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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From The Editor

文／秦海岩

同呼吸，
是否同命运？

2012 年风电弃风限电的统计结果一经发布，立刻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雾霾中喘息的人

们惋惜这 200 多亿度零碳排放的清洁电力悄然消失于无形，以电费折算超过 100 亿元人民币的直接经

济损失实际上只能由在资金的巨大压力下踯躅而行的企业来背负。200 亿度电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是全

社会用电量中的沧海一粟，是北京市 2012 年全社会一个季度的用电量，还是无法与时俱进的观念带给

人的不寒而栗？

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国企业家年会上，马云在演讲中谈到了一场革命、一场危机和一种行动。在马

云的眼中，电子商务不是一种商业模式，而是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一场革命。同样，清洁能源也不仅

仅是一种新的能源利用形式，它将彻底改变人类自“刀耕火种”开始和以热源动力谱写的历史。其实，

在这场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有些国家已经部分地成功了。欧美很多国家和地区提

出到 2020 年可再生能源电力占到整个电力需求的 30% 以上，甚至有国家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实现 100%

的可再生能源供应的目标，就连老牌工业国家德国也提出了 80% 的目标。可笑的是，我们的很多“专

家”还说什么“欧美国家的新兴能源是补充和逐步替代增加部分的化石能源”，“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

决定了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和以火电为主的电力格局短期内难以改变”，诸如此类云云。如果不

是闭目塞听至此，定然是这种变革令人不快。我国拥有非常丰富的可供永续利用的风能资源，为什么

就不能为子孙后代，为眼前一口清新的空气多省下一吨煤炭？哪家的理论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发展

中国家必须以煤炭能源为主？这个“短期”又是多久，需要我们用多少代价去期待？诚然，如马云所言，

每一次变革都会造就新的既得利益者，但我们希望新的既得利益者是开放的、透明的、分享的、负责任的。

“塑其行易，塑其心难”，受立场和利益的约束，观念的改变非一日之功。但在“有毒的空气”中，

还是有希望改变一下思维方式的，“污染面前人人平等”嘛，跨过自设的藩篱我们重新认识到，我们都

是上帝的宠儿和弃儿，没有什么两样，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的财富，支付不起一滴纯净的江河，交

换不到一口清新的空气。雾霾过后，心头的阴霾再难消散，对每一个人来讲，“节能减排”、“转变发展

方式”、“改善能源结构”这些词句不再遥远和虚无，我们要做的，就是停止抱怨，从每一个政策、每

一个行动开始，用内生力量，模糊传统与新兴的界线，架起现实通向理想的桥梁。

今天，我们同呼吸，明天，我们要共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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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发布新规
完善风电管理体系建设

日前，国家能源局以“国能新能

﹝ 2012 ﹞ 310 号文件”的形式，下

发了《风电场工程竣工验收管理暂行

办法》和《风电场项目后评价管理暂

行办法》，以规范风电项目建设，保证

风电场工程质量和安全运行。

按照《风电场工程竣工验收管理

暂行办法》，风电场竣工验收应在主体

工程完工、全部机组各专项验收及试运

行验收通过后一年内进行。通过竣工验

收的主要条件是：项目各项建设指标符

合核准 (审批、备案 )文件和审定的可

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设过程符合国

家和行业的基本建设程序；环保、节能、

消防、安全、信息系统建设、并网及其

2
他各项规定的工作已按照国家有关法

规和技术标准完成专项验收；项目的电

气设备已按照设计方案和有关技术标

准完成建设，配套电网送出工程已经建

成，具备满足《风电场接入电力系统技

术规定》要求的检测报告，并与电网公

司签订了并网调度协议和购售电合同；

工程项目批准文件、设计文件、施工

安装文件、竣工图及文件、监理文件、

质监文件及各项技术文件按规定立卷，

并通过档案验收。

《风电场项目后评价管理暂行办

法》则要求，第三方机构在风电场竣

工验收运行后满一年进行。后评价的

主要内容突出强调了项目投资造价分

析和经济效益评价、风电场主要设备

运行及质量情况评价、项目并网运行

和市场消纳情况评价等内容。

国务院印发《能源发展
“十二五”规划》

2013 年 1 月 23 日，国务院办公

厅发布了关于印发《能源发展“十二五”

规划》（简称《规划》）的通知。

《规划》在加强国内资源勘探开发

方面提出安全高效开发煤炭、加快常

规油气勘探开发、大力开发非常规天

然气资源、积极有序发展水电、安全

高效发展核电和加快发展风能等其他

可再生能源的六项目标。其中，《规划》

强调，要坚持集中与分散开发利用并

举，以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利用

为重点，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优化

风电开发布局，有序推进华北、东北

1

和西北等资源丰富地区风电建设，加

快风能资源的分散开发利用。协调配

套电网与风电开发建设，合理布局储

能设施，建立保障风电并网运行的电

力调度体系。积极开展海上风电项目

示范，促进海上风电规模化发展。

另外，《规划》提出要大力发展分

布式能源，并根据资源特性和用能需

求，进一步加快风能、太阳能、小水电、

生物质能、海洋能、地热能等可再生

能源的分布式开发利用。以城市、工

业园区等能源消费中心为重点，完善

相关配套设施，大力推进屋顶光伏等

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应用，尽快

提高分布式供能比重。并且，要鼓励

营造有利于分布式能源发展的体制政

策环境。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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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监会印发
《风电场弃风电量
计算办法（试行）》 

国家电监会近日发布《风电场弃

风电量计算办法（试行）》（简称《办

法》），明确在风电场出力受限时，采

用样板机法计算风电受限电量，风电、

电网企业相互配合做好弃风电量统计

工作。通过《办法》的实施，旨在对

弃风问题的严重性进行量化分析，为

从根本上解决弃风问题提供依据。

风电场弃风电量是指受电网传输

通道或安全运行需要等因素影响，风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
补助目录（第三批）下发 

2013 年 1 月 7 日，根据《财政

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

发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管

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财建﹝2012﹞

102 号）要求，财政部、国家发改委、

国家能源局三部门联合公布了第三批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录。

据了解，本次共有山西、内蒙古、

吉林、黑龙江、上海、浙江、安徽、福建、

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海南、四川、

贵州、云南、甘肃、宁夏和新疆等 19

个省（市、自治区）的可再生能源项目

获得电价附加资金补助，共计 496 个

项目。本次公布的项目量多于第一批的

220个和第二批的 415个。这些可再生

能源项目主要涉及风电、太阳能和生物

质能。从地区来看，内蒙古自治区获得

电场可发而未能发出的电量。该电量

不包括风电场因机组自身设备故障原

因未能发出的电量。

《办法》规定，风电受限电量计算

方法一般采用样板机法，即调度机构

要求风电场限电时，对风电场的“样

板机”不限电，以其发电量作为同类

机组的理论应发电量，减去同类各机

组实际发电量，再汇总得出风电场弃

风受限电量。风电场样板机选取数量

原则上不超过机组数量的 10%。风电

场样板机的确定，原则上按照地理位

置和地势均匀分布。风电场应按照电

力调度机构的要求及时调整样板机的

的补助项目最多，共有 139 个，这一

数目占到总数的 1/4，山东、山西等地

的不少项目也获得补助。

在这些可再生能源项目中，风电

项目获批最多，共计 377 个。大唐、

华电、华能、国电等公司的多个风电

项目皆榜上有名。另外，相比第一、

4

3

设定，以降低风电样板机法计算误差。

关于限电时段的界定，《办法》明

确规定，按照风电样板机法计算风电

受限电量，限电时段以电力调度机构

值班人员下达风电限电指令和解除风

电限电指令时间为准。电力调度机构

和风电场均应准确记录风电限电时间、

原因和出力限值。

此外，《办法》规定，在风电场出

力受限时，风电场样板机原则上不参

与负荷受限调整，始终保持正常发电

状态。或通过风电场限电时段风速数

据计算样板机停机情况下风场理论出

力，进而计算限电电量。

二批目录，太阳能发电项目获批数量

也同样大幅增加。业内认为，当前电

价补贴标准和范围仍无法满足新能源

企业的需求，但目前来看电价补贴仍

是国家扶持可再生能源的首选政策，

未来我国电价补贴标准和范围有望重

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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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国际可再生能源
大会召开

2013 年 1 月 16 日，第五届国际

可再生能源大会（ADIREC）在阿联酋

首都阿布扎比举行，中国国家能源局副

局长刘琦参加会议并致辞。会上，刘琦

对北京第二届国际可再生能源大会以来

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情况进行了介

绍，表示中国将与世界各国加强合作，

共同促进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

1月 15 日，刘琦还参加了国际可

再生能源大会（ADIREC）主会前的

题为“建立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国

5
家政策框架”部长级论坛，介绍了中

国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法律、规划、

主要政策和发展目标等内容。德国、

卡塔尔、沙特的能源部长以及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参加了此次论坛。

国际可再生能源大会已举办四

届，分别是 2004 年的德国波恩国际

可再生能源大会、2005 年的中国北京

国际可再生能源大会（BIREC）、2008

年的美国华盛顿国际可再生能源大会

（WIREC）以及 2010 年的印度新德里

国际可再生能源大会（DIREC）。本次

会议在“阿布扎比可持续发展周”内

举行。

在此期间，阿布扎比还举办了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第三次

全体大会、第六届世界未来能源峰会

（WFES）及第一届国际水资源峰会。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第三次全体大

会推出了可再生能源路线图。根据路

线图，到 2030 年，包括太阳能、风

能等在内的可再生能源在全球能源份

额中的比例将从目前的 16% 提高至

30%。另外，中国代表团在会上宣布，

中国计划于 2013 年正式加入国际可再

生能源机构，通过加大能源利用技术

领域的国家间合作，促进全球可再生

能源市场的建立。

龙源电力风电装机
突破1000万千瓦

2012 年 12 月 28 日，龙源云南

龙潭风电场 37 号风电机组投产发电。

自此，龙源电力风电装机容量迈入

千万千瓦时代。

装机容量 4.95 万千瓦的龙潭项目

平均海拔超过 2500 米，蜿蜒于曲靖

市陆良县坝子东部，属于典型的高海

拔风电场。该项目安装了 33 台适应我

国西南山区气候条件的联合动力风电

机组，理论年上网电量 1.2 亿千瓦时，

年利用小时数接近 2500 小时，远高

于我国平均值。35 千伏配电网和 110

千伏升压站确保风电场无限电之忧。

2007 年，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龙源电力）总经理谢长军

开始布局“上山下海”战略，后被完

会  议

6

善为“上山、下海、进军低风速”战略。

除了突破千万千瓦关口的龙潭风电场，

龙源电力近年在云南连续建成投产了

杨梅山、大理剑川雪邦山等风电项目。

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龙源电力在

云南的风能资源储备超过 300 万千瓦，

投产风电场 19.8 万千瓦，在建项目

33 万千瓦，分别位于昆明、曲靖、大理、

丽江、临沧等县市。

龙源电力海上风电也取得了不错

的成绩，凭借技术优势，其正在积极

布局辽宁、天津、山东、浙江、福建

等沿海地区海上风电项目。如今，在

突破了潮间带风电场的建设难题后，

龙源电力逐步向近海、深海风电进军。

另外，龙源安装在安徽来安的低风速

示范项目的成功，也为国家能源局坚

定推进内陆风电建设提供了依据。

开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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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清洁能源发电
收购情况公布

2013 年 1 月 15 日，国家电监会

公布了 2012 年清洁能源发电收购情

况。据国家电监会监测，2012 年我

国清洁能源发电增长迅速，全年共消

纳清洁能源电量 1.07 万亿千瓦时，同

7
比增长 28.5%，占全部上网电量的

21.4%，比去年同期增长 3.9%。

其中，水电上网电量为 8641 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29.3%；核电 98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6%；风电

100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5.5%；

太阳能发电 3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14.4%。

截至 2012 年 12 月底，全国新

增水电 1551 万千瓦，风电 1285 万千

瓦，太阳能发电 119 万千瓦。全国全

口径发电装机容量达 11.4 亿千瓦，其

中，水电装机 24890 万千瓦，同比增

长 6.8%；核电 1257 万千瓦，同比增

长 0%；风电（并网）6083 万千瓦，

同比增长 31.6%；太阳能发电（并网）

328 万千瓦，同比增长 47.8%。清洁

能源装机规模持续增长。

从国家电监会公布的数据可以看

出，我国清洁能源呈现出良好的可持

续发展态势。在我国整个能源结构中，

清洁能源消费比重逐年提高，这无疑

是我国整个能源结构不断调整、优化

的体现。

2012年蒙东风电发电量
突破百亿千瓦时

截至 2012 年年末，蒙东地区全年

风电累计发电量达 100.52 亿千瓦时，

突破百亿大关。2012 年 12 月，蒙东

风电多项目指标连创历史新高，12 月

5日单日风电发电量达5644万千瓦时，

12月 17日单日风电发电量占地区供电

量比重达 76%，12 月 24 日单日风电

最大发电电力达 295 万千瓦，占单日

最大供电电力的 81.7%。这些指标的

不断刷新标志着蒙东地区风电发展达

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蒙东地区拥有丰富的风能资源，

是国家规划的 8 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

地之一。近年来，在国家能源产业结

构调整政策的有力推动和国家电网公

8

司及自治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蒙东

电力公司多措并举，蒙东地区风电产

业得到快速发展，装机容量从 2009 年

末的 200 万千瓦迅速发展到现在的近

700 万千瓦，年发电量从 30 亿千瓦时

到现在的 100 亿千瓦时，装机和发电

量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50%。

2012 年，蒙东地区的并网风电场

有 70 个，风电装机占地区总装机的比

例超过 30%，超过了世界风电强国西

班牙的 17% 和德国的 21%。蒙东地

区风电累计发电量占地区总发电量的

13.5%，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27%，占

地区销售电量的 41%；风电发展相关

指标稳居全国省级电网前列，达到了

世界先进水平。

发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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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景能源首台110米
风轮直径2.1兆瓦低风速
机组并网发电

2013 年 1 月 27 日，由远景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远景能源）研发

制造的全球首台110米风轮直径的2.1

兆瓦低风速机组在国电龙源的风电场

并网发电。

据称，远景 2.1MW-110 机型采

用了业界首创的智能双模电气传动链

（全功率 / 双馈）技术，充分结合双馈

和直驱技术的优点，可实现低风速下

能量捕获的最大化，有望成为机位受

限的广大低风速区域的新一代主力机

型。该机型有两大核心优势，一个是

10

发电效率的显著提升，这得益于远景

能源智能双模电气传动链（全功率 /

双馈）的设计模式。另一个则是其对

智能性的深刻诠释，除了全面快速的

感知力，其智能性还体现为精准及时

的判断，实现智能信息处理与故障分

类和定位、故障分类和处理以及对设

计约束的突破。另外，远景能源的低

风速智能机组可以根据所处风流的实

时特性，借其智能双模技术实现动态

优化最优切换点和切换模式，有效捕

获到每秒 7米风况下的风能。

此次推出远景 2.1MW-110 机型

是远景能源继推出全球首台 87 米风轮

直径和 93 米风轮直径的 1.5 兆瓦机组

后的又一次创新之举。

金风科技成功举办
第四届供应商大会

2013 年 1月 10日至 12日，新疆

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金风科技）

在江苏大丰举行了第四届供应商大会。

吉鑫风能、中材科技、南车株洲电机、

永济新时速电机、铁姆肯、ABB、西门

子、英飞凌、斯凯孚、艾尔姆、菲尼克斯、

中航惠腾、金力永磁和斯维奇等 88家

国内外知名供应商代表参加了会议。金

风科技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武钢、总裁

王海波、执行副总裁曹志刚以及来自研

发系统和国内营销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出

席了此次供应商大会。 

公司领导层分别从行业政策和发

9

展趋势、公司发展战略和面临的挑战、

与供应商的友好合作展望以及国内风

电行业现状等主题进行了全面充分的

分享和沟通。金风科技董事长兼首席

执行官武钢在致辞中表示：“中国正面

临着增长方式的变革，新能源产业不

仅可以解决替代能源和减轻环境污染，

更是拉动经济、解决就业的主力军。

中国风电制造业走向全球将是一个趋

势。尽管目前面临困难，但是我们的

前景非常广阔。”

会上，金风科技给吉鑫风能、中

材科技、南车株洲电机、永济新时速

电机等 13 家供应商颁发了包括优秀

供应商奖、技术合作奖、优秀质量奖、

商务合作奖和优秀服务奖在内的五大

类奖项。金风科技供应链系统总监许

磊还代表全体供应链系统员工，郑重

宣读了《金风科技阳光采购公约》。

整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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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六鳌风电场完成
规划编制

近日，据福建大唐国际风电开发

有限公司消息，位于福建漳浦的六鳌

海上风电场已完成规划编制。该项目

计划投入 60 亿元，这是该集团继大唐

漳浦六鳌风电场三期风电场项目后又

一大的投资。据悉，着手计划建设的

六鳌海上风电场，将是我国东南沿海

首个海上风电场。

完成投资 3000 多万元，完成 30 万千

瓦试验风场可研材料，并报国家能源

局待批。

到目前为止，五大发电集团均已

涉足海上风电开发。其中，国电集团

下属的龙源电力在江苏如东的 15 万千

瓦海上示范风电场项目已于 2012 年

11 月宣布竣工投产，这也是我国目前

在建规模最大的海上风电场。另外，

华能新能源在江苏投资 60 亿元的 30

万千瓦海上风电示范项目也在建设中。

由于台湾海峡特殊地理环境形

成的狭管效应，福建沿海成为我国风

能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六鳌海上

风电场项目位于六鳌半岛东南部大澳

湾近海海域，该风电场已列入福建省

海上风电场工程规划。整个项目场址

分为 4 块区域，规划建设规模为 100

万千瓦 -150 万千瓦，项目投资额为

200 亿元 -300 亿元，预计年产值将

达到 30 亿元 -50 亿元，每年可纳税 1

亿元 -3 亿元。目前大唐海上风电场已

11

零部件

赛米控推出最新
可再生能源功率组件

近日，赛米控在中国推出专门针

对风电变流器应用的产品及解决方案，

包 括 SEMISTACK_RE，SKiiPRACK® 

和 SKiN® 技术。在 2012 北京国际风

能大会暨展览会上（CWP2012），赛

米控的这几大产品和技术受到风电领

域的欢迎和关注。

SEMISTACK_RE是一款用于可再

生能源水冷式三相变流器的功率组件。

其带有 B6CI 两象限或 2 x B6CI 四象

限配置，采用书架型外壳的机械设计。

其最多可并联 4 台 SEMISTACK_RE

功率组件，以支持 6兆伏安的应用。

SKiiPRACK® 是一个模块化的大

功率逆变器平台 , 可应用于 150千伏安

到 3兆伏安功率范围，采用并联SKiiP®

智能功率模块 (IPM) 四象限配置 , 并实

现逆变器并排连接。每个 SKiiPRACK®

单元都可装入标准尺寸的机柜中 , 非常

适合应用于风电行业。

SKiN® 技术则是一种新的功率半

导体封装技术，它采用柔性箔代替绑

定线，并结合烧结技术，取代了绑定

线、焊接和导热涂层。这样逆变器的

功率密度可以提高一倍，从而使逆变

12

器体积减少 35%，系统可靠性更高。

未来，SKiN® 技术的重点应用领域将

是风电中的紧凑型系统和采用水冷的

电动汽车。采用 SKiN® 技术的逆变器

结构紧凑、轻巧，可较大程度地提升

客户竞争力。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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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风电塔筒
征双反税

2013 年 1 月 18 日，美国国际贸

易委员会（ITC）作出终裁，认定从中

国和越南进口的应用级风电塔筒实质

性损害或威胁了美国产业，将对此类

产品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

据悉，当天 ITC 的 6 名委员中，

有 2人认为从中国和越南进口的应用

级风电塔筒实质性损害了美国产业，1

人认为有实质性威胁，3人认为既没有

实质性损害也没有实质性威胁。最终，

该委员会仍然以 3：3的选票结果通过

了终裁。 

由于 2012 年 12 月美国商务部已

裁定最终的“双反”税率，按照美方

程序，美国商务部现在可以要求海关

对此类产品开征“双反”税。根据此

前裁定，美方将向中国上述产品征收

44.99％至 70.63％的反倾销税，反补

贴税率为 21.86%至 34.81%。 

不过，业内认为，此次裁决对国

内企业影响较小。统计显示，中国是

美国第二大应用级风电塔筒进口来源

地，加拿大居首位。美国 2011 年从中

国进口上述产品金额为 2.22 亿美元，

同期美国从中国进口总额 3244.9 亿美

13

法国2020年海上风电
装机容量目标为
600万千瓦

2013 年 1 月 21 日，法国政府正

在考虑推出第三次海上风电招标的容

量。法国总理让 - 马克·艾罗 21 日

表示该国正力图扮演海上风电领域的

领导者角色。据消息人士透露，去年

14

9 月的第三次招标将在今年所谓的能

源过渡辩论后启动。

在出访法国圣纳泽尔市时，艾罗

总理表示，他们正在考虑第三次招标

的事情，圣纳泽尔市是法国西部一个

专注于绿色经济增长的城市。1 月份

的早些时候，法国政府推动了第二次

招标，将建 100 万千瓦的海上风电，

这相当于一个平均规模的核反应堆。

贸 易

国 际

元，占比并不高。业内某风电设备制

造企业之前也发声明表示，中国风电

产品在美国的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并

非由于政府补贴，而是依靠技术、成本、

质量及服务等。 

中国商务部此前多次表态，希望

美国政府恪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承诺，

共同维护自由、开放、公正的国际贸

易环境，以更加理性的方法妥善处理

贸易摩擦。此次美方贸易救济措施涉

及的中国企业包括华锐风电、中船澄

西船舶修造有限公司、天顺风能公司、

重山风力设备公司以及国电联合动力

技术（保定）有限公司等。 

法国已经设定了 600 万千瓦的海

上风电发展目标以作为其长远目标的

一部分，该目标确定，到 2020 年可再

生能源将覆盖该国 23% 的能源消费。

但是，行业内专家认为法国将不能完

成目标，因为法国启动招标需要太长

的时间。

风电游说团体 FEE 的组织者尼古

拉斯·沃尔夫表示：“法国第二次海上

招标的装机从 2021 年开始才能投入运

营。现在法国政府急需启动招标以弥

补错过的时机，并给这个领域一些可

见性。”他同时认为现在最难的就是找

到合适的场址。

 2012 年，法国第一轮招标已经

启动，容量为 200 万千瓦，法国国有

机构 EDF 和阿尔斯通成为三大赢家之

一，西班牙的 Iberdrola 和法国核反应

堆制造商阿海珐公司并列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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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美国风电
占全美电力供应6%

根据彭博社旗下的新能源财经

咨 询 公 司 (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 最新报告显示，由于美国国

内之前担心的一项给予风电项目减税

优惠的政策（PTC）计划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到期，美国风能项目开发

商在 2012 年 12 月尽其所能地兴建项

谷歌2亿美元投资
风电项目

据外媒 VentureBeat 报道，谷歌

（Google）将出资 2亿美元从法国电力

公司手中购买其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

Spinning Spur 风电场项目的部分股份。

据谷歌方面透露，此次购买的风

电项目中的 70 台风电机组均安装在德

2012年日本新增风电
9.2万千瓦

2013 年 1 月 8 日，日本风力发电

协会网站公布了日本 2012 年度的风电

装机容量统计数据。数据显示，2012

年度日本新增风电设备装机容量预计

为 9.2 万千瓦，同比增长 8%。这是日

本风电装机容量时隔 3 年后再次实现

同比增长。

自 2012 年 7 月日本实施《再生

能源法案》以来，国内掀起太阳能发电、

风力发电、地热发电等再生能源发电

克萨斯州 Panhandle 狭长地带的多风

区域。该风电场已于 2012 年年底开始

发电，总装机容量 16.1 万千瓦，可以

满足周围 6万户家庭的用电需求。

Spinning Spur 风电场项目是谷

歌自 2010 年以来投资的第 10 个绿

色能源项目，投资金额位列第二，仅

次于早前谷歌对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

SolarCity 2.8 亿美元的投资。可以说，

事业高潮，各大企业争相拓展相关投

资和业务。

因建设周期较长，日本风力发电

新增装机量与太阳能发电相比尚有较

大的差距。2012 年，日本新增太阳能

发电装机量约为 200 万千瓦，是风力

发电的 20 倍以上。同时，与实施风力

发电补助金政策（国家补贴初期投资

的 1/3）时的 2010 年相比，2012 年

度的风力发电新增装机量仅为当时的

3成左右。

数据显示，截至 2012 年年底，

日本风电累计装机容量约为 264.9

15

16

17

目。数据显示，2012 年美国风电装

机容量为 1320 万千瓦，其中有 550

万千瓦在 12 月完成。12 月也因此成

为史上装机容量最多的一个月份。目

前，全美风电累计装机容量高达 6000

万千瓦，风电占全美电力供应的 6%。

新能源财经咨询公司的分析师艾

米 - 格蕾丝 (Amy Grace) 表示，减

税政策是去年大规模建设风电项目的

主要动因。目前，PTC 政策已经延长

谷歌最近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极其活跃。

就在购买德克萨斯州Spinning Spur 风

电场项目后不久，谷歌又捐赠了 265

万美元用于支持能源基金会，该基金

会致力于提高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

发展，尤其是改进之后的电网体系。

至此，谷歌在清洁能源方面投资额已

经超过了 10 亿美元，显然走在了能源

投资的前列。

万千瓦。其中，维斯塔斯、GE 风能、

三菱重工分别占据风电整机设备商装

机容量榜的前三位，分别为 61.5 万千

瓦、47.8 万千瓦和 32.5 万千。除了日

本其他本土企业日本制钢所、富士重

工外，欧洲风电企业 Enercon、西门子、

REpower、歌美飒和 Lagerwey( 荷兰 )

过去一年在日本市场均有不俗的业绩。

从日本各都道府县风电装机容量

排名来看，装机容量最多的是青森县，

超过了 32 万千瓦，其次是北海道县

和鹿儿岛县，分别为 29 万千瓦和 22

万千瓦左右。

了一年，以惠及在 2013 年年初才开

始动工的项目，而此前，PTC 政策仅

限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动工的项

目。PTC 政策的不确定性意味着，在

2013 年，开发商和投资商不会将项目

积压到次年完成。

另外，美国风电项目估值由

2012 年上半年的 96 亿美元减少到下

半年的 43 亿美元，这对不少风电机

组零部件商产生了负面影响。

国 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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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达坂城某风电场就矗立

着这样一群“耄耋老机”。36 台破

旧斑驳的风电机组缓缓转动，还有

一台已经躺在维修厂的手术台上，

4、5 个工人忙得汗流浃背，试图延续这个垂危病人的工

作周期。

工人们知道，他们的抢救费力不讨好，即使能够起

死回生，但谁也说不准它还能工作多长时间？况且，老机

组随时面临着二次、三次抢救，也许风电场耗费的人力、

物力比所发电量还多，这还不包括机组倒塌、起火等重大

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这批机组安装于达坂城风电场一期项目中，是 1991
年从丹麦、荷兰进口的，当时承担了中国试水风电产业的

重任。之所以选择新疆，是因为其“三山夹两盆”的有利

地形。

当时的机组功率只有 300 千瓦，还不到现在主流

2000 千瓦机组的 1/5，随着后续引进的 4 台 450 千瓦机组，

总装机容量约 1 万千瓦的达坂城风电场一期项目拉开了中

风电机组服役期满
更新陷困局
文│陆宇

国风电产业的序幕。试验成功后，1995 年中国风电累

计装机容量增长了 4 倍，达到了近 4 万千瓦。按照风

电机组寿命 20 年计算，在今后不到 3 年的时间里，这

4 万千瓦风电机组将陆续面临以旧换新的局面。

　　

事实上，风电场业主乐于

看到这个局面。用一台额定功率

1500 千瓦的新机组置换 5 台 300
千瓦的老机组，不仅在技术上没

有任何障碍，而且，置换之后的风电场将会赚钱更多。

“这相当于提高了40%的发电量和收入。在达坂城，

老机组的年利用小时数只有 2800 小时，新机组则可达

到 3500 小时以上，再加上节省下来的维修费用，就能

多赚一半。” 该达坂城风电场厂长告诉《中国能源报》

记者 ：“如果利用 5 台风电机组节省下来的占地，还能

再多装 3、4 台新机组。”厂长当时说这番话时，似乎

要拿出计算器来算算。

“除了经济上的收益，风电机组的以新换旧也能避

老人退休，青年接班，一代新人换旧人。这本是自然规律安排好了的，

然而，行将报废的风电机组却面临这样的问题 ：20 年质保期，是光荣退休

还是超期服役？

2013 年 1 月 26 日，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梁志鹏在

“2013 年风能新春茶话会”上透露，国家能源局开始关注风电机组的以大代

小、以旧换新政策。

4万千瓦机组
将到期

以新换旧的
经济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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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倒塌、起火等无法预料的重大伤亡事故。” 该厂长补充道。

以新换旧的好处显而易见，达坂城风电场已将想法

上报到新疆公司及北京总部。然而，由于一系列条条框框

的政策限制，本应是最简单的更新换代却举步维艰。目前

工人们能做的只是抢救老机组。

当风电场业主付诸行动时马

上发现，为几台老旧风电机组不得

不走一次类似长征般漫长的繁杂手

续。新疆发改委需要重新论证、立

项、备案 ；电监会需要重新核发业务许可证 ；电网公司需

要重新计算结算电量，甚至还要牵涉到国家能源局。

据悉，该公司每年都会有结束寿命期的风电机组。

这意味着，他们每年都得跑一遍手续。然而，即使开发商

愿意付出时间，这也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没有一

个部门愿意为几台风电机组增加工作量，况且，各部门之

间又由谁来协调？”该公司新疆总经理向记者诉苦。

“我们已经为风电机组的以旧换新跑了一年多，结果

成效甚微。”

事实上，以大代小最难以逾越的障碍是电价。一涉

及到钱，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

按照利润最大化和效率原则，一台 300 千瓦老机组

腾出的位置应由一台 1500千瓦或更大功率的新机组替换。

这意味着风电场将会增容，报批等繁杂手续暂且不提，重

要的是，多发电量的电价怎么结算、谁来支付？

这种现象的产生，与中国特有的审批制度和相关风

电政策有关。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改造项目因政策的限

制而搁浅。

达阪城风电场是中国早期的试验性项目，上网电量

及电价由“老政策”单独核定，新疆自治区全额支付。之

后，为推动风电快速发展，又经历了特许权招标电价阶段。

当风电建设在全国大范围铺开后，国家发改委按区域设立

了四类风电上网电价，并规定一部分电费由电网公司结算，

剩下的由可再生能源基金统一补贴。

“风电场增容后，所发电量必然会成倍增长，多发的

电量是按老政策还是新政策支付？如按老政策，新疆电力

公司需要多补贴，如按新政策则需要中央的可再生能源基

金来补贴。”该公司新疆总经理一脸愁容 ：“现在是地方希

望中央掏，中央希望地方掏。这个关系不是我一个小小的

风电场业主可以协调的。即使地方和中央可以协调，一定

发电量之内地方补贴，超出部分中央补贴，就会产生一台

机组两个电价的现象。” 

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这又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否

则，每年都会有风电场被废弃，并

且被废弃的风电场会越来越多，不

仅文中的风电场会碰到这个难题，其他风电后来者都会

陆续碰到。

据了解，该公司把遇到的困难与发改委、能源局、

电监会及电网公司进行了沟通。新疆发改委最初给出的解

决方案是“先往前一步一步做，探索探索。”、“遇到什么

问题，我们再沟通。”在公司负责人锲而不舍地沟通下，

新疆发改委曾提出过一个参考方案 ：“先一台一台地改，

一台一台地备案，当达到一定量后，再考虑统一报批。”

而对于核心的电价问题并未提及。

当地电网公司和电监会对此也没有给出答复，并且

国家能源局也未制定出相关政策。

上述总经理告诉记者说 ：“大家都是第一次遇到这个

问题，谁也不清楚应该怎么操作。或许，政府部门并不想

因一个公司而突破既有的政策框框。”

目前，该公司风电机组的以大代小，只能在可以控

制的范围内，近乎“自娱自乐”地尝试。 （本文转自《中

国能源报》）

更新换代的
困局

模糊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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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目前整机商的产业链有所延伸，

开始自己制造关键零部件，其中自产叶片最普

遍。这毫无疑问会挤占独立叶片厂的市场空间，

关于这一点您怎么看？

乔光辉：整机商的产业链延伸必然会对独

立叶片厂有所冲击，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整

机厂商不去做也会有其他的叶片企业去做，这

块需求总会有人填补的。当然，整机厂做了后

性质可能不太一样了，他们毫无疑问会首先选

择自己的产品。也就是说，独立叶片厂商的产

品性能再好，成本再优化，也不见得有条件进

入他们的市场。这是因为整机商自己做叶片就

会有固定资产和研发的投入，这些投入是需要

回报的。如果只是独立叶片厂争夺这块市场的

话，有能力的企业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开发

出整机商需要的产品，不仅性能满足要求，成

本也比较优化，从而占领这块市场。开发商造

整机以及整机商造零部件并不是一个正常现

象，与体制有一定的关系。目前管理部门也认

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我国制造业有这样的特点，

一是资源总想自己尽可能多地去利用，再一个

是总想追求规模大而全。这是根深蒂固的传统

观念，转变起来比较难。

《风能》：与整机商自产叶片相比，独立叶

片厂商有哪些优势，又有哪些劣势？

乔光辉：整机商自产叶片后，市场竞争会

更加激烈，留给独立叶片厂商的空间越来越小。

这使得独立叶片厂处于这种竞争环境中没有退

路，必须提高自己的科研及生产能力。但这种

提升在与整机商自产叶片竞争时会不会起到决

定性的作用很难说。叶片开发工作越发需要与

整机厂在研发阶段就进行紧密配合，但由于整

机厂拥有最早、最全的信息，内部叶片厂毫无

疑问具有先天的优势。这与外部配套厂家的信

息获取渠道不同，对独立叶片厂也是不利的。

怎样与整机商进行预期的沟通是独立叶片厂所

面临的问题。当然，这也取决于双方的合作基

础，曾经成功合作或是长期的战略伙伴，就必

须要有这样的信息沟通。

《风能》：请谈谈独立叶片厂商未来的生存

和发展空间。

乔光辉：独立叶片厂商总会有自己的市场

份额和空间。整机商自产叶片情况的出现，是

由于一些整机厂商希望获得产业链延伸所带来

的优势和利润，却没看到整个行业产业链已趋

于成熟。实际上，整机商在对叶片产品进行投

入的时候，也要掂量掂量是否值得，是否所有

叶片品种都自己投入。恐怕还是会出现自己做

不如出去买的现象，因为投入是一样大的，而

这些投入由于内部市场较小并不能够有效消

化。像中复连众这样的企业，有能力在比较短

的时间内开发出整机商需求的产品，从生产管

乔光辉：产业成熟更需分工合作
本刊记者		赵靓	薛辰

“生存保卫战”和“强身健体”是中复连众 2011 年提出的奋斗口号，可见这家企业的生存

环境并不怎么好。时至两年后，这家企业的近况如何？独立叶片厂商又应该拥有怎样的生

存与发展路径？在与中复连众总经理乔光辉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管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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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质量管理的角度，还能够把成本降低。因此，

从综合成本考虑，购买叶片并不一定比整机商

自己生产的成本高。反过来说，独立叶片厂面

对的客户群更大，有可能因规模效应而降低成

本。这就是独立叶片厂的一个机会和市场发展

空间。国外整机厂做叶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整

个行业的叶片公司极少，产品价格高，供货难

以保证。在目前的中国市场，整机厂完全没有

必要自己做叶片。我认为，在经过一段时间后，

风电产业发展或许还将回到分工合作上来。虽

然不能排除一些厂商会有自己的配套，但主流

市场趋势还应该是这样的。

《风能》：中复连众将 2011 年定为大打“生

存保卫战”和进行“强身健体”的一年，那么

2011 年和 2012 年中复连众的经营情况是否达

到了预期？

乔光辉：2006 年到 2010 年是中国风电

发展最快的一段时期，这给部件制造商提供了

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从 2011 年开始，市场

需求减少，竞争更加激烈，所以我们制定了这

样一个策略，就是要强身健体，获得适应市

场的能力。2010 年是中复连众销售额较大的

一年。2011 年比 2010 年的销售额有所下降。

而 2012 年与 2011 年相比，中复连众的销售

额又略有增长。但总体看来，2012 年的销售

额还达不到 2010 年的水平。在这种市场环境

下，2012 年的增长还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在

与同行们交流的时候，许多人认为 2012 年的

总量与 2011 年相比并没有很大的增长，而中

复连众的销售量有提升，是与新市场开拓有很

大关系的。

《风能》：您刚才提到中复连众在 2012 年

的营业额增长与新市场开拓有关，请具体谈谈

贵公司是怎样进行新市场开拓的？

乔光辉：需求来自于市场，不是自己拍脑

袋想出来的。在特定的环境下，市场总量没有

增长，甚至在萎缩，那么就要找一些能够拥有

一席之地的市场，就是新兴市场。标准型号产

品的产能已经饱和，而一些新涌现出来的市场

还没有哪个企业在里面具备绝对优势，可以完

全占领这块市场。

例如，中复连众就是根据市场发展的特点，

对低风速风电的开发需要加长叶片等需求，来

做一些新产品开发。为此中复连众推出了用于

1.5 兆瓦低风速机型的叶片，长度为 43.5 米，

风轮直径达到 89 米。另外，用于 1.5 兆瓦低

风速机型的风轮直径为 93 米的叶片，以及用

于 2 兆瓦机组的加长叶片等产品都正在研发或

已经批量生产。这些产品是为了满足市场不断

变化而涌现出的一些新需求。毫无疑问，我们

首先要找到需求，然后要有能力去满足这些需

求，才能最终占领这块市场。例如在研制风轮

直径 93 米的 1.5 兆瓦叶片之初，中复连众就

已经确定了几个目标客户。

男，44 岁，硕士，教授级高工，现任连云港中复连

众集团总经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江苏省科技

企业家、产业教授、青年科技创业带头人 , 获得第

四届江苏省创新创业人才奖。

受访者 ：乔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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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短缺、弃风限电、不良竞争这类话题，让看似轻松的新春茶话会

多了一份严肃和沉重。好在业界都在积极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这也

让本次茶话会有了些许不同。

本刊记者		赵靓	薛辰	白亚茹

吹破藩篱话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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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新春饮茶话风电”之时。1 月 26
日，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主办

的“2013 年中国风能新春茶话会”在北京举行。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新春茶话会多了份沉

重，资金短缺、弃风限电成为不能不说的话题；

与往年相同的是，2012 年全国新增风电装机

初步统计数据依旧成为会议的热点。

尽管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

秘书长秦海岩强调，这些数据只是初步统计的，

待全部核实后再正式对外发布。可业内人士和

媒体记者，还是第一时间通过短信、微博等方

式向外播报，成为会议的一景。

据初步数据统计，2012 年我国新增风电

装机容量 1404.9 万千瓦，比 2011 年的 1763
万千瓦下降了 358 万千瓦。在业内专家看来，

增速放缓是可以接受的事实，但装机容量下的

价格恶性竞争、弃风限电则是业内最为忧心的

问题。

“如果这些问题愈演愈烈，将成为风电梦

想者的梦魇。”一位风电企业老总向记者描述

自己的隐忧。

与业内众人皆知的行业发展问题相比，制

造商装机排名变化则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有的制造商拼的就是装机容量，有的制造商则

看淡装机规模，更看重自己对行业特有的影响

价值。但无论哪一方，所关心的都与风电行业

的发展质量问题有关。

资金短缺可能导致市场低迷

对于资本密集型的风电行业来说，现金流

就是它的血液。如果在它需要输血时得不到及

时供给，其自身的造血功能也会大打折扣。这

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有业内人士担忧目前的行

业“缺钱困境”或将导致风电市场整体低迷。2013年中国风能新春茶话
会会议现场。



Cover Article | 封面

2013年第02期  23  

也正因如此，资金短缺是此次茶话会上出现频

率较多的词汇。

那么，目前行业究竟缺钱缺到何种程度？

会上，中国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定

金感慨 ：“希望今年我们的现金流至少别再为

负，哪怕为零也是我们非常期望的！” 
按照通常理解，中国复合材料集团有限

公司不应缺钱，而该企业旗下的叶片公司显然

遇到了现金流困境。茶话会的宽松氛围使得张

定金倒出更多苦水 ：“我们的应收账款数量太

大，而且我们还处在产业链上最倒霉的一个位

置。”他解释说，“政府欠了开发商的钱，开发

商不给整机商的欠款，整机商就拖延应付叶片

商的欠款。在这种情形下，中复连众生产的叶

片依旧采用比较好的原材料，而好的原材料是

不能欠钱的。因此我们不得不使用银行贷款来

支付原材料厂商货款。制造商欠我们的零部件

款还要不回来，可我们还不能欠原材料供应商

的货款。”

零部件商现金流不畅，整机商的情况也不

好，尤其对市场具有风向价值以及在国内市场

占据重要地位的整机商，其资金短缺的情况似

乎更为糟糕，而这种现状显然与开发商没有把

应付资金付给整机商有关。可是，开发商也有

委屈，抱怨国家电网公司拖欠其风电电价附加

补助资金。看似是国家电网公司引发了如此恶

性循环的三角债，但政府财政并没有把风电电

价附加补助资金拨付给电网公司，电网公司拿

什么拨付给开发商？

显然是风电电价附加补助资金拨付机制导

致了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的低下。

早在去年 11 月份召开的北京国际风能大

会上，多家企业老总对这一机制的效率低下吐

槽，但并没有把行业资金短缺完全归咎于补助

资金的迟缓。如今利好是，开发商终于在这个

春天看到了希望。

“现在，首先考虑的是完善资金拨付机制。”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梁志

鹏在茶话会上强调 ：“今后，这类资金补助由

财政部按季度预先拨付，做到补贴电价和标杆

电价一起结算，以保障这类资金的及时供给。”

这对于改善整个风电行业现金流状况极

具现实性和前瞻性。其实，财政部已于 2012
年 12 月 12 日向有关省（区、市）财政厅预

拨付 2012 年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

将资金专项用于已经公布的三批可再生能源发

电项目。

但是，从行业资金短缺的现状看，可再生

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只是救济，也不能指望

它可以填补巨大的资金缺口。目前有些电力集

团遭遇了严重的亏损，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控

制负债率，他们在投资风电上显得格外谨慎，

甚至压缩了风电投资规模。实际上，即便电力

集团下属的风电公司有钱投入，也会受到集团

公司的严控。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

员会副理事长施鹏飞称 ：“风电资金短缺与电

力财务状况有直接的关联。”

所以，解决风电资金短缺问题也可借助圈

外的办法，但预防风电市场低迷却需要风电业

界自己发力。

改善发展质量须相关方共同发力

历经爆发式发展，我国风电行业进入市场

调整期，如何提升行业发展质量成为业内不得

不面对的问题。此次会上，多位发言者谈到“设

备质量”的问题，并将其延伸到行业发展的层

面，呼吁相关方从解决“三角式”欠款以及改

进各自与发展质量相关的问题开始。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
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施鹏飞
（左）与中国农机工业协会
风能设备分会秘书长祁和生
（右）做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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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行业相互欠款的问题，中国资源综合

利用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主任李俊峰是

从“现在存在的一个问题”谈起的。他所说的

问题，就是开发商在进行风电设备招标时都会

向制造商提出质保金的问题。也就是说，开发

商会从应付制造商的货款中扣留一部分资金作

为“质量押金”，如果制造商提供的设备不能

满足合同的要求，这部分款项就到不了制造商

的手中。

这种交易方式，一方面能够保护开发商的

利益，另一方面也可以督促制造商向市场提供

符合质量要求的设备。但在设备价格竞争加剧、

制造商利润越来越低的市场情形下，每笔“质

量押金”都会对制造商的现金流造成负面影响；

更糟糕的情况可能是，对有些制造商来说，销

售量大风险越大，那些质保金很可能就是压垮

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值得关注的是，类似质保金问题存在于产

业链条上的所有环节。也正因为这样，李俊峰

呼吁较大规模的开发商、制造商应带头解决产

业链上的资金拖欠问题。此外，他还建议“应

该通过规范市场、利用金融及保险参与的办法，

而不是企业之间的质保金拖欠这种质量交互方

式解决质量问题。”

在谈到拖欠资金的问题时，龙源电力集团

总经理谢长军说 ：“元旦前，老总们都来找我，

我知道大家想干嘛，就是要钱。”谢长军和蔼

中透出直率 ：“钱会给的，但前提是得把设备

质量问题解决好了。做生意要规矩，龙源不欠

别人的钱。欠钱有两个原因，一是设备质保期

没到，我不会给钱 ；二是在合同执行当中没有

达到合同的要求，我也不会给钱。”

龙源电力是国内风电开发历史最长、规模

最大、风电场运行数据最为丰富的开发商，也

正因如此，谢长军的话更有分量，也最受与会

者的关注。

“我国风电场风电机组平均利用小时数也

就 1900 小时，但在目前的资源条件下，平均

小时数应该在 2300 小时。那么，那 400 小时

哪去了？”谢长军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风电

建设整体质量不高，吃掉了 200 小时，电网限

电吃掉了 200 至 300 小时。”所以，谢长军强调，

“我们从规划、建设开始就要想办法提高项目

质量。”

在谢长军看来，“最关键的是要进一步提

高风电整机制造水平。”他说，“龙源风电场安

装了大量的机组，可这些机组的发电效能差别

实在太大。整机商花同等的价钱买来的技术，

生产出来的机组在同一个风电场的发电量却相

差 10%。”可以说，这是整机制造商之间的质

量差距。

谢长军提出的整机制造质量问题，也得到

了整机商的积极呼应。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总裁王海波在发言中，从“不欠款”的角

参会代表在茶话会会场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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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表达了对提升风电行业发展质量的支持。他

说 ：“目前，金风科技应付供应商账款的付款

率是 90%。做到没有欠款，就得多付银行利息。

因为收支不平衡，金风科技要多付银行利息 2
亿多元人民币。”

王海波认为，“欠款就是欠质量，”伤害的

是行业价值链的核心价值。

联合动力副总经理孙黎翔表示 ：“在这个

行业里，我们已经意识到搞好设备质量是必须

要做的事情。”明阳风电集团有限公司总裁赵

学勇谈到 ：“在 2013 年，明阳要把提高产品质

量作为一个重点战略来落实。” 华锐风电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陈党慧也表达了类似的

观点 ：“希望通过业内协作，进一步把质量工

作做好，尽快走出发展困境。”

会上也有专家表示，将风电场发电效率

低下，以及机组倒塌等事故的责任完全归结于

整机制造商的产品质量问题，这不公平，也不

客观，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从风电产业价

值链的运行角度看，风电质量方面的事情和每

一个实质性参与者都有关。在现行的风电电力

体制、机制下，由于开发商都有各自的利益诉

求，其中权利、人情、利益传递都可能会成为

其购买机组以及选择其他风电服务项目的重要

因素，这也是为什么有些运行质量不好的机组

能够进入装机市场，而更好运行质量的机组销

量不能令人满意的原因。

“如果有更多的开发商能坚持开发效益第

一原则，选择有更好运行数据的机组，无疑会

进一步提升我国风电行业的发展质量。”施鹏

飞说。在目前的电力体制下，落实简单的商业

原则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解决弃风限电和不良竞争是当务之急

在此次茶话会上，有专家将弃风限电、不

良竞争视为制约行业发展的两大难题。与会专

家畅所欲言，旨在找到打开这两道难题的钥匙。

2011 年我国风电限电量约为 120 亿千

瓦时，因弃风限电造成的经济损失约 60 亿元

人民币，这是与会者都知道的数据。2012 年

我国风电限电更加严重，据初步统计，风电

限电量达到了 200 亿千瓦时左右，因弃风限

电造成的经济损失约 100 亿元人民币。那么，

2013 年会有好的改观吗？施鹏飞认为“可能

不会乐观”。 
施鹏飞习惯用数据说话。他提到，截至

2011 年年底，我国风电有 1700 万千瓦的装机

量没有并网或投入运营，这超过了 2011 年的

新增装机容量。这 1700 万千瓦装机量在 2012
年有多少上了网，还有多少被闲置，恐怕不

是个令人乐观的数据。问题是，2012 年 1400
万千瓦的新增装机容量中还有一些排队等候上

网和投入运营的机组。“这意味着在这些地区

弃风限电的数量很可能是上升的趋势。”可以

说，弃风限电仍是一个短期内难以改变的现实。

正是因为难以改变，弃风限电才成为此次

茶话会热议的话题。

“弃风限电并不是无法解决。”谢长军归纳

了三个办法 ：“首先电网方面须提高对新能源

的认识，这是解决电网弃风限电问题的关键前

提 ；其次是技术问题，目前已规划建设的 2 至

3 个 50 万千伏的变电站，可与华北电网连网将

风电送至北京消纳 ；第三是经济问题，也就是

要协调好火电与风电抢通道的利益问题。”

谢长军还将这三个办法数字化了 ：“全国

平均弃风限电在 15% 左右。通过提高认识可

解决 5% 的限电问题，通过提高技术可解决 5%
的限电问题，通过协调利益可解决 5% 的限电

问题。”这似乎显得有些理想化，如何将这些

想法具化为现实还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难题。

在会上，梁志鹏谈到了东北、西北、内

蒙古以及河北的张家口、承德等地区的风电送

出通道不足的问题。他表示，“2013 年，我

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加大这些地区的风电送出容

量。”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这些地区的风电

送出困局。

也有专家在会上呼吁大力解决弃风限电的

问题，绝不能让其成为制约风电发展的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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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鹏飞看来，“呼之欲出的配额制或许可以

破解此道难题。”

2012 年 12 月 28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了

关于征求《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管理办法》意

见的通知，开始征求各方意见。配额制的法律

依据是《可再生能源法》，“管理办法”要求，

对各省（区、市）行政区域全社会电力消费量

规定最低的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比重指

标，明确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各省级电

网企业以及发电企业是配额承担主体。“具有

法律依据的配额制还是值得期待。”施鹏飞说。

除了解决弃风限电，另一当务之急就是解

决不良竞争。与弃风限电相比，不良竞争更像

是产业链的内部问题。在某与会者看来，“说

不良竞争是行业自己给自己面子，也许说无序

竞争甚至恶性竞争更能接近事情的本质。”

从现象看，人们将风电行业不良竞争的产

生原因归咎于整机商，换句话说，是整机商的

产能过剩导致了行业的不良竞争。整机商在风

能资源丰富地区建厂受到了当地政府的欢迎，

政府要求开发商使用自己地盘上出产的机组产

品，这让开发商很不高兴。

在会上，谢长军直言他“坚决反对地方保

护主义，包括行业保护主义。”他以幽默的话

语讲述了应对地方保护主义的案例 ：

在东北某省，当地领导提出开发商在当

地建设风电场必须用当地生产的机组。谢长军

则提出在龙源 20 万千瓦的装机量中，选用 10
万千瓦的当地机组，另外 10 万千瓦由龙源自

己选择。后来，当地政府同意了这项提议。可

谢长军先建设了自选机组的 10 万千瓦风电场，

另外的 10 万千瓦的风电场“扔在那里了”。

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谢长军在会上呼吁整

机商要适当控制一下到处建厂的做法，他甚至

用“一些企业到处建厂，建完厂我们倒霉，在

哪建厂我们就得用哪产的整机设备”这样的话

表达自己的感受。

但是，也有在场的整机商代表对谢长军的

意见不以为然。这位不愿具名的代表告诉记者，

企业在哪建厂是由其战略、商业模式决定的，

至于能否适应后来的市场变化那是另一个层面

的问题。这位代表也坦言：“想通吃产业链是中

国企业的习惯，这在新兴风电产业表现尤为明

显。开发商到处圈占风能资源，而制造商去虎

口夺食建风电场，更糟糕是开发商也要建立自

己控股的整机厂，有的干脆直接收购一家制造

商，耐人寻味的是，大家都说自己是市场行为。”

这简单的几句话似乎点到了行业不良竞

争的“死穴”。不良竞争源于市场，解决不良

竞争也必须用符合市场规律的办法。那么，建

立透明的市场规则就成为必须要做的事情。王

海波建议风电设备运行数据透明化，“机组采

购交易简单、透明了，企业间的恶性竞争就会

减少。”

王海波的建议得到了一些与会者的认同。

目前，风电场之间还在相互封锁运行数据，使

得本应成为全社会和全行业共享的已建项目数

据资源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国家能源局新能

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史立山在会上表示 ：

“行业需要建立一种设备评定规则和管理机制，

让行业自律落到实处。”

从公信力的角度看，通过引入第三方监管

服务平台的方式，更有助于实现政府制定政策、

政策营造市场、市场拉动发展，良性竞争提升

发展质量的道路。王海波谈到的海外经验或许

能提供一种有益的启示。他说 ：“在美国，机

组没有设计认证，银行不会融资 ；没有型式认

证，保险公司不会给予保险 ；没有银行派出的

第三方监理，银行也不会给予贷款。”

好在，完善和建立透明的市场规则以及具

有公信力的数据发布平台，已成为行业会议的

持续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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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虽然政策、

管理、机遇和经济效益

都很重要，但是风电作

为一项技术性很强的产业，根本还是风电科

技的发展，这才是出路。我国风电零部件设计、

整机设计，包括电机并网调节等，都需要进

行深入工作。这样才能把我们的技术水平和

质量提高，真正保证我们风电发展。我国风

电界确实有这样的传统，即好像什么问题都

解决了。因此，科技部关于风电研究的经费

也越来越少。我们能否团结一致，解决科技

问题。

产业高速发

展期来不及做的

事现在可以弥补

一下，如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提升创

新和运维服务能力，稳步走向国际化。

我们也须看到，电力市场、输配电系统

等下游的压力已迅速传递到整个产业

链，光靠风电企业难以冲破全产业链“冻

结”的局面。因此，行业需要一个推手，

能担此重任的只有政府。我们希望政府

补贴的逐步到位可以增强开发企业的造

血机能，进而盘活上游设备制造企业。

我国风电并网容

量 已 经 达 到 6000 多

万千瓦，成为全球第一。

特别重要的是，风电发电量在我国整个电源

结构中占到了第三位，超过了核电。这是一

个重大的变化，表明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已经

开始走上主战场，成为主流能源。我国整个

可再生能源，包括风电、太阳能光伏、太阳

能光热、生物质能等都进入了一个新的、更

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大好阶段。我们完全

有理由增强信心，没有必要被前一阶段遇到

的困难吓倒，尽管我们未来的道路还很曲折。

虽 然 大

家都在抱怨

政府的政策，

实际从政策上解决问题还是比较

快的。比如规模问题，每年 1800
万千瓦可以很快解决 ；补贴问题

也可以很快解决，解决了补贴问

题也就解决了资金链问题。但是，

企业出现的问题需要解决了。以前

说风电处于青春期，与火电、水电、

核电没法比，但现在风电已成为主

流能源，应承担“成年人”的责任。

我个人觉得

数量本身并不重

要，重要的是我

们能否形成一个非常良好的市场环境。

从生产能力来讲，我们已经是第一了；

从技术来讲，无论如何，我们的差距还

是非常大的。我国也形成了一套支持风

电发展的思路，特别是标杆电价、附加

电价。虽然还不太满意，2013 年也许

还有 180 亿元到 200 亿元的资金缺口

未落实，但总的来讲，政策在这里，国

家是认账的，领导也是认账的。

2013年中国风能新春               茶话会领导嘉宾致辞

贺德馨（下中）中国
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
业委员会主任

石定寰（左上一）中国
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

史立山（上中）国家能
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司副司长

梁志鹏（右上一）国家
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司副司长

徐建中（左下一）中国
科学院院士

李俊峰（右下一）中国
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可再
生能源专业委员会主任

风 电 在

优先上网和

全额收购问

题上一直存在争议。大规模风电上

网运行对火电带来的冲击应该是现

实问题。虽然我们有法律依据，风

电应优先上网，但这种冲突应有机

制地进行协调。在价格机制和补偿

机制上，我不赞成风火置换这种方

式，因为该方式涉及技术、发电权利，

实际上没有法律基础。我们应该对

整个电力价格体系进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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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行业里，

谁都不能脱离出去。

联合动力主要抓了两

件事，一个是减小市

场压力，降成本 ；一

个是优化，因为联合

动力跑得比较快，我

们得把前期的一些工

作补回来。

华 锐 风 电 目 前

在做几件事情。第一

是在 2012 年的困难

情况下提高经营管理

水平和工作效率，努

力使经营活动有所好

转。第二是投入很多

力量进行科技研发。

第三是对现有技术、

运营和维护水平进行

了大幅度的提升。

限电问题是可以

解决的。他有 3 个方

面的问题。第一个问

题就是认识问题，就

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实际上没那么严重。

实事求是地讲，这是

个认识问题，就是如

我们希望国内的

一些基金组织、银行

能够进入这个行业，

解决资金的问题。设

备制造商则更多地去

研究设备提升。大家

各自发挥优势，把这

个行业做好。

如果要这个行业

透明，能否将每家的

数据，无论协会、银

行还是发改委，只要

能透明的地方，都亮

出来。机组的信息如

果是透明的，就有热

心的人将信息聚到一

起，机组采购就会变

得简单一点。如果都

去看企业业绩和透明

数据，企业间的恶性

竞争都会减少。

2013 年， 我 们

将着重解决以下几个

问题。一是提高产品

质量，风电机组质量

问题直接决定市场情

况。二是要开展定制

化服务。三是针对

SCD 产品解决机组

存在的一些问题。

在事业方面，我

们是做得很努力、做

得很成功的，但是在

做企业方面，我们是

失败的。在事业上，

我们不断加强新产品

的研发和投入，花了

很大的精力，但在企

业上做得很失败，我

们叶片技术的研发费

用还未收回来。

如果我国风电产

业不按规定办事，不

是国家在做国家该做

的事，企业在做企业

要做的事，研究单位

在做研究单位要做的

事，如果不是建立一

个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那么风险将非常大。

设计如果是三部

曲，第一步企业先采

取共同的团队和技术

力量，第二步和第三

步才把自身力量投入

进去。将来集成到一

定程度，前两步都可

以集中走，第三步再

拿出自己的绝活。这

样，企业可以少养队

伍少花钱，是否可以

真正实现资源共享。

2013年中国风能新春               茶话会领导嘉宾致辞

何来正确认识新能源

和可再生能源在电网

中的作用。电网对新

能源的认识，是决定

未来是否可以解决电

网接纳和送出问题的

关键。第二个问题是

技术问题。限电是由

于在审批项目和电网

协调上有问题，需要

政府、电网来协商解

决。第三个问题是经

济问题，这是个利益

问题。所以，限电是

认识、技术和经济的

问题。现在全国限电

率约为 13%-15%，不

花一分钱的认识问题

能够解决 5% 的限电

率，技术问题解决 5%
的限电率，经济问题

解决 5% 的限电率。

谢长军（龙源电力集团公司
总经理）

赵学永（明阳风电集团有
限公司总裁）

许洪华（北京科诺伟业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

胡国栋（大唐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海波（新疆金风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总裁）

陈党慧（华锐风电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张定金（中国复合材料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

姚兴佳（沈阳工业大学风能
技术研究所所长）

孙黎翔（国电联合动力技术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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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中国风电发展
要事回顾

2012 年 11 月 8 日，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大

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推动能源生

产和消费革命，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和新能源、可再生能

源发展，确保国家能源安全。

2012 年 10 月 24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

国的能源政策（2012）》白皮书，白皮书指出，中国要坚

定不移地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到“十二五”末，

中国非化石能源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 11.4％，

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比重将达到 30％。

2012 年 3 月 27 日，科技部下发《风力发电科技发

展“十二五”专项规划》。规划从基础研究、研究开发、

集成示范、成果转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人才培养和

国际科技合作等七大方面提出了风电科技发展规划。

2012 年 3 月 27 日，科技部下发《智能电网重大科

技产业化工程“十二五”专项规划》。规划要求，到 2015年，

中国将突破可再生能源发电大规模接入电网的关键技术，

积极发展储能技术，解决大规模间歇性电源接入电网的

技术和经济可行性问题。

2012 年 7 月 6 日，国家发改委印发《可再生能源发

展“十二五”规划》。2012 年 7 月 7 日，国家能源局印

发《风电发展“十二五”规划》。这两个规划确立了“十二五”

期间中国风电开发目标，并提出发展思路。即按照集中

与分散开发并重的原则，继续推进风电的规模化发展，

建立适应风电发展的电力调度和运行机制，增强风电装

备制造产业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完善风电标准及

产业服务体系，使风电获得越来越大的发展空间。

2012 年 7 月 9 日，国务院印发了《“十二五”国家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规划列出了“十二五”期间

中国风能产业发展路线图的重大行动 ：建立风能资源

评价模型、标准、检测、认证体系和数据库 ；建立风

电技术研发机构，突破技术瓶颈，开发与我国气候和

地理特点相适应的风电技术和装备，满足陆地、海上

风电场建设需要 ；建立风电场功率预测预报体系 , 建成

风电大型基地配套外输通道，解决风电远距离输送的

消纳问题等。规划还提出中国风能产业发展的重大政

策建议 ：实施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制，建成适应风电

发展的电网运行及管理体系 ；加快建设适应新能源发

展的智能电网及运行体系。

可再生能源战略地位进一步明确

“十二五”规划风电备受关注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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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是中国风电产业发展极为关键的

一年。前几年风电爆发式发展之后的一系列

问题和挑战在 2012 年更加突出地呈现出来。

2012 年同样是中国风电产业回归理性、不断

完善的一年。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纷纷从

政策、技术、和市场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

促进中国风电产业真正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风电政策体系基本完善

1. 配额制呼之欲出

2012 年 12 月 28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了关于征求《可

再生能源电力配额管理办法》意见的通知，开始征求各

方意见。

配额制的法律依据是《可再生能源法》第十四条，

即对各省（区、市）规定电力消费总量中非水电可再生

能源电力比例指标，要求电网企业积极采取措施接纳可

再生能源电力，为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最基本的保障。

这也是确保实现 2020 年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

15% 的比例目标的重大保障措施。

2. 项目审批逐步规范

2012 年 2 月 16 日，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规范

风电开发建设管理有关要求》的特急通知，要求强化执

行风电项目核准制度，新核准项目必须考虑电网送出条

件和风电消纳市场 ；加强用电需求侧管理，积极开拓风

电市场，提高风能利用效率。

 2012 年 3 月 19 日，国家能源局核准公布了

“十二五”第二批前期工作充分、电网接入条件落实的

风电项目清单 ；核准风电开发项目 1492 万千瓦，分散

式接入风电项目 83.7 万千瓦，风电并网示范项目 100
万千瓦。此后经过增补，核准的第二批风电开发项目合

计达到 2528 万千瓦。加上 2011 年核准的第一批 2683
万千瓦，核准项目累计已达 5211 万千瓦。

3. 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发挥积极作用

 2012 年 1 月 1 日起，《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征收

使用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此办法明确了资金筹集

方式、使用范围、监督检查等。

2012 年 3 月 13 日，国家能源局印发《可再生能

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项目审核确认管理暂行办法》，明

确了项目审核的具体办法和申请要求。

2012 年 3 月 14 日，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

家能源局印发《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管理暂行

办法》，明确了项目确认、补助标准、预算管理和资金

拨付等。

2012 年 6 月、2012 年 10 月、2012 年 12 月，财

政部、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先后公布了三批符合条

件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项目目录。

2012 年 12 月 12 日，财政部向有关省、区、市财

政厅预拨付 2012 年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将

资金专项用于以上公布的三批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上

网电量等相关支出。

4. 新政策有力支持并网瓶颈突破

2012 年 1 月 13 日，国家能源局印发《风电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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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电技术研发逐步深入

2012 年科技部科技支撑计划 ： 7 兆瓦级风电机组及

关键部件设计及产业化技术 ；分布式中小型风电机组设计

制造关键技术。

2012 年科技部“863”计划 ：先进风力机翼型族设

计与应用技术 ；海上风电场建设关键技术研究 ；超大型海

上风电机组设计技术研究 ；前端调速式风电机组设计制造

关键技术研究 ；适合低风速、高原、耐低温风电机组设计

制造关键技术研究 ；海上风电电力输送、施工和浮动式基

础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2012 年国家能源局设立第一批“国家能源应用技术

研究及工程示范项目科研计划”：大型风电系统型式试验

和并网测试技术研究及工程应用示范项目 ；风力发电机试

验与检测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示范项目 ；风电叶片试验与

检测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示范项目 ；风力发电和海水淡化

联合技术研究及工程示范项目。

风电发展的统计数据

据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CWEA）

统计的数据（完成吊装的容量，数据还有待进一步核实），

2012 年全国新增风电装机 1404.9 万千瓦，比上一年的

1763 万千瓦下降 358 万千瓦。截至 2012 年年底，全国

累计风电装机达到 7641.3 万千瓦。

据国家能源局网站公布的数据，2012 年全国新增发

电设备容量 8700 万千瓦，其中新增风电装机 1537 万千

瓦 ；全国全口径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11.44 亿千瓦，其中

风电 6237 万千瓦，占电力总装机的 5.5%。

据国家电监会发布的数据，2012 年，我国共消纳清

洁能源（含水电、核电）电量 10662 亿千瓦时，其中风

电 1004 亿千瓦时。

预报与电网协调运行实施细则（施行）》的特急通知。

2012 年 4 月 24 日，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加

强风电并网与消纳工作有关要求的通知》

2012 年 5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哈密南～郑

州 ±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2012 年 7 月 19 日，国家能源局印发《风功率

预测预报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通知要求风电

开发企业建立健全制度，保障风电功率预报预测数据

的准确 ；要求电网企业依照本办法考核细则，不断总

结风电调度经验，提高运管水平 ；要求各省级能源主

管部门加强检查，评估效果，完善措施。

2012 年 8 月 31 日，国家能源局印发《张家口

风电发展座谈会议纪要》的通知，提出把张家口作为

风电发展的重要示范基地，要求电网公司加快配套电

网工程建设，积极规划张家口地区电力送出线路，并

上报配套线路规划和实施方案等。

5. 风电安全运行有章可循

2012 年 6 月 20 日，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印发《关

于风电机组并网检测工作协调会议纪要的通知》，在

保证风电机组能够安全并网的前提下，对有关风电机

组并网检测的要求进行了简化调整，使其更加符合当

前产业和市场的发展现状。

2012 年 9 月 29 日，国家能源局印发《风电场

工程竣工验收管理暂行办法和风电场项目后评价管

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要求风电场开发企业及相关单

位规范风电项目建设，保证风电场工程质量和安全运

行。

2012 年，国家能源局委托龙源电力集团编制完

成了《风电场安全规程》、《风电场运行规程》和《风

电场检修规程》三大规程，为风电场安全运行提供了

重要依据。

2012 年 12 月 20 日，国家能源局印发《可再生

能源发电工程质量监督体系方案》，组建国家可再生

能源发电工程质量监督总站，负责我国水电、风电等

可再生能源发电工程的质量监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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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风能设备行业自律十项原则

一、	遵纪守法原则

自觉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自觉维护

市场机制和秩序，公平竞争，依法取得企业和个人市

场机会和利益，不故意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二、	诚实信用原则

保持诚实信用，遵守合同契约，保证所有向市场

提供的产品的性能、质量指标和业绩数据真实可靠。

不作假，不虚构浮夸，对用户和市场负责。

三、创新发展原则

积极研究和采用先进技术，提高机组和零部件技

术性能、质量和可靠性，提高服务水平 ；尊重并自觉

保护知识产权，推动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通过科技

和管理创新赢得市场。

四、效益合理原则

在商业活动中，认真核算产品及服务成本，理性

报价，取得合理经济效益；反对不顾成本的低价竞争，

不发动价格战，提倡通过优质产品和更多个性化服务

提升竞争力。

五、真诚合作原则

在公平竞争的同时，积极开展真诚合作。企业之

间在产品研发、市场拓展、产能调剂、售后服务等方

面积极合作，互相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支持采用资产重组和企业并购的方式做大做强。

六、	扶持产业链原则

关注风电设备供应链的技术和经济状况，支持部

件商投入技术研发和科技创新。尊重供应商权益，不

无故拖延货款。整机和零部件供应企业互相支持和配

合，保护产业链各环节科学协调发展。

七、平等友善原则

坚持与人为善，不攻击竞争对手和其他利益方，

不造谣、不传谣 ; 自觉维护行业内互利互惠的平等关

系 ; 同行之间、上下游企业之间，通过相互合作，共

同为社会创造价值。

八、	科学规划原则

根据市场和企业实际，科学制定企业技术和产品

规划，合理规划产能布局，避免盲目扩张 ；不搞以建

厂换资源，不寻求带有保护的招投标安排。

九、国际市场原则

在国际市场活动中，遵守当地法律、规定，尊重

当地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企业之间要加强沟通，鼓

励相互协调或合理避让 ; 避免相互拆台，相互压价，

反对恶性竞争和低价倾销。

十、社会责任原则

在追求经济利益、企业发展的同时，坚持以人为

本，尊重员工权益，保障用户的健康安全 ；加强社会

责任意识，构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关注民生、奉

献社会、合作共赢的价值观，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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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牌润滑油加速品牌整合

目不暇接之感。

2013 年 1 月 18 日，壳牌借其在

珠海的润滑脂厂投产庆典之际，正式

在中国市场推出整合后的润滑脂品牌

“佳度”，并将壳牌过去 64 个润滑脂品

牌全部整合到“佳度”名下。“佳度”

英文名为“Gadus”，原意是大西洋中

的一种鳕鱼，形象感强，朗朗上口。

壳牌集团下游全球商业业务执行副总

裁葛思博说 ：“佳度（Gadus）品牌的

上市，让壳牌润滑脂拥有了更加精简、

统一的产品组合，可以避免因品牌太

多所引起的混淆，客户选择起来更加

方便。”

壳牌在润滑脂领域有着悠久历

史，并且一直是润滑脂技术创新的先

锋。早在 70 年前，壳牌就申请了锂

增稠剂技术专利，开发出锂基润滑剂

产品。目前，壳牌又率先开发了高级

聚脲基增稠剂，用于高速铁路、风电、

航空和赛车等现代和有极端要求的应

用设备。佳度（Gadus）品牌的整合

推出，使其成为壳牌润滑家族的第四

大品牌，另外三大品牌分别是汽油发

动机润滑油喜力（Helix）、柴油发动

机润滑油劲霸（Rimula）和液压油得

力士（Tellus）。
然而，品牌名称的更换毕竟不

是一件小事，这涉及到用户使用习惯

的改变等一系列问题，壳牌对此十

分谨慎。在前期做了大量铺垫工作之

后，也为保证平稳过渡制定了详细的

方案。“品牌名字的改变对公司而言

是件很慎重的事情，我们会有持续的

市场沟通确保品牌的平稳转换，自佳

度（Gadus）产品上市以来，我们与

消费者、厂家的沟通都是清楚有效的，

他们对新产品的技术评价也很高。总

体来说，品牌名字的改变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挑战，但从目前市场反应情况

作为世界 500 强中名列第一的国

际能源和化工集团，壳牌集团成品润

滑油的市场份额连续 6 年蝉联全球第

一，目前约占全球销量的 13%。支撑

这一成绩的背后是其丰富的产品系列

和品牌组合，仅在润滑脂领域，壳牌

原有品牌就有 64 种之多，在充分照顾

到门类繁多的各工业领域对润滑剂产

品的特性需求的同时，也难免让人有

本刊记者		于贵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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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我们做得还不错。”壳牌中国集

团大陆及香港地区润滑油业务总经理

沈坚表示。壳牌全球润滑脂业务总经

理 Gordon Dillaman 也表达了同样的

观点 ：“佳度（Gadus）是个新品牌名

称，但壳牌并不是新的品牌。改名后，

我们会不断帮助客户更好地了解佳度

（Gadus），比如系统培训及市场沟通，

在包装上同时标注新旧品牌名称，通

过这些途径都可以让客户更好地了解

我们的品牌。”

与此同时，壳牌也给予了佳度

（Gadus）品牌从资金到人力资源各方

面强有力的支持。按照沈坚的说法，

佳度（Gadus）作为壳牌润滑油大家

庭中的新成员，比其他品牌面临的挑

战更多。壳牌的应对策略有三点，一

是提供质量更稳定的产品和持续提升

的技术 ；二是更多地了解不同行业不

同设备的客户需求，比如轴承、矿业

等行业的客户对润滑的需求是不一样

的 ；三是提供更专业更及时的服务，

不仅包括物流，还包括对客户问题的

解决。目前，在壳牌润滑油的四大品

牌中，只有佳度（Gadus）拥有独立

的销售团队。

针对第一个策略，壳牌加大了全

球润滑剂供应链投资力度，在生产和

研发上调整优化布局。在佳度（Gadus）
品牌发布会的当天，壳牌全球最大的

润滑脂厂在珠海投入运营。这是壳牌

在全球的第十八个润滑脂厂，除此之

外，还有 9 家位于亚太地区、4 家位

于美洲、4 家位于欧洲和非洲，其中

有些是壳牌的独资企业，有些是合资

企业。珠海润滑脂厂主要生产车用润

滑脂和工业润滑脂，包括锂基脂、锂

钙脂和复合锂基脂，年产能 3 万吨，

将来有可能扩产到 4 万吨。壳牌润滑

油业务东北亚地区供应链总经理张建

成直接负责该地区的战略和管理，也

亲身参与了珠海工厂的设计建设。据

他介绍，在技术层面上珠海润滑脂工

厂是非常先进的，吸收了多年来众多

专家从润滑油及润滑脂研发生产积累

的经验，设备非常先进，为稳定和提

高产品品质奠定了基础。该厂的投产

将满足中国对润滑脂日益增长的需求，

并确保佳度（Gadus）润滑脂的本地

化供应，从而结束完全依赖新加坡等

国向中国地区供应壳牌润滑脂的历史。

据沈坚介绍，随着珠海润滑脂厂的投

产，佳度（Gadus）润滑脂将成为壳

牌润滑油主要增长的业务之一。工厂

在满足中国本地需求的同时，所生产

的特种润滑脂产品也将出口到其他亚

太国家和地区。

作为壳牌在中国的第一个技术服

务中心，珠海技术中心于 2011 年 8 月

启用，为壳牌经销商和原始设备制造

商等客户提供技术、营销和培训服务。

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客户需求，壳牌决

定在上海增建研发中心，以实现对市

场和客户更加快速的反应。“中国的润

滑油市场发展得很快，已成为壳牌全

球第二大润滑油市场，壳牌很多研发

中心及管理中心也在向中国转移，在

上海成立新的研发中心，这充分表明

中国润滑油市场在高速增长，也表明

壳牌公司对中国市场的高度重视。”沈

坚说道。

在谈到风电领域的业务时，沈坚

表达了充分的信心，据他介绍，壳牌

有专门负责风电行业的团队，他们每

年会根据市场情况做出市场计划，并

且未来将对风电行业提供更具针对性

的服务以及相应的产品及销售策略。

“风电行业是我们非常关注的行业，壳

牌已与很多巨头企业合作并一同发展。

壳牌在国内生产能力的投入，也为中

国风电市场的下一个高速增长做好了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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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6 月，法国颁布了陆上风电上网

电价政策，自此开启了风电发展历程。图 1 概

述了 2002 年至 2011 年年末法国风电的发展

情况，包括每年年末统计的累计装机容量、年

装机容量和年发电量。在该图中，虚线显示

部分是法国国家可再生能源规划处根据 2009
年 4 月欧洲有关的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

（NREAP）得出的数据。可以看出，2011 年

风电发电量为 119 亿千瓦时，这与到 2012 年

达到179亿千瓦时的目标发电量（2010年制定）

还存在 60 亿千瓦时的差距。究其原因，主要

是近几年法国年装机容量的递减（2009 年为

124.7 万千瓦，2010 年为 119 万千瓦，2011
年则为 87.5 万千瓦）。从 2012 年起，法国对

风电项目有一些新的、复杂的法规，这些法规

将使接下来几年风电装机容量较难出现新的增

长。法国 2020 年的风电目标装机容量为 2500
万千瓦，其中有 600 万千瓦来自海上风电，而

到 2020 年风电总发电量将约为 580 亿千瓦时，

其中陆上风电 400 亿千瓦时，海上风电 180 亿

千瓦时。

图 2 则反映了德国风电发展的类似信息。

不过，德国风电开发比法国早， 1991 年德国便

有了第一项风电上网电价政策。2000 年 4 月，

德国通过了可再生能源法（EEG）。另外，德

国风电发电量在 2011 年已经达到 465 亿千瓦

时，而且德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NREAP）
制定的 2020 年风电发电量目标超过了 1040
亿千瓦时（736 亿千瓦时来自总装机容量为

3575 万千瓦的陆上风电，317 亿千瓦时来自

总装机容量为 1000 万千瓦的海上风电），这一

目标是法国 2020 年目标发电量的两倍左右。

2011 年，德国的风电发电量为 465 亿千瓦时，

这与德国 2012 年 530 亿千瓦时的目标发电量

也存在 65 亿千瓦时的差距。该差距也比法国

的稍小一点，而且这一差距可能是由于小部分

德
国
与
法
国
风
电
发
展
对
比
案
例
分
析

德法2020风电
发展战略目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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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法国风电2002年－2011年发展情况与2012－2020年目标 图2		德国风电2002年－2011年发展情况与2012年－2020年目标

海上风电项目的延期造成。德国可再生能源发

展规划 2012 年海上风电发电量预计将达到 19
亿千瓦时，但截至 2011 年年末，德国海上风

电机组总并网容量仅为 20 万千瓦。另外，还

有一部分原因是德国 2008 年到 2011 年期间

的低风速风况。如果法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施

规划制定的 2020 年战略目标能达到，那么将

有 1553 亿千瓦时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这

占到整个国家电力需求的 27%，其中包括现有

每年大约 620 亿千瓦时的大型水电。这样，到

2020 年，风电将供应法国电力需求 10% 的份

额，占可再生能源电力的 37.3%。在德国，到

2020 年将共有 2169 亿千瓦时的电力来自可再

生能源，比法国多 40%，这些电量占德国电力

需求的 35%。其中，每年大约有 130 亿千瓦时

的电力来自现有的大型水电站。因此，风电将

覆盖德国电力需求的 16.8%，占可再生能源电

力的 48%。

图 3 反映了法国 2011 年 1 月到 2012 年

6 月的每月风电日平均发电量（仅限陆上风电）。

这些结果主要是根据发布在法国 RTE 网站上

的原始数据计算得出（RTE 网站提供法国电力

每日的生产额与消费额），这些数据都只是暂

时性和指导性的，最终的数据可能会和这些数

据稍有出入。另外，这些数据仅适用于法国大

陆地区，不包括科西嘉岛和海外其他地区。这

也是法国每月最终公布的官方风电数据会出现

细微差距的原因。2011 年，法国风电总发电

量为 112.78 亿千瓦时（平均每日为 3090 万千

瓦时），而 2012 年上半年这一数据为 66.3 亿

千瓦时（平均每日为 3630 万千瓦时）。

法国风电发电量最大极限值出现在冬天

最冷的那几个月，这在欧洲很寻常。在这几个

月里，发展风电对法国来说正当时机，因为住

宅电力供热的大量增加使电力需求旺盛（图 4
所示）。法国电力需求最高峰出现在 2012 年 2
月，为 10170 万千瓦，低谷期出现在 2011 年

8 月，为 3040 万千瓦。这一期间风电每日满

足电力需求的占比如图 5 所示，2011 年平均

值为 2.36%，2012 年上半年为 2.66%。值得

注意的是，风电月平均贡献率最高的是 2011
年 12 月（3.72%，比 2011 年的年平均值 2.36%
高出 58%）。同样，风电日平均比例最高的时

期也是在 2011 年 12 月，为 7.6%。

由日等效满负荷小时数来定义的风电利用

率在这几个比较寒冷的月份也更高，这相当于

在额定功率或满负荷下运行的潜在日平均发电

法国风电
近期发展分析

资料来源：法国NREAP，RTE 资料来源：德国NREAP，DE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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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如图 6 所示，日平均发电量最大值出现在

2011 年 12 月（日等效满负荷小时数 8.57 小

时），最小值在 2011 年 8 月（日等效满负荷小

时数 3.38 小时）。相应地，这两个月的日平均

利用率为 35.7% 和 14%，而 2011 年平均值为

20.6%。同样，2011 年风电平均发电量在额

定功率运行状态下年等效满负荷小时数为每年

1806 小时或日等效满负荷小时数为 4.95 小时。

2012 年上半年，每日平均发电量高出 8.7%，

日等效满负荷小时数为 5.38 小时。

图 7 反映了在一个 15 分钟的时间段内法

国风电的平均功率（以兆瓦计算）。图 8 反映

了风电变化最大的一天中风电功率情况，选取

的是 2012 年 1 月 22 日。最大功率跌落值大

约是每小时 50 万千瓦。作为一个根据 RTE 公

布数据得出的月度分析案例，图 9、图 10 和

图3		法国2011年1月至2012年6月每月风电日均发电量（GWh/日）

图5		法国风电满足电力需求的占比（％）

图4		法国2010年11月至2012年6月每月电力需求量（TWh/日）

图6		法国2011年1月至2012年6月的平均日等效满负荷小时数（h）

法国风电
表现具体案例分析

资料来源：RTE

资料来源：RTE 资料来源：RTE

资料来源：R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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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详述了法国 2012 年 1 月风电每日的表现情况。

图 9 是根据 RTE 公布的数据得出的法国大陆区域

风电日均功率的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其中，

区间跨度从 36.7 万千瓦到 463.6 万千瓦，月平均值

是 179.4 万千瓦。图 10 详述了法国每天风电满足

整个电力需求的份额。2012 年 1 月，该数值区间为

0.79% 到 10.46% 之间，平均值为 2.66%。图 11 反

映了 2012 年 1 月每天的风电生产量，变化区间为

1470 万千瓦时到 1.039 亿千瓦时，平均值是每日

4306 万千万时，1 月份风电上网的电量为 13.35 亿

千瓦时。

图7		法国2012年1月风电发电情况（15分钟区间）

图9		法国2012年1月每日风电发电情况

图8		法国2012年1月22日风电发电情况

图10		2012年1月法国风电满足电力需求占比（％）

图11		法国2012年1月风电发电量（GWh）		

资料来源：RTE

资料来源：RTE 资料来源：RTE

资料来源：R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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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2 月，德国风电总装机容量与

法国存在很大的差额，德国为 2907.5 万千瓦，

法国为 664 万千瓦，比德国少 4.38 倍。当然，

在风电发电数据图上的表现差异也很大，如图

12 所示。德国风电 1 月发电量是 945.9 万千

瓦时，比法国的 179.4 万千瓦时高出 5.27 倍。

图 13 测算了 15 分钟区间内的风电利用

率，其显示的 2012 年 1 月德法两国的风电利

用率和风况也很有意思。德国风电平均每月利

用率（基本全部是陆上风电装机）是 32.5%，

法国是 27%。这之间的差距也许很大一部分原

因是两国在 2012 年 1 月风况的不同。从机组

每平方米扫风面积的额定功率来看，如果德国

的平均功率比法国低，由于德法两国风电机组

额定功率不同而产生差距的可能性更小。

由于风电利用率主要与轮毂位置 15 分钟

内的平均风速相关，有意思的是，在冬季关键

时期，也出现了德法两国风电机组利用率和风

况没有关联的情况，譬如 2012 年 1 月 11 日至

16 日。这一现象对今后德法两国进行风电交换

并实现两国在风况方面的优劣互补是有利的。

掌握风电详细而公开的统计数据以及真实

运营状况是很有利的，可以分析和比较一个国

家或不同国家之间的风况、风电发电率和风电

效率，正如本文对德法两国的对比分析。扩大

这种透明性政策范围，并使针对欧洲其他国家

和所有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的相关方法论和详

细公共数据更加标准化，将有助于比较并监控

欧盟 2020 年战略目标在各国的进展情况。而

且，通过这种分析，各国或欧盟在政策方面需

要做出的一些调整也将从中获得一些借鉴。

（本文原文稿件摘自DEWI 杂志第 41期）

图12		德法两国2012年1月风电发电量对比（MWh） 图13		德法两国2012年1月风电平均利用率（％）

总结

资料来源：RTE&EEX 资料来源：RTE&EEX

德法两国风电
利用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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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产业的快速发展直接带动了

企业对风电人才的需求，风能教育体

系也逐渐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然

而面对当前产能过剩的问题，风能教

育同样面临新的挑战。“越是在行业艰

难的时候，越应该对风电人才的培养提出更高的要求，培

养有质量的人才，满足企业对风电人才的需求。”华北电力

大学副校长杨勇平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各大高校除了夯实

学生基础知识、加强国内外院校的交流与合作外，还采取

校企联合、国际化培养等多种培养模式，充分发挥学校优

势，突出办学特色。除了本科生、研究生的教育体系初步

建成之外，高职教育也在利用自身专业化、实践性强等优

势稳步前行。在风能教育不断推进的过程当中，也涌现出

了一些问题。“研究生就业方向与本科生明显不同，研究生

必须做课题，然而项目的来源是一个主要问题。我们考虑

企业可否给出具体课题，以增加就业机会。” 沈阳工业大学

新能源工程学院副教授邢作霞谈到。河海大学能源与电气

学院新能源系主任许昌也总结了目前遇到的一些困难 ：“专

业课程杂，学生学习的压力比较大。专业建设的任务也很重，

参照少而且难度大，工作量评价没有标准。此外，专业师

资不足，并且引进难度大。年轻教师比较多，科研量还比

较少。”

风能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能够为企

业所用的人才。然而，面对风能教育

这一庞大、多学科交叉领域的特点，

培养的人才对知识的吸取存在多而不

精的问题，不能较好地迎合企业对人

才的需求。龙源电力集团可再生能源中心主任吴金城谈到了

企业对风电场开发运维人员的基本要求，也提到了在人员培

训中遇到的问题。“我们在公司人才培训中主要发现两个问

题，一个是研究人员不会寻找课题，另一个是不知道如何开

展课题研究。有经费、有设备、有软件，却不知道怎么用。

我们集团每个月都会要求研究人员参加安全生产的视频会

议，同时每天把我们集团生产运行的日报发给他们，因为日

报里面有风电机组的检修和运行情况。我觉得现在高校对人

才的培养应该是重学习能力、科研能力和工作组织能力的。

很多企业要求新的员工到现场去是非常必要的。”

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邹康则从

风电设备制造企业的角度分析了风电行业人才需求的特点。

“风电行业涉及到的专业知识比较多，这就需要人才具有复

合型工程技术能力。随着我国风能产业的迅猛发展，风电

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非常缺乏，因此需要风电行业人

才具有较强的国际化能力，能很好地进行国际交流。此外，

大多数风电技术人员都要到现场去，工作环境艰苦，技术

本刊记者		白亚茹

企业需求

是人才培养的风向标

2013 年 1 月 14 日，由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主办

的“2013 年风能教育专题研讨会”在华北电力大学（北京校区）拉开帷幕。

来自华北电力大学、沈阳工业大学、河海大学、东北电力大学、上海电机学院、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等 30 余所高校代表，以及龙源电力集团、国电联合动力

公司等 10 余家企业代表和风能行业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总结风能教育的经

验与不足，寻求风电人才培养的新思维和新计划。

风能教育
现状及存在

的问题

风电企业
对人才的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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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都要能够在不同的气象条件下爬上几十米的

高空，这就要求他们有较好的身体素质和肯吃苦

的精神。”了解风电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是把握

风能教育方向的重要途径，只有明确人才培养目

标，才能更好地为企业服务，提高我国风电产业

的核心竞争力。

目前，我国风电发展

进入到转型时期，风电产

业结构在进行调整的同时

也为风能教育的发展提供

了一个很好的机遇。对于

今后几年中风能教育发展的方向，中国可再生能

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主任贺德馨在会议总结中

提出了几点建议。“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一个风

电教育体系，无论是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还是

高等职业教育。风电发展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需

求与任务，风电教育也要与时俱进。在多元化教

育体系初步建立以后，如何根据教育的不同特点

选择好教育模式、确定好教育内容、设置好课程、

编写好教材以及提高鉴定能力是当前的主要任

务。”结合当前风能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贺德馨

指出 ：“风电教育既要要求学生在学校打好基础，

同时也要在教育的各个环节做好与工程的紧密结

合。每个院校在考虑设置教育模式的时候要紧密

结合自己学校的特点，充分发扬学校优势。风能人才的培养要考虑不同

方面的需求，注重综合型、复合型、国际化和高端人才的培养。针对目

前国家总的风能发展规划和风能教育中已经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确定风能人才培养目标，同时一定要把质量放在人才培养的首位。”

风能教育是一项系统庞大的工程，健全教育体系的形成并非一朝

一夕。风能教育结出的累累硕果离不开无数一线风能教育工作者的辛勤

耕耘，离不开企业与高校深入的交流与合作，更离不开老一辈风能人对

后辈的启发与指引。总结经验、弥补不足、与国外风能教育取长补短旨

在培养满足企业需求的人才，提高我国风电行业的科研能力和国际竞争

力，这是我们行走在风能教育之路上的不竭动力，这条路或许是艰辛的，

风能人的脚步却是坚定的。

2013年风能教育专题研讨会参会嘉宾合影。

2013年风能教育专题研讨会现场。

风能教育要
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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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目前，欧洲国家的海上风电开发

能力、产品制造能力均处于世界前列，

尤其是英国的海上风电场装机容量最

多。随着陆上风电的开发能力日渐成

熟，以及高质量的陆上风能资源逐步

开发完成，我国的海上风电将逐渐从

实验阶段进入规模化开发阶段。

1 海上风能资源

海上风电场一般被分为三类，首

先是潮间带和潮下带滩涂风电场，主

要指多年平均大潮高潮线以下至理论

最低潮位 5m 水深内的海域。其次是近

海上风电发展近况调研
	赵靓，季妍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北京	100013)

摘  要 ：因具备丰富资源、对人类生产和生活影响小、不占用耕地等优势，海上风电逐渐受到重视。本文在简略介绍海上

风电概念的基础上，对海上风能资源、海上风电应用以及海上风电机组装机等情况进行了概述，并详细介绍了海

上风电项目和各整机厂商推出海上风电机组的近况。

关键词 ：海上风电 ； 海上风电场 ； 装机容量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02-0046-04

A Survey on Current Development of Offshore Wind Power 
Zhao Liang, Ji Yan

（Chinese Wind Energy Association, Beijing100013, China）

Abstract: With rich resources and less in�uence on human being's  production and life and without occupying cultivated land, o�shore 

wind power is paid more and more a�ention. In this paper, situation on o�shore wind power resources, application and installed 

wind turbines are described on the basis of the concept of o�shore wind power. O�shore wind power projects and wind turbines 

introduced by manufacturers are also mentioned.
Keywords: o�shore wind power; o�shore wind farm; installed capacity

海风电场，其范围是理论最低潮位以

下 5m 至 50m 水深内的海域，含无人

岛屿及海礁。另外是深海风电场，其

属于理论最低潮位以下 50m 水深的海

域，含无人岛屿及海礁 [1]。

与陆地风电场开发相比，海上风

电具有不占用土地、风力较强的优点。

此外，海上风电对人类生产、生活的

环境影响较小，通过选用比陆上风电

更大容量的机组，可以提高发电能力，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效益。与其他

国家的地理环境相比，我国海上风电

场距离大负荷用电的经济发达地区更

近，利于电力输送 [2]。

虽然开发利用海上风电的难度较

大，但我国海上风能资源丰富，对风

电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企业，仍具有较

大的吸引力。经调查研究，我国 5m 至

25m 水深、50m 海拔高度的海上风电

开发潜力约为 200GW，5m 至 50m 水

深、70m 海拔高度上的风电开发潜力

约为 500GW。除此之外，还有潮间带、

潮下带以及深海风能资源可供开发。

2 海上风电应用

对于机组制造商来说，由于涉及

特殊的工作环境，海上风电机组的耐

腐蚀性更受关注。同时，如何进行有

效的成本控制也是一项需要解决的问

题。对于开发、运营商来说，由于处

于海上，风电机组的运维成本大大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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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1年至2011年全球海上风电装机统计（单位：MW）

出陆上风电场。因此在设备制造环节，

高可靠性、抗台风、抗盐雾都是海上

风电机组所应具备的基本能力。有资

料显示，海上风电运维成本因地理环境

等因素各不相同，直接造成各国海上风

电运维成本大相径庭。据 BTM 数据显

示，至 2011 年末全球海上风电累计装

机量为 3985.6MW，其中英国装机量

达到 2107.6MW，丹麦为 835.85MW，

荷兰为 246.8MW，中国为 209.9MW，

德国为 198.3MW，比利时为 195MW，

瑞典为 163.65MW。

摄影：王科

表1 1991年至2011年全球海上风电场项目

时间 国家 风电场项目名称 台数 单机容量/MW 总装机容量/MW 整机厂商
1991 丹麦 Vindeby 11 0.45 4.95 Siemens

1994 荷兰 Lely 4 0.5 2 Vestas

1995 丹麦 Tunø Knob 10 0.5 5 Vestas

1996 荷兰 Dronten Isselmeer 28 0.6 16.8 Vestas

1997 瑞典 Bockstigen 5 0.55 2.75 Vestas

2000 丹麦 Middelgrunden 20 2 40 Siemens

2000 瑞典 Utgrunden 7 1.5 10.5 GE Wind

2000 英国 Blyth 2 2 4 Vestas

2001 瑞典 Yttre Stengrund 5 2 10 Vestas

2002 丹麦 Palludan Flak 10 2.3 23 Siemens

2002 丹麦 Horns Rev 80 2 160 Vestas

2003 爱尔兰 Arklow Bank Phase I 7 3.6 25.2 GE Wind

2003 丹麦 Nysted Havmøllepark 72 2.3 165.6 Siemens

2003 英国 North Hoyle 30 2 60 Vestas

2004 英国 Scroby Sands 30 2 60 Vestas

2005 英国 Kentish Flat 30 3 90 Vestas

2006 荷兰 Egmond aan Zee 36 3 108 Vestas

2006 英国 Barrow 30 3 90 Vestas

2007 瑞典 Lillgrund 48 2.3 110.4 Siemens

2007 英国 Buro Bank 25 3.6 90 Siemens

2008 比利时 Thornton Bank 6 5 30 REpower

2008 荷兰 Q7 60 2 120 Vestas

2008 英国 Inner Dowsing 27 3.6 97.2 Siemens

2008 英国 Lynn 27 3.6 97.2 Siemens

2009 丹麦 Horns Rev 2 91 2.3 209.3 Siemens

2009 丹麦 Great Belt 7 3 21 Vestas

2009 德国 Alpha Ventus 12 5 60 REpower/Areva

2009 挪威 Hywind 1 2.3 2.3 Siemens

2009 瑞典 Väneren Gässlingegrund 10 3 30 WinWinD

2009 英国 Greater Gabbard Phase I 42 3.6 151.2 Siemens

2009 英国 Gunfleet Sands 48 3.6 172.8 Siemens

2009 英国 Phyl Flats 25 3.6 90 Siemens

2010 比利时 Bligh Bank 55 3 165 Vestas

（转下页）

数据来源：B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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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丹麦 Rødsand 90 2.3 207 Siemens

2010 德国 BARD Offshore 1   12 5 60 BARD

2010 德国 Baltic 1 21 2.3 48.3 Siemens

2010 英国 Walney 1 Phase I and II 51 3.6 183.6 Siemens

2010 英国 Greater Gabbard Phase II 31 3.6 111.6 Siemens

2010 英国 Robin Rigg 60 3 180 Vestas

2010 英国 Thanet 100 3 300 Vestas

2010 中国 东海大桥项目 34 3 102 华锐风电

2011 德国 BARD Offshore 1    6 5 30 BARD

2011 葡萄牙 Windfloat 1 2 2 Vestas

2011 英国 Ormonde 30 5 150 REpower

2011 英国 Greater Gabbard 29 3.6 104.4 Siemens

2011 英国 Walney 2 10 3.6 36 Siemens

2011 英国 Sheringham Shoal 11 3.6 39.6 Siemens

2011 中国 东海大桥海上风电项目 2期 1 3.6 3.6 上海电气

2011 中国 如东潮间带项目 1期 21 2.3 48.3 Siemens

2011 中国 东海大桥海上风电项目 2期 1 5 5 华锐风电

2011 中国 如东潮间带项目 1期 17 3 51 华锐风电

数据来源：BTM

（接上页）

表2 部分整机厂商推出的海上风电机组

厂商名称 整机容量 技术路线 相关信息

金风科技
1.5MW 直驱 2007 年安装于渤海中海油绥中 36-1 油田

2.5MW  直驱 2011 年 2月在江苏响水并网，2012 年 9月 20 台机组在江苏如东并网

联合动力

1.5MW  双馈 2009 年 12 月该型试验机组在江苏如东并网

3MW  双馈 2012年 12月山东潍坊25台3MW风电项目发电量突破1亿千瓦时（滨海）

6MW  双馈 2012 年 2月下线，2012 年 12 月在山东潍坊并网（陆上）

华锐风电

3MW 双馈
2010 年 34 台该型号机组在上海东海大桥海上风电一期并网，2012 年 9

月 17 台该型号机组在江苏如东并网

5MW 双馈 2011 年 9月在上海东海大桥海上风电二期吊装

6MW 双馈 2011 年 10 月在江苏省射阳县临港产业区吊装

明阳风电

1.5MW 双馈 2009 年 10 月 2台机组在江苏如东潮间带试验风电场并网

3MW 半直驱
2011 年 7月与粤电徐闻风电签署 48MW海上风电合同，向该项目提供

16台 3MW机组

上海电气
2MW 双馈 2009 年 1台在江苏响水，2台在江苏如东吊装

3.6MW  双馈 2010 年 7月在临港重装备基地下线

湘电风能
2MW 直驱 已承接 33台韩国海上风电场订单

5MW 直驱 2012 年 4月在福建吊装

华创风电 3MW 双馈 / 直驱 2011 年 5月在大唐山东烟台电力开发公司莱州风场并网（陆上）

重庆海装
2MW 双馈 2010 年 2台该机组在江苏如东潮间带试验风场并网

5MW 双馈 2012 年 10 月样机在江苏如东潮间带风场吊装

运达风电 2.5MW 双馈 2010 年 10 月下线

北车 3MW 双馈 2012 年 7月下线

东汽 3MW  双馈 2011 年 11 月下线

远景能源
1.5MW 双馈 在江苏如东潮间带风电场装有一台

3.6MW 半直驱 2012 年在丹麦并网

三一电气 2MW 双馈 2010 年 6月江苏如东并网

Vestas
2MW 双馈 2012 年 7月，该型机组被安装于距西班牙海岸 5公里处

3MW 双馈 2012 年 6月，签署在比利时 216MW风电项目中安装该机组的合同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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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上风电机组

根据 BTM 数据显示，截至 2011
年年末，全球海上风电机组累计装机

量第一的整机供应商为Siemens公司。

该公司共装机 711 台，总装机容量为

2032.75MW。其所供应的最大一批风

电机组于 2009 年安装于丹麦 Horns 
Rev2 风电场，包括 91 台 2.3MW 的

风电机组，总容量达 209.3MW。

Vestas 公司位列全球海上风电机

组累计装机榜的第二位，截至 2011 年

年末，该公司共装机 573 台，累计装

机容量为 1396.55MW。

2007 年金风科技在海上油田安装

的 1.5MW 海上风电实验机组被认为

是我国安装的第一台海上风电机组。

2010 年华锐风电在上海东海大

桥海上风电场安装了 34 台 3MW 风电

机组，成为上海世博会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作为我国首个海上风电示范项

目的东海大桥海上风电二期项目也在

2011 年完成了设备的招标工作，二期

工程计划安装 27 台上海电气生产供应

的 3.6MW 海上风电机组和 1 台华锐

风电生产供应的 5MW 海上风电机组，

总容量 102MW，至 2011 年下半年已

完成其中 1 台 3.6MW 和 1 台 5MW
海上工程样机的吊装工作。

位于江苏如东的龙源 30MW 试验

风电场共安装有 8 个整机生产厂家、9
种机型、16 台机组。单机容量分别为

1.5MW、2.0MW、2.5MW、3.0MW，

机组的基础形式分别有低桩承台、五

桩导管架、六桩导管架、七桩导管架等。

同样位于江苏如东的 150MW 一

期示范项目共安装了 3 个厂家的共

58 台机组，分别为 21 台 Siemens 的

2.3MW 机组，17 台华锐风电 3MW
机组以及 20台金风科技 2.5MW机组。

11 月 23 日，该示范风电场全部投产

发电。龙源电力在如东建成的海上风

电总装机容量已达 182MW，成为全

国规模最大的海上风电场。

据悉，龙源电力在此基础上仍在

加快海上风电建设步伐，如东 150MW
示范项目增容 50MW 项目和试验风电

场 50MW 扩建项目正在紧张的建设

中，预计到 2013 年上半年龙源如东海

上风电场的规模将达到 280MW。

据 BTM 数据显示，截至 2011 年

年底，国内整机商中在海上风电场中

装机数量最多的为华锐风电，该公司

共安装海上风电机组 52 台，主要包括

单机容量为 3MW 及 5MW 的整机产

品，累计装机容量为 158MW。

在单机容量 5MW 的大型海上风

电机组方面，大多数国内整机厂商仍

处在研发和试验阶段。其中，华锐已

在 2011 年分别吊装了该公司的 5MW
和 6MW 型机组，湘电风能则于 2012
年吊装了自产的 5MW 型机组，重庆

海装的 5MW 型风电机组于 2012 年

10 月在江苏如东顺利吊装，联合动力

的 6MW 型风电机组于 2012 年 12 月

在山东潍坊吊装、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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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 Wind
1.6MW 双馈 2012 年 6月，2台该机组安装于越南

4.1MW  直驱 2011 年在瑞典哥德堡港安装（陆上）

Siemens

2.3MW 双馈
2009 年被安装于挪威首个漂浮式海上风电项目，2012 年 9月 21 台机组

在江苏如东并网

3.6MW 双馈 2011 年 12 月宣布在德国 288MW海上风电项目中使用该机组

6MW 直驱 2011 年 6月第一个样机安装于丹麦

REpower
5MW 双馈 2004 年下线

6MW 双馈 2008 年下线

Alstom 6MW 直驱 装于法国的样机 2012 年 12 月进入最后试验阶段

Multibrid 5MW 半直驱 2005 年在德国不莱梅港安装第一台

WinwinD 3MW 半直驱 2008 年在芬兰 kemi Ajos 风电场安装 10台

BARD
5MW 双馈 80 台该机组正被安装于德国BARD Offshore1 风电场

6.5MW 双永磁发电机带齿轮箱 2011 年 1月在德国埃姆登安装第一台

Mervento 3.6MW 直驱 2012 年 3月 1台该型机组在芬兰瓦萨并网

STX 2MW 直驱 2011 年 8月投产

Fuji 2MW 双馈 7台该机组安装于日本 Kamisu 风电场

Doosan 3MW 半直驱 样机装于韩国济州岛

Mitsubishi 2.4MW 不详 2012 年 10 月样机安装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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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大规模基地式的集中开发是我国

风电开发利用的重要方式，而风火打

捆或风电与其他形式电源的打捆送电，

是解决和推进大规模基地式风电开发

的电力外送与消纳的有效途径。

本文针对风电基地开发的风火打

捆主要运用方式、弃风电量等关键参

数的敏感性进行影响分析，做出一些

研究和探讨。

1 某一风火打捆的工程案例

为分析方便，本文以曾发表过的

某文章 [1] 中所介绍的工程案例展开分

析，该案例使用的即为风火打捆运用

方式 [1]。

该工程案例的电源基地包括火电

基地和风电基地两个部分，两者容量

分别为 6000MW 和 3500MW，拟议

打捆送出的输电通道容量与火电容量

等同，亦为 6000MW。该案例送出

通道输电特性可视为全负荷平直线型

式，其分析得出的火电调峰裕度不小

于 2500MW，而风电基地的出力保证

率曲线可参见图 1。
如图 1 红线所示，可以看到该案

例依据输电经济性确定的弃风方案所

相应的有效出力参数和弃风运用区域。

该案例有效出力系数约为 72%，弃风

电量比率约为 2.47%

2 弃风电量的敏感性分析

在这一案例中，如果选取不同的

弃风电量比率，那么对风电装机容量

以及风电和火电的发电总量将产生怎

样的连带影响？换言之，如将上述方

案作为基本方案，本文可以做以下探

讨 ：在火电规模和输电通道特性不变

的框架下，因弃风电量比率调整可能

引起的风电装机以及风火特性状况的

变化。

为方便起见，本文现以不同的出

风火打捆运用方式关键参数的
敏感性分析

杨建设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北京	100024）

摘  要 ：本文从某工程案例入手，讨论了在风火打捆运用方式下，风电基地弃风规模的变化所引起的经济性改变及其应用

意义，进而引申探讨了对火电发电量及煤耗的影响关系。

关键词 ：风火打捆 ；经济性 ；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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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itivity Analysis of Key Parameters to Wind and Thermal Power 
Bundling Application

 Yang Jianshe
（HydroChina Beijing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By means of an engineering case, the paper discussed the economic change caused by the curltainment of wind power base under 

the wind and thermal power bundling application, and further studied its in�uence on thermal power electric energy production 

and coal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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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保证率为线索，找到对应的弃风电

量比率与有效出力系数，再借助火电调

峰裕度分别计算出对应的风电装机容量

变化，进而计算出风电、火电的发电量

及年等效满负荷利用小时数，参见表

1。其中，第 3 序号栏（出力保证率为

10.8%）即为基本方案。根据表 1 数据

绘制的各参数走势参见图 2。
以上分析过程中，发电量计算均

未计出力损失，出力与电量均为理论

数值。

可以看到，弃风电量百分比随着

出力保证率的增大而增大，同时也随

着风电基地有效出力系数的减小而增

大。对于风电而言，这一变化的结果

导致其装机容量增大（满足相同火电

调峰裕度时，有效出力愈小则允许风

电装机容量愈大），其总发电量随之也

提高，但年等效满负荷利用小时数因

装机容量的增大而降低 ；对于火电而

言，因其需要为规模增大的风电腾出

空间，会致使发电量和等效满负荷利

用小时数的同时下降。

这种因弃风电量变化而引起的相

关参数的变化均为单调上升或下降曲

线，且与人们对于电源基地“风火”

关系及关联特性的认识是一致的。

从上述曲线没有明显拐点的情形

看，其验证了先前将弃风电量设置为

2.47% 这一数值的考虑方案是可以接

受的。当然，这一案例如果涉及提高

风电装机规模，亦即尽量加大风电对

火电配置比例的需要，是可以参照上

述参数走势关系，在各方均可接受的

平衡点上，找到满意的风电装机容量，

进而确定其他参数的数据位置。

概而述之，图 2 所示，由弃风电

量引起的特性变化关系传达着这样的

重要信息 ：对于所论风火打捆情形，

弃风电量的调整与改变，直接影响着

风火打捆的经济性能。而弃风电量的

选择与确定，完全可以从风电、火电

的发电量与利用小时数所体现的社会

经济意义入手考虑。

3 风电装机容量对于发电量、
煤耗的影响分析

为了更清楚地观察本文案例的风

电、火电发电效益及火电煤耗状况，现

分析该案例风电装机容量变化所对应

的风电与火电发电量变化、风电因替代

火电发电所节省的用煤量，以及火电燃

煤消耗量的变化关系（参见表 2）。
在计算火电发电量与煤耗量的关

系时，参考了图 3 所示的目前单机容

量 600MW 的典型燃煤发电机组的单

位煤耗曲线。其中，火电不同负荷的

单位煤耗量使用超空冷型机组的关系

曲线。

图 4 是依据表 2 绘制的在不同风

电装机容量下，风电发电量与火电跟

随发电量的关系曲线，以及火电跟随

发电量和煤耗量关系曲线。前者透露

图1	某风电基地出力保证率曲线及其有效出力参数示意图

图2	不同弃风电量下风火特性变化的敏感性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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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电发电量与火电跟随发电量的线

性反比关系自不待言，这里将更多地

分析发电量与煤耗量的变化关系。

从这种风电与火电协同关系看，

风电多发相当于火电少发，还意味着

原用煤量的大幅节省。而从火电机组

方面看，由于调峰“腾让”送出通道

空间，火电低负荷运转意味着用煤总

量是降低的，或说是此低负荷相对应

的仅是单位煤耗率略有增大（图 3 显

示 50%~100% 出力率的煤耗率差小于

15%）。后者在图 4 火电跟随发电量与

煤耗量关系保持近乎“线性直线”中

有所体现。

应该说，上述参数关系一目了然，

本文之所以仔细论述，是想借此澄清

一个说法。近来，业界在谈及风火打

捆或者全网风电火电关系时，时常能

听到所谓“低碳机组高碳运行”的抱

怨，具体是说火电跟随风电低负荷运

行会使火电相应高煤耗。本文以为，

该说法最多表明一个低负荷高煤耗率

的现象，但其“一低一高”的句式确

实引来了关于煤耗总量的误解。本文

表1 不同弃风电量下风火特性变化的敏感性分析表

项目

序号
出力保证率 弃风电量比率 风电装机容量 风电利用小时数 火电利用小时数

1 0 0.0 2500 3774 7187

2 5 0.81 3075 3744 6841

3 10.8 2.47 3500 3681 6613

4 15 3.84 3704 3630 6519

5 20 5.69 3973 3560 6403

6 25 7.56 4215 3489 6309

7 30 9.78 4478 3405 6219

8 35 12.21 4753 3313 6135

9 40 14.88 5046 3213 6058

表2 不同风电装机容量对应的发电量变化及其耗煤情况分析表

项目

序号

风电装机容量

（MW）

风电发电量

（100GWh）

火电发电量

（100GWh）

火电耗煤量

（万吨）

风电相当节省

用煤量（万吨）

1 0 0.0 2500 3774 7187

2 5 0.81 3075 3744 6841

3 10.8 2.47 3500 3681 6613

4 15 3.84 3704 3630 6519

5 20 5.69 3973 3560 6403

6 25 7.56 4215 3489 6309

7 30 9.78 4478 3405 6219

8 35 12.21 4753 3313 6135

9 40 14.88 5046 3213 6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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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数据有助于理解，该说法之“高碳”

是指略有增高的单位煤耗率，而与煤

耗总量无关。

4 结语

本文针对基地式风电火电集中开

发，并打捆送出运用方式下 [2-3]，对“弃

风”电量等关键参数的敏感性影响分

析做出了一些研究探讨，所得成果对

于如何运用经济性分析的方法，对风

火打捆运用方式关键参数的选择与确

定具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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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全球能源消费的增长和能源

结构的不断调整，加强可再生能源的

开发利用、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

费总量中的比重已成为全球各国实施

能源战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同

时，这也是各国应对环境问题的必由

之路。长远而言，可再生能源将逐步从

补充能源转变为主流能源。2012 年 7
月，国家发改委印发了《可再生能源发

展“十二五”规划》（简称《规划》）[1]。

《规划》提出，到 2015 年我国可再生

能源年利用量将相当于 4.78 亿吨标准

煤，其中商品化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

费的比重将达到 9.5% 以上。

在可再生能源领域，风电的产业

化基础较好，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根据《规划》，我国到 2015 年将实现

累计并网运行风电 100GW，海上风电

将达到 5GW。2012 年 7 月，国家能源

局印发《风电发展“十二五”规划》[2]，

这也为我国“十二五”期间风电产业

发展提供了基本依据。

随着我国风电产业由追求数量转

向追求质量，由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

造，由风电大国转向风电强国，我国

也开始将发展海上风电作为一条重要

的战略路径。但是由于发展时间短、

技术不成熟、成本较高、缺乏总体规

划等因素，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绝不可

能简单照搬陆上风电的发展思路，必

须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实现健康、

可持续发展。

1 我国海上风电比重依旧较小

从 2009 年至今，我国海上风电

保持了快速增长，2010 年更是取得了

我国海上风电发展制约性因素分析
张婷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14研究所，北京	100092）

摘  要 ：随着全球能源消费的增加，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不断加大。其中拥有较好产业基础的风电，已成为全球各国重

点发展的能源之一。在陆上风电开发日渐饱和的情况下，我国开始将发展海上风电提升至重要的地位。本文在概

述 2012 年我国海上风电主要特点的基础上，对制约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关键因素进行了阐述和分析。

关键词 ：海上风电 ；成本 ；电价 ；政策

中图分类号 ：F27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02-0054-04

An Analysis on the Conditionality Factors of China's Offshore
Wind Power Development

 Zhang Ting
（China Shipbuilding Industry Corporation Co.,Ltd. 714th Institute,Beijing 100092,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growth of global energy consumption,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continue to increase. With a 

relative favourable industrial base, wind power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nergy industry for each country worldwide. 

In the context that onshore wind power development has been saturated gradually, the development of o�shore wind power has 

risen to an important status. �is article overview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o�shore wind power in 2012, and analysis the 

key factors to constraint the o�shore wind power development.
Keywords: o�shore wind power; cost; electricity price;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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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性进展，建成了我国第一个海上

风电场项目——上海东海大桥海上风

电场项目。2011 年，我国海上风电新

增装机容量达到 99.3MW，位列全球

第三 ；累计装机容量达到 222.3MW，

位列全球第四。但相比陆上风电，我

国海上风电发展历程短，装机容量小，

海上风电在我国整个风电市场中的占

比很小，仅约为 0.4%，而英国占比为

29%1。因此，我国海上风电所占比例

与欧洲主要海上风电大国之间的差距

还较大。[3]

2 我国海上风电项目进展缓慢

随着 2010 年 10 月我国第一批海

上特许权项目招标结果的出炉，第二

轮特许权项目招标也蓄势待发。但截

至目前，首期海上风电中标的 4 个项

目均未开工建设。其中，山东鲁能集

团的潮间带项目由于最终的海域使用

较原规划往深海推进了 15km，成本

大大提升 ；江苏大丰 300MW 的近海

风电项目由于面临穿越 8km 珍稀动物

保护区的问题，令审批过程进一步延

长。同时，首轮海上风电项目最低中

标价为 0.6253 元 /kWh 时，价格接近

陆上风电。此前，业界认为海上风电

的合理价格应该在 0.9 元 /kWh 以上。

因此，中标价格极低、项目规划建设

变动大、海域功能划分不明等成为制

约我国首轮海上风电中标项目难以进

入实质建设阶段的主要壁垒。另外，

第二轮海上风电项目招标也未能如期

而至。

被业界认为是开启我国海上风电

时代大门的第二轮招标的延缓，导致

我国海上风电项目难以开启规模化发

展，其中有几个方面重要原因。一是

提高了技术要求，极大地增加了施工、

维修成本。虽然海上风电项目招标让

企业纷纷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但是

参与中标的企业大多是抱着“圈地”

的想法，一旦拿下项目进入开工建设

便出现了困难 ；二是海上风电作为资

金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资金和电价

政策的支持，但目前国家还没有专门

的上网电价补贴措施，使海上风电高

昂的成本难以得到补偿 ；三是作为一

种间歇性电源，大规模发展风电对电

网的要求较高。而当前我国电网结构

还相对薄弱，建设进度远落后于风电

装机速度。虽然，我国海上风能资源

集中分布在东南部沿海地区，距离电

力负荷中心较近，但是，电网建设与

风电规模化发展的不协调使风电发展

遭遇并网难题，这方面难度甚至远高

于陆上风电。

3 海上风电发展受制于高成本

海上风电居高不下的成本是影响

我国海上风电项目进展缓慢的重要原

因之一。海上风电投资成本主要包括

风电设备、机组安装费用、机组维护

费用、基础设施、海底传输和工程管

理等方面。海上风电与陆上风电成本

构成对比如图 1 所示。本文下面将取

其中重要的几个方面做成本对比分析。 
3.1 海上风电机组

从占据风电场建设总成本的比例

而言，风电机组占据陆地风电场建设

总成本的 65％左右，而这一比例在海

上风电场建设中仅为 33％。据欧洲海

上风电投资统计数据显示，海上风电

投资成本一般在每千瓦 1700 欧元至

2000 欧元之间，是陆上风电的 2 倍左

右，每千瓦时电的成本在 0.08 欧元至

0.1 欧元之间。

海上风电机组带来的成本增加主

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海上风电

机组从设计上需要考虑冰冻、台风、

腐蚀等特殊的海上环境因素，提高了

技术难度，增加了制造成本；另一方面，

海上风电的大型化趋势虽然加快，但

是我国大功率海上风电机组目前还处

图1	陆上风电和海上风电成本构成对比2

1.	数据来源：世界风能协会2012年发布的《2011年全球风能产业发展报告》。 2.	数据来源：中船重工714所经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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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样机试验阶段，已经建好的海上机组

还没有长期的海上运行经验，不具备规

划化生产的条件，故障率难以评估。这

些均推高了海上风电的投资成本。

3.2 基础设施

为承受海上的强风载荷、海水腐

蚀、波浪冲击以及应对复杂海床等因

素，在海上风电的投资成本中，基础

设施建设和风电机组安装过程远比陆

上风电复杂，技术难度也更大，从而

加大了总投资费用。海上基础施工费

用一般会占到风电场总投资的 24% 左

右，较陆上风电高出 10% 以上。

据欧洲海上风电运营的经验来看，

海上风电投资成本的高低主要取决于

离岸距离和水深。一般而言，水深

20m 和离岸 20km 是海上风电场投资

成本变化的分界值。水深越深、离岸

越远，海床结构和海上环境就越复杂，

从而提高了施工难度，加大了成本。

3.3 海上风电场运营

海上风电场开发分为建设期和运

营期。一般建设期为 2 年左右，运营

期通常在 20 年以上。海上风电场的运

营成本主要由财务费用和折旧费用构

成，这两项占比为 85％，而陆上风电

这一占比为 77%。

同时，在风电场运营期间，海上

风电场的设备维修保养难度也高于陆

上，维修费用从陆上风电的 5％提高

到 8％。巡检人员必须采用特制的交

通工具，计划维修的时间，还要根据

风电场场址所处的气候条件，选择风

电场风速较小的季节等。因此，风电

机组故障率高将极大增加海上风电场

项目的财务风险。

海上风电机组的可靠性、易维护

性是决定海上风电场运行成败的关键

因素。对我国而言，由于目前对风电

机组质量没有强有力的第三方监管部

门，加之我国海上机组缺乏长期的运

行经验，一旦故障频发，将极大地增

摄影：王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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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维修、维护成本。

4 海上标杆上网电价亟须出台

上网电价是开发商获得收益的主

要来源，而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的标杆

上网电价尚未出台。海上风电上网电

价采取的是一事一议的特许权招标方

式，这使海上风电开发收益较低。同时，

在特许权招标过程中，企业为中标盲

目压价，几乎也丧失收益空间。这些

均是导致我国海上风电项目进展缓慢

的重要因素。

以我国东海大桥项目为例，总投

资 23.65 亿元的东海大桥海上风电场，

34 台 3MW 机组已经全部实现并网发

电，上网电价为 0.9745 元 /kWh。而

东海大桥项目成本为 23000 元 /kW，

是 7000 元 /kW 至 8000 元 /kW 的陆

上风电成本的 3 倍，但其电价只是陆

上风电电价的一倍。据我国可再生能

源业内专家估计，海上风电的电价水

平至少要达到 1.2 元以上才能赢利。

德国目前开发海上风电场的平均电价

是 0.15 欧元，也远高于东海大桥项目

的上网电价。

因此，如果不提高电价，又没有

国家足额补贴，项目赢利将难以实现。

但是，如果提高电价，那么海上风电

更难以与常规火力发电相竞争，难走

上规模化的发展道路。

5 海上风电支持政策和行业
标准尚需建立和完善

据欧洲海上风电场的建设经验，

从示范工程建设到大规模开发一般为

2 年左右的时间，但是由于政策力度

的不同，各国发展速度差异不同。丹

麦作为最早开发海上风电的国家，由

于政策支持力度不够，近 5 年来海上

风电新增装机明显回落。英国、德国

受国家补贴政策的支持，近年来海上

风电场运营十分活跃，2011 年英国

和德国的海上风电新增装机容量位居

全球第一和第二。目前，海上风电在

我国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虽然国

家规划中已明确提出海上风电将成为

未来我国风电产业的重要方向，但是

尚未出台实质性的财政、税收等支持

政策。 [4]

从世界范围来看，尚未形成一套

独立的海上风电机组设计方法和标准。

通过许可证方式的技术引进没法得到

关键技术，大规模开发海上风电必须

要得到技术的支撑。在我国风电原有

的 200 多项技术标准中，涉及海上风

电的只有 24 项。并且，目前国内现

有的风电行业标准很多都从国外引进，

并不太适合我国的风能资源条件和产

业发展实际情况。因此，为稳妥推动

风电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要强

调标准制定的“本土化”特征，另一

方面应加快海上风电场建设、运营维

护及并网方面的标准制定工作，不断

完善在项目投资、电力购买、财政等

方面的产业发展政策，并保证政策的

连续性。

此外，业内认为，我国海上风电

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国家统筹规划的基

础上，中央和各地区能源、海洋主管

部门结合起来对我国适合进行海上风

电开发的沿海和滩涂地区进行精确规

划、统筹协调，避免与环境问题和军

事用海等其他海洋利用方面产生矛盾，

以便加快我国海上风电的规模化、高

效利用步伐。

6 结语

2012 年 6 月，2012 年上海国际

海上风电及风电产业链大会指出，从

应对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安全和改善

能源结构的角度出发，我国需要大力

发展风电事业。在我国风电事业转型

之际，海上风电已经进入了发展关键

时期。[5]“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建设

两个千万千瓦级海上及沿海风电基地，

潮间带和近海风电也将进入加速发展、

规模化开发阶段。在发展前景一片大

好的形势下，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道

路仍然艰辛，还需要在环境、政策、

体制机制、技术投入等方面投入更多

的力量，以解决实际问题，突破瓶颈，

提升实力，实现国家能源战略的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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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风电场验收的通用机组特性测试
及评价方法研究﹡

段振云1，张学瑞1，邢作霞2

（1.沈阳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辽宁沈阳	110870；2.沈阳工业大学新能源工程学院，辽宁沈阳	110023）

摘   要 ：为规范风电市场，提高风电机组产品质量、可靠性和安全性，对风电产品的相关质量进行监督、检测和认证成为

风电产业发展必不可少的部分。根据某风电场要求，对其风电场内机组设备进行检测验收，检测内容包括风电机

组功率特性测试以及风电场噪声水平测试，为风电场设备验收及评价提供了一种思路及方法。

关键词 ：风电场验收 ；评价方法 ；功率特性测试 ；噪声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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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General-purpose Performance Testing and Evaluation 
Methods for the Acceptance of Wind Farm	

Duan Zhenyun1, Zhang Xuerui1, Xing Zuoxia2

(1.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henyang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henyang 110870, China;

2. School of New Energy Engineering, Shenyang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henyang 110023,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regulate the market of wind power, the quality, reliability and security of wind turbine products, the quality supervision, 

inspection and certi�cation of wind power products become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wind power industry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a wind farm, wind farm unit equipment should accept the test including the wind turbine power performance 

testing and noise level of the wind farm . �e result provides ideas and methods for equipment inspec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wind farm.
Keywords: acceptance test of wind farm; evaluation methods; wind turbine power performance testing; noise measurement

0 引言

风电行业的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

近几年，我国的风电行业发展迅速，

已成为全球风电装机第一大国。风电

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

题，特别是在风电产品的相关质量监

督和检测认证，以及对风电场内风电

机组的设备验收方面，缺乏完善的标

准体系和检测认证体系，制约了国内

风电产业发展。

开展风电机组检测，可以为解决

风电机组故障提供技术支持，风电机

组检测可以得到关于风电机组的第一

手数据，便于分析故障原因 [1]。此外，

开展风电机组检测，可以为风电机组

优化控制策略提供帮助，保证风电机

组在不同场地条件和不同风况条件下

都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提供最大可

能的发电量 [2]。

依据某风电场要求，对其风电场

内风电机组设备进行功率特性测试以

及风电场噪声水平测试。本文基于此

项测试，对应用于风电场验收的通用

﹡基金项目 ：2012 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沈阳市科技计划项目 (F11-23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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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对测试场地进行评估，以判断测

试场地是否符合 IEC 标准要求。如果

不符合标准要求，就要在测试开始之

前，先进行场地标定。在场地评估的

同时，选定可用的风向扇区，剔除影

响风速测量的风向扇区。测试时需要

在被测风电机组附近树立气象桅杆，

在气象桅杆上安装风速计、风向标、

温度传感器、气压传感器、降雨量传

感器等，用于测量风速和大气状况。

空气密度的计算公式为

        
                                              

（1）

式中，ρ10min 为 10min 的平均空气

密度；T10min 为测得的 10min 的平均热

力学气温；B10min 为测得的 10min 的平

机组特性测试及评价方法进行研究，

为风电场设备验收及评价提供了一种

思路及方法。

1 风电机组功率特性测试

风电机组的功率特性是风电机组

最重要的系统特性之一，与风电机组

的发电量有直接关系。通过功率特性

测试，可以比较实际发电量与预计发

电量的差别 ；通过长期的功率特性监

测，可以了解风电机组的功率特性随

时间变化的情况，验证风电机组制造

商提出的风电机组可利用率，发现参

数设置的问题，进而对风电机组的运

行情况进行优化 [3]。

风电机组功率特性测试开始之前，

均气压；R 为气体常数 287.05J/(kg*K)。
对于功率自动控制的风力发电机

组，其风速值可按下式 (2) 进行计算。

      
                                              

（2）

式中，vn 为折算后的风速值 ；

V10min 为测得的 10min 的平均风速值；

ρ0 为标准空气密度 ；ρ10min 为得到的

10min 的平均空气密度。

测试数据采集完成后，按照标准

要求剔除无效数据，然后将数据校正

到标准大气情况下，采用 bin 方法对

测量所得数据进行规格化处理，得到

风电机组的功率特性曲线，下式 (3) 和
(4) 为规格化后的风速平均值和输出功

率平均值的计算方法。

摄影：吴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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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式中，Vi 为第 i 个区间规格化后

的平均风速 ；Vn,i,j 为第 i 个区间数据

组 j 规格化后的平均风速 ；Pi 为第 i 个
区间规格化后的平均输出功率 ；Pn,i,j

为第 i 个区间数据组 j 规格化后的平均

输出功率 ；Ni 为第 i 个区间内 10min
数据组的数目。

根据测试所得到的数据结果，可

得出在标准空气密度下风电机组功率

特性测试的散点图，如图 1 所示。

被测风电机组的功率系数可以根

据以上风速平均值与输出功率平均值，

由下式计算得出。

        
                                              

（5）

式中，Cp,j 为 bini 中的功率系数；

Vi 折算所得到的在 bini 中的平均 风
速 ；Pi 为折算所得到的在 bini 中的功

率输出 ；A 为风轮的扫掠面积 ；ρ0 为

标准空气密度。

图 2 为标准空气密度条件下风电

机组的功率系数曲线。

2 风电场噪声水平测试

对于风力发电行业，我国制定了

风电场以及风电机组的噪声限值标准，

来限制风电机组产生的噪声。为了把

噪声控制在标准要求的范围内，首先

需要对风电机组的噪声进行测试，然

后依据测试得到的噪声发生原因实施

治理和控制，以期达到标准要求，并

尽量减少噪声污染。

风电机组的噪声测量基本过程

为 ：将下风向测试点作为基准点，测

量用的风速仪和风向传感器安装在风

电机组的上风向 ；安装噪声测试系统，

采用测试板和带风罩的麦克风，麦克

风装在测试板中心，风罩安装在地面

麦克风上，由蜂窝泡沫球组成 ；在整

数风速 6m/s、7m/s、8m/s、9m/s 和

10m/s 进行噪声测试，分别进行声功

率级、1/3 倍频程和窄带谱分析测试 ；

依据测试结果进行分析评定，分析噪

图3	数据处理软件界面

图1	标准空气密度下风电机组功率特性测试的散点图 图2	标准空气密度条件下风电机组的功率系数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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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发生原因，提出实施治理和控制方

案，以期达到标准要求，并减少噪声

污染。

3 现场测试方案

依据 IEC 61400－12－1: 2005 Wind 

turbine generator systems-Part 12: Wind 

turbine power performance testing 以及

GB/T 18451.2 － 2003《风力发电机

组功率特性试验标准》，对风电场内风

电机组进行功率特性测试 [4]，利用所

测量的数据，进行预处理、筛选、数

据回归，然后应用依据标准编制的软

件“SUT_P”（Version 2.1）数据处

理软件得出机组的功率曲线，如图 3
所示。

依 据 IEC 61400 － 11:2006 Wind 

turbine generators systems-Part 11:Acoustic 

noise measurement techniques 以 及 GB/T 

22516 － 2008《风力发电机组噪声测

量方法》，应用 Brüel&Kjær 公司

噪声测试系统对风电机组进行噪声

测量，并依据 DL/T 1084 － 2008《风

电场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对风电

场对周围环境的噪声影响水平进行

评估。

4 结论

随着我国风力发电产业的快速发

展，规范风电市场，完善风电产品的

相关质量监督和检测认证，对于风电

产业是必不可少的 [5]。本文依据对某

风电场内风电机组设备进行功率特性

测试以及风电场噪声水平测试，对应

用于风电场验收的通用机组特性测试

及评价方法进行研究，为风电场设备

验收及评价提供了一种思路及方法，

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及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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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风电机组持续向大型化发展，其风轮直径也

在不断增加 [1]。由于自然界的风在空间上分布的不均匀，

叶片旋转到不同位置时受到的风速是不同的。即使在同一

旋转位置，在叶片的不同展向位置处，风速也有很大差异。

风轮直径的增加，使这种差异变得更大。风速的变化分布

会使旋转中的叶片承载不均匀，使叶片产生拍打振动，进

而影响支撑结构的应力以及疲劳寿命。而目前，多兆瓦风

电机组风荷载计算一般采用风轮中心处的风速作为单一的

计算风速，这种方式随着风电机组容量的增大越来越偏离

实际 [2,3]。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尝试用一种新的方法计算风电机

组叶轮受到的作用。首先，根据风速在空间上的分布规律

得出叶轮扫掠面内各点处的风速。其次，根据叶轮转速，

确定任一时刻叶片转角位置 ；将叶片沿展向分为若干叶素，

每一叶素采用各自位置处的风速计算受力，积分得到整个

叶片受力。最后，将各时间点上的作用连续起来，便得到

叶片受到的随叶轮旋转周期性变化的动荷载。基于这样的

思路，本文以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辉腾锡勒风电场

考虑风剪切和塔影效应的风电机组塔顶
荷载研究﹡

刘香，苗占元，罗桂鑫，叶赟

（内蒙古科技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包头	014010）

摘 要 ：本文根据风剪切和塔影效应对风速的影响规律，详细计算出风轮扫掠面内各点风速；根据每一叶素位置处风速，应用

动量-叶素理论，计算叶素受力并进一步得到叶片受力，最终获得塔顶周期性变化的动力荷载；应用ANSYS软件分析

塔架动态反应，并与不考虑风剪切和塔影效应进行对比，得到传统方法无法得出的重要结论。  

关键词 ：风荷载 ；风剪切 ；塔影效应 ；动量 - 叶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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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head Load Research on Wind Turbines Considering the Wind Shear 
and Tower Shadow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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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in�uence law of wind shear and tower shadow e�ect on wind speed, this paper worked out the wind speed at 

each point of the wheel swept area. Based on Blade Element Momentum（BEM）theory, it calculated the force of blade element 

and blade with the speed at the position of each blade element; Finally, we got the periodic dynamic load on the top of the tower. 

ANSYS was applied to analyze the dynamic response of the tower, and compared without considering wind shear and tower shadow 

e�ect. �en some important conclusions were drew which can' t be obtained by traditional methods.
Keywords: wind loading; wind shear; tower shadow; Blade Element Momentum（BEM）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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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 技术

2013年第02期  63  

FL1500 型风电机组为例进行计算分析，得出重要结论。

1 风速模型

影响风速变化的因素很多，在风轮旋转平面内主要考

虑两个因素 ：风剪切和塔影效应。

风电机组叶片在旋转过程中，不同的高度处所面对的

风速是不同的，这是风速垂直梯度变化的结果，风速在垂

直方向上的变化称为风剪切。根据 A.G.Davenport 等提出，

平均风速沿高度变化的规律可用指数函数来描述，即 [4,5]

                         
                                                                              

（1）

式中，v、y 为任一点的平均风速和高度 ；vs、ys 为标

准高度处的平均风速和高度，大部分国家取标准高度为

10m；α为地面粗糙度指数，地面粗糙程度愈大，α亦愈大。

由于塔筒的影响，风在经过塔筒时会产生风向和风速

的改变，进而造成叶片受力的变化，这种效应就是塔影效应。

考虑塔影效应时的风速模型表达式为 [6,7,8]

   
                                                                              

（2）

式中，R 为风轮半径 ；α为塔筒半径 ；z 为桨叶微元到

塔筒轴线的 z 轴方向距离 ；x 为桨叶微元到塔筒轴线的 x 轴

方向距离，如图 2 所示。

在风轮旋转的上半平面，只需考虑风剪切效应的影响。

在下半平面，还要耦合塔影效应。

根据以上理论，以内蒙古辉腾锡勒风电场 FL1500 型

风电机组为例，生成在风轮旋转平面内的风速图谱。该风

电机组各项参数如下 ：额定功率 1.5MW，轮毂高度 64m，

叶片长 33m，轮毂高度处风速采用额定风速 13m/s，额定

转速 23r/min，塔筒上部半径 1.7m，叶片旋转到与塔筒重

合时与塔筒中心线相距 3.1m。根据风荷载规范以及风电场

地貌，地面粗糙度指数 α取 0.16。应用 Matlab，生成等值

线图如下图所示。

2 荷载计算

动量－叶素理论是目前运用最广泛的叶片设计和气动

计算方法 [9]。关于应用该理论方法进行计算的系统阐述可

详见相关著作，本文不再重复。计算时用到的各项参数如

表 1。
以风轮旋转中心为原点建立空间直角坐标系 ：

表1 叶片各项参数

叶片展

向位置

翼型

（NACA）
弦长 攻角

升力

系数

阻力

系数

3 63-421 1.91 12 1.61 0.027

5 63-421 2.56 12 1.61 0.027

7 63-421 2.90 11 1.53 0.022

9 63- 418 2.69 10 1.41 0.020

11 63- 418 2.61 9 1.38 0.019

13 63- 418 2.45 9 1.38 0.019

15 63- 418 2.31 9 1.38 0.019

17 63- 415 2.16 9 1.37 0.019

19 63- 415 2.02 9 1.37 0.019

21 63- 415 1.81 8 1.25 0.017

23 63- 415 1.61 8 1.25 0.017

25 63- 415 1.42 8 1.25 0.017

27 63-215 1.24 7 1.05 0.011

29 63-215 1.05 7 1.05 0.011

31 63-215 0.86 7 1.05 0.011

33 63-215 0.67 7 1.05 0.011图1	风轮旋转平面内风速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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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叶素受力时，风速采用风轮旋转平面内叶素所在

位置处的风速。叶素受力如图 3 所示。对其沿叶片展向进

行积分，可获得每一叶片整体受到的外力作用。这些外力

通过叶片传递到塔顶，便是塔顶受到的荷载。将这些作用

整合为分解在空间三个方向上的力和力矩。

 
                                                                         
                                                                              （3）
                                                                              

（4）
      
                                                                              （5）

式中，R 为叶轮半径，r0 为轮毂半径，dFzhou 为叶素受

到的沿轮毂轴向的推力，dFqie 为叶素受到的推动叶片旋转

的切向力，r 为叶素与距离旋转中心距离，ω为叶轮旋转角

速度，取为额定转速 24r/min，t 为时间， ωt为叶片从与塔

架重合位置开始逆时针旋转的角度，G 为叶片轮毂机舱的

总重。

叠加三个叶片的作用力，将不同时间点上的作用力连

续起来，便得到叶片传递到塔筒顶端的荷载时程曲线，如

图 4 所示。 

图2	空间直角坐标系及受力示意图

图3	叶素受力示意图

图4	作用于塔顶的各向荷载时程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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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结合以上风速等值线图、塔顶荷载曲线以及 ANSYS
动态分析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              

（1）由塔影效应引起的风速最大变化为 4.07m/s，占

总最大变化的 89.7% ；各荷载曲线也均在叶片旋至塔筒附

近时发生急剧变化。说明塔影效应对荷载波动幅度起主要

贡献作用。

（2）图 4 中 Fz 曲线显示，存在平均值不为零的侧向

推力。三叶片受到的垂直于风速方向的侧向推力本该相互

平衡，平均合力为零。但由于风轮旋转面上半平面的风速

总是大于下半平面，使得处于上半平面的叶片受到的沿旋

转方向的推力总是大于下半平面的叶片。

（3）对塔筒受力影响最大的动荷载，并非沿风速方向

的推力 Fx，而是绕旋转轴的弯矩 Mx。这一弯矩平均值大，

振动幅度大，振动幅度占平均值的 10%，却并没有被传统

方法所注意。ANSYS 分析显示，添加这一振动弯矩后，塔

筒最大应力增大 12.5MPa，塔顶最大位移增加 2.1cm，分

别占总最大应力和位移的 6.2% 和 8.7%。

（4）荷载曲线振动频率为 1.2Hz，这可作为风电机组

塔架设计时的参考，使前几阶固有频率与之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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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中国风电行业发展迅速，带动了经济的快速

增长。但由于东部沿海经常受到台风的侵袭，按现行标准

设计的风电机组不能很好地抵御台风，造成了巨大的经济

损失，并给安全生产工作带来困扰。台风是热带气旋的类

别之一，其特殊性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首先，台风风速大，

只有当持续风速达到 12 级（32.7m/s 以上），才称之为台

风或者飓风 ；其次，台风的湍流强度、风剪切、阵风系数、

入流角以及风向在短时间内的大幅转变都与现行标准中设

置的参数不同 ；最后是台风的脉动特性，通过对大量台风

数据的分析与研究，发现台风的功率密度谱特性不同于现

有的 Kaimal、Mann 等模型。

基于以上原因设计抗台风型风电机组，需要生成具有

台风特性的参数化风况模型进行仿真计算。为此，本文提

出了一种能够生成符合以上要求的台风三维湍流风场方法。

1 台风仿真方法

湍流风可分解为平均风速和脉动风速两部分，公式如下：

                                                               （1）
下面分别从这两方面的仿真进行探讨。

1.1 平均风速

台风的理论模型为对称圆形，最大风速半径为 R，在

海平面 10 米高度处的最大风速为 [1] ：

                                      （2）
                
                                                                              

（3）

基于功率密度谱的台风仿真方法研究
徐洪雷	，蔡继峰

（北京鉴衡认证中心，北京	100013）

摘 要 ：本文基于台风平均风速理论模型以及功率密度谱，提出了一种能够生成具有台风特性三维湍流风场的方法，并编写了

实现程序。最后以kaimal谱为例，将生成的湍流风与Bladed生成的湍流风做了频谱对比和载荷计算结果对比，验证

了该方法的可靠性，为制定抗台风型风电机组设计标准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关键词 ：抗台风型风电机组 ； 功率密度谱 ； 湍流风 ； 风场仿真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02-0066-05

An Analysis of Typhoon Simulation Method Based on Power
Density Spectrum

Xu Honglei, Cai Jifeng
(China General Certi�cation., Beijing 10001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yphoon average wind speed theory model and power density spectrum, this paper put forward a method which can 

generate three-dimensional turbulent wind �eld with typhoon characteristics, and write the realizing program . Finally, the kaimal 

spectrum was taken as an example, spectrum contrast and load calculation result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urbulent wind and 

Bladed generated turbulent wind. It veri�ed the reliability of this method and provided e�ective tools for se�ing anti - typhoon type 

wind turbines design standards.
Keywords: anti - typhoon type wind turbines; power density spectrum; turbulent wind; wind �eld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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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f 为科里奥利参数， ；

假设压强梯度为 ：

                             
                                                                              

（4）

将式（4）带入（3）中得到 ：

                        
                                                                              

（5）

其中 ： ，K 的取值为 ：

                
                                                                             
处于两个纬度之间的区域 K 值可以通过线性插值的方

法得到。

不同半径处的风速按照公式（6）进行计算 ：

                                         （6）
式中的系数 β是根据文献 [2] 中测量的台风不同位置处

的风速数据进行拟合得到，拟合的曲线如图 1、图 2 中所示。

根据拟合的公式可以生成任意半径处的平均风速。按

照拟合公式可以得到图 3 和图 4 中两条路线的台风风速，

如图 5 和 6 所示 ：

1.2 脉动风速

目前大量的研究机构通过分析和研究台风的数据发现：

台风的脉动特性不同于 Kaimal、Mann 等现有的谱，但是

目前尚未提炼出台风的功率密度谱，因此本文以 Kaimal
谱为例进行仿真，Kaimal 的功率密度谱用公式（7）表示：

                  
                                                                              

（7）

其中 ：

              
                         

                    
  

图1	当r<R时，β的拟合曲线

图3	与最大风速圆相切路径

图4	经过台风眼路径图2	当r>R时，β的拟合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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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fm—每一个频率间隔中的中间频率 ；

Gjj(fm)—点 j 处的功率密度谱值 ；

Sjj(fm)—是频率 fm 对应的双边 Fourier 幅值

点 j 和点 k 的互相关谱是由功率密度谱和相干函数

Cohjk 决定的，公式如下 ：

                  （9）
其中 ： —点 j，k 之间的距离 ；

Ujk—点 j，k 的平均风速 ；

由于 S 为对称矩阵，令 ：

                                              （10）
其中 H 为三角矩阵，则 H 中的元素可以通过递归公式

（11）求得 ：

                 
 
                                                                            （11）

H 中的元素可以看作是 N 个不相关白噪声线性组合时

的权重系数。引入 N×N 的对角矩阵 X 代表 N 个不相关的

白噪声 ：

                 
                                                                            

（12）

其中 θkm 符合区间 (0, 2π) 上的均匀分布

则风速可以通过下式得到

                                                                （13）
然后再通过 Fourier 反变换得到风速的时序

本文以平均风速为 11.5m/s，轮毂高度为 84m，参

考湍流强度为 0.16 为例进行 10 分钟仿真，采样频率为

8192/600Hz，此处的频率间隔为 1/600Hz, 应用上文的理

论可得脉动风速如图 8 中所示。

将平均风速与脉动风速叠加得到风速的时序，结果如

图 9 所示。

根据上文介绍的理论，我们编写了能够生成符合台风

特性三维湍流风场的程序，并开发了可视界面。分别填写

界面中关于台风和风场的参数，就能够模拟出符合要求的

湍流风场。

2 结果可靠性验证

依据本文方法，将生成的湍流风与 Bladed 生成的湍

流风做了频谱对比和载荷计算结果的对比。Bladed 软件为

GL 开发的用于风电机组载荷计算软件。

为了进行数值模拟，需要将连续的单边功率密度谱以

一定的功率间隔进行离散化 [3]。为了保持变量的精度，我

们设 ：

                                                （8）

表1 速度分量参数表

速度分量k

1 2 3

标准差 σk σ1 0.8σ1 0.5σ1

积分尺度 Lk 8.1Λ1 2.7Λ1 0.66Λ1

图5	与最大风速圆相切路径风速

图6	经过台风眼路径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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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Kaimal功率密度谱

图8	脉动风速

图9	湍流风

图10	程序界面

图11	平均速度变化的湍流风

2.1 频谱比较

以平均风速为 11.5m/s,10min 时长的湍流风进行对比，

时序风速分别如图 12、图 13 所示。将其进行 Fourier 变换，

并与理论的 kaimal 谱曲线进行比较，结果如图 14 所示。  
2.2 载荷比较

将程序生成的平均风速为 12m/s 与 50m/s 的风，与用

Bladed 生成的风用于载荷仿真计算，将其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如图 15 和 16 所示。

                        
                                                                              

(14)

其中 ：Fm 和 Fb 分别代表模拟程序和 Bladed 软件计算

的结果 ；

2.3 小结

通过图 14 － 16 中的结果可以看出 ：

（1）本文生成的湍流风经过频谱分析，与理论功率密

度谱符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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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载荷计算结果与 Bladed 的载荷计算结果相差都

在 10% 以内 ；

因此 , 本文的程序能很好地依据给定的功率密度谱生

成相应的湍流风场。

图12	程序生成的湍流风

图13	Bladed生成的湍流风

图14	频谱比较

图15	极限载荷对比

图16	疲劳载荷对比

3 结语

根据现行标准设计的风电机组不能抵抗台风的侵袭，

本文提出了基于功率密度谱生成的具有台风特性三维湍流

风场的方法，通过极限载荷和疲劳载荷的比较证明了它的

可靠性，为抗台风型风电机组的设计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随着对台风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对大量台风数据的分

析，将会提炼出台风的湍流强度、风剪切、阵风系数以及

入流角等参数，并通过对台风数据的频谱分析得到符合台

风特性的功率密度谱，然后通过本文介绍的方法生成符合

台风特性的三维湍流风场，将其用于仿真计算。根据计算

的结果制定抗台风型风电机组的设计标准，指导抗台风型

风电机组的设计，从而提高风电机组在台风过程中的生存

能力，降低风电场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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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中国的风电事业发展迅速，装机容量迅猛增加，

但资源优质的风电场也愈发减少，如三北地区。人们的目

光开始转移到了我国的内陆地区，内陆地区风能资源分布

较分散，但也不缺乏一些风能资源可利用区域，比如四川、

云贵高原。但四川、云贵地区处于喜马拉雅－地中海地震带，

地震灾害多发，如果风电机组这种大型设备处于地震多发

区域，则有可能受到风力、地震的双重影响，风电机组的

安全将受到考验。

抗震设计条件下的风电机组载荷计算
李声茂，赵伟

（东方电气新能源设备（杭州）有限公司，德阳	618000）

摘  要 ：按照 GB50011-2010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的要求，对有抗震设计要求的风场所用的风电机组进行地震载荷计算。根

据中国风场的地质条件，用 GB2010 规范生成设计目标反应谱，再利用三角级数法将之合成为地震动加速度时程，

考虑双向水平地震作用并进行时域分析。结合工程实例，借助Bladed软件对项目所用风电机组进行地震载荷计算，

对比设计载荷和地震载荷，结果表明，地震时风电机组载荷大幅增大，但没有超过风电机组设计极限载荷，项目

所用风电机组安全可靠。

关键词 ：风电机组载荷 ；抗震 ；三角级数法 ；双向水平地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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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 Calculation for Wind Turbine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Anti-seismic Design

Li Shengmao, Zhao Wei
(DongFang Electrical New Energy Equipment(Hang Zhou) Co.,Ltd.,Deyang 618000,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 of GB50011-2010, the seismic load calculation was carried out for the wind turbines which request 

for anti-seismic design. Based on the special geological conditions of wind farms in China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GB50011-2010, 

the aim design acceleration response spectrum was generated, and then transformed to seismic acceleration time history using 

trigonometric series method. �e domain analysis was carried on considering the bi-directional seismic action. A project, and the 

so�ware Bladed was used to simulate the seismic of wind turbines, the design and seismic load of wind turbines were compared 

�nally. �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eismic load of wind turbines was increased, but didn' t exceed the limit of design load of wind 

turbines. therefore, the wind turbine in this project was safe and reliable.
Keywords: wind turbine load; anti-seismic; trigonometric series method; bi-directional seismic action

目前，国内针对地震作用下的风电机组安全研究大多

存在于理论阶段，没有实际工程经验，对风电工作者来说，

一套经过实际检验的地震计算方法尤为重要。GH bladed
是通过 GL 认证的国际专用的风电计算软件，是研究风电

机组结构动力的重要工具，国内风电研究人员也往往基于

GH bladed 的计算结果验证自己的研究方法的正确性 [1]。

但是 GH bladed 的地震模块是以欧版规范 Eurocode8 为

基础的，而中国抗震设计应用的是最新颁布的 GB50011 －

2010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以下简称 GB2010 规范）[2]，两

者在抗震设防目标、场地类别以及地震作用的计算上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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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不同，考虑到欧洲和中国的断裂构造、地震背景、土质

等区别，中国的风场抗震设计应该按照 GB2010 规范要求

执行 [3-4]。

本文按照 GB2010 规范、GL 规范要求 [5]，借助 GH 
bladed 软件进行风电机组地震载荷计算，介绍了风电机组

地震载荷计算的方法原理，对比风电机组设计载荷，分析

地震后风电机组载荷的变化，应用于工程实例并实现抗震

设计要求，对以后有抗震设计要求的风电机组安全优化工

作有指导意义。

1 计算方法

在 GH bladed 软件计算中，地震载荷以加速度时程的

方式作用于风电机组，因为条件限制，在本文中不考虑竖

向地震载荷影响，只考虑水平双方向上地震载荷影响，x 和

y 方向成 90°，两正交方向反应谱为 0.85 倍关系 [6]。根据

GB2010规范，先按照风场条件生成设计目标加速度反应谱，

再利用三角级数法将设计目标加速度反应谱拟合成地震动

加速度时程。

1.1 地震水平加速度反应谱

在 GB2010 规范中只规定了地震水平影响系数曲线，

根据反应谱理论，地震水平加速度反应谱可以表示为 ：

                   （1）
                                          （2）

             
                                                                              

（3）

             （4）
SA——地震水平加速度反应谱 ；

αmax——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

η1——直线下降段下降斜率调整系数 ；

η2——阻尼调整系数 ；

γ——衰减指数 ；

Tg——特征周期 ；

T——结构自振周期。

在这其中，当建筑结构的阻尼比不等于 0.05 时，阻尼

调整系数和形状参数应按以下公式确定 ：

摄影：王太刚摄影： 邢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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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其中，ξ是阻尼比。

1.2 三角级数法

三角级数法提出时间较早，经过多年的发展和改善，

在计算精度、算法收敛性等方面均有长足的进步。其基本

思想是用三角级数之和构造一个近似的平稳高斯过程，然

后乘以强度包线，以得到非平稳的地面运动加速度时程 [7]。

它的基本步骤是 ：

（1）生成一组在 (0,2π) 区间内均匀分布的随机数作为

相位角 φk 的初始值 ；

（2）以加速度反应谱作为模拟的目标谱，用反应谱与

功率谱的近似转换关系，将目标反应谱转换为功率谱 ：

      
                                                                             

 （8）

Sx(ω)——功率谱 ；

Tl——持续时间 ；

r——反应谱概率水平。

（3）做傅里叶变换，生成零均值的平稳高斯过程 ：

             
                                                                             

 （9）

其中 ：    

                 

上式中，Ak、ωk、φk 分别是第 k 个傅里叶分量的振幅、

频率和相位角 ；n 为计算的反应谱与功率谱所在频域中的频

率的分隔点数。

（4）将平稳时程乘以非平稳强度包线，得到非平稳的

加速度过程 ：

                                                  （10）
强度包线函数 f(t) 可以取为以下形式 ：

       

其中，t1 为地震动时程上升段时间，t2 为下降段起始时

摄影：张元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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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c 为衰减系数。

（5）计算 a(t) 的反应谱并与目标反应谱比较，对于不

满足要求的反应谱控制点，修正其响应的傅里叶分量，使

合成地震波的反应谱接近目标反应谱，再回到步骤 (3)，重

新迭代，直到所有控制点的反应谱都满足允许误差为止。

迭代计算结束后，如果依然有个别顽固点反应谱不收

敛于目标谱，则在 GH bladed 中用下式对其在时域上做傅

里叶变换 [8] ：

                     
                                                                            

（11）

其中 Vg 是时域加速度傅里叶变换，SA 是目标加速度反

应谱，Sa 是实际计算的加速度反应谱。

最后一步是修正加速度峰值，它最后应等于目标反应

谱的 0 周期值 ；均值也需要修正，使得地震动结束时，地

面速度为 0。

2 工程实例

2.1 工程背景

工程所在风场位于四川南部，属高原河谷地带，地形

北高南低，海拔高度在 1440m~1470m 之间，地势较开阔

平坦 ；轮毂高度年平均风速为 6.5m/s，风向稳定，风能资

源较丰富，具备较高的开发价值。为满足对该工程的抗震

设计要求，本文生成了 475 年回归周期，50 年内超越概率

为 10% 的地震水平加速度时程，借助 GH bladed 软件进

行地震载荷计算。

2.2 风电机组参数

某 1.5MW 风电机组选为该工程所用机型，Ⅲ A 设计，

但设计初始未考虑抗震设计要求。该机型为三叶片上风向

结构，变桨变速。风电机组主要参数如表 1 所示。

2.3 地震动波谱

经过权威机构对风场进行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估，根据

GB 50223 － 2008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规定，该工

程为标准设防类，按照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确定其抗震措

施和地震作用，确定工程场地地震基本烈度为Ⅷ度，50 年

超越概率 10% 的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20g，设计基

本地震水平影响系数 αmax 为 0.45，场地特征周期为第三组，

场地类型为软弱土质，所以反应谱特征周期为 0.9s，阻尼

比定为 0.05，衰减系数为 0.9，直线下降段斜率调整系数为

0.02，阻尼调整系数为 1，地震持续时间为 30s，频率分隔

点为 30。根据以上条件，生成地震水平加速度反应谱及 x

和 y 向的地震水平加速度时程，如下图所示 ：

2.4 载荷分析

为了保证风电机组安全，该工程计算生成了 6 组地震

动加速度时程，地震波从风电机组正面和侧面两个方向输

入，对风电机组进行地震载荷计算，选择叶片根部、塔筒

底部、塔筒顶部、动轮毂、静轮毂和偏航轴承 6 个部位进

行极限载荷统计分析。

将风电机组载荷设计时的极限载荷统计出来，与地震

后的风电机组极限载荷做对比，结果如表 2、表 3 所示。

具体来看，风电机组叶片根部、动轮毂、静轮毂的安

全余量比较大，基本保持 20%~40%，塔底、塔顶和偏航轴

承的安全余量则不是很大，地震后塔顶和偏航轴承的 Fy 都

超过了设计极限 2.72%，塔底 Mx、Fy、Fxy 接近设计极限。

所以这 3 个部位将成为风电机组抗震设计时的重点考虑部

表1 1.5MW风电机组主要参数

参数 单位 数值

功率 (kW) 1500

叶片长度 (m) 38

风轮直径 (m) 78

轮毂高度 (m) 70

额定风速 (m/s) 11

额定转速 (rpm) 17.3

最小桨距角 ( °) -0.5

最大桨距角 ( °) 89.5

图1	地震水平加速度目标反应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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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地震极限载荷与设计极限载荷（叶根、塔底、塔顶）

叶根 塔底 塔顶

设计载荷

[kNm,kN]

地震载荷

[kNm,kN]

余量

[%]

设计载荷

[kNm,kN]

地震载荷

[kNm,kN]

余量

[%]

设计载荷

[kNm,kN]

地震载荷

[kNm,kN]

余量

[%]

Mx 3094.7 1695.35 45.22% 35351 32761.2 7.33% 4013.7 1565.57 60.99%

My 4381.3 3322.66 24.16% 49868 28492.5 42.86% 5902.9 4234.45 28.26%

Mxy 4501.6 3515.38 21.91% 49868 37392.3 25.02% 5972.2 4315.58 27.74%

Mz 111.1 49.2228 55.70% 3773.1 3146.01 16.62% 3763.5 3145.31 16.43%

Fx 179.9 142.982 20.52% 655.8 492.95 24.83% 610.3 372.28 39.00%

Fy 168.6 104.832 37.82% 597.8 560.662 6.21% 388 398.536 -2.72%

Fxy 197 159.867 18.85% 656.2 651.07 0.78% 610.4 468.394 23.26%

Fz 701.5 399.137 43.10% 2977.4 2072.18 30.40% 1520.7 1101.08 27.59%

表3 地震极限载荷与设计极限载荷（动轮毂、静轮毂、偏航轴承）

动轮毂 静轮毂 偏航轴承

设计载荷

[kNm,kN]

地震载荷

[kNm,kN]

余量

[%]

设计载荷

[kNm,kN]

地震载荷

[kNm,kN]

余量

[%]

设计载荷

[kNm,kN]

地震载荷

[kNm,kN]

余量

[%]

Mx 1551.3 1094.93 29.42% 1551.3 1094.93 29.42% 1835.6 1565.57 14.71%

My 4406.2 2796.51 36.53% 4398.3 2758.98 37.27% 5902.9 4234.45 28.26%

Mz 4046.1 2614.25 35.39% 3534.8 2964.52 16.13% 5972.2 4315.58 27.74%

Myz 4414 2999.92 32.04% 4414 2999.92 32.04% 3763.5 3145.31 16.43%

Fx 479.7 293.337 38.85% 479.7 293.337 38.85% 610.3 372.28 39.00%

Fy 444.3 320.88 27.78% 260.6 146.503 43.78% 388 398.536 -2.72%

Fz 471.4 322.278 31.63% 471 329.397 30.06% 610.4 468.394 23.26%

Fyz 471.9 329.475 30.18% 471.9 329.475 30.18% 1520.7 1101.08 27.59%

图2	地震水平x方向加速度时程 图3	地震水平y方向加速度时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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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不过设计极限和风电机组各部位材料极限也有一定的

安全余量，所以该风电机组符合风场的抗震设计要求。

结果表明，地震后风电机组载荷大幅增大，但相对于

设计载荷仍有安全余量。这是因为设计极限载荷往往出现

在极端条件下，而按照 GL 规范，地震载荷设计工况都发

生在正常湍流模型风或正常风轮廓情况下，这也是风电机

组运行时间内发生概率最大的风况（风电机组运行寿命为

20 年，而地震发生是小概率事件），所以说对于此风电机组

来说，极端风速条件对风电机组载荷的影响比地震大的多。

3 结语

本文详细介绍了抗震设计条件下的风电机组载荷计算

方法和原理，并以一工程实例为背景，按照 GB2010 规范

生成目标加速度反应谱，用三角级数法将其拟合成地震动

加速度时程，考虑地震水平双向作用，用 GH bladed 软件

完成了风电机组地震载荷的计算，结果表明，该风电机组

满足风场的抗震设计要求，风电机组塔底、塔顶和偏航轴

承在抗震设计时是重点考虑部位。经实际工程验证，此方

法可用于风电机组抗震设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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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些年 , 随着风电运营商的运维经验与管理经验的增

长，风电场开始大规模使用振动监测设备以开展视情维护。

由于早期安装的风电机组并没有安装在线振动监测设备，

风电场再安装在线监测设备成本较高并且安装较为复杂。

因此 , 国内目前还是以新风电机组在采购时就安装在线监

测设备，而已建成机组使用离线监测设备进行监测的模式

开展。

虽然现有的振动分析软件大多包含了时域分析、频谱

分析、趋势分析、包络分析等传统的信号处理方法 [1,2]，对

平稳振动信号具有较强的分析功能，但是对于风电机组这

类变速运行的设备的信号分析方面是不足的。在这样的背

景下，将阶比分析方法引入风电传动链的振动信号分析中，

解决了由于转速波动带来的频谱峰值能量分散无法识别特

征频率问题。

阶比分析是通过等角度采样将时域的非平稳振动信号转

换为角度域的平稳信号获得稳定阶比谱的一种分析方法 [3,4]，

无转速计阶比分析在风电机组故障诊断
中的研究与应用 

胥佳，岳俊红，陈铁，张进

（龙源（北京）风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北京100034）

摘 要 ： 结合风电机组变速运行的特点，本文提出一种无转速计阶比分析方法。该方法利用短时傅里叶时频分析提取风电

机组多分量振动信号中的参考轴转速信号，再对振动信号进行等角度重采样，进行阶比谱分析。与传统分析方法

相比，该方法解决了风电机组中的转速变化导致频谱峰值能量分散问题 ；同时无需转速计，解决了风电机组采集

时的现场工程问题。应用实例分析结果表明 ：此方法能够有效识别变速中的特征分量，适合于风电机组离线振动

监测工作中应用。

关键词 ：振动监测 ；无转速计阶比分析 ；风电机组 ；变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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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Tacholess Order Analysis in Wind Turbine 
Fault Diagnosis

Xu Jia, Yue Junhong, Chen Tie, Zhang Jin
(LongYuan (Beijing) Wind Power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o., Ltd., Beijing 100034, China)

Abstract: As variable-speed wind turbine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proposed a tacholess order analysis method. �is method 

use short-time fourier time-frequency analysis to extract the reference sha� speed signal of multi-component vibration signal of 

wind turbine, and use this speed signal to resample the vibration signal, convert the signal from time-domain to angle-domain for 

order tracking spectrum analysis.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analysis methods, this method solves the problem of spectrum peak 

dispersion of variable-speed wind turbine and inconvenience to install sensors. �e results show that this method can e�ectively 

identif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ariable-speed component, suit for application in wind turbine o�ine vibration monitoring。
Keywords: vibration monitoring; tacholess order analysis; wind turbine; variable 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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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采集时通常要通过转速计的等角度触发进行振动信

号等角度采集，这使得阶比分析的实施较为烦琐，特别是

应用在风电离线监测这种不方便安装转速计的场合。这一

问题的存在阻碍了阶比分析技术在离线风电监测中的应用。

本文通过对阶比分析技术的深入研究，考虑到风电机组非

平稳振动的信号特征，利用时频分析可以进行瞬时频率估

计提取转速曲线，进而得到鉴相信号，实现了基于时频分

析获取瞬时频率的无转速计阶比跟踪技术 [5-7]。

1 瞬间频率估计

近年来 , 多个文献 [8-10] 论述了有关瞬间频率估计的成

果，这些方法大多适用于单分量信号。由于风电机组的传

动系统包含有多对齿轮对与轴 [3]，齿轮对在啮合时由于其

运行特性，必然会产生较高的振动能量，会产生很多振动

能量峰值，如图 1 所示，风电机组的多个振动峰值在谱图

以及时频分布中都可清晰地辨认。因此，风电机组的振动

信号属于多分量信号。由于风电机组转速变化较慢，根据

上面叙述，短时傅里叶（STFT）时频域分析搜峰法较适合

用于风电机组中对瞬时转速的估计 [9]。

STFT 瞬时频率估计流程如图 2 所示。传统的时域分

析和傅里叶变换频谱分析分别展示了时间与幅值的关系和

频率与幅值的关系，无法表示时间与频率的关系。因此，

通过时频变换将时间、频率、幅值的关系通过三维谱图进

行展示 [11] ；再通过对谱图中时间与频率关系的查找，就能

得到基于时间的频率变换函数。本文通过时频谱的特性选

用搜索谱图平面内峰值坐标来确定时频关系，但是由于多

分量信号直接使用搜峰法会导致搜索曲线无法确定，若可

以将只含有预分析的峰值带的谱图通过人为的方法提取出

来，再使用搜峰法便可以得到时间与频率的对应关系。

首先将二维的时域振动信号通过短时傅里叶变换转化

为三维的时频谱图，并调整窗函数的长度使其适合不同的

采样长度的信号。从图 1 中可以看到频谱图中频率越高，

峰值分量越少，峰值越好辨认。风电机组低频转动部件转

频较低，同时间内变化范围小，如果用时频分布峰值法进

行提取需要较高的频率分辨率。因此，在风电机组转速提

取时通常选用高频段的分量为提取目标。

由于风电机组齿轮箱内的结构参数固定，通过计算可

以得到各个部件的振动特性频率。例如中高速轴啮合频率

为 GMF1，高速轴上齿轮有 Zg 个齿，那么高速轴转频可以

通过 GMF1/Zg 求得，而中间轴，低速轴转频可以通过与高

速轴的传动比获得。因此，如果提取出高阶次转频分量，

通过其与基阶次的倍数比便可以求得基阶次的转频，这需

要人工来设定待分析分量的阶次也就是倍数比。

然后，通过人为的描点选择预分析的峰值分量，标记

出欲搜索的峰值信号带 [5]，如图 3 所示。通过遮掩滤波根

据人工选定的带进行 0、1 滤波，去除选定带宽外的无关

信号，如图 4 所示。遮掩后的谱图只存在欲分析阶比分量

的峰值信息，因此可以直接进行峰值搜索，当搜索结束后，

图1	风电机组齿轮箱振动

图2	基于STFT瞬时频率估计流程

图3	多分量信号STFT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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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的一系列峰值坐标点 (mi,ni)，这些坐标点构成了在时频

面上对应的瞬时频率曲线，也就是根据时间坐标线 mi 以及

其所对应的频率坐标 ni 与频率分辨率的乘积即可得到 fi(n)，
如图 5 所示。

2 基于瞬时转速估计的阶比分析

阶比分析就是对等角位移采样信号进行傅里叶变换 [6]

（如图 6 所示）。因此，阶比分析的关键就是实现振动信号

的等角位移采样，即每当参考轴转过一定的角位移就对旋

转机械进行一次采样，这样无论参考轴的转速如何变化，

每一转的采样点数总是相同的，要保证等角位移采样必须

根据参考轴的转速变化实时调节采样率。 
在不需要转速计进行阶比分析时，可以通过等角度重

采样实现类似于等角位移触发调节采样率的功能。无转速

计阶比分析的原理图如图 7 所示。 
2.1 振动信号重采样

无转速计阶比分析中转速信号由 STFT 瞬时频率估计

得到。假设频谱中的时间线数为 M，峰值搜索得到的瞬时

频率坐标为（tk, fk），k=0，1，2…，M － 1。在小范围内

瞬时频率基本满足光滑连续条件，用拟合多项式实现高精

度逼近是可行的。这里取二阶方程拟合，则拟合方程为

                            fi(t)= at2+bt+c                                （1）
式中 ：fi(t) 为瞬时频率的拟合曲线。

设各点等角度采样的采样时刻为 Tn，fi(t) 为瞬时频率，

则有

                  
                                                                              

（2）

式中 n 为采样时刻序列号， 为恒定角度增量；

转换示意如图 8 所示。这样便可得到各个采样时间数

据。

进行等角度采样时，等角度间隔的时间点并不一定会

落在原来采样的等时间间隔点上，即使用了很大的值进行

过采样。可以用插值的方法，得到任意时间点上的数据值。图4	遮掩法

图5	瞬时频率提取图

图6	阶比分析原理

图7	无转速计阶比分析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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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前面计算得到的等角度时间序列，对等时间间隔采样

信号 S(n∆t) 进行角度重采样，得到等角度间隔采样信号

S(n∆θ)。

2.2 阶比谱分析

经过重采样后的角域信号可以近似为平稳信号，对此

平稳信号 S(n∆θ) 进行 FFT 运算就是阶比谱分析，如图 9 所

示。相对于频域来说可叫做阶比域，两者在数学意义上是

一样的，但是在物理意义上又有所不同，频谱分析表示的

是时域到频谱的变换，而阶比谱分析表示的为角域到阶比

域的变换，变换公式如下 ：

                
                                                                             

 （3）

式中 X(o) 为信号的阶比域表示，X(θ) 为信号的角域表示。

3 实际应用

某国产 1.5MW 风电机组的齿轮箱结构如图 10 所

示。输入工作转速范围 10RPM － 20RPM，额定输出转速

1800RPM，额定功率为 1500kW，设计寿命为 20 年。几

何结构参数 ：叶片为 3 个，齿轮箱的结构为一级行星传动

和二级平行轴传动组成 [12]，结构如图 10 所示，参数如表 1
所示。 

对机组测试后得到的低速端采集到的振动信号如图 11
（a）所示，采样频率为 2048Hz，采样 32s，时域图无明显

特征。对信号进行频谱分析，如图 11（b）、（c）所示，可

以看到 170Hz 处出现一个峰值包，但是由于转速波动无法

清晰分辨每个谱线。

图8	等角度采样时间转换示意图

图9	无转速计阶比分析实现过程

图10	风电机组典型齿轮箱结构

表1 齿轮箱参数

齿轮 齿数

一级

太阳轮 行星轮 内齿轮

Zs Zp Zr

21 40 102

二级

主动轮 从动轮

Z1z Z1c

101 24

三级

主动轮 从动轮

Z2z Z2c

96 25

表2 振动特征阶次

振动部位
主轴 低速轴 低中速轴 高速轴

转动 转动 啮合 转动

特征阶次 1× 5.85× 590.8× 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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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信号进行 STFT 分析如图 12（a）所示，选取幅值

较为明显且易为区别的中低速轴啮合频率的 3 倍频作为转

速提取分量，以主轴转频作为基阶，低速轴转频为 5.85 阶，

低速轴与中间轴啮合频率的 3 倍频则为 1772.55 阶，通过

STFT 瞬时频率估计进行转速提取，得到主轴转速图如图

12（b）所示。

如图 13 所示，通过局部放大图可以清晰地看到 590
阶附近伴随有大量的 5.85 阶及其谐波的边频带，590 阶为

低速轴与中间轴的啮合阶次，5.85 为低速轴的啮合阶次，

谱形属于齿轮故障的典型特征，因此判断此机组齿轮箱低

速轴大齿轮存在损伤。

经过现场验证发现，齿轮箱低速轴大齿轮齿面出现剥

图11	齿轮箱低速轴频谱图

图12	转速提取过程

图13	齿轮箱低速轴阶比谱

（a）齿轮箱低速轴时域波形

（a）STFT时频分析描点图

（a）阶比谱分析

（b）阶比谱分析（局部）

（b）转速曲线

（b）低速轴频谱图

（c）低速轴频谱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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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齿轮箱低速轴大齿轮损伤

落，如图 14 所示。通过图 13（b）与图 11（c）的对比中

可以明显看到本文研究的无转速阶比分析可以很好地解决

变速风电机组由于风速改变带来的转速波动问题，及时发

现机组的隐性故障，这是传统的频谱分析方法无法完成的。

4 结论

本文结合风电机组齿轮箱振动特征与工作条件特殊性，

选用了基于 STFT 时频分析的无转速计阶比分析方法解决

风电机组转速波动的问题，给出了具体实现步骤，通过实

例应用，证明无转速计阶比分析可以有效地应用于风电机

组离线振动分析中。为解决风电机组离线振动采集过程转

速波动带来的频谱模糊以及实际工作无法加装转速传感器

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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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国风电机组主动参与风电场内无功补偿协调控制尚

处在研发试验阶段，国内一些大中院校和科研院所则多是

做一些实验室阶段的模拟仿真和理论研究。真正与风电机

组制造企业或风电场企业结合开展实质的研发和产品调试

等单位和组织还很少。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某 AVC 策略研

究也仅仅是对风电场 AVC 子站策略做了实验，并没有实现

AVC 总站与风电场 AVC 子站联动协调控制，对双馈风电机

组无功调节性能及对机组的影响方面的研究并没有深入。 
某电力公司生产的 AVC － 5000 已经在风电场得到试用。

该系统构建是依托原有火电 AVC 系统框架，完全没有对双

馈机组无功调节能力和响应特性开展相关研究。虽然短期

双馈风电机组无功调节性能概述
赵广宇，潘磊

（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风电技术研发中心，	北京	100039）

摘  要 ：双馈风电机组具备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解耦控制的特性，风电场可以充分发挥双馈机组的无功功率调节能力，从

而实现对风电场并网点的电压稳定性控制。本文从风电机组单机无功调节性能功能出发，从不同角度进行概述，

并结合双馈机组无功性能调节试验，分析双馈机组参与风电场 AVC 和 AQC 控制中所起到的作用，概述了风电机组

应具备的无功调节功能，对无功功率调节性能进行了总结。

关键词 ：双馈风电机组 ；解耦控制 ；AVC ；AQC ；并网规程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02-0084-04

Reactive Power Regulation Performance of Double-fed Wind Turbine
Zhao Guangyu, Pan Lei

(GuoDian United Power Technology Co.,Ltd, Wind Power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100039, China)

Abstract: Doubly-fed wind turbines have active power and reactive power decoupling control characteristics, wind farms can give full play to 

the reactive power adjustment ability of doubly-fed wind turbines, so as to control the network voltage stability in wind farms . In 

this paper , the functions of single reactive regulation performance are summarized in di�erent angles. Combined with the reactive 

performance adjustment test of doubly-fed wind turbines , it analyzes the role that doubly-fed wind turbines play in AQC and AVC 

and reactive power adjustment ability. Reactive power regulation performance is also summaried in this paper.
Keywords: doubly-fed wind turbines; decoupling control; Automatic Voltage Control(AVC); Automatic Reactive power Control(AQC);grid 

procedures

内对风电场并网点有一定调节作用，但从长远来看，势必

对风电机组性能和机组关键部件使用寿命有一定影响。

结合风电场无功调节的现状，风电机组主动参与电网

调节增强风电场的电网适应性势在必行 [1]。在日益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风电机组具备无功调节能力也是未来产品必

须具备的亮点。

1 双馈风电机组无功控制原理

双馈风电机组有功、无功解耦控制的原理 ：在并网条

件下，发电机与网侧变流器 ISU 均有能力输出无功功率，

对于双馈发电机，在 d、q 坐标系下，定子磁链矢量方向为

d-q 坐标系 d 轴。由于定子磁链定向，双馈发电机定子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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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功功率 PS、无功功率 QS 分别与定子电流在 d、q 轴上的

分量 isq、isd 成正比，调节双馈发电机定子电流 isq、isd 可分

别独立调节 PS、QS，两者实现了解耦，如图 1 所示。

通过转子的无功功率 Qr 为

                                                            （1）
当 Qr 归算到定子侧时有 ：

                         
                                                                              

（2）

由上式 1 和式 2 所示，注入转子电路额无功功率被有

效地放大了 1/s 倍。所以一般多采用转子侧变流器来提供电

机所需要的无功功率。

在定子磁链定向的情况下，忽略定子侧的损耗，同步

旋转 d、q 坐标系下的双馈机组数学模型可以得到发电机定

子侧无功表达式（5）[2]。

                                                                              
（3）

其中 是发电机励磁电流部分， 是用于控制与电

网交换的无功功率 ；对应的 是发电机吸收的无功功率，

是与电网交换的无功功率。

                
                                                                              

（4）

为了补偿发电机吸收的空载无功功率， 必须等于 0。
由式 4，必须将 控制在 ：

                           
                                                                              

（5）

由于机端电压会随注入电网的无功功率的变化而上升

或下降，因此电压控制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

①由 DFIG 消耗的无功功率应当由 补偿 ；

②与机端电压参考值相比较，若机端电压过低或者过

高时， 要做出相应的调节。

2 双馈风电机组无功调节性能总结

2.1 双馈型风电机组应具备接收AVC调度功能

双馈型风电机组应具备风电场 AVC 子站无功调节功

能，当电力系统的 AVC 总站下发到风电场调度指令时，风

电场 AVC 子站控制器经一定的分配策略，机组输出调节

部分将无功调节指令下发到场内各个机组。机组具备接受

摄影：王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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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C 子站无功调节指令下发的无功功率能力，如图 2 所示。

风电机组接受 AVC 子站控制下发分配 Q 无功调节指令应

在风电机组无功控制极限范围内： ； 
Qiref 为风电场内第 i 台机组接受到的无功值 ；Qlimit_max 第 i 台
机组能输出最大的感性无功 ； 为第 i 台机组能输出的最大的

容性无功 ；当 Q 无功调节指令值超出机组无功调节范围时，

风电机组按最大输出能力执行进行调节输出。

2.2 应具备单机恒功率因数无功调节功能

该功能是风电机组具备的基本功能，在默认设置功率

因数为 1. 即风电机组输出 Q 为 ：

              
                                                                              

（6）

式中 Q 为机组输出无功功率 ；P 为机制输出有功功

率 ；cospi 为功率因数，默认取值 cospi=1，所以此处 Q 为

零，即默认状态下风电机组不输出无功功率 ;AVC 子站或者

SCADA 系统可以下发给功率因数到场内风电机组，机组按

照某恒功率因数 cospi=k，其中 方式运行 ；所

以，机组具备接受 AVC 子站无功调节指令下发的功率因数

cospi 的能力。

2.3 应具备机组单机机端电压-无功闭环调节功能

该功能是参考机组 690V 并网机端电压为参考，通过

自身无功调节能力，实现机端电压稳定在某一恒定区域，

即实现单机机端电压－无功闭环控制。

当前风电机组处于发电状态模式，则控制系统通过 PI
智能控制使发电机调节无功功率。在风电机组的接入线路

采集实时状态量（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和控制节点的电压

值），并与设定的基准电压值进行比较获取实时电压偏差，

若电压偏差不在死区规定范围内时，再经过 PI 调节器求取

实时无功补偿量 Qv，将补偿量 Qv 下发给机组的无功输出

指令 Qref。当电压偏差在死区规定范围内时，机组的无功

输出指令不变。Qref 的值在风电机组允许输出无功的极限

范围内。

2.4 应具备单机模式无功自调节功能

风电场无功调节有两种控制要求 ：恒功率因数控制和

并网点恒电压控制。单机模式无功自调节功能能实现风电

场恒功率因数控制。其中的原理是：“无功损耗 = 无功电源”；

图3	风场有功“零”出力时无功调节图

图1	双馈型风电机组功率关系

图2	风电机组接收AVC子站控制器无功调节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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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功损耗包括 ：集电线路无功损耗、箱式变压器和主

变压器的无功损耗 ；

无功电源包括 ：双馈风电机组和集中无功补偿设备 ；

这里重点讨论的是机组的无功调节能力。

集电线路无功损耗计算 ：输电线路既发出无功功率也

消耗无功功率，发出无功功率正比于电压的平方，消耗无

功功率正比于电流的平方。

                
                                                                              

（7）

箱式变压器和主变压器的无功损耗的计算 ：

       
                                                                              

（8）

为变压器无功损耗 ；XT 为变压器电抗 ；Se 为变压

器额定容量 ；P 和 Q 分别是通过变压器的有功功率和无功

功率 [3]。

风电机组无功调节模式是指 ：在风电场按照风电场线

缆结构、箱变和主变压器参数综合计算风场无功需求，风

电机组自身无功调节实现整场无功随风电机组有功出力的

变换而动态调节。在软件平台上经过对风电历史数据进行

学习，得出风电无功功率调节和需求历史曲线。单机按照

一定的专家系统学习，保证风场无功需求，保证风电场总

出口（并网点 PCC 点）恒功率因数运行。

2.5 应具备有功“零”出力情况下的无功调节功能 

双馈型风电机组在非并网状态下，具备一定容量的无

功调节能力。

风电机组由于风况的变化，并非一直处于并网运行状

态，当风电机组待机、启动、加速等有功“零”出力的情

况下（故障态、停机态和维护态除外）也具备无功调节功能，

风场有功“零”出力的情况下等效的无功调节见右图 3。

机组能单独启动网侧变流器 ISU，其中进行无功功率

ISU 输出 Q 无功调节指令应在风电机组无功控制极限范围

内： ；Qiref_isu 为风场内第 i 台
机组接受到的无功值；Qisu_lim it_min 第 i 台机组能输出最大的感

性无功；Qisu_lim it_max 为第 i 台机组能输出的最大的容性无功。

3 结论

《风电场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 GB/T  19963》明确规

定 [4] ：“风电场要充分利用风电机组的无功容量及无功调节

能力”。对于双馈风电场可以利用双馈风电机组有功、无功

解耦控制的特性。充分发挥双馈机组的无功功率调节能力，

从而实现对风电场并网点的电压稳定性控制 [5]。双馈风电

机组在能保证风电场功率因数恒定前提下，使调节控制并

网电压的能力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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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本项目研究开发叶片表面阻燃涂层材料，在叶片的特

殊部位进行了喷涂应用。结合美国 NFPA850 － 2009《发

电厂和高压直流转换站的防火推荐规定》推荐采用不燃材

料制作风电机组叶片和机舱等重要部件的要求，划分防火

分区，阻止火灾的蔓延，在叶片表面涂装阻燃涂料可有效

地降低叶片起火的概率，有针对性地采取了防火保护措施

和防火分隔措施，使火灾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提高叶片

的再利用率。

风电机组叶片表面阻燃涂料的应用
杨惠凡1，2，张鹏3，刘宗杰1，2，曹瑞芳1，2，赵庆军3

（1.	保定华翼风电叶片研究开发有限公司，保定	071000；2.	河北省风电叶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石家庄	050000；								
3.	石家庄市油漆厂，石家庄	050051）

摘  要 ：本文以研制的阻燃涂料的燃烧实验和在叶片中的应用为研究对象，当风力发电系统的主机突发火灾时，涂在叶片

表面特殊部位的阻燃涂层可以阻隔火源传递叶片的热量，阻隔了叶片燃烧。本项研究经过大量的燃烧试验，结果

表明风电机组叶片表面涂装该阻燃涂层的部位如遇火灾可以有效地降低起火的概率，阻止或延缓火灾的发生，对

叶片起到了防火保护分隔作用，提高叶片的再利用性，延长了叶片的使用寿命。

关键词 ：阻燃涂料 ；防火涂层 ；风电机组叶片 ；延缓燃烧 ；使用寿命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02-0088-04

The Application of Fire-retardant Coating of Wind Turbine Blade
Yang huifan1,2, Zhang Peng3, Liu Zongjie1,2, Cao Ruifang1,2, Zhao Qingjun3

(1. Baoding HuaYi Wind Turbine Blade R & D Co. Ltd., Baoding 071000, China; 

   2. Hebei Wind Turbine Blade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Shijiazhuang 050000, China;

3. Shijiazhuang Paint Factory, Shijiazhuang 050051, China)

Abstract: �e object of research in this article is the burning experiment of �re retardant coating and the application of coating on wind 

turbine blade surface. When �re accident occurs in the engine of wind power generation system, the �re retardant coating daubed 

on the specific part of the blade can prevent heat transmitting from the fire sources, thus prevent the blade from burning. A 

large number of burning experiments for this study has proved: that under a �re accident, the special part of wind power blade 

covered with �re retardant coating can e�ectively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burning, prevent or delay the occurrence of �re hazard. 

�erefore, the blade is protected and separated from burning, and its feasibility of being reused is increased and its service life is 

extended.
Keywords: �re-retardant dope; �reproo�ng coating; wind turbine blade; combustion stave; use life-span

1 风电机组火灾的特点

1.1 恶劣的环境因素加剧了火灾风险

风电场一般占地面积大，且多处于野外偏远地区，雷

击、太阳辐射、高温、大风、强降水等极端恶劣天气多发，

同时也存在山木、野草等外部火灾蔓延引起风电机组火灾

的可能性。

1.2 扑救难度大

风电机组一旦发生火灾，由于地处偏远、环境复杂，

关键设备设在高空，机组内部电器和可燃液体燃烧具有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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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快、燃烧猛烈、蔓延迅速等特点，消防人员无法快速到

达并实施有效的灭火救援工作，只能等待整个风电机组完

全烧毁，甚至可能导致风电机组附近草原、森林等更大面

积火灾蔓延的严重后果，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

2 阻燃涂层的防火基理

风电机组叶片阻燃涂层除具一般叶片涂层对基材保护

性外，还具有阻燃、防火、隔热等特性。叶片阻燃涂层就

是将阻燃涂料涂覆于叶片表面形成的涂层，遇火受热膨胀

形成隔热层以达到防火阻燃的目的，具有降低叶片表面的

可燃性、阻滞火灾迅速蔓延等作用。

风电叶片阻燃涂层在遇火或强热时通过以下方式达到

阻燃的效果 ：（1）通过涂层材料的不燃、难燃性来阻止火

灾的形成和蔓延 ；（2）形成釉装无机保护层以隔绝氧气的

接触 ；（3）形成泡沫状炭化层阻挡热量的传播 ；（4）释放

不燃性气体降低氧气浓度；（5）涂层部分熔融吸收外部热量。

最终形成一个比原涂层厚几十倍的泡沫状无机炭化层，可

有效隔绝外部的火源和氧气，起到阻燃、防火、隔热的效果。

3 实验部分

3.1 阻燃涂料的组成

甲组份 ：树脂基料，复配阻燃剂，颜料，填料，

助剂。

乙组份 ：三聚体异氰酸酯固化剂。

3.2 阻燃涂料的技术指标和检测数据 
阻燃涂料技术性能和实测数据如表 1 所示。

4 阻燃涂层的施工工艺

4.1 确定涂装部位

根据叶片的设计原理，参考叶片的实际运行情况，针

对叶片易发生火灾的部位涂装阻燃涂料，即将研制的阻

燃涂料涂在叶片根部内表面和人孔板外层、根部外层约

1.5m~2m 范围、尖部约 1.5m 左右和接闪器附近（图 1）。
根据需要也可在其他部位涂刷，比如主机轮毂内侧和塔筒

配电柜等，为了节省成本还可以将预计涂刷阻燃涂层的部

位打磨叶片蒙皮后直接喷涂阻燃涂料，也可在叶片涂层表

面覆盖阻燃涂料，但必须达到设计涂料厚度的阻燃涂层才

能发挥阻燃性能。

4.2 基材的处理

将基材表面打磨彻底，要求平整无遗漏，采用高压气

体或除尘布将表面的灰尘、水珠、油污清除干净，待检查

合格后方可施工。

4.3 阻燃涂料的施工

4.3.1 施工方式

可采用喷涂、刷涂、滚涂等多种施工方式。

表1 阻燃涂料技术性能

序号 测试项目 测试标准 性能数据 实测值

1 硬度 GB/T6739 H~2 H 级 2 H

2 拉开法附着力 GB/T5210 ≥ 3 MPa 5.6 MPa

3 紫外线老化 GB/T14522 1000 h 1000 h 无开裂起泡脱落

4 耐燃时间，min GB/T12441 ≥ 15 34

5 火焰传播比值 GB/T12441 ≤ 25 13

6 碳化体积，cm3 GB/T12441 ≤ 25 15

7 质量损失，g GB/T12441 ≤ 5.0 2.9

其他性能等同于叶片涂层标准

图1	风电叶片阻燃涂层涂装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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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施工工艺

根据阻燃涂料的配比要求，在施工前将涂料甲乙组充

分搅拌均匀，待涂料熟化 5min~10min 后方可施工。施工

涂层厚度每遍在 0.2mm~0.3mm 左右，表干后 1h~2h 进行

第二遍涂装，通过多次涂装，最终涂层厚度达到 2mm。要

求施工环境在 5℃ ~40℃，基材温度高于露点温度 3℃以上，

空气相对湿度不大于 85%，施工现场空气流通，风速不大

于 5m/s，室外作业或基材表面结露时不可施工。

4.3.3 涂层外观要求

涂层表面平整，厚度均匀，没有气泡、开裂、流挂等

表面缺陷。

施工中随时检查湿膜膜厚以保证干膜厚度满足设计要

求。干膜膜厚采用“85 － 15”规则判定，即允许有 15%
的读数可低于规定值，但每一单独读数不得低于规定值的

85%。涂层厚度达不到设计要求时，应增加涂装道数，直到

合格为止。每道涂层的干膜厚度不应超出规定的最大膜厚。

5 结果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所研制的复合阻燃涂料（由成炭剂、成炭

催化剂、发泡剂复配组成）在不同底材上通过不同的燃烧

方式进行试验，得到的实验数据如下 ：

（1）阻燃涂料涂于瓦楞纸板上，进行酒精灯燃烧实验

将阻燃涂料在瓦楞纸板上涂刷至干膜厚度达到 2mm，

养护 10 天，重复燃烧实验数据列于表 2 中。

由表 2 可见利用选定的复合阻燃剂制成的阻燃涂料，

经重复燃烧实验耐火时间均达到了 1h 以上，且炭化层状态

良好，容易去除。

（2）阻燃涂料涂于玻璃钢底材上，进行酒精喷灯燃烧

实验

将阻燃涂料涂于玻璃钢底材上，通过酒精喷灯进行燃烧

实验，用热电偶数显温度表显示温度，试验数据列于表 3 中。

由表 3 可见，用酒精喷灯直接燃烧玻璃钢板材，2min
左右即可点燃而且火焰大、烟雾浓、不易熄灭。在玻璃钢

底材表面涂装阻燃涂料，耐火时间在 20min 以上，酒精灯

喷口处温度在 800℃~1200℃范围内，基材表面无明显火焰，

另一触点放置在离火焰不远处的涂层表面上，温度显示为

40℃ ~42℃，说明涂层的导热性差，可有效降低火焰传来

的温度，使底材得到有效的保护。燃烧效果图如图 2~ 图 5。 
（3）阻燃涂料喷涂于叶片根部试验件内外表面，用乙

炔焰（气割枪）进行燃烧实验

在叶片根部半圆形试验件的外表面和内表面喷涂阻燃

表3 酒精喷灯燃烧实验数据

序号 试块尺寸（mm） 温度触点放置位置 触点温度（℃） 燃烧时间（min） 燃烧状态

阻燃 1号 200×200 
涂层表面 40~42

23
没有火焰，完成燃烧后涂层

为白色喷灯口 900~1100

阻燃 2号 200×200  喷灯口 900~1180 20  阻燃涂层没有火焰

玻璃钢 3号 200×200  喷灯口 1000~1080 2.38 

火焰大、板材表面碳化，燃烧

速度快，喷灯离开玻璃钢表面，

仍有火焰燃烧

表4 乙炔焰（气割枪）燃烧实验数据

涂刷部位 涂料尺寸（m） 燃烧时间（min） 火焰温度（℃） 燃烧状态

玻璃钢板材 1×0.5 7  700~1200 初始时有微量火焰，中心逐步变白，碳化层去除容易

叶根试件外侧 1×1 19  800~1200
点燃后没有火焰，中心变白点明显变大，碳化层去除

后燃烧边缘仍然是涂层

表2 重复燃烧酒精灯燃烧实验数据

试块号
膨胀高度

（cm）

耐火时间

（min）
炭化层状态

1 3～ 4 70
炭化层较厚，泡多，均匀，

致密

2 3～ 4 78
炭化层较厚，泡多，均匀，

致密

3 3～ 4 76
炭化层较厚，泡多，均匀，

致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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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涂料，用乙炔焰（气割枪）调至一定的距离进

行燃烧实验，用热电偶数显温度表显示温度，试验

数据列于表 4 中。

6 总结

选取研制的阻燃涂层的特点是具有较好的附着

力、柔韧性、耐化学品性、耐水性、发泡均匀、致

密性好、质量损失小、耐化学品性优异、耐水性耐

老化性能佳。该阻燃涂层施工简便，可用于叶片玻

璃钢基材表面直接涂装或在叶片涂层表面涂装，其

施工工艺完全等同于叶片涂层操作。该阻燃涂层的

耐火时间，用酒精灯燃烧达到了 1h 以上，用酒精

喷灯燃烧达到 20min 以上，用乙炔焰（气割枪）燃

烧达到 19min 以上；炭化层较厚、致密、均匀，发

泡层容易去除，提高了叶片的再利用率。该阻燃涂

层涂刷的部位根据需要可以任选，建议在附叶片保

护部位（示意图的部位）喷涂，就实用角度考虑如

果火源从主机发生，建议轮毂的内部涂刷阻燃涂料。

根据实验得出，利用研制的阻燃涂料可以在叶

片表面需要的部位进行涂装，属于特种功能涂料 ；

涂层厚度越厚阻燃效果越好，但从经济实用的角度

考虑，涂装厚度应在 2mm~3mm，如遇火灾时，

膨胀高度可达 3cm~4cm，可以抑制火灾迅速蔓延，

对叶片也起到了防火保护分隔作用，使火灾损失降

低到最小程度，提高叶片的再利用率，延长叶片的

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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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能源短缺的日益显现以及环境保护成为全世界的

共识，近年来可再生能源技术和应用取得了长足发展，特

别在风能和太阳能两个领域 [1, 2]。其中具有低能耗、低成本

特点的新一代高效聚光型光伏发电技术越来越受到世界各

国的高度关注，该技术路线的主要优点是效率高。2011 年，

用于聚光和聚风一体化发电的聚风罩
风场研究﹡

章佳锋1，官成钢1，聂晶1，王双保2，赵彦立1，刘文1

（1.	华中科技大学光电国家实验室，武汉	430074；2.	华中科技大学光学与电子信息学院，武汉	430074）

摘  要 ：本文基于反射式聚光技术，在国内外首次提出了一种综合利用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一体化设计，并利用商用计算

机辅助设计分析软件 ANSYS Workbench 研究用于反射式聚光和水平轴聚风一体化发电的聚风罩。该聚风罩集碟形

聚光和环形聚风功能于一身，来流风速 3 m/s 时，聚风后环形风场的功率可比原来提升 58.9%，平均风功率密度

是原来的 2.26 倍，可以有效降低风电机组的启动风速和切入风速。

关键词 ：聚光 ；聚风 ；风电 ；ANSYS Workbench ；Flu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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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 Field Research on Wind Concentrating Shield for Power Generation 
with Focusing Sunlight and Gathering Wind

Zhang Jiafeng1, Guan Chenggang1, Nie Jing1, Wang Shuangbao2, Zhao Yanli1, Liu Wen1

(1. Wuhan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Optoelectronic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2. School of Optics and Electronic Informatio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ective concentrating technology, an integrated design is �rstly proposed for the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solar 

and wind power gener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And with the commercial computer-aided design and analysis so�ware ANSYS 

Workbench, a wind concentrating shield is researched which is used to integrate the power generation of focusing sunlight with 

re�ection-type condenser and gathering wind with horizontal axis concentrator. Gathered the function of dish focusing sunlight 

and ring gathering wind, it makes the power of ring wind �eld increase 58.9% than original and the average wind power density 

become 2.26 times, when the speed of incoming �ow is 3 m/s. And the start-up wind speed and cut-in wind speed can be reduced 

e�ectively.
Keywords: focusing sunlight; gathering wind; wind power; ANSYS Workbench; Fluent

国外采用聚光和多结光伏技术已经将太阳能光伏电池的光

电转化效率提高到 43.5%[3]，并且还有很大的潜在提升空间。

另外，从能源回收角度来看，传统晶硅光伏技术需要 3 年

左右的能源回收时间，而聚光光伏技术则只需要半年左右

的能源回收时间。2011 年 5 月科技部发布的《太阳能发电

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已经明确将“掌握高倍聚

光太阳电池及应用技术，建成年产能 5 MW 的中试线，电

﹡基金项目 ：武汉东湖开发区 3551 项目和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创新基金支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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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效率超过 35%”列入计划。

聚光型光伏发电的一个关键是聚光元件，依照光学

原理可以分为折射式和反射式两种。目前折射式聚光元

件普遍采用菲涅尔透镜的形式，但折射式的光损耗比较

大，所以实际聚光型光伏发电设备的光电转化效率只有

25%~30%[4]，聚光型高效电池的效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而碟形反射式聚光技术的光损耗比折射式要低得多 [5]。因

此采用碟形反射式聚光技术，完成科技部“十二五”规划

目标，技术上完全可行。不仅如此，采用大面积碟形反射

式聚光技术还为我们进一步综合利用太阳能和风能创造了

条件。本文提出了一种风光互补发电技术设计。它一方面

利用碟形反射镜实现聚光，另一方面通过碟形反射镜对风

的绕流作用，在反射镜的外围用一个风筒将来自反射镜绕

流的风收集起来，实现聚风的效果。风力发电机发电量主

要取决于风速，发电量和风速的三次方成正比。该设计巧

妙地利用了碟形太阳能反射镜的风阻效应，在局部将风速

放大。因为根据动量守恒原理 ：M1V1=M2V2，气流横截面

变小时，流速就会加大。风电机组发电量还与扇叶面积成

正比，根据能量守恒原理，该设计可以有效地捕获几乎全

部吹到反射镜上的风能，并且不影响反射镜的聚光效果。

太阳能与风能共享一套跟踪系统，事半功倍。白天约 8 个

小时系统自动跟踪太阳，用于太阳能发电，其他 16 个小时

以及阴雨天，系统自动捕捉风能，将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

最大化。

1 聚风发电的理论基础[6, 7]

风能是流动的空气所蕴含的动能。根据动能公式，质

量为 m(kg)，以速度 v(m/s) 流动的空气团所含动能可由下式

给出，单位为 J ：

                         
                                                                              

（1）

运动空气的功率，即风功率，是动能的流动速率，单

位为 W ：

         
                                                                              

（2）

如果令 ρ为空气密度 (kg/m3)， A 为风场截面积 (m2)，

那么风功率又可以表示为 ：

                
                                                                              

（3）

风功率密度是指气流垂直流经单位面积的风功率，单

位为 W/m2，可用下式表达 ：

                      
                                                                              

（4）

在风力发电领域里，空气的马赫数一般小于 0.3，可以不

考虑空气的压缩性。所以空气密度ρ由气温和大气压来决定的，

这里 1 个大气压，15℃的状态下，空气密度为 1.225kg/m3。

风功率和扫风面积成正比，并且和风速的三次方成正比。

增大扫风面积和风速是可以有效提高风功率的两个措

施。而在自然情况下，风速被认为是自然参数，不容易控制。

所以目前市面上绝大部分风电机组都是通过增大风轮的旋

转直径来提高风电机组的功率输出。但是本文选择人为增

大风速来提高风电机组的功率输出。

2 反射式聚光与水平轴聚风一体化发电的优
势分析

太阳光在地球表面的平均辐照功率密度约为 1000W/m2，

而目前的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片的产业平均效率低于 20%[8]，

在不考虑其他损耗的情况下，1m2 电池片的电功率输出不

到 200W。

晶体硅电池片 92 倍聚光条件下的效率约为 27.6%[3]，

那么 1m2 空间面积的电功率为

       

三节砷化镓电池片在 418 倍聚光条件下的效率约为

43.5%[3]，那么 1m2 的空间面积的电功率为

      

1m2 空间面积在聚光晶体硅电池片下的输出电功率高

出常规一平方米晶体硅电池片的 34%，而电池片用量却只

不到后者的 1.1%，约 0.0109m2。三节砷化镓电池片的输

出电功率是常规的 2.11 倍，并且用量更少，仅约 0.0024m2。

如果电池片为正方形的话，那么其边长还不到 5cm。

如果风场的年平均风速为 3m/s，风速聚风比达到 1.5
倍，那么聚风后 1m2 的风场功率为

               

比原来提高 3.375（=1.53）倍。风场功率以风速提升

倍数的三次方提升，这是比较可观的一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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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以上聚光和聚风两者技术应用于同一套系统，

它们就能共享同一套跟踪装置，更进一步节省资源和成本。

如图 1 所示，专利“反射聚光单元、太阳能风能一体发电

单元及其系统 [9]”提出了一种实现方式，将碟式聚光和水

平轴聚风有机融合，实现互补发电。

本文将提出另一种新的实现方式，使聚风效果更加出

色，并对主要部件聚风罩作流体仿真分析，研究其流场特性。

3 模型建立与分析

本文的研究工作基于 ANSYS Workbench 14.0 平台

中的 Fluent 流体分析模块完成。ANSYS Workbench 以项

目流程图的方式，将各种数值模拟方法继承到一个统一的

平台中，进而完成不同软件之间的无缝连接，实现数据的

传递和共享。ANSYS Workbench 提供了 DesignModeler
几何建模模块，不仅具备出色的 CAD 参数化建模能力，还

能与主流 CAD 软件（Pro/E、Creo parametric、CATIA、

UG 等）进行对接，并进行参数传递。ANSYS Workbench
提供的设计探索模块 Design Exploration，能利用几何模

型、网格控制、材料属性和操作条件中的参数实现自动优

化仿真。

3.1 几何建模与网格划分

用于模拟仿真的模型图如图 2 所示，为简化问题，先

不考虑聚风罩的离地高度，不考虑放在聚风罩前面的聚光

太阳能电池及其支架，也不考虑聚风罩外环部分和中心部

分之间的连接件，将聚风罩直接置于均匀的风场中。风场

为直径 13.1m，长 13.3m 的圆柱体，聚风罩前沿距风场入

口 4m，距出口 8m，风场直径为聚风罩的 5 倍。 
如图 3 所示，聚风罩由两部分构成，分别是外围圆环

形的风筒和中心圆形碟式聚光器，两者之间的环形区域为

风道。风筒入口直径为 2.2m，风道宽度为 0.5m，风道截

面积为 2.67m2。

网格划分采用四面体网格加膨胀层。其中四面体网格

1010859 个，三角面网格 2168572 个，节点 262423 个。

整个流场的网格如图 4 所示。

3.2 边界条件设定

本次三维模型的数值模拟计算采用基于压力和绝对速

度方程的三维稳态求解器，粘性模型采用标准 k-ε模型，动

量采用二阶迎风离散格式，压力和速度耦合采用 SIMPLE
算法。

图1	反射式聚光与水平轴聚风一体化发电的一种实现方式

（a）白天太阳能发电状态 （b）其他时间风力发电状态

图2	仿真模型图

图3	聚风罩结构图

图4	整个流场的网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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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场入口设为速度进口（velocity － inlet），风场出口

设为压力出口（pressure － outlet），风场侧面和聚风器表

面设为墙面（wall）。压力出口的表压（Gauge Pressure）设

为 0Pa。速度进口的风速大小设为参数，初始值定位 3m/s，
风向垂直于进口壁面。后续风速变化定位 ：2m/s、3m/s、
4m/s、5m/s、6m/s、7m/s 、8m/s、 9m/s、 10m/s、 11m/s、
12m/s。

3.3计算结果分析

将各种风场风速的数值模拟计算收敛结束后，利用后

处理程序 CFD － Post 观察风场经过聚风罩时的流态图，

读取风道内最大风功率，并对这些数据进行整理分析。

各种风场风速的数值模拟计算结果见表 1。来流风速

3m/s 时，聚风罩入口风功率为 62.84W，而聚风后环形风

道内的最大风功率为 99.84W，比原来提升 58.9%。由式（4）
可以算得该风速下入口的风功率密度为 16.538W/m2。又由

于环形风道的平均风功率密度为 37.393W/m2，于是平均风

功率密度是原来的 2.26 倍，可以有效降低风力机的启动风

速和切入风速风功率。

表 1 中功率提升幅度在 7.7%~58.9% 不等，说明聚风

效果与来流风速有关，或者说这种结构的聚风罩并不能对

所有风速产生理想的聚风效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优化聚

风罩结果，使最理想的聚风效果出现在期望的风速区间内。

根据上面计算得出的数据，可以画出风道内最大风功

表1 各种风场风速的数值模拟计算结果

风速(m/s)
聚风罩入口的

风功率(W)

风道内最大风

功率(W)

功率

提升幅度

2 18.62 22.10 18.7%

3 62.84 99.84 58.9%

4 148.96 234.46 57.4%

5 290.94 324.80 11.6%

6 502.74 601.72 19.7%

7 798.33 997.98 25.0%

8 1191.68 1529.00 28.3%

9 1696.75 1883.30 11.0%

10 2328.31 3282.30 41.0%

11 3098.98 3825.40 23.4%

12 4023.32 4332.20 7.7%

图5	风功率与风场风速的关系图

图6	风场进口风速3m/s时整个风场的流态图

图7	风道内风功率最大截面的风速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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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和聚风罩入口风功率与风场风速的关系图，如图 6 所示。

从图 5 中可见，粗实线为聚风罩入口的风功率与风场

风速的关系，由于是根据公式理论计算所得，所以该曲线

明显呈三次方上升。粗长虚线为风道内最大风功率与风场

风速的关系，显然风道内的最大风功率较入口处都有不同

程度的提高，可见聚风罩具有良好的聚风效果。细短虚线

为风道内的最大风功率曲线的多项式拟合曲线，可以清晰

地看到该曲线的增长趋势，并且趋势大于三次方。

图 6 为风场进口风速 3m/s 时整个风场的流态图，中

心风场经由圆形碟式聚光面绕流后进入风道，与风道内原

有的风场融合，而在聚风罩后面又形成一个环形漩涡，产

生局部低压，使风道内的风速得以提升。

图 7 为风道内风功率最大截面的风速云图。结合图 6
和图 7 不难发现，由于圆形碟式聚光面绕流使风道内的风

速呈由内到外逐渐升高的趋势分布，而这种分布更有利于

提供大力矩给风电机组。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提出一种集碟形聚光和环形聚风功能于一身

的聚风罩，经商用计算机辅助设计分析软件 ANSYS 
Workbench 研究表明，该聚风罩已具备良好的聚风效果，

来流风速 3m/s 时，聚风后环形风场的功率可比原来提升

58.9%，平均风功率密度是原来的 2.26 倍。

后续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 ：优化模型参数，使结构

变得更加紧凑 ；优化风筒外表面结构，实现风向标功能 ；

在模型中加入聚光光伏电池及相应支架，确认其对整个风

场的影响，并作相应的改进 ；研究聚风罩的风筒入口面积

与风道面积之比与聚风效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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