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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From The Editor

文／秦海岩

文／秦海岩

雾霾之后的反思

新
年过后的第二个周末，浓重的雾霾已在全国多个城市肆虐，这让人们的心情变得糟糕。

数据显示，截至 1 月 13 日零时，全国有 33 个城市的部分监测点 PM 2.5 浓度超过 300

微克 / 立方米，个别城市出现 PM 2.5“爆表”，比如北京的 PM 2.5 浓度最高达到 950 微

克 / 立方米。环保专家称，如此严重的空气质量污染，可以说已近人类所能承受的极限。

于是，人们看到了政府有关方面发布的紧急预案，比如通知市民减少户外活动，要求学校停止户

外体育锻炼，这体现了政府的责任意识。但我们是满足于制定完美的灾情应对预案，还是谋求从根本

上消除灾难？从表面看，燃煤、机动车尾气、工业生产的排放物是造成此次空气重度污染的主要源头，

而其本质上仍是以煤炭和石油等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造成的。难以消散的雾霾，让人们真切体验

到了消费化石能源的代价。没有什么比堵塞物流、影响居民生活、威胁公众健康这些负能量之事，更

能让人们认清石油、煤炭消费的隐性成本。美国著名物理学家 Amory B. Lovins 在其著作 REINVENTING 

FIRE 中指出，煤炭的隐性成本，仅从经济角度而言，就是我们为其支付的电费的三倍。美国每年为煤

电和石油支付的整个社会成本分别高达数千亿美元。煤电占比超过 70% 的中国为其支付的社会成本将

更加让人震撼。

所以，不从根本上改变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只靠民众的自觉意识或政府的强制措施少开几天车，

将居民室内供暖温度调低几度，或是关闭几家工厂，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根本的出路是如何

使我们的能源系统更清洁，使我们的工业生产更绿色。欧洲很多国家都提出了到 2050 年所消费能源全

部来自于清洁无污染的可再生能源的目标并且正稳步向这一目标迈进，而我们至少可以做到更加“干净”

一点。现代技术为我们提供了更好的选项，根据最新电力工业快报统计，2012 年我国风电并网总装机

6083 万千瓦，发电量 1004 亿千瓦时，风电已经超过核电发电量的 982 亿千瓦时，成为继煤电和水电之

后的我国第三大主力电源。在煤电和碳排放几乎为零的风电之间进行选择，不应该是一件令人纠结的事。

我们无法再回工业前社会，但可以驾驶清洁电源驱动的汽车，可以用清洁电源取暖，可以改变落后的

工业生产模式，可以在整个能源系统中加大“去化石能源化”的力度。非力不能及，是己所不欲而已。  

阴霾散去，亦会重来。在间歇呼吸吐纳之余，我们要反思，全社会如何真正形成大力发展和消费

清洁能源的共识。由于利益集团的垄断以及经济发展取向上的急功近利，有些方面发展和消费清洁能

源还只停留在口头和纸面，甚至对清洁能源的补贴政策也常遭人诟病，这让能源结构调整步履艰难。

我们要反思，比带着口罩，徒劳地欲将污浊的空气与自己的呼吸隔离开来更可怕的现实是某些人那迟

迟不愿摘掉的“眼罩”，因为它屏蔽了理性甚至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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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2011年4月
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与
配额交易方案发布

2012 年 11 月 26 日，国家发改

委、国家电监会发布《关于可再生能

源电价补贴和配额交易方案（2010 年

10 月 -2011 年 4 月）的通知》（简称

《通知》）。根据《通知》，可再生能源

电价附加资金补贴范围为 2010 年 10

月 -2011 年 4 月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

上网电价高于当地脱硫燃煤机组标杆

上网电价的部分、公共可再生能源独

立电力系统运行维护费用和可再生能

源发电项目接网费用。

就配额交易与电费结算问题，《通

知》指出：（一）继续通过配额交易方

2

式实现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调配，

不足部分通过 2011 年 5 月 -12 月征

收的附加资金预支。配额卖方向买方

出售配额证，配额买方应在收到配额

证后 10 个工作日内，按额度将款项汇

入卖方账户，完成交易。（二）可再生

能源发电项目上网电价在当地脱硫燃

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以内的部分，由

省级电网负担；高出部分，则通过本

次电价附加补贴解决。（三）2010 年

10 月 -2011 年 4月电价附加有结余的

省级电网企业，应在该《通知》下发

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对可再生能源

发电项目结清 2010 年 10 月 -2011 年

4月电费（含接网费用补贴）。2010 年

10 月 -2011 年 4 月电价附加存在资

金缺口的内蒙古、黑龙江等电网企业，

应在配额交易完成 10 个工作日内，对

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结清 2010 年 10

月 -2011 年 4 月电费（含接网费用补

贴）。（四）对 2010 年 10 月 -2011 年

4月公共可再生能源独立电力系统的电

价附加补贴，按《通知》相关文件所

列的项目和金额，由所在省（区）的

价格主管部门会同省级电网企业负责

组织实施。

《通知》要求各省（区、市）政府

价格主管部门、电力监管机构和各区

域电力监管机构要加强对可再生能源

电价附加征收、配额交易、电费和补

贴结算行为的监管，坚决纠正和查处

违反本《通知》规定的电费结算行为，

确保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贴按时、

足额到位。

521万千瓦风电项目
列入国家能源局
“十二五”风电增补计划

为促进我国风电产业持续发展，

2012 年 11 月 29 日，国家能源局正

式下发《国家能源局关于增补部分省、

自治区“十二五”风电核准计划项目

的通知》（简称《通知》），将部分省、

自治区前期工作准备充分、电网接入

条件落实、并网和消纳条件较好的项

目列入“十二五”风电项目增补计划。

根据《通知》，此次列入增补计

划的项目共有 112 个，总规模 521

万千瓦。其中，山西 75 万千瓦、浙

江 42 万千瓦、安徽 39 万千瓦、福

建 47 万千瓦、江西 33 万千瓦、山

东 60 万千瓦、河南 24 万千瓦、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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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53 万千瓦、湖南 20 万千瓦、广东

39 万千瓦、广西 30 万千瓦、四川 14

万千瓦、贵州40万千瓦、西藏5万千瓦。

《通知》要求各省（区）发改委（能

源局）加强组织协调，督促落实项目

建设条件，特别是电网接入和市场消

纳条件，待各项建设条件及接入电网

技术方案落实后按项目核准有关规定

核准项目。增补列入核准计划视同各

项目开展前期工作的批复文件。另外，

电网公司要积极配合开展列入核准计

划风电项目的配套电网规划和建设工

作，加快落实电网接入条件和消纳市

场，确保项目建设与配套电网同步投

产和运行。各相关风电开发企业应及

时将项目建设纳入投资计划，抓紧推

进项目核准及建设工作，确保项目按

期建成并发挥效益。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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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2013年全国能源工作
会议在京召开 

2013 年 1 月 7 日，全国能源工作

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家发改委主任张

平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国家发改

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作

了题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

神 扎实做好 2013 年能源发展改革工

作”的报告。

报告认为，2012 年，全国能源系

统按照中央“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坚持“三稳三进”，各项工作取得了新

成绩。全年能源供需总体平稳，实现

了 2012 年年初提出的供应稳定、市

场稳定和价格稳定的目标，能源结构

调整有新进展，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

有新突破，改善民生有新成效，有力

支撑了经济社会发展。过去五年，我

国能源发展改革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

成为世界第一能源生产大国。其中，

可再生能源发展成果丰富。水电新增

装机 1亿千瓦，总量达到 2.49 亿千瓦，

居世界第一。风电装机由 500 万千瓦

迅速增加到 6300 万千瓦，成为世界风

电第一大国，年发电量超过 1000 亿千

瓦时。光伏发电装机由基本空白增加

到 700 万千瓦。核电在建机组 30 台，

约 3273 万千瓦，在建规模居世界第一，

在役机组保持安全稳定运行。能源发

展成果更多惠及民生。

报告强调，要推动能源生产和消

费革命，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和体制创

新，提高能源发展的质量、效率和效

益，用更少、更清洁的能源，支撑经

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必须控制能源消

费总量，从敞开口子供应能源，转变

到保供应与控总量相结合，倒逼转方

式、调结构；必须统筹能源与生态环

境协调发展，从过度依赖传统化石能

源，逐步转变到更多依靠新能源和可

再生能源，把经济增长建立在资源可

3

接续、生态可承载的基础之上；必须

加快构建立足国内能源安全的保障体

系，把国家能源安全牢牢掌控在自己

手中。

会议指出，2013 年我国在能源

工作方面需要重点做好八个方面工作：

一是增加国内能源有效供给，推进煤

炭安全开采和高效利用，优化发展煤

电，加快建设跨区输电通道，大力

开发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资

源，确保全年能源供需总体平稳。二

是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积

极发展水电，协调发展风电，大力发

展分布式光伏发电。全年新增水电装

机 2100 万千瓦、风电装机 1800 万千

瓦、光伏发电装机 1000 万千瓦。三

是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着力建立倒逼

转方式、调结构的长效机制。四是加

强能源科技创新，继续实施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依托重大工程，推进关键

装备国产化。五是深化能源体制改革，

深入研究深化能源体制改革的顶层设

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改革总体方案、

路线图和时间表，积极开展试点示范。

六是推进国际能源互利合作，利用两

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参与全球能

源治理。七是加快实施能源民生工程，

解决无电人口用电问题。八是加强能

源行业管理，抓好已有能源规划的贯

彻落实，制定出台产业政策，推动能

源立法，加强标准建设。

此外，报告还提到，我国要加强

干部教育培训，提高干部素质和能力，

统筹推进各类能源人才队伍建设。凝

聚各方面力量，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

革命，开创能源发展改革工作新局面。

摄影：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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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风电发展技术
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2012 年 12 月 24 日，由中国可

再生能源学会组织的海上风电技术座

谈会在国电科环大厦召开。中国可再

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兼风能专业委员

会主任贺德馨主持会议，来自国家发

改委能源研究所、风电整机制造企业、

风电开发企业、检测认证机构和行业

协会的30余名代表参会。国务院参事、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石定寰，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

长李宝山出席会议。

针对中国海上风电发展现况，水

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新能源处处长谢

宏文、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

工杨校生、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裁吴凯、国网能源研究院副总经济

师兼能源战略与规划研究所所长白建

华、北京鉴衡认证中心风能事业部总

经理张宇分别从海上风电发展的规划、

4
面临问题、技术进展、电网、风电检

测与认证等方面做了主题发言。

会上，与会代表畅所欲言，从

政策、规划、市场、产业和技术等几

个方面展开讨论，分析了中国海上风

电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形成相关

建议。总体而言，中国海上风电整体

规划内容空泛，条款分割严重 ；海上

风电存在例如输电、电缆和防台风等

基础性的技术难题 ；海上风电发展有

节奏过快与盲目的趋势 ；海上风电机

组招标上网电价和机组报价存在无序

竞争现象。

对此，与会专家也提出了相关的

建议：一、制定更详细、操作性更强

的海上风电发展规划，充分做好前期

调研和协调工作，形成海上风电发展

目标的具体路线图、阶段性任务和保

障措施。二、形成一批实验性示范项目，

为以后的长期发展积累经验，并从法

律层面寻求政策突破，将风电发展过

程中暴露的各种问题进行总结，以形

会  议

成固定的体制和机制。三、协调好与

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防止地方盲目

规划项目和建厂，造成浪费。四、在

重点发展陆上风电的基础上，将海上

风电作为长远目标和战略来实施，推

动海上风电项目要稳妥、有步骤，防

止一哄而上。五、加强基础性技术研

究工作，要从多方面考虑海上风电发

展的技术难题，加强国家基础测试平

台和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加强人才

培养。六、确立合理的海上风电招标

电价，严格项目招标程序，杜绝以价

格作为唯一评判标准，并严格把守工

程质量、项目效益、电价和工程标准。   

最后，石定寰理事长充分肯定了

此次会议的成果，并对会议从多个方

面进行了总结。他强调，协会组织要

引领整个行业加强行业资质，本着“服

务决策、适度超前”的原则反映行业

存在的突出问题，并且更多地开展小

型、务实的专题性研讨会，加强行业

交流与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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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力发电系统国家重点
实验室2012年度学术
委员会会议召开

2012 年 11月 30日，浙江运达风

电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浙江运达）“风

力发电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2 年度

学术委员会会议”在浙江省杭州市召开。

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实验室依托单

2012全国中小型风能
设备行业年会暨产业
发展论坛在长沙召开

2012 年 12 月 16 日 -17 日，中

国农机工业协会风能设备分会（简称

风能设备分会）主办的“2012 全国中

小型风能设备行业年会暨产业发展论

坛”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 

风能设备分会理事长杨校生出席

会议，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祁和生

主持会议。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

专业委员会主任贺德馨、科技部高新

司孙鸿航博士以及湖南省有关部门的

领导分别致辞。贺德馨在致辞中表示：

“年会是个很好的平台，每次参加年会，

总会从大家的交流中开拓思路，得到

会  议

6

5

受益。”他建议进一步提高中小型风电

在可再生能源利用中的地位。孙鸿航

在致辞中说：“科技部于 2012 年 4 月

正式发布了《风力发电发展重点专项

发展规划》，是能源领域的四大重大专

项之一。在风电发展规划中，明确将

中小型风电机组关键技术列为重点研

究内容和方向之一。”

位领导和实验室技术骨干共 33人参加

了会议。

会议由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可

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主任贺德

馨主持。龙源电力集团公司总工程师杨

校生、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教授戴慧珠、

中科院电工研究所研究员许洪华、浙江

大学教授贺益康和李伟等学术委员会委

员出席了此次会议。

会上，行业代表纷纷表示要加强

企业自律应对行业困境。另外，年会

安排了两场“中小型风能产业发展综

述”和两场“产业对话”活动。海峡两

岸专家围绕中小型风能产业面临的国家

政策、融资困难、市场规则、标准完善

与制定、产品质量、售后服务、测试手

段和认证等问题进行交流和讨论。

浙江运达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兼

实验室主任叶杭冶在会上作了“风力发

电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2 年度工作

报告”，对实验室建设情况、实验室各

研究方向完成的主要工作、承担国家科

研任务和知识产权成果情况、队伍建设

与人才培养、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以及

“十二五”期间工作目标等六个方面的

工作做了全面总结。会上，实验室副主

任许国东、浙江运达研发中心主任潘东

浩、实验室副主任应有分别作了“风电

机组的地面与现场测试技术”、“风电机

组先进控制技术的探索和应用”和“开

放课题重点资助研究方向”的主题报告。

与会学术委员对实验室所取得的

工作成绩给予肯定的同时，还对实验室

在研究方向、研究成果和国际合作等方

面的研究工作提出了建议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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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密集核准
680万千瓦风电项目

2012 年 12 月 20 日，国家发改

委批复了 5 个风电项目，包括 4 个国

内风电项目和 1 个国外风电项目。4

个国内风电项目总投资达到 572 亿元，

总装机规模超过 680 万千瓦。

此次批准的 4个国内风电项目分

别为：甘肃酒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

电基地二期第一批项目共计 8 个风电

场，由国电甘肃电力有限公司等 8 家

企业投资建设。

据统计，这已是国家发改委 2012

年 12 月第 4次密集核准电力项目。进

入 12 月以来，国家发改委已经批复了

29 个电力项目，总金额超过 750 亿

元。这些项目主要分布在内蒙古、甘肃、

安徽、湖南、山东、福建等省份。

此外，发改委还公布了 4个已核

准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及收购项目，

分别是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投资建设巴

基斯坦塔塔地区风电一期项目、宁波

均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收购德国普瑞

公司 100% 股权项目投资方案调整、

江苏聚能硅业有限公司在希腊投资建

设 115.9 兆瓦光伏电站项目以及中石

油收购加拿大能源公司部分资产权益

项目。

二期第一批项目，投资为 241.96 亿

元，总规模为 300 万千瓦；内蒙古包

头市达茂旗百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巴音

1 号 -7 号风电项目，总投资 135.87

亿元，总规模为 140.25 万千瓦；内蒙

古大唐赤峰罕山风电工程项目，总投

资 32.32 亿元，总规模为 40.05 万千

瓦；新疆哈密东南风区风电项目，总

投资 161.83 亿元，总规模 200.5 万千

瓦。其中，最大的酒泉千万千瓦级风

7

青海茶卡风电场一期
工程首台风电机组并网
成功

2012 年 12 月 29 日，青海省在

建规模最大的青海茶卡风电场一期工

程首台风电机组一次并网成功，开始

向青海电网输送绿色能源。

由中电投黄河水电公司投资建设

的青海茶卡风电场一期工程，位于青

海省海南州共和县切吉乡哇玉香卡农

场境内的戈壁滩上，海拔高度在 3100

米至 3200 米之间。这项工程安装了

17 台单机容量 1.5 兆瓦的风电机组和

12 台单机容量 2兆瓦的风电机组，总

装机规模 4.95 万千瓦。首台并网发

电 的 2 兆 瓦 风 电

机组风轮直径 105

米， 属 高 原、 低

温、防盐雾型风电

机组。风电场还建

有 1 座 110 千伏升

压变电所。该项目

每年可为电网提供

大 约 9282.5 万 千

瓦时的上网电量，

并且每年可节约标

煤约 2.98 万吨，每年大概可减少的烟

尘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二氧化

氮排放量分别为 403.2 吨、333.8 吨和

344.5 吨。

这项工程的建设推进了绿色能源

8

的开发利用，对改善青海海南地区能

源结构，提高风电在全省能源结构中

的比重，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

济及电力可持续发展将产生积极作用

和深远影响。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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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商务部终裁对中国
风电产品征“双反”关税

2012 年 12 月 18 日，美国商务

部终裁对中国输美风电产品征收反补

贴和反倾销“双反”关税，这是美国

针对中国清洁能源产品发起的又一起

贸易救济案。

美国商务部 12 月 18 日发布的公

告称，将对中国输美应用级风电塔筒

征收 21.86%-34.81% 的反补贴税和

44.99%-70.63% 的反倾销税。应用

级风电塔筒系支撑风电机组机舱和叶

片的钢架，是建设风电场必备的关键

9
部件。

根据美国贸易救济案处理程序，

美国商务部作出终裁后，还须等待美

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2013 年 1 月的终

裁结果。如果届时做出肯定性终裁，

美国商务部将在 2013 年 2 月签发反

补贴和反倾销令，反之将不得向海关

签发这两项命令。

2012 年 5 月和 7 月，美国商务

部分别初裁对中国输美应用级风电塔

筒征收 13.74%-26% 的反补贴税和

20.85%-72.69%的反倾销税。与之对

比，2012 年 12 月 18 日终裁的反补贴

税和反倾销税最低税率上调，反倾销

税最高税率略有下调。

最近几年，中国、加拿大、墨西

哥、越南和韩国等一道成为应用级风

电塔筒的对美主要输出国。美国商务

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 年中国输

美应用级风电塔筒总值约 2.2 亿美元，

较 2010 年翻了一番。

针对美国对中国清洁能源产品发

起的贸易救济措施，中国商务部此前

强调，美国此举系在全球倡导的清洁

能源领域主动挑起贸易摩擦，不仅破

坏中美能源合作，也损害美国产业自

身利益，并与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和能源安全挑战的大趋势背道而驰。

Nordex在土耳其
获得订单

2012 年 12 月 17 日，Nordex

风力发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简称

Nordex）宣称，其近日在土耳其获得

了 30 兆瓦的风电机组订单。

Nordex 方面表示，在土耳其的

销售业绩对 Nordex 集团的成功至关

重要。根据此次获得的 30 兆瓦订单，

Nordex 将为土耳其 Edincik 风电场安

装 12 台 N100/2500 风电机组。迄今，

Nordex 在土耳其已有 170 兆瓦的项

目，并保持强势增长之势。“我们与该

项目业主的合作自 2010 年便已开始。” 

Nordex 一名管理层成员 Lars Bondo 

Krogsgaard 表示。

Edincik 风电场毗邻马尔马拉海，

项目预计在 2013 年春天建成。风电

场属于中低风速区，N100/2500 风电

机组是最适合这一风况的机型。该项

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将达到 9500

万千瓦时。

10

此外，Nordex 还获得了一项为

2010 年 建成的 45 兆瓦“Susurluk”

风电场项目提供机组的延长合同。根

据合同，Nordex 将再为该风电场安装

6台 N100/2500 风电机组。

贸 易

整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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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锐风电北美出口
步伐提速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华锐风电）方面消息称，

其 1.5 兆瓦和 3 兆瓦风电机组于近日

通过了 Intertek 天祥集团的 ETL 认证，

该认证表明华锐风电的产品符合美国

及加拿大的国家电气法规，是进入北

美市场的准入保证。

据悉，通过双方的紧密配合，从

开始申请到拿到证书，华锐风电在大

约一年时间内就完成了整个 ETL 认证，

大大缩短了产品的上市准备时间，加

快了北美出口步伐。“该认证的获得证

明华锐风电的风电机组在设计、采购、

生产、制造、安装及质量管理等各方

面均符合北美相关要求”，华锐风电副

董事长、副总裁陶刚说。华锐风电质

量与安全管理部副经理樊俊霞表示：

“我公司质量管理部组织协同相关部

门在国内率先同时取得两款主流机型

（1.5 兆瓦和 3兆瓦整机）出口欧盟的

CE认证和出口北美的 ETL 认证，不仅

再一次证明了产品质量和安全的可靠

性，而且为公司拓展海外市场提供了

有利支撑。”

据悉，华锐风电于 2010 年进入

美国市场，2012 年与加拿大的风电项

目目前正在谈判中。此次 ETL 认证的

获得，必将为华锐风电北美市场的开

拓提速。

11

明阳与信实能源公司
可再生能源项目寻求
30亿美元融资

2012 年 11 月 26 日，中国明阳

风电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明阳风电）

宣布，公司与印度信实能源公司将为

彼此在印度共同开发项目寻求 30 亿美

元（约合 187 亿元人民币）融资。

明阳风电指出，两家公司与中国

国家开发银行在 2012 年 11 月 26 日

签署了一份金额高达 30 亿美元的融资

框架协议。国家开发银行将担任协调

银行并可能成为牵头银行，为信实能

源公司安排融资。

明阳风电内部一名知情消息人士

表示，国家开发银行已经在准备融资

计划，将分阶段推出，用于各个项目。

12

该人士还表示，部分 ( 项目 ) 绝对会采

取联贷方式。

明阳风电指出，融资金额、条款

及条件，将由可能参与的银行内部审

核程序及进一步的项目评估决定。

据宣布内容，明阳风电与信实能

源公司在 2012 年 7 月初达成了一项

战略协议。根据协议，明阳风电新加

坡子公司将与信实能源建立合资企业

认购Global WindPower Limited 新发

行股份。其间，明阳风电与信实能源

公司达成谅解备忘录，将在接下来三

年在印度共同开发高达 2500 兆瓦的

可再生能源项目。明阳风电提供风电

机组以及工程总承包（EPC）全套解

决方案，信实能源公司则协助推动项

目，并提供当地市场援助。

整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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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商

龙源电力H股再融资
3.75亿美元

2012 年 12 月 13 日，龙源电力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龙源电力）

成功完成了 H股配售簿记工作，最终

配售价格确定为 5.08 港元（约合 4.12

元人民币），发行股数约为 5.72 亿股，

占发行前 H 股总数的 21.11%，募集

资金总额高达 3.75 亿美元（约 23.59

亿元人民币）。

配售簿记工作于 12 月 13 日晚香

港股票市场收盘后开始进行，受到来

神华国华澳大利亚风电
装机突破30万千瓦

据神华集团公司消息称，神华国

华投资有限公司（简称神华国华）日

前与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简称塔

州）水电公司签署协议，收购其马斯

洛风电项目 75%股权。加上此前收购

塔州水电乌淖斯风电场股权，神华国

华投资公司在澳大利亚风电总装机超

过 30 万千瓦，成为目前国内新能源领

域拥有海外风电项目规模最大的企业。

据了解，乌淖斯和马斯洛两家

风电场分别位于澳大利亚塔州的西北

角和东北角。这两个地区风能资源十

分丰富，风电场运行稳定可靠。英国

Garrad Hassan 咨询公司根据近三年

的实际运行数据以及长期风能观测资

料测算，两个风电场风能资源年利用

小时数分别达3400小时和3123小时。

作为神华集团旗下的独资公司，

国华投资公司多年来致力于风电等清

洁能源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实施“走

出去”战略，加快海外风电项目的开发。

自 2007 年以来，他们先后分 6批派出

29名员工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风电

企业培训学习，以打造国际化人才队伍。

13

14

自亚洲、美国、加拿大及欧洲等世界

主要金融地区的众多优质投资者热烈

追捧，吸引了逾 100 家国际著名投资

人参与认购，最终簿记获得数倍认购。

龙源电力本次成功发行是近期国

际资本市场最受投资者瞩目的公开配

售之一，也是中国可再生能源企业在

香港进行的第一宗公开配售。在近期

国际金融市场较为动荡、资本市场存

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背景下，龙源

电力本次配售价格较当日收盘价的折

扣比例仅为 8.1%，较过去刚过去的

12 月 5 日和 12 月 10 日的收盘价均

“收购澳大利亚风电场项目，只是

神华新能源产业‘走出去’的第一步。”

国华投资公司负责人表示，“把项目管

理好、运行好，取得预期收益，并不

断提升国际影响力、扩大海外项目合

作才是最终目的。”

价折扣分别为 5%和 3.5%，远低于近

两年香港市场公开配售超过 9% 的平

均折扣水平。这充分体现了龙源电力

作为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领军企业在

国际资本市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本次龙源电力配售中最终获配的

投资者大部分为长期关注公司发展、

对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以及公司未来

发展前景十分看好的长线基金投资

者，也包括对公司投资价值高度认可

的其他机构投资人。这充分体现了龙

源电力作为全球风电行业领先企业的

资本市场影响力。



风向 | Direction

16  风能 Wind Energy 

国投白银捡财塘二期风电
场监控管理系统顺利投用

2012 年 12 月 15 日，国投白银

风电有限公司（简称国投白银）捡财

塘风电场二期 33 台风电机组完成风电

场监控管理系统的调试工作，并顺利

投入使用。

国投白银捡财塘风电场二期工程

是国投白银捡财塘风电场项目的扩建

工程。该工程总装机容量为49.5兆瓦，

其 33 台风电机组全部采用由成都阜特

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阜特科技）研发

生产的 FS001 风电场风电机组监控系

统。除了具备一般的单台机组运行状

况监控管理功能和数据上传功能，该

监控系统还首次将单台风电机组的变

巴基斯坦首个风电
项目落成

2012 年 12 月 24 日，巴基斯坦

首个 5万千瓦风电项目落成仪式举行，

巴基斯坦总统阿西夫·阿里·扎尔达

里出席仪式并致辞。扎尔达里提到：“巴

基斯坦第一个风电项目的建成意味着

我们进入了能源利用的新时代，这一

风电项目是我国探寻低成本环保能源

道路上的标志性成就和里程碑事件。”  

在这个落成仪式上，扎尔达里对参与

该风电项目建设的 FFCEL 能源有限公

司、国家水电部等其他联邦和省级部

频器故障信号、箱变运行信号以及消

防安全系统信号纳入机组运行状况的

监控管理，能够实现对变频器和箱变

运行状况的实时监控，并对变频器和

箱变运行故障做出报警。这是国内较

早将风电机组消防系统安全纳入监控

管理的风电场机组监控系统，提高了

门表示祝贺。

巴基斯坦的南部城市特达拥有着

悠久的文明史，现在，因其巨大的风

电潜能，这座城市将很快成为巴基斯

坦的风电中心。

FFCEL 公司风电场的商业化运营

始于早期开发的莎罗节克提班达尔风

能资源富集区。这里的风能潜能丰富，

也被视为风电项目商业运营的试验田。

此前，巴基斯坦正遭遇能源危机，政

府和民众都在寻找一种替代能源。因

此，该风电项目的成功也得益于此。

巴基斯坦拥有丰富的风能、太阳能和

水能资源，但并未得到充分的开发利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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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组消防安全系统的有效运行。

对此次风电场调试工作的顺利完

成，业主及风电机组制造厂家对阜特

科技的 FS001 风电场监控管理系统都

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阜特科技在本

次调试工作中所提供的技术服务给予

了充分肯定。

配 套

用。为此，巴基斯坦正准备调整能源

政策，出台相关配套措施，着力建设

基础设施，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巴

基斯坦可再生能源委员会称，为鼓励

可再生能源开发，巴政府已经制定了

确保购电、进口相关设备免税等一系

列优惠措施。

另外，由亚洲开放银行提供 1.43

亿美元资金、巴基斯坦 Zorlu 能源公司

在信德省特达区建设的总规模为 5.64

万千瓦的风电项目日前已经完工，计

划于 2013 年 1月开始发电。该风电项

目由单机容量为 1.8 兆瓦的 34 台风电

机组组成。

国 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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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巴西风电
将增加30%

据国家商务部网站报道，巴西电

力公司将于 2013 年新增 53.51 万千

瓦风电，比 2012 年增加 30%，新增

部分占风电总量的 1.5%。巴西电力公

司披露，2012 年，风电预算为 130 亿

雷亚尔（约 396 亿人民币），实际完成

85%，是 2000 年以来实际完成额最多

的一年，比 2011 年增加 11%。

美国风电PTC政策
获得延期

2013 年 1月 1日，美国风能协会

（AWEA）网站报道，美国国会投票最

终决定延长风能生产税抵免法案 (PTC)

有效期 1 年，以避免奥巴马政府目前

面临的“财政悬崖”。作为美国风电产

业享有的唯一政策支持，PTC的存废决

定着行业的兴衰。当日，美国风电行业

的 7.5 万名员工为此庆祝，因为这一消

息挽救了 3.7 万个工作岗位，并使美国

500多个制造基地获得新生。

WWEC2013将在
古巴召开

2013 年 6 月 3 日至 5 日，第 12

届世界风能大会暨可再生能源展览会

（WWEC2013）将在古巴哈瓦那召开。

WWEC2013 由世界风能协会、古巴基

础工业部可再生能源暨环境促进协会和

古巴若泽安东尼奥埃切维里亚高等理工

学院可再生能源技术中心联合举办。

2013 年，巴西风电预算为 137 亿

雷亚尔（417 亿人民币），将有以下风

电场投入运行：利物拉门托（7.8 万千

瓦，位于南大河州）；米亚萨巴3期（6.85

万千瓦，位于北大河州）；风王 1期和

3期（共 11.86 千瓦，位于北大河州）；

新家（18 万千瓦，位于巴伊亚州）；

白石（3万千瓦，位于巴伊亚州）；圣

佩拉各（3万千瓦，位于巴伊亚州）；

七棵树（3万千瓦，位于巴伊亚州）。

巴西电力系统总装机容量为 1.2

PTC的成功延期极大地缓解了美

国风电市场的焦虑，全球最大风电机

组制造商维斯塔斯股价当日上扬6.7%，

歌美飒的股价也大涨 9.5%，创下自 8

月以来的新高。维斯塔斯市场营销主管

艾尔贝克表示，PTC及时延期是十分重

大的利好消息，因为美国市场对风电机

组制造商而言“极其重要”。

美国风能协会副主席格莱姆林奇

称：“我们将有能力为美国提供更多清

洁而廉价的能源，正在崛起的美国本

土风电机组制造业也将继续成长，现

在全美 70%的的机组制造都是在我们

WWEC2013 的主题为“向加勒

比海敞开风能大门”，这是在加勒比

地区举办的第一次国际风能论坛，是

一次从整体上了解加勒比海地区乃至

所有拉丁美洲国家风能和可再生能源

发展前景的机会。与此同时，大会同

期还将举办展示可再生能源新技术与

产业的展览会。本次会议议题涵盖可

再生能源政策、社区电力、培训与教

育、并网、分散式开发、风电机组技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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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千瓦，其中可再生能源（以水电为主）

占 71%，总量达 8570 万千瓦。预计

2013 年将有 5座水电站投入运行，总

装机容量为 420.3 万千瓦，分别是：

吉拉乌（375万千瓦，位于朗多尼亚州）；

森普里奥（33.37 万千瓦，位于里约热

内卢州）；巴塔利亚（5.25 万千瓦，位

于戈亚斯州）；圣多明戈（4.8 万千瓦，

位于南马托格罗索州）；若昂波热斯

(1.95 万千瓦，位于圣卡塔琳娜州 )。

自己的国家完成的。”

此次获得延期的还有适用于社区

电力和海上风电项目的 ITC（投资税抵

免）政策。这两个政策的延期将促进

美国 2012 年大多数新增装机电力项目

继续增长。值得注意的是，2013 年的

PTC 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政策调整，即

允许开发商在项目建设启动时申请补

贴，而现行政策规定，只有在风电机

组安装完成并发电后才能申报。这意

味着政策制定者已将风电的间歇特性

和两年左右的建设周期纳入考量，相

当于强化了风电刺激政策。

术、风能资源评估、风电场规划与维

护、互补发电与储能、小型风电、可

再生能源融资和能源文化沟通等多个

内容。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

员会将组织会员单位赴古巴参加此次

大会，随后将在当地进行风电考察。

这次会议将对中国风电企业与古巴风

电行业的技术合作以及中国风电进入

古巴市场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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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在当前形势下，陆上风电依然是今后几年中国风电发展的重点任务，而海上风电可以作
为长远的战略考虑，要稳步推进，切不可一哄而上。

不管从当前的形势还是中国风能资源的实情

来看，中国风电发展的重点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

里都应该以陆上风电为主。尤其是近几年，努力

发展陆上风电、积极发挥陆上风电发展的经验更为重要。

欧洲海上风电增长较快，未来将以发展海上风电为主，这主要得

益于欧洲优越的海上风能资源，也缘于陆上风电场种种因素的局限。

相比之下，中国陆上风电尚可开发的资源还很多，包括大型和小型，

集中式和分散式，可以根据资源情况进一步充分开发。而且，陆上风

电虽然还存在并网和分布式系统接入等多方面问题，但开发技术难度

更低、风险更小、积累的经验也更丰富。

当然，作为一个拥有广袤海域的海洋大国和强国，从体现海上权

益、充分利用海洋资源的长远角度出发，中国海上风电必须像其他海

洋资源一样，得到开发。但是，这种开发必须积极稳妥、一步一个脚印、

扎扎实实地推进，而非急于求成、一哄而上。中国现在很多行业领域

都有这方面的惨痛教训，某些行业本身发展的不均衡使产能过剩非常

严重，最后造成不可持续发展的后果。

如今还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的中国海上风电，可以做好长远战略，

但是需要在先发展好陆上风电的经验基础上，逐步推行。中国现在很

多省市都在规划搞海上风电，譬如江苏几乎每个县都有相关计划，这

显然不符合发展规律，只会适得其反。

中国风电产业最近
几 年 的 大 好 发 展 形 势
可谓有目共睹，目前总
装 机 容 量 也 已 跃 居 世
界 第 一。 但 是 风 电 发
展 过 程 中 也 掩 盖 了 一
些 问 题， 尤 其 对 于 海
上 风 电 而 言， 我 们 刚
刚 起 步， 现 在 的 关 键
问题是如何更加健康、
稳妥地发展海上风电。

需要悠着点
“

“

下

“下海”要做
       长远打算

文│石定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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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

议上，在讨论中国光伏发展问

题时提出，要充分发挥行业协

会的作用。所以，我们的风能行业通过学会和协会组

织的会议，需真实、积极、及时地向政府反映一些情

况和问题。“服务决策，适度超前”应该成为协会活

动的指导原则。服务决策，但是不能亦步亦趋地跟随

政府，而要适度超前，提出一些政府可能没有看到的

问题或是想看却不知如何操作的问题，并形成意见性

的文件。

技术上的问题亦是如此。行业协会在开展活动上

可以多借鉴国外的经验，譬如英国、德国海上风电的

积累经验。目前，中国整个可再生能源领域的人才还

相当匮乏，所以，以协会为桥梁，和国外的充分交流

与合作势必更好地促进国内人才资源的培养。

近期，光伏发展的问题给了风电很大启示，行业

资质问题需要更多地加以引导。行业应该建立和完善

标准体系，并据此建立自己的检测认证体系，建立一

个信用档案。不管是进入海上风电领域还是参与招标，

都需要由一定的条件来决定，而不是仅靠招标价格决

定。2010 年，国家进行了第一期海上风电特许权招标，

位于江苏省滨海、射阳、东台和大丰的 4 个项目到如

今都没有实现，项目进度大大滞后。很明显，海上风

电招标的价格怎么可能比陆上风电还便宜？今后，对

于海上风电招标管理，一定要考虑到谁能做、谁敢做、

谁做了以后有效益、如何实现持续发展等问题。

海上风电发展规划不是空谈，其

在实践中的具体可操作性相当重要。

国外风电发展较好的国家制定的风电

发展规划，既有发展的目标，又有实现目标的路线图

以及实现目标的阶段性任务，更有具体的整治措施

和保障措施。而且，这些措施往往都系统配套。我

们的规划有时就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过去几年，

中国风电规划很大程度上只考虑了电力本身的建设，

却很少考虑输电的问题。虽然我们也给国家电网提出

很多问题，但是“陆上三峡”到底需要建立多少风电

场？规划中并未清楚地表述，也没有提出一些必要的

输电措施，后期在解决问题时就显被动。

因此，规划必须是基本配套的，可以是大型的，

也可以是小型分布式系统的，各种形式都需要考虑到。

目前，虽然有“十二五”风电发展规划，但是其某些内

容仍需要尽快完善和落实。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就很

难给企业和研究工作者一个正确的指导。

基础研究工作也是中国海上风

电发展的一根软肋。整体来看，中

国目前的企业比较急躁，急于求成。

很多企业总是想着尽早推出新的型号，然而型号并不

代表整个技术水平。即使是型号带任务的情况，大量

的基础研究也必须跟上。至于哪些基础工作需要加

强，业内专家要进一步研究。

基础工作包括一些基础性工作、基础设施和基

础的测试平台等。建立公共服务平台是国家的重要任

务，政府在这方面应该投入充足的资金。但事实恰恰

相反，中国很多公共服务平台，譬如叶片测试等都

是一些企业在做，政府投入相当有限。而且，现在中

国很多企业做的基础研究工作还比较分散，如何更

好地整合这些工作也需要认真考虑。相比之下，德国、

丹麦等国家实验室在多年前就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产

规划不可
一纸空谈

基础工作
还未准备好

协会引导
行业资质建设

业基础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在研究开发和创新方面，要将各个企业形成的多

种型号产品或是创新成果形成一个集成系统，让彼此

之间形成关联性。在此方面，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包

括标准、质量和监管控制等方面的问题，将资源更加

有机地整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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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2012 年，三一电气大幅缩减了

经营规模，缩短了产业链，不仅关闭了张家口

和通榆的叶片工厂，还中止了部分研发项目，

基于这些变化，外界推测三一将关闭风电业务，

请问这是否属实？

吴佳梁：现在社会上关于三一是否继续风

电业务的传言的确很多。主要有两点原因，一

个是竞争对手从某种角度的封杀，另一个是大

家对公司正常的业务调整不了解。其实，企业

任何时候都要根据市场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

这是企业的经营之道，也是生存之道。近两年，

整个风电行业都不景气，生产规模大概收缩了

30%、40% 甚至 50%。尽管速度不是很快，但

三一电气却一直在增长。

从前，我们也希望迅速做大，现在我们更

希望有质量地增长，而不是简单的扩大规模。

事实上，现在盲目扩张的后果在有些企业是非

常严重的。三一也有这种问题，但是相对来说

规模比较小，所受其害也就小一些。行业下游

投资商投资效益不好，压力自然向上传导。现

在我国风电制造业的一个典型问题就是这种抽

血式的经营。做一个项目抽一管血，规模越大，

抽血越多，企业经营越困难。此时，如果企业

不能像三一电气这样有一个强大的母体作支

撑，将难以为继。

《风能》：三一电气曾经下大力气建设“全

产业链”模式，在研发和固定资产等方面，前

期投入很大。之前有媒体报道三一电气投资巨

大，但亏损严重，实际情况是怎样的？

吴佳梁：现在的真实情况是行业普遍亏损，

三一电气也不例外。但相对来讲，三一电气的

抗风险能力更强，因为三一的投资并非只为风

电服务，同时也是工程机械制造中一个很重要

的环节，设备可以双向使用，有很大的调节余

地，所以三一的投资跟单纯的风电企业投资性

质不同。完整的产业链可能并不适合当前的形

势，所以必须要进行调整，有些东西要进行缩

减或者关掉，这是公司正常的经营行为，并不

奇怪。整体来说，三一的风电资产是有效资产。

三一走的就是国际范儿

本刊记者		于贵勇

— 专访三一电气总经理吴佳梁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对于三一电气是否会退出风电市场的说法有很多版本，尤其是三一

在美国的风电项目受到美国国家安全审查而遇挫之后，其坚守风电业务的决心更是倍受猜

测。据此，本刊记者日前采访了三一电气总经理吴佳梁，吴总在对谣言进行了正面回应的

同时，也对公司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思路进行了阐述，其中，国际化仍然是其主线。

三一电气总经理吴佳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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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三一电气 2012 年的销售业绩如

何？可否透露一下三一电气 2013 年的销售规

划以及未来几年的经营思路？

吴佳梁：从销售上来看，2012 年整体较

上一年的规模稍有增长。2013 年，销售额将比

2012 年增长 30% － 40% 左右，因为三一电气

的基数不是很大，根据目前的订单和采购意向，

这一目标实现起来也并不是很困难。我们特别

强调的是要有质量地增长，要求的是经营质量，

而不是经营规模。

至于未来的经营思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 ：一是进一步强调经营理念，就是从过去粗

放的、追求规模的模式向着更加有效益的模式

发展，坚持在国内市场稳健发展的大基调 ；二

是将国际化确定为三一电气的重头戏。就三一

集团来讲，国内所占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但国

际化的力度还不够。三一要真正成为一个大公

司，国际化必须占到相应的比重。而三一电气

从一开始，就在朝着国际化的方向迈进。相对

来讲，国际市场的竞争环境更规范，更适合企

业的发展。目前，公司改进了海外组织结构，

采用大区负责制，给各地更多自主决策和行动

的空间，更便于管理。同时也引进了更多的所

在国当地员工，使公司的业务更好更快地融入

当地市场环境。

《风能》：2012 年 10 月 1 日，三一在美国

就风电项目安全审查事件起诉了奥巴马总统。

你认为该事件是否会影响三一今后在美国以及

其他海外市场中风电业务的开拓？

吴佳梁：应该说美国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目标市场。在某些美国风场，等效满负荷利

用小时数可以达到 3000 以上，而在我国北方

地区很多风电场连 1700 小时都保障不了。罗

尔斯（Rolls）风电项目诉讼案作为个案，不会

影响到三一的国际化信心和步伐。但我们通过

这一事件学到了宝贵的知识。有人遇到挫折选

择了退却，而有人会从中总结教训，再将其运

用到实践中去，这样才不会“白受罪”，我们

选择了后者。  
目前，三一在继续处理位于美国的几个风

电项目，总装机规模为 5 万千瓦，在美国，这

是非常重要的门槛，在建成 5 万千瓦的风电项

目后，就基本达到美国当地银行融资的要求了。

美国的金融成本较低，这样后面的发展就比较

顺利了。

《风能》：三一在美国这起诉讼案件，在

2012 年 11 月 28 日举行了首次开庭，但并未

给出最后结果。您是如何看待这次开庭的？您

对该诉讼案件的判决结果有何预期？

 吴佳梁 ：首次开庭之前，大家普遍对结

果不是很看好。政府方面说这个案子 5 分钟

就可以搞定了，因为根据有关法案，法官没

有权利审理这个案子。但法官并没有做撤案

处理，现在还没确定是否有权利审理这个案

子。作为首个案例，法官本着对历史负责的

态度，在处理时非常谨慎，更重要的是我方

提出的四点诉求，至少有两点有充足的理由

支持立案。一个是程序正义问题，另一个是

越权管理，即在对州际交易进行管辖的同时，

越权限制了三一在项目现场的财产。每个诉

求的背后，都有律师准备的非常充分的案例

来支持，法官必须要认真考虑。如果在本轮

诉讼中，我们的合理主张不能得到支持，我

们将继续向上级法院上诉。

猜
测

？ 资
金

销
售

经
营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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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年研制一款新产品的节奏，十年

如一日地惨淡经营，一直不温不火的

小型风电市场环境并没有影响红鹰公

司“看好自己”的心情。这家公司的

当家人俞红鹰认为自己是在为客户提

供一项价值服务，而不是卖一件只会

发电的东西。

本刊记者		薛辰

红鹰的眼光

解
读广州红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红鹰公司）的产品出

口数据报告，很容易发现这家公司的小型风电机组产品在

国外家庭的使用率在显著提升。值得关注的是，在国外，

尤其是欧洲，人们像购买日常家用电器那样购买来自中国的红鹰牌小型风

电机组产品。其所发电量除了自给，还可以交易到电网，成为一项实实在

在的生意。尽管在中国依旧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这种情况在欧洲早已

是“老黄历”了。

提到这个片段，只是因为它是影响这家公司未来的一个重要因素。

2012 年，这家公司 3 千瓦以下的机型已销售到世界 68 个国家和地区，占

到销售总量的 60%，这也成为该公司人均销售收入超过 100 万元人民币的

重要支撑力。在一直不温不火的小型风电市场环境，红鹰公司达到这一目

标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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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鹰公司出口小型风电机组产品的行动是

从日本 NEP 公司看上其产品设计开始的。

2003 年 11 月，红鹰公司刚完成的第三代

小型风电机组产品设计稿很快就被日本 NEP
公司看中。红鹰公司的创始人、总经理俞红鹰

回忆说：“当时，NEP公司就订购了 100台机组，

并支付了定金。”

仅仅是产品设计稿，就吸引对方付出了不

菲的定金。这看上去有点冒险，实则不然。与

其说 NEP 公司看中的是这款产品的设计稿，

不如说是对俞红鹰这位当家人的充分信任。

在 NEP 公司看来，红鹰公司以自己的名

字命名，俞红鹰不可能不为其负责，也不会做

一款“不精心”的产品。更重要的是，俞红鹰

在小型风电机组方面的研制经历以及技术创

新能力，得到了 NEP 公司的认可，这也成为

NEP 公司订购这款“纸面产品”的重要因素。

NEP 公司知道，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俞红鹰在国家部委任职期间，曾经承担“国家

‘六五’科技攻关项目”中的“小型风力发电机

研制”任务，有 3 万台小型风电机组产品在内

蒙古、新疆等地得到了实际应用。NEP 也注意

到，在辞去部委的职务以后，俞红鹰更是将精

力和财力投入到新小型风电机组产品的设计和

研制中。NEP 订购这款产品已是红鹰公司的第

三代产品了，持续改进的发电性能以及合理的

结构设计理念均在这款产品设计中得以表现。

2004 年 2 月 28 日，红鹰公司如期完成了

100 台机组的生产，NEP 公司委派大洋电机制

作所技术总监内川俊义一行到红鹰公司厂区进

行产品验收。见到内川俊义这位具有 50 年电

机设计和制造经验的老专家时，俞红鹰满怀尊

敬，可随后发生的事情却让他惊愕。

内川俊义在 100 台机组中随意抽取了 10
台样品，要求红鹰公司的人员在他的面前全部

拆开，这让在场的红鹰人面面相觑。

对机组产品的验收，这位日本老专家有着

自己的方式。他一边翻看这款产品的图纸，一

边测量各个部件的实际尺寸。当所有测量结果

和检查没有异议后，他又要求红鹰公司人员将

拆开的机组重新装配好。让人好奇的是，内川

俊义也亲自装配了一台机组。

接下来，内川俊义开始测试机组产品的性

能。他表示，在所有的测试指标中，自己最为

看重的是机组的起动阻力矩指标。

按照我国的国家标准要求，300 瓦风电机

组的起动阻力矩指标为 0.3Nm, 可 NEP 公司

要求红鹰公司 300 瓦风电机组的起动阻力矩为

0.1Nm 。内川俊义坦言 ：“这样的指标就是日

本公司也做不到，但我们还是要订购满足这项

要求的产品。”

NEP 公司的产品验收方式的确伤害了俞

红鹰的自尊，但这也让他对这批产品顺利出口

日本有了信心。从 NEP 公司的角度考虑，设

计是制造的血液，精于制造的日本公司不会仅

仅因为设计图纸就对实物产品百分百放心，还

要看产品是不是很好地实现了设计意图。俞红

鹰不仅是这款产品的设计者，也是制造者，他

非但不担心自己的产品会在内川俊义的眼底下

出问题，反倒认为这会增加内川俊义对这批产

品的信任度。

现场验收结果显示，10 台机组的所有测

量和指标测试都合格，而且这些机组的起动阻

力矩平均值为 0.065Nm , 这大大超过了 NEP
公司的预期。内川俊义紧紧握住俞红鹰的手，

说他多次来中国进行小风电产品的验收，但第

一次产品测试就全部合格的公司到目前也只有

红鹰公司这一家。

接下来，100 台 300 瓦机组出口日本就顺

理成章，这批小型风电机组被用于日本大阪机

场风光互补路灯项目。后来，只要身在大阪机

场或者机场上空的飞机上，俞红鹰都会忍不住

看看这批红鹰风电机组在天空旋转的模样。

    

现在，俞红鹰可以在全球 60 多个国家见

机 缘

研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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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红鹰公司的小型风电机组了，这让他很开心

和自豪。可是，“其间机组研制方面的艰难以

及公司生存的压力，是外人难以想象的。”俞

红鹰告诉记者。2001 年年底，红鹰公司进入

小型风电机组制造领域，此后的 7 年一直都在

还债，直到 2009 年才算真正赶上了俞红鹰所

期望的发展步伐。

据来自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
年，红鹰公司出口小型风电机组 7526 台，已

是 2011 年全年出口 2348 台的 3.2 倍，呈现

了外销强劲的态势。

这在红鹰公司技术部

经理伍友刚看来就是

“今天的国际市场成

绩，显示了当初俞红

鹰的战略性眼光。”

俞红鹰制造小型风电机组产品的初衷源于

美国一家公司的总裁。2001 年秋季“广交会”

期间，经美国风电专家介绍，这位总裁找到俞

红鹰，说他打算在中国大量进口小型风电机组，

运往美国的大型超市，作为发电工具类产品销

售给美国人。他的公司对小型风电机组制造市

场做了 3 年的调研，发现全球范围内竟难以找

到好的产品。

三支叶片，带动一个发电机。结构如此简

单的东西，怎么就造不好呢？这位总裁不解也

不甘心，他问俞红鹰能不能造出好的小型风电

机组产品。俞红鹰表示能够造出，但成本会很

高，难卖出去。这也是全球范围内找不到好的

小型风电机组产品的原因。担心卖不动，也就

没人舍得花高成本去造。在这种非良性循环下，

低价且粗制滥造的小型风电产品越来越多。

这位总裁表示只要产品好，价钱不是问

题，他一年可以采购俞红鹰 1000 万美元的产

品。尽管后来事实证明这位来自美国的公司总

裁所说的 1000 万美元只是画了一个饼，但他

的小型风电产品超市销售模式和美国市场小型

风电产品平民化路线，还是让俞红鹰眼前一亮，

并让他确立了“先国外，后国内”的市场策略。

由于海外市场的变数，这个策略更冒险一些，

可这也迫使俞红鹰必须得造出世界上最好的小

型风电机组产品——也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他

的市场策略。

那么，世界上最好的小型风电机组好在哪

里？俞红鹰给自己定了“两个必须”, 一是机

组必须要可靠，也就是故障要少 ；二是机组必

须要实用，即发电效能要高。“要实现这两点

诉求，就必须要寻求设计理念上的突破。”这

让俞红鹰没有了退路。

在俞红鹰看来，风轮旋转、偏航旋转、折

尾保护这三大部件运动基本映射了小型风电 20
多年一贯的技术路线或积累。其间，机组折尾、

侧偏保护方面的故障率最高，这导致小型风电

机组可靠性较差，因此，究其根源，还是设计

上的问题。

为真正实现小型风电机组的安全可靠，红

鹰公司放弃了当时世界上大多数小型风电机组

制造商使用的机械限速方式，改用以电磁限速

为主、叶片失速限速为辅的限速方式。这一设

计理念上的突破，意味着采用柔性叶片才能消

化因失速带来的高频振动，而制作柔性叶片则

需要模具一次成型，这是小型风电机组制造领

域的一次革命。

设计理念上的突破势必要带来制造工艺上

的改变。为保证零部件符合设计要求以及零部

件质量的一致性，红鹰机组所有零部件都采用

了模具化制造技术，而且都由自己制造，这在

业内是首例。俞红鹰回忆 ：“当时，小型风电

领域几乎没有专业的零部件商，红鹰公司不得

不自建一条完整的零部件供应链，这在当时是

一项十分冒险的行动。之所以有些小型风电机

组制造商不敢这样做，是因为模具投入成本太

大，一旦产品销路不好，损失是巨大的。而红

鹰公司为了实现‘造世界最好的小型风电产品’

这一设计理念上的突破，意味着采用柔性叶片才能消化
因失速带来的高频振动，而制作柔性叶片则需要模具一
次成型，这是小型风电机组制造领域的一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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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就必须先付出这样的成本，这也是进

军海外市场的战略性投入。”

2002 年 8 月，红鹰公司的第一代小型风

电机组产品研制成功，并在内蒙古、广东沿海

地区进行了运行考验。这款被业内称为“大金

鱼”的机组产品验证了失速控制原理在小型风

电机组上运用的可行性。只是考虑到机组体积

大、重量大、成本高等问题，这款产品并没有

进行量产，而是作为开发第二代产品的“基础

样本”。

俞红鹰要制造体积更小、重量更轻的第二

代机组产品。他一方面通过优化模具化一体制

造技术，减少了零部件体积 ；另一方面采用铝

合金材料减轻了零部件的重量。就这样，此前

的“大金鱼”变成了“小金鱼”，但成本依旧

居高不下，这也是它“游”向海外市场的最大

阻力。“第二代机组仅仅量产了 100 台，我们

就主动停产，计划开发更好的产品。”在俞红

鹰看来，“如何降低成本，让红鹰机组在 20 年

寿命周期中更经济实用成为技术攻关的重点。”

基于前两代机组产品的运行数据和制造方

面的经验教训，俞红鹰带领设计团队改进了机

组设计，使其结构更加合理、紧凑，赋予了产

品更高的可靠性，并于 2003 年 11 月出产了样

机。这也成为红鹰公司真正出口海外市场的定

型产品。

伍友刚介绍，红鹰公司已有 6 款机组产

品出口。重要的是，每一款产品出口之前都经

历了一年以上外场运行测试。事实证明，出口

日本的机组产品经历了多次台风后，依旧完好、

稳定地运行。这在日本引起了关注，当地媒体

专门给予了报道，称赞了红鹰机组的品质。

从出口路径看，红鹰公司通过国外代理

制以及参与大型国际项目投标这两种销售模式

将其机组产品推向了更广泛的海外市场。通常

来看，进军海外市场之前要做好“研究海外市

场”的功课，然后就是让自己的产品满足甚至

超越目标市场客户的需求。俞红鹰特别强调 ：

“简单实用的道理是，只有做实才会产生真正

的价值。”

比如，在住户屋顶安装风电机组并网发电

是欧洲一些国家鼓励的新能源推广形式，但这

些国家的客户在产品选择上也比较严格。他们

最青睐振动小、噪音低、发电量大的机组产品。

就此来看，俞红鹰相信自己的产品在整个欧洲

地区更有优势，所以他很希望欧洲代理商买回

样品做测试。结果在他意料之中，做了样品测

试的代理商很快就和红鹰公司签订了产品订购

合同，功率 3 千瓦以下的机组产品在这一地区

的销售最旺。

俞红鹰对本刊记者说，2008 年 10 月，有

位荷兰代理商给公司发来邮件，称其对家里安

装的红鹰 400 瓦机组 50 天的发电量作了统计。

结果发现发电量竟为 325 千瓦时，这相当于邻

居家 1 千瓦机组的发电量。这位代理商直呼“这

简直就是个奇迹！”

“国外代理制让红鹰机组在世界上更多的

家庭供电系统得到了应用，这也对红鹰机组参

与国际项目投标产生了积极影响。”据伍友刚

介绍，自 2004 年 3 月承担日本大阪机场风光

互补路灯项目开始，红鹰公司已在智利、美国、

瑞士、爱尔兰、澳大利亚、法国、英国、德国、

俄罗斯、尼日利亚等 40 多个国家的各类工程

项目招标中中标，为客户带去了绿色能源解决

方案。

与国外市场顺风顺水的境况相比，红鹰公

司在国内的业务增长却没有预想的那么顺利。

2003 年 11 月，红鹰公司定型的产品在国内上

市不久，就被国内其他公司仿制后进入市场销

售。这种状况在 2006 年达到高峰，不仅直接影

响了红鹰公司这款主打产品的销售，也削弱了

红鹰公司在国内风光互补工程项目中的优势。

“那时，我真的很生气。”首款产品被仿制，

让技术出身的俞红鹰至今都耿耿于怀。也许，

没有第二个人能真正体会到俞红鹰为此付出的

心血，以及红鹰公司因为这款产品的研制所面

临的生存艰难。愤怒的俞红鹰在 2005 年 12 月

改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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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日向广东省科技厅提出，其早已拥有这项成

果的主要技术部分，而且已经被授予国家专利。

2006 年 1 月 1 日的出版的《南方日报》以“一

项发电技术引发侵权争议”为题予以报道，广

东省科技厅就这项成果的争议启动调查程序，

但最终不了了之。

红鹰产品的“仿制品”和“再仿制品”活

跃了小型风电制造市场。2007 年 4 月，中国（上

海）国际风能展览会出现了许多和红鹰产品类

似的产品。风电行业协会的一位领导对俞红鹰

说：“你看，会上展出的这些小型风电机组产品，

大多是红鹰产品的技术翻版。从整体提高我国

小型风电机组产品技术和制造水平的角度看，

红鹰公司的贡献显而易见。”

当时，俞红鹰只是一笑了之。那一笑，有

欣慰更有伤感。在与仿制品的较量中，红鹰公

司的原创产品难以卖到计划中的价格，更恼人

的是，红鹰公司先期进入的风光互补供电系统

和风光互补照明项目工程市场也被后来拥入的

竞争者抢去了份额。开创了我国风光互补照明

以及供电系统规模化应用先河的红鹰公司，并

没有收获预期的市场效益。这令俞红鹰“遗憾”，

也让他“不服”。

于是，俞红鹰决定设计 5 叶片机型，这在

当时就是一场豪赌，但他视作一次重要的技术

转型。出乎意料的是，他遭遇了来自公司内部

的质疑，其中“效率低下”和“成本上涨”成

为他必须化解的难题。

技术出身的俞红鹰善于从技术层面化解问

题。从空气动力学原理来看，3 叶片机型要比

5 叶片机型效率要高，但在 5 米风速甚至 2 米

至 3 米低风速的风况下，5 叶片机型效率要高

于 3 叶片机型效率。更重要的一点是，这更加

契合大量小型风电机组在低风速区域运行的实

际要求。“虽然 5 叶片机型牺牲了高风速效率，

可它提高了低风速效率，更重要的是，更多的

低风速运行时间会让机组全年累计发电量得以

大大提升。”俞红鹰说，“这样，从整年的发电

量考虑，5 叶片机型的成本上升就不是问题。”

基于理论的可行性，红鹰公司设计了 5 叶

片小型风电机组。虽然该机型在 2007 年年底

推出了样机，但真正成为红鹰公司的第四代定

型产品并正式上市销售，已是 2009 年年底。

“从现场运行情况来看，2007 年推出的 5
叶片样机噪音大，发电量也上不去，几乎就是

一款失败的产品。但通过两年的技术改进和完

善，我们解决了所有的问题，真正实现了振动

小、噪音低、发电量高。” 和记者谈起这款 5 叶

片机型时，俞红鹰很自豪地说，“从目前的情

况看，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谁的同类产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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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比我们的这款产品振动更小、噪音更低、发

电量更高。”

从 5 叶片样机运行失败到产品成功定型，

其间现场勘查、发电机参数调整、叶片翼型修

模、风洞测试、野外试运行等过程，俞红鹰都

历历在目。他也真正体会到了这款产品在技术

上的成功。伍友刚告诉记者 ：“2010 年，这款

5 叶片机组完成了在美国和欧洲的实际运行测

试，并在 2011 年开始出口这些地区，到 2012
年，红鹰公司出口的产品全部为 5 叶片机型。”

出于销售策略的考量，红鹰公司的这款 5
叶片机型专供出口海外市场，在国内除了各类

项目工程，不作单机供应。俞红鹰认为，从业

务战略上讲，国外国内各有侧重。国外市场重

在家庭并网发电系统，而国内市场则重在风光

互补离网供电系统开发。俞红鹰向记者强调 ：

“无论国外还是国内，红鹰公司都是在为客户

提供一项价值服务，而不是卖一件只会发电的

东西。” 
所以，近两年，红鹰公司一直在风光互补

系统集成技术研发上加大投入，并设有专门的

研发机构。伍友刚称，红鹰机组的一次台风历

练，让俞红鹰更加体会到系统集成技术研发的

重要性。2010 年 7 月，一场 14 级台风刮过海

南三亚文昌龙楼风光互补路灯项目。红鹰机组

无一受损，但其他系统部件的损坏导致了这个

项目的失败，也累及红鹰机组的形象。近两年，

国内风光互补工程项目失败的案例太多了，其

原因在于这些项目只是小型风电机组、光伏组

件、灯具等部件的简单组合，完全没有设计的

概念。系统效能低下几乎成为风光互补项目的

通病。在俞红鹰看来，如果这类项目的系统集

成设计由红鹰公司来做，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过去几年，红鹰公司向世界多个国家提

供过包括机组产品、光伏组件在内的风光互补

项目系统设计方案，也与国际知名风光互补技

术服务商进行过深度合作，积累了丰富的知

识、技术和经验。俞红鹰在风光互补系统集成

技术上的自信，还在于“在世界范围内，红鹰

公司做了第一个风光互补路灯项目、第一个风

光互补摄像监控、第一个风光互补高速公路信

息发布板供电系统和第一个风光互补海水淡化

系统。”  
但是，在国内风光互补工程市场，“你要

说服客户做整个项目的系统集成，是一件比技

术研发更难的事情。”因为，更多的项目方都

希望利润最大化，“他们总觉得系统集成挣走

了他们的钱，所以宁愿自己简单装配连接，也

不要什么系统集成。”国内的现况让伍友刚认

识到，“有时候，仅有技术的钥匙也打不开市

场之门。”

当然，市场也不乏相信技术力量的客户。

与金风科技、东汽的合作，让俞红鹰找到了一

条推广风光互补系统集成技术的蹊径。红鹰公

司正在着手做的新疆风光互补工程，就是金风

科技出面接项目，红鹰公司来做系统集成。在

四川的风光互补工程中，与东汽的合作也使红

鹰公司的系统集成技术得到了更好的应用。

2012 年 5 月，相信技术带来改变的红鹰

公司推出了第五代产品。因为尾舵酷似马尾，

这款产品也因此被命名为“天马”。从“金鱼”

到“天马”，红鹰公司已有低风速、高风速、海洋、

低温、高海拔五类机型。丰富的产品线为红鹰

公司真正成为小型风电领域的价值服务商创造

了可能，但偏高的产品价格会影响到这一诉求

的实现进程。

红鹰公司采用的是自己研发、生产零部件

并自己制造小型风电机组产品这种垂直型生产

模式，进一步降低产品价格几无可能。只有将

部分制造业务外包出去，才有可能让这家公司

集中精力进行品研发和设计，真正完成向价值

服务商的转型。

可是，中国小型风电市场并没有真正建立

起完善健康的供应链，这是红鹰公司的无奈，

更是这个行业的瓶颈。

（本刊记者赵靓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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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动力有动力

制造厂，年产能预计达 300 台至 400
台。现成的厂房和基础设施，简单的

地面布局改造和设计加上堆场的重新

加固，这里在 2013 年 4 月就可以正

式投入生产，成为国电联合动力迄今

延伸到中国最南端的一个生产基地。

虽然已有保定、连云港、赤峰、包头、

宜兴、长春等生产基地，但是昆明基

地的建立无疑给联合动力今后的进一

步发展和南方布局做了极好的铺垫。

这两年，南方分散式风区开发持续火

热，联合动力这样一家有着国企背景、

资本实力雄厚的整机制造商显然没有

落后的理由。昆明基地的建立，将改

变联合动力以往从保定、连云港等远

距离基地运送设备的历史。

2012 年 11 月 24 日，在格尔木

通往西藏的路上，运输联合动力首批

5 台 1.5 兆瓦风电机组的车队在唐古拉

山脚下安静地行驶着。这里路况复杂、

地势险峻，寒冷的冬意让进藏的路途

倍增艰难。不过，这些机组马上就要

运往龙源电力在国内的首个高海拔试

验风电场——那曲高海拔风电场。

位于藏北的那曲风电场，总装机

约 49.5 兆瓦，共 33 台，均采用了联

合动力提供的 1.5 兆瓦超高海拔机组，

这也是联合动力首次为西藏风电项目

供货。不同于以往 3000 米海拔高度的

云南和青海风电项目，那曲风电场海

拔高达 4500 米，机组运行环境更加恶

劣。因此，联合动力为之量身定制了

一款超高原型机组。作为国家能源局

在西藏的一个能源战略部署，那曲风

电场的投产运营将在不牺牲该地生态

环境的前提下缓解其滞后的电力现状。

2012 年 12 月 17 日，国电山东

潍坊滨海开发区的风电场，国电联合

动力首台 6 兆瓦风电机组成功并网。

现场人员正紧张有序地对整机进行进

在同行们为过剩的产能无处释放

而烦恼时，联合动力则继续着它的产

能扩张。

2012 年 10 月 12 日，一场关于

风电整机制造基地战略合作的仪式在

昆明欢快地进行。国电科环总经理李

宏远，国电联合动力总经理张滨泉出

席了签字仪式。很快，国电联合动力

将在昆明附近建立一个风电设备整机

本刊记者		苏晓

成长，可以用不同的经历来解读。从顺水行舟期的平稳发

展，到市场低迷期的逆势飞扬，联合动力恰好诠释了一个

新能源企业的坚持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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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的优化调试，以确保机组安全稳

定、逐步实现满功率运行。

从 11 月上旬的机舱吊装、叶片组

装、叶轮起吊和机组吊装完成，到 12
月 12 日开始上网调试，再到 12 月 17
日的成功并网，每个节点都定格成一

幅历史照片，一切安排得如此紧凑而

流畅。这台机舱重达 240 吨，安装高

度超过 90 米的 6 兆瓦机组成为联合动

力海上风电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一笔。

而 1 个月前在北京联合动力总部

的办公室，总经理张滨泉兴奋地告诉

记者 ：“这台 6 兆瓦机组很快就会并网

发电，并成为目前国内最大的并网运

行的海上风电机组。这是联合动力在

秉承发展绿色能源使命、为十八大献

礼的一个项目。”

从云南到西藏，从大基地到分散

式，从陆上到海上，从国内到国外，

联合动力不疏漏任何一个领域。这个

成立于 2007 年的年轻风电整机企业市

场表现成熟而稳重，不但在 2011 年入

围全国风电装机前三甲，在 2012 年更

是激流勇进，市场成绩让同行侧目。

2011年风电企业的日子并不轻松，

2012 年更不好过，2013 年也许将更难。

行业的发展规律说明，谁可以捱过这个

冬季，谁才有希望迎来下一个春天。在

整个风电行业理性回归、增速放缓的这

几年，后起的联合动力拿什么去说服客

户，那就是市场销售量。

当问及为何在 5 年内就可以在国

内乃至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时，

张滨泉认为这个陈述的前提是不充分

的。他显然不愿意联合动力被描绘成

一个暴发户的形象。“虽然联合动力从

注册成立到现在才 5 年时间，但是作

为联合动力的母公司——中国国电集

团公司，其新能源企业转型计划远在

5 年之前就开始实施了。”张滨泉说道。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作为一家目

前已跻身全球前十的风电整机制造商，

联合动力是有所积淀的。

1994 年，由龙源电力集团公司和

美国西屋电气公司（1999 年被德国西

门子公司收购）合资组建的龙威发电

技术有限公司成立，这家致力于发展

中国电力节能环保事业的公司是联合

动力的前身。2003 年，国电集团开始

对新能源方面加大投入，并且瞄准风

电机组的设计和制造，布局进入风电

领域的战略规划。2005 年，国电集团

正式确立进入风电设备制造领域的战

略，用科环集团的品牌搭建联合动力。

发展绿色能源事业，解决风电关

键技术和重大设备国产化问题是国电

集团多年前就开始筹划的一个发展目

标，但前期的公司筹备、技术路线选

择和市场定位曾让这个计划搁浅了数

年。2006 年，相关项目得以正式启动，

技术谈判、人才引进、公司架构搭建

等工作也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直到

2007 年，联合动力才应运而生。

联合动力成立的同年，其国内首

个风电行业一体化工厂在保定建成投

产，年产能 900 兆瓦。2008 年，首批

1.5 兆瓦风电机组开始在河北并网发

电。2009 年，联合动力 1.5 兆瓦潮间

带机组并网发电。2010 年，联合动力

成为科技部确定的“风电设备及控制

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单位，同年进

入 BTM 咨询公司评定的新增装机数

量世界前十的名单，并在“2010 年高

科技、高成长中国 50 强”评比中获总

排名第二、风电行业排名第一的成绩。

2011 年到 2012 年，联合动力的 3 兆

瓦海上风电机组和 6 兆瓦海上风电机

组陆续下线和并网发电。

如果说仅仅是得益于早年的底子，

似乎还不足以支撑起联合动力今日的

成绩。张滨泉坦承，联合动力对国家

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的适时把握和母

公司国电集团的支持举足轻重。

前几年，似乎只要有闲散的资金，

谁都可以在风电行业淘到一桶金。国

家对可再生能源的政策支持让进入风

电行业的各大企业扶摇直上，联合动

力也不例外。而当风电产能过剩和并

网瓶颈问题慢慢突出、行业不断调整

的时候，国电集团的强大后盾就逐渐

体现出来了。“在联合动力的成长过程

中，国电集团在政策、资金、发展战

略和市场等方面都给了联合动力极大

的支持。”张滨泉对此并不隐讳。

龙源电力一直是联合动力最强大

的内部市场。过去几年，联合动力生

产的机组输送到龙源电力分布在全国

的多个风电场。2012 年，当行业进入

高速发展后的产能过剩时期，国电集

团的荫庇使联合动力大有“病树前头

独木春”的优越感。

 “当然，内部市场也要投标竞争，

机组的价格、技术方案、经济性各方

面都占有一定的优势，才可以获得同

等条件下的优先权。”张滨泉表示。在

他看来，联合动力只是在拥有强大技

术平台和科研能力的基础上比其他企

业多了一个幸运基因，但是这个光环

不应抹去联合动力自身的竞争力。

每个走进国电联合动力办公楼的

人都会有一种同样的感觉，这里随处

可见关乎文化的图片、书法或是让人

眼前一亮的小发明。在总经理办公室

外面，记者留意到一片翠绿的、由植

物长成的环保墙。张滨泉对这片“风景”

非常满意 ：“这些植物的生存就是靠清

洁能源，看到这一片绿色，心情也会

舒畅不少。”此外，干净整洁的办公区、

着装得体的员工，无处不散发着细节

文化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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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决定成败。这是张滨泉在接

受采访中屡次提到的一句话。这不仅

体现在风电机组的设计和制造中对质

量的严格要求，也体现在对产品维护

的周到考虑上。“譬如，我们有专门

成立的风电机组调试和运维的思达公

司。”张滨泉提到的是北京国电思达科

技有限公司，有 1000 多人的队伍，管

理参照国电集团火电厂模式，目前已

经形成一个巨大的售后保障网络，对

风电设备运营队伍的管理有着自己非

常成熟的一套思路。

在国内外的多个风电场中，联合

动力强调细节的理念还体现为为客户

提供定制式服务。根据客户需求和风

电场环境的差别，联合动力设计出了

适用于高海拔、低温、多风沙、低风速、

海上等不同运行环境的机型。

归根结底，联合动力的成立，让

国电集团在从火电设备管理者和使用

者到风电设备制造者的角色换位中，

更真切地感受到了服务的重要性。“因

为我们也是曾经的使用者，所以更明

白如何才能更贴近业主的要求，及时

提供良好的服务。”张滨泉补充道，“‘为

使用者服务’一直是国电集团的重要

服务理念。”

除了注重细节，强调竞争是联合

动力获得长足发展的另一个拳头。对

科研建设和人才队伍培养的重视，让

联合动力在多个领域展现出了自己的

竞争优势。

在公司 5000 人左右的员工队伍

中，有一支强大的科研队伍。除了国

电集团原有电力技术方面的人才班底，

公司每年都会吸纳一大批行业精英和

优秀的硕士、博士毕业生。长期以来，

与河北工业大学、浙江大学、内蒙古

工业大学和天津大学等多个学校的校

企合作为联合动力的人才培养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如今，联合动力在大型风电设备

和海上风电机组的生产与制造方面拥

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尤其在海上风电

技术发展方面，联合动力更是走到了

最前沿。2012 年度国家 863 计划先进

能源技术领域备选项目中，联合动力

成为“超大型海上风电机组设计技术

研究”项目的主要参与单位。2011 年

年底，联合动力首批批量化生产的 3

兆瓦双馈式风电机组在山东潍坊顺利

并网运行，这批 3 兆瓦海上风电机组

将近一年的运行业绩让联合动力在海

上风电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2012
年 12 月，联合动力 6 兆瓦海上双馈

风电机组样机顺利通过并网调试阶段。

联合动力一位工程师表示，该机型为

海上风电场设计，也可以广泛应用于

陆上及潮间带环境和不同风能资源条

件的风电场。

对发展海上风电，张滨泉有自己

的看法。“现在大家都自称有海上风电

机组技术，但是没有全面掌握，我很

担心有些公司把海上风电看得过于简

单，照搬陆上风电经验。这样下去，

且不管运营维护的费用由谁负担，故

障频发对双方都是一个灾难。”在他看

来，盲目跟风是风电行业产能过剩的

罪魁祸首，他现在更担心这种盲目会

影响到海上风电开发和建设上。“中国

的海上风电在平均风速和地质条件上

都和欧美不同，我们的技术需要有自

己的独特性，这方面的科研不容小觑。

因此，我也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对海上

风电的准入有一个杠杆。” 

这是张滨泉在接受
采访中屡次提到的
一句话。

“细节决定成败”

国电联合动力总经理
张滨泉接受本刊记者
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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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不忘竞争，细节决定一切，

始终为使用者服务。5 年来，联合动

力在这些方面持续的努力终有成果，

公司不仅完成了全产业链布局，也实

现了兆瓦级风电机组生产国产化、产

业化和规模化。同时，随着国电集团

在全球领域内的战略布局，联合动力

的机组也有望输送到海外的多个风电

市场。

目前，联合动力在美洲、非洲等

区域都有自己的项目。2012 年 3 月 7
日，联合动力首个海外项目——美国

德克萨斯州风电场项目的机组成功并

网，成为联合动力在实施“走出去”

战略中迈出的实质性步伐。在加拿大，

联合动力与某些地区少数民族合作，

并借助当地民族自治区丰富的风能资

源开发清洁能源，在获得项目的同时，

也给当地经济带去了不菲的收入。近

期，联合动力在紧锣密鼓地与英国、

委内瑞拉等多个国家接触，商议合作

事宜。

“现在风电行业融资是一个较大的

问题，国内银行对风电出口融资的基

本条件非常苛刻，基本找不到典型的

出口信贷，有些项目甚至要求我们反

担保。”说到此处，张滨泉也表达了一

些无奈和期待，“我希望银行的胆子可

以大一些，有勇气去从事国际通用的

项目融资。”

风电领域的 5 年里，资金的流入

可以成立一个公司，资金的流失也可

以带走一个公司。这个相当年轻的行

业中，5 年时间可以成就一个荣衰的

轮回。 
虽说 2011 年就有很多业内专家

喟叹风电拐点期已然到来，但其丝丝

寒意到 2012 年年初才慢慢侵袭到这个

行业的整个产业链。此时被调任到联

合动力担任总经理的张滨泉可谓是奉

命于危难之间。虽然快速发展期已经

过去，但 2012 年的市场表现还是让联

合动力的管理方式得到了肯定。

张滨泉将公司前 5 年的管理方式

定位为目标管理，“确定一个目标，然

后不计代价、不计投入地去落实。”张

滨泉坦言，在公司高速发展的前几年，

目标管理方式确实让公司得到了充足

的发展。不过，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这种管理方式也体现出了它的局限性。

“现在的管理思路是全面质量管理，全

面提升管理水平，即由向规模要效率

变为向管理要效率。”张滨泉详细地解

释了这个管理思路下公司目前主抓的

重点工作 ：设计的优化和成本的竞争。

2012 年，联合动力成立了一个技

术持续改进小组，该小组根据 5 年的

运行经验，对公司设计并投放到市场

上的产品进行优化。“就是我们发现的

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要解决，或者是

适合风电场运营的经验要推广，技术

上不断、持续地改进。”

最近一次，技术持续改进小组在

联合动力全公司范围搜集了 60 多条改

进建议，并采纳了其中的 40 条。对此，

国电联合动力安装在山东潍坊的6兆瓦风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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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滨泉既忧又喜。喜的是设计和技术

上的优化初衷迈出了第一步，忧的是

建议的数量出乎自己的意料。“你想想，

一个风电机组，第一个改进工作中就

有 40 多个地方需要改进。当然，改进

终归是好的，至少这样的产品更适合

风电场的实际情况和运营维护的可持

续性。”张滨泉对记者这样表示。

另外，成本工作小组也是联合动

力刚成立的，主要是为了提高成本竞

争力。“成本竞争，或者说价格竞争是

市场永恒的主题。”在张滨泉看来，一

个公司的产品再好，其价格也必须被

市场接受。但是，这个不是要沦为没

有原则的价格竞争中去，而是通过设

计优化、采购优化和管理优化来降低

成本。除了在设计和采购上的不断优

化，公司特别强调要提高制造功效。

因此，现场工作提倡工时制，以提高

公司生产效率、管理效率，并减少开支，

降低成本。

实际上，公司管理方式从快速发

展时期的目标管理转变为全面质量管

理仅是张滨泉担任总经理之后的三个

转变之一。

虽然有国电集团这样的大户在后

面支撑，但是联合动力始终不想被看

成市场竞争中的“官二代”。因此，从

主要为国电集团服务转变为真正走向

市场是公司的第二大战略转变。“我们

需要不断开拓外部市场，这不仅仅是

拿到合同，而是我们的服务标准、产

品标准必须和别的公司展开竞争。”

事实证明，联合动力这方面的努

力是有成效的。2011 年，联合动力外

部市场订单占全部订单中的30%左右，

而这一数字在 2012 年已经接近 35%。

“还有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转变，由技术跟随变为技术引领。”张

滨泉认为，刚开始，和很多其他风电

制造企业一样，联合动力采用引进国

外先进技术，然后再消化、吸收的路径，

但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之后，如何成为

风电技术的引领者则更加重要。在风

电行业，谁掌握技术的话语权，谁才

是真正的赢家。

实际上，即使是在风能资源环境

上，中国和欧洲、美国都存在很大的

差别。即使是引进的技术，也需要不

断改进和创新，才能更好地适应自己。

“引进、消化、吸收、创新，这是必然

之路。”张滨泉说道。

面对新一年的到来，谁都不敢信

心十足地说可以比以前更好。抱团取

暖未免有点悲凉，生存下来才最重要。

刚上任之初，张滨泉便做好了十足的

心理准备。“现在的市场的确出现了

很大的衰退，我不能说可以让坏事变

好事，但会不断适应环境，努力生存

下来，这才是现在企业好与坏的衡量

标准。”也许，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

的感受。

国电联合动力的3兆瓦风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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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风电产业是在税收减免政策的扶持

下成长的。虽然美国各州仍出台本州的可再生

能源发展优惠政策，但联邦政府的生产税抵扣

政策无疑是风电发展的最大动力。生产税抵扣

（Production Tax Credit，PTC） 从 1992 年

布什政府执政时开始实施。作为 1992 年颁布

的《能源政策法案》（Energy Policy Act）的

一部分，PTC 为风电场业主提供冲抵联邦收入

所得税的抵扣。PTC 根据风电场的实际发电量

来确定税收减免的额度。当年，美国政府给包

括风电在内的可再生能源的 PTC 标准是每千

瓦时电减免 1.5 美分，补贴额相当于当时美国

年平均发电上网电价的 30%。PTC 法案极大

地刺激了美国风电产业的发展。

虽然在过去 20 年里，PTC 法案曾经 3 次

到期，但都在次年顺利延续。目前，可再生能

源每千瓦时电减免税收 2.2 美分，仍是年平均

发电上网电价的 30% 左右。利好的政策持续

刺激风电发展。直到 2011 年，美国仍是全球

风电累计装机量最大的国家。2010 年，美国

风电产业获得的联邦政府税收减免仅次于生物

燃料，居能源领域第二。当年，美国风电产业

共获得联邦政府补贴 49.86 亿美元（约合人民

币 314 亿元），这几乎是油气领域所获补贴数

额的 2 倍。目前施行的 PTC 法案预计在 2012
年年底到期。 

2012 年 9 月中下旬正处于美国总统大选

的关键时刻 1，奥巴马总统支持补贴政策的延

1.	本文撰写正值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之时，当时PTC政策是否延期未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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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世界上的风电发展大国。2012 年 6 月，美国风电累计装机容量超过 5000 万千

瓦，全国约 2.9% 的电力来自于风电。美国还制定了一项更宏伟的目标，即到 2030 年，

能源消费总量中将有 20% 来自风电。这意味着美国风电的发展将继续高歌猛进。但事实上，

这几年美国的风电产业并不如意。2010 年和 2011 年美国年均新增风电装机量较 2009 年

下降 30% 以上。未来，面临不确定的补贴政策、持续低廉的天然气价格、地域劣势以及

民众的抗议，美国风电发展面临着众多挑战。

国
网
能
源
研
究
院	

孔
维
政

US A
nited

tates
merica

不确定的
补贴政策



International | 国际

2013年第01期  37  

图1		1992年-2012年美国PTC政策的实施情况

长，而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却反对政府过多的

补贴。2012 年 10 月 3 日第一轮电视辩论后，

CNN 民调显示 67% 的观众认为罗姆尼在辩论

中完胜奥巴马。这在当时来说，给未来 PTC
政策能否延续添加了更多的未知因素。不过可

以肯定的是，没有 PTC 政策，美国风电产业

将无法继续增长。在补贴法案失效的 1999 年

年底、2002 年和 2004 年，美国风电新增装机

容量同比分别下降 93%、73% 和 77%，如图

2 所示。在 2007 年至 2009 年间，由于法案相

对稳定且风电投资成本下降较快，这三年成为

美国风电发展的黄金三年。由此也可以看出，

PTC 法案对风电发展的重要意义。  
可以预见，如果 PTC 法案没有被延续，

1992年，联邦政府推出
PTC，作为Energy 

Policy Act的一部分

到期废止，2002年2月获
得2年期延长

2001年12月31日到期

到期废止，于2004年10月获得1年期延
长，有效期追溯2004年1月1日，于2004

年10月又获得1年期延长

到期废止，1999年12月
获得2年期延长

1999年6月30日到期

2003年12月31日到期

2005年12月31日到期

到期废止，2005年8月获
得2年期延长

2007年12月31日到期

到期废止，2006年12月
获得1年期延长

2008年12月31日到期

到期废止，2008年12月
获得1年期延长

2009年12月31日到期

到期废止，2009年12月
获得3年期延长

2012年12月31日到期

2002年初，PTC法
案前景不明

2004年1-10月，
PTC真空期

1999年7-12月，
PTC真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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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美国风电新增装机量会因政策失效

而至少下跌到原计划的一半。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的预测最为悲观 ：没有补贴政策情况下，

2013 年－ 2014 年的年均风电新增装机量只有

200 万千瓦，下降约 80%。图 3 显示了各机构

预测法案失效后 2013 年－ 2014 年的年均风电

新增装机量。

除了政策不确定性的挑战外，美国风

电发展同样面临天然气价格的有力竞争。

得益于水平钻孔和水力压裂法，美国非常

规天然气开发取得突破。2011 年，美国

的天然气产量同比增长 7.8%，其中页岩

气产量占总产量的 34%。美国能源信息署

预计到 2015 年天然气总产量将达到 6716
亿立方米，其中页岩气产量占 43%。

由于天然气产量迅速上升带来的

能源利好前景，天然气价格大幅下跌。

2012 年上半年，天然气价格下降到每

百万英热单位（MMBtu）2.28 美元－ 3.34 美

元 2，同比下降 38%~49%，如图 4 所示。这相

较于 2008 年的每百万英热单位 13 美元下降了

约 80%。目前，全美天然气均价为每百万英热

单位 2.762 美元，约合 0.102 美元 / 立方米，按

热值计算约相当于一桶原油 15 美元。

廉价的天然气已成为发电公司的首选燃料，

风电和核电发展遇冷。作为风电产业的拥护者

之一，被称为美国“油神”的皮肯斯（T. Boone 
Pickens）曾预测，天然气价格必须保持在每

百万英热单位 9 美元以上，风电才有与其竞争的

图2		1999年-2011年美国风电新增装机量及受PTC的影响

资料来源：美国风能协会：风电产业年报2011

图4		2010年-2012年美国各种能源占比图

图3		各专业机构对美国2013年-2014年年均新增风电装机量预测

大幅下跌
的天然气
价格

2.	1百万英热单位=1.0551GJ，约合27.1立方米天然气的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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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到了 2010 年 5 月，皮肯斯表示，天然

气价格维持在每百万英热单位 7 美元，风电就

可与其竞争。到了 2011 年年初，皮肯斯再次

改口表示，天然气价格在每百万英热单位 6 美

元以上，风电便在成本上有得一拼。而现在天

然气价格已经降到每百万英热单位 2.76 美元，

并可能继续维持低价，因此风电在中、短期内

难以与之匹敌。

图 4 显示了天然气发电与风电的竞争关

系。近年来，美国新增的风电和天然气发电占

到总新增装机量的 50% 以上，2011 年后更是

占到 70% 以上。但从图 4 可以看出，随着天

然气价格的下跌，天然气新增发电装机占比从

2010 年下半年开始逐年提高，而风电新增发

电装机量整体呈下降趋势。2011 年，美国风

电装机量增长约 660 万千瓦，天然气发电装机

量增长 1075 万千瓦，后者是前者的 1.63 倍。

除了价格因素外，地域因素也增加了风电

与天然气发电竞争的难度。美国的陆上风能资

源主要集中于中部地区，海上风能资源主要集

中于西部和东北部沿海地区。这些地区人口较

少、电网薄弱，如果要大规模开发利用风能资

源，达到美国 2020 年电能中 20% 来自风电的

目标，则需要大规模建设输电线路，将这些地

区的风电输送到东部和西部的用电负荷中心。

目前，美国各地区输电运营商（ISO）之

间的电网互联较弱。2010 年，美国内地跨

区输电量为 2655 亿千瓦时，仅占全年总发

电量的 6.1%。其中，跨区输电量最大的是从

中、西部电网输送到东部电网，全年累计输送

电量只有 1020 万千瓦时，仅占全国年发电量

的 2.3%。而要完成风电 20% 发电量比重的目

标，美国必须提高各区域电网间的跨区输送能

力。根据美国国家能源部测算，从中部风能资

源丰富区向东部负荷区的年输送电量应提高到

2500 万千瓦时，是目前输送电量的 2.5 倍，其

他各州间的输送电量也普遍比 2010 年提高 1
倍以上，如图 5 所示。 

为了满足增加的送电需求，伊利诺伊州到

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州到俄亥俄州、俄亥俄

州到宾夕法尼亚州分别需要增加 2688 万千瓦、

1933 万千瓦和 1613 万千瓦的线路输送容量。

美国东部地区总体的电网需扩容约 2 亿千瓦输

送容量，新建约 3400 千米的高压输电线路，

其中包含多条 765 千伏的交流线路和 800 千伏

的直流输电线路。大规模的电网建设将进一步

抬高风电的开发利用成本。

另外，随着美国燃煤发电装机退役量的增

加，天然气发电更可能成为替代燃煤发电的主

要能源。美国能源信息署预测到 2016 年，将

有累计 2700 万千瓦的火电机组退役，占 2011
年煤电装机总量的 8.5%。煤电的增少降多必

然对天然气发电和风力发电的发展带来促进信

号。而退役的煤电机组集中于美国东部和东南

部，如图 6 所示。该地区处于阿巴拉契亚山脉

附近，风能资源较少，页岩气储量丰富，天然

气发电比风电更有地域优势。从天然气消费量

上也可以看出，东部地区使用天然气更为方便。

2012 年上半年，美国在东南部地区的天然气

图5		美国中部风电送出线路建设需求

资料来源：美国可再生能源实验室

风电的
地域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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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量占化石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从 35.0% 提

高到 46.2% ；而在东部地区，天然气消费量占

比从 19.3% 提高到 30.4%，平均提高约 11 个

百分点。 
由于天然气产量的增加，天然气价格已成

为美国价格最低的化石能源，东部和南部的天

然气价格已经低于当地煤炭价格。

风电的噪音污染导致反对风电的声音一

直存在，而且近年来有愈演愈烈之势。美国共

有大约 170 个反风电组织或团体。在纽约，许

多镇已经禁止新建风电项目。马萨诸塞州的法

尔茅斯通过了一项延缓所有风电项目一年的法

案 ；多个环保组织要求马萨诸塞州政府停止新

批风电项目，直到有关风电机组噪音对人身健

康的影响评估完全结束为止。风电发展对野生

动物同样有影响，因为受到美国野生动物保护

人士的阻拦，埃克西尔能源公司决定放弃北达

科他州 150 兆瓦的风电项目。

《科学周刊》刊登文章指出，已有较为明

确的证据可以证明，风电机组带来的噪音会给

附近居民的健康带来不利影响。科学家们也提

出“风电机组综合症”的概念，专指人们因机

组转动产生的噪音或空气振动而引起的头痛、

恶心和恐惧。2013 年 8 月，美国噪音控制工

程学院将在丹佛市举办风电机组噪音会议，以

探讨机组噪音带来的危害及应对措施。

虽然美国风能协会、风电开发商和支持者

们一再淡化风电的噪音影响，并表示那些反对

风电项目的人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房屋以及私

有财产，但风电场建设征地以及优惠法案的通

过归根结底都需要民众的支持。

除了风电场外，建设输电线路的民众阻力

也不小。一方面是建设输电线路的费用不好支

出。据初步估算，新的电网设施建设需要资金

600 亿美元以上。另一方面是输电线路走廊的

地不好占，在一些电费率较低的州，当地官员

担心新的输电线路会将自己所在州便宜的电力

输送出去，而让州内的电费率上涨，民众也对

这种于本州发展无益的基础设施建设表现出抵

制态度。

图6		2012年-2016年美国燃煤机组退役分布图

民众的
抗议

资料来源：美国能源信息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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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白亚茹

作为全国最早从事风力发电研究的少数高校之一，沈

阳工业大学新能源工程学院经过几年学科建设的充分准备

后，在 2010 年迎来了风电与动力工程专业的第一届本科生。

在憧憬着风电产业美好未来的同时，这批学生也不得不面

对毕业后的就业压力与挑战。不过，及早做好思想准备不

仅让他们更加清晰地明确了自己将来的规划，学校也早早

地展开了一系列的校企合作活动。

目前，新能源工程学院 2010 级风能与动力工程专业

共有 66 名学生，今年已是他们在校学习阶段的第三年。作

为新专业的首批学生，他们比其他将要面临毕业的学生更

加关注风电产业的最新动态和就业前景。

对于一年后的就业去向，同学们各有想法。有些人想

早些进入工作岗位 ：“现在就业机会竞争很大，我觉得有合

适的单位就先就业，还可以减轻家庭经济困难。”也有人希

望掌握更扎实的风电专业知识 ：“目前风电行业发展较快，

对专业人才技术要求较高，考研能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综合

实力，有利于将来的发展。”另外，通过了解欧美等风电强

国的风电教育情况，也有部分学生考虑出国攻读风能行业

的硕士学位 ：“去国外见识一下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国外

的机械和装备制造业很先进，这样可能获得的机会更多一

些。”个性鲜明、目标明确是这批 “90 后”学子的典型标签。

卓越工程师教育模式是沈阳工业大学培养风电人才努

力的方向。在强化与夯实学生专业基础知识的同时，新能

源工程学院充分发挥学校风力发电科研优势，更加注重发

展电气工程、机械工程等学科特色。通过优化风能与动力

工程专业培养和课程设置，强化学生在风电机组设计与制

沈工大的卓越工程师教育模式

风电

风电 风电

风电

风电

风电

风电

风电

风电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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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能力方面的培养，同时鼓励教师与企业联合指导学生的毕

业设计，提高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另外，沈阳工业大学与

国内外的大型风电企业、研究单位也逐渐建立起长期稳定的

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了稳定的实习基地和学术交流机会。

2012 年 11 月 30 日，沈阳工业大学新能源工程学院

与辽宁九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进行了产学研合作签约仪式。

双方将在新能源产品开发、人才培养等领域展开有效合作，

充分利用校企联合优势，进一步提升在新能源领域的社会

服务能力。2012 年 12 月 16 日，沈阳工业大学与沈阳华创

风能有限公司及辽宁康平金山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举行

了共建实训基地签约仪式。此次校企共建实训基地办学旨

在培养风电领域的各类人才，以产、学、研共同发展为目标，

力求将沈阳工业大学风能与动力工程专业建设成国内、国

际知名专业。

除了加强与企业间的合作，新能源工程学院还积极组

织学生开展各类风电基础知识培训活动，增强学生的自主创

新能力。“风电志愿者协会”是由新能源工程学院学生自愿

参加组成、由专业相关教师进行指导的科技创新协会。培训

会上，指导教师除了为学生介绍风电产业的发展情况，还为

协会成员规划出风电机械设计、风电系统管理、风电软件设

计开发三个方向，在为同学们营造一个更加自由宽松的学习

研究氛围的同时，也为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让同学们的心中多了几笔对未来美好蓝图的勾勒。

积极邀请国外学者来校进行学术交流、组织教师和学

生到国外高校参观学习是沈阳工业大学在风电人才培养计划

中实施“走出去”战略、培养国际化人才的又一目标。自成

立风能与动力工程专业以来，新能源工程学院就邀请到众多

知名国际风电专家来校进行学术交流。例如，沈阳工业大学

与丹麦奥尔堡大学在风电专业技术人才培养方面就有着积极

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另外，沈阳工业大学还通过奖励制度为

学生提供到国外留学深造的机会，拓宽学生的视野。

如果将风电产业比作一片宁静的森林，那么高校对风

电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则是为这片森林增添着一抹抹绿意。

正是有了千千万万的绿叶，才汇成了森林的秀美。以卓越工

程师教育模式进行人才培养的沈阳工业大学正是在开拓中不

断前进的探索者，注重理论基础知识与工程实践相结合，强

化校企联合培养，主张中外人才的交流与合作，为我国风电

人才的培养积蓄力量。

2010级风能与动力工程专业学生在龙源康平风电场实习。

沈阳工业大学风能技术研究所教师为学生开展风电知识讲座。

2012年9月28日，沈阳工业大学教师在丹麦奥尔堡大学参观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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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07 年以前，我国风电机组轴承

处于供货紧张时期，一些国外厂家的

产品合同交货周期甚至达到了 1 年至

2 年，产品价格因市场供不应求而相

对较高 [1]。2008 年以后，由于国内厂

商的积极参与及产能逐渐提高，风电

轴承价格有所下降。随着技术水平和

生产能力的不断增强，国内厂商在风

电轴承的供货能力上有不少提高，在

产品型号上更加丰富。

1 风电轴承的种类与关键技术

风电轴承可以分为几大类型，分

中国风电轴承市场近况
	赵靓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北京	100013)

摘  要 ：近年来，中国风电轴承由卖方市场逐渐转变为买方市场。但由于主轴轴承、发电机轴承、齿轮箱轴承的技术、工

艺要求高，目前对外资企业产品仍有大量需求。国内厂商则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生产偏航、变桨轴承上。

关键词 ：风电轴承 ；轴承市场 ；风电轴承厂商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01-0044-02

Situation on China's Wind Power Bearing Market 
Zhao Liang

（Chinese Wind Energy Association, Beijing100013,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wind power bearing market has turned from a seller's market to the buyer's market gradually. With high 

demands for the technology and quality of spindle bearings, generator bearings and gear box bearings, there are still a large demand 

for foreign capital enterprise products. Domestic manufacturers will mainly focus on producing yaw and variable pitch bearings.
Keywords: wind power bearing; bearing market; wind power bearing manufacturer

别为运用于主轴和齿轮箱的球面滚子

轴承，运用于主轴和齿轮箱的单 / 双
排大直径圆锥滚子轴承，运用于主轴、

齿轮箱、发电机的圆筒形滚柱轴承，

运用于发电机的滚球轴承以及运用于

偏航、变桨的旋转枢轴轴承。

目前来看，国内主要生产偏航、

变桨轴承。由于主轴轴承的技术要求

高，只有少数国内厂商具有生产该产

品的能力，而国外厂商在这方面的能

力显得要更强一些。发电机轴承属于

技术成熟的通用型产品，而变速箱轴

承的供应商也主要为国有大型厂商和

国外厂商。

因工况条件恶劣，环境温度、湿

度和载荷变化巨大，风电轴承的关键

技术主要集中在提高可靠性方面。例

如，偏航、变桨轴承需要承受较大的

倾覆力矩，齿轮箱轴承则在启动和制

动时需要承受很大的冲击载荷，由

于维修、拆装费用动辄几十万元、上

百万元，20 年的使用寿命就成为风电

轴承高可靠性的必然条件。此外，风

电轴承还需具有低摩擦、高灵活的性

能，以便使风电机组在较低的风速下

便可以运行发电 [2]。

因此，风电轴承所应攻克的难关

主要包括设计、材料、防腐和密封等。

另外，主轴轴承和齿轮箱轴承还需进

行高精度加工，偏航、变桨轴承则需

要解决好游隙设计和磨削加工滚道技

术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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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外轴承厂商在中国风电
市场

在轴承行业，技术决定市场的规

律颇为明显，由于国外企业在一些方

面占有着技术优势，从而在市场中具

有较大的主动权。

例如，NTN 的一项记录显示，其

制造的轴承外径能够超过 5m，单个轴

承的带负载能力超过 14000t。罗特艾

德则宣称，其能够为风电机组每一个

不同的承载位置提供正确的轴承，最

大直径可达 8m。

在 JIS 标准中，直径为 180mm
以上的轴承被称为大型轴承。而这些

风电行业的轴承产品，与此标准相比

可谓相当的巨大。这显然需要更强的

技术支撑。

舍弗勒在中国风电轴承市场中的

业绩相当惹眼。2012 年 7 月，舍弗勒

为海装风电的 5MW 海上风力发电机

组提供的主轴轴承并完成装配。该主

轴轴承外径达 3.2m、总重量 6.7t，采

用双列圆锥设计，滚子为穿销式设计

以加大承载能力。

此 外， 舍 弗 勒 还 参 与 了 华 锐

6MW 海上风力发电机组轴承相关配套

工作，为该机组提供了主轴轴承和变

桨轴承，该风电机组使用的主轴轴承

外径为 3.2m、重量超过 6.8t，为双列

圆锥滚子轴承。该机组的变桨轴承外

径达到 3.6m、重量达到 5.17t，为大

型四点接触回转支撑轴承。

3 国内风电轴承厂商近况

近些年，随着中国风电行业发展，

国内轴承厂商纷纷不断加大对风电轴

承的投入，并也取得了不少成就。

2011 年，北京京冶轧机轴承制造

有限公司投资超 5 亿元的大型海上风

电轴承项目签约落户阜宁。

2012 年，浙江天马的全资子公司

德清天马也已准备实施“年产 1000 套

3MW 以上风电轴承项目”，该项目计

划总投资 2.9 亿元。预计 2012 年 8 月

开工建设，建设期 1 年。项目实施后

可形成年产 1000 套风电轴承的生产能

力，预计年新增销售收入 36176 万元，

年净利润 7485 万元。

瓦轴集团作为我国风电轴承行业

的龙头企业之一，则为前不久下线的联

合动力 6MW 型海上风电机组配套了轴

承产品。据该企业宣称，其已经开发出

配套于 1.5MW、2MW、3MW、5MW
以及 6MW 多型号与规格的风电轴承产

品，并形成了生产规模在全球数一数二

的风电轴承生产基地。

此外，国家也正在通过各种渠道

支持科研院所、大中院校以及相关企

业进行轴承产品的科研工作。不久前，

国家“863”计划“十二五”重大专项

“大功率风电机组用轴承钢关键技术开

发”课题在燕山大学正式启动。该项

目的合作单位包括东北大学、武汉科

技大学以及洛阳 LYC 轴承有限公司。

据悉，该课题成功完成后，我国将具

备生产高性能、长寿命的 5MW 以上

大功率风电机组大型偏航轴承、变桨

轴承、风叶主轴轴承用钢的能力，从

而改变我国大功率风电轴承产品发展

严重滞后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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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王科表1 一些厂商生产的部分风电轴承品种

企业名称 主轴承 偏航轴承 变桨轴承 发电机轴承 齿轮箱轴承
瓦轴 ● ● ● ● ●
洛轴 ● ● ● ● ●
京冶 ● ● ●
天马 ● ●

洛阳新能 ● ●
联合滚动 ● ●
大连冶金 ● ●
江阴嘉鑫 ●
大连毅都 ●
香港欧宝 ●
欧标柯特 ● ●
新罗轴承 ● ●
韩国金龙 ●
SKF ● ● ● ● ●
FAG ● ● ● ● ●

Rothe Erde ● ● ● ●
IMO ● ● ●

TIMKEN ● ● ●
NKE ● ● ●
NTN ● ● ●
PSL ● ● ●
NSK ●
Koyo ●

Galperti ● ● ●
Rollix ● ●

Mitsubishi ●
Liebher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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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作为能源消耗大国和最大的发

展中国家，中国承诺到 2020 年单

位 GDP 温室气体排放比 2005 年下

降 40% 至 45%，并制定了 2015 年和

2020 年非化石能源分别占一次能源消

费比重 11.4% 和 15% 的目标。为实现

这一承诺，中国制定了宏大的可再生

能源发展目标，并有望于近期颁布实

施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度，以促进

可再生能源发展和电力市场消纳。此

外，随着国际碳交易市场的低迷，中

国政府正在为国内碳交易市场的建立

进行各种前期准备。未来，统一、强

制性的国内碳交易市场将成为必然。

本文对近期国内强制性减排政策进行

了介绍，并简要分析了这些政策对国

内大型电力企业的影响。

1 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简介

1.1 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建立

背景

为贯彻落实 2009 年《可再生能

源法》修订案和 2010 年国务院《关于

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

定》的有关要求，国家能源局近期正

在组织制定《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管

理办法》（下称《办法》）。目前，《办法》

讨论稿 [1] 已发布，正在根据各方意见

进行修改，计划在 2012 年内由国务院

发文，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可再生能源

电力配额制。《办法》将按非水电可再

生能源电力在全社会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2015 年达到 5%、2020 年达到 10% 的

目标，对各省（区、市）的全社会电力

消费量规定最低的非水可再生能源电力

消费配额指标并进行考核。

1.2 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要点

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中所指的

可再生能源电力包括风电、太阳能发

中国强制性碳减排政策及对大型电力
企业的影响分析

徐一凡，高辉，韩仁德

（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北京	100007）

摘  要 ：本文介绍了近期中国即将实施的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及国内碳交易市场等强制性碳减排政策的有关情况，简要分析

了上述政策对大型电力企业的影响。

关键词 ：可再生能源 ；配额制 ；碳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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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troduction to Recent Mandatory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y 
in China and Its Influence on Large Electric Power Enterpri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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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s paper introduces the upcoming mandatory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ies (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 (RPS) and 

domestic carbon market), and analyses its in�uence on large electricity enterprises. 
Keywords: renewable energy; RPS; carbon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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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生物质能发电、地热发电、海洋

能发电等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力。

全国所有省级人民政府承担完成

配额的行政管理责任。国家根据该省

可再生能源资源条件、经济总量、电

力消费总量、电力输送能力等因素，

设定该省的可再生能源电量配额指标，

每年考核其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量（包

括该省生产和消费的上网电量、从外

省输入的电量和可计量的自发自用电

量）占其全社会电力消费总量的比例。

各省配额指标的完成情况将上报国家

能源主管部门和统计部门，向全社会

公布，并纳入该省合理控制能源消费

总量和节能减排考核体系。另外，单

位 GDP 能耗考核也将反映可再生能源

对节能的贡献。

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

内蒙古电力集团公司和陕西地方电力

公司承担完成服务区域内配额指标的

实施责任。由于电网企业本身不生产

和消费电力，其配额指标是其经营区

域内各省配额指标的总和，每年的完

成情况纳入电网企业的考核体系。未

完成配额的省级电网公司要按国家确

定的标准缴纳补偿金，纳入国家可再

生能源发展基金。

《办法》规定，发电企业有义务承

担各省完成配额指标的运行考核责任，

指标的完成情况将纳入发电企业的业

绩考核体系。发电企业承担配额义务

的具体方式将由各省自行规定。

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本质上是

一套政策体系，规定配额义务仅是体

系中的一项。其真正的核心是建立配

额交易机制。但由于目前国内尚未建

立适应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电力运行和

调度机制，也缺乏可再生能源电力配

额交易市场，现阶段还无法一步到位

地建立成熟的配额制度。

目前的《办法》主要有两个目的：

一是搭建一个配额制度的框架，未来

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绿色证书交易市

场、信息统计体系和激励政策等一系

列配套政策和条件的成熟，会在当前

的框架下逐步进行补充和完善。二是

通过对省级人民政府和电网企业的义

务要求，促进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市场

消纳和资源合理配置。[2-3]

2 国内碳交易市场发展情况

2010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培

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中

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完善主要污染物

的碳排放交易制度。企业可通过在市

场上购买不足部分的配额来履行减排

责任，也可在市场上出售其剩余配额，

从而获得一定收益。

2011 年 12 月，国务院印发了

《“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

案》，提出要建立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

算体系和碳排放交易市场。初步估计，

全国性碳交易市场将在“十二五”末

或“十三五”初建立。

 2.1 “两省五市”碳交易试点进展

情况

目前，国家发改委已考虑在部分

地区试行碳排放总量的控制，并在试

摄影：尚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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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区域性碳排放交

易体系，为最终建立全国性碳排放交

易系统创造条件。2011 年 10 月，国

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开展碳排放权

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2013 年

将在湖北省、广东省、北京市、重庆市、

上海市、天津市和深圳市等两省五市

开展碳交易试点工作。[4]

在企业准入门槛方面，北京市将

碳交易的门槛设定为 CO2 排放量达到

1万吨以上的部分行业企业。首钢集团、

北京能源投资集团等大型企业集团将

在此范围。上海市则设立了高耗能企

业和服务业两个门槛，包括钢铁、石化、

化工、有色金属、电力、建材、纺织、

造纸、橡胶、化纤等 CO2 年排放量

达到 2 万吨及以上的重点排放企业和

CO2 年排放量达到 1 万吨及以上的航

空、港口、机场、铁路、商业、宾馆、

金融等服务行业的 200 余家企业。广

东省将 CO2 排放量为 2 万吨或耗能 1
万吨标准煤以上的企业纳入碳排放交

易主体，企业总数在 300 家左右。湖

北省将钢铁、化工、水泥、造纸、有

色金属、玻璃几大行业纳入试点范围，

预计第一批试点会纳入 100 多家企业。

在配额分配方面，北京市参照

2009 年－ 2011 年企业能源消耗量确定

分配额度。2012 年，北京、上海、广

东等省市通过企业申报和采集等方式建

立了重点排放企业的能耗进而测算碳排

放数据，以作为确定配额的依据。

在交易价格方面，在日前广东省

的试点启动仪式上，4 家水泥企业以

60 元 / 吨的价格，为其新增产能认购

了 130 万吨碳排放权配额，以换取新

增产能的审批资格（4 家水泥企业新

增产能 2500 万吨，每年新增 1300 万

吨碳排放量，其中 90% 的配额为政府

免费发放，剩余 10% 需企业认购，即

130 万吨）。其他各个试点地区的碳价

格并未出炉，还值得观察。

2.2 全国碳市场展望

继碳交易试点开展以来，2012 年

6 月 13 日，国家发改委又发布了《温

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规定对国内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

采取备案管理。其中，将多家大型央

企列入可直接向国家发改委申请自愿

减排项目（产生减排量并将其出售给

自愿减排单位的项目）备案的名单。

在此基础上，近期全国人大原副

委员长成思危表示，很多企业对自愿

减排积极性不高，要有某种强制的方

式让企业更重视碳减排和碳排放权交

易这类市场手段。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解振华也表示，中国即将强制要求电

力（火电）、建材（水泥、玻璃）、化

工、有色金属、航空和钢铁等六个重

点行业企业提供碳排放数据。如果不

摄影：李永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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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要求提交碳排放数据，将失去参与

碳排放权交易的资格。此外，国家正

在为逐步建立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

市场做好基础性准备工作，包括抓紧

研究制定重点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报告格式和核算方法指南，筹备建

设重点企业、事业单位能耗在线监测

系统，推进认证核查体系建设，建立

和完善交易平台，加紧设计并建立碳

排放权交易登记注册系统，开展碳排

放权交易的总量设定方法等基础研究。

未来将通过立法和出台管理办法等手

段，制定企业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的奖

惩措施。

2.3 国内企业参与碳交易市场情况

目前，国内很多大企业都加强了

对企业碳资产的管理，有些企业还直

接参与了建立国内碳交易市场的活动。

比如北京环交所就是由北京产权交易

所有限公司、中海油新能源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和中国

光大投资管理公司等机构发起成立的。

天津碳排放权交易所是由中油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和芝

加哥气候交易所共同出资设立的。

3 强制性减排政策对大型电
力企业的影响分析

国家能源局公布的《可再生能源

电力配额管理办法》（讨论稿）曾对控

股装机容量超过 5GW 的大型发电企

业提出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不

低于总装机容量 11%、非水电可再生

能源发电量不低于总发电量 6.5% 的配

额要求。虽然各方在讨论中倾向于删

去上述要求，但从政策思路来看，对

企业的发电量配额至少也要与 2015 年

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力比重达到 5%、

2020 年达到 10% 的总目标相对应。

这一要求与过去对可再生能源装

机容量比例的要求有很大区别。由于

风电（太阳能发电利用小时数更低，

生物质能发电利用小时数较高，但受

制于原料收集，规模有限。）年平均利

用小时数远低于火电，仅有 2000h 左

右，由发电量配额推算出的非水电可

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将大大超出任何一

家大型电力集团原有仅针对可再生能

源装机制定的发展目标。以 2011 年的

数据为例，全国发电量 4600TWh，需

要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为 230TWh，
需要非水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至少为

100GW，而当年的实际风电并网容量

仅为 45GW，加上其他的非水可再生

能源装机也只达到配额要求的一半左

右。配额制一旦实施，对传统电力行

业的影响不言而喻。

此外，由国家发改委气候司主导

的碳交易市场机制也将火电行业列为

重点关注对象，强制要求火电企业提

供碳排放数据，为下一步的减排交易

做准备。

从国内可再生能源资源和市场情

况来看，要完成这个目标难度还比较

大。在目前能够实现经济可行和规模

发展的只有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和

生物质能发电，而国内这三类可再生

能源在资源占领、项目开发方面的竞

争都相当激烈。以传统化石燃料发电

为主的电力企业必须加大非水电可再

生能源业务的发展力度，促进非水电

可再生能源业务在整体业务中占有更

大的比重，以求在未来面对配额限制

和碳交易挑战时更加从容。

4 结论

国内强制性碳减排政策的实施已

进入倒计时阶段。虽然上述两项政策

在近一两年内仅仅搭起了一个基本的

法律框架，还有许多需要细化和完善

的地方，但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计

划预计于 2012 年年底前由国务院颁布

实施，“两省五市”的碳交易试点工作

也将于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开始，

这个大方向已经非常明确。[5]

发电企业将承担主要减排义务。

从现有的办法来看，义务主体主要有

地方政府、电网企业和发电企业三家。

虽然目前三方的责任关系尚未明确，

但最终的执行主体一定是发电企业。

地方政府不会把减排责任“砸”在自

己手里，只会摊派给企业，甚至会层

层加码，乃至将其作为制约企业的一

种有效手段。电网企业可利用其垄断

地位，把减排责任转嫁给发电企业。

国家一旦实行强制减排政策，对

神华集团这样的企业发展战略将产生

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神华集团是国内

最大的化石能源供应商，要满足强制

减排要求并不容易，也很难一蹴而就。

因此，类似这样的企业务必尽早予以

重视并采取多方面应对措施，包括集

团的产业结构调整、节能减排措施和

大力发展非水电再生能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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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进入 21 世纪以来，绝大多数企

业都面临着同样一个挑战，就是如何

在市场供给充分、信息结构扁平、行

业高度竞争、媒介信息过载、传播无

孔不入的环境下，转变传统的营销职

能及运营手段，使之适应 21 世纪全球

化背景下的新市场环境。

传统营销讲求产品、价格、渠道

和促销的“4P”理论，但它是建立在

有限竞争、信息不对称的时代大环境

之下的。在新时期，营销策略应过渡

到以客户、成本、便利性和传播为中

心的“4C”阶段。毕竟，当前的市场

本质上是一个由客户、消费者和最终

使用者控制的市场。[1] 因此，企业在

经营过程中，必须制定和实施正确的

营销策略，才能最大程度地优化资源

配置和满足顾客需要，在瞬息万变的

市场竞争格局中居于有利的地位。

1 营销策略制定的影响因素

一般来说，市场机会、目标市场

和环境都是影响营销的几大因素。进

入竞争激烈的商品市场并对之进行评

估后，企业要进一步研究和选择企业

目标市场。即对进入的市场进行细分，

分析每个细分市场的特点、需求趋势

和竞争状况，并根据本公司的优势选

择自己的目标市场。

而市场营销的环境影响因素大致

可以分为宏观环境因素和微观环境因

素两大类。[2]

1.1 宏观环境因素

宏观环境因素是指企业运行的外

部大环境，它对于企业来说是不可控

制又不可影响的，但是对企业营销的

浅谈现代制造企业的营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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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与否又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宏

观影响因素主要有人文环境、经济环

境、自然环境、和政治－法律环境等。

其中人文环境包括风俗习惯、消费者

结构及数量等。经济环境包括全国乃

至世界的经济增长状况、侧重点、外

贸收支等。自然环境包括自然资源的

短缺和保护，环境的恶化等。譬如，

风电产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自然环境

制约的产业。风能资源状况直接影响

到投资商的发电量和盈利水平。然而，

从自然环境保护的角度而言，风电又

是推动新能源发展、实现能源结构优

化的重要产业。政治－法律环境则主

要是指政治格局的稳定性和国家的法

律、法规、政策等。

1.2 微观环境因素

微观环境因素是指存在于企业周

围并密切影响其营销活动的各种因素

和条件，包括供应者、竞争者、公众

以及企业自身等。其中，企业所属行

业包括整个行业的规模、组成、发展

历史及规划等。风电整机制造企业所

属行业则是整个风电行业的整体规模、

大致结构、发展史和风电发展规划等。

企业所面临的客户包括客户的规模、

组织架构、企业性质、企业文化、领

导团队、盈利状况、发展计划等。企

业自身状况包括企业自身性质、企业

文化、规模、组织架构、经营指标、

未来发展战略、营销团队情况等。企

业所面临的主要竞争对手则指竞争对

手的发展战略、盈利状况、营销组织

架构设置等。

微观环境因素还包括其他相关方。

在现代营销中，“圈子营销”受到越来

越多营销理论家的关注。除直接客户

外，营销结果特别是大客户营销结果

会受到越来越多相关方的影响。有很

多失败的案例都在于营销人员对相关

方的忽略。在风电整机营销过程中，

除业主外，整个采购过程还将受到能

源局、行业协会、设计院、媒体等相

关方的影响，企业及营销人员必须正

视这些相关因素的存在，多方公关，

才能取得预期效果。

2 现代制造企业常用的营销
策略

2.1动态营销策略

所谓动态营销策略，就是要根据

市场中各种要素的变化，不断调整营销

思路，改进营销措施，使营销活动动态

地适应市场变化。动态营销策略的核心

是掌握市场中各种因素的变化。[3]

2.2 “四度理论”策略

“四度理论”策略，包括关系营销、

价值营销、服务营销和技术营销四种，

这四种营销模式的作用依次降低。一

提到关系营销，很多人就会想到吃喝

玩乐，其实不然。现代关系营销的实

质不在于成为“酒友”或“牌友”，而

在于建立信任，只有充分的信任才能

产生深度的合作。建立信任，维护关

系的传统手段必不可少，但营销人员

的专业性、产品的可靠性和双方的共

性则是建立信任更重要的因素。价值

营销是关系营销的补充，在产品同质

化愈演愈烈的今天，企业或产品价值

摄影：钱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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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就显得尤为重要。除产品本身满

足顾客需求外，还包括品牌、技术、

服务、成功案例、公司规模等其他方

面的影响因素。服务营销的重点则是

“服务”二字，包含有形的服务和无形

的服务两种。目前，许多企业都有售

前服务和售后服务，归根到底是比拼

谁的服务更用心，谁的服务有创新。

技术营销，是通过技术研发和产品创

新来引导或影响客户的策略。

2.3 黄金客户策略

19 世纪末，一个名叫帕雷托的

英国人在调查企业时发现 ：一家企业

80％的收益来源于 20％的客户，这些

客户被称为“黄金客户”。黄金客户是

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命脉，也称为“大

客户”。这一论点衍生出今天商业社

会里一个不变的法则 ：20 ／ 80 法则，

亦称为帕雷托法则。[4]

20 ／ 80 法则所提倡的是“有所

为，有所不为”的经营方略，要求企

业和营销人员有足够的智慧和远见，

能够辨别出客户价值，从众多客户中

识别出黄金客户。有调查研究显示，

68% 的客户由于某些企业的个别员工

对他们粗暴冷漠或不礼貌行为，断绝

了客户关系。因此，对于黄金客户，

企业不仅要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

还需要耐心、细心、情感的全方位付出。

目前，在我国风电行业领域，越来越

多的制造企业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

并努力从制造型企业向服务型企业发

展，不仅将自己定位成制造商，更是

替客户提供最大化盈利模式和最低度

电成本的技术、产品服务者。

2.4 项目型营销策略

项目营销是指在项目产品生产前，

对项目的构思、策划、设计、实施、性能、

特点等全部内容进行描述及推广，并

对项目进行定价、投标、谈判，最终

签订合同，实施交换以满足顾客需要，

实现双赢的过程。项目营销一词最早

于 1992 年提出，后来欧洲的一些学者

陆续开始研究项目营销理论和方法。

在传统制造企业中，市场营销是

针对成批生产的工业产品进行的，对

销售人员来说，就是如何把已生产出

来的产品销售出去。而项目营销的侧

重点则是在项目产品生产或研发之前，

即如何把产品销售出去。因为项目产

品是虚拟的，顾客看不见、摸不着。

如何让顾客了解产品、认可产品和接

纳产品，对营销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同时对制造企业的配合、支持、

资源分配和管理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由于顾客需求的多样化及技术更

摄影：屈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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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速度的加快，定制和非标准化的产

品比例越来越高，除对企业传统生产

管理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对企业营销

模式提出了新的课题。不少制造企业

采取了项目营销的模式，以适应市场

竞争的需求。项目营销模式主要有以

下两个要点。[5]

2.4.1 建立标准化销售流程

对一个自然成长的公司来说，公

司拥有各种一线经验丰富的销售人员，

他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销售技巧，而

且往往也很有效。对他们来说，这是

一笔财富。但从公司销售管理的角度

来看，这些独有的技巧往往是公司规

范管理的障碍，不利于公司的规模化

发展。因此，对于公司营销管理者来说，

最重要的是确定标准的销售流程，统

一销售语言。对于项目营销，大体上

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

（1）潜在筛选阶段。在筛选阶段

中，对于销售人员和管理者来说最重

要的是要能甄别和分辨适合企业的销

售机会。这个阶段的项目信息多由网

上或初步调研而来，耗费营销费用和

资源相对较少。对于进行初步筛选后

的项目信息，营销人员需要花费较多

精力与客户进行初步的接触。

（2）初步意向阶段。在意向阶段，

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客户的购买憧憬。

有两项工作很重要 ：一是使顾客了解

企业并对企业产生信赖和好感，二是

使顾客期望使用企业产品来解决企业

存在的问题，或满足顾客的需要。最

终目标是促使顾客下决心立项。

（3）正式立项阶段。在立项阶段，

对于营销人员来说，最重要的是建立

并让客户接受公司的选型标准。公司

的选型标准应该是在与顾客充分沟通

的基础上提出的，顾客认可与否，直

接关系到项目的进一步推进。这个阶

段最重要的是得到关键人物的认可，

得到认可，营销人员才有机会完善自

已的解决方案，并参与企业投标，呈

现完整的方案。

（4）方案呈现阶段。企业投标过

程就是方案价值的呈现过程，也是顾

客的评标过程。评标过程非常复杂，

标书的评价标准不是单一指标，指标

也不都是客观的。除针对性的解决方

案外、高层互动、专家营销、优惠的

商务条件等都缺一不可。中标一定是

多项因素成功运作的结果，而一个环

节的失利就可以造成全军覆没。

（5）合同签定阶段。企业的投标

方案得到认可而中标，就可以进入商

务谈判阶段，主要涉及具体的支付方

式、技术确认、实施细则等。一旦合

同签定，就算销售流程暂时完成。

此外，项目销售往往需要一个团

队，不同的阶段需要不同角色的人员

参与进来。在项目的关键节点，高层

的参与和资源支持显得尤其重要。另

外，在销售过程中，只有各部门充分

地沟通，正解理解顾客的意图和关键

点，才能提供完善的产品解决方案，

最终满足顾客需求。

2.4.2 利用销售漏斗进行营销管理

销售漏斗是管理项目型销售的有

效工具，涵盖了从目标客户发现机会，

直到将销售机会转变成订单的过程。

在实际销售过程中，一些销售机会由

于客户停止采购、公司产品不能满足

顾客要求或选择竞争对手产品被漏掉，

其他的机会则被转变成订单。通过实

时监控销售漏斗，可以全面掌控公司

整体的销售状态，评估销售形势，进

行销售预测，还可以及时发现问题，

从而进行营销分析和营销诊断，提出

针对性的改进措施，避免更进一步的

损失，提高营销效率。

除上述提到的几点策略外，市场

营销活动中还可能会应用到品牌提升策

略、刺激源头策略、媒体组合策略、单

一诉求策略等，在此不进行一一赘述。

3 结论

风电行业是目前中国新能源发展

较快的一个领域。由于发展历程较短，

加上产能过剩导致行业慢慢步入成熟

冷静阶段，风电制造企业面临的挑战

也日益突出。如何才能在困境中突围

已经成为众多风电制造企业的一大重

要战略。本文认为，作为一个比较年

轻的行业，除了基础性的技术和产品质

量问题，公司的营销管理必然要不断优

化。对于不管是固守国内市场还是准备

开拓国际市场的风电制造企业，掌握好

现代制造企业最基本和通用的营销策略

尤其重要。当然，对于风电制造企业营

销管理策略的独特性，我们也期待有更

多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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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的专家调查法在海上风电场拓扑
优化选址中的应用

荆亚涛1，胡立伟1，越江2

（1.中水珠江规划勘测设计有限公司，广东	广州	510610；2.华电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北京	100031）

摘   要 ：海上风电拓扑优化选址的核心是专家调查法，本文将传统的专家调查法中专家系统分为行业专业和专业专家，并

分别对综合因子的权重系数和项目指标进行赋分，以充分发挥专家自身的优势，且能避免行业专家的专业偏向性，

并提高了专业专家评估的准确性。本文还将专家投标制引入了一次拓扑优化选址的应用中，改善了对海域内争议

因素定性的绝对性 ；另外，在评分结束后，专家对评分结果进行再评价，并且以评分结果和再评价意见共同作为

拓扑选址的依据，进而保证了评估的科学性。

关键词 ：拓扑优化 ；海上风电场 ；选址 ；专家调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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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Modified Expert Investigation Method in the 
Topological Optimization Site Selection of Offshore Wind Farm	

Jing Yatao1, Hu Liwei1, Yue Jiang2

(1. China Water Resources Pearl River Planning Surveying & Designing Co., Ltd., Guangzhou 510610, China;

2. Huadian New Energy Development Co., Ltd., Beijing 100031, China)

Abstract: �e core of the topological optimization site selection of o�shore wind farm is expert investigation method. �is paper divides the 

expert system into industry expert and professional expert, which score the weighting coe�cient and the value of aggregate impact 

factor. �e marking scheme can develop the ability of the expert, avoid the professional bias of the industry expert and improve 

the assessment veracity by professional expert. Another optimization of expert investigation method i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ccumulative vote method in �rst topological optimization site selection, which provides a solution for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the 

disputed factors. In addition, the industry experts need to assess the score results. And with the synthesized assessment opinion the 

score results will be the basis for second topological optimization site selection, which gives an extra guarantee for the scienti�c site 

selection.
Keywords: topological optimization; o�shore wind farm; site selection; expert investigation method

0 引言

海上风电场选址是海上风电场建

设项目前期工作的重要环节，而海上

风电场拓扑优化选址工作是海上风电

场 3 个选址过程中的关键所在，其选

址的合理性与风电场的投资效益息息

相关。根据国外开发海上风电的经验，

海上风电选址的影响因素众多，不确

定性较大 [1-3]，作者在文献 [4] 中提出

了海上风电拓扑选址的两次优化方法，

并在文献 [5] 中进行了实际工程应用。

拓扑优化方法是通过宏观选址后的意

向海域，进行一票否决因素的一次拓

扑优化，并在此基础上，将一次拓扑

处理后的海域划分为 n 个期望海域，

并采用专家调查法对 n 个期望海域的

各种可评分因素进行统计调查和分析，

从而得到最优期望海域，该过程称为

二次拓扑优化处理。

由于现有的技术标准和规范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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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至 50 人为宜）进行多次问卷调查，

专家给出问卷回复及相关的咨询意见。

最后整理调查结果，提出调查报告，

对征询所得的意见进行统计处理，统

计方法常采用中位数法或权重法 [7,8]。

在海上风电拓扑优化选址中，传

统的专家调查法主要应用于二次拓扑

优化中的问卷评价及可评分因素的评

估。通过专家对期望海域可评分因素

的立项科学性和可行性进行评价，以

及对项目的综合因子权重及其项目指

标进行赋分，并做统计分析，最终得

到最优的期望海域。

在实际操作中，所选取的专家都

有多年主持风电项目的经验，对风电

项目建设十分了解。但由于选取专家

不一定能涉及全部专业，且专家一般

也只从事某一种专业，在评分时，尤

其是对指标的赋分，会出现不同程度

的专业偏向性。因此，传统的专家调

查法中综合因子权重系数及其指标都

由选定的专家进行评分的方法，可能

会使得专业倾向性变得更加明显，对

拓扑选址的科学性也是不利的。另外，

针对一些海域中影响因素的定性问题，

即该因素是一票否决因素还是可评分

而我国周边海域风能资源和环境地质

又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无法通过统

计分析进行选址，因此，专家调查法

在海上风电拓扑选址技术中的应用是

非常适用的。由于海上风电一次性投

资很大，且影响因素众多，影响因素

对投资收益的敏感性强，专家的分析

及技术水平会对选址的结果造成巨大

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专家调查法

在海上风机拓扑选址中的应用进行分

析研究。

1 传统的专家调查法及其应用

专家调查法又称德尔斐 (Delphi)
法，是在专家个人判断和专家会议方

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直观预测

方法，特别适用于客观资料或数据缺

乏情况下的长期预测或其他方法难以

应对的技术预测 [6]。影响海上风电建

设的因素众多，且每个风电场有其自

身的区域特点，因此，无法进行直接

统计分析，而专家调查法能把有理论

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各方面专家对同一

问题的意见集中起来。一般的专家调

查法通过对所选的代表性的专家（10

因素，不同的专家可能持有不同的意

见。综合上述两点，有必要对专家调

查法在海上风电拓扑选址中的应用进

行改进，以进一步保证海上风电拓扑

选址的科学性。

2 改进后的专家调查法及其
应用方法

2.1 改进的专家调查法及其优势

改进的专家调查法主要针对海上

风拓扑选址中的专家系统、专家调查

方案及各影响因素的定性方法进行了

改进。

改进的专家调查法中，专家区分

为行业专家和专业专家两类。行业专

家是指长期从事风电行业全面性工作

的人员，该类人员一般出生于某些专

业，经过多年主持风电产业的全面工

作，其知识面广泛、工程经验丰富，

对风电场建设中风资源收益和不同建

设条件投资关系具有较强的宏观概念。

这类人员主要包含有风电场投资方、

风电场设计及研究单位、风机生产厂

家及风电场施工企业的高级技术管理

人员和一些国家职能部门的技术人员

摄影：王银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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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专业专家是指在海上风电场建设

及运营过程中涉及到的各个专业（包

含 ：气象、水文、地质、电气、土建、

施工及环境等）的研究、设计、施工

等方面的专业人才。该类人员对海上

风电场的建设有一定的宏观认识，但

其优势更多的是在于对不同海域参数

的专业评价，即不同的海域参数对投

资收益的具体影响情况。

所有影响海上风场拓扑优化选址

的因素可分为一票否决因素和可评分

因素 [4]，大部分的一票否决因素可直

接判定，如 ：军事、航道、油气田构

筑物及自然保护区等，但在某些特殊

海域内仍会存在一些有争议的因素，

如 ：雷区、某些海洋动物的活动区等。

传统的处理方法是由调查方经实际调

查后自行确定，这样会造成一定的片

面性，因此，在改进的专家调查法中，

对影响因素定性问题的确定采用专家

投票制与实际调查相结合进行处理。

该步骤的操作主要通过调查问卷的形

式向行业专家咨询，问卷需要提供各

项影响因素的详细情况，以作为行业

专家进行判定的依据。通过采用专家

投票制及与实际调查相结合的处理方

式可以更加科学的对影响因素进行定

性，避免了影响因素的疏漏及判断的

偏见性。

对最优期望海域的确定主要通过权

重法对可评分因素进行赋分，赋分包含

权重系数 fi 和项目指标 Xi 两部分 [4]。由

于传统的专家调查法，权重系数和项

目指标都由行业专家进行赋分，容易

造成一定程度的专业偏向性。因此，

在改进的专家调查法中，权重系数 fi

由行业专家进行赋分，项目指标的赋

分由专业专家进行赋分。其好处是，

行业专家由于多年从事风电项目，对

各个可评分因素对风电场建设的影响

的横向比较能有很好的把握，比如 ：

风资源、离岸距离、水深分布等因素

对风场建设的重要性的评价，因此，

由行业专家对权重系数进行赋分将能

很好的体现出可评分因素对风电场建

设的影响程度。专业专家是具有专业

技能的专项人员，能对该专业的影响因

素在专业内的纵向影响等级进行正确的

评估，比如：水深会对基础形式、风机

吊装设备有较大影响，而土建设计人员

会对水深对基础形式的影响程度更加了

解，施工人员会对水深对风机吊装设备

的影响更加清楚。因此，有专业专家对

该可评分因素的指标进行赋分，更加能

体现出不同可评分因素在不同的期望海

域内的纵向影响深度。

2.2 改进的海上风电拓扑选址优化

技术流程

海上风电拓扑优化选址技术主要

包含一次拓扑优化和二次拓扑优化两

块内容，改进的拓扑优化针对影响因

素定性及可评分因素专家调查的具体

实施办法进行了修改，并且在评分结

束后，专家进行再评价，并提出相应

的意见，从而会同评分结果可使设计

者决定最优期望区域或者是否再次进

行新一轮的专家调查。改进的海上风

电拓扑优化选址技术流程图如图 1。

3 案例分析

广东粤电徐闻海上风电项目位于

图1	改进的海上风电拓扑优化技术流程 图2	子区域的拓扑分区图及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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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闻县新寮岛东部约 10 km的海域内，

装机容量为 48 MW。该风电场意向海

域北靠湛江港，南邻琼州海峡，航道、

水道及自然保护区等是风场拓扑选址

中较为突出的一票否决因素。离岸距

离所引起的施工投资、风能资源优劣、

渔业等环境影响以及场区内泥沙运动

的不确定性都是影响较为重要的可评

分因素。意向区域一票否决性拓扑处

理后，划分的 7 个子区域，如图 2。
本工程中采用的是传统的专家调

查法进行评估，拓扑评分结果见图 3，
采用 5 分值问卷，针对风资源、离岸

距离、浪流情况、水深、泥沙、地质、

接入条件和环境影响等内容进行了调

查，通过 20 位专家对子区域综合因子

权重及指标进行了赋分，通过统计分

析，最终子区域 B 得分最高，应作为

优先开发场址。改进的专家调查法的

分析结果为后期对项目选址进行再分

析时进行数据统计的结果，调查的 20
位专家中，其中 7 位可以认定为行业

专家，其余 13 位为专业专家。根据

上述方法计算，可得相应的分析结果，

如图 3。从图中可以看出，B 区域由

于地形的天然优势，两类方法的评分

相差不大，且都为评分最高，但对于

A 区域与 E 区域，传统方法的结论为

E 区优先 A 区，但改进的方法结果为

A 区优先 E 区。从分析数据上看出，

风能资源专业的行业专家在评定 E 区

工程建设的评分偏保守，个别专业专

家在评定权重系数时与行业专家有所

差别，评价结果也出现相应的变化，

而客观上讲，E 区风能资源虽然较好，

但工程造价和运营成本由于离岸距离

和水深地形的影响相比 A 区要高很多，

因此，从投资和运营的角度来讲，多

数人认为 A 区更有优势。

4 结论

海上风电拓扑优化选址的核心便

是专家调查法，专家的分析及技术水

平会对选址的结果造成巨大的影响，

本文在传统专家调查法的基础上，将

专家系统分为行业专业和专业专家，

并在拓扑选址过程中采用行业专家对

权重系数赋分，专业专家对项目指标

进行赋分，这样的分工合作可以充分

利用到行业专家广泛知识面和丰富工

程经验的特点及专业专家对不同海域

参数的专业评价的优势，也可以避免

行业专家的偏向性及专家技术水平的

不均性。另外，将专家调查法引入一

次拓扑优化选址中，从而改善了对海

域内争议因素定性的绝对性 ；在评分

结束后，专家进行再评价，并且以评

分结果和再评价意见一起作为拓扑选

址最终的依据，进而提高了专业评估

的准确性。最后，通过一个实际工程

进行了校验，结果表明与传统的专家

调查法的分析结果改进的评估方法评

估结果更能得到较多数人的认可，虽

然该方法尚需更多的工程应用进行校

核，但也为海上风电拓扑选址的技术

方法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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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场生产实时监测系统的应用研究
李震领

（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北京	100070）

摘   要 ：本文介绍生产实时监测系统在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的应用情况。重点阐述了针对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及下属分公司、

风电场开发的生产实时监测系统及各应用功能模块，主要包括硬件网络集成与部署、风电场现场数据采集和上传、

大屏幕展示平台、客户端平台及应用软件。实际应用表明，采用生产实时监测系统能够全面提高风电公司对风电

场运行的远程管控能力，提升风电生产运维技术水平，降低风电场运行成本，推进风电公司运营管理信息化和设

备可靠性管理建设进程。

关键词 ：生产实时监测系统 ；风电 ；大屏幕展示平台 ；性能分析 ；异常预警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01-0058-06

The Application Study of Supervisory Information System in Wind Farms	

Li Zhenling
(China Guangdong Nuclear Wind Energy Co., Ltd., Beijing 100070, China)

Abstract: �is paper describes the application of Supervisory Information System in China Guangdong Nuclear Wind Energy Co., Ltd., 

focusing on the Supervisory Information System and application of functional modules, including hardware, network integration 

and deployment, data collection and uploading, large screen display platform, client platform and application so�ware. Practical 

application shows that the production of Supervisory Information System can assist wind power companies to improve the 

capability of remote control for wind farms comprehensively, and the level of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wind farms, as well as 

reducing wind farm operation costs and promoting wind power company's manage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reliability.
Keywords: Supervisory Information System; wind power; big screen display platform; performance analysis; abnormal warning

0 引言

为了加强对风电场实时运行状况

的监控，保障风电场财物和设备的安

全，降低风电场运行成本，提高风电

场运行的远程管控能力，中广核风电

有限公司利用信息通信技术的最新成

果，建设覆盖全公司的风电机组生产

信息实时监测系统。

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与专业软件

开发公司联合研发生产实时监测系统，

系统针对风电公司的特殊性，以多层

级的软件架构和用户权限管理为设计

理念，以降低风电运行成本、提高风

电场远程管控能力为目标进行开发，

以风电场数据采集和远程上传、关键

指标统计、风电机组性能分析、机组

异常及故障分析等软件为支撑，在公

司信息管理与管控一体化中起着重要

作用。系统投运以来，指导优化运维

的效果已初步显现，现已成为推进公

司运营管理信息化和设备可靠性管理

建设的重要手段。

1 生产实时监测系统简介 

生产信息实时监测系统以风电

场实时数据库为基础，向下与风电机

组控制系统、升压站等过程自动化系

统相连，向上与集团总部应用系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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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该系统主要采集所有控制系统的

实时数据、建立长期存储历史数据库，

并以此为基础，实现相关分析优化及

诊断等应用功能 [1-2]。同时，向集团

ERP 提供过程数据和计算、分析结果

以满足集团对于生产过程的管理要求，

确保风电机组安全、高效运行。

生产信息实时监测系统按照统一

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进行分期建设。

系统一期接入 10 个风电场相关数据，

完成了风电公司监控中心主站的建设，

包括公司总部局域网和接入各下属风

电场的广域通信网络的中心节点、网

络安全、主站实时数据数据库及部分

应用系统 ；完成了相应的数据的采集、

处理、传输、存储、统计、分析和展示；

并进行如风电设备可利用率、风电机

组性能分析等软件的开发。

1.1 硬件网络架构 

生产信息实时监测系统基于风电

公司对下属各个风电场监管的需求，

整体考虑各个风电场地域的分布情况、

每个风电场人员数量以及机组测点数

量等重要因素，采用风电公司总部集

中部署实时历史数据库的方式，并严

格遵照《电力二次系统安全防护规定》

（（电监会 5 号令））、《电力二次系统

安全防护总体方案》、《电力行业等级

保护基本要求》等相关规定进行部署，

并按集团等保规定进行等保定级，保

障集团网络安全 ；对风电机组控制系

统、升压站控制系统和测风塔系统的

数据接口采用严格的物理隔离措施 ；

根据集团网络的等级保护要求，采用

集团统一的 Internet 出口，与集团管

理网之间采用专线连接，设置了相应

的安全防火墙设备。                                                 
在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投建两台

千兆三层交换机，组成核心节点。两

台核心交换机均通过 10/100/1000M
接口连接到路由器，实现局域网到广

域网连接的冗余。两台核心交换机之

间通过 1000M 接口连接，或通过多

条 1000M 链路的捆绑连接，构成高

速交换通路。所有的服务器，均通过

1000M 以太网接口分别连接两个核心

交换机。在核心交换机上运行 HSRP/
VRRP 协议，实现接入终端到核心局

域网的冗余连接。

1.2 风电场现场数据采集和上传

生产信息实时监测数据采集分为

两部分，即风电场现场数据的采集和

风电场数据上传至北京风电总部。现

已通过 OPC、IEC101、TCP/IP 等多

种通讯方式实现了包括金风科技、维

斯塔斯、歌美飒等多个整机厂家风电

机组控制系统 SCADA 数据的现场采

集和到北京风电总部的汇总和延伸，

形成了全公司级的风电场群生产实时

数据平台 [3]。从而消除了底层电厂生

产数据信息孤岛，实现了集团公司、

分公司对下属各风电场的数据共享。

1.3 数据编码

生产信息实时监测系统按照统

一的规则进行实时历史数据库数据的

编码，即按照省市—风电场—项目—

风电机组—系统—信号规则进行测点

的编码，从而实现系统测点编码的规

范化。

如内蒙古宏基风电场第四期 34
号风电机组发电系统有功功率测点为

NM_01_04_034_FD_001。
1.4 应用软件架构

生产信息实时监测系统基于风电

场海量的实时历史数据进行应用软件

的开发 [4-6]，实现了包括指标统计、数

据显示、关键指标统计等多种基础功

能及风电机组性能分析、参数异常

图1	系统整体网络部署图 图2	数据中心系统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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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和故障分析等高级应用功能。系

统同时构建风电公司—分公司—风电

场—风电机组四个层级结构，以大屏

幕客户端和 WEB 平台客户端进行数

据的展示和输出。

2 系统应用软件功能 

2.1 大屏幕展示平台

生产信息实时监测系统在公司总

部采用 12×46 寸的拼接大屏幕进行软

件功能的展示。大屏幕展示平台软件

采用 Silverlight 开发，结合三维地图

及机组实际坐标，按照公司总部—分

公司—风电场—风电机组四个层级进

行页面展示。如风电公司层级展示内

容包括生产基本信息情况、实时风速—

负荷曲线、电量完成情况、年平均可

利用率、年平均场用电率、电量损用率、

年用率、年平均场用电率、电量损失

情况、投产在建装机容量对比、等效

利用小时数、运行机型一览、装机分

布和机组运行情况等内容。

风电机组级信息展示内容包括剖

面图、运行故障小时数、功率曲线、

日电量情况、实时风速—负荷曲线、

月可利用率、可利用小时数、风速频率、

故障列表及电量损失情况等内容。

2.2 客户端平台软件

生产信息实时监测系统客户端平

台软件采用 .NET 平台开发，基于 B/S
架构平台发布，完成了 Web 发布平台、

整体概况、数据显示、关键指标、统

计报表、数据查询、性能分析、数据

维护、系统管理等功能。 
2.2.1 B/S 的信息发布平台

B/S 系统平台主要提供模块化功

能支持和整个系统的管理维护功能。

主要功能涉及功能模块的导航、模块

功能的导航两大模块化支持功能和系

统的登录、系统的功能维护、系统的

权限维护、系统的用户管理、个人口

令重置、个人信息修改、系统操作日

志记录等系统管理维护功能。

2.2.2 整体概况

生产信息实时监测系统整体概况

按风电公司、分公司及风电场三个层

级划分，采用图形及参数数据同时显

示的方式对主要指标进行展示。如显

示风电公司的总投产容量、运行容量、

当前风速、日发电量、累计发电量等

重要信息，并对已经纳入实时监测系

统的机组运行情况进行统计和展示，

如正常运行机组的台数、设备检修的

台数、停机台数及通讯故障台数等，

使用户能够直观、便捷地浏览各主要

数据及信息，并能够通过点击分公司

图标查看分公司的整体运行情况。

整体概况还对各分公司及风电场

的运行情况进行详细统计分析，如按

表1 数据编码格式

风场测点编号规则

测点： HB 01 01 001 FD 001

含义： 省市 风场 项目期 风机 系统 信号

长度： （两位） （两位） （两位） （三位） （两位） （三位）

图3	系统软件架构 图4	基于谷歌地图的展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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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级统计分公司、风电场、项目期的平

均风速、发电功率、当前运行机组台数、

检修台数、停运台数及通讯中断台数等，

并详细展示存在故障的机组编号、机组

故障码及故障描述等信息。

2.2.3 数据显示

数据显示软件对各个风电机组的

生产状况进行实时监视，通过剖面图、

趋势图、棒状图和数据列表等多种监

视方式实时显示各机组的主要运行参

数和设备状态。如机组当前风速和发

电功率及当前机组状态（运行、故障、

停机）等。

机组剖面图显示其主要部件参数

情况，如电压、电流、功率、转速、

机组累计发电量、日发电量及当前运

行状态等，并可通过趋势图查看参数

的历史信息。

图5	风电机组运行情况监视图

图6	关键指标分析

2.2.4 关键指标

关键指标软件统计分析并显示机

组关键业务指标数据 (KPI) 的统计结

果，如电量完成情况、电量损失情况、

机组可利用率、等效利用小时数、年 /
月平均场用电率、实时风速 - 负荷曲线、

机组故障组合查询、平均无故障时间

等，数据结果能够为用户提供直观的

统计和分析数据，为机组进一步优化

分析提供数据基础。如电量完成情况

对本年度实际上网电量和计划上网电

量、本年和去年实发电量的统计分析

结果进行对比分析比较和展示。 
2.2.5 统计报表

统计报表基于 .NET 架构，根据

最终用户的实际需求，实现了对风电

公司、分公司、风电场、项目期的生

产日报、月报的功能。统计报表采用

两种方案实现：1）针对格式相对固定、

可以直接形成维度查询分析的报表，

使用 Report Service 实现 ；2）针对

格式非常灵活不确定、需要经常修改、

同时报表中包含大量统计算法并需要

用户经常定义修改的报表，使用 Excel
作定义报表模板的工具，通过 ASP.
NET 方式进行报表的自动生成、加载、

浏览。

2.2.6 数据查询

数据查询主要包括趋势分析和数

据查询两部分，此软件模块为用户提

供了自定义开放式的数据查询方式，

是用户在数据处理、分析比较时非常

实用、便捷的工具。 
趋势分析功能根据测点名标签描

述等进行精确查询（模糊查询），实现

方便快捷的参数历史趋势调用，实现

参数曲线生成比较，可实现同一时间

段不同参数的比较分析和同一参数不

同时间段的比较分析，方便生产人员

进行查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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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性能分析

性能分析主要包括机组功率曲线

分析、电量统计分析及机组运行统计

分析等内容，由此分析机组当前或历

史时间内运行性能的优劣。机组功率

曲线分析通过机组实际功率曲线与理

论功率曲线的对比分析机组运行情况，

结合历史数据得到的拟合功率曲线与

理论功率曲线对比，使用户能够直观

明了地看到机组当前运行状况相对于

理论运行状况的差距。 
2.2.8 异常分析

异常分析主要包括故障分析和参

数异常预警分析，故障分析通过机组

故障代码对历史时间段内发生在该机

组上的各种类型故障时间和故障停机

时间进行查询和统计分析，使用户明

确当前或历史时间段内各种类型故障

发生的时间、频率等。

参数异常预警对机组运行状态、

通讯状态进行监测报警 ；通过对多台

机组的同一参数进行对比分析，对机

组异常的参数进行预警，提醒现场人

员及时进行查看和处理，消除故障于

萌芽状态。异常预警还提供项目期机

组重要参数实时值监测和历史值对比

的功能，并对异常的机组参数进行报

警提示，运维人员据此对机组进行提

前的处理和维护，一定程度上避免机

组故障的发生。

3 系统特色

3.1 数据通讯接口

结合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网络情

况复杂、节点众多、分布广泛的特点，

在满足二次安全防护要求及集团网络

整体规划要求的前提下，通过风电场

现场内网采集程序—现场外网数据接

收及上传程序—风电总部接收及写入

程序总计 3 个程序完成。

（1） 程序采用有效的数据过滤机

制，对超出正常范围的数据进行过滤

处理，从而保证机组数据均在正常合

理的范围内。

（2） 程序采用有效的数据缓存机

制，即在网络不稳定的情况下，进行

数据的本地存放，当网络恢复正常后，

缓存数据补录到数据库中，从而保证

数据的完整性。

3.2 注重软件的实用性

生产信息实时监测系统注重软件

的可用性和和实用性。

（1） 通过机组实际发电量与理论

摄影：郭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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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趋势分析

图8	功率曲线分析

电量，以及标杆机组发电量进行比较分

析，衡量机组的实际发电及损失情况。

（2） 通过对同一机组不同时段、

不同机组同一时段功率曲线比较，分

析考核期间各机组运行情况优劣及同

一机组的运行变化情况 ；通过对机组

当前、历史运行情况的统计分析，判

定机组随着时间的运行变化情况，为

机组检修及性能下降的预判提供基础

分析。

（3） 通过对机组的故障统计和分

析，明确机组运行状态变化情况，并

通过对关键指标参数的实时监测，对

机组参数异常进行提前的预警，从而

作出对可能故障的预判和提前处理。

3.3 系统的高拓展性

生产实时监测系统在满足风电公

司、分公司及当前 10 个风电场数据采

集、存储和统计分析、平台展示的基

础上，还能满足后续新建风电场的需

求，支持扩展风电公司 3 至 5 年甚至

更长时间内业务增长的需要，并支持

扩展更多风电场管理能力和功能变化。

4 结语

经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及下属各

风电场实际运行验证，生产实时监测系

统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形成了以远程

监测为基础、数据指标统计分析为拓展、

智能诊断及故障预警等为核心的远程信

息监管平台，以风电公司为核心、风电

分公司为枝干、覆盖下属各风电场的远

程诊断和数据处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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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截至 2012 年 6 月底中国风电总装机容量达到 6777

万千瓦 [1]，居世界第一位。随之而来，行业的技术标准也

在更新。2006 年我国颁布了《可再生能源法》，之后，我

国标准化委员会相继颁布了《GBT 19960.1 － 2005 风力

发电机组 第 1 部分 ：通用技术条件》等系列标准，特别是

等同于 IEC61400 － 1:2005 转换的新国标 GB18451 －

2012《风力发电机组设计要求》已发布。就此我国风电

机组的设计与认证主要依据《风力发电机组安全要求》

风电机组设计极端载荷外推法及其
计算对比研究﹡

—关于IEC61400-1：2005版和1999版极端载荷计算研究

邓英，谢婷，雷航，何伟，田德

（华北电力大学风力发电研究中心及新能源电力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2206）

摘 要 ：论文根据IEC61400-1：2005版规定，给出了大型风电机组载荷外推计算方法，并对2MW双馈式风电机组和3MW直驱式

风电机组，进行了极限载荷外推的计算；同时，与IEC61400-1：1999版极限载荷要求计算的结果分别作了对比，结

果分析发现无论哪种计算结果，都存在着随机性，而这种随机性对评估的准确性有很大的影响。新版IEC61400-1标

准采用统计学的概率分布来描述载荷计算结果，经过算例的计算表明，这种载荷的计算比IEC61400-1：1999版的计

算方法更具有科学性。   

关键词 ：极限载荷 ；超越概率 ；概率分布 ；特征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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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ts Calculation in Wind Turbin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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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System, Beijing 102206,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IEC61400-1:2005 introduces the way of statistical extrapolation of ultimate loads, and calculates the 

statistical extrapolation results of ultimate loads for 2MW Double-fed type wind turbine and 3MW Direct Drive type wind turbine. 

Meanwhile, through the results based on the IEC61400-1:2005 compared with the results based on IEC61400-1:1999,we �nally 

�nd both of their calculation results have characteristic of random, and the characteristic of random have a great e�ect on accuracy 

of assessment. The new version of IEC61400-1 uses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statistics to describe results of load calculation. 

�rough the example calculated in this paper, the result shows that for load calculation, the new version of IEC61400-1 is much 

more scienti�c than the old version of IEC61400-1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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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8451.1 － 2001 将被 GB18451.1 － 2012 新版替换。

GB18451.1 － 2001 版的标准主要依据国际电工技术委员

会颁布的 IEC61400-1 ：1999( 简称 E2) 等同转化而来 ；要

求风电机组设计的极限载荷是在所有载荷计算工况的计算

机仿真计算结果中，采用最大值挑选法获取。

随着风力发电技术的飞速发展，国际电工技术委员会，

对风电机组设计要求标准修改为《Wind Turbine Design 
Requirement IEC61400 － 1:2005 》( 简称 E3)。也就是

标准经过 6 年的应用检验后，专家们发现，风电机组的设

计要求标准，需要进行修订，IEC61400 － 1 ：1999 版标

准不再适用，被 IEC61400 － 1 ：2005 版替代。两个版本

的差异主要体现在 [2] ：

调整了风电机组等级分类方法，现在仅涉及参考风速

和湍流强度的期望值 ；

扩充了湍流模型，并包括极端湍流模型 ；

调整和简化了阵风模型 ；

重新整理和修改了设计载荷工况 ；

重点强调了载荷计算中的湍流仿真，并具体说明了极

限载荷外推法 ；

调整和简化了载荷的局部安全系数 ；

根据材料类型和部件等级，修正和说明了材料的局部

安全系数 ；

根据功能特性，修正和明确了控制和保护系统的要求；

增加了关于结构和电气适应性评估详细要求的章节，

包括复杂地形、地震和风电场尾流效应的内容。

显 然， 等 同 IEC61400 － 1 ：2005 转 化 的 新 国 标

GB18451 － 2012《风力发电机组 设计要求》与旧版

GB18451 － 2001（等同 IEC61400 － 1:1999）最大差异

在风模型的变化和载荷的计算方法上，《IEC61400 － 1 ：

2005》标准在对基本的载荷工况修改后，提出基于统计学的

极限载荷外推法，旧版 E2 的计算方法不再适用。因此，论

文在此讨论基于统计学的极限载荷外推计算应用，并给出 2
个不同类型风电机组采用外推法和最大值挑选法的载荷计算

对比结果，讨论应用《IEC61400 － 1：2005》和《IEC61400 －

1 ：1999》不同的计算结果及其对风电机组设计的影响。

1 极限载荷外推法

在 IEC61400 － 1 ：2005[3] 标准中，重新整理和修改

了设计载荷工况，规定采用结构动力学模型的动态仿真来

计算风力发电机组的载荷，根据统计学原理进行极限载荷

外推法计算 [4]，在观测时间 T 内最大载荷 Fext 大于给定载

荷 F 的概率由下式给出 ：

                （1）
式中 是局部最大载荷的短期概率分布函数， 

是观测时间内局部最大值的期望数，Fext 为观察时

间内最大载荷，也是超越概率的载荷。由方程（1）可以看出，

统计量的期望数是以平均风速 V 为条件的，考虑到风电机

组所有运行风况，长期的超越概率可通过在运行的全部平

均风速区间积分得到 ：

           
                                                                              （2）

式中 p(V) 是轮毂高度风速的概率密度函数，可接受的

超越概率是与特征载荷相关的重现周期 Tr 与时间间隔 T 之

比的倒数。特征载荷 Fk，可通过下式求解 ：

                       
                                                                              

（3）

函数 的响应由计算机仿真确定，载荷

极值可以通过下列方法得到 ：

选择提取极值的原则是保证这些极值是相互独立的 ；

极值的数量必须足以确定其概率分布类型（Gumbel，
Weibull，等），并提供可靠的尾部分布估计 ；

湍流造成的最大载荷时的风速必须包含在仿真中。

特征载荷可以通过下列步骤估算 ：

a) 对于一个给定的风速 Vj，从仿真数据提取载荷的独

立极值，一种方法是在连续向上交叉的平均数加上 1.4 倍标

准偏差的载荷计算中选取最大值 ；

b) 拟合所选极值数据的概率分布 [5]，应检查所选择的概

率分布类型，以确定数据的拟合效果是否可以接受，以及是

否有足够多的数据和可靠估计数据尾迹的分布。建议至少选

用在重要风况范围内的 300 分钟时序数据的概率分布；

c) 在典型 10 分钟观察期间 T 内，最大值的期望数量

可由下式估计 ：

                             
                                                                              

（4）

其中，Ts 是给定风速 Vj 下所有仿真的总时间周期，ns

是从相同的所有仿真数据下所提取极值的总数目 ；

d) 载荷的长期超越概率由下式计算（假定风力发电机

组等级按瑞利（Rayleigh）风速分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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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Vj 是风速区间（bin）中心， Vj 是区间（bin）宽度；

e) 对于 50 年重现周期和 10 分钟参考周期，用图形或

数值根求解技术来求解对应的特征载荷 ：

                                                     （6）
在上述步骤中，必须注意选择足够的风速区间（bin）

的数量和分辨率来逼近式（2）中的积分，忽略其它区间（bin）
值，选择风速在 Vr 和 Vout 附近时的计算来确定特征载荷精

确度。图 1 给出了外推 1 年一遇和 50 年一遇极大载荷值。

于是规定时间的概率所对应的载荷就是方程（2）的解，

例如 50 年一遇的概率为 3.8E-7, 在外推出的方程（2）的

曲线上得出对应的载荷值，就是所求的 50 年一遇超越概率

下的极端载荷。

2 载荷计算方法探讨

我们选具有代表性的 2.0MW 双馈式和 3.0MW 直驱式

风电机组的设计载荷计算为例 ：机组的总体设计技术数据

如表 1 所示。

通常大多企业采用 IEC61400-1E2 的规定 [3] 的办法做

极限载荷计算，2006 年新发布的 IEC61400-1E3 公布后，

机组设计的载荷计算要求采用新的规定，发电工况的极限

载荷计算采用基于统计学外推法 ；这与 E2 规定的载荷计算

方法有很大的不同 ；因此，本文在这里讨论这两种计算方

法及其结果分析。

2.1 基于统计学载荷外推的计算步骤

首先将 2MW 双馈式风电机组所运行的风速分为 13 个

风速段，3MW 的风电机组将风速分为 12 个风速段（风速

段的确定按 IEC61400-1 规定），每个风速段都用 12 个风

种子进行仿真。

然后对仿真所得结果进行筛选，以确保每个载荷在每

个风速段都有合适的特征载荷数量进行估计拟合，在此我

们选择 POT 法进行筛选，阈值首选平均值加上 1.4 倍的标

准偏差，但是对于某些风速段下的某种载荷，平均值加上 1.4
倍的标准偏差大于最大载荷值，这个时候就要适当的降低

阈值以得到合适的特征载荷数量。

其次，对筛选出来的数据进行处理，可以用 GH-
bladed 软件，也可用 matlab 软件编程作数据处理，选择

三参数威伯尔（Weibull）分布、甘贝尔（Gumbel）分布

等进行拟合，得到载荷的超越概率曲线。

最后，用矩估计法（MOM，Method of Moment）、
最小二乘法（MOLS，Method of least Squares）和最大

似然法（MLE，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e）分别进

行参数估计以及数据拟合，得到对应载荷的超越概率曲线，

沿载荷 Mx、My、Mz、Fx、Fy、 Fz 曲线（见图 2.1 2.2 2.3 2.4 
2.5 2.6 2.7），外推得到 3 组 50 年一遇的极大载荷值。同时，

也可得到不同时间的超越概率的载荷极值。

为了明确与 IEC61400-1E2 的计算结果对比，表中的数

据是曲线外推出的各载荷极大值与 E2 版计算极限载荷值的

比，本文只给出 2MW 和 3MW 双馈式风电机组的对比结果。

2.2 2MW双馈式风电机组E3与E2载荷计算对比

我们对某企业的 2MW 双馈式风电机组进行了 GH-
bladed 软件载荷计算建模，首先，采用 IEC61400-1E2
的极限载荷法进行计算，然后又采用 IEC61400-1E3 的

50 年一遇载荷外推法进行计算，采用 IEC61400-1E2 和

IEC61400-1E3 的计算对比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1 机组总体设计技术参数

参数类别 2MW风电机组 3MW风电机组 备注

机组类型 双馈式 IECⅢ a 直驱式 IECⅡ a 说明

叶片数量 3 3

额定转速 15.7 14.2 r/min

风轮直径 93 99.79 m

扫风面积 6772 7920 m2

功率调节 变桨变速 变桨变速

切入风速 3 3 m/s

切出风速 22 25 m/s

额定风速 11.25 12. m/s

生存风速 52.5 59.5 m/s

图1	外推1年一遇和50年一遇极大载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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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中的数据可知，用最小二乘法推得的 Mx(min)、
My(min) 和 Fx(min) 为 0，这是由于数据的随机性和估计

的误差导致的 , 说明此方法不适用于该载荷数据的概率分

布。同时，可以看出载荷种类不同，3 种估计方法得到的

50 年一遇极端载荷的相对大小不同，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表

明哪种方法更好。就载荷而言，外推所得轮毂处的力矩大

都大于运行周期内的极端载荷，载荷力大都小于运行周期

内的极端载荷。就估计方法而言，最大似然法和矩估计方

法受数据随机性的影响较小，最小二乘法受数据随机性的

影响相对比较大。用 3 种估计方法外推得到的 50 年一遇极

端载荷的超越概率曲线如图 2 至图 7 所示，从曲线上可以

读出载荷外推的数值，选哪个更为合适，取决于机组的设

计分析要求。

由上图可以看出，矩方法和最大似然法所得结果相差

表2 2MW机组50年一遇外推载荷与极限载荷的比值表

Mx(max) Mx(min) My(max) My(min) Mz(max) Mz(min) Fx(max) Fx(min) Fy(max) Fy(min) Fz(max) Fz(min)

（MOM）

矩估计法
1.34 1.04 0.914 1.14 1.10 1.14 0.994 1.404 0.774 0.798 0.786 0.776

（MOLS）最

小二乘法
1.49 0 0.934 0 1.19 0.914 0.987 0 0.734 1.13 0.863 0.861

（MLE）

最大似然法
1.47 0.826 0.967 1.12 1.39 1.17 1.225 1.498 0.752 0.760 0.777 0.769

图2	轮毂载荷Mx的载荷外推结果

图3	轮毂载荷My的载荷外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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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Fy 和 Fz 中最小二乘法所得结果与其他两种方法所

得结果相差较大。图中 Mx(min)、My(min) 以及 Fx(min)
的最小二乘法拟合没有所得结果，这是因为数据的随机性

和估计的误差，导致最小二乘法拟合不适合用于该载荷数

据的概率分布。

2.3 3MW直驱式风电机组E3与E2载荷计算对比

我们根据厂家 3MW 直驱式风电机组的技术参数，建

立了机组的 bladed 软件计算模型，并分别采用 IEC61400-

1E3 的 50 年一遇外推法和 IEC61400-1E2 的极限载荷法

进行计算，对比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中数据显示，外推法所得 Mx(min) 和 Fx(min)
比极端载荷挑选法小的多，是因为在工况 1.1 下，轮毂处

的 Mx 和 Fx 大部分都大于 0，只有极少数的载荷值小于 0；
用最小二乘法拟合所得 My(max) 等于 0，是因为数据具有

随机性，同时伴随着估计的误差，这说明此种载荷的随机

分布不适用于所选的拟合方法，该组特征载荷数据更适合

图4	轮毂载荷Mz的载荷外推结果

图5	轮毂载荷Fx的载荷外推结果

图6	轮毂载荷Fy的载荷外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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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分布，如最大似然法，适合的程度取决于尾迹的分

布如 4.1 所示。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3 种估计方法得到的

结果很接近，最小二乘法得到的结果比其他两种方法得到

的结果稍大一点，3 种方法所得结果中只有 Mz(max) 的 50
年一遇极端载荷大于风电机组运行周期内的极端载荷，其

它的载荷外推值比 E2 的极限值都小些 ；其它的载荷外推值

比 E2 的极限值都小些。

用 3 种估计方法得到的 50 年一遇极端载荷的超越概率

曲线如下图 8 至图 13 所示。

图7	轮毂载荷Fz的载荷外推结果

由图 8 至图 13 曲线的外推值，可以看出 3 种方法所

得结果比较接近，没有明显的优劣，同样 My(max) 的最小

二乘法拟合，没有得到结果，这是因为数据的随机性和估

计的误差导致最小二乘法不适用于该载荷数据的概率分布。

3 结果讨论

无论是按 IEC61400-1E2 还是 E3 版标准规定，所作的

载荷极值计算都存在着较大的随机性，不能准确地断定载荷

表3 3MW风电机组50年一遇外推载荷与极限载荷的比值表

Mx(max) Mx(min) My(max) My(min) Mz(max) Mz(min) Fx(max) Fx(min) Fy(max) Fy(min) Fz(max) Fz(min)
（MOM）

矩估计法
0.796 0.099 0.897 0.644 1.06 0.848 0.597 0.117 0.726 0.676 0.704 0.581

（MOLS）最

小二乘法
0.854 0.134 0 0.677 1.06 0.896 0.629 0.163 0.740 0.697 0.716 0.594

（MLE）

最大似然法
0.786 0.076 0.876 0.665 1.03 0.801 0.620 0.151 0.722 0.657 0.705 0.597

图8	轮毂载荷Mx的载荷外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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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轮毂载荷Fx的载荷外推结果

图9	轮毂载荷My的载荷外推结果

图10	轮毂载荷Mz的载荷外推结果

的极值何时出现？而 IEC61400-1E3 标准，更强调和考虑的

是通过超越概率及统计学理论的推断来确定极端载荷。

从图 2—图 7 和图 8—图 13 的结果对比中发现，E2

和 E3 两种载荷计算方法的结果基本相近，用 E3 规定的 3
种拟合方法（矩方法、最大似然法、最小二乘法）进行外

推所得结果基本相似，根据统计学原理数据越多可靠性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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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轮毂载荷Fy的载荷外推结果

图13	轮毂载荷Fz的载荷外推结果

高。尽管在本算例中，用最小二乘法拟合出现了几个没有

结果的情况，但数据拟合结果表明，用上述 3 种方法对数

据进行拟合，减小了随机性，更具有科学性。

通常风电机组设计计算的载荷极值的大小，从某种意

义上决定了机组生产制造的成本，但是，从降低投资风险

的角度考虑，机组设计所选的极端载荷越大，风险却越小。

对于风电机组其外界风况和操作条件决定了机组设计的极

端载荷 ；所以，风电机组制造的成本取决于设计外界风况

和操作条件选则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要对外界各种不利

因素和操作条件，进行合理的控制和把握。

参考文献
[ 1 ]  W W E A .  H a l f - y e a r  R e p o r t  2 0 1 2 - W o r l d  W i n d  E n e r g y 

Association[R],WWEA,2012.10.

[2] IEC.IEC61400-1 third edition 2005-08 Wind Turbine-Part 1:Design 

requirement,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S],IEC,2005. 

[3] IEC.IEC61400-1 second edition 1999-02 Wind Turbine-Part 1:Design 

requirement,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S],IEC,1999. 

[4] 邓英 . 风力发电机组设计及技术 [M]. 北京 :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1,7.

[5] Gumbel, E.J., Statistics of Extremes[M], Columbia Univ. Press, 1958.

[6] Patrick J. Moriarty, P.J., Holley, W.E. and Butterfield, C.P., Effect of 

turbulence variation on extreme loads prediction for Wind turbines[J], paper 

AIAA-2002-0050, 2002.

[7] Kia Freudenreich,Kimon Argyriadis. Wind Turbine Load Level Based on 

Extrapolation and Simplified[J].Wind Energy.2008(11):589-600.

收稿日期：2012-10-30。

作者简介：

邓英（1959-），女，教授，长期从事风力发电机技术研究。

谢婷（1990-），女，硕士研究生，从事可再生能源技术研究。

雷航（1988-），男，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风电机组载荷计算的相关研究。

何伟（1985-），男，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风力发电系统理论与技术方

面的研究工作。

田德（1958-），男，博士，教授，长期从事风力发电机技术研究。



技术 | Technology

72  风能 Wind Energy 

0 引言

高耸结构风荷载是结构设计时必须要考虑的一类重要

的随机荷载，风振响应成为控制结构设计的重要因素。用

实测的风速时程进行风振分析有一定的局限性。利用计算

机进行人工风速的模拟是一种便捷有效的方法。计算机模

拟风速时程比较常用的方法有两种 ：一是基于线性滤波技

术的回归方法 ( 如 AR、 MA、 AR-MA 等 ) ；二是基于三角

级数叠加的谱解法，即谐波合成法 (WAWS 法 )[1-3]。前者计

算量相对较少，但精度相对较差 ；后者具有数学理论严密、

算法简单、计算量大但模拟精度高等特点。谐波合成法通

过 FFT 技术的改进，计算速度有很大的提高。在脉动风电

场的模拟中有很大的应用。本文采用谐波合成法对某风电

机组塔架的脉动风电场进行模拟。

1 风荷载的基本特征

1.1 平均风速[1]

假定大气边界层内风速沿铅直高度 Z 的分布服从幂指

数率，即 ：

                         
                                                                              

（1）

式中 ：Uz1，Uz2 是高度为 Z1，Z2 处的风速（m/s）；α

为考虑地表粗糙度影响的无量纲幂指数。

1.2 脉动风功率谱密度

功率谱密度是平稳随机过程的主要数字特征，风速脉

动分量的功率谱函数表示了紊流中各频域成分所作贡献的

沿高度变化的大小。Davenport 曾由气象资料拟合出风速

功率谱 [4]。

风电机组塔架的脉动风速时程模拟
叶赟，宫兆宇

（内蒙古科技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包头	014010）

摘 要 ：本文简述了谐波合成法中的自回归模型（AR）模拟出给定风速功率谱的风速时程序列，并验证其与目标谱（Davenport

谱）的一致性，从而得到作用在各节点的脉动风荷载时程样本的方法。本文采用谐波合成法，建立了脉动风速时

程的 AR 模型，编辑出脉动风速时程模拟程序，并对某风电机组塔架进行脉动时程分析，验证了该脉动风速时程

模拟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关键词 ：脉动风 ；数值模拟 ；自回归模型 ；风电机组塔架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01-0072-05

Simulation of Fluctuating Wind Speed Time Series on Wind
Turbines Tower

Ye Yun, Gong Zhaoyu
(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 Institute,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otou 014010,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an autoregressive model(AR model) is used to simulate wind speed time series. �e spectrum of simulated wind 

speed time series is found in agreement with the target spectrum, Davenport wind speed spectrum. Samples of the �uctuating wind 

load on the nodes of a structure are obtained. Using the WAWS, the article builds an AR model to calculate the model order and 

edit a simulation program. �rough the analysis on some wind turbines tower, the feasibility and e�ciency of this simulation model 

is veri�ed.
Keywords: �uctuating wind; numerical simulation; autoregressive model; wind turbines 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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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enport 谱 ：

                    
                                                                              

（2）

                         
                                                                              

（3）

K 为表面阻力系数，平原取 0.003 ； 为离地高 10m
的风速平均值（m/s）；n 为频率 ；1200 为 Davenport 风谱

采用的紊流整体尺寸。

1.3 相关函数

脉动风在三维空间上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实际上，不

同高度处的脉动风速作用是不同的，脉动风总是先作用在

结构的较高处，经过一定时间之后，才在结构的较低处受

到作用。当结构上某一点的风压达到最大值时，在该点一

定范围内离该点愈远处的风荷载同时达到最大值的可能性

就愈小。在结构实际计算中，可以引入相关函数描述脉动

风的相关性，相关函数采用 Davenport 形式 [2]。

相关函数 ：

       

                                                                              
（4）

简化后 ： 

                    
                                                                              

（5）

L2 建议取值为 60[3]，y1，y2 与 z1，z2 为迎风面上 l，k
两点的坐标， 为离地高 10m 的风速平均值（m/s），n 为

频率，Cz，Cy 是指数衰减系数，Cz=10，Cy=16

2 谐波合成法[5]

脉动风电场本质上是一种多维、多变量、零均值的平稳

高斯随机过程。若不考虑多个方向风速间的相互影响，则可

以把脉动风场处理为多个独立的一维多变量随机过程 [7-8]。

考 虑 一 个 一 维 n 变 量 的 平 稳 高 斯 随 机 过 程

，其相关函数矩阵为 ：

                                                                              （6）

根据 Shinozuka 的理论 [9]，随机过程的样本可以由下

式来模拟 ：

   
                                                                              

（7）

N 为充分大的正整数，风谱在频率范围内被划分为 N
个相同部分 ；θml 为 0 至 2π之间均匀分布的随机数 ； 为

圆频率增量， ，ωup 为截止频率 ；

 

摄影：王太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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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是 的傅里叶变换。

3 某风电机组塔架脉动风模拟

本文以内蒙古白云鄂博地区某 1.5MW 大型水平轴风

电机组锥筒型塔筒为研究对象。该锥台型塔筒为纯钢的高

耸悬臂结构，由 22 节不同壁厚塔筒焊接，分 3 段由内法

兰连接而成，钢材为 Q345E，高度为 62.4m，偏心距为

200mm，具体尺寸如图所示。

                      
（8）

为两个不同荷载作用点之间的相位角

                                             （9）
其中 H(ω) 为下三角矩阵 ：

      

                                                                            （10）

由于 S0(ω) 通常情况下为一复数矩阵，且不一定正定，

因此 H(ω) 通常也是复数矩阵，其对角元素为实数，非对角

元素为复数。 是其共轭转置矩阵，H(ω) 中的元素之

间有如下关系成立 ：

                              （11）
                                        （12）
             
θjm(ω) 为 Hjj(ω) 的复角，由下式给出 ：

             
                                                                            

（13）

Im 和 Re 分别为表示虚部和实部。根据 Shinozuka 等

人的研究，为增大模拟样本的周期，ωml 可按下式取值 ：

       
                                                                            

（14）

由中心极限定理可得，当 时，所模拟的随机过

程为渐进高斯过程。根据取样定理，为避免模拟样本的重叠，

时间间隔 必须满足 ： 式（9）所模拟的随机

过程的周期为 ：

                                    （15）
由此可知，只要已知 S0(ω)，恰当地选择 N，ωup 和 ，

就可以通过对式（9）的计算，获得很好的随机过程样本。

但是这种叠加计算的计算量大、精度差、效率低，耗费时

间长。为减少风场模拟的计算量，进一步提高计算效率和

计算精度，在此引入快速傅里叶变化技术（FFT）[6]。将式

（9）改写成如下形式 ：

     
                                                                            （16）

            
         
                                                                            （17）

其中

 
                                                                            

（18）

图1	风电机组塔架

图2	塔架顶部1#点脉动风速时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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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50m处2#点脉动风速时程

图5	50m	2#点功率谱比较

图6	40m处3#点脉动风速时程

图7	40m处3#点功率谱比较

图8	30m处4#点脉动风速时程

图3	塔架顶部1#点功率谱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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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对风电机组塔架来说，风荷载是最重要的外部水平荷

载，是引起结构侧向位移和振动的主要因素。本文通过基

于 AR 模型的谐波合成法模拟出可应用于风电塔架结构的

脉动风。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
（1）AR 模型可以较好地模拟出脉动风速时程，通过

对各项参数取值的选取可具体确定模型的应用范围。

（2）脉动风速时程模拟可以在 AR 模型的基础上充分

考虑脉动风在三维空间上的相关性。

（3）多点数模拟可以更精确地反应实际风电场，而基

于 AR 模型的脉动风速时程模拟同时应用 FFT 技术，可以

较好地在单机上实现多点数的模拟。

（4）文中实现脉动风速模拟的程序，经过对个别参数

的修改，即可应用于一些其他高耸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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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风电机组变桨系统安装于风电机组轮毂中，在风电机

组运行时起着随风速及发电功率变化而及时调整其桨叶桨

距角的重要作用。变桨系统能否准确而及时地将风电机组

风电机组电气滑环接触不良问题的
解决方案

胡国强，高勇峰

（上海电气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上海	200241）

摘  要 ：为了解决风电机组电气滑环接触不良而造成主控系统与变桨系统之间通信中断的问题，将单片机及无线通信技术

应用到风力发电机主控与变桨之间的通信系统中。建立了单片机、主控系统及变桨系统之间的联系，提出了利用

单片机及其无线通信模块组成超短距无线发射与接收的通信装置，实时接收来自主控或变桨系统的数据并实时的

加以无线传输，以达到对主控与变桨系统之间的通信信号能进行无线实时传输的目的。在无线通信装置能自动传

送数据的理论基础上，对其性能进行了评价。通过分析和验证，表明该系统能够实现对风力发电机组主控与变桨

系统之间数据的无线传输，并对风力发电机组内部通信方式的变革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风电机组 ；电气滑环 ；现场总线 ；无线通信 ；单片机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01-0078-03

The Solution to Electrical Slipping Ring Loose Contact Problem
of Wind Turbine

Hu Guoqiang, Gao Yongfeng
(Shanghai Electric Wind Power Equipment Co., Ltd.,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ommunication interrupt between the main control system and variable pitch system caused 

by loose contact of electrical slipping ring in wind turbines, the MCU and wireles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s applied to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main control system and variable pitch system. In order to make the signal achieving wireless real-

time transmission between the main control system and variable pitch syste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CU, the main 

control system and the variable pitch system have been established, and the application of MCU and the wireless communication 

module to form the communication device that can emit and receive the short distance wireless, real-time receive data from the 

master or variable pitch system and wireless transmit is proposed. �e performance was evaluated based on the theory that wireless 

communication device can transmit data automatically. �rough the analysis and valid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ystem can 

realize the wireless transmission of data between the main control system and variable pitch system, and have great signi�cance to 

the change of wind turbine internal communication mode.
Keywords: wind power generation; electrical slipping ring; �eldbus; wireless communication; MCU

桨叶变换至相应的位置，关键在于其能否与主控之间保持

信息相互传递的通畅性，以便能及时地接收主控的指令，

主控也能及时地接收变桨系统的信息而发出相应的指令。

现在绝大部分风电机组的主控与变桨系统之间为现场

总线通信方式，通讯电缆为专用的带屏蔽双绞铜缆，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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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接触部分用电气滑环相连接，而电气滑环存在的诸多

缺点会导致通信不畅，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优化。下面作

具体介绍。

1 电气滑环的缺陷

电气滑环内部由多个环道及电刷组成，环道随风电机

组轮毂一起旋转，电刷则依附于环道上保持与环道在电气

上的连接，一个环道与一个电刷构成一组电气通道。滑环

的环侧与变桨系统相连，而刷侧则与主控相连。由于风电

机组长时间的运行，以及在运行时的强烈振动，因此经常

使滑环内部连接电缆的插针松动而导致接触不良，环道与

电刷的长时间摩擦，又易使环道上产生磨屑物，一些电压

较低信号较弱的通信数据信号在传送时就会时断时续，容

易产生通信故障。因此电气滑环要经常用一些专用工具及

专用清洗液进行清洁保养，十分麻烦，若清洁保养不当效

果反而更加不好。

风电机组主控与变桨系统之间为现场总线通信方式，

通信信号较弱，因此由于电气滑环的因素而导致通信中断

的故障非常常见，几乎是风电机组的通病。许多电气工程

师利用增加滑环通道数量来解决通信故障问题，但也只是

权宜之计，只能是暂时消除，时间一长故障又会出现。也

曾试过改用光纤滑环来替代，但终究因风电机组振动等原

因丢失光信号而未能达到其理想效果。

2 数据无线通信的设想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主控与变桨

之间数据传输系统在物理层上的无线通信连接，从而来代

替电气滑环的功能。在原有现场总线有线连接的基础上，

在电气滑环处增设一个断点，并在断点处加入一组无线通

信装置，以实现点对点的无线连接。主控及变桨的数据信

号经过此无线通信收发装置传输至相应的目的地。无线通

信装置与主控及变桨的有线连接均保持原有的现场总线协

议不变，只是在物理连接上用无线连接代替有线连接。

2.1 无线通信的设计思路

根据图 1 可以看出，无线通信装置是利用单片机及其

无线通信模块技术制作而成。其中一组无线通信装置连接

变桨系统，另一组则与主控系统相连接。发送数据侧单片

机的主要功能是采集与其相连接的系统所要发送的数据信

号，将此数据信号调制成无线通信模块可识别的数据后传

送给无线通信模块并将模块定义为发射模式，无线通信模块

将此通信数据再进一步调制成相应的无线发射信号后经天线

进行无线传送。接收数据侧的单片机则首先会将无线通信模

块定义为接收模式，模块接收到相应的无线信号后，对信号

进行解调并传送给单片机，单片机再将数据解调恢复至原先

现场总线协议的通信数据信号后传送至相应的系统。

由于单片机具有可扩展端口的特点，而随着大规模集成

电路的高速发展，各种功能的芯片层出不穷，因此单片机可

以很容易地扩展成符合各类现场总线数据通信协议标准的接

口，所以风电机组主控系统与变桨系统原先的现场总线数据

通信协议可以不作修改，而将数据包直接传送给单片机。单

片机也可以轻易地将数据转换成原先的现场总线数据通信协

议的数据包后，传送给相应的主控或变桨系统。

2.2 无线通信的设计要点

无线通信模块的模式控制引脚与单片机的控制引脚相

连接，在单片机对无线通信模块控制方面进行编程时一定

要根据该模块的工作时序波形图来编写程序。在发送数据

之前，应将发送一组的无线通信模块置于发射模式，另一

组置于接收模式，其间还应该保留一段从接收模式状态到

发射模式状态切换的延迟时间。在数据发送完毕后，应将该

无线通信模块置于接收模式，等待另一侧的数据命令。而接

收侧在接收完数据后应将无线通信模块改为发射模式，并发

射一组有数据接收完毕等待继续接收，或要准备发射数据的

信息的数据。发射和接收的数据包格式预先要约定好。

在风电机组的主控与变桨通信中，主控系统主要在风

电机组启机、停机或自然风速发生变化时发送命令给变桨

系统，而变桨则要实时地、不间断地将变桨系统中的各类

信号（包括桨距角度、变桨电机温度、备用电池电压等）

传送给主控系统。因此变桨系统一般以发送数据为主，主

控系统以接收数据为主。

2.3 无线通信的抗扰问题

由于风电机组机舱内部空间较大，而且金属设备众多，

图1	系统基本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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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状各不相同。因此在机舱内使用开放式的短距离无线通

信装置进行数据传输，容易使无线信号通过金属物表面产

生漫反射传播，所以最强的无线信号往往不是在直接传播

的路径上，而是在后续的经漫反射传播路径上的信号。这

样会导致数据包的同步信号丢失，使整个数据包丢失。另外

机舱内有发电机，还有很多电动机，它们在启停运行时也会

给无线通信装置产生较强的干扰，使数据无法正常传输。因

此要求无线传输信号要有较强的抗干扰和纠错码能力。

提高纠错码能力可以在单片机软件编程时加以调整，

关键是在数据校验方面的程序要有更高的要求。而提高其

抗干扰能力则要在多个方面加以调整，包括对无线信号的

发射功率、频带范围等。另外机舱内各金属物设备必须要

有可靠的接地，风电机组机舱各部位必须是等电位的，这

样可以及时地吸收传输过来的无线信号，以减小在各金属

物表面上的漫反射。

如果条件允许，应尽量将两个天线靠得近一点，最好可

以将它们放在同一个带接地的圆形金属容器内，这样既可以

屏蔽掉外界对其的干扰，还可以彻底地减少无线信号自身的

漫反射干扰。旋转一边的天线安装时应尽可能安装在旋转圈

的中心位置，以尽量减少无线信号发射时的波动干扰。

3 无线通信取代电气滑环的优点
 
风电机组主控系统与变桨系统的现场总线方式通信在

旋转部位由电气滑环连接改为无线通信连接后具有其明显

的优点，它彻底地克服了电气滑环因振动或因环道上的磨

屑物而产生的通信中断问题。而且基于单片机的无线通信

装置具有体积小、功耗低、抗扰性强、编程灵活、易于扩展、

易于集成的特点。单片机在最小系统的硬件设计基础上（如

图 2 所列举的 51 单片机，具体元件参数可在实际应用时确

定），许多系统功能可以利用软件编程来实现，以尽量减小

装置的体积。在做好对电源的抗扰工作前提下，整套装置

甚至可以集成于连接变桨系统电源的电气滑环之中，与其

整合成为一体。

4 结语

通过以上对单片机及无线通信模块技术的运用分析表

明，本研究基本可以实现风电机组主控至变桨系统之间数

据的无线通信，克服电气滑环的诸多缺陷并取代电气滑环

的部分功能。对风电机组内部系统之间的数据通信，添加

了新的方法，为风电机组之间及风电机组与中控之间的数

据通信，开辟了新的思路，具有一定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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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功率曲线是风电机组输出功率随风速变化的关系曲线，

是用来衡量风电机组发电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风

电机组在安装使用时，生产厂商都会提供机组在标准空气

密度（1.225kg/m3）下的功率曲线 [1]。风电机组在风电场

的运行过程中，其实际功率曲线和标准功率曲线会存在差

异。若实际功率曲线高于标准功率曲线，机组长期处于疲

劳状态，会影响其使用寿命 ；若实际功率曲线低于标准功

率曲线，将会导致机组发电量下降，降低风电场运营商的

效益。此外 , 风电机组的功率特性曲线可以反映出机组整体

性能，并对其优化设计、改进制造起到指导作用 [2]。

基于以上原因，风电机组功率特性测试 [1] 成为风电机

组型式认证中极为重要的环节。IEC 委员会于 2005 年颁布

了 IEC 61400 － 12 － 1《风电机组功率特性测试》标准 。[3]

1 IEC规定的功率特性测试方法

测试功率曲线应当是风速折算到标准空气密度下功率

曲线，也是机组的动态功率曲线。按照 IEC 标准的规定，

在整个测试过程中，需要对机组的运行状态、风电机组的

实时净功率和其周围气象情况进行长时间的数据采集。在

按照标准计算可取的风向扇区内，记录的数据包括连续轮

毂高度处的 10min 平均风速、风向以及气压、气温（特殊

情况需采集湿度数据对空气密度进行修正）[4]。最后利用

Bin 分析的方法计算出功率曲线。

复杂地形下的风电机组功率曲线测试
方法研究 

李晟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北京	100032）

摘 要 ： 风电机组的功率特性曲线是衡量风电机组发电能力的最佳技术指标。按照 IEC 61400-12-1《风电机组功率特性

测试》标准，功率曲线测试需要被测风电机组周围地形通过场地评估。这为功率曲线测试带来一定的不便。本文

就如何在复杂地形下测试功率曲线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并对测试结果做出了探讨。

关键词 ：功率曲线测试 ；场地评估 ；线性拟合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01-0082-05

Study on the Test Method of Wind Turbine Power Curve in Complex 
Terrain Condition

Li Sheng
(China Datang Corporation, Beijing 100032, China)

Abstract: �e characteristic curve of the wind turbine is the best technical indicator to measure the wind turbine power generation capacity.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s in IEC 61400-12-1 Characteristic Test on Wind Turbine Power Curve, surrounding terrain of the 

measured wind turbine needs to get through the site assessment . �is brings some inconvenience to power curve test. �is paper 

proposes a new method on how to test the power curve in complex terrain, with the discussion of test results. 
Keywords: power curve measurement; site assessment; linear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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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的测试过程中，试验场地地形引起的气流畸

变会导致测风仪处的风速和叶轮处的风速产生较大偏差。

IEC61400 － 12 － 1《风电机组功率特性测试》标准对地

形有严格的规定。在功率特性测试之前需进行场地评估 [5]，

评估参数见下表 1。
如果地形特征不满足表 1 的要求，且地形特征超出表

1 所示最大倾角限值之外 50% 范围以内，应用气流模型计

算决定是否进行场地标定。气流模型需要通过典型测试场地

进行验证 [7]。若气流模型显示测量扇区内的风速为 10m/s 时，

风速计位置的风速与风电机组轮毂位置的风速差异小于

1%，就不需要进行场地标定。否则应进行场地标定来量化

并降低地形和障碍物对功率特性测试的影响。

场地标定要求将风电机组移开后竖立两个气象桅杆，

一个位于参考位置处，一个位于风电机组位置处 [8]。利用

两个型号相同的风速计分别测量两个位置的风速，得出每

一个风向区间内由地形引起的气流校正系数平均值（风电

机组位置处与桅杆位置处的风速之比）[9]。

但在实际的测试中，一般投产运行的风电场内大多数风

电机组无法通过场地评估。而进行场地标定需要额外花费很

大的成本。本文提出一种在复杂地形下功率特性测试方法。

2 复杂地形下的风电机组功率特性测试方法
研究

在此次风电机组功率特性曲线测试中，被测风电机组

主要参数如下表 2。
风电场 A 地形如图 1 所示，待测风电机组为 K40 号风

电机组。经计算，地形不符合 IEC 标准所规定的要求，需

要首先进行场地标定才能对 K40 风电机组进行功率特性曲

线测试 [10]。待测风电机组周围在运行的 4 台风电机组情况

如表 3 所示。本次测试使用一种在复杂地形下功率特性测

试方法。 
现将此次测试过程和步骤描述如下 ：

（1）风电场 B（图 2 所示）存在与 K40（图 1 所示）

同型号的风电机组 WT15，经测算，WT15 号风电机组周

围地形能够通过场地评估。风电场 B 场地地形图如下，椭

圆标注为 WT15 ：

（2）风电场 B 主风向为西北 345。，测风塔竖立于

WT15 西北 345。距离风电机组 2.5D（150m）距离处 [7]。

根据以上数据，依据 IEC61400 － 12 － 1《风电机组功率

特性测试》标准规定的扇区计算方法，利用测风塔的地理

表1 测试场地的要求：地形变化

距离 扇区 最大倾角斜率% 地形偏离平面的最大偏差（IEC61400-12-1） 地形偏离平面的最大偏差

<2L 360
。

<3﹡ <0.04(H+D) <0.08D

≧ 2L 并且≦ 4L 测量扇区 <5﹡ <0.08(H+D) <0.15D

≧ 2L 并且≦ 4L 测量扇区外 <10﹡﹡ 不适用 不适用

≧ 4L 并且≦ 8L 测量扇区 <10﹡﹡ <0.13(H+D) <0.25D

﹡H 为风电机组轮毂中心高度，D 为风电机组风轮直径 [6]。
﹡﹡与扇形地区最吻合、并通过塔架基础的平面的最大倾角。

表2 测试风电机组的主要参数

轮毂高度H（m） 60

风轮直径D(m) 60

额定风速 (m/s) 13

额定功率 (kW) 850

扫掠面积 (m2) 2827

切入 / 切出风速 (m/s) 3/20

表3 测试风电机组周围其他风电机组情况表

风电机组编号
与被测风电机组

距离（m）
风轮直径（m）

WTK55 493.60 60.00

WTK23 705.71 60.00

WTK29 109.50 60.00

WTK32 1001.27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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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计算，得到测试扇区为 311.5。－ 30.4。。
（3）在可用扇区内，同步记录测风塔的风速记为 V1，

WT15 监控系统中的机舱顶风速记为 V2。记录风电机组

K40 监控系统中的机舱顶风速记为 V3，其中 V1 、V2 与 V3

都是 10min 平均值数据且已经过以 0.5m/s 为间隔的 Bin
区间均值处理。

（4）由于两台风电机组叶轮形状完全一样，故由气象

桅杆位置处通过的同一风速经过叶轮后的风速应一致。即

是，做线性拟合，若 V1 =a V2+b，那么风电机组 K40 轮毂

高度处前 2.5D 距离的风速 V= a V3+b。其中 a，b 为常数。

（5）在记录风速 V1、V2、V3 的同时，按照 IEC 规定

记录风电机组 K40 的运行状态与净功率 P。
（6）由 a，b 和 V3 计算 V，使用 V 和 P 计算 WT15

的功率曲线。

3 测试结果

3.1 V1与V2测试结果

在同一时间内使用测风塔测得风速数据 V1 和机舱顶风

速数据 V2 作对比如下图，风速 V1、V2 均已按标准折算到

标准空气密度下。 
将 V1、V2 做 线 性 拟 合， 其 线 性 拟 合 相 关 式 为 ：

V1=1.1847V2+0.1893。
3.2 风电机组K40功率曲线测试结果

将 V3 按照风轮前后的风速关系式 V1=1.1847V2+0.1893
计算出风电机组 K40 轮毂高度处前 2.5D 距离的风速，结

合净功率 P[3]，计算出风电机组功率特性曲线表如下表 4。
进一步计算得到风电机组 K40 在标准空气密度

（1.225kg/m3）下的功率特性曲线如下图 4。

4 分析和结论

功率曲线测试结果分析

将此次测得功率曲线与厂家给定功率曲线作比较，如

下图 5，可以看出这两条曲线基本重合。

使用分段插值的方法计算出风速为整数时使用表 4 测

得功率 P1，并与厂家给定值对比如下表 5。 
由以上分析可知，使用本方法进行风电机组的功率特

性测试是可行的。

图1	测试风电机组周围场地地形图

图2	风电场B场地地形图

图3	风速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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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功率曲线测试表

序号  区间编号
区间内平均

风速(m/s)
功率(kW) 功率系数 数据组个数

2 3 3.06 8.56 0.17 17

3 3.5 3.52 16.34 0.22 29

4 4 4.01 30.31 0.27 45

5 4.5 4.54 55.43 0.34 58

6 5 5.04 87.61 0.40 67

7 5.5 5.52 116.75 0.40 80

8 6 6.01 160.68 0.43 94

9 6.5 6.49 204.59 0.43 97

10 7 7.00 259.48 0.44 115

11 7.5 7.51 320.73 0.44 158

12 8 8.01 387.66 0.44 135

13 8.5 8.50 467.91 0.44 175

14 9 9.02 554.24 0.44 187

15 9.5 9.49 644.06 0.44 188

16 10 10.00 735.24 0.42 188

17 10.5 10.50 792.42 0.40 155

18 11 10.98 826.67 0.36 138

19 11.5 11.48 840.48 0.32 107

20 12 11.98 843.37 0.28 79

21 12.5 12.50 845.59 0.25 90

22 13 12.94 846.08 0.23 73

23 13.5 13.52 846.22 0.20 41

24 14 14.01 846.18 0.18 54

25 14.5 14.48 846.03 0.16 40

26 15 14.97 845.86 0.15 24

27 15.5 15.47 845.75 0.13 42

28 16 15.99 845.60 0.12 32

29 16.5 16.50 846.13 0.11 28

30 17 16.99 845.99 0.10 19

31 17.5 17.44 845.87 0.09 11

32 18 17.95 845.99 0.08 7

33 18.5 18.55 846.16 0.08 1

34 19 18.91 846.16 0.0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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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IEC 标准规定了在风电机组功率曲线测试中，在地形

不能通过场地评估时，需要在测试前进行场地标定。本文

提出了利用经过风轮前后风速线性拟合关系进行功率特性

曲线测试的方法，通过实际测试，证明了此方法的可行性。

国内的风电场运营商对功率特性测试的需求非常迫切。

因此，如何规范地、低成本地，准确地测试复杂地形下风

电机组的性能仍然是以后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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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阀控式铅酸蓄电池在许多领域迅速推广应用。

在风电机组变桨系统中，密封阀控式铅酸蓄电池是应用广

泛的后备电源储能设备。在风电机组运行现场，变桨用蓄

电池寿命短、故障多、维护成本高等一系列问题影响风电

机组正常运行。根据风电机组设计寿命，在风电机组的寿

命周期中，蓄电池要更换 5~8 次，蓄电池的费用可达变桨

系统总投资的 40％以上。无论从系统运行可靠性、维护性，

还是经济效益角度考虑，后备电源都成了变桨系统中十分

薄弱的环节。

究其原因，第一，风电机组处于特殊的工作环境下，

蓄电池无法保障特殊工况下的性能及寿命。国内外的阀控

式铅酸蓄电池在使用过程中都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第二，

变桨系统对后备电源有高电压、大功率的要求，需要多个

蓄电池单体串联使用，蓄电池实时监控也成为了技术难点。

风电机组变桨后备电源问题探讨
杨建锋，潘磊，王建中，张启应

（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北京100039）

摘  要 ：目前，国内风电机组变桨系统后备电源大多使用阀控式铅酸蓄电池。本文结合风电场实际环境、工况及阀控式铅

酸蓄电池性能，探讨风电场变桨系统后备电源经常遇到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

关键词 ：风电机组 ；变桨系统 ；阀控铅酸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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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ussion on the Stand-by Electric Source of Wind Turbine
Pitch System

Yang Jianfeng, Pan Lei, Wang Jianzhong, Zhang Qiying
(GUODIAN United Power Technology Co., Ltd., Beijing 100039, China)

Abstract: Valve-regulated lead-acid ba�ery are used mostly as stand-by electric source of the wind turbine pitch system in domestic. In this 

paper, some problems about the stand-by electric source of the wind turbine pitch system were discussed, and some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Keywords: wind turbine; variable pitch system; valve-regulated lead-acid ba�ery

因此，一方面，需要开发适合风电场实际环境的蓄电池，

提高蓄电池在风电场恶劣环境下的性能 ；另一方面，要求

有精确灵敏的监控系统，实时捕捉将对电源系统产生影响

的不断变化着的各种信息，能在复杂变化的环境中满足风

电机组变桨需求。

1 变桨原理

变桨系统的主要工作原理是按照控制系统的要求，控

制叶片的桨距角在 0。~90。之间变化，从而保证风电机组

的安全，最大程度地利用风能，以及保证在额定风速以上

功率输出的稳定性。变桨系统在有电网正常供电的情况下，

是依靠电网来工作，当电网出现故障时，变桨系统依靠其

后备电池进行顺桨。后备电源的性能决定变桨系统是否能

够正常变桨。为了避免飞车事故的发生，严格选型、监控

后备电源性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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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变桨后备电源问题的探讨

随着不同环境下风电场的应用，恶劣环境下的变桨蓄

电池故障逐渐凸显出来，如我国三北地区。变浆蓄电池故

障既给运营商造成了经济损失，又损害了运营商的客户满

意度。造成问题的原因复杂，第一，风电场环境下电池长

时间储存，损失容量 ；第二，蓄电池选型时没有紧密联系

风电场环境 ；第三，没有严格的蓄电池控制系统。要想根

本解决问题，必须提供蓄电池在室外恶劣环境下应用的综

合解决方案。

2.1 储存条件对铅酸电池性能影响

电池在开路状态下储存时，发生电池容量降低的现象，

称为电池自放电 [1]。且长期处于缺电状态下的电池，电池

性能劣化，容量不能够完全激活恢复。实践证明，环境温

度对电池自放电性能影响较大。25℃时，电池自放电率约

0.1%/ 天左右，随着温度的升高，自放电率将明显增大，且

每升高 10℃，电池寿命将缩短 1/2，所以低温较适合铅酸

电池储存。

在风电场，由于各种原因，导致风电机组无法并网。

蓄电池长时间搁置，且搁置温度无法控制，有时高温可以

达到 40℃左右，搁置甚至达到一年，可以说蓄电池没有用

就已经损坏。这种现象不仅增加了风电机组的成本，而且

也增加了维护人员的工作。所以需要严格限制风电机组并

网前后备电源的搁置时间及搁置环境。

2.2 蓄电池选型要结合风电场实际工况

温度是影响蓄电池性能的重要因素。每个风电场温度

都不同，既有地域的差别，又有白天和夜晚的温差。电池的

寿命是在 25℃条件下测试的，与实际条件差距很大，在选型

时必须预留余量，考虑电池在滥用条件下的性能。我国东北

地区温度常年较低，特别是冬天，有的地区达到－ 30℃，这

种环境下，电池放电容量大幅减少，大电流甚至放不出电，

表1 温度对铅酸蓄电池放电容量的影响

温度对容量

的影响

温度 放电容量（20h率容量）

40℃ 102%

25℃ 100%

0℃ 85%

-15℃ 65%

摄影：Ralph To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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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影响使用。然而当温度上升时（在新疆部分地区蓄电

池环境温度可以达到 40℃），扩散系数增大，蓄电池内阻

降低，此时可以保证蓄电池放电容量，甚至超出额定容量。

然而，这是以缩短蓄电池寿命为代价。实践证明，当环境

温度高于蓄电池设计寿命要求温度 (25℃ ) 时，温度每上升

10℃，使用寿命缩短一半，导致蓄电池频繁更换。

因此，根据以上分析，在蓄电池选型时，需要详细了

解风电场环境，对常年温度较低的风电场，选择低温型蓄

电池 ；温度常年偏高的区域，选择高温性能优越的蓄电池 ；

对于风电场温度波动比较大，中午与夜晚温差大的区域，

可以选择其他类型蓄电池或者超级电容。

2.3 增加蓄电池的实时监控系统

蓄电池内部是化学体系，不存在完全的一致性。随着

使用时间的增加，不一致性会更加明显。如图 1，为某风

电机组变桨 18 块电池内阻值，电池已使用 2 年半，其中内

阻大于 35mΩ 的占 33%，内阻在 30mΩ － 35mΩ 的占

39%，内阻在 30mΩ 以下的占 22%，其中 5 号电池发生故

障失效。目前，监测系统只有对蓄电池整组电压测量，若

一块蓄电池发生故障（如 5 号电池已经短路），对整组电压

影响不是很大，无法检测出来。而且实践证明，蓄电池端

电压与放电能力无必然相关性，蓄电池在运行过程中，随

着使用时间的增加，必然会有个别或部分蓄电池因内阻变

大、性能变差，不一致性明显，出现老化现象。最基本的

故障是正极板腐蚀引起正极活性物质丧失，如板栅腐蚀及

增长问题，甚至极柱从蓄电池盖突出，造成酸雾泄漏 ；由

于蓄电池失水过多，甚至干涸而引发的一系列性能变差的

问题 ；蓄电池性能不均匀，个别蓄电池提前失效、短路问

题等，这些故障都会导致容量损失。

一般来说，整组蓄电池的容量是以状况最差的那一块

电池的容量为准，而不是以平均值或额定值为准 [2]。当电

池的容量下降到其本身额定容量的 80％以下时，电池便进

入了衰退期，这时蓄电池组已存在极大的事故隐患，风电

机组随时都可能出现故障。所以增加变桨电池实时监控系

统，如单体电压检测、容量监测、内阻监测、荷电态监测

及一些告警信息，是保障蓄电池性能及风电机组正常变桨

的安全帽 [3]，既可以减少风电机组飞车事故，也可以减少

风电机组日常维护工作，降低运营成本。

3 结论

风电机组变桨后备电源使用频率是保障风电机组安全

运行的最后一道屏障。所以，要充分了解风电场环境、工况，

将蓄电池性能与工况紧密结合起来，为蓄电池创造一个更

合适的工作氛围 ；严格控制蓄电池出厂到风电机组并网发

电的储存时间，减少不必要的容量浪费 ；精确监控蓄电池

实时状态，准确评估蓄电池容量，保证蓄电池充足的荷电

态 ；建立风电机组蓄电池报废规章，梯次利用规范及回收

制度 ；实现风电机组变桨蓄电池国产化，降低变桨系统成

本。通过多种措施保障风电机组安全运行，降低风电机组

单位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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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新能源作为国家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备受社

会瞩目。2012 年 8 月 6 日国家能源局在北京召开《可再生

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实施工作座谈会，会上提出了 
“十二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总体目标：到 2015 年，

可再生能源年利用量达到 4.78 亿吨标准煤，其中商品化年

利用量达到 4 亿吨标准煤，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达到 9.5%
以上。《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十二五”

期间，国家将组织建设 100 个新能源示范城市、200 个绿

色能源县、30 个新能源微网示范工程，创建可再生能源利

用综合示范区。其中 2015 年风力发电的发展目标是 ：累计

并网运行风电 1 亿千瓦（其中海上风电 500 万千瓦）。[1]

1 风电运行现状及问题

作为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风电市场，中国风电近年

风电机组安全运行研究
张立志，胡星

（北京金风科创风电设备有限公司，北京100176）

摘  要 ：通过对风电现状及事故的说明，提出风电机组安全运行的重要性。同时，在风电机组的安全运行和管理相关因素

进行论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风电机组安全运行的特殊性，并对风电机组运行管理提出了一些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 ：风力发电 ；安全运行 ；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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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Wind Turbines Safe Operation
Zhang Lizhi, Hu Xing

(Beijing Goldwind Science & Creation Windpower Equipment Co.,Ltd., Beijing 100176, China)

Abstract: �is paper proposes the importance of wind farm safe operation by illustrat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wind power accidents. 

Meanwhil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related factors of wind turbine saf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the research puts forward the 

speci�city of wind turbine safe operation and raises some rationalization proposals for its operation management.
Keywords: wind power generation; safe operation; rules and regulations

的发展连续大幅超过研究机构的预测。丰富的风能资源储

量及政府的强力支持为中国风电行业的长期发展创造了良

好的条件。截至 2011 年底，全国并网风电 4505 万千瓦。

由于风电行业发展迅速，受上网困难等现实条件影响，风

电行业的发展模式开始从高速发展向稳步发展过渡。

风力发电属于新能源行业朝阳产业，各整机制造公司

虽有自己的企业标准，但是风电行业和国家规范及标准尚

不完善，尤其是因现场操作人员资质不够、管理不善等原因，

每年都会出现由于风电机组不能安全运行造成的人员伤亡

事件。据不完全统计，2009 年－ 2012 年国内共发生风电

机组飞车、烧毁、倒塌等各类重大安全事故 36 起，并导致

15 人死亡，多人重伤的严重后果。

2 影响风电机组安全运行的因素

影响风电场安全运行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土建、施工

质量、风电机组设备质量、保护回路的可靠性、调试及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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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的专业性、健全的管理制度、人员的安全操作等等。诸

多影响风电场安全运行的因素中，对风电场影响最大的就

是风电机组，风电机组能否安全运行是风电场能否安全运

行的重要判断因素。[2]

2.1 机械因素

2.1.1 联接螺栓力矩的保证

风力发电机中机组的联接螺栓较多 ：塔筒联接螺栓、

机舱联接螺栓、发电机联接螺栓、叶轮联接螺栓、叶片联

接螺栓。除去上述主要联接部件的螺栓，还包括机舱壳体

联接螺栓、导流罩壳体联接螺栓、各支架联接与固定螺栓。

联接螺栓的高质量及高可靠性，可以避免机组在运行中因

机械联接松动导致的震动、断裂、变形等危险。 
风电机组吊装完成后需要对连接螺栓力矩值进行全部

校核检验，确保螺栓力矩值能够满足要求。机组首次投运

后运行 500 小时左右的时间要进行一次全面的检修，称为

500 小时检修。500 小时检修原则采用液压扳手进行力矩校

核，液压扳手力矩误差要求不大于 3%，进行螺栓力矩检验

时，若发现螺栓螺母转动超过 20°，应该将所有螺栓全部

进行检测紧固，若螺母转动角度超过 50°，则需要更换所

有的螺栓和螺母，以确保机组不因螺栓问题出现意外。

2.1.2 运动部件的润滑

风电机组的可靠运行除了优质的设计和施工之外，还

与机组的检修、维护密不可分。风电机组目前行业默认的

检修有 ：500 小时检修、半年检修、全年检修。检修要按

照要求严格排查机组紧固螺栓有无问题，机组有无安全运

行隐患情况，机组相对运动部件的润滑维护工作等。 
据相关统计分析，目前世界上能源有 1/3~1/2 消耗在

各种形式的摩擦上 , 一般机械设备中约有 80% 的零件是因

磨擦而失效报废。设备润滑维护是设备管理中一项极其重

要的工作，做好设备润滑管理工作 , 对降低设备能耗，提高

设备运行机械性能，延长设备使用寿命，降低设备维护费

用及降低润滑材料的库存费用等都起到积极作用。风电机

组需要润滑部分主要集中在 ：偏航系统、变桨系统、主轴、

发电机轴承等部位。

项目运行维护人员需要定期对机组存在相对运动系统

进行检查维护，需要对设备运行隐患进行排查，对于含有

自动润滑系统的机组进行储油罐油品的补充，对用过的废

弃油脂进行替换及取出。所有这些对相对运动部件进行的

油脂加注与维护，可以避免机组出现干摩擦，或者润滑不

充分等情况，从而保障部件的寿命。 
2.1.3 机械部件的防腐处理

风电设备一般所处的环境都比较恶劣，经常会受到如

雨雪、风沙、雷暴、强辐射、冰冻、高温等不利因素影响，

风电设备机组一般设计寿命是 20 年，因此风电机组的防腐

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机组的塔架、部件内电机、塔架螺栓、

叶轮、机舱等部件均需做防腐处理。

参照 IEC 61400-3:2009 对风力发电机组各部分防腐

等级的规定，内部零件表面，不直接与外部空气接触部件

采用 C3 等级，内部零件表面，直接与外部空气接触部件采

用 C4 等级，外部零部件设备等采用 C5-M 等级防腐。考虑

到不同地区和环境尤其是近海地区含盐量比较大的湿热环

境，建议生产制造商在环境比较恶劣的地区将防腐标准提

高为 ：叶轮内部包含的部件及重要结构件和塔架外表面及

外部附件采用 C5-M 等级防腐，机舱内部包含的部件和塔

架内表面及内部附件采用 C4 等级防腐。防腐处理工作可以

确保机组在特殊环境状况下安全运行。

2.2 电气因素

2.2.1 良好的绝缘性能

风电设备绝缘性能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设备运行的稳定

性。线路间绝缘、母排间绝缘等出现问题则可能造成被击

穿现象。若绝缘防护不到位，电压高于临界值后，电流剧增，

电介质不耐压，失去绝缘固体介质在击穿过程中，熔化或

者烧焦，形成机械损伤的同时有造成火灾的隐患。在相对

较差的长期运行环境下，要重点考虑预防控制柜内电击穿、

热击穿、电化学击穿现象的发生。因为绝缘性能易受温度、

电场均匀程度、潮湿度、机械力和局部放电影响，因此在

选择风电设备时，应对设备电气性能进行评判，选择绝缘

性能良好的设备。

2.2.2 严格的接线标准

电气联接中电缆与接线端子的连接不牢固，在振动或

外力的作用下，造成接触不良或电线松脱，可能引起局部

高温，甚至造成电气火灾或漏电事故。在电气元件的联接中，

虚接是较为容易引发安全事故。比如虚接会导致电阻过大，

长时间运行后引起过热。由于接触不好，导致不能正常形

成回路，在回路上可能存在残余电压，引发伤人事故。当

虚接当发生在接地回路，或者在防雷回路上，则可能导致

器件损坏。

风电机组在安装调试阶段应该严格执行风电机组接线

工艺。电缆安装排布要求牢固、整齐、美观、利于维护。

电缆应横平竖直，均匀排布，拐弯处自然弯弧，且弯弧半

径不应超过电缆最小弯曲半径，电缆应远离旋转、移动部件，

避免电缆悬挂，摆动。对电缆接线端子的联接要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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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电缆端头的压接情况，注意检查是否有松动现象。

2.2.3 元器件及时维护

风电设备包含许多的功能模块，而这些功能模块都是

由许多功能设备或电子元件组成的。这些功能设备或者电

子元件的可靠运行是机组功能模块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

尽早发现设备的不正常状态，对出现问题的部件进行及时

维修或者更换，是保证机组可利用率，减少故障停机的重

要手段。设备器件在彻底损坏前会有一段时间的带病运行

期，比如，电源设备的输出电压不稳，或者有跳变；测量装置，

已不能真实反应被测量件的实际状况 ；执行元件，响应过

慢等都是器件有问题的表现。所有带病运行的部件，均可

能在关键时刻停止运行，引发机组设备和人员危险。要利

用整机制造商开发的 SCADA 系统及时监控机组的运行状

态，分析机组的运行数据。为确保机组稳定、安全的运行，

避免设备器件带病工作，风电场运行维护人员需做好设备

的维护和巡检工作，对于不正常状态的数据进行分析，对

于不正常状态的指示器等进行排查和维护，确保在设备器

件产生破坏性影响前得到相应的维护和处理，提高机组稳

定性。

2.3 环境控制因素

2.3.1 环控装置良好

环控装置指机组安装的调节其运行环境条件的装置，

主要有柜体散热风扇，柜体加热器，变流器散热系统，双

馈型机组还包括齿轮油冷却系统，发电机散热系统等。为

保障风电机组安全稳定运行，普通的风电机组设计运行温

度为－ 20℃ ~ + 40℃。对于一些特殊环境如沿海或者海上

项目的机组，还需要加装除湿设备，对机组运行湿度进行

控制，环控装置的主要作用是为机组的各电气设备维持一

个良好的运行环境。

环控装置能否正常工作对机组设备能否安全稳定运行

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如散热风扇的失效，会造成元器件在

高温下工作，由于电子元器件在高温下工作的失效概率，

是随温度的升高成指数形式增加，机组处在高温下运行，

将会极大的影响机组的安全性。对于环境温度长期高于普

通地区的一些特殊项目，建议采用经过专项设计的高温型

风电设备，以确保机组的安全高效运行。[3]

对于一些环境温度较低的项目，如内蒙古、辽宁等地

区，年平均气温较低，环控装置的主要作用是减少低温对

电元气件的影响。在此类温度很低的项目中，加热器的失效，

会造成元器件的低温工作环境，而据研究表明，在低温下

电子元器件的性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会造成继电器

等动作元器件，动作不灵敏，反应迟钝，特别是 PLC 等控

制元器件，其在低温下运行可能会产生不可预见问题。

2.3.2 不同运行环境的专项设计

环境条件主要考虑有环境温度，环境湿度，海拔高度，

台风等因素。在不同的外界环境条件下，建议使用针对不

同风区和环境特点进行专项设计的风电设备，确保机组安

全高效运行。不同的地区和环境条件，风电设备表现的电

气性能也不尽相同，因此风电设备的选型需要针对不同环

境特点进行特殊分析设计，如低风速型机组、高海拔机组、

低温型机组、高温型机组、沿海型机组、海上型机组等。

确保风电场的风电设备能够满足地方特殊环境条件。

2.4 规章制度管理因素

2.4.1 健全的运营规章制度

风电设备安全稳定的运行要依赖于良好健全的规章制

度。认真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坚持“安全第一，预防

为主，综合治理”方针。同时要加强风电场安全管理，要

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以各级行政正职为

第一责任人的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严格事故追究和问责 ；

建立完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和规章制度，健全安全生产技

术规程规范，不断提高安全生产水平。

2.4.2 良好的质量控制策略

近年来，国内风电设备制造企业数量迅速增加，国内

整机市场竞争激烈，加之部分风电场建设单位在招标过程

中采用最低价中标模式，风电机组单位千瓦价格持续下降，

部分风电设备制造企业为降低成本，使用价格较低的替代

部件，造成产品质量下降。[4] 风电机组在建设期和投运后

出现整机倾倒、主轴断裂、电机着火、齿轮箱损坏、叶片

断裂等事故。因此在风电场建设时要选用运行业绩良好，

无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的整机制造商是规避这一风险的最简

单有效的途径。

2.4.3 定期检修制度的执行

健全的运营规章制度、良好的设备质量、高效的维护

图2	电缆连接不牢及虚接导致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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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是机组安全稳定运行的可靠保障。一个项目运行维护

质量的好坏，决定了这个项目是否能够安全稳定的达到预

期运行效果。对于风电场而言，应建立健全风电机组定期

巡检制度、500小时检修制度、半年检修制度、全年检修制度、

对于齿轮箱等特殊部件还应制定扩展维护制度，并根据项

目现场实际运行工况，编制有针对性的详细巡检、检修清单。

2.4.4 人员安全意识的提高

建立安全教育培训管理制度，加强培训和考核，提高

风电机组运维水平的同时提高运维人员安全意识。大部分

风电场运维人员的配备专业结构不合理，安全管理和技术

培训不足，没有形成稳定的人才培养和使用机制，人员流

动性大。需要对风电场调度运行及维护人员，加强相关专

业培训，特殊岗位持证上岗。

3 总结及建议

风电机组安全运行和风电设备的整体稳定性密不可分。

要确保风电机组的安全运行，在加强风电场运行管理的同

时还应注重风电机组的质量。风电行业的规章制度及标准

规范体系的建设还需持续优化。风电行业应建立完善适合

我国国情，覆盖风电机组研发制造、规划建设、安装施工、

并网检测、运行管理全过程的风电国家标准规范体系，推

动风电行业规范化、标准化发展。

风电设备制造产业政策还需完善，全面提升风电设备

制造水平，促使风电设备制造产业发展与风电开发相适应，

避免行业非理性竞争。建立严格的设备制造标准和认证体

系，风电场风电设备的采购应尽可能采用运行业绩良好，

无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的整机制造商。同时加强对风电技术

研发的投入，提高风电机组运行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对于

从事风电行业的运行维护及调度人员进行专业培训，提高

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及安全技能，从业人员经相关考核合格

后，方可持证上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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