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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From The Editor

文／秦海岩文／秦海岩

好心办好事

最
近，许多媒体都在谈论我国风能领域新出台的一些规则，从 6 月份出现

的黑龙江省气候资源探测和保护条例，到 8 月份同样在东北开始试行的

风火替代交易，以及之前的风电机组并网检测管理办法，各界人士都发

表了自己的意见，有些见解很有建设性，也体现了社会对我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事业

发展的关注和支持。同时透过这些争论，也让我们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在对一

些政策和规则的认识上缺少了共识？

政策制定者受自身的知识能力、利益诉求、对实际情况的了解程度以及决策过程和

决策方法等因素的影响，偶尔会出现政策实施效果与人们的期望大相径庭的情况。综合

来看，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基础”上难以立足，在“初衷”上很是可疑，难以

经受公众对“公允”概念的哪怕是最朴素的分析，另一类则是“好心办了坏事”。

前者如气候资源探测和保护条例，在“晒太阳和吹风也要审批和交费”的笑谈背后，

是社会对公共服务机构部门权力扩张欲望的厌恶和无奈。对于以“保护”之名行“限制”

之实的规则，风能行业有责任表达自己的看法和声音，让规则在民主的氛围中更趋近于

公平。我国的新能源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怀和支持，它

对社会经济既有现实的意义，更有长远的战略意义，任何短视的“一己之私”都是不可

取的。

后者如风电并网检测和风火替代交易规则，制度设计者的出发点是良好的，甚至目

标是崇高的，却不得不面对被指“一厢情愿”的委屈。这些制度都是为了解决风电并网难、

弃风限电现象严重的问题，但因经验、技术手段的欠缺以及对政策可能产生的各种效果

的科学论证的不足，从长远上讲，反倒可能衍生对风电不利的因素，例如，让风电界最

担心的是，这个制度会不会打开“风电付费上网的潘多拉之盒”，让本已确立的“风电全

额上网的法律地位”发生动摇。其实，无论是“拔苗助长”，还是“越俎代庖”，都可能

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这不禁让人想起美国国会在 1973 年通过的《濒危物种法》，当时

人们无法预见，由于野生动物保护区与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发生了矛盾，保护名单上的野

生动物比在被列入名单前遭受到了更大的威胁，《濒危物种法》让动物消失得更快，完全

帮了个倒忙。

当前，我国的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在各行各业都亟需利益机制的重构，而不

仅止于政策层面的修修补补。政府和有关部门，应该准确定位职能，既要严于监管，又

要“放权”给市场，只有以真正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为前提，以资源与利益的合理共

享为核心，以良好的沟通和信任为纽带，才能缔造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规则，才能缔造

出正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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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琦主持召开张家口
地区风电发展座谈会

8月 8日，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刘琦

对河北省张家口地区风电并网运行情况

进行调研，并主持召开了张家口地区风

电发展座谈会。来自河北省发改委、能

源局、风电开发企业、电网公司、工程

全国风电传动系统维护 
及磨损修复技术研讨会
召开

8 月 8 日，在中国可再生能源学

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的支持下，杭州微

尔纳米材料有限公司、德国 REWITEC

公司和中国摩擦学会共同举办的

“2012 年全国风电传动系统维护及磨

损修复技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

来自风电开发商、风电机组制造企业、

零部件制造企业、认证机构、研究机

构和高校等领域的 30余名代表参加了

会议，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

会  议

2

1

委员会主任贺德馨出席会议并发言。

此次会议主要讨论了风力发电机

组传动系统维护技术的国内外发展现

状、当前风电机组传动系统运行中存

在的问题和故障，并交流了这些问题

的有效解决方案以及风电机组传动系

顾问公司、行业协会以及研究机构的60

余人参加了会议，座谈会围绕张家口地

区风电发展取得的成绩和持续健康发展

面临的矛盾和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讨论。

刘琦充分肯定了近年来张家口地

区风电发展的成绩，阐述了风电发展面

临的形势和下一步的主要任务。会议对

下一步的工作也作出了具体部署：一、

电网企业要进一步加强风电项目配套电

网设施及送出线路的规划建设工作，充

分利用京津唐电网电力市场规模大的优

势，积极扩大风电的配置范围，改善张

家口地区风电送出和市场消纳的条件。

二、电网企业要依托风光储输示范项目

的建设经验，深入研究大规模风电并网

的运行调度管理技术，优化风电、光伏

发电工程及接入电网的技术方案，形成

完善的风电、光伏发电并网技术体系。

要通过在张家口地区的实践经验探索先

进的电网运行管理技术，并在全国范围

内积极加以推广应用，建立起世界先进

水平的风电并网运行管理体系。三、河

北省能源局要积极加强相关的研究工

作，结合供热等民生工程建设和现代农

业设施建设，建立当地工业企业与风电

的协调运行机制、风电与火电的协调运

行机制，提高本地区风电消纳的水平，

最大限度提高风电的利用率。

统工作条件监控和维护保养等经验。 

其间，相关风电设备公司的技术

人员就目前国内传动系统的运行问题、

维护情况及用户对风电机组和传动系统

维护保养的需求方面做了相关报告，与

参会者一起分享了心得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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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裁定美国可再生
能源扶持政策违反WTO
规定

8月 20日，商务部网站公布了关

于对美国可再生能源产业部分扶持政策

及补贴措施贸易壁垒调查的最终结论。 

商务部最终认定，美国华盛顿州

“可再生能源生产鼓励项目”、马萨诸

塞州“州立太阳能返款项目 II”、俄亥

俄州“风力生产和制造鼓励项目”、新

泽西州“可再生能源鼓励项目”和“可

再生能源制造鼓励项目”、加利福尼亚

州“自发电鼓励项目”6 项被调查措

施构成世界贸易组织（WTO）《补贴

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 3条的禁止性

会  议

上海启动
碳排放交易试点

8 月 16 日，上海市政府召开上海

市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启动大会，部

署碳排放交易试点各项工作，有 200

家企业纳入试点范围，这标志着上海

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全面启动。

去年 11 月，国家发改委明确在上

海、北京等 7 个省市开展碳排放交易

试点，试点时间为 2013 年至 2015 年。

上海近期已制定印发了《上海市人民

政府关于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的

实施意见》。

根据总体安排，上海市参加试点

的单位为钢铁、石化、化工、有色、电力、

建材、纺织、造纸、橡胶、化纤等工

业行业中年二氧化碳排放量 2 万吨以

上的重点排放企业，以及航空、港口、

机场、铁路、商业、宾馆、金融等非

工业行业中年二氧化碳排放量 1 万吨

及以上的重点排放企业。对于上述范

围之外以及试点期间新增的二氧化碳

年排放量达到 1 万吨及以上的其他单

3

4

补贴，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补贴与反

补贴措施协定》第 3条和《1994 年关

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3条的有关规定 ,

对正常国际贸易造成扭曲，构成对中国

可再生能源产品对美出口的贸易壁垒。 

公告指出，根据《对外贸易壁垒

调查规则》规定，商务部将依法采取相

关措施，要求美方取消被调查措施中与

世界贸易组织相关协定不符的内容，给

予中国可再生能源产品公平待遇。 

2011 年 11 月 25 日，商务部依

据《对外贸易法》和商务部《对外贸

易壁垒调查规则》的规定，对美国可

再生能源 6 项扶持政策及补贴措施发

起贸易壁垒调查。2012 年 5 月 24 日，

商务部公布了上述调查的初步结论。

位，试点期间实行碳排放报告制度。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对上海

试点前期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表

示，上海试点的启动“不仅是上海积

极探索利用市场机制推进绿色低碳发

展的大好尝试，也是我国在逐步建立

碳排放市场方面迈出的标志性步伐”。

贸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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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研发的Durathon钠盐
电池技术实现商业化

8 月 2日，GE公司表示，其经过

多年研发的Durathon 钠盐电池技术实

现商业化。最近，GE宣布再投入 7000

万美元扩建位于纽约 Schenectady 的

电池工厂，这将成为GE新的能源储存

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Durathon 电池仅有传统铅酸电池

的一半大，但使用寿命则比铅酸电池

长 10 倍。这项突破性的技术将为包括

电信和公用事业在内的 GE 全球客户

提供可靠且极具成本效益的能源储存

新选择。

GE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伊梅尔

特说：“GE 能源储存业务诞生于纽约

州的首府地区，并从一个想法最终发

展成为一座先进的制造工厂，我们预

计这项新业务将在几年后带来 10 亿美

元的年收入。我们会继续将这项电池

技术的运用范围从电信扩展到新的领

域，如新一代高能效汽车、火车机车

和矿用车辆等等。”他还表示，这项新

电池技术包含了 30 项专利。

据悉，位于南非约翰内斯堡的一

家工程公司 Megatron Federal 已与

GE 签署了购买 6000 块电池的采购合

同，产品将于 2013 年交付。

这座新电池工厂占地面积大约相

当于四个足球场，预计年生产能力大

约为 1000 兆瓦时，足以满足 1000

户美国家庭一个月的能源需求。生产

Durathon 电池的原料主要是极易获得

的盐和镍，无毒，并且可以循环使用。

在零下 20℃到 60℃的使用环境下，电

池性能不受影响。同时其拥有的智能

化电池管理系统可有效防止电池过充。

6

我国清洁能源发电量
大幅增加

8 月 21 日，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

（简称电监会）在其网上公布了 2012

年 7月我国清洁能源发电收购情况。 

5
据电监会监测，今年 1月至 7月，

我国清洁能源发电 1068 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31%。其中，水电发电量 916

亿千瓦时，增长 33.9%；风电发电量

65 亿千瓦时，增长 56.7%；核电发电

量 86 亿千瓦时，增长 12.1%。截至

7月，全国共消纳清洁能源电量 5055

亿千瓦时，占全部上网电量的 18.4%，

同比增长 1.9%。其中，水电消纳电量

393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5.6%；风

电消纳电量 56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9.7%；核电消纳电量 550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15.3%。

截至 7 月底，全国新增水电 600

万千瓦，新增风电 483 万千瓦，全国

规模以上水电装机达 20263 万千瓦，

同比增长 6.1%；核电装机 1257 万千

瓦，同比增长 16.2%；风电装机 5381

万千瓦，同比增长 37.1%。从以上数

据可以看出，今年上半年我国清洁能

源装机规模持续增长。

发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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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运达风电有限公司
建成投产

8 月 5 日，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

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宁夏运达风电

有限公司“2.5 兆瓦及以上风电机组研

发转化项目投产仪式”在宁夏吴忠举

行，共有 200 余人参加了投产仪式并

参观了生产作业区。

吴忠生产基地总占地面积 66670

平方米，项目总投资约 5.1 亿元，于

2011 年 5 月开始建设，一期投资约

2.45 亿元，建成后将形成年产 50 万千

瓦风电机组的生产能力，项目全部投

产后，将形成年产 100 万千瓦风电机

组的生产能力，年产值达 35 亿元。作

为浙江运达建成投产的第三个生产基

地，吴忠生产基地将主要生产 2.5 兆

瓦风电机组及更大容量风电机组。同

时，宁夏运达将针对西北地区特有的

风资源条件展开深入研究，开发出适

合西北地区风况条件的抗低温、抗风

沙风电机组，为运达在西北地区的市

场开拓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在风电产能建设方面，运达目前

已拥有杭州临平、河北张北、宁夏吴

忠和在建的浙江舟山海上风电项目等

4 个生产基地，基本形成了以杭州总

部为中心、辐射三北地区、面向海上

风电的战略布局。

金风科技发布2012年度
中期报告

8 月 24 日，新疆金风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简称金风科技）宣布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年度 ( 报告期内 )

的中期业绩。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编制的未经审计财务报告，报告期内，

公司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34.51 亿元，

公司股东应占利润为人民币 7207 万

元，每股基本赢利为人民币 0.03 元。

公司上半年度经营业绩符合一季度公

布业绩预期。

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 的 6 个

月内，金风科技整体毛利率为 13.3%，

较之前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 6

个月的 12.8%有一定增长，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的 6个月内，集团整体毛

标未签订单 2967.25 兆瓦。

报告期内，公司率先推出针对年

平均风速 6.5 米 / 秒以下超低风速区域

专项设计的 GW93/1500 超低风速直

驱永磁机组，首台样机运行结果超预

期。另外，金风科技在澳大利亚、美国、

非洲和南美洲等海外市场的风电项目

也在稳步推进中。

利率为 21.0%。

金风科技 2012年上半年公开市场

招标中项目中标率成绩理想。由此，金

风科技在手订单由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 6327 兆瓦增到截至 2012 年 6

月 30日的 7806 兆瓦，增长了 23.4%。

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集团的在手

订单包括待执行订单4838.75 兆瓦和中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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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车风电
获贵州花溪8万千瓦订单

8 月 6 日，中国南车风电正式签

订贵州花溪云顶 8 万千瓦风电项目合

同，将为该风电场提供 53 台 WT1500

高海拔型风力发电机组，从而进一步

稳固了中国南车高原型风电机组占领

国内市场份额第一的地位。

当前，随着我国风电整机制造业

竞争日渐激烈，作为我国国内自主掌

握变频控制核心技术的风电整机制造

企业，南车风电依托强大的核心技术、

人才队伍和成熟化工程经验，相继开

发出了 WT1650 全系列风力发电机

组、WT1500 高海拔型风力发电机组、

WT2500 濒海和内陆型风力发电机组，

其中，WT1650 全系列风力发电机组

获得了国家权威机构低电压穿越认证。

此次中标的WT1500 高海拔风力

发电机组，是南车风电结合中国南车

联合动力长江（江苏）
有限公司揭牌

8 月 18 日，联合动力长江（江苏）

有限公司揭牌暨临港高端海工项目奠

基仪式在镇江扬中市经济开发区隆重

举行。

镇江市政府、国电科环集团以及

联合动力公司的相关领导出席仪式并

为临港高端海工装备制造基地项目奠

基培土。    

临港高端海工装备制造基地项目

由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国信

集团江苏省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和银

佳集团扬中文德新能源有限公司三方

合作开发，主要从事 3兆瓦 ~6 兆瓦海

上风电机组及海洋工程装备设计、生

产制造、工程承包、风电机组配套产

各方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实施战略合

作，共同建设大型风电机组设备及海

工装备生产基地。该项目计划占地约

53.34 万平方米，使用海岸线 800 米，

建成后将是中国最大、最先进的海上

风电机组及海工装备制造基地之一。

品销售等，可充分发挥联合动力的品

牌和技术优势，尤其是大功率海上机

组在国内的技术领先优势。同时，结

合江苏省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雄厚的

资本及风场资源优势，以及扬中文德

新能源有限公司较强的市场开拓能力，

9

10

轨道交通产品在高海拔特殊环境（青

藏线）下成熟运行的技术经验，考虑

高原的地形地貌和气候特点等因素打

造的一款机型，该机型先后获得中国

华电、华能等电力集团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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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风电2.5兆瓦高原型
机组在贵州四格风电场
并网运行

8 月 30日，装机容量 47.5 兆瓦的

贵州盘县四格风电场一期工程完成了第

19台GX93 2.5 兆瓦风电机组的动态调

试，顺利实现风电场整体并网运行。

据银河风电工程师介绍，银河风

11

电 2.5 兆瓦风电机组采用的直驱永磁及

水冷却等核心技术，使其在普遍具有低

空气密度、低气压及地势复杂等特点的

高海拔地区应用具有明显的优势。

首先，GX93 2.5 兆瓦机组由于无

齿轮箱损耗、无励磁损失，再加上其经

过气动设计优化的定制叶片，能有效

提高机组发电效率，从而保证了四格

风电场在 0.92kg/m3 的低密度条件下依

然能实现 2100 小时的年等效发电小时

数；其次，作为一款采用水冷却技术

的直驱风电机组，GX93 的冷却效率不

会受到空气密度降低的影响，而且全

密封机舱还能为其内部电气元件的绝

缘性提供附加保障；第三，该款 2.5 兆

瓦机组单机容量的提高使得同等装机

容量风电场所需的机位数量大幅减少，

能够让机组尽可能都安装在场内风速

最高的山顶区域，从而使机组获得更好

的风能资源。同时，机位数量的减少对

降低山区风场的道路、吊装平台及基础

施工成本也有很大帮助。

据四格项目经理介绍，该公司技

术团队设计出的对运输车辆的技术改

造方案以及“抗凝冻”解决方案有利

于 GX93 机组在山区道路较多和凝冻

天气较长的四格地区更好地开发风电。

赛米控SEMIPACK1.6模
块受益于其新封装概念

近日，作为全球功率半导体制造

商和可控硅 / 二极管模块市场领导者之

一，德国赛米控传来消息，其第 6代

SEMIPACK 模块中减少了材料的使用

量，并改进了模块的保护，这都得益

于新的封装概念。

晶闸管、晶闸管 / 二极管或二极

管模块主要应用于变频器或者UPS系

统、剧院照明控制系统、炉内温度控制

系统的输入整流器（单相、三相、不可

控、半控或全控）。The t 晶闸管 -二

极管模块SEMIPACK 1.6 使用更少的材

模块得到可靠的保护，避免受到有害

环境的影响，如污染和湿度。因而，

SEMiSEAL 有助于确保模块运输和储

存安全，进一步提高整体产品质量。 

赛米控公司一直以来都是芯片、

分离半导体器件、晶体管、二极管和

晶闸管功率模块、功率集成和系统的

一站式供应商，产品用于工业驱动、

风能和太阳能发电、混合和电动汽车、

火车工业以及电源。最近，赛米控开

发出一种的功率半导体封装技术，摒

弃了绑定线、焊接和导热涂层。采用

该技术的逆变器体积可以减少了35％。

这种可靠且节省空间的技术是汽车和

风力发电应用的最佳解决方案。

料，同时也包括内部模块结构设计从

根本上的改变。该模块现采用弹簧压

接，这意味着芯片可以自由地放置在基

板上的，无需额外的内部连接，这大大

提高了可靠性。此外，该模块对电子封

装概念中热管理进行了优化，消除了材

料和焊层，热阻明显减少。这意味着，

SEMIPACK 1.6 的最大连续电流大于上

一代的SEMIPACK 1.5。

赛米控还在 SEMIPACK 1.6 中推

出了其新的保护封装概念 SEMiSEAL。

新的封装通过在塑料薄膜和纸板之间

真空密封来保护功率模块。模块一旦

到达生产线的终端，自动封口包装，

并完成最后的质量检查。因此，该

12

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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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克森美孚Signum油品
分析系统推中文版

8 月 16 日，埃克森美孚（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近日宣布其趋势分析工

具 Signum 油品分析系统全新升级，

并首次推出中文版系统以适应中国市

场需求，帮助中国企业实现设备运行

状态的实时监控、推进全面润滑管理、

14

零部件

倍福基于PC的控制技术
助力风电场电力监控

近日，德国倍福自动化有限公司

宣称，该公司基于 PC的控制技术，具

有良好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其生产的

系列产品包括工业 PC、I/O、现场总线

组件和 TwinCAT 自动化软件、高性能

的 PC和功能齐全的端子模块，可为广

大风电客户提供全面、优质的风力发

电机和风电场电力监控解决方案。

该方案是基于倍福系列产品的

风力发电机组和风电场的调度实时

网络方案，是基于倍福的工业 PC、

电力测量端子模块、带光纤接口的 

EtherCAT 耦合器和实时的 EtherCAT 

技术。倍福工业 PC 上运行专用的能

量管理平台，具有强大的风电场电力

监控功能。该平台与电网调度接口，

集中实时控制风电场的电压、功率等，

保证风电场与接入地区电网相互协调

运行，实现高效的风电场运行和管

理。此外，该方案采用了倍福嵌入式

工业 PC CX5020 控制器作为单台风

电机组的主控制器。主控制程序基于

TwinCAT 软件，运用倍福自主开发完

善、高效、成熟的风电专用功能库，

集成先进的控制算法，很好地协调控

13
制风电机组各部件和子系统运行，根

据当前的风况和风电场能量管理平台

的控制指令，控制风电机组的输出电

压、频率和功率等，保证风电机组的

稳定运行。

倍福始终以基于 PC 的自动化新

技术作为公司的发展理念，所生产的

工业电脑、现场总线模块、驱动产品

和 TwinCAT 控制软件构成了一套完

整、相互兼容的控制系统，可为各个

工控领域提供开放式自动化系统和完

整的解决方案。近 30 年来，倍福公

司的组件和系统解决方案在世界各地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充分释放生产力。

埃克森美孚 Signum 油品分析系

统是一项用于监控润滑油和设备状态

的尖端工具。通过网络在线交互和实

验室测试的紧密配合，埃克森美孚遍

布全球的油品专家得以将专业的润滑

知识直接传达给用户，并对不同用户

的不同油品分析和测试结果进行有针

对性的指导，从而提高设备可靠性，

降低维护成本。

基于设备状态的维护保养目前已

获得广泛认同 , 中国的企业也越来越

清楚地认识到油品分析是设备监控体

系中极为关键的一环。现在，中国用

户可以通过中文版的 Signum 油品分

析系统更加轻松地实现设备信息登记

管理及分析设置、实验室样品状态跟

踪、基于分析结果的维护管理、样本

工具包申领和安全协作。升级后的中

文版 Signum 将埃克森美孚的专业性、

灵活性和质量保证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可以满足中国企业对油品分析的要求

并帮助中国企业优化和释放生产力。”

目前，很多中国企业正在使用埃

克森美孚 Signum 油品分析服务来帮

助决策。如西藏电力公司的拉萨东嘎

电厂，其对拉萨市乃至整个自治区的

正常生产、生活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为了确保电厂的顺利运行，监控发电

机组引擎和润滑油状况变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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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风电装机容量达到
5000万千瓦

8月 10日，据Windpower Monthly

报道，美国风电装机容量达到将近

5000 万千瓦，这充分证明，在即将

期满的 PTC 政策悬而未决的背景下，

美国的风电开发商正在利用最后一段

时间的政策优势发展风电产业，并促

使美国这一产业达到一个极快的增长

趋势。

美国风能协会（AWEA）的第二

季度报告指出，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的前 3 个月，美国新增装机容量达

到 120 万千瓦，这一数据使美国的总

装机容量达到 4980 万千瓦，2012 年

西门子生产出全球最长的
风电机组叶片

近日，西门子公司宣布，其已经

制造出世界上最长的风电机组叶片，

该叶片长度为 75 米。这些由玻璃纤维

制成的叶片部件将被用于西门子最新

推出的一款 6兆瓦海上风电发电机组。

这些叶片将被安装在西门子第一台 6

兆瓦海上风电机组样机上，该样机风

轮直径为 154 米。

今年秋天开始，B75 型旋翼叶片

将被安装在丹麦的 Østerild实验平台上。

叶片长度几乎与空客A380的翼展相当，

其扫风面积将达到 1.86 万平方米，相

当于 2.5 个标准足球场，叶尖速度高达

80米 / 秒，约合时速 290千米。

丹麦Dong Energy 获得
3个海上风电项目

丹麦风电公司 Dong Energy 近

期获得 3 个海上风电项目的 100% 的

项目所有权，这 3 个海上风电开发项

目分别是位于德国的 Gode Wind 1，

2030年可再生能源有望
成为澳大利亚能源主力

近日，澳大利亚资源和能源经济

局（BREE）发布了一份最新报告——

的风电总装机量已经达到 290 万千瓦，

比 2011 年同期增长 34%。

德克萨斯州是美国风电新增装机

容量最多的一个州，其次是爱荷华州、

加利福尼亚州、伊利诺伊州和明尼苏

达州。目前在美国的 30 个州和波多黎

各大约有 1000 万千瓦的风电项目已经

签订合同，比去年增长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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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e Wind 2 和 Gode Wind 3。这些

项目位于德国北海离Norderney 岛西

北海岸大约 30千米的地方，项目总装

机容量达到 900 兆瓦。这 3个项目的

购买价格包括预先支付的5700万欧元，

以及另外的部分延期付款，这些延期付

款要等项目某些里程碑式的节点完成，

这些款项总计达到 1000万欧元。

Gode Wind 1 和 Gode Wind 2 都

获得了德国当局准许项目建设和运营

的许可。Gode Wind 3 也已经申请了

项目建设和运营的许可证，估计要到

2013 年才可以获得。Gode Wind 3 这

一交易项目的完成要取决于 2014 年 1

月之前是否相关的许可证都可以顺利

获得。

整个生产过程，西门子使用了获

得专利的 IntegralBlade 程序，整个过

程中相当于一整块单独的玻璃纤维叶片

被灌注了加强型环氧树脂和轻木，然

后制成叶片。所以，B75 型风轮叶片

质量轻，仅重 25吨，较以往的叶片轻

10~20％，大大减少了海上风电机组的

建造成本。同时，该叶片也是迄今为止

最大的由单一模具制作出玻璃纤维组

件，还有最高产量，最大强度以及最小

质量的特点。

《澳大利亚能源技术评估》（AETA）。该

报告显示，按照目前出台的澳大利亚政

策，到 2030 年，太阳能光伏和陆上风

能将为澳大利亚提供更廉价的电力。

AETA 指出，太阳能热能、潮汐、

核能和地热能技术的成本预计将逐步下

降，到 2030 年，其成本将可与煤炭和

燃气技术相当。

Ferguson 部长指出：“澳大利亚

政府通过碳税政策不断推动这些先进

技术的创新和投资，包括投资 32亿澳

元成立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机构和 100

亿澳元成立清洁能源金融公司。”

对于燃油技术，AETA发现，与循

环燃气相结合，在预期内，将提供最低

电力发电成本，并到 2050 年保持与低

成本可再生能源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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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0 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能

源研究所和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主办，

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中国可再生能源

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中国资源综合利

用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协办的

“2012年两岸可再生能源产业合作及交

流会议”在河北保定召开。此次会议由

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和台湾工业

技术研究院主办，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委会、中国

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可再生能源专委会协

办会议围绕“深化、务实、创新”主题，

就两岸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面临的挑

战及发展前景展开了交流，并重点就两

岸新能源融资、太阳能分布式发电、离

岸风电等领域的合作进行了讨论。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刘琦在致辞中

指出，近年来两岸已在可再生能源领域

取得了显著成效。祖国大陆把大力发展

可再生能源作为转变能源发展方式、调

整能源结构、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的重要举措，通过加快市场培育和规划

引导，可再生能源已经在能源供应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并已经成为新兴经济的

重要组成部分。两岸要进一步加强可再

生能源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要进一步把

握全球可再生能源产业升级的新特点、

新趋势和新机遇，密切跟踪国际先进理

念和先进技术，加强两岸可再生能源政

策、市场和产业的交流，有效推进两岸

市场共同开发和产业合作，发挥两岸可

再生能源产业优势，重点加强先进技术

研发、综合应用示范及产业服务体系等

领域的合作，协同应对国际挑战，共同

开拓国际市场，推动两岸可再生能源产

业持续发展。

出席本次会议的台湾代表团荣誉

团长欧嘉瑞在致辞中表示，两岸新能源

产业相辅相成，当前应加强合作，共同

应对国际环境的不利影响，联手提升两

岸新能源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作为两岸可再生能源产业沟通的

长期机制，两岸合作会议将定期召开。

目前，两岸已在可再生能源设备制造、

技术研发、市场开拓以及产业服务体系

等领域开展了多项务实合作，两岸产业

的融合度越来越高。两岸代表在离岸风

电、风电机组抗台风技术、分布式光伏

两岸可再生能源产业合作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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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技术等方面进行了务实探讨，特别

在加强新能源城市、微电网技术及新兴

技术领域的合作进行了创新探索。会议

期间，国电联合动力与台湾绿建、英利

集团与台湾绿能、北京鉴衡认证中心与

台湾光炎科技等多家企业签署了8项两

岸合作意向，为两岸可再生能源的合作

注入更多实质性内容。

8 月 31 日，由全国风力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主办，兰州理工大学、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

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风能设备分会、

台湾经济研究院、台湾中小型风力机

发展协会、甘肃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兰州市发改委、兰州市环保局等单位

协办的海峡两岸“垂直轴风力发电机

组”标准工作组第五次会议在甘肃兰

州理工大学举行。

会议由中国风力机械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秘书长王建平主持，来自海峡

两岸的专家及企业代表 40 余人参加了

会议，台湾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副局长

黄来和、台湾中小型风力机发展协会

秘书长左竣德、台湾中小型风力机发

展协会理事长陈吴曜荣以及甘肃省质

量技术监督局特检中心陈长宏主任出

席了会议并致辞。

本次会议承接第四次会议，两

岸代表分别对标准修订进程及相关建

议进行了汇报，与会工作组成员就部

分争议内容进行讨论，最后就海峡两

岸垂直轴小型风力机共通标准主要技

术内容达成一致。会后，两岸将根据

本次会议讨论内容对标准进行修改，

在 9 月底确定双方共同认可的版本，

并于 2012 年底各自完成报批流程。

2013 年将成立 IEC 标准工作组，进

一步对标准进行提升。另外会议讨论

决定，第六次工作组会议将于 2013

年 3 月上旬在台北召开，届时会议将

对前期工作进行总结并制订英文版，

为提送至 IEC TC88 立项形成国际标

准做准备。

另外，在此次访问大陆的过程

中，台湾中小型风力机标准技术参访

团还访问了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

专业委员会，并就两岸在中小型风力

机标准技术方面的相关事宜展开讨论

和交流。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

员会、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风能设

备分会与台湾中小型风力机发展协会、

财团法人台湾经济研究院达成合作协

议，并签订了《两岸中小型风力机合

作备忘录》。根据本次签订合作备忘录

的内容，两岸将共组 IEA Task27 研究

团队。针对 IEA Task27 的研究方向，

两岸将分工进行研究，定期召开讨论

交流会议，并参与相关国际会议。此外，

会议还就两岸范例风力机实证计划启

动交换了意见。

这些会议的召开，进一步加强了

两岸在可再生能源产业领域，尤其是

风电产业领域的交流与沟通，并为今

后双方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的合作

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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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火替代交易制度当慎行

2010 年以来，与风电产业快速发展相伴

的是日趋严重的“弃风”现象。今年 7 月份国

家电监会发布的《重点区域风电消纳监管报告》

指出，仅三北地区 2011 年的弃风电量就达到

123 亿千瓦时，折合标准煤 384 万吨，弃风率

16%，直接电费损失 66 亿元。弃风严重影响了

风电场运行的经济性，已经成为制约我国风电

产业发展的最大瓶颈。

为减少弃风，有关部门积极行动，采取各

种措施。日前，东北电监局和内蒙古经信委联

合发布了《蒙东地区风火替代交易暂行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并在《办法》的指导下，

完成了第一次风火替代交易。《办法》规定，

当蒙东地区电网由于调峰或网络约束等原因无

法全部接纳风电上网电量，需采取限制风电出

力措施时，参与交易的火电企业降低出力，为

与其交易的风电企业提供发电空间，由风电企

业替代火电发电，风电企业按照协议约定给予

火电企业经济补偿。

《办法》出台后，引来业内外一片质疑之声，

业内专家和媒体在肯定《办法》的良好初衷以

及短期效果的同时，也对其实施后的长远影响

表示担忧，更有媒体撰文指出，在短期结果的

“相对正义”、“程序的不正义”以及未来结果“更

大的不正义”之间，到底孰轻孰重？综合各方

意见，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

一、《办法》无论在实际推进减少弃风，

还是在思想认识上都迈出了一大步。

《办法》的出台表明各部门已经充分认识

到弃风问题的严重性，《办法》的实施也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弃风，推动风电产业更好发

展。更重要的是，《办法》的出台表明，各部

门已经认识到影响风电并网和消纳的最主要因

素是利益调整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可以说，

这个政策的思路抓住了解决风电并网和消纳问

题的核心。

二、《办法》不符合公共政策制定的基本

原则，其实施造成的后果可能违背国家促进可

再生能源发展的战略初衷。

首先，公共政策一定要符合法理，也要遵

从现行的法律。我国的《可再生能源法》确立

了“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节

能发电调度办法》中也明确指出要“按照节能、

经济的原则，优先调度可再生发电资源，按机

组能耗和污染物排放水平由低到高排序，依次

调用化石类发电资源，最大限度地减少能源、

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基于这两点，无论

■文／《风能》编辑部

既然法律都可以不遵守，又如何将希望寄托于“政策的补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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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经济手段，还是技术手段，只要有消纳

的空间，就应该优先让风电并网，而不是由风

电企业通过交易的方式付费获得，否则就与现

行的法律相抵触。

其次，公共政策的制定要基于正确的逻辑。

风火替代交易就是以目前弃风已经无法解决，

或者弃风合理为前提的。而按照《可再生能源

法》，弃风是违法的，那么在这一前提下的风

火替代交易自然是站不住脚的。风电零电价供

热、零电价电解水制氢等思路，也存在同样的

问题。既然法律都可以不遵守，又如何将希望

寄托于“政策的补丁”？

第三，公共政策的制定要考虑短期目标和

长期影响相结合。办法眼下可能在局部地区解

决了一定的弃风问题，但是这一做法被推而广

之，将对风电行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今后，

风电场想要发电就需要通过交易购买发电权，

风电的发电小时数可能进一步降低，严重影响

风电投资信心，最终导致风电发展停滞，无法

实现国家规划的利用目标。同时，国家支持可

再生能源电力发展的数百亿资金有可能由此流

向化石燃料电厂，与国家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

的初衷背道而驰。

第四，公共政策的制定应避免带来更大的

管理成本和漏洞。目前的风火替代交易是基于

最小运行方式下的交易。在利益的驱动下，很

有可能出现最小运行方式的门槛被人为提高，

挤压风电发电空间不说，也为电力监管部门将

来的管理带来极大的挑战，引发更多、更难解

决的问题，得不偿失。

三、有关专家对解决弃风问题也提出了各

自的方案，综合看来，主要有以下途径 ：

一是要认真落实《可再生能源法》和《节

能发电调度办法》中关于可再生能源全额保障

性收购和电力优先上网制度，提高本地区风电

消纳能力。从国际以及我国蒙西地区大规模风

电并网消纳的实际情况来看，在现有电网技术

水平和条件下，风电并网的主要障碍是经济问

题。关键是如何协调各方的利益关系，提高本

地区风电消纳能力。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每个

经济主体都可以进行投资，但并不保证其收益。

然而，目前用于保证火电厂收益的计划电量仍

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做法，严重影响生产力

的提高。在这种体制下，发电能耗几乎为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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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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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划电量“调峰让路”。同时，一些火电厂

为了自身利益，想方设法将自己的机组认定成

热电机组，削弱了冬季参与调峰的能力，加剧

了“弃风”状况。

因此，下一步应该继续推进电力体制市场

化改革，协调各方利益，取消不合理的计划电

量，落实节能调度管理办法和可再生能源发电

全额收购制度。对于客观存在的弃风，还应对

风电场给予合理的经济补偿。

二是加强跨区输送能力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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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要尽快建立电力系统辅助服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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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承担调峰的电源给予适当补贴，依托

我国庞大的现有火电基础装机，完全可以支撑

我国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电力的顺利发展。

四是统筹协调风电与电网、风电与其他电

源的规划、审批和建设。电源结构是影响电力

系统消纳风电能力的重要因素。目前，各地建

设火电厂的热情依然不减。以吉林为例，2010

年全省最大供电负荷为 772.8 万千瓦，最小供

电负荷为 371.8 万千瓦。而 2011 年吉林仅火

电装机就已经达到 1587 万千瓦，远远超出供

电负荷。而且，目前还有项目不断通过审批，

电源之间的发电利益冲突在所难免。

从长远看，不合理的电源建设将导致更严

重矛盾，加大解决问题的难度。因此，要从战

略的高度，将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电力作为当前

电网中的重要电源和未来的主导电源。在结合

经济发展、电力需求，将各种电源的规划、审

批和建设协调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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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形成以可再生能源电力为主导的电力系统，

顺应全球电力系统革新的潮流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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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自国的风电十年
■本刊记者︱赵靓

临危受命

2010 年，张自国从中航惠腾风电设备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惠腾”）总经理

的位置上离开，距他创办这家企业整整 10 年。

2 年后，记者在保定“电谷”拜访了这位赫赫

有名的风电人。

据一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介绍，中航惠腾

是“电谷”当之无愧的龙头企业，其叶片产品

享誉国内外。经过了 10 多年的发展，“电谷”

已经形成了一座以中航惠腾为中心，积聚原材

料、零备件等系列配套企业的产业基地。

中航惠腾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另一家姓

“惠”的企业——保定惠阳厂。

这是亚洲唯一一家专业生产飞机螺旋桨的

航空企业，对气动和材料的研究可谓轻车熟路。

在由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后，张自国于 1978 年

进入惠阳厂工作。其间从技术工作做起，接连

担任了车间主任、分厂厂长、冶金处处长、技

术处处长直至工厂副厂长。

1996 年，科技部牵头实施了乘风计划，

惠阳厂与上海玻璃钢研究院分别拿下了 600 千

瓦风电机组叶片和 300 千瓦风电机组叶片的科

研项目。

2000 年至 2010 年这10 年对于中国风电产业的发展有多重要，只有亲历者才深有体会 ；6 台装有国产化叶片的风电机组能对一个行业发展产生多重要的影响，也只有亲历者才能感知。张自国正是这 10 年风电发展与 6 台机组项目的亲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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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叶片，并安装在营口风电场。由于叶片的发

电效率相当不错，该风电场场长对国产化叶片

非常认可。

此时，因预见到我国风电产业未来将拥有

广阔的前景，也为了自主研发的叶片拥有更好

的适用市场，以及叶片项目的健康快速发展，

张自国等人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合资办厂。

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大多数人认为叶片

市场太小，并不看好该市场，但上级领导最终

还是同意了张自国等人的提议。于是，张自国

带领着 30 多位干部、工人开始创办中航惠腾。

艰难时刻

可以说，中航惠腾是靠着一套图纸及模具、

2.13 万平方米土地、52 万美元起家的。若以

目前投资一个叶片厂的基本条件来看，中航惠

腾几乎不太具备创业基础。

据张自国回忆，中航惠腾初创时的条件

相当艰苦。由于前期投资金额较小，又不具备

贷款的资格，经费紧张，员工的工资都无法保

证。这家新生的企业甚至连车都没有，其新厂

址距离惠阳厂 40 公里，大多数员工居住在惠

阳厂，用于公司日常办公和员工通勤的车都是

借来的。

虽然惠阳厂极具飞机螺旋桨设计能力，但

由于螺旋桨是每分钟几千转的高速旋转，而叶

片仅为每分钟 20 余转，转速相差甚远，气动

外形、材料工艺、设计理念均大为不同，想短

时间内设计出合乎需要的叶片，并不简单。

由于种种原因，惠阳厂的 600 千瓦风电机

组叶片研制项目进展得不是很顺利，直到项目

结束的前一年，张自国开始接管该项目。

“因为只剩下一年，时间紧，任务急，我

们必须在短时间内拿出切实可行的研制方案。”

张自国说。

为此，张自国提出“引进、消化、吸收、

再创新”的思路，并力排众议，通过参考样机

设计法，结合中国的风况、环境条件进行改进，

仅用 10 个月的时间便研制完成了 600 千瓦叶

片样机。

研制出的 600 千瓦叶片经过性能试验和疲

劳试验，各项指标均能达到国际水平。而通过

惠阳厂自主研发的这套 600 千瓦叶片的价格仅

为 50 万元，远远低于进口叶片的 133 万元。

600 千瓦叶片研制成功随即得到了新疆

金风公司领导的肯定和支持，最终确定了第一

台国产化叶片在新疆达坂城风电场现场运行考

核。安装了国产叶片的机组，仅用几个月的时

间，便表现出了较强的发电能力。到 2001 年，

该机组的年发电量由第 10 名，直线上升至前

3 名，发电量优于国外同类产品。

“这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是我们把军工

技术应用到叶片产品上，采用先进的直升机旋

翼和飞机螺旋叶片平衡控制和调整技术，减小

成套叶片重量互差，提高风轮成套平衡精度，

使得每套 3 片叶片重量互差不超过 1 千克，重

心互差不超过 10 毫米 ；其次，叶片制造材料

均按照航空标准选择，开发出了适应中国风电

场实际风况和运行环境的叶片产品，这些都是

国外进口的叶片做不到的。”张自国解释。

正是这次考核，改变了一些人对国产叶片

的看法，同时也为我国风电整机制造商树立了

选用国产化叶片的信心。

此后，在国家经贸委有关领导的帮助下，

惠腾公司又为 Nordex 公司提供了一批 600 千

↓张自国向时任河北省副省长付
双健（前排中）及中国航空工业
第二集团公司总经理张洪飚（前
排右）介绍企业生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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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条件非常艰苦，又看不清未来的前

景，但是凭着对风电的热爱和一同打拼事业的

信心，大家决定破釜沉舟一搏。”张自国说。

中航惠腾的第一个国产化单子，是老朋友

金风科技开出的。张自国至今仍对承德电力局

主管领导在这个关键性项目上所做出的决定印

象深刻。

“在当时国内风电市场尤其叶片市场被国

外厂家垄断，多数人不看好国产化叶片的环境

下，承德电力局主管领导选择了金风科技的国

产化机组和中航惠腾的国产化叶片，对中国风

电设备国产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张自国说，

“可以说他是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

那 6 台被安装于承德坝上的风电机组，是

最令张自国记忆深刻的风电项目。

由于该项目启动时，各方经济实力并不是

很强，开发经验也不是很充足，运行、维护这

些机组尤其艰辛。但也正是由于当地政府部门、

整机厂和叶片厂三者的用心良苦，这些单位之

间结下了良好的友谊。

因为是首批国产化机组，作为整机厂，金

风负责风电场的前期运行维护 ；作为叶片配套

厂，惠腾公司每月都要到风电场与整机厂进行

沟通，并对叶片进行检查、维护。

“一个是为了互相交流，共同处理一些技

术问题。另外也是他们比较寂寞，能来几个人

热闹热闹。”张自国说。

风电场的夏天因为有了鲜花和牛羊的陪

伴，充满了生机。但冰天雪地的冬季却占据一

年中大部分的时光，“寒冷、寂寞、单调、艰苦、

危险”是坝上冬季留给张自国最深刻的印象。

张自国记得，有一次去风电场排除故障，

坝上下了很大的雪，温度已经降到了零下 38
摄氏度，他们乘坐的汽车压着车辙缓慢地开了

一整天，才到达山下的一个村庄的小旅馆。由

于心系那 6 台机组运行情况，身体本身就有一

些上火，又遇上极寒天气，张自国在夜里开始

发烧。他的大脑时而清醒，时而空白，直至体

温达到 41 摄氏度，才不得不请随行人员帮助

他去寻找医生。

几个人在村子里转了几圈，都没找到医生，

最后看到一个门口挂了个很大的“医”字，走

进去后才知道这里只有兽医。

“而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只能请兽医给看

病了。”张自国露出了笑容。

在身体稍微有所好转后，张自国等人继续

张自国至今仍对

承德电力局主管

领导在这个关键

性项目上所做出

的决定印象深刻。

→张自国向国务院参事、中
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石
定寰（前排中）介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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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山上的风电场运维驻地进发。山上的条件更

加艰苦，所处环境更为恶劣。由于整个冬季的

温度都在零下 25 摄氏度以下，即使在控制室

内水也结成了冰。若是遇到大雪封山天气，人

们在几个月中都无法洗澡，而菜只有好储存的

土豆可吃。饮用水非常宝贵，都是从山下用大

桶运上来的。在这种极其寒冷的条件下，就算

到室外上厕所，都要经历很长时间的思想斗争。

张自国说到 ：“因为那天特别冷，我们穿

着羽绒服，却也得咬着牙。寒风从羽绒裤、羽

绒服穿过，像好多针扎一样。所谓寒风刺骨，

没有亲身经历根本体验不到。当时我试了一下，

舀了一点水往地下一撒就成了冰。洒水成冰。

那天温度是零下 38 摄氏度，但金风科技的武

钢说这不冷，不算冷。”

在现场由于不适应冷风，大家的眼睛不断

地流着泪水。这些泪水结成了冰，逐渐地遮挡

了视线，他们只能一边排查故障，一边清除眼

前的冰凌。在解决关键问题后，因为汽车不能

离开排故现场，张自国只有自己走着回中控室，

查看运行记录。

“这时候我才发现风那么大。我一跳，被

刮了好几米远，短短两公里的路程，摔了好几

次。别看我是这样一蹦一跳地回去的，其实另

有一番情趣。”张自国说到这，记者也被张自

国这种苦中作乐、乐观向上的精神打动了。

排故工作结束后，一行人员回到控制室，

觉得口渴。屋里有一大桶饮用水，由于没有暖

气，已经结成了厚厚的冰。排故人员凿开冰层，

每人喝了几口，张自国顿时感到透心地凉。

见到这种场景，武钢与张自国眼睛湿润了，

感叹道 ：“等我们将来好起来，一定要善待我

们的弟兄。”

据张自国回忆，一些现场排故人员，由于

上机组排查故障时间稍长，腿冻后失去知觉，

下地后无法行走。在另一次排故中，一位中航

惠腾的副总，由于年龄较大，在现场只呆了几

分钟，便不得不赶紧返回车上。

事后，这位副总经理对张自国说 ：“如果

再等几分钟，我就‘交代’了。”

为了获得一手资料，项目公司、金风科技

以及中航惠腾的总经理们常常在那 6 台机组下

聚首，按张自国的话说，这几个单位的老总，

都是坝上那个风电场中炼出来的。虽然条件艰

苦，但他们都认为这些付出是值得的，不但为

国产化的第一批机组解决了不少问题，也为日

后我国的风电装备研制水平的提高，积累了很

多宝贵经验。

再接再厉

由于得当的运行维护措施，外加坝上不错

的风况，那 6 台风电机组的运行情况良好，发

电效率非常理想。这不但得到了承德电力局有

关领导的认可，也使得开发商对国产化风电设

备信心大增，风电场的后几期扩建因而全部采

用了国产化机组。

次年，金风科技决定大量推广 600 千瓦风

电机组。作为配套叶片厂的中航惠腾，也迎来

了期盼已久的企业扩张期。该公司首先获得了

40 套风电叶片的订单，但由于市场需求旺盛，

订单很快被追加到 200 套。

2003 年，随着国内风电产业的快速发展，

600 千瓦风电机组已经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于

是，金风科技与中航惠腾“再一次联合起来”，

开发国产化 750 千瓦风电机组。中航惠腾按照

金风 750 千瓦风电机组的要求研制出了系列化

750 千瓦叶片。

“按照金风科技要求研制的 750 千瓦叶片

在国内风电场共装了几千台，运行情况良好。

虽然更大的机组逐渐被推向市场，但性价比最

好的还是 750 千瓦机组。”张自国说。

与此同时，中航惠腾迎来了另一位合作伙

伴——浙江运达。中航惠腾为该公司研制的首

台 750 千瓦叶片在山东长岛风电场装机运行。

经实际运行考核，该机组在每秒 2.5 米的低风

速时就开始启动，在每秒 3 米多的风速时就能

够发电，且发电效果非常理想。此后，运达的

750 千瓦型风电机组，也全部更换了中航惠腾

的叶片。

为了适应国内风电市场的需求，2005 年

中航惠腾引进了荷兰复合材料技术中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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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CTC）1.5 兆瓦叶片设计，并向 CTC 公

司支付了入门费和设计提成。 但单一型号的风

电产品便不能满足国内风电市场的快速发展。

中航惠腾要想生存，必须适应市场需求，开发

适合不同风况环境的叶片产品。同时，张自国

也深刻的认识到光靠引进国外技术“是条死胡

同”，必须拥有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研发机构，

才能使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于是，张自国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收

购荷兰 CTC 公司。这项工作的完成，不仅能

增强企业的设计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同时也为

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风电叶片打下良好的

基础，更能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外汇。

由于拥有较大的产能与市场，又斩获了

世界顶尖的设计公司，中航惠腾此后又陆续

推出了 2.0 兆瓦、2.5 兆瓦和 3.0 兆瓦系列化

风电叶片，均取得了成功。到 2010 年，中航

惠腾共完成了 12 个系列、41 种型号叶片的研

制，近万套叶片产品在国内外 30 个省、141
个风电场装机运行。更值得一提的是，中航

惠腾开发制造的适应中国特殊环境的抗低温

型叶片，耐环境温度达到 ±50℃（国际要求

为 -30℃ ~+50℃），同时在新疆小草湖装机运

行的 750 千瓦加强型叶片可以抵抗每秒 80 米

的超一类风速，属世界首创。 
在中航惠腾总经理职位上的 10 年，张

自国曾参与了包括国家 863 项目、“十一五”、

“十二五”规划等 20 余项国家级项目。离开惠

腾公司后，张自国仍然在从事与风电有关的事

业，为风电叶片的材料、工艺研究分析及对风

电叶片生产过程中和外场产生的各类问题进行

故障分析。

“我要把我的一生贡献给国家的风电事

业。”张自国坚定地说。

中国风电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许许多多像张

自国这样坚定的风电人。回顾近 10 年来取得

的成就，我们不难发现，正是因为这些风电人

所奉献的青春和激情、辛苦与汗水，才有了中

国风电产业跨越式的大发展。

“面对未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准备好了

吗？”张自国反问记者。

国产化风电设备价格不合理下降，已经在

很大程度上扰乱了国内风电市场，也影响了风

电产业的健康发展，在价格与质量的天平上我

们越发难以抉择。

“希望国家有关部门给予高度重视，采取

有效的措施，以保证中国风电产业健康持续发

展。”张自国说。

“我要把我的一生

贡献给国家的风

电事业。”张自国

坚定地说。

→张自国与外资企业洽
谈合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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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6月《黑龙江省气候资源探测与保护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颁布后，受到了社会各界

的广泛关注和质疑，笔者拟从立法的角度，对

公众争议的焦点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黑龙江省气候资源
探测与保护条例评析

■文／李艳芳

《条例》有无立法依据？

第一，《条例》虽然声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

（以下简称《气象法》）为依据，但与《气象法》相背离。  
《气象法》在第三章专章规定了“气象探测”，条文

从 15 条至 21 条，共 7 条。其中第 15 条至 18 条涉及

气象探测及其信息。第 19 至 21 条规定气象探测环境的

保护。从《气象法》关于气象探测及其信息的规定来看，

主要是为气象台站和气象主管部门设定进行气象探测和

公开气象信息的法定义务，同时也要求其他进行气象探

测的单位和个人对取得的探测信息向气象主管部门进行

汇交。《气象法》关于气象探测规定的精神在于保障必要

的、最低限度的气象探测活动以获得气象资料，同时要

求气象信息资料的共享、共用。纵观《气象法》，丝毫没

有限制气象探测的意思。而《条例》将从事气象探测活

动全部纳入审批，明确规定“从事气象资源探测活动，（摄影：傅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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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经省气象主管部门批准”。不仅在《气象法》

中找不到任何依据，而且与《气象法》的规定

相背离。

第二，《条例》第一条关于立法宗旨的规

定强调“为加强气候资源探测和保护”，但从

其设定审批看，不是在于加强气候资源探测，

而是对气候资源的探测予以限制。有以“加强”

气象探测为名，行“限制”气象探测之嫌。

对气候资源的探测活动设定行政审批

的正当性？

第一，《气象法》第 41 条第（二）项规定：“气

象探测，是指利用科学技术手段对大气和近地

层的大气物理过程、现象及其化学性质等进行

的系统观察和测量。”从此规定可见，气象探

测实质上是一种科学观察与测量活动，它本质

上不能改变客观环境，因此气象探测活动既不

影响国家利益、也不影响社会和他人利益。简

言之，这种探测活动是一种增进对自然认识的

有益活动，不具有任何的负面影响。因此，对

气象探测进行审批限制没有任何法理上的正当

性和合理性。

第二，《气象法》第三十四条规定 ：“各级

气象主管机构应当组织对城市规划、国家重点

建设工程、重大区域性经济开发项目和大型太

阳能、风能等气候资源开发利用项目进行气候

可行性论证。具有大气环境影响评价资格的单

位进行工程建设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时，应

当使用气象主管机构提供或者经其审查的气象

资料。”这表明，国家对太阳能、风能等涉及

气候资源的开发项目已经建立了气候可行性论

证制度，已经注意到太阳能、风能等开发项目

对气候资源的影响。除此之外，太阳能、风能

等开发利用活动与气象部门无关，气象部门无

权对太阳能、风能利用活动设定审批。

太阳能、风能资源能够为国家所有吗？

笔者查阅各国民法典、可再生能源法、能

源法等，得出的结论是：纵观古今中外，没有

一个国家也没有一部法律规定太阳能、风能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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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所有权。相反，公认太阳、大气属于典型

的公共物品，属于全人类共有，一国范围内的

阳光、空气、风力属于该国全体国民所有。全

体国民所有与国有、集体所有、个人所有不同。

太阳与大气作为公众公共物品，不可能由每个

国民共同进行管理，因而在英美国家，用公共

信托理论来处理公共物品的权属及其管理问题。

公共信托理论产生于“罗马法”，早在罗

马法时期，共有物和公有物就已经具备了现代

公共信托原则的雏形，而其中共有物是指空气、

阳光、海洋。

现代意义上的公共信托理论是由美国密执

安大学的萨克斯（Sax）教授在 1970 年针对

Tllinois Central Railroad V. Illinois 案件发

表的评论文章中提出的。他认为“阳光、水、

野生动植物等环境要素是全体公民的共有财

产 ；公民为了管理他们的共有财产，而将其委

托给政府，政府与公民从而建立起信托关系”。

这个观点提出后，受到广泛关注，并影响了许

多国家的环境立法。我们也可以用这个理论来

解决太阳能、风能等资源的权利及其管理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有许多国家的《太阳能法》

规定了太阳能获得权或者太阳能地役权，以解

决公众对太阳能的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权益冲突。

气侯资源的探测是气象部门的法定义

务而非权利，同时是其他组织和个人的权

利而非义务。

《可再生能源法》制定时，国家对可再生

能源资源的信息掌握的并不全面，制约和影响

企业和个人对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因而《可

再生能源法》第六条规定 ：“国务院能源主管

部门负责组织和协调全国可再生能源资源的调

查，并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制定资源调查

的技术规范。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

围内负责相关可再生能源资源的调查，调查结

果报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汇总。可再生能源资

源的调查结果应当公布 ；但是，国家规定需要

保密的内容除外。”另外，《气象法》第十五规定：

“各级气象主管部门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

照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气象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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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向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汇交气象探测资料。未

经上级气象机构批准，不得中止气象探测。国

务院气象主管机构及有关地方气象主管机构应

当按照国家规定适时发布基本气象探测资料。”

《气象法》第三十二条规定 ：“国务院气象主管

机构负责全国气候资源的综合调查、区划工作，

组织进行气候监测、分析、评价，并对可能引

起气候恶化的大气成分进行监测，定期发布全

国气候状况公报。”第三十四条规定 ：“各级气

象主管机构应当组织对城市规划、国家重点建

设工程、重大区域性经济开发项目和大型太阳

能、风能等气候资源开发利用项目进行气候可

行性论证。”可见，太阳能、风能资源的调查

应当由国家气象主管部门负责，这是其法定义

务，不容选择与推诿；而且调查结果应当公开，

并应当报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汇总。

值得注意的是，《可再生能源法》和《气

象法》虽然规定了政府应当负责气候资源的调

查作为政府的法定义务，并为企业和个人开发

利用风能、太阳能提供条件。但并未排除其他

主体对风能等可再生能源资源的探测和调查。

《气象法》第 16 条规定 ：“国务院其他有关部

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

门所属的气象台站及其他从事气象探测的组织

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国务院气象

主管机构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

构汇交所获得的气象探测资料。”依此条和“法

无禁止皆可为”的原则，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

探测气候资源，是他们应当享有的权利。《黑

龙江省气候资源探测与保护条例》以地方立法

的形式对公民和社会组织的权利予以限制并设

定行政许可，不仅违反《可再生能源法》和《气

象法》的规定，而且在法理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气候资源的探测活动是否应当执行国

家、行业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

《条例》第九条规定 ：“气候资源探测活

动应当执行国家、行业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

这一规定亦不应当属于《条例》规范的事项。

因为有关单位和个人进行气候资源的探测，或

为自身商业目的，或为爱好，但不论为何目的，

均为个人利益，也不是为了公共利益，其行为

结果只影响自身，不影响他人，因而属于“私

人领域”，是市场主体可以自主选择的范畴，

其他人不得加以干预。正如食品卫生部门可以

对公共食堂和饭店进行卫生检查，但不得进入

家庭厨房的道理相同。如果气象管理部门担心

探测结果的准确性，气象主管部门可以不使用

其探测的数据与信息，但是无权为他人设立标

准与规范。

《条例》的规定属于越权立法吗？

第一，《条例》违反《立法法》第八条、

第九条的规定。《立法法》第八条规定 ：“民事

基本制度（第七项）、基本经济制度（第八项）

只能制定法律。”第九条规定 ：“对第八条规定

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

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

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

法规。”资源权属问题属于民事基本制度和基

本经济制度，只能由法律（物权法、各类具体

的资源法）进行规定，最低一级的也得由国务

院制定行政法规，但不能由地方立法规定。

第二，违反《立法法》第六十三条、

六十四条规定。《立法法》第六十三条“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

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

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第六十四条“地方性

法规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 ：（一）为执行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

的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 ；（二）属于地

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太阳

能、风能资源的所有权问题在《宪法》、《物权

法》、《可再生能源法》、《气象法》等法律以及

行政法规中均未加以规定，显然，《黑龙江省

气候资源探测与保护条例》对太阳能、风能资

源的所有权进行规定，没有宪法依据，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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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其次，太阳能、

风能资源所有权问题也不属于地方性事务。资

源的所有权问题属于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民

事权利，如果需要进行规定，也只能由宪法、

法律进行规定，地方性法规无权对涉及资源所

有权这样的基本民事权利进行规定。而且《黑

龙江省气候资源探测与保护条例》第七条规定：

“气候资源为国家所有”，是为“国家”设定资

源所有权，也印证了《条例》用地方立法管理

国家事务。

风能、太阳能资源的管理，真的需要

通过确立国家所有权的形式实现吗？

太阳能、风能资源是可再生能源资源，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因而国家鼓励利用。但规

模化的太阳能、风能开发利用需要占用大量的

土地或者土地附着物 ( 如屋顶 )。所谓抢占风

资源、圈风、圈太阳，不过是圈风力资源丰富、

太阳光照强的地域范围内的土地而已。目前，

我国太阳能、风能项目的开发利用均具有严格

的土地审批和市政管理，在此之外，根本无需

再设许可和审批。对太阳能资源与风能资源作

为资源的开发利用来说，更不需要审批，因为，

它不具有《行政许可法》关于对有限自然资源

可以设置行政审批的基本条件。

《条例》在立法技术上存在问题吗？

阳光或者日照、风力属于气候资源，太阳

能、风能则不属于气候资源，属于能源资源。《条

例》将“风能、太阳能”与“降水、大气”并

列使用，在逻辑上也存在问题。

另外，《条例》混淆了气候资源立法与能

源资源立法调整范围的界限。风能资源与太阳

能资源属于能源资源，即便需要对这两种资源

的权属进行规定，也应当由能源立法进行规定，

不宜由气候资源立法进行规定。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条例》

无论在立法依据、立法目的、立法权限、还是

在立法内容、立法技术上均存在问题。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

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封面 | Cover Article

34  风能 Wind Energy 

李涛所在的风电开发公司最近遇到了点

困难。

“当地出台了新政策，我们的项目基本处

于停滞状态了。”

李涛所说的政策，即今年 6 月中旬，黑龙

江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黑龙江省气候资

源探测和保护条例》。按该条例规定，人类活

动利用的风能、太阳能等气候资源为国家所有，

有关单位从事气候资源探测，应当取得由省发

展和改革部门核发的《气候资源开发探测许可

证》，同时探测的资料必须交由省气象主管机

构进行复核。

不仅如此，对于利用上述资源的建设项目，

还要在常规可行性研究报告基础上加入由省气

象主管机构出具审查意见的“气候可行性论证

报告”，一并报送审批部门。

对于李涛的公司，这份文件意味着，在

既定的开发前期计划中，将新增三项新的审

批内容。

“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卡住了，整个项目就

有可能延期，再严重点，因为这一卡，融资就

或许会出现大问题，私募和风投们很可能因此

撤资，项目可能就废了。”李涛对此十分担忧。

作为公司的技术支持经理，李涛开始四处

打探上述政策如何落地。一方面，他要了解下

这些审批的环节如何进行，另一方面，该法规

今年 8 月 1 日起施行，对于他们的项目，是政

策出台之前核准的项目，是否须经上述审批，

也要打听清楚。

在开发商四处忙碌探风的同时，本报记者

了解到，行业相关部门也开始进行内部调研，

了解和摸底气象收费与审批的情况。

本报记者独家获悉一份来自国家能源局委

托相关机构对多个风电开发企业进行的内部调

研汇总报告。根据该报告的调研结果，现实情

况并非《条例》所说的“气象资料由省气象主

管机构无偿提供”，各省地市存在程度不同的

收费乱象。

调研

根据该报告，目前在风电场开发项目中涉

及气象的收费主要分为两种 , 一种是测风阶段

的气象数据收费 , 另一个是风能资源评估报告

的收费。

前者按照国家风能资源评价技术规定以及

风电项目前期工作管理办法的要求，风电项目

资源评估要使用一年实测风数据评价，并要求

■文／于华鹏	龚丽萍

各地气象站乱收费
现象严重，有待有
关管理部门进一步
统一和规范。

风能气象服务
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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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周边气象站历史数据的长期订正，因此，

在前期工作中必须收集风电场附近长期测站气

象资料、灾害情况、长期测站基本情况以及近

30 年历年各位平均风速等。

“上述资料的获取需要开发企业支付一定

数额的费用，但目前各地气象站收费标准不

一。”报告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山西的数据

收费最高，为 5 万元，甘肃最低，为 5000 元

左右，其他如内蒙古、宁夏、青海、山西、江

苏、贵州等收费分别为 8000 元左右、几千到

几万元不等、几千到几万元不等、4 万至 5 万元、

3 万元、1 万至 2 万元。

一位风电开发商也表示，“根据我们的项

目情况，在向地方气象部门收集多年风能资源

数据时，内蒙古、黑龙江、吉林、新疆、甘肃、

湖南、山东等省份会收取资料费，一般是 1 万

到数万不等”。

然而，按照《气象法》和黑龙江出台的

《条例》都可以发现，“气象资料属于各地气

象主管机构无偿提供的范畴，不应在有偿服

务范围”。

“有偿服务是说项目所需的数据超过了无

偿服务的业务范围，比如数据的精度等，但实

际上很多地方都是按照有偿来收费的。”李涛

告诉记者。

不仅如此，各地还存在私设“风能资源评

估报告”进行收费的现象。

“有些省份，如黑龙江、吉林、浙江、湖北、

江西、安徽、云南等，不直接提供气象站数据，

而是要求项目前期单独委托省气象中心编制风

能资源评估报告，费用基本在 15 万 ~20 万元

左右。”上述报告中称，“而按照风电有关管理

规定，对风能资源部分的评价在可研中有专篇

进行评估和论证，因此编制风能资源评估报告

的必要性不高。”

报告中还着重提出，如云南、安徽、江西

等省甚至上升到行政审批程度，影响了风电项

目前期的正常审批，同时也制约了工作进度。

“其实这些数据服务在国外都是免费的，

据我们了解，目前陕西、福建等省已经有所改

善，都明确了各项收费的标准。”一位业内资

深人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各

地气象站乱收费现象严重，有待有关管理部门

进一步统一和规范。”

企业的声音

“ 气 象 数 据 收 费， 有 的 气 象 局 收 取

3000~5000 元，也有的收取 2 万 ~ 5 万元，最

高的开出 30 万元天价，还有不收费的，不收

费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领导出面协调的结

果。”一位五大电力集团下属风电开发公司的

相关负责人表示，“地方领导会说，人家到我

们这里投资，我们应该做好服务。”

该负责人还坦陈，“对风电开发企业来讲，

有专业的技术把关部门，当测风工作完成后，

我们就得知了该地的风能资源情况，如果风能

资源不具备开发条件，我们也不会再继续推进

前期工作，况且拟建风电场在立塔测风前，我

们就会对该区域进行研究，能不能开发已经有

了百分之八九十的结论了，地方政府这样搞，

当然不是为企业把关。”“关于收费问题，我认

为风电开发企业应把拟开发风电场的测风数据

无偿交给气象局备案，气象局应免费提供历史

气象测风数据，实现资源全社会共享，如果一

定要收费，可以适当收取一点，1 万元以下为

宜。”该人士建议。

今年 6 月，黑龙江省出台了国内首部关于

气候资源探测和保护方面的地方性法规，该条

例规定明确提出了“审批”的概念。

综合来看，该条例主要确定了三方面内容，

一个是确定风能等气候资源为国家所有，一个

是企业在探测风能资源时，应取得省发展和改

革部门核发的《气候资源开发探测许可证》，

同时将探测的资料交由省气象主管机构进行复

核 ；另一个是进行项目建设时，应在可行性研

究报告中再加入由省气象主管机构出具审查意

见的“气候可行性论证报告”，一并报送审批

部门。

对于风电开发企业来讲，就是增加了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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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环节和省气象局这个新的项目审批部门。

“就同一种数据，我们的实际需要有一个最小

值，比如说，假设某种格式下 5000 个数据就

能做这个事，但 5 万个也可以做，有的人可能

不太懂，地方气象部门就会要用这 5 万个数据

去做，价格自然就贵了。”李涛表示。

李涛同时表示，“但关键是，在加入审批

环节后，地方认可的是 5000 的数据，还是 5
万的数据，因为最后核准还是要通过气象部门，

他们是专家团的一部分 ,　要参与评审。”“现

在的状况是，企业看到这样的政策一出台，项

目就先暂停一下，看看其他企业怎么进展，而

地方政府方面，据我们所了解，也不敢轻易地

推这个项目，所以现在就处于一个暂停的状

态。”李涛表示。

争议

“在加入探测许可审批后，对于风电开发

企业，主要有两点比较大的影响。”上述业内

资深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一个是项目工期

的影响，一个是公平性如何保证。”

据该资深人士介绍，“现在整个行业争夺

的东西其实也就是风能资源，或者说就是有风

的场地，所以地方政府在国家项目正式核准前

就进行一轮审批，其实无形中放大了权力，容

易形成监督的空白区域，地方有可能为了保证

某个企业开发，通过该环节就提前把其竞争对

手在项目正式核准前，利用气候可行性论证报

告的审查淘汰出局。”

然而，除了对各省份的收费和《条例》规

定加入审批环节引来的争议外，也有声音表示

“地方政府无权立法”，对《条例》的合法性表

示质疑。

在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李艳芳看来，该条

例存在越权立法、审批的正当性和气象部门的

权力界定等多方面的问题。李艳芳表示，“查

阅各国民法典，公认太阳、大气属于典型的公

共物品，属于全人类共有，一国范围内的阳光、

空气、风力属于该国全体国民所有。”“此外，《条

例》的规定也违反《立法法》的规定。”李艳

芳表示，“资源权属问题属于民事基本制度和

基本经济制度，只能由法律，如物权法、各类

具体的资源法进行规定，最低一级的也得由国

务院制定行政法规，但不能由地方立法规定。”

李艳芳称。

对于太阳能资源与风能资源作为资源的开

发利用来说，李艳芳认为根本不需要审批，“气

象探测实质上是一种科学观察与测量活动，它本

质上不能改变客观环境，既不影响国家利益，也

不影响社会和他人利益，因此，对气象探测进行

审批限制没有任何法理上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李涛

为化名）

本文转载自《经济观察报》

有朝一日回头审视，2012年定是中国风电发展中颇具个

性的一段历史。虽有中长期规划目标在坚定着行业发展的基调，

但难以抚慰增速放缓带来的忧伤，一些人显然还未从“硬着陆”

的顿挫痛感中回过神来，而纷至沓来的各种“整章建制”已让

人应接不暇。并网检测之争尚未见端倪，气象收费和审批即“粉

墨登场”，眼下“风火交易”又透过媒体的声浪，带给人们新鲜

的话题。

媒体将风电炒得如此“火热”，除了其世界第一的国际地位，

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其“水深火热”的生存环境。这二者实在是

不相称。

有人称2012年是中国风电行业的“调整年”，有人则戏称，

这一年倒更像是中国风电行业的“媒体年”。假设“调整年”的

概括是准确的，我们希望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的利益格局的

深刻优化和重构，而不是应激性的修修补补，不再上演部门利

益争夺战的“闹剧”。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对得起产业在这个阵

疼期所付出的代价。而对于所谓的“媒体年”，我们希望透过或

犀利或平朴的言辞，大家能够看到公众对中国新能源事业的关

怀和热情，对事实和真理的呼唤，“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责任与

担当，从而勉励风能业界去抚心自问，吾辈当如何自处？

【编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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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新材料的双重身份
■本刊记者︱赵靓

便使这些企业拥有了双重身份，在技术上纵向追求

深度，在市场上不断横向扩张，渗透至各类相关行业。

天山新材料就是这样一家公司。作为只在工程

胶黏剂领域纵深发展的企业，所生产的全部为胶粘

剂这种并不太被大众“当回事”的产品，但也正是

那胶粘剂所特有的“不起眼”的空间优势和便利性，

致使其应用范围极广，几乎渗透到轻重工业的各个

角落与环节。因为始终专注于对胶粘剂的研究，天

山得以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一个个新的应用领域，对

这些领域的市场进行逐一击破。

占领一个不成熟领域的市场虽然具有一定的风

除
开发商、整机、关键零部件企业外，风

电行业中的其他企业似乎并不怎么显眼。

但一台风电机组作为集机械、电子、航空、

材料、工程科学为一身的复杂产品，大到塔筒、叶片，

小到每一颗螺丝钉，由万万千千的组件构成。虽然

诸如叶片一类的部件基本上均为业内厂家生产，但

绝大多数部件由涉足各行业的厂家提供，具有一定

“跨界性”。

例如，生产风力发电机的厂商，一般也会生产

其他种类的发电机 ；生产风电齿轮箱的企业，往往

也会生产诸如汽车、轮船等行业的齿轮箱产品。这

近20年历程中，天山

从一家“总经理就是业

务员”的小公司，发展

为行业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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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但随着该行业的不断成熟与扩张，

进入市场早的企业将获得最大的收益。

天山首先下大力气迈进了当时还未完

全起步的汽车领域。经过多年的运筹

帷幄，天山使自己在汽车动力总成制

造中的市场占有率达到 20%，与一汽

集团、东风日产、通用五菱、长安铃

木等车企保持着不错的合作关系。此

后天山又紧紧抓住了被国外品牌占据

的工程机械市场。从最初的参考设计

到自主研发，为国产工程机械胶粘剂

技术的产业化做出了重要贡献。经过

多年的积累，天山拥有了众多的高端

客户，市场占有率超过五成，与其建

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企业包括三一、

徐工、中联、柳工、厦工、龙工、临工、

玉柴、福田、小松、现代、日立等知

名国内外企业。

在紧抓传统机械行业的同时，天

山也注意到了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行

业发展为胶粘剂企业带来的利好，并

迅速介入光伏和风电市场。

据悉，光伏是天山目前最大的市

场，其占有率已超过 60%。在全球光

伏发电站市场中，每 3 块光伏组件中

就有一块使用了该公司的光伏组件密

封胶。光伏产业的龙头企业，如尚德

电力、中国英利等，都已成为天山的

重要合作伙伴。据悉，天山在 2010 年

末建好的苏州工厂，已将全部产能运

用于光伏产品生产。

天山进入风电领域是在 2002 年。

经过 10 年发展，该公司已开始为金风

科技、华锐风电、东汽风电、联合动力、

上海电气、银星能源、三一电气、海

装风电、南车时代、华仪电气等整机

企业进行大批量供货。

自 2011 年开始，我国风电行业

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整

个行业开始由规模扩张向品质提升转

变。这样的机遇将为市场占有率高、

产品品质好的企业提供更多的发展空

间。因此，2011 年，天山在产品推

广方面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绩 ：叶片

胶通过认证并成功应用于生产，德国

Schatz 螺栓扭力试验机安装到位，风

电螺栓论坛成功举办，使天山更加坚

定了在风电行业的发展的信心。

“我们正在不断积累和提高风能胶

粘剂方面的技术实力和经验，目前正

在研制螺栓润滑剂 1769 以满足客户需

求，今年将投放市场。”该公司的一位

销售经理提到。

拥有高新技术的企业在进行创业

时，相对来说较容易成功。1993 年，

这家由 4 位军事院校教师脱下军装创

办的企业，利用 15 万元的创业资金和

一套成型技术，开始进入工程修补剂

市场。在近 20 年的历程中，该公司从

一家“总经理就是业务员”的小公司，

发展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

据悉，目前天山新材料的产能已

经达到 22000 吨以上，北京基地的占

地面积为 18000 平方米，具有每年

10000 吨的生产能力。2010 年成立的

苏州基地则具有每年 12000 吨的生产

能力。该公司的产品从创业初期的一

款环氧类修补剂，发展到拥有厌氧胶、

PTV 硅橡胶、聚氨酯、瞬干胶、第二

代丙烯酸酯胶以及改性增强型氯丁胶

等 7 大类产品。这些产品根据不同的

特性，可以分别运用于修复、粘接、

密封、锁固、除锈、脱模和抗咬合。

天山公司高级总经理胡东昇介绍，

天山新材料之所以发展得如此之快，

主要取决于两个原因。首先是其“一

点三线”的销售模式，能够紧贴客户

需求。其次是长期贯彻的专注于老本

行的战略思想，不断提高和深化专业

技术，达到在小行业中具备高占有率

的目的。

据称，天山新材料已经做好了下

一步的战略规划，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是公司上市。与此同时，天山不仅要

力争成为国内工程胶粘剂行业第一，

而且要做到世界三强。



国际 | International

40  风能 Wind Energy 

澳大利亚风电发展与投资分析
■编译︱苏晓

可再生能源发展是澳大利亚未来能源需求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澳大利亚政府已经制定

了到 2020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该国发电总

量 20% 的发展目标（约增加 4500 万兆瓦时的

可再生能源电量）。澳大利亚丰富的风能、太

阳能、地热、水能和陆地资源等为该国发展可

再生能源电力产业打下了极好的基础。

澳大利亚能源市场历来拥有极强的竞争

力。在这些可再生能源中，风力发电是发展最

快的电力生产部门，在 2000 年至 2010 年间

平均增长率是 30%。

由于澳大利亚国家可再生能源目标扩展

（RET）为到 2020 年增长 20%，加上 RET 又

分为大、小两个不同的发展计划（即大规模

可再生能源目标，LRET，和小规模可再生能

源计划，SRES），保守估计未来澳大利亚风

电领域仍会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风电在整

个澳大利亚总电量中的份额预计将从 2007 年

~2008 年的 1.5% 增长到 2029 年 ~2030 年的

12.1%。 

图1		澳大利亚历年风电累计装机容量1

1.	清洁能源委员会：《澳大利亚清洁能源2010》，p.51。

＊2010年数据根据前9个月推测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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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能源市场运营机构（AEMO）在其最

近发布的《国家传输网络发展规划》（NTNDP）
中也做了相似的预测。根据这个规划，并综合考

虑各种情形，未来十年，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发展

目标将会促使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的强劲增长。

在这一规划下，风力发电是短期内可能实

现的最主要发电技术，而其他的技术，如地热、

太阳能光热发电，在近十年才开始出现。大规

模可再生能源目标实质上在各个方面都已经达

到，除了那些没有实施碳价格的领域。

澳大利亚政府有一个数据库和运营图，包

含了横跨整个澳大利亚的能源生产项目 3。

过去几年，很多私营公司已经进入到澳大

利亚寻求风电场开发，例如 Wind Prospect 有
限公司（英国）、Acciona 能源有限公司 ( 西
班牙 )、Union Fenosa 有限公司（西班牙）、

Martifer 有限公司（葡萄牙）、EPURON 有限

公司（德国）和 TrustPower 有限公司（新西

兰）。澳大利亚的风电场开发商包括 ：Infigen
有限公司、AGL 有限公司、Origin 能源公司、

Transfield 服务基础设施有限公司、太平洋水

电有限公司和西风能源公司。

表1 风力发电预测（GWh），2014年-2015年至2020年-2030年2

年份 2014-2015 2019-2020 2024-2025 2029-2030

发电量 4306 4416 4743 5471

2.	澳大利亚政府：《澳大利亚能源资源评估（2010）》，第9章《风能》（p239-260）；
3.	参考www.ga.gov.au/renewable。

图2		澳大利亚主要风电开发商发展情况

来源：澳大利亚农业与资源经济局：电力生产主要开发项目(2010年4月)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容
量
 (
兆
瓦
)

2000

0

Epuron AGL

Union Fenosa

Transfie
ld Serv

ice
s

Tenax Energ
y

Wind Pros
pect

Pacif
ic H

ydro

Acci
ona en

erg
y

Orig
in Energ

y

West
 W

ind Energ
y

Roarin
g 40s

Eurek
a

TrustP
ower

RE Develo
pments

Invest
ec

1730

1443

1213

960

786
691 657 618 590 552 517

400
252 225 220



国际 | International

42  风能 Wind Energy 

现货市场

覆盖澳大利亚东部和东南部地区的国家

电力市场（NEM），是该国最大的电力互联市

场。NEM 像发电机组调度的现货市场那样运

作。列入计划的发电机在每 5 分钟的分配间

隔中会将报价提交给澳大利亚能源市场运营商

（AEMO）。在这些报价、需求和可用传输容量

的基础上，AEMO 根据发电机组提供的价格来

分配机组，价格最便宜的发电机组当然最先被

分配。5 分钟的现货价格要以边缘（最昂贵的）

发电机组的报价来设定，这些发电单位需要分

配来满足需求。 
历史上现货价格平均在每兆瓦时 40 澳元

左右，但是也不稳定，有时可高达每兆瓦时

125 澳元（市场价格上限）。现货价格高点通

常出现在电力供不应求的时候（譬如大量发电

厂同时出现脱机事故的时候）。由于这个原因，

远期对冲合同成为风电场主们在应对对冲电价

风险时常用的一个重要工具。电力零售商一般

会根据在任何给定时间内对现货价格的变化预

期来和发电商签订远期对冲合同。风电场场主

几乎总是和电力零售商签订合同来对冲掉因现

货价格引起的收益不确定风险。

碳定价

政府的清洁能源立法措施现已成为一项法

案。它制定了澳大利亚将引入的碳价机制路线。

澳大利亚的碳价机制将以一个固定碳价开始，

并将过渡到碳排放交易机制（ETS）。从 2012
年 7 月 1 日开始，一个为期三年的固定碳价将

实施，刚开始是每吨 23 澳元，以后每年增长

2.5%，从 2015 年 7 月 1 日开始，碳价将根据

市场来设定。

澳大利亚与国际可靠碳市场和碳排放交

易机制的接轨将从弹性价格实施初期开始。固

定的碳价和随后的 ETS 预计将提高批发电价，

因此对太阳能领域也是有积极作用的。

电力价格
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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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的
比较优势

强劲的风资源

澳大利亚拥有世界上最好的风能资源，主

要分布在该国的西部、西南部、南部和东南部

沿海区域，但是也延伸到了澳大利亚内陆几

百千米处，包括东南部的高地地区。在澳大利

亚，有很多区域的平均风速都适合开发高产量

电力。

有实力的地方产业

大多数大型风电场开发商都会进口机器装

备、叶轮和相关组件，但是澳大利亚拥有实力

非凡的制造和服务业，能提供风电塔基技术、

复合材料和零部件、铸造金属和机械加工、高

压电气设计和施工以及控制和辅助设备。

澳大利亚风能产业服务企业通常都具备

了来自各能源行业的专门知识，能够提供风

能评估、项目设计和系统方案以及为出口市

场创造增值服务机会等业务。如丹麦维斯塔

斯风力系统公司的全资控股子公司——澳大

利亚维斯塔斯风能技术有限公司在墨尔本有

一个生产基地，其发展的主要是东南亚和南

非的业务。

技术娴熟的从业人员

澳大利亚风能产业有 1600 多名全职从业

人员，这一数据到 2020 年有望增长到全国范

围内的 1.9 万，因为有更多的风电场在建设之

中。2010 年风电领域的投资大约超过了 20 亿

美元。风电场开发商尽可能地从当地获取原材

料和劳动力。目前，澳大利亚约有 53 个风电

场处于运转状态，平均每个风电场在建设阶段

雇佣了大约 400 名工人。

表2 1998年-1999年至2009年-2010年平均年批发（现货）电价（每财政年度）4（澳元/MWh）

年份 新南威尔士 昆士兰 南澳大利亚 塔斯马尼亚 维多利亚

1998-1999 33.13 51.65 156.02 Na 36.33

1999-2000 28.27 44.11 59.27 Na 26.35

2000-2001 37.69 41.33 56.39 Na 44.57

2001-2002 34.76 35.34 31.61 Na 30.97

2002-2003 32.91 37.79 30.11 Na 27.56

2003-2004 32.37 28.18 34.86 Na 25.38

2004-2005 39.33 28.96 36.07 190.38 27.62

2005-2006 37.24 28.12 37.76 56.76 32.47

2006-2007 58.72 52.14 51.61 49.56 54.80

2007-2008 41.66 52.34 73.50 54.68 46.79

2008-2009 38.85 34.00 50.98 58.48 41.82

2009-2010 44.19 33.30 55.31 29.37 36.28

2010-2011 37.55 31.45 31.75 29.49 27.04

4.	澳大利亚电力市场评价电价数据表（AEMO），详见www.aemo.com.au/data/avg	price/averageprice	main.shtml。

图3		澳大利亚风能资源分布图

来源：澳大利亚农业与资源经济局:澳大利亚能源资源评
估2010（数据来源：Windlab系统公司；DEWHA可再生能
源地图集(风资源地图数据)；澳大利亚地球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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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可再生能源的消费需求

“绿色电力”是一项法定产品，电力零售

商有义务按照他们的可再生能源目标、向消费

者提供由合格的可再生能源技术获取的电力。

符合认证准则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可以获得使用

绿色电力生产商标的权利，以此向顾客证明这

些电力是由可再生能源产出的。

超过 90 万的澳大利亚家庭和商家自愿选

择通过购买绿色电力产品来实现购买可再生能

源的目标。

2009 年，有超过 200 万个可再生能源

绿色证书（RECs）被自动出让，以满足可再

生能源自愿购买的需求（ORER2009）。这个

自动出让的水平（包括能源零售商的出让部

分）导致了澳大利亚对可再生能源项目需求的

增加。2009 年 RECs 的自愿出让相当于当年

澳大利亚强制性的可再生能源目标额外多出

23%。

政府的支持政策和计划

可再生能源目标（RET）
可再生能源目标始于 2000 年可再生能源

（电力）法案，该法案旨在满足可再生能源发

电技术额外的财政需求，使其更好地与传统能

源技术竞争。可再生能源管理办公室（ORER）

负责该法案的实施，并设立了澳大利亚可再生

能源到 2020 年实现 4500 万兆瓦时的发电目

标。可再生能源法案设定了到 2030 年每年的

可再生能源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相关部

门要求澳大利亚大型电力采购商（包括电力零

售商）必须购买一定比例的被认可为由可再生

能源所发的电力，否则需要支付罚金。被认可

的能源将按生产单位（兆瓦时）获得可再生证

书（RECs），这些证书可以单独交易。

2010 年，澳大利亚政府出台法规，将可

再生能源目标分成两个部分 ：小规模可再生

能源规划（SRES）和大规模可再生能源目标

（LRET）。
大规模可再生能源目标规定，到 2020 年，

澳大利亚
风电产业

发展的重要
推动力

图4		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产生的可再生能源绿色证书（RECs）

来源：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监管办公室，REC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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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必须有 4100 万兆瓦时的可再生能源

发电来自大规模项目，这一目标使现有大规模

项目的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水平大大提高，相

当于在 2010 年的目标基础上增长了 4 倍。

小规模可再生能源规划覆盖了一些家用规

模的技术，如屋顶太阳能电池板、太阳能热水

器、小型风电和水电系统，以及其他可再生能

源目标的履行。在小规模可再生能源规划框架

下，小型家用规模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有资格根

据预测电力生产、在未来的一个日期获得最多

每兆瓦时 40 澳元的固定电价，或者在设备安

装的时候以现货价得到支付。有资格获得电价

支持的机组数量不受限。但是，可再生能源监

管机构有权利审查补贴水平，以应对小规模可

再生能源发电技术市场价格的变化。

图 4 显示了 2008 年以来来源于可再生能

源技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证书数量，并且图中

标明了相对其他技术，太阳能和风能领域出现

了怎样的增长。可以看出，太阳能热水器和小

规模太阳能光伏项目依据其产量预测而获得的

可再生能源绿色证书及其收益增值率说明目前

对这些技术有很大的供给。 
上网电价

澳大利亚大部分州和领地政府都实施了上

网电价，以支持小规模、家用的可再生能源发

电技术（见表 3）。
尽管目前澳大利亚的各种电价方案在价

格、覆盖面和细节上还存在差异，但是澳大利

亚政府正在通过政府委员会（COAG）努力寻

求在将来促进整个澳大利亚的一致性。

表3 澳大利亚各州和领地公布的上网电价制度概览（澳元/MWh）

位置 单位容量限制 方案上限限制
净价或
总价

新的或已有的 上网电价 可用能源

西澳州

<5kW(Synergy)

<10kW 单相

(30kW 最大值 ,

Horizon Power)

在 2011 年 7月 1日前 净价 新的 0.40

光伏、风电、小水电
从2011年7月1日开始，

安装 10MW或 3年时进

行复审

净价 已有的 0.20

新南威尔士 <100kW

从 2010 年 10 月 28 日开

始，截至到 2011 年 4月

29 日的新申请

总价 新的 0.20
光伏与风电

在 2010 年 10 月 28 日前 总价 已有的 0.60

南澳大利亚
<10kVA 单相

或 <30kVA 三相

从 10 月 11 日开始削减

关税
净价 两者都有

0.54( 从 10

月 11 日起为

0.22)

仅光伏

维多利亚 5kW 安装 100MW时复审 净价 两者都有 0.60 仅光伏

维多利亚 <100kW NA 净价 两者都有 支付率 1:1 
风电、水电、生物质能

与太阳能

昆士兰
<10kVA 单相

或 <30kVA 三相
安装 8MW时复审 净价 两者都有 0.44 仅光伏

ACT 30kW 2012 复审 总价 两者都有 0.3427 光伏 &风电

塔斯马尼亚 <3kW N/A 净价 两者都有 0.20 光伏、风电与小水电

艾丽斯斯普林斯 未知 总价 新的

0.5128

( 每天上限为

$5)

仅光伏

北领地 -

Power and 

Water

公司 

未知 总价 新的 0.1923 仅光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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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有很多偏远社区的电力并没有

并入大电网。由于当地政府支持社区用可再

生能源来取代柴油发电机，很多地区已经安装

了越来越多的风电 / 柴油混合动力机组，或者

是 100% 的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譬如 Verve 
Energy 和 PowerCorp 公司 2007 年在珊瑚湾

附近有一个风柴互补的项目，该项目安装了 3
台 275 千瓦的风电机组，风电装机总容量为

825 千瓦。

在偏远地区，太阳能和风能最主要的优势

就是可以降低柴油价格的不稳定性所带来的影

响。而这些能源最主要的挑战是可靠性，以及以

一个有竞争力的成本来整合柴油发电机的能力。

与澳大利亚偏远地区供电方案相关的 3 家

最大的电力公司分别是 Ergon 能源公司 ( 昆士

兰 )、北领地 Power&Water 公司，以及西澳

大利亚的 Horizon Power 公司。柴油燃料一般

占据了单个发电系统的一半成本以上，而且柴

油价格的不稳定性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因此，

很多商家正积极地寻求解决的办法。Ergon 能
源公司制定了以可再生能源替代柴油发电机的

战略。

Ergon 能源公司经营了 33 个柴油发电

站，主要分布在托雷斯海峡、约克角半岛、西

昆士兰和与主网隔离的岛屿上。该公司的长

期目标就是到 2050 年取代所有这些燃油发电

机。Ergon 目前在星期四岛屿上有 2 台风电

机组，在温多拉有 5 台太阳能聚光器设备，在

伯兹维尔有 1 个地热发电机组，该机组正在

进行升级，每年可以提供 720 兆瓦时的可再

生能源电力。

Power&Water 公司为北领地提供主要

服务，运营着 56 个社区电站（主要是燃油发

动的），安装容量为 56 兆瓦，发电量约为 9.7
万兆瓦时。

Horizon Power 公司负责着世界上最地广

人稀区域的电力服务，该区域占地 2.3 百万平

方千米，有 4.1万用电客户。2008年至 2009年，

Horizon Power 公司供应了 46.28 万兆瓦时的

电量，其中 8.76 万兆瓦时的电量来自可再生

能源，比前一年的 8.42 万兆瓦时增长了 4%。

Horizon Power 公司已成为迄今为止澳大利亚

在利用混合动力方面最积极的力量，其中包括

为远程采矿作业提供电力。

在澳大利亚风电领域，投资机遇主要包括

几个方面。

澳大利亚风电场项目的早期战略投资。澳

大利亚有大量由众多小型私营公司开发的早期

阶段风电项目（包括开发批准前和批准后阶

段）。其中有很多公司目前正在寻求出售手里

的项目，或者可以给他们带来所需资金水平的

大型投资伙伴，以推动项目进一步发展。这一

现况为国际上那些追求相对高风险投资回报，

以及要求实现 20% 可再生能源目标基本发展

价值观的投资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 
在新建风电场项目中提供低风险回报的后

期投资。例如，在澳大利亚，可以通过收购项

目来实现后期投资，这些项目已经由当地公用

事业单位开发出来并且包含长期采购合同。

提供适合澳大利亚不断发展的可再生能源

市场的融资和保险产品，以及这些市场呈现出

来的独特的挑战和机遇，尤其是对那些在澳大

利亚还未活跃但是在这些领域有相关经验的外

国银行和保险公司。

另外，风电场服务也是一项很好的投资领

域，由于这些地区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20%
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也显示出了在风电机组服

务方面严重的技术短缺风险。

在澳大利亚边远社区实现风电和柴油机

组一体化。在这个方面，专门从事该领域的国

际公司有机会和 Ergon 能源公司、Horizon 
Power 公司以及 Power&Water 公司建立合作

关系，探讨如何可以降低这些公用事业公司的

成本和风险问题。

（本文根据澳大利亚大使馆商务处（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提
供的英文资料翻译、整理而成。）

风电产业
其他增长点
与风电投资

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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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北与风电亲密接触
■河北工业大学风能与动力工程专业		徐超林

风电发展对风场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风电机组的工作对所在地生态环境又有哪

些影响？风电示范基地的工作究竟是怎样的？风力发电、风电并网以及风电储能等一系列课本上屡

屡提及的科技在现实中到底是怎样的？

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平时的课堂学习中无法深刻地体会到。因此，今年暑期的社会实践则

让我们身临其境地体验了风电发展各个环节的工作和所关联的各种故事。

7 月 24 日，河北工业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暑期社会实践小组 20 名队员在张北县这个

国家规划的千万千瓦风电基地体验了一把与风电相伴的生活，我们走访了风电场附近的村民、当地

政府风电办公室和风电场，并参观了张北运达风电有限公司、河北安塔风电设备有限公司、国家能

源大型风电并网系统研发 ( 实验 ) 中心、国家风光储输示范项目基地和中节能风电观景塔。

通过对张北县白庙滩乡几个村子的走访，队员们了解

到，通过风电场的建设，风电场建设的施工要求与村子里

富余劳动力的释放需求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互补。在增加

村民收入的同时，风电场建设过程中修建的道路也方便了

当地村民的交通出行。但是，风电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对

风电场附近村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一些干扰。居住在风电

场附近的村民表示，风电机组的噪声会影响到居民的睡眠，

尤其是早晨。部分村民还反映风电机组塔筒周围的植被受

到了破坏，经调查主要原因是新建风电机组的地基破坏了

原有的土壤结构，使植被的恢复需要一定的时间。还有部

分村民认为风电场的建设使当地降雨量有所减少。不过总

体来说，90% 以上的村民对当地风电场建设持支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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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国家能源大型风电并网系统研发 ( 实验 ) 中心时，

队员们了解到，研发中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风电基础研究

能力建设、移动风电检测能力建设和风电试验基地建设三

个部分。目前 , 已经基本完成风电仿真研究、风电功率预测

和调度、风能监测评价和数值天气预报研究等方面的基础

研究能力建设 ；全部建成了移动风电检测能力 , 包括风电机

组低电压穿越、功率特性、电网适应性、载荷、电能质量、

功率控制、噪声等等指标。据讲解员介绍，他们会把各个

生产商在研发中心检测的风电机组购买下来，建成一个规

模庞大的风电博览园，供游客参观。

中节能风电观景塔给队员们系统地展示了风电行业未来

发展的宏伟蓝图。一是要提高风力发电各项关键技术的自主

研发能力，二是要形成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形成完整的产业

链，使整个行业成为集风能开发、风电设备制造、风电机组

运营维护、大型设备运输安装、新能源科研、风机检测认证、

风电人才培养、风电观光旅游的多元化新兴行业。

在国家风光储输示范工程基地，一块块太阳能电池板鳞

次栉比，像一片波光粼粼的湖泊镶嵌在绿色的草原上，远处的

风电机组错落有致地排列着，像忠诚的卫士守护者家园。队员

们在展示中心了解了示范工程在系统集成、优化调度、协调控

制、实时监控、运行管理、功率预测等方面的研究。风力发电

一般白天发电量小而晚间发电量大，而光伏只在白天发电，另

外从季节上看，冬天风大而太阳辐射量小，夏天风小而太阳辐

射量大，风、光具有天然的互补性。利用这种互补性，同时考

虑储能的削峰填谷和平抑波动的特点，组成风光储能联合发电

系统，再通过先进的协调控制手段，可以使输出的电能接近电

网实际的符合要求。储能在联合系统总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

以平缓风光发电出力的波动性；提高联合发电的预测性；参与

电网削峰填谷，提升系统可调度性；全天候参与电网调频，微

电网提供优质调频服务。“输”在整个系统中则通过高精度的

功率预测系统，利用智能化的实时监控系统进行协调控制和优

化调度，促进大规模风光发电友好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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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综述

从理论而言，双馈型风电机组由

于采用了齿轮箱，可靠性比直驱型机

组稍低，同时，其发电效率、电网适

应性也较难与直驱型机组相提并论。

而直驱型风电机组因为省略了齿轮箱，

为使发电机适应叶片转速直接发电，

不得不较大幅度地加大发电机的直径，

使发电机的重量和体积大大增加。此

外，由于近些年国家严控稀土资源，

永磁材料价格被屡屡炒作，暴涨多倍，

致使大量需要永磁体的永磁直驱型发

电机组的成本陡增。

作为直驱型和双馈型两种风电机

组的“中间路线”，混合（包括永磁半

混合型风电机组技术与市场近况
	赵靓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北京	100013)

摘  要 ：集直驱永磁型和高速双馈型风电机组技术优势于一身，混合型风电机组近期受到更多关注。本文在描述该技术路线的

同时，向读者简要介绍了混合型风电机组的技术特点及市场情况。

关键词 ：混合型风电机组 ；永磁 ；半直驱 ；技术路线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2）09-0050-02

Technology and Market Situation of Hybrid Wind Turbine 
Zhao Liang

（Chinese Wind Energy Association, Beijing 100013,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technology advantages of both direct-drive permanent magnet and high-speed double-fed wind turbines, hybrid 

wind turbine a�ain more a�ention recently. �ough a description to this technical route, this paper brie�y introduced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market conditions of the hybrid wind turbine.
Keywords: hybrid wind turbine; permanent magnet; semi-direct drive; technical route

直驱）型风电机组具有在技术、产业

上取长补短、融会贯通的优势。

1 混合型风电机组的技术特点

与以上所提及的双馈、永磁直驱

两种风电机组所具有的特点相比，混

合型风电机组有以下优势 ：虽然也采

用了齿轮箱，但将大多数双馈机型所

使用的多级增速改为 2 级增速，是一

级或二级齿轮箱与中等转速发电机的

混合，从而使齿轮箱的可靠性提高，

价格降低 ；发电机使用了永磁技术，

发电效率比双馈型机组有所提高 ；与

直驱型机组一样使用了全功率变流器，

电网适应性较高 ；使用了齿轮箱，永

磁发电机的体积和重量可以进一步减

少，并相应地减少了磁钢用量，降低

了成本。

当然，凡事不能只从好的方面看，

“有一利就有一弊”这句话也非常切

合混合型风电机组，因为综合了两项

技术，混合型风电机组虽然综合了两

方的优势，但还存在两方的缺陷。虽

然齿轮箱结构简单了，但毕竟还是多

了一个关键零部件。虽然磁钢用量少

了，但也还是有一部分磁钢成本。因

此，混合型风电机组的未来发展如何，

眼下仍无法定夺，需要从技术和产业

的进步中逐步显现。目前的市场情况

是，只有少数整机厂商在使用这项技

术，且其中一部分只是将其作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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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或未来主推机型之一，而非目前

的主力热销机型。

2 国内部分混合型风电机组
情况

金风科技是 2011 年全国装机容

量最大的整机厂商。作为一家龙头企

业，金风科技早在两年前就已经启动

了对 3MW 半直驱型风电机组的研制

项目。2011年7月，金风科技对外宣布，

其自主研发的 3MW 半直驱型风电机

组成功通过科技部“国家科技支撑计

划”课题验收。2011 年，金风完成 4
台该型样机的装配，于 2012 年一季度

正式投运。

“半直驱经过了两年多的实验，今

年我们准备推出来，运行得非常稳定，

磁钢用量非常少，它是用两极的齿轮

箱传动，结构比较简单，转速也不是

太高。齿轮箱变小，电机的直径可以

降低，容量也可以做大。”金风科技董

事长武钢此前在接受《风能》杂志采

访时提到。但武钢同时也表示，金风

科技将于未来推出的 6MW 海上风电

机组仍然会使用永磁直驱技术。显然，

金风科技仍将坚决采取永磁直驱战略，

3MW 半直驱型机组是其技术战略的一

个补充。

明阳风电也已在 2010 年推出

了 3MW 混合型风电机组样机，其官

方名称为 3MW 超紧凑（SCD）型机

组。显而易见，明阳风电的该款机组

与相同容量的其他风电机组相比，重

量、体积优势更明显。该机组的风轮

采用 2 个叶片，引进德国 Aerodyn
公司的技术，有资料显示，明阳风电

与 Aerodyn 所签署的协议为排他性协

议，涉及 2.5MW/3MW 级和 6MW 级

SCD 型机组的技术特许权。明阳风电

董事长张传卫曾在 2011 年第三季度财

报会上表示，2012 年 SCD 型风电机

组将实现营收占比 30% 以上。显然，

明阳风电对混合型机组的重视程度很

高，将使 SCD 型机组最终形成系列化

产品。

3 国际部分混合型风电机组
情况

与中国厂商类似，一些国外科研

实力强的整机厂，也在积极推出各自

的混合型风电机组产品。

2012 年 3 月底，Vestas 推出了

V164-7.0MW 型海上风电机组，齿轮

箱使用 2 级增速，并采用永磁发电技

术。早在 2011 年 Vestas 便获得了英

国肯特郡一个 70 万平方米地块的专属

权，并计划在此处建设风电机组制造、

安装工厂，以生产其 7MW 混合型海

上风电机组。但有消息称，该建设项

目已经停工，而 7MW 混合型海上风

电机组未来将在哪里生产，成为未知

数。Vestas 首席执行官恩格尔此前曾

表示，只要确定有足够的 7MW 机组

订单，该公司将立即恢复此项目的投

资。2012 年 5 月，Vestas 宣布延缓

7MW 机组的研发速度，其原型机在

丹麦的安装计划，由 2013 年推迟至

2014 年。

在 2011 年北京国际风能大会上，

Gamesa 首次在展台演示了其 4.5MW 
G10X 风电机组。该型机组样机于

2010 年推出，安装在西班牙某实验基

地进行测试，截至北京风能大会演示

该机组前，已经发电超过 170 万千瓦

时，有效值超过 90%。该款机组的研

制时间超过 7 年，在两档变速箱中采

用半结合式主轴，达到中速输出，并

且也使用了全功率变频器和永磁发电

机。据该公司多位高层透露，由于中

国政府希望有更大的机组进入市场，

Gamesa 将会在中国销售该款机组。

参考文献

[1] 李松田 . 1.65MW 半直驱永磁同步风力发电机

研制 [J]. 东方电机 .2010(5):43-47.

[2] 丁长文 . 1.5MW 半直驱风力发电机组制造工

艺研究 [J]. 中国新技术新产品 .2011(22):8.

[3] 陈昆明 , 汤天浩 , 陈新红 , 王敏利 , 李剑飞 . 

永磁半直驱风力机控制策略仿真 [J]. 上海海

事大学学报 .2008(12):39-44.

表1 部分混合型风电机组产品

生产厂商 产品型号

金风科技 3MW

南车风电 2.5MW

华创风电 3.6MW

江西力德 1.5MW

明阳风电 3MW

江西力德 2MW

北车风电
1.5MW

2MW

Vestas 7MW

Gamesa 4.5MW

Winwind 3MW

Multibrid 5MW

AREVA 5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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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酒泉是我国规划的七个千万千瓦

级风电基地之一，也是国家第一个批

准全面开工建设的千万千瓦级风电基

地。根据中国气象局《中国风能资源

评估 2009》的风能资源评估结论，酒

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 50m 高度风

能资源 3 级以上的面积为 47000km2，

潜在开发量约 210GW，可装机容量约

82GW，可开发利用的风能资源居全

中国前列 [1]。

自 2010 年 11 月 河 西 750kV
输变电工程的建成投产以来，酒泉

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一期工程风电场

陆续并网发电，截至 2011 年年底，甘

肃全省并网运行的风电场 48 座，风

电装机总容量 5409MW，同比增加

3963MW， 同 比 增 长 274%， 占 全

省发电总装机容量的 19.3%，全省

共有风电机组 3767 台。酒泉风电基

地并网风电场 42 座、风电装机容量

4929MW，成为全世界集中并网规模

最大的风电基地之一。

2011 年国家能源局批准了酒泉风

电基地二期工程 8GW 规划 , 近期将核

准其中 3GW 。预计到 2015 年，酒泉

风电基地装机容量将超过 15980MW，

成为最早建成投产的千万千瓦风电基

地之一。

截至 2011 年年底，甘肃电网风

电累计发电量 7.04TWh，同比增长了

234% ；其中 4 月份甘肃全省风电总

发电量 828GWh，同比增加了 408%，

占当月全省总发电量的 9.9%，全省风

电平均利用小时数为 206h，同比增加

32.9% ；4 月 22 日全省风电最大发电

出力达到 2667MW，占当时全省用电

负荷的 27%，相当于当日全省最低用

电负荷的 32%。4 月 10 日全省风电日

发电量达到 55.19GWh，占当日全省

用电量的 25%。

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酒泉风电基地
汪宁渤，马彦宏，丁坤，周识远，周强

（甘肃省电力公司风电技术中心，甘肃	兰州	730050）

摘  要 ：本文分析了酒泉风电基地资源与市场逆向分布、出力时空分布等特点，研究了大规模风电集中并网面临的

送出、消纳、调峰、系统稳定和运行控制等方面的挑战，结合大规模风电基地的运行实际，提出了应对措施及

规范发展的建议。

关键词 ：大规模 ；风电基地 ；机遇 ；挑战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2）09-0052-05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Jiuquan Wind Power Base
 Wang Ningbo, Ma Yanhong, Ding Kun, Zhou Shiyuan, Zhou Qiang

（GanSu Electric Power Corporation,.Lt.com, Lanzhou,730050,China）

Abstract: �is paper analys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sources/markets reverse distribution and spatial-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wind power 

generation in Jiuquan Wind Power Base, and studied the challenges of transmission, consumption, peak-shaving, stability and 

control in large-scale wind power integration. Besides, combined with practical operation circumstances, the paper also proposed 

the proper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Keywords: large-scale; wind power base; opportunity; 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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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酒泉风电基地的主要特点

1.1风能资源与用电市场的逆向分

布问题

中国风能资源丰富的地区主要

集中在内蒙古、新疆、甘肃、吉林和

黑龙江等“三北”地区，尤其是内

蒙古、新疆、甘肃等地区风能资源丰

富的地区绝大部分位于戈壁荒漠，具

备大规模集中开发优势。2011 年年

底“三北”地区的风电装机容量达到

50278.5MW，约占全国风电总装机

容量的 80.6%，目前中国已经呈现了

风电大规模集中开发的发展态势。中

国规划的七个千万千瓦风电基地除了

江苏以外也全部集中在中国三北地区，

根据规划初稿，到 2020 年三北地区的

千万千瓦风电基地的总装机容量约为

130GW，加上其他风电场“三北”地

区占全国风电规划总装机容量的 80%
以上，预计大规模集中开发的仍将是

中国风电的主要发展模式。

欧美国家在陆上风电发展主要选

择了按照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发展模式，

以靠近用电负荷中心、小规模、多业主、

高度分散的风电发展的主要形式。中

国选择了以资源导向为主导的发展模

式，远距离、大规模、少业主、高度

集中成为中国风电发展的主要特点。

1.2 酒泉风电基地接入及送出情况 

酒泉风电基地的一期工程主要

集中在玉门、瓜州两个区域内，一期

工程 5.5GW 风电主要采用 330kV 汇

集，通过 7 座 330kV 升压站和 2 座

330kV 变电所汇集到甘肃 750kV 电

网。酒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几乎全

部汇集到 750kV 敦煌变电所 330kV
母线并网，如此大规模风电基地通过

一点集中并网，不仅与欧美风电发展

模式不同，而且与国内现有的风电发

展模式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在正常运

行方式下，绝大部分风电电量需要输

送到 1000km 以外的兰州负荷中心消

纳，是全世界集中并网规模最大、送

出距离最远、汇集和送出电压等级最

高的风电基地之一。

1.3 运行的主要特点

1.3.1 风电出力功率分布

受到河西电网送出能力的制

约，酒泉风电基地存在限出力的问

题，甘肃实际运行风电出力在 40％以

下装机容量出现的概率为 86％，其

中 0%~10％装机容量区间出现时间

频率为 32%，10%~20%、20%~30%
和 30%~40% 装机容量出现的概率分

别为 23％、16％和 15%。40％以上

装机容量区出现的概率为 14％，其

中 40%~50 ％、50%~60% 和 60% 以

上装机容量区间出现的概率分别为

10％、3% 和 1%。

1.3.2 出力时间特性

从分时段风电发电量统计情况看

甘肃风电反调峰特性较明显，风电发

电量在 0:00 － 6:00 所占比例为 44％，

6:00 － 12:00 为 20%，12:00 －

18:00 和 18:00 － 24:00 分别为 21％、

15％，在限出力的情况下酒泉风电基

地的反调峰特性已经非常明显，自然

状态下风电的反调峰问题将更加突出。 
1.3.3 酒泉风电基地事故情况

图1	酒泉风电基地风电项目规划示意图

图2	酒泉风电基地风电出力概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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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酒泉风电基地风电场累

计发生各类脱网事故 73 次，除了 4
月 25 日事故是电网事故波及到风电场

以外，其他事故均是风电场内部事故

导致风电机组大规模脱网。其中，发

生风电机组脱网的超过 100 台、影

响范围较大的故障就有 7 次， 尤其是

2 月 24 日以来发生的三次严重事故

分别甩风电出力 840MW、1006MW
和 1535MW，不断刷新了风电机组

历史脱网记录。如此大规模风电机

组集中脱网，河西电网电压短时间

从 60%~115% 额定电压范围内大幅

度波动，并造成西北主网频率最低至

49.734Hz[2]，导致电力系统的短时间

电能质量不合格，影响电力系统用户

的用电质量。处于甘肃电网末端电压

的大幅度波动，使得甘肃河西电网的

电压和频率控制难度大幅度增加，直

接威胁到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2 酒泉风电基地面临的挑战

2.1 送出能力问题

随着河西 750kV 电网及风电汇

集工程建成投产，经过分析计算常规

河西 750kV 电网西电东送的能力仅为

1.8GW[3]，无法满足酒泉风电基地一

期工程的送出需要。为此，甘肃省电

力公司与国内有关研究院所合作开展

了深入的研究，采取 750kV 可控高压

电抗器（简称高抗）及多项安全稳定

控制措施，同时通过 750kV 电网与新

疆联网以提高系统稳定水平和输送能

力，将河西 750kV 电网西电东送的能

力提高到 3.4GW 左右，考虑到风电机

组发电的同时率和就近消纳部分用电

负荷，勉强能够满足 94% 左右概率条

件下的风电送出 [3]。

2015 年 15980MW 以及 2020 年

增加到 20GW 以上装机容量的风电项

目，必须依靠 ±800kV 特高压直流输

电技术，才有可能解决未来大规模风

电送出问题 [4]。由于相关的技术工作

开展的时间较短，各种不确定性因素

难以充分考虑，即使采用了 ±800kV
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能否有效地解

决 2015 年以后的风电送出问题仍然需

要进一步研究 [5]。

2.2 调频调峰问题 

由于风电具有“风”的波动性、

随机性的特点 [6]，风电的发电负荷难

以保持稳定，为了满足电力系统发电、

供电和用电同时完成的基本特征要求，

必须存在随风电变化反向变化的其他

电源 ；因此风电并网后的电力系统除

了要满足正常负荷变化的调峰能力以

外，还必须满足适应风电随机性的调

峰能力。

为了满足 2011 年年底建成投产

的 5409MW 风电项目的调峰需要，对

于全省最大用电负荷仅有 10550MW
的甘肃电力系统的调峰能力是严峻的

考验。截至 2011 年年底甘肃电网统

调装机容量为 27941MW，其中具备

调峰能力的发电机组容量约为 8GW，

火 电 机 组 约 5.5GW， 水 电 机 组 约

2.5GW，受到水电、火电机组运行方

式以及检修等因素的影响，系统内最

大可能的调峰容量约为 5GW。考虑

事故备用、负荷备用等因素需，以及

电网结构的限制，全省所有机组不同

时期的总调峰能力约为 4GW。其中

有约 1.5GW 的机组调峰能力需要用

于用电负荷调峰，能够承担风电调峰

的发电能力仅为 2.5GW，根本无法满

足 5409MW 风电所需调峰能力的要

求 [3]。

西北五省区可提供 6GW 的调峰

能力，基本满足 5409MW 风电建设

的调峰需求，但其中涉及黄河水资源

的综合利用、大规模跨省调峰的调度

管理模式和电费交易管理办法等一系

列管理问题，另外，还存在电网输送

能力限制等方面的技术问题。2015 年

15980MW 以及 2020 年增加到 20GW
以上装机容量的风电项目，在现有技

术水平下西北电网的总体调峰能力已

经无法满足要求，需要在更大范围或

用新的调峰技术才能解决。

2.3 电力消纳问题 

2011 年甘肃全省总装机容量约为

图3	酒泉风电基地风电出力时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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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41MW，其中风电为 5409MW，

占总装机容量的 19.3%，2015 年甘肃

总装机容量规划为 40GW，其中风电

为 15980MW 以上，占总装机容量的

39.95%，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电网

接入风电能力不超过系统总装机容量

的 10%~15% 的标准。   
预计 2012 年年底甘肃风电装机

容量达到 7939MW、年上网电量约

为 14TWh，2011 年全省统调范围内

最大负荷 10820MW、省公司售电量

75.7TWh，预计到 2012 年全省统调

范围内最大负荷 12100MW、省公司

售电量 84TWh。全省用电最大负荷仅

为 12100MW，要消纳 7939MW 风电，

从电力平衡的角度考虑几乎是不可能

的 ；甘肃省电力公司售电量 84TWh
中若要消纳 10TWh 的风电上网电量，

从电量平衡看似乎较有可能。但如果

7939MW 的风电发电量全部在甘肃省

内消纳，火电机组的利用小时数将下

降到 4000h 以下。因此，无论从电力

平衡、电量平衡方面考虑，7939MW
风电在甘肃省内难以消纳，必须依靠

整个西北电网 [3]。

2015 年 15980MW 以及 2020 年

增加到 20GW 以上装机容量的风电

项目，所对应的风电发电量分别约为

30.8TWh、42TWh 以上，不仅甘肃

电网也无法消纳，预计西北电网也难

以消纳。2015 年及以后的风电必须依

靠全国电力市场消纳，因此风电消纳

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2.4 系统稳定问题 

2011 年 年 底 酒 泉 风 电 基

地 5233MW 风 电 送 出 主 要 依 靠

1000km\750kV 双回线路，风力发

电的随机性将导致输出线路的输送功

率大幅度变化，进而引起线路充电功

率的大幅度波动，电网必须具备足够

动态的感性和容性无功调节能力，同

时要求常规发电机组与电网协同调压，

才可能实现电网电压的有效控制。为

了满足送出能力的要求，河西 750kV

电网必须采取 750kV 可控高抗等先

进的柔性输电技术，另外为了满足风

电场无功电压控制的需要，风电场升

压站必须安装 15%~20% 的 SVC 或

SVG，可控高抗和动态无功补偿等柔

性输电设备在河西电网同时应用，需

要综合研究柔性输电的控制策略问题。

由于超大规模风电场的数学模型不完

善，面对超大规模风电的远距离输电

问题，目前不仅缺乏实际运行管理经

验，理论分析计算的结论也存在不确

定性，因此酒泉风电基地可能存在较

大的系统稳定问题 [3]。

2015 年 15980MW 以及 2020 年

增加到 20GW 以上装机容量的风电项

目，受到交流输电技术和西北电力市

场消纳能力的限制，必须通过特高压

直流输电输送到 2500km 以外的湖南

株洲。750kV 超高压交流与超远距离

特高压直流的组合，不仅国内外缺乏

建设与运行管理经验，世界上也缺乏

成熟的电网技术理论支撑，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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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际应用的现状决定了可能存在较

大的系统稳定问题。

2.5 风力发电的运行控制问题

风电作为波动性、随机性电源，

发电出力难以准确预测，对电力系统

调度运行管理造成了巨大影响。与常

规水电、火电机组相比，风电机组的

有功难以控制、无功电压控制能力不

足，不具备常规电源的有功和无功功

率控制能力，可控性不足。因此，大

规模风电运行控制难度显著增加。电

力系统主要依靠实时调节电源的出力

以适应用电负荷的波动，风电不仅不

具备适应负荷波动的调节能力，其自

身的随机性波动进一步增加了电力系

统调节的难度。尽管酒泉风电基地已

经达到主流电源规模，但在电力系统

中仍然只能作为依附性电源存在，风

电难以在电力系统中独立承担与其规

模相适应的责任。风电利用小时数仅

为 2000h~2200h，单纯远距离、大规

模输送风电必然导致输变电设备利用

小时数很低，尤其是跨区远距离单纯

输送风电不仅不经济，也难以为受端

用电市场所接受 [7]。

3 结论与建议

加快发展风电是国家能源战略的

必然选择，风能资源禀赋和人口分布

特点决定了大规模集中开发是中国风

电主要发展模式。酒泉作为中国第一

个开工建设的千万千瓦风电基地，承

担着探索发展道路、总结经验和破解

难题的责任。

与欧美国家靠近负荷中心的发展

模式不同，在远离负荷中心 1000km
以外建设千万千瓦风电基地面临着一

系列挑战，酒泉风电基地连续脱网事

故所反映出的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能否有效破解这些技术难题关系到酒

泉风电基地能否健康发展，同时对中

国大规模集中开发、远距离输送发展

模式产生影响。

中国风电资源与用电市场的逆向

分布特点，决定了大规模风电基地送

出与消纳矛盾突出，其中市场消纳能

力是制约风电建设规模的关键因素。

在需要跨区用电市场解决风电消纳问

题的情况下，面临着技术、政策、管

理和体制等一系列问题，其中能否尽

快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成为关键因素。

根据用电市场需求合理规划电源、

电网，统筹规划省内省外市场的消纳

能力、明确风电送出和消纳技术方案，

确定酒泉千万千瓦风电基地的建设规

模、开发时序，促进酒泉风电基地持

续稳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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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全球经济继续低迷的背景下，

全球风电市场在 2011 年发展势头良

好。全球风能理事会发布的全球风电

市场装机数据显示，全球 2011 年新

增风电装机容量达 40.56GW。这一

新增容量使全球累计风电装机达到

237.67GW。[1] 在经历 2010 年全球风

电增长放缓后，2011 年风电增长势头

继续呈现平缓增长的趋势。全球累计

装机实现超过 20% 的年增长，明显低

于过去 10 年间全球风电累计市场平均

增长速度 28% 的水平。

2011 年全球风电发展的另一个特

点是新增装机容量的绝大部分不是由

经合组织（OECD）国家贡献，而是

出现在风电新兴市场。拉丁美洲、非

洲和亚洲正在拉动全球市场的发展，

这一特点是继 2010 年后第二次出现。

中国和印度继续成为亚洲风电增长的

主要动力，其新增装机容量总和相当

于 2011 年全球总装机量的 50%。在

拉丁美洲，巴西异军突起成为该洲最

有潜力的风电市场，墨西哥也成为继

巴西之后又一新兴市场。非洲各地小

型项目蓬勃发展，最令人注目的是南

非市场，在经历几年的观望和准备期

后，南非政府终于展开风电发展的实

际行动。

到目前为止，全球有 75 个国家

商业运营风电装机，其中 22 个国家的

装机容量超过 1GW。2011 年，全球

风电新增装机排名前十的国家分别是

中国、美国、印度、德国、英国、加

拿大、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瑞典，

其装机量主导着全球 88% 的风电新增

装机市场。其中，新增装机容量超过

1GW 的国家达到 7 个。2011 年全球

全球风电发展现状和展望*

乔黎明

（全球风能理事会，北京	100021）

摘  要 ：本文回顾了 2011 年全球风电整体发展形势，分析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风电市场，并对全球风电未来 5 年的发展

趋势做了大致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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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累计装机市场排名前十的国家较

2010 年变化不大，唯一值得指出的是，

葡萄牙超越老牌风电大国丹麦跻身全

球风电累计装机前十。尽管如此，丹

麦 2012 年提出的到 2020 年可再生能

源发电达到 50% 的目标也会成为丹麦

风电发展的推动力量。[1]

1 区域分布特征

1.1亚洲

中国巩固了其全球风电领袖的

地位。2011 年，中国风电面临诸多

挑战，但风电累计装机容量依然达到

62.36GW[2]。年初频繁出现的风电基地

大规模脱网事件使风电场建设速度与电

网建设速度不匹配的矛盾更加突出，上

半年风电场建设速度开始减缓。这一情

况的出现导致很多风电制造企业陷入存

货管理和资金链吃紧的困境。加之宏观

的金融收缩政策，银行收紧银根，风电

企业面临极大的资金挑战。在这样的背

景下，如何提高风电质量成为这一年的

重要议题。2011 年夏秋之际，国家能

源局连续出台风电产业相关政策，一方

面规范行业内部的技术标准，如“大型

风电场并网技术规范”等 17 项重要标

准；另一方面规范风电场建设，如《风

电场开发建设管理办法》和《海上风电

开发建设管理暂行办法》等。

2011 年印度风电新增装机容量

3GW，累计装机容量 16GW。截至

2012 年 1 月，印度的可再生能源发

电比例达到 6%，其中 70% 为风电所

产生的电量。2011 年，印度推出了可

再生能源发电证书交易（Renewable 
Energy Certificate,REC）。 此 前 印

度扶植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包括

加 速 折 旧 抵 税 政 策（Depreciation 
Tax Benefit） 和 发 电 量 基 础 激 励

(Generation Based Incentive)，即在

每千瓦时可再生能源电量上给予固定

的可再生能源附加补贴。可再生能源

证书交易从 2011 年 2 月开始，经历

一年探索后，到 2011 年年底已经形成

了相当规模的市场交易。根据全球风

能理事会统计，REC 交易量从 2 月的

120 个单位上升到 28.53 万个。这一

变化表明印度各州正在努力完成各州

的配额制指标，这将对风电发展产生

很大益处。印度的 25 个联邦级别电力

监管委员会都有可再生能源配额要求，

其中 13 个联邦有针对风电的固定电价

制度，两个政策相辅相成，极大地推

动了风电的发展。

经历了 2011 年福岛核危机的日

本民众对可再生能源发展充满热情。

截至 2012 年 3 月，日本的 56 家核电

站已关闭 54 家，余下两家于 3 月底和

6 月关闭。核电退出所带来的大量用

电需求为可再生能源创造了空前的良

好机遇。截至 2011 年年底，日本风电

总装机容量达到 2.5GW, 占日本电力

供应的 0.5%。日本的旧风电激励机制

在 2009 年已结束，新的固定电价政策

将在 2012 年 7 月出台并实施。

韩国 2011 年的新增装机容量为

29.8MW, 累计装机容量为 407MW。

从 2012 年起，韩国将实施可再生能源

发电证书（REC）交易制度，与此同时，

韩国还实施 2% 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制

政策，该配额将逐年提高，到 2022 年

预计达到 10%。为鼓励海上风电发展，

政策规定海上风电每 1kWh 电能产生

2 个单位的 REC, 陆上风电每 1kWh
电产生 1 个单位的 REC。韩国也有宏

大的海上风电目标，2010 年韩国的经

济产业部发布了海上风电发展路线图，

表明韩国有希望实现 2.5GW 的海上风

电发展目标。2011 年，韩国政府进一

步要求国内的 8 家生产企业生产 15 种

不同规格的海上风电样机，在 2014 年

完成测试和认证工作，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到 2016 年建立 400MW 海上示

范风电项目、2017 年到 2019 年建立

2GW 海上风电项目的发展规划。

1.2 欧洲

从新增装机容量的角度来看，德

国、瑞典的陆上风电和英国的海上风

电是欧洲风电 2011 年的主要拉动力

量。此外，罗马尼亚以 520MW 的新

增装机容量成为欧洲新兴市场中的一

匹黑马。这 4 个国家装机容量的拉动

力抵消了传统市场的发展不足，使欧

洲总体装机容量与 2010 年相当。 
德国 2011 年的新增装机量达到

2GW，相当于欧洲总量的 1/5, 累计装

机量 29GW。在日本福岛核危机后，

德国议会最终通过决议将于 2022 年彻

底结束核电产业。同年，德国修订可

再生能源法（EEG)，EEG 是德国可

再生能源发展的核心推动力，德国相

关法规每隔数年会对电价水平进行修

改，以配合资源开发和产业发展。此

次修改的可再生能源法包括对陆上和

海上风电价格的修改。修改后的可再

生能源目标要求到 2020 年达到 35%
的可再生能源发电目标，2030 年达到

50%，2040 年达到 65%，2050 年达

到 80%。 
英国在 2011 年的风电装机容量

为 1.3GW, 占欧洲风电装机总容量的

13%，其中有 752MW 是海上风电。

英国政府 2011 年宣布其 2020 年的风

电发展目标为 31GW, 其中海上风电

是 18GW。英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海

上风电市场，海上风电总装机容量为

2GW，紧随其后的是西班牙和意大利，

分别是 1.05GW 和 950MW。

在欧债危机的背景下，风电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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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和补贴依赖性强的可再生能源

产业的日子并不好过。很多国家正

在紧缩政府开支，一些国家正在考

虑降低可再生能源补贴。与此相对

的是欧洲新兴市场，这些新兴市场

2011 年的发展喜人。罗马尼亚、波

兰、土耳其等市场的发展将成为欧

洲市场新的增长点。

1.3 北美洲

2011 年，美国风电实现了一定程

度的反弹，装机容量达到 6.8GW，同

比增长 31%。这些新的装机容量分布

在美国 38 个州，所有风电机组来自

23 个不同的制造企业，累计装机容量

较前一年提高 17%，达到 46.92GW。

得克萨斯州、艾奥瓦州和加利福尼亚

州的累计装机位居前列。新增装机容

量排前三的分别是加利福尼亚州、伊

利诺伊州和艾奥瓦州。

2012 年，美国风电发展依然面临

诸多挑战，风电生产税减免抵扣（PTC）

将在年末结束，美国风电产业正在呼

吁延续这一税收政策。对于美国政府

来说，风电就业是发展风电产业最有

说服力的理由。目前美国风电产业为

全国带来约 8 万个就业机会，过去几

年风电产业就业率的年增长速度约为

35%。在经济危机、失业率激增的背景

下，风电整个产业链条上的巨大就业

机会实在是打动政府的一个重要因素。 
2011 年，加拿大风电又一次破纪

录 , 新增风电装机 1.27GW，累计装机

5.27GW。其中，安大略省以 1.97GW
排名第一，魁北克省以 918MW 位列

第二，阿尔伯塔省以 891MW 位列第

三。加拿大国家层面的可再生能源刺

激项目（ERP）在 2009 年结束，从

2010 年开始加拿大就没有国家层面的

可再生能源刺激政策，取而代之的是

各个省出台的激励风电和可再生能源

发展的政策。

墨西哥是另一个最具潜力的拉美

市场。2011 年新增装机 50MW，累

计装机 569MW。在 2011 年年底，完

成吊装尚未并网的还有 300MW。墨

西哥目前尚未出台全国性的风电激励

机制，但是各地的财税和可再生能源

相关法规都在不断完善中，预计 2012
年年底墨西哥风电装机有望突破 1GW
大关。

1.4 南美洲

2011 年南美洲风电发展势头强

劲，风电新增装机容量达到 1.2GW, 
巴西是南美洲的领军力量。巴西的新

增装机容量达到 587MW, 总容量达到

1.5GW，突破了 1GW 的里程碑。巴

西目前已有一个到 2016 年约 6GW 的

到 2016 年的项目管道。巴西的本地化

生产政策要求生产企业实现 60% 本地

化生产。风电制造业上下游企业开始

在巴西建厂，这不仅为进一步扩大巴

西市场，也为下一步拓展拉美其他市

场，如智利、阿根廷等做好前期准备。

阿 根 廷 2011 年 实 现 了 79MW
的新增装机，累计装机 130MW。智

利 2011 年新增装机 33MW, 累计装

机 205MW。另外，洪都拉斯第一个

102MW 风电项目成功上网。其他国

家如多米尼加和哥斯达黎加分别实现

了 33MW 和 13MW 的装机容量。

1.5 非洲

南非成为非洲最具吸引力的风电

新兴市场。南非政府 2011 年推出了可

再生能源招标项目，在整个 1.45GW
可再生能源项目中，风电占 630MW。

2012 年还将有 1.2GW 风电项目参与

招标。2011 年，南非风电没有新增装

机容量，但是几个正在开发中的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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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到 2012 年有望实现 138MW 新增

容量。非洲国家佛得角 2011 年实现了

23MW 的装机容量。 
1.6 大洋洲

澳大利亚 2011 年新增装机容量

234MW, 累 计 容 量 2.22GW。2011
年，澳大利亚建立了碳排放贸易机制，

这一机制将从 2012 年 7 月开始实施。

排放贸易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可再生

能源的发展，特别是风电项目将通过

排放贸易获得额外的资金支持。在排

放贸易机制下，政府还建立了清洁能

源投资机构，专门负责为可再生能源

融资。这一新政的出台与澳大利亚近

期修改的可再生能源目标相辅相成，

将极大推动未来几年澳大利亚的风电

发展。

新西兰 2011 年新增风电装机容

量 109MW, 累计容量 623MW，累计

装机容量实现了 20% 的增长。

2 未来发展预测

2.1发展环境因素分析

2011 年，日本福岛地震和海啸引

发福岛核电站出现核泄漏危机，这使

全球各地核电站的建设过程多少都受

到了影响。面对全球不断增长的能源

需求，核电发展受阻给了可再生能源

新的发展机会。另外，全球气候变化

谈判始终不明朗。尽管 2011 年年底德

邦会议延长了京都议定书和清洁发展

机制的生命。然而，我们距离形成全

球性质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

很远，距离给排放工业 ( 特别是电力 )
加上一个一体化碳排放价格的理想似

乎更远。不过，我们不断看到一些国

家层面出台的国内排放贸易机制，如

澳大利亚的国内排放贸易，这些将有

力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2011 年，蔓延欧洲的主权债务危

机导致部分风电领先国家不得不开始

削减对可再生能源的补贴，这对这些

国家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尽管风电价格在过去 5 年内大幅下降，

但是作为一项新技术，风电技术依然

不可能在煤炭等传统化石燃料的环境

成本未能内部化之前与传统化石能源

竞争。当然，随着风电技术的进步，

市场的不断扩展，风电机组的价格近

年来不断下降，风电竞争力从长远看

将不断显现。

综上所述，从大方向上来看，风

电正在受到更多国家的青睐，也不断

在全球拓展新的市场。同时随着风电

技术的稳定，成本大幅度下降，也提

高了风电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可能性。

总体来讲，未来 5 年，全球风电产业

会保持稳步发展的良好势头。 
2.2 发展趋势判断

2007 年以来，全球风电产业一度

成为全球增长速度最快的产业，在相

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保持着近 30% 的高

增长率。然而，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

以及之后的经济危机对风电的影响从

2010 年后开始显现。2010 年，美国

风电市场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滞后影

响和页岩天然气市场的冲击，遭受重

创，尽管 2011 年已稳步回升，但是没

有恢复到受创前水平。美国 PTC 政策

是否能够延续也使美国未来几年的风

电发展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悬念。近两

年来，欧洲风电市场的增长速度明显

放缓，2010 和 2011 年的新增装机容

量基本持平。亚洲虽然依然保持强劲

增长，但是中国的发展速度也明显放

缓，进入平稳发展阶段。

纵观全球这三大核心发展区域不

难发现，风电已经结束了其初期的高

增长时期，进入平稳发展阶段。同时

由于前几年风电产业的高速发展，吸

引了很多投资者进入这一行业，导致

很多区域出现了产能过剩的情况，特

别是在亚洲。在未来，当发展区域平缓，

产业内将可能出现更多的整合情况。

同时，随着传统市场进入平稳发

展期，风电将更多地向新兴市场，特

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市场扩张。从

2010 年以来，连续两年，风电在发展

中国家的装机容量超过了经合组织国

家。这一趋势在未来的 5 年还会继续，

并且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将成为未来

风电产业新的增长点。 
2.3 发展区域分布

根据全球风能理事会的预测，

2012 年到 2016 年的 5 年间，全球市

图1	2012-2016市场预测



产业 | Industry

62  风能 Wind Energy 

场依然由亚洲、欧洲和美洲主导， 其
他新兴市场开始稳步发展。2012 年全

球新增装机容量有望达到 45GW, 这
一数字到 2016 年将有望达到 58GW。

全球累计装机容量到 2020 年有望超过

490GW。

2.3.1 亚洲

根据全球风能理事会预测，亚洲

将继续成为风电最大的市场，尽管未

来 5 年的增长率会比之前 5 年略低。

中国的风电发展进入平稳期，大约能

够维持每年 18GW 左右的装机容量，

到 2015 年前后有望达到 20GW。亚

洲最大的增长点将出现在印度，印度

2011 年突破了 3GW 的年新增装机大

关，到 2015 年有望达到 5GW。同时，

日本的风电发展也有望大幅提高，特

别是海上风电。韩国在未来 5 年在海

上风电领域也将有较大的动作，特别

是 2014 年至 2015 年。

亚洲其他地区，如东南亚的发展

一直裹足不前，越南、菲律宾和泰国

这三个国家拥有良好的风资源，促进

风电发展的政策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

或有出台，然而迫于国内经济、投资

环境等诸多原因，这些国家的发展一

直甚为缓慢。但是我们也期望到 2015
年这些国家的发展会有一些改进。 

综上所述，从 2012 年到 2016 年，

亚洲的总装机容量有望达到 118GW, 
总装机容量达到 200GW，亚洲将成为

全球最大的风电装机市场，高于欧洲

30%，高于北美洲约 100%。

2.3.2 欧洲

欧洲市场基本保持稳定。2012 年

会稳定在每年 10GW~11GW, 之后每

年稳步上升。海上风电发展也比较稳

定，未来将在欧洲风电市场起到更重

要的作用。到 2016 年，欧洲海上风电

有望达到当年总装机容量的 20%。欧

洲市场 2012 年到 2016 年，新增总装

机容量预计为 65GW, 累计装机容量有

望达到 160GW。 
2.3.3 北美洲 1

北美洲在 2012 年将经历一个强

劲的增长，年新增装机容量有望超过

10GW。而 2013 年经历了 2012 年的

高增长后会出现一个很大的低谷，从

2014 年后开始缓慢回升。加拿大风

电装机将稳步增长，到 2015 年有望

达到 10GW。 墨西哥也会呈现强劲的

增长，有望实现 2020 年 12GW 的目

标。总体来讲北美洲到 2016 年新增

装机容量约为 50GW, 累计装机容量为

100GW。 
2.3.4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的增长主要由巴西拉动，

同时，阿根廷、乌拉圭和中美一些国

家将在这一阶段崛起。到 2016 年，

这一区域的新增装机容量总和将达到

8.6GW, 累积装机容量将达 11GW。

2.3.5 非洲和中东地区

中东地区的主要增长将来自于埃

及、摩洛哥和突尼斯。非洲的主要增

长将来自南非。此外埃塞俄比亚和肯

尼亚也将成为非洲风电发展的增长点。

这一地区在未来五年内新增装机容

量有望突破 8GW, 累计容量可能达到

10GW。

2.3.6 大洋洲

澳大利亚在新的排放贸易机制下

可能会有长足的发展，同时新西兰虽然

市场很小但是却可以保持稳健的增长。

未来五年，这一地区有望实现 5GW 的

增长，累计容量达到 8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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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几年，全球正面临着一次性能

源日益枯竭、温室气体效应逐步加大

和生态环境加速恶化等方面的挑战，

世界各国政府开始高度重视可再生能

源的开发和利用，风能、太阳能、生

物质能、潮汐能等可再生能源发展迅

猛，其中风电是发展最快的新兴可再

生能源。全球风能资源分布广泛，开

发利用风电的国家和地区已有近百个，

其中欧洲、亚洲、北美是开发规模最

大的三个地区。

  尽管各个行业先后经历了 2008
年美国金融海啸和 2010 年以来的欧债

危机，但均没能阻止可再生能源产业

前进的步伐。同时，2011 年可再生能

源企业全球并购活动交易额比上一年

度增长 40%，达到 570 亿美元。中国

国内的可再生能源企业和风电设备制

造厂家为了应对国内风电等可再生能

源的激烈竞争，也积极开拓海外市场，

纷纷在大洋洲、欧洲和北美洲甚至南

非收购风电等可再生项目或设备制造

厂，以增强自身国际竞争力。在当前

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下，中国可再生

能源企业如何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成功实施“走出

去战略”，是国内企业参加国际并购活

动中值得深思的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可再生能源
企业国际并购策略分析

韩仁德，徐一凡

（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北京	100007）

摘  要 ：2008 年美国金融海啸和 2010 年以来欧债危机并没有阻止可再生能源产业前进的步伐。本文从对海外重点地区可

再生能源市场、国际并购交易形势分析着手，提出了中国可再生能源企业国际并购中应遵循的“六项原则”和坚

持的“五项策略”，为国内企业在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国际并购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 ：金融危机 ；可再生能源 ；并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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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Analysis on Chinese Renewable Energy Enterprises’ International 
M & A under the Financial Crisis

 Han Rende, Xu Yifan
（Guohua Energy Investment Co., Ltd., Beijing 100007, China）

Abstract: American Subprime Crisis since 2008 and European Debt Crisis since 2010 have not hindered the renewable energy industry 

moving forward. This article,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overseas renewable energy market and its international Merger & 

Acquisition (M & A), concludes that Chinese renewable energy enterprises are supposed to keep to “six principles” and “�ve 

strategies”, which will provide the scienti�c decision basis for the international M & A under the complex economic situation at 

present. 
Keywords: renewable energy; �nancial crisis; M & A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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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前海外重点地区可再生
能源市场分析

为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许多国

家制定了发展战略和规划，明确了中

长期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欧盟颁布

法令，到 2020 年可再生能源要占欧盟

全部能源消费的 20%，欧盟各国也制

定了 2020 年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并

提出了风电的具体发展目标和实施战

略。丹麦、英国等还提出了 2050 年的

发展思路，明确了风电的长期发展战

略地位。为确保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发

展目标的实现，许多国家制定了专门

支持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法规和

政策。

1.1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风电产业的机遇与挑战

并存。机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

是有良好的政策环境，澳大利亚政府

出台有关政策致力于扶持可再生能源

产业，并鼓励其发展 ；二是风电仍有

广阔的发展空间。面临的挑战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投资成本高，澳

大利亚风电场的开发成本比国内高出

40% 左右 ；二是澳大利亚上网电价较

低，且定价机制较为灵活，不易锁定

收益 ；三是大型电力零售商一体化趋

势明显，且市场集中度较高，将面临

激烈竞争。在售电方面，主要有签订

长期（5 年 ~15 年 ) 购电协议（PPAs）
和在现货市场进行风电电量交易两种

方式。澳大利亚大部分风电场项目都

会与零售商签订长期协议以降低风险。

如果对未来可再生能源凭证价格看多，

风电场投资人可能不急于马上确定包

销协议而选择在公开现货市场上售电。

澳大利亚对所有地区的参考价格设有

最高价格上限和最低价格下限，上限

为 125 $AUD/MWh（约合人民币 0.84

元 /kWh），下限为 10$AUD//MWh（约

合人民币 0.07 元 /kWh）。政府每两年

评估一次价格上限和下限。

1.2 欧洲市场 

欧洲国家的可再生能源政策主要

包括 ：以英国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配

额制与可交易绿色证书市场体系政策

以及以德国和西班牙等为代表的固定

电价政策。

1.2.1 英国

英国是发展可再生能源较早的国

家，从 2002 年开始实施可再生能源配

额制，电力供应商主要通过绿色证书

（RECs）交易实现可再生能源义务配

额，没有完成配额要求的电力供应商

须支付罚款，所有罚款都存入“一次

性购买”基金中，并按每个承诺年度

根据贡献比例“返还”给完成配额的

电力供应商。绿色证书将发给有资质

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商，陆上风电每发

电 1MWh 可获得 1 个绿色证书，海上

风电每发电 1MWh 可获得 2 个绿色证

书（到 2014 年 3 月 31 日）。2010 年，

英国还出台了针对 5MW 以下的可再

生能源系统固定电价政策，

根据英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

到 2020 年，英国将发展 31GW 风电。

截至 2011 年年底，风电总装机容量

6.54GW，新增装机容量 1.29GW，风

力发电量在全部电力供应中占 4.5%。

近年来，英国对海上风电发展的支持

力度明显大于陆上风电。截至 2011
年年底，英国海上风电总装机容量

2.09GW（当年新增 752MW），远超

第二名的丹麦（857MW），居全球海

上风电装机之首 [1]。

1.2.2 西班牙

西班牙风能资源丰富，据测算，

到 2020 年，西班牙全国风能资源陆

上技术可开发量达到 100GW，规划

2020 年风电装机目标达到 35GW。

截至 2011 年年底，西班牙风电装机

21.67GW，当年新增 1.05GW。2011
年是西班牙全国风电年发电量达到

42TWh。2011 年西班牙风电的平均

度电收益为 0.087 欧元，而市场平均

电价为 0.04993 € /kWh，如果不考

虑峰值电价，这个平均电价比去年下

降了 0.006 € /kWh。西班牙伊贝卓拉

（Iberdrola）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风

电开发公司，其在全球的风电装机量

超过了 13GW。西班牙颁布法律确定

了风电、太阳能发电优先上网和固定

电价机制，对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给予

支持，并加强了风电功率预测、风电

监控和电网运行调度技术，建立适应

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并网调度制

度和运行管理体系，风电运行容量曾

达到日最大负荷的 53%[2]。

受国际金融危机和新一届政府上

台的影响，2012 年 1 月，新政府宣布

暂缓 2012 年内不能并网的可再生能源

新的装机，这一政策可能预示着西班

牙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变化。

1.3 美国

美 国 2011 年 新 增 风 电 装 机

6.8GW，同比增长 30％，累计装机

容量达到 46.9GW，同时到 2011 年

年底还有 8.3GW 在建，风电已成为

天然气发电之后美国第二位的新增主

流电源。美国促进风电等新能源开发

的支持政策主要包括 ：（1）可再生能

源发电配额（RPS）。到 2010 年 10
月，美国有 29 个州建立了强制性可

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度（RPS），要求

2030 年可再生能源电力占总用电量的

15%~25%。加利福尼亚州在发展可再

生能源方面政策最激进，2011 年，该

州州长签署法令，将 2020 年可再生

能源电力占比从 20% 提高到历史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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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税收抵扣政策。税收抵扣

是美国联邦政府促进新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发展的重要经济激励措施，允许

投资者根据投资额、发电量或产量不

同程度地抵扣联邦个人或企业所得税，

主要包括生产税抵扣（PTC）、投资

税抵扣（ITC）等。（3）美国财政部

2012 年 2 月 27 日公布了一份包含可

再生能源行业在内的营业税改革框架，

与之前带有试验性质的短期可再生能

源税收减免政策相比，此次美国政府

将对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行业进行永

久的税收减免政策，实施长期、有效

的激励政策。可见，美国支持可再生

能源发展的政策一直无法摆脱短期性

和摇摆性特征。

2 2010年、2011年国际可再
生能源并购交易形势分析 

2.1 2010年、2011年可再生能源并

购交易涉及的领域状况

同 2010 年 相 比，2011 年 可 再

生能源并购交易额增加 40%，总额达

到 570 亿美元。其中，太阳能交易额

达 158.36 亿美元，占比 30% ；风电

达 154.86 亿美元，占比 29%。两者

合计占总交易额近 60%，这表明太阳

能、风电领域并购交易活跃，技术开

发、应用相对成熟。具体如图 1, 直方

图纵轴为交易金额 , 单位为百万美元 ；

直方图上的百分比为交易额占当期总

额的百分比 ( 下同 ) [3]。

2.2 2010年、2011年可再生能源并

购交易涉及的区域状况

从交易所在目标区域来看，2010
年、2011 年可再生能源并购交易中，

欧洲分别占 56%、44%，北美洲分别

占 23%、34%，2011 年度二者合计交

易额近 80% ；从参与交易的竞标者区

域来看，欧洲分别占 48%、43%，北

美洲分别占 24%、42%，2011 年度两

者合计交易额超过 70%。从区域特性

可以看出，欧洲呈现增长趋势，北美呈

现减弱趋势，这可能同欧洲可再生能源

政策稳定性强于以美国为主的北美地

区有紧密关系（具体详见图 2、图 3）。
2.3 2010、2011年可再生能源并购

交易参与者类型状况

从企业参与可再生能源并购交

易的目的来看，投资大致可分为替

代能源投资、多元化投资、财务投

资以及公用事业投资等。对近两年前

200 件可再生能源并购交易（占交易

额近 80%）进行研究分析，可以发

现，属于财务投资类的交易从 2010 年

的 48.28 亿美元、占比 17% 增加到

118.69 亿美元、占比 28%，这可能与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部分企业资金短

缺导致资产价格大幅缩水，从而增强

了私人股权基金和其他财务投资者参

与的吸引力紧密相关（具体详见图 4）。

3 中国可再生能源企业国际
并购的基本原则

结合对海外重点地区可再生能源

市场发展和并购交易现状分析，中国

可再生能源企业国际并购中应遵守以

下基本原则 ：

（1）社会政局稳定，政治风险小。

项目所在国政治体制成熟，运转良好，

图1	2010、2011年可再生能源并购交易领域数据图

图2	2010、2011年可再生能源并购交易所在目标区域数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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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拥有良好的信誉，国家信誉等级

至少在外币投资级（BBB-）以上。这

些都是中国企业在该地区谋求长期、

稳定发展的前提。

（2）市场经济发达，准入壁垒小。

项目所在地区轻工业、重工业、金融

等经济发达，例如北美、西欧、亚太

地区等。这些地区市场准入壁垒较低、

开放程度较高、对外国投资限制少，

其相对完善的金融市场为中国企业境

外融资提供了方便，且这些地区轻工

业、重工业发达，电能负荷需求大，

电网消纳能力强，是中国企业在该地

区谋求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

（3）政策形势明确，政策风险小。

项目所在地区已正式颁布和实施了推

动风电在内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

政府对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拥有明确

的立场和态度，并且具有可持续性。

这是项目获得稳定收益的保障。

（4）并网协议签订，并网风险小。

要求项目同所在地电网签订并网协议，

发电并网不存在障碍 ；同时项目所享

受的政策（投资补贴、电价）明确，

为科学合理评估项目提供依据。

（5）内部收益率（IRR）不小于

10%，财务风险小。综合项目技术、

法律、政策、外汇、财务、税务、经

济等各方面因素调查与分析，要求项

目无杠杆内部收益率不低于 10%，增

强项目未来抵抗风险的能力。

（6）控股权、经营管理权并存，

经营风险小。中国企业对并购项目具

有控股权（至少达到 51%）时，应同

时要求拥有对项目未来的经营管理权，

增强对项目风险的控制和处理能力。

4 中国可再生能源企业国际
并购策略分析

国际并购是中国可再生能源企业

提升竞争力、实现国际化的有效途径。

相比白手起家直接投资新建项目，并

购可以有效利用目标企业的各种现有

资源为继续扩大自身业务服务，帮助

企业快速融入目标市场。风电等可再

生能源是一个典型的资金技术密集型

行业，2008 年美国金融海啸和目前的

欧洲债务危机后，大部分国家和地区

的可再生能源企业发展面临资金短缺

问题，许多企业在经营和资金等方面

面临诸多挑战和困难，有意出售其拥

有运营项目、在建项目或核准完成待

开发项目以缓解燃眉之急，这也使资

产价格大幅缩水，为国内企业开拓海

外市场创造了条件。中国企业国际并

购中在遵循以上六项基本原则的基础

上，应做好以下策略安排 ：

图3	2010、2011年可再生能源并购交易竞标参与者区域数据图

图4	2010、2011年可再生能源并购交易竞标参与者类型数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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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熟悉国外并购法律环

境。国外法律体系与中国法律体系存

在差异。因此，在进行海外并购时公

司应深入了解和研究目标企业所在国

的法律制度，高度关注项目所在国的

反垄断法、政府对资本市场的监管和

外汇管制的法规，尤其对后危机时期

一些失业率高、劳工问题突出的国家

和地区，更要认真考察项目所在国的

劳工、工会和福利状况，对并购可能

带来的雇工风险考虑充分，避免带来

新的劳资纠纷。

（2）做好尽职调查工作。海外并

购风险重重，要对各种现实或潜在的

风险做出全面深入的研析，难度非常

大。从国际经验看，通过委托专业机

构开展“并购尽职调查”是针对并购

过程进行风险管理的主要方式之一。

尽职调查的范围涉及被并购企业的方

方面面。在主要依靠中介机构对被并

购企业做尽职调查的同时，公司派遣

专业人员同步进行调查分析，要对目

标企业进行独立的价值判断，重点关

注预期现金流的估计和风险贴现系数

的计算，尤其是要对协同效应价值及

其来源进行分类预测。同时，在尽职

调查中，还需要研究被并购企业整个

供应链的上下游关系，衡量其上游的

供应商是否健康，抑或可能导致财务

危机或者是有其他问题 ；被收购企业

的客户关系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是否

能从经济上给公司带来利益 [4，5]。

（3）做好在项目所在地的宣传沟

通工作。面对海外并购中的政治风险，

公司宜通过各种渠道同项目所在地政

府进行多方位沟通，取得其理解和支

持，并尽可能在社会就业等方面满足

项目所在地政府的要求，最大限度地

消除舆论偏见和政治阻力。同时，对

于被并购企业，公司要与其员工充分

沟通，安抚其情绪，保持企业的稳定。

（4）加强同中国驻地使馆和当地

政府的沟通，力争获得更多支持和配

合。在海外并购中，项目所在地当地

政府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在并购

之前，公司应加强同中国驻地使馆的

沟通、交流，充分了解当地政府的政

策和法律，避免发生冲突，使并购目

的与当地政府的意图相吻合，比如发

展经济、保证就业、环境保护以及展

示政府业绩等。

（5）注重并购后的企业整合。由

于并购双方企业原有的业务经营、管理

模式、企业文化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并

购后必须进行整合，实现一体化运作。

整合并不是对两个企业管理经验简单

的兼收并蓄，而是要根据并购后变化了

的企业内、外环境，逐步对原有管理模

式进行调整和创新。实现有效的整合，

有明确的整合指导方针，使公司的愿

景、创造价值的方式方法、组织变革和

整合的目的以及实现目标的关键计划

等方面得到全体管理层的认可 [6，7]。

5 结论

在当前欧债危机结束时间和影响

尚具有诸多不确定性情况，中国可再

生能源企业的国际化之路既不能裹足

不前，也不能急于求成，要坚持并购

基本原则，讲究并购策略，敢于抢抓

机遇，积极应对挑战，将各种风险限

制在可控范围内，乃是国内企业成功

“走出去”战略之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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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缺陷是风电场设计变更的主要原因
兰艇雁，佟博

（龙源（北京）风电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北京	100034）

摘   要 ：风电场的工程地质勘察虽然不能像水利工程那样，严格的按程序、分阶段进行，也应该根据岩土工程地质勘察规

范规定的勘察阶段、勘察目的和勘察方法进行。由于有的风电场勘察程序不规范、勘察工作量不够、勘察内容不

全面等原因，使得勘察资料与基坑开挖后的地质条件不符，有时会遇到未预料到的地质缺陷，设计不得不进行变更。

因此，加强风电场地质勘察的水平、规范地质勘察的程序、完善风电场建设的管理是减少设计变更的有效措施。

关键词 ：风电场 ；设计变更 ；地质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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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Defects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Changes
of Wind Farm Design	

Lan Tingyan, Tongbo
(Longyuan (Beijing) Wind Power Engineering Design & Consultancy Co., Ltd., Beijing 100034, China)

Abstract: Engineering ge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wind farm, though it is not like Hydraulic Engineering which is strict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cedure in stages, should be conducted on the basis of investigation stages, purposes and methods specified by the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investigation specification. For some wind farms, the non-standard investigation procedures and the 

incomplete work lead to the investigation data and excavation not matching the geological conditions. �e design has to be changed 

when an unexpected geological defects is encountered. �e regul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the ge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wind 

farms is an e�ective measure to reduce design changes.
Keywords: wind farm; design changes; engineering geological investigation

1 地址勘查不规范的主要表现

1.1 勘察程序不规范

目前有些风电场地质勘察程序基

本上不是按规范所规定的要求执行，

有的风电场缺少可行性研究阶段的地

质勘察，只进行详细勘察。因为缺少

一个勘察程序，详勘阶段的勘察重点

不明确，针对性不强，定量分析就不

能深入。

1.2 勘察工作量不够

为了节约成本，有的业主根据以

往简单地质条件的经验，认为不进行

岩土工程勘察，也不会出现问题，不

愿意投入勘察规范要求的实物工作量。

有时候，勘察还没有完成，基坑已经

开挖，甚至让一些勘察资质不够的勘

察单位进行勘察。目的只是提供工程

验收的必要资料。

例如 ：某风电场的勘察，看似工

程地质条件简单，有的风电机组机位

只打了一个钻孔，该区的风化厚度、

坡积层厚度、岩溶的发育规律、软弱

夹层的分布规律、构造分布规律等都

没有勘察清楚。地基开挖后，一个机

位放在蠕动变形的坡积层上，不得不

重新寻找机位。另一个机位出现宽度

2m 以上、经补充钻探、岩溶槽沟深度

大于 20m 的现象，导致两次挪动机位

后仍然不能避开岩溶。还有一个机位

建基面上出现软弱夹层，可能引起基

础滑动使建筑物失稳等等。当基坑开

挖揭露这些不良地质作用后，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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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等不同建筑物组成的一个整体，每

一个建筑物的工程地质条件都关系到

风电场技术上是否可行、经济上是否

合理。所以风电场应分阶段不断深入

的进行全面勘察。

比如在某风电场的微观选址中，

虽然风能资源能够满足要求，线路和

升压站都符合要求，但存在以下两方

面的问题 ：

（1）该风电场所选的风电机组位

置都是独立的山包，每个山包只能放

1 台机组，相对高差近 200m，并且，

山体陡峭，上山公路成本相对较大，

有些地方甚至无法将道路修筑上去 ；

（2）山顶机位场地狭窄，吊装场

地不能满足要求，为达到理想的场坪，

需开挖 20 多米深度，且有的地方岩体

稳定性较差，故不得不放弃该风电场。

所以对各建筑物的地质勘察应作

为一个整体考虑，不能故此失彼，避

免设计进行大的调整。

1.4 勘察资料与实际地质不符

勘察资料与实际地质不符，一般

有两种情况 ：

（1）勘察深度不够，应该揭露的

工程地质问题没有揭露，施工开挖后，

成因、分布范围、发展趋势和危害程

度还不清楚，不能满足设计要求，不

得已再增加物探和钻探相结合的勘察

工作量，既没有节约成本，也延误了

工期。

1.3 勘察内容不全

目前，详细勘察只重视风电场机

位的勘察，而没有对风电场的进场公

路、升压站、出线线路进行专项勘察。

如果地质条件简单可能造成的影响不

大，若是这些部位存在不良地质情况，

如果建设开挖后才发现，就显得被动。

例如 ：山区进场公路遇到边坡稳

定问题，往往不得不进行勘察，提出

支护措施或改变线路的建议。如果遇

到高陡边坡，就要考虑如何能够把道

路修筑到风电机组安装位置、工程量

的大小以及如何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

使线路避免大量的挖方和填方、经济

上是否可行等问题 ；输出线路方案选

择在地形复杂多变的山区，塔架的布

置工程地质条件与风电机组、道路是

否有矛盾 ；选择机位如何避开孤立的

山包，选择平坦的施工场地，减少地

震效应的影响。总之，风电场是由进

场公路、升压站、出线线路和风电机

与勘察资料不符。有的风电场，覆盖

层的厚度与勘察资料相差甚远，更多

的是地质条件本身比较复杂。例如 ：

某风电场属于海相沉积物，岩性、岩

相变化很大，所以桩基不能深入到勘

察指定的持力层，导致桩基深度或桩

数的变更。或者因地质原因基坑超挖，

工程量增加。

（2）在贵州、广西、云南这些碳

酸盐岩分布广泛、岩溶发育地区，基

岩起伏较大，多形成石芽密布其间，

即使是再密集的勘察手段，也不可能

把地基的全部工程地质条件搞清楚。

通常，地质条件比预期差就会引起相

应设计变更。

1.5 勘察经验不足

有的勘察单位，风电场地质勘察

派出的技术人员工作经验不足，忽略

一些重要的地质现象，对勘察资料分

析研究不够，对开挖暴露的地质问题

不能定性，也不能及时地提出恰当的

地基处理意见，或者对地质现象不能

进行合理的解释和可靠的论证。比如，

某风电场的一个风电机组基坑开挖后，

就有下列地质现象 ：

 基坑地貌上处于山脊末端，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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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面倾向西及南西。开挖揭露有一宽

约 3m~4m 的粘土条带，其东侧是产

状近于水平的厚层灰岩，岩体较为完

整，粘土条带西侧是薄片状灰岩，倾

向西及西南，倾角 20°~30°左右。岩

体较为破碎，并有 3 条走向近于东西

向的 20m~30cm 的粘土条带，平面上

可见近于南北向展布的约 10cm 错距

的小错台（图 1、图 2）。
对于这样的工程地质条件，地勘

单位本应该补充勘探，明确为什么岩

层产状在宽大泥质条带东西两侧岩层

差异较大且东侧岩体较完整西侧岩体

较破碎，西侧破碎岩体中为什么又出

现东西向的 3 条泥质条带，为什么出

现近于南北走向的小错台，岩体中是

否存在影响稳定的软弱夹层或层间错

动，它们的摩擦系数是多少。然后根

据实测工程地质剖面图，并通过计算

对该机位进行定量的稳定性评价。遗

憾的是勘察单位的技术人员，由于经

验不足，对这些地质现象熟视无睹。

认定粘土槽是风化形成，不影响稳定。

对于这种缺乏充分依据的结论，设计

方当然不敢采纳。

根据在该区施工的经验以及勘察

和设计经验，设计人员在现场调查的

基础上进行了讨论，初步认为 ：该岩

层泥质条带东侧岩层产状近于水平，

西侧岩层倾向近于西，倾角 30°左右

是东西向构造应力作用下形成的地质

构造形迹，宽大泥质条带可能是断层

构造线，大气降水渗透过程中不断对

构造线风化溶蚀，形成宽约 2m~3m，

深大于 10m 的溶槽（图 3），后期充

填粘土。由于有深槽侧壁的临空面发

生卸荷回弹，西侧岩体形则成走向近

于南北的小错台。与此同时，在构造

应力作用下，形成了近于东西向的构

造节理，沿构造节理风化作用加强，

使节理加宽并充填粘土。这样，该风

电机组主要担心两方面的工程地质问

题，其一，因为东西向和南北向的泥

槽构成了切割面，地貌上处于山脊末

端三面临空构成了临空面，构造运动

过程中，岩层之间会发生层间错动，

接触面之间的摩擦系数根据经验值约

0.4 左右，如果有泥质灰岩组成软弱夹

层遇水饱和后抗滑系数约 0.20 左右，

那么风电机组在运行过程中，有抗滑

稳定问题 ；其二，由于处于山脊末端，

三面临空，开挖的地基上面有拉开的

裂缝，如果裂缝成因属于岩体卸荷形

成，则卸荷裂隙必然影响稳定（图 4）。
基于上述分析，决定挪动机位，避开

不良地质作用地段。[1]

1.6 对地质勘察的认识不足

地质勘察主要是评价风电场地基

的稳定性，地质勘察服务于设计，为

设计提供地基的稳定性评价指标。比

如，地基持力层的土层位、地下水的

埋深、地基承载力、抗剪指标、变形

指标等等，指标应该是明确和量化的，

只有这些指标符合实际，设计才能够

既保证建筑物的安全又能够经济合理。

然而，在多数情况下，风电场的

建筑物建设在基岩山区，多数建筑物

的地基不需要处理就可以作为良好的

地基。正因为如此，有人就认为风电

场的地质勘察只是国家规定的一个程

序，只要能够通过可行性研究的立项

检查就可以了，详勘没有太大必要，

只要建筑物基础开挖后，能够满足变

形和抗滑稳定的要求就可以了。而且，

有些工程地质问题，只有在开挖后才

能揭露，即使有问题，对症处理就行了。

这种说法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在实践

中已证明此做法不够全面，这种不进

行详细勘察的做法，与预计的地质条

件不符，也必然引起设计变更。不可

否认有的勘察单位对地质现象分析不

够，不能发现地质问题。但多数勘察单

位在详细勘察中，能够否定了微观选

址所确定的工程地质条件很差的位置，

图3	灰岩地区发育的溶槽 图4	卸荷裂隙

图1	基坑建基面 图2	基坑泥质条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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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新的机位建议。虽然因为地质条件

需要挪动的机位概率较少，但是针对每

个建筑物进行勘察是非常必要的。

也有一些专家对与风电场的勘察

有关的技术规定不能正确理解，要求

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应该像大型水利工

程一样，查明建筑场区的工程地质条

件。事实上，一些大型水利工程经过

几代人的努力，勘察投入了大量的时

间和资金，但工程施工后仍然有不少

新的工程地质问题出现，同样需要进

行设计变更。因此，没有预料到的地

质问题会引起方案的调整也是常见的。 
风电场属于分散建筑物，要把所有建

筑物的工程地质条件都查清是不切实

际的。当然，根据基坑开挖后工程地

质条件进行设计变更是可以理解的。

2 对策

2.1 勘察应分阶段进行

除非该地区已经进行了前期风电

场的详细地质勘察，并且工程地质条

件比较简单，符合《岩土工程勘察规

范》要求的合并勘察阶段条件外，一

般都应进行可行性研究阶段的地质勘

察。这样一方面能够满足立项审查的

要求，更主要的是能够通过可行性研

究阶段勘察，能够初步发现场区存在

的主要地质问题，并且通过地质测绘

能够把对工程影响的不良地质作用直

观地表达在工程地质图上，使详细工

程地质勘察增加主动性。[2]

例如 ：在岩溶发育的场区，就可

以考虑增加物探手段和钻探相结合的

方法来研究岩溶发育的规律 ；还可以

通过可行性研究阶段的勘察，编写出

针对性更强的详细勘察大纲，用于指

导下阶段的地质勘察工作。业主在规

划阶段，应该把可研阶段和详细勘察

阶段的地质工作委托给一家可靠的勘

察单位总体考虑，既要满足可研阶段

的勘察要求，又要使下阶段勘察具有

连续性和针对性。

风电场的工程地质勘察与大型水

利工程有所不同。大型水利工程经历

很长的勘察周期，严格划分了多个勘

察阶段，各个勘察阶段的勘察深度都

很明确。但是风电场工程地质勘察至

少应由有资质的勘察单位，派有经验

的地质工程师对拟建场区进行详细的

地质踏勘，或者配合微观选址，在现

场排查明显的不良地质作用。例如，

是否存在潜在的滑坡和抗滑稳定问题

的地段等，明确影响建筑物稳定的部

位，并通过对基本工程地质条件的了

解，编写出针对性较强的详细勘察大

纲。[3]

2.2 重视微观选址避开不良地质作用

在满足风能资源的条件下，适当

根据地形地貌形态，选择地质条件较

好的机位，具有很重要的工程意义。

地形地貌严格受地质构造的控制，地

形地貌特征有时候能够反映场区构造

形式、地应力特征、地层结构、水文

地质、物理地质现象等工程地质条件，

以及地震对不同地形地质条件的影响

程度。[4] 如果风能资源工程技术人员

会同有经验的地质人员通过对地形地

貌表面现象的判断，避开一些关系场

址稳定的地质现象，对于风电场节约

投资、加快进度、保证建筑物的安全

大有裨益。

地形地貌对风电场建筑场地的选

择意义十分重大，例如 ：进场公路是

否可行，输出线路方案选择是否合理，

在地形复杂多变的山区，如何利用有

利的地形条件使线路避免大量的挖方

和填方。选址主要应回避下列部位 ：

孤立的山包，植物突变的条带，

陡峭山崖边缘，马鞍型地形山脊垭口

部位，滑坡或潜在滑坡地段，岩堆崩

塌物，山脊狭窄地段，斜坡地段，山

脊侧向冲沟地段，山脊末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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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参建单位应加强沟通

业主或监理应该在已经规划风电

场的地形图上组织设计、地勘、测量

单位到现场进行一次踏勘，明确进场

公路、架空线路和升压站的实地位置，

确定地质测绘和勘探的范围，由设计

单位提出设计需要的地质参数 ；根据

设计单位和相关规范的要求，勘察单

位编制勘察大纲和勘察任务书报业主

审批同意后实施。勘察结束后，业主

应组织对野外勘察工作的验收（主要

是实物工作量）。

但是，即使是再详细的地质勘察，

有些建筑物地基的工程地质问题在基

坑开挖后才能揭露，多数不良地质作

用的类型、成因、分布范围、发展趋

势和危害程度需要补充地质勘查才能

搞清楚。设计需要勘查单位提供满足

设计要求的地质资料，但勘察单位因

增加勘察成本而不进行补充勘察，同

样业主也不愿意再投入资金和时间补

充地质勘察。因此，设计由于地质条

件不清楚而不能进行。对于这样的矛

盾，业主在与地勘单位签订的勘察合同

中就必须明确地勘单位对施工中出现的

工程地质问题没有搞清楚时，有责任补

充地质勘察以满足设计要求。当然应选

择适当的勘察单位和有经验的地质人员

投入工作，防止转包或挂靠。

2.4 规范变更程序

由地质因素引起的工程变更应严

格按照合同要求的变更程序进行，设

计（地质）、施工、监理、业主都可以

提出变更，提出变更的单位应当提出

变更理由（证据）、变更简图、变更后

的费用增加或减少的计算，或者设计

一个工程地质问题处理单由业主（或

监理）主持，四方认可签字后变更成立。

这样不仅严格了变更管理、避免了审

计的疑义，而且工程结束后便于统计

分析变更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控制

变更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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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国风能资源富集区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北、西

北、华北及东南沿海地区，其中内蒙古、东北及西北地区

属于高寒地区，海拔高度达 2000m，常年最低气温可达－

40℃ [1]，远低于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标准中给出的标

准等级风电机组生存温度－ 20℃ ~50℃ [2]，且冬季时间漫

长，低温延续时间达 4~6 个月。据估计，目前我国已安装

的风电机组中有约 70% 处于低温环境。按照德国劳氏船级

社（GL）的规定，如果长期（最好是 10 年或以上）观测

数据表明，一年中小时平均温度低于－ 20℃的天数超过 9
天，则风电机组应考虑低温的特殊要求，按照低温环境条

件进行设计 [3]。低温对风电机组载荷、控制、机械结构以

及电气系统均有一定影响，同时低温环境对风电机组的安

装、运行和维护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低温对风电机组的影响是近年来国内外风电领域的一

个研究热点，国际能源署（IEA）风能协作组从 2002 年

开始设置了第 19 项任务（task19），以研究低温环境下风

能的开发利用，期望建立一个低温环境等级图，研究提高

低温环境下机组性能的相关技术，开发相关的性能预测工

具。研究内容涉及积冰的预测和测量、低温解决方案的检

测认证、低温机组安全性和可接受程度、低温环境下基础

载荷和设计等。[4]GL 针对低温环境下风电机组的认证发布

了 GL Wind － Technical Note 067，目前已更新至第 4 版，

对低温环境下载荷计算、安全保护和检测系统、机械结构、

电气系统、材料要求等方面提出了要求。美国国家可再生

低温环境下风电机组塔架选材研究 
杨洪源，张宇，王际广

（北京鉴衡认证中心，北京	100013）

摘 要 ：我国风能资源富集区有较大部分处于低温环境，低温环境对结构部件最直接的影响是容易使承受动载的结构发生低温

脆断，这是一种危害很大的灾害性破坏形式。塔架是风电机组的重要结构部件，为了避免塔架发生低温脆断有必要

对低温环境下塔架选材进行研究。在阐述断裂韧性和低温冲击功关系的基础上，本文给出了按国内标准和欧洲标准

Eurocode3进行低温环境塔架选材的对比分析，讨论了低温环境下塔架选材存在的问题，为低温环境下塔架选材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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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 Turbine Tower Material Selection in Cold Climate Condition 
Yang Hongyuan, Zhang Yu, Wang Jiguang

(China General Certi�cation Center, Beijing 100013, China)

Abstract: A large region with rich wind energy resources in China is in cold climate condition. �e most pronounced e�ect of cold climate 

on structures is the structures become likely to bri�le failure. It is a catastrophic failure mode and very dangerous. Tower is an 

important structure of wind turbines to support the rotor and nacelle. To avoid bri�le failu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e tower 

material selection. On the basis of expla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racture toughness and low temperature impact work, this 

paper giv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ower material selection according to national standard and European standard (Eurocode 

3) and a discussion on the problems in tower material selection in low temperature condition.
Keywords: wind turbine; tower; material selection; low temperature impact work; fracture tough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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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实验室（NERL），德国的风电机组制造商 REpower
等机构和厂商对于低温环境对机组的影响也开展了相关研

究工作，但是由于国外环境条件与我国有较大差异，在研

究低温环境对风电机组的影响时所关注的重点也有所不同。

国内主要的整机制造商也开发了低温环境下使用的风电机

组，并且采用专项研究的方式，对低温环境下空气密度、

叶片结晶后的气动性能改变、结构低温脆断、电子电气器

件的使用、液压和润滑油的低温性能改变、机组的冷启动

和加热系统设计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1,5]。

低温环境对风电机组结构部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低温

下承受动载荷的部件容易发生脆性断裂，脆性断裂是一种

危险性非常大的破坏形式，脆断前结构通常没有任何征兆，

并且荷载可能很小。塔架是风电机组的重要结构部件，支

撑着风电机组的主要部件风轮和机舱，承受着风轮和机舱

传递下来的载荷，塔架一旦发生倒塌事故，往往造成整个

风电机组的毁灭性损坏。为了支撑直径越来越大的风轮，

同时也使风电机组运行在更佳的风况条件下，目前大型风

电机组钢制塔架高度可达 100m 左右，重量超过 100t，占

整个风电机组成本的 15％ ~20％，因此如何既经济又安

全的设计塔架就显得尤为重要。防止低温脆断是低温环境

下塔架选材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低温冲击韧性是衡量材

料在低温下是否会发生脆断的一个简单实用的指标，在

GB50017 钢结构设计规范和欧洲标准 Eurocode3 中均对

低温环境下钢结构考虑低温冲击韧性选材进行了相关规定，

但两个标准中的规定有所不同，本文主要对比这两个标准

体系下低温风电机组塔架选材的差异，讨论低温环境下塔

架选材存在的问题，为低温环境下塔架选材提供参考。

1 断裂韧性与低温冲击功

钢结构脆性破坏在铆接结构时就已经有所发生，不过

为数不多，因而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随着焊接逐渐取代

铆接，脆性破坏事故增多，1938 年比利时哈赛尔特的全焊

接空腹桁架桥，在交付使用一年后突然裂成三段坠入阿尔

培运河，破坏由下弦断裂开始，6 分钟后桥即垮下，当时气

温较低，而桥梁只承受较轻的荷载。20 世纪 40 年代初期

美国的一批焊接船舶也发生过典型的脆性破坏事故，1943
年 1 月一艘油轮在船坞中突然断成两截，当时气温为－ 5℃，

船上只有试航的载重，内力约为最大设计内力的一半。在

以后的 10 年中，又有二百多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建造

的焊接船舶破坏 [6]。为了解答这种低应力脆断的问题，断

裂力学应运而生，并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迅速发展。断裂

力学认为任何工程结构都不可避免的有类似裂纹和缺陷存

在，并采用连续介质力学理论来研究这种含裂纹体的破坏

本质，定量地确定承载裂纹体裂纹扩展规律及失效发生条

件。由于焊接结构经常会引入一些初始缺陷，如裂纹、未

焊透、夹杂和气孔，并且焊接后结构内部往往存在残余应力，

因此焊接结构的低应力脆断问题更为突出。

断裂力学采用应力强度因子来描述裂纹尖端应力应变

弹性场强度，应力强度因子

                                                          （1）
式中，σ 为应力 ；a 为裂纹尺寸，β 为应力强度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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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系数，它是裂纹几何参数和载荷形式、边界条件等的

函数，各种裂纹体的 β 值可在许多文献中查到 [7]。结构中

的裂纹在外载的作用下逐渐扩展，起初是稳定地扩展，随

着裂纹长度和应力的增大，应力强度因子逐渐变大，当应

力强度因子达到某一临界值时裂纹发生失稳扩展而断裂。

断裂时断口形貌呈脆性断裂特征，并且结构内部应力通常

远低于材料极限强度。基于应力强度因子的断裂准则叫 K
准则，I 型（张开型，受垂直于裂纹面的拉应力作用）裂纹

的临界值用 KIC（平面应变）或 Kc（平面应力）表示，此

临界值是表征材料抗断裂能力的一种材料特性，称为断裂

韧性，它和屈服强度一样，是材料的固有属性。需要说明

的是断裂准则并不唯一，K 准则基于线弹性断裂力学，此

外还有基于弹塑性断裂力学的临界 J 积分和临界裂纹张开

位移准则等。

采用断裂力学方法能够比较定量的判断裂纹是否会发

生失稳扩展或开裂，但是确定的过程较为复杂，比如采用

K 断裂准则时需要计算含裂纹体的 K 准则，需要计算出构

件中的 K 值，同时测出材料的 KIC 值。而 K 值的计算涉及

的影响因素很多，诸如加载方式、结构几何形状、边界条

件、裂纹形式等对应力强度因子的数值都有直接的重要影

响。而 KIC 值测试所采用的试件需要满足线弹性、平面应

变和 I 型开裂三项基本要求，按照标准的试验方法需采用

非常大的试件，直接测出 KIC 有一定难度 [8]。由于断裂韧

性与材料断裂时吸收的能量有关，因此，在工程实际应用中，

通常采用缺口冲击韧性（冲击功）来衡量材料的断裂韧性。

虽然断裂韧性和缺口冲击韧性有很多不同点，如应力集中

程度不同，应变速度不同以及物理、力学意义不同，但是

试验结果表明两者的变化规律有一定的相似性，尤其是动

载荷作用下更为类似，并且对提高冲击韧性有效的韧化措

施也对提高断裂韧性有效。目前常用的缺口冲击韧性测试

试件为 V 形缺口（夏比）试件，对应的冲击功试验值为 AkV，

单位为焦耳 (J)。
影响材料断裂时吸收能量大小的因素主要有温度和加

载速率，这两个因素对断裂吸收能量的影响如图 1 所示 [6]。

从图中可以看出，温度越低，断裂时吸收的能量减少，

这就是为什么在低温环境下易于发生脆性断裂的原因。另

外，相同温度下，加载速率越高断裂时吸收的能量也越少。

使用过程中材料的韧性应不低于 I 线，以避免出现完全脆性

的断裂，但是也没有必要要求韧性高于 II 线，过高的要求

必然会造成成本增加，因此，冲击韧性的指标宜定在 I、II
线之间，但是对于不同材料和结构具体取多大值才能满足

使用要求却很难给出答案，现在通常参照材料标准来要求。

2 国内对低温塔架选材的要求

对于塔架选材，在旧版风电机组塔架国标（GB19072 －

2003）中规定“采用 Q345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时，用边

缘超声波检验方法评定质量，质量分级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A 的规定。最低工作环境温度时冲击功不低于 27J（纵向试

件），在钢厂订货时提出或补做试验”。对于塔架来说，最

低工作环境温度也就是风电机组的生存温度，如果生存温

度为－ 40℃，则表示应保证该温度下纵向试件冲击功不低

于 27J。在新版的风电机组塔架国标（GB19072 － 2010）
中去掉了具体的数值要求，给出了塔架选材的原则，即：“塔

架主体（包括筒体、法兰、门框）用钢应考虑塔架的强度、

使用环境温度、材料的焊接及制造工艺以及经济性”，因此

新版塔架标准选材时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设计中应该根

据具体情况参考相关标准来进行选材。对于钢制塔架，通

常参考钢结构设计规范进行选材，如国内钢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7 － 2003 第 3.3.4 条中规定 ：“对于需要验算疲劳

的焊接结构的钢材，应具有常温冲击韧性的合格保证。当结

构工作温度不高于 0℃但高于－ 20℃时，Q235 钢和 Q345
钢应具有 0℃冲击韧性的合格保证”，“当结构工作温度不高

于－ 20℃时，对 Q235 钢和 Q345 钢应具有－ 20℃冲击韧

性的合格保证”。[9] 之所以这么要求，在 GB50017 － 2003
的条文说明中进行了交代，主要是考虑材料标准要求提高，

而对低温冲击功的要求不变，因此按新的材料标准就可以

选用较低等级的材料，但是这里涉及上面提到的问题，为

了满足使用要求到底应要求多大的冲击功。

按照 GB50017 － 2003 来选材，如风电机组设计最

Ⅱ

塑性

弹塑性

静力荷载 冲击荷载

中等加荷
速率

弹性

温度

吸
收
能
量

NDT

Ⅰ

图1	断裂吸收能量随温度和加载速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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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存温度为－ 40℃，则需保证－ 20℃下的冲击韧性，也

就是选用 Q345D 材料即可。由此可见，按照 GB50017 －

2003 和旧版塔架标准 GB19072 － 2003 来选材结果并不相

同，另外，由于只考虑了温度的因素，按 GB50017 － 2003
来选材比较方便，但未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也是其不足之处。

3 钢结构规范（Eurocode 3）对低温选材的要求

在 Eurocode 3 part 1 － 10 标准中给出了考虑断裂韧

性的选材要求，标准中考虑了温度、应变速率、应力水平

和材料厚度等的影响，给出了不同情况下最大许用厚度表，

具体见表 1 所示 [10]。

表1 最大许用单元厚度（单位：mm）

Steel

grade

Sub-

grade

Charpy
energy
CVN

Reference temperature TED[℃]

10 0 -10 -20 -30 -40 -50 10 0 -10 -20 -30 -40 -50 10 0 -10 -20 -30 -40 -50

at T
[℃]

Jmin σED=0.75 fy(t) σED=0.50 fy(t) σED=0.25 fy(t)

S235

JR 20 27 60 50 40 35 30 25 20 90 75 65 55 45 40 35 135 115 100 85 75 65 60

J0 0 27 90 75 60 50 40 35 30 125 105 90 75 65 55 45 175 155 135 115 100 85 75

J2 -20 27 125 105 90 75 60 50 40 170 145 125 105 90 75 65 200 200 175 155 135 115 100

S275

JR 20 27 55 45 35 30 25 20 15 80 70 55 50 40 35 30 125 110 95 80 70 60 55

J0 0 27 75 65 55 45 35 30 25 115 95 80 70 55 50 40 165 145 125 110 95 80 70

J2 -20 27 110 95 75 65 55 45 35 155 130 115 95 80 70 55 200 190 165 145 125 110 95

M,N -20 40 135 110 95 75 65 55 45 180 155 130 115 95 80 70 200 200 190 165 145 125 110

ML,NL -50 27 185 160 135 110 95 75 65 200 200 180 155 130 115 95 230 200 200 200 190 165 145

S355

JR 20 27 40 35 25 20 15 15 10 65 55 45 40 30 25 25 110 95 80 70 60 55 45

J0 0 27 60 50 40 35 25 20 15 95 80 65 55 45 40 30 150 130 110 95 80 70 60

J2 -20 27 90 75 60 50 40 35 25 135 110 95 80 65 55 45 200 175 150 130 110 95 80

K2,M,N -20 40 110 90 75 60 50 40 35 155 135 110 95 80 65 55 200 200 175 150 130 110 95

ML,NL -50 27 155 130 110 90 75 60 50 200 180 155 135 110 95 80 210 200 200 200 175 150 130

S420
M,N -20 40 95 80 65 55 45 35 30 140 120 110 85 70 60 50 200 185 160 140 120 100 85

ML,NL -50 27 135 115 95 80 65 55 45 190 165 140 120 100 85 70 200 200 200 185 160 140 120

S460

Q -20 30 70 60 50 40 30 25 20 110 95 75 65 55 45 35 175 155 130 115 95 80 70

M,N -20 40 90 70 60 50 40 30 25 130 110 95 75 65 55 45 200 175 155 130 115 95 80

QL -40 30 105 90 70 60 50 40 30 155 130 110 95 75 65 55 200 200 175 155 130 115 95

ML,NL -50 27 125 105 90 70 60 50 40 180 155 130 110 95 75 65 200 200 200 175 155 130 115

QL1 -60 30 150 125 105 90 70 60 50 200 180 155 130 110 95 75 215 200 200 200 175 155 130

S690

Q 0 40 40 30 25 20 15 10 10 65 55 45 35 30 20 20 120 100 85 75 60 50 45

Q -20 30 50 40 30 25 20 15 10 80 65 55 45 35 30 20 140 120 100 85 75 60 50

QL -20 40 60 50 40 30 25 20 15 95 80 65 55 45 35 30 165 140 120 100 85 75 60

QL -40 30 75 60 50 40 30 25 20 115 95 80 65 55 45 35 190 165 140 120 100 85 75

QL1 -40 40 90 75 60 50 40 30 25 135 115 95 80 65 55 45 200 190 165 140 120 100 85

QL1 -60 30 110 90 75 60 50 40 30 160 135 115 90 80 65 55 200 200 190 165 140 120 100

表中，σEd 为参考温度 TEd 下可能发生断裂起始位置

的名义应力，fy(t) 为与厚度有关的材料屈服强度，冲击功

为纵向夏比试件试验值。这里 σEd 假定了低温、几何缺陷

和外界载荷会同时发生，因此这是一种偏保守的偶然工况

组合。其它如材料强度、裂纹形貌、安全容限、应变速率

等的影响通过修正参考温度 TEd 来考虑，对于冷加工成形

的结构还考虑了成形比的影响。

对于生存温度为－ 40℃的风电机组，假设其塔架

σEd=0.75fy(t)，如果按照 Eurocode 3 选材，塔架厚度小于等

于 15mm 的应选用 S355 － JR，仅要求常温（20℃）下的

冲击功，相当于国内 Q345B 的要求；厚度在 15mm~20mm
之间的应选用 S355 － J0，要求 0℃下的冲击功，相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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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 Q345C 的要求 ；厚度在 20mm~35mm 之间的应选用

S355 － J2，要求－ 20℃下的冲击功，相当于国内 Q345D

材料 ；厚度在 35mm~40mm 和 40mm~60mm 之间的应分

别选用 S355 － K2,M,N 和 S355 － ML,NL 材料，分别要

求－ 20℃下冲击功达到 40J 和－ 50℃下冲击功达到 27J，

相当于国内的 Q345E 材料。

由此可以看出，按照 Eurocode 3 标准和 GB20017 来

选取塔架材料结果并不相同，Eurocode 3 标准考虑了更多的

影响因素，对于薄板按照 Eurocode 3 标准可以选用等级较

低的钢材，能够节省成本，对于厚板按照 Eurocode 3 标准

选材则要求等级较高的钢材，偏于安全，特别是法兰和门框

这种厚度较大的地方，通常应该要求等级比较高的钢材。

4 结论

本文针对不同标准对考虑低温冲击韧性的塔架选材进

行了对比分析，按照不同的标准选取的塔架材料并不相同。

选取什么样的材料能够满足要求应根据实际使用中需要多

大的冲击功来确定，但是由于需要考虑的因素较多，难以

给出具体的值，因此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考虑现有材料能

够达到的性能水平，参考相关标准进行选材是目前一个可

行的方法。

由于厚板在轧制过程造成的内部组织和薄板有差异，

并且由于在应力集中处厚板受到厚度方向的变形约束，应

力状态更容易接近于平面应变状态，这种应力状态下更容

易发生脆断，因此在低温环境选材时应考虑厚度的影响。

另外，Eurocode 3 标准中还考虑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

按照 Eurocode 3 标准来选材应该更为准确、合理。但是对

于低温环境下的塔架，具体应该如何考虑这些因素以及国

内外材料的不同应该如何考虑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 ：

为了充分利用材料性能从而节省成本，有制造商提出

如果 Q345D 在－ 40℃下的冲击功满足要求，是否可以代

替 Q345E 的低温冲击性能。笔者认为这还需要经过充分的

验证。Eurocode 3 标准中也指出，即使试验结果显示符合

指定等级要求，也不能使用低等级的材料。

GB50017 和 Eurocode 3 标准主要是针对母材的选材

标准，本文也仅针对塔架母材的选取进行了讨论，但是对

于焊接结构，焊缝的低温冲击韧性同样重要，应该引起重视，

其中焊接工艺、焊接材料的选取、焊缝检验以及焊后热处

理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并满足低温环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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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风电机组的载荷主要分疲劳载荷和极限载荷两种。风

电机组的运行环境状况比较恶劣，要使其在恶劣的环境下

运行 20 年，须对疲劳载荷提出较高的要求。另外，风的不

确定性也会影响疲劳载荷分析的精确性。各种因素对疲劳

载荷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因素对风

电机组疲劳载荷设计的影响，本文通过大量的计算数据对

这些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分析。

1 等效疲劳载荷

风电机组疲劳载荷分析形式主要有三种 ：实时的时间

序列、载荷持续分布（LDD）和等效疲劳载荷。不同的部

件设计要求使用不同的疲劳载荷形式，其中等效疲劳载荷

是最简单的一种，在初步设计时用此方法比较方便，可以

比较快地知道疲劳载荷是否满足要求。

在风电机组中，等效疲劳载荷是根据实时的仿真时

间序列［其中有几个是根据 GL（德国船级社）规范 [2] 或

IEC 标准 [1] 直接进行计算的］，通过雨流计数法（RFC）

和瑞利（Rayleigh）分布得到的。

2 不同设计使用寿命对疲劳载荷的影响

根据 IEC 标准 [1] 和 GL 规范 [2]，风电机组的设计使用

寿命一般为 20 年，也就是其疲劳载荷的计算必须考虑 20
年的使用寿命。下面通过两台多兆瓦风电机组不同设计使

用寿命的等效疲劳载荷的对比来分析不同设计使用寿命对

疲劳载荷的影响。

从表 1 和表 2 可以看出，在此条件下，当使用寿命从

20 年变为 18 年时，等效疲劳载荷最多降低不到 3％ ；当使

用寿命从 20 年变为 15 年时，等效疲劳载荷最多降低约 7％。

从表中还可看出，设计使用寿命的改变对使用铸铁、钢材

类材料的部件影响大于对使用玻璃纤维等复合材料部件的

风电机组疲劳载荷影响因素分析（一）
许移庆

（上海电气风电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	200241）

摘 要 ：风电机组设计主要由疲劳载荷和极限载荷决定，而风电机组运行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使得疲劳载荷对一些

部件的设计尤为重要。影响疲劳载荷的因素很多，本文主要从不同设计使用寿命和不同设计等级两个方面进行比

较，分析了两者各自对疲劳载荷影响的程度。   

关键词 ：风电机组 ；疲劳载荷 ；设计使用寿命 ；设计等级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2)09-0082-03

Impact Factors Analysis of Wind Turbine Fatigue Loads (1) 
Xu Yiqing

(Shanghai Electric Windpower Equipment Co., Ltd.,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Wind turbine generator system (WTGs) design is mainly dominated by fatigue loads and extreme loads. Fatigue loads are 

especially important for some components design because of uncertainty and instability of WTGs operation environment. �ere 

are many impact factors for WTGs fatigue loads. �is paper mostly compares two impact factors, namely di�erent design life time 

and di�erent WTGs classes, and analyzes their e�ect extent for fatigue loads.
Keywords: Wind turbine generator system ；fatigue load ；design life time ；WTGs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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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标准IEC III类安全等级不同设计使用寿命的比较

A2与A1之比 A3与A1之比
 m=4    m=7    m=10    m=4    m=7    m=10  

叶根处的载荷

Fx  0.9740 0.9851 0.9895 0.9306 0.9597 0.9716

Fy   0.9740 0.9851 0.9895 0.9306 0.9597 0.9716

Fz  0.9740  0.9850 0.9896 0.9305 0.9596 0.9716

Mx  0.9743 0.9852 0.9896 0.9307 0.9597 0.9717

My   0.9740 0.9851 0.9895 0.9306 0.9597 0.9716

Mz   0.9740 0.9851 0.9895 0.9306 0.9597 0.9716

轮毂与主轴

连接处的载荷

（旋转）

Fx  0.9740 0.9851 0.9895 0.9306 0.9597 0.9716

Fy   0.9740 0.9851 0.9895 0.9306 0.9597 0.9716

Fz  0.9740 0.9850 0.9896 0.9306 0.9597 0.9718

Mx  0.9740 0.9851 0.9895 0.9306 0.9597 0.9716

My   0.9740 0.9851 0.9895 0.9306 0.9597 0.9716

Mz   0.9740 0.9851 0.9896 0.9306 0.9599 0.9719

轮毂与主轴

连接处的载荷

（不旋转）

Fx  0.9741 0.9849 0.9895 0.9308 0.9596 0.9717

Fy   0.9741 0.9850 0.9896 0.9308 0.9597 0.9718

Fz  0.9740 0.9850 0.9896 0.9306 0.9597 0.9718

Mx  0.9740 0.9851 0.9895 0.9306 0.9597 0.9716

My   0.9740 0.9851 0.9895 0.9306 0.9597 0.9716

Mz   0.9740 0.9851 0.9896 0.9306 0.9599 0.9719

塔顶处的载荷

Fx  0.9741 0.9849 0.9895 0.9307 0.9597 0.9717

Fy   0.9740 0.9850 0.9895 0.9307 0.9597 0.9717

Fz  0.9740 0.9851 0.9895 0.9307 0.9597 0.9717

Mx  0.9740 0.9851 0.9895 0.9306 0.9597 0.9716

My   0.9740 0.9851 0.9895 0.9306 0.9597 0.9716

无 0.9740 0.9851 0.9896 0.9306 0.9598 0.9719

表2 标准IEC II类安全等级不同设计使用寿命的比较

B2与B1之比 B3与B1之比

 m=4    m=7    m=10    m=4    m=7    m=10  

叶根处的载荷

Fx  0.9740 0.9851 0.9895 0.9306 0.9597 0.9716

Fy   0.9740 0.9851 0.9895 0.9306 0.9598 0.9716

Fz  0.9740 0.9851 0.9895 0.9306 0.9597 0.9716

Mx  0.9740 0.9850 0.9895 0.9306 0.9597 0.9717

My   0.9740 0.9851 0.9895 0.9306 0.9597 0.9716

Mz   0.9740 0.9851 0.9895 0.9306 0.9597 0.9716

轮毂与主轴

连接处的载荷

（旋转）

Fx  0.9740 0.9851 0.9895 0.9306 0.9597 0.9716

Fy   0.9740 0.9851 0.9895 0.9306 0.9597 0.9716

Fz  0.9740 0.9851 0.9896 0.9306 0.9597 0.9715

Mx  0.9740 0.9851 0.9895 0.9306 0.9597 0.9716

My   0.9740 0.9851 0.9895 0.9306 0.9597 0.9716

Mz   0.9740 0.9851 0.9896 0.9306 0.9599 0.9719

（转下页）

影响。另外，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直接用

如下公式计算不同设计使用寿命不同 SN 曲线的等效疲劳

载荷的变化 ：

                              

其中 ：X——假设设计使用寿命，单位为年

Y——标准设计使用寿命，单位为年

m——SN 曲线斜率

3 不同设计等级对疲劳载荷的影响

根据 IEC 标准 [1] 和 GL 规范 [2]，风电机组的标准设计



技术 | Technology

84  风能 Wind Energy 

表3 不同设计等级的比较

C1与C2之比
 m=4    m=7    m=10  

叶根处的载荷

Fx  0.9853 0.9959 1.0030

Fy   0.9842 0.9897 0.9915

Fz  0.9077 0.9203 0.9281

Mx  0.9721 0.9770 0.9662

My   0.9018 0.9171 0.9270

Mz   0.9809 0.9851 0.9853

轮毂与主轴

连接处的载荷

（旋转）

Fx  0.9857 0.9920 0.9945

Fy   0.9859 0.9922 0.9946

Fz  0.9121 0.9395 0.9650

Mx  0.9470 0.9413 0.9333

My   0.9471 0.9404 0.9304

Mz   0.9630 0.9961 0.9999

轮毂与主轴

连接处的载荷

（不旋转）

Fx  0.9021 0.8918 0.8944

Fy   0.8874 0.8815 0.8871

Fz  0.9121 0.9395 0.9650

Mx  0.9113 0.9172 0.9241

My   0.9141 0.9221 0.9295

Mz   0.9630 0.9961 0.9999

塔顶处的载荷

Fx  0.8959 0.8919 0.8996

Fy   0.8323 0.8507 0.8711

Fz  0.8793 0.8954 0.9080

Mx  0.9114 0.9167 0.9222

My   0.9127 0.9195 0.9268

Mz   0.9397 0.9805 0.9966

注：C1代表标准IEC III类设计等级；C2代表标准IEC II 类设计等级。

轮毂与主轴

连接处的载荷

（不旋转）

Fx  0.9740 0.9851 0.9896 0.9306 0.9598 0.9717

Fy   0.9740 0.9851 0.9895 0.9306 0.9598 0.9716

Fz  0.9740 0.9851 0.9896 0.9306 0.9597 0.9715

Mx  0.9740 0.9851 0.9895 0.9306 0.9597 0.9716

My   0.9740 0.9851 0.9895 0.9306 0.9597 0.9716

Mz   0.9740 0.9851 0.9896 0.9306 0.9599 0.9719

塔顶处的载荷

Fx  0.9740 0.9850 0.9895 0.9306 0.9597 0.9716

Fy   0.9740 0.9851 0.9895 0.9306 0.9597 0.9716

Fz  0.9740 0.9851 0.9896 0.9306 0.9597 0.9715

Mx  0.9740 0.9851 0.9895 0.9306 0.9597 0.9716

My   0.9740 0.9851 0.9895 0.9306 0.9597 0.9716

Mz   0.9740 0.9851 0.9896 0.9306 0.9598 0.9719

注：A1 代表 IEC III 类  20 年设计使用寿命；A2代表 IEC III 类  18 年设计使用寿命；A3代表 IEC III 类  15 年设计使用寿命；B1代表 IEC 

II 类  20 年设计使用寿命；B2代表 IEC II 类  18 年设计使用寿命；B3代表 IEC II 类  15 年设计使用寿命。

（接上页）

等级分为四级，另外还有一个根据特殊情况设计的特殊等

级 S 级，每个设计等级的定义主要由参考风速、年平均风速、

湍流强度三个参数确定，这里我们仅分析年平均风速的变

化对疲劳载荷的影响。

风电场在做风电机组选型时，其中一项指标就是轮毂高

度处的年平均风速，但由于测风时间不长、测风数据不充分、

测风数据处理的误差、测风数据推算的误差等原因，轮毂高

度处的年平均风速不是很准确，这给机组选型带来一些不确

定影响。表 3 对一台多兆瓦风电机组在不同设计等级的情况

下进行了等效疲劳载荷对比。

表 3 中，当年平均风速从 8.5m/s 降低到 7.5m/s 时，

等效疲劳载荷降幅基本在 10％范围内，除塔顶的载荷外，其

他几处的大部分都在 5％之内。其中，年平均风速对塔架的

影响最大，另外对 z 方向的力和转矩影响也比较大。当年平

均风速降低 0.5m/s 时，等效疲劳载荷降幅大部分都在 3％范

围内，其中只有几个降幅超过 5％，这几个降幅超过 5％的

载荷也主要出现在塔顶。因此，不同设计等级仍然是对塔顶

载荷影响最大的因素，其降幅的分布趋势与表 3 极其相似。

4 小结

本文主要从不同设计使用寿命和不同设计等级两个

方面进行了分析比较。不同设计使用寿命对疲劳载荷的影

响相对来说比较小，而且可以直接通过公式计算得到不同

设计使用寿命对疲劳载荷的影响大小。不同设计等级对疲

劳载荷的影响相对来说要大一些，但年平均风速偏差在

±0.5m/s 范围内影响仍然不是很大。另外，不同设计使用

寿命和不同设计等级对塔架疲劳载荷影响均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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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通常在进行风电场风能资源评估及产量计算时，各设

计院或开发商通过普通渠道获得的功率曲线都是厂家提供

的静态功率曲线。我们知道，静态功率曲线忽略了风的湍

流特性，是理想情况下的机组出力性能。因此，在使用静

态功率曲线进行计算的产量与实际产量有较大差异。

本文通过对不同项目、不同机组的静、动态功率曲线

在不同状态下的产量对比，得出了使用静态功率曲线导致

的产量差异的量化结论，为后续使用静态功率曲线进行风

电场产量评估给出了较好的指导。

1 功率曲线的定义和分类

1.1功率曲线的定义

风能资源评估中的功率曲线问题
万小平，汪景烨

（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北京	100022）

摘  要 ：本文通过利用不同地区的 3 座测风塔的完整年测风数据进行计算，比较了利用静态功率曲线和动态功率曲线计算

得到的年发电量的不同，分析了其中的规律。通过比较不同条件下利用静态功率曲线与动态功率曲线计算结果的

差异得出，不同条件下，动态功率曲线计算结果相对静态功率曲线计算结果百分比的经验值，对以后直接利用静

态功率曲线计算年发电量具有较好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 ：功率曲线 ；静态功率 ；曲线动态 ；功率曲线 ；湍流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2)09-0086-04

Power Curve Problems in the Wind Resource Assessment
Wan Xiaoping，Wang Jingye

(Beijing Tian Run New Energy Investment Co.,Ltd, Beijing 100022,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nnual energy outputs of di�erent places are calculated by using the completed years of wind data. �ere are 

di�erences between the results calculated by using the static power curve and the dynamic power curve. �e regularity is studied. 

�e empirical values of the di�erece between the results calculated by using the static power curve and the dynamic power curve is 

obtained, and 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calculation using the static power curve.
Keywords: power curve ; static power curve; dynamic power curve; turbulence

风电机组的功率特性可以用功率曲线来描述，功率曲

线是衡量机组风能发电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功率曲线显

示了在不同的风速下机组的输出功率 [1]。一般情况下，在

风速很低的时候（通常每秒 3m~4m 以下），风电机组风

轮保持不动。当机组超出切入风速时，风轮开始旋转并牵

引发电机开始发电。随着风力越来越强，输出功率会增加。

当风速达到额定风速时，机组会输出其额定功率，即使风

速继续增大，输出功率也会保留大致不变。然而当风速进

一步增加，超出切出风速时，为了避免风电机组受损，机

组会刹车，不再输出功率。

1.2 功率曲线的分类

根据 IEC 61400 － 12 － 1 标准，风电机组的功率曲

线是描述机组输出功率与 10 分钟平均风速的关系曲线，可

以通过实际测试获得 [2]。然而，测试得到的功率曲线具有

独特性，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经常需要针对不同的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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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密度等情况进行修正 [3]。

在风力发电机组的设计过程中，需要对其性能进行评

估，对其功率曲线进行设计仿真，这样得到的功率曲线可

以称之为理论功率曲线或设计功率曲线 ；根据所用风速模

型的不同，又可以分为静态功率曲线和动态功率曲线 [4]。

静态功率曲线忽略了湍流效应的影响，描述的是理想状态

下风力发电机组的出力性能。动态功率曲线考虑了湍流的

影响。

2 测风数据及观测参数

通过利用三座测风塔处理后的测风数据进行计算，比

较出静态功率曲线和动态功率曲线计算结果的产量不同。

所利用的项目 I、项目 II、项目 III 三座测风塔的具体参数

如表 1 所示。利用 GB/T18710 － 2002 标准 [5] 中的方法，

对三座测风塔的测风数据进行完整性、合理性检验，剔除

不合理数据。

3 不同功率曲线的计算结果

利用项目 I、项目 II、项目 III 三座测风塔的测风数据，

分别计算得到其全年平均的空气密度和70m处湍流强度 (见
表 2)。

3.1 相同空气密度、不同湍流强度下计算结果的比较

利用项目 II、项目 III 测风塔的测风数据，针对不同

的机组型号，分别利用其静态功率曲线和不同湍流强度下

( 湍流强度分别为 10%、13% 和 16%) 的动态功率曲线，计

算风电机组的年产量。计算结果见表 3 和表 4。
由于项目 I 为高海拔地区，年均空气密度为 0.851，而

针对高海拔地区设计的机组只有机型 C，因此只利用了机

型 C 的功率曲线进行计算。计算结果见表 5。
从上述结果可以得出 ：

（1）使用相同空气密度的静态功率曲线比对应的动态

功率曲线计算结果总体偏高约 2%~7%（其中 IEC A 类机

组偏差为 4%~7%，IEC B 类以下机组偏差为 2%~4%）。

（2）从上述推导过程及其预设条件可以看出，上述对

图1	功率曲线示意图

图2	静态功率曲线和动态功率曲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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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实际反映 ：湍流对风电机组产量的影响约为 2%~7%（其

中 IEC A 类机组偏差为 4%~7%，IEC B 类以下机组偏差

为 2%~4%），且随着湍流强度增大，该比例相应提高。

3.2 相同湍流强度、不同空气密度下计算结果的比较

为了检验相同湍流强度、不同空气密度下功率曲线的

差异，我们需要对单一机组进行比较。根据不同风场的实

际风况，项目 II 选用机型 A，项目 I 选用机型 C。由于项

目 III 的年均空气密度为 1.225，而静态功率曲线即在空气

密度 1.225 忽略湍流效应的条件下的曲线，故不对其进行

比较。计算结果见表 6 和表 7。
从上述结果可以得出 ：

在通常海拔下，无论静态还是动态功率曲线，标准空

气密度下的产量均比项目对应空气密度功率曲线的产量低

约 1%~2%。

表1 各测风塔测风参数

6521# 0006# 7003#

地点 项目 I 项目 II 项目 III

高度 3163 m 1607 m 171m

70m 风速，风向 风速，风向 风速，风向

50m 风速 风速 风速

10m 风速，风向 风速，风向 风速，风向

测风时段 2011.7-2012.6 2008.7-2009.6 2010.1-2010.12

表2 各测风塔地点的大气参数

地点 项目I 项目II 项目III

空气密度 0.851 1.045 1.225

70m处湍流强度 0.14 0.14 0.12

表3 项目III不同湍流强度下动态功率曲线的年产量

机组型号 静态产量
动态湍流10% 动态湍流13% 动态湍流16%

产量 (静态-动态)/ 静态 产量 (静态-动态)/ 静态 产量 (静态-动态)/ 静态

机型A 2545 2419 5.0% 2389 6.1% 2370 6.9%

机型 B 2858 2709 5.2% 2672 6.5% 2647 7.4%

机型 C 3003 2957 1.5% 2948 1.8% 2935 2.2%

机型 D 3197 3128 2.2% 3141 1.8% 3117 2.5%

机型 E 2853 2764 3.1% 2756 3.4% 2742 3.9%

机型 F 2587 2492 3.7% 2489 3.8% 2481 4.1%

表4 项目II不同功率曲线的年产量及其对比

机组型号 静态产量
动态湍流10% 动态湍流13% 动态湍流16%

产量 (静态-动态)/ 静态 产量 (静态-动态)/ 静态 产量 (静态-动态)/ 静态

机型A 2955 2829 4.3% 2798 5.3% 2774 6.1%

机型 B 3271 3116 4.7% 3079 5.9% 3050 6.8%

机型 C 3405 3361 1.3% 3347 1.7% 3326 2.3%

机型 D 3552 3475 2.2% 3485 1.9% 3455 2.7%

机型 E 3284 3196 2.7% 3177 3.2% 3166 3.6%

机型 F 3002 2904 3.3% 2892 3.7% 2868 4.5%

表5 项目I不同湍流强度下动态功率曲线的年产量

机组型号 静态产量
动态湍流10% 动态湍流13% 动态湍流16%

产量 (静态-动态)/ 静态 产量 (静态-动态)/ 静态 产量 (静态-动态)/ 静态

机型C 3073 3014 1.9% 2999 2.4% 298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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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项目II不同条件下的计算结果

机组类型 产量 静态 湍流强度10% 湍流强度13% 湍流强度16% 动态湍流 动态湍流

机型A

空气密度 1.225 3013 2883 2847 2823 2774 6.1%

空气密度 1.045 2955 2829 2798 2774 3050 6.8%

相对百分比 1.9% 1.9% 1.7% 1.7% 3326 2.3%

机型 D

空气密度 1.225 3587 3521 3530 3502 3455 2.7%

空气密度 1.045 3552 3475 3485 3455 3166 3.6%

相对百分比 1.0% 1.3% 1.3% 1.3% 2868 4.5%

机型 E

空气密度 1.225 3302 3215 3203 3184 2868 4.5%

空气密度 1.045 3284 3196 3177 3166 2868 4.5%

相对百分比 0.5% 0.6% 0.8% 0.6% 2868 4.5%

机型 F

空气密度 1.225 3052 2951 2945 2928 2868 4.5%

空气密度 1.045 3002 2904 2892 2868 2868 4.5%

1.6% 1.6% 1.8% 2.0% 2868 4.5%

表7 项目I 机型C不同条件下的计算结果

静态功率曲线 湍流强度10%动态功率曲线 湍流强度13%动态功率曲线 湍流强度16%动态功率曲线

空气密度1.225 3191 3143 3133 3117

空气密度1.045 3073 3014 2999 2982

相对百分比 3.7% 4.1% 4.3% 4.3%

在高海拔下，该差值可能更大，基本在 3.5%~4.5% 之

间。因为国内现有高海拔机组类型仍然较少，样本数量有限，

因此关于高海拔的比例值暂时只能作为参考。

4 结论

通过对上述三个项目、不同功率曲线在不同状态下的

产量对比，我们得出的结论是 ：

（1）通常情况下，湍流对风电机组产量的影响约为

2%~7%（其中 IEC A 类机组偏差约为 4%~7%，IEC B 类

以下机组偏差为在 2%~4%），且随着湍流强度增大，该比

例相应提高。

（2）在通常海拔下，空气密度对产量的影响为 1%~2%，

且随着空气密度提高，该比例相应降低 ；在高海拔下，该

比例值更大，基本在3.5%~4.5%之间，且随着空气密度提高，

该比例相应降低。

（3）因此，当我们在进行风电场产量评估时，如果使

用的是静态功率曲线，则在最终产量中应考虑将湍流和空

气密度参照上述（1）、（2）中结论比例进行相应调整，使

我们最终的产量评估更接近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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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风电机组受振动、盐腐、潮湿等恶劣工况影响，极易

出现电气连接处松动、电缆老化磨损、设备绝缘失效等故障，

机组的电气超负荷、短路等情况极易引发火灾。一旦发生

火灾，传统的地面灭火显得很困难，而对于海上风电机组

来说就更加无能为力，只能看着机组被完全烧毁，自然熄灭。

2009年至2012年国内共发生各种风电机组火灾超过20起。

因此，无论从机组安全性还是经济性等方面考虑，一种能

够早期发现机组火灾情况并能够迅速报警灭火的自动消防

设备都是必需的。

1 机组火灾诱发原因

目前市场上主流机型有双馈和直驱两种，两者的主要

差别在于机组控制策略和叶轮传动方式不同，双馈机组驱

动发电机时需要齿轮箱进行增速，而直驱机组是叶轮直接

驱动发电机，不含齿轮箱及高速刹车灯配套设施。比较两

种机组，由于结构不同，在机组火灾隐患上面的防范点及

防范措施也有所不同。本文对直驱和双馈机组进行了易着

火关键点对比，结果如图 1 所示。

综合来看，风电机组火灾主要有几个诱因 ：摩擦产生

的热量遇到油品类扩散，这种现象在双馈机组表现比较突

出，主要表现形式为齿轮箱和高速刹车闸的结合。齿轮箱

含有润滑冷却油类，高速刹车闸刹车含有大量热量，同时

机舱内安装有保温隔热及消除噪音设备，这些设备极易燃，

当发生火情时，易燃物在充满油类的环境中会迅速燃烧，

火势蔓延很快 [1]。

电气电缆绝缘问题是引起火灾的另一种较为常见的原

因。风电机组是电气化较为集中的设备，尤其是电控柜、

变流柜等设备，电气器件较多，如果出现绝缘或者器件短

路损坏极易引起火情，加之绝缘电缆材料和固定用的绑扎

带等固体可燃材料密集，一旦发生火情、在短短十几分钟

内就可酿成大火。

风电机组自动消防系统研究 
张立志，胡星

（北京金风科创风电设备有限公司，北京	100176）

摘 要 ： 通过对风电机组火灾发生的原因以及我国风电场机组运行环境的描述，分析了我国亟须风电消防解决方案的现况。

同时，在对目前市场上多种消防设备性能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了自动消防设备的特征和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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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电缆过流、雷击及极端气候、电气连接处松动、

电缆老化磨损、设备绝缘失效等也极易引起火灾。由于火

灾的产生往往不可预测，巡检中又不易发现危险点，因此

需要一种设备，能够在火灾产生的时刻及时快速地获取火

灾信息，并迅速开启灭火设备将火灾扼杀在初发阶段，尽

可能减少经济损失及人员伤亡。

2 风电消防实际工况说明

2.1 一般风电场运行环境

我国气候包含温带大陆性气候、温带季风气候及亚热

带季风气候等类型。我国风能资源和地形复杂，即有风频

不符合 weibull 分布的新疆的阿拉山山口大风、小草湖的翻

山大风，又有与 IEC 标准不适应的东南沿海的台风 ；既有

西北部的层结偏不稳定区域，又有东北部的层结偏稳定区

域。在地表性质上，既有干燥的戈壁或沙漠化的热敏性地

质，又有湿润的农田、草地、林区的热隋性地质 ；既有陆

海交替的粗糙度的剧烈变化，又有粗糙度较大的东北林区。

诸多风能资源环境变化造成了我国风电场运行环境的不同。

而一般的风电场除环境复杂多变之外，还远离市区且无人

值守。[2]

2.2 特殊风电场运行环境

南方地区，季风明显，四季分明，具有春早、夏热、秋凉、

冬暖的气候特点。寒潮低温重，多伏旱，初夏和秋季绵雨多，

冰雹、霜冻时有发生。降水充沛，水资源与水利资源很丰富，

水系发达。北方地区，气候干燥，雨量少而集中，蒸发较强烈，

湿度相对南方较低，冬冷夏热，气温日差较大，且风沙天

气较多，极端地区还会有冰冻产生。

由于南北地区气候特点不同，南方地区尤其是沿海地

区机组空气湿度较大，环境湿度 65% 至 95% 不等，空气的

最大湿度多发生在夜间温度最低的时候。在电气工程中相

对湿度大于 80% 则称为高湿。湿度过高一方面使空气的绝

缘性能下降，另一方面空气中的水分附着在绝缘材料表面，

使电气设备绝缘性能下降。实践证明，湿空气有助于霉菌

生长，相对湿度为 75% 至 95% 时是霉菌生长的良好条件。

除霉菌中含有大量的水分可以降低设备的绝缘性能外，霉

菌根部还能深入到材料的内部，造成绝缘击穿。在密闭空

间内，电器电缆绝缘性能下降，是造成设备绝缘击穿和电

器件短路的主要原因，而这些都使机组发生火灾的可能性

增大。

北方地区空气相对干燥，机组运行环境湿度相对较小，

但易受雷电影响。据统计，我国的风电场雷电灾害在全世

界居于第二位。机组设计工频接地电阻大多设置在 4Ω 至

10Ω 之间，机组接地电阻值过大，造成防雷接地系统导电

不畅，在受雷电袭击时由于直击雷、雷电电磁脉冲、机组

内部工艺产生的电位差造成超大雷电流，会导致高温火花

产生引燃油品隔音设备等，从而引发火灾。同时北方地区

风沙一般较大，粉尘极容易附着在集成电路板上，使电气

设备损坏加剧，存在器件短路产生火灾的隐患。另外，机

组的隔热及隔音材料上面排布有机舱照明系统，一旦照明

系统发生问题，产生电火花，极易引起机组火灾。一旦机

组发生火灾，易引起丛林或者草场大火，扩大经济损失。

机型
火灾主因 双馈机型 直驱机型

变速箱润滑油泄漏摩擦过热 ●

刹车系统高速制动过热 ●

控制柜电气设备故障 ● ●

变电设备故障 ● ●

变浆电机及控制柜故障 ● ●

电缆过流引起过热 ● ●

雷击和极端气候 ● ●

不当操作、人为疏忽 ● ●

（注：●为火灾隐患）
图1		机组防火控制关键点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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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动灭火设备专项技术要求

3.1 自动消防应满足的条件

消防产品本身的技术指标与应用特性必须能充分满足

风电行业的环境条件、工况条件、应用条件和经济性的推

广条件。基于风电机组着火状况的特殊性，自动消防设备

需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性 ：先知性、及时性、可靠性。

先知性即机组着火时，中央监控值班人员可以第一时间知

道信息。及时性即机组发生火灾时，可以第一时间将火情

扑灭。可靠性即灭火设备灭火要及时可靠，同时不能对电

气设备等机组配置造成二次损坏 [3]。

3.2 目前市场主要消防设备性能参数

目前市场上主要有几种灭火器 ：二氧化碳灭火剂、干

粉灭火器、清水灭火剂、简易式灭火剂。各种消防设备均

有其独特性，本文对各种灭火装置的工作范围和启动方式

等进行了对比分析（如表 1 所示）。

针对目前风电场运行工况，同时参照国内近几年实

际应用，水雾（含细水雾）系统、二氧化碳系统及其他惰

性气体系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适用问题。目前风电机

组认证的类别中，对机组低温工作的适应性普遍要求在－

20℃ ~ － 40℃，以上介质不满足使用要求，并且高压储存

增加了不必要的危险因素，同时灭火装置系统后期的维护

相对复杂。在风电机组灭火中，灭火工作最重要的就是效

率和及时性，能够将机组火灾消灭在萌芽阶段是最有效的

灭火方式。因此，灭火装置要具备自动启动的功能，同时

灭火剂反应释放时间要尽可能短。保证灭火效率的同时还

要考虑到，风电机组是电气化较高的机组设备，很多精密

仪器和设备，灭火的同时避免对机组造成二次伤害，同时

要兼顾环保和经济性。因此，灭火设备的选择需要满足以

下条件 ：能够克服风电场的大温差环境，能够具备自动灭

火和快速灭火的高效率性，能够具备对设备无二次危害的

高可靠性，能够具备对环境及人身无害的环保性。

3.3 选定自动消防材料的优越性

根据风电机组的结构及运行特性，绝大多数火灾是由

电控柜引发的。因此，对电控柜体进行防控并有针对性地

将火源控制和遏制在初发期，对防护区实现全淹没灭火保

护和控制机组火灾发生有着重大的意义。同时，灭火设备

要采用自动释放设计，可以采用温度控制机械开关，当温

度大于一定值时，触发机械开关实施自动灭火。自动灭火

设备需要安装在控制柜体内，这样才能更直接有效地进行

灭火动作。

在自动灭火设备方面，推荐使用布朗干粉自动灭火装

置和气溶胶自动灭火装置。布朗干粉自动灭火装置是采用

俄罗斯尖端消防技术的全自动灭火装置。其结构简单，具

有启动先进、灭火高效、环保安全、运用广泛、可靠安全、

造价经济、安装方便等特性，能与各种类型的自动报警系

统联合使用，达到自动报警、自动灭火的目的，同时具有

手动操作、联动远距离控制启动的功能。该灭火装置能迅

速扑灭 A、B、C 类火灾和带电电气火灾，在较小的相对封

闭空间内灭火性能更优。布朗干粉自动灭火装置一般安装

表1 各灭火装置参数

灭火装置
比较项目 1211灭火器 二氧化碳灭火器 气溶胶自动灭火装置 布朗干粉自动灭火

装置

工作温度范围 0℃ ~50℃ -10℃ ~45℃ -50℃ ~95℃ -50℃ ~70℃

启动方式 手动和联动 手动和联动 自动、手动和联动 自动、手动和联动

灭火机理 化学抑制为主 冷却为主 冷却和化学抑制 稀释、冷却和化学抑制

灭火剂贮存压力 压力受环境温度变化影响 压力受环境温度变化影响 无压力 无压力

是否容易泄漏 易产生泄露（需要定期检查） 易产生泄露（需要定期检查） 不会泄露 不会泄露

灭火剂施放时间 ≤ 10s ≤ 5s ≤ 5s ≤ 1s

灭火装置体积 需要储气钢瓶储存，体积大 需要储气钢瓶储存，体积大 体积小，便于安装 体积小，便于安装

装置维护 需定期维护 需定期维护
5年免维护，使用寿命

10年
5年免维护，使用寿命

10年

灭火剂毒性

一定的毒性（1211 在灭火
过程中会分解出微量的氢氟
酸的有害气体，有一定

腐蚀性）

无毒性 无毒性 无毒性

对灭火效能构成影
响的环境条件

密闭空间，全淹没设计 密闭空间，全淹没设计
空间密闭度，全淹没设

计灭火
全淹没灭火和局部灭火

残留物 无残留物 无残留物 无残留物 干粉，易于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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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机舱及塔筒底层，具备自动、手动和自身温控 3 种启动

方式，实现全淹没灭火保护。

气溶胶自动灭火装置靠气相化学抑制、固相化学抑制

及降低氧气浓度灭火。 在热作用下，灭火气溶胶中分解的

气化金属离子或失去电子的阳离子可以与燃烧中的活性基

团发生亲和反应，反复大量消耗活性基团，减少燃烧自由

基。灭火气溶胶中的微粒粒径很小（10 － 9m~10 － 6m)，具

有很大的表面积和表面能，可吸附燃烧中的活性基团，并

发生化学作用，大量消耗活性基团，减少燃烧自由基。灭

火气溶胶中的 N2、CO2 可降低燃烧中氧浓度 [4]。气溶胶自

动灭火装置一般安装于各电气控制柜内（含轮毂、机舱、

塔筒底层各分区），具备自动、手动和自身温控三种启动方

式，实现小区域全淹没灭火保护。灭火装置由钢制外壳组

成，内部装有灭火干粉，气体发生剂和电活化剂，下部喷

嘴用铝膜封闭。当灭火装置接到启动信号时，气体化剂被

激活，壳内气体迅速膨胀，内部压力增大，将喷嘴铝膜冲

破，超细干粉向保护区域喷射并迅速向四周弥漫，形成淹

没式灭火状态，火焰在超细干粉连续反复的物理、化学作

用下被扑灭。灭火装置由钢制外壳组成，内部装有灭火干粉，

气体发生剂和电活化剂，下部喷嘴用铝膜封闭。当灭火装

置接到启动信号时，气体化剂被激活，壳内气体迅速膨胀，

内部压力增大，将喷嘴铝膜冲破，超细干粉向保护区域喷

射并迅速向四周弥漫，形成淹没式灭火状态，火焰在超细

干粉连续反复的物理、化学作用下被扑灭。

成熟的自动消防产品应该具有以下基本特点和功能 ：

自动探测灭火 ；无需人员职守 ；配置包容性强 ；可实施中

控与组网；系统升级容易；灭火高效；安全无害；环保经济；

可使用期长达 10 年 ；设备维护容易。由此可知，仅仅选择

了性能优良的灭火器是远远不够的，鉴于风电机组的火灾

特性，还需对火灾隐患区域进行个别独立的自动探测设备

配置，如在机舱和塔架底部等关键点空间，配备早期烟雾

探测系统，并可透过独立的中央控制平台，对整个风电场

的风电机组进行火灾早期监控。采用图像型火灾探测设备

与烟雾探测设备，对风电机组进行火灾探测与监控，可透

过独立的中央控制平台视频显像。当发生火灾时，烟雾探

测设备发出火灾警报，中央监控值班人员可以对火灾进行

视觉确认 [5]。做到第一时间掌握现场状况，及时判断并指

示下一步救援措施。

4 自动消防设备的市场前景

目前我国还处于风电机组自动消防开发初期，本文旨

在提出自动消防的一些理念和设想，希望能够和对机组自

动消防有兴趣的专家同仁，共同探讨设计一款经济性好、

可靠性高的自动灭火系统，为风电事业的健康发展做出一

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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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高速发展，能源需求和环境问题成

了人类社会面临的巨大危机与挑战，在全球能源日趋枯竭

和节能减排的双重压之下，清洁可再生的风电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青睐 [1]。然而，风电的发展中也有诸多技术问题有

待解决 [2]。其中，随不同风况和电网运行方式的变化，风

电机组运行的故障规律值得风电工作者去探索和研究 [3]。

1 兆瓦级双馈异步风电机组工作原理

兆瓦级风电机组采用变频恒速控制方式，转子的转速

跟踪风速的变化，定子侧恒频恒压输出。风电机组的定子

电压与转子电流及转子机械频率之间的关系 ：

                            

f1 —定子电压频率，与电网电压频率相同 ；

p —发电机极对数 ；

大型兆瓦级风电机组过流故障分析
卢建强，左倜

（上海电气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上海	200241）

摘  要 ：本文针对大型兆瓦级风电机组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过流故障现象和案例，详细分析了该故障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

相应的解决办法，从而提高风电场风电机组的可利用率，确保电力系统的可靠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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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Over Current Faults about MW-scale Wind Turbines
Lu Jianqiang, Zuo Ti

（Shanghai Electric Wind Power Compan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 Concerning the phenomena and cases of the faults about integrating into the grid during the operation of MW-scale wind turbine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easons about the fault in detail and brings forward corresponding resolving methods to improve the 

availability of wind turbines.
Keywords: double-fed asynchronous generator; grid integration failure; failure analysis; availability

fm —转子机械频率，fm=n/60（n 为发电机转子转速）；

f2 —转子电流频率。

n<ns 时，发电机处于亚同步运行状态，发电机由定子

发出电能输送电网。 
n>ns 时，发电机处于超同步运行状态，发电机处于“双

馈状态”的发电状态，此时变流器的能量逆向流动。

n=ns 时，f2=0，发电机处于“同步运行”状态，即“临

界状态”。

因此，当发电机转速 n 变化时，即 pfm 变化，控制转子

的输入三相电流频率 f2 相应变化，从而实现发电机的变速

恒频控制 [4]。

2 兆瓦级双馈异步风电机组并网流程

大型兆瓦级风电机组运行原理如图 1 所示。

兆瓦级双馈异步风电机组并网流程主要分四个步骤 [5] ：

（1）DC_Link 预充电 ：变流器利用电网对 DC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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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预充电，充至变流器设定值，预充电结束，预充电开

关断开。

（2）DC_Link 自充电 ：变流器的控制器控制 IGBT 逆

变给转子线圈励磁，当风速 3.0m/s 之上时，风轮开始旋转，

通过驱动链传递力矩，双馈异步发电机转子旋转，发电机

定子输出电压，并形成电流 ；变流器的控制器控制 IGBT
整流继续给 DC_Link 充电，直至达到设定值，DC_Link
充电结束。

（3）正反馈模式 ：随着 DC_Link 不断升高，转子励

磁也不断加强，发电机定子电压不断升高，变流器的控制

器控制 IGBT 整流 / 逆变，直至发电机出口电压保持在额定

电压范围内，此时风电机组在主控制器的控制下做定转速

运行。

（4）并网控制 ：当发电机定子端口与电网端口的电压、

频率和相位均相同时，变流器的控制器向主控制器发出“并

网请求”信号，主控制器在满足并网条件时向变流器的控

制器发出“允许并网”信号，变流器完成并网，并网开关

Q 闭合，风电机组切入电网，风机进入并网运行状态，即

准同期并网。    
兆瓦级双馈异步风电机组并网流程图如图 2 所示。

3 过流故障案例分析及解决方法

兆瓦级风电机组发生过流故障信息及故障现象 ：并网

开关过流 ；DC_link 环路故障 ；发电机过流 ；变流器整流

故障 ；DC_link 电压过高。并且，变流器定子柜中的并网

开关 Q 左上角的红色小按钮弹出。

兆瓦级风电机组并网过流原因有两种情况 ：一是真实

过流，二是虚假过流。针对这两种情况，我们需要了解两

种过流故障产生的根源。 
风电机组并网开关 Q 发生过流故障时，当风电机组功

率波动超过 100kW，称之为真实过流 ；当风电机组功率波

动没有超过 100kW，称之为虚假过流。在风电机组运行过

程中，频繁的真实过流会对风电机组寿命产生一定的影响。

3.1 变流器真实过流

无论是“真实过流”还是“虚假过流”，并网开关 Q
跳闸都是由于主控制器的输入端口被高电平触发而造成的。

并网开关 Q 产生真实过流的原因有 4 种 ：

（1）电网波动

故障原因 ：与箱变连接的电网出现电压波动，或者电

压突然降低，从而导致风电机组主电路中的电流突然增大，

造成并网开关的真实过流，伴随出现“矢量波动”，“频率低”

或者“电压低”等故障信息。

解决方法 ：先复位 Q 红色按钮，再复位变流器，最后

复位主控制柜。根本解决方法需要提高电网质量，同时提

高风电机组并网开关电流峰值阈值。

（2）风速波动

故障原因 ：风场的风速突然增大。风电机组在低速发

电运行的时候，叶片基本处于 0°位置，当风场风速急剧升

高的时，叶片的变桨动作存有一定的延时，导致风机瞬时

产生超发，从而造成主断路器真实过流。这种情况将伴随

出现“软件过速”或者“高速轴过速”等故障信息。

图1		兆瓦级风电机组并网运行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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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法 ：提高风电机组变桨的反应速度，对主控制

器参数进行优化。 
（3）转子短路

故障原因：由于发电机滑环室的碳粉过多，而导致转子

出现瞬间短路。而且，变流器 IGBT 过载的同时，也会出现

并网开关 Q 过流的现象，但是这种情形一般是 Q 单相过流。

解决方法 ：用“皮老虎”或者大功率吸尘器把发电机

滑环室的碳粉清理干净，然后复位 Q、变流器、主控制柜，

启机运行。或者更换碳粉极少的高质量碳刷。

（4）设计问题

故障原因 ：风电机组并不是偶尔发生并网开关过流，

而是频繁发生真实过流 ；风场运行经验 ：1 台风电机组每 2
天发生一次 Q 过流，可能是变流器的自身设计问题造成的。

最常见的原因是变流器网侧滤波电容与其电力电路的匹配

不和谐。

解决方法 ：采取拆除一个网侧和一个机侧滤波电容的

方法来解决这个故障 ；然后复位 Q、变流器、主控制柜，

然后启机运行。但是，在拆卸滤波电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保留的滤波电容一定是完好的。

3.2 变流器虚假过流

在风电机组运行过程中，虚假过流虽然不会对风电机

组的寿命产生直接影响，但是会增加现场人员的工作量，

所以，我们应该在设计上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兆瓦级风电

机组产生虚假过流的原因基本有 4 种情况 ：

（1）识别条的松动

故障原因 ：并网开关 Q 的识别条由于某种原因出现松

动，如图 3 所示。

解决方法：插拔识别条；然后复位 Q、变流器、主控制柜，

启机运行。

（2）控制单元老化

故障原因 ：并网开关 Q 的控制单元长期运行而出现老

化现象，这种老化一般在风机运行 6 个月之后，尤其明显。

根本原因是 Q 的特征曲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改变。

解决方法 ：更换变流器并网开关 Q 的控制单元。

（3）机械损坏

故障原因 ：并网开关 Q 某些机械元件出现损坏，例如

灭弧罩、蓄能单元、弹簧等。

解决方法 ：更换变流器的整个并网开关 Q ；然后复位

Q、变流器、主控制柜，启机运行。更换的时候，注意一定

要把塔底箱变开关断开。

（4）线排松动

故障原因 ：由于变流器的一些线排松动而造成。例如，

霍尔传感器电源供应装置与变流器微处理器的接线松动，

也产生并网开关过流故障，如图 4 图 5 所示。

解决方法 ：重新拔插接线排 ；然后复位 Q、变流器、

主控制柜，然后启机运行正常。

图2		兆瓦级风电机组并网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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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

在兆瓦级风电机组调试与维护过程中，只要

风电机组主控制器屏幕显示故障信息为并网开关过

流，就可以判断其并网开关发生了“过流”故障。

从电力继电保护角度看，发生过流故障是正常

的，因为这是并网开关的一种自我保护，但是如果

频繁发生过流故障，就是一种不正常的情况。[6]

无论是“真实过流”，还是“虚假过流”，风电

场人员都应该引起注意，并采取相应的解决方法。

如果风电机组频繁发生过流故障，不但会加速器件

老化，还会增加现场人员的工作量，使风电机组的

可利用率大大降低。

如果要彻底解决风电机组并网开关过流故障，

需要根据不同风电场的电网环境和自然环境，对并

网开关进行一系列的改造 ：

提高并网开关控制单元使用寿命，避免并网开

关的特征曲线发生漂移 ；   
修改并网开关内存程序，使其更智能，穿越一

些偶然的“电流峰值”，提高并网开关跳闸的动作

电流阈值，降低并网开关跳闸次数 ；  
提高并网开关自身质量，减少部件机械损坏和

排线松动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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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当前风力发电在全球范围内发展强劲，我国尤其明显。

截至 2011 年，全球风电累计装机量到达到 238GW，我国

风电累计装机量达到 62GW，而且大部分是双馈机组。双

馈机组的变流器容量通常为机组功率的 1/3，当发生电网故

障时，机组为了保护自身安全，常采用脱网的方式。

随着风力发电在电网中所占比例的逐渐提高，当电力

系统故障导致电网电压跌落后，风电机组的切出会严重影

响系统运行的稳定性。为了保证电网的安全，要求风电机

组具有低电压穿越（Low Voltage Ride Through，LVRT）
能力，保证系统发生故障后风电机组不中断并网运行，同

时向电网提供无功支持。

新颁布实施的《风电场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GB/T 
19963 － 2011）》对风电机组的电网故障穿越能力做出了

明确的规定。为了适应新的要求，大部分风电机组需要适

当改动，crowbar 电路是其中一个重点改动的部分。

crowbar 电路实为双馈电机转子的旁路电路，或译为

撬棍电路，其作用是故障状态下保护变流器。

在满足新的国标要求，以及发生某些故障时，crowbar
电路能对变流器起到有效保护方面，传统的被动式 crowbar
电路已不能胜任，新的主动式 crowbar 电路单元亟须开发。

1 传统crowbar电路及其功能

当双馈风电发电系统发生某些故障时（如电网电压跌

落），双馈发电机转子的能量短时间涌向变流器 [1]，变流器

无法在对应的时间内将这些能量馈送到电网或是通过自身

的斩波稳压单元消耗掉，致使支撑电容的电压升高。而该

电压过高又将损坏电容，电压再高，可能超过 IGBT 的耐压，

而使其失效。

通过及时投入 crowbar 电路，将来自发电机转子的能

适用于双馈风电机组的主动式
crowbar电路

赵燕峰，曹国荣，蒋耀生，王新泽	

（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风电事业部，湖南	株洲	412001）

摘  要 ：针对双馈型风电机组低电压穿越时的工况，在分析该工况对crowbar电路要求的基础上，概述了相关的技术背景，详

述了crowbar电路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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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summarized that the background of the active crowbar unit for the double-fed wind turbine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 of the 

operation condition of the crowbar unit when the wind turbines occur Low Voltage Ride �rough .Detailed introduction is given 

about related conditions of the crowbar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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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旁路，从而保护变流器，典型的电路结构如图1所示。其中，

晶闸管开通后，只能依靠电路自然关断。一种设计方案是，

在回路中，串联一个接触器，正常情况下，接触器闭合，

当 crowbar 回路开通，又不满足自然关断的条件，但需要

关闭 crowbar 回路时，通过断开接触器实现。另外一种设

计是将图 1 中的整流管换成晶闸管，这在 crowbar 电路切

出方面有一定优势。

但是，这些方案都不能使机组达到《风电场接入电力

系统技术规定（GB/T 19963-2011）》的相关要求，根本原

因在于 crowbar 电路的动作（投入或切出）太慢，无法配

合变流器完成相关控制目标。 

2 主动式crowbar电路的形式及特点

主动式 crowbar 电路构成如图 2，最显著的特点是采

用全控型功率器件控制电路的开通和关断。由于该型功率

器件的开通和关断时间很短，因此，该型 crowbar 电路反

应很快。由于 IGBT 的电路构成相对简单，而其他全控型

功率器件要么驱动及辅助电路复杂，要么容量不够，因此，

主动式 crowbar 电路选用 IGBT 作为控制开通关断的功率

器件，如图 2 中的 T。
当系统检测到发生电网故障或其他需要启动 crowbar

电路的信号时，系统触发如图 2 中的 T，部件 T 采用

IGBT。因此，双馈电机转子的三相输出通过二极管整流变

成直流，该直流通过图 2 中的电阻 R 和 T，构成回路，使

双馈电机的转子短接，成为普通的异步电机，转子能量得

到旁路，而不会涌入变流器造成危害（注 ：此时，转子能

量很大，短期内注入变流器，而变流器自身没有能力将其

消耗或转移）。

当需要启动 crowbar 电路的故障消除后，crowbar 回

路中的电流可能还在继续流动，此时，通过关闭图 2 中的

T，使转子重新与变流器建立电流连接，机组尽快恢复正常

发电。电阻由于存在较大寄生电感，需要通过与其反并联

的二极管续流。回路中的杂散电感会引起 IGBT 过压，因

此 IGBT 需要辅助的缓冲电路。

3 主动式crowbar电路各部分的要求

在双馈机组中，crowbar 电路肩负保护变流器的功能，

一旦形成开路，将很可能给变流器带来致命问题。因此，

其电路的各个部分需要反复核实，保证可靠性，即便发生

了故障，也要确保不形成开路。

3.1 导线的要求

crowbar 电路的工作特点为间歇式，每次启机前，都

要动作一次，以便对其检查；而真正遇到需要动作 crowbar
电路的故障的可能性很少，有时一年难遇到一次。

出于对成本等因素的考虑，该电路不使用额定工况下

的条件来选择导线，而根据其具体工作情况来选择导线。

导线太细，有可能在工作时发热大，使其绝缘层受损，甚

至直接被烧断而形成开路，这是不允许发生的情况 ；导线

太粗，显然既占空间又形成浪费。导线截面积可按公式（1）[2]

计算。式中，S 为导线的截面积，单位为平方毫米；I 为电流，

t 为电流持续时间 ；k 是由保护导体、绝缘和其他部分的材

料以及初始和最终温度决定的系数，具体数值可在相关标

准中查得 ；例如，对于普通导线，k 值可以取 138。

                                                            
（1）

通过式（1）可以计算出导线的最小截面积，并留出适

当裕量，作为最终选取导线的依据。

图1		被动式crowbar电路

图2		主动式crowbar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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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整流管的要求

在 crowbar 电路中，将转子三相转换成直流，可以

用晶闸管，也可以用整流管（二极管），由于整流管更为

简单，因此优先选用整流管。整流管短时间内具备较强

的过流能力，同样基于成本及节省空间的考虑，不使用

额度条件选择整流管，希望选择容量较小但具备足够涌

浪能力的整流管。

首先，整流管工作期间，其最高结温不应超过器件允

许的最高结温。由于整流管不是持续工作，其结温应该按

照瞬态结温计算，结温由瞬态温升加上初始温度确定，可

按公式（2）计算。

                  （2）

其中，T 表示器件的结温，Tc 表示器件的初始结温（也

是是器件的初始温度），P 表示器件工作的损耗，Zthjc 表示

器件的瞬态热阻，可以通过表达式（2）中的对应部分算出，

也可以通过器件对应的数据手册中的相关曲线查得。

其次，器件工作过程中， （浪涌过程中，电流的

平方对时间的积分）必须小于器件数据手册中对应的值。

整流管的选取，须满足以上两条，适当考虑散热。

3.3 能耗电阻的要求

电路启动后，转子电流经电阻构成回路，该电流流经

电阻后，在电阻上消耗能量，使其温度升高。如果温度过高，

电阻体可能会发生熔融而断裂，转子强大的能量转而流向

变流器，可使变流器发生致命性问题。如果电阻温度过低，

显然又不利于降低成本及节省安装空间。

电阻损耗的能量按 I2t 计算，这些能量绝大部分被电阻

吸收并使自身温度升高。根据 crowbar 一次冲击的最大能

量，再除以电阻材料的比热和质量，可以算出 crowbar 电

阻的最大温升，进而根据使用的最高环境温度，算出最高

温度。但必须确保这个最高温度低于材料的熔点，否则电

阻可能因为熔融而断裂。

还需注意电阻温度升高后绝缘能力的变化，以免工作中

绝缘被损坏。另外，也需注意电阻材料在温度升高的过程中

产生的热膨胀，确保该热膨胀不会给电气系统带来危害。

3.4 IGBT及辅助电路的要求

同样基于成本及安装空间的考虑，IGBT 不会也没有

必要按照额定工况来选取，同样应使其在一定程度的过流

状态工作。IGBT 的过流能力相比晶闸管 / 整流管等小得多，

需根据机组的具体情况并结合 crowbar 电阻的具体值，慎

重选取。

当 crowbar 电路中的 IGBT 关断时，其自身电流有

可能还比较大，而回路中总会存在一定量的杂散电感 ；但

IGBT 的关断通常在几微秒内完成，关断时由于这些杂散电

感上的电流迅速减小而转化成尖峰电压，尖峰电压叠加在

IGBT 所承受的电压上，形成过压。因此，必须通过辅助电

路，将 IGBT 上的尖峰电压进行抑制，确保 IGBT 不会因

为电压超过其承受极限而失效。

可以通过如图 2 所示的 RC 电路来减小尖峰电压，如

果电压尖峰仍较大，就需要使用 RCD 电路来降低其电压尖

峰了。由于电路自身的杂散电感的不确定性，具体采用哪

种辅助电路，可通过具体试验的情况来确定。

4 主动式crowbar电路的试验

在需要 crowbar 动作的各种故障工况中，以低电压穿

越最为严酷 ；我国已对低电压穿越做出了明确规定 [3]，要

求电网电压在一定范围及一定时间内跌落时，机组不能脱

网 ；电网恢复后，机组又需在规定时间内，及时并网发电。

当电网电压跌落时，会导致双馈电机转子侧过流 [4]，

转子侧电流的迅速增加会导致直流侧电压升高、机侧变流

器的电流以及有功、无功都会产生振荡。为了保护变流器，

必须将转子进行旁路，使转子电流进入其他回路，而导通

crowbar 便可实现此目的。新的国标规定，在发生低电压

穿越时，要求机组具有动态无功支撑能力。为了达到这些

目标，一次故障过程中，crowbar 电路可能需要多次开通

和关断，反复动作几次。

自主设计的主动式 crowbar 电路单元在中国电科院张

北风电试验基地配合变流器顺利地完成了低电压穿越，图

3 和图 4 是机组功率在额定功率下三相不对称跌落，电网

电压跌落至额定值的 20% 时，crowbar 电路中电阻电流和

IGBT 电压的实测波形。

经反复核实，主动式 crowbar 电路单元中的导线、整

流管、能耗电阻、IGBT 及其辅助电路均达到要求。

5 结语

随着风电在电力系统中所占比例的逐步上升，为了保

证电网的安全，要求机组具备低电压穿越能力已成为强制

性要求。而要具备此项能力，传统的 crowbar 电路已经不

能满足新的风电场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需要主动式的

crowbar 电路快速反复动作才能满足相关技术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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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wbar 电路间歇性的工作特点，决定了其具有较大

的降低成本及安装空间的余地。由于全控型功率器件的特

性，IGBT 将成为主动式 crowbar 电路单元中的首选开关

器件。

低电压穿越的强制性要求，将给主动式 crowbar 电路

的发展提供广阔空间，促其向可靠性更高、成本更省、体

积更小、耐浪涌能力更强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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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异步电机是电机的一种，异步发电的理论应该服从普

遍的电机发电理论。为此，本文以普适的物理学原理为基础，

通过发电机的功率转换守恒，转矩的作用和反作用，以及

最终归结的转速方程，较为系统详尽地对发电机原理进行

了分析，目的是为理解双馈等异步发电原理奠定基础。

目前，风力发电得到了普遍的重视和发展，其中的主

导技术是以双馈发电为代表的异步发电机。应该承认，过

去的电机理论和技术对于异步发电重视不够，主要精力放

在了同步发电上，由此导致异步发电的理论和技术不甚完

善和严谨。显然，这对于风力发电的发展是很不利的，所

以有必要对其基本理论进行分析。

1 发电机的耦合磁场与能量转换
电机泛指电动机和发动机。通常，同一台电机既可作

为电动机，亦可作为发电机。前者是将电能转换为机械能，

后者则将机械能转换为电能，电机究竟运行在何种状态，

关键取决于能量转换的方向，即能流方向，而不是电机的

结构。因此，电动和发电只是电机的不同运行状态，发电

机则是电机的发电运行，此即电机可逆运行原理。

机械能和电能是属性完全不同的两种能量，二者并没有

直接的关联，所以无法直接转换。但是，按照法拉第电磁感

应的 e=Bli 和毕－萨电磁力的 F=Bli 定律，要产生感应电势 e
和电磁力 F，都必须有磁感强度 B 的参与，这表明机械能和

电能都和磁场能密切相关。由此可知，电机的能量转换，必

须借助于磁场的“媒介”作用，也就是说，磁场能是电能和

机械能的相互转换的“桥梁”。发电机的功率转换流程为：

机械功率 PM ＞—→电磁功率 Pem ＞—→电功率 P1

其中的“＞”号是考虑到功率转换中必然产生的损耗。

应该注意，这里所谓的“媒介”，是指磁场能只是“介

入”， 但却不“参与”电机的能量转换，也就是说，在电机

的输入和输出能量中，并不存在磁场能。我们将这种通过

磁场实现能量传输的作用称为耦合，将具有能量耦合作用

的磁场称为耦合磁场，可见，电机实质就是一个耦合磁场。

耦合磁场的能量表现为电磁功率 Pem，并广义表达为

Pem=ei，即感应电势与电枢电流的乘积，电机功率的相互转

电机发电运行的统一原理与判别
屈维谦

（保定北方调速有限公司，河北	保定，071051）

摘 要 ： 发电机是将机械能转换为电能，按照能量守恒原理，发电机输入的机械功率必定大于电磁功率，这是发电机普遍

的核心原理，也是判别电机发电运行状态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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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必须通过电磁功率的中间过程方可实现，图 1 是发电机

耦合磁场的示意图。

2 发电机的功率转换
根据图 1，发电机与电动机的本质区别在于电磁功率

Pem 与机械功率 PM 的平衡关系，发电机是将机械能转换为

电能，按照能量守恒原理，有

                                PM  - Σp = Pem                                                         （1）
其中的 Σp 为发电机的输入损耗功率。所以有不等式 ：

                                 PM ＞ Pem                                   （2）
说明发电机的功率特征是输入的机械功率必定大于电

磁功率，这是发电机普遍的核心原理，式（1）、式（2）也

是判别电机发电运行状态的理论依据。

电机的机械功率、电磁功率和损耗功率都表达为转矩

和转速的乘积，且机械功率为

                  
                                                                              

（3）

式中， TM—电机轴上的机械转矩 ；Ω —电机的角速度 ；

n—每分钟转速。

电磁功率的机械表达式为

                       
                                                                              （4）
其中， T—电磁转矩 ；Ω0—电机的理想空载角速度，或

简称理想角速；n0—电机的理想空载转速，或简称理想转速。

需要指出，式中的理想转速（或角速度）是十分重要

的物理量，有关分析详述于后。损耗功率为

                  
                                                                              

（5）

式中的 ΔΩ 为角速度降，Δn 为转速降。

3 发电机的转矩与电流
根据力学原理，无论是发电机还是电动机，其能量转

换必须通过转矩的作用和反作用才能实现。所以，要判断

机械功率 PM 和电磁功率 Pem 的转换方向，必须明确电机的

机械转矩和电磁转矩的相互作用关系。

发电机是将机械能转换为电能，所以，发电机的机械

转矩 为作用（驱动）转矩，而电磁转矩 则为反作用（阻

挡）转矩， 和 的方向相反。为了能够直观地判别转矩方向，

通常以转速方向为参考正方向，作用转矩恒与转速同方向，

反作用转矩自然与转速反向。于是，发电机的机械转矩与

转速方向相同 , 而电磁转矩和转速方向相反，即

                                 Tm ＞ 0                                
                              T ＜ 0                                       （6）
这和电动机的电磁转矩 T ＞ 0，及机械转矩 TM ＜ 0 恰

好相反。转矩不等式（6）只是电机发电的定性条件，不能

决定发电机具体的动、静状态，要使电机稳定运行，还必

须满足电机轴上的合转矩为零的转矩平衡原理，即

                                    ΣTi=0                                     （7）
否则，如果仅是 T ＜ 0 而 T ≠ TM，电机将处于动态发电，

不能稳定运行。

转矩平衡是电机固有的特性。根据电力拖动原理 , 凡
是机械特性曲线斜率为负的电动机和发电机都具有稳定性，

即电磁转矩能够自觉地与机械转矩相平衡，即

                                TM － T=0
                                 TM=T                                         （8）
此时，电磁转矩和轴上的机械驱动转矩大小相等而方

向相反，电磁转矩曲线将位于附图 2 机械特性的第二象限。

由此可见，T ＜ 0 及 TM=T 是判定电机发电运行的原理性条

件和标志。

按照 的毕—萨力式，电磁转矩的方向取决于电

枢的电流方向（B 的方向一定），电枢电流方向以电源电压

方向或电枢感应电势方向为参照，注意，电枢的感应电势

恒与电源电压方向相反，故当电机电动运行时，电枢电流

和电源电压同方向（和感应电势反向）；而电机发电运行时，

电枢电流则和电源电压反向（和感应电势同向）。

4 发电机的转速与理想转速
根据上述的发电机功率平衡和转矩平衡，可以得出发

电机稳定运行时的转速方程。将式（1）两端同时除以转矩

T（注意 TM=T），即可得发电机角速度方程

                              Ω － ΔΩ = Ω0                                                  （9）
其中，Ω 为发电机的机械角速度，且

                               
                                                                            

（10）

ΔΩ 为损耗功率产生的角速降，且

                              
                                                                            

（11）
    

图1		发电机的转矩、转速方向与能量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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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0 为发电机的理想角速度，且

                              
                                                                            

（12）

这里应该特别注意 Ω0，其实是电磁功率的机械表达结

果。理想角速度表为电磁功率与电磁转矩之比，其物理意

义是 ：在假定 p=0 无损耗的（理想）状态下，将全部机械

功率 TM 都转化为电磁功率 Pem，即 PM=Pem 时，发电机所应

具有的角速度。显然，理想角速度并不只限于 T=0 理想空

载状态，无论电磁转矩为何值，理想转速都可以由式（13）
计算得出。另外，Ω0 是所有电机都具有的物理量，并不只

限于直流电机，异步电机也同样具有理想角速度。 
为了方便工程计算，将角速度折算成转速，将式（9）

两端同时乘以系数 ，可得发电机的转速方程为 ：

                                   n=n0+Δn                                  （13）

其中， 为发电机的转速 ； 为发电

机的转速降 ； 为发电机理想转速。

故电机发电运行时的转速关系为 ：

                                     n ＞ n0                                 （14）
即电机转速大于理想转速。

方程式（13）以及不等式（14）是由发电机的功率方

程和转矩平衡而得。说明 ：如果电机符合式（1）、式（2）
和式（5）、式（8），则必然符合转速表达式（13）、式（14），
反之亦然。由此可见，只要电机的稳定转速满足式（13）
和式（14），电机必然运行于发电状态。

如果电机作电动运行，其转速为 n=n0 － Δn 即 n ＜ n0，

对比发电机和电动机转速表达式可以发现，理想转速 n0 位

于图 2 的纵轴上，是电动和发电运行状态的临界点，n0 既

是电机电动运行的最高极限转速，也是电机发电运行的最

低极限转速，所以，n0 是判别电机是发电还是电动的参照

标志。

综合上述，根据能量转换守恒以及转矩平衡，电机发

电运行的原理表达为 ：PM － Σp=Pem，PM ＞ Pem ；

                          T=TM，T ＜ 0
以上的发电机功率平衡和转矩平衡可以归结为

                         n=n0+Δn，n ＞ n0

转速关系综合体现了功率和转矩关系。所以，上式可

以成为电机发电运行的判断依据。

5 结论
发电机——电机发电运行的核心原理是机械能转换为

电能。其间，必然经过磁场能的媒介作用。电磁功率是磁

场能的表现，所以发电机的能量转换表达为 ：

                   PM － Σp=Pem，PM ＞ Pem

这是发电机原理的体现，也是发电机的原理判断依据。

发电机的能量转换只能通过机械转矩的作用和电磁转

矩的反作用实现，电动机的电磁转矩和转速同向，所以 T

＞ 0 ；而发电机的电磁转矩和转速反向，故 T ＜ 0，这是发

电机能量转换的必需条件，也是发电机的重要判断依据。

电磁转矩的方向取决于电枢电流方向。当电机电动运

行时，电枢电流和电源电压同方向（和感应电势反向）；而

电机发电运行时，电枢电流则和电源电压反向（和感应电

势同向）。这是控制电机以实现发电运行的主要指导思想。

发电机的功率和转矩关系归结为转速关系，即

                            n=n0+Δn

                                 n ＞ n0

理想转速 n0 是电机普遍具有的重要物理量，不仅限于

直流电机，同样适于交流电机，传统电机学忽略了异步电

机的理想转速，甚至误将其等同于同步转速 n1，这一点应

该引起注意。

本文的分析基于基础的物理原理，结论适用于所有的

发电机，包括异步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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