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首语From The Editor

伴随着海上风电项目特许权开标日期的临近，“海上风电”逐渐升温，成为业内

和社会关注的热点。无论“特许权”花落谁家，都将意味着我国海上风电开发进入

实质性建设阶段，也将成为中国风电发展史上重彩一笔，由此衍生的海上风电机组

研制以及风电技术的进步将为我国风能产业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这是我们看

得见的未来。

与当年的陆上风电开发相比，今天的海上风电开发，风电机组制造已不是问题，

问题是海上风电开发的技术路线是否成熟，以及中国能不能借力海上风电缩短与世

界风电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甚至在某些领域赶超世界风电先进水平。从某种程度

上讲，这可以称之为我们看不见的未来。

如何使看不见的未来变得清晰可辨，是现今我们必须认识和解决的问题。海上

风电建设难度和投资数额都比陆上风电大得多，从上海东海大桥项目看，其投资额

是陆上风电的 2.5 倍。从这个角度看，如何降低整体成本以及提高风电技术的可靠性

是我们考虑“未来”问题的两个基本点，这也是中国海上风电走上良性发展之路的

关键环节所在。

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尽管抢占海上风电设备市场份额或制高点的竞争已经开始，

但与近年陆上风电设备低价竞争的“白热化”态势相比，制造商参与海上风电设备

竞争显然理性了许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风电设备制造市场正在走向或显

现成熟的一面。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仍需要注重两方面的问题 ：

一方面，要有成熟、可行的机组研制技术方案。历经近年来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

有些制造商已经初步具备了设计陆上风电机组的能力，尽管海上风电机组与陆上机

组有诸多不同，但还是可以借鉴陆上机组的经验，关键是要找到符合中国海上环境

的技术方案，以规避潜在海上风险。这一点对依靠引进技术进军海上风电设备市场

的国内制造商来而言，尤其重要，不能成为国外技术的“试验场”。

另一方面，要注重技术研发和抢占市场两者间的平衡发展。抢得海上市场先机

无可厚非，但不能为了市场而不顾技术的消化和吸收，以及自有技术的储备。海上

风电犹如长跑竞赛，最终要靠自身的“气力”，市场青睐有技术储备的制造商，其中

的道理简单，但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要市场，更要技术，应是基本的发展理念。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发展海上风电需要胆略和勇气，更需要理性、

智慧和科学思维。这样，我们会更好地迎接“海上春天”的到来。

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未来
文／秦海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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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应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的申请，美国政府对华启动了新能源政策和措施

301 调查。这一事件迅速在中国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尤其中国主流媒体的及时跟进

报道，以及对美国无端发难行径所作的深度分析和披露，更是为风能等新能源业内

由此开始的思考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参考。

从见诸媒体的观点看，中国政府的应对非常理性，商务部明确拒绝美国采取的

“绿色双重标准”；国家能源局强调 ：“如果美国执意要这么做，真正受损失的是美

国。”与中国政府部门理性、温和的姿态相比，一些行业组织则对美国的霸权行径表

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愤慨，大多表示将在 WTO 框架内，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

这对相关企业而言，是一种来自业内的温暖，更是一种共同应对的产业力量。

无疑，美国对中国的新能源贸易战损人不利己，定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那么，美国为什么会这样做呢？这与美国的惯性霸权思维有关。的确，美国在很大

程度上掌控着话语权，这种现状恐怕还要持续下去，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话题。可

以肯定的是，美国政府“想整谁就整谁”的做派，最终会受到更多国家的唾弃。毕竟，

人类发展处于一个多级的世界。

那么，美国政府就不怕自己的利益受损吗？怕，但美国政府需要这样的做法。

正如有专家所说 ：“美国政府之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启动 301 调查，离不开国内的政

治生态环境。”当前，美国奥巴马政府面临中期选举，更多是关注选票。作为全美最大、

最活跃的劳工组织，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对政治选举、政府决策等有着极大的号召

力，美国各届政府都需要积极迎合。而且，新能源政策是奥巴马政府的施政纲领之一，

若不能为美国企业在此方面争得利益，也会失去选民的支持。

尽管此次对华 301 调查事件的政治意味很重，但不容忽视的是，中美之间在新

能源领域的竞争正变得日趋激烈，类似 301 调查的事件还会不断发生。而此次事件

以后，我们思考什么，这应是业内共同面对的问题，至少我们的思考应体现在两个

方面 ：

一方面，未来有些政策的制定，我们要更加严谨，尤其要特别注意规避违犯

WTO 规则的风险，使得执意“鸡蛋里挑骨头”的美国方面挑不出骨头，并通过规则

的“完美遵守”和承诺，让中国在中美贸易战中得到世界上更多国家的拥护。

另一方面，业内要加大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研究力度，形成高质量的贸易报告，

为新能源企业进军美国市场提供适时、有效服务，包括美国的文化、政策、法律法规，

以及适宜的设备产品、本土技术专利规避等等，让公共资源为更多的企业所分享。

诚然，美国是中国新能源企业看重的市场，从某种程度上讲，美国的市场相对

成熟，只要中国的相关企业做好功课，采取更为灵活的方式，参与公平合理的美国

市场竞争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对此，我们理应有这样的自信。

美方301调查，我们思考什么
文／秦海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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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项目，上网电价为 0.6235 元 / 千瓦时，

采用上海电气 3.6 兆瓦风电机组，施工

单位为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 ；

中电投联合体中标射阳 30 万千瓦海

上风电场项目，上网电价为 0.7047 元 /

千瓦时，采用华锐 3 兆瓦风电机组，施

工单位为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

  张北、哈密风电基地
  机组设备采购开标

10 月 26 日， 河 北 张 家 口 坝 上

百万千瓦级风电基地二期、新疆哈密

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东南部风区风电设

备招标在北京开标。共有 12 家风电整机

企业提交了 117 份标书，外资企业仅歌

美飒一家参与投标。

此次招标的张家口坝上百万千瓦级

风电基地二期共 14 个风电项目，装机容

量 150 万千瓦，新疆哈密千万千瓦级风

电基地东南部风区共 10 个项目，装机容

量 200 万千瓦。哈密烟墩第二风电场由

于只有 1 家企业投标，未达到 3 家开标

要求，现场未开标。

华锐风电、金风科技和东汽参与了全

部项目投标。金风科技 1.5 兆瓦机组报出了

3850 元 / 千瓦的全场最低价，而华锐和明

阳也分别以 3983 元 / 千瓦和 4000 元 /

千瓦的低价，与金风一起，将我国风电机

组造价拉向新低。而唯一投标的外企歌美

飒报出的机组价格则为 5673 元 / 千瓦。

其余参与投标的企业投标项目数量

分别为湘电 20、上海电气 20、国电联

合动力 20、明阳 19、运达 14（重点张

家口）、东汽 6（张家口）、北重 4（张家

口）、海装 3（张家口 1，哈密 2）。

会  议

  2010平壤国际风能
  研讨会成功举行

9 月 6 日至 10 日，2010 平壤国际

风能研讨会在平壤工人文化宫举行，来

1

市  场

  江苏海上风电
  特许权项目评标结果公布

10 月初，江苏 100 万千瓦海上风电

特许权项目招标结果陆续公布。经评标专

家综合考虑投标企业综合实力和上网电价

等多种因素，最终确定大唐新能源、龙源

电力、鲁能和中电投联合体中标。  此次采

取开发商、整机供应商和施工单位捆绑招

标，开发商中标后，施工单位和整机供应

单位同时确定。具体中标情况如下 ：

大唐新能源中标滨海 30 万千瓦潮间

带风电场项目，上网电价为 0.7370 元 /

千瓦时，采用华锐 3 兆瓦风电机组，施

工单位为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 ；

龙源电力中标大丰 20 万千瓦潮间

带风电场项目，上网电价为 0.6396 元

/ 千瓦时，采用金风 2.5 兆瓦风电机组，

施工单位为江苏电建与南通海建 ；

鲁能中标东台 20 万千瓦潮间带风电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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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朝鲜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和企业等各

界的 50 多名代表参加了研讨会。

中朝两国专家围绕风电产业、技术

和设备制造展开热烈讨论，就世界风能产

业现状和发展前景，朝鲜风能开发利用现

状和前景、风电机组研制情况及中国风能

产业现状和发展前景、风电机组设计、叶

片制造，中国小型风电产业情况、小型风

力机气动设计方法、认证标准、功率测试

和中国风力提水技术等进行了充分交流。

WWEA 秘书长 Stefan 先生、CWEEA

沈德昌研究员、德国 INENSUS 公司管理

主任尼克先生、内蒙古工业大学刘志璋

教授、青岛新源公司总工程师赵福盛教

授出席了研讨会。刘京日部长代表 PIITEC

公司、Stefan 秘书长代表 WWEA、沈德

昌副秘书长代表 CWEA 和 CWEEA 在开

幕式致欢迎辞。

刘志璋教授在《小型风力机性能与

安全认证标准（AWEA）介绍》中，阐

述了小型风力机安全认证标准适应范

围、风电机组功率曲线的测试，并对如

何进行小型机组年发电量计算、噪声测

试、强度和安全性、耐久性测试进行了

详细 介绍。沈德昌详细介绍了我国风电

产业市场、技术、政策情况，并从小型

风电机组的分类和结构、原理、安装和

应用等方面介绍了小型风力发电的基础

知识。在培训中， 沈德昌还从风力提水机

的历史、种类、中国生产厂家情况等方面，

介绍了中国风力提水机的发展情况。赵

福盛重点讲解了风力发电机组控制系统、

叶片材料和设计等相关知识。

此次活动加深了中朝两国科技工作者

之间的友谊和了解。9 月 7 日朝鲜中央电

视台对此次活动进行了报道，9 月 8 日路

透社香港分社也到现场进行了录像采访。

整  机

  明阳风电
  美国上市

10 月 1 日，广东明阳风电集团有

限公司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此

次上市以“MY”为股票代码，共发行

2500 万存托股，每股定价 14 美元，共

募集资金 3.5 亿美元。这是中国首家在

美上市的风电整机制造企业。据称，这

也是今年以来，中国规模最大的一起赴

美上市 IPO 项目。

明阳风电在纽交所上市后，也使得

中国今年登陆纽交所的公司达到了 10

家，预计第四季度仍将有几家公司登陆

纽交所，基本可以恢复到金融危机前全

年超过 15 家企业登陆纽交所的水平。有

分析人士称，这表明美国投资者对中国

经济和中国市场的信心。

明阳风电集团董事长张传卫近日表

示，此次上市所募集的资金将主要用于

产能扩张、产业链拓展和技术研发。明

阳风电集团今后将加速推进风光储一体

化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以及海外市场

扩张战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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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风科技
  香港上市

10 月 8 日，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在香港正式上市，发售价每股

17.98 港元。

据公司董秘马金儒在 10 月 13 日

举行的金风科技香港上市说明会上透露，

作为一家在内地和香港两地上市的 A+H

股风电设备制造企业，金风科技目前的

总市值已超过世界风电制造巨头维斯塔

斯，晋升为全球市值最高的独立风电设

备供应商。

“金风科技市值虽然超过维斯塔斯，

但我们在国际化、研发水平、行业经验、

企业管理等方面仍有许多需要向维斯塔

斯学习的地方。”金风科技董事长武钢说。

马金儒介绍，本次在港发行募集的

资金，计划 3 ～ 5 年内用完，其中 42%

用于生产基地建设，15% 用于设计、研

发投入，22% 用于海外业务拓展，11%

用于偿还银行贷款，10% 补充流动资金。

  天威风电
  2兆瓦机组下线

9 月 28 日，天威风电 2 兆瓦风电机

组在保定下线，该机组具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由天威风电公司与德国 Tembra

公司联合设计开发。在设计研发过程中，

通过对主要部件的优化设计提升产品性

能，机组在主机架、发电机、变频器、

偏航系统等方面进行了改进。

机组主轴承采用单盘调心滚子轴承 ；

转子锁的安装孔集成在轴承座的上部，

操作极为方便。发电机采用四极双馈异

步发电机，可以更好地抵抗由于电网不

稳定对自身的影响，使机组能够持续安

全、稳定地运行。变频器冷却方式有水

冷和空冷两种方式，可以根据安装地点

的不同和用户的要求选择。偏航系统比

兆瓦级风电机组通常使用四点接触球偏

航结构更简单，可靠性更高。无偏 航制

动盘、液压管路装置，成功避免渗漏油

对机组维护量及发电量的影响。

  华锐风电
  5兆瓦机组下线

10 月 12 日，华锐风电自主研发的

首台 5 兆瓦风电机组下线。华锐风电 5

兆瓦系列风电机组包括陆地、海上、潮

间带系列机型，具有单机功率大、单位

面积装机容量大、风能利用效率高、经

济效益好等优点。

华锐风电介绍，单台 5 兆瓦 风电机

组每年发电可达 1000 万度，相当于每

年节约煤炭约 4000 吨标准煤，每年减

排二氧化碳约 8000 吨。

华锐风电有关负责人表示，效率更

高的 5 兆瓦及更大功率的风电机组必将

成为下一代主流机型，并广泛应用于陆

地、海上、潮间带各种环境和不同风能

资源条件的风电场。继 5 兆瓦风电机组

下线后，由华锐风电自主研发的 6 兆瓦

风电机组也将于明年上半年下线，同时

华锐风电还在进行更大功率风电机组的

研发。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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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车2.5兆瓦机组
  年底下线

10 月 13 日，南车在 2010 北京国

际风能大会期间推出其最新产品── 2.5

兆瓦风电机组，并重点展出其 1.5 兆瓦

高海拔风电机组。

南车 2.5 兆瓦风电机组是中国南车

最新研发的一款风电机组，分为风轮直

径 103 米和 99 米两种机型，适用于内

陆和沿海环境。该机型将于今年底下线，

并在明年面向全球市场销售。

南车同时重点推出其 1.5 兆瓦高海

拔风电机组。该机型是南车结合自身轨

道交通产品在高原特殊环境下成熟运行

（青藏线）的技术优势，针对 4000 米以

下的高海拔环境设计，适合在空气密度

低、雷电效应大、日照和辐射强、静电

效应高、湿度大、温差大的高原环境下

运行。据悉，南车 1.5 兆瓦高海拔机组

即将在甘肃、贵州、云南、青海等地批

量装机。

  国电联合动力
  3兆瓦机组下线

10 月 14 日，国电联合动力自主研

发的 3 兆瓦风电机组在公司江苏连云港

制造基地下线。

该机组由国电联合动力与英国 GH

公司联合研发设计，在充分吸收消化 1.5

兆瓦风电机组相关技术的基础上，依托

在全国率先建立的 1:1 全功率电网试验

台研制而成。机组采用传动链加阻尼等

技术，安全性与可靠性高，具备优良的

低电压穿越能力，在同类机型中属于世

界领先水平。

  GE在华风电市场策略
    向“本地化”转变

GE 可再生能源中国区总经理刘宏在

10 月 13 日至 15 日举行的 2010 北京

国际风能大会上表示，GE 风能将中国定

位为“第二故乡”，对中国市场寄予极高

的期待。

GE 能源是最早将 1.5 兆瓦风电机组

带入中国的企业，目前在中国已有近千

台 GE1.5 兆瓦机组正在运行或即将安装，

已经安装的 GE 机组达到 113 万千瓦。

为了改变因机型更新较慢而带来的

掣肘，GE 加大了投入，研究如何提供更

适合中国市场的产品。近期将在中国市

场推出更长叶片的 1.6 兆瓦系列和 2.75

兆瓦系列新型风电机组。10 月份，GE 与

哈尔滨电机厂成立合资公司，联合研制

用于中国潮间带和海上的风电机组，实

现从“国际化”向“本地化”的转变。

GE 能源去年收购了一家欧洲公司，

专门从事直驱技术研发。今年再投资 3.4

亿欧元在欧洲设立 4 个制造厂和研发中

心，为进军欧洲海上风电做准备。与此

同时，GE 能源对中国海上风电则持较为

审慎的态度，主要顾虑还是海上风电的

低电价。但刘宏也表示，GE 能源将努力

进行成本控制，用合理的价格区间来扩

大市场份额。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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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低和速率不高的 RS-485 串行通

讯 ；将以往的变桨和风电机组主控完全

集中到先进的新一代平台上，使主控和

变桨高度统一，大大提高了机组的可靠

性、灵活性、可扩展能力，更易于维护。

零 部 件

  湘电5兆瓦
  风力发电机下线

10 月 21 日，由湘潭电机研制，具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5 兆瓦永磁直驱

海上风力发电机在湘潭下线。

湘电电机研制的 5 兆瓦永磁直驱

海上风力发电机攻克了海上风电机组整

机集成技术、专有单主轴承同步永磁发

电机设计技术、海上风电机组冷却系统

及防腐防潮设计技术、大功率高叶尖线

速度的复合材料叶片等难关，与欧洲已

在试运行的几种同功率等级的风力发电

机比较，具有结构简单、运行可靠、单

11 13

  维斯塔斯
  在华成立技术研发中心

10 月 12 日，维斯塔斯在北京成立

中国技术研发中心。至此，维斯塔斯已

在丹麦、英国、美国、印度、新加坡和

中国 6 个国家建立了技术研发中心。中

国技术研发中心成立后，维斯塔斯已在

中国建成了囊括研发、生产、采购、销

售等环节的完整价值链。

此次成立的中国技术研发中心由维

斯塔斯全额注资，预计在未来 5 年内累

计投资 3.5 亿元人民币，到 2012 年科

研人员总数将达 200 名，且该中心 95%

的员工均为中国本土研发精英。

据维斯塔斯全球技术研发业务总裁

芬恩·马德森介绍，中国技术研发中心

主要有两个职责 ：一是继续支持中国风

电产业以及维斯塔斯在中国业务的进一

步发展 ；二是将开发全新的、突破性的

技术运用到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

  Nordex推出
  N系列风电机组

10 月 14 日，Nordex 在 2010 北

京国际风能大会期间正式宣布面向中国

和亚洲风电市场推出 1.5 兆瓦机组升级

系列（N 系列）产品。该产品系列包括

N77、N82 及 N88。 与 原 S 系 列 相 比，

N 系列机组在电网适应性，控制系统，

变桨和偏航系统方面进行了优化和升级。

N 系列产品优化设计的控制系统、

变频器、变桨系统使机组低电压穿越能

力更可靠、更完善，并可根据不同地区

的低电压穿越要求进行调节。刹车系统

由被动刹车改为主动刹车，避免因机组

故障或处于锁定状态而导致齿轮箱齿面

之间的微颤动，使齿面产生微腐蚀或压

痕或加速点蚀。变频器由空冷变为水冷，

冷却效果更好，变频器运行更稳定和

可靠。控制系统由 Mita 改为 Nordex 的

NC2，使用目前最先进的 Interbus 现场

总线构成整个通讯系统，代替了传统的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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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功率对应质量最轻、便于维护等显著

特点。

据悉，公司计划今年年底前分别在

中国和欧洲市场各安装 1 台 5 兆瓦风电

机组，2011 年开始批量供应国内外市场。

5 兆瓦发电机下线的同时，国家科

技部“海上风力发电技术与检测国家重

点实验室”落户湘电。实验室主要研究

适合于陆地风电场的大型风电机组关键

技术、适合于海上及近海风电场的大型

风电机组关键技术、大型直驱永磁风力

发电机关键技术研究、大型双馈风力发

电机关键技术、机组控制、变流、并网

关键技术等。

  铁姆肯公司
  湘潭合资工厂正式开业

10 月 18 日，铁姆肯公司与湘潭电

机股份有限公司合资成立的铁姆肯湘电

（湖南）轴承有限公司隆重开业。该工厂

主要生产外径将近 2 米的 Timken® 双列

圆锥滚子轴承。

湘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建雄

表示，新工厂生产的首批产品是专门定

制的主轴轴承，为提高湘电风能生产的

兆瓦级直驱型风电机组可靠性提供重要

保障。

作为战略投资的一部分，该工厂制

造的 Timken® UltraWind 超大型轴承，将

有助于满足中国可再生能源市场，尤其

是风电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

“中国的业务发展处于铁姆肯公司全

球发展战略前沿，在未来，也必将保持

这种重要地位。合资工厂将制造世界一

流的轴承产品，以满足未来中国快速发

展的风能行业的需求。” 铁姆肯公司执行

副总裁兼轴承与动力传动集团总裁迈克

尔 •阿诺德表示。

  SKF推出
  3种轴承新品

在 2010 北京国际风能大会暨展览

会上，SKF 推出 3 大新产品，分别是风

力发电机静音运转轴承、可分式高承载

圆柱滚子轴承以及 WindLub 集中自动润

滑系统。

新型静音轴承解决了风力发电机噪

音高这一技术难题。将发电机的系统结

构共振激发降至最低，使发电机具备更

优化的环境适应力。新型的静音轴承还

能与传统轴承进行互换，不需要更改应

用设计参数即可使用。

高承载圆柱滚子轴承不仅解决了滚

子间接触产生的相互干扰问题，容纳了

更多滚子，还可以在较低运行温度下发

挥齿轮箱的高效能，大幅度降低了轴承

套圈截面和滚子的蠕动腐蚀、套圈变形

和破裂的风险。

WindLub 集中自动润滑系统特别针

对风电机组设计，能够计算出在正确时

间和正确地点所有旋转设备所需的精确

润滑剂数量。能够进一步地简化维护作

业，同时也提升了系统的稳定性。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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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随着我国风电市场的蓬勃发展，国内

大大小小的风电会展活动如雨后春笋，似乎一夜间

便占据了各大媒体的醒目位置，企业和行业专家们

也忙于奔波在各大会场与展馆之间。据不完全统计，

仅 2010 年初到现在，国内就举办了 4 场风电专题

大型国际会展，另有数十场次涵盖风电产业的新能

源和可再生能源主题会展。按目前已确定的展会情

况看，2011 年数量将会更多。方兴未艾的中国风

电会展业带着清新的绿色包装，散发出迷人的气息，

一时间应者观者如潮。

会展经济是指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会议和展

览、展销，带来直接或间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一种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会展经济为企业开展营

销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场所。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

情况下，企业都想寻找机会搜集市场信息、促进产

品销售，而参加会展无疑是一个契机。一方面，企

业通过参加会议和展览，可以及时、准确、低成本

地获取各种有效的信息，实施恰当的市场营销组合

策略。另一方面，企业在展览会上通过产品尤其是

新产品展示，可以诱导甚至创造消费需求。

会展经济不仅本身能够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

而且还可以带动交通、旅游、餐饮、住宿、通信、

广告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据专家测算，国际上展览

业的产业带动系数大约为 1 ∶ 9，即展览场馆的收

入如果是 1，相关的社会收入为 9。风电产业的社

会辐射功能，通过会展的形式得以集中体现。

中国风电会展业和风电会展经济的火热场面，

是中国风电产业和市场繁荣壮大的突出标志，这种

大规模的开放性行业活动，为行业发展营造良好的

社会氛围尤为重要。以刚刚结束的 2010 北京国际

风能大会暨展览会为例，参展企业突破 500 家，参

加研讨会的代表 3500 余人次，展览会观众达 3 万

余人次，被媒体称为“行业第一展”。作为国内风

电行业高层次大型会展的代表之作，2010 北京国

际风能大会暨展览会“高明”在什么地方呢？对中

国风电行业会展又有哪些启示？

风电会展要致力于产业进步
■本刊记者︱于贵勇

盛会“盛”在哪儿

作为全球风电行业的盛会，2010 北京国际风

能大会暨展览会做到了名副其实。“盛”字首先体现

在规模上，规模意味着这个平台的广阔度，意味着

有多少商机、多少信息源。一届成功的展会应该是

业内知名商家云集，是对整体水平的一次大检阅。

企业不仅仅关注参展可能产生的短期和实际利益，

也需要在国际大聚会上展示自己的形象，显示一种

“存在”。500 余家参展企业不论大小，“盛”气十足。

其次体现在层次上，规格意味着展会成果能在多大

程度上转化为影响行业发展的积极动力。这不仅要

体现展览的档次，还要体现行业的最高技术水平和

从业团体的最高素质，包括会议的层次。会议可以

由行业团体推动，但一定要有政府决策部门和影响

决策的顾问团体的参与，要有业内顶级专家学者的

参与，要有知名企业的领导人参与，从而使会议结

论能够反映行业主流思维和最高智慧并较好地为政

府决策提供参考。在本届大会的各个论坛和研讨会

中，都有国家立法机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

源局以及电网方面相关人士的参与。

最后体现在务实性与前瞻性的有机结合上，务

实是专注于当前实际和突出问题，前瞻代表着进步、

预示着方向。不务实便流于空泛，而无前瞻则会招

致短视的尴尬。会议认真讨论了当前制约我国乃至

全球风电发展的主要问题的解决之策，以实事求是

的态度分析中国的风电并网问题和技术创新方案 ；

于一片聒噪纷扰声中确定“主旋律”，反对低水平重

复建设造成的产业浪费，既鼓励竞争又对企业适时

预警 ；对长远规划和协调发展进行深刻地再认识，

用“与时俱进”的眼光看待中国风电产业发展问题。

以上三点是大会成功的关键。我们不能对一次

会议的影响期望过高，但作为从产业政策到企业水

平的一次严肃审视和总结，大会理应承担起更多的

责任。没有这份责任感，会展就会变成一个低水平

的自贸集市，热闹是热闹，实际意义不大。如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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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我国风电产业规模的不断发展壮大，

与之相关的各项研究工作也在逐步走

向细致和深入。风电业内外专家学者

以崇高的敬业精神，为研究工作呕心沥血，取

得大量极具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为支撑

国家的风能产业政策和推动产业健康快速成长，

发挥了巨大作用。与此同时，一部分研究结论

的合理性却受到了人们的广泛质疑，被指责研

究工作以部门利益为导向，缺乏行业高度和大

局意识。这种批评，实际上反映出业界对开展

研究工作的主体的一种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源

于研究主体的“一元化”，其观点难以“服众”。

有一个现象令人深思，前不久某门户网站

上进行的公众对专家信任度的调查显示，专家

被信任的程度又创“新低”。在专家无法独立的

情况下，社会必然滑向信任危机的深渊，而在

专家所属团队无法独立的情况下，专家又岂能

“独善其身”，甚至只能是具体利益的维护者。

经过若干回合的机构改革，国家级的研究

机构大多已经放归企业，按照企业化的方式运

作，也有的直接隶属于企业，为企业的发展战

略服务。于是人们开始担心，企业化运作模式

的天然属性所导致的本体利益最大化诉求，使

研究主体很难超越部门利益而“胸怀天下”，以

至于凭借强大的科研实力去形成舆论优势，排

挤其他利益群体，甚至影响政府的决策。作为

在固定行业积蓄多年的资深研究团体，集中了

该行业的大量精英，在技术和科研实力上占据

绝对的优势，在研究项目中，其他团体少有介

入的空间。然而，任何试图通过所谓的研究结

论来左右人们思考的做法都是不现实的。不管

多么“权威”的表述，都必须经得起历史和实

践的检验。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去年被炒得沸

沸扬扬的关于风电到底能够在电网中占有多大

比例的问题，国外百分之二十的风电占比被国

内某著名研究机构宣称是“不合国情”，然而内

蒙古很快以无可辩驳的数据刷新了专家们关于

“风电占比不能高于百分之十”的论断。

令情况更为复杂的是省市级的某些研究团

队，以结果为导向进行研究，为地方的发展思

路寻找理论和技术支持，常常是先确定目标再

找依据。这样本末倒置的研究，会让地方的开

发限于无序，让企业被误导，使国家层面的发

展思路和规划受到严重干扰和影响，在中央与

地方的博弈中，行业的发展绕了许多弯路。

要解决上述问题，其实并不难，在不改变

研究主体的角色归属的情况下，简单易行的办

法就是让研究主体突破单一的部门，从“单极”

走向“多元”，还研究以客观，还事实以本真。

我们注意到，目前的一些研究项目，已经

具有多元化的趋向，体现出了明显的进步。

以国网能源研究院和维斯塔斯中国公司的

“风电和电网协调发展联合研究”为例，目前该

研究项目的第一阶段成果已经发布，预计全部研

究计划将于今年 12 月份完成。该项目得到了国

内外包括政府、企业、研究机构以及行业组织的

参与和支持，对风能领域的研究组织形式进行了

有益的尝试。研究过程中，各方平等协商，有很

多视角和理念是与以往的研究不同的，成为本次

研究中令人振奋的亮点。最值得一提的是研究方

“协调发展”概念的提出，用系统论的方法研究

风能乃至整个能源系统整合的途径，包括供热和

输电以及其他能源利用方式。国网方面的专家首

关于风电并网问题的研究，不仅是技术问题攻关，更是关于利益机制

调整问题的研究。涉及到利益的调整，就很难由一方主导，而必须有各方

代表的平等参与和贡献。

随
着我国风电产业规模的不断发展壮大，

与之相关的各项研究工作也在逐步走

向细致和深入。风电业内外专家学者

以崇高的敬业精神，为研究工作呕心沥血，取

得大量极具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为支撑

国家的风能产业政策和推动产业健康快速成长，

发挥了巨大作用。与此同时，一部分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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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工作以部门利益为导向，缺乏行业高度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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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进行的公众对专家信任度的调查显示，专家

被信任的程度又创“新低”。在专家无法独立的

情况下，社会必然滑向信任危机的深渊，而在

专家所属团队无法独立的情况下，专家又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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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大多已经放归企业，按照企业化的方式运

作，也有的直接隶属于企业，为企业的发展战

略服务。于是人们开始担心，企业化运作模式

的天然属性所导致的本体利益最大化诉求，使

研究主体很难超越部门利益而“胸怀天下”，以

至于凭借强大的科研实力去形成舆论优势，排

挤其他利益群体，甚至影响政府的决策。作为

在固定行业积蓄多年的资深研究团体，集中了

该行业的大量精英，在技术和科研实力上占据

绝对的优势，在研究项目中，其他团体少有介

入的空间。然而，任何试图通过所谓的研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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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权威”的表述，都必须经得起历史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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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以结果为导向进行研究，为地方的发展思

路寻找理论和技术支持，常常是先确定目标再

找依据。这样本末倒置的研究，会让地方的开

发限于无序，让企业被误导，使国家层面的发

展思路和规划受到严重干扰和影响，在中央与

地方的博弈中，行业的发展绕了许多弯路。

要解决上述问题，其实并不难，在不改变

研究主体的角色归属的情况下，简单易行的办

法就是让研究主体突破单一的部门，从“单极”

走向“多元”，还研究以客观，还事实以本真。

我们注意到，目前的一些研究项目，已经

具有多元化的趋向，体现出了明显的进步。

以国网能源研究院和维斯塔斯中国公司的

“风电和电网协调发展联合研究”为例，目前该

研究项目的第一阶段成果已经发布，预计全部研

究计划将于今年 12 月份完成。该项目得到了国

内外包括政府、企业、研究机构以及行业组织的

参与和支持，对风能领域的研究组织形式进行了

有益的尝试。研究过程中，各方平等协商，有很

多视角和理念是与以往的研究不同的，成为本次

研究中令人振奋的亮点。最值得一提的是研究方

“协调发展”概念的提出，用系统论的方法研究

风能乃至整个能源系统整合的途径，包括供热和

输电以及其他能源利用方式。国网方面的专家首

关于风电并网问题的研究，不仅是技术问题攻关，更是关于利益机制关于风电并网问题的研究，不仅是技术问题攻关，更是关于利益机制

调整问题的研究。涉及到利益的调整，就很难由一方主导，而必须有各方调整问题的研究。涉及到利益的调整，就很难由一方主导，而必须有各方

代表的平等参与和贡献。代表的平等参与和贡献。

会者只是想着“淘一桶金”的眼前利益，不注重品

牌的打造，不注重成果和影响，结果只能是消失在

滚滚向前的产业洪流里，不会激起一丝波澜。

价值“值”几许

用与会政府领导的话说，一年一度的北京国际

风能大会暨展览会作为行业最高沟通平台，已经成

为推动中国乃至世界风电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

途径。这虽算不上是最高褒奖，但也很能表达主办

方的办会初衷了。

会展与贸易交流洽谈会不同，它不以成交量或

意向性协议为衡量标准，但本届展会的交易额以及

项意向性协议仍然雄踞年度同类展会榜首，这是实

实在在的价值体现。而作为高度专业化的会展活动，

它的隐形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展会为企业培育的潜

在商机和市场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逐步显现。

意义最深远的是会议成果，3500 余名代表的

参与，上百人次的讲话和发言，汇聚成的数十条建

议，对于受产业政策影响极大的行业来说，作用是

巨大的。所以有人形象地说，绿色风能，“金”色会展。

这里的“金”，既是真金白银，也是金玉良言。当然，

会议成果要真正转化为政策，还要做大量深入细致

的后期工作，这样才能使思想的结晶转化为指导行

动的良策。

需要注意的是，真正能体现价值的是那些真知

灼见，不可让噪音代替了理性，让代表“小集团”

利益的声音在媒体的炒作下代替了主流意见，对行

业和公众造成误导。行业发展之初，众多难题待解，

应该广开言路，“百家争鸣”，但也要注意去伪存真。

改进“改”何处

1890 年世界上第一个展览会在德国莱比锡举

办，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德国终于成为以专业性

和国际性为突出特点的世界头号会展强国。世界著

名的国际性、专业性贸易展览会中，约有三分之二

都在德国举办。中国风电会展业，目前还基本处于

起跑线上，虽然借鉴了国际国内其他产业以及国际

大型风能会展的经验，仍显稚嫩。要实现升级发展，

至少应该在这样几个方面寻求改进 ：

首先是做好定位，明确为谁办、如何办的问题，

进而培养稳定的市场基础。是专业性的还是综合性

的，是针对整个行业还是针对某项具体技术，特色

必须鲜明，“大而全”不一定就合适。

其次是创新组织形式，使服务更加个性化。通

过合理组织和丰富形式，使参展企业和会议代表在

不同分支领域间最大程度地横向沟通交流，让供应

链的各环节互联。尽量减少空泛的水平不高的谈论，

增加企业间的交流活动。通过个性化、人性化服务，

为实现企业对于独特宣传形象的要求而努力。

再次是加强主办方和承办方的资质监管。不要

有资质没资质的、有能力没能力的、有责任没责任

的都一哄而上，打着各种虚假幌子的行为，应该受

到行业的抵制。新兴的会展市场需要呵护培育，不

能让人看过倒了胃口。

最后是开发会展活动的社会普教功能。目前我

国对风电以及其他绿色能源的开发利用有所了解的

人还很少，能源问题和环境问题关乎千家万户，不

只是一部分社会精英的“自娱自乐”，广泛的社会

群众基础是实现长远发展的后劲。满足“小众”的

诉求可以实现会展的核心价值，而“大众”是社会

影响力，作为社会参与面广泛的会展，应同时肩负

起向大众宣教的职责，通过这种大型活动，让更多

人参与进来，让全社会关注起来，使风电会展成为

一种进步文化和思潮的象征，这既是对潜在市场的

培育，也有助于形成行业发展所需的良好社会氛围。

风电繁荣，会展兴旺 ；风电高烧，会展疯狂。

这似乎是市场的铁律。但我们希望在热闹的背后，

不会只有曲终人散的落寞。中国风电会展业已经站

在了起点，抑或已经出发，我们祝愿它在健康发展

的道路上前行。

我们不能对一次会议的影响期望过高，但作为从产业政策到企业水

平的一次严肃审视和总结，大会理应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没有这份责任

感，会展就会变成一个低水平的自贸集市，热闹是热闹，实际意义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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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2010
北京国际风能大会暨展览会

10月13日至15日，由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CREIA）、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
业委员会（CWEA）、全球风能理事会（GWEC）三家机构联合主办的 “2010北京国际风能大会暨展览会”在中
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隆重举行。国务院参事、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石定寰，瑞典能源署副署长Mattias 
Eriksson，挪威王国驻广州总领馆总领事Tormod. Endresen，全球风能理事会主席Klaus Rave，中国资源综合利
用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主任朱俊生，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主任贺德馨以及来自全国人大环
资委、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科技部、工信部、财政部、北京市人民政府等相关部门的领导及中外参展商、
采购商、行业组织、专家学者代表出席了大会开幕式。

为期3天的“CWP2010”，“展”、“会”结合，全球风能领域的专业人士与著名国际品牌齐集于此，以其
规模和深度，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风能会展史上的又一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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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北京国际风能大会暨展览会：
风电市场、设备质量、资本运作、
风电政策、海上风电受关注
■文/牟 迈 于贵勇 图/姜坤鹏

2010 北京国际风能大会期间举办

了“探索适合中国风电发展的政

策解决方案”、“探索促进风电发

展的技术解决方案” 、“制造商专场”和

“开发商专场”等主要会议及论坛，同时

举办了“电网专题”、“海上风电”、“风

电设备的可靠性” 、“关键部件”、“仿真

与试验”、“微观选址”、“国际市场与国

际贸易”及“投融资与风险分析”等专

题分会。

表达、倾听、分享成为此次大会的

一个显著特点。有分析人士指出，因为

各国政府部门的参会，此次大会的“声音”

将深度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无疑会对未

来全球风电发展产生积极而重要的影响。

中国风电发展迅猛，但问题
不容忽视

近 年 来， 中 国 风 电 发 展 迅 速， 到

2009 年底中国大陆风电总装机容量已超

过 25800 兆瓦，居全球第二位。其中，

2009 年新增装机容量为 13800 兆瓦，

居全球第一位。据预测，2010 年中国风

电装机容量将达到 4 万兆瓦。

国 务 院 参 事、 中 国 可 再 生 能 源 学

会理事长石定寰认为，风电为中国能源

系统和电力系统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

解决全球能源安全提供了新的途径。值

得关注的是，通过技术引进、联合研制

和自主研发等方式，中国的风电设备制

造能力大幅提高，基本形成了整机和零

部件的生产体系。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

风能专业委员会主任贺德馨表示，风电

机组关键部件的本土化生产能力已达到

80% 以上，中国 1.5 ～ 3.0 兆瓦风电机

组已实现了规模化生产，3.6 兆瓦风电机

组也已投入运行，5 兆瓦风电机组已下线。

据科技部高新司能源与交通处处长

郑方能透露，不久前，国务院将新能源

产业列为我国未来着力发展的七大战略

性新兴产业之一，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

政府纷纷加大了对风能等新能源技术和

产业的扶持力度，我国风能产业呈现蓬

勃发展的局面。“十二五”期间，科技部

将进一步加大在风电领域的研发投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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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重点支持 3 ～ 5 兆瓦陆上风电机组

和 6 ～ 10 兆瓦海上风电机组研制及其

关键零部件设计和产业化技术研发，开

展轻量化紧凑型及电网友好型机组研制 ；

建立大型风电机组试验测试平台及试验

风电场 ；开展千万千万级陆上及海上风

电场设计、施工、运行关键技术研究和

示范，进行风电场风能资源分析、微观

选址、运维管理、检测控制、风电场短

期功率预测等技术研究。此外，还将重

点支持研发能够接纳大规模风电并网的

智能电网技术。

业内分析人士称，通过系统布局和

重点支持，中国必将在短时间内显著提

升我国风电技术的研发能力和设备制造

水平，培养一大批有实践经验的专业技

术人才，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

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推动我国新能源产

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全球风能理事会理主席 Klaus Rave

表示，中国风能飞速发展显示了中国政

府推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信心，

这一点不只使中国受益，对全球都有贡

献。他坦言，以前是中国向丹麦、德国

学习，而现在其他国家要向中国学习了，

中国正在引领全球风能的革新。

“虽然中国已经成为风能产业大国，

但仍然不是风能产业强国。”有国外专家

称，中国风电设备在可靠性和质量方面

与世界先进水平仍存在一定差距。虽然

中国风电场运行和设备制造企业的创新

能力有所提高，但还不能完全满  足行业

健康发展的需要。另外，并网和送出仍

是制约风电发展的瓶颈，除了要制订协

调统一的规划，更重要的是改变观念和

机制。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副司长

李东认为，在风电产能过快发展的同时，

风电设备制造业普遍存在自主创新能

力弱、基础性和共性技术研究储备不足

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尽快解决，将

严重制约我国风电设备制造业的健康发

展。李东强调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在

‘十二五’发展思路中提出鼓励优势企业

做强做大，优化产业结构，促进风电设

备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强国际合作，推

进风电装备产业大型化、国际化，从而

把我国的风电装备制造业培育成具备自

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

保障设备质量，才能促进市
场健康发展

产品质量是生产企业的生存之本，

也是整个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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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北京国际风能大会的“企业家论

坛”上，国内外制造商和开发商均认为，

“保障设备质量，才能促进市场健康发展”

这一点已经在中国制造商中达成共识。

金风科技董事长武钢表示，风电产

业是一个长跑产业，投资者的投资收益

要在未来 20 ～ 25 年的时间里才能实现，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产品质量非常重要，

因此摆在制造业面前的艰巨任务就是如

何通过技术创新和质量进步，确保投资

商的利益。一个风电项目的最大投资风

险就是产品质量，因此制造商肩上的担

子非常重。

三一电气有限公司总经理吴佳梁强

调，中国制造商应坚持质量第一的发展

原则，将产品和服务做到国际水准。上

海电气风电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祁新平

也认为，中国企业要进入国际市场，首

先应注重产品质量。

作为风电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零部件产品的质量问题一直是行业关注

的焦点。中国复合材料集团公司董事长

张定金认为，由于风电整机设备是由许

多不同种类零部件组成的，但这种组合

并非简单的拼凑，而要讲究协调和系统，

这就要求每一个部件和每一个环节都要

符合质量要求。

国外制造商对中国制造商的质量

态度表示赞赏和认可，同时也对中国市

场的机遇与挑战表达了各自的观点。在

谈到外资制造商在中国市场的地位问题

时，维斯塔斯中国有限公司总裁 Jens 

Tommerup 认为，不应该过多地强调自己

是本土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因为目前绝

大多数外资企业已经在中国建立了生产

基地，基本做到 100% 本地化，因此也

应当被认为是本土企业。另外，中国市

场无论是外资多还是内资多，其自身的

可持续发展最重要，内资与外资、内资

与内资、外资与外资之间的竞争应该是

良性的和健康的，只有这样的竞争环境

才能促使所有竞争者获益。中国市场已

经非常开放，竞争最终将达到一个平衡，

这样才会保证中国风电市场的可持续性。

近 年 来， 外 资 风 电 制 造 商 在 中 国

的市场份额不断降低，外资企业面临着

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和挑战，对此多数

外资制造商代表表达了看法。苏司兰能

源（天津）有限公 司首席执行官 Larry  

Alberts 表示，虽然其在中国的市场份额

已经很高，但与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市场

份额相比仍然低很多。外资企业在中国

遇到巨大的价格压力以及市场准入门槛，

同时如何开发出更加适合中国的风电产

品以提高竞争力也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GE 能源集团可再生能源中国区总经理刘

宏也认为，外资制造商若要在中国占据

一席之地，除了保持传统的质量和可靠

性优势外，还需进一步加强产品创新，

推出适合中国的风电产品。恩德中国首

席执行官 Jens Olsen 表示，中国市场的

确给外资制造商提出了挑战，但机会多

于挑战。虽然中国市场给本地制造商提

供了很好的主场优势，但中国市场仍是

外资的最重要市场，外资企业将克服困

难，以最优质的技术和服务做好每一个

具体的项目。REpower 中国首席执行官

Wolfgand Jussen 认为，虽然外资制造商

的份额在不断下降，但是中国市场在高

速增长，因此外资设备在中国的实际数

量也在快速增长。

    

投融资模式，中国市场与其
他地区有所不同

继 2009 年龙源在香港上市，2010

年 10 月 13 日河北建投也在香港成功上

市，目前中国国内一些开发商的上市工

作也在进行中，包括大唐、华能等。风

电开发企业争相上市是否说明资金已经

成为项目开发的一个瓶颈？

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

总经理王海波并不认同开发商缺少资金

的说法，他认为目前与融资相比，开发

商获得项目更加困难。在融资方面，开

发商需要一些低成本资金，让整个项目

给股东带来更高的收益。中国风电集团

副总裁余维洲则认为，以五大发电集团

为例，风电业务一般是由集团下属的二

级企业运营，风电占整个集团业务的比

例较小，投资比例也较小，因此上市对

于风电企业是很好的融资手段，这样也

可以减轻集团的投融资压力。

开发商在寻求更好的项目和融资渠

道，同时金融机构也在不断探索更好的

投资渠道，以助力风电产业发展。对于

如何建立合理的投融资模式，一些外资

金融机构代表说出了他们的观点。汇丰

银行亚太资源及能源部可再生能源业务

总监 Robert Todd 认为，欧洲和北美的融

资规则与中国不同，中国市场需要考虑

其独特的国情，例如优惠关税对项目的

成本影响。IFC 高级顾问 Dana Younger 说，

中国风电市场的特点使得外国金融机构

很难发挥作用。首先外资和本地的私营

企业投资范围比较小，通过银行授信很

困难，贷款额度十分有限。其次，各大

金融机构特别倾向于国有企业，大型国

有企业更容易获得优惠性的贷款。同

时，在中国市场找到真正意义上的民营

投资者或者资本还是比较难的，所以可

能相关政策还需要进行调整，以使中国

的一些私人企业或者国际公司能够进军

中国风电市场。红叶风电控股有限公司

商务总经理李盈宏认为，目前多数的金

融支持都集中在项目开发阶段，建议可

以将融资再深一层，支持整机企业甚至

是零部件供应商，这样将有利于保证产

业链的健康发展。安元易如国际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研究与咨询部总监 Sabastian 

Meyer 表示，中国风电项目的融资模式

跟 其他地区非常不同，主要由国有企业

负债，借贷主要依赖其母公司提供担保，

然后向大型国有银行贷款，这种模式极

大地简化了贷款的过程，也加速了融资

速度，因此大型国有企业贷款和融资非

常容易。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中

国也应该向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学习，

这样才能真正让中国制造商变得有融资

力，真正在国际化上获取更大成功。

风电发展措施重在落实，尤
其在中国

“政策是引领产业发展的风向标，在

欧洲，从欧盟到各成员国均制定了适合

本国和本地区风电发展的政策法规，并

得到很好的落实，极大地推动了欧洲风

电发展，使欧洲风电产业成为全球范例。”

据瑞典能源署副署长 Mattias Eriksson 称，

瑞典有规范可再生能源市场秩序的机制



封面 | Cover Article ////////////////////////////////////////////////////////////////////////////////////////////////////////////////////////////////////////////////////////////////

20  风能 Wind Energy 

////////////////////////////////////////////////////////////////////////////////////////////////////////////////////////////////////////////////////////////////

──电力认证系统，涉及范围包括风能、

水能和生物质能等，它是由政府制定的

基于市场的机制，目的是使可再生能源

更具竞争力，同时通过电力认证使可再

生能源生产获得收入，从而推动可再生

能源在电力供应当中的比例──配额义

务。政府制订强制性配额，即需求方必

须购买可再生能源电力。瑞典正在努力

提高全民对可再生能源的兴趣，以唤起

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提高他们对发展

可再生能源的认识。

欧盟提出到 2020 年使可再生能源

达到 20%，各国也出台了实现这一目标

的措施和方案。2009 年欧盟颁布可再

生能源指令，要求所有欧盟成员国提交

各自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计划。据欧洲风

能协会政策总监 Justin Wilkes 透露，截

至今年 6 月，欧洲风能协会已经收到 21

份国别计划，行动计划中包括国家在电

力、采暖、制冷及交通领域的可再生能

源发展目标，还包括管理方面的具体措

施，如电力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实现

这些目标的技术细则。同时，各国需要

提出相关的合作机制，也就是如果一个

国家无法实现国内目标的话，需要和其

他成员国合作。20% 的目标在不同国家

有不同的表现，各国有自己不同的子目

标，有些国家高于欧盟的总体目标，而

有些国家较低。例如到 2020 年，丹麦

31% 的电力来自风能，荷兰不到 20%，

葡萄牙和英国是 20% 左右，德国是 18%

左右，总体上欧盟的风能占总体能源消

费 15% 左右。

挪威王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总领事

Tormod Endresen、安元易如国际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研究与咨询部总监 Sebastian 

Meyer 建议中国风电产业和技术研发应

与先进国家保持合作，中国制订了非常

完善的电网配套措施和建设方案，以配

合风电的发展，下一步应该研究如何更

好地推进和落实这些措施，以加快电网

建设和风电的消纳。

成本与可靠性，是海上风电
的关键所在

海上风电技术是中外代表最感兴趣

的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海上风电成

本与可靠性是一对相互影响的因素但并

不是矛盾的，通过持续的技术进步和优

化管理，可以同步实现成本的降低和可

靠性的提高。

在涉及成本控制时，国外的机组制

造商和研究机构，更多提到的是“整个

生命周期成本”。这一概念最早的提出，

是外资机组制造商为回应中国企业对于

其价格过高的质疑，现在又赋予这个概

念更为宽泛合理的内涵。这包含两方面

的内容，一是初期投资成本的降低，二

是运行维护成本的降低。

苏 司 兰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总 裁 Tulsi R 

Tanti 先生通过成本分析认为，对于海上

风电项目，在 20 ～ 25 年的运行周期内，

运行维护成本约占总投资成本的 50%，

如果说初期投资成本是相对可控的，那

么运维成本则成为海上风电项目的主要

风险来源，所以降低运维成本对于保证

海上风电项目的利润率是非常关键的。

提高风电设备的可靠性、保证可利

用率是降低运维成本的基础。加勒德哈

森集团载荷技术专家 Tim Camp 认为，针

对每一个海上风电项目，都需要对风电

机组及其部件进行优化设计。海上风电

机组并不是陆上机组向海洋的简单延伸。

国电龙源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常务副主

任吴金城结合本公司的开发实践以及欧

洲的经验指出，中国发展海上风电，一

是要使用成熟的经过验证的机组技术，

二是要有质量意识，三是要加强检验，

四是要针对具体海况进行部件设计。

与会专家认为，海上风电机组的大

型化是未来的技术发展趋势，也是降低

投资成本的途径之一，但大型设备也会

增加运输、安装和维护成本，所以要运

用整体优化策略进行海上风电项目设计。

同时，随着材料工程学发展和规模经济

效益日益明显，风电产品的成本也会大

大降低。新型材料，如应用于发电机的

高温超导材料、永磁性材料和应用于表

面涂层的纳米技术等，推动着风电机组

技术的迅速更新换代。直驱技术会在海

上得到更多发展空间，风轮直径会不断

加大，这些技术发展趋势，在提高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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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利用率的同时，也起到降低度电成

本的作用。

在谈到优化海上风电项目建设管

理时，西门子（中国）公司可再生能

源集团海上风电业务亚太区总经理 Ole 

Hermansen 指出，海上风电安装并不等

同于海上油气项目安装，二者具有不同

的特点。海上油气开采一般有几个大单

元，不需要关注安装细节。而海上风电

是由很多小单元构成的，因此我们必须

关注小的部件装备安装成本。这也就意

味着必须评估用什么样的设备进行海上

风电的安装。另外要将机组塔架与基础

结构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优化，方便运

输安装环节，缩短工期。针对中国海上

风电的施工问题，吴金城说 ：“中国的海

上风电有着自己的特点，不但要考虑台

风对设备可靠性和安装运维的影响，而

且海床处理的工作量非常大，需要清淤、

开挖、回填以及再覆盖。天气风险也比

较大，可使用的工程船只种类较少。海

上风电技术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对中国如何向欧洲海上风电企业学

习，中国多数代表认为，目前世界上还没

有完整生命周期内的风电项目，真正有大

规模海上风电经验的企业并不多，中国

海上风电向前推进的步伐应该是扎实稳

健的。欧洲经验不能诠释中国的所有情

况，但能够给中国的启示是，并不是所有

的问题都会在项目安装的初期暴露出来，

有些问题是无法预测或想象不到的，只

有到真正运行当中，才可能被发现。例如，

欧洲在发展海上风电初期，采用的大多是

单桩基础结构，但几年后发现，这种结构

的稳固性可能存在问题，随后的项目多根

据不同情况进行了改进。由于设计阶段可

能忽略某些关键问题，快速扩张产能可能

会导致几年以后问题的集中爆发。  

华锐风电副总裁陶刚称 ：“中国海上

风电客观条件跟国外有很大不同，如果

国外开发商要进入中国，需要做一些技

术调整。”他表示，中国的风电同行欢迎

国外有经验的开发商和制造商把好的产

品、经验和技术带到中国，同时也希望

国外公司能够以一个公平的、市场化的

态度进入中国，用理性的价格和成熟的

技术参与到中国海上风电开发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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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
随着中国风电产业的迅猛发

展，CWP 的展览规模也在快速

增 长。 据 悉，CWP2010 展 览

再创“新高”，展出面积达 5 万平方米，

来自 23 个国家的近 500 家企业和机构

参展，并吸引了来自 40 多个国家的数万

名观众，首日观众即达万余人次。此外，

丹麦出口协会和英国风能机构一如既往

地组织国家团参展，规模大于去年 ；瑞

典和挪威也首次选派了高级参观团。与

去年的展会相比，今年的展览国际化程

度大幅提高。CWP2010以其规模和深度，

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风能会展史上的又一

里程碑，北京国际风能大会暨展览会已

逐步成为中国风电行业第一展。

CWP2010 的空前规模不仅在于其

展览面积巨大，来自全球的参展商、参

 

力科学研究院进行的低电压穿越测试的

1.5 兆瓦直驱永磁风电机组和全新的 2.5

兆瓦直驱永磁风电机组，这是金风科技

以客户需求为导向，适应电网建设新要

求，为中国风电行业发展提供并网友好

型产品的重大成果 ；华锐风电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展示了经过自主研发

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5 兆瓦风电机组，

该系列风电机组包括陆地、海上、潮间

带系列机型，是技术领先、全球主流的

电网友好型风电机组，具有单机功率大、

单位面积装机容量大、风能利用效率高、

经济效益好等优点 ；南车在大会期间也

推出其最新产品─ 2.5 兆瓦风电机组，

这是南车最新研发的一款风电机组，分

为风轮直径 103 米和 99 米两种机型，

适用于内陆和沿海环境，同时推出的 1.5

观人数众多，还体现在其全面覆盖了风

电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包括风电机组、

发电机、齿轮箱、叶片、变桨及偏航系

统、变流器、传动系统、轴承、制动系统、

主轴、轮毂、塔筒、热交换系统、润滑

系统、电缆及电气元件、复合材料、涂

料及喷涂设备、紧固件、控制柜、安全

防护设备及升降机、监控系统、测风设备、

风电软件、技术咨询及服务等，一个完

整的国际化风电产业链条清晰可见。

2009 年装机容量全国排名前 20 位

的整机企业中，有 17 家参展，而全球排

名前 10 位的整机企业有 8 家参展，这

不仅使 CWP2010 成为名副其实的“国

际风能展”，更体现了 CWP2010 的含金

量和吸引力。

金风科技展示了其成功通过中国电

CWP2010展览
尽显风电产业发展之势
■文/牟 迈 图/姜坤鹏

众商云集 规模空前

摄
影
／
姜
坤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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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瓦高海拔风电机组是南车结合自身轨

道交通产品在高原特殊环境下成熟运行

（青藏线）的技术优势 ；保定天威带来了

与德国 Tembra 公司联合设计开发的最

新产品─ 2.5 兆瓦风电机组，该机组

标志着保定天威风电科技有限公司具备

2 兆瓦风电产品批量生产制造能力，该

机组在主机架、发电机、变频器、偏航

系统等方面具备独特优势 ；三一电气展

示了一个完整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场模型，

不仅让观众对风电场发电流程一目了然，

也对未来的可再生能源混合发电模式有

了一些想象。

以中航惠腾、中复连众、上玻院等

内资企业和艾尔姆等外资企业为代表的

大型叶片生产企业均亮相 CWP2010，

并展出了其主打产品和最新产品。目前，

国内已有多家企业具备 3 兆瓦叶片生产

能力，中航惠腾、中复连众、上玻院等

内资企业均实现批量化生产，其中中复

连众的 3 兆瓦叶片已经批量应用于我国

首个海上风电项目─东海大桥海上风

电示范工程。中航惠腾还展示了正在研

制的 5 兆瓦和 6 兆瓦大型风电叶片模型。

永济电机、南车电机、ABB、威能

极等国内外知名风力发电机企业已是

CWP 的参展常客。此次，永济电机、南

车电机展出了其批量化生产的 3 兆瓦发

电机样品，ABB、威能极和西门子等则

通过模型展示了其 5 兆瓦以及更大功率

的发电机。

在参展的众多齿轮箱生产企业中，

既包括南高齿、重齿和杭齿等国内领先

企业，也包括全球 3 大风电齿轮箱生产

商─威能极、汉森和博世力士乐。这

些参展商多以实物展示其最新的大功率

风电齿轮箱产品，与观众零距离接触。

国内领先的风电轴承企业瓦轴、洛

轴和全球最大的轴承企业 SKF 均携全系

列风电轴承产品参展。瓦轴的展台琳琅

满目，大小不一、各式各样的轴承吸引

了许多观众驻足观看和了解。此次瓦轴

带来了 850 千瓦～ 3 兆瓦偏航和变桨轴

承产品以及 1.5 兆瓦主轴轴承、齿轮箱

轴承和发电机轴承 ；洛轴也带来了 750

千瓦～ 2 兆瓦偏航轴承以及 1.5 兆瓦和

2 兆瓦变桨轴承、主轴轴承、齿轮箱轴

承和发电机轴承，今年 7 月胡锦涛总书

记视察洛轴的照片显得格外醒目，这体

现了党和国家对轴承制造产业和风电产

业的关心。另外，SKF 展出的重达数吨、

直径超过 2 米的轴承可由一人转动，体

现了 SKF 轴承产品优越的抗磨损性能。

我国风电产业的迅猛发展也带动了

变流器产业的不断进步，催生了如合肥

阳光、科诺伟业、禾望电气、海得等一

大批内资企业，CWP2010 也吸引了这

些企业参展，同时国际领先的变流器企

业，如艾默生、科孚德等也悉数亮相。

其中，合肥阳光带来了其 850 千瓦～ 2

兆瓦全功率变流器，而禾望电气展示了

其最新研制的 5 兆瓦变流器。

除数量众多的整机和关键零部件展

商外，CWP2010 还吸引了许多配套和

服务机构参展，满足了不同类型观众的

需求。同期举办的摄影大赛作品展和中

小学生绘画展为 CWP2010 描绘了更多

的人文色彩，让风能灵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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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方便广大参会人员与行业专

家和企业家进行面对面的沟通

与交流，帮助产业链上下游进

行高效对接，大会期间，组委会及中国

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组织安

排了“风能专家接待日活动”。本次活动

共组织了 25 位行业专家及企业领导，在

大会期间安排特定时间与观众进行交流。

组委会还特别为接待日活动搭建了接待

室，地点设在新闻中心。慕名前来会谈

的有零部件供应商代表、技术或商务合

作伙伴、投资商代表及部分媒体记者，

大家就各自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愉快的

交谈。

关于海外市场拓展，金风科技副总

传道解惑  自由交流
记2010北京国际风能大会“风能专家接待日”活动

■本刊记者︱牟 迈

裁王相明认为，企业海外市场拓展面临

的主要困难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团

队建设。即团队国际化、本地化的困难，

以及团队对当地办事流程、法律法规及

施工工艺标准等的不熟悉 ；其次是国外

项目方对中国制造的产品的偏见，使企

业参与国际竞争中受到歧视，难以获得

应得利益。此问题并非只出现在风电行

业，是所有中国企业在产品出口过程中

面对的问题。在外商眼中，中国产品质

量很难取信于外国业主，价格就应低廉。

此种现状的改进并非一朝一夕，需要中

国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创造良性竞争环

境，而非一味地压低价格，以免影响产

品质量。

谈及风电并网问题，王相明表示，

欧洲风电电网接入量高于我国，并非由

于其电网条件较好，而是欧洲具备调峰

能力的发电厂较多，可以较好地控制风

电对电网的影响。而且，欧洲与中国电

网运作模式大有不同。另外，国家气象

部门测风数据未实现共享，对风电场检

测风能资源情况也有影响。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陈

默子认为，未来风电预测技术和风电机

组的技术进步，可提高风电稳定性。无

功调节、低电压穿越是两大技术需求点，

也是技术趋势所在。

华锐风电顾问宫靖远、西北工业大

学廖明夫教授重点介绍了风电专利预警

工作。专家普遍表示，专利工作很有意义，

但业内并不具备深入的了解，并表示愿

意支持此项工作的开展。

当几位风能专业在校大学生问及学

习方法时，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赵斌

研究员建议学生将主要精力放在基础课

学习上，掌握基础知识。关于学生提出

的出国深造等问题，赵研究员表示，出

国是一种经历而非必然选择。现在国内

的发展机会不比国外差，大家需正确认

识这一点。

“风能专家接待日”活动为参会代表

与行业专家和企业家近距离接触创造了

机会，使参会代表感受到了 CWP 对广大

参会代表的服务意识以及务实的工作，成

为 CWP 一大特色和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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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形势和政策必将带动风电
产业链持续发展

预计 2010 年中国新增装机容量将达到 1600

万千瓦以上，累计装机容量预计将达 4200 万千

瓦，均位列全球第一。我国政府承诺到 2020 年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 15％，届时风电装

机容量有可能超过 1.5 亿千瓦。宏观形势和国家

政策推动，必将带动我国风电整个产业链的持续

发展，为风电产业整合和协调发展带来了机会。

保守估计，我国风电设备制造能力已经达到

3000 万千瓦以上，如此强大的装备制造能力未来

必将走向国际市场 ；我国资本实力雄厚，产业资

本和金融资本在海外投资新能源，也将为期不远。

上述两个因素必将导致整个风电产业链的外向型

发展，所以我国风电产业链必须加快整合与协调

的步伐。

二、风电产业链发展现状堪忧

在风电产业链中，由于风电机组占风电项目

总投资的 70%，因而风电设备制造是整个产业链

的主要环节，其以风电机组整机制造厂为主体，

以零部件供应商为辅，关键部件如叶片、齿轮箱、

发电机、变流器、控制器、塔架等，其上游包括钢材、

有色金属、复合材料、电力电子元器件等 ；产业

链下游以能源投资商为主。而与之密切相关的还

有认证机构、评估机构、金融机构、电力设计院、

工程建设单位等。所有这些单位在整个产业链当

中都是关联在一起的，所以产业链要在整合基础

上协调发展（图 1）。

风电产业发展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

个系统问题，要对产业进行系统整合。现在很多

企业从国外通过许可证生产或委托设计引进技术

产业链整合
是我国风电发展的必由之路
■上海电气风电设备有限公司︱刘 琦

仍然能够出产品，满足市场需要，但是这不是一

个可持续发展方式，对我国风电长期健康发展会

带来隐患。我国风电产业界已经意识到坚持自主

创新研发高端产品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但

是产业界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产业链整合，

只有产业链整合才能带来整个产业水平的提升。

我国风电产业链中的问题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

面 ：

一是目前我国风电产业的现状是产品设计各

自为阵，统一的自主创新平台没有形成，整个产

品开发设计还是“背靠背”的一种方式。同时，

主机标准和部件标准没有完全系统或者同步发展，

产业链之间相关环境是脱节的，比如在做海上风

电机组设计时，这个产业链其他能力配备是否充

足，在保证主机运行环节里要进行深入研究。以

整机厂开发为例，整机厂即使完全掌握了设计技

术，实际上也只能完成 60% 的设计开发量，还有

40% 是依赖于零部件厂商的贡献，关键核心部件

的设计开发必须与部件开发商合作，整机才能得

到一个完美的设计方案。开发商投资风电项目需

要整个产业链几乎所有部门的参与，包括设计院、

整机厂、施工建设单位、金融机构等，只有在产

业链所有参与者的协同合作下，才能取得良好的

投资效应。否则就会是以价格战为标志的低层次

竞争，很难获得深层次的发展。

二是许多技术仍然由国外研发机构来实现，

具体体现在大型风电机组总体设计、载荷计算能

力较差，控制策略优化设计能力较弱，一些关键

部件设计和生产能力都比较差。尤其在核心技术

方面，绝大多数企业走的是引进再引进的路子，

风电技术发展现在虽然比较快，但是在自主创新

方面还是比较虚弱的。

三是针对特定场址的差异化优化设计能力不

足。例如，并非一个低温机型就可以适合于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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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地区，而国内很多整机厂还不具备针对特定

的条件进行差异化优化设计的能力。风电设备制

造业现在发展非常快，但是快而不强，技术支撑

力表现不足，后续技术服务不到位，对现场问题

不能又好又快地进行解决。风电产业缺乏从设计、

制造到安装、调试及运营管理的人才培养体系，

研发和管理人才不足，风电产业服务体系也很不

完善。

四是认证体系相对滞后。风电场运营评估也

是非常重要的，风电场建成、质保期过后，风电

机组还有 20 年左右的运行期，对运营状态的后

评估是确保设备 20 年使用寿命必不可少的一个

环节。

此外，金融服务工具也不够完善，开发商和

整机设备制造商在市场开发过程中，感到金融工

具配套情况跟国外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产业服

务的模式尚处于探索过程当中。

三、对我国风电产业链整合与协调
发展的思考

我国风电产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

自主创新，特别是在行业内要建立统一、协调的

自主创新平台。而要健康快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

产业链的整合和协调发展。

我国工程院院士倪维斗指出 ：“衡量风电产

业链健康发展的指标应该是发电量，不是装机容

量和设备制造能力指标，要建立一套集资源调查

分析、工程设计、机组设计、制造、安装、调试、

检测和认证、风电机组运行和管理、电网改造和

建设、市场销售、服务和人才管理等环节的完整

产业链。”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国家正在做这方面工作，

配套产业政策在不断走向成熟和完善。但笔者进

一步认为，为了我国风电产业的健康发展，整个

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各单位）都应承担起自己

的责任。上、中、下游都应从统一的目标和战略

去思考 ：

上游单位应该制定与不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

配套产业政策 ；对我国的风能资源进行科学测量

和计算，开展产业链上的统筹规划以及与之相适

应的风电梯度开发 ；聚焦风电基础材料的研究和

开发 ；在人才培养上做到系统化、专业化。要真

正做到在对风能资源整合的基础上，科学有序地

开发，通过政策调控、行业自律等途径确保开发

过程中资源效益的最大化。

中游单位要强化风电整个产业链上的科技支

撑体系建设，鼓励和促进自主创新，提高风电机

组质量，完善准入门槛和测试标准，加强后续服

务和人才培养；创新体系、设计平台的整合和协调，

建立统一、协调的设计平台，相互支撑，做到同

步发展、科学发展 ；推进部件、整机、风电厂测

试试验的一体化整合，建立公共测试平台，资源

共享。

下游单位应该在考虑整个上游产业的时候，

重点关注发电、并网、消纳等一系列问题，统筹

规划风电场开发与电网建设 ；科学布局和同步发

展，保证价值的实现 ；整合工程服务资源，建立

风电工程服务体系，形成“一站式”工程服务平台；

在 20 年的运行保障中，提升运营价值链 ；开发

风电金融服务特色产品，助推风电产业的发展。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风电产业发展方面必

须要关注两个要素，一个是利益链，其涵盖了整

个产业链乃至附属于产业链的方方面面，包括风

电场投资商、风机制造商、部件供应商、设计院、

工程建设、认证机构和地方政府等 ；另外一个是

价值链，其强调的是关注纵贯风电机组研发、设

计和制造 ；风电场项目建设、运行维护等 ；以及

风电厂投资和运营等方面的增值情况。我们应该

从风电产业的价值链上入手，整合和协调发展风

电产业链，而不是仅仅从阶段性利益出发，或者

从竞争手段的角度出发去谋求暂时的利益链，只

有这样，我国风电产业才能真正得到健康可持续

发展。

图1 风电产业链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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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12 月 10 日，内蒙古华电辉腾锡

勒风电公司首个风电场投运。目前，公司

运营辉腾锡勒风电场和库伦风电场，其

中辉腾锡勒风电场装机 120 台，容量为 121.5 兆

瓦 ；库伦风电场装机 262 台，容量为 400 兆瓦。

近 5 年来，辉腾锡勒风电场的运行正常，但风电

机组维护的隐形成本高，一些主要零部件没有达

到设计使用寿命，如齿轮箱、发电机、各部位轴承、

油路系统和偏航系统等，更换这些部件不仅工序

复杂、检修困难，而且费用高。

基于这些原因，公司积极探索维护模式，如

日常消缺、维护及 A/B/C/D 分级检修等。我们

认识到，若要使风电场长期安全、经济、稳定运

行和可持续发展，必须改变现有运检一体的管理

模式，实行运检分离模式，以提高资源利用率。

同时，公司根据新人员、新设备、新体制的特点，

进行全员培训，落实各级责任制。不断提高人员

业务水平、企业管理水平和设备健康水平，从现

风电场运检分离
及集中定检工作探讨
■内蒙古华电辉腾锡勒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侯昭湖 杨 军 吴凤清 梁振飞

在的点检逐步向状态检修发展。

一、 国内外风电设备检修管理现状

（一）国内风电设备检修管理体制

近年，我国风电产业的发展突飞猛进，国内

风电运营公司和设备制造企业进步很快，但同时

也出现了很多问题。随着风电场建设速度的加快，

许多机组的运行时间不超过 3 年，多数都在质保

期内，一些风电运营公司由于缺乏运行管理经验，

没有意识到机组在质保期后可能产生的维修费用 ；

风电设备制造方面，某些国内整机制造企业涉足

机组制造的时间较短，缺乏经验，质量达不到设

计要求，增加了维护成本，导致投资回报率低于

预期。

风电的迅猛发展对电力企业的管理提出了新

的课题。机组是按照无人值守、高度自动化和高

可靠性原则设计的发电设备，而现阶段国内大多

摄影／张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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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运营公司的管理、检修人员的编制和机组的检

修仍按照旧制度安排。因此当机组进入平稳期后，

设备维护工作量较少，造成检修人员任务不饱满，

而进入维修阶段时，工作量增加，且检修期短，

造成检修人员不足，往往为了抢工期而忽视安全

和质量。随着装机容量的不断增加，此种矛盾愈

加突出。因此，风电运营公司走专业化管理道路

的要求已日趋呈现。

目前，国内设备检修的专业化管理主要有两

种形式 ：一是建立独立的检修公司。这种做法的

好处是可以为运营企业减员增效，利用风电维护

工作不均衡的特点，可使专业检修公司承接跨区

域的检修任务，通过专业化管理，不仅可以避免

任务的不均衡，还能提高检修质量和安全可靠性。

目前这种专业化管理在一些地方已得到运用。

二是委托管理。将新建成的风电场委托给有

关火电厂管理。这样做的好处是可利用火电厂的

管理经验和检修优势。问题是火电与风电检修工

序和工艺要求不同，不能直接照搬，火电检修任

务紧张时又会影响风电的任务完成。

无论是建立独立的检修公司还是委托管理，

目的是走专业化管理道路。在实际操作中，由于

种种复杂的关系，常使委托合同流于形式，难以

严格执行，服务质量大受影响，使专业化管理难

以真正实现。

（二）国外风电设备的检修管理

在国外，由于发电设备维修的社会化和专业

化体系已日臻完善，机组的维护、保养和运行等

都已实现社会化和专业化管理。所谓社会化，就

是将设备日常维护和保养工作交由社会公用的专

业检修公司来承担。专业化是指专业检修公司通

过合同方式，按区域或机组类别对风电设备进行

检修。如美国企业一般都由第三方专业公司负责

运行和维护，自己仅负责日常的故障排除和一些

临时修理工作，定期检修或者大修则由专业公司

来完成。这些公司包括咨询顾问公司、检修公司、

备品备件公司等。在德国，专业化和社会化的维

修服务也相当普及。专业化公司可以全面提供维

修和改造的咨询、维修计划编制与实施、监理、

设备安装及改造、事故分析处理等。法国的企业

也已普遍推行专业化的维修服务，中小发电企业

一般不设置专门的维修部门，大型企业也只配备

少量维修人员，维修任务大多依靠社会力量。

一般来说，外包维修要比自行维修便宜，不

仅可以减少检修费用，还能使员工的工作量保持

均衡。运行人员兼顾维修工作，负责正常的运行

和一般缺陷消除。而定检、科技项目、技改工程

则委托专门的检修公司进行。这样做有如下优势 ：

1. 专业公司人员稳定，技术力量雄厚，工器

具齐全，检修经验丰富，相比风电运营公司能更快、

更好、更省、更专业地完成各项检修和维护任务。

2. 风电运营公司人员结构更加合理，避免机

构人员臃肿，可提高效率，减少成本，符合精简

机构和缩减人员的要求。

3. 运行人员参与检修工作有利于运行人员熟

悉和了解设备及其存在的问题，从而提高运行水

平。同时运行人员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

可以避免问题的扩大，减少维修工作量和成本，

确保设备安全运行。

二、定检维护模式探讨

（一）定检维护模式

1. 逐台式定检 ：按照设备顺序逐台对机组进

行定检。这种方式的优点是，工作人员少，工具

需求少，便于管理，缺点是整个定检周期长。目

前国内主流机型每台每次定检约需 1 ～ 2 个工作

日，一个 5 万千瓦容量的风电场一次定检一般需

2 ～ 3 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直接影响发电任务的

完成。同时，检修时间长也造成管理不便。风电

场的定检基本都安排在小风期进行，但是过长的

维修时间会把定检时间拖到大风期，也会造成维

护期“首尾相连”的被动局面。因此逐台式定检

适合规模较小的风电场，一般检修时间不超过 2

个月。

2. 集中式定检 ：在短期内多个工作面同时展

开，完成多台机组的维修工作。这种方式适合大

型风电场的定检工作，对人员、工具及现场管理

等方面要求较高，需要足够的实力和检修水平。

按照配合方式，集中式定检又可分成并列式集中

定检和组合式集中定检。

（1）并列式集中定检 ：指多个作业面同时开

展工作，大家相对独立，各自负责，按照定检流

程顺序进行。这种方式相对简单，但是对现场工

具和材料备品提出了较高要求，特别是对特殊工

具，如液压扳手等需求量大。

（2）组合式集中定检 ：根据定检流程，对作

业内容和顺序进行合理划分，不同的工作面进行

不同流程的定检，进行交替作业。这种方式对管

理人员要求较高，但对特殊工具需求量相对较少。

无论是并列式或组合式集中定检都对现场管

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运用“运检分离”的管理

模式能很好地适应管理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

个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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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安全监管。现场人员增多，安全隐患

风险增大。专业检修公司人员素质较高、检修管

理较专业，安全施工更有经验。而且双方签署的

经济合同和安全协议可将风电运营公司的安全责

任风险降到最低。

第二，质量检查。检修作业面的增多增加了

相应的质量监督点，专业检修公司应履行质量监

督的工作，与运营公司点检员共同把好检修质量

关，使设备检修的质量更有保证，确保设备长期、

安全、经济、稳定运行。

（二）运检分离与集中定检结合的探讨

相比火电和水电，风电场最显著的特点是单

机容量小，机组数量多。目前国内主流机型为 1.5

兆瓦，并且还有大量的 600 ～ 850 千瓦机组运行，

5 万千瓦风电场一般有 30 ～ 40 台机组，多则有

上百台机组，使得机组的维修工作难度加大。

1. 目前国内运检分离主要有 3 种模式 ：

（1）以风电场班组为单位，把员工分成运行

班组（可实现远程监控）和检修班组。这种模式

是目前国内普遍采用的一种管理方式，这种模式

只适用于新建成的风电场，因为新建风电场的机

组还在质保期，机组的检修和维护工作主要还是

由制造商完成，风电运营公司的工作人员负责运

行和检修监督方面的工作。

随着风电场规模的扩大，传统的分班组管理

模式已不能适应风电场正常运行。由于容量的增

加，运行管理和设备维护都需要增加人员编制，

成本上升。

（2）风电运营公司建立自己的检修队伍。华

电辉腾锡勒风电公司通过 3 年多的实践、探索和

总结，认为风电场必须实行运检分离的管理模式，

明确运行人员和检修维护人员的职责和分工。由

于检修和维护是个专业性很高的复杂系统工程，

须建立一支由技术骨干组成的独立检修队伍。

检修队伍负责所有设备的正常运行，做好日

常机组的保养和维护，制订机组的检修计划，提

前做好备件的准备工作，按要求完成检修任务，

提高经济效益。

（3）专业的机组检修维护公司，目前有两种

形式 ：

①承揽各个故障的维修工作，收取维修费用；

②以年为单位承包机组的检修和维护，运营

公司以年为单位付给专业公司承包费，检修维护

公司对机组承包后，必须保证该年度所有机组的

正常运行，如果出现机组故障和损坏，维护成本

超出了承包费，超出费用也将由检修维护公司承

担。因此，检修维护公司必须有很强的技术力量

和专用机械，以满足检修的需要。

2. 集中定检可行性的探讨

通过调研，要实现机组的集中定检工作，运

营公司必须做好以下工作 ：

实现运检分离的管理模式，成立独立的检修

队伍，由检修队伍负责机组的日常消缺、巡检、

年度检修等维护工作，不断总结、摸索规律、积

累资料，准确判断机组的运行状态，编制机组检

修计划，做好备件等准备工作，在无风的季节实

行集中定检。

实现集中定检的难度较大，主要是因为无法

准确判断机组的整体运行状态。目前，国外风电

场普遍采用机组在线检测系统对风电场机组进行

统一运行监测管理，通过这一系统的实时监控，

风电场检修人员就能够明确掌握每台机组的运行

状态，从而制定机组的维修计划，减少了机组停

机时间，提高了经济效益。近几年随着风电的快

速发展，国内机组检测设备也逐步完善，如油品

检测、离线型检测设备、在线检测设备等已普遍

应用，这为机组运行状态的判断提供了有力的

依据。 

3. 实行“运检分离”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1）实行运检分离，解决风电企业机构臃肿、

人力资源浪费等问题，满足企业减员增效的要求，

提高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解决新建单位技术力

量不足和检修维护人员配置问题，节约大量人力

和物力。同时，可解决制造厂家技术封锁等问题。

（2）按照传统管理模式，运行和检修是两个

平行的生产管理部门，是“一家人”。自行检修、

监督和验收不符合现代化管理的要求。实行“运

检分离”，对检修维护公司的检修实现全过程管理

和监督，做到规范化管理。

（3）成立专业化、社会化检修队伍，可以逐

步做到备品配件和专用工器具的集中管理。社会

化、网络化管理可以减少资金积压、库存压力、

人员开支和检测费用。

三、结语

目前，我国正在大力发展风电，但安全、经

济是关键。优化风电场的检修管理体系，进一步

理顺检修与运营的关系，不仅能提高风电运营公

司的经济效益，还可以改变以往“大而全”、“小

而全”的经营模 式，摆脱重复繁琐的被动局面，

可以集中精力，搞好安全生产。集中式定检和运

检分离模式的有效结合可以减少机组的维护停机

时间，提高效率，增加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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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如何防御？

面对雷击等诸多安全隐患，菲尼克

斯电气凭借全球领先的电气控制与

连接，雷电防护的综合解决方案，

帮助风电设备制造商提升产品质

量，消除安全隐患，并大大降低维护

成本，而今愿为中国风电产业的健

康发展，成就坚实后盾。

作为电气连接、电子接口、工业自

动化和防雷及浪涌保护领域的市场

引领者，菲尼克斯电气业已成就的

卓越业绩不仅停留于今天，同样会

在你可以想像的未来。

以实力助力发展
   —菲尼克斯电气 雄厚实力，让风电行业突飞猛进

        Tel:025-52121888
www.phoenixcontac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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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风能市场现状：机会与障碍
■美国美复能源有限公司︱陈 航 文米雪

目
前，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融资仍非

常困难。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容

易融资的项目，现在很难得到必要的

资金，更难以成交。资本市场的挑战、低廉的天

然气价格，可再生能源目标的缺失以及美国经济

复苏相关的诸多问题，将有可能致使美国 2010

年风电新增装机容量较 2009 年有所下降。即便

如此，美国风能市场的远景仍然十分乐观。在

赫 斯 新 兴 市 场 研 究 机 构 （HIS Emerging Energy 

Research）的市场调查报告《美国风能市场和策略：

2010 ～ 2025》中，引用了美国能源部的 EERE

网络新闻 ：2010 年～ 2025 年，美国将新增风电

装机 1.65 亿千瓦，合计 3300 亿美元，使累计装

机容量达到 2 亿千瓦。

美国风能市场为有备而来的企业提供了快速

发展的机会，同时这些企业需要了解项目开发和

建设的风险，并且能够以股权和债权方式提供资

金协助。另外，美国日益增加的资金成本促使项

目成本降低，并使用价格更有竞争力的设备。有

能力进入美国市场的中国公司必将在美国下一轮

经济复苏带来的新增电量需求中抢占先机。

为了帮助企业全面了解美国市场的机会，首

先介绍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资金市场近来发生的

变化。

美国典型的可再生能源项目资金一般包括开

发商和投资商的股权投资，以及长期和短期的贷

款。作为初始股权投资，项目最初的资金是由开

发商自己提供的。如果开发商没有足够的资金，

他们必须寻找投资商融资，但是美国本土的金融

机构一般不会对开发初期的短期、高风险的项目

提供初期融资和过桥基金，因此开发商的融资非

常困难。除非开发商与某一个股权伙伴存在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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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通过寻找数个股权伙伴，以获得足够的资金。虽然近期

资金来源略有好转，但资金缺乏仍是目前开发商面临的最主要挑

战。即便是经验丰富，但并不具有成功业绩的开发商，也难有足

够的现金流维持运行。

相比前期开发阶段的融资危机，建设和运行阶段的信用短缺

仍然存在，贷款的年限被缩短为 10 ～ 15 年，而且能获得融资

的可能性普遍减小，只有最好的项目才能获得融资。即便是项目

能够成功融资， 5 亿美元以上项目的转手也开始成为很大的问题。

在股权市场上，我们也看到类似的情况，对项目可转让性的

担忧一直持续。于是投资者在项目评估和审核方面使用了更加严

格的标准，要求开发商增加股权投入量，在很多案例中已经达到

30%，自 2008 年，股权和债权的价格都在增加，目前达到了利

博（LIBOR ）指数加 2.25% ～ 2.50% 的水平，而且还在持续上涨。

由于风险承受力的普遍降低，可以提供的开发融资、过桥基金和

建设融资的数量都在减少。

风电项目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特殊股权部分是税务股权。税务

股权是把项目可预期的税务返还以一定的折扣，出售给税务投资

人，让税务投资人获得股权的投资方式。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美国市场上能够提供税务股权的投资人大大减少，这反映了企业

盈利普遍减少，也降低了公司利用退税来抵消收入的能力。即便

如此，项目达到的预期回报却仍然保持不变，将近 10%。

即便美国能源部希望支持可再生能源的持续发展，并且提供

了能源部贷款保证项目，这类资金的申请速度却大大低于预期，

需要这类资金的公司必须耐心等待，否则就必须另求他路。

企业融资可以在获得风电场土地控制权和足够的测风数据后

开始，但是需要所有项目材料都完成之后才能成交。鉴于前述的

市场变化，正规融资过程延长，开发过程放缓，这也反映了投资

者对项目可转让性的担忧。

开发周期的延长、市场变化造成的项目延误以及增长的利息

成本，都在逐渐挤压项目的赢利空间，项目开发商也在积极寻找

低成本的解决方案。中国公司提供的风电整机及其他相关设备，

带来了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和可靠的运行纪录，成为美国风电开发

商新的选择。更有吸引力的是，这些中国公司还带来了融资资源，

可以满足美国伙伴对资金的要求，以实现项目的获利。

在巨大的机会中也存在很多障碍。和中国的风电场开发与运

营相比，中国公司须了解和熟悉风电市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包

括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联邦与各州的法律法规等，才能够获得

成功。采用大量中国设备的项目可能会面临强大的“美国制造”

压力，以及要求创造美国国内就业机会的诉求。另外，其他障碍

包括美国风电项目复杂的财务构成，以及非常全面和耗时的尽职

调查（例如，目前美国风电项目一般都要求至少 2 年的测风数据）。

对于一个新进入美国市场的公司，最好与一流的美国本地公

司合作，这样才有助于稳步踏入美国市场。这个合作关系可以是

基于项目、资产平台或者是拥有更多控制的战略联盟，这些都可

以帮助中国公司获得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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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业主方自行项目管理的组织结构

风电工程建设中的管理模式
及风险因素分析
■新疆风能有限责任公司︱王 勇

发
展风能产业已成为国际趋势。随着风电

行业的快速发展，各种建设风电工程的

项目管理模式也不断被实际应用。风电

工程项目开发受诸多未知或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开发和建设过程充满各类风险。加强对各种风险

的了解，能提高项目建设的工作效率，避免不必

要的损失。

通常情况下，工程项目管理可由建设单位自

行组建管理机构进行管理，或委托咨询公司协助

建设单位进行管理，或全部委托专业机构进行管

理。目前，风电工程项目已经形成了多种项目管

理模式，而且还在不断地完善和创新，常见的有

以下几种 ：

一、传统的项目管理模式 

传统的项目管理模式即“设计—招投标—建

造”（Design—Bid—Build，DBB）模式，将设计、

施工分别委托给不同单位承担。该模式的核心组

织为“业主一咨询工程师一承包商”。目前我国大

部分风电工程项目采用这种模式，其组织结构示

意如图 1。

业主自行项目管理模式的含义 ：建设项目业

主自行组建项目管理班子，完成项目建设管理的

所有工作，包括项目实施全过程中的投资控制、

进度控制、质量控制、安全管理、合同管理、信

息管理以及组织与协调工作。

为了完成各项项目管理工作，建设项目业主

必须组建与建设项目的管理相适应的部门及机构，

拥有专业齐全的项目管理人员，建立规范的管理

制度和管理工作流程，明确工作任务分工和管理

职能分工，采用科学的项目管理方法。

这种模式的工作流程 ：由业主委托咨询工程

师进行前期的可行性研究等工作，待项目评估立

项后再进行设计，设计基本完成后通过招标选择

承包商。业主和承包商签订工程施工合同和设备

供应合同，由承包商与分包商和供应商单独订立

分包及材料的供应合同并组织实施。业主单位一

般指派业主代表（可由本单位选派，或从其他公

司聘用）与咨询方和承包商联系，负责有关的项

总裁或总经理

业主自己组建的

项目管理班子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供货单位 其他单位

业主的其他

职能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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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管理工作。施工阶段的质量控制和安全控制等

工作一般授权监理工程师进行。

从业主方的视角而言，传统项目管理模式的

优缺点如下 ：

1.优点

（1）由于这种模式长期、广泛地在世界各地

采用，因而管理方法成熟，各方对有关程序熟悉 ；

（2）业主可自由选择设计人员，可控制设计

要求，在施工阶段也比较容易变更设计 ；

（3）可自由选择监理人员监理工程 ；

（4）可采用各方均熟悉的标准合同文本，有

利于合同管理和风险管理。

2.缺点

（1）项目设计—招投标—建造的周期较长，

监理工程师对项目的工期不易控制 ；

（2）管理和协调工作较复杂。因风电工程涉

及门类较多，因此管理人员多，且对人员素质要

求较高，业主管理费用高，前期投入较大 ；

（3）对工程总投资不易控制，特别在设计过

程中对“可施工性”考虑不够时，容易产生变更，

从而引起较多的索赔 ；

（4）出现质量事故时，设计和施工双方容易

互相推诿责任。

这种管理模式对于业主的管理能力和项目人

员的要求较高，项目管理人员参与的环节较多，

存在的风险环节如下 ：

1. 决策及策划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涉及风电场选址、风能资源测

量评估及项目可行性研究等环节工作。其中，因

缺乏具有客观性的全国风能资源数据资料，收集

资料大多来自当地气象站，甚至是经过当地政府

或其他途径。测风时选择合适的、具有代表性的

测风点较为重要，设备的安装及使用是否规范、

可研等评估报告编制的水平等因素均会对决策阶

段的客观性和准确性产生较大影响，造成项目决

策风险。

2. 工程实施阶段

风电工程实际施工期相对较短，参与的施工

单位及人员较多，这一阶段需要注意的重点 ：项

目融资计划的保证性、工程勘察设计的合理性及

具有可操作性，设计方案应能满足施工客观条件。

项目招投标应重视过程的公平合理，招标对象应

具有针对性，具有相适应的施工能力。项目外围

环境应具备充分条件，工程的征地、地方政府的

支持、审批及手续的完备等。施工时对场地内三

通一平的处理，合理安排工程机械及人员的使用，

加强工程进度、质量、预算的管理，重视合同执行、

材料计划、施工程序的管理。

3.工程竣工验收阶段

该阶段的风险主要取决于大量的资料和数据

是否翔实和准确 ；项目验收的范围是否全面，内

容是否完整 ；验收小组成员的自身素质和业务水

平是否过硬 ；验收确立的标准是否合理，确定的

评价方法是否科学 ；终验对工程项目存在的问题

是否做出恰当的反映。

4.试运行及质保合同阶段

在风电工程项目开发中，主机设备质保期一

般为三年，其他设备工程质保期一般为一年或两

年不等。因此，项目质保期合同管理与项目终验

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在质保期阶段，如果发

生问题，厂家会提供及时的售后服务。但在这个

阶段，开发商应加快自身运行维护队伍建设，注

重设备监控运行，及时发现问题、总结规律，做

好备件储备工作。同时，逐步建立一些风险转移

措施，如设备投保等。而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大部

分开发商在这一阶段主要依靠厂家来解决问题，

质保期合同结束，就面临着设备运行人员及备件

缺乏，出现问题无法解决，导致设备长时间停运，

造成损失。

摄影／杨鑫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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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模式

工程总承包是指从事工程总承包的企业受业

主委托，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项目的勘察、设计、

采购、施工、试运行（竣工验收）等实行全过程

或若干阶段的承包。工程总承包企业按照合同约

定对工程项目的质量、工期、造价等向业主负责。

工程总承包企业可依法将所承包工程中的部分工

作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分包企业，分包企业按

照分包合同的约定对总承包企业负责。工程总承

包的具体方式、工作内容和责任等，由业主与工

程总承包企业在合同中约定。

工 程 总 承 包 主 要 由 设 计 — 施 工 总 承 包

（Design—Build）即工程总承包企业按照合同约定，

承担工程项目设计和施工，并对承包工程的质量、

安全、工期、造价全面负责 ；设计—管理总承包

（Design—Manage）即由同一实体向业主提供设

计，并进行施工管理服务的工程管理方式。根据

工程项目的不同规模、类型和业主要求，工程总

承包还可采用设计—采购总承包（E-P）、采购—

施工总承包（P-C）等方式。风电项目的工程总承

包模式多采用设计、采购、施工（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EPC）／交钥匙总承

包。

EPC 总承包又称交钥匙总承包，指工程总承

包企业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工程项目的设计、采购、

施工、试运行服务等工作，并对承包工程的质量、

安全、工期、造价全面负责，使业主获得一个现

成的工程。

EPC 模式的重要特点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

作用，促使承包商、设计师、建筑师共同寻求最

经济、最有效的方法实施工程项目。值得说明的是，

采用 EPC 工程管理模式后，业主方仍然应配置相

应的管理人员，在项目竣工验收时，仍然要按合

同的要求对工程项目及其中的设备进行相应的严

格检查与验收。EPC 模式为现有的风电工程项目

建设管理模式的改革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这种

管理模式的组织结构示意图如图２。

EPC 模式存在的优缺点 ：

优点 ：通过 EPC 工程项目公司的总承包，可

以比较容易地解决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转整

个过程的不同环节中存在的突出矛盾，使工程项

目得到优质、高效、低成本的效果。

缺点 ：EPC 模式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 ；主要

适用于大型风电场开发，含有机电设备的采购和

安装的工程项目等。同时应注意，业主对于合格

的总承包方的甄选工作是至关重要的。风电工程

建设期一般为一年，在相对较短的建设期内，机

组基础混凝土施工、房屋变电所建筑、设备安装

调试、线路工程等众多的分项工程可能需要同时

展开施工，各环节衔接配套关系紧密。这样就对

施工单位的施工能力、施工人员素质要求较高。

同时，业主应对施工方因诚信风险及合同违约风

险造成的局面进行慎重考虑。

三、由专业化机构进行项目管理的
模式

1.项目管理服务（Project　Management，
PM）模式

图2　业主委托项目管理的组织结构

总裁或总经理

业主代表

业主委托的项目

管理公司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供货单位 其他单位

业主的职能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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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服务是指从事工程项目管理的企业

受业主委托，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项目的组织

实施进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管理和服务，由业

主与项目管理咨询单位合作进行项目管理的模式。

这种模式的组织结构示意如图 3。 

项目管理企业按照合同约定，在工程项目决

策阶段，为业主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可行

性分析和项目策划 ；在工程项目的准备和实施阶

段，为业主提供招标代理、设计管理、采购管理、

施工管理和试运行（竣工验收）等服务，代表业

主对工程项目进行质量、安全、进度、费用、合同、

信息等管理和控制。项目管理企业不直接与该工

程项目的总承包企业或勘察、设计、供货、施工

等企业签订合同。项目管理企业一般应按照合同

约定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

对于业主而言，使用 PM 模式能够利用专业

项目管理单位的管理经验，有可能缩短项目工期，

总成本、进度和质量控制比传统的施工合同更有

效。但是，这种模式却增加了业主的额外费用 ；

业主与设计单位之间通过项目管理单位进行沟通，

不利于提高沟通质量 ；项目管理单位的职责不易

明确。因此，这种模式主要用于大型项目或大型

复杂项目，特别是业主的管理能力不强的情况。

2.建筑工程管理模式（Cons t ruc t ion　
Management　Approach，以下简称CM模式）

由于国内的风电建设周期较短，考虑适应这

种短周期项目的特点，建筑工程管理模式又称阶

段发包方式（Phased　Construction　Method）或

快速轨道方式（Fast　Track　Method），具有较

图3　业主与项目管理咨询单位合作项目管理的组织结构

突出的优点。这种模式采用的是阶段性发包方式，

与设计图纸全部完成之后才进行招标的传统的连

续建设模式不同，其特点是 ：

由 业 主 委 托 的 CM 方 式 项 目 负 责 人

（Construction　Manager，以下简称 CM 经理）与

设计单位、咨询工程师组成一个联合小组，共同

负责组织和管理工程的规划、设计和施工。

CM 模式可以缩短工程从规划、设计到竣工

的周期，整个工程可以提前投产、节约投资、减

少投资风险，较早地取得收益 ；但分项招标可能

导致承包费用较高，因而要做好分析比较，研究

项目分项的多少，充分发挥专业分包商的专长。

作为业主，在合同中可以加强对于分包商的管理

内容，以强化业主的管理手段，保证过程实施工

程的可操控性。

四、结束语

建筑工程管理模式更趋向于精细化、专业化、

知识化的未来管理方向。通过对风电工程项目的

风险因素分析，可为有针对性的研究风险防范措

施奠定基础。相信随着建设风电项目管理实践的

深化，更加适合具体项目情况及建设条件的管理

模式和更加经济、安全、高效的开发建设项目的

管理模式将会运用到风电项目开发建设中。

总裁或总经理

业主与项目管理咨询单位

合作组建的项目管理班子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供货单位 其他单位

业主的其他

职能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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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据 Iberdrola Renovables 公司可再生能源

业务的发展及各国政府和电网企业对电

网稳定安全运行的要求，2003 年 7 月

公司在西班牙托莱多建成 CORE 运营中心，集中化

实时监控公司在全球分布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

重点监控公司的风力发电设备。CORE 运营中心的

建成，为 Iberdrola Renovables 公司形成“大后台、

小前端”的检修运营模式提供了技术实现的可能。

CORE运营中心

据 Iberdrola Renovables 公 司 主 管 Carlos 

Gascó 介绍，为了实时监控管理好分布在全球 1

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变压器设备、测量及计

量设备 2 和实现特殊功能的设备 3，公司采用了先

进的技术工具，构建了企业级生产实时监控平台，

对成千上万台设备产生的实时运行数据进行统一

的采集、汇总、存储及数值趋势变化情况等进行

图形可视化的分析和展示，提高了维护和管理企

业设备资产的能力，也为公司开创检修运维新模

式奠定了技术基础。

  西班牙政府规定，可再生能源运营商必须

建立实时监控中心，并网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厂必

须具备有功 / 无功功率控制、发电量预测和低电

压穿越等功能，并将电厂有关运营信息及时发送

给西班牙电网公司（Red Electrica），便于运营商

竞价上网及电网公司进行电力调度工作。随着全

球电源结构的优化，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增大，在

Iberdrola Renovables 公司全球化过程中，越来越

多地遇到当地政府和电网企业出台技术规范，要

求在当地并网的可再生能源电厂必须具有有功 /

无功功率控制、发电量预测和低电压穿越等功能，

提高并网能源质量，否则不予并网售电。

 

◇中心发展现状

2003 年 7 月，Iberdrola Renovables 公 司

在西班牙马德里南部城市托莱多（Toledo）投资

400 万欧元建成可再生能源运营中心—CORE4 。

从可实时监控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容量、能实

时监控的可再生能源发电种类 5 及运营中心采用

编者按 ：目前，我国风电监控系统多以风电场为单位，而风电运营公司的集中化生产实时监控系统尚未普及。本文

根据全球最大的风电运营商── 西班牙 Iberdrola Renovables（伊维尔德罗拉可再生能源）公司及其母公司（Iberdrola 集

团）网站信息和第三方机构的统计资料，主要介绍了 WindCORE、HidroCORE、SolarCORE、MeteoFLOW 和资产管理

Domina 等系统的主要技术特点，分析了 Iberdrola Renovables 公司在实现 WindCORE 系统时面临的挑战、技术路径的选

择和最终实现的效果，对建设、升级并完善我国风电场生产实时监控系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集中化生产实时控制系统
── 全球最大风电运营商Iberdrola Renovables公司CORE运营中心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沈 凯

↓坐落于瓦伦西亚市的
Iberdrola Renovables公司总
部大楼。

1.截至2010年6月30日，
Iberdrola Renovables 的发电
设备在 12 个国家运行，它们
分别是西班牙、美国、英国、
希腊、法国、波兰、意大利、
葡萄牙、墨西哥、德国、巴西
和匈牙利。公司近 2000 名员
工，其中在美国约有 850 名员
工。

2. 测风设备、测太阳能
强度设备和计量发电量等相关
设备。

3. 如风电场需要实现低
电压穿越等功能。

4 .  T h e  R e n e w a b l e 
Energies Operating Centre

（简称 ：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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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角度来看，CORE 运营中心已经成为全球能

源行业，特别是可再生能源生产运营方面可堪表

率的创新工程。

为了实现在灾难发生时，保持生产运营业务

的持续性，2009 年 Iberdrola Renovables 公司在

西班牙巴伦西亚建设了一座支持中心，与位于托

莱多的运营中心互为备份，极大提高了公司业务

的连续性。

 最近几年，随着公司在北美大陆，特别是美

国本土境内风电业务的大量持续投入（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在美国风电装机容量达 3877

兆瓦，公司计划未来两年中，每年在美国新增

1000 兆瓦风电装机容量）和海上风电业务在英

国海岸陆续展开，公司开始着手将托莱多 CORE

运营中心实现的技术创新成果移植到美国和英国，

并初见成效。

2010 年 初， 在 美 国 俄 勒 冈 州 波 特 兰 市，

Iberdrola Renovables 公 司 完 成 建 造 National 

Control Center（国家监控中心，简称 NCC），主

要用来实时监控分布在全美 23 个州的 41 座风

电场，约 2500 多台风电机组，其总装机容量达

3877 兆瓦。并同时与位于西班牙托莱多的 CORE

运营中心相互链接。目前，公司位于英国格拉斯

哥附近的 Whitelee 风电场 6 的监控中心正在建设

中，计划在 2010 年底完成与西班牙托莱多 CORE

运营中心的链接工作。

 预计到 2012 年底，Iberdrola Renovables 公

司的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容量至少达到 16000 兆

瓦，公司计划将来建成投产的海上风电及其他可

再生能源发电设备都会陆续接入西班牙托莱多

CORE 运营中心进行实时监控。

◇CORE运营中心逻辑结构及主要系统

安装在发电厂的生产实时监控子系统从现场

控制系统或直接从传感器、发电机组和变压器等

设备上采集实时运行数据，通过企业专网或卫星

传输通道实现与托莱多的 CORE 运营中心通讯。

CORE 运营中心将采集到的数据汇总，统一存储及

可视化展现每台发电设备产生的实时数据及运行

变化趋势，实现远程控制、监测发电设备及诊断

发电设备故障等功能，便于现场运维人员与 CORE

↑CORE运营中心全景图
（托莱多）

5. 目前实时监控风电和小水电运行设备，下一步太阳能等发电都可纳入进来。
6. Whitelee 风电场是目前欧洲最大的陆上风电场，总装机容量是 322 兆瓦。

↓“24/7/365巡检”分析
发电设备状况（CORE）

NCC工作人员“巡检”分
析在美国的发电设备状况
（波特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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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中心的技术人员协同工作，对设备进行维护

与检修，减少设备平均停机时间，提高设备可利

用率，使每台发电设备在技术管理和生产效益达

到最优，整体上实现企业持续改进生产运营效率

的战略目标。

Iberdrola Renovables 公司基于 CORE 运营中

心的实时监控平台与其他实现特殊功能的实时控

制系统集成，开发实现了预测电厂发电量 7、有功

/ 无功功率控制、低电压穿越和视频监控等功能。

同时也实现了与设备资产管理等其他信息管理系

统的集成。以下对 CORE 运营中心运行的主要系

统做简单介绍。

◇MeteoFlow系统：企业级风电场生产电

量预测系统

为了将电厂生产的电能送入电网进行交易，

同时也便于电网调度和保持电网的安全性与稳定

性，西班牙《再生能源推动法案》RD611-2007

要求电厂运营商提供对未来 72 小时内生产的电量

的预测数据，并根据实际情况每 4 小时修正预测

值。MeteoFlow 系统基本功能实现了给 Iberdrola 

Renovables 公司的各个风电场提供未来 24 小时内

生产电量的多版本预测模型，每个版本的预测模

型根据各电厂的情况由 CORE 运营中心气象等多

方面专家做出不同的参数调整，从而根据不同预

测模型给出每个电厂不同状况下的预测电量。  

◇Domina系统：企业级可再生能源发电设

备资产管理系统

Domina 系统主要目标是管理全球的风电和小

型水电设备资产，通过改善设备的可靠性与设备

的预防性检修，整体提高设备利用率，同时实现

了发电设备资产管理的统一平台。

Domina 系统采集（与 CORE 运营中心的实时

监控平台做集成，采集到电厂设备的相关数据）、

分析设备运行数据，为将来建设电厂的设备设计

选型提供重要的参考数据（如通过机组运行实时

数据得出实际功率曲线与理论或预期曲线作对比

等多种手段），同时提供快速定位设备在运行过程

中各种部件的缺陷、诊断出设备缺陷的原因、执

行恰当的预防性维修工作等功能。

◇SolarCORE 系统：企业级太阳能发电实

时监控系统

SolarCORE 系 统 目 前 主 要 是 解 决 Iberdrola 

Renovables 公司远程实时监控太阳能（光伏 / 光

热）发电厂运行设备的系统，将分布的光伏 / 光

热发电厂的发电运行设备（太阳跟踪器、光伏转

换器、太阳光强度检测器、现场控制系统和升

压站等）的相关数据采集到 CORE 运营中心，对

采集到的数据统一存储和展现，帮助 Iberdrola 

Renovables 公司工作人员对光伏 / 光热电厂的设

备进行本地与远程相互结合的检修与维护工作，

同时跟电网企业进行实时电力调度信息交换。截

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Iberdrola Renovables 公

→图1 Iberdrola 
Renovables公司托莱多
CORE运营中心逻辑结构

7. 基于天气预报（比如
太阳光照射强度、风速等气象
信息），结合发电设备的状况
等多种因素，预测出未来 24
小时电厂的发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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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太阳能光热发电容量是 50 兆瓦。

◇HidroCORE系统：企业级小型水电站发

电实时监控系统

HidroCORE 系 统 目 前 主 要 是 解 决 Iberdrola 

Renovables 公司小型水力发电站发电设备的实时

监控系统，支持远程与本地操作与控制，其主要

实现自动发电控制、自动化电压控制和水资源管

理等功能。Iberdrola Renovables 公司的 63 座小型

水电站全部分布在西班牙，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的装机容量是 342 兆瓦。

◇WindCORE系统：企业级风力发电实时

监控系统

Iberdrola Renovables 公司最先投入使用的是

WindCORE 系统，在此基础上，最近几年陆续推出

MeteoFlow、DOMINA、SolarCORE 和 HidroCORE

等系统。WindCORE 主要功能是实时监控 Iberdrola 

Renovables 公司风电设备，基于实时操控风电机

组的要求，能大量采集与管理设备产生的运行数

据，实现对风电机组的有功 / 无功功率的控制、

故障报警和低电压穿越等高级功能。同时跟第三

方机构（如电网调度中心）、其他管理系统（比如

企业资源管理系统）实现数据交换与集成。

WindCORE系统

Iberdrola Renovales 公 司 CORE 运 营 中 心 经

理 Gustavo Moreno Gutiérrez 介绍，公司自 2003

年 7 月建成 WindCORE 系统后，所收集、存储及

分析的风电机组数据信息，比任何一家风电机组

制造商都要多。根据这些实时数据与存储的历史

数据，进行数据分析工作，在提高我们风电运营

水平的同时，能帮助我们开展新建风电项目风电

机组选型等多种设计工作。此外，根据风电运营

的实际结果，在风电机组设备质保期内监督风电

机组制造商合同承诺履行状况。目前，Iberdrola 

Renovables 公司主要从 9 家风电机组制造商采

购风电机组。未来，随着公司在全球业务持续开

展以及风电机组技术的进步，公司通过与风电机

组制造商进行谈判，达成战略合作，争取其开放

通讯协议与数据接口，确保 WindCORE 系统获

得更多、更丰富的风电机组数据。最重要的是，

WindCORE 系统得到准确、可靠的风电机组数据后，

以统一的数据标准，在企业层面上整合不同制造

商的风电机组运行数据，以统一的图形化方式分

析与展现风电机组运行状况。

 

在托莱多 CORE 运营中心，WindCORE 系统

主要功能 8 是采集每台风电机组 350 多个信息点

数据，以一定的频率存储这些信息点的数据，工

作人员就可以实时监控到接入 WindCORE 系统中

的每一台风电机组的实时状况，实现对风电机组

运行和维护等不同主题的分析工作。必要时，托

莱多的 CORE 工作人员可以远程操控风电机组（比

如启动或停止风电机组）。WindCORE 系统报警发

现有严重故障风电机组时，CORE 运营中心工作

人员通知当地维护人员去现场查看风电机组，与

现场维护人员协同工作，尽快排除风电机组故障。

正如 Iberdrola Renovables 公司 CORE 运营中心经

理 Gustavo Moreno Gutiérrez 所说 ：“我们就是要

尽可能减少风电机组停机时间，提高每台风电机

组生产的电量。

◇ WindCORE 系统面临的挑战

风电是波动性的可再生能源，每台风电机组

容量小，风电机组地域分布广，需要实时监测与

维护的设备分布距离远。风能资源丰富的风电场

所在地区往往是人口密度小、用电负荷小，电网

接入状况也往往不太理想。每台风电机组需要采

集的信息数据点在 350 到 1200 个之间，其中大

多数都是数字信号，有 50 到 60 个模拟信号。风

电机组的 SCADA 控制系统往往也有很大的差异，

采用的协议往往不同，这给实现企业级 WindCORE

系统带来不小的挑战。

Iberdrola Renovables 公司大规模发展风电业

务也要求提高对风电设备管理水平，尽可能在风

8. 同时还需要采集天气状况数据、升压站设备数据以及传感器和电量计量设备等数据，还需要跟其他的信息系
统进行必要的数据集成或应用集成。

↓CORE运营中心经理
（右一）Gustavo Moreno 
Gutiérrez 在分析风电机
组风电机组运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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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组 20 多年的生命周期内实现满发、多发，同

时降低设备运维成本。定量分析由于维修、电网

限电、设备质保或天气等多种原因造成的电量损

失情况，准确定位损失原因。查找设备故障根源，

提高公司风电场设备利用率。

风电设备相关的配套设备（如升压站设备、

测风塔设备、计量电量等设备）和实现其他功能

的控制系统或信息系统也往往需要跟 WindCORE

系统进行实时的数据集成或应用集成。各国政策

法规也开始硬性要求并网风电场实现有功 / 无功

功率控制、发电量预测和低电压穿越等功能，确

保电网公司的调度和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

◇ WindCORE 系统技术路径的选择

面对以上技术层面、业务管理和政策法规等

诸多方面的挑战，Iberdrola Renovables 公司给出

如下三种技术上的解决路径 9。

①使用风电机组制造商提供的 SCADA 控制系

统 ；

②基于关系型数据库系统定制开发 ；

③部署第三方现成的基于实时 / 历史数据库

系统的软件包。

风电机组制造商提供的 SCADA 控制系统主

要是用来在本地监控每一台风电机组的运行状况，

由于根据测风数据等多种因素选用不同厂家的机

型，风电机组制造商提供的 SCADA 控制系统就会

有很大的不同。比如 GE、Vestas 和 Gamesa 这三

家风电机组制造商提供的 SCADA 控制系统就有很

大的差别，使用的通讯协议也不统一。采用技术

路径①不能实现企业级实时监测风电机组的功能，

也缺乏有效的技术手段去大量存储这些实时数据

并进行分析。出于保护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的目

的，制造商一般不提供有关的通讯接口与第三方

实时控制设备、管理信息等系统进行集成。所以

基于技术路径①来搭建企业级 WindCORE 系统基

本行不通。

基于关系型数据库系统定制开发 WindCORE

系统似乎可行，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关系型数据库

系统，就会发现，在实时数据采集与监控方面，

关系型数据库系统基础上开发的系统有先天的不

足。关系型数据库系统是面向“慢节奏”事务性

数据处理，主要应用在电子商务、金融管理及电

信计费等领域，因此不能很好的满足工业生产、

实时应用的需求，特别是在需要实时监控的信息

点达到百万、千万数量级的时候，基于关系型数

据库系统定制开发的系统会有无法克服的性能问

题。所以基于技术路径②来搭建能处理实时变化

的数据，维护数据的实时性与真实性，并且需要

监控的信息点在百万甚至千万数量级的 WindCORE

系统也基本不可行。

采用技术路径③是现在绝大多数风电运营商

采取的策略 10。通过直接使用第三方提供的解决

方案，大部分需要的功能都基本在软件包中实现。

在此基础上，培养自己的技术开发团队或外包开

发任务，根据公司生产业务管理的需求，在第三

方提供的软件包的基础上开发实现高级功能。

→图2  Iberdrola 
Renovables某风电场机组
分布及一些综合信息展示

10. 根据 2007 年实时数
据厂商 OSIsoft 公司给出的统
计，在 2006 年全球排名前 15
名的风电运营商中，有至少
12 家是采用此技术路径，直
接使用第三方产品实现企业级
实时监控系统。

9. 自主研发也是一条技
术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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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erdrola Renovables 公 司 的 WindCORE

系统就是基于技术路径③实现得的。具体来

说， 主 要 是 基 于 美 国 OSIsoft 公 司 的 PI（∏）

系统（作为实时 / 历史数据库）和法国 Arc 

Informatique 公司的 PcVue-FrontVue 软件包搭建

起 WindCORE 系统，建成企业级统一的集中化

实时监控系统，在企业范围内统一风电生产运

营指标。可视化实时管理发电设备的同时，在

设备生命周期内，存储设备生产运行数据，实

现数据的处理、分析和图形化展示等功能，也

是实现风电场有功 / 无功率控制、发电量预测

和低电压穿越等高级功能的基础平台。

◇WindCORE系统的实现

托 莱 多 CORE 运 营 中 心 的 工 作 人 员 利 用

WindCORE 系统，就可以将 Iberdrola Renovables

公司在全球分布的风电场实时综合信息，通过

电脑屏幕或显示大屏展现出来，同时能够通过

简单的鼠标操

 作就可以追溯信息数据来源。这些实时

综合信息主要有风电场地理信息（如与 Google 

Earth 等地球地理信息系统做集成实现）、风电

场的发电量、当地风速 / 风向和预计电量等实

时数据。

CORE 运营中心的工作人员通过鼠标点击到

某个风电场，就能实时地看到某个风电场运行

信息，这些信息主要有风电机组在风电场实际

分布情况、每台风电机组的运行状态、风电机

组可用率情况，风电场运行效率，未来 24 小

时每台风电机组发电量预测等信息。此外，工

作人员利用 WindCORE 系统，可以实时监控到

与风电场相关的升压站的电压、电流、油温和

计量电表数值等信息，并给出这些实时信息的

可视化曲线图。

风电机组的“健康”状况对保证 Iberdrola 

Renovables 公司持续盈利非常关键，CORE 运营

中心的工作人员通过 WindCORE 系统可以观测

到风电机组内部关键部件的实时数据信息，帮

助 CORE 工作人员判断风电机组的“健康”状况。

这些信息主要有传感器（包括风电机组自带的

和后安装的）的风速、风电机组电量、变桨角

度和温度（来自风电机组的 SCADA 控制系统和

风电场的塔测风设备）、报警信息和日志信息（来

自风电机组的 SCADA 控制系统或 CORE 运营中

心的运行的其他系统），振动和谐波实时数据（来

自风电机组增值服务设备）、风电机组的油液分

 图3  风电机组实时数据情况

 图5  风电机组内部关键部位实时数据图形化显示

图4  风电机组关键部位温度的图形化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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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数据（通过实验室专业设备分析得出）、有 / 无

功功率控制和低电压穿越（通过风电机组内部实

现此功能的专业设备）等信息。

WindCORE 系统与 Iberdrola Renovables 公司

的 ERP（企业资源计划管理系统）的工厂维护模

块（PM）做集成，保存维护日志、工作记录和设

备资产管理信息等数据信息，在公司全球范围内

记录、积累和分享维修风电机组等方面的专业知

识库和专家库，形成 Iberdrola Renovables 公司专

有的知识管理系统，这对 Iberdrola Renovables 公

司集中化实时远程监控、维护风电机组和提高风

电机组设备资产管理水平和维护专业知识培训起

到积极的作用。

Iberdrola Renovables 公司当初构建 WindCORE

系统的目标现在都已基本实现。通过集中化的

WindCORE 远程实时监控系统，降低了公司运营

与维护成本；24 小时实时监控风电机组及升压站、

天气等实时状况，远程诊断风电机组故障原因，

指导当地维护人员工作，提高当地风电机组维护

人员的工作效率，减少由于风电机组故障产生的

电量损失 ；集中化实时与当地电网公司就风电场

的有功 / 无功功率控制、预测发电量和低电压穿

越等信息实时通信，满足电网公司并网的技术要

求及当地政府的政策法规 ；同时也集中实现与公

司其他信息系统的集成，多种图形化表现形式展

现数据分析结果。

结 语

通 过 对 Iberdrola Renovables 公 司 建 设

WindCORE 系统时面临的挑战、不同技术路径的

权衡和采取的具体技术路径策略的分析，我们发

现，有如下 3 个关键点值得关注，对实现类似

WindCORE 系统有很大启发与借鉴意义。

集 成 功 能 ：WindCORE 系 统 集 成 功 能 要 强

大，实现远程 24/7/365 的实时监测、控制及数

据采集功能，同时必须能与不同风电机组制造商

的 SCADA 控制系统通信，准确地将数据采集到

WindCORE 系统中。同时还必须与升压站的设备、

测风塔的设备、传感器等其他需要采集数据的设

备进行实时通信。

分析功能 ：WindCORE 系统需要在能存储大

量数据的基础上，实现各种不同主题各时间段的

分析功能，实时展现分析的结果，同时将分析得

出的结果与其他信息管理系统进行通讯，比如与

电网企业进行实时通讯，满足电网企业对电网安

全调度和上网电量计量等要求。

扩展功能 ：WindCORE 系统的架构合理，通

过 简 单 的 软、 硬 件 扩 容， 就 能 满 足 Iberdrola 

Renovables 公司现在及未来每年至少新增 2000

兆瓦装机容量的需要。同时在 WindCORE 系统的

软件架构基础之上，还能根据安全生产业务发展

的要求，开发实现更多的功能，如有功 / 无功功

率控制、发电量预测和低电压穿越等高级功能。

Iberdrola Renovables 公 司 在 基 于 实 现

WindCORE 系统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先后实现了

MeteoFlow、HidroCORE、SolarCORE 和 资 产 管 理

DOMINA 等系统。现在，位于托莱多 CORE 运营中

心的 30 多位工作人员通过 WindCORE、HidroCORE

和 SolarCORE 系统，集中化实时监控分布在全球的

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的运行状况，逐步形成基于

设备状态，本地与 CORE 工作人员协同互助的集中

化检修和维护新运营模式，这种“大后台、小前端”

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运营模式提升了 Iberdrola 

Renovables 公司持续盈利水平。

Iberdrola Renovables 公司简介

Iberdrola Renovables 公司是一家成立于 2001 年 7 月 9 日的大型跨国公司，其总部位于西班牙瓦伦西亚市。公司主要从事

风力、小水电、太阳能、生物质和海洋能等多种形式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业务。2007 年 12 月 13 日，公司在马德里证券交易所

成功上市，募集到 44.77 亿欧元资金，上市当日市值达到 221.87 亿欧元。据 BTM 和 Bloomberg 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按照累计装机容量计算，Iberdrola Renovables 公司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可再生能源（风电）运营商，其业务已经覆盖

到全球 23 个国家，其母公司 Iberdrola 集团分别在 2007 年 4 月和 2008 年 9 月收购了欧洲苏格兰电力公司（Scottish Power）和

北美东方能源公司（Engery East）。据此公司 2010 年年中报告，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容量已经达到 11406 兆瓦，其中风力发电的

装机容量达 11010 兆瓦 ；可再生能源储备容量达到 61478 兆瓦，其中风电储备容量达到 59901 兆瓦。

↑WindCORE系统工作台。
图中最左边大屏幕显示分
布风电机组的全球地图，
中间大屏幕显示一台风电
机组内部各个关键性设备
实时数据，最右边大屏幕
显示公司在西班牙风电场
运行实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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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桨轴承作为风电机组的关键部件，是和变桨驱动装置一

起作用，改变叶片角度（即改变桨距角）实现对叶片输出功率

的控制和桨叶安全性保证。由于变桨轴承需要承受三个方向交

变载荷和叶片高频振动直接传导到变桨轴承的震动，工作环境

恶劣，高温、高寒、高原、高盐、高风沙，因此变桨轴承的设

计与技术要求的确定是保证二十年使用寿命的关键。

1 轴承的设计

在设计时考虑到安装空间和承受的交变载荷，启动摩擦力

矩，即在最小的尺寸范围，具有承受最大的载荷能力和最小的

启动摩擦力矩。相对兆瓦级变桨轴承，单排四点接触球轴承虽

然在启动摩擦力矩方面有比较好的优势，但在相对的尺寸范围

内，无法满足兆瓦级风电机组的载荷要求，因此为满足兆瓦级

风电机组在有限的尺寸空间满足兆瓦级风电机组载荷和启动摩

擦力矩要求，双排四点接触球轴承的结构是能够在有限的尺寸

空间满足兆瓦级风电机组载荷和启动摩擦力矩要求。轴承的材

料是保障轴承满足承载能力的基础，轴承材料为套圈采用炉外

精炼真空脱气的合金结构钢 42CrMo4V，钢球采用炉外精炼真

空脱气的高碳铬轴承钢 GCr15G、Cr15SiMn，保持架采用低合

金高强度结构钢 Q345C 或合金结构钢 QSTE380Tm。

设计的方法是 ：根据空间尺寸大小和叶片法兰的尺寸确定

轴承的外形尺寸，确定轴承的内部结构尺寸即钢球的尺寸，依

据风电机组叶片载荷谱计算轴承的承载能力与疲劳寿命，根据

计算结果进一步完善轴承的内部结构，完成轴承的设计。

1.1 轴承内部结构设计

轴承的内部结构设计包括沟道曲率系数的确定、堵球孔与

软带位置的安排、保持架引导面和保持架的设计、密封的设计。

沟道曲率系数决定了承载能力和轴承的动摩擦力矩，外圈

沟道曲率系数一般按 0.53，内圈沟道曲率系数一般按 0.525，

这种设计比较合理，适合用在车制工艺 ；若采用双沟道同步加

工的工艺时，沟道曲率系数设计为内、外圈 0.525，虽然外圈

增加的承载能力无实际意义，但为加工提供很多方便。

堵球孔的孔径一般为 1.15 ～ 1.25 倍钢球直径，固定堵球

块的锥销方向一定要注意，必须保证安装大端面与轮毂安装面

向接触，也可采用紧定螺丝对固定堵球块的锥销进行紧固，防

止在运转时锥销脱落。

轴承内、外圈共有四个沟道，每个沟道均有一个热处理工

艺软带（含装球孔），套圈软带位置应相错对称 180°；虽然轴

承在安装时，已将软带位置装在最小或很少受倾覆力矩的位置，

但轴承在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承受部分倾覆力矩，因此两

个沟道在相同位置软带不能全部受到载荷，而一个沟道软带位

置对应的另一个沟道位置是能够承受载荷，从而保证在实际运

行时，在最小或很少受倾覆力矩的位置，能够保证相当于  有一

个沟道在承受载荷。

轴承内外圈的外内径与内外径是保持架的引导面，外内径

与内外径之间的距离要大于保持架厚度 3mm ～ 5mm，该距离

依据保持架的结构和制造精度来取值，分体式保持架距离小，

整体式保持架距离大 ；保持架圆度精度高则距离小，保持架圆

度精度低则距离大 ；但宽度距离要保证轴承在负载运行时不能

发生“啃边”发生即轴承在负载运行时钢球与沟道接触区不能

和沟道保持架引导面过度区相重合。

变桨轴承铁保持架轴向采用钢球引导，径向采用套圈的外

内径与内外径共同引导。保持架一般分为分段式、一体不焊接式、

整体焊接式，要尽量选用整体焊接式保持架。保持架的厚度依

据钢球的直径大小来选择为 4mm ～ 8mm ；梁、框的宽度尺寸

应大于 6mm。

密封一般采用双唇密封，尽量避免使用单唇密封，如果空

间位置确实不允许时再采用单唇密封。双唇密封的优点有，外

面的密封唇用来阻止外面的粉尘进入轴承，里面的密封唇用来

阻止轴承里面的润滑脂泄露，保持腔内工作压力。密封圈材料

采用耐油的丁晴橡胶，密封材料要达到试验室 20 年使用寿命

的要求。密封圈的密封压缩量要能满足在使用寿命中，轴承的

腔内工作压力保持在 0.2MPa， 腔内极限压力达到 0.25MPa，；

密封圈与接触面要用足够高的粗糙度，以减少摩擦，提高使用

寿命，减小启动摩擦力矩

1.2 轴承的设计计算

轴承的设计计算是依据 ISO1628 对轴承的静安全系数和额

兆瓦级风电机组变桨轴承设计
与技术要求
■大连冶金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张宏伟  邢振平

■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刘 河  王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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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寿命进行设计计算的。

1.2.1 沟道的静承载能力计算

沟道的静承载能力一般用沟道的静安全系数来表示，是轴

承承受极限载荷时的静安全系数，要求沟道的静安全系数大于

1.35，针对不同风电机组和客户认证的需要，沟道的静安全系

数应满足要求。

（1）钢球的载荷分布

在计算沟道的静承载能力时，假设双沟道平均承受载荷，

轴承的极限载荷为轴向力 Fas、径向力 Frs 和倾覆力矩 Ms，加

在每个沟道载荷轴向力 Fa=Fas/2，径向力 Fr=Frs/2，倾覆力

矩 M=Ms/2，变桨轴承，只要计算出单个沟道钢球的载荷分布，

单个沟道静安全系数就是整套轴承的静安全系数。

假定外圈固定不动，当轴承内圈受到轴向力 Fa，径向力 Fr

和倾覆力矩 M 的同时作用时，会相应地产生轴向位移 δa，径

向位移 δr 和转角 θ。设角度 ψ 是受载荷最大的滚动体与其

它滚动体之间的夹角。轴承在受载之前，任意角位置处内外圈

沟曲率中心的距离均相同，称为原始沟心距 A，

则 ( ) DwffA ei ×−+= 1

四点接触球转盘轴承内外圈上均有两组滚道。主要承受轴

向力的滚道称为主推力滚道，另一滚道则称为辅推力滚道。轴

承受载后，主辅推力滚道的沟心距均发生了改变。

在任意角位置 ψ 处，主辅推力滚道的沟心距 ， 分

别改变为 ：

     （1）

     （2）

式中 ：αo 是原始接触角，
钢球与主辅推力滚道的总的弹性变形量 等于内圈发

生位移后的沟心距与原始沟心距之差，即

，                                  （3）

根据 Hertz 接触理论，作用于钢球上的载荷 Q 与钢球和内
外滚道间总的弹性变形量 δ 之间存在如下关系 ：

                                                  （4）

nK 为变形常数。
由此式可求出任意角位置 ψ 处钢球的载荷 ：

主推力滚道上钢球的载荷 

                （5）

辅推力滚道上钢球的载荷 

            （6）

内 圈 发 生 位 移 后， 不 同 角 位 置 ψ 处 的 钢 球 的 接 触 角

也会发生改变，主推力滚道钢球的接触角 变为 ：

  

辅推力滚道钢球的接触角 变为 ：

   

建立内圈的静力学平衡方程组，即所有钢球作用在内圈上

的力应与外力相平衡 ：

   （7）

     （8）

    （9）

上面三式构成的方程组是以内圈位移量为未知量的三

元非线性方程组。当给定外载荷时，运用方程组的数值解法

（Newton-Raphson 法）解得 δa、δr、θ，然后利用式（5）和（6）

即可求出滚动体的载荷分布。

（2）接触强度的计算

运用滚动体载荷分布的数值求解法，当轴承的外载荷已知

时，可以求出作用于滚动体上的最大载荷 Pmax，根据 Hertz 接

触理论可以求出滚动体的最大接触应力。

对于球轴承，最大接触应力

    

变桨轴承的静安全系数 sf 是指其额定静载荷与当量静载
荷的比值。转化成接触应力

        （11）

是指滚动体的许用接触应力。

1.2.2 沟道的疲劳寿命计算

假定外圈固定，内圈旋转。在进行寿命估算时，首先分别

计算出每条滚道（共 8 条）的额定寿命，最后计算出整套轴承

的额定寿命。

（1）计算滚道的额定滚动体载荷 Qc

            （12）

  （13）

（2）计算每个滚道的当量滚动体载荷 Qe

当外载荷己知时，前面所述滚动体载荷分布的计算方法，

可求出作用于每个滚动体上的载荷

),1( ZjPj =
或载荷分布函数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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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式中 ：n=3/2，

当载荷方向相对于滚道旋转时（内圈滚道），其当量滚动

体载荷 Qe 为 ： 

         （15）

式中 ：s=3

当载荷方向相对于滚道保持静止时（外圈滚道），其当量

滚动体载荷 Qe 为 ：  

      （17）
      

 （18）

式中 ：W=10/3

由于变桨轴承的载荷是交变载荷，在计算当量滚动体载荷 

Qe 时，要把简化后的载荷谱中每组载荷以及该组载荷在整个工

作寿命中所占的比例带入公式，分别计算，计算出该组载荷的

当量滚动体载荷。

（3）单个滚道的额定寿命 L10 的计算

             
（19）

式中 ：

（4）整套轴承的额定寿命

对于单个滚道和整套轴承而言，其使用概率和使用寿命之

间均存在如下关系 ： 

       （20）
式中 ： e=10/9，

S—使用概率 ;

Ls—使用概率为 S 时的寿命

L10 一使用概率为 0.9 时的寿命

设下列各式中第一下标代表内外圈（分别用 i、e 表示），

第二下标代表主辅推力滚道（分别用 1、2 表示），则对每个滚

道及整个轴承有 ：

，      （21）

，        （22）
                 （23）

由于滚道的疲劳破坏是彼此独立的事件，根据乘法规

则，整套轴承的使用概率应等于各个滚道使用概率之积，即

       （24）

因此 ：

由于四个滚道中任一滚道出现疲劳破坏时，就可认为整套

轴承出现了疲劳破坏，

故有 ： ，代入上式，则整

套轴承的额定寿命 L10b 为 ：

      （25）

2 成品的技术要求

2.1 热处理的技术要求

套圈热处理采用调质处理，调质硬度 260HB ～ 290HB，

只有调质硬度超过 260HB 时，套圈基体的机械性能才能达到

要求。沟道采用中频表面淬火，硬度 HRC57 ～ 62，硬化层成

品厚度取决于钢球直径，最薄应大于 4.5mm ；齿轮采用中频或

高频表面淬火，硬度 HRC50 ～ 60，硬化层厚度取决于齿轮模数，

硬化层厚度最薄应大于 1.5mm。

沟道的热处理有效硬化层厚度对产品的使用寿命起到至关

重要的作用，是产品保持寿命的基础。由于 42CrMo4V 是表面

淬火，硬化层与基体之间没有过度层，因此承受载荷时出现疲

劳的位置会在硬化层与基体之间。如果沟道硬化层厚度不足，

沟道载荷的作用力就会直接作用到硬化层与基体之间位置，使

硬化层与基体之间产生疲劳裂纹，当疲劳裂纹严重时会使沟道

成片状脱落，造成轴承损坏。

沟道在承受瞬间极限载荷时，由于沟道硬化层厚度不足，

屈服强度达不到设计要求，会在沟道与滚动体接触部位产生塑

性变形，压出痕迹，轴承的旋转会产生振动。当沟道长时间承

受大载荷时，在长时间的运行中，滚动体会缓慢的挤压沟道，

使沟道产生塑性变形，将塑性变形产生的变形量从软带位置挤

出，在形成凸出，影响轴承的旋转，严重时会卡死轴承。考虑

到变桨轴承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沟道硬化层厚度要高于普通

转盘轴承的 30%。

2.2  游隙、旋转精度与单个沟道的启动摩擦力矩的要求

由于叶片的挠性和风的共同作用，叶片一直处于高频振动

并直接传导到变桨轴承上。若沟道与钢球之间存在间隙，在高

频振动的作用下，钢球和沟道间产生冲击载荷，冲击载荷的破

坏力要远远超过静载荷，因此变桨轴承采取“负”游隙，即沟

道与钢球之间以预过盈的形式消除钢球和沟道间产生的冲击载

荷。“负”游隙值的大小取决于过盈量对双沟道间变形的影响。

单沟道启动摩擦力矩是产品旋转精度与零件加工精度的最

终反映，因为变桨轴承采取“负”游隙单个单沟道启动摩擦力

矩取决于套圈沟道的几何精度（圆度）和弯曲变形。内外圈沟

道圆度长短轴相互位置决定该位置钢球和沟道间的游隙。为保

证变桨轴承的“负”游隙，必须通过改变钢球尺寸的方法，迫

使轴承套圈产生弹性变形，从而保证在整个沟道的任何位置都

是“负”游隙，这样轴承套圈产生弹性变形最大的地方压力越

大启动摩擦力矩也是最大，反之轴承套圈产生弹性变形最小的

地方压力越小启动摩擦力矩也是最小。对于套圈弯曲变形，由

于内外圈沟道在旋转时必须在一个平面内，内外圈各自弯曲变

形，使得内外圈沟道不在一个平面内，因此变桨轴承旋转时，

迫使轴承套圈产生弹性变形，内外圈沟道在旋转时在一个平面

内 ；同样轴承套圈产生弹性变形最大的地方压力越大启动摩擦

力矩也是最大，反之轴承套圈产生弹性变形最小的地方压力越

小启动摩擦力矩也是最小。这造成单个单沟道启动摩擦力矩在

一圈范围内差别很大，影响成品的启动摩擦力矩。虽然在工作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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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需要很高的旋转精度，但只有严格规定旋转精度才能使套

圈在加工时有高的几何精度和很小的弯曲变形。使得单沟道启

动摩擦力矩在一圈范围比较均匀，对成品的启动摩擦力矩控制

奠定良好的基础。

单沟道启动摩擦力矩值的测定是轴承变桨轴承采取“负”

游隙的保证。采用传统测量游隙的方法无法准确测量“负”游隙，

只能起到辅助测量的作用，只有通过测量单沟道启动摩擦力矩

值来确定。

两个单沟道启动摩擦力矩的差值决定两沟道受力的均匀

性，两个单沟道启动摩擦力矩的差值大表明两个单沟道的过盈

量差值大。试验也证明，在工作载荷的条件下，单个单沟道基

本满足工作载荷，但当承受极限载荷时，由于两个沟道启动摩

擦力矩的差值大即过盈量差值大，沟道启动摩擦力矩大的（过

盈量大）沟道承受载荷大，首先出现沟道疲劳，等到沟道启动

摩擦力矩小（过盈量小）的沟道参与承受载荷时，首先出现疲

劳的沟道承载能力将大幅下降，导致轴承的寿命大幅缩短。只

有严格规定两个单沟道启动摩擦力矩的差值才能保证两个沟道

平均分摊的承受载荷，使轴承的承载能力最大化。

2.3 成品启动摩擦力矩的要求

成品启动摩擦力矩由轴承启动惯性力矩、轴承的动摩擦力

矩和轴承密封的静摩擦力矩构成。密封的静摩擦力矩作用主要

是即保证密封圈的密封压缩量要能满足在使用寿命中，轴承的

腔内工作压力保持在 0.2MPa，腔内极限压力达到 0.25MPa 又

不能使驱动装置的负荷过大。轴承启动惯性力矩由轴承质量所

决定，轴承启动惯性力矩、轴承的动摩擦力矩的合成力矩称为

装配启动摩擦力矩即未装密封的成品启动摩擦力矩。

轴承的装配启动摩擦力矩是变桨轴承的最重要指标之一，

它的重要作用是，在一圈范围的均匀性决定了变桨驱动装置工

作的稳定性。由于双排沟道在加工中会出现沟道心距的误差，

这种误差在装配后无法检测，通过有限元分析（FEA）技术对

摩擦力矩进行如下分析计算。

2.3.1 建立 FEA 模型

在进行摩擦力矩的测量时，轴承水平放置，仅承受重力。

由于圆周方向存在的对称性，因此在进行套圈的力学分析时，

只需要取出包含半个钢球的小弧段进行研究即可。

2.3.2 建立 FEA 模型的参数

（1）外载荷 ：仅承受重力

（2）边界条件 ：

a 内外套圈沿两个侧面的法向对称

b 钢球沿中心截面的法向对称

c 外圈底平面沿法向的位移约束

（3）接触条件 ：每个钢球与内外套圈滚道分别构成四个接

触对

（4）材料参数 ：合金钢，弹性模量 E=2.1x105 MPa

                      泊松比 =0.28， 密度 =7.8mg/mm3

2.3.3 理论计算

由于钢球与滚道的接触点到轴承轴线的距离是定值，因此

摩擦力矩的值应正比于球与滚道间的摩擦力。而摩擦力又正比

于法向接触力，因此，对于变桨轴承，其摩擦力矩的值应正比

于钢球与滚道间法向接触力之和。

设单排和双排球的摩擦力矩分别是 M1，M2 ；

单排时球与滚道的法向接触力分别是 Q11，Q12 ；

双排时球与滚道的法向接触力分别是 Q21，Q22，Q23，

Q24 ；

则有
2 21 22 23 24
1 11 12

M Q Q Q QMi
M Q Q

+ + +
= =

+

通过对变桨轴承沟道过盈量分段进行计算，计算结果还显

示，随着过盈量的增加，钢球与滚道间的接触力在逐步增加 ；

随着套圈弹性变形的增加，力矩比呈下降趋势。在启动摩擦力

矩允许的最大过盈量时为 Mi=1.25，在变桨轴承沟道必须保证

的最小过盈量时为 Mi=1.7。单沟道启动摩擦力矩与成品启动摩

擦力矩的关系决定了轴承能否实现双排沟道同时承受载荷。装

配启动摩擦力矩取决于沟道的过盈量，依据风电机组变桨力矩

要求，应控制在 1.3 ～ 1.7 倍的单沟道启动摩擦力矩，超过此

范围，就表明双排四点接触球轴承承载能力可能减为单排四点

接触球轴承承载能力。这个变化可通过检测单沟道启动摩擦力

矩与成品启动摩擦力矩的关系来确定，比例关系超出范围就意

味着双排四点接触球轴承承载能力减为了单排四点接触球轴承

承载能力，一旦装机，就会给风电机组带来极大隐患。当风电

机组需要承受极限载荷时，由于轴承的承载能力达不到设计要

求，造成变桨失败。为保证每台风电机组变桨的稳定，每台风

电机组上所装的三套轴承的成品启动摩擦力矩相互差不能大，

应该通过选配的方式配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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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液压变桨距系统作为风电机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证风

电机组的正常运行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在红海湾风电场 V-47

风电机组 2009 年全年液压系统故障率为 26.5%，在风电机组

的 11 个系统里所占权重比例最高，所以液压系统已经越来越

受到重视。然而，液压系统及其变桨系统基本为液压机械式，

全部由各种阀门控制工作，其基本参数又难以测量、测准，仅

凭估算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就给我们了解液压的工作方式和原

理带来了很大难度。而且，在处理故障时又显得参数太少，难

以准确判断其真正故障点和发生的根本原因。所以，研究液压

的工作方式和计算其系统内的实际参数，对液压理论、风电机

组实际运行和故障处理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液压传动是流体传动的一种，是在密闭的系统内，利用油

液作为工作介质来实现能量转化和传递动力的。由于液压传动

方式变桨体积小、重量轻、自动调节平稳精确等优点，是兆瓦

级以下功率的风电机组普遍采用的桨距控制方式。液压系统是

研究以高压流体为能源介质，来实现机械变化和自动控制的。

液压系统是由各种元件组成所需要的各种控制回路，再由若干

回路有机组合成为完成一定控制功能的传动系统，来完成能量

的传递、转换和控制。从原理上来说，液压中的油液各处的压

强是基本一致的，这样在平衡系统中，面积比较大活塞上施加

的压力较大，通过液体的传递，可以得到不同端上的不同压力，

就能达到变换的目的。

2  液压系统管路中油液的流动状态分析

液压系统管路中油液的流动情况按照其工作性质不同，分

为 3 种。首先是打压系统，由液压泵将油槽内的液压油抽取到

储压罐中，此过程由液压电机控制齿轮泵完成。在 V-47 型风

电机组中，此过程每次仅为 4 秒左右。其次是变桨系统，在风

电机组运行状态时，由比例阀控制油液的流向，推动液压缸完

成向正、负两个方向变桨。最后由于风电机组故障或人为停机，

风电机组将桨距角变为 86°时，由 Y210A、Y210B 两个电磁

液压系统管路中油液的流动状态
■神华国华汕尾风电有限公司︱李晓鹏 莫银锋 叶井龙 杨厚继

阀控制泄压，完成变桨。液压变桨基本由这三种相对独立的动

作系统组成，在每种系统工作时，其管路中的液压油的流速和

流动状态不同，即层流和紊流，二者的流动阻力产生原因不同

导致压力损失的规律不同。

2.1 打压系统的雷诺数与最大泵真空度

在 V-47 型风电机组液压系统正常运行时，液压油位的液

体表面一般在泵进油的入口附近上下运动，公式（3）中的 h

较小，所以泵的真空度不会很大。但当液压系统漏油，油槽内

缺油时，液面下降就会使 h 增高，增大泵的真空度。这种情况

在运行时间较长的红海湾风电场是比较常见的，如果不登机检

查，是很难发现的。机组虽然可以运行，但是会产生气穴现象，

破坏系统的连续性，增大噪音，同时泵的功率损耗也会有所增加。

首先由理想伯努利方程得 ：

式中 ：A 为截面面积，v 为流速，p 为压力，z 为位置高度，

ρ 为液压油密度，g 为重力常数 9.8N/Kg

设在两断面间流动的液体单位重量的能量损失为 hw ；在推

导理想液体伯努利方程时，认为任取微小流束通流截面的速度

相等，而实际上是不相等的，所以按分布均匀计算会引起误差。

因此需要对动能部分进行修正，设因流速不均匀引起的动能修

正系数为 a。经理论和实验测定，对圆管来说，a=1~2，紊流

时取 a=1.1，层流时取 a=2。因此，实际液体的伯努利方程为 ：

上式的应用条件是不可压缩液体作恒定流动，液体所受

质量力仅为重力。液压泵的流量为 Qv=8.5L/min，吸油管直径

d=18.43mm，液压泵吸油口距离液面的高度为 h=90.50mm，

液压油的运动粘度为 μ=32×10-6m2/s，密度为 ρ=0.9kg/

m3，压力损失不计 Δpw=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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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液压泵打压示意图

如 图 1 所 示 ：1-1 为 基 准 面 ；P1=Pa，v1=0，h1=0，

Δpw=0，由公式（2）：

雷诺数 ：

雷诺数是液体的惯性力对粘性力的无因次比，当 Re 较大时，

惯性力起主导作用，流动状态为紊流。当 Re 较小时，粘性力

起主导作用，流动状态为层流。根据式（4）计算得出，雷诺

数小于临界数 2320，所以判断为层流，并将 α=2 带入式（3）得：

真空度 =1.0523Pa

在液压泵之后，是由长度为 339mm 的软管与液压总成连

接，管内液体流动速度与液压泵之前是一致的（v2=0.5313m/

s），由于其长度较小，压力损失不大。 V-52 的打压系统与 V-47

一致，相关参数基本一致，计算相同。

液压泵靠真空度进行吸油，但一般真空度也不能太大，也

就是泵安装的高度不能太高（h<0.5m），即泵吸油口处的绝对

压力 p2 不能太小，因当小于空气分离压时，会产生大量的气

穴现象，破坏连续性，噪音过大。

2.2 变桨系统管路中的液体流动状态

2.2.1 液压缸数据计算

图 1 为液压缸结构的正视半剖图，其工作原理是由液压油

推动位置 7 的活塞，在位置 9 的液压圆筒钢管中前后运动。位

置 10 是活塞杆，位于圆筒正中间，连接活塞并经过齿轮箱内

部连接变桨轮毂内的横臂实现变桨。位置 1 是位置传感器，通

过 21 的 O 型环固定在液压缸圆筒上，用来测量活塞的移动距离，

通过电压输出，计算出桨距角。油管连接于液压缸内空腔的两端，

进油和出油由液压系统控制完成。

图 1 液压缸 sNH30-D-80/40 x 490-g-“T”-（TN）

表1 液压缸结构部件

位置     编号                  名称
1        35104            位置传感器，BTL-A10-0500-B-SA56-S32     
1        35249            BTL- 电缆接头 
2        26017            UNBRACO 耐酸螺丝钉 M3 x 20 
2        26231            自锁耐酸螺丝钉 4 DIN 128-A4
3        35076            磁性垫片，BTL-P-1012-4R-SA1 
5        5266190         滑动装置 位置 .5+6+8+14+15+16+17+18+20 
7        5250152         活塞 
9        5330785         封闭圆筒管 
10      5480212         封闭活塞杆 
11      2034005         挡板装置 
12      56430             锁杆 3 x 10 
13      55953             钢珠 2.5
19      5200278         固定部分 
21                            O 型环， （连接位置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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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设备厂家提供的 V-47 风电机组产品数据，液压缸总

长度为 490mm，直径为 80mm 的圆柱体，封闭活塞杆直径为

40mm，活塞的有效推动截面直径为 80mm。活塞向正方向变

桨相当于一个半径为 40mm 的圆，向负方向变桨为一个外半径

是 40mm、内半径为 20mm 的圆环。不难得出其有效推动面积：

A 缸 =5027.2mm2 ；A 杆 =1256.8mm2 ；A 环 =A 缸 － A

杆 =3770.4mm2

V-52 风电机组的液压缸总长度为 555mm，直径为 90mm

的圆柱体，封闭活塞杆直径为 50mm，活塞的有效推动截面直

径为 90mm。同理其有效推动面积为 ：

A 缸 =6362.55mm2 ；A 杆 =1963.75mm2 ；A 环 =A 缸 －

A 杆 =4398.84mm2

根据连续性方程，流通截面上的流速均匀分布，平均流速

为 v，则平均流速为 A
qv = 。在液压传动系统中，液压缸的有效面

积 A 是一定的，根据上式可知，活塞的运动速度 v 由进入液压

缸的流量 q 决定，我们已知活塞缸的运动速度，先求出进入或

流出液压缸的流量，然后倒推出管路中的流液速度。由试验得

出在液压系统的三种工作状态下的液压缸运动时间，如表 2。

表2 液压缸的运动时间t/s

V-47 风电机组 V-52 风电机组

正方向完全变桨 23.4s 31.3s

负方向完全变桨 15.1s 12.8s

紧急停机顺桨 10.2s 5.1s

正方向完全变桨是桨距角从 -5°变至 86°，负方向则相反，

紧急停机顺桨是由桨距角从 -5°自动泄压至 86°。V-47 液压

缸的总长度为 490mm，但桨距角从 -5°变至 86°液压缸则实

际运动了 drel=480.38mm。当桨距角在 -5°时，液压缸的容积为：

V-5=A 环 ×drel=1811224.752mm3

当桨距角在 -5°时，液压缸的容积为 ：

V86=A 缸╳ drel=2414966.336mm3

V-52 风 电 机 组 完 全 变 桨 时， 液 压 缸 则 实 际 运 动 了

drel=543.33mm，同理得 V-52 风电机组桨距角在 -5°时，液

压缸的容积为 ：

V-5=A 环╳ drel=2390021.737mm3

V86=A 缸╳ drel=3456964.292mm3

由此可得出在三种工作状态时，进入液压缸的体积流量

Q=V/t，V-52 风电机组同理，见下表 ：

表3 液压缸工作流量Q/mm3/s

V-47 风电机组 V-52 风电机组

流进流量 流出流量 流进流量 流出流量

正方向完

全变桨

103203.690 77402.767 110446.144 76358.522

负方向完

全变桨

11994.659 159931.545 186720.448 270075.335

紧急停机

顺桨

236761.405 177571.054 677836.136 468631.713

2.2.2 液压管路流速计算

无论桨距角怎样变化，液压油在密封管道内作恒定流动时，

设液体不可压缩，则单位时间内流过任意截面的质量相等。由

液体流动的连续性方程，说明液体流过流管不同截面的流量是

不变的。当流量一定时，流通截面上的平均速度与其截面成反比。

根据风电机组备件参数，V-47 与 V-52 风电机组液压管路内径

均为 d=18.43mm，由公式平均流速 v=Q/A，可得各种工作状

态下的管路  油液流速，如表 4 所示。

2.2.3 管路中液体雷诺数计算

表4 液压管路油液流速v/mm/s

V-47 风电机组 V-52 风电机组

流进流速 流出流速 流进流速 流出流速

正方向完   全变桨 386.810 290.108 413.955 286.194

负方向完全变桨 44.956 599.428 699.833 1012.250

紧急停机顺桨 887.388 665.541 2540.549 1756.445

表5 液压管路油液的雷诺数Re

V-47 风电机组 V-52 风电机组

流进管路 流出管路 流进管路 流出管路

正方向完全变桨 222.779 167.084 238.412 164.830

负方向完全变桨 25.892 345.233 403.060 582.993

紧急停机顺桨 511.080 383.310 1463.197 101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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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式雷诺数 ，其中液压油运动粘度

，d=18.43mm，速度 v 为

表 4 中在各种工作状态下的速度，将数据代入公式

得雷诺数，见表 5。

可见，其最大雷诺数出现在 V-52 风电机组

紧急停机顺桨时，进液压缸的管路中。其数值为

Re=1463.197，小于临界数 2320，所以判断为在

所有状态下，管路中流液的流动状态均为层流。

3 结果与讨论

（1）正常运行的风电机组，其打压系统的泵

真空度是不大的。但是如果油管或阀门漏油，会使

油槽内的油位降低，使泵的真空度增大，这样风电

机组是带病运行的，会产生气穴现象，破坏系统的

连续性，增大噪音，同时泵的功率损耗也会有所增

加。由于液压槽和泵的位置是完全固定的，改变其

安装高度比较困难。要想减少泵的真空度，我们需

要经常检查油位是否太低，随时补充液压油，降低

泵的入口与油位面的高度 h ；也可以改装泵的入口

油管，增大吸油管径，降低液压油的平均流速 v ；

或者减少弯头，降低压力损失。

（2）本文计算了在风电机组完成各种液压工

作时的流速，其最大流速出现在 V-52 紧急停机时

液压缸的进油管处。这个速度接近打压速度的 5 倍，

所以在储能器内必须有足够的压力和油液来完成此

项过程。所以要定期及时检查储能器的工作状态，

是否完全充气或漏气等。

（3）在所有管路中，液压油的雷诺数从 25 至

1463，物理意义是流动液体的惯性力与粘性力之

比，其数值均小于层流与湍流的临界点 2320，所

以可判断在液压系统内，液体流动均为层流。表示

在流体中液体是分层流动的，质点彼此互不混杂，

各层之间互不干扰，质点运动轨迹呈有条不紊的线

状形态的流动。流体的流速在管中心处最大，其管

壁处最小。

（4）在 V-47 和 V-52 两种机型上，我们对比

了液压的各种性能和参数，把各个数据统一起来计

算，目的是掌握同厂家、不同功率要求的风电机组，

在备件选择上的思路，同时在实际工作中为两种机

型提供参考。

（5）本文计算了各种状态下管路中的平均流

速，但未对其流速分布和各种状态下产生的压力损

失进行详细分析。对于这些实际问题，尚有待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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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栓，作为风电机组主要的连接方式之一，应用在轮毂、

齿轮箱、叶片连接、塔筒连接等诸多关键部位，螺栓的安全关

系到整个风电机组的安全可靠运行。在风电机组中使用高强度

螺栓，就是为了获得较高的预紧力，但螺栓质量、装配方法、

拧紧工具、操作者都会影响到最终螺纹的连接质量，从而影响

螺栓的预紧效果。本文主要探讨螺栓上紧时需要重视的两个重

要系数，扭矩系数和摩擦系数。

1 扭矩系数K

螺栓上紧扭矩 T 与轴向力 F 有如下的关系 ：

T=K•D•F

其中 D 为螺栓公称直径，K 称作扭矩系数。

扭矩系数 K，是一个由实验确定的常数。它的值取决于螺

纹副的几何形状以及螺纹副的摩擦情况。从公式中可以看出，

扭矩系数 K 决定了在上紧扭矩的转化中轴向力所占的比例，因

此这个系数对螺栓紧固的研究非常重要。

首先，紧固件的几何形状决定了多大的上紧扭矩可以产生

一个特定的预紧力，这里，螺距是一个决定性因素。螺栓是一

个几何体，它相当于一种“螺旋上升的平面”，因此影响了整个

螺纹连接中力的分布情况（《实现螺栓可靠装配的 10 个步骤》，

Dr. Volker Schatz 著，P13）。因为这个几何形状取决于螺栓生

产厂家，这里我们不做分析。

第二个影响因素是摩擦情况，能让摩擦发生变化的因素都

能对扭矩系数产生影响，例如螺栓表面是否有润滑剂，如果选

择了润滑剂，润滑剂的种类和具体应用工艺的变化也都会对系

数 K 产生影响。

随着螺纹表面摩擦条件的不同，转化的预紧力也不相同。

螺栓润滑条件越好，同一预紧扭矩下转化的预紧力就越大，即

扭矩系数 K 越小。我们在上紧过程中需要的是稳定适中的预紧

力，即需要一个稳定的扭矩系数 K 来保证同一法兰面预紧力的

均一性。在上紧扭矩 T 相同的条件下，K 值过大，则转化的预

紧力太小，达不到设计的预紧要求 ；K 值过小，则会放大误差，

由于整个操作、监测等的系统性误差，如扭矩扳手就有 ±4%

关于风电螺栓扭矩系数
与摩擦系数的探讨
■北京天山新材料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赵海川 王 晶

的误差，易导致轴力过载，螺纹连接副失效 ；K 值不稳定，则

转化的预紧力不一致，容易形成应力集中。使用润滑剂能够使

螺栓扭矩系数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大大提高，有效避免这些风险，

因此风电行业内针对有较高扭矩要求的螺栓广泛采用抗咬合润

滑剂。

在具体施工中，不同的涂抹方式会对最终的润滑效果产生

很大影响，反映到最终结果即是扭矩系数 K 的变化。目前风电

行业对于高强度螺栓涂抹抗咬合剂有两种比较普遍的方案 ：

1）只涂抹螺纹的啮合部位，即螺栓的螺纹啮合部位，如

图 1 中 A 所指。此种方案扭矩系数在 0.11 ～ 0.15 之间，视不

同的润滑剂和不同的螺栓种类而定。

2）不仅涂抹螺栓的啮合部位，还要涂抹支承面，即螺栓

头部下端面与垫圈的接触部位（针对在螺栓头部施加扭矩的工

艺，如针对螺母施加扭矩，则涂抹的是螺母与垫片接触的端面），

见图 1 中 B 所指。此种方案扭矩系数在 0.08 ～ 0.13 之间。（《高

强度螺栓扭矩系数的影响因素》，《紧固件》２０１０年４月第

２１期Ｐ１３５，上海申光高强度螺栓有限公司，孙欣华、张

先鸣）

图1 高强度螺栓力矩分布

关于高强度螺栓的上紧扭矩消耗，上图已经直观的表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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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对于方案 1，相当于减小了图中 A 部位的摩擦，可是我

们注意到，B 部位的摩擦占了近 50%，如果此部位不施加任何

润滑措施，则最后转化的夹紧力大小受 B 部位的影响较大，反

映为螺栓的扭矩系数波动较大，标准偏差容易超差。反之，如

果在 B 部位也和 A 部位一样，涂抹了抗咬合润滑剂，则最终的

扭矩系数波动较小，标准偏差会很小，风电系统运行会更可靠。

两年前，国内风电企业还多采用方案 1，在做了大量的实

验对比后，去年以来，几家国内龙头风电企业纷纷改革了螺栓

润滑工艺方案，采取了方案 2，主要是考虑到消除影响扭矩系

数不稳定的因素，使扭矩系数的一致性好，最终获得均一的夹

紧力。

但 是， 方 案 2 由 于 涂 抹 了 端 面， 所 得 的 扭 矩 系 数 在

0.08 ～ 0.13 之间，即螺纹副的摩擦减小，这会不会造成螺栓

容易松动？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系数——摩擦系数 μ。

2  摩擦系数μ

通过扭矩系数 K，我们直观地看到了螺栓上紧扭矩与最终

夹紧力之间的关系，因此扭矩系数 K 对螺栓现场施工上紧的扭

矩大小至关重要，而且在换算扭矩与夹紧力方面比较容易操作。

但要想系统研究螺栓整个上紧过程中的力矩转化与消耗，仅用

扭矩系数 K 则略显简单，因为扭矩系数 K 是多个变量的综合反

映。要想明确几何形状及摩擦等各单变量的影响程度，则需要

引入另一关键系数，摩擦系数 μ。

很早以前，美国怀特帕特森空军基地就确定了一系列的

影响螺栓扭矩 --- 预紧力关系的因素。（Stewart， R.， Torque/

Tension Variables， List prepared at Wright-Patterson Air Force 

Base， April 16， 1973.）我们下边列出这些影响因素 ：

螺栓的材质

螺栓的成型工艺

螺纹形状

螺栓的同心性

螺纹连接副、垫圈的硬度

垫圈的类型、种类

部件的表面粗糙度

内螺纹边缘的毛刺

螺栓镀层的厚度、种类和一致性

螺栓的润滑

螺栓的上紧工具

螺栓的上紧速度

扭矩扳手和螺栓的配合度

螺栓的使用次数

环境温度等

可以看出，这些因素中的绝大部分，都和摩擦有一些联系。

可以说，摩擦对高强度螺栓的预紧力有巨大的影响，如果摩擦

过大、过小或者不稳定，则高强度螺栓达不到设计的预紧效果。

如图１所示，我们对高强度螺栓施加的扭矩，有 80% 多都消耗

在了克服摩擦力上。

那么摩擦系数会对上紧扭矩中预紧力的分配有多大的影

响？通过下面的检测结果可以得到反映。

摩 擦 系 数 0.14 0.15

消耗在克服支承面摩擦的力矩比例 49％ 51.5％

消耗在克服螺纹摩擦的力矩比例 39％ 41％

产生螺栓预紧力的力矩比例 12％ 7.5％

数据来源 ：《螺栓预紧力的控制》，航天标准紧固件研究与检测中心，孙小炎，
２０１０年５月上海螺纹紧固件拧紧技术及测试研讨会。

从检测数据可以看出，在相同的上紧扭矩情况下，当摩擦

系数变化０．０１时，预紧力的变化幅度高达３７．５％。从图

１的上紧力矩转换分配情况，我们也同样可以发现，所施加上

紧力矩的 50% 被支承面的摩擦消耗了，其余 40% 被螺纹的摩

擦消耗了，只有 10% 转化成了预紧力。如果支撑面间的摩擦力

因为一点小小的粗糙度影响，增加了 10%，则支承面的力矩消

耗由 50% 增加到 55%，这增加的 5% 不会影响螺纹之间的摩擦，

只会将预紧力由占总预紧力矩的 10% 减小到 5%，这就意味着，

这根“问题螺栓”最终的预紧力只有普通螺栓的一半，也就是说，

摩擦力 10% 的增加就会引起预紧力 50% 的变化，因此我们必

须充分重视螺纹副摩擦系数的研究。

其实在国内的设计标准中就已经将上紧力矩、轴力与摩擦

系数联系在一起了。在《中国机械设计大典（第三卷）》（江西

科学技术出版社）中就有该项公式 ：

　　　　　　

式中 ：Ｍ—上紧扭矩

　　　Ｐ０—轴向力

　　　ｄ—螺纹外径

　　　ｄ２—螺纹平均直径

　　　D—六角螺栓外接圆直径

　　　α—螺纹升角，ｔａｎ α ＝ｓ／ π ｄ，ｓ为螺距

　　　β—螺纹摩擦角，ｔａｎ β ＝ｆ，ｆ为螺纹间摩

擦系数

　　　μ—支撑面的摩擦系数

从以上公式可以看出，影响上紧力矩与轴向力比值的关键

因素就在于螺距和摩擦系数，这和我们前面对影响扭矩系数Ｋ

的因素分析完全一样。摩擦系数 μ 能帮助我们更深入、更系统

的研究涂层和润滑剂等对螺栓预紧力的影响，在国外特别是欧

洲，在高强度螺栓检测和上紧中，特别重视摩擦系数 μ 的控制，

这一点从欧洲的风电技术图纸中就可以看出，往往是规定摩擦

系数而不是扭矩系数。

因为目前针对螺纹副摩擦系数的检测设备主要是欧洲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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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德国的，检测报告也就以欧洲习惯的符号表示，所以这里有

必要将欧洲的上紧力矩、预紧力与摩擦系数的公式解释一下 ：

式中 ：T—上紧扭矩

　　　F—预紧力

　　　P—螺距

　　　D0—支承面外径

　　　d2—螺纹中径

　　　dh—螺栓通过的垫圈或支承零件的孔径

　　　μb—支撑面的摩擦系数

　　　μth—螺纹摩擦系数

其中 ：

　　　 　　　　　　
式中 ：Tt ｈ—螺纹扭矩

　　　Tb—支撑面的摩擦扭矩

　　　Db—支撑面摩擦的有效直径

这里有两个摩擦系数，一个是支撑面摩擦系数，一个是螺

纹摩擦系数，它们分别对扭矩转换有什么影响呢？我们看一组

数据。

扭矩系数 螺纹摩擦系数 支撑面摩擦系数 K/μ K/μ 均值

0.14 0.1 0.1 1.40 

1.39
0.153 0.1 0.12 1.39 

0.173 0.1 0.15 1.38 

0.206 0.1 0.2 1.37 

0.151 0.12 0.1 1.37 

1.36
0.164 0.12 0.12 1.37 

0.184 0.12 0.15 1.36 

0.216 0.12 0.2 1.35 

0.167 0.15 0.1 1.34 

1.33
0.18 0.15 0.12 1.33 

0.199 0.15 0.15 1.33 

0.232 0.15 0.2 1.33 

0.193 0.2 0.1 1.29 

1.29
0.206 0.2 0.12 1.29 

0.226 0.2 0.15 1.29 

0.258 0.2 0.2 1.29 

数据来源 ：《摩擦系数与扭矩系数关系的探讨及预紧力控制的应用分析》，国
家标准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张青春，２０１０年５月上海螺纹紧固件拧紧技
术及测试研讨会。

从检测数据中可以看出，当螺纹摩擦系数一定时，Ｋ／ μ

随支撑面摩擦系数变化小，而当支撑面摩擦系数一定时，Ｋ／

μ 随螺纹摩擦系数变化大。也就是说，在两个摩擦系数中，要

考虑Ｋ值稳定，让轴力符合设计范围并均匀一致，就要对螺纹

摩擦系数更加关注，即在实际装配操作工艺过程中对螺纹摩擦

更加重视。在螺母上紧的实际过程中，前期在螺母未拧到接触

面时的松配合情况下，螺母的螺纹朝着螺栓头的一面与螺栓接

触，而在后期预紧扭矩上升的过程中，螺母的螺纹是背对螺栓

头的一面与螺栓接触，为了保证在后期有充足的润滑剂填充在

螺纹副接触面之间，从工艺上保证螺纹摩擦系数的一致性，从

而保证扭矩系数的一致性，进而保证预紧力均匀一致，这里建

议在螺栓上涂抹润滑剂时采用刮涂的工艺，让牙扣中充满润滑

剂。

同时，研究发现，在螺栓松动时，往往先是螺栓和螺母的

螺纹啮合部位发生松动，之后才是支撑面的滑动。（Tanaka， M.， 

Hongo， K.， and Asaba， E.， 1982，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f the 

Threaded Connections Subjected to External Loads，” Bull. JSME， 

25， pp.291–298.）也就是说，在相同表面状态的条件下，螺

纹摩擦是弱点，（这从上紧力矩的分配中也可以看出），要考虑

防松，我们也要对螺纹摩擦系数多关注一些，与检测数据的表

格分析一致。但这并不表明支撑面摩擦就不重要了，因为毕竟

其摩擦占力矩分配的 50％，前述分析是相对而言的。

摩擦系数增大，则上紧力矩转换成预紧力的比例减小，要

得到相同的预紧力，上紧扭矩必然需要增大，而过大的上紧扭

矩会导致工具易损、操作危险等。摩擦系数减小，则上紧力矩

转换成预紧力的比例增加，在相同的上紧力矩下，会引起预紧

力的倍增，如摩擦系数过小，则预紧力与上紧力矩的关联敏感

性过强，会放大上紧扭矩误差，易引起过载；同时摩擦系数过小，

在相同的预紧力条件下，上紧力矩就会很小，这样松动力矩必

然也很小，螺栓易松动，风电机组可靠性大大降低。

那么摩擦系数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内才合适呢？目前笔者

没有找到可以计算的公式，只有一个经验值供大家参考。在德

国，推荐的摩擦系数范围是 0.07 � 0.12。这里要注意的是，3

个摩擦系数都应在这个范围内，即螺纹摩擦系数、支撑面摩擦

系数以及总摩擦系数都必须在 0.07 � 0.12 之间。摩擦系数大

于 0.12，则上紧力矩会过大，小于 0.07 则可能导致易松，在

这个范围内，被认为是合适、可靠的。

综上所述，我们在考虑风电螺栓紧固问题时，不能仅仅关

注扭矩系数 K，还要关注摩擦系数 μ，这才能让我们的风电机

组更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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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风能是一种可再生能源，其蕴藏量和开发利用潜力巨大。

随着风能市场的迅速发展，国内己有众多厂家生产风力发电设

备，叶片是风电机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国内对叶片的结构分

析尚未成熟。

本文采用的叶片是由多种翼型组合而成的，在建模和加载

的时候都需要注意所用的翼型型号随位置的变化而变化，因此

都需要进行参数化设计，否则会非常复杂。由于 ANSYS 的参数

化设计功能非常强大，因此可以很方便地进行程序化设计与分

析，尤其是适合风电机组叶片这种不规则的几何模型的建模。

2 建模

由于风电机组叶片的不规则性，本文采用曲线拟合的方法

对其几何特性（前后缘边缘点、扭角、厚度、偏移距离等）进

行拟合，得到曲线函数方程，方便程序化建模（如图 1）。

基于ANSYS的
风电机组叶片的建模研究
曾庆川1，2   孙方方1   C.W.Lim2   杨云胜3

1 河海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2 香港城市大学建筑系  3 江苏中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图 1 叶片几何特性曲线

气动外形的生成步骤 ：首先通过坐标判断使用哪种翼型，

然后根据选择的翼型得到基本点的数据 ),( ii yx ，再将基本翼型

数据通过缩放、扭转、偏移生成实际几何形状（其流程图如图

2 所示），实体模型生成之后再对其进行有限元网格划分。关键

步骤如下 ：

（1）缩放（Scale）

将 二 维 基 本 点 ),( ii yx 通 过 以 下 公 式 缩 放 成 三 维 关 键 点

式中 ：

)(zlength ——翼型在坐标 z 处的弦长 ；

)(zthickness ——翼型在坐标 z 处的厚度 ；

)(zlead ——翼型在坐标 z 处的前缘点的横坐标 ；

maxy 、 miny ——翼型基本点中的最高点与最低点的纵坐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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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扭转（Twist）

缩放之后按下列公式进行旋转 ：

，

式中 ： )(ztwist ——翼型截面在坐标 z 处的扭角。
（3）偏移（Shift）

偏移是将翼型沿垂直于最大弦长的方向偏移一定距离，起

到预弯的效果 ：

偏移的方向 ： ，

偏移的结果 ：

式中 ： )(zshift ——翼型截面在 z 处的偏移距离。
（4）生成气动外形

关键点 生成之后，将关键点用 Bsplin 命令连成翼

型曲线，然后用 Askin 命令将不同叶素之间对应的线连接起来，

生成气动外形，再使用工作平面切割叶片生成主梁，将腹板对

应的上下壳体上的边界线连接起来生成腹板。整个叶片的三维

实体模型如图 3 所示。

（5）划分网格

本文采用 Shell91 单元进行网格划分，Shell91 为八节点单

元，共有六个自由度，它允许材料最多只有 100 层，支持大应

变分析以及夹心结构的分析。划分单元的时候先不定义实常数，

等网格划分好之后再使用 Emodif 命令进行单元属性的修改（图

4 为叶片的三维有限元模型）。

3 铺层

有限元模型生成之后，最重要的工作便是铺层信息的输入

与壳单元的实常数赋值，由于叶片的铺层极为复杂，根部铺层

多达上百层，每层方向厚度均可能不相等，材料也各不相同，

本文给出了一种铺层的方法，并利用 ANSYS 的参数化设计语言

APDL（ANSYS Parametric Design Language）和用户界面设计

语言 UIDL（User Programable Features）对 ANSYS 进行二次开

发，实现铺层的参数化分析。铺层的步骤如下 ：

（1）将各部分铺层材料信息存入 ),...,2,1( niparti = ，共
n 个部分；根据整个叶片的生产流程，可大概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外蒙皮、根部层压板、梁、前缘夹心层、后缘夹心层、内蒙皮、

主次腹板。可将其他用于填充不同铺层之间厚度差距的材料省

去，加上叶尖的铺层，共有 10 个部分。分别将这 10 个部分的

信息存入数组 )7,,( maxnnpart ，（ maxn 为这 n 个部分当中最
多的铺层数），分别包含铺层的编号、起始位置、终止位置、每

层的厚度、每层的材料编号、每层的单位质量、方向等，例如

根部层压板的铺层信息如表 1 所示。

表1 根部层压板的铺层信息

Layer  From  To Thickness  Material Mass（kg/m2） Theta

1   -0.85  -4.02  0.00087   1    1.2       0

2   -0.85  -3.94  0.00087   1    1.2      45

3   -0.85  -3.86  0.00087   1    1.2       0

4   -0.85  -3.78  0.00087   1    1.2     -45

5   -0.85  -3.7   0.00087   1    1.2       0

6   -0.85  -3.62  0.00087   1    1.2      45

7   -0.85  -3.54  0.00087   1    1.2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划分区域

将 叶 片 按 各 部 分 组 合 的 分 布 分 成 不 同 的 区 域 ：

),...,2,1( mjarea j = ，共 m 个区域，规定每个区域的铺层在

横向的分布是相同的。将区域 jarea 的每个部分按铺层先后排

列 ： 1j
part ， 2j

part ，...， njjpart （共有    个部分）。
（3）划分区间

由于各部分有很多层，每层的起始位置和终止位置大都不

图3 叶片的三维实体模型 图4 叶片三维有限元模型

图2 叶片气动外形的建筑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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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因此还需将各区域继续分割，对于某一区域，只有纵向

层数不同，因此只需将该区域纵向划分成多个子区间，各个子

区间对应的铺层是相同的，如图 5 所示 ：

图 5 铺层示意

对于 jarea 按 ),...,,( 21 nji jjjipart = 铺层的起始位置分

割的子区间为 ],[ 1+kk zz  ：每一个子区间对应
于一个实常数，并分析每个子区间所包含的层数分别为哪个部

分的哪一层。

（4）定义实常数

如 果 子 区 间

),...,2,1;,...,,( 21 ninjjji nj == ，（ nini bpartapart _,_
为 ipart 的第 n 层的起始与终止位置），则该子区间上有 ipart
的第 n 层，该子区间层数 klayer=klayer+1，如此按各部分的先

后顺序将各部分的每一层全部检查一遍，检查完后便可给该子

区间定义实常数编号，则定义该实常数，命令流如下（图 6 为

定义实常数的流程图）：

r， ntotal

rmodif，ntotal， 1， klayer，，，，， mass

*do，i，1，klayer

rmodif， ntotal， 13+6*（i-1）， material（klayer）， theta（klay

er），                               

thick（klayer）

*enddo

（5）单元属性修改

A．选择某一区域的单元，首先修改单元类型，使腹板部

分的单元节点中置（KEYOPT（11）=0），其他部分单元节点顶

置（KEYOPT（11）=2）。

*get，ecount，elem，，count  ! 获取单元的总数

*dim，enum，array，ecount  ! 定义存储单元编号的数组

*get，enum（1），elem，，num，min 

*do，i，2，ecount

enum（i）=elnext（enum（i-1））  

    *enddo 

else，s，，，enum（i）

B．判断单元 enum（i）所在区域中所属的子区间。

C．将该子区间所对应的实常数赋给单元 enum（i）。

（6）自定义用户界面

ANSYS 可以提供界面定制功能，实现参数交互输入、消息

机制、界面驱动和运行应用程序，因此可以将铺层的流程写入

宏文件，将宏文件通过制定工具按钮来调用，并在宏文件里包

含 *ASK 命令，弹出一个提示输入区域编号的单参数输入对话

框，用于提示输入区域的编号（图 7 为 ANSYS 的自定义用户

界面图）。修改实常数之后，叶片的最大铺层在根部共 92 层（图

8 为叶片根部的铺层图）。

图6 定义实常数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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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载

对于叶片，离心力、重力荷载的施加方法简单易行，只需

加相应的角速度和加速度即可，但叶片表面的气动荷载却很难

加载，主要原因是叶片表面的气动荷载分布毫无规律，若是直

接将计算的升力阻力分段均匀加载在节点上，则与真实荷载相

差甚远 ；根据翼型表面压力的分布规律，本文给出了一种比较

接近真实荷载的加载方式，即采用抛物线分布形式加载 ：A. 阻

力作用在前缘部分的点上，方向沿入流角 ψ 指向叶片 ；B. 升

力作用在下壳体上，合力通过离前缘 1/4 弦长处，方向垂直于

入流方向（如图 9 所示）。

先假设阻力分布函数为二次抛物线 ：

，（ Κ 是 常 数 ，

ηmax、ηmin 是的抛物线零点）；升力分布函数为六次多项式 ：

，（Κ 是 常 数，ηmax、ηmin

是的多项式的零点）。按照动量 - 叶素理论并考虑叶尖和轮毂

沿展向的二次流作用计算气动荷载 [5]，得到升力曲线 )(zL ，

)(zD ，以及入流角 ψ。取叶片纵向某一微段上的节点，得到

节点坐标，按下列步骤得到每一点的气动荷载 ：

（1）各节点阻力分量计算

选择需要加载阻力的节点，进行坐标变换，将空间坐标系

里的点（ ii yx , ）转化为阻力坐标系里点 ηi ：

将 ηi 的值按大小排序得到 ηmin、ηmax，计算 V（ηi）：

得到该点的阻力 ：

图 9 荷载作用方式

图8 叶片根部的铺层形状

图7 ANSYS的自定义用户界面

（a） 根部铺层形状                     （b） 单元 A 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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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节点升力分量计算

选择需要加载升力的节点，进行坐标变换，将空间坐标系

里的点（ ii yx , ）转化为升力坐标系里点 ξi ：

将 ξi 的值按大小排序得到 ξmin、ξmax，计算 H（ξi）：

H（ξi）＝－ λ•（ξi － ξmax）5•（ξi － ξmin）

得到该点的升力

由 此 可 见 阻 力 和 升 力 与 V（η）、H（ξ） 的 式 子 中 的

系 数 κ、λ 无 关， 因 此 可 取 κ=1、λ=1， 得 到 阻 力 和

升 力 的 分 布 函 数 分 别 为 、

。
（3）计算气动荷载沿空间坐标轴的分量 ：

将 Fxi、Fyi 加载在节点上即可，Fxi 沿 x 负方向，Fyi 沿 y 正方向。

5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

（1）风电机组叶片的三维建模其关键在于铺层的模拟和荷

载的施加，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

（2）本文所采用的铺层方法有以下独特之处 ：叶片主要的铺

层部分，忽略了其次要部分（一些粘结层、用于填补厚度差距的

铺层等），这样做使得铺层有了一定的规律，可以将叶片分块进

行分析，虽然没有达到完全的自动化铺层（需要分别选择规定的

某一区域内的单元，然后再对该区域的单元集体赋实常数），但

节省了铺层信息的处理工作，只需要考虑叶片铺层的纵向分布规

律，而无须考虑横向分布规律，将铺层信息稍加处理便可得到最

后的结果，而选择单元的工作也不会太复杂，可以在建模的时候

就考虑铺层的区域划分，将对应的区域面定义成组件，在赋值实

常数的时候就可以通过选择单元，再加上对 ANSYS 的自定义用

户界面的二次开发，大大节省了时间，提高了效率 ；

（3）本文给出的荷载分布函数是根据翼型表面压力分布规

律假设的，这种加载方式比均布加载更接近实际。根据翼型表

面压力的分布规律，本文给出了一种比较接近真实荷载的加载

方式，即采用抛物线分布形式加载 ；

（4）本文的算例是某公司实际生产的风电叶片，因此，建

立的叶片三维有限元模型更具有生产实用性。

PCH 1026 CN 型风机振动监测仪新特点: 
 中文软件 

 VDI 3834 功能                        

 风机塔体频率检测 (TFD�)

 Germanischer Lloyd 认证的安全冲击检测 SSD�  

 3 年质保期 

PCH 1026 CN 型风机振动监测仪.  中国市场的最新加强版本. 

PCH 丹麦总部: WWW.PCH-ENGINEERING.DK  
MAIL: PCH@PCH-ENGINEERING.DK  •  TEL: +45 4576 8776  

PCH 中国: WWW.PCH-ENGINEERING.CN 
MAIL: PCH@PCH-ENGINEERING.CN   •  TEL: +86 21 -64388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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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来，我国风电发展迅速，已

成为全球第二大风电市场。在

快速发展过程中，风电人才短

缺的问题也逐步暴露出来，正在成为阻

碍我国风电健康、持续发展的“瓶颈”。

要实现风电 2020 年的远景发展目标，

人才培养、特别是高端人才培养是风电

行业面临的长期任务。2010 年北京国际

风能大会期间，中国西北工业大学（西

北工大）、德国国际培训和发展基金会

（InWEnt）与中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化项目

办公室（CRESP）共同组织了“中国风

电人才培养研讨会”，中国资源综合利用

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CREIA）主

风电发展人才为本
──中国风电人才培养研讨会纪实

■西北工业大学旋转机械与风能装置测控研究所︱董 礼

任朱俊生、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

业委员会（CWEA）主任贺德馨、中国农

业机械协会风能设备分会（CWEEA）秘

书长祁和生、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武钢、华锐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韩俊良、中复集团总经理张定金

等 100 多位风电行业的专家、企业领导、

技术骨干参加了研讨会，研讨会由西北

工业大学旋转机械与风能装置测控研究

所所长廖明夫教授主持。

人才培养提高国际竞争力

刚刚从德国归来的 7 名学员在会上

分别报告了他们参加为期一年的第二届

“中德国际领导能力培训”风电人才培养

计划的学习、生活经历和感受。该计划

由西北工大与 InWEnt 共同实施，旨在为

我国风电行业培养技术骨干和后备领袖。

来自金风科技的李力副总经理代表培训

组做了“人才培养提高国际竞争力”的

报告，系统地介绍了此次长期培训的内

容和收获。李力女士感言，从西北工大

的风电基础知识培训到德国的德语系统

学习，从国际领导能力课程到专业实习，

整个培训过程中收获的不仅仅是知识和

技能，更重要的是开阔了视野，提升了

组织管理能力，增强了参与国际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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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动性，锻炼了跨文化交流的新思维。

来自风能专委会的王永丽、中复集团的

黄艳玲、辉腾锡勒风电场的袁欣、中水

珠江规划勘探设计院的朱凤霞和西北工

大的郑秀芳分别介绍了培训及实习中自

己的感受和收获，报告受到与会者的赞

许。大家达成共识，应加强国际合作，

通过“产”、“学”、“研”相结合，实施

人才培养战略，提高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40万风电专业技术人才缺口

西北工大廖明夫教授做了题为“十

年树人、百年兴业——中国风电人才培

养”的报告。廖明夫教授和 Gasch 教授

领导的西北工业大学、柏林工业大学旋

转机械与风能装置测控研究所，多年来

一直致力于风力发电技术的教学和科研

工 作。1988 至 ～ 2009 年 间， 在 西 北

工大陆续举办风电技术讲座、建成了风

电机组偏载实验风洞（德国 DAAD 支持）、

开设了风力发电技术专业课程。2009

年 4 月廖明夫教授和 Gasch 教授合作撰

写了专著《风力发电技术》，受到行业

关注。

自 2002 年以来，西北工大先后与

InWEnt、CRESP 合作，开展风力发电技

术高端人才培养。截止目前，在德国和

国内共举办短期、半年期和一年期风电

领域设计师、培训师和后备领袖的培养

等活动 27 期，超过 45 家中方单位的

750 多人次参加了这些活动，有力地推

动了风电行业的发展和能力建设。通过

近 10 年风电人才培养，西北工大对风电

行业人才现状有充分的了解，积累了丰

富的教学资源和人才培养经验。

即便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廖明夫

教授仍然是颇为担忧 ：“按照国家风电事

业发展的有关规划要求，通过对比德国

风电人才状况，到 2020 年中国大致需

要 40 万的专业技术人才，其中 40% 为

高端人才，可是我们现在每年的院校正

规培养也就 2000 多人，加上其他各种

层次的培训也不超过 5000 人，人才缺

口仍然很大。”

结合与 InWEnt 及 CRESP 项目合作

开展人才培养的经验，廖明夫教授谈了

自己的体会 ：（1）风电事业的发展，人

才为本，教育当先；（2）与德国柏林工大、

InWEnt 联合培养人才，资源丰富水平高；

（3）学历教育与在职培训相结合，兼顾长、

短期发展 ；（4）立足公共服务体系，面

向全行业，利于成果共享 ；（5）科研与

人才培养紧密结合，利于行业技术进步 ；

（6）高端人才的知识结构是系统的基础

知识加上深入的专业知识 ；（7）经过实

践锻炼之后，参加在职培训，效果显著 ；

（8）企业内部培训是解决人才培养不足

的重要途径之一。

廖明夫教授最后说 ：“风能近年来发

展很快，但当务之急是要培养专业技术人

才队伍，应该说，一支素质优良的专业人

才队伍是风电行业健康持续发展最重要

的基石！”为了进一步支持风电可持续发

展，西北工大、InWEnt 和 CRESP 即将启

动第四届中德年轻骨干国际领导能力培

养计划，将于近期选送 20 位年轻学员赴

德国进行为期一年的风电技术学习。

两头人才的缺乏：高端帅才
和高级技术工人

风能专委会主任贺德馨在致辞中充

分肯定了西北工大在风电人才培养方面

所做的工作。他说 ：“在很多领导的支持

下，西北工大与 InWEnt 和 CRESP 合作

开展的风电人才培养工作有声有色。”他

以美国风能协会能力建设为例，强调了

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他介绍，美国风能

协会每期开会时都开设风能能力建设分

会场，可见风能能力建设已经成了国际

共同关注的问题。美国风电界专家认为

他们要实现 2020 年的风电发展目标，

从现在开始每年必须要有 1000 个风电

专业本科生直接从事风能工作，还不包

括其他专业转入风电行业的人员 ；而我

国风电人才需求可能要更多一些。

贺德馨认为，风电人才培养是一个

系统工程，不光是培养本科生，还要培

养更高层次的人才，如培养研究生和高

级管理型人才等。他建议，各大学可以

尝试开办风电专业或者特色培养。西北

工大总结的 8 条经验可以作为今后我国

人才培养的借鉴 ；对于当前人才缺乏状

况，两头的人才缺乏更为紧迫，一头是

高端的行业领军型人才 ；另一头是一线

的高等技术工人，他们是支撑风电产业

的基础。贺德馨还强调，人才培养是个

链条，接下来应该整合资源，建立系统

的风电人才培训教材体系，并加强企业

自主培训。他说 ：“很高兴看到，西北工

大和 InWEnt 开展了培训师培训计划，这

有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他最后表示，

风能专委会作为行业服务平台将一如既

往地支持风电事业的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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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中国风电教育新篇章

金风科技董事长武钢在发言中表示，

自己和金风科技也是中德人才培养项目

的受益者，并自称是大家的“同学”和

“校友”。他说 ：“我觉得廖老师和西北工

业大学从事的风电人才培养确实开创了

中国风电教育的新篇章，这也可以称作

为中国风电的‘黄埔’。他这样说的理由

是，第一，这项开创性的长期培训把德

国风电技术和中国的产业紧密、贴切的

联系起来，直接促进了产业发展 ；第二，

以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培训作为风电行业

各层次人才培养的模式，抓住了中国产

业发展的根本 ；第三，面向整个风电行

业育人，注重培养企业骨干和领军人物，

为风电行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西

北工大这种人才培养模式独具风格。廖

老师对风电行业人才现状的分析，每一

点都耐人寻味，可以引发很多思考。”同

时，他也希望企业和高校的合作能够更

加密切。他举例说，一方面像金风等制

造企业都拥有一支自己独立的科研队伍，

拥有全国各地的实验风场，在研发、实

验和检测等方面都希望与高校开展合作，

把企业的实践通过理论的形式在高校得

以沉淀 ；另一方面，高校在企业获得理

论与实践结合的机会，这样可以给整个

行业提供更好的支持，社会资源的利用

效率就会更高。武钢期待今后能够有更

多的机会与高校进行合作。

中德联合培养，效果明显

中水珠江水利勘测设计有限公司新

能源设计研究中心的胡立伟所长在会议

上作了“人才培养推动发展”的报告。

胡立伟所长表示 ：“尽管我们单位人数不

多，但参加西北工大与 InWEnt 的培训就

有 16 人次，其中有 2 人次参加了一年

期的领导能力培训。该系列培训从技术、

管理、市场等方面邀请高水平的专家授

课，紧盯国际技术的前沿、且与实战相

结合，拥有系统的培训教材和实验设备，

得到德国先进技术的支持，培训效果明

显，提高了受训人员的素质，开拓了国

际视野，并且给单位带来了新的合作机

遇。”他饶有兴致地向与会代表介绍了受

训学员回到单位后的出色表现，并对今

后的培训提出了建议。他说 ：“突破外语

关对紧跟风电技术前沿很有必要，今后

风电行业培训可以借鉴现有的中德合作

模式，选择高校或研究机构，在已参加

培训的单位中选择一些人员培训的实习

基地，校企联合，定期进行技术交流，

反馈培训效果。”据了解，中水珠江水利

勘测设计有限公司新能源研究中心充分

抓住了中德风电人才培养契机，不断加

强自身能力建设，在国内首次提出了复

杂条件下的风电场微观选址技术，并成

功应用于多家风电场的设计中，形成了

自己的优势和特色。

欢迎“风电校友”常回“母
校”看看

西北工业大学动力与能源学院院长

何国强教授在总结发言中，亲切地将参

加过中德风电人才培养的学员们称为“校

友”。并热情地邀请“校友们”常回“母

校”看看，加强联系，加强合作。他表

示西北工业大学将通过“产”、“学”、“研”

相结合，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实施风

电人才培养战略，为中国风电行业的可

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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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3 日至 15 日，2010 北京

国际风能大会暨展览会在北京国

际展览中心（新馆）隆重举行。

15 日，组委会和中国儿童中心联合邀请

北京理工大学附属小学五年级全体同学

和老师共 106 人参观 2010 北京国际风

能展，让同学们从小认识风能，了解风能，

并热爱风能。

北京理工大学附小建校于 1953 年，

是一所以科技教育为特色的小学，连续

风能教育从娃娃抓起
CWP2010邀请北理工附小学生参观展览

■文/陈小慧  图/姜坤鹏

六年获得海淀区“科技教育先进校”称号，

同学们热爱科学，对先进科学技术有较

强的理解能力和学习能力。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

会主任贺德馨亲切接见了前来参观的同

学和老师，并对同学们提出了殷切希望。

贺德馨说 ：“在全球环境污染、能源供应

短缺的今天，发展可再生能源是全世界

人民的共同愿望，而风电则是目前应用

最成熟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之一，我

国现在已成为世界风电大国。同学们将

会在今天的展会上看到在我国都有哪些

优秀的风电企业，看到他们都在制造哪

些风电产品。”贺德馨还给同学们提出希

望 ：“今天，同学们看到的是我们在风电

方面已经取得的成绩，希望未来能够看

到同学们在我国风电舞台上展现自己的

成就。”

在参观之前，金风科技国内营销副

总经理熊伯增为同学们上了一堂生动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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泼的科普课。熊伯增从风的形成原理讲

起，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形象地为同学

们讲解风的应用、风电机组的构成、工

作原理，以及风电的应用给人们的生产

生活带来哪些切实的好处，使同学们对

风电的应用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同学们首先参观了整机企业展台。

一到达展台，同学们立刻被一台按比例

缩小的风电机组结构模型吸引住了。同

学们围在机组旁，一边认真听工程师讲

解机组结构和工作原理，一边在笔记本

上记录，还不时地提出问题，请工程师

进一步讲解。同学们还走进风电机组实

体机舱内部，亲身感受到风电机组体积

的庞大和结构的复杂，加深了对风电机

组的认识。

在零部件展台，同学们对风电叶片、

齿轮箱、发电机、轴承、塔筒升降系统

及其他零部件和材料都非常感兴趣。

同学们特别参观了由中丹风能发展

项目、大会组委会和中国可再生能源学

会风能专业委员会联合举办的“绿色风

能”儿童画比赛优秀作品展和“2010 中

国风能摄影比赛优秀作品展”。同学们看

到同龄人将心中的风电印象生动地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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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画纸上，对未来风电发展的憧憬描绘得栩栩如生，赞叹和欣赏

的同时，也表示今后也要多关注可再生能源，多关注风能，有机

会也要将他们心中的风电场景画下来，展现给大家。在 2010 中

国风能摄影比赛优秀作品展上，同学们通过摄影师的镜头，看到

了一台台风电机组是如何组成一个风电场，如何在不同环境中运

行，激发了同学们热爱风能，热爱可再生能源的热情。

参观结束后，北理工附小组织同学们开展了作文比赛、摄影

比赛等活动，以精彩、生动的文字和图片，表达参观过程中的所

见所闻，描绘未来风电发展蓝图。

除了在小学生中开展风能科普教育，组委会还针对目前我国

风电人才缺乏的矛盾，在展会上专门设置了高校展区，邀请我国

从事风能教育的高校参加展览，给企业和高校创造畅通的交流机

会，让业界了解我国风能教育成果，让高校能够将教育与实践充

分结合，从而培养出适应我国风电发展要求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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