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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燃料成本在火力发电企业中占

发电成本的70％～80％左右，尤其

在目前燃料成本增长过快而电价基

本保持稳定的市场条件下，如何有

效地降低燃料成本以提高煤炭的使

用效率已经成为火力发电企业的迫

切需求。在火力发电企业，健全和

规范燃料管理工作是保证企业生产

正常进行的必要条件，是降低企业

发电成本的主要途径，更是加速企

业流动资金周转的有力手段。随着

电力系统改革的不断深入，电力生

产企业正在并将继续面临更为激烈

的市场竞争的挑战。

火力发电企业的燃料管理流程

复杂、涉及的内容和人员众多。燃

料管理的内容是从编制燃料需用计

划开始，直到混配后送入炉内为

止，包括编制计划、订货采购、调

运调度、计量检质、统计分析、结

算承付、储存保管和混配入炉。国

内现有的燃料管理系统大多实现了

燃料管理的部分功能[1-3]，大多涉及

了燃料的采样、制样、化学分析或

煤场管理等业务环节，很少涉及密

码采制化管理、多级审核、煤场精

细化管理和配煤掺烧等功能，因此

现有的系统功能相对单一、实用性

不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为了有

效地应对改革和市场的双重挑战，

本着“实用、高效、安全、规范”

的总体原则，提出了火力发电企业

燃料管理的信息化建设方案，并经

过严格周密的现场调研和反复论

证，设计开发了火力发电企业燃料

实时管理与智能分析软件服务平台

（FMAP3）。

FMAP3是一个安全、可靠、开

放、高度集成化和标准化的软件服

务平台，具有功能齐全、运行稳

定、设计规范、业务流程科学和使

用简便等特点。FMAP3提供的服务

可以实时、准确、方便地对燃料数

据进行存取、分析、管理和查询，

其实用性与先进性的有机结合将有

效地提高火力发电企业的燃料管理

水平，以最终实现降低成本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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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我国火力发电企业燃料管理的现状，提

出了火力发电企业燃料管理的信息化建设方案，设计

开发了火力发电企业燃料实时管理与智能分析软件服

务平台。该软件平台由燃料实时管理与分析系统、燃

料信息智能检索系统和燃料信息综合管理系统三子系

统组成，功能覆盖了燃料管理的所有业务环节。系统

已经成功地应用到多家火力发电企业的燃料管理系统

中，为规范和加强火力发电企业的燃料管理流程、控

制燃料成本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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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的目的。

1　网络拓扑结构

本平台的网络架构具有距离

远、节点分布分散、数据交流频繁

的特点，这就要求必须有一个高性

能的网络平台来保证各项业务的顺

利运行。网络布线设计采用星形网

络布线结构，网络主要覆盖燃料办

公楼、电厂管理楼、生产楼、铁路

磅房、化验站等地点，在同一建筑

物内超过100m或者为建筑物之间连

接均采用光纤通信，在同一建筑物

内不超过100m，根据综合布线设计

规范要求，采用超五类双绞线进行通

信。发电企业和集团公司通过专线相

连。网络拓扑结构如图１所示。

2　系统流程与功能

2.1　系统流程

FMAP3通过信息系统平台，集

计划管理、合同管理、供应商管

理、调运管理、计量管理、质量管

理、核算管理、库存管理、调运管

理、存煤掺烧、统计分析、智能查

询和决策支持于一体，功能覆盖燃

料管理的每一个业务环节。图2给出

了集团公司级燃料管理的主要业务

流程，图3给出了发电企业级燃料管

理的业务流程。

2.2　平台设计目标

（1）通过有效地管理收、耗、

存、量、质、价等基本数据，实现燃

料信息在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实时

传输、数据共享和无纸化管理；

（2）通过引入统一编码规范、

严格的多级审核机制，实现火力发

电企业进厂煤的密码采制化管理；

（3）通过对历史来煤数据的统

计分析预测当日来煤的煤质情况，

对来煤按煤质进行分区存放，同时

根据收煤和耗煤量自动计算各个分

区的库存和平均煤质信息，实现煤

场的精细化管理；

（4）以煤场不同分区的煤质数

据为基础，设计优化配比算法，以

设定的目标（燃料质量、锅炉质量

等）为优化方向，实现优化配比；

（5）通过各类燃料报表（包括

燃料日报、燃油日报、燃料收耗存

月报、计量盈亏月报、矿发月报、

煤价月报、燃油收耗存月报、油价

月报等）数据的上传和汇总管理，

实现燃料信息在电力企业与集团公

司燃料管理部门间的数据共享和无

纸化管理；

（6）实时掌握煤炭库存状况，

为制定采购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7）在火力发电企业局域网的

基础上，构建集燃料采购、调度、

实时数据传输与管理、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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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查询和决策支持为一体的综合

软件服务平台。

2.3　平台功能

FMAP3软件服务平台主要由燃

料实时管理与分析系统、燃料信息

智能检索系统和燃料信息综合管理

系统三子系统组成。

2.3.1 燃料实时管理与智能分析子系统

该子系统主要提供给发电企业

燃料管理的相关业务部门使用，使用

人员主要为相关的业务专责和主管，

图4给出了该子系统的功能主界面。

该子系统主要具有以下功能：

计量管理：采集过衡数据，对

燃料的接收和耗用进行统计分析；

质检管理：对进厂煤和入炉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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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采样、制样和化验，进行严格

的多级密码采制样管理，提供２级

审核服务；

核算管理：生成对帐单，进行

结算验收，并提供对各类单据的管

理服务；

报表管理：生成和上传本企业

和集团公司所需的各类报表，如电

生16-1等；

合同管理：客户资料、合同和

市场动态的管理；

车辆调度：对进厂车辆进行例

检、对道和排空；

煤场管理：煤场按煤质的高低

和优劣分成若干分区，通过对历史

来煤数据的统计分析预测当日来煤的

煤质情况，调度室根据预测的煤质数

据，对来煤进行按煤质分区存放，同

时根据收煤和耗煤量自动计算各个分

区的库存和平均煤质信息。

配煤掺烧：以煤场不同分区的

煤质数据为基础，利用系统提供的

优化配比算法，以设定的目标（燃

料成本、锅炉寿命等）为优化方

向，实现优化配比。

系统维护：系统的各类维护管

理，如备份、更新省代码等。

2.3.2 燃料信息智能检索子系统

该子系统主要提供给发电企业

负责燃料宏观管理的部门使用，使

用人员主要为公司的主要领导和相

关部门的负责人，通过该系统可以

方便快捷的查询到各种与燃料管理

相关的各类信息并可以进行各种统

计分析，不再需要相关的业务人员

专门为领导提供燃料分析数据。

该子系统主要具有以下功能：

调运信息：检索调运相关信

息，包括燃料调运日报表、计量报

告单、实时过衡数据、煤车发运与

到达等；

发电&耗用：检索发电与耗用

相关信息,包括库存管理、发电与耗

用、煤炭收耗存日报、燃油收耗存

日报等；

煤炭质量：检索煤质相关信息, 

包括化验报告单查询、按矿点煤质

查询、按月煤质查询等；

煤炭价格：检索煤价相关信息, 

包括按矿点煤价查询、按月煤价查

询、煤炭预收验收情况等；

订货&市场：检索订货与市场

信息, 包括订货合同、月合同和协

议、客户资料、市场动态等。

2.3.3 燃料信息综合管理子系统

该子系统主要提供给集团公司

（包括下属分公司）负责燃料管理

的部门使用，使用人员主要为公司

相关部门业务人员和领导，通过该

系统可以方便快捷的查询到所属发

电企业的各种与燃料相关的信息并

可以进行各种统计分析，不再需要

所属电厂的相关的业务人员专门为

公司提供燃料分析数据。

该子系统主要具有以下功能： 

报表分析：自动分析和录入企

业上传的报表数据；

报表汇总：在确定集团公司所

属企业报表上传完成后，自动对各

类报表进行汇总，生成集团公司燃

料报表；

燃料信息检索：检索集团公司

和所属企业的各类报表数据，包括

日报和月报；

系统维护：系统的各类维护功

能，如用户管理、手动汇总等。

3　主要技术特点

（1）针对我国发电企业燃料管

理的实际，以现代企业生产与经营

管理理念为指导思想，FMAP3平台

通过有效地管理收、耗、存、量、

质、价等基本数据，实现了燃料信

息在发电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以

及与集团公司之间的实时传输、数

据共享和无纸化管理，大幅提高了

燃料管理的效率和效益。

（2）FMAP3平台提出并建立

了进厂煤的密码采制化管理模型和

严格的多级审核机制，保证了燃料

数据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弥补了人

工管理的不足，有效地杜绝了由于

人为因素造成的管理偏差，提高了

火力发电企业的燃料管理水平。

（3）FMAP3平台基于火力发

电企业长期积累的大量数据，利用

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技术，为企业

的燃料采购、监督、管理与决策提

供了很好的数据支持，实现了煤场

的精细化管理。

（4）基于煤场的分区管理数据

模型，通过建立配煤掺烧专家系

统，FMAP3平台实现多煤种、复杂

煤质的辅助掺配功能，有效地提高

了发电企业的煤炭利用效率。

（5）FMAP3平台所采用的先

进管理模式和流程对制定整个火力

发电行业的燃料管理规范具有很好

的指导意义。FMAP3平台设计科

学、功能齐全、使用可靠、运行稳

定，已经在多家火力发电企业推广

应用，为规范和加强火力发电企业

的燃料管理流程、控制燃料成本起

到了促进作用，具有良好的社会效

益和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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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本软件平台2004年开发成功，

首先在湖北汉新发电有限公司试

用，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为企业

节约了大量的燃料成本，同时提高

了企业的燃料管理水平。目前该软

件平台经过反复的调试和升级，已

经非常完善和成熟，并于2008年获

得软件著作版权，2009年通过了由

湖北省科技厅组织的科技成果鉴

定。在４年多的时间里，该软件平

台已经成功地应用在国电长源发电

有限公司、国电青山热电有限公

司、荆门热电厂、沙市热电厂、湖

北能源集团鄂州发电有限公司、国

电黄金埠发电有限公司、江西丰城

发电有限公司等多家火力发电企

业。该软件平台具有非常好的推广

应用价值，可以为规范和加强火力

发电企业的燃料管理流程、控制燃

料成本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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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20日，第二届联想商用技术论坛在京召开。作为商用技术论坛的核心组成部分，联想安全分论

坛同期举行。会上，包括联想昭阳系列安全笔记本、ThinkCentreM系列安全PC、昭阳系列加固笔记本、安全服务

器、SMC安全解决方案在内的联想安全产品及解决方案家族闪亮登场。同时，联想与来自政府、大型机构及在京

央企等近百家客户的信息化负责人一道，深入探讨在信息化应用日益深入的环境下，如何通过安全技术、产品

和方案，构筑“可控安全”信息防御系统，应对IT安全威胁，保障商用信息安全等问题。国家密码管理局商用密

码办公室副主任安晓龙、联想集团副总裁兼中国区大客户业务总经理童夫尧、联想集团副总裁兼联想研究院常

务副院长韦卫等嘉宾出席本次论坛。

本次全新亮相的联想系列安全产品和方案，以符合国家标准的可信计算密码模块——TCM安全芯片为基础部

件，从物理安全、数据安全、身份安全等多方面构建了用户终端全方位的安全体系。联想安全产品家族囊括了

从U盘到笔记本，从台式电脑到服务器，从打印机到安全服务的一整套解决方案。安全U盘解决了商用信息数据

交换的问题，不仅可以限制本地U盘无法再外网使用，而且也可以限制外来U盘无法在本地读取，从内外２个方

向屏蔽了信息泄露的窗口；以昭阳K43A、昭阳K23为代表的安全笔记本，依托LTT五维安全技术，将双重硬盘防

护系统和悬浮式硬盘缓冲设计囊括其中，为珍贵的商用信息数据打造了可靠的生存空间；联想安全家族的重量

级产品ThinkCentreM系列台式机，可以充分满足用户对文件实时加密/解密，防止数据恶意拷贝的需求，同时可以

防护来自网络内外的安全威胁，此外独具的密钥备份/恢复功能，使得即使在电脑安全芯片硬件损坏时，系统仍

可进行数据恢复和还原。不仅如此，此次论坛亮相的安全解决方案还包括高可靠、高稳定的万全系列安全服务

器，安全管理客户端SMC2.0等。这些从前端到后台，从单一应用到系统应用的安全方案，不仅以“可信”的宗

旨为用户打造了稳定可靠的IT基石，而且以无懈可击的安全特性构筑了保密信息的立体屏障。

打造可信计算平台，构筑信息安全基石
——联想安全产品及解决方案家族集体亮相

产业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