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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From The Editor

文／秦海岩文／秦海岩

消除弃风是
实现风电“十二五”目标的前提

日
前，国家能源局发布了《风电发展“十二五”规划》，作为“十二五”时期我

国风电发展的政策指导，规划的出台再次向各界展示了国家坚定不移加快推进

风电发展的决心和思路，在目前风电行业信心普遍不足的境况下，无疑将起到

鼓舞士气的作用。

按照规划中提出的发展目标，到 2015 年，全国累计并网运行的风电装机容量要达到 1亿

千瓦，年发电量达到 1900 亿千瓦时。就目前发展情况而言，截至 2011 年底，风电累计装机

超过 6200 万千瓦，加上到今年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拟核准风电项目计划安排”的总容量4800

万千瓦，总计超过 1.1 亿千瓦。从理论上讲，规划目标与具体实施项目已经完全对接，关键在

于拟建项目是否能够全面落实并且顺利并网。

而目前风电所遇到的并网难题，已经严重影响到新项目的按时实施和投运项目的正常运

营。当务之急是如何有效解决“弃风”问题，提振风电行业发展信心。综合来看，可以从以下

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提高地区风电消纳能力。在现有电价管理体制下，多发电就意味着多赢利。为协调

各电厂之间的利益关系，地方政府都制定了发电量计划，按机组平均分配发电时间。而风电恰

恰不在计划之内，其结果是，风电不但没有享受到《可再生能源法》所赋予的全额保障性收购

的权利，甚至还要为火电厂的计划电量“调峰让路”。同时，一些电厂为了自身利益，想方设

法将自己的机组认定成热电机组，削弱了整个地区的冬季调峰能力，加剧了“弃风”状况。为

解决这一矛盾，最近有专家建议，在各发电集团内部建立发电权的内部调剂机制，集团内的火

电为风电让路并获得相应补偿，以保证整体收益水平。但这也是目前电力体制下的权宜之计。

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提高地区风电消纳能力的最终解决之道，必然是电力体制的市场化改革，

取消不合理的计划电量，落实节能调度管理办法，落实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收购制度。

二是扩大风电的跨区消纳范围。我国内蒙古地区风能资源储量丰富，装机规模近 1800

万千瓦，近两年弃风严重，比例近 30%，因当地用电负荷较小，消纳能力有限，电力外送需求

迫切。蒙西地区毗邻华北、华中、华东电网负荷中心，都在高压输电技术合理半径之内，完全

可以通过外送通道建设，提高电力跨省区消纳比例，减少弃风电量。

三是提高常规电源参与调峰的积极性。从蒙西电网运行的实际经验来看，火电具有很强

的调峰能力，国际上的研究也指出，调峰问题不在技术能力，而是经济利益。目前，相关辅助

服务市场尚未建立，利益补偿机制缺位，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只要建立合理的市场机制，我

国庞大的现有火电基础装机，足可以支持我国风电规划目标的实现。

四是统筹协调风电与电网、风电与其他电源的规划建设。要从战略的高度，将风电作为

当前电网中的重要电源和未来的主导电源。在分析确定风电“可信容量”基础上，结合经济发

展、电力需求，统一协调规划各种电源的建设规模和电网建设方案，解决目前多头规划管理问

题，这样才能彻底调整电源结构，实现能源转型，坚定地迈向可再生能源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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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印发《“十二
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规划》

7 月 9 日，为加快培育和发展节

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

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

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务院印发了

文 件

1

《“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

划》（简称《规划》）。

《规划》制定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重点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其中，

到 2015，我国新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

的比例将提高到 4.5%，减少二氧化碳

年排放量4亿吨以上。我国未来的风电

发展目标是，到 2015年，累计并网风

电装机超过 1亿千瓦，年发电量达到

1900 亿千瓦时；基本建立完善的风电

产业链，掌握先进风电机组整体设计能

力，形成海上风电设备制造、工程施工

能力。到 2020年，累计并网风电装机

2亿千瓦以上，年发电量超过 3800 亿

千瓦时；海上风电装备实现大规模商业

化应用；风电装备具备国际竞争力，技

术创新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规划》部署了我国未来在风能资

源评价、关键技术开发与产业化、风电

并网等方面的重大行动，并决定实施可

再生能源发电配额制，建成适应风电发

展的电网运行及管理体系；加快建设适

应新能源发展的智能电网及运行体系。

业内专家分析，上述目标对于低

迷的行业现状来说，无疑是一个利好。

而且这次目标特别强调累计并网风电装

机和电量目标，而非累计装机总量，提

高了对国家电网的约束程度。

国家发改委印发《可
再生能源发展“十二
五”规划》

7 月 6日，国家发改委印发了《可

再生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简称

《规划》），对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在

“十二五”期间的重点目标、重点任务、

规划实施思路和政策以及保障措施做

出了详细部署。

根据《规划》，我国“十二五”期

间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基本原则是：市

场机制与政策扶持相结合；集中开发

与分散利用相结合；规模开发与产业

升级相结合；国内发展与国际合作相

结合。

“十二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

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到 2015 年，全部

可再生能源的年利用量达到 4.78 亿吨

标准煤，其中商品化可再生能源年利

用量达到 4亿吨标准煤，在能源消费

中的比重达到 9.5%以上。

各类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指标是：

到 2015 年，水电装机容量达到 2.9 亿

千瓦，其中常规水电 2.6 亿千瓦，抽

水蓄能电站 3000 万千瓦；累计并网

运行风电达到 1亿千瓦，其中海上风

电 500 万千瓦；太阳能发电达到 2100

2

万千瓦，太阳能热利用累计集热面积 4

亿平方米；生物质能年利用量 5000 万

吨标准煤；各类地热能开发利用总量

达到 1500 万吨标准煤，各类海洋能电

站 5万千瓦。

另外，可再生能源发电在我国

整个电力体系中上升为重要电源。

“十二五”期间，可再生能源新增发

电装机容量达到 1.6 亿千瓦，其中常

规水电为 6100 万千瓦，风电为 7000

万千瓦，太阳能发电为 2000 万千瓦，

生物质发电为 750 万千瓦，到 2015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争取达到总发电

量的 2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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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监会发布《重点区域
风电消纳监管报告》

8月 2日，国家电监会发布《重点

区域风电消纳监管报告》（简称《报告》），

对东北、华北、西北三北地区风电建设

及并网消纳情况进行了详细披露。

《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年底，

国家能源局印发《风电
发展“十二五”规划》

7 月 7 日，国家能源局以“国能

新能 [2012]195 号”文件，印发了《风

电发展“十二五”规划》（简称《规

划》）。《规划》阐述了我国 2011 年至

2015 年风电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

原则、发展目标、开发布局和建设重

点，并对 2020 年风电的发展进行了

展望，是“十二五”时期我国风电发

展的基本依据。 

根据《规划》，到 2015 年，我

国投入运行的累计并网风电装机容量

达到 1 亿千瓦，年发电量超过 1900

亿千瓦时。其中，河北、蒙东、蒙西、

吉林、甘肃酒泉、新疆哈密、江苏沿

文 件

3

海和山东沿海、黑龙江等九个大型风

电基地所在省（区）风电装机容量总

计达到 7900 万千瓦，海上风电装机

容量达到 500 万千瓦。 

按照集中开发与分散发展并举的

原则，除了几个大型风电基地，我国

还将加强山西、辽宁、宁夏、云南、

4
全国并网风电 4505万千瓦，其中“三

北”地区并网风电 3952万千瓦，占比

达 87.7%。全国风电发电量为 731.74

亿千瓦时，其中“三北”地区为635.37

亿千瓦时，占比 86.8%。“三北”地区

风电场平均利用小时数为 1907 小时，

同比降低 266 小时；弃风电量达 123

亿千瓦时，弃风率约16%，弃风电量对

应电费损失约66亿元。

《报告》中指出，风电规划与电网

规划不协调加剧了部分地区风电消纳

受限；风电建设速度与电网建设速度

不同步加剧了部分地区运行受阻现象；

风电本地消纳市场空间有限，部分地

区输送通道能力不足，既不能就地消

纳，也不能及时送出；系统调峰问题

较为突出；促进风电消纳的市场和各

类电源协调运行机制尚不健全。

对风电消纳问题，《报告》提出应加

强风电电源、电网统一规划；加快风电项

目、输电工程配套核准建设；加强和优化

风电调度工作；建立灵活的市场机制，协

调风电与传统能源矛盾；多措并举，发展

负荷，改善系统负荷特性；完善价格财税

政策，健全风电发电激励机制。

广东和福建等内陆风能资源较丰富，

且电网接入条件较好区域的风电开

发 ；并重点开发建设上海、江苏、河

北、山东等省市的海上风电，加快推

进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

辽宁等沿海地区海上风电的规划和

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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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美飒向华电新能源
提供G87-2.0 兆瓦机组

7 月 25 日，西班牙风电商歌美飒

公司（简称歌美飒）宣布与中国华电

新能源公司签署协议，向其设立在福

建省鲤鱼山的风场提供容量为 48兆瓦

的G87-2.0 兆瓦特级风电机组，这些

风电机组将于今年8月31日开始供货。

与G87-2.0 兆瓦风电机组相比，

G87 特级风电机组的设计能安装在靠近

I 类风区的地区，新增发电量超过8%。

歌美飒和华电新能源公司的合作

从 2005 年在内蒙古开始。此项特级风

电机组合同无疑为双方开启了崭新的

合作平台。自进入中国市场以来，歌美

飒在中国 60 多个地区安装了近 3000

台风电机组。

近日有报道称歌美飒打算扩大国

际风电业务，尤其是东南亚市场。歌

美飒印度分公司总经理拉梅斯透露，

其正与缅甸和马尔代夫分别探讨风电

项目合作事宜。他表示，缅甸的项目

正在筹备，风电潜力大的越南也是公

司的目标之一。此外，南亚国家也在

印度分公司的风电发展名单上。在马

尔代夫的风电项目，该公司初步规划

的发电设施装机容量为 100 兆瓦 ~150

兆瓦；斯里兰卡的风电项目总装机容

量也约有 40 兆瓦。

“新能源6+1沙龙”第三
期召开 

“新能源 6+1 沙龙”第三期于 7

月 28 日在北京召开，中国资源综合

利用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主任

李俊峰、国家电网公司能源研究院副

5
院长蒋丽萍、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

副总工程师易跃春、中国可再生能源

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施鹏飞、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新能源研究所副

总工程师迟永宁、龙源电力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黄群、中国风电集团有限公

司项目开发部总经理张卫奇，以及中

节能、大唐新能源、歌美飒、许继电气、

富士电机、台达电子、施耐德、甘肃

电力公司、威能极等企业代表共 50 余

人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由国电联合

动力与维斯塔斯协办、李俊峰主持。

此次讨论的主题为风电消纳与

弃风，加速电网的建设或者采取当地

消纳所面临的困难与问题。专家领

导以及与会代表分别阐述了自己的观

点和建议，对当前风电问题进行讨

论。李俊峰表示 ：“弃风问题并不是

那么难，通过讨论，与会者也找到了

一些解决弃风问题的具体措施。”另

外，他总结了开展“新能源 6+1 沙龙”

的三个作用。一是发现问题 ；二是找

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三是推动问题的

解决。

会 议

整 机

6



Direction | 风向

2012年第08期  11  

整 机

GE检测控制技术中国客
户应用中心落成

7 月 25 日，位于中国上海的GE

监测控制技术客户应用中心正式投入运

营，并于同日举行了该中心成立的开幕

仪式，约 150名来自石油化工、电力、

航空航天、钢铁等行业的代表出席了客

维斯塔斯安装首台漂浮式
基座上的海上风电机组

6 月底，维斯塔斯北京公司宣

称，该公司近日和 EDP、Energias de 

Portugal、Repsol、Principle Power、A. 

Silva Matos (ASM) 以及 InovCapital 合

作的葡萄牙的首台海上风电机组安装完

成。这台维斯塔斯的 V80-2.0 兆瓦机

组是首台安装在被称作WindFloat 的创

新型漂浮式基座上的海上机组。参与

WindFloat 项目凸显了维斯塔斯对海上

风电市场的投入与贡献。

这台风电机组不仅是葡萄牙国内

的首台海上风电机组，同时也是首台在

海上不使用重型吊船或桩基设备进行安

流体过程技术、控制解决方案、资产状

态监测等产品，包括对设定客户端的远

程访问系统。多媒体展示则通过一系列

先进的互动式多媒体演示，向用户展示

GE检测控制技术的产品和服务是如何

帮助用户提升资产价值、优化工厂运营、

实现工厂资产生命周期使用价值的最大

化。课堂培训建有让客户及员工了解最

新技术、体验产品功能、开展操作示范、

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一体化培训平台。

由于该应用中心与全球的其他应

用中心 24 小时并网运行，通过 GE

全球专家系统的在线服务，中国客户

可以更加及时了解最新的科技及应

用，并快速推广到相应的领域。此平

台也为 GE 检测控制技术与客户沟通

创造了一个更加生动的平台，共同对

工业资产的高效率运行开发创新解决

方案。

户应用中心的开幕仪式，并参观体验了

其业务部门的主要产品以及先进的互动

式多媒体演示。

新建成的GE检测控制技术客户应

用中心主要分成三个区域：产品示范、

多媒体展示和课堂培训。产品示范展现

了与石油天然气、航空航天、电力、医

疗等领域相关的传感测量、无损检测、

装的海上机组。机组和底座的所有组装、

安装和预调试工作均在陆上完成，整个

系统在安装完毕后被几艘简单的拖船拖

到了海上。

安装在WindFloat 上的维斯塔斯

V80-2.0 兆瓦机组发出来的电可以供

1300 户普通家庭使用。这台漂浮式海

上风电机组距葡萄牙Agucadoura 海岸

5千米，已经产出了超过170万千瓦时

的电力。

WindFloat 的出现标志着海上风

电发展新纪元的到来，这使得更高质

量的风能资源得以开发，脱离水深条

件的限制。此外，由于采用陆上组装

和调试的方案，项目的成本和风险得

以大大降低。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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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G与APL在印度的涂料
合资企业扩增项目获批

7 月 24 日，PPG 工业公司（简

称 PPG）宣布，公司近日已获得印度

政府批准，将扩大涂料合资企业规模，

并计划与亚洲涂料有限公司 (APL) 成

立第二家合资公司。新成立的合资公

司将成为印度最大的涂料生产商。  

PPG 和 APL 公司计划扩大其位

于孟买的合资企业——亚洲 PPG工业

公司。该公司由双方各持股 50%，目

前主要为印度的工业液体涂料、船舶、

消费品包装和运输涂料等行业的客户

提供服务。此外，PPG 和 APL 还计

划成立第二家合资企业——亚洲涂料

PPG有限公司，双方各持股 50%，新

公司将主要服务于工业防护、工业粉

末、工业集装箱及轻工业涂料等领域。

“PPG 与亚洲涂料公司的成功合

作已超过 15 年。此次合作的深化必将

使双方进一步受益于迅速增长的非装

饰性涂料市场，从而抓住印度长期经

济增长机遇。”PPG亚太区总裁兼亚太

区汽车修补漆和建筑涂料副总裁Mike 

Horton 表示。Horton 指出，两家合资

企业都充分利用了 PPG 的全球规模、

技术和客户关系等优势，并结合了

APL 公司在印度的客户群、生产经验、

分销渠道及地方关系网络。

“PPG将对亚洲 PPG工业公司进

行有效管理控制，APL 则将负责亚洲

涂料 PPG有限公司的管理工作，从而

充分发挥两家公司各自的优势，抓住

印度市场的增长机遇，如蓬勃发展的

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等。”Horton 补充道。

中船重工5兆瓦海上风电
机组下线

7 月 27 日，由中国船舶重工集

团公司（简称中船重工）自主研制的

5 兆瓦海上风电机组样机在重庆成功

下线。

本次下线的 5兆瓦海上风电机组

是国家科技部一个科技支撑项目的成

果。历时三年，先后在传动系统、控

制系统、海洋腐蚀等关键技术领域取

得了重大突破，拥有了 32 项国家专利

技术，形成了全产业链格局，从叶片、

齿轮箱、发电机、控制系统到轮毂、

塔筒、润滑系统等关键零部件均由集

团成员单位完成。尤其在整机设计中

9

10

零部件

推行“标准化、系列化、模块化”设

计，该机型除叶片外，各种规格零部

件可完全互换，大大减少了原材料浪

费，降低了生产成本。

新研制的 5兆瓦风电机组是三叶

片、上风向、水平轴、电气变桨、并

网型海上风力发电机组，采用整体式

铸造机架、大轴承 +齿轮箱增速、高

速永磁发电机 +全功率变流器和机舱

全密封结构 +内部空冷循环系统，其

机头结构紧凑，重量较同级别风电机

组轻 15%，将大大提升风电机组运行

效率。

该机型叶片长度为 75米，风轮直

径可达 154 米，适用于 III 类风区，范

围涵盖了目前 90%以上的风电场，极

大地提高了风能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发

电量。相关人士透露，该机组 20 天后

将运往江苏如东黄海风电场，计划于

年内实现并网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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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米控研讨与会展活动
紧贴市场 

在 6 月 底 举 行 的 2012 PCIM

亚洲电力电子展览会 (PCIM Asia)

上，赛米控公司介绍了其最新推出的

SKiN® 封装技术，该技术主要应用于

电动汽车和风电机组。

赛米控公司在展会中展示了针对

不同用途的产品，包括风能、太阳能、

混合动力和电动汽车、电源和电气传

动等，同时还在 PCIM Asia 的年度会

议上首次颁发最佳论文奖 ( 可再生能

源 )，目的是奖励应用于可再生能源

领域中的电力电子创新概念。

最近几个月，赛米控公司举行了

一系列与客户紧密接触的技术研讨会

和展览会。其中，一年一度的赛米控

技术研讨会分别在今年 3 月 15 日（北

京）、3月 22日（上海）和 4月 12日（深

圳）完满举行，研讨会的主题是“先

进的功率模块在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

车逆变器中的应用”。 

而 5 月举行的“SNEC 第六届

(2012) 国际太阳能光伏展览会” 和

“上海国际海上风电及风电产业链大

会暨展览会”上，赛米控公司也参加

12

中材科技(阜宁)风电
叶片有限公司成立

7 月 25 日，中材科技 ( 阜宁 ) 风

电叶片有限公司在江苏阜宁正式成立，

并举行揭牌仪式。

中材科技 ( 阜宁 ) 风电叶片有限

公司是中材科技风电叶片股份有限公

司全资子公司，也是江苏省级风电叶

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该公司拥有 8

条生产线，其中 1.5 兆瓦生产线 5条、

2.5 兆瓦生产线 3条，目前正在制作 3

兆瓦生产线，这即将成为国内第 3家

3兆瓦风电叶片生产企业。今年年内公

司还将新增加 6兆瓦生产线 1条，计

11

零部件

划明年再新增加 3 兆瓦、6 兆瓦生产

线各 3条。届时，公司叶片销售总量

将达到全国之首，大功率叶片生产规

模实现全国最大，科技研发实力也会

不断增强，阜宁将成为东部沿海地区

实力强劲的风电叶片生产基地。

中材科技 (阜宁 )风电叶片有限公

司的成立，实现了中材叶片在华东沿海

地区的战略布局。中材叶片致力于将阜

宁叶片公司打造成海上叶片的研发、制

造和出口基地。作为国内行业龙头的风

电叶片专业制造商，中材科技投资阜宁，

不仅能迅速增强阜宁风电装备产业园的

品牌影响力，更能显著提升阜宁风电装

备产业的整体实力。

并展示了多种可用于光伏逆变器设计

应用和风力发电变频器应用的产品。

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赛米控团队直

接面对客户并作出双向沟通，可以更

清楚地了解客户的需要。同时，客户

可以现场向赛米控专家了解赛米控的

技术和解决方案，使双方有更直接的

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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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商务部公布对华应用
级风塔双反案倾销初裁
结果

7 月 27 日，美国商务部公布对

华应用级风塔双反案的倾销初裁结果，

中国强制应诉企业中船澄西船舶修造

有限公司和天顺风能公司的倾销税率

分别为 30.93% 和 20.85%，重山风

力设备公司、国电联合动力技术保定

有限公司和华锐风电科技有限公司三

家企业适用分别 26.25% 的倾销税率，

其他中国企业的倾销税率为 72.69%。 

华电云南宁蒗牦牛坪风
电场首台机组并网发电

7 月 21 日，华电集团在云南省的

第一座风电场——宁蒗牦牛坪风电场

首台机组成功并网发电。

宁蒗牦牛坪风电场是《云南省风

此次征税的负面影响将在未来订

单数量上凸显。据天顺风能方面介绍，

该公司当前海外业务铺展范围较小，

出口率并不高。“但是此次美国的双反

调查将大大消减我们的未来订单数量，

很多客户可能会因为价格的考虑撤销

订单。”该公司相关人士称。

预计，美国商务部和美国国际贸

易委员会将分别于 2012 年 12月 16日

和 2013 年 1 月 31 日做出本案倾销终

裁和损害终裁。对于结果是否会逆转，

业内人士表示可能性非常小，但中国风

电企业还是在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安装 33 台 1.5 兆瓦风电机组，总容量

为 49.5 兆瓦。据悉，该风电场机组叶

片采用现场制造方案。

牦牛坪风电场首期工程由中国水

电顾问集团公司昆明水电院承担 EPC

总承包，贵阳水电院承担监理工作。

该项目于 2010 年 10 月获得云南省

发改委核准，2011 年 4 月开工建设，

2011 年 12 月首台风力发电机组吊装

成功完成。2012 年 6 月 28 日，升压

站工程通过云南电网公司丽江供电局

组织的验收，升压站具备倒送电条件。

在经过认真的投产前准备和设备状态

检查后，截至 7 月 16 日 16 时 30 分，

升压站全部设备及 35 千伏集电线路

均完成冲击试验并带电运行。7 月 21

日 8 时开始首台 21 号机组并网试验，

并于 7 月 21 日 16 时 10 分成功并网

发电。

电场规划报告 (2009 年修编 )》中推荐

的云南省 38 个风电场之一，位于丽江

市宁蒗县东南侧新营盘乡与烂泥箐乡

之间的牦牛坪一带，高程在 3000 米

~3580 米之间，是目前已知国内海拔

最高的该类风电场。规划风电场分三

期开发，本工程为第一期工程，计划

13

14

贸 易

开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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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政委员会通过
PTC政策延期

8 月 2 日，据美国风能协会报

道，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通过了该

国风电领域最重要的一项税收优惠政

策——生产税抵免政策（PTC）延期

到 2013 年底的提案，这一提案获得了

美国两党的重大支持。如果美国最终

可以实现 PTC 政策的延期，则将挽救

3.7 万个就业岗位，并且继续推动美国

风电制造业的发展。

美国风电生产税抵免政策（PTC）

是美国最重要的一项风电税收政策，

该政策在 2012 年即将到期，近段时间，

美国风电业内人士一直积极呼吁将这

项政策往后延期。这次通过压倒性的

19:5 的选票比例，美国参议院财政委

员会通过了讨论风电补贴政策延期的

一揽子计划，其中就包括联邦 PTC 的

延期政策。这次委员会通过的法案中

还包括投资税减免政策（ITC），这一

政策为发展美国海上风电和社区风电

项目是一个激励。

美国风能协会主席 Denise Bode

表示：“我们非常赞赏委员会在推动这

一关键政策上的领导行为。这对确保

风电制造业和建筑业就业者的工作是

非常重要的一步。”

据悉，美国 PTC 政策每年都为

该国的风电场带来了高达 200 亿美元

的私人投资，而且为美国的风电制造

企业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提供了需求。

根据法维翰咨询公司统计，如果国会

让 PTC 政策在 2012 年年底就终止，

则美国 2013 年初就会有 3.7 万人失去

工作。

英国缓施陆上风电补贴
大幅削减计划

7 月 25 日， 据 Recharge 报 道，

英国政府决定维持其在可再生能源绿色

证书计划下的陆上风电补贴削减水平，

打消了业内对补贴大幅削减的恐慌。

2013 年到 2017 年，英国政府

对陆上风电的补贴将减少 10%，为

每兆瓦时 0.9 个可再生能源绿色证书

（ROC），和 2011 年秋季协商中的提

议一致。

这个决定是英国政府内部斗争数

月的结果。由英国财政大臣 George 

Osborne 领导的财务部正寻求更大

幅度的削减政策，或许高达 25%，

George Osborne 一直认为英国陆上

风电的补贴过高。

然而，英国政府表示，虽然 0.9

个 ROC 的等级标准可保证持续到

2014 年，但如果到时风电成本有显著

变化，则这个标准还可以改变。有人

呼吁今年秋天发布陆上风电产业成本

的相关证据，报告将在 2013 年初发布。

英国能源与气候部（DECC）表

示：“如果调查结果证明成本确实有很

大变化，政府将立即启动 ROC等级复

审，任何新的支持计划将从 2014 年 4

月生效，而且对已经提交的项目有溯

回原则和还贷宽限期。”

据悉，英国政府今年年末还将协

商有关光伏、海洋能、潮汐能和海上

风电项目的补贴。正如所期望的，海

上风电在 2013 年到 2014 年将获得 2

个ROC补贴，2015年到2016年为1.9

个 ROC，2016 年到 2017 年为 1.8 个

ROC。

5家风电设备商被巴西
国家发展银行拒之门外

7 月 20 日，据彭博社报道，巴西

风电市场 5大风电设备制造商失去了

巴西国家发展银行（BNDES）总计 35

亿美元的投资金额，因为这些制造商

未能满足该国风电发展的本土化要求。

这 5家公司分别是维斯塔斯、苏司兰、

西门子、西班牙安讯能和德国富兰德，

他们至少有 40%的材料未能由本地供

应商提供，因此不再拥有从 BNDES 融

资资格。而这种融资渠道对巴西的设

备商来说也是唯一的，巴西风电产业

贸易组织的执行总裁 Elbia Melo 表示。

Melo 提到：“由于开发商无法从

BNDES 获得贷款以支付 2000 兆瓦风

电机组的资金，因此，他们或者要暂

停某些项目的工程，或者更换供应商。”

BNDES 的一位高层表示，6 月，

他们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突击审查，

调查对象是在巴西发展的外国风电机

组制造商，看他们是否按照巴西政策

规定和要求，合理地使用政府提供的

贷款。结果显示，上述 5 家公司未能

达到标准。安讯能和富兰德尚未建厂，

而维斯塔斯、西门子以及苏司兰虽然

投建了工厂，但并没有按照 40%的材

料来自巴西本土这一要求来生产机组。

对于暂停融资这一处罚，富兰德

拒绝回应；维斯塔斯和西门子“不服”

处罚，要求 BNDES 给予详细解释；苏

司兰则声称暂时还没收到暂停融资的

通知；只有安讯能一家公司表示，将

于今年10月在巴伊亚州投建一个工厂，

叶片由福塔雷萨市的工厂提供，以满

足BNDES 融资要求。

16 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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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校生，心有风电希望结
■本刊记者︱赵靓

在
坐落于北京市金融街北端国际投资

大厦的一间办公室里，杨校生与记

者畅谈行业发展情况。他身着精干

利落的衬衫，虽已是 60 岁的人，精力却显得

颇为充沛。而他所从事了大半辈子的风电行业，

在多年飞速发展之后，却多少显出一些疲态。

2011 年以后，风电产业似乎进入了一个

困惑期，无论规模还是效益，无论投入还是产

出，都使越来越多的人感到难以适应。但不可

否认的是，2011 年的装机容量增幅虽有所回落，

但当年新增装机绝对值仍然突破新高。这在杨

校生看来，主要是因为国家开发可再生能源的

大趋势不变，政策对于风电发展的坚定支持没

变，十几万业内人士坚守和奋斗的努力未曾动

摇。

“国家政策的调整是结构性的，对风电发

展还是有利的。紧缩政策出台后，各开发商企

业由于资金困难收缩了火电、水电开发，但对

风电还是力求保证的。同时，多数公司一定要

完成年初的计划，还有此前订购的机组合同需

要执行，所以减少风电规模的动因不足。”杨

校生说，“虽然困难已经明显地摆在眼前，但

大家一铆劲，也就完成了。”

但问题是进入 2012 年后，风电行业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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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许多机构和财团看到这一点，纷纷调低

了中国风电预期。从而使在境内外上市的有关

风电企业股票一路下滑，投资者对风电开发的

信心下降。

这一切似乎正在预示着风电发展的拐点即

将到来，2012 年新增装机增长将受到很大的

挑战。

除风电行业发展面临着一些需要解决的问

题外，杨校生还指出风电市场的产能过剩也应

引起足够的重视。

“虽然 2011 年中小型风电制造企业的数量

在下降，但大企业的产能却有上升之势。这样

的情况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市场问题，因为市场

化无法解释产能扩张的盲目性。据分析，盲目

扩张的动因大致有两个 ：第一是竞争的需要。

大的产能可承担大的订单，从而形成规模效

益，并由此得到一定的竞争优势，但这个原因

远不足以说明中国大企业扩张的盲目性 ；第二

是获取风电市场资源的需要。有些企业受到风

能资源丰富地区所采取带有地方保护色彩的所

谓‘资源换产业’政策的压力和诱惑，不得不

到处建厂以获取当地风能资源，再用资源去换

订单，由此造成了非理性的扩张。这个原因似

乎更能说明目前的问题。盲目扩张所造成的严

重产能过剩，违背科学发展规律，也不符合企

业优化产业布局，对社会资源和企业都是极大

浪费，还会将企业拖入经营风险，不能不高度

注意。”

在与人攀谈时，杨校生的语速稍快，但其

诚挚的语调和幽默的用词，往往能营造一种轻

还能够保持 2011 年那样的增幅和增量？

在杨校生看来，由于风电行业对经济政策

的传导具有一定的滞后性，2012 年风电行业

新增装机容量将受此前银根紧缩政策的影响更

大一些。因此，虽然不少人认为过去的 2011
年是风电行业的一次拐点，但他还是将拐点判

断在 2012 年。“今年新增装机应该会有所下降，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判断。”杨校生说。

他做出如上判断，也并非完全依照国家的

财经政策。因为国家调整财经政策的最终目的

当然是好的，是希望各行各业能够长期稳定的

发展。因此，与紧缩的政策相比，杨校生认为

2011 年发生的几件事，才真正影响了风电行业。

“首先是事故频发。由于早期设备不成熟，

以及大规模开发造成的技术消化不良，还有管

理中存在的问题，使 2010 年底到 2011 年上

半年连续发生了多次机组飞车、着火、倒塌事

故。不过，遇到这种事故，开发商可以通过市

场的手段予以解决，问题解决后仍可以求得发

展。”杨校生说 ：“其次是有些地区出现大规模

风电机组脱网事故。出现风电脱网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除风电低电压穿越技术缺乏和工程质

量问题外，电网薄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虽然

抓住这些问题，来推动开发商和制造商进行技

术改造是正确的，但由于舆论导向出现了偏差，

使得业内外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风电机组低电压

穿越技术和电缆头质量等工程质量上，忽略了

风电送出和电网薄弱的问题。为了加装低电压

穿越系统和电网要求的高标准动态无功补赏装

置，风电开发商需投入近百亿元。实际上，利

用这些资金去完善电网，把电网搞可靠一些可

能更合适。”

“此外是大规模限电弃风。目前国家电监

会已发报告称，去年全国弃风达 123 亿度，开

发商损失了约 66 亿元的净利润。从减排角度

计算，则损失更为严重。这些损失是巨大的，

但却没有人负责，也没有人解释。”

2011 年发生的上述情况，除减排损失外，

对风电行业来说是实实在在的重大经济损失。

诸多风电项目面临亏损，风电开发商的积极性

受到重挫。更令整个行业感到雪上加霜的是，

↓1989年在丹麦参加
联合国风能研讨会。



人物 | Figure

18  风能 Wind Energy 

松愉快的氛围，使交流更加深入，使话题更加

贴近事实的本质。在谈到一些观点的时候，杨

校生喜欢用条理清晰的“一、二、三”来论述，

偶尔还在成型的观点后加以补充，显然是经过

深思熟虑后的成竹在胸。他所拥有的这种性格

特质，或多或少地与其经历有点关系。

从 1986 年 7 月进入水电部开始，杨校生

所做的工作基本上就没离开“电”。能源部成

立后，他担任了新能源发电处副处长，开始了

作为官员的一段工作经历。可以说，他是较早

系统研究我国乃至世界风电情况的官员之一，

其研究方式也不是高高在上，而是更注重实地

考察。当年的杨校生走遍了国内所有的风力发

电站，将所见所闻整理成报告、文章，提交上

级部门或在多家报刊发表。与此同时，为了更

多地获取国外风电技术发展情况，杨

校生阅读和翻译了大量风电技术论文

和资料，对风电技术也有了较为深入

的认知，这也正是其能够“文武双全”，

即熟知产业，又了解技术的原因。

1992 年，能源部决定成立专业

的风能开发公司，中国福霖风能开发

公司由此诞生，杨校生被调至该公司

先后任副总工程师兼项目经理，总工

程师和副总经理之职，是中国最早从事风电商

业化开发的人之一。由于当时国内还没有做风

电场项目的经验，杨校生为此做了大量工作，

组织完成中国最早的风电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广东南澳风电场可行性研究报告》和

《内蒙古朱日和风电场可行性研究报告》，为后

来的风电商业化开发提供了借鉴。这两个分别

位于中国南方和北方的最早的商业化风电场项

目均在 1994 年建成投运。随后又在各方努力

和支持下，利用美国贷款在 1997 年建成 5500
千瓦风电场，1998 年建成 2.4 万千瓦中丹合资

项目，为中国风电的早期商业化开发进行了勇

敢的尝试。

2000 年我国电力体制改革时，杨校生所

在的福霖公司并入重组后的龙源电力集团公

司。他先后任龙源电力集团公司副总工程师、

总工程师，兼技术开发部、安全生产部、可再

生能源研究中心主任等职。

杨校生的风电生涯，完整经历了我国风

电从孕育期到成长期乃至快速发展期的全部过

程，无论是对我国风电历史发展的了解，还是

对专业知识的把握，都具有相当的深度。因而，

杨校生的观点更多的时候是站在行业发展的高

度，以及开发商企业的角度上的。

杨校生认为，在风电产业链中开发商处于

相当重要的位置。如果开发商受到伤害，位于

产业链上游的整机制造商、零部件制造商乃至

原材料供应商都将受到牵连。

这也正是这位集行业专家、企业领导、政

府官员经验于一身的业内人士，对目前风电行

业中的并网困境、随意限电等涉及垄断和体制

的问题时表现出委屈、无奈与不甘的原因。

杨校生说，风电行业面临着的问题有一些

可以利用市场化以及技术投入来解决，有一些

则是体制问题、认识问题，乃至法规问题，涉

及更深入的改革以及更加棘手的矛盾。

“例如，为什么可以限电而不加以解释，

可以不尊重《可再生能源法》？因为这项法律

进行了调整，把‘全额收购’，改成了‘保障

性的全额收购’。而‘保障性’这个定语无法

说清楚，有关各方的理解就有所不同。当然，

由于执行权在电网企业，电网说了算，电网也

许觉得没必要解释了。”

除此之外，杨校生还认为，风电并网的技

术规定要求偏高，甚至高于其他任何一种发电

电源种类的技术要求。虽然通过不断投入这些

要求都可以得到满足，但门槛太高，会造成资

金的极大浪费。此前被炒得火热的低电压穿越

技术，本身是一个电网保护技术，“是电网出低

电压故障的时候，发电方挺一下，帮一把。”因

此，在不断提高发电端设备低电压穿越能力的

同时，杨校生认为电网方面也应逐步提高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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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尽量减少低电压故障。如果电网结构足

够完善合理，低电压穿越技术也就失去了作用。

显然，积极发展风电等可再生能源，提供

尽可能多的清洁能源，发展经济并保护生态环境，

不是我们想不想做的事情，而是我们不得不做的

事情，也不是一件很容易就能做好的事请。

“首先是要提高认识，提高宣传能力，要

把发展可再生能源人人有责的道理讲透。现在

大家虽然都说拥护风电发展，但毕竟认识的角

度不同，差距不小，各不同的利益集团认识是

不同的，不见得都真心拥护。应该更多地去关

注风电‘送不出’的问题。其次是体制问题。

垄断体制不利于调动各方积极性，不利于变革，

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完善，不利于推行法制。在

垄断体制下认识和观念会发生歪曲，不利于科

学发展观的形成和推行。体制问题不能靠发展

来解决，只能靠改革解决。”杨校生说 ：“第三

是利益的平衡。在发展风电的同时，要想好怎

么消纳。因为能源体制与机制不会轻易改变，

在能源结构发生变化时，传统能源怎么办，电

网、火电乃至地方政府的利益应怎么平衡值得

注意。但不可能将各方利益平衡了再变，是先

变革再平衡，再变革再平衡，这是一般规律。”

杨校生的这些感受与智慧不是凭空而创或

道听途说而来的。多年的风电工作经验和青年

时期便已充满了的对风电的热忱，使他能够对

行业状况理解的更感性，更火热。因此在杨校

生那间不大不小，装修简约的办公室中，常常

传出被幽默浸染的笑声，亦或是对现实无奈的

啧叹。但当我们屡屡聊及问题与应对时，他的

表情与分析，却更能够显示出曾做过官员所应

具备的理性、清晰与冷静。这就是杨校生。无

论时而火热还是时而冷静，无论感性还是理性，

他总是会真诚的与你聊聊风电。记者不禁垂问

自己，一位深爱着某项事物的人，不正是应该

拥有着这样的精神状态吗？

↑1988年参加夏威夷国
际可再生能源会议时参
观夏威夷试验风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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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薛辰		赵靓

还在质保期内，有些场长就在为质保期

过后的风电机组维修问题焦虑了；而当机组

出了质保期后，更多的场长又在苦想如何提

升发电量。有没有一种管理系统可以简单、

智慧地解决这些恼人的问题？大唐达里风电

场正在运用“智慧风场”软件系统进行尝试。

           风场
的未来

“我们的‘智慧风场’软件系统已经上线运行了 4
个多月，现在我不再担心机组出质保以后的运维问题

了。”7 月 1 日，在大唐达里风电场，王欣语调平和地

告诉记者，“更重要的是，这个系统可以有效地帮助我

们持续改进风电场的运营管理，从而达到提升发电量

的目的。”

王欣是大唐达里风电场（以下简称达里风电场）

的场长，9 个月以前的一天，也是在达里风电场，他

和记者谈到风电机组出质保以后的检修问题时忧心忡

智慧
大唐达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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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达里风电
场监控中心。

忡。这位做过 7 年机组检修专工的场长，对机

组检修和风电场运维有着切身的体验，检修机

组故障所遇到过的情况生动地让他认知了国内

机组的质量软肋以及国外机组在“水土不服”

方面的缺陷，这直接影响了他对风电场运维成

本、电量损失和运行效率的认知。也正因此，

王欣特别期望“智慧风场”软件系统的上线运

行，能够改变达里风电场的未来。

“智慧风场”软件系统是远景能源（江苏）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景能源）2011 年 3 月

推出的产品。这之前，大唐集团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胡永生在其掌管的公司倡导风电

场智能化管理，也一直在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

最终引入远景能源的“智慧风场”软件系统，

率先在达里风电场进行智能化管理的实质性实

验，以期实现风电场精细化管理的战略预期。

在胡永生看来，2011 年是中国风电的“转

折”之年，意味着开发商依靠建设规模过日子

的时代结束了，接下来应该开始实打实地靠效

益求发展了。这也成为胡永生看重达里“智慧

风场”软件系统应用效果的一个因由。

那么达里“智慧风场”究竟是一个怎样的

系统，又能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几多智慧

达里风电场装机容量 99 兆瓦，2008 年年

底正式投入运行，其中东汽 1.5 兆瓦机组 33 台、

华锐 1.5兆瓦机组 33台。可出乎记者意料的是，

直到 2012 年 7 月 1 日，这 66 台机组都还没

有出质保期，这就意味着机组的故障维修和大

部件更换仍由制造商承担。

王欣解释，这些风电机组是制造厂商的首

批产品，相对于他们各自的后期产品来说，故

障率高一些。“好在东汽和华锐都愿意在出质

保期时把更健康的机组交付给我们。” 王欣强

调，“其实，我更担心的是，机组出质保期后，

我们的检修人员是否能独立承担起机组的检修

工作。”

达里风电场的 33 台东汽机组先期引入远

景能源的“智慧风场”系统是胡永生“钦点”的。

2011 年 6 月，远景“智慧风场”团队进驻该

风电场，就年度电量损失、故障检修响应和维

修作业、现场运行报表，以及原风电场监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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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SCADA）适用性进行了深入调研，在此

基础上提出了“智慧风场”系统解决方案。

其实，这个解决方案就是一个软件平台，

由机组状态监测（CMS）、改进的 SCADA 、风

电场设备管理（EAM）、 分析和报表支持（KPI
系统）等四个功能模块组成。按照王欣的说法，

CMS 模块是就是在机组上加装振动监测设备，

以监测设备状态水平，预测设备故障，并自动

生成预防性维护工单。在 SCADA 功能模块，

“之所以说是改进的 SCADA，是因为原机组监

控系统技术性能落后，无法存储历史数据，不

支持声音报警，而且机组实时状态查询缓慢，

严重影响运行人员的工作质量与效率。通过改

进 SCADA，可以快速地展现机组运行数据，

更重要的是能够有效地对机组运行数据进行存

储。” 王欣解释道。

从王欣的表述中，记者能看出他对 EAM
和 KPI 体系这两个模块的重视。他说 ：“EAM
能够在风电场层面实现自动化的机组设备维护

管理，支持维护计划、工单管理、故障诊断、

机组档案、备件管理等功能。”实际上，除了

风电机组，风电场其他设备也可纳入这一管理

模块。“分析和报表支持模块的统计、对比、

分析、报表制作的功能，避免了手工报表制作

时的人为干扰和可能的差错。”王欣乐观地说，

“有 KPI 系统真实数据的支持，提升电量和降

低运维成本就是一件十分靠谱的事情了。”

在达里风电场现场人员的协助下记者查

看了 46 号机组风向标故障检修的流程记录 ：

2012 年 6 月 20 日晚上，SCADA 报警显示 46
号机组发生风向标故障，但随后被值班人员通

过远程复位方式予以处理。6月21日1时38分，

SCADA 再次报出这一故障，且值班人员商桓

庸在 15 分钟内没有能通过远程复位方式将故

障解除。

46 号机组停机超过 15 分钟，触发自动

起停机记录（停机时间、机组号、故障代码）。

这时，值班人员商桓庸手动填写停机原因和停

机类型。

第二天，检修人员白杨、杨晓川去做检修

之前，根据故障代码查阅故障树，大致确定了

检修步骤和所需的物料。需要说明的是，故障

树是用来说明一步步如何确定故障点位置的，

同时故障树中都附有作业指导书，用来说明如

何将这个故障点上损坏的元件更换掉，包括工

具、步骤、EHS 等信息。

然后，白杨、杨晓川拿到班长王鑫磊开出

的工单。需要说明的是，工单显示的多项信息

及其运行状态记录，不仅可以追踪到此次的检

修流程，而且整个检修流程的不同时间段（故

障响应、检修、等待等）也作为 KPI 系统计算

电量损失和风电场绩效的数据输入源。

白杨和杨晓川从仓库领出物料后，驱车前

往 46 号机组做检修工作（他们可以将笔记本电

脑带至塔上，接上网线即可登录 EAM 查询故

障树）。他们根据标准作业包的指导更换备件，

排除故障点，机组恢复运行 15 分钟后，系统识

别并记录启机时刻。到此，记者在系统中查看

到停机时刻为“2012 － 06 － 21 － 01 ：53 ：

01”，恢复时刻为“2012 － 06 － 21 － 10 ：

00 ：51”。
此后，王鑫磊确定工单结束节点，并填

写工单总结内容，包括选择在故障树中已经预

先定义好的故障原因（风向标未能正常偏转）、

故障区域（风向标机械部分）、故障点（风向

标机械部件）。至此，46 号机组风向标故障检

修工作流结束，所有记录关闭与归档。需要说

明的是，系统已自动计算出风向标故障点的发

生频率，进入维修维护历史记录。

在王欣看来，达里“智慧风场”检修工

作流的价值最终要落到“提升发电量和降低运

维成本”这两个诉求点上，4 个多月的运行结

果增强了他的信心。从实际效果看，改造后的

SCADA 系统不仅完全满足了现场运行人员的

需求，也大大提高了机组运行对于集团集控中

心的透明度，为集团公司“少人值守”的管理

变革创造了条件。

在实施EAM系统过程中，远景“智慧风场”

团队将每台机组的每个部件名称、型号、供应

商、图片、图纸号、全部统计出来，并导入系

改造后的SCADA
系统不仅完全满足了

现场运行人员的需求，

也大大提高了机组运

行对于集团集控中心

的透明度，为集团公

司“少人值守”的管

理变革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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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建立 BOM（物料清单），不仅建立了完备的

风电场资产清单，而且可以对每个部件的故障

情况、更换历史进行查询。尤其对资产的管理

已经延伸到库房，物料图片与货位号都可以清

晰地在系统中展现，这样即便是没有机组维护

背景的人员也能便捷地找到相应备件，随时支

持检修人员的工作。

谈到“智慧风场”软件系统上线的效果，

王欣最满意的是 CMS 系统，“很有立竿见影的

味道”。系统上线 4 个多月，CMS 累计发现有

17 台机组处于亚健康状态，远景“智慧风场”

团队分别出具了包括“诊断结论”和“处理建议”

的报告，其中有 6 台机组在夏季更换了大部件，

避免了往年因为冬季大雪封路无法更换部件造

成的电量损失。同时，对 11 台机组的“带病”

大部件进行了处理，避免因为“恶化”导致的

大部件更换，优化了维护成本。 
从机组检修人员的角度看，“智慧风场”

故障树是他们最受益的一个系统。东汽的 33
台机组共有故障代码 265 条，在过去的 3 年中，

实际发生故障 96 种。 “智慧风场”故障树系

统已全部涵盖了这 96 种故障的诊断检修方法，

即便是后来的检修人员也基本能做到“没有修

不好的故障”。更完备的是，故障树系统中有

61 个标准作业包，形成了覆盖东汽机组所有故

障的检修“作业指南”。

风电场作业更简便、更有效是“智慧风场”

软件系统的一个显著特点。王欣向记者举例 ：

此前风电场每月需要制作各类汇报报表 46 种，

耗费工时 722 小时，相当于需要 4 名员工每月

工作 22 天，每天工作 8 小时。“智慧风场”软

件系统通过将 SCADA，EAM，KPI 系统集成，

直接生成 46 张报表所需要的全部数据，并集

中在一个辅助报表信息界面内，方便制作各类

报表时复制，这极大地解放了运行人员的工作

时间。“‘智慧风场’软件系统纳入了基于能量

可利用率的 KPI 体系，”王欣说，“这样就能

准确地细分发电量损失，从而找到更科学、更

有效的运维改进方向，其结果也会体现在发电

量上。”

数据显示，东汽 33 台机组自今年 2 月上

线之后，除了 6 月 6 台机组因为更换大部件造

成停机，其总体发电量低于华锐 33 台机组总

体发电量外，在平均风速略低于华锐机组的情

况下，2 月、3 月、4 月、5 月、7 月的总体发

电量均高于华锐机组，而此前的一年内多数月

份华锐机组的总体发电量要高于东汽机组。

这，就是“智慧风场”带来的改变。

   几多创新

 “简单讲，‘智慧风场’不仅仅是展现数据、

暴露问题，而是一个相应的工作流平台，能直

观地告诉你如何才能把接下来的事情做好，但

这需要你有很到位的行动力。”7 月 1 日，在达

里风电场，当日值班员张文金和记者谈了他对

达里“智慧风场”的认识和理解。

 据记者调查，不了解“智慧风场”的人

常常会有两种极端的认识 ：一种认为“智慧风

场”就是一个通用的适合各种风电机组机型的

SCADA 系统，这种简单的东西很多公司都会

做 ；另一种认为“智慧风场”能做的事情应该

非常智能，比如风电机组的自我诊断、自我调

节等，但目前还只是一个概念而已。

按照远景能源“智慧风场”团队成员赵清

声的说法，“目前达里‘智慧风场’界于两者

之间，但未来会越来越智能，这需要远景‘智

慧风场’团队的持续创新来实现”。

那么，已经运行的达里“智慧风场”软件

系统，其创新含金量如何呢？

先来看看为“智慧风场”软件系统提供

数据来源的 SCADA 系统。目前，大多数风

电场运营商计划对风电场进行集中监控，打算

将所有类型风电机组采用一种 SCADA 系统来

监控，而不是在集中监控中心运行各种机型的

SCADA 系统。

实际上，运营商这样做有自己的苦衷和

无奈。目前，运营商使用了多家设备商的机

组，不同类型的机组自带不同的 SCADA 系

统，即便是收集到的同类数据也难以进行横向

 “简单讲，‘智慧风

场’不仅仅是展现数据、

暴露问题，而是一个相

应的工作流平台，能直

观地告诉你如何才能把

接下来的事情做好，但

这需要你有很到位的行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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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更大的问题在于无法做到集中监控和集

中管理。

对于运营商而言，最大的问题在于各设备

厂家自带的 SCADA 系统，都是基于设备厂家

自己的需求开发的，并没有完全考虑现场运营

的需求。但要开发基于运营商需求的 SCADA
系统，不仅要求开发者具有深厚的风电机组知

识背景，还必须具备搭建相应 IT 架构的能力，

只有两者都具备者才能真正开发出适合运营商

的 SCADA 系统。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做集中监

控 SCADA 系统的公司做出来的系统不能满足

风电场运营商需求的原因。

而远景能源不仅拥有来自维斯塔斯、歌美

飒等风电设备制造公司的机组设计专家，也有

来自甲骨文、IBM 等 IT 公司软件架构师，所

以远景“智慧风场”团队在达里“智慧风场”

部署的 SCADA 系统不仅可以集成任何一种机

型，而且通过与其他功能模块的无缝连接，可

以很流畅地提供各种实时的监测与控制数据，

这是目前其他 SCADA 系统都不具备的功能。

比如自动生成启停机记录这一简单的功能，

就创造性地将 SCADA 与 EAM 中的停机记录、

工单记录衔接起来，使得每次故障停机的起始

时间和损失电量可以自动与消除故障的工作记

录对应起来。“只是这一点，”王欣说，“就能使

我们可以从设备、人工、外部条件等多个方面

对电量损失进行准确分析，这也为统计每台机

组和风电场的度电成本提供了可靠的数据。”

此外，达里“智慧风场”的 SCADA 系

统，还集成了 CMS 振动状态监测系统，使得

SCADA 系统不仅能报出机组故障，还可以报

出机组的亚健康状况，如果某台机组处于亚健

康运行的状态，SCADA 界面上就会显示这台

机组的“预警”标志。

再来看达里“智慧风场”EAM 系统有何

创新体现。EAM 系统在火电、石油行业中已

经有了成熟的应用，“但远景‘智慧风场’团

队对 EAM 系统做了适合风电行业特性的改造，

创建了以设备为核心、以工单为主导的资产管

理模式。”

据远景能源派驻达里风电场的技术支持陈

龙介绍，远景“智慧风场”团队为达里“智慧

风场”EAM 系统设计了结构化的四层设备树

与物料编码体系，明确定义哪些设备应有序列

号管理，哪些设备只需要型号管理，哪些部件

需要图片与图纸号。看上去如此复杂的结构体

系，其目的只是为了让资产管理的工作流变得

更加简单、实用和有效，使得风电场运维人员

即便不熟悉机组部件，也能在系统帮助下快速

建立起每台机组的有效台帐，真正改变设备台

帐“该有没有、有而不准、有帐无用”的状况。

王欣说“智慧风场”EAM 系统中的“工

作流”是他最为看重的 ：SCADA 系统监控到

机组停机 > 自动在 EAM 里生成停机记录 > 运
行班人员查看停机记录填写停机原因 > 如机组

无法复位，通知检修班长 > 检修班长在 EAM
中开出工单 > 检修人员查看故障树系统如何检

修该机组故障 > 上机组检修故障 > 检修时确定

故障元件 > 在 EAM 系统中查询备件库存并提

出申请 > 仓库管理员在 EAM 系统上收到申请

> 元件出库送至检修人员 > 完成检修 > 填写工

单总结并与启停机记录关联 > 审核 > 关闭。

不仅如此，达里“智慧风场”软件系统中

的 EAM 还与故障诊断系统有着深度的关联。

那么，达里“智慧风场”故障诊断系统

有着怎样的创新点呢？“达里‘智慧风场’故

↑监控人员在大唐达里风电场
的控制室中运用“智慧风场”
系统进行机组运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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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诊断系统是以故障树形式呈现的故障诊断指

导，并与 EAM 中的工单关联。”赵清声很得意

地说，“在此系统下，只要风电场检修人员掌

握初步的风电知识，会使用万用表等常用的电

工工具，就不会存在检修不了的故障。需要说

明的是，这里的检修是指定位故障点，并将好

的元件换掉故障元件。”

赵清声的得意确有道理。目前，业内的故

障诊断指导一般是一个百余字的检修说明，几

乎没有检修人员需要的“步骤指导感”。而达

里“智慧风场”的故障树系统则是通过故障原

因、故障区域、故障点的树型结构，将每个检

修故障的每一步都描述得很清楚，只要检修人

步步照办就能找到故障点，并通过标准作业包

中的描述，用正常元件更换故障元件。

最重要的是，达里“智慧风场”故障树

系统对于每种故障代码穷尽了其所有故障点可

能。因为，对于用于诊断故障的故障树，不是

基于检修人员经验的汇总，而是基于风电机组

电气结构、软件控制逻辑，将每个故障点全部

罗列，这样对于每个故障代码，几乎不会出现

未写出的故障点。 
其实，故障树在其他行业不是新鲜的东西，

但远景“智慧风场”团队穷尽了所有故障的可

能，也因此使得检修人员在进行工单总结的时

候，对于故障原因的描述不再使用传统文字描

述，而是通过在故障树中选择故障点的方式，

让 IT 系统自动识别故障原因并分门别类存在

数据库中。这样，检修经验与知识就真正被积

累了，并反过来对检修提供指导。知识被智慧

地积累，沉淀在故障树体系之中，能够做到这

一点是多么智慧的一件事情。

达里“智慧风场”故障诊断系统也支持专

家诊断系统。对于重复发生的故障，检修人员

可以将问题升级至专家诊断系统，由风电机组

专家通过根本原因分析给出根治方案，再通过

EAM 系统的工单部署落实。这样看，达里“智

慧风场”就在故障检修方面可以借力更专业的

外脑智慧。

看上去简单实用的故障诊断系统，实际

上是涉及了贝叶斯算法等理论的创造性开发工

作，这一“算法”特性连同 EAM 与 SCADA
系统计算出的“结果”，使 KPI 体系更加准确

地反映风电场的运营状况。

据记者了解，一直以来有些风电场运营商

不怎么相信设备厂家 SCADA 系统自带的机组

可利用率统计，因为设备厂家的 SCADA 系统

可以分辨机组的各种状态，但是无法分辨停机

的各种原因，很多时候都在机组停机问题上互

相扯皮，运营商只好通过人工的方式估算可利

用率。

实际上，大多风电场管理者能够意识到风

电场采用的关键绩效指标体系不够完整，而且

有些指标不尽科学，比如广为使用的时间可利

用率指标并不能很好地揭示风电场发电潜力的

利用程度，而且大部分指标的计算和报表一直

依靠人工进行，不仅不能杜绝人工错误，还难

以挖掘到电量损失的关键改进点。 
远景“智慧风场”团队创造性地为达里

“智慧风场”部署了一套基于能量可利用率（实

际发电量 / 理论发电量）的风场关键绩效指标

KPI 体系。据陈龙在现场的演示，记者发现达

里风电场有风能监测类、生产监测类、可靠性

和性能类、故障监测类这四大类 KPI 指标，而

远景能源做“智慧

风场”产品，也并非去

找全新的点子，他们要

做的是找到一个所有风

电场业主都有的需求，

但一直缺乏良好体验的

系统工具，然后做出一

个能给业主带来良好体

验和效益的好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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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这四类 KPI 指标在能量损失的主线下系统地

层层展现，脉络十分清晰，而且针对每一类指

标都有相应的报表功能。

通俗地讲，达里“智慧风场”KPI 系统可

以把不同原因、不同设备、不同故障损失的电

量都明确地予以显示。比如人为工作原因造成

的发电量损失，就有维护时间、响应时间、工

作安排合理性指数等指标。所有指标都是在系

统中自动计算与实现的。

       

   几多期待

远景能源做“智慧风场”产品的想法是由

其“持续降低风电度电成本”的技术理念引发

的。

从业内来看，风电千瓦建设成本就摆在那

里，但度电成本就是个拍脑袋的数字了，因为

一直以来的风电场粗放式管理和运营不可能产

生真正能够计算度电成本的可靠数据。2010
年年底，远景能源总经理张雷和他的团队开始

考虑为风电场做一个“管理系统”的产品，无

论从风电场运营的角度，还是从机组 20 年寿

命的角度，都能够真正并准确地计算度电成本。

据远景能源质量工程部总监谢德奎回忆，

2011 年大年初二，他和张雷去河北滴水壶风电

场，一路上他们都在讨论这个产品的事情，“智

慧风场”的名字也是在这条路上诞生的。

其实，远景能源做“智慧风场”产品，也

并非去找全新的点子，他们要做的是找到一个

所有风电场业主都有的需求，但一直缺乏良好

体验的系统工具，然后做出一个能给业主带来

良好体验和效益的好产品。远景“智慧风场”

团队做出了这样的产品。

数据显示，2011 年中国（不包括台湾地

区）新增安装风电机组 11409 台，全年新增装

机容量 1763 万千瓦，截至 2011 年年底中国

累计安装风电机组 45894 台，累计装机容量

为 6236 万千瓦。如此规模的风电场资产，显

然需要更精细化的管理才能发挥更大的效益。

据《“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国家明确提出了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路线图，其

中到 2015 年，风电累计并网风电装机超过 1
亿千瓦。如此巨大规模的风电资产，显然对远

景“智慧风场”团队是一个鼓舞，市场就在那里，

而且需求也相当明确。

需求确实存在，但运营商在选择满足其需

求的产品时是十分理智和谨慎的。比如胡永生，

在决策大唐达里风电场引入远景“智慧风场”

软件系统前，也听取和研究过风电场场长对现

有风场 IT 系统的应用情况，在他看来非常重要

的一点是，风电场管理并不是 IT 技术可以完全

解决的问题，远景“智慧风场”是不是真正能

够从风电场业主运营的角度发现风电场业主的

需要并解决问题，远景能源是不是能把个性化

定制风电机组的技术和能力应用到“智慧风场”，

成为风电场精细化管理的最佳解决方案。

双方沟通的结果是，胡永生决定在环境比

较恶劣、设备条件也一般的达里风电场试试“智

慧风场”软件系统的效果，先将东汽 33 台机

组纳入“智慧风场”软件系统，运营一段时间

后，再视情决定其他机组是否也纳入“智慧风

场”系统。

7 月 1 日，王欣告诉记者，“华锐的 33 台

机组也将纳入‘智慧风场’软件系统运行。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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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里风场就真正成为大唐风电的首个‘智慧风

场’了。”

这是王欣的意愿。当然，通过“智慧风

场”CMS 振动状态监测系统的识别，可以请

厂家在机组出质保期以前将所有有问题的大部

件换掉，这是他最看重的。

从设备厂家的角度看，“智慧风场”软件

系统让其设备在出质保期的时候付出了更多的

成本。不过，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风电事业部

片区经理李朝徳倒很淡然，他向记者表示，卖

风电机组卖的是 20 年的寿命，不是一锤子买

卖，无论现在还是以后，东汽都会为客户提供

好的服务，和客户一起促进中国风电行业健康

持续发展，是东汽最大的期待。

远景“智慧风场”团队期待“智慧风场”

软件系统在国内风电场有更多的应用，但实际

进展并没有预料的顺利。从风电运营业的现状

看，多家企业的管理层还没有将经营的重点从

注重规模、注重风能资源储备转移到注重精细

化管理、注重更低度电成本带来的效益上来，

也就是说对“智慧风场”的明确需求还只是沉

睡的潜力；从技术的角度讲，应用“智慧风场”

软件系统需要机组设备厂家通过 OPC 协议开

放 SCADA 系统中更多的变量监测点，这对大

部分厂家来说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成本上也

几乎没有增加，但对于一些类似 MITA 这种过

于封闭的主控系统，厂家需要向国外技术开放

方支付费用，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智慧风

场”的推广难度。

出于对“智慧风场”软件系统的自信，远

景“智慧风场”团队采取多种方式加大“智慧

风场”软件系统在国内市场的推广力度，对有

怀疑或考虑成本因素打算放弃“智慧风场”软

件系统的风电场业主，远景能源采取了免费为

风电场上系统，而从超额发电量中寻求回报的

方式，使业主的风电场最终应用了“智慧风场”

软件系统。

据赵清声介绍，截至 7 月底，远景“智慧

风场”软件系统已在包括自己风电场在内的全

国 20 多个风电场得到了应用。“更利好的是，

一家来自美国的风电运营商已在安徽来安风电

场深入考察了远景“智慧风场”软件系统，打

算引进这一系统用于其风电场的管理和运营。”

远景能源运营管理部总监陆薇表示，“远景

‘智慧风场’软件系统的升级版正在试运行中”，

她期待新版“智慧风场”能够更富有成效地改

进中国和世界的风电场资产的运营绩效。

赵清声向记者透露，升级版的远景“智慧

风场”软件系统将提供云服务功能，“智慧风场”

的 EAM 系统、KPI 系统、CMS 系统、移动应

用系统、智能故障诊断系统、专家远程视频支

持系统都部署在了云平台上，更好的 IT 系统也

将保证“智慧风场”软件系统的可靠性要求。

对王欣来说，他当然期待达里风场能够分

享和体验到远景“智慧风场”的云服务。赵清

声承诺，达里“智慧风场”EAM 系统中的故

障树，将全面迁移至智能故障诊断系统中，原

来的传统图纸将变成智慧图纸，各种回路功能、

故障树检修指导、标准作用包都清晰可查。同

时，与 EAM 的库存系统关联，可以在图纸上

就完全了解备件型号与库存情况。

移动应用系统可以通过在手机上部署移动

应用的方案，可以在不增加现场人员额外负担

的情况下，清晰记录每次工单、每位人员的工

时情况，并自动传回 EAM 系统，真正获得有

效的工时数据。

KPI 系统也可以全面升级成 BAO（业务

分析与优化系统），相比现在的 KPI 系统，除

了在机组可靠性分析功能上升级外，还新增机

组运行性能，即功率曲线的各种散点图分析等。

EAM 系统将新增定期维护管理模块、计

划箱模块，以记录机组在各次定期维护过程中

发现的问题以及数据并进行分析，减少定期维

护停机时间。作为风电场场长的王欣可以在计

划箱模块中对风电场所有机组工作进行管理，

查询各机组代办任务，进行一次停机完成多项

工单的工作安排。

对这样的达里“智慧风场”软件系统，王

欣最期待的还是风电场不断提升的发电量，以

及不断降低的运营成本。

截至 7 月底，远

景“智慧风场”软件

系统已在包括自己风

电场在内的全国 20 多

个风电场得到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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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弗勒：由来已久的创新精神
■本刊记者︱赵靓

市场创新
提到舍弗勒，便不得不提到它那

令人羡慕的“三驾马车”。

FAG 和 INA 在全球的轴承市场

可谓声名远播，Luk 则获得了汽车传

动行业一贯的嘉誉。与普通厂商有所

不同的是，舍弗勒并未将 FAG 和 INA
中的某一个委身于另一品牌之下，而

是全部定位于绝对高端应用。在风电

行业，两个品牌之间的差别主要体现

在应用层面，即 FAG 主要应用于主轴

和发电机，INA 主要应用于齿轮箱及

偏航变桨系统。

舍弗勒早在 30 年前就迈入了风

电市场，仅这一点便能够充分体现该

公司在市场创新方面的敏锐嗅觉。而

在 8 年前，从金风科技和运达风电联

合引进 REpower 750kW 型风电机组

开始，舍弗勒则正式进入了中国风电

轴承配套市场。

在此期间，舍弗勒在中国建立了

本土销售和应用团队，将本用于欧洲

的风电战略在加以创新后移植过来，

获得了不错的市场效果。除金风科技、

舍弗勒的“旧观念”，与新

有关。就是在该集团血液中流淌

了多年的创新精神。其实，在舍

弗勒“三驾马车”还未齐聚前，

这些品牌也都是靠创新起家的。

合而为一后，舍弗勒并未丢弃这

种有益的“旧观念”，反而不断

地对它进行着锤炼与验证，成为

该公司稳步进取的推动力。



Company | 公司

2012年第08期  31  

运达风电外，舍弗勒在 2006 年与华锐

风电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在 2010 年

又与三一集团、东方电气、南高齿等

公司分别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与这

些风电名企之间在战略层面的合作证

明，舍弗勒在进入中国后的这段时间，

确实是个“优等生”。

但舍弗勒的上上下下还是深谙“骄

兵必败”的。他们在成绩面前，并未

停止对市场创新的再探索。

例如，舍弗勒较早地对大型化的

海上风电市场进行了探索，并成功地

为华锐风电 6MW 海上风电机组提供

了主轴轴承和变桨轴承。该公司也注

意到了中国轴承修复市场的广阔发展

空间，在银川和太仓建设了轴承修复

中心，为风电、机械等多个行业提供

专业轴承修复、清洗和检测服务。

技术创新
技术决定性能，性能提升质量，

质量影响效率，效率决定收益。这是

一条略有绕口但恒古不变的商业真理。

很难说是这条真理引领了舍弗勒公司

的发展，还是舍弗勒的发展印证了这

条真理，也许正是这个理念和这家公

司结合的太过彻底，才使我们很难分

辨出谁是前因，谁是后果。

早在 1883 年，弗雷德里希 · 费舍

尔就怀揣着创新精神设计出了球磨机，

从而促使滚子轴承工业获得了历史性

变革。也同样是本着创新求变的精神，

INA 的乔治 · 舍弗勒博士在 1949 年开

发了带保持架组件的滚针轴承。正是

这一绝妙的想法，使得滚针轴承在工

业领域取得了突破。

百年后的今天，已经在中国的风

电领域运筹帷幄的舍弗勒，在自己的

产品中运用了更深和更广的技术创新，

以达到为客户效益着想的目的。

例如，通过 X － life 技术的应用，

FAG 和 INA 产品的滚动体和滚道的

整个接触表面变得更好，更一致。在

相同的载荷条件下，滚动体和预期配

合的表面的应力，获得显著降低，从

而降低了摩擦和轴承温度，使润滑剂

的应力减少，获得了更高的基本额定

动载荷和更高的基本额定寿命。用一

句话来表述就是，在相同的工况下，

X － life 轴承工作寿命会更长，可以承

受更高的载荷。

其实，一项关键技术的突破，往

往会引起相关技术突破的连锁反应。

X － life 技术就开启了降低支承轴承尺

寸的新应用前景。而且，更高的性价比

最终增加了轴承支承整个的经济性。

服务创新
想你所想——舍弗勒对服务的理

解，可以用这四个字概括。寻找更好

的服务或者是在服务上创新，都是这

家公司更注重服务积极性的前提。

对处于恶劣环境中运行的风电机

组滚动轴承进行全程监控，是发电企

业获得更多效益的保障之一。通过传

感器测量振动状况和选择性的测量扭

矩、温度、油量等参数，WiPro（风

电机组保护系统）可以将数据远程传

输到 F'IS 服务中心。经过深入地分析

和仔细的诊断，F'IS 的专家会向客户

建议特别的测量，以避免产生意外停

机，乃至代价更大的后继破坏。

同时，作为一种可替代的风电场

监控方式，F'IS 还提供了用移动电话

诊断设备进行的对单一震动和温度数

据的测量方式。这种方式不但可以对

关键机器部件进行测量和分析、诊断，

更具有不错的性价比。

显然，F'IS 与简单而被动的售后

服务相比，具有不可同日而语的主动

性。

因此，舍弗勒能够自诩为“知识

雄厚与经验丰富的专家”。这不是自吹

自擂。如此的自信来源于其超过百年的

历史和对所处专业领域知识与实践经

验“敲骨吸髓”般的执着积累。通过这

些经验，舍弗勒能够为客户提供更多

样、更体贴的服务。通过那些资深专家

主动的远程服务，或是工程师的快速响

应，舍弗勒可以在滚动轴承可靠性方面

为客户做出决定性的贡献。

作为一家历史超过百年的企业，

能够焕发出市场平均水准之上的生命

力，难能可贵。市场、技术、服务——

这是几乎所有制造企业赖以生存的关

键点，但也只有为数不多的企业，能

够在这三点上都坚持创新，坚持进步。

显而易见的是，舍弗勒正是通过坚持

这样的“旧观念”，而成为了这少数企

业群体之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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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上半年欧洲海上风电发展报告
■欧洲风能协会（EWEA）

■编译︱苏晓

2012 年上半年，欧洲安装并网的海上风

电机组共有 132 台，装机容量共计 523.2 兆瓦。

另外，还有 13 个风电场仍在建设之中，一旦

工程完工，这些风电场总装机量将达到 3762
兆瓦。

完全并入电网的 132 台风电机组主要分布

在 8 个风电场，分别是 Thornton Bank 2( 比
利时 )、Greater Gabbard（英国）、Walney 2（英

国）、Ormonde（英国）、London Array（英国）、

Sheringham Shoal( 英国 )、Avedore 2( 丹麦 )、

和 BARD Offshore 1( 德国 )，总装机容量比去

年同期增加了 175 兆瓦，相当于增长了 50%，

另外有总装机容量达 647.4 兆瓦的 160 台风电

机组已经安装完毕，正等待接入电网。此外，

Thornton Bank 2 、Lincs、London Array、
Sherigham Shoal、Gwynt y Môr、Teeside 
、Anholt、Avedore 2、BARD Offshore 1
和 Riffgat ( 德国 ) 等 10 个风电场安装了 270
个基座，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141 个，相当于

增 长 了 109%。Thornton Bank 2 、Greater 

图1		欧洲历年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兆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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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2年上半年欧洲海上风电场的运行概要

图3		2012年上半年欧洲海上风电机组安装和并网情况

Gabbard、London Array、Sherigham Shoal、
Avedore 、BARD Offshore 1 等 6 个风电场

已安装了 211 台风电机组，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103 台，相当于增长了 95%。Rampion, West 
of Duddon Sands ( 英国 )、Nordsee ost（德

国）、 Global Tech 1（德国）、Meerwind（德国）、 

Borkum West II（德国）和 Innogy Nordsee 
1 ( 德国 ) 等多个风电场的前期准备工作也已经

开始。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10 个欧洲国

家的 56 个风电场共计有 1503 台海上风电机组

已经完全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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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上半年，有 13 个风电场的建设工

作在进行着，其中并入电网的风电场有 8 个，

总容量为 523.2 兆瓦。这些并网的风电场中，

有 6 个由公司和银行组成的财团投资开发，装

机容量达到 475.4 兆瓦。2012 年前 6 个月，

电力公司投资安装的风电场占总新增装机容量

的 78%，共计 408.7 兆瓦。 
 2012 年上半年，欧洲安装并网的风电机

组平均单机容量达到 4 兆瓦，比去年同期增

长了 14.2%，并网的机组数量也和去年同期的

101 台相比增长了 30%。这些并网的海上风

风电开发商
和设备
制造商

电机组主要是来自西门子（Siemens）、瑞能

（REpower）和 BARD 三大风电机组制造企业。

其中，西门子以装机容量占比为 74% 的优势

处于领先地位，接下来是瑞能（占比为 22%）

和 BARD（占比为 4%）。从机组数量来看，西

门子风电机组的安装数量为 108 台（占比为

82%），瑞能为 20 台（占比为 15%），BARD
为 4 台（占比为 3%）。由于西门子所提供的机

组单机容量为 3.6 兆瓦，比瑞能的 6.15 兆瓦和

BARD 的 5 兆瓦容量水平要低，所以其所安装

的风电机组占比高于总装机容量占比。   

图4	2012年上半年欧洲
海上风电开发商的并网
容量份额分布1

1：C-Power	是一个由比利时人和国际股东组成的大财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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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上
半年融资

亮点及
未来趋势

2012 年上半年，尽管欧洲银行业普遍面

临着一些挑战，但是欧洲海上风电融资情况还

是比较稳定的，并且在春季出现了几次突破性

的交易。

无追索权贷款融资为 Gunfleet Sands(172
兆 瓦， 英 国 )、Lincs(270 兆 瓦， 英 国 ) 和
Northwind(216 兆瓦，比利时 ) 等项目获得了

总量为 13 亿欧元的贷款，每一项交易都创立

了该行业的先例。其中，Gunfleet Sands 项

目是第一次少数股权的融资 ；Gunfleet Sands
项目第一次有了日本出口信贷机构 NEXI 的参

与，Northwind 项目第一次有比利时 ONDD
集团和挪威 GIEK 集团的参与 ；在英国的

Lincs 项目第一次获得包括建筑风险在内的无

追索权贷款融资。

总体上，2012 年前 6 个月的交易量和去

年一年的差不多。此外，一种更广泛的融资结

构正在涌现。而且，后期的交易和整体市场情

况会出现几大趋势。

首先，有意愿融资海上风电场的金融机构

数量在继续增长，商业银行和公共融资机构（如

欧洲投资银行和出口信贷机构）都有这种迹象，

这拓宽了资金源头，打开了不同资金结构的增

长大门。譬如，Lincs 项目的协议签订没有任

何多边金融机构的参与，而 Northwind 则获

得了 4 个不同机构的融资。

其次，交易还是在不同的监管框架（继去

年德国主导后，今年主要是英国主导）和不同

的机组技术下（Northwind 是第一个为维斯塔

斯 V112 海上风电机组提供无追索权融资的风

电场）进行。

未来的交易依旧会保持强劲势头，2012
年年底前还有几个交易（如英国的 Walney、
德国的 Butendiek）大有希望，2013 年的某些

交易（德国的 Gode Wind 和 Nordergrunde）
也如此。

正如前些年所提到的，无追索权贷款融

资方式已经成为投资海上风电产业的一大贡献

者，现在已经有超过 30% 的资金来源于贷款

形式。

在股票方面，在 2012 年上半年有两个主

要的交易。一个是 EDF 公司收购了 ENECO
在英国的怀特岛第三轮项目 50% 的股权。另

一个是 Hochtief/Ventizz 有限公司获得了位

于德国的 4 个 Enova 海上风电场的开发权，

这些都发生在 2011 年年末异常繁忙的那段时

期后，另外还有几个交易据称将在今年年底

进行。

图5		2012年上半年各风电设备制造商海上并网容量 图6		2012年上半年各风电设备制造商海上并网机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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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里约联合国环境

发展大会，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由理论走向实践的重要转

折点。20 年后，人类正面临更严峻的发展危机，联合

国决定 20 年后再聚首，在里约热内卢召开“里约 +20”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

所言 ：“‘里约 +20’峰会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

全球可持续发展会议之一。”

2011 年年底，联合国里约地球峰会中国青年参与

项目启动，该项目由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指导、中

国公益文化传播促进工程（筹）支持、世青创新中心

发起执行，并通过网络招募世界华人高校的在校青年

参与“里约 +20”峰会。该项目的初衷是通过“里约

+20”这一国际平台，发出中国青年的声音，树立中

国青年的良好形象。

作为该项目的参与者之一，我与来自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等知名学

府的青年学生一起参加了《中国青年可持续发展行

动报告》的编纂工作，经过三个月忙碌而紧张的收

集编纂工作，我们收录了过去 20 年中国最具影响

力的 26 家青年组织，以案例形式记录了他们在可

见证可持续发展之路

持续发展领域所做的努力，用案例诠释青年人如何参与可

持续发展行动。

2012 年 6 月 11 日，带着刚刚印刷出来的 200 多本

报告，参与项目的青年学子们坐上了开往里约热内卢的

飞机。此时的南半球正值冬季，多雨潮湿，但中国青年

参与可持续发展的热情却如夏日般洋溢。

峰会正式开始前，中国青年团队接受了联合国

UNCSD 的青少年团体（Major Group of Children 
and Youth(MGCY)）、巴西青年国家秘书处（Brazilian 
National Youth Secretary）的邀请，参与了由他们

举办的国际青年会议（Youth Blast），举办方分享了

中国青年参与可持续发展的活动历程和热情。联合

国副秘书长、“里约 +20”峰会秘书长沙祖康先生也

出席了国际青年会议（Youth Blast），并专门与中

国青年们分享了他在联合国工作的经历，介绍了“里

约 +20”峰会的目前筹备进展，勉励大家在“里约

+20”峰会上多多交流和学习，宣传中国在可持续

发展上的成绩，并努力为促进可持续发展做出贡

献。对我们赠送的《中国青年可持续发展行动报

告》，沙祖康秘书长欣然题词 ：“希望中国青年能

+20

■华北电力大学可再生能源学院	刘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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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及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事业做出更

大的贡献。”

里约峰会于 6 月 20 日正式开始，虽

然正会只持续三天时间，但是去年的两次

准备会议和正会前一周的第三次准备会议

还是让整个会议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与峰会

七大议题相关的各类边会活动也开展得如火

如荼。本次峰会平台也吸引了许多国际组织，

有多场关注可持续发展议题的活动在正式会议

前举行。

当然，作为华北电力大学可再生能源学院

的学生，我更加关注各类与能源相关的议题讨论。

今年恰逢联合国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国际年

（International Year of Sustainable Energy for 
All），由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IPCC）、国

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举办的边会活动首先

将可再生能源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中的意义提到了一

个高度，并提出了技术进步和创新是决定能源系统可

持续发展的动力。国际能源技术专家、行业领袖、能

源经济学家及 NGO 代表出席的峰会专门设置的“可持

续发展对话——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环节时共同得出

了“无法获得清洁、廉价和可靠的能源阻碍了人类、社

会和经济的发展，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一个主要障碍”

的结论，对话代表们也纷纷就政策、技术、经济等角度展

开激烈辩论。

本次会议并没有太多实质进展，针对能源主题也仅仅确

定了取消发达国家化石能源补贴的结论，在气候变化领域内

针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

要求也未在最终针对能源议题的文本中出现。看来，要真正达

到人人享有可持续的能源这一宏伟目标更需要政府、研究机构、

行业公司、投资机构等不同背景的力量共同推动。

在闲暇之际与巴西驻华大使馆科技及可持续发展处主管一等

秘书马卡劳聊到风电发展问题时，他表示 ：“巴西拥有良好的风能

资源及良好的市场政策支持，我们欢迎诸如金风科技等中国风电制

造商来巴西投资建设，但我们更希望这种合作并不仅仅是双方经济

上的收益，希望中国的风电机组制造商能给巴西发电产业带来技术

上的进步。”

其实，作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达到“能源安全”的国家，巴西随处

可见使用生物质燃料的汽车。我想，中巴之间的技术交流不应局限于

风能领域，在其他可再生能源领域的交流也是必要的。

为期十四天，深度参与里约地球峰会的中国

青年，在巴西收获的不仅仅是会议本身带来的见

闻，还有对可持续发展更深刻的理解。如果说为

人类谋得福祉的理想太高远，那么，脚踏实地

地投身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信念已扎根我心，正

如本次会议的口号——“为了我们要的未来”

（The future we w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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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特定条件下，地方政府与风电

机组制造商可谓一拍即合。地方政府

希望在提高税收、发展制造业方面有

所作为，便利用各类优惠政策招商引

资，有的地方建立了风电产业基地，

或经济技术开发区，意图利用地域优

势、交通优势等形成基地内的产业链

配套。在这些优惠政策中最大的砝码，

也最吸引整机制造商投资的是风能资

源。[1]

另一方面，由于叶片、塔筒是较

难运输的零部件，整机制造商更愿意

将此类零部件的生产工厂建到风电场

旁边，离风电场近利于降低运输成本

和难度，保证交货时间。在宁夏、甘肃、

我国风电整机生产基地发展近况
	赵靓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北京	100013)

摘  要 ：虽然产能有所过剩，但由于地方政府采取了以资源换税收的政策，仍使得整机生产基地的数量在不断增加。本文

对我国整机生产基地的近期情况做了简单介绍，并对未来整机生产基地的发展方向做了调研与分析。

关键词 ：风电整机 ；生产基地 ；整机制造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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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verview on the Wind Turbine Manufacturing Bases in China 
Zhao Liang

（Chinese Wind Energy Association, Beijing 100013, China）
Abstract: In spite of excess capacity,the wind turbine manufacturing bases are still increasing for the reason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 tended 

to exchange  resources for tax revenue. �is paper gave a simple introduction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wind turbine manufacturing 

bases in China, and analysed the development direciton of these manufacturing bases.
Keywords: wind turbine; manufacturing base; wind turbine manufacturer

新疆和内蒙古等西北地区的土地价格

也更利于控制。

但随着风电开发“井喷”，风电资

源的依次“落袋”，各类投资者大量涌

入，供需关系开始发生逆转，手中握

有优质风能资源的地方政府胃口也有

所增加。风电发展早期地方政府出台

各种优惠政策吸引投资的情况发生了

一定改变。

正因如此，整机生产基地的发展

开始向更加分散的区域演进，而其发

展速度也逐步趋于理性。[2]

1 风电整机生产基地分布情况

据 CWEA 发布的报告显示，我

国目前至少拥有风电整机生产基地

118 处。最集中的区域为“三北”（东北、

西北、华北）和东南沿海地区，最集

中的省份依次为内蒙古、江苏、山东、

辽宁等。

其中，内蒙古作为我国北方风能

资源大省，地域广阔，拥有我国 9 大

风电基地中的 2 个，东部与吉林风电

基地接壤，具有建设生产基地的资源

优势，华锐、金风、明阳、航天万源、

海装、联合动力、湘电、华创、南车、

锋电、Vestas、REpower 等整机制造

商建立了 18 个以上的生产基地。

江苏作为我国重要的沿海风电基

地，具有较为多样的风能资源类型，

其中海上风电资源丰富，风力较为稳

定，台风较少，除此之外还拥有潮间

带和陆上风能资源。江苏处于我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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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较发达地区，距离用电负荷中心近，

利于电力消纳，地理位置优秀，北达

山东，南接浙江，并拥有连云港、张

家港、大丰港和洋口港等大型港口，

海陆交通优势明显。因此，江苏建有

各类风电机组的生产基地，其中海上

风电机组生产基地的建设优势更为明

显。处于沿海地区有华锐、金风、联

合动力、上海电气、海装、明阳、天

地风能等建有生产基地，内陆地区有

远景、新誉、文德、瑞风等厂商建有

风电机组生产基地，共 13 个以上。

山东的海岸线长，沿海岛屿多，

风能密度大，年平均风速高，未来海

上风电规划规模宏大，并且距离用电

负荷中心近，海路运输也极为方便，

目前投入运行的风电场主要集中于沿

海地区，近年来风电开发逐步由沿海

滩涂向近海海域延伸，从沿海区域向

内陆延伸，是我国较“老牌”的风电

机组生产基地集中区域。目前在山东

建有整机制造基地的企业有华锐、华

创、华仪、北车、鲁科、沈鼓、银河、

现代风能、瑞其能等，拥有整机制造

基地超过 11 家。

辽宁的风能资源也较为丰富，并

且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工业基础雄

厚，同时与吉林风电基地、蒙东风电

基地相连。辽宁拥有大连等重要港口，

与海岸对面的山东烟台、威海遥相辉

映，具有方便的海陆交通，因此已有

华锐、金风、华创、中科天道、远大

风能、尤尼新等整机制造商建设了 10
个以上的生产基地。

2 风电整机生产基地的未来
发展

2011 年上半年，国家能源局副局

长刘琦曾提出我国风电发展的五大转

变，其中谈到“从风电大国到风电强

国的转变 ；从追求速度到追求质量的

转变”和“从追求装机容量到追求发

电量转变”，预示着未来我国风电产业

将由大向强、由快向质、由虚向实转变，

整机制造基地的未来也将向着放缓速

度、追求质量的整体态势发展。

此外，刘琦指出的五大转变中“从

集中大规模开发到大规模开发与分布

开发并举的转变”，则预示着曾对整机

制造基地选址有重大影响的风能资源

的重要性将有所减弱，并使得交通运

输和工程安装成为更为重要的因素。

例如，三一电气为了满足云南李子菁

风电场项目的运输、施工要求，采用

了移动式叶片工厂，虽然此“工厂”

无法与制造基地相提并论，但至少为

解决复杂地形的分散式风电场工程提

供了一项参考，为未来制造基地的选

择提供了部分借鉴。

此外，在国家能源局下发的风

电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通知中，将

加快内陆资源丰富区风能资源开发也

列为重点，甚至紧紧排在“有序推进

大型风电基地建设”之后，即“积极

开拓海上风电开发建设”之前。这些

表1 部分整机制造商生产基地分布情况

企业名称 2010年前已有的生产基地 2010年后增加的生产基地

华锐 大连、酒泉、盐城、包头
哈密、巴彦淖尔、兴安盟、赤峰、东营、

射阳、上海

金风
北京、乌鲁木齐、承德、银川、酒泉、

内蒙古
哈密、包头、阜新、大丰

联合动力 保定、连云港 长春、赤峰

明阳 中山、天津、吉林、西安 乌兰察布、南通

东汽 德阳、天津 通辽、酒泉、呼伦贝尔

湘电 湘潭 乌鲁木齐、武威、漳州、通辽

上海电气 上海 北安、东台

运达 杭州、张北 吴忠

华创 沈阳、青岛 中卫、通辽、莱州

北重 北京

远景 江阴

南车时代 株洲 通辽、天津

华仪 乐清 通榆、东营、上海

海装 重庆 哈密、锡林浩特、如东

天威 保定

银星 银川

新誉 常州

航天万源 兴和县 酒泉、乌兰察布

许继 许昌

三一电气 北京 张家口、通榆

Vestas 天津、呼和浩特

GE 沈阳

Suzlon 天津

Gamesa 天津 白城

REpower 包头

Nordex 银川



调研 | Survey

40  风能 Wind Energy 

内陆地区中的重点包括山西规划容量

500 万千瓦，辽宁为 600 万千瓦，宁

夏和云南均为 300 万千瓦，广东为

240 万千瓦，福建为 160 万千瓦。由

此可见这些地区的规划容量虽不及大

基地多，但也确实能够达到一个值得

重点关注的量级，并足以支撑起一些

整机制造商的产能，从而有力地吸引

这些厂商前去建厂。

另外，刘琦指出的五大转变中还

有“从以陆上风电为主到陆上与海上风

电全面发展转变”一条得到了广泛关注。

随着海上风电开发的逐步展开，产业基

地的布局将受到较大的显性影响。

根据近期国家能源局发布的风电

发展“十二五”规划，“十二五”期间

我国将在海上风电示范项目取得初步

成果的基础上，促进海上风电规模化

发展。重点开发建设上海、江苏、河北、

山东海上风电，加快推进浙江、福建、

广东、广西和海南、辽宁等沿海地区

海上风电的规划和项目建设。到 2015
年，全国投产运行海上风电装机容量

500 万千瓦。

事实上，海上风电机组的大型化，

将促使整机制造商更加依赖于地方政

府提供的土地资源。大型风电机组的

制造需要占用更多的土地，且因为运

输不便，需要将厂房建在靠近海边的

位置，同时，海上风电机组的运输安

装需要较大吨位的船舶，需要更加靠

近港口。由于海上风能资源集中于几

个省份的近海，租用安装船舶的价格

昂贵，因此，整机制造商更倾向于在

风力资源周边省份建设厂房基地，并

配套海上工程运输、安装能力。[3]

例如金风科技内部人士便曾在笔

者调研时提到 ：“金风科技专门在江苏

大丰成立了一个海上基地。海上风电

基地有四个职能，其中包括研发、制造、

出口和市场，当然也包括海工这一方

面，最终也应该会做吊装船。”

暂且不论符合海上风电建造条件

的区域是否很多，单就区域扶持政策将

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外来企业的海上进

程。因此未来整机企业是否能够充分

参与海上风电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海上风电机组生产基地的建设情

况和与地方政府的协调。从另一个角

度来看，天津等大型港口城市因为港

口吞吐量大，配套设施较为齐全，土地、

交通和规划完善，税务政策具备优势，

有可能成为除海上风能资源丰富地区

外，整机制造商的另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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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时期，我国风电装机容

量持续高速增长，至 2011 年年末，我

国风电累计装机已经超过 62300MW，

是世界上风电装机规模最大的国家，

同时也是世界上年新增装机容量最大

的风电市场。[1] 随着市场规模的迅速

扩大，我国风电装备制造业的实力显

著增强，企业数量和产能快速攀升，

风电机组在 2007 年之前供不应求的情

况彻底改变，市场竞争加剧，加之技

术进步以及规模经济效益，平均市场

价格从 2007 年最高的每千瓦 6700 元

降至 2011 年的每千瓦 3700 元左右，

降幅达 43%[2]，这在降低风电度电成

本、提高风电同其他电源的市场竞争

力的同时，风电设备低价竞争的现象

也越发严重，而现行的风电机组采购

招标评价体系无意中助长了这一势头。

1 风电机组采购招标中现行
的评价体系

风电机组的市场竞争，集中体现

在其招投标角逐中。而招标人发出的

招标文件，则规定了投标的“游戏规

则”。其中的评标原则和评标办法被视

为投标人竞标的风向标。当前，风电

机组招评标所涉及的评价指标体系由

以下 3 部分构成 ：

入围指标 ：也称否决性指标，主

要由安全性指标、环境气候适应性指

标、电网强制性指标及重要的资质性

指标构成。投标人对该类指标任何一

项的不响应，即可导致其不能入围。

比如，招标人根据项目条件要求风电

机组的安全等级达到 IEC Ⅱ A 级，此

类指标即为入围指标。

定性指标 ：定性反映设备、服务

质量或投标人业绩、商誉等指标。比

如投标人“质量保证体系”、“售后服

试论风电运维费用量化评估的重要意义
张文忠1，秦海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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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衡量风电机组质量优劣的关键性经济指标，风电机组整个使用寿命周期内的运维费用，有必要纳入到风电机

组招标评价体系中，杜绝投标过程中的低价竞争现象。通过建立风电机组质量量化评价体系，引导厂商提升质量，

为业主提供产品选择标准，为金融保险提供评估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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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gnificance of O&M Cost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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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critical economic indicator, the cost of wind turbin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during its life cycle should be included 

into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wind turbine bidding, so as to stop the low price competition. �e establishment of the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system for wind turbine quality will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manufacturers to improve their products qualities, 

standards for users to select products and basis for financial and insurance assess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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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能力”等均属此类指标。实际操作中，

一般由评标组专家根据个人判断打分。

量化指标 ：能够根据规定的方法

进行量化计算的指标，评分分值由计

算结果自动生成，基本不受评标成员

人为因素的影响。此类指标当前被采

用的通常只有两个 ：单位千瓦设备价，

度电投资（或度电设备价）＊。

2 现行评价指标体系的缺陷

决定风电项目盈利能力的关键要

素指标有 5 项，分别为电价、发电量、

项目建设总投资、财务成本和运维成

本。除电价由政府决定外，其余 4 项

均与风电机组的选择有关。[3]

发电量 ：取决于项目所在地的风

能状况和风电机组的性能和质量，描

述机组性能和质量的主要指标是功率

曲线和可利用率，这两项指标在招评

标过程中有严格的评价要求。

项目建设总投资 ：风电机组采购

占项目建设总投资的 50% 以上，其他

配套的塔架、地基和输变电设施等的

投资也基本随风电机组选型而定。评

标阶段，对应于每种备选机型均可估

算整个项目的建设总投资。

财务成本 ：风电项目的负债率一

般较高（通常为 80%），且负债率和长

期贷款利率在同一时期的不同风电项

目间大致相同，因此，项目建设总投

资实际上是财务成本的决定因素。

运维成本 ：对于具有一定规模的

风电场（国内绝大多数风电场均属此

列），风电机组的运维费用占项目运维

费用的 90% 以上。可见，风电机组质

量是该项成本的决定性因素。具体来

说，风电机组故障频率高或发生大部

件的机械损坏，则会导致较高的运维

成本，反之则低。

可见，对于采用度电投资比选风

电机组的招标，影响项目盈利能力的

上述 4 项关键要素（发电量、项目投资、

财务成本和运维成本）中，有 3 项已

纳入计量和评价体系，而整个寿命周

期（20 年）内的运维费用却没有被计

入。而这项指标正是衡量风电机组质

量优劣的关键性经济指标。笔者认为，

对风电机组运维费的忽视或非量化处

理，是导致市场竞争向“重价格、轻

质量”，“重前期投入、轻全生命周期

成本”方向演化的直接原因。

实践中，有项目开发企业也曾在

招标实践中增加了运维费的报价项和

评分项，甚至为了保证所报数据的可

信度，还设计了“招标人有权按照投

标人所报的运维费额度，将未来风电

机组的运行维护工作委托投标人实施，

投标人必须承诺接受该项委托”的规

定。然而，由于全行业质量信息透明

度不够，信息不对称，市场缺乏甄别

依据，导致设备厂商所报费率失真，

甚至出现对于市场质量认可度高的机

型，厂商所报运维费率反而较高的尴

尬局面。

3 思考和建议

行业内需要形成这样的共识 ：引

导风电机组市场走出价格上的恶性竞

争，避免“劣币驱除良币”局面的发生，

必须建立起对风电机组的运行质量进

行全面、客观的量化评价体系。而反

映风电机组质量状况的核心指标之一

即为寿命期内逐年的运维费用数据（可

用单位千瓦的运维费反映），业内各个

利益相关方应该从不同角度出发，科

学评估机组运维费用，进而将该项指

＊注 ：单位千瓦价格，指风电机组采购价格折算到每千瓦的单价 ；度电投资，文中指风电项目测算的建设总投资与理论计预测的年发电
量之比，若以风电机组采购价格代替总投资，则称作度电设备价。

图1	2004-2011年风电机组市场均价

注 ：包括增值税。 资料来源 :	Frost	&	Sulliva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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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纳入采购招标评价体系中。

因运维费用直接与设备故障率相

关联 [4]，所以首先由风电机组制造方

对风电机组中各部件故障率的研究，

以产品维护手册要求为基准，确定不

同环境条件下该机型的运维费用曲线，

风电机组制造商在向市场推出该机型

时，提供担保，推出“产品 + 质保 +
寿命期维护检修承包”的一揽子报价

和解决方案。

其次，为使运维费用曲线最大程

度地接近实际，必须完善风电场运行

数据的统计发布体系，加强行业质量

信息透明度建设。在行业组织及有关

机构的风电场运行信息平台上，除风

电机组的可利用率、故障发生频次等

指标外，还应增加风电机组的运维费

用数据。在此基础上，行业专家可通

过对实际运维费数据的分析研究，总

结出风电机组老化的演变规律和运维

费用支出的年度趋势，为市场甄别和

专业质量评估提供客观依据。

再次，通过第三方评估机构对风

电机组各部件全寿命周期内的损坏风

险进行研究，借助工业工程、可靠性

工程、仿真测试等工具及技术方法，

对不同设计型式的风电机组在其寿命

期内不同年度的运维费率进行评估和

测算，出具质量评估报告，帮助厂商

改进质量，也为用户优选机型提供科

学的依据。

最后，在比较完备的实践数据和

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要适时引入金融

保险机制。设备厂家或业主凭第三方

专业机构的质量评估报告，为风电机

组寿命期内，每一年度的运维费投保。

某一年度运维费实际发生额超过上限

的风险，将由保险公司承担。风电机

组运维费投保的机制，可在很大程度

上化解风电项目的运营风险，提高项

目的收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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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11 年 7 月，国家能源局在北京

组织召开了一场风电供热方案论证会，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风电项目实施冬季

负荷谷期供热的方式，旨在探索以风

电供热形式促进“三北”地区风电消

纳的意义，并提出了几个风电供热示

范项目的工作安排。

应该说，风电供热实际上是在我

国风电建设开发经过了一个快速发展时

期、风电并网消纳压力日渐增大、完善

管理政策和理顺发展机制的呼声愈来愈

高的宏观背景下，自下而上推出的一项

发展理念深刻的工程运用措施。

这种风电供热是指风电企业在建

设或运营风电场工程的同时，配套建

设和运行负荷谷期用电的冬季供热设

施，而后者用电量则相当于本来电网

消纳限制，但由此不再限发的风电弃

风电量。这种风电供热一般需要风电

企业、电网企业、供热单位，在政府

指导下以及可再生能源发电和常规发

供电的法律框架内，商定三方协议，

进而实现互利共赢的社会效益。

1 案例介绍

本文以大唐吉林洮南风电供暖示

范项目为例。该项目建设方为大唐新

能源公司，所依托的风电项目为大唐

吉林洮南向阳 400MW 风电场工程，

新建配套供热工程为 16.2MW 电锅炉

热力站。后者设计年用电量约 27000   
MWh（谷期用电，大工业用户标准计

费），供热面积 163000m2，总投资约

3100 万元。

在吉林省能源局协调下，大唐新

能源公司以新建配套供热工程方式，

换取了当地电网公司关于其 200MW
容量不参与调峰发电的认可意见。新

建供热工程已于 2011 年 11 月正式投

产供热。

如果按照年等效利用小时数

2288h（可研阶段数字）和弃风率

20.5%（2011 年度统计数字 [1]）测算，

该风电项目以该换取方式不弃风而每

年可多发电 93810M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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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理性分析

风电供热这一风电企业配套建设

冬季供热设施，赢取风电项目少限发

或不限发的建设运用方式主要有以下

几方面合理性。

2.1从供热本身经济性看

正如上述案例，目前风电供热项

目的供热设施大都采用的是电锅炉。

在当今城镇供热系统大多为燃煤燃气

动力方式、而一般工业用电价格较燃

煤燃气价格要高的情形下，电供热经

济性明显不及其他常规供热方式。

当然，随着国家能源与减排战略

的推进，煤、炭、油、气等一次能源

的消费价格可能面临逐渐提升的需求，

这将促使电力与煤、炭、油、气的供

热成本差距缩小。

因此，单纯从供热角度的经济性

而言，目前的风电供热状况还是意味

着较高的成本代价。

2.2 风力发电—储能的生产方式

如果将风电供热看作一种电力生

产及储能利用的过程，那么，由于弱

化了电源生产的随机间歇性，调配可

控性方面更接近于水电、火电等传统

电力，风电供热降低了风电对于电网

的适应性要求，缓和了可再生能源发

电不连续性与用电需求连续性和可调

性之间的衔接矛盾，亦即这种运用方

式提高了风电的应用价值和开发优势。

2.3 电网运行的影响

当前电网是一个建立在长期以火

电、水电及核电等传统电源结构基础

上的，能够满足已有电力生产—消费

发送供电体系的电力系统，其中火电、

水电等电源易于实现可控可调。与之

对应的，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型可

再生能源电力因为随机间歇性，其电

力生产过程的可控可调性尚不及火电、

水电。但是应该特别提到到是，当前

电网还没有建立起能充分满足风电、

太阳能发电等特点和需要的运行设施

和技术系统。

在目前电网条件下，风电供热实

际上是在供、需两侧都有所作为，有

利于降低负荷峰谷差，做出对于电网

调峰填谷的容量贡献。因此，风电供

热总体上是对电网运行有利的。

2.4 社会效益性

本文所谈风电供热，一方面以风

电场不弃风或少弃风为前提（与目前

电网要求有关），另一方面以洁净电

力取代燃煤燃气并完成供热。很明显，

整个生产运用过程具有全面的环保减

排社会效益。

2.5 投资可行性

作为投资项目，风电供热的经济

可行性与风电生产及销售，以及供热

设施的建设与运行成本有关。目前，

我国风电实行固定电价政策，在风电

机组设备价格持续走低的背景下，多

数风电项目具备较好的盈利空间。对

于电锅炉供热部分，如所用电力考虑

以电网为链接平台，则项目经济性主

要与供热设施的建设成本、用电电量

及消费电价直接关联。

如果项目供热部分以大工业用户

的标准（或者其他固定结算标准）结

算电价，则供热规模（用电量）会直

接影响风电供热项目的总体经济效益。

显然，从投资者的角度看，只要

找到风力发电生产电量（与弃风有关）

效益与供热耗电量成本之间的平衡点，

即可确定投资项目的经济可行性。

3 未来去向

如本文开头所言，风电供热实际

上是在当前风电发展形势下，自下而

上提出的一项工程运用措施，目前也

确实吸引了很多目光。一些企业也表

达出以供热做“门票”，换得多发电量，

甚或上得一个项目分一杯羹的强烈兴

趣。

如此一来，由于要面对弃风、“适

应”电网，风电与供热这两件原本貌

似不相干的事情被联系了起来。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风电供热的发

展去向？

发展风力发电的意义在于开发利

用洁净的可再生能源，推动电力供热

的直接目标在于压减燃煤降低废气排

放，后者还有利于以储能方式为电网

提供调峰填谷的容量效益。因此，推

进风电供热确实有着明显的现实意义

和潜在的发展空间，推进这项活动相

关各方，尤其是政府管理部门，应该

在政策制订、关系协调等方面给予积

极引导和支持。

2011 年 7 月的风电供热方案论证

会，对于风电供热示范项目的基本运

用方式给出的初步考虑是 ：风电企业、

供热单位及电网公司签订三方协议 ；

协议应明确风电企业参与供热的风电

场规模和上网电量，而电网公司以常

规电价支付该上网电量电费，经加收

合理输电费用后，再将该电量转供给

供热单位 ；风电企业还将按照风电电

价补贴标准，获取该上网电量相应的

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补贴。

这里还可以对将来风电供热的运

用机制多做一点探讨。

如果风电供热的发电方和供热用

电方为同一投资主体，亦即其中发电、

用电的经济性是统一计算的，则风电

场规模或上网电量、向供热单位转供

电量的实际电价就是影响项目可行性

的主要因素。

有鉴于此，是否可以做出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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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想 ：目前在风电弃风作为一种现

实情况存在的情形下，可以以项目当

地前一年度（或几个年度）的平均弃

风率，计量风电不弃风条件多发的上

网电量，以一般工业大用户标准（或

者其他固定结算标准）结算供热用电

电价，据实核算风电供热项目中风电

场规模和供热负荷。这样，风电企业

可以通过这个过程，收获因“多发”

弃风电量所得的风电标准电价与供热

用电电价的差价收益，电网公司获取

交易（输电）费用，而供热工程则成

为了满足电力生产与输送经营需求之

后又派生出来的社会效益载体。

上述生产链条经济可行性的关键，

在于风电供热企业虽然以延伸供热加

重了成本支出，但却可以因为不弃风

多发电量而仍然保持一定效益。而把

握其中公平性的重点，在于能否据实

核算风电供热项目的风电场规模和与

之对应的供热负荷规模。

应该认识到，目前存在的风电弃

风现象，将来会逐渐得到缓解，并最

终发展到一个只是依据所谓经济弃风

量（与电网消纳能力严重不足引起的

弃风概念不同）确定的，或者是发展

为完全不弃风的风电上网形势。届时，

风电供热对于企业更多承担的是社会

责任和义务。或许不远的将来，可以

考虑形成一个促使风电企业，也包括

其他形式的电源企业，在保障各自经

济收益的条件下，都能纳入到强制参

与电力供热或其他减排效益义务的机

制框架中。

简而言之，风电供热，应该只是

解决现阶段问题的一个过渡办法，如

果电力供热可以是未来环保减排的重

要方面，那么，所有电力生产，甚至

更大范围的社会活动都应该共同承担

这样的责任和义务。

为此，政府主管部门应该注意维

护好风电供热的初衷愿望，促进三方

协议执行的严肃性，根据新情况不断

完善运用机制和办法 ；电网企业应该

注意摸索风电供热对于电网运行性能

的实际影响，提出利于改进提高的总

结和建议 ；风电投资企业亦应该以高

度的社会责任意识，把握好发展方向，

为企业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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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场10kV系统单相接地故障
处理与分析

叶井龙1，尹晶晶2

（1.神华国华陆丰风电有限公司，广东	汕尾	516536；2.陆丰宝丽华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广东	汕尾	516543）

摘   要 ：目前国内风电场内集电线路多为 10kV 或 35kV 系统，针对风电场集电线路经常出现的单相接地故障，本文在风电

场工作实践的基础上对 10kV 系统单相接地故障进行分析，并结合风电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解决措施，提高供电

可靠性，保证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关键词 ：集电线路 ；单相接地 ；电容电流 ；接地选线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2)08-0050-04

The 10kV Single-phase Ground Fault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in Wind Farms	

Ye Jinglong1, Yin Jingjing2

(1. Shenhua Guohua Lufeng Wind Power Co., Ltd., Shanwei 516536, China;

2. LuFeng Baolihua New Energy Electric Power Co., Ltd., Shanwei 516543, China)

Abstract: Currently most of the power collection systems in wind farms are 10 kV or 35 kV systems. Given that the electrical lines often 

encounter the single-phase ground faul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10kV system single-phase ground fault on the basis of the practical 

working experience, and put forward the solution in accordance with practical conditions on site.
Keywords: power collection system; single-phase ground fault; capacitance current; fault line selection

0 引言

目前，我国 110kV 及以上电力

系统一般采用中性点直接接地方式，

35kV 及以下系统一般采用中性点非

直接接地方式。中性点非直接接地系

统也称小接地电流系统，是指中性点

不接地或经消弧线圈接地、经电阻接

地的系统。该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故障

时，由于流过故障点电流是很小的电

容电流，三相之间的线电压仍然对称，

且系统的绝缘水平是按照线电压来考

虑的，所以在一般情况下都允许设备

再继续运行 1h~2h[1]，不必立即跳闸，

这也是采用中性点非直接接地运行的

主要优点。但在单相接地以后，其他

两相对地电压升高 3倍 [1]，为了防止

故障进一步扩大成两点、多点接地短

路，应及时发出信号，以便运行人员

采取措施予以消除，保证设备及人身

安全。

本文主要从风电场 10kV 系统发

生单相接地时现场运行人员进行故障

处理的情况入手，对风电场中性点非

有效接地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进

行深入分析，并结合实际提出处理方

法，提高设备可靠性，减少事故扩大

的可能性。

1 风电场主接线图及10kV系
统接地方式

国华陆丰甲东风电一期项目，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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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无接地点，然后采取拉路选线法

排查集电线路，更进一步缩小接地故

障的范围，当拉开 711 组开关时，发

现接地现象消失，证明 711 组风电机

组线路发生了单相接地。驱车前往现

场对 711 组 6 台机组及箱变进行仔细

检查，发现 4# 机组箱变高压侧 B 相

电缆接头及底座裂开，B 相发生了单

相接地。

现场人员将上述情况向有关领导

汇报并办好相关手续后，在做好安全

措施的前提下对 4# 机组箱变进行故障

处理。经过及时抢修，4# 箱变恢复正

常，单相接地故障排除，送电后机组、

箱变及变电站设备均恢复正常运行。

3 10kV系统单相接地故障分析

10kV 系统通过接地变经电阻接

地属于小接地电流系统，小接地电流

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时由于故障点电流

很小，而且三相之间的线电压仍然对

称，而系统绝缘又是按线电压设计的，

安装投入运行风电机组 29 台，其中

安装有 Vestas-850kW 型机组 24 台，

Vestas-2000kW 型机组 5 台，总装机

容量 30.4MW。每台机组发出的电能

通过箱变升至 10.5kV 后经集电线路

汇集到变电站 10kV 高压柜，通过一

台型号为 SZ10-31500/110 的主变压

器升压至 110kV 并经由约 11 公里的

输电线路送至甲子变电所接入电网。

风电场 10kV 系统采用单母线接

线，母线上有 7 组机组出线柜、一组

接地变开关柜、一组 PT 柜， 10kV 系

统通过接地变经电阻接地，属于小电

流接地方式。低压 0.4/0.23kV 配电装

置也为单母接线，两个电源供电，其

中一个站用变（接地变），一个外来变

（市电），两个电源变压器通过电气闭

锁只允许一台投入运行，另一台冷备

用，面向场内生活供电。甲东风电场

主接线图如图 1 所示。

2 10kV系统单相接地故障现
象及处理过程

2011 年 12 月 10 日 6:59 分，1#
站用变 761 开关跳闸引起厂区生活

用电断开，后台监控机报警，现场值

班人员查看变电站后台监控机发现保

护动作显示 ：“站用变 I 段过流保护

动作”，查看风电机组监控屏显示机

组运行正常，到高压室查看发现开关

柜监控装置均显示三相电压分别为

Ua=14V，Ub=95V，Uc=104V，线电

压 Uab=Uac=Ubc。站内运行人员根据

保护动作的情况和装置显示的数据初

步判断站内设备或者集电线路某处发

生了单相接地故障（根据数据判断为

不完全接地 [2]）。在汇报相关生产领导

并联系值班调度员后，运行人员做好

相应的安全措施，仔细检查站内设备

所以允许短时运行而不立即切断故障

设备，提高了供电可靠性，这就是风

电场 4# 箱变高压侧发生单相接地故

障后风电机组仍然能继续运行的主要

原因。但是在单相接地后，其他两相

的对地电压升高 3倍（由于本起接地

属于不完全接地，因此在监控上读出

的数据显示故障相电压下降但不为零，

非故障相电压上升至相电压与线电压

之间，为了方便分析问题，假设下面

分析的前提是在完全接地状态），接地

点将通过接地线路对应电压等级电网

的全部对地电容电流，如果此电容电

流相当大，就会在接地点产生间歇性

电弧 [3]，接地相对地电压可能升高为

相电压的 2.5~3 倍 [4]，这种过电压对

系统的安全威胁很大，可能使其中一

相绝缘击穿造成两相接地短路故障，

使事故进一步扩大。

下面从原理层面来分析小接地电

流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时的特点 ：

（1）图 2 所示为小接地电流系统

A 相发生接地时的电流分布图。

图1	风电场主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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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运行情况下，三相对地有

相同的电容 C0，在相电压的作用下，

每相都有一超前于相电压 90°的电容

电流流入地中 [1]，而三相电容电流之

和等于零。当 A 相发生单相接地短路，

在接地点处 A 相对地电压为零，对地

电容被短接，电容电流为零，而其他

两相的对地电压升高 3倍，相量关系

如图 3 所示。

由于线电压仍然三相对称，三相

负荷电流对称，相对于故障前没有变

化，下面只分析对地关系的变化。在

A 相接地以后，忽略负荷电流和电容

电流在线路阻抗上产生的电压降，在

故障点处各相对地的电压为 ：  
      

故障点 k 的零序电压为 ：

             

在故障处非故障相中产生的电容

电流流向故障点 ：

                                   
 

其有效值为 IB=IC= 3 UφωC0，其

中 Uφ 为相电压的有效值。

因为全系统 A 相对地的电压均等

于零，因而各元件 A 相对地的电容电

流也等于零，此时从故障处 A 相接地

点流过的电流是全系统非故障相电容

电流之和即 。由图 3 可见，

其有效值 Ik=3UφωC0，是正常运行时单

相电容电流的 3 倍。

（2）非故障线路 3I0 的大小等于

本线路的接地电容电流，故障线路 3I0

的大小等于所有非故障线路的 3I0 之

和，也就是所有非故障线路的接地电

容电流之和。

（3）非故障线路的零序电流超前

零序电压 90°[5]，故障线路的零序电

流滞后零序电压 90°，故障线路的零

序电流与非故障线路的零序电流相位

相差 180。[5]。

（4）接地故障处的电流大小等于

所有线路（包括故障线路和非故障线

路）的接地电容电流的总和，并超前

零序电压 90°[5]。

因此，在单相接地时，一般在继

电保护装置发出系统接地预告信号以

后，运行人员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消

除，防止事故扩大。

4 本次故障中暴露出的问题

这起故障发生在大风季节，分析

故障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风电机组长

期满负荷甚至超负荷发电，引起箱变

电缆接头过热而导致断裂接地 ；另一

方面是由于箱变设备本身存在绝缘老

化的安全隐患。回顾此次故障发生时

继电保护动作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

变电站 10kV 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故障

时是由于站用变 761 开关跳闸，同时

发出“站用变 I 段过流保护动作”的

告警信号后，才使得值班人员到现场

查看并确定是接地故障后予以消除的，

并不是由继电保护装置发出系统接地

故障的预告信号后运行人员消除故障

的，其中就暴露出几个问题 ：

（1）本次故障发生时虽然风电机

组及箱变设备仍在继续运行，具备了

小接地电流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

允许运行一段时间这一优点，但是由

于站用变 761 开关跳闸，导致场内生

活用电及综合动力负荷断开，从而扩

大了故障的影响范围。

（2）继电保护装置没有及时发出

系统接地故障的信号，致使运行人员

无法知道系统已发生接地的事实，这

样就有可能错过最佳排除故障的时间，

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5 解决措施

针对上面的问题，结合风电场实

际情况，提出以下解决方案 ：

（1）计算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时流

过故障点的电容电流，并根据计算值

重新整定站用变过流保护的定值，防

止在 10kV 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时站用

变误跳闸而扩大故障的影响范围。

（2）加装交流绝缘监察装置 [6]，

利用接于公用母线的三相五柱式电压

互感器，其一次线圈均接成星形，附

加二次线圈接成开口三角形。接成星

形的二次线圈供给绝缘监察用的电压

表、保护及测量仪表。接成开口三角

图2	A相接地时的电流分布图

图3	A相接地时的相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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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的二次线圈供给绝缘监察继电器。

当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开口三角形

的二次端出现零序电压，电压继电器

动作，发出系统接地故障的预告信号，

装置中的三个相电压表中，接地相电

压表指示降低或为零，另两相指示升

高或为线电压，便于值班人员判断、

处理和查找。

（3）加装小电流接地选线装置 [7]，

检测到某段母线的零序电压大于该段

母线设置的故障启动电压时，随即检

测该段母线上所带出线的零序电流大

小，并从中选择 3 个最大电流，与其

他相对较小的电流作比较，看有无相

应的大小关系，接着比较其相位，将

初步确定的出线再与母线比较相位，

看是否满足经电阻接地系统的相位关

系。即零序电压超前零序电流 90°时，

选出线 ；反之，则选母线。此装置可

以自动区分接地线路是线路接地还是

母线接地，在发生单相接地后，能自

动找出接地线路，并发出报警信号。

6 结语

风电场经电阻接地的 10kV 系统

在发生单相接地故障后，如果风电场

有绝缘监察装置或者接地选线装置及

时发出报警信号，运行人员就能够迅

速判断故障点并及时予以排除，从而

避免故障进一步扩大，这对于保障风

电场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将起到至关

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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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风能作为一种可再生能源受到世界关注，近年来，风

电产业发展迅速，2007 年底到 2011 年底，世界风电总装

机容量从 94GW 增长到 239GW，其中我国的装机容量从

5.9GW 猛增到 63GW，居世界第一。预计到 2030 年，风

力发电将提供全球电力需求的 20% 左右，而我国的风电装

机容量预计达到 513GW。[1-2]

随着我国风电产业的蓬勃发展，许多风能资源丰富的

地区都建设了风电场，其中一部分处在地震带，需考虑风

电机组的抗震性能，文献 [3] 和文献 [4] 都较为详细地阐述

了研究风电机组抗震性能的必要性。[3-4] 我国抗震规范中规

定的设计方法是基于反应谱理论的底部剪力法和振型分解

法，采用这两种方法需要计算出结构的基本自振周期，然

风电机组基本自振周期的经验公式＊ 
季亮1，祝磊1，叶桢翔2

（1.北京市高等学校工程结构与新材料研究中心，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北京	100044；

2.教育部结构工程与振动重点实验室，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北京	100084）

摘  要 ：风电机组基本自振周期在动力学分析和抗震分析中极为重要，由于统计数据数量少，目前相关研究尚未获得简单、准

确的经验公式。有鉴于此，本文推导出近似理论公式，并依据 63 台风电机组实际数据，采用拟合分析的方法总

结出 3 种包含不同参数的经验公式，并进行了误差评价。根据风电机组已知数据的详细程度，可选用相应的经验

公式进行基本自振周期计算或者定性判断，为进一步的动力学分析和抗震分析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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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依据反应谱计算地震作用。因此，基本自振周期在风电

机组抗震设计中尤为重要。

《烟囱设计规范》[5] 和《建筑结构荷载规范》[6] 中规定

的烟囱和石油塔架基本自振周期的经验公式，并没考虑顶

部集中质量的影响，计算出的周期小于实际值，不适合计

算风电机组的基本自振周期 ；荷载规范规定一般情况下的

周期经验公式 T=(0.007~0.013)H 适用于质量分布均匀的

高耸结构，且只有一种变量，如果用于计算风电机组自振

周期，计算结果偏差较大 ；文献 [7] 引用的自振周期公式

Ta=CtHn
x ，在指明结构类型和高度的情况下，计算结果只

可以算出一个大致范围，不能得到相对准确的结果，此外，

该公式的拟合数据较少，统计数据存在一定的偶然性 ；[7]

日本风电标准《风力发电设备支持物构造设计指针 •同解

说》[8] 提出了计算自振周期的公式，但是计算所需参数较多，

需要塔架具体的质量、刚度分布等，如果数据不详细，无

法进行计算，所以不适宜作为风电机组基本自振周期的经

验公式。

一般来讲，计算风电机组的自振周期可以采用有限元

的方法建立模型，通过模态分析获得，也可到风电场实际

测量，或者采用数学方法，简化风电机组模型，经结构计

算得到。本文通过对多台钢塔筒形式的风电机组数据进行

分析拟合，总结出 4 种包含不同参数的计算公式，对于分

析风电机组的自振周期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1 数据概况

图 1 和图 2 的数据（63 组）出自文献 [7 － 57]，风电

机组功率范围：50kW~5MW，塔架高度范围：12m~89m，

基本自振周期范围 ：0.60s~3.45s。功率与周期、塔架高度

与周期的散点图，如图 1 和图 2 所示。从整体数据分布来

看，自振周期有随着功率增大和塔架高度增加而变长的趋

势。这是因为功率越大，塔架高度越大，顶部质量相应增大，

风电机组结构就越柔，自振周期越长。

2 近似理论计算公式

风电机组属于高耸结构，长细比大，在塔架顶部有质

量大的机舱和叶轮，可以将机舱和叶轮看作一个整体，以

集中质量的方式加载到塔架上 ；塔架的计算严格意义上来

讲应对每节塔筒的刚度进行积分以计算出塔架的整体刚度，

但计算较为繁琐，且实际研究中往往难以获得塔架的详细

参数，这里只取塔架顶部、底部的内外径和厚度，以减少

计算参数的数量和简化计算公式。风电机组可以看作上部

有集中质量的悬臂梁结构，塔架底部与基础固接，计算简

图如图 3。按照结构力学的方法推导出风电机组的基本自振

周期近似理论公式（1），式中 m 代表塔架顶部集中质量，

H 为塔架高度，d、D 代表塔架中部的内外直径，具体计算

如下 ：  
                      

式中 ：

                    

基本自振周期近似理论公式 ：

图1		功率与周期

图2		塔架高度与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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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1） 

文献 [8 － 27]（24 组数据）所提供的塔架高度、顶部

集中质量（包括机舱、轮毂和叶片质量）、塔架底部直径和

厚度、塔架顶部直径和厚度较为详细，可以采用近似理论

公式 (1) 计算自振周期。如图 4 所示，将计算出的自振周期

与文献中的有限元结果进行对比，每台风电机组对应的两

种计算周期相差很小，两条曲线较为接近 ；计算平均误差

为－ 2.18%，误差标准偏差为 8.62%，误差平均值与标准

偏差都较小，表明采用近似理论公式计算的周期接近有限

元计算值，且误差的离散性小，结果较为准确。

3 经验公式

使用近似理论公式虽然可以计算出风电机组基本自振

周期，但在塔架直径、厚度不详的情况下，无法进行计算。

因此参照近似理论公式，运用数据拟合的方法，依次减少

计算参数，拟合出 3 种包含不同计算参数的经验公式。

3.1 经验公式1

由于近似理论公式计算值相对于有限元结果分布较为

集中，离散性小，便于准确拟合，因此，采用文献 [8 －

27] 中风电机组的具体参数，按照近似理论公式（1）计算

出的自振周期，基于方程 T=a•mb•Hc 进行拟合，去掉塔架

内外直径参数，得到经验公式 1。
按照经验公式 1 计算文献 [8 － 34]（36 组数据）中已

知顶部质量和塔架高度的风电机组自振周期，将计算出的

自振周期与文献中的有限元结果进行对比，平均误差为－

8.77%，误差标准偏差为 36.66%，误差平均值小 ；由于个

别数据点的经验公式 1 计算值与有限元计算结果偏差大，

造成了误差标准偏差较大 ；图 5 经验公式 1 回归结果显示 ：

除个别数据外，大部分数据点都分布在拟合曲面上，说明

拟合公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图 6 将经验公式 1 计算周期

与有限元计算结果进行对比，两条曲线走向相似，结果偏

差不大。因此，采用经验公式 1 计算风电机组自振周期有

较高的准确度。

经验公式 1 ：T=0.0277m0.129H0.709                          （2） 
3.2 经验公式2

根据文献 [8 － 56]（62 组数据）中风电机组塔架高度

H 和有限元计算周期 T，基于方程 T=a•Hb，拟合得到经验

公式 2，图 7 显示散点在拟合曲线附近的分布情况。采用经

验公式2计算基本自振周期，并与有限元计算结果进行对比，

平均误差为 17.42%，误差较大，如图 8 所示两条对比曲线

有一定的偏差，误差标准偏差为 53.53%。在塔架高度一定

的情况下，顶部集中质量不同，导致了自振周期存在较大

的差异。

经验公式 2 ：T=0.287H0.458                                    （3） 
3.3 经验公式3

根据文献 [8 － 34]（36 组数据）中风电机组集中质量

m 和有限元计算周期 T，基于方程 T=a•mb，拟合得到经

验公式 3，图 9 表示集中质量散点分布和拟合曲线。采用

经验公式 3 计算自振周期，并与有限元计算结果进行对比，

平均误差为 10.44%，如图 10 所示，两条曲线有一定的偏差，

图3		塔架参数和结构计算简图

图4		近似理论公式与有限元周期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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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质量、高度散点分布和拟合曲面
图6		经验公式1与有限元周期对比

图7		高度散点分布和拟合曲线 图8		经验公式2与有限元周期对比

图9		质量散点分布和拟合曲线 图10		经验公式3与有限元周期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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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走向相近，误差标准偏差为 38.62%。

经验公式 3 ：T=0.203m0.212                                    （4）

4 结论

通过分析现行风电机组的规范标准以及统计数据，推

导出计算风电机组基本自振周期的近似理论公式，并拟合

出包含不同参数的 3 种周期计算经验公式，得出以下结论 ：

1）基于风电机组力学模型，推导出准确的近似理论公

式，在该理论公式的基础上，对多台风电机组的实际数据

进行分析拟合，得到 3 种简化的经验公式，具有较好的可

信度。   
2）采用经验公式 1 计算的自振周期接近理论值和有限

元分析结果，准确度较高，在已知塔架高度和顶部集中质

量的情况下可选用该公式。

    3）经验公式 2 和 3 相对于公式 1，精确度较低，但

需要的参数都只有一种，即可计算出自振周期，相对简单，

可大致估算出风电机组的周期，能够反映自振周期与集中

质量、塔架高度的指数关系，对于未知风电机组详细参数

的周期计算可采用这两种公式。

4）目前与风电机组相关的各种规范标准没有明确规定

基本自振周期经验公式，本文依据统计数据拟合得到的经

验公式可以快速计算自振周期，定性判断周期计算的准确

度，为进一步的动力学分析和抗震分析提供有益参考。

参考文献

[1] World wind energy association.

 http://www.wwindea.org/home/index.php?option= com_content&task=view&id

=345&Itemid=43.

[2] Global wind energy council. Global wind energy outlook 2010 [R]. 2010.

[3] 祝磊 . 风电机组结构抗震研究现状 [J]. 风能 .2010(2):58-59.

[4] 季亮 , 祝磊 . 风电机组抗震研究综述 .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 [C]. 北

京 :2011(9):1-6.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 烟囱设计规范 [S]. 北京 : 中国计划

出版社 ,2003.

[6]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S]. 北京 : 中国

计划出版社 ,2003.

[7] US. Department of Structura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ssessment 

of Wind Turbine Seismic Risk: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Simple Study of 

Tower Moment Demand [R].Springfield: U.S.National Technical Information 

Service,2009.3:3-25.

[8] 日本土木学会 . 风力发电设备支持物构造设计指针 . 同解说 [S].2010.

[9] 祝磊 , 姚小芹 , 王元清 , 等 .600kW 风电机组地震反应谱分析 . 太阳能学

报 [J], 2012, 33(10).



Technology | 技术

2012年第08期  59  

[10] ZHU LEI. Seismic response of wind turbine in the parked and operating 

conditions[D]. Tokyo :the University of Tokyo.2007.

[11] ZHU LEI, WANG YUANQING, SHI YONGJIU.Seismic load analysis of wind 

turbines by response spectrum approach [C].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ergy and Environment Technology (ICEET2010), Changsha, China, 

2010.12:1706-1709.

[12] ANDERS A. Aeroelastic Simulation of Wind Turbine Dynamics[D]. Sweden :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Mechanics .2005,4:97-138.

[13] IAN PROWELL P.E.,Chia-Ming Uang.Shake Table Testing of a Utility-Scale 

Wind Turbine[J].Journal of Engineering Mechanics,2011,12:47.

[14] 李俊 . 大型风电机组整机及关键部件仿真分析与优化设计研究 [D]. 重庆 :

重庆大学 ,2011(3):93-105.

[15] 李声艳 . 大型风电机组的动力学特性计算分析 [D]. 天津工业大学 ,2007(1):23-

38.

[16] 许燕 . 大型风力机塔架的静动态分析 [J]. 新技术新工艺 ,2010(6):31-33.

[17] 吴迪 . 大型风力机组支撑结构性能研究 [D]. 北京 : 华北电力大学 ,2011(3):17-

21.

[18] 曹青 , 张燎军 , 汪清 . 地基基础对风力发电机塔架系统地震响应的影响

研究 [J]. 水力发电学报 ,2011,30(6):122-125.

[19] 李斌 , 姜福杰 . 风力发电机锥筒型塔架的模态分析 [J], 内蒙古科技大学

学报 .2009,28(4):122-125.

[20] 戴建斌 . 风力机塔架的有限元建模及静动态特性分析 [D]. 兰州 : 兰州理

工大学 ,2011(5):23-36.

[21] 贺广零 . 考虑土－结构相互作用的风力发电高塔系统地震动力响应分析

[J]. 机 械 工 程 学 报 ,2009,45(7):77-93.

[22] 罗振 . 水平轴风力机风轮和塔架耦合动力学分析 [D], 汕头 : 汕头大学 ,2011(6):16-

31.

[23] 李钢强 . 水平轴风力机结构动力响应分析 [D]. 汕头 : 汕头大学 ,2010(5):47-

55.

[24] 童跃 . 水平轴风力机塔架载荷及振动的有限元分析 [D]. 兰州 : 兰州理工

大学 ,2011(6):32-40.

[25] 张晨晨 . 兆瓦级风电机组的动力学分析 [D]. 沈阳 : 沈阳工业大学 ,2007(3):17-

60.

[26] 马跃强 . 风力发电塔系统整体建模与模态分析研究 [J], 石家庄铁道大学

学报 ,2010,23(4):21-24.

[27] JONKMAN J, BUTTERFIELD S, MUSIAL W.Definition of a 5-MW Reference 

Wind Turbine for Offshore System Development[R].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Offic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2009,1.

[28] 刘桦 . 风电机组系统动力学模型及关键零部件优化研究 [D]. 重庆 : 重庆

大学 ,2009(10):54-95.

[29] 陈前 , 世晓 , 邹早建 . 海上风电机组支撑结构动力特性分析 [J]. 振动与冲

击 ,2012,31(2):86-90.

[30] 余长海 . 基于钢塔架风电机组振动性能研究 [D]. 北京 : 北京交通大学

,2011(6):31-42.

[31] 吕钢 . 基于有限元法的水平轴风力机塔架动态响应与优化问题研究 [D].

兰州 : 兰州理工大学 ,2009(5):19-54.

[32] 曹青 , 张豪 . 考虑土－结构相互作用的风力发电机塔架地震响应分析 [J].

西北地震学报 ,2011,33(1):62-66.

[33] 李华明 . 基于有限元法的风电机组塔架优化设计与分析 [D]. 新疆 : 新疆

农业大学 ,2004(6):24-30.

[34] Summary of In-Situ Data for the NEESR-II Project: A Seismic Study of Wind 

Turbines for Renewable Energy[R]. U.S ：Sponsor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2011.

[35] 赵英琦 .200kW 风电机组塔架设计与试验 [J]. 水利电力施工机械 ,1994(5):25.

[36] 赵吉文 , 谢芳 , 刘永斌 .600kW 风力机塔架结构参数粒子群优化设计 [J].

中国机械工程 ,2007,18(15):1776-1778.

[37] 朱新华 , 黄方林 , 张刘刚 . 大型风电机组塔架的模态分析及稳定性分析

[J]. 铁道科学与工程学报 ,2010,7(6):87-89.

[38] 王慧慧 , 黄方林 , 吴合良 , 等 . 风力发电机塔架的有限元分析 [J]. 山东交

通学院学报 ,2009,17(2):63-67.

[39] 李仁年 , 童跃 , 杨瑞 . 风力发电机塔架固有频率和振型的有限元分析 [J].

甘肃科学学报 ,2011,23(3):72-75.

[40] 吴春艳 , 金鑫 , 何玉林 , 等 . 风力发电机在地震－风力作用下的载荷计

算 [J]. 中国机械工程 ,2011,22(18):2236-2240.

[41] 严磊 . 风力发电机支撑体系结构设计研究 [D]. 天津 : 天津大学 ,2008(5):48-

96.

[42] 冯博 . 风电机组塔筒结构分析研究 [D]. 重庆 : 重庆大学 ,2010(10):45-53.

[43] 庞强 . 风力机结构组件的有限元模拟与优化设计 [D]. 上海 : 上海交通大

学 ,2008(1):43-59.

[44] 朱仁胜 , 刘永梅 , 蒋东翔 , 等 . 基于 MW 级风力发电机塔架的有限元分

析 [J]. 机械设计与制造 ,2011(5):104-106.

[45] 李俊 , 何玉林 , 刘军 , 等 . 基于风力机整机气弹稳定性的塔筒结构优化

[J]. 重庆大学学报 ,2011,34(11):7-12.

[46] 刘海卿 , 于春艳 , 杜岩 . 考虑叶片与塔架耦合作用的风电塔架风振响应

分析 [J]. 防灾减灾工程学报 ,2010(9):139-142.

[47] 谢建华 , 崔新维 , 岳勇 . 适用于特殊风区的风电机组塔架的再设计 [J]. 可

再生能源 ,2011,29(3):3-5.

[48] 赵荣珍 , 吕钢 . 水平轴风力发电机塔架的振动模态分析 [J]. 兰州理工大

学报 ,2009,35(2):33-36.

[49] 李娟 . 水平轴风电机组钢管塔架风致响应分析 [D]. 山东 : 山东大学 ,2009(5):6-

22.

[50] 赵先民 . 水平轴风力机动力特性和流场的数值模拟 [D]. 上海 : 同济大

学 ,2007(4):11-38.

[51] 康顺 , 尹景勋 , 刘云飞 . 水平轴风力机结构动力学分析 [J]. 工程热物理学

报 ,2009,30(5):777-780.

[52] 宋曦 , 戴建鑫 . 水平轴风力机塔架的力学建模及 ANSYS 仿真分析 [J]. 甘

肃科学学报 ,2011,23(1):37-55.

[53] 金大伟 . 兆瓦级风电机组整机结构强度分析 [D]. 辽宁 : 辽宁工程技术大

学 ,2009(12):37-55.

[54] LAVASSAS I.,NIKOLAIDIS G.,ZERVAS P..Analysis and design of 

the prototype of a steel 1-MW wind turbine tower [J].Engineering 

Structures,2003,25(8): 1097-1106.

[55] 刘勇 . 基于有限元法的风力发电机塔架模态分析 [J]. 装备制造技术 ,2011(3):41-

43.

[56] N.BAZEOS,G.D.HATZIGEORGIOU,I.D.Static,seismic and stability 

analyses  of  a  prototype wind turbine s teel  tower[J ] .Engineering 

Structures,2002:1015-1024.

[57] 陆萍 . 风力机塔架结构通用前后处理系 [J]. 太阳能学报 ,2000,21(3):288-

290.

收稿日期：2012-06-17。

作者简介：

季亮（1987-），男，硕士研究生，从事风电机组结构研究。

祝磊（1980-），男，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风电机组结构及建筑结构

研究。 

叶桢翔（1968-），男，硕士，副教授，主要从事特种结构研究。



技术 | Technology

60  风能 Wind Energy 

0 引言

风是空气流动的结果。风能的利用形式主要是将大气

运动时所具有的动能转化为人类可利用的电能、水能等 [1]。

我国大气运动的基本特征和地形分布是我国风能资源形成

的主要背景条件，是我国风能开发利用的基础。

1 我国的风气候

风几乎完全受太阳能量控制。由于地表受热不均，形

成了全球风带。在这个大背景下，受亚洲冬夏季风影响和

海陆风作用，形成我国西北、东北、华北和沿海风速大，

内陆风速小的主要风特征 [2]。局地地形、地貌对背景风速

的加速或减小作用，形成我国复杂而多样的风气候。

1.1 全球风带背景

由于地球上各纬度所接受的太阳辐射强度不同，地表

受热不均匀，形成不同的风带系统。在北半球近地面，北

纬 30°附近下沉气流呈东北向流向赤道的风流背景为东北

信风带，该信风带风速稳定且不大，约 3~4 级 ；北纬 30°

附近下沉并流向极地的气流，呈偏西方向，且风速较大，

称为盛行西风带 ；而从极地高压流出的空气，吹偏东风，

形成极地东风带。北半球东北信风带、中纬度西风带和极

地东风带是我国风气候的主要背景。

1.2 亚洲季风背景和中国风系

我国风能资源的形成机理＊

江滢1，宋丽莉1，辛渝2

（1.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北京	100081；2.	新疆气候中心，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2）

摘  要 ：本文在系统分析全球风带背景和亚洲季风背景与我国风气候特征的基础上，重点从冷空气与风能资源、热带气旋

与风能资源、海陆风与风能资源、地形与风能资源等方面分析研究了我国风能资源形成机理及其地理分布特征、

范围大小、能源量级等，为我国风能持续、有序、合理规划和开发利用提供支持。   

关键词 ：风能资源 ；形成机理 ；风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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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Wind Energy Resourc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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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nd climate characteristics in China have been systematically studied of Global wind belt background and the background of the 

Asian monsoon, firstly. �e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wind energy resources in China and its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range size and energy le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wind energy resource and cold wave, tropical 

cyclones, land and sea breeze, topography, etc., with the purpose of supporting a sustainable and rational planning and utilization of 

wind energy resourc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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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风带背景条件下，受亚洲海陆分布的影响，我

国大部地区冬季盛行偏北风，夏季盛行偏南风的季风气

候。我国是一个季风气候显著的国家。冬季受蒙古高压控

制，从蒙古高原中不断有小股冷空气形成寒潮南下进入我

国。寒潮经过之处经常伴有持续的大风降温天气。一般来说，

寒潮可以到达我国长江以南大部地区，强寒潮可以影响到

中国南海。夏季风爆发一般在每年 4 月底从南海开始，随

着夏季风暖湿空气的逐步北上，偏南风携带丰富的水分逐

步影响我国华南、长江流域、最后到达我国华北地区。此外，

我国东南沿海的海陆风给我国沿海地区带来丰富的风能资

源。一般来说，我国内陆地区冬、春季风速较大，是风能

开发利用的较好季节 ；夏秋季风速相对较小。我国沿海地

区风速大小的季节性较内陆差，在海陆风的背景下，冬季

叠加寒潮大风、夏季台风或热带气旋影响是风能的主要来

源。

在全球风带和亚洲冬夏季风以及海陆风为主要风系背

景下，受多种多样的地形、地貌作用影响，风速被加速或

者减速形成我国丰富的风能资源。

2 风能资源形成机理

2.1 冷空气与风能资源

冬季整个亚洲大陆完全受蒙古高压控制，其中心位置

在蒙古国的西北部，从蒙古高原中不断有小股冷空气南下

进入我国。按源地来分，冷空气通过 5 条路径影响我国。

第一条路径来自新地岛以东北冰洋面，从西北方向进入蒙

古国西部再东移南下影响我国（图 2 中 NW1）；第二条是

源于新地岛以西北冰洋面，经俄罗斯、蒙古国进入我国（图

图1		北半球风带分布示意图（摘自《气候学》[3]）

图2		冷空气（寒潮）路径及频度分布图（摘自《中国风能资源评价报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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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 NW2）；第三条是源于地中海附近，东移到蒙古西部

再影响我国（图 2 中 W）；第四条是源于太梅尔半岛附近洋

面，向南移入蒙古，然后再向东南影响我国（图 2 中 N）；

第五条源于贝加尔湖以东的东西伯利亚地区，进入我国东

北及华北地区（图 2 中 NE）。进入我国后，冷空气分两条

路径南下，一条是经河套、华北、华中由长江中下游入海，

有时可侵入华南地区，沿此路径入侵的寒潮可以影响我国

大部分地区（出现频次约占总频次的 60%）。另一条是经过

华北北部、东北平原，冷空气东移进入日本海，也有一部

分经华北、黄河下游向西南移入两湖盆地（出现频次约占

总频次的 40%）。

冷空气经过之地有连续的大风、降温，并常伴有雨雪

天气。冷空气影响是我国西北、东北、华北等长江以北的

大部地区冬、春季风能资源的主要来源，也是我国内陆其

他地区部分风能资源来源。

2.2 热带气旋与风能资源

热带气旋是我国东南沿海夏季和秋季风能资源的重要

来源之一，也是风能利用主要灾害之一。1951 年以来，每

年有 3 至 7 个热带气旋在我国登陆。从台风路径及频数分

布图可知，我国南部沿海台风登陆频次远大于北部沿海，

台风对风能资源的贡献也构成了南大北小的分布特征。热

带气旋登陆后，陆地摩擦力显著增加，风速迅速减小。

一般来说，当热带气旋风速小于 9 级或风电场位于强

热带气旋 10 级风圈以外范围时，热带气旋带来的风速基

本在风电机组运行范围内，机组处于满发或接近满发状态，

热带气旋给风电场带来良好的发电效益。当风电场位于强

热带气旋 10 级风圈以内，风电场需采取避风措施。如强

热带气旋中心经过风电场则可能给风电场带来破坏性损失。

出现强热带气旋造成风电场破坏性损失的概率较小。如

2003 年“杜鹃”强热带气旋（台风）经过汕尾，造成某风

电场上千万元的损失。2006 年“桑美”也给浙江某风电场

造成巨大损失。

2.3 海陆风与风能资源

海陆风是我国沿海主要风能资源来源之一。海陆风的

形成与季风类似，也是大陆与海洋之间热力特性差异产生

的。海陆风只是海陆之间气压日变化不同而引起的沿海区

域之间的风向转变现象，而季风则是海陆之间气压的季节

变化引起的。与季风相比，海陆风影响范围小、周期短、

图3		中国8月台风路径及频率分布图（摘自《中国热带气旋图集》[5]）



Technology | 技术

2012年第08期  63  

势力也弱得多。在海岸附近白天陆地升温快于海洋，近地

层风自海洋吹向陆地，大气高层陆地吹向海洋，形成局地

环流圈 ；夜间局地环流圈相反，形成海陆风环流。海陆风

一般具有如下特点 ：（1）海上风速大于陆地，近海岸风速

大于远海岸地区。陆地上风速随着离岸距离增大而迅速减

弱。一般来说，距海岸线 50km 风速衰减 80% 左右；[6]（2）
海风风速大于陆风风速 ；（3）海风最强烈的地区，发生在

温度日变化最大及昼夜海陆温差最大的地区。低纬度日射

强，所以中国南部沿海海陆风比北部显著，尤以夏季为甚。

2.4 地形与风能资源

2.4.1 海拔与风能资源

为了使动能、热能和水汽等进行有效的交换已保持地

球大气的平衡，自由大气中风速会保持在一定的合理范围

内。接近地面部分，由于地面摩擦，风速迅速减小，因此

形成了风速随海拔增高而迅速增大的特征，风能资源也表

现为随着海拔增高而增大的特征。一般来说，高山、山脊

地区接近自由大气，一般风速较大。这也是我国风速较小

的省份，如湖北、四川等地也能在其山区发现较好的风能

资源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青藏高原上情况有所不同。它虽然和高山一样海拔

很高，但是它为范围非常大的高原、海拔超过 3000m 范

围较广，高原上地形平坦，形成了特殊的风速特征。高原

上许多地方尽管海拔很高，其风速不是很大。如西藏噶尔，

海拔 4280m，年平均风速仅为 3.1m/s。

2.4.2 狭管效应与风能资源

对风速影响最显著的地形要算是狭管地形。在这种条

件下，气流向狭管管口集中，形成急流，流线密集，风速

成倍增加。例如，当冷空气侵入新疆时，其西部山势不高，

且多缺口，冷空气经巴尔鲁克山与阿拉套山之间阿拉山口，

乌日可下山与加依尔山之间的老风口以及阿尔泰山与沙乌

尔山之间的额尔齐斯河河谷，由于狭管效应，形成很强劲

的大风。其中吐鲁番盆地西北部的“三十里风区”、兰新铁

路沿线十三间房一带的“百里风区”都是在气压场和地形

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新疆这些地区已经成为我国风电开发

重点基地。

海峡也是一种狭管效应地形。台湾海峡呈北北东 - 南
南西走向，冬季盛行东部风时，形成典型的狭管风道。如

海峡中的澎湖列岛全年大风日数 138 天，马祖岛大风日数

为 169 天，明显高于周边非狭管效应地区。

2.4.3 山谷风、湖陆风、樊风和冰川风

山谷风是由于山地附近山坡与周围空气受热不同造成

的。白天，山坡接受太阳光热多，被加热的暖空气不断上升，

而谷底上空相对较冷的空气则下沉补充，形成山谷风环流。

晚上，山坡降温快，于是又形成了相反的环流。山谷风一

般较弱，谷风比山风大。

在大湖附近，水陆之间，由于白天陆地温度高于水面

温度，而夜间则水面温度高于陆地温度，气温差导致气压差，

形成白天风从水面吹向陆地，夜间风从陆地吹向水面的局

图4		狭管效应示意图（阴影为风速，黑色线为海拔高度，紫色为县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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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环流，称为湖陆风。在大型河谷地区也可出现类似的局

地环流，称为河谷（陆）风。

樊风是由于气流越过高山以后，在沿背风山坡下降过

程中急剧增温减湿而形成的一种干燥而高温的风。我国境

内虽然普遍存在樊风现象，但不显著。如小兴安岭东坡大风、

乌鲁木齐东南大风、南疆西部的下山风都属于这种大风。

冰川风是由于冰川上的气温始终比坡前同高度自由大

气的气温低，因而空气几乎昼夜总是沿冰川向下流动而形

成。在我国青藏高原、天山、祁连山等山区会出现冰川风

现象。

山谷风、湖陆风、樊风和冰川风等都在局地小地形和

气候特征条件下产生的局地小气候环流。这类环流产生的

风速一般具有影响范围小、风速强度弱、日变化特征明显（冰

川风除外）等特点。该类风本身很难达到风电机组额定风速，

仅是机组切入风速，只有在有利的地形条件下，合适天气

系统配合，才能达到可开发利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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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大型风电机组的设计中，为了适应不同风况条件，

以便风轮捕获更多的风能，同一款机型通常会设计两三种

不同高度的塔筒。风电场业主在选择风电机组塔筒高度时，

通常从技术因素和经济因素两个方面综合考虑。

1 选择风电机组塔筒高度的技术因素

1.1 风速

在风能资源评估中，风速的大小决定着风力发电机把

风能转化为电能的多少，风轮吸收的风能一般用下列公式

表示 [1-2] ：

                            P=(1/2)ρν3ACp                                （1）

影响大型风电机组塔筒高度的因素探讨
高国庆1，胡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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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不同容量大型风电机组钢制塔筒成本随高度变化规律的研究，从技术和经济性两方面，结合理论分析

和实例计算，提出了通过分析风切变指数在不同高度层间的变化趋势、风切变指数与机组新增发电量的关系以及

项目方案的增量费效比，直接判断效益增加、成本提高的方案的相对经济性，在风电场业主选择风电机组塔筒高

度方面，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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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oth from a technical and economic aspects, combined with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xamples of calculations,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change of the cost of the different capacity of large-scale wind turbines steel tower with the height of tower, and estimates the 

relative economical efficiency of benefit increase & cost increase projects by analyzing wind shear index variation trend at different 

altitude, the relations between wind shear index and the increment of electricity production, and incremental cost-effectiveness 

ratio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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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p—风能利用率，和风速、风轮转速、桨距角

都有关系 ；

ρ —空气密度，标准密度 ：1.225kg/m3 ；

ν —风速 ；

A —风轮面积，1/4πD2。

从公式（1）中可知，风速是影响风能和发电量的最

直接的因素，风速增加 1 倍，风能和发电量将会增加 7 倍。

而不同高度风速的大小，主要与风切变指数有关。

1.2 风切变指数和湍流强度

风速 ν随高度而变化的经验公式很多，通常采用指数

公式 [1-2]，即 ： 
                        ν=ν1(h/h1)α                                 （2）
式中 ：ν —距地面高度为 h 处的风速，m/s ；

 ν1 —距地面高度为 h1 处的风速，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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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α—风切变指数，它取决于大气稳定度和地面粗糙度。

风能资源评价中，风切变指数是设计风力机安全的一

个重要参数，风力机的设计和选型都要考虑风切变指数的

大小 [3]，风电机组塔筒高度的确定也要利用风能资源数据

计算得出的风切变指数进行分析评价。

风速一般随高度的增加而增加，风速沿高度分布情况

受环境湍流影响很大。不同高度处受地面粗糙度影响程度

和环境湍流度都不同，因而切变指数存在差别，有时候这

种差别非常明显，这将给根据实测高度处数据推算其他高

度处风速情况带来较大误差。因此，测风时应尽可能增加

风速传感器沿高度的分布密度，并且测量高度尽可能选定

风电机组塔筒高度 [4]。

1.3 实例计算分析

甲风电场，海拔 1300m~1480m，采用 2 个测风塔，1
号塔和 2 号塔，分别测量 10m、30m、50m、70m 高度的

风数据。根据 2 个测风塔 1 年的原始测风数据计算，得到

如下两个表 ：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风电机组各高度层间的风切变指

数并不是常数，而且随着高度的增加，某两层之间的切变

指数可能出现“倒挂”现象。由表 1 和表 2 的计算结果可

以看出，1 号塔随着高度的增加风切变值逐渐增大，之后又

逐渐减小。在 30m~50m 切变值最大，50m~70m 切变值

又急剧减小，这说明 1 号塔 50m~70m 风速受到扰动，风

速随高度的增加已无明显变化。2 号塔各相邻高度间风切

变指数的变化规律与 1 号塔相同，但 2 号塔 10m~30m 层

间风速变化较小，风切变值小于 1 号塔 10m~30m 风切变

值，30m~50m 层间风速变化又开始加大，到 50m~70m
风速随高度的增加变化很小。由此计算结果分析，甲风电

场 50m~70m 层间风速随高度的增加已不明显，也就是风

电机组塔筒高度在 50m 和 70m 高度的风速差别不大，在

这种情况下，风电机组的塔筒高度不宜超过 50m。

2 影响风电机组塔筒高度的经济因素    

2.1 钢制塔筒的成本 

在风电机组中塔筒的重量占风电机组总重的 1/2 左右，

其成本占风电机组制造成本的 15% 左右 [5]，随着塔筒高度

的增加，其成本所占比例也在不断增加，到达 120m 时其

成本将占总成本的 28% 左右，可见塔筒在风电机组经济性

评价中的重要性。 
大型风电机组塔筒通常采用钢制塔筒。SBIR 对国外

某风电机组 3MW 和 5MW 两种机型的不同高度的塔筒引

起的相关成本变动做了专题研究 [6]，研究表明钢制塔筒的

成本随高度成指数规律增加，结果如图 2、表 3 和表 4 所示：            
从图 2、表 3 和表 4 中可知，大型风电机组随着塔筒

高度的增加，塔筒价格、塔筒运输成本、基础造价和塔筒

内电缆的费用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塔筒的成本增

表1 不同高度处的风速

层间高度
（m）

1号塔 2号塔

下层风速
（m/s）

上层风速
（m/s）

下层风速
（m/s）

上层风速
（m/s）

50-70 5.84 5.968 7.216 7.367

30-50 5.335 5.84 6.812 7.216

10-30 3.963 5.335 5.91 6.812

表2 不同高度处的切变指数

高度（m）
不同高度处的切变指数

1号塔 2号塔

50-70 0.077 0.094

30-50 0.137 0.1

10-30 0.113 0.088

图1		大型风电机组成本结构分布图

图2		大型风电机组塔筒高度与成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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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占总费用增加值的比重为最大，至少在 60% 以上。可

见钢制塔筒高度越高，其成本的投入越大。

有研究表明，如果风切变指数小，则不必要选择过高

的塔筒，若塔筒能够降低 5m，则相应的塔筒投资可减少约

5%，整个风电场的投资可相应降低 0.3%[7]。

2.2 增量费效比法 

费效比，或者投入产出比（英文简称 RIO），是指投入

费用与产出效益的比值。它是用于科技项目、 技术改造项目

和设备更新项目的经济效果评价指标。改建项目作为一项

投资，其经济评价问题的实质是要判定新增投资的经济效

益是否合理。在面对效益增加、成本提高的方案时，由于

无法直接判断其经济性，因而需要借助增量费效比分析法

来进一步比选方案的经济性。

已知 ：CX 为方案一的投资 ；CY 方案二的投资 ；Px

是方案一所产生的效益 ；PY 是方案二所产生的效益 ；且

CY>CX，PY>PX。增量费效比法就是通过计算在寿命期内

一种方案相对于另一种方案产生的增量效益和增量费用在

经济是否合理 ：（1）对两种备选方案按投资额由低到高排

序——CY、CX ；（2）找出投资额最低的方案——方案一为

投资额最低方案 ；（3）用投资额较高的方案与投资额较低

的方案进行比较——ΔP = PY － PX，ΔC = CY － CX。用

公式表示就是 ：N = ΔP/ΔC，其中 ΔP 为项目寿命期内各

年新增效益值的总和，ΔC 为增量投资总额， 若 N 值大于

1 且 N 值越大，投资额大的项目经济性则相对较好。反之，

N 值小于 1，则投资额小的项目经济性则相对较好。增量费

效比法，在分析时略去了对较低成本额方案自身经济性的

判定，从而略去了对方案绝对经济性的判断环节，所以最

终所得的经济方案只是在所比较的方案中经济性相对较好

的方案 [8-10]。  
2.3 实例计算分析

同样以甲风电场为例，设计时选用 1MW 叶轮直径为

65m 的风电机组。塔筒的高度考虑有两种方案 ：方案一，

70m 高塔筒 ；方案二，80m 高塔筒。经过设计后评审，方

案一的每台机组的年等效满负荷运行的发电小时数理论上

为 1713。按 20 年的计算寿命期，表 5 为根据 1 号塔的测

风数据，用不同的切变指数推算的方案二（80m 高塔筒）

的单台机组在 20 年内相对于方案一（70m 高塔筒）新增的

发电量收入 ：

根据表 5 的数据，得到切变指数与新增发电量收入的

关系，如图 3 所示 ： 
从图 3 可知，切变指数的变化与风电机组新增发电量

收入基本成线性关系。

表3 3MW风电机组不同塔高的成本变动情况

塔筒高度
变化
（m）

塔筒成本
增加

 (千欧元）

塔筒运输
成本

（千欧元）

塔筒吊装
费用

（千欧元）

基础造价
（千欧元）

塔筒内电缆
费用 

（千欧元）

费用增加
总值

（千欧元）

塔筒成本增
加值占比
（%）

其余费用增
加值占比
（%）

80-100 211 13 15 46 10 295 71.5 28.5

100-125 568 36 34 59 12 709 80.1 19.1

125-150 206 13 45 58 8 330 62.4 37.6

表4 5MW风电机组不同塔高的成本变动情况

塔筒高度
变化
（m）

塔筒成本
增加

 (千欧元）

塔筒运输
成本

（千欧元）

塔筒吊装
费用

（千欧元）

基础造价
（千欧元）

塔筒内电缆
费用 

（千欧元）

费用增加
总值

（千欧元）

塔筒成本增
加值占比
（%）

其余费用增
加值占比
（%）

80-100 257 16 41 74 17 405 63.5 26.5

图3		切变指数与新增发电量收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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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方案二相对于方案一单台机组新增发电量收入

切变指数
80m风速(m/s)

（按公式(2)计算结果）
风能增加的百分比（%） 年新增利用小时(h) 20年新增发电量的收入

（万元）

0.05 6.01 2.02 35 37.3 

0.06 6.02 2.43 42 44.3 

0.07 6.02 2.84 49 52.2 

0.08 6.03 3.26 56 60.0 

0.09 6.04 3.67 63 67.1 

0.1 6.05 4.09 70 75.0 

0.11 6.06 4.51 77 83.0 

0.12 6.06 4.92 84 90.1 

0.13 6.07 5.35 92 98.1 

0.14 6.08 5.77 99 106.1 

0.15 6.09 6.19 106 113.3 

0.16 6.10 6.62 113 121.4 

0.17 6.11 7.05 121 129.4 

0.18 6.11 7.48 128 136.7 

0.19 6.12 7.91 135 144.8 

0.2 6.13 8.34 143 152.9 

0.21 6.14 8.78 150 161.1 

0.22 6.15 9.21 158 169.2 

0.23 6.15 9.65 165 176.6 

0.24 6.16 10.09 173 184.8 

0.25 6.17 10.53 180 193.0 

0.26 6.18 10.98 188 201.3 

* 注：其中表 5中用到的计算公式（按不含税电价 0.535 元 /kWh）：

1）增加的利用小时数 =风能增加的百分比×1713 小时（结果取整）；

2）20 年新增发电量的收入 =年新增利用小时数×1000kW×20 年×0.535 元 /kWh/10000。

表6 两种方案的增量费效比分析

高度
（m）

项目 费用变动
塔筒高度增加
后费用的增量 
（万元）

方案二：
80m塔高
相对于
方案一：
70m塔高

塔筒成本 增加 62

塔筒运输吊装
费用

增加 6.5

基础造价 增加 16.5

塔筒内电缆费用 增加 2

总投入（ΔP） 增加 87

项目 效益变动 
塔筒高度增加
后的效益增量 

风速 增大 3.5%

年新增等效利用
小时

增多 60小时

20 年发电量总
收入ΔC

增加 64 万元 

用插入法计算，得到切变指数为 0.116 时，方案二相

对于方案一，在寿命期内单台机组总共新增的发电收入为

87 万元。

同样的方法，用 2 号塔原始测风数据推算的结果与 1
号塔推算的结果基本一致。

为了确定两种方案中，哪一种方案的经济性相对更好，

对两种方案的单台机组首先进行增量费效比分析，如表 6
所示 ：

通过对比图 3 和表 6 可知，当切变指数小于 0.116 时，

项目的新增发电收入均小于 87 万元，不足以弥补塔筒增高

的投入，即 N=ΔP/ΔC 的值始终小于 1，方案一的相对经

济性好，宜采用方案一 ；当切变指数大于 0.116 时，项目

的新增发电收入均大于 87 万元，相对塔筒增高的投入有盈

余，即 N=ΔP/ΔC 的值大于 1，随着切变指数的增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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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越来越大，方案二的相对经济性好，宜采用方案二。

 事实上，就甲风电场来讲，根据 2 个测风塔的实际测

量数据，推算出来的 50m~70m 高度间的切变指数（见表 2）
均小于 0.116，即 N 值始终小于 1，宜采用方案一，因此，

对于甲风电场选择 70m 高的塔筒，相对经济性较好。

3 讨论

从风轮捕获风能的角度讲，在同一机位，同时段，风

电机组位于大气对流层的底部，风轮所在的垂直高度越远

离地表高度的位置，空气流动性越好，因而空气摩擦力更小，

也就是塔筒越高处风速越大。塔筒越高，风轮的捕风能力

越强。所以，理论上讲塔筒越高越好。

在实际选择塔筒高度时，必须要综合考虑增高塔筒带

来的新增发电量收入、增高塔筒而新增的生产成本等项目，

综合比较其成本效益是否合理。一般大型风电机组的塔筒

高度在设计上取风轮直径的 0.8~1.2 倍，在成本效益上比较

合理。如 Nordex 的 N1000 机组，风轮直径 59m，采用了

70m 高塔筒，塔筒重量为 65t。
是否选择高塔筒，考虑的另一个因素是周围环境及其

湍流强度。如果周围环境是森林覆盖，近地面大气湍流比

较严重，也就是湍流强度比较大，如果把塔筒高度提高了，

发电量应该能显著提高。但根据相关研究 [11-12]，如果地势

平坦，近地面没有高大树木和建筑物存在，因而大气湍流

平稳，强度也不会很大，风切变指数小，则提高塔筒高度

增加的发电量有限，这种情况下则不宜选择高度相对较高

的塔筒。   
如果考虑同一款风电机组，竖立在不同的位置，针对

不同的地形地势、海拔高度和年平均风况，塔筒所用高度

也可以选择不同。如潮间带处，其地势平坦海风风况较好 ；

山顶处，其安装位置已经较高 ；山谷风口处，风况比较好，

这些情况下，不需要选择高塔筒的机组。而部分地区如草原、

戈壁，虽然空旷，但年平均风速不是很高，不同高度层间

的风速差别较大（σ>0.15m/s）时，在合理的整体经济效

益下尽量采用较高的塔筒。但如果不同高度层的风速差别

较小时，宜采用较低层高度的塔筒，这样经济性相对较好。

从本文中所举例子来看，有 70m 及 80m 高度的年平均风速，

且 80m 高度的年平均风速与 70m 高度的年平均风速非常

接近（σ ≤ 0.15m/s），理论上宜选用 70m 高度的塔筒。

塔筒高度不同时，桨叶扫过不同高度的圆面积的风速

分布是不同的，对某一风电场而言提高塔筒高度，发电量

则相应增加，但塔筒等的投资成本和吊装难度则随之增加，

所以，其经济效益并不随着塔筒高度的增加而增加。由于

塔筒价格的变化对不同塔筒高度的动态收益会有显著的变

化，建议在确定风电机组塔筒高度时，除参考风切变指数外，

应当先进行不同高度的发电量计算，再通过详细的技术经

济比选确定合适的高度 [4]。另外，也可以考虑选用几种不

同高度塔筒的混合布机方案，在低地势处采用较高塔筒，

在高地势处采用较低塔筒，这样即节省了工程造价，也能

综合提高整个风电场的年发电量，从而使项目具有更好的

经济效益。

4 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风电机组塔筒高度的选择，不仅要从

理论上考虑风速和风切变指数等技术因素，还要考虑塔筒

高度增加带来的成本效益是否合理，最终以项目方案的经

济性作为评判的根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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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测风塔的选址，对于风电场风能资源评估、风电场出

力预测精度都具有重要意义。选址合适的测风塔能准确评

估一个区域内的风能资源状况，还能为预测系统提供风电

场所处微气象区域的实时气象要素数据。测风塔作为数值

天气预报的一个常规预报点，它的实测数据为数值天气预

报模式修订和调整提供重要依据，从而提升风力预报的准

确度，减少功率预测系统的中间误差，提高风电功率预测

精度 [1-3]。

各风电场在建站前期都建有数量不等的测风塔，以对

区域内的风能资源进行评估。测风塔位置在区域中心或风

能较好的位置居多，当风电机组布置好后，测风塔势必受

到机组尾流、湍流的影响，所在位置风速已不能真实代表

风电场的特征，不能满足准确预测风电功率的需要。因此，

针对风能资源评估的测风塔选址和针对超短期预报的测风

塔选址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Meteodyn WT 是法国美迪公

司专门为解决大气边界层问题而设计的软件，采用计算流

体力学的方法（CFD）进行空间风流模拟，完全求解三维

Navier-Stokes 方程，并应用适合的湍流模型及边界条件对

目标区域的风流特性参数进行求解计算，可适用于复杂地

形的风能资源评估与前期测风塔选址工作 [4-5]。

WT软件在风电场测风塔选址及风能
资源评估中的应用＊ 

周强1，丁宇宇1，程序1，付斌2

（1.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南京分院，江苏	南京	210003；2.	美迪欧动力气象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北京	100027）

摘  要： 本文以华北某风电场为例，运用 WT 软件讨论了测风塔在风能资源评估中的选址原则。并将场区内两座测风塔 70m

高度的测风数据综合，计算了风电场区域内风鞥资源状况，根据风电机组位置，评估尾流效应对测风塔的影响，

对用于超短期功率预测的测风塔的选址提出了进一步要求。

关键词 ：WT 软件 ；测风塔选址 ；风能资源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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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于风能资源评估的测风塔选址

华北某风电场海拔高度 1290m~1784m，占地面积

118.57km2，建设规模为 400MW。地貌有台地和少部分缓

坡丘陵。玄武岩台地地势总体呈南高北低、西高东低的波

状起伏，较为平坦。目前场区内有两座测风塔，在不引入

特定地点风流实测数据的情况下，WT 软件可以对流体进行

定向模拟进而了解风流的相关属性。

影响风况的风流参数主要有风加速因数、入流角、湍

流强度和水平偏差。这些风流参数都受到地形的影响，其

中风加速因数和湍流强度还受到地表粗糙度的影响。WT 在

三维网格中求解 NS 方程，可以准确模拟地形起伏变化对

风流的影响，根据地表粗糙度水平，在 NS 方程中自动应

用附加的表面吸收井项或林区体积吸收井项，并相应地修

整湍流模型，以模拟不同地表对风流的影响。

测风塔选址时，所在位置的湍流强度、水平偏差、入

流角要尽可能小，而风加速因数要能代表风电场区域的平

均水平。以此风电场已有的两座测风塔 70m 高度的扇区

292.5°（图 2—图 5）和扇区 225°（图 6—图 9）为例说明。

将风电场区域内地形粗糙度设为 0.05，扇区步长 22.5°，
进行风流参数定向计算。

在扇区 292.5°方向上，测风塔 1 和测风塔 2 所在位置

风加速因数约为 1.25，基本可以代表整个风电机组所在的

区域 ；湍流强度为 0.13，周边区域与之类似，其南方有一

低值区 ；水平偏差和入流角的情况也较为理想。在扇区测

225°方向上，测风塔 1 风加速因数偏小，测风塔 2 则和风

电机组区域的平均水平差别不大。两个塔所在位置的湍流

强度、水平偏差、入流角都较周边的值低，符合上述提及

图1		风电机组测风塔的位置和海拔高度

图2		风加速因数 图3		湍流强度

图4		水平偏差 图5		入流角

图6		风加速因数 图7		湍流强度

图8		水平偏差 图9		入流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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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测风塔 1 距离风电机组阵列过远，海拔于风电机

组群所在处相差了百米以上，综合考虑，用测风塔 2 进行

风能资源评估更为合理。

2 用于超短期预测的测风塔选址

根据风电场风流参数定向计算选出的测风塔位置，可

用于前期的测风数据积累，用于风能资源评估。根据测

风塔 1 和测风塔 2 在未布置风电机组的一年中的测风数

据（图 10、图 11），测风塔 1 的主迎风方向在西北方（扇

区 292.5°），而测风塔 2 的主迎风方向在西南方（扇区

225°）。综合计算风电场区域的风资源特征（图 12）。
在全场的平均风速上，整个风电场区域呈现北低南高

的特征，最大值出现在风电机组阵列东侧的山脊上，最低

值则在测风塔 1 所在的区域。一期 64 台风电机组各自的平

均风速都在 9m/s~10m/s 之间，与测风塔 2 的风速值相近，

测风塔 2 具有很好的代表性。测风塔 1 显然处于风速的低

值区，加之上文提及的距离、海拔等因素，尽管其受尾流

影响小，却不适合作为超短期功率预测的预报点。

在风电机组布好后，其尾流效应有可能会影响测风效

果。因此势必要再对其位置作一次评估，如不合适作为预

测点，应再根据尾流效应最小原则选出合适的位置。

图10		测风塔1风速风向

图11		测风塔2风速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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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测风塔1和测风塔2处全场平均情况

结果点 海拔 高度
能量密度
（W/m2）

平均风速
（m/s）

考虑尾流效应的平均
风速（m/s）

尾流效应导致的平均
折减率（%）

测风塔 1 1373 70 453.2 7.72 7.72 0

测风塔 2 1490 70 1571.3 10.06 9.99 0.7

借助 WT 可获得由尾流效应产生的分扇区的风速衰减

系数，未来进行超短期预测时，分扇区的尾流衰减系数可

以用来校正实测风速。表 1 是全场平均的情况，在测风塔 2
的位置，全年平均风速为 10.06m/s，若考虑风电机组尾流

效应的影响，平均风速为 9.99m/s，尾流效应导致的平均折

减率为 0.7%。故测风塔 2 作为预报点也较为理想。

3 总结

建设一个风电场，首先要对选定区域进行风能资源评

图12		多塔综合的70m高度全场平均风速

估。用于风能资源评估的测风塔，在选址上必须综合考虑

风流参数定向计算的结果。在风加速因数最具有代表性，

湍流强度、入流角、水平偏差尽可能小的情况下，根据具

体的地形选择合适的位置。在获得一定时期的测风数据后，

将各测风塔的数据综合、外推，评估风电场区域内各风电

机组位置的风能资源情况，计算能量密度和发电量。用于

超短期预测的测风塔所在处的平均风速应与风电场平均风

速相近，如果尾流效应过大，则应考虑更换合适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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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小型风力发电机在新能源产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特别是在风光互补发电系统和分布式电源中有着广阔的应

用前景。我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进行中小型风力发电

机的研制和开发，当时是以铁氧体永磁发电机为主。随着

高效稀土永磁材料的大规模使用，目前的永磁同步发电机

完全替代了人们曾用的铁氧体永磁发电机、电磁式交流发

电机、磁阻式发电机等。本文根据我们对高效稀土永磁同

步发电机的研究成果，从电磁计算的角度对永磁风力发电

机的设计进行总结，对整体提高我国中小型风力发电机的

设计水平有积极的意义。

小型风力发电机电磁设计特点
俞红鹰，伍友刚

（广州红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广东	广州	518116）

摘  要 ：文章分析了小型风电机组用的永磁同步发电机的电磁设计特点，并与其他普通永磁电机区别，详细介绍了永磁同

步发电机各个电磁参数的特点以及对发电机性能的影响。重点介绍永磁同步发电机定子、转子设计的特点，对不

同的极数与槽数的配合进行对比分析，总结降低齿槽转矩的规律。

关键词 ：小型风电机组 ；电磁设计 ；永磁同步发电机 ；匹配性设计 ； 区域性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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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electromagnetic design features of small wind turbine permanent magnet synchronous generator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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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or stator, rotor design features, and contrasted different pole and slots number, a conclusion of weakening cogging torque is 

ob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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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型永磁同步风力发电机的特点

小型永磁同步风力发电机的特点是 ：励磁线圈被永磁

体取代，产品结构及制造工艺简单，成本降低；风力发电机

一般设计为扁平电机，长径比取值范围一般在 λ=0.25~0.8
之间 ；随着风力发电机组的功率等级及输出电压的增加，

富铜型电机的效率随之增加 ；实践证明小型风力发电机的

铜耗占总损耗的 80% 左右。

2 小型永磁同步发电机电磁设计特点

由于小型风力发电机在运行环境、工作方式上与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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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电机及异步电机有一定的区别，因此在电磁设计中对

相关参数的选择自身的特点。

2.1 电磁负荷的选择

风力发电机在运行中的散热条件相对其他普通电机来

说要好，因此在电磁设计中可以选择较高的电磁负荷，使

得永磁材料得到充分利用，减少电机体积。

电磁负荷主要包括气隙磁密 Bδ 跟线负荷 A，当 ABδ

的数值一定时，Bδ 与 A 的比值变化决定了发电机的性能指

标及质量 [3]；Bδ 大 A 小，发电机为“富铁型”，反之为“富

铜型”发电机，在风力发电机的电磁设计中，为了减少发

电机的体积与质量，通常采用较高的线负荷 A，从而使发

电机的用铜量明显增加，铜耗增大 ；一般选取线负荷 A 小

于 500A/cm ；气隙磁密 Bδ 的选择可根据磁钢的利用率来

选择，取值范围可比一般的同步电机高，建议取值范围为

0.75T~1T 之间 ；同时，同条件下切向结构的转子的气隙磁

密要比径向结构气隙磁密高，但切向结构磁钢用量会显著

增加。

2.2 发电机额定电压选择

离网型小型风力发电机铭牌的输出电压一般是以整流

后的直流电压为准，且直接以蓄电池负载，因此发电机的

额定交流电压理论设计时取值须按三相桥式整流换算，其

数值可按 1/6 周期内计算 ：

    

式中，Ud—整流后的直流电压，V ；         
          UAB—线电压，V ；

           UAO—相电压，V。          
为了降低风力发电机组的切入风速，充分利用风能资

源，在实际电磁设计中，发电机额定电压整流换算以后，

电压取值比蓄电池端电压高出 2V~4V。

2.3 电流密度选择

常规电机设计中，电枢电流密度取值范围一般在 3 A/
mm2~7A/mm2 之间 ；而对于风力发电机，根据工作环境及

散热方式，电流密度可适当取高 ；在槽满率充分利用的情

况下，电流密度过低，机组的切入风速过高 ；电流密度越

大，发电机对应的切入风速越低，但电机的发热量随之增加，

风力发电机整机抗大风能力减弱。所以适当选择电枢电流

密度对风力发电机整体性能提高很重要。

电流密度计算可按下式计算 ：

                       

式中，α—绕组并联支路数 ；      
            Nt—绕组并联根数 ；

            IN—额定相电流，A ； 
            ACu—导线截面积，mm2。 
2.4 功率裕量选择

衡量小型风力发电机组性能标准之一是低风速起动与

低风速切入。因此在电机设计时为了取得较低的起到阻力

矩，电机的功率裕量不能太大。同时，为了增加低风速下

的超载能力，转子磁钢的工作点不应取值过低。一般情况下，

在功率等级低于 10kW 的发电机组，最大输出功率不应超

过额定功率的 150%，大于 10kW 的发电机最大输出功率

不应大于额定功率的 125%。

2.5 定子设计特点

风力发电机组的额定转速一般都比较低，因此风力发

电机定子设计一般的都采用多槽、多极结构。

2.5.1 定子槽型

由于该类发电机的电磁负荷选择比较高，铜耗大，在

电磁参数设计中将定子槽型尽可能放大，以增加导线截面

积，降低铜耗，提高效率。普通电机设计中定子轭磁密、

齿磁密一般小于 1.8T，离网型小型风力发电机损耗主要体

现在铜耗上，铁心损耗比例占有率低，因此硅钢片利用率

可达到过饱和状态，磁密取值可适当取高。常规电机设计

定子轭磁密、齿磁密大致平衡相等，而对于离网型小型风

力发电机铁心损耗占总损耗的比例小，因此在电机电磁计

算时定子轭磁密、齿磁密差距比较大，但应尽量保证定子

齿磁密与轭磁密比应小于 2（图 1、图 2）。
2.5.2 极数与槽数的选择

定子槽数与极数的选择直接影响到整机的起动风速与

电压输出。

从起动性能来分析，极数越高，起动性能越好（齿槽

力矩与额定转矩都低），但在同条件下的风力发电机极数高

切入转速相对偏高（空载特性可以看出），因此在定子设计

中合理选用槽数与极数对小型风力发电机在低风速下工作

有着积极的意义。

表 1 是利用 RMxprt 对 300W 槽数一样的 8 极与 10
极的电机对比计算。

通常情况下定子槽数 Q 与极数 2p 的配合要满足以下

对称条件 [1] ：

（1）每极每相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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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不可约分数 ； 

（2） = 整数 ；                                                      

（3） 如果定子绕组为 a 条支路并联，则 = 整数。

2.5.3 定子斜槽、分数槽绕组

与普通永磁电机一样，为了降低电机电磁噪音，减少

电机振动，减少电机的齿槽转矩，定子通常采用斜槽与分

数槽绕组。对于风力发电机定子采用斜槽与分数槽绕组对

降低电机的起动阻力矩有着明显的效果。

齿槽定位转矩是永磁式电机的固有现象，齿槽定位转

矩的产生来自于转子永磁体与定子齿之间的切向力，是转

子永磁体与定子齿槽相互作用的结果。定位转矩主要源于

定子齿槽，所以也被叫做齿槽 (cogging) 转矩，或者广义一

些叫做齿槽定位转矩。

齿槽转矩抑制方法有 [4] ：

（1）减小槽口宽度、采取磁性槽楔、减小齿尖饱和度（适

当的齿尖高度）；

（2）增大每极槽数、增大气隙长度、减小气隙磁密、

改善气隙磁场分布 ；

（3） 补偿或抵消齿槽定位转矩作用的方法 ；

（4） 分数槽极比 ；

（5） 定子采用斜槽或转子采用斜极，对于风机发电机

一般是定子采用斜槽。

应该注意的是采用斜槽应选用合适的斜槽距，斜槽距

的选取并没有严格的规定与限制，一般都是凭经验而定 ；

对于小型风力发电机采用的斜槽一般选用斜 0.8 － 1.1 槽比

较合适。

表 2 是利用 RMxprt 软件对 300W 电机采用斜槽与直

槽的对比分析，从中可以看出斜槽电机的起动优势。

在分数槽绕组设计时注意分数槽绕组与定子槽数 Q 相

对应，理论与实践证明 ：式（1）中分母 d 越大，电机的起

动性能越好。降低电机的齿槽力矩主要取决于分数槽绕组，

目前用于离网型的发电机普遍都采用分数槽绕组，与一般

的电机绕线方式相同，这里不再详细叙述。

2.6 转子设计特点

小型永磁同步风力发电机按工作主磁场方式不同，主要

分为切向磁场形式和径向磁场形式两种；如图 3、图 4 所示。 
在径向结构中一对极两块磁铁是串联的，因此是一块

表1 极数不同的对比计算

极
数

X1 X2 X3 X4 X5 X6 X7

8 0.3 71.50 0.049 12.15 301.03 900 13.78

10 0.3 58.53 0.001 12.25 306.29 900 8.53

* 注：X1- 额定功率（kW）；X2 - 空载电压（V）；X3-齿槽力矩（Nm）；

X4-负载线电压（V）；X5-计算输出功率（W）；X6-同步转速（r/

min）；X7- 额定转矩（Nm）。

表2 斜槽宽(槽数)对发电机性能影响

斜槽数 Y1 Y2 Y3 Y4 Y5

1.1 0.3 71.48 0.90 0.049 12.67

1 0.3 71.79 1.00 2.64E-13 12.77

0.8 0.3 72.32 1.30 0.108 12.96

0.5 0.3 72.90 1.64 5.02E-12 13.16

0 0.3 73.27 2.91 0.58431 13.30

* 注：Y1- 额定功率（kW）；Y2-基值感应电压（V）；Y3-电压畸

变率（%）；Y4-齿槽力矩（Nm）；Y5-额定转矩（Nm）。

图1		径向结构磁密分布图 图2		切向结构磁密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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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铁截面积对每极气隙提供磁通，两块磁铁的磁化方向长

度对磁路提供磁势，故电机气隙磁感应强度近似等于磁铁

工作点的磁感应强度。

切向结构中，相邻两块磁钢是并联的，由两块磁钢截

面积通过磁极向气隙提供磁通，只有一块磁钢向磁路提供

磁势，这是一种聚磁机构形式，其气隙磁感应强度可大于

磁钢工作点的磁感应强度，因此该结构可充分发挥磁钢矫

顽力高的优势，气隙磁感应强度远大与切向结构的气隙磁

感强度 [1]。

从两种转子的对比来看，径向形式的转子漏磁较小，

工艺简单，制造方便，为目前国内风电制造厂家普遍采用

的一种形式，其中包括兆瓦级的风力发电机。 
切向结构是一种聚磁结构，便于提高电机的磁负荷，

对极数较多的电机转子，采用切向结构也较易实现。但由

于切向结构制造工复杂，特别是大容量电机装配起来比较

困难，所以一般用于千瓦级别的发电机中，而在国内小型

风力发电机市场采用这种结构的相对比较少。

值得注意的是，切向结构的转子产生的漏磁比较大，

转轴尽量采用非磁性材料，如不锈钢等，同时隔磁材料外

径尽可能加大。在相同的技术参数，定子冲片、相同的极

弧系数以及相同的功率输出的情况下，径向结构的发电机

的反电势比切向结构的高。

同输出特性的条件下径向结构的波形畸变率要比切向

结构的小，利用 Ansoft 软件对两结构进行空载仿真，从反

电势中明显可以看出其区别（图 5、图 6）。
2.7 离网型风力发电机的区域性设计

目前国内各小型风力发电机厂家对同一型号的风力发

电机组，在不同地区使用的发电机是同一型号发电机，由

此带来的问题就是 ：

（1）按常规电机设计的风力发电机组在内陆风能资源

相对贫乏的地区，发电机能够正常切入工作，但在风能资

源丰富的地区（如内蒙古，西藏，新疆，海岛等地区，常

年风速比较大，而且 20m/s 的风速较为正常），长期处于高

负荷状态下运行，风力发电机容易烧毁。

图3		径向结构磁力线分布 图4		切向结构磁力线分布

图5		切向结构反电势波形 图6		径向结构反电势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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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反之，将安装在资源丰富地区正常工作的小型风

力发电机组，安装在风能资源贫乏的地区，往往出现发电

机不充电的状态。

因此根据区域性风能资源差异，有针对性地设计小型

风力发电机组永磁同步发电机，显得尤为重要。

区域性发电机设计的特点是根据不同地区的风能资源

合理调整发电机的切入转速，一般情况下风能资源丰富地

区用的发电机切入转速可设计得相对较高，这样电流密度

下降，发电机的超载能力加强，交、直轴同步电抗降低，

损耗减少，整机效率增加，发电机的安全性能得到保障 ；

反之亦然。

2.8 风力发电机的匹配性设计

目前国内各小型风力发电机厂家大部分采用外购风力

发电机叶片的方式，不了解叶片的特性，这样生产出来的

风力发电机的可靠性是没有保证的。风力发电机组设计的

核心技术就是叶片和发电机的匹配设计，这种匹配包括力

矩特性的匹配，功率特性的匹配和效率特性的匹配。由于

风力发电机的有效工作风速范围宽，要实现风力发电机的

叶片和发电机在整个有效风速范围内的最佳匹配，必须反

复进行设计和试验的验证。图 7 至图 9 是风力发电机的叶

片和发电机输出特性曲线以及发电机的效率曲线。

3 结论

本文采用的发电机算例采用 0.3kW、8 极 36 槽永磁同

步发电机分析了小型风力发电机的电磁设计特点， 同时我公

司对各电机参数调整的电磁设计方案进行过一系列的验证，

并做成成品进行测试与对比，在对小型风力发电机组的整

体性能的提高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尤其在小型风力发电

机区域性的设计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优质高可靠性的风力

发电机一定是建立在优质设计的基础上的，只有坚持自主

创新和科学方法相结合，才能开发出好的产品。

参考文献

[1] 樊贵勇 , 马锦珍 . TFY 小型风力发电机设计中的几个问题 . 中小型电机 , 

1992.(3): 11-14.  

[2] 赵朝会 , 李遂亮 , 王新威 . 径向和切向永磁同步发电机的比较研究 . 大电

机技术 , 2007(4): 1-4.

[3] 陈世坤 . 电机设计（第 2 版）[M]. 北京 : 机械工业出版社 , 1992.

[4] 王秀和 . 永磁电机 [M]. 北京 : 中国电力出版社 , 2007.

收稿日期：2012-06-15。

作者简介：

俞红鹰（1957-）， 男，本科，高级工程师，广州红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伍友刚（1979-），男，本科，工程师，主要从事永磁同步发电机设计与

测试。

图7		叶片输出特性曲线

图8		发电机功率输出曲线

图9		发电机效率曲线



技术 | Technology

82  风能 Wind Energy 

0 引言

即使是久负盛名的风电轴承制造商，也不能百分之百

保证自己的高品质轴承可以在风电场运行 20 年而安然无

恙。安装、润滑、密封、运行环境、运转状态等，都将是

缩短轴承寿命，甚至造成损伤的致命因素。

经过几年跨越式的发展，风电场业主开始将目光冷静

地聚焦在他们运转多年的风电机组机的运行效率上。早期

设计、制造缺陷的接连暴露，带来不断超出预算的维修费用。

同时逐渐增多的非计划停机或事故停机时间，令可用利率

大幅降低，直接导致利润下滑。

某齿轮箱维修企业曾表示，即使满足了 VDI 的标准，

其维修后的齿轮箱仍被业主拒收，原因是被检测出存在隐

患。毫无疑问，无论是对于风电场业主、制造商还是运维

服务商，状态监测成为提高可靠性和运营效率的必由之路。

铁姆肯公司将状态监测技术应用在其风电研发中心的测试

台上，并将这一技术融入到服务工程中，通过磨合监测，

找到潜在隐患及高发故障的根源，指导有效的设计改进 ；

通过出厂检验，避免不合格部件及不良的安装 ；通过运行

监控，实现从预知维修到可靠性维护的迈进，大幅提升可

利用率 ；通过根源分析，找到故障的高发部位部件，通过

改进提高整体可靠性。

一份多年前的调查报告称，对海上风电场实施状态监

测，平均可为每台机组带来 34 万元人民币的收益，并可将

可利用率提升到 95%。当时的直接收益已是投资的几倍，

如今对于大兆瓦级机组而言，状态监测的投资回报率将更

为可观。[1]

1 风电机组状态监测的难点

状态监测技术，尤其是振动分析技术，已在国内应用

数十年，并在冶金、电力、石化、造纸等多个行业成熟应用。

然而对于风电行业，技术的应用却面临难题。某风电设备

制造商设立专门的质检监测部门已近 10 年时间，但在风电

风电运营维护中的状态监测研究
张恩广	

（铁姆肯公司，上海	200030）

摘  要 ：通过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技术的有效实施，实现基于可靠性的设计改造与运行维护，从而使风电机组提高运行效率，

实现优质安全运行。

关键词 ：可靠性 ；预知维修 ；加速度包络技术 ；润滑状态监测 ；超低转速诊断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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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是否实施整体在线监控项目的抉择上，仍踟蹰不前。因

为经过多年的实践检验证实，大多数在其他行业行之有效

的监测技术及手段，在风电设备上却难以实现有效监测。

这源于风电设备自身的特性 ：非刚性支撑、主轴超低

转速、非稳态运行，以及复杂的齿轮结构和电机设计。对

于超低转速滚动轴承早期损伤的预知，一直被业界公认为

世界性难题。更何况运转在随风摆动的机舱中，工况不断

变化，偏航、变桨及其他干扰频繁发生。操作者甚至希望

在变速变载状态下，实现对传动链各个部件的智能报警及

专家诊断。但如果没有有效的监测手段，一切就无从谈起。

2 优化解决方案

运用最新的技术及监测系统，通过时刻探查轴承及风

电机组的运转情况，经过几年的实践检验及一系统的技术

革新，专为风电设备研发的新一代集成式 OIS 在线监测系

统，被证实行之有效。

2.1 冲击脉冲技术

传统的加速度包络技术在风电机组监测上存在困难，

这与其测试原理有关。轴承运转产生的冲击信号引发波阵

面在结构体内部传播，激发机构体各部位的共振。加速度

包络技术是通过获取这一共振信号来实施分析。低转速的

主轴轴承、齿轮箱 LSS 轴承产生的冲击十分微弱，激发结

构体的共振也相当微弱。这要求传感器的灵敏度大幅提升，

同时后期的处理单元必须选择正确的滤波放大器，从纷繁

剧烈的低频振动中抽丝剥茧出微弱的共振信号。受到这种

严苛条件的限制，使得低于 50r/min 的设备，成为常规振

动分析的禁区。[2]

即使是齿轮箱 HSS 或发电机轴承，由于振动加速度传

感器的一致性难以掌控，又缺少共振抑制，加速度包络技

术面临滤波器选择难题和包络采样失真问题，使得

频谱幅值失真及频率混淆。

某公司研发了一种针对后期解调过程实施超高

频采样和峰值保持的技术，有效改善了包络频谱的

幅值失真问题，但仍难免加速度传感器对微弱的弹

性波响应不足的先天缺陷。[3]

同样是“共振解调技术”，利用传感器共振调

制来获取冲击脉冲信号的方法，显然具有“先天优

势”。设计独特的冲击脉冲传感器，对波阵面的响应

相当灵敏，即使冲击十分微弱，均可激发传感器的

32kHz 共振，并输出信号。这使得冲击脉冲技术可

以探知更早的轴承损伤。同时严格校核的共振放大，确保

了冲击读数的准确。超过 40 年的成功应用，使这一技术广

受赞誉。

冲击脉冲技术的另一个优势是简单易懂的读数。通过

对每秒钟内发生的几百上千个冲击的有效获得和数理统计，

得到峰值 HDm 和地毯值 HDc，并归一化了冲击的“绿黄红”

报警阀值。HDm 是高幅度、低发生率的冲击指标，代表着

轴承损伤的状态 ；HDc 是低幅但高发的冲击指标，反映了

润滑状态。这是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对两个指标的长期监测，

不但能提前数月发现早期损伤，还可以及时发现润滑不良

的轴承，通过改善润滑以提高轴承寿命。

针对某风电场发电机轴承的频繁失效问题，进行现场

测试。图 1 是发电机驱动端轴承的冲击指标。每次机组启

动，HDm/HDc 两个参数均处于黄色预警区，这是典型润

滑不良的信号 ；经过两三小时的运转，油膜才得以充分建

立，HDm/HDc 降低到绿色安全区。但停机之后再重新启动，

状态依旧。由此我们可以得知，除了抱闸冲击之外，润滑

不良是高速轴轴承的又一威胁。这是温度监测或振动分析

都难以发现的问题。

2.2 超低转速诊断技术

OIS 监测系统配备了最新的超低转速诊断技术，包括

对传感器、信号处理电路、软件分析方法的一系列革新。

专门为超低转速轴承而设计的高灵敏度冲击脉冲传感

器，将探测范围拓展至－ 40dB（标准冲击的 1%）的微弱

弹性波，同时严格标定了共振带宽。后期处理单元采用更

优化的共振抑制电路、数字带通滤波，以及高达 24 位的 A/
D 转换，大幅提升了信噪比。

超低转速诊断技术的核心是突破传统采样定律的超长

周期高速采样及一系列革新的后期处理算法，包括数字包

络、100kbps 高速包络采样、正态分布干扰滤除、征兆增

图1		转速与冲击脉冲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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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技术等。这使得超低转速诊断技术不但具备冲击脉冲传

感器的“先天优势”，还成功弥补了传统包络解调的“后天

不足”。 同时，采用转速跟踪与分数抽取的阶比技术，是解

决非稳态诊断（风电机组转速不断变化）的必要手段。[4]

图 2 是采用此技术采集到的某主轴轴承冲击波形，转

速为 15r/min，可清晰地看到被转速调制的轴承内环缺陷

导致的冲击。同期采用加速度包络技术则难以获取。

图 3 是某大型直驱主轴轴承的冲击脉冲频谱，转速为

20r/min。冲击脉冲指标低于 5dB，不足以引起重视。但仍

然能清晰地看到轴承内圈的征兆频率，尽管其幅值也非常小。

2.3 智能征兆监测技术

对于风电机组采用神经网络法来实现“专家系统”，是

略显笨拙和晦涩的，因为提示的诊断报告往往前后相左。

OIS 系统提出了简单易行的办法，针对每种预设的故

障征兆采取趋势跟踪。用户不但可以在频谱图上看到智能

的征兆指示，直接得到归一化的征兆拟合指标，还可以看

到他们的发展趋势，并用棒图统一显示，使得没有诊断经

验的人，也可以轻易得出诊断结果。

这种新型的智能诊断方法还采取了自学习技术，通过

数理统计法修订变速变载状态下的报警阀值，从而减少误

报率。利用 OPC 等开放式平台，OIS 系统实现与 SCADA
的数据共享，从而形成综合的设备监测平台，并作为生产

运行的重要信息，指导运行与维护保养。

3 结语

如今，拥有一系列先进技术的 OIS 监测系统已为多家

齿轮箱制造商、主机厂及风电运营商所采用，并卓有成效。

OIS 系统综合利用了振动分析技术与冲击脉冲分析技术，

无论是传统的传动链模式风电机组，还是直驱型、混合型

机组，都可通过该系统实现早期损伤的及时发现和准确诊

断，这是预知维修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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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简介

图 1所示为V52－ 850kW风电机组主轴组件装配图 [1]。

在主轴、前后轴承和轴承座的组装中使用了热装工艺。

装配是立式进行的，主轴、前后轴承和轴承座的主要

装配步骤如表 1 [2]。

两次对轴承座的加热都使用氧气－丙烷火焰加热，并

且第一次加热为悬挂重物下作业。由于安全原因，车间内

明火作业和悬挂重物下作业是被禁止的。另外，符合安全

规定的瓶装丙烷采购价格非常昂贵。此外，操作者必须围

绕工件不停移动以使加热均匀，不时地测量工件温度以便

确认是否完成加热，这都造成了很长时间的加热工作。为

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急需找到一种更安全、低成本、高

效率的加热方式。

1 改进方案

 感应加热是工业中常用的加热方式。通常感应加热器

V52机舱组装中主轴热装工艺的改进
商力强1，龙世伟2，马英麟1

（1.	维斯塔斯风力技术（中国）有限公司，天津	300462；2.	保定玉龙特种电器有限公司，河北	保定	071000）

摘  要 ：在 V52 － 850kW 风电机机舱组装的主轴、轴承和轴承座热装工艺中，使用定制的感应加热器替代原有的火焰加热，

提高生产安全和产品质量、缩短工时、降低生产成本。

关键词 ：V52 ；V60 ；主轴承 ；感应加热器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2)08-0086-03

Main Shaft Hot Charging Process Improvement in V52 Nacelle Assembly
Shang Liqiang1, Long Shiwei2, Ma Yinglin1

(1. Vestas Wind Technology (China) Co., Ltd., Tianjin 300462, China;

2. Baoding Yulong Special Electrical Appliance Co., Ltd., Baoding 071000, China)

Abstract: Improve V52-850kW wind turbine main sha�, bearing and bearing house hot charging process by replacing gas torch �ame heating 

with special designed induction heater in nacelle assembly to improve safety and quality, shorten operation time and reduce cost.
Keywords: V52; V60; main bearing; induction heater

用来加热轴承的内圈，但我们需要的是对轴承座的内腔进

行加热。用于内腔加热的 CLC － 60 型循环线圈感应加热

器（图 7）[3] 是我们定制加热器的设计基础。基于我们的要

求以及互相讨论，国内著名感应加热器制造厂家保定玉龙

特种电器有限公司为我公司设计制造了 TCX 型专用感应加

热器，用来替代火焰加热。 

图1		V52	主轴组件装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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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主轴、轴承和轴承座安装步骤

顺序 操作 使用设备 参考

1
加热前轴承内圈到

110℃
SKF 轴承感应加热器

图 2

2 安装前轴承到主轴上 Vestas 专用工具

3
加热轴承座的前轴承内

腔到 50℃

氧气-丙烷火焰加热

枪 /Fluke 测温表
图 3

4 安装轴承座到前轴承上 天车 图 4

5

加热后轴承内圈到

75℃
SKF 轴承感应加热器

图 5
加热轴承座的后轴承内

腔到 50 ℃①

氧气-丙烷火焰加热

枪 /Fluke 测温表

6
安装后轴承到主轴和轴

承座
Vestas 专用工具

图 6a

和 6b

* 注①：由于此时轴承座内腔已涂抹润滑油和轴承润滑脂，并且大

部分空间被已经安装的主轴占据，所有只能加热轴承座外部以使内

腔升温。

图2		前轴承安装到主轴上 图3		轴承座前轴承内腔加热

图4		轴承座安装到前轴承上 图5		轴承座后轴承内腔加热

图 8 所示为加热器电气原理图，感应加热器带有上下

两个加热线圈，图 9 是加热器的外型和结构。此专用感应

加热器的核心设计是包括上下两个加热线圈的二合一结构

的中空加热线圈，上下加热线圈由支架和特殊设计的关节

轴承连接，使加热线圈非常容易对正轴承座，见图 10 [4]。

加热器的加热过程由微电脑控制，包括 3 种加热方式：

时间加热模式、温度加热模式和温度保持模式。可以根据

需要选择不同模式。

 使用定制感应加热器进行 V52 主轴承座前后轴承内腔

加热的方法如下 ：吊起轴承座到上加热线圈上加热轴承座

的前轴承内腔，如图 11，当达到设定加热温度时，加热自

动停止并有声音提示 ；移动加热器小车，提起然后降低加

热线圈使下加热线圈进入轴承座的后轴承内腔，如图 12，
进行加热，当到达设定温度时，加热自动停止并伴有声音

提示 [5]。

2 结论

本文介绍了一种定制的感

应加热器，在 V52 风力发电机

主轴、前后轴承和轴承座装配

中用来替代原有的火焰加热工

艺。对比火焰加热，感应加热

器具有安全可靠、高效率、加

热均匀、使用方便等优点。通

图6a		安装后轴承 图6b		后轴承安装到主轴和轴承座

图7		CLC－60型循环线圈
感应加热器 图8		电气原理图（加热线圈电动升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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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使用感应加热器，我们消除了车间明火作业和悬挂重物

下作业，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安全，由于加热均匀提高了产

品质量，并且缩短了 1/3 加热时间、减少了 1/3 生产成本。

3 补充

在呼和浩特维斯塔斯风力系统（中国）有限公司的

V60 机舱组装中，一种改进版的感应加热器投入使用，如

图 13。V60 是和 V52 同一平台上专门为中国市场研发的一

种 850kW 风电机组。这种改进版的加热器的小车移动和加

热线圈的提升和下降是由手动改进为电动，这个改进提高

了这种设备的自动化程度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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