 火焰炉修正系数：W 火焰炉 S1=1.01 

（2）S2为机组排汽冷却方式修正系数： 

S2=1.000  开式循环机组、直接、间接空冷机组 

S2=1.005  闭式循环机组 

（3）S3为机组出力系数修正系数： 

S3=0               出力系数 Lf＞0.75 

S3=0.12×（0.75-Lf）    出力系数 Lf≤0.75 

（4）供电煤耗基准值见表 1。 

表 1  机组供电煤耗基准值 

火电燃煤机组供电煤耗基准值 

序号 机组容量（MW） 
参数等级 

（机组类型） 

供电煤耗基准值

（gce/kWh） 
备注 

1 600～700 超超临界湿冷 293  

2 600～700 超超临界空冷 317  

3 600～900 超临界湿冷 303 进口、国产 

4 500～900 超临界湿冷 320 俄制、东欧 

5 600～700 超临界空冷 325  

6 600～700 亚临界湿冷 315  

7 500～900 亚临界湿冷 330 俄制、东欧 

8 600～700 亚临界空冷 335  

9 300～350 超临界湿冷 309  

10 330～350 超临界空冷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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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300～350 亚临界湿冷 323 国产 

12 300～350 亚临界空冷 340 国产 

13 300～400 亚临界 315 进口 

14 200～250 超高压 349  

15 125～165 超高压 353  

16 100～120 高  压 373  

注：①纯凝机组：有两台同类型机组以上的电厂（所有机组必须同时报送），

在机组出力系数、入炉煤质相同或相近条件下，机组供电煤耗相差 5gce/kWh 以上

或机组同比下降 5gce/kWh 以上且上年度或本年度无重大节能改造时，取全厂同类

型机组的供电煤耗平均值作为竞赛数据；供热机组：热电比增加 10%，在纯凝机

组基础上，机组供电煤耗差距可以增加 8.28 gce/kWh； 

②机组标煤量、供热量未单独计量的机组，供电煤耗计算值按厂机组平均值

计算； 

③作为特殊情况机组，单独进行核查，并作出详细核查说明。 

2.供电煤耗计算值 

供电煤耗计算值= 
全年用标煤量

供电量
-72×S4×工业供热热电比-82.8×S5×采暖供热热电比 

（1）S4、S5分别为工业供热、采暖供热抽汽压力修正系

数。 

S4=1.00     工业供热抽汽压力小于等于 0.4MPa 

S4=1.25     工业供热抽汽压力 0.4-0.7MPa(含 0.7MPa) 

S4=1.45     工业供热抽汽压力 0.7-1.0MPa(含 1.0MPa) 

S4=1.65     工业供热抽汽压力 1.0-1.6MPa(含 1.6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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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1.85     工业供热抽汽压力 1.6-3.5MPa(含 3.5MPa) 

S4=2.00     工业供热抽汽压力 3.5-5.0MPa(含 5.0MPa) 

S4=2.50     工业供热抽汽压力大于 5.0Mpa 

S5=1.00     采暖供热抽汽压力 0.1-0.4MPa(含 0.4MPa) 

S5=1.45     采暖供热抽汽压力 0.4-0.7MPa(含 0.7MPa) 

S5=1.80     采暖供热抽汽压力 0.7-1.0MPa(含 1.0MPa) 

注：①.S4、S5取值为工业供热、采暖供热抽汽压力设计值或热力试验值×0.66

  

②.经核实，工业供热、采暖供热抽汽压力设计值或热力试验值与实际运行

值相差 0.3MPa 以上的机组应单独进行核查，并以实际核查结果作为 S4、S5取值

依据。 

（2）全年用标煤量指统计期内生产实际消耗的燃料折

算至标准煤的燃料量，包括发电用标煤量和供热用标煤量，

其中入炉标准煤量应按入炉煤量和入炉煤机械取样分析。 

（3）热电比：是指统计期内电厂向外供出的热量与供

电量当量热量的百分比。 

热电比= 
供热量

供电量×3600(kJ)/（kWh)
×100% 

注：①供热量单位采用 kJ，供电量单位采用 kWh； 

    ②工业供热终端用户为工业企业、采暖供热终端用户为居民； 

    ③ 本办法中供热机组为热电比≥10%的机组。 

3.入厂煤与入炉煤热值差 

入厂煤与入炉煤热值差不应超过 330kJ/kg；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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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kJ/kg时热值差每超过 70kJ/kg，机组供电煤耗得分扣1分，

即： 

热值差修正值=
入厂煤热值-入炉煤热值-330

70
 

注：热值差为负值时，热值差修正值取 0。 

（二）厂用电率得分 F2 

厂用电率得分 F2 最高得 1 分，数据填报准确率 0.5 分。 

注：厂用电率包括脱硫、脱硝、输灰等特许经营项目耗电。 

（三）发电油耗得分 F3 

发电油耗得分 F3 最高得 1 分，数据填报准确率 0.5 分。 

（四）发电水耗得分 F4 

发电水耗得分 F4=2-（发电水耗-定额值） 

发电水耗定额值见表 2。 

表 2  发电水耗定额值 

单位：kg/kWh 

供水系统 
单机容量 

（300MW 级以下） 

单机容量 

（300MW 级） 

单机容量 

（500MW 级及以上） 

闭式淡水 3.20 2.75 2.40 

开式淡水 0.79 0.54 0.46 

空冷机组 0.95 0.63 0.53 

注：①热电联产发电企业取水增加对外供热、供汽不能回收而增加的取水量

（含自用水量）； 

    ②循环水介质既有淡水又有中水的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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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水耗完成值= 
中水量×0.7+淡水量

发电量
 

（五）主要运行小指标得分 F5 

小指标评分的基准分为 10 分。 

1.以汽机侧高压自动主汽门前的蒸汽温度为考核值，最

高得分为 2 分。主蒸汽温度实际值为设计值±3℃内，±3℃

以外每偏离±1℃扣 0.4 分（不足 1℃的部分按比例扣除），

扣满 2 分为止； 

2.以汽机侧中压自动主汽门前的蒸汽温度为考核值，最

高得分为 2 分。再热蒸汽温度实际值为设计值±3℃内，±3℃

以外每偏离±1℃扣 0.4 分（不足 1℃的部分按比例扣除），

扣满 2 分为止； 

3.高加投入率最高得分为 2 分。低于 95%不得分，在 95%

基准上高加投入率每增加 1%，得 0.4 分（不足 1%的部分按

比例得分）； 

4.发电补水率最高得分为 2 分，补水率基准值为 1%，每

高于基准值 0.2 个百分点扣 0.5 分（不足 0.2 个百分点的部分

按比例扣除），扣满 2 分为止； 

5.真空严密性最高得分为 2 分。 

湿冷机组和间接空冷机组真空下降速度 V≤133Pa/min，

每高于基准值 30Pa/min 扣 0.5 分（不足 30Pa/min 的部分按比

例扣除），扣满 2 分为止；直接空冷机组真空下降速度 V≤

100Pa/min，每高于基准值 30Pa/min 扣 0.5 分（不足 30Pa/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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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按比例扣除），扣满 2 分为止。 

二、环保指标评分 

（一）烟尘排放浓度得分 F6 

烟尘排放浓度得分 F6 分值为 3 分，满足《山西省燃煤电

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4/T 1703-2018 要求得分，不

满足要求不得分。 

（二）二氧化硫排放浓度得分 F7 

二氧化硫排放得分 F7 分值为 3 分，满足《山西省燃煤

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4/T 1703-2018 要求得分，

不满足要求不得分。 

（三）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得分 F8 

氮氧化物排放得分 F8 分值为 3 分，满足《山西省燃煤

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4/T 1703-2018 要求得分，

不满足要求不得分。 

注：环保指标以当地环保局监测指标为准。 

（四）超低排放改造机组得分 F9 

通过国家或地方环保部门组织的超低排放节能改造环

保验收得 1 分，没通过不得分。 

注：以国家或地方环保部门正式出具的超低排放技术改造项目验收文件或取

得超低排放奖励电价文件为准。 

三、技术监督指标评分 

（一）化学监督指标得分 F10 

汽水品质总合格率得分=（汽水品质总合格率（%）-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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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说明： 

汽水品质总合格率=
汽水品质合格次数

全部取样测定次数
×100% 

汽水品质合格率低于 98%不得分。 

（二）热控监督指标得分 F11 

热工保护装置投入率得分=热工保护装置投入率（%）-98 

热工保护投入率低于 98%不得分。 

（三）继电保护监督指标得分 F12 

继电保护动作正确率得分=继电保护动作正确率（%）-98 

继电保护动作正确率低于 98%不得分。 

注：基础数据、运行数据的缺项、漏报、误报、不报均由计算机自动统计计

算。只要计算机不给出计算结果，均由计算机自动扣除数据填报准确率得分。 

四、可靠性指标评分 

（一）等效可用系数定额完成率得分 F13 

F13=〔15+(等效可用系数定额完成率×100-100)×运行暴露率〕×

0.2 

公式说明： 

1．等效可用系数定额完成率=
等效可用系数实际值

等效可用系数定额值
×100% 

式中： 

等效可用系数定额值

=

{
 
 

 
 EAF 1                                                                                     无检修

EAF 2                                                                    有检修，不跨年度

EAF 1 − (EAF 1 − EAF 2) ×
当年检修实际天数

检修总天数
      有检修，且跨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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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AF1 为无检修的等效可用系数定额基准值，取值 90，

单位为 %； EAF2 为有检修的等效可用系数定额基准值，

EAF2=EAF1-0.2n，n 为当年检修实际天数。 

2．运行暴露率＝
运行小时

运行小时＋备用小时
×100% 

（二）非计划停运定额完成率得分 F14 

F14={5+0.1×（100-非计划停运次数定额完成率×100）×运行

暴露率-0.04×（非计划停运小时-非计划停运小时定额值）}×0.6 

公式说明： 

1．非计划停运次数定额完成率=
非计划停运次数实际值

非计划停运次数定额值
×100% 

非计划停运次数定额值=非计划停运次数定额基准值 

2．非计划停运小时定额值=非计划停运小时定额基准值 

非计划停运次数、非计划停运小时定额基准值见表 3。 

表 3  非计划停运次数与时间定额基准值 

机组容量P 

（MW） 
 

非计划停运定额基准值 
 

次数（次/a） 
 

时间（h/a） 
 

900＜P≤1350 2.0 100 

100≤P≤900 2.5 120 

第二部分  以厂对标 

火电燃煤机组以厂对标指标包括三部分，业绩指标、生

产指标和管理指标。按业绩、生产和管理指标分类统计，经

权重后相加，得出企业对标的总分。其中业绩指标占比 30%

权重，生产指标占比 50%权重，管理指标占比 20%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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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业绩指标评分 

火电机组业绩指标包括：现金流动负债比率、净利润率、

资产负债率、售电平均单价、入炉综合标煤单价和设备平均

利用小时 6 项指标。 

（一）单项指标分值设定：按所有参与对标企业指标数

值高低排序，以基础分 60 分为准，最高分 100 分，得分按

比例折合成百分制分值。 

公式:单项指标得分=
40

(单项最高值-单项最低值)
×（单项值-单

项最低值）+60 

注：单项最高值指单项指标中各数据数值最高值； 

    单项最低值指单项指标中各数据数值最低值。 

（二）6 项业绩指标按以上方法得出分值，经权重后相

加，得出全厂业绩指标得分。具体为： 

业绩指标得分=现金流动负债比率×15%+净利润率×

25%+资产负债率×15%+售电平均单价×15%+入炉综合标煤

单价×15%+设备平均利用小时×15%。 

二、生产指标评分 

火电燃煤机组以厂对标的生产指标主要选取能效和可

靠性部分指标，分别是：供电煤耗、等效可用系数定额完成

率、非计划停运定额完成率、厂用电率、发电水耗 5 项指标。

原生产其它相关指标:发电油耗、机炉运行小指标(主蒸汽和

再热蒸汽温度、高加投入率、发电补给水率、真空严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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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尘排放浓度、二氧化硫排放浓度、氮氧化物排放浓度、汽

水品质总合格率、热工保护装置投入率、继电保护动作正确

率等，各企业、机组间差异较小，不参与以厂对标得分排序。 

（一）生产指标得分是以各机组得分为统计基础，再折

算为一个厂的得分值。 

以两台机组为例，两台机组各项指标得分折算成一个厂

得分，具体公式： 

供电煤耗得分=（1 号机煤耗得分×1 号机供电量+2 号

机煤耗得分×2 号机供电量）/供电量之和 

厂用电率得分=（1 号机厂用电率得分×1 号机发电量

+2 号机厂用电率得分×2 号机发电量）/发电量之和 

发电水耗得分=（1 号机发电水耗得分×1 号机发电量

+2 号机发电水耗得分×2 号机发电量）/发电量之和 

等效可用系数定额完成率得分=（1 号机等效可用系数

定额完成率得分×1 号机统计期小时+2 号机等效可用系数

定额完成率得分×2 号机统计期小时）/统计期小时之和 

非计划停运定额完成率得分=（1 号机非计划停运定额

完成率得分×1 号机运行小时+2 号机非计划停运定额完成

率得分×2 号机运行小时）/运行小时之和 

（二）5 项生产指标的得分按比例折成 100 以内的得分 

公式:生产指标折算后得分=
40

(单项最高分-单项最低分)
×（单项

得分-单项最低分）+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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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项生产指标均按上述公式得出折算后分值，加

权得出全厂生产指标得分，具体为： 

生产指标得分=供电煤耗折算后得分×50%+厂用电率折

算后得分×10%+发电水耗折算后得分×10%+等效可用系数

定额完成率折算后得分×20%+非计划停运定额完成率折算

后得分×10% 

三、管理指标评分 

管理指标主要包括：人身事故、设备事故、环保事件、

科技创新成果、信用建设等级。 

（一）人身事故、设备事故、环保事件 

人身事故、设备事故、环保事件三项无发生分别计满分，

如发生不分等级均在相应的单项指标得分中全扣，也就是在

管理指标中相应的单项得分为 0 分，企业总分内不再扣除。 

（二）科技创新成果 

科技创新成果分值以基准分 60 分+企业项目得分。企业

该项目得分具体为：获得国家级奖项每项加 5 分，获得全国

性电力行业组织、全国性电力集团、省部级奖项每项加 3分，

获得专利、省级电力行业、地市级、省属集团内部奖项每项

加 1 分。 

（三）信用建设等级 

信用建设等级以取得全国电力行业 AAA 级信用企业计

100 分，AAA-级信用企业计 90 分，AA+级信用企业计 80 分，

AA-级信用企业计 70 分，AA-—A-级信用企业为基准分 6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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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B 级信用企业为 50 分，BB 级信用企业为 40 分，B 级信用

企业为 30 分，C 级信用企业为 20 分，D 级信用企业为 0 分。 

（四）管理指标五项单项指标得出分值后，加权得出全

厂管理指标得分，具体为： 

管理指标得分=人身事故×30%+设备事故×30%+环保

事件×25%+科技创新成果×10%+信用建设等级×5% 

四、全厂综合得分（总分） 

全厂综合得分=业绩指标得分×30%+生产指标得分×

50%+管理指标得分×20% 

五、山西省发电企业（火电燃煤机组）综合对标数据统

计表 

附表 1  山西省火电燃煤机组综合对标填报表（机组对标） 

附表 2  山西省火电燃煤机组综合对标填报表（厂对标） 

附表 3  山西省火电燃煤机组综合对标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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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山西省火电燃煤机组综合对标填报表(机组对标) 

 
企业（全称）                                   （    ）机组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能效 环保 技术监督 可靠性 

供电

煤耗 

厂用

电率 

发电 

水耗 

发电 

油耗 

主蒸汽

温度 

再热蒸

汽温度 

高加投

入率 

发电补

水率 

真空严

密性 
烟尘 

二氧 

化碳 

氮氧 

化物 

超低排

放改造 

汽水品

质总合

格率 

热工保

护正确

率 

继电保

护动作

正确率 

等效

可用

系数 

非计划 

停运 

次数 时间 

gce/kWh % kg/kWh 
t/(亿

kWh) 
℃ ℃ % % Pa/min mg/Nm³ mg/Nm³ mg/Nm³  % % % % 次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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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山西省火电燃煤机组综合对标填报表（厂对标） 

 
企业（全称）                                                                填报日期：  

注：第四行百分数指各单项指标得分在分类指标中所占的权重。 

 

业绩指标 30% 生产指标 50% 管理指标 20% 

现金流

动负债

比率 

净利 

润率 

资产 

负债 

率 

售电平

均单价

（含税） 

入炉综

合标煤

单价 

设备平

均利用

小时 

供电 

煤耗 

厂用 

电率 

发电 

水耗 

等效可

用系数 

非计划 

停运 

人身 

事故 

设备 

事故 

环保 

事件 

科技创

新成果 

信用 

建设 

等级 

% % % 元/千千瓦时 元/吨 h gce/kWh % kg/kWh %  次 次 次 项 等级 

15% 25% 15% 15% 15% 15% 50% 10% 10% 20% 10% 30% 30% 25%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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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山西省火电燃煤机组综合对标数据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或内容选项 

机组编号 

备注 

     

基础数据 

1 铭牌容量 MW       

2 投产时间 年/月/日       

3 机组类型 纯凝、供热（包括供热改造）       

4 参数分类 高压、超高压、亚临界、超临界、超超临界       

5 机组产地 国产、进口、进口（东欧、俄制）       

6  燃烧方式 切圆、对冲、W型、L 型、其他       

7 循环水冷却方式 直接空冷，间接空冷，开式淡水，闭式淡水       

8 给水泵形式 电泵，气泵，电泵和气泵       

9 是否循环流化床机组 低热值       

10 设计供热抽汽压力（工业） MPa       

11 设计供热抽汽压力（采暖） MPa       

12 是否参与综合对标运算 是/否       

13 机组数据可以单独填报 是/否       

14 额定主蒸汽压力（机侧） MPa       

15 额定主蒸汽温度（机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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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额定再热蒸汽压力（机侧） MPa       

17 额定再热蒸汽温度（机侧） ℃       

业绩数据 

1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   

2 净利润率 %   

3 资产负债率 %   

4 售电平均单价 元/千千瓦时   

5 入炉综合标煤单价 元/吨   

6 设备平均利用小时 h   

生产数据（能效） 

7 发电量 万 kWh       

8 供电量 万 kWh       

9 发电标煤量 t       

10 供热标煤量 t       

11 出力系数 %       

12 工业供热量 GJ       

13 工业热电比 %       

14 采暖供热量 GJ       

15 采暖热电比 %       

16 总供热量 GJ       

17 总热电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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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供电煤耗 gce/kWh       

19 入厂煤热量 kJ/kg       

20 入炉煤热量 kJ/kg       

21 入厂煤与入炉煤热量差 kJ/kg       

22 发电厂用电量 万 kWh       

23 供热厂用电量 万 kWh       

24 生产厂用电量 万 kWh       

25 发电水耗 kg/kWh       

26 生产厂用电率 %       

27 发电油耗 t/(亿 kWh)      

 

28 主蒸汽温度（机侧） ℃       

29 再热蒸汽温度（机侧） ℃       

30 高加投入率 %       

31 发电补水率 %       

32 真空严密性 V Pa/min       

生产数据（环保） 

33 二氧化硫排放浓度 mg/m³       

34 氮氧化物排放浓度 mg/m³       

35 烟尘排放浓度 mg/m³       

36 超低排放改造 是/否       

生产数据（技术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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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汽水品质合格率 %       

38 热工保护投入率 %       

39 继电保护正确率 %       

生产数据（可靠性）         

40 运行小时 h       

41 备用小时 h       

42 可用小时 h       

43 降出力等效停运小时 h       

44 停用小时 h       

45 统计期小时 h       

46 可用系数 %       

47 等效可用系数 %       

48 运行暴露率 %       

49 计划停运次数 次       

50 计划停运小时 h       

51 非计划停运次数 次       

52 非计划停运小时 h       

53 检修是否跨年度 是/否       

54 当年检修小时 h       

55 跨年检修总小时 h       

管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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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人身事故 次   

57 设备事故 次   

58 环保事件 次   

59 科技创新成果 项   

60 信用建设等级 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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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山西省发电企业（火电燃煤机组）综合对标名词术语解释 

 

1.现金流动负债比率：指统计期内企业的经营现金净流量同流动负债

的比率，它可以从现金流量角度来反映企业当期偿付短期负债的能力。现

金流动负债比率=经营现金净流量/流动负债×1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在会计“现金流量表”中“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项的期末数填列。 

流动负债合计在会计“资产负债表”中“流动负债合计”项的期末数

填列。 

2.净利润：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利润是企业销售产品的

收入扣除成本价格和税金以后的余额。 

3.净利润率：指净利润与营业收入的比率，利润率=净利润/营业收入

×100%。营业收入=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 

4.资产负债率：指期末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率，资产负债率=期

末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5.售电平均单价（含税）：指统计期售电收入（含税）与售电量的比值，

售电平均单价（含税）=售电收入（含税）/售电量。 

6.入炉综合标煤单价（不含税）：指统计期燃料总成本（不含税）与标

煤量的比值。 

7.发电量：指发电厂（机组）在报告期内生产的电能数量。 

8.发电标煤量：指发电厂生产电能耗用的原煤、燃油和燃气等燃料量

折算成的标准煤量。 

9.供热标煤量：火力发电厂在发电的同时，对外供出蒸汽或热水的热

量，称为供热量。供热标煤量指供出热量耗用的原煤、燃油和燃气等燃料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4%E7%BB%8F%E8%90%A5%E7%8E%B0%E9%87%91%E5%87%80%E6%B5%81%E9%87%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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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折算成的标准煤量。 

10.机组平均负荷：机组平均负荷是指统计期汽轮机发电机组的发电量

与运行小时的比值（kW）。计算公式为： 

机组平均负荷=
统计期内机组发电量

统计期内机组运行小时
 

11.出力系数：统计期内，单元机组总输出功率平均值与机组额定功

率之比，即机组平均负荷与铭牌容量的比值。 

12.供热量：火力发电厂在发电的同时，对外供出蒸汽或热水的热量，

称为供热量。计量单位为“106kJ”。 

供热量包括由背压式机组、抽汽式机组及锅炉供出厂外的蒸汽或热水

的含热量之和，减去返回冷凝水和补给软化水的含热量后计算求得。 

13.工业供热量：指发电厂对外供出的用于工业生产的蒸汽或热水的热

量。 

14.采暖供热量：指发电厂对外供出的用于集中采暖的蒸汽或热水的

热量。 

15.热电比：热电比是指统计期内电厂向外供出的热量与供电量当量热

量的百分比。 

热电比=
供热量

供电量×3600（kJ/kWh）
× 100% 

注：供热量单位：kJ；供电量单位：kWh。 

16.供电煤耗：供电煤耗指统计期内汽轮发电机组每供出 1kWh 电能平

均耗用的标准煤量。它是综合计算了发电煤耗及厂用电率水平的消耗指标。

因此，供电标准煤耗综合反映火电厂生产单位产品的能源消耗水平。计算

公式为 

供电标准煤耗（gce/kWh）= 
 发电煤耗 

1-发电厂用电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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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入厂煤与入炉煤热值差：入厂煤和入炉煤热值差是指入厂煤收到

基低位发热量（加权平均值）与入炉煤收到基低位发热量（加权平均值）

之差，计算入厂煤和入炉煤热值差应考虑燃料收到基水分变化的影响，并

修正到同一收到基水分的状态下进行计算。 

18.点火用油：点火用油是指锅炉点火时用的油量，单位：t/统计期时

间。 

19.助燃用油：助燃用油是指锅炉为稳定燃烧时用的油量，单位：t/

统计期时间。 

20.发电油耗：发电油耗（发电油耗率）是指统计期内单位发电量消耗

的燃油量（含点火燃油和助燃用油），单位 t/(亿 kWh)。 

21.发电厂用电量：指发电厂为发电耗用的厂用电量。 

22.供热厂用电量：指发电厂为供热耗用的厂用电量。 

23.单位发电量取水量（发电水耗）：单位发电量取水量是指火力发电

企业生产每单位发电量需要从各种常规水资源提取的水量。取水量范围是

指企业从各种水源提取的水量，包括取自地表水（以净水厂供水计量）、

地下水、城镇供水，以及企业从市场购得的其他水或水的产品（如蒸汽、

热水、地热水等）等常规水源的水量，取自再生水等非常规水源的水量。 

其中，采用海水（包括海水与淡水的混合水）淡化方式的以进入电厂工业

水池的淡水量为准。采用直流冷却系统的企业取水量不包括从江、河、湖、

海等水体取水用于凝汽器及其他换热器开式冷却并排回原水体的水量；企

业从直流冷却水（不包括海水）系统中取水用做其他用途，则该部分应计

入企业取水范围。采用海水（包括海水与淡水的混合水，溶解性总固体大

于 1000mg/L）循环冷却方式的企业，取用的海水量不计入取水量。 

火力发电取水量供给范围包括：主要生产（主机冷却系统用水、锅炉

补给水处理系统用水等）、辅助生产（辅机冷却系统用水、脱硫系统用水、

燃料系统用水、灰渣系统用水等）和附属生产（消防系统用水、生活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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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用水等）。计算公式如下： 

单位发电量取水量（发电水耗）= 
发电取水量

发电量
 

式中：单位发电量取水量（发电水耗）单位，kg/kWh；发电取水量单

位，kg。 

24.汽轮机主蒸汽压力：汽轮机主蒸汽压力是指汽轮机自动主汽门前的

蒸汽压力值（MPa），如果有多路主蒸汽管道，取算术平均值。 

25.汽轮机主蒸汽温度：汽轮机主蒸汽温度是指汽轮机自动主汽门前的

蒸汽温度值（℃），如果有多路主蒸汽管道，取算术平均值。 

26.汽轮机再热蒸汽压力：汽轮机再热蒸汽压力是指汽轮机再热主汽门

前的蒸汽压力值（MPa），如果有多路再热蒸汽管道，取算术平均值。 

27.汽轮机再热蒸汽温度：汽轮机再热蒸汽温度是指汽轮机再热主汽门

前的蒸汽温度值（℃），如果有多路再热蒸汽管道，取算术平均值。 

28.高压加热器投入率：高压加热器投入率指统计期内高压加热器投入

运行小时数与机组运行小时数的百分比。 

高压加热器的投入率=（1-
∑单台高压加热器投入停用小时数

高压加热器总台数×机组投运小时数
）×100%  

29.发电补水率：火电厂发电补水率是指统计期内汽、水损失水量，锅

炉排污量，空冷塔补水量，事故放水（汽）损失量，机、炉启动用水损失

量，电厂自用汽（水）量等总计占锅炉实际总蒸发量的百分比。 

30.真空系统严密性:真空系统严密性是指机组真空系统的严密程度，

以凝汽器真空下降速度表示，单位：Pa/min。 

凝汽器真空下降速度=试验时间内的真空下降值（Pa）/试验时间（min）。 

31.二氧化硫排放浓度：指统计期内，因机组发电、供热向环境中排

放的二氧化硫折算到每立方米的标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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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氮氧化物排放浓度：指统计期内，因机组发电、供热向环境中排放

的氮氧化物折算到每立方米的标准量。 

33.烟尘排放浓度：指统计期内，因机组发电、供热向环境中排放的烟

尘折算到每立方米的标准量。 

34.超低排放改造：机组以国家或地方环保部门正式出具的超低排放技

术改造项目验收文件或取得超低排放奖励电价文件为准。 

35.汽水品质合格率：汽水品质合格率是指汽水品质合格次数与全部取

样测定次数之比的百分数。 

汽水品质合格率=
汽水品质合格次数

全部取样测定次数
×100％ 

36.热工保护装置投入率： 

热工保护装置投入率＝
机组保护装置投入总数

该机组热工保护装置总数
×100% 

37.继电保护正确动作率：机组继电保护正确动作次数与动作总次数的

比值。 

38.运行小时：设备处于运行状态的小时数。 

39.备用小时：设备处于备用状态的小时数。 

40.可用小时：设备处于可用状态的小时数，可用小时等于运行小时与

备用小时之和。 

41.降出力等效停运小时：降低出力小时，机组处于降低出力状态下

的可用小时数。降出力等效停运小时，机组降低出力小时数折合成按毛最

大容量计算的小时数。 

42.停用小时：根据国家有关政策，长期封存的停用机组和经主管电力

公司批准，上级备案，进行长时间重大技术改造的机组，如烧油（气）改

烧煤、凝汽式改供热式、非静电除尘器改电除尘器、增设脱硫、脱氮装置，

填写停用事件（记为 IACT）；停用时间不计入统计期间小时。若结合机组大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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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设备重大技术改造，其停用小时为机组停运总时间扣除机组计划检修工期。 

43.统计期间小时：设备处于在使用状态的日历小时数。 

44.可用系数： 

可用系数=
可用小时

统计期间小时
×100% 

45.等效可用系数： 

等效可用系数=
可用小时-降低出力等效停运小时

统计期间小时
×100% 

46.运行暴露率： 

运行暴露率＝
运行小时

可用小时
×100% 

47.计划停运：机组处于计划检修期内的状态（包括进行检查、试验、

技术改造，或进行检修等而处于不可用状态）。计划停运应是事先安排好

进度，并有既定期限。 

48.非计划停运： 

非计划停运（UO）——设备处于不可用（U）而又不是计划停运（PO）

的状态。对于机组，根据停运的紧迫程度分为以下 5 类： 

第 1 类非计划停运（UO1）——需立即停运或被迫不能按规定立即投

入运行的状态（如启动失败）。 

第 2 类非计划停运（UO2）机组虽不需立即停运，但需在 6h 以内停运

的状态。 

第 3 类非计划停运（UO3）机组可延迟至 6h 以后，但需在 72h 以内停

运的状态。 

第 4 类非计划停运（UO4）机组可延迟至 72h 以后，但需在下次计划

停运前停运的状态。 

第 5 类非计划停运（UO5）计划停运的机组因故超过计划停运期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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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停运状态。 

上述第 1—3 类非计划停运状态称为强迫停运（FO）。 

49.非计划停运小时： 

非计划停运小时（UOH）——设备处于非计划停运状态的小时数。 

a)非计划停运小时按状态定义可分为下列 5 类： 

第 1类非计划停运小时（UOH1）——机组处于第 1类非计划停运状态

的小时数； 

第 2 类非计划停运小时（UOH2）——机组处于第 2 类非计划停运状态

的小时数； 

第 3 类非计划停运小时（UOH3）——机组处于第 3 类非计划停运状态

的小时数； 

第 4 类非计划停运小时（UOH4）——机组处于第 4 类非计划停运状态

的小时数； 

第 5 类非计划停运小时（UOH5）——机组处于第 5 类非计划停运状态

的小时数。 

b)非计划停运小时（UOH）——机组在统计期内发生的所有各类非计划

停运小时之和，即 UOH=UOH1+UOH2+UOH3+UOH4+UOH5 

50.当年检修小时：指当年设备处于检修状态的总小时数。 

51.跨年检修总小时：指同一检修任务在当年未完成而延续要下一年时

的总检修小时。 

52.人身事故：统计期内发电厂发生人身事故次数。 

53.设备事故：统计期内发电厂发生设备事故次数。 

54.环保事件：指统计期内发生小时排放均值超标，或者其它环保处罚。 

55.科技创新成果：指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全国性、省级行业组织、

省属集团、地市级的科技创新、电力创新、质量管理等奖项；专利（包括

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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