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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From The Editor

文／秦海岩

稳定规模 平衡布局

日前，国家能源局印发了“十二五”第三批风电项目核准计划。列入“十二五”第三批风电

核准计划的项目共 491 个，总装机容量 2797 万千瓦。此外，安排促进风电并网运行和消纳示范

项目 4 个，总装机容量 75 万千瓦。上述两类项目合计 2872 万千瓦。至此，三批风电项目核准的

总装机容量已经超过 8200 万千瓦。此前，国家能源局已经下达两批“十二五”风电项目核准通知。

2011 年下半年发布的“关于‘十二五’第一批拟核准风电项目计划安排的通知”中，核准风电项

目 2883 万千瓦。2012 年 3 月，国家能源局核准的“十二五”第二批风电项目计划装机容量总计 

1676 万千瓦， 7 月份又在此基础上增补了 852 万千瓦。

一年多的时间里政府主管部门核准风电项目的频率和规模，向业界释放的是积极的信号，这

充分表明，政府对发展风电的态度是一贯的和明确的，政府依然在矢志不渝地大力支持风电等可

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我国目前已经投运、在建以及核准的风电项目的规模总量，已经超过 1.5

亿千瓦。风电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 1 亿千瓦的目标，是为实现国家提出的减排目标，根

据风电技术发展水平和市场状况而设定的最低限值，并非是“天花板”。目标可以保证未来几年

风电项目年开发规模都在 1500 万千瓦左右，以稳定的市场规模支撑产业快速发展，使风电产业

在巩固前期引进、消化、吸收的成果基础上真正做到自主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

从本次核准项目的地域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我国中东部和南部地区，非“三北地区”的项

目占 70% 以上，其中云南、贵州、四川三地总计超过 500 万千瓦，山西、陕西等非风电传统大省

所获项目也都超过 100 万千瓦。而弃风限电较为严重的地区，基本未有项目获批。这至少可以给

我们两方面的启示 ：一是国家能源局是在充分考虑各地风电并网和消纳能力的基础上对项目进行

核准的，从而保证了未来这些项目不会受到大规模弃风限电的困扰 ；二是我国中东部和南部地区

的风能资源可以支撑风电项目的大规模开发，未来这些地区的装机规模将逐渐加大，从而部分缓

解“三北”地区风电由于过于集中而导致的送出和消纳难题。未来我国风电新兴省份将成为新的

投资热点，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

在国家发展可再生能源目标以及稳定的市场规模驱动下，在政府的合理规划布局引导下，相

信我国风电产业将很快迎来新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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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风电首次写入鼓励
类产业目录

2013 年 2 月 16 日，国家发改委

下发了关于修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

目录（2011 年本）》（简称《指导目录》）

有关条款的决定。修正后的《指导目录》

在鼓励类产业中特别增加了两项与海

上风电发展有关的内容，分别是第 11

项“海上风电机组技术开发与设备制

2
造”和第 12 项“海上风电场建设与设

备制造”。

作为产业投资方面最重要的指导

性文件，《指导目录》与信贷、融资、

土地、电力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密切相

关。据了解，对于鼓励类投资项目，

各金融机构应按照信贷原则提供信贷

支持。属于限制类的新建项目，投资

管理部门不予审批、核准或备案，各

金融机构不得发放贷款，土地管理、

国家能源局下发加强
2013年风电并网和消纳
工作的通知

2013 年 2 月 16 日，国家能源局

下发《关于做好 2013 年风电并网和消

纳相关工作的通知》（简称《通知》），

公布了 2012 年度我国各省（区、市）

风电年平均利用小时数，并对 2013 年

进一步加强风电并网和消纳工作提出

相关要求。

2012 年，我国部分地区弃风限电

现象严重，全国弃风电量约 200 亿千

瓦时。华北电网、西北电网、东北电

网、华中电网和华东电网区域风电利

用小时数分别为 2029 小时、1853 小

时、1490 小时、1844 小时和 2292 小

时；南方电网区域风电利用小时数为

2265 小时。全国风电平均利用小时数

比 2011 年有所下降，风能资源丰富的

蒙东、青海和吉林等地的风电利用小

时数甚至下降到 1400 小时左右，而南

方的福建、云南、四川和江西等地的

风电利用小时数却超过了 2300 小时。

目前，我国风电发电量仅占全部

电力消费量的 2%，大量弃风限电暴露

的是我国能源管理的问题。为提高风

能利用率，缓和弃风限电日趋严重化

的现象，国家能源局对 2013 年风电并

网和消纳的相关工作做出了四点部署。

1

一要更加高度重视风电消纳和利用，

把提高风电利用率作为做好能源工作

的重要标准；二要认真分析风电限电

的原因，尽快消除弃风限电，督促弃

风严重的内蒙古、吉林、甘肃和河北

地区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问题；三要加

强资源丰富区域的消纳方案研究，保

障风电装机持续稳定增长，云南、宁夏、

新疆和山西等地需在各自风电发展基

础上切实消纳风电；四要加强风电配

套电网建设，做好风电并网服务工作，

要打破行政区域限制，扩大风能资源

配置范围，提高电网消纳风电的能力，

进一步优化电网运行调度，确保风电

优先上网。

文  件

城市规划等部门不得办理有关手续。

对于淘汰类项目，各金融机构应停止

各种形式的授信支持，并采取措施收

回已发放的贷款。

近几年，海上风电成为国家发展

新能源的重要战略布局，众多风电企

业也纷纷试水海上风电。但是，由于

一方面国家在海上风电发展前期规划

上准备不充分，另一方面国内在海上

风电发展技术上还面临众多挑战，海

上风电发展比较缓慢。此次海上风电

纳入鼓励类产业目录这一政策或将成

为风电产业的新增长点。业内专家认

为，国家发改委在此背景下鼓励支持

海上风电开发是促使企业向前迈进、

打开行业僵局的必要举措。在政府的

引导下，更多企业将加入竞争格局，

加速行业资源分配，从而推进技术改

革升级，并将给当前陷入困境的风电

设备制造企业带来重大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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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件

电  网

东北5亿千瓦时富余
风电送华北交易成功 

2013 年 2 月底，在东北电监局、

东北地区电网企业和各风电企业的共

同努力下，东北地区富余风电首次送

华北交易成功。本次交易挂牌的风电

电量需求有 5 亿千瓦时，共有 293 家

风电场参与交易，占东北地区风电场

数量的 95%。最终，5 亿千瓦时风电

电量全部成交。

本次交易的 5 亿千瓦时风电电量

为 2013 年 2 月东北地区的富余风电。

通过送华北交易的成功，可减少燃煤

17 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 1800 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37 万吨，在实现资

源优化配置的同时达到了良好的节能

减排效果。

东北地区富余风电送华北交易通

过减少风电电量上网受限，切实提高

电网企业发布《关于做好
分布式电源并网服务工作
的意见》 

2 0 1 3 年 2 月 2 7 日， 国

家 电 网 公 司 向 社 会 发 布《 关 于

做好分布式电源并网服务工作的意见》

（简称《意见》），将之前关于做好

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服务的范围

进一步扩大到所有类型的分布式电源。

《意见》在为分布式电源提供优惠并

网条件、加强配套电网建设、优化并

了风电企业经济效益，也使风电企业

参与培训、市场注册、交易的积极性

高涨。据测算，本次交易可以为东北

地区发电企业带来 2 亿元以上的整体

边际效益。

东北电网公司承担东北地区富余

风电送华北交易的具体组织工作，东

北电监局对市场主体的准入资格、交

网流程、简化并网手续、提高服务效

率等方面公布了具体措施。

《意见》所指分布式电源包括位于

用户附近、所发电能就地利用、以 10

千伏及以下电压等级接入电网且单个

并网点总装机容量不超过 6 兆瓦的发

电项目。包括太阳能、天然气、生物

质能、风能、地热能、海洋能、资源

综合利用发电等类型。

根据《意见》，对于接入公共电

网的分布式电源项目，其接入系统

工程（含通讯专网）以及由接入引

4

3

易结果、信息发布内容进行了审核，

并对交易全过程进行了监管。后期，

东北地区富余风电送华北交易将按照

电监会《关于同意东北富余风电送华

北电量交易制度化、规范化运行的函》

及东北电监局出台的《东北电网富余

风电送华北电量交易组织暂行办法》

按月组织开展。

起的公共电网改造部分由电网公司投

资建设。接入用户侧的分布式电源项

目，其接入系统工程由项目业主投资

建设，接入引起的公共电网改造部分

由电网公司投资建设（西部地区接入

系统工程仍执行国家现行规定）。另

外，建于用户内部场所的分布式电源

项目，发电量可以全部上网、全部自

用或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由用户自行

选择，用户不足电量由电网提供。上、

下网电量分开结算，电价按国家相关

政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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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风电发展座谈会
在北京召开

2013 年 2 月 22 日，国家能源局

副局长刘琦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海上风

电发展座谈会。国家发改委价格司、

交通部海事局、国家海洋局海域司和

环保司、江苏省能源局、国家开发银行、

国家电网、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和

相关风电开发企业参加了会议。

会上，中电投、大唐新能源、龙

源电力、鲁能集团四家海上风电特许

权项目中标企业汇报了各自项目进展

5
情况。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江苏

省能源局、国家电网公司、国家开发

银行对促进海上风电发展提出了相关

政策和措施建议，并就如何推动海上

风电持续、健康发展进行了讨论。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发展较缓慢，

到 2012 年年底，海上风电装机量仅约

30 万千瓦。要实现 2015 年 500 万千

瓦目标，就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海

上风电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加快推进

海上风电开发。会上， 刘琦指出，必须

充分认识到发展海上风电的必要性和紧

迫性，把推动海上风电规模化发展作为

当前风电发展重要任务，并重点抓好五

项工作：一要加快推进已核准和正在开

展前期工作的海上风电项目建设，积极

扩大海上风电建设规模；二要建立有利

于海上风电发展的协调机制，为海上风

电项目规划和建设提供便利；三要研究

制定海上风电标杆电价政策，引导海上

风电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四要加快完善

海上风电产业服务体系，规范海上风电

项目建设和运行；五要加强海上风电领

域的国际合作，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和工程经验，不断提高我国海上风电技

术水平。

IEA Wind第71次执行
委员会会议在奥地利
维也纳举行

2013 年 2 月 6 日 至 7 日，IEA 

Wind 第 71 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在奥地

利维也纳举行。会议由 IEA Wind 执

行委员会主席、美国能源部（DOE）

Jim Ahlgrimm 先生主持。参会成员

来自 21 个国家的相关组织和机构，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兼风能

专业委员会（CWEA）主任贺德馨研

究员出席了会议。

会  议

6

会议第一阶段是技术会议，由 IEA 

Wind各研究项目主持单位报告项目执

行情况，分别是 Task 11，Task 19，

Task 25，Task 26，Task 27，Task 28，

Task 29，Task 30，Task 31，Task 32 

和 Task 33，共11个项目。中国已正式

参加了其中Task 11，Task 25，Task 30，

Task 31和 Task 33等 5个项目，另外，

Task 27和 Task 29正在审批中。

会议第二阶段是国家报告，由与

会国家和组织的代表分别介绍该国风

力发电现状和技术研发进程，贺德馨

代表CWEA做了中国风能发展的报告。

本次会议通过了以色列和法国加

入 IEA Wind 执行委员会的申请，基

本通过了第 72 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于

2013 年 10 月在中国北京召开的初步

方案。会议还对 Task35 ：Full Size 

Ground Testing for Wind Turbine and 

Their Components ( 风电机组及其部

件全尺寸地面试验 ) 项目的建议继续

进行讨论，并表示赞同。

作为 EWEA2013 欧洲风能展期间

的一个技术参观活动，本次会议对全

面了解全球风能，特别是欧洲风能发

展现状和趋势是一次良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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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EA2013风能展
在奥地利维也纳举办

2013 年 2 月 4 日 -7 日，由欧洲

风能协会（EWEA）主办的欧洲风能展

（EWEC）在奥地利维亚纳举办。作为

欧洲最权威且最具影响力的风能专业

展会之一，EWEC吸引了 30 多个国家

的 500 多家参展商参会。

近几年，欧洲各国的风电产业发

展稳步，风电在欧洲相关国家总电力

消费中占据愈为重要的地位。会展期

间，欧洲风能协会发布了 2012 年欧洲

风电装机统计报告。根据报告，2012

年，欧洲风电新增装机容量为 1160

万 千 瓦， 明 显 高 于 2011 年 的 940

万千瓦，这也使欧洲风电总装机容量

达到了 10560 万千瓦。欧洲风能协会

7

主席 Christian Kjaer 表示，2012 年的

成绩反映了自 2011 年以来，在欧洲政

治不稳定性因素影响下的订单情况，政

治不稳定性正在给风电产业造成巨大的

负面影响。“我们预计这种不稳定性在

2013 年和 2014 年的风电装机表现上

更为明显。”Christian Kjaer 说道。对

于欧洲国家来说，2012 年风电产业有

所发展，但是未来也面临着更多挑战。

会上，欧洲风能协会副主席Klaus 

Rave 为雅典理工大学Zervos 教授颁发

了 Poul La Cour 奖项，以表彰其对风

电领域的杰出贡献。1982 年，Zervos

教授就在雅典理工大学教授风能专业课

程，并且负责整个欧洲可再生能源硕士

学位中风能专业的教学工作。

两岸垂直轴风力发电
机组标准工作组第六次
会议召开

2013 年 3月 11 日，“垂直轴风力

发电机组标准工作组第六次工作组会

8

议暨 IEA Task 27 研究团队会议”在中

国台湾宜兰礁溪县召开。

会议由全国风力机械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秘书长王建平和台湾标准检验

局局长陈介山共同主持，来自两岸中小

型风电产业相关单位的 50余名代表参

加了会议。参会代表针对两岸中小型风

电产业及标准发展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和讨论。

此次工作组会议对垂直轴风电机

组两岸共通标准制定工作进行总结，对

共通标准中两岸不同表述进行了最后

确认，并对工作组未来规划进行了讨

论，确定了推进标准国际化、对标准进

行进一步修订、继续开展两岸中小型

风力发电机组测试比对计划及对垂直

轴风力发电机组简易载荷计算模型进

行验证等工作目标；两岸 IEA Task 27

研究团队第一次工作会议则就共同组

建 IEA Task 27 研究团队、参与国际

合作研究等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并

就设立技术团队、共同参加国际会议

等内容达成共识。

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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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dex第四代Delta
系列风电机组问世

2013 年 2 月举办的欧洲风能展

上，Nordex 公司发布了其第四代风电

机组产品。该系列产品沿用了以往大

功率风电机组的技术平台，叶片的增

长，额定发电量的增加以及技术体系

的优化使 Delta 系列在风电机组的经

济性、可靠性、耐用性和安全性上设

立了新的标准。

Nordex Delta 机组包括N117/3000 

和 N100/3300 两款机型。前者是为中

等风速地区所设计的大功率机组，较

前一代产品的额定功率提高 20%，后

者专为高风速地区设计，将额定功率

提高了 30%。尽管机组发电量有显著

增加，但是噪音水平在两个风场等级

都非常稳定。

10

此外，Nordex Delta 系列机组产

品为不同的风场等级提供更高的塔筒，

保证年电量产出的增加以及开拓更多

丛林地区的风场。除了首次为中等风

速地区提供 120 米高度的钢制塔筒，

在强风地区，Nordex 还为 N100/3300

机组提供 100 米高度的钢制塔筒。另

外，Nordex 对用于寒冷地区机组的

GE推出全新2.5-120型
风电机组

据 2013 年 2 月 22 日 GE 中国公

司的消息，GE近日宣布推出其首台

融合了储能、先进控制和预测算法的

2.5-120 型风电机组，这也是世界首

台智能风电机组。该机组相较于GE现

有机组，效率和电力输出分别提高了

25%和 15%。

2.5-120型机组的控制技术可灵活

操控风轮直径达120米的叶片，在低风

速地区捕获更多能量，从而生产更高的

输出电量。该款机组的塔高也有所增加，

轮毂处的最高高度达139米。这一特点

9
使其非常适用于加拿大、欧洲等深山密

林地区。据悉，该款机组第一台样机将

于今年3月在荷兰安装。

“我们的 2.5-120 型风电机组是第

一台利用工业互联网技术管理间歇性风

力的机组。” GE可再生能源业务副总裁

Vic Abate 说道，“2.5-120 型机组每秒

分析上万个数据点，融合了能量储存和

先进的预测算法，同时无缝地将数据传

递给邻近机组、服务技术人员和顾客。”

据称，GE 2.5-120 机型的控制技术可

将噪音释放降到最低，满足最严格的噪

音规范。另外，这种新型机组针对 IEC 

风级 III 和 DIBT WZ2标准进行了优化，

拥有50Hz和 60Hz两种型号供选。

整 机

稳定性进行了改进。Delta 系列的

N117/3000 以及 N100/3300 机组都备

有除冰系统。

据 Nordex  公 司 相 关 人 员 透

漏，Nordex Delta 系列风电机组产

品将于 2014 年年初实现批量生产。

N117/3000 和 N100/3300 样 机 将 于

2013 年中期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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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车风电成功研制2兆瓦
低风速风电机组

2013 年 2 月 27 日，据中国南车

消息，该公司首台 2 兆瓦风电机组在

株洲成功下线。这是中国南车继推出

速地区风况特点而自主研制的一款风

电机组。该机组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立项之初就受到中国水电顾问集团中

南勘测研究院、华电集团、华能集团

等多家业主广泛关注。此前，中国南

车与中国水电顾问集团中南勘测设计

研究院签订了桃花山 5 万千瓦的风电

项目合同，中国南车将为该项目提供

数台低风速风电机组。

南车风电的该款 2兆瓦低风速大

叶片机组研发工作于 2012 年 1 月正

式启动，在一年的时间内，该公司先

后完成了机组各阶段设计、部件采购、

质量评审，确保了样机的成功下线。

此次WT2000 低风速机组的成功研制，

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南车风电产业型谱，

对于提升中国南车风电产业核心竞争

力具有重要意义。

1.65 兆瓦、1.5 兆瓦、2.5 兆瓦系列机

组后，紧跟市场需求、抢占特色风电

机组市场份额所推出的一款全新机型。

此次下线的 WT2000/D110/H85

低风速风电机组，是南车风电在现有

风电机组设计技术基础上，针对低风

11

金风科技发布2012年度
业绩快报

2013 年 2 月 27 日，新疆金风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金风科技）公

布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年度业

绩快报，该业绩快报是根据深圳交易

所相关规定做出，其 2012 年度报告预

计将于 3月 23 日发布。

根据公司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如上市规则定义）编制的未经审核管

理账目作出的初步评估，报告期内，公

司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分

别为人民币 113.24 亿元、2.07 亿元、

1.53 亿元及 0.0568 元，分别比上年同

期 下 降 11.83%、76.07%、74.77%、

74.78%。2012 年行业发展速度放缓是

公司业绩较 2011 年同期下滑的主因。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在公司

2012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的范围内。

金风科技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武

钢表示：“2012 年，公司在持续关注

和优化产品质量、推进技术创新和产

品研发速度以满足客户多元市场开发

需求和降低产品全生命周期度电成本、

以及深入实施以本土化推动国际化的

战略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绩。在

2012 年和 2013 年年初，公司先后成

功实现了海外两个规模化风电场——

澳大利亚 Mortons Lane 项目和美国

Shady oaks 项目的销售转让，树立了

机组在海外成熟风电市场的运行业绩，

有利于进一步的海外市场开拓。”

12

整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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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景能源以新的商业
模式进入美国市场

2013 年 2 月 28 日，据报道，远

景能源近日将公司智慧风场监控软件

出售给美国大西洋电力公司，以应用

于后者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 300 兆

瓦的 Canadian Hills 风电场项目。这

是远景能源在美国的第一份订单。有

观点认为，通过向美国风电市场出售

SCADA 监控软件，远景能源将很有

可能以一种低风险方式进入美国市场，

13

斯维奇5兆瓦传动系统
连续成功运行

2012 年 2 月初，据斯维奇公司

消息，截至 2013 年 1 月中旬，该公

司安装在重庆海装公司风电机组中的

首套 5 兆瓦高速传动系统连续运行

良好。这套优化的传动系统——The 

Switch Drive™，代表了斯维奇目前为

止配套的最大功率装机。在试验阶段，

该发电机和变流器就满足了所有的性

能要求。

斯维奇生产的变流器被安装于海

平面 12 米以上的塔筒平台，发电机则

安装在机舱里。安装完成后，两者成

14

零部件

并逐渐扩大自己的品牌影响力。

彭博新能源知名分析师贾斯汀·吴

表示，远景能源进入美国市场的方式

将使其以一种更容易也更划算的方式

赢得一些美国风电场的运营经验，这

种方式的成本比直接安装和运行自己

的机组要低得多。

远景能源软件服务的全球总监

Tim Hertel 说：“Canadian Hills 风 电

场项目于 2012 年 12 月开始运营，使

用的是日本三菱公司的 2.4 兆瓦机组，

以及 REpower 公司的 2兆瓦机组。远

景能源的 SCADA 监控软件将用于该

项目中机组的停运、启动和重启控制。

该软件也将从关键业务指标来评估机

组性能，如电力生产和预算，或实况

风速与预测风速。”

功地在恶劣近海环境里稳定运行，实

现了设计的初衷。

这次共有两套斯维奇传动系统样

机成功安装于位于潮间带的风力发电

机组上，潮涨潮落的环境对现场工作

是个巨大的挑战。在涨潮的时候，潮

间带完全被海水覆盖，这时与海上应

用完全相同，现场工作人员只能通过

坐船到达安装现场。当退潮的时候，

工作人员则通过一种类似于拖拉机的

交通工具到达现场。这里的潮水每天

两次达到高潮位，最高的潮位则每个

月一次。

与传统的双馈异步发电机传动系

统相比，斯维奇的永磁发电机技术在

整 机

提高年度发电量的同时大大降低了运

行和维护费用。在近海风电装置的维

护费用比陆上风电高出多倍的情况下，

斯维奇的永磁发电机技术提供了近乎

理想的解决方案。

同时，斯维奇全功率变流器可以

满足最新的电网并网要求，包括中国

最新颁布的并网要求。它们确保低闪

变，低干扰以及总谐波分量小于 1.5%，

保证最高质量的电力并入电网。

“Drive™ 和永磁发电机技术为近

海整机提供了明智的选择，这套技术

能在发电机部分负载的时候输出更高

的能量。” 斯维奇主席及首席执行官马

基宁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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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克森美孚推出“润博
士SM”工业润滑油在线
选油助手

2013年2月27日，埃克森美孚（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埃克森美孚）

宣布正式在中国推出“润博士 SM”工

业润滑油在线选油助手。“润博士 SM”

是埃克森美孚工业润滑油独有的全新

在线选油工具，能帮助企业快速准确

地选择正确的工业润滑油。

“润博士 SM”在线选油助手能显著

简化工业润滑油的选择流程。企业用

2012年ABB在华销售
超52亿美元

2013 年 3 月 6 日，ABB（中国）

有限公司（简称ABB中国）在北京召

开的 2012 年在华业绩发布会上公布，

当年其销售收入实现稳定增长，超过

52亿美元。

2012 年，ABB 中国积极支持国

家重点项目建设，参与了哈密-郑州

±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项目以及万

家寨引黄入晋工程，服务业务保持较高

的上升势头，销售收入和订单额均实现

近15%的增长，并新建了3家服务中心。

ABB中国还参与建设了众多重点数据

中心项目，其中包括亚洲最大的数据中

心——万国数据上海外高桥数据中心。

另外，ABB中国还提供了一系列适用

于太阳能、水务及风电市场的高品质电

气产品和解决方案，并推出新型机器人、

全新的开关应用、以及为智能电网设计

的智能变压器等新技术。2012 年，其

在华业务出口超过40个国家。

ABB中国总裁方秦在发布会上说：

“ABB中国在充满挑战的经济环境中取

得良好业绩，保持销售收入稳定，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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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只需在线提供其所在行业、应用以

及设备器械等具体信息，“润博士 SM”

即可有针对性地推荐适合该企业用户

的美孚工业润滑产品以及相关性能等

级参考。

“‘润博士 SM’在线选油助手的上

线意味着企业内部负责维护和生产的

专业人员从此拥有了一个获取专业工

业润滑油使用、维护信息及润滑实践

方案的‘快捷通道’。‘润博士 SM’将

通过帮助中国企业优化设备的性能，

显著提高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以及全

球竞争优势。”埃克森美孚副总经理岳

于自动化、数据中心、可再生能源和

服务业等国内各行业日益增长的市场需

求以及出口业务的持续增长。2012年，

我们进一步优化在华战略布局，新增投

资 1.2 亿美元。最近 10年，ABB在华

投资总额已超过16亿美元。”

零部件

春阳先生说道，“公司通过与客户及全

球顶尖工业设备制造商的长期合作积

累了宝贵的实际应用经验和独到见解，

这些都为‘润博士 SM’提供了专业的

技术支持。”

埃克森美孚工业润滑油所生产

的矿物油和高性能合成润滑油已经获

得了全球各大知名企业的认可。作为

合成润滑油技术领域的先锋，公司深

受欢迎的美孚 SHC 系列合成润滑油

已被全球领先设备制造商们批准用于

10000 多种应用，在其中的 2200 多项

应用中被认定为优先使用的润滑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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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积极发展
风能等可再生能源

2013 年 2 月，据外媒报道，哈萨

克斯坦近日通过了《2013-2020 年替

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行动计划》（简称

《计划》）。根据《计划》，2020 年前，

哈萨克斯坦可再生能源发电功率将达

到 104 万千瓦。其中，将有总装机容

量 79.3 万千瓦的 13 座风电场建成。

2014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将占电力总

需求的 1%，2020 年将占 3%，2030

年前将占 5%左右。

根据哈萨克斯坦工新技术部数据，

该国拥有巨大的风电开发潜力，50%

以上地区年均风速为 4 米 / 秒 ~5 米 /

秒。而朱加尔斯克大门、舍列克走廊、

阿斯塔纳、阿尔卡雷克和里海沿岸佛

尔特 -舍夫琴科区域的平均风速为 4

米／秒 ~9米／秒。据预测，哈萨克斯

坦年理论风电发电量为 1.82 万亿千瓦

时。哈工新技术部确定了 10 个风场，

日本海上风电机组
样机试运行

2013年2月22日，据彭博社报道，

日本今年将试运行 2台海上风电机组，

以尝试走能源多样化道路，并发展风电

机组技术。

2 月 21 日，日本新能源与产业

技术发展机构的新能源技术部门主任

Masaharu Itoh 透露，在日本东京电力

公司的一个研究项目中，有一台 2.4 兆

瓦的风电机组被安装在日本千叶县沿海

区域。日本新能源与产业技术发展机构

也计划今年3月在日本九州岛南部的北

九州市海岸安装一台2兆瓦机组，该研

究项目由名为 J-Power 的电力开发公

司发起的。

这一措施正好顺应日本寻求替代

核能的举措，该国的海上风电装机容量

还远远落后于美国、丹麦等国。

Itoh 表示，陆上风电机组是一项已

被验证的技术，因此日本风电机组制造

商想提高市场占有率并不容易。“至于

海上风电，我们却还有机会”，Itoh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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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建造总装机容量为 100 万千瓦的

风电场。

截至 2013 年，哈萨克斯坦已实

施 25 个可再生能源项目，其中包括阿

斯塔纳风电项目、江布尔州科尔泰风

电项目、北哈州风电项目、卡拉干达

州风电项目。另外，哈萨克斯坦萨姆

鲁克能源公司计划于 2013 年着手建

为利用正在发展的大功率海上风电机组

可以较好地获得市场份额。日本新能源

与产业技术发展机构的这两个项目各花

费了约5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35亿

元人民币），其中包括机组和观测塔的

建造费用。

据悉，日本将利用这 2台样机在

不同区域的发电数据来克服技术上的障

碍，千叶县安装的机组预计在3月初试

运行，而北九州市的机组则将在6月或

7月开始发电。

设叶列伊门套的 4.5 万千瓦风电场一

期项目（整个项目装机容量为 30 万千

瓦），该项目将用于保障 2017 年世博

会场馆供电；阿拉木图州将在舍列克

走廊建设 5.1 万千瓦风电场；东哈州

哈萨克斯坦 -西班牙合资企业 Spain 

Consulting 将着手建设乌兰斯克区 2.4

万千瓦风电场。

国 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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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EC2013将在
古巴召开

2013 年 6 月 3 日至 5 日，第 12

届世界风能大会暨可再生能源展览会

（简称WWEC2013 ）将在古巴首都哈

瓦那召开。WWEC2013 由世界风能协

会、古巴基础工业部可再生能源暨环

境促进协会和古巴若泽安东尼奥埃切

维里亚高等理工学院可再生能源技术

中心联合举办。

2013年智利将有
170万千瓦风电项目
并入北部电网

2013 年 2 月 8 日，据智利《战

略报》消息，根据智利北方电网电力

配送中心 (CDEC-SING) 公布的数据，

到 2013 年 3 月 12 日，智利预计有 70

万千瓦可再生能源上网，包括 11 个光

伏发电项目和 2个风力发电项目。

丹麦DONG Energy公司
出售波兰陆上风电业务

2013 年 2 月 19 日，丹麦 DONG 

Energy 公司发布新闻公报称，该公司

以 18 亿丹麦克朗 ( 约合 19.7 亿元人

民币 )的价格将其在波兰的陆上风电业

务出售给当地两家能源公司。

DONG Energy 公司目前在波兰

运营有三家陆上风电场，总装机容量

为 11.2 万 千 瓦。2 月 19 日，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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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EC2013 的主题为“向加勒比

海敞开风能大门”，这是在加勒比地区

举办的第一次国际风能论坛，是一次

从整体上了解加勒比海地区、中美洲

及所有拉丁美洲国家风能和可再生能

源发展前景的机会。

与此同时，大会同期还将举办展

示可再生能源新技术与产业的展览会。

本次会议议题涵盖可再生能源政策、

社区电力、培训与教育、并网、分散

式开发、风电机组技术、风能资源评估、

2013 年上半年，智利将有 48.3

万千瓦可再生能源项目投入运营，其中

Ckani 风电场将提供 25万千瓦装机容

量，由Mainstream 可再生能源公司投

资 5亿美元。 Valle de Los Vientos 项

目将于下半年投入运营，装机容量 9.5

万千瓦。据统计，2012 年智利向环境

评估部门提出申请的非传统可再生能

源（ERNC）项目激增，北部地区开发

的非传统可再生能源以太阳能和风能为

Energy 公 司 分 别 与 波 兰 PGE 和

Energa 两家能源公司签署协议，将其

在波兰的三家陆上风电场出售给 PGE

和 Energa。DONG Energy 公司相关

负责人表示，这项交易还需相关机构

批准方可生效，预计将在今年完成。

该交易可使公司的税前收入增加 6亿

丹麦克朗 (约合 6.6 亿元人民币 )。

DONG Energy 公 司 总 裁 亨 里

克·波尔森表示，DONG Energy 在

2013 年和 2014 年还将继续出售其他

风电场规划与维护、互补发电与储能、

小型风电、可再生能源融资和能源文

化沟通等多个内容。

届时，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

专业委员会将组织会员单位赴古巴参

加此次大会，随后将在当地进行风电

考察。近期，古巴政府表示将大力发

展该国可再生能源。这次会议的召开

无疑将对中国风电企业与古巴风电行

业的技术合作以及中国风电进入古巴

市场奠定良好基础。

主，设计总装机量将达到 612万千瓦，

总投资额达194.26 亿美元。2013年将

并入北部电网的风电项目总共有11个，

装机量173万千瓦，总投资37.17亿美

元。最大的风电项目为Loa风电场，装

机量52.8万千瓦，投资额9.33亿美元；

智利国家铜公司Calama风电场的装机

量为25万千瓦，投资额将达7亿美元，

E—CL的Calama风电项目装机量总共

将达23.6万千瓦，投资额5.2亿美元。

资产，以获得总额达 100 亿丹麦克朗

( 约合 109 亿元人民币 ) 的资金，这

些资金将用于投资和发展其核心业

务——海上风电。

DONG Energy 公司成立于 1972

年，是丹麦的大型能源公司，2011 年

公司营业收入为 568.84 亿丹麦克朗

( 约合 102 亿美元 )。丹麦政府拥有

DONG Energy 公司约 80% 的股权。

波兰 PGE 和 Energa 能源公司分别是

波兰第一和第二大能源公司。

国 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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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风电发展有法必依

张传卫代表的第一个提案就是建议将目前的“控制

能源消费总量”转变为“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并把目标

定为 ：到 2020 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 40 亿吨标

准煤左右，并逐年下调这一指标，风能、太阳能等可再

生能源消费量不计入地方能源消费总量。同时，征收煤

炭资源税和环境税，在超限额使用煤炭的地区对超额部

分征收大气污染特别税。这一提案从思路上明确了新能

给风电发展以制度的保证

源和可再生能源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替代地位。尽管此前

政府部门也有关于“可再生能源发展不设天花板”的说法，

但应该从制度上对可再生能源的战略地位和发展目标给

予明确和保证，同时辅以具体实施细则。武钢代表在建议

中指出，从制度层面讲，我国《可再生能源法》明确要求“实

行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节能发电调

度办法》中也规定“优先调度风能、太阳能、海洋能等

可再生能源电力”，关键是需要制定实施细则保障落实到

位，否则会影响“十八大”提出的“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人大代表建言我国风电产业
本刊记者		于贵勇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也成为全国两会热议的话题。生态文明建设必然要求

经济的转型升级以及能源结构的调整，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未来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作为新兴产

业技术，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也较多，如何促进其健康快速发展，成为今年全国两会上代表们的关切，关

于这方面的提案和建议也多了起来。

来自风电领域的两位人大代表，从宏观和微观等多个角度提出了多项提案和建议。全国人大代表、中

国明阳风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传卫从加快低碳发展立法、控制煤炭消耗总量、支持风电产业健康发展

及完善可再生能源补贴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建议。全国人大代表、新疆新能源集团董事长武钢则紧扣我国风

电发展中现存的突出问题，从如何解决弃风限电、西北风电向东部输送以及加强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的管

理与发放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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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美丽中国”宏伟目标的实现。张传卫则在建议中提

请全国人大对《可再生能源法》进行执法检查，落实执

行机制确保电量全额收购，补贴按时足额发放等关键性

法定义务的实现。这一建议反映了风电行业的广泛呼声，

处于行业增速放缓、企业效益水平下降、弃风限电问题

严重、深陷“三角债”泥潭的风电企业，迫切希望各项

制度落到实处，相关机制早日得到完善。

       从战略的高度解决弃风限电问题

目前我国风电领域的弃风限电问题，不但困扰着众

多企业，如果不能及时合理解决，更将影响到行业发展

大局。2012 年我国风电限电电量超过 200 亿千瓦时，

直接电费损失 100 多亿元，两位人大代表都提出了各自

的建议。武钢认为，弃风限电影响企业经济收益，阻碍

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企业资金流动性下降，最终导致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延迟承诺付款期、资金链崩溃。为解

决当前风电弃风限电问题，他建议，短期内应加快出台

《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管理办法》，中长期来看，改革能

源管理体制，提高电网网架结构的调度和消纳能力，建

立健全市场化电力体制，落实节能调度管理办法和可再

生能源发电全额收购制度才是根本之道。武钢特别强调，

电源结构是影响电力系统消纳风电能力的重要因素，要

从战略的高度，将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电力作为当前电网

中的重要电源和未来的主导电源进行规划，彻底调整电

源结构，实现能源转型，最终形成以可再生能源电力为

主导的电力系统，顺应全球电力系统革新的潮流和趋势。

张传卫提出给予电网方面适当补贴以加快输电通道建设

的建议，并建议 2015 年可再生能源配额制达到 20%

以上，从根本上解决风电上网难和市场消纳能力不足的

问题。

      依据现实需求完善可再生能源补贴机制

除了上述弃风限电导致的损失，可再生能源补贴资

金拖欠问题是导致企业巨大资金压力的另一主要原因。这

项本是我国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根本性激励政策，却

因补贴机制已不能满足产业发展需求，以及具体操作中

的掣肘，已经影响和制约到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张

传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补贴资金征收和资金

保障能力已不能满足需求，资金缺口严重，按照现行标

准和“十二五”规划目标，到 2015 年可再生能源所需的

补贴资金不少于 1000 亿元，以目前的补贴水平，将有

500 多亿的资金缺口。其次是繁琐的补贴方式加重了政府

主管部门和企业的负担，补贴资金在申报、审核和拨付

中涉及到国家财政部、发改委、能源局和电网公司等多

个部门，税务部门还要征税，执行中企业非常困惑。与

此同时，补贴部分支付周期过长使企业应收账款增长超

过收益增长，带来严重的“三角债”问题，使产业链条

中的企业陷入资金流困境。

针对补贴资金在征收和发放中的问题，张传卫提出

了具体建议 ：一是建议财政部简化征收方式，可再生能源

发电的补贴资金部分应全部由电力附加承担，财政部设立

的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只用于示范工程、科技研究、

农村及偏远地区可再生能源利用等《可再生能源法》所

规定支持的其他活动 ；二是建议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加

强征收力度，严格按照目前《可再生能源法》规定，将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在除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全国范围内，

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扣除农业生产用电（含农业排

灌用电）后的销售电量进行全部一律征收，并将征收范

围扩大到所有的自备电厂的用电量，适度增加电力附加 ；

三是建议政府主管部门改变目前财政补贴发放形式，建

议收支均由电网公司完成，并免除电力附加在征收、发

放过程中的各种税费 ；四是建议能源局加强对可再生能

源补贴征收和发放的监管，并发布年度监管报告，监管

报告要及时报告给全国人大、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

并及时向社会公布补贴发放及可再生能源发电情况。

武钢代表也专门提出了加强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发

放的建议，在提出简化程序手续、加强监管等措施的同时，

建议政府充分做好各项规划、计划的制定及管理工作。客

观实际地将新能源发展规划及计划、电力发展规划及年

计划、电网建设规划、财政资金计划等各有效结合，并

在此基础上做好资金计划，保证补贴资金能够按时发放。

同时提出拓展资金来源渠道的建议，可以利用其他能源

税费为基金注入资金，同时探讨创新金融产品的可能性，

为解决可再生能源资金短缺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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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上海电气与西门子（中国）合资

成立了两家公司，他们的业务分工是什么，将

采用怎样的运作方式？

金孝龙：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西

门子（中国）有限公司经过长期的谈判成立了

两家合资公司，分别为上海电气风能有限公司

和西门子风力发电设备（上海）有限公司，两

家公司均由上海电气控股 51%，西门子控股

49%。其中，上海电气风能有限公司主要负责

设备销售、项目管理及后续服务，西门子风力

发电设备（上海）有限公司主要负责机舱和轮

毂的研发和生产。两家合资公司实行一体化运

作，2013 年 1 月 1 日已正式运营。

《风能》：上海电气选择与西门子合作，主

要是看重其哪些特质和优势？

金孝龙：西门子是上海电气最重要的战略

合作伙伴之一，在发电设备等领域，双方经过

近 20 年不断深入的战略合作，目前共有合资

企业 11 家。本次合作是上海电气和西门子在

新的产业领域谋求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体现，

代表了双方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新的业务空间。

合资公司拥有上海电气多年来本土化的运

作经验和成本优势。同时，西门子也为合资公

司带来了先进的风电机组技术、国际化的项目

管理理念和在海上风电领域所拥有的丰富专业

知识及运行经验。合资公司致力于在双方优势

互补的基础上为国内客户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

务。

本次合作将是上海电气与西门子在中国风

电领域优势互补的完美体现。

《风能》：在海上风电领域，西门子有 20

年的经验，上海电气选择西门子风电作为合作

对象，是否表明上海电气对开发国内海上风电

市场有更具体的计划和准备？

金孝龙：作为世界海上风电领域的领军者，

西门子海上风电机组的稳定性得到全世界的认

可。西门子将带来其在海上风电领域所拥有的

丰富专业知识和运行经验。合资企业还会专为

中国市场量身订制产品，更好地服务于中国这

个世界上最大的风电市场。

江苏龙源如东的潮间带示范风电场是上

海电气与西门子在国内合作的第一个项目，于

以合资优势促能力进步
本刊记者		于贵勇

上海电气电站集团副总裁，上海电气风能有限公司、西门子风力发电设备（上海）有限

公司总经理金孝龙畅谈上海电气与西门子的合资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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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安装，2012年5月已全部并网发电，

为合资公司在海上风电做大做强迈出了稳健的

第一步。

此外，我们新一代的升级产品 SWT 4.0 －

130 将成为海上风电的主打产品，它是建立

在西门子 20 多年的海上风电运行经验和相关

知识的基础上开发的产品。4 兆瓦风电机组

装备了 63 米长的叶片，使它的扫掠面积达到

13300 平方米，约为两个足球场的大小。与 3.6
兆瓦风电机组相比，扫掠面积增加了 18%。该

叶片使用西门子最先进的空气弹性变形叶片，

这种叶片可获得更长的使用寿命。这种技术的

秘密在于利用气动载荷智能控制叶片的扭转，

改变了较大转子增加风电机组载荷的影响。 加
上 SWT4.0 － 130 新的齿轮传动系统增加的效

率，在 IECI 条件下，风电机组的输出功率也

比 3.6 兆瓦风电机组增加了 15%。

为了适应海上恶劣的气候条件，优化和坚

固的设计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叶片、转子轮

毂、塔架和动力系统这四个关键的风电机组模

块，已根据现有的西门子公司产品组合进行了

开发。通过尽可能地利用成熟的部件和技术，

西门子公司消除了许多通常与引入新产品相关

的变化因素。机舱内部的重新设计营造出一个

更加符合人类工程学原理的机舱内部环境，其

中的关键部件可轻易接近。 

《风能》：面对风电行业内严峻的形势，中

方企业和外资企业在中国都面临很多困难和竞

争压力，合资公司有怎样的应对措施？

金孝龙：合资公司是上海电气和西门子在

风电领域的强强联手。目前正将西门子在风电

领域的先进技术和丰富的运行经验引入中国，

结合中国本土特殊要求进行优化，并依托于上

海电气集团强大的产业链平台，全力加快本土

化进程和降本力度。降低风电的运营成本并使

风电项目逐步摆脱对政府补贴的依赖将是未来

发展的长远目标。

安全性和可靠性是合资公司所有运营的核

心。从生产到安装、操作和维护，我们努力制

定零伤害标准。针对不同型号的风电机组，我

们重新考虑了海上维护方案。维护技师可通过

直升起重平台或通过常规的塔架通道进入风电

机组，即便在恶劣的海况下，新型的通道系统

也能够使人员更加安全地进出。更宽敞的新式

机舱也允许技师以最佳方式接近所有重要的部

件。此外，风电机组内部的自动防故障能力，

连同西门子优异的防雷击系统，均可增强风电

机组的整体安全性。

正是凭借这种强强结合以及以需求为导向

的市场策略，在面对风电市场洗牌的情况下，

我们有责任和信心去引领先进的技术潮流，引

导理性的市场价值。

受访者 ：金孝龙

上海电气电站集团副总

裁，上海电气风能有限

公司、西门子风力发电

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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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全国弃风电量超过 200 亿千瓦时，如果这 200 亿千瓦

时清洁能源得以利用，可少烧 700 万吨标准煤，仅二氧化碳就

可减少排放 2000 万吨。在大气环境质量持续低下的今天，浪

费清洁能源实在令人痛惜。

本刊记者		薛辰

限电，还是限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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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弃风限电，如果你期望看到 2012 年

有所缓解，恐怕又要失望了，甚至会为这项坏

数据痛惜不已。

至于数据坏到什么程度，请看记者根据国

家能源局“国能新能 [2013]65 号”和“国能

新能 [2012]135 号”文件整理的结果：2012 年，

我国部分地区弃风限电现象严重，全国弃风电

量约 200 亿千瓦时，比 2011 年的 100 亿千瓦

时翻了一番 ；风电平均利用小时数为 1890 小

时，比 2011 年的 1920 小时下降了 30 小时，

在个别省（区）风电利用小时数下降到 1400
小时左右，比 2011 年的 1600 小时下降了 200
小时。这样比较，谁都明白 2012 年的弃风限

电状况比 2011 年还要猛烈，还要糟糕。 
必须关注的是，有研究表明，在目前我

国风电场运维管理现状下，风电利用小时数

1900小时是风电场盈亏的“基准线”。按此考量，

内蒙古蒙东、辽宁、黑龙江、甘肃、青海、宁

夏等风能资源丰富地区的利用小时数均在“基

准线”以下，比如吉林地区风电利用小时数跌

落到 1420 小时，这不能不令人叹息！

更令人担忧的是，2012 年的弃风限电已

不仅仅发生于北方地区，此前从无弃风限电之

优的南方地区也进入“被限”之列，比如云南

大理地区因为弃风限电损失电量的比例已达

10%，这不免让人开始担忧。

为什么弃风限电愈演愈烈，根源究竟在

哪？能源局在 2013 年 2 月 16 日下发的“关于

做好 2013 年风电并网和消纳相关工作的通知”

（国能新能 [2013]65 号）文件中称，“大量弃

风限电暴露的是我国能源管理的问题。”从宏

观层面看，可谓一语中的。

如果从这样的宏观窗口中，仍然难以看清

什么是“我国能源管理的问题”，那么从作为

弃风限电重灾区的东北地区的一些“风火”纠

葛中可窥一斑。

根据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

的统计，2012 年度，蒙东、蒙西以及辽宁、吉林、

黑龙江五个区域的弃风限电比例让人痛惜，比

如蒙东电网限风电出力损失比例达 35.19%，

吉林电网限出力损失比例达 32.37%，辽宁、

黑龙江电网限出力损失比例都已超过 17%。这

直接导致了约 100 亿千瓦时风电电量的损失。

这对风电开发商来说是个严肃、苦恼而且

至今难解的问题。比如在内蒙古和吉林地区，

看上去弃风限电的比例有所不同，但其弃风限

电的原因却没有什么差异，两地都是风电与火

电（热电）争发，其核心还是利益冲突。热电

厂在冬季承担供热重任，风电厂只能为热电厂

让路。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有些火电厂改为热

电厂，到了冬天就不能对它限电，不被限电就

等于争得了利益。例如内蒙古一个 20 万千瓦

的火电厂，为了成为热电厂，说服附近的一个

村庄安装一条热力管道，给这个村庄供热。一

个火电厂戴上了热电联产的帽子，到了供热季

节，风电就得给它让路。在利益面前，“火热

转换”就是儿戏。

有迹可循的一点是，在这两个地区，风电

与火电的矛盾仍有加剧的趋势。比如吉林省火

电装机已远超负荷需求，但仍在陆续上马火电

项目，长此以往，弃风限电的现象会更加严重。

这也是为什么 2012 年度吉林省弃风限电比例

上升 11.35 个百分点的缘故。

即便产能过剩的火电项目也不能闲置，为

协调各火电厂之间的利益关系，地方政府都制

定了年度发电量计划，按机组平均分配发电时

间，但风电并不在计划之内，这直接导致风电

不但没有享受《可再生能源法》所赋予的“全

额保障性收购”的权益，甚至还要为火电厂的

计划电量“调峰让路”，这加剧了风电人被“弃

风限电”的痛苦。

2013 年 3 月 16 日，赤峰地区一位不愿具

名的风电场负责人向记者表述了“被限电”的

痛苦 ：“前几年，每当大风刮过这里时员工们

兴高采烈，而这两年越是好风来临越是忐忑不

安，生怕又要被限电。被电网调度限电就如同

听天由命，无处发泄的时候很想在大风里抱着

塔筒大哭一场！”

一度风电一滴血汗，白白丢失岂有不痛

之理？

2012 年， 我

国部分地区弃风

限 电 现 象 严 重，

全国弃风电量约

200 亿千瓦时，比

2011 年的 100 亿

千瓦时翻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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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调度风能、太阳能、海洋能、水能

等可再生能源电力”，这是 2007 年 8 月 2 日国

务院办公厅发布的《节能发电调度办法》中的

规定，很多时候这一规定停留在纸面，并没有

起到应有的作用。

与此前消除弃风限电的措施相比，国家能

源局在“国能新能 [2013]65 号”《通知》中提

出的举措更具针对性，旨在真正解开各地弃风

限电的症结。比如希望内蒙古自治区和吉林省

把推广风电供热作为当前重要工作，通过规划

引导、完善政策、优化电网运行管理等措施，

着力提高风电在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之所以在这两个地区推行风电供热，是因

为蒙西电网与国家电网独立存在，增建外送通

道送京津唐地区尚难协调，加之国家能源局已

在蒙西地区实施了“风电供热”试点，并取得

初步成功，蒙西地区的经验理应在蒙东及吉林

地区推广。

各地风电限电的原因不一，措施也各有不

同。国家能源局要求甘肃省加强风电与高载能

负荷的协调运行以解决风电并网。甘肃地处我

国西北，外送通道匮乏、送电成本较高，为吸

引东部转移产业，甘肃省各地希望高载能厂家

落户本地，国家能源局支持甘肃在当地市场消

纳风电的做法。

河北省风电并网情况又有不同，其临近京

津唐负荷中心地区，并隶属于国家电网公司运

营区域，所以国家能源局要求加快张家口与京

津唐和河北电网之间的输电通道建设。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

长秦海岩认为，“能源局的《通知》针对性极强，

直指弃风限电地区的核心问题，并提出了相应

的解决措施。”

2012 年国家能源局发过类似通知，同时

列出了各地电网风电利用小时数。在今年所发

布的“国能新能 [2013]65 号”文件的结尾处，

再次推出该数据。其目的在于将限电情况公诸

于众，并将风电并网消纳情况作为评定新项目

审批的一个重要依据，以此对地方政府和电网

公司起到督促作用。除了这些数据外，能源局

还关注到一些新的限电苗头。

一位专家举例，随着云南水电项目陆续上

马，未来云南风电份额有被水电进一步挤压的

可能，2012 年度大理弃风限电比例达 10%。“国

家能源局要求云南会同南方电网加强风水互补

运行整体技术方案研究”，以降低云南未来可

能出现的弃风限电问题的严重性。

这位专家还对新疆地区未来可能发生的弃

风限电表示担忧。他分析，新疆新建大批火电

厂，无疑会加剧火电与风电争抢“哈密至郑州”

这条直流特高压输电线路的可能性。能源局

在《通知》中特别提到“新疆自治区要会同国

家电网公司做好利用哈密－郑州特高压直流输

电线路外送风电的技术方案和管理措施研究”，

也是为预防火电和风电之间的输电线路之争。

国家能源局在《通知》中特别强调，“各

电网企业要把保障风电消纳作为电力管理的重

要内容，加强电网建设，打破行政区域限制，

扩大风能资源配置范围，提高电网消纳风电的

能力。”能源局用心良苦，但从目前能源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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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权限看，其与电网企业之间的协调机制并

不清晰。根本的问题还在于，现有的电力体制

没有形成适宜的市场机制。

另一值得关注的是，能源局已分三批核

准风电项目 8200 万千瓦，即便现在停止核准，

未来每年也将具有新增 1500 万千瓦风电装

机的发展规模。这意味着主管部门解决弃风

问题的压力将有所增加，亟需获得更强有力

的抓手，使其施政能力更上一层楼。

目前有所利好的是，根据 3 月 10 日披露

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国务院将

国家能源局、电监会的职责整合，重新组建国

家能源局，其主要职责是拟订并组织实施能源

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研究提出能源体制改

革建议，负责能源监督管理等。新能源发展属

于能源局的管理范畴，但电监会又是新能源的

职能部门，几乎所有新能源最后都要进入发电

领域。从而有学者认为，两个部门合并给新能

源发展带来重要的发展契机。

但也有业内人士认为，电监会并入国家能

源局后，能源权力格局并未改变，由其推动电

力体制改革依旧很难。2002 年，国务院下发 5
号文件《电力体制改革方案》，拉开了电力体

制改革的序幕，改革的方向是要政企分开、厂

网分开、主辅分开、输配分开，打破垄断，建

立社会主义电力市场经济体制。但在厂网分开

后，输配分开多年来没有进展，电力体制改革

步伐缓慢。

十年可以磨一剑，但十年推进一步电力体

制改革难上加难。与其坐等不如现在就有所行动。

“风电消纳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管理和利

益协调的问题。”秦海岩告诉记者，“美国和欧

洲国家解决风电消纳问题的经验告诉我们，市

场机制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最好手段。但在我国

现阶段电力体制非市场化的环境下，只能靠政

府的调节来解决弃风限电问题。”

有专家建议，政府应从战略高度，充分

认识消纳风电的重要性，把实现风电全额收购

作为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重要载体，作

为衡量能源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数据显示，

2012 年火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 78.6% 左右。

这也是我国雾霾频发的主要成因之一。看看英

国首相卡梅伦 2 月在英国能源气候变化部演讲

中的一句话，或许能够给予我们一点启迪：“我

们处在一个全球性的竞争之中，那些赢得竞赛

的、以及欧洲最繁荣的国家都是最节能、最环

保的国家。” 
频发的中国雾霾已经让中国的新任总理李

克强感到“心情很沉重”了。“既然无法在电

力体制改革中立竿见影，就该用行政手段来解

决弃风限电问题。”有专家呼吁。

其实手段就在那里。《可再生能源法》和

《节能发电调度办法》早已设立可再生能源电

力优先上网和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剩下的只

是落实。电网企业也不应总拿电网安全做托词，

从国际以及我国蒙西地区大规模风电并网消纳

的实际情况看来，风电的大规模并网不存在技

术和经济上的障碍。

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风电仅占总发电量

的 2%，而丹麦风电在该国总发电量中已经连

续多年占比超过 20%。与中国风电开发模式

类似的西班牙，在 2011 年的风电电力占比也

达到 16%。2012 年我国蒙西电网也出现过连

续 16 天风电日平均上网电量超过总供电量的

25%，短时间曾超过 30%，且电网运行稳定。

为此有专家呼吁，“不能再让那些白纸黑字的

制度成为摆设，而应使其真正发挥效力”。

有专家强调，要解决当前的弃风限电问题，

最紧迫的一件事就是尽快出台具备法律依据的

《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管理办法》。但从中长期

看，完全解决风电消纳以及弃风限电问题，仍

需通过电力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完善的电力市场

机制。

提及改革的难度，一位资深专家告诉记者，

“电力体制改革并不是摸着石头过河，因为石

头就在那里，关键是谁来撬动。”

风电消纳

不 是 技 术 问

题，而是管理

和利益协调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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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13年风电并网和消纳相关工作的通知》

［链接］

随着我国风电装机快速增长，2012 年部分地区弃风限

电现象严重，全国弃风电量约 200 亿千瓦时，风电平均利用

小时数比 2011 年有所下降，个别省（市）风电利用小时数

下降到 1400 小时左右，浪费了清洁能源和投资，加剧了环

境矛盾。为提高风能利用率，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改善大气

环境质量，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现将 2010 年度各省（区、市）

风电年平均利用小时数予以公布，并就 2013 年进一步加强

风电并网和消纳的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

一、更加高度重视风电消纳和利用，把提高风电利用

率作为做好能源工作的重要标准。目前，我国风电发电量仅

占全部电力消费量的 2%，大量弃风限电暴露的是我国能源

管理的问题。各省（区、市）有关部门和企业要充分认识消

纳风电的重要性，把实现风电全额消纳作为推动能源生产和

消费革命的重要载体，作为衡量能源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

积极创新体制机制，采取各种技术手段和政策措施，促进风

电的市场消纳，不断提高风电在电力消费中的比重。要加强

监测各省（区、市）风电并网的运行情况，把风电利用率作

为年度安排风电开发规模和项目布局的重要依据 ；风电运行

情况好的地区可以适当加快建设速度，风电利用率很低的地

区在解决严重弃风问题之前原则上不再扩大风电建设规模。

同时将及时向社会公布大规模弃风限电的相关情况。

二 、认真分析风电限电的原因，尽快消除弃风限电。

弃风限电严重的地区，要全面分析风电不能有效送出和消纳

的原因，找准问题的关键环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及早

解决问题。内蒙古自治区和吉林省要把推广风电供热作为当

前重要工作，加强规划引导，完善政策措施，优化电网运行

管理，着力提高风电在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甘肃省要认真研

究酒泉基地的建设方案和消纳市场，加强风电与高载能负荷

的协调运行，充分发挥风水互补运行优势，着力做好酒泉基

地的风电建设和管理工作 ；河北省要督促有关企业落实张家口

风电发展座谈会的有关要求，加快推进张家口地区与京津唐电

网和河北南网的输电通道建设，大力解决弃风限电问题。

三、加强资源丰富区域的消纳方案研究，保障风电装机

持续稳定增长。对于风电开发潜力较大、未来建设规模增长较

快的地区，要未雨绸缪，加强风电消纳技术方案的研究，为保

障今后风电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打好基础。云南省要会同南方电

网公司加强风水互补运行整体技术方案研究 ；宁夏自治区要

会同国家电网公司积极研究利用宁东电力外送通道增加风电

消纳的方案 ；新疆自治区要会同国家电网公司做好利用哈密 -

郑州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外送风电的技术方案和管理措施研

究 ；山西省要会同国家电网公司研究山西省风电消纳整体方

案，保障全省风电的统筹协调发展。

四、加强风电配套电网建设，做好风电并网服务工作。

各电网企业要把保障风电消纳作为电力管理的重要内容，加强

电网建设，打破行政区域限制，扩大风能资源配置范围提高

电网消纳风电的能力。对已列入核准计划的项目，电网企业

应积极开展接入系统设计和评审，原则上应在核准计划下发

的当年出具项目并网承诺函，避免电力配套设施建设滞后造成

弃风限电。要进一步优化电网运行调度，科学安排风电场运行，

统筹协调系统内调峰电源配置，深入挖掘系统调峰潜力，确

保风电优先上网。特别是吉林、内蒙古、黑龙江和河北省（区）

的电网调度机构，应积极参与制定本地促进消纳的技术方案，

并出台确保风电有线上网的具体措施。

附件 ：2012 年度各省（区、市）风电利用小时数统计表

国家能源局

2013 年 2 月 16 日

2012年度各省级电网区域风电利用小时数统计表

国家电网 1869
华北电网 2029 西北电网 1853 东北电网 1490
京津唐 2167 陕西 1997 蒙东 1499
冀南 1883 甘肃 1645 辽宁 1732
山西 2149 青海 1474 吉林 1420
蒙西 1922 宁夏 1889 黑龙江 1780
山东 1986 新疆 2450

华中电网 1844 华东电网 2292
河南 1907 上海 2363
湖北 1621 江苏 1958
湖南 1814 浙江 2082
江西 2380 安徽 1682
四川 2476 福建 2803
重庆 1773

南方电网 2265
广东 1847 云南 2555 海南 1845
广西 1655 贵州 2069

全国平均 1890

注：以上数据仅供参考，西藏自治区无并网运行风电项目，故数据暂缺。

（国能新能[2013]6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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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机技术因为其易损件少、故障率

低、维护量小而成为不少整机厂商的

选择。斯维奇也因技术和服务的专业

能力迅速占领了市场，成为该领域的

佼佼者。

“六年前，我们进入中国市场开

展相关业务，几乎所有的整机制造商

都说自己可以用一年时间在家门口生

产出整机产品。几年之后，我们看到

现在整机制造商的数量在减少，只剩

35 家左右，其中最活跃的是那些真正

致力于技术发展，致力于可靠性，并

非常用心地提供优质服务的整机制造

商。”斯维奇公司总裁 Jukka-Pekka 
Mäkinen 谈道。正因重视市场实际和

拥有超前的危机意识，斯维奇在科技

创新道路上的步子也愈加稳健，“让可

再生能源物尽其用”成为每一位斯维

奇员工的努力方向。然而，要想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中立稳脚跟，除了抓住

市场机遇，还要拿出“新点子”。

2013 年 1 月 26 日，斯维奇在北

京举行了“度电成本”调查结果发布

会暨研讨会，倡导行业将关注点从每

千瓦的造价往千瓦时造价转移。调研

结果显示，欧洲有 81% 的开发商认为

度电成本非常重要，而中国则有 58%
的开发商认为度电成本非常重要。对

这一调研结果，斯维奇市场总监 Jussi 
Vanhanen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这个

风电行业的竞争加剧和产业

收缩，使更多人开始关注成本的

降低和性能的提高，从而将设备

质量和运行效率摆在台前。度电

成本正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风

电设备的质量水准。2013 年 1
月 26 日，斯维奇对“度电成本”

调查结果的发布引来了多方关

注——从降低“千瓦”造价到降

低“千瓦时”成本的转变，势必

将成为业内人士关注的新焦点。

作为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后来者，

斯维奇比较理智。这家只专注永磁发

电机和全功率变流器领域的公司，在

近 7 年的时间里执着于一件事 ：“通过

创新和卓越的技术，最大程度地提高

新能源的利用率。”

五年前，斯维奇作出了一个战略

决策 ：将永磁发电机技术用于风电机

组，从而提高其发电量。目前，永磁

本刊记者		白亚茹

斯维奇致力降低度电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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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对于部件供应商来讲是很重要的，

指明了目前行业需要怎样的部件和发

展方向，又该如何使用更好的办法实

现更低的度电成本。”

在 Jussi Vanhanen 看来，降低

度电成本的方式其实很简单，就是降

低整体的资金投资成本、设备运营和

维护成本，同时提高发电量。Jussi 
Vanhanen 举例，通过提高部件的可

利用率和机组功率曲线来提高总的年

发电量。“基于不同的风况，永磁发电

机每年可提高 1.4%~6.9% 的发电量。

同时，通过优化初期投资成本和降低

部件全生命周期内的运行维护成本来

最大程度地降低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

的成本。”

事实上，为了提高部件的可利用

率，斯维奇已将永磁发电机与全功率

变流器整合，全面优化为一个系统，

并提供了最全系列的永磁发电机与全

功率变流器组合，包括标准产品和定

制产品。

服务外，“培训服务”成为吸引客户眼

球的一个亮点。“产品交货后，我们的

服务并未停止，而是贯穿整个产品周

期。我们保证客户各个团队可在各自

的工作地点获得产品使用及维护应用

的综合性培训。”斯维奇一市场人员说。

经历了快速发展阶段后，调整中

的中国风电产业开始由量变转向质变。

越来越多的开发商在选择风电机组设

备时，更加看重产品质量和运行效率，

度电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已可以反映出

风电设备的质量水平。以度电成本作

为风电场建设考量指标，可以更加直

接、准确地衡量风场的投资收益，并

引导设备供应商提高产品质量和风能

利用率。

也正因此，Jukka-Pekka Mäkinen 
对降低度电成本的前景充满了信心 ：

“我相信，那些把降低度电成本作为首

要任务的中国企业将会成为全球风电

行业的领头羊，这些企业也将成为风

电产业标准制定的引领者。”

大自然的考验使产品耐用性更

具 说 服 力。Jussi Vanhanen 举 例，

“挪威海岸线上的狂风是风力发电的

绝佳资源，但同时对设备的可靠性

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斯维奇曾为

ScanWind 开发了一套 3.7MW 直驱永

磁发电机和一台全功率、冗余、水冷

式变流器。在恶劣风况下，这套永磁

发电机与全功率变流器的组合设备仍

然达到了平均 97% 的利用率。”这样

的表现为斯维奇赢得了为 ScanWind
提供第二代传动系统的机会。而第二

代传动系统则包括一台 4.25MW 直驱

永磁发电机和一台全功率变流器，将

被使用于海上风电机组。

除此之外，斯维奇前瞻性的服务

确保了产品最高可靠性和利用率得以

实现，其所有产品在设计时都考虑售

后服务的便利性，能最大程度地减少

维护工作，从而增加发电时间，实现

最高的可利用率。

除了提供现场维护服务以及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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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欧洲风电新增装机容量为 1274
万千瓦，其中欧盟国家装机容量为 1190 万千瓦。

欧盟新增装机中，陆上风电为 1073 万千瓦，海

上风电为 116.6 万千瓦（见表 1）。欧盟在风电

场项目上的投资额大约为 128 亿欧元至 172 亿

欧元，陆上风电场大概占 94 亿欧元至 125 亿欧

元，海上风电场则为 34 亿欧元至 47 亿欧元。  
在年装机容量上，目前为止，德国是 2012

年欧洲最大的风电市场，新增装机大约 241.5
万千瓦，其中海上风电占了 3.3%，约 8 万千瓦；

英国为 189.7 万千瓦，排在第二位，其中包括

85.4 万千瓦海上风电（45%）；其次是意大利

（127.3 万千瓦）、西班牙（112.2 万千瓦）、罗

马尼亚（92.3 万千瓦）、波兰（88 万千瓦）、瑞

典（84.5 万千瓦）和法国（75.7 万千瓦）（见图 1）。
在中欧和东欧的新兴市场中，罗马尼亚和

波兰双双打破纪录，其新增装机容量都大约占

到整个欧盟年度装机容量的 7.5%，并且蝉联

了欧盟风电市场十强的榜位（见图 2）。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意大利和瑞典这 3

个国家的装机容量，他们分别占据整个欧盟

2012 年总装机容量的 16%、11% 和 7%。

2012 年，海上风电占据整个欧盟风电装

机的 10%，比去年增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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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步或预测数据。根据前一年的预测，有207兆瓦的风电场项目退役、翻新，加上数据四舍五入的统计方式，
2012年年底累计装机总量并不完全等同于2011年年底的总量加上2012年新增部分。

表1 2011年-2012年欧洲风电装机情况（MW）1

国家 2011年新增 2011年累计 2012年新增 2012年累计
欧盟国家

奥地利 73 1084 296 1378

比利时 191 1078 297 1375

保加利亚 28 516 168 684

塞浦路斯 52 134 13 147

捷克共和国 2 217 44 260

丹麦 211  3956 217 4162

爱沙尼亚 35 184 86 269

芬兰 2 199 89 288

法国 830  6807  757 7564

德国 2100 29071 2415 31308

希腊 316 1634 117 1749

匈牙利 34 329 0 329

爱尔兰 208 1614 125 1738

意大利 1090 6878 1273 8144

拉脱维亚 17 48 21 68

立陶宛 * 16 179 46 225

卢森堡 * 1 45 0 45

马耳他 0 0 0 0

荷兰 59 2272 119 2391

波兰 436 1616 880 2497

葡萄牙 341 4379 145 4525

罗马尼亚 520 982 923 1905

斯洛伐克 0 3 0 3

斯洛文尼亚 0 0 0 0

西班牙 1050 21674 1122 22796

瑞典 754 2899 846 3745

英国 1298 6556 1897 8445

欧盟 27 国 9664 94352 11895 106040

欧盟 15 国 8524 90145 9714 99652

欧盟 12 国 1140 4207 2181 6388

候选国

克罗地亚 52 131 48 180

马其顿共和国 0 0 0 0

塞尔维亚 0 0 0 0

土耳其 477 1806 506 2312

合计 529 1937 554 2492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冰岛  0    0    0    0  

列支敦斯登  0    0    0    0  

挪威 99 537 166 703

瑞士 3 46 4 50

合计 88 583  170 753

其他

法罗群岛 *  0    4    0    4  

乌克兰 66 151 125 276

俄罗斯 * 0 15 0 15

合计 66 171 125 296

欧洲总计  10361 97043    12744   109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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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2年欧盟各国风电新增装机市场份额（MW） 图3		2012年欧盟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份额（MW）

2012 年，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为

3100 万千瓦（见图 3）。在欧盟，几乎 70% 的

新增装机容量为可再生能源装机。而且，这也

是欧盟第五年有超过 55% 的新增电力装机来

自可再生能源。

2000 年，欧盟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

总共仅为 350 万千瓦。2010 年以后，每年度

可再生能源新增容量已经在 2450 万千瓦与

3370 万千瓦之间，比 2000 年多了七八倍。

可再生能源在整个新增电力容量中的比

例也在增加。2000 年，可再生能源占新增电

力容量的比例为 20.7%，2012 年这一数据已

上升至 70%。自 2000 年以来，欧盟新增的可

再生能源装机总量为 3.53 亿千瓦，风电约占

28％。

自 2000 年以来，燃气发电（1.21 亿千瓦）、

风电（9670 万千瓦）和光伏发电（6900 万千

瓦）装机容量的净增长正好弥补了燃油、核电

和煤电的下降份额，这三类装机容量分别减少

了 1740 万千瓦、1470 万千瓦和 1270 万千瓦。

过去 10 年，其他一些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譬

如水电、生物质能发电、垃圾发电、聚光太阳

能发电、地热发电和海洋能发电也呈现了不同

程度的增长，虽然他们的增长速度比风电和光

伏发电慢一些。

欧盟的电力部门依然在不断改变燃油、煤

炭和核能的发电模式，并不断增加燃气、风能、

光伏和其他可再生能源等来源的发电量。

在 2012 年各种能源的电力新增装机中，

风电占了 26.5%，仅次于光伏（1600 万千

瓦，37%），天然气排第三位（1050 万千瓦，

23%）。在新增装机上，光伏、天然气和风电

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让其他能源技术望尘莫及。

各种能源
装机分析

可再生能源
电力装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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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12年欧盟各电力新增装机份额（MW）

其中，煤电装机为 300 万千瓦（总量

的 7%），生物质能 130 万千瓦（3%），

聚光太阳能发电 83.3 万千瓦（2%），

水电 42.4 万千瓦（1%），垃圾发电 5
万千瓦，核电 2.2 万千瓦，燃油 0.7
万千瓦，海洋能发电 0.6 万千瓦，地

热发电 0.5 万千瓦（见图 4）。总体

而言，2012 年欧盟新增装机容量是

4490 万千瓦，比 2011 年减少 170
万千瓦（见图 5）。

2012 年，共有 550 万千瓦容量

的天然气发电站退役，另外还有 540
万千瓦的煤电、320 万千瓦的燃油和

120 万千瓦的核电也退役。煤电新增

装机容量超过退役容量两年后，其装

机容量在 2012 年减少了约 240 万千

瓦（见图 6、7）。

可
再
生
能
源
部
分

图5		2000年-2012年各类能源年装机发电量（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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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2000年-2012年欧盟各类能源净装机容量（GW）

自 2000 年以来，风电在整个电力装机中

的比例增长了 5 倍，2000 年是 2.2%，2012
年是 11.4%（见图 8、9）。同样在这段时期，

可再生能源占总电力装机容量的比例增长了

51%，2000 年可再生能源占总电力装机容量

的比例为 22.5%，到 2012 年是 33.9%。

风电历年
装机分析

欧盟风电年装机容量在过去 12 年得到了

稳步增长，从 2000 年的 320 万千瓦到现在的

图6		2012年欧盟新增装机容量和退役装机容量（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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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2000年欧盟电力结构图（MW） 图9		2012年欧盟电力结构图（MW）

图10		欧盟历年风电新增装机容量（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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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0 万千瓦，年复合增长率超过了 11%（见图 10）。
2000 年，丹麦、德国和西班牙的年风电装机容量

排在欧盟前三位，占了整个欧盟风电装机的 85%（见图

11）。2012 年，这一占比下降到 32%。另外，在 2000 年，

12 个欧盟新增成员国 还没有风电，但到 2012 年，这些

国家的风电市场占据了整个欧盟风电市场的 18%。

2012 年是欧盟海上风电装机的最高纪录年，有 116.6
万千瓦新增装机容量并入电网（见图 12）。海上风电装机容

量已经占据欧盟年度风电市场总量的 10%，2011 年是 9%。

至今，欧盟的风电总装机容量为 1.06 亿千瓦（见图

13），在前一年基础上增长了 12.6%，与 2011 年的增长

情况差不多。德国的装机容量依然最多，其次是西班牙、

意大利、英国和法国。另外 10 个欧盟国家的风电累计装

机容量也超过了 100 万千瓦，分别是奥地利、比利时、丹

麦、希腊、爱尔兰、荷兰、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和瑞

典（见图 14）。
德国和西班牙是欧洲国家中风电累计装机容量最高

的国家，两者综合占据了整个欧盟装机容量的 52%。英国、

意大利和法国紧随其后，分别占据 8%、8% 和 7%。在这

些新的欧盟成员国中，波兰以 250 万千瓦的累计装机容

量进入前 10 名的行列，超过了荷兰，罗马尼亚则以 190
万千瓦的成绩排在第 1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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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7%。按照这种方法论，丹麦的风电在电

力消费中的比例依然是欧洲国家里面最高的，

为 27.1%，其次是葡萄牙（16.8％）、西班牙

（16.3%）、爱尔兰（12.7%）和德国（10.8%）。

在欧盟新成员国中，罗马尼亚的风电在电力消

费市场中的比例最高，为 6.9%（见图 15）。 

图11		丹麦、德国和西班牙在欧盟风电市场所占份额变化（GW）

图12		欧盟历年陆上和海上风电装机容量（MW）

预估的风电
发电量

从往年的经验估计，2012 年欧洲风电的

发电量约 2310 亿千瓦时，占欧盟电力总消费

12 名欧盟新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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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2012年欧盟各成员国风电市场份额

图15		在欧盟及各成员国风电占总电力消费的份额

图13		欧盟历年风电累计装机容量（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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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2年欧洲可再生能源行动方案的各国风电装机目标与实际容量（MW）

2012年陆上 2012年海上 2012年总计 2012年差额

NREAP 实际 NREAP 实际 NREAP 实际 陆上 海上 总计

奥地利 1435 1378 0 0 1435 1378 -57 0 -57 -4%

比利时 720 996 503 380 1223 1375 276 -124 152 12.5%

保加利亚 451 684 0 0 451 684 233 0 233 51.7%

塞浦路斯 114 147 0 0 114 147 33 0 33 28.9%

捷克共和国 343 260 0 0 343 260 -83 0 -83 -24.2%

丹麦 2985 3241 856 921 3841 4162 256 65 321 8.4%

爱沙尼亚 311 269 0 0 311 269 -42 0 -42 -13.5%

芬兰 380 262 0 26 380 288 -118 26 -92 -24.2%

法国 7598 7564 667 0 8265 7564 -34 -667 -701 -8.5%

德国 30566 31027 792 280 31358 31307 461 -512 -51 -0.2%

希腊 2521 1749 0 0 2521 1749 -772 0 -772 -30.6%

匈牙利 445 329 0 0 445 329 -116 0 - 116 -26.1%

爱尔兰 2334 1713 36 25 2370 1738 -621 -11 -632 -26.7%

意大利 7040 8144 0 0 7040 8144 1104 0 1104 15.7%

拉脱维亚 49 68 0 0 49 68 19 0 19 38.8%

立陶宛 250 225 0 0 250 225 -25 0 -25 -10%

卢森堡 54 45 0 0 54 45 -9 0 -9 -16.7%

马耳他 2 0 0 0 2 0 -2 0 -2 -100%

芬兰 2727 2144 228 247 2955 2391 -583 19 -564 -19.1%

波兰 2010 2497 0 0 2010 2497 487 0 487 24.2%

葡萄牙 5600 4523 0 2 5600 4525 -1077 2 -1075 -19.2%

罗马尼亚 1850 1905 0 0 1850 1905 55 0 55 3%

斯洛伐克 150 3 0 0 150 3 -147 0 -147 -98%

斯洛文尼亚 2 0 0 0 2 0 -2 0 - 2 -100%

西班牙 23555 22796 0 0 23555 22796 -707 0 -707 -3.2%

瑞典 2311 3582 97 164 2408 3745 1269 67 1336 55.6%

英国 5970 5497 2650 2948 8620 8445 -473 298 - 175 -2%

欧盟 27 国 101773 101048 5829 4993 107602 106041 -725 -836 -1561 -1.5%

尽管 2012 年欧盟国家风电发展取得了较

好成绩，但是这些国家的风电部署工作还是滞

后于欧盟成员国各自所设定的国家可再生能源

发展规划（NREAPs）。2009 年，欧洲风能协

会发布了一个风电增长方案，期望欧盟风电累

计装机容量到 2012 年年底达到 1.03 亿千瓦。

然而，欧洲风能协会的增长方案中同时要求到

2020 年欧盟风电累计装机量达到 2.3 亿千瓦，

但是，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成员国的风

电装机总额需要达到 21.3 亿千瓦。后者表明，

尽管欧洲风能协会正在采取渐进的方式增加每

年的风电新增装机容量，即刚开始步履较慢，

现正以更快的速度向 2020 年的目标推进，但

是，这些成员国整体上还需加快自己的步伐（见

表 2）。

风电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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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Tavner 教授在杜伦大学工程与计算机学

院担任院长期间，组建了一支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团队

致力于风电技术研究。该团队同时也提供了丰富的、

以风电为主的新能源领域人才培养项目，包括三年制

和四年制的本科人才培养项目、一年制的国际硕士培

养项目和三到四年制的博士培养项目，上述 3 个人才

培养项目都是以培养世界一流的人才为目标。

上海电机学院创办于 1953 年，由上海市教委

与上海电气集团共建共管。2004 年，上海电机学院

开始了举办本科教育的新征程。从 2006 年开始，该

校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开始培养风电本科生，

2012 年开始培养风电方向硕士研究生，是上海市少

数几所同时开展风电本科生与硕士生教育的高等院校

之一。

杜伦大学工程与计算机学院提供两种风电本科

学位项目 ：一种学制为期 3 年，获得工程学士学位

（BEng）；另一种学制为期 4 年，获得工程硕士学

位（MEng）。
在三年制工程学士项目中，每一年都有不同的

学习内容，这些学习内容被划分成不同的模块。第

一年和第二年学习核心模块，所有学生都必须参加

核心模块的学习。第三年学生开始确定具体的方向，

根据方向的不同，课程的内容也会有明显的区别。

最后一年有 5 个方向可选择 ：土木工程、电子工程、

电气工程、机械工程、海外学习。

对于参加四年制工程硕士（MEng）学位项目

的学生，前三年的课程设置和三年制工程学士学位

的课程一致，第四年进入专业学习阶段。工程类的

专业有土木工程、电子工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工程、机械工程、航空工程、设计与运筹工程、通

用工程。风电属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工程专业下

的方向，只有在第三年学习了电气工程或者机械工

程课程模块的学生，才能选择风电方向，最终获得

风电方向的工程硕士学位。

英国，作为世界风电领域特别是海上风电领域的佼佼者，

其高等院校在风电技术方面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一直是国内

高等院校学习的标杆和开展合作的理想对象。上海电机学院自

     两所高校

风电    培养

模式介绍

中英
人才

2008 年开始与英国杜伦大学工程与计

算机学院接触，在科学研究、教师访

学、人才培养等方面逐步展开了交流

与合作。

2012 年笔者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

英国杜伦大学，在工程与计算机学院

进行了 1 年的交流学习，其间承担了

上海电机学院校级教研教改项目“中

英两国风电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对比研

究”，对工程与计算机学院的风电人才

培养情况进行了调研，分析了其培养

模式的特点，希望通过与上海电机学

院风电人才培养模式的比较，提供一

些可供上海电机学院和其他国内高校

借鉴和学习的经验。

上海电机学院		谢源

杜伦大学风电人才
培养项目简介

上海电机学院风电
人才培养项目简介

本科生人才培养项目



Classroom | 课堂

2013年第03期  43  

风电优秀人才的培养需要一支具有坚实的风电专业

知识基础和深厚的科研实力的教师团队。杜伦大学工程与

计算机学院在风电领域拥有一支国际水平科研团队，该团

队也是风电人才培养的中坚力量。国内许多高校由于缺乏

足够的具有风电研究背景的教师，难以同时提供本科、硕

士、博士等多个层次的风电人才项目。面对国内风电行业

对人才的迫切需求，国内高校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引进或

者培养更多具有风电领域教学和研究背景的教师，才能培

养出真正满足风电行业需求的人才。

（ 本 文 由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教 育 教 学 研 究 项 目

2013YBJYJG-12 和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 12YZ186
资助。）

杜伦大学工程与计算机学院还专门设计了一个为期

一年的课程硕士生项目。该项目以讲座、研讨会和课程

为基础结构，项目包括 7 个类别，以风电为主的可再生

新能源课程（MSc New and Renewable Energy）是其

中一个类别。该课程硕士要求申请者具有工程相关学科

的本科学位，被录用者每年 9 月份入学，次年 9 月份完

成学业。学生在一年的学习过程中要依次完成如下几个

任务 ：基础模块学习→核心模块学习→团队项目设计过

程→提交团队项目设计报告与答辩→开始个人研究项目

→结束课程学习→课程考试→提交个人研究项目→个人

研究项目答辩。该项目的重点和亮点就是为期近 9 个月

的个人研究项目部分，每位学生可以选择工程与计算机

学院的讲师或者教授作为自己的学术导师。该项目吸引

了大批的国际学生申请与参加，学习结束后，成绩优秀

的学生还能够直接申请攻读工程与计算机学院的博士研

究生。笔者在杜伦大学访学期间还了解到，若干特别优

秀的学生还得到工程与计算机学院的讲师和教授的赏识，

硕士毕业后直接参加该教师的科研工作，获得研究助理

（Research Associate）的工作。

上海电机学院从 2012 年开展风电方向全日制专业

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项目，学制为两年半，第一年在学

校学习理论知识，第二年在企业实习。课程学习阶段课

程总学分不少于 32 学分（1 学分为 18 学时），其中必修

课程 20 学分，选修课程不少于 6 学分，实践环节不少于

6 学分。企业实习阶段在上海电气集团等风电系统集成

及风电组件制造技术相关企业学习风电机组关键部件的

设计和制造、风电机组整机的装配和集成，风电机组关

键部件和整机的检测、风电设备的故障诊断等技术。部

分优秀研究生可获得 3 个月以上的海外访学机会，在德

国、丹麦、英国等国家的大学及研究机构实习，学习国

外电气工程相关技术，增强与国外同行相互交流的能力。

杜伦大学工程与计算机学院在风电领域具有一支国

际水平的研究团队，该研究团队吸引了大批的优秀人才前

往攻读博士学位，参与风电科学与技术的研究。该校工程

与计算机学院博士研究生的学制为 3 到 4 年，每位博士研

究生的学制由该生获得的奖学金的资助年限决定。

上海电机学院目前还不具备招收博士研究生资格，

没有风电方向博士研究生培养项目。

上海电机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清洁能源方

向）主要以培养风电行业人才为主，学制为期 4 年，课程

设置采取了非模块化方式，分为公共基础课、学科基础课、

专业课、实践教学环节和素质拓展教育，分别占学生总学

时的 33.5%、22%、16.5%、23% 和 5%。通过对杜伦大学

等国外高等院校的调研，上海电机学院也在考虑开展平台

课程建设，尝试进行模块化课程教学的探索，让学生能够

根据兴趣爱好选择合适的课程。

硕士研究生人才培养项目 博士生人才培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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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风电装机容量统计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CWEA）

2012
统计说明

1. 自 2012 年 12 月末至 2013 年 2 月，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

会对“2012 年中国风电装机情况”进行了调研和统计，具体统计时期为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统计基础数据来源于风电机组制造商，具体

的项目信息与各风电机组制造商、风电场开发商以及各地发改委进行了核对，并

对部分项目进行了现场核对，以期保证统计信息的真实、准确。

2. 本统计中的“风电装机容量”是指风电场现场已完成吊装工程的风电机

组容量，与风电并网装机容量及验收运行装机容量不同。 

3. 关于数据误差。本统计虽与发改委、开发商等核实，但由于各统计存在

不同时间截点、不同统计口径等问题，因此与开发商及相关政府管理部门的统计

结果不完全一致。

［特别声明］

1.	 本报告版权归“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中国风能协会，Chinese	Wind	 Energy	

Association，CWEA）”所有，未经事先书面授权，任何个人和机构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形式的发布、复制。如引用，

需注明出处为“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或“中国风能协会”，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

删节和修改。

2.	 本统计数据来源于风电机组制造商，虽与各方核实，但对于项目数据的绝对真实性和准确性本专委会

不作任何保证。

3.	 报告中的信息不构成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的最终操作建议，本专委会不就报告中的内容对最终操

作建议作任何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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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装机情况

2012 年，中国（不包括台湾地区）新增

安装风电机组 7872 台，装机容量 12960MW，

同比下降 26.5%；累计安装风电机组 53764 台，

装机容量 75324.2MW，同比增长 20.8%。

区域装机情况

2012 年，分析我国各区域的风电新增装

机，除中南、西南地区有所增长外，其他地区

的风电开发速度均呈下降态势。得益于云南省

风电开发进程的加快，2012 年，我国西南地

区风电新增装机容量达到 1464.85MW，同比

增长达到 118%。中南地区，尽管新增装机容

量同比增长 16%，但与 2011 年 34% 的增长速

度相比，增速放缓。

受风电弃风限电问题的影响，2012 年，我

国“三北”（华北、东北、西北）地区的风电开

发进程缓慢，尤其是华北地区，内蒙古自治区风

电装机的大幅度下降，使得该地区的新增装机容

量仅为 3088.7MW，同比下降 56%。东北和西

北地区的风电新增装机容量分别为 2120.6MW
和 3076.8MW，同比下降 26% 和 12%。 

2012 年，我国各省市风电新增装机容

量中，排名前五的省份（山东、内蒙古、甘

肃、云南和山西）装机总量为 5375.6MW，与

2011 年仅内蒙古和河北两个地区的新增装机就

达到 5911.9MW 相比，风电开发速度明显下降。

尤其是内蒙古自治区，2012 年新增装机容量

仅为 1119.4MW，同比下降 69.2%，落后于山

东省（1128.7MW），位居第二。甘肃、云南

两省风电新增装机容量同比增长超过 100%，

分别达到 1069.8MW 和 1031.8MW。

2012 年，我国各省市风电累计装机容

量中，内蒙古自治区依然保持全国第一的位

置，累计装机容量达到 18623.8MW，占据国

内 25% 的市场份额。其次为河北、甘肃、辽

宁和山东，累计装机容量分别为 7978.8MW、

6479MW、6118.3MW 和 5691MW。

 

摄影：张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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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7-2012年中国各区域累计风电装机容量

注：1、华东地区（包括山东、江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上海）；	
	 	 	 2、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
	 	 	 3、西北地区（包括宁夏、新疆、青海、陕西、甘肃）；
	 	 	 4、中南地区（包括湖北、湖南、河南、广东、广西、海南）；
	 	 	 5、西南地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重庆）；	
	 	 	 6、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	
	 	 	 7、港澳台地区（包括香港、澳门、台湾）。

数据来源：CWEA

图1	2001-2012年中国新增及累计风电装机容量

数据来源：CW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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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新增装机容量

2012年累计装机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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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2年中国海上风电机组安装情况

省份 项目名称 开发商 制造商 装机数量/台 装机容量/MW

山东
滨海海上风电项目一期

国电 联合动力
1 3

潍坊实验风电场 1 6

福建 福清海上风电项目样机 福建投资 湘电风能 1 5

江苏

龙源如东潮间带项目 龙源 重庆海装 2 10

龙源如东 15万千瓦海上（潮间带）

示范风电场
龙源 金风科技

20 50

龙源如东 15万千瓦海上（潮间带）

示范风电场增容
20 50

江苏响水潮间带 2×3MW试验风机

项目
长江新能源 金风科技 1 3

总  计 46 127

数据来源：CWEA

图3	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海上风电装机情况

数据来源：CWEA

海上风电装机情况

2012 年，中国海上风电新增装机 46
台，容量达到 127MW，其中潮间带装机量为

113MW，占海上风电新增装机总量的 89%。

截至 2012 年年底，中国已建成的海上风

电项目共计 389.6MW，是除英国、丹麦以外

海上风电装机最多的国家。 
作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潮间带风电的开发进程较快。截至

2012 年年底，我国潮间带风电装机容量达到

261.5MW，近海风电装机容量为 128.1MW，

其中规模最大的近海风电项目为东海大桥海上

项目（102MW），其余主要为各风电机组制造

商安装的样机。

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提供风电机组的制造

商中，华锐、金风、Siemens 所占份额较大，机

型主要以 2MW 以上的风电机组为主。其中华锐

和 Siemens 的风电机组主要安装在近海风电项

目，金风的风电机组主要安装在潮间带风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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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风电机组制造商的海上风电装机情况

序号 制造商 装机数量/台 装机容量/MW 装机容量占比%
1 华锐风电 56 170.0 43.6 

2 金风科技 44 109.5 28.1 

3 Siemens 21 50.0 12.8 

4 重庆海装 4 14.0 3.6 

5 上海电气 6 13.6 3.5 

6 联合动力 4 12.0 3.1 

7 湘电风能 2 7.5 1.9 

8 明阳风电 3 6.0 1.6 

9 三一电气 2 4.0 1.0 

10 远景能源 2 3.0 0.8

总  计 144 389.6 100

数据来源：CWEA

风电机组单机容量统计

2012 年，我国新增风电机组的平均功率

达到 1646.3kW，与 2011 年（1545.4kW）相

比，同比增长 6.5% ；累计风电机组的平均功

率为 1401kW，同比增长 3.1%。

2012 年，我国新增风电机组中，百千

瓦级（单机功率 <1000kW）的风电机组仅占

装机总量的 1.06% ；1.5MW 的风电机组仍然

占据主要市场地位，占全国新增装机总量的

63.69%，与 2011 年 74% 的市场份额相比下

降近 10 个百分点 ；2MW 的风电机组所占市

场份额由 2011 年的 14.7% 上升到 26.1%，所

占比例不断上升，2.5MW 及以上多兆瓦级风

电机组安装比例达到 6.6%，主要以 2.5MW 和

3MW 的风电机组为主，分别安装了 175 台和

129 台 ；3.6MW、5MW 和 6MW 的风电机组

各安装了 1 台。 
2012 年，我国累计风电装机中，百千瓦

级的风电机组所占比例为 11.56% ；1.5MW 的

风电机组所占比例达到 68.42%，依然为市场

主流机型 ；2MW 的风电机组市场份额上升至

13.38%，2.5MW 及以上的风电机组所占比例

不断升高，达到 2.18%。 

图4	1989-2012年我国新增和累计风电装机平均功率

数据来源：CW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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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12年中国风电新增装机排名前20的机组制造商

序号 制造商 装机台数
装机容量/

MW

装机容量占

比/%
1 金风科技 1600 2521.5 19.5

2 联合动力 1302 2029.0 15.7

3 华锐风电 699 1203.0 9.3

4 明阳风电 739 1133.5 8.7

5 湘电风能 445 893.0 6.9

6 上海电气 430 822.0 6.3

7 远景能源 328 544.0 4.2

8 Gamesa 265 493.2 3.8

9 东汽 311 466.5 3.6

10 Vestas 244 414.4 3.2

11 重庆海装 214 399.5 3.1

12 南车风电 252 385.8 3.0

13 浙江运达 263 364.5 2.8

14 三一电气 166 275.0 2.1

15 华创 174 263.1 2.0

16 许继风电 86 172.0 1.3

17 华仪 76 114.0 0.9

18 中科天道 52 78.0 0.6

19 GE 40 60.0 0.5

20 银河风电 23 57.5 0.4

其  他 163 270.5  2.1 

总  计 7872 12960 100

数据来源：CWEA

图5	2012年我国不同功率机型新增装机容量占比 图6	2012年我国不同功率机型累计装机容量占比

数据来源：CWEA 数据来源：CW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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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机组制造商装机情况

2012 年，中国风电新增装机容量排名前

20 的企业几乎占据了国内 98% 的市场份额，

其中金风科技新增装机容量排名第一，达到

2521.5MW，占据 19.5% 的市场份额。其次

为联合动力、华锐风电、明阳风电和湘电风能，

新 增 装 机 容 量 分 别 为 2029MW、1203MW、

1133.5MW 和 893MW。2012 年， 新 增 装 机

排名前 5 的风电机组制造商所占市场份额仅为

60%，同比下降了 10 个百分点。除湘电风能新

增装机有所增长外，金风科技、联合动力、华

锐风电和明阳风电等风电机组制造商的新增装

机容量同比分别下降了 30%、28.7%、59.1%
和 3.7%。 

风电场开发商装机情况

2012 年，风电新增装机中，国电集团继续保持其领

先地位，装机容量达到 2895MW，占新增风电装机总量

的 22.3% ；其下属的风电上市企业龙源电力风电新增装机

容量达到 1659MW，位居全国第一。大唐和华电集团分

别排名第二、第三，新增装机容量达到 1546.55MW 和

1040.50MW，分别占装机总量的 11.9% 和 8%。 
2012 年，风电累计装机中，仅国电集团累计装机容

量超过了 15000MW，占全国累计装机总量的 20.9%，其

次分别为大唐和华能集团，装机容量达到 9556.60MW 和

9356.88MW，所占市场份额分别为 12.7% 和 12.4%。其

他进入中国累计风电装机容量排名前 10 的开发商还有华

电集团、国华、中电投、中广核、华润集团、京能、新天

绿色能源等。 

表4 2012年中国风电累计装机排名前20的机组制造商

序号 制造商 装机台数
装机容量/

MW

装机容量占

比/%

1 金风科技 12227 15200.4 20.2

2 华锐风电 9178 14180.0 18.8

3 东汽 4901 7364.5 9.8

4 联合动力 4801 7311.0 9.7

5 明阳风电 2802 4256.5 5.7

6 Vestas 3175 3979.9 5.3

7 Gamesa 3220 3279.1 4.4

8 湘电风能 1345 2694.5 3.6

9 上海电气 1582 2603.5 3.5

10 GE 1082 1635.5 2.2

11 华创 1045 1571.1 2.1

12 浙江运达 1429 1462.5 1.9

13 南车风电 823 1302.3 1.7

14 远景能源 827 1292.5 1.7

15 重庆海装 689 1274.8 1.7

16 Suzlon 649 901.3 1.2

17 三一电气 379 598.0 0.8

18 Nordex 471 574.2 0.8

19 华仪 450 560.1 0.7

20 银星能源 496 505.0 0.7

其  他 2193 2777.5 3.5

总  计 53764 75324.2 100

数据来源：CW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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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2012年中国风电新增装机排名前10的开发商

序号 开发商
新增装机容量/

MW
装机容量占比/%

1 国电集团 2895.00 22.3

2 大唐集团 1546.55 11.9

3 华电集团 1040.50 8.0

4 华能集团 818.90 6.3

5 华润集团 704.00 5.4

6 国华 611.25 4.7

7 中电投 751.50 5.8

8 中广核 572.55 4.4

9 天润 483.00 3.7

10 三峡 226.50 1.8

其  他 3310.25 25.7

总  计 12960 100

数据来源：CWEA

表6 2012年中国风电累计装机排名前10的开发商

序号 开发商
累计装机容量/

MW
装机容量占比/%

1 国电集团 15757.30  20.9

2 大唐集团 9556.60  12.7

3 华能集团 9356.88  12.4

4 华电集团 4919.90  6.5

5 国华 4144.05  5.5

6 中电投 3556.12  4.7

7 中广核 3464.00  4.6

8 华润集团 2524.85  3.4

9 京能 1789.75  2.4

10
新天绿色

能源
1450.10  1.9

其  他 18804.64 25.0

总  计 75324.2 100

数据来源：CWEA

注 ：国电集团的统计为国电（不包括龙源）和龙源的数据之和。

					华能集团的统计为华能新能源和北方龙源的数据之和。

					华电集团的统计为华电和华富的数据之和。

					华润集团的统计为华润电力和华润新能源的数据之和。

					天润的统计为天润和天源的数据之和。

					三峡的统计为三峡和长江新能源的数据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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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机组出口情况

2012 年，我国共有 7 家风电机组制造商

向国外出口风电机组，已发运的数量达到 225
台，容量为 430.45MW。

截至 2012 年年底，我国风电机组制造

商已出口的风电机组共计 407 台，总容量达

到 700.15MW。与 2011 年相比，2012 年我

国风电机组制造商在“走出去”方面取得明

显突破。

表7 2012年中国风电机组出口情况*

序号 制造商 装机台数 装机容量/MW 出口国家

1
华锐

36 54.00 土耳其

22 52.50 意大利

12 36.00 西班牙

23 34.50  巴西

小计 93 177.00

2
金风

26 43.00 美国

13 19.50 澳大利亚

11 16.50 厄瓜多尔

3 7.50 泰国

1 0.75 乌兹别克斯坦

小计 54 87.25

3 华创 17 61.20 美国

4 三一电气 25 50.00 美国

5 明阳 33 49.50 保加利亚

6 湘电风能 2 4.00 伊朗

7 浙江运达 1 1.50 伊朗

总  计 225 430.45

数据来源：CWEA

* 目前统计的风电机组出口情况主要针对我国内资和合资风电机组制造商，外资风电机组制造商不包含在内。

图7	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风电机组出口情况

数据来源：CW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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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风电机组出口国家情况

序号 出口国家 台数 容量/MW

1 美国 182 327.75

2 土耳其 36 54.00

3 意大利 22 52.50

4 保加利亚 34 51.50

5 埃塞俄比亚 34 51.00

6 西班牙 12 36.00

7 巴西 23 34.50

8 澳大利亚 13 19.50

9 厄瓜多尔 11 16.50

10 印度 10 15.00

数据来源：CWEA

序号 出口国家 台数 容量/MW

11 泰国 7 13.00

12 瑞典 2 6.00

13 伊朗 3 5.50

14 智利 5 5.34

15 古巴 6 4.50

16 英国 3 3.75

17 哈萨克斯坦 2 1.56

18 白俄罗斯 1 1.50

19 乌兹别克斯坦 1 0.75

总  计 407 700.15

表8 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风电机组出口国家情况

近两年，我国风电机组制造商加快了海外

市场的拓展步伐，风电机组出口国家从 2007
年的 1 个扩大到现在的 19 个，其中美国是

最主要的风电机组出口国。截至 2012 年年

底，我国向美国出口的风电机组容量已达到

327.75MW，占出口总量的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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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风电机组制造商出口情况

序号 制造商 已发运数量/台 已发运容量/MW 容量占比/%

1 金风科技 176 268.75 38.38

2 华锐风电 109 204.00 29.14

3 三一电气 31 62.00 8.86

4 华创 17 61.20 8.74

5 明阳风电 34 51.00 7.28

6 中航惠德 10 10.00 1.43

7 联合动力 6 9.00 1.29

8 华仪 8 8.40 1.20

9 上海电气 5 6.25 0.89

10 新誉重工 4 6.00 0.86

11 湘电风能 3 6.00 0.86

12 重庆海装 2 4.00 0.57

13 瑞祥风能 1 2.05 0.29

14 浙江运达 1 1.50 0.21

总  计 407 700.15 100

数据来源：CW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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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2 年年底，风电机组制造商中，

以金风和华锐的出口数量最多，容量分别达

到 268.75MW 和 204MW， 占 出 口 总 量 的

38.38% 和 29.14%。



产业 | Industry

56  风能 Wind Energy 

0 引言

专利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重

要手段，尤其是各行业的技术领先企

业，更是将其作为保护自己、打压对手、

制定规则、垄断市场的最常见和有效

的武器。

在风电行业，诸如通用电气（GE）、

安耐康（Enercon）、歌美飒（Gamesa）
等国际风电巨头都有发起专利诉讼以

达到其商业竞争目的的案例，多数风

电企业甚至包括国内的一些企业牵涉

其中，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

据相关统计，截至 2011 年，国内有

风电机组下线并保持运营生产的企业

有 44 家，批量生产的有 25 家，其中，

金风科技、华锐风电、国电联合动力、

明阳风电 4家企业跻身全球前 10名 [1]。

本文根据目前风电技术和市场特

征对主要国家和地区以及重点风电企

业有关风电专利信息的情报进行了检

索分析，并借鉴已发生的风电行业专

利纠纷案例进行讨论。根据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 (WIPO) 的统计，专利所记

载的技术信息量约占整个技术信息量

的 90%，根据 WIPO 的估算，利用专

利信息可缩短研制周期 60％，节约费

用 40％。利用专利信息使高新技术的

研发在高起点上开始，避免低水平重

复研究，并避免潜在的侵权风险，同

时通过专利信息可了解所属行业技术

发展现状，跟踪了解参与者的专利技

术，能更好地为风电企业了解行业技

风电行业专利情报概述分析1

钱进文

（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100176）

摘  要 ：根据目前风电的技术和市场特征，本文从中美两个重要区域及重点的风电企业对风电相关专利信息情报进行检索

分析，并借鉴已发生的风电行业专利纠纷案例进行描述和讨论，为风电行业尤其是整机企业了解行业技术信息及

经营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风电 ；专利 ；纠纷 ；分析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03-0056-06

Analysis of Patent Information on Wind Power Industry
 Qian Jinwen

（Goldwind Science & Technology Co.,Ltd., Beijing 100176,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wind power technology and market characteristics, the paper searched and analysed the wind power patent 

information focused on the Chinese and US market, and discribed and discussed the patent disputes between the di�erent wind 

turbine suppliers. Some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to the wind turbine companies so as to provide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Keywords: wind power; patent; dispute; analysis

1.	本文中的所有数据、信息和观点仅提供信息参考，不作为任何法律依据，不承担任何责任。更多的风电行业专利情报分析请参见作者编
写的《风电专利综述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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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信息及经营发展提供参考。

1 国内风电专利情报分析

首先对中国大陆的风电专利检索

结果进行分析，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

局专利数据库进行风力发电相关专利

检索，对检索所得数据进行筛选并分

析如下。

1.1 历年申请趋势

中国大陆的风力发电专利活动周

期比较长，从开始建立相关的专利制

度后就开始有了相关的专利申请，但

是早期的专利申请量并不大。直至

2000 年之后，风电专利的申请量增长

迅速，但总体增长趋势趋于平稳。

对比分析图 1 和图 2[2]，可以看出，

风电专利申请数量随着风电市场的迅

速发展而迅速增加。专利申请趋势基

本反映了该行业的发展趋势，国内风

电技术专利申请数量也是伴随着风电

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而增加的，同时

也与中国政府近几年大力提倡和鼓励

知识产权创新与保护密不可分。

1.2 法律状态分析

在检索到的中国风电技术专利申

请中，有较大比例为实用新型申请，

一般被认为具有更高价值的发明专利

所占比例基本保持在略高于 50% 的水

平，按趋势分析，后续发明申请的比

例会逐渐增高。

对上述检索结果的专利法律状态

进行分析如图 3 和图 4 所示。通过分

析发现，由于近些年发明专利申请增

长迅速，有 50% 以上的发明专利申

请仍然在审核当中。在不到 50% 的已

知审核结果的发明专利中，只有总数

20% 的目前仍然具备有效权利，20%
以上的发明专利目前处于失效状态，

其失效原因有审查驳回未授权的，有

申请人主动放弃而未获得授权的，有

授权后未能进行维持的。

大部分有效的有权专利都是近年

申请的，即刚获授权不久。由于申请

时间较短，所以大部分的专利还拥有

较长的保护期限（发明专利保护期限

为自申请日起 20 年，实用新型和外观

设计专利的保护期限为自申请日起 10
年）。

而前几年的专利申请，尤其 2000
年以前的专利基本都是无效状态，除

图1	中国风电专利新增及累计申请趋势分析

图2	中国风电装机容量新增及累计趋势分析（MW） 图4	中国风电实用新型专利法律状态分析

图3	中国风电发明专利法律状态分析注：由于专利申请公开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申请提交，所以
2011年的数据并不能完全反应该年度的申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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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发明在审查阶段未获授权的原因外，

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授权后的专利

实用价值不高，对于权利人来说并不

值得支付逐年增加的维持年费，从而

导致失效。总体上从发明专利 20 年的

保护期限来看，专利的生命周期维持

比较短。

同样，早期的实用新型专利的生

命周期也比较短，申请时间为 5 年左

右的实用新型专利维持有效的比率只有

50% 左右，对于申请时间在 5 年以上

的实用新型专利维持有效的比例更低。

1.3 权利人分析

将检索到的专利以专利权人进行

类别分析，在检索到的中国风电相关

专利涉及到近千个专利权人，有一半

以上为个人权利人。本文重点对国内

及国际的风电企业专利申请进行分析。

对国内及国际装机容量排名靠前

的风电企业按申请专利数排列分析，

如图 5 所示。在国内风电技术专利申

请中排名前三位的为风电行业的国际

巨头 GE、西门子（Siemens）和维斯

塔斯（Vestas），专利申请均超过 300
件。其中，GE 的专利申请量更是达

到了 800 件左右，远远领先于其他风

电企业。另外， Enercon 和三菱重工

（MHI）两家国外公司在中国虽没有市

场销售，却依然在中国进行了较多的

专利申请。

相比于几家国外的风电企业，中

国本土的风电企业也有一定的专利申

请数据，在专利申请排名前十中占据

了 5 个名额，相比前两年有较快的增

长势头。但是与国外的风电企业相比，

国内风电企业的专利申请中，实用新

型专利占了较大比例。

如果只对发明专利申请进行比

较分析，可以发现，排名前十的只有

3 个国内企业 ：三一电气、金风科技

和联合动力。而目前在中国拥有最多

授权专利的是 Enercon，之后依次为

GE，Vestas，Gamesa，都是海外的

风电企业。相比之下，中国本土的风

电企业在拥有发明授权专利数量上明

显不足。这也明显地反映出国内企业

在技术创新和技术话语权上仍处于弱

势地位。

再从专利法律状态分析，可以明

显看出这些国外及国内的主流风电设

备商的失效专利比例明显较低，且大

部分主流风电设备商的在审发明专利

比例要高于总体水平。我们也可以看

出，大部分主流风电设备商近些年在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较多，且处于增长

状态，即随着专利的公开和审查，将

会有更多的专利获得授权。

从图 6 看到，国外的风电设备商

较早地进行了专利申请布局，尤其是

Enercon，早在 1999 年就开始在中国

进行了专利申请，2002 年达到最高峰

后随即下降，近些年申请量急剧降低，

但依然保留了少量的申请。因此，虽

然 Enercon 目前在中国不拥有较多的

申请量，但是却拥有最多的授权专利

量。同时，Enercon 在中国的专利申

请策略也基本反映了其在中国的市场

策略。其早期的专利申请可能是考虑

过中国市场并将其作为牵制竞争对手

的策略，但后来由于一些原因一直没

有进入中国市场后就调整了其专利申

请策略，申请量有所减少。不过，中

国作为重要的风电装机市场并具有较

多的风电设备竞争对手，因此依然考

图5	主要风电设备商国内风电专利申请对比

图6	风电设备商历年中国专利申请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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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在中国维持一定量的专利申请。

Enercon 的专利申请人甚至绝大

多数的发明人都是 Enercon 的老板

Aolys Wobben 先生，可见其对专利战

略的重视程度。而且，Enercon 多次

发起或涉入某些专利纠纷案件，具有

较强的攻击性。但由于其多次在专利

纠纷中未尝胜果，尤其是在印度与印

度子公司的专利纠纷，这也许是其专

利战略和企业市场发展战略有所转变

的原因。另外，GE 和 Siemens 在中

国的专利申请数量一直保持增长，这

也与其在中国的市场和竞争策略是一

致的。

2 海外风电专利分析

为更全面地了解风电行业专利概

况，在对中国风电专利申请进行宏观

分析后，我们将以具有技术和市场代

表性的美国为例，了解相关风电技术

专利的概况。

由图 7 可以看出，与中国的情况

类似，美国的风电技术专利申请量在

2000 年之后出现了较快的增长。考虑

到专利申请从申请递交至公开有一段

时间，所以 2010 年及 2011 年的数据

并不能完全反映该年度的申请量。从

总体趋势上看，增长还是趋于平稳的。 

图 8 对检索到的美国风电专利

申请权利人按数量进行了排名比较分

析，排在首位的是美国本土企业 GE，

专利申请量远远领先于其他公司。结

合其在中国的专利申请可以看出 GE
对把专利作为市场竞争手段的重视 ；

其次是风电跨国巨头 Vestas，申请

达到 500 件左右 ；随后的第三梯队

有 MHI、Enercon 和 Siemens， 申

请量在 300 件左右，但是从图 9 可以

看出，Enercon 这些年的专利申请相

比于早期保守很多。接下来的梯队是

REpower，Gamesa，Nordex，申请

量约 100 件；其中，LM 作为叶片供应

图7	美国风电专利历年申请趋势分析

图8	主要风电设备商美国专利申请比较

图9	主要风电设备商在美国专利申请历年趋势分析

图10	主要风电企业全球专利申请分布2

2.	国家和地区缩写代码分别是：AR—阿根廷；AU—澳大利亚；BR—巴西；CA—加拿大；CN—中国大陆；DE—德国；DK—丹麦；EP—欧
洲；ES—西班牙；MA—摩洛哥；MX—墨西哥；NZ—新西兰；US—美国；ZA—南非；WO—国际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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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也有着较多的专利申请量。（由于专

利申请公开时间的滞后性，近些年的数

据并不能完全反映该年度的申请量）

为了更多地了解风电专利全球申请

情况，将 Vestas，Enercon，Gamesa，
REpower，Suzlon，LM 几家（未包

括 GE）全球主要同族申请情况做了分

析，如图 10 所示。（由于数据库及时

间限制，未能对如日本等较重要的专

利数据进行检索，数据显示为排名靠

前的主要地区和国家）。从图表中可以

看出如下几点 ： 
（1）风电的专利申请及市场覆

盖了除南极洲的各大洲，这些风电公

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较广泛的专利

申请 ；

（2）风电的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

欧洲、北美洲和亚洲，这也是风电技

术发展和应用领先地区，也是风电技

术和市场竞争最激烈的区域 ；

（3）相比其他地区，各风电企业

在其本土区域进行了大量专利申请 ；

（4）各风电企业的专利战略与企

业发展战略相关联，且各自战略风格

不同。如 Enercon，其专利申请的侵

略性比较强，倾向于广撒网形式，在

全球主要地区均有较大量的申请，即

使在未有较高份额的市场占有率地区。

相比 Enercon，Vestas 和 Gamesa 的

专利申请策略针对性更强，除同样在

本土有较多的申请外，更多地关注于

主要的市场及竞争对手所在地。

可以看出，各国各地区的风电专

利申请分布情况基本反映了目前全球

风电设备技术和市场竞争的格局情况，

也反映了企业的相应策略。

3 风电行业的专利纠纷案例

如前所述，多家风电设备商均发

生过专利纠纷，其中 GE 与 MHI 的

纠纷安全比较具有代表意义。GE 与

MHI 均是涉及多个领域的跨国巨头，

分别为美国和日本在相关领域具有标

志性的公司。这两大公司在风电领域

爆发了令人瞩目的一系列专利侵权诉

讼事件，这非常值得行业内尤其是国

内的同行者研究。

2 0 0 8 年 3 月 7 日，G E 公

司 向 美 国 国 际 贸 易 委 员 会（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ITC）提起诉讼，指控 MHI 公司侵犯

了其风电机组相关专利（US5083039、
US6921985 和 US7321221）， 并 要

求在美国地区禁止进口 MHI 的风电机

组产品，MHI 方面则否认侵犯专利权，

双方的专利之战正式打响。

需要关注的是，在 GE 公司提起

诉讼之前的 2007 年，MHI 宣布其在

美国收到的 2.4 兆瓦风电机组订单已

达 411 台。

2009 年 8 月，ITC 法官初步认定

MHI 侵犯其中两件专利（US5083039
和 US6921985），随即 MHI 对初步

判定结果提出异议。

2010 年 1 月，ITC 经过复审重

新判定认为 GE 并未在美国实施该专

利技术，因而不符合 337 条款的相应

要求，MHI 没有违反 337 条款。对此，

GE 声称对裁决结果进行上诉。

2010 年 2 月，GE 又在美国德克

萨斯洲北区联邦法院起诉 MHI 侵犯

其另两件美国专利（US6879055 和

US7629705）。
2010 年 5 月，MHI 在美国阿肯

色西区联邦法院状告 GE 违反反垄断

法，指控 GE 滥用专利诉讼打击竞争

对手，恐吓以及欺诈其客户来阻碍竞

争，垄断市场，并寻求近 10 亿美金的

赔偿。（最终未得到法院支持，否决了

该诉讼动议）

同样是在 2010 年 5 月，MHI 在

美国弗罗里达洲中区联邦法院起诉 GE
侵犯其美国专利（US7452185 ）。

在上述涉及到 GE 的 5 件专利申

请中，由于 US5083039 在诉讼期间

达到专利保护期限而无效未议，其余

4 件分别被提及复审请求。这 5 件专

利有 1 件为机械结构相关的专利技术，

另外 4 件均为电力电子控制相关的专

利技术，也体现了 GE 风电专利申请

布局的特征——大部分专利技术均为

电控控制技术。

摄影：俞泽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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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3 月， 美 国 法 院 裁 定，

MHI 侵犯了 GE 的风电技术专利，并

向 GE 支 付 1.69 亿 美 元。[3] 但 是，

MHI 的损失不仅于此，在 2008 年 GE
对 MHI 发起相应的专利诉讼起，直到

2011 年 10 月，MHI 才在美国市场获

得来自 Duke Energy 的风电机组订单。

然而，在应用专利手段进行互相

竞争中，并不一定都上升到法院的专

利诉讼案件，在日常工作中对竞争对

手的专利信息跟踪并采取相应的预警

措施可以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保障。如

对 Enercon 与 Vestas 的一件纠纷专

利 EP1386078 为例，进行专利的信

息检索分析，该专利均具有大量的同

族申请，进一步查询，在这些欧洲专

利申请授权后，即遭到了多个公司对

这些专利提出无效异议，其被提起异

议的情况如下 ：

•2005 年 12 月 15 日，SEG 提

出异议申请

•2005 年 12 月 15 日，Nordex
提出异议申请

•2005 年 12 月 15 日，ABB 提

出异议申请

•2005 年 12 月 16 日，Vestas
提出异议申请

•2005 年 12 月 16 日，Gamesa
提出异议申请

•2005 年 12 月 16 日，REpower
提出异议申请

……

该专利申请在诉讼发生之前就有

Nordex、Vestas、Gamesa、REpower
等多家企业都提出了异议申请，可见

这些风电企业对于彼此的专利申请非

常关注。因此，即使发生专利诉讼，

专利的无效或异议也将作为一个重要

的应对方法。由此可见，平时对行业

和竞争对手的专利技术跟踪和风险管

理显得非常重要，不至于去打无准备

之战。

由此可见，专利纠纷产生的原因

并不简单是技术上的侵权，而是背后

企业商业利益的争夺。针对国内的众

多风电厂商，在不断强调知识产权的

本土市场和进入欧美等发达地区的国

际市场，专利等知识产权游戏规则会

被这些国际巨头熟练地运用于市场竞

争活动中。国内风电企业要保持和提

升竞争优势，尤其是要走向国际化，

如何能了解和适应这些规则，甚至运

用这些规则为我所用将是国内风电企

业走上国际化竞争的必修之课。

建议在企业开展研发工作的同

时，应把专利工作全方位地融合到具

体的研发工作中。除了加强专利挖掘

和申请工作，提升专利申请外，加强

专利信息的检索和分析，引导和鼓励

技术人员关注专利技术，培养研发人

员在研发过程中对专利信息充分利用，

也是十分重要的，利用专利信息可以

从技术和市场等方面更好地了解行业

和这个行业的参与者，为企业的技术

和市场提供决策依据，从而为企业的

发展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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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化、新能

源利用和风力发电产业的大规模发展，

为适应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人才需求 [1-3]，培养新

能源领域的现场工程师、设计开发工

程师和研究型工程师等多种类型工程

师后备人才的专业教育也应运而生 [4]。

风能与动力工程的本科专业正是在这

种环境下发展起来的。

自 2006 年华北电力大学首先向

教育部申请并获批“风能与动力工程”

的专业建设以来，国内已有 20 余所高

等院校 [5] 开展了相应的本科、高职高

专教育。响应国家“卓越工程师”的

培养精神和大政方针，实验教学是素

质和能力培养的重要环节，实验课程

的全面性、整体性对于强化学生的实

践动手环节、工程创新能力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本文将针对风能与动力

工程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与教学实验

建设进行深入探讨。

1 培养目标分析

1.1 风能方向的本科培养目标分析

目前，国内开设风能与动力工程

专业的本科院校有华北电力大学、河

北工业大学、河海大学、长沙理工大学、

兰州理工大学、内蒙古工业大学、沈

阳工业大学等。针对本科面向科研院

所培养 [6] 理论研究型人才的主要目标，

各个学校在课程设置体系上各有特色，

各有专攻。

风电专业本科毕业后的应用需求

一般覆盖到从事风电场的规划、设计、

施工、运行与维护等技术或管理工作

领域。专业课程设置一般会围绕流体

机械、电气等学科进行，如学习风能

资源测量与评估、空气动力学、机械

设计与制造、自动控制的理论和技术，

风能与动力工程本科专业人才培养
与教学实验建设的探讨

邢作霞，井艳军，王雅光

（沈阳工业大学新能源工程学院，辽宁	沈阳	110023）

摘  要 ：随着风电产业的发展和对人才的迫切需求，风能与动力工程专业的本科教学方兴未艾，文章针对风电本科专业人

才的培养，从人才需求和培养目标进行探讨，对课程设置和电气控制方面的实验规划进行系统分析，并提出建设

性建议。

关键词 ：缩比模拟 ；运行控制 ；三轴联动 ；电动变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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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cussion of Trai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Laboratory for Bachelor 
Degree of Wind Power and Power Engineering

 Xing Zuoxia, Jing Yanjun, Wang Yaguang
（School of New Energy Engineering, Shen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henyang110023,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wind power industry, the professional engineers become more important. �e start of undergraduate 

course of wind power and power engineering will determine the future of this module. With the purpose of requirements of student 

and the training methods, this report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planning of main course and the experiments of electric control.
Keywords: scaled analog; run control; axis linkage; electric p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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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接受一些专业技能的基本训练，使

学生具有风电机组和风电场设计、制

造、运行、试验研究、项目投资与管

理的基本创新能力，以及较强的实践

能力和发展潜力。

风电本科专业的主干课程一般涵

盖工程图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

风力机空气动力学、电路、电机学、

电子技术基础、自动控制理论、金属

工艺学、机械设计基础、机械制造技

术基础、风力发电原理、风电机组设

计与制造、风电机组检测与控制、风

电场电气工程、风力发电场等。

1.2 高职高专院校培养目标分析

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

一线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一直为高职高

专的培养目标和职责。随着风电制造

产业的发展，国内也有不少高职高专

院校开设了风能与动力工程相关专业。

如 ：赣西科技职业学院、吉林电子信

息技术学院、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等。

高职高专的风电专业培养目标一

般要求学生具备风力发电设备的装配、

调试、检测、维护与维修等基本能力。

核心课程包括 ：机械制图、计算机绘

图、电工基础、机械设计基础、机械

制造基础、电机学、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液压与气动技术、新能源概论、风力

发电原理与应用、电气控制与 PLC 技

术、自动控制系统、风电机组检测技术、

风电机组的装配与调试。

主要实践环节包括 ：机加工实习、

钳工实习、部件测绘、机械设计基础

课程设计、维修电工技能实训、风电

机组装配与调试实训、风力发电综合

实训等。

高职高专的人才培养在从业职业

资格证方面有一定倾斜考虑。如学生

毕业后，希望学生能获得 AutoCAD

中级证、维修电工中级证、钳工技能

中级证、风电机组装配工（中级）、风

电机组维修保养工（中级）、风力发电

运行检修员等资格。风电领域从业资

格证的评定也正在进行。

2 风能与动力工程本科专业
的课程设置与实验规划

结合多年的科研经验，为培养风

电机组系统设计、制造、运行与维护

的应用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本文认

为有几项专业基础课及专业课值得推

荐 ：机械设计基础、液压与气压传动、

电力电子技术、电气控制及 PLC 技术、

电机学、电力工程、风电机组及能量

转换、风力机空气动力学、风电机组

机械系统设计、风电机组控制技术、

风电场电气工程、风电机组检测技术

等、MATLAB 与风力发电系统仿真、

风电机组计算机辅助设计、风电场规

划与设计、风电场运行与维护。

对于重要的几门专业课程的主要

内容设置建议如下 ：

《风电机组机械系统设计》课程，

旨在引导学生理解与掌握风电设备的

主要机械设计知识。内容涵盖风电机

组的结构与原理、风电机组机械设计

基础、风电机组总体设计、主传动系

统设计、偏航与变桨机构设计、支撑

系统设计等。

《风电机组及能量转换》课程，旨

在引导学生理解与掌握风力发电系统

的风能转换为电能的整个工作原理过

程。内容涵盖异步发电机及控制技术、

同步发电机及控制技术、双馈异步发

电机特性及控制技术、永磁同步发电

机特性及控制技术等。

《风电场电气工程》课程，旨在引

导学生理解与掌握风力发电电气工程

一次、二次设备与系统的工作原理与

过程。内容涵盖风电场和电气部分的

基本概念、风电场电气部分构成和主

接线方式、风电场主要一次设备、风

电场电气二次系统、配电装置、风电

场的防雷和接地、风电场中的电力电

子设备等内容。

《风电机组控制技术》课程，旨

在引导学生理解与掌握风电机组设备

运行的控制原理及过程。内容涵盖风

电机组主要执行机构及其控制、定桨

恒速风电机组的控制、变速恒频风电

机组的控制、风电机组主控软件编制

规则、风电机组的监测与故障诊断等

内容。

《风电机组检测技术》课程，旨在

引导学生理解与掌握风电机组常规的

检测、测试技术，掌握设备运行的故

障分析手段。内容涵盖测量误差与数

据处理、传感器原理与应用、电能质

量测量、功率特性测量、风电机组载

荷测量、风电机组噪声测量、低电压

穿越测试等内容。

为配合前面的主要课程内容，推

荐规划的实验 [7-9] 课程如下 ：

整机模型机械结构认知与拆装

实验 ；

整机模型控制系统认知与拆装

实验 ；

风力发电能量转换与并网实验 ；

电能质量检测实验 ；

电气运行控制、原理设计与编程

实验 ；

变桨距控制原理实验。

3 风能与动力工程本科专业
实验规划研究

为配合课程建设，通过教学讲授

和动手实践环节，使学生深入了解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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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的基本理论与知识体系，在电气控

制方面的实验规划中有几个必要实验

手段值得考虑。分别介绍如下 ：

3.1 风电机组缩比模拟实验台

为方便学生对风电机组有一个整

体的认识并理解风电机组的工作原理，

在风电机组缩比模拟实验台上实现工

作过程的模拟非常有必要。功能可涵

盖偏航系统、变桨距系统、液压系统、

机组传动系统和制动系统、启动、对风、

并网、变桨距、大风脱网停机等动作

逻辑的演示、控制策略模拟等。整个

风电机组缩比模型效果如图 1 所示，

操作台与控制柜模型设计如图 2 所示，

实验台控制系统配置如图 3 所示。

设计的技术规格描述如表 1 所示。

实验台上进行的主要实验可规

划为 ：

（1）机械结构认识与拆装实习 ；

（2）电气构成认识与拆装实习 ；

（3）风电机组工作原理及动作逻

辑的演示，启动、对风、并网、变桨距、

大风脱网停机 ；

（4）风能转换原理的模拟与实现；

（5）机组并网过程与功率调节功

能的实现 ；

（6）输出电能质量检测及电压稳

定性控制功能的实现 ；

（7）风速、风向测量编程实现 ；

（8）自动偏航对风、扭缆保护、

手动偏航功能编程实现 ；

（9）齿轮箱温度、压力、油循环

系统模拟控制实验 ；

（10）液压系统刹车功能演示与

实现 ；

（11）电动驱动变桨距机构认识与

控制实现 ；

（12）额定风速之下 MPPT 转矩

控制功能实现 ；

（13）额定风速之上恒功率变桨

距调节功能实现 ；

 （14）有功、无功功率输出控制

的实现 ；

（15）安全链动作保护与功能

实现 ；

 （16）远程监控 SCADA 功能设

计与实现 ；

 （17）多种通讯协议的编程实现；

 （18）电气防雷保护设计。

3.2 双馈风力发电机风电机组并网

图1	风电机组缩比模型设计图

图2	风电机组操作台与控制柜模型设计图

图3	风电机组缩比模拟实验台控制系统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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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台

风电机组的并网及电能质量一直

是发电集团主要关心的技术指标，同

时也是国家电网规范接入技术条件、

实施电网导则的重要方面。配合《风

力发电机及能量转换》课程的并网实

验台的规划非常有必要。

该实验台可按照双馈或者永磁风

力发电系统进行配置设计，实验台设

计的技术规格描述如表 2 所示。

实验功能可规划为 ：

（1）风功率模拟实验 ：利用能量

转换台模拟风轮吸收功率实验，掌握

风轮吸收最大功率的影响因素，以及

他们各因素与风轮最大功率之间的关

系。理解影响双馈风力发电系统中能

量转换效率的物理量或参数。

（2）双馈 / 永磁电机工作特性试

验 ：使学生了解发电机的外特性，调

节特性。加深对风力发电系统运行特

性的理解。

（3）发电机并网同步化过程实验：

验证并网需要满足的条件，观察并网

动态过程，定子电流电压的变化关系。

（4）自动并网功率因数调节实验：

在并网状态下，对发电机功率因数进

行调节，测量电能质量。通过对电能

的测量使学生能熟练使用电能质量测

试传感器，仪器仪表的观察和使用。

3.3 风电机组运行控制ＰＬＣ编程

实验台

风电机组的运行控制技术一直是

国内外争论创新点的主要关注点。由

于其高风险性和高可靠性要求，很多

厂家和设计单位都依靠国外技术引进

来解决。配合《风电机组控制技术》

课程的风电机组运行控制ＰＬＣ编程

实验台的规划非常有必要。

实验平台可主要由控制器ＰＬＣ

以及一些虚拟软件仿真来实现。功能

可设置为 ：偏航、变桨、液压站、刹

车、齿轮箱润滑、变桨轴承润滑、机

舱温度及热交换、航空障碍灯及机

组运行状态、安全链等控制编程训

练。也可结合一些运行风电机组的 3D 
simulation 模型，进行三维模拟变桨、

偏航、齿轮箱、发电机等过程的人性

化体现，逼真而且有直观效果。学生

可进行的实验规划可列为 ：

（1）偏航电路硬件互锁功能线路

设计 ；

（2）偏航传感信号采集和自动对

风编程实验 ；

（3）机组正常启动、停机实验 ；

（4）液压机构原理及控制实验 ；

（5）齿轮箱油循环、机舱通风温

度控制编程实验 ；

（6）机组安全保护实验 ；

（7）额定风速下转矩优化控制编

程实验 ；

（8）额定风速上变桨距 PID 功率

控制编程实验。

3.4 三轴联动电动变桨实验台

风电的电动变桨距机构在机组运

行维护过程中一直是频繁的故障源。

设计规划一套模拟风电机组的变桨执

行机构及变桨控制原理实现的实验台，

可以作为本科专业学生理解变桨距机

构工作原理和高职院校锻炼变桨距机

构维修维护技能训练的最佳设备。主

要的设计思路可考虑为 ：系统由 3 套

独立的模拟变桨装置组成，包含 3 组

伺服变桨电机、伺服驱动、磁粉力矩

负荷、减速机构、叶片传感器和叶片

限位开关，通过通信进行 PLC 和伺服

驱动数据交换，由 PLC 分别对其进行

控制。整个变桨实验台模拟效果如图

4 所示，   设计的技术规格描述如表 3
所示。

可规划的学生实验包括 ：

（1）建立变桨伺服和变桨电机

的连接，通过变桨伺服手动操作对变

桨电机的控制实现开桨、关桨等控制

过程 ；

表1 缩比模拟实验台设计规格主要技术参数

双馈异步发电机额定

功率：10kW
额定电压：380V 额定电流：30A

同步转速：1000rpm 拖动电机额定功率：13kW-15kW 额定电压：380V

额定转速：1450rpm 工作效率：82% 风轮转速：0rpm-20rpm

变流器效率：0.97%
功率因数：容性 0.95-1.0- 感性

0.95
频率波动：50Hz±2%

表2 并网实验台设计规格主要技术参数

双馈发电机额定功

率：10kW
额定电压：380V 额定电流：30A

同步转速：1000rpm 拖动电机额定功率：15kW 额定电压：380V

额定电流：30A 运行转速范围：0rpm-2000 rpm
扭矩传感器过载能力：

150%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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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变桨控制器和变桨驱动

之间的通信，并进行状态和控制信息

数据交换 ；

（3）通过 PLC 编程，实现变桨

系统开桨、关桨动作 ；

（4）手动给定位置目标，通过

PLC 实现变桨的 PID 位置控制 ；

（5）模拟机组安全链及其他故障

处理动作，实现变桨系统的保护过程。

4 结论

近年来，我国风力发电产业迅猛

发展，风电方面的人才需求量越来越

大。国家《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

指出，到 2020 年前，平均每年要新增

风电装机容量约 200 万千瓦，未来风

电行业保持持续增长态势，而风电人

才缺口将达到 10 万以上。配合本科教

表3 变桨实验台设计规格主要技术参数

伺服变桨电机额定电压：

380V
额定功率：0.82kW 额定转速：3000rpm

额定电流：1.6A 最大力矩：4.5Nm 伺服驱动额定功率：0.75W

额定电流：2.3A 额定电压：200V-240V 减速机构减速比：100:1

图4	整个变桨实验台模拟效果图

学和高级技能人才职业培训的实验台、

实训台的开发都将面临更大的发展机

遇和创新空间。专业培养教育刚刚起

步，系统性和完整性都期待着不断改

善和完备，相信跟随着国家迈向教育

强国的步伐，风能领域的专业人才培

养一定能不断地前进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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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阳山风电场地质构造对地基
稳定的影响

兰艇雁1，郝常安2

（1.	龙源（北京）风电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北京	100034；2.	山西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神池	034000）

摘   要 ：继阳山风电场场址风电机组基坑开挖后，其所揭露的构造形迹在 X 型节理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为断裂。这些断层

的性质，既有压扭性，也有张拉性 ；既有平张，也有逆掩冲 ；既有压迭性，也有张迭性。不同部位反映了不同的

构造时空特征，反映了场区构造严格受区域构造控制。区域内燕山期主应力方向为 WN-ES，并伴有左旋剪切应力，

喜山期主应力方向为 EN-WS，伴有右旋的张拉应力，风电场址区的主要工程地质问题是由于张性断裂，形成不均

匀地基以及处于边山构造带的抗滑稳定问题，通过分析研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移位和刻槽换填等处理措施。

关键词 ：风电场 ; 构造应力 ; 构造形迹 ; 不均匀沉降 ; 抗滑稳定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03-0068-05

Influence of Geological Structure on Foundation Stability of Mount
Jiyang Wind Farm	

Lan Tingyan1, Hao Chang'an2

(1. Longyuan (Beijing) Wind Power Engineering & Consulting Co., Ltd., Beijing 100034, China;

2. Longyuan' Shanxi Power Group Co., Ltd., Shenchi 034000, China)

Abstract: A�er foundation excavation of Mount Jiyang wind farm, x-type divisional planes revealed develop into fractures. �e properties 

of fractures include both compressive and tensile, both �at and overthrust. Di�erent properties re�ect di�erent tectonization. �e 

�eld tectonization strictly controlled by the regional tectonization. �e principal stress direction in phase of Yanshan is NW- SE 

with sinistral shear stress. �e principal stress direction Himalayan Epoch is NE-SW with dextral tensile stress. �e engineering 

geological problems are irregular foundation and sliding stability due to the tensile fracture. �rough analysis , targeted measures 

are applied.
Keywords: wind farm; tectonic stress; structural feature; irregular se�lement; sliding stability

0 引言  

山西陆台构造格架是在中生代形

成时，由于经历了不同方向、不同时

期的构造应力场，在神池县继阳山风

电场风电机组基础开挖后，揭露了大

量的构造形迹，这些构造形迹，有些

成为岩溶发育的通道 ；有些对地基承

载力、变形和均匀性发生了改变 ；有

些对抗滑稳定产生影响。通过对这些

构造形迹的观察整理，对本区域地质

构造主应力的方向、场次进行了回归

配套分析，对风电场不良地质作用的

成因做出了比较合理的解释，并有针

对性地提出了处理建议。

1 地质背景

1.1 区域地层

区域内地层有太古界吕梁群、震

旦亚界长城系、古生界寒武系、石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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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等效挤压，NW － SE 向等效张

构造主应力作用，形成近南北向和东

西向组合 X 构造节理。在基坑揭露的

构造挤压带，岩体总体倾向北，局部

倾向北东 20°，构造线上的岩体倾向

南西 255°，倾角 30°。构造带宽度 ：

南北向的构造节理宽 0.5m 至 2m，东

西向构造带，东侧宽约 2m，构造带内

有倾向不规则的岩体 ；西侧构造带节

理宽 30cm 至 40cm。63 号岩体北南、

南东向张节理切割更为明显，使得岩

体支离破碎，如图 2、图 3 所示。   
59 号机位为构造强烈挤压形成

系和二迭系、中生界三迭系、新生界

上第三系和第四系地层，与工程关系

较为密切的是古生界奥陶系灰岩。

1.2 区域构造

区域构造处于山西陆台西部北

中段，属于祁吕贺兰山字型构造东翼

前弧中段，北东向褶皱带在区域内

较为发育，褶皱带是由一系列走向

NE30°－ 50°的褶皱以及平行这些褶

皱的断裂组成，风电场场址属于宁静

向斜的北东翼。

山西陆台主要构造格架是中生代

燕山期形成的，曾经历了 SE － NW
向挤压和逆时针剪切力偶作用，先后

形成了 NW － SN 和 NE 向复式背、

向斜及压扭性断裂构造带，并使得山

西陆台整体上处于抬升运动状态。

在中生代隆起的构造背景基础上，

喜山运动改变了中生代构造运动的方

向，以顺时针方向剪切力偶作用为主，

使得隆起区轴部产生了一系列由张性

断裂控制的类似神池八角、长征等山

间新生代断陷盆地。这些张性断裂继

承了燕山期规模较大的压性断裂和仰

冲断裂带，同时伴随有新的断裂产生。

继阳山风电场的构造形迹就是在此区

域构造背景下形成的 [1]。

2 场址区构造

为了搞清风电场址区各种构造形

迹的时空关系，试根据区域构造控制

下的场址区构造形迹进行配套分析。

2.1 场址区构造形迹

整个场址区都是在最早西东向主

应力作用下，形成 X 构造节理，在此

基础上，由于空间位置不同而形成不同

力学性质的构造剪切面 , 如图 1 所示。

69 号和 63 号基坑由于受区域右

旋剪切力偶作用，产生 NE － SW 方

的断层带，断层宽 10m, 走向 60°－
70°，组成物质为黄、红色粘土夹角砾，

南侧岩体岩层倾向东，倾角 30°，同

方向地形坡度约 40°左右，地形坡度

大于岩层倾角，岩层中存在软弱夹层，

如图 4 所示。北侧岩层岩体完整，产

状平滑，属于先压扭后张拉性质。

67 号风电机组位基坑开挖后揭

露，岩壁上有风化的断层角砾出露，

南东方向有约 5m 宽的完整基岩出露，

倾向 110°，倾角 10°左右，北西侧有

角砾土，宽度 12m，贯穿整个基坑，

带内岩层倾向 250°，倾角 22°。岩体

图1	38号基坑构造X节理

图2	69号基坑构造形迹 图3	63号基坑构造形迹

图4	59号基坑构造形迹 图5	67号机坑构造形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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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碎石土强度悬殊，经初步分析，角

砾夹土是张性断裂的充填物，如图 5
所示。

2.2 构造成因分析

本区地质构造形迹表现在南北向、

北东向、北西向的断层和褶皱较发育，

其形成过程是经过多期构造运动形成

的，简析之 ：

在印支－燕山早期从区域传递到

场区的构造力方向是西东向，使奥陶

系灰岩在未形成褶皱前出现早期平面

“X”剪切断面，即西北、东北垂直节理，

如图 1 所示。同时产生北南、西东向

剪切面，如图 2 所示。

此四组剪切面为本区奥陶系灰岩

控制性构造面。继阳山风电场区以近

北南、西东向结构面发育尤甚。燕山

运动强烈时期形成南东向的褶皱曲伴

随北南向断裂形成，同时派生出西北

向的应力场形成东北向的褶曲 ,如图6、
图 7 所示。   

对前述四组构造结构面在新的应

力场作用下，力学性质的迭加，发生

不同性质的构造结构面。燕山运动后

期－喜山期伴随山西台地掘起，本区

再次出现 NW － SE 向构造应力场。

前述各组构造面再次出现应力迭加，

形成如图 8、图 9 、图 4 和图 5 所示

的构造形迹。   
通过对继阳山场址区 100 多个基

坑开挖构造形迹产状量测和对各种地

质现象的详细观察后进行综合分析，

得出了场址区构造应力场方向、构造

应力场期次、构造产状和性质的一般

规律。

3 构造对建筑物地基影响分析

继阳山风电场项目共有风电机组

基础 100 个，经验槽，认为工程地质

条件较好，不需要进行地基处理的有

53 个，占 53% ；需要进行刻槽处理的

40 个，占 40%；建议移位的 3 个（J92、
J59、J67）占 3%，其中：J92 已经移位；

需要进一步深挖确认地基情况的有 1
个（J75）占 1% ；受构造作用挤压破

碎较明显的有（J74、J81、J83）占 3%。

由于构造的影响，对建筑物的不

良地质作用主要是断裂构造及其构造

张节理粘土充填形成的不均匀地基，

以及倾斜岩层间的软弱夹层与特殊地

形组合，在动荷载条件下地基的抗滑

稳定问题 [2]。

3.1 不均匀变形问题

如 67 号机位基坑开挖后，建基

面上断层带充填的黄、红色粘土宽度

达 12m，59 号基坑建基面粘土条带

宽 10m，显而易见，粘土的变形模量、

承载力特征值等参数与基岩悬殊，因

此容易发生地基的不均匀变形，有的

学者主张地基整体下挖 1m，换填毛

石混凝土，但其泥质条带类型、成因、

深度、分布范围、发展趋势和危害尚

需补充勘察。况且处理需要增加 15 万

图6	基坑100号揭露的单斜构造 图7	92号基坑的断裂构造

图8	81号基坑构造挤压破碎带 图9	83号基坑构造挤压破碎带

图10	67号基坑建基面 图11	59号基坑建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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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投资，因此采取了移位，如图 10、
图 11 所示。

对于基岩内由于构造作用产生的

构造张节理，在风化和溶蚀共同作用

下形成的深槽，槽内充填黄红色粘土，

变形模量较低，如 J60 号基坑，J77
号基坑。对于这类地质现象，如宽度

小于 0.5m，可不予处理 ；对于宽度大

于 0.5m 的基槽，应开挖宽度的 1.5 倍

深度，刻梯形槽置换毛石混凝土。或

者采取桥跨式处理。应根据具体情况

进行受力分析后，提出适当的处理措

施 , 如图 12、图 13 所示。      
3.2 抗滑稳定分析

92 号基坑地貌上处于一山脊末

端，山体坡面倾向西及南北。开挖揭

露有一南北向展布的宽约 3-4m 的粘

土条带，其东侧是产状近于水平的厚

层灰岩，岩体较为完整，粘土条带西

侧是薄片状灰岩，其倾向西及西南，

倾角 20°~30°左右。岩体较为破碎，

并有 3 条走向近于东西向的 20~30cm
的粘土条带与南北向泥质条带贯通，

薄片状灰岩平面上可见近于南北向展

布的约 10cm 错距的小错台，如图 14
所示。

经初步分析，该岩层泥质条带东

侧岩层产状近于水平，西侧岩层倾向

近于西，倾角 30°左右，是经东西向

构造应力作用下形成的地质构造形迹，

泥质条带是断层构造线，大气降水渗

透过程中不断对构造线风化溶蚀形成

宽约 2-3m 宽，深度大于 10m 的溶

槽，（前期勘察钻孔 20m 深仍为黄色

粘土和 18 号基坑溶蚀条带如图 15 所

示）后期又充填粘土。由于有深槽侧

壁的临空面发生卸荷回弹，形成泥槽

西侧岩体走向近于南北的小错台，与

此同时，在构造应力作用下，形成了

近于东西向的构造节理，沿构造节理

风化作用加强，使节理加宽后充填粘

土。这样，该风电机组主要有三方面

的工程地质问题 ：其一，因为东西向

和南北向的泥槽构成了切割面，地貌

上处于山脊末端三面临空构成了临空

面，构造运动过程中，岩层之间会发

生层间错动，接触面之间的摩擦系数

根据经验值约 0.4 左右，如果有泥质

灰岩组成软弱夹层遇水饱和后抗滑系

数约 0.20 左右，那么风电机组在运行

过程中，有抗滑稳定问题。如图 16 所

示。[1]    

图12	77号基坑溶蚀深槽 图13	60号基坑张节理充填粘土

图14	92号基坑建基面 图15	18号基坑溶蚀条带

图16	对92号机位抗滑稳定分析示意图

图17	92号基坑东西向卸荷裂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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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由于处于山脊末端，三面

临空，开挖的地基上面有拉开的裂缝，

这些裂缝成因，属于岩体卸荷作用形

成，则卸荷裂隙必然影响稳定。其三

是地基不均匀沉降问题。如图 17所示。

59 号机位为构造强烈挤压形成

的断层带，断层宽 10m, 走向 60°－
70°，组成物质为黄、红色粘土夹角砾，

南侧岩体岩层倾向东，倾角 30°，同

方向地形坡度约 40°左右，地形坡度

大于岩层倾角，岩层中存在软弱夹层，

具备滑动面、临空面和切割面岩体滑

动三要素，基础置于其上有滑动失稳

之虞，如图 18 所示。

如果不想移动机位，补充勘察至

少应搞清楚粘土槽分布的成因、范围、

（长、宽、深）对工程的影响 ；粘土槽

两侧岩层产状不一致的原因，分析断

层性质、对倾斜岩层中的软弱夹层，

还应取样进行抗滑稳定性计算 ；对拉

开裂隙及所有地质现象都应有正确的

解释并做出稳定性评价。而这些勘察

工作尚待时日。根据风电机组地基基

础设计规定 , 对于下卧基岩表面坡度

较大的地基由于压缩变形相差较大，

宜调整基础位置，尽量避开此类地基。

以及地基应尽量避开对其直接或间接

危害的断层。因此，对于断层形成的

对建筑物稳定构成威胁的不良地质作

用，移动机位是最合理的选择 [3]。

 对于 J81 号、83 号基坑揭露的

构造挤压破碎带，虽然岩体十分破碎，

产状陡立，但不存在抗滑稳定、不均

匀沉降问题，且变形和承载力能够满

足要求，是比较理想的天然地基。

3.3 卸荷崩塌

J75 号机位在微地貌上处于继阳

山主峰的二级台地，基坑开挖到设计

高程后，基底岩体产状杂乱无章，与

粘土条带相间呈条带状出露，下部岩

体之间有较大空隙，具架空结构，由

于地形处于山脊末端，初步判定是边

山卸荷崩塌物。属于不均匀或不稳定

地基 , 如图 19、图 20 所示。

由于岩体上有错动擦痕，经后期

进一步开挖，判断是岩体错落崩塌时

产生的擦痕。该机位采取了移位措施。

 

4 结论

区域地质构造控制着场址区的地

形地貌和构造形迹，场址区的构造形

迹也反映了区域构造特征。由于区域

内经历了燕山期 NW － SE 向挤压应

力作用的同时伴随逆时针方向旋转的

剪应力，形成一系列走向 NE30°－
55°的复式背、向斜和压扭性断裂以

及压性结构面。喜山运动以来，区域

主压应力方向与前期相反，方向为

NE － SW，并伴随着区域内顺时针旋

转的剪应力。在复合区域应力场的作

用下，内出现不对称的倾伏背斜、向斜，

局部表现出不协调的现象，燕山期形

成的压性结构面，被后期喜山期构造

改造成了张性或张扭性结构面。反映

到场区表现出在 X 结构面的基础上，

压性结构面较严重地形成挤压破碎带，

张性结构面形成张节理或张性平移或

斜移断层，断层带和张节理内充填断

层泥及断层角砾岩，形成不均匀地基

或不稳定地基。其中 3 个机位需要移

位，40 个机位需要进行常规刻槽换填

等处理。

参考文献
[1] 张倬元等 . 工程地质分析原理 [M]. 北京 : 地

质出版社 , 1981.

[2] 常士骠 , 张苏民 . 工程地质手册（第四版）

[M]. 北京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2007.

[3]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 . 风电机组地基基础

设计规定（试行）FD003—2007[s]. 北京 : 中

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7.

收稿日期：2012-08-24。

作者简介：

兰艇雁（1955-），男，高级工程师，长期从

事工程地质勘察咨询与研究工作。

图18	59机位建基面

图19	75号基坑 图20	岩体杂乱无章



Wind Farm | 风电场

2013年第03期  73  



风电场 | Wind Farm

74  风能 Wind Energy 

层级流程化的风电生产集控管理模式
付彦海

（华能新能源上海发电有限公司，上海	202178）

摘   要 ：世界能源结构的调整使绿色新能源得以快速发展，其中风电产业发展迅速。风电的特点是风场分散，单位配电站

容量小，风场数量众多。现有的风电生产管理是各自管各自的，造成人员众多、专业人员少、职责重叠、信息不

能共享等问题。对于一个集团化的风电产业更为严重。本文以集团化风电生产管理为基础，建立了层级流程化的

风电生产集控管理模式，分层级管理、权限管理、建立技术支持平台、信息共享、流程化管理，有效地解决了现

有风电生产管理问题。

关键词 ：层级管理 ; 流程化 ; 风电生产 ; 管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03-0074-05

Hierarchical and Process Centralized Control Management Model
of Wind Power Production	

Fu Yanhai
(HuaNeng New Energy Power Generation Co., Ltd., Shanghai 202178, China)

Abstract: Adjustment of energy structure in the world enables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energy, wind power industry develops fast. �e 

sca�ered arrangement, small substation capacity and the large number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ind farms. �e existing problems 

of wind power production management are loose management, large number of workers, a few professional workers, repeated 

task and unshared information and so on. �e phenomenon is more serious in enterprise group. Based on the group production 

management of wind power, this paper built a management model of wind power production; it is hierarchy, process and 

centralized control. �e management is both hierarchical and distributive, it also established the technical support platform and 

realized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process management, e�ectively solved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management of wind power.
Keywords: hierarchy management; process; wind power production; management model

0 引言

随着世界能源结构的调整，新能

源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作为新能源的

重要组成部分，风电产业在我国快速

发展。截至 2010 年年底，全国风电并

网容量 2956 万千瓦，各投资公司的

风电场多则有几十个 [1]。风电的生产

管理工作一直是分散化管理，各个风

电场自行管理。这种管理模式存在着

生产信息不能互通、备品备件资源不

能优化、运行和大修、技改没有统一

的技术支持平台等问题。本文建立风

电场三级集控系统，通过业务流程化、

管理权限化、信息共享等实现总公司、

区域公司、风力发电站协同工作、集

控管理 , 提高风电生产的经济性和可

靠性。

1 系统层级管理的实现

1.1 按权限层级管理模式

风电生产层级流程化管理就是一

个分层限权、协同工作的过程，设计

本系统的应用是以华能风电场的数据

专线为技术基础。风电生产的管理工

作的特点是工作量大、范围广，但每

个风电场的生产管理工作又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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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生产管理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设备管理、运行管理、备品备

件管理、巡检管理、规范制度管理、

预测计划管理、工器具管理等。生产

工作按权限分层级管理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分级管理就是从新能源股份公司

到运行的风电站，纵向划分为三个管

理层面。一级为新能源股份公司，二

级为各区域性公司、三级为各风力发

电站。这三个管理层级共同进行生产

的管理工作，各层级管理对风电场生

产管理的范围是一样的，但各层级管

理权限不同，也就是工作的重点不同。

比如设备管理是三个层级的共同管理

对象，风力发电站负责设备档案信息

的录入、设备缺限录入，大小修准备

工作执行等 ；区域公司负责设备寿命

期的管理、大修计划的制定 ；股份公

司负责检修质量检验标准的标准化、

设备的优化配置、技术平台支持等。

自上而下形成业务流程的下达，自下

向上则形成信息的反馈与考核。

1.2 三级生产管理权限划分内容与

原则

三个层级的生产管理范围是一样

的，就要按不同的层级优势划分管理

工作权限。

1.2.1 其划分的原则和作用是 ：

（1）优化管理力量，将生产管理

工作职能化、专业化 ；

（2）纵向协同流程化，在标准化

的基础上形成业务流，提高工作效率；

（3）信息平台的分层管理，上层

为下层提供技术、制度的支持平台，

下层为上层提供基本信息，最大限度

发挥信息共享的作用 ；

（4）防止管理工作重复，责权不清；

1.2.2 层级管理权限的主要内容

（1）股份公司管理层级的管理权

限内容

设备管理方面 ：设置总档案库的

生成与维护、区域设备档案格式的标

准化、审批大修计划、制订大修定额

标准等 ；运行管理方面 ：经济性分析、

运行参数的统计分析、区域负荷平衡、

运行标准化管理、事故分析、运行技

术支持与共享、运行人员职业培训等；

备品备件管理方面 ：备品备件的动态

管理、区域间的平衡调配、备品备件

的统购等 ；巡检管理方面 ：巡检标准

化、制度标准化等；规范制度管理方面：

运行管理制度、二票三制等的标准化；

预测计划管理方面 ：区域性负荷预测、

有功控制评价、无功控制评价、发电

计划、大小修计划的制定与标准化 ；

工器具管理方面 ：工器具的统购、区

域性的信息共享等。

（2）区域公司管理层级的管理权

限内容

设备管理方面 ：区域设备档案库

生成与维护，按风电站上报的资料选

取必要的设备信息，如价格、型号、

厂家等生成区域设备档案库，发电站

设备档案格式标准化制度，区域内设

备分类设备寿命期管理，建立设备技

术支持平台，结合设备缺陷、备品备

件生成设备大修计划等 ；运行管理方

面 ：运行管理的标准化操作，制度规

程的标准化，操作标准化，事故分析

技术支持等 ；备品备件管理方面 ：备

品备件的标准化、备品备件的动态化

管理、按大小修计划的分配等 ；巡检

管理方面 ：巡检项目标准化、巡检电

子地图的建立等 ；规范制度管理方面 ：

规范制度的分解可操作化、管理流程

的平台支持等 ；预测计划管理方面 ：

数据的初步处理、区域性分析与信息

共享等 ；工器具管理方面 ：动态管理、

区域调配等。

（3）风力发电站层级的管理权限

内容

设备管理方面 ：本电站设备档案

库基础数据的录入与维护，录入信息

（包括投产日期、设备图片、技术资料

情况、生产厂家、型号等详细的数据）；

运行管理方面 ：运行监控与调整，倒

闸操作，事故处理分析，生产信息报送，

两措预演及应急预演等 ；备品备件管

理方面 ：备品备件信息的录入、小修

临修备件管理、应急备件管理等 ；巡

检管理方面 ：按路线巡检、信息输入图1	生产工作按权限分层级管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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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转、电子地图的使用、时实信息的

录入等 ；规范制度管理方面 ：按标准

化执行，及时修改上报意见等 ；预测

计划管理方面 ：相关数据的上传与设

备维护提供相关的准确数据 ；工器具

管理方面 ：管理标准化、工器具的动

态管理等。

2 系统逻辑构成

对每一级的生产管理工作进行模

块化管理 [2]，管理系统主要由设备管

理模块、运行管理模块、备品备件管

理模块（包括工具材料）、巡检管理模

块、规范制度管理模块、预测计划模

块和仿真系统构成。系统功能逻辑关

系如图 2 所示。本系统基础数据真实

可靠，源于各风电站的班组级的原始

输入。生产运行、检修等管理情况实

时反映，可以随时掌握。系统通过可

定制的流程化作业方式推动和监控各

项业务的协同进行。从生产人员日常

工作的基本工具出发，把设备、运行、

检修、大修、技改、安全、技术监督

等生产业务有机地结合起来，摒弃传

统的报表管理方式，本系统成为各级

人员生产管理的基本工具。整个过程

要形成风电生产的全过程管理，做到

生产各岗位人员通过信息化方式协同

工作 ；信息传递及时、可靠和准确 ；

加强过程管理和监督，提高工作质量

和工作效率，提高风电安全生产管理

水平。

 

3 系统模块的功能实现

3.1设备档案库

设备档案库通过设备管理模块进

行分级管理，风力发电站级针对自己

的设备进行信息的录入与数据维护。

包括所使用的设备名称、厂家、型号、

投入使用年限等相关的基础信息。这

些信息应用包括文字、图片、影像等。

并要求所有信息要标准化处理（标准

化处理要求应要区域公司审核，总公

司统一要求）。标准化是模块化和流程

化的基础。区域公司审核录入的信息

的标准化情况，对设备进行全寿命期

管理，共享备品备件库等信息生成大

修、技改等计划的业务流程。上报总

公司后由区域公司检修部门或外包部

门执行业务流程。总公司审核信息共

享，资源支持。建立起较为完备的设

备档案库，实现设备的以静态为主、

动态运行检修技术监督信息为辅的管

理模式，为各级管理人员提供有权限

方式的及时掌握设备情况 ；通过有效

摄影：段继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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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规范的各业务处理流程和时限管

理，实现业务处理信息畅通流转和有

权共享 ；达到业务处理的全过程流程

化、闭环和可控管理，在建立生产设

备标准化管理 [3]（如：设备分类的标准、

各种缺陷分类和描述的标准、技术支

持平台标准化等基础上，自动形成各

种统计和分析。

设备管理层的关键是以设备生命

周期管理方式对设备建立了类、设备、

部件、零部件四级管理 ；建立了设备

运行检修档案和多媒体资料管理 ；建

立了设备字典，既规范了设备数据组

织，又方便了数据录入，大大提高数

据输入的功效，可以较好地满足业务

的应用需要 ；理清设备间的关系，并

实现设备功能管理 ；组织设备静态数

据结合其动态运行的缺陷、异常信息

进行数据关联查询，并提供多种常用

查询以及灵活查询方式，包括设备运

行年限、运行缺陷和试验、检修资料

以及出厂、设计资料和图纸等 ；今后

凡是检修、大修、技改，乃至基建等

业务中涉及的设备变更都将及时提示

给对该设备具有维护权的人员，以确

认设备的更换、新增，保证了设备管

理的实时性、正确性 ；只要建立起地

理信息，就可以做到数图和图数的对

应，实现设备资源管理。另外，各种

实时信息结合设备的提供，也为各级

人员结合设备运行检修情况进行综合

分析创造了条件，必将进一步提高设

备运行管理水平。

3.2 备品备件档案库

通过备品备件管理模块进行分级

管理和信息共享 [4]。风力发电站级针

对自己设备情况对所需的备品备件数

量、型号、规格等进行基础信息录入。

这些信息应用包括文字、图片、影像等，

图2	系统功能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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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要求所有信息要标准化处理。通过

对设备类、设备、部件、零部件的标

准化，在缺陷管理中实现了按照设备—

零部件部—缺陷的层次分析的思路，

生成缺陷数据库，通过标准化的数据

信息确定缺陷的性质、加强缺陷管理

的强度，同时为下级单位提供缺陷处

理的参考意见的技术支持。实现缺陷

管理的标准化应用，将实现检修业务、

大修业务的标准化管理。

3.3 生产、检修管理模块

生产运行检修业务的处理都是环

环相扣的，需要各个环节、多人共同

参与、协同处理。系统通过权限、工

作流、消息机制所提供的功能建立起

多人协同工作的环境，实现业务处理

的有序、高效和规范。系统通过工作

角色和用户权限机制，结合工作的岗

位设置，不同岗位的人员拥有处理不

同业务的权限，因而具有不同的业务

处理目录树，保证了业务处理时责任

划分的清晰和数据的安全 ；采用图形

化可定制的工作流模型，按照业务处

理标准和规范进行流程定制，将各

项业务处理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比

如 ：巡视计划－执行－发现缺陷－登

记缺陷－缺陷审核－转入检修－安排

计划－计划分解－安排任务－执行消

缺－缺陷验收这一系列处理就是以工

作流将运行管理、检修管理业务串在

一起，达到业务处理的全过程闭环流

程化 ；工作流定制中对每一步处理时

限建立要求，可作为工作效率和质量

考核的依据，加强管理考核的透明度；

还可授权对业务流程进行更改和跟

踪 ；工作流推动的同时，通过消息中

间件定制将消息推到相关人员的桌面

触发和提示用户进行业务处理，也可

通过短消息发送通知，极大地提高了

信息传递的时效性，促进业务处理效

率的提高。

3.4 规范制度管理模块

系统将风电生产管理各业务进行

标准化和规范化。有关规定转为可执

行的信息化操作，有效地组织设备运

行、检修管理中的信息，包括试验、

检测、检修、运行情况，使制度、技

术、计划系统的支持更加到位。用计

算机语言在系统中表达，并紧密结合

业务处理，规范业务处理的各个环节。

结合业务流程的制定、以流程方式开

展业务，大大提高了业务处理的规范

化，也提高了信息的时效和管理的功

效。业务处理的规范化，也就确定和

保证了业务流程的闭环处理，任何工

作应该建立标准，有始有终，也对人

员提出了信息化应用的更高要求，通

过这样的努力，相信可以进一步提高

管理水平和人员素质。 
3.5 仿真系统

系统所提供的具有电气联结关系

的图形仿真与分析工具 [2]，从而实现

工作票智能管理 ；利用图形工具所建

立的保护装置逻辑原理图，提供了对

操作票的模拟以及操作规则的判断，

有效地提高变电站设备倒闸操作的正

确性；利用图形工具、结合危险点分析，

可组织开展检修工作之前的安全生产

的四项措施，并在一次系统图上模拟

检修任务、配套绘制在变电站现场工

作图等。风电机组的运行仿真，启停、

无功控制、有功控制、风况变化模拟等，

以实现风电机组的运行模拟操作和不

同工况分析、事故分析与反事故演习

等提高运行人员的技术技能与保证操

作的安全性。

3.6 数据报送

利用灵活定制的报表工具，用户

采用类 EXCEL 方式就可以组织本系

统中的业务数据，建立标准化的报表

格式，标准化输入、输出，免去了报

表格式频繁变化带来的烦恼，也提高

了系统本身对大量报表的处理效率。

可以一次录入形成要求上报的各种表

格并自动按时上传。

3.7 巡检管理模块

风电巡检的路线比较长，范围大，

现场工作因条件所限，既要在纸上进

行工作登记，还要查询相关的图纸资

料，增加了工作的繁琐。移动巡检系

统是解决以上问题、规范风电巡视工

作的很好工具。移动巡检系统利用掌

上电脑等，通过与本系统的业务工作

下载，将尽可能多的信息直接带到作

业现场（电子地图、设备信息、工作

任务等）；借助先进的无线射频识别

(RFID) 技术，准确进行巡视路线和到

位监督，保证了巡视质量 ；按照设备

的巡视卡定制详尽的巡视项目并具有

提示功能，切实避免漏检漏巡现象发

生 ；结合规范化管理进行巡视结果和

缺陷录入，有效提高巡视和缺陷管理

水平 ；巡视结束后，只需要进行数据

上传即可将现场数据一次性进入生产

管理系统，做到现场设备情况的及时

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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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风能是清洁的可再生能源，风力发电是新能源领域中

技术最成熟、最具规模开发条件和商业化发展前景的发电

方式之一。我国海域辽阔，近海风能资源丰富，开发利用

海上风能资源，对于满足我国电力需求、改善能源结构、

减少环境污染、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截至 2010 年底，我国风电装机容量达 42.3GW，从

基于MM5模式的我国近海海洋风能
资源评估﹡

姜波1，杨学联2，张松1，邢建勇2，马治忠1

（1.	国家海洋技术中心，天津	300111；2.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北京	100081）

摘 要 ：通过908专项调查资料和中尺度气象模式MM5（the Fifth generation Mesoscale Model）相融合的方法为我国近海

风能资源评估提供一定时空分辨率的风场。本文主要探讨了将GTS常规观测资料、908专项调查资料和卫星遥感风场

反演资料计入中尺度气象模式MM5的同化方法，同化美国NCEP水平分辨率为 1°×1°的 2007年－ 2008年再分析数

据，重构了分辨率为0.1°×0.1°风场，对我国近海进行了两个模拟试验，并将不同模拟结果与实测值进行比较。结

果表明，时空分辨率较高的观测资料同化风场模拟结果具有一定的改善作用。根据模拟结果计算了我国近海10m高度

处平均风速、平均风功率密度和总蕴藏量等风能资源评估参数。计算结果表明：我国近海海洋风能资源总蕴藏量约为

8.83×108kW，其中江苏、福建、广东和山东海洋风能资源丰富，辽宁和浙江海洋风能较为丰富。  

关键词 ：海洋风能资源 ；MM5 模式 ；我国近海

中图分类号 ：TK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03-0080-06

Ocean Wind Energy Resource Assessment on China’s Offshore
by Using MM5 Model 

Jiang Bo1, Yang Xuelian2, Zhang Song1, Xing Jianyong2, Ma Zhizhong1 
(1. National Ocean Technology Center, Tianjin 300111, China;

2. National Marine Environmental Forecasting Center,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An approach for China's offshore wind resource was presented by the macro-scale meteorological model MM5 with 908 

special investigation data. �is presentation mainly showed the in�uence on simulation results by assimilating the GTS routine 

observational data, 908 special investigation data and the wind-retrieved data from the Sea Winds on QuikSCAT satellite into MM5 

model. �e horizontal resolution of 0.1°× 0.1° wind �eld was reconstructed by assimilating the American NCEP horizontal resolution 

of 1°× 1° reanalysis data from 2007 to 2008. Two simulation tests were done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higher resolution of space and 

time observation data assimilation wind simulation results have certain improvement action. Wind resource assessment parameters 

were calculated of China's offshore at the height of 10 meters, for example of average wind speed, average wind power density 

and total reserves. �e calcula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shore wind resources total reserves of about 8.83×108 kW. Jiangsu, 

Fujian, Guangdong and Shandong are abundant in o�shore wind resources.
Keywords: Ocean wind energy resources; MM5; China's o�sh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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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至 2009 年，风电装机容量平均年增长率超过

100%，2010 年虽然增速放缓（增长率为 64%），仍以

16.5GW 的新增装机容量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位 [1]。我

国风能行业快速发展主要受益于国家可再生能源政策。《可

再生能源法》于 2006 年生效 , 为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给予了

巨大动力。2007 年制定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
提出了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发展

目标、重点领域和保障措施。2009 年 4 月，国家能源局发

布了《海上风电场工程规划工作大纲》，“大纲”规定本次

海上风电规划工作范围为滩涂风电场和近海风电场，其中

滩涂风电场指在沿海多年平均大潮高潮线以下至理论最低

潮位以下 5m 水深内的海域开发建设的风电场 ；近海风电

场指在理论最低潮位以下 5m~50m 水深的海域开发建设的

风电场，包括在相应开发海域内无居民的海岛和海礁上开

发建设的风电场。

开展我国海上风能资源的调查研究对于推动我国海

上风能的开发利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就中尺度大气模式

MM5 在我国近海风资源分析中的应用展开讨论。

1 海上风能资源评估方法

海上风能资源研究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欧美一些国

家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对其近海海上风能资源进行了大量的

研究，我国在 1981 年开始近海风能资源研究。目前常用的

海上风能资源评估技术主要有 3 种。

1.1 利用沿岸陆地与海上同步气象观测数据

利用海上一段时间内（如一年）的观测资料与岸边同

步气象观测到的风速进行对比分析，求得海陆风速相关关

系，并以此把岸边已有长期观测资料向海上推算，从而对

海上风况特征进行统计分析。Bernhard Lange 等 [2] 利用

丹麦 RISФ 国家实验室开发的软件 WAsP，由沿岸测站的

风速、风向长期观测资料，归纳出区域地转风气候，以此

为基础，加进表面粗糙度等对风的影响，来预测海上风能

资源。John L. 等 [3]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和分类回归树的统

计方法，由陆上气象观测资料统计预测海上风速。

1.2 利用大量实测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利用大量的海上船舶直接观测资料或卫星遥感资料，

使用统计分析的方法获得海上风能资源分布状况及风资源

储量。张秀芝等 [4] 分别利用 1950 年－ 2008 年船舶气象观

测资料、2000 年－ 2008 年 QuikSCAT 散射计卫星观测资

料，计算分析了我国近海季、年风速风向分布。

1.3 利用中尺度大气模式进行数值模拟

为弥补海上气象观测资料不足的问题，还有一种比

较有效的研究方法是利用中尺度大气模式进行数值模拟，

通过数值模拟来推断一个区域内风场的分布，如美国的

MM5、WRF、MesoMap 等，丹麦的 WAsP、加拿大的

WEST。李晓燕等 [5] 利用 MM5 对广东沿海区域天气个例

进行了模拟试验，龚强等 [6] 应用 MM5 模式以 2001 年 4
月对辽宁省沿海及近海海域为例试验了中尺度气象模式在

风能资源普查中的作用。张德等 [7] 利用 WEST 模拟了中国

陆地及近海风速分布。    

2 模式简介及模拟资料来源

2.1 模式简介

MM5 模式是美国宾州大学（Penn State University）
和 美 国 国 家 大 气 研 究 中 心（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e Research）联合研制的有限区域中尺度模式。

该模式是非静力动力模式，具有多重嵌套能力、四维同化

和三维变分分析能力，适合应用于制作中、小尺度天气系

统演变的短期预报。MM5 模式系统主要由模式前处理、模

式主体和后处理三大部分组成。前处理中包括地形地表资

料、初始场及边界、地面及高空观测资料等资料预处理 ；

模式主体是 MM5 模块，是研究气象过程的主控程序 ；后

处理主要是对模式主体生成的数值结果进行数据处理和绘

图操作。

2.2 模拟区域设置

本文选择我国近海为研究区域，模式采取两重双向嵌

套，大区域包括亚洲和西太平洋，水平分辨率为 60km，有

150×250 个格点；小区域包括西北太平洋海区和中国东部，

水平分辨率为 20km，有 331×367 个格点，模拟网格覆盖

区域如图 1 所示。 
2.3 资料来源

地形地表资料 ：模式的地形、地表资料选用 NCAR 提

供的全球经纬网格资料，包括地形高度，地表类型 / 植被，

陆地－水体标志（掩码），土壤类型，植被组成和深层土壤

温度。这些会决定地面的属性，比如反照率、粗糙度、长

波发射率、热容量和水汽有效率。

再分析资料 ：模型的初始场和侧边界使用了 NCEP
（National Centers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的再

分析数据，该资料水平分辨率为 1.0°×1.0°，时间分辨率

为每天 4 个时次（逐日 6 小时），主要要素包括 ：等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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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层温度、湿度、东西分量风、南北分量风、位势高度，

表面气压、海平面气压、地表及土壤温湿要素及其他诊断量。

地面观测资料 ：908 专项《我国近海海洋可再生能源

调查与研究》项目中 90 个调查站位气象资料。

洋面观测资料 ：海洋上常规观测数据极其稀少，由美

国国家宇航局 NASA(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获得 QuikSCAT 卫星 SeaWinds 散射计

海面风场反演资料。QuikSCAT 卫星反演海面风场资料为

逐日的均匀格点资料，水平分辨率为 0.5°×0.5°（经度范

围 180°W~180°E，纬度范围 80°N~80°S）。
世 界 气 象 组 织 GTS（Global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观测资料：地面常规资料、探空资料、船舶报告、

飞机报告、浮标站资料、地面特殊资料、卫星测厚及测风

资料等。图 2 为整个东亚区 GTS 站点分布。图中（o）标

记为常规地面观测站，共计 2976 个 ；（*）标记为探空站，

共有 196 个 ；（×）标记为海上船舶观测，有 112 条船舶提

供观测数据。 

3 模拟试验方案及结果验证

3.1 试验方案

为了验证模式的模拟能力，考查 MM5 模式是否适用

海洋风能资源评估工作，本文尝试通过四维资料同化方法

将不同来源的资料融合到 MM5 模式中来改善风场模拟效

果。设计2个试验来分析观测资料的同化对模拟风场的影响。

模拟以月为单位进行，时间段为 2007 年 1 月至 2008 年 12
月，模拟结果每小时输出一次。

试验一 ：将再分析资料经过 MM5 模式前处理后，

在主模块积分过程进行高空观测资料分析场格点分析和

QuksSCAT/Sea Winds 散射计海面风场反演资料张弛逼近

四维资料同化。

试验二 ：在试验一的基础上，进行 908 实测逐时测风

资料的站点观测张弛逼近四维资料同化（流程图见图 3）。
3.2 结果验证

逐时输出试验一和试验二两个模拟过程模式 10m 层风

图1	模拟区域示意图

图2	东亚区GTS资料分布图

图3	同化模拟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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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数值模拟结果。我们利用 908 专项各实测逐时测风数据

与两个试验过程输出的风场模拟值作风速对比分析。图 4
左和图 4 右分别给出了闸坡站和嵊山站 2008 年实测值与两

个试验风场模拟值的分速对比分析（限于篇幅，沿岸站选

择闸坡站，岛屿站选择嵊山站，其余图略）。  
由图 4 和图 5 可见 ：

1）无论是试验一还是试验二，模拟的风速日平均变化

趋势与实测值变化趋势十分一致，较好地体现了模拟时间

段风的变化规律。

2）对照试验一和试验二，增加 908 实测逐时测风资

料的站点观测张弛逼近四维资料同化试验二的风场模拟更

为接近实测值。

3）在小风条件下（日平均风速小于 6m/s），模拟风速

偏差较小，但对模拟较大风速有欠缺，特别是日平均风速

大于 10m/s 时，模拟风速偏差较大。

4 我国近海海洋风能资源评估

4.1 评估参数

依据《风电场风能资源评估方法》[8] 和《全国风能资

源评价技术规定》[9]，计算我国近海平均风速、平均风功率

密度及风能资源的总蕴藏量。

4.2 我国近海海洋风能资源的特征

图 5 为我国近海春季（3 月－ 5 月）、夏季（6 月－ 8 月）、

秋季（9 月－ 11 月）和冬季（12 月－次年 2 月）平均风速

分布图，图 7 为我国近海年平均风速分布图。

由图 5、图 6 可以看到 ：

1） 我国近海平均风速等值线分布与岸线大致平行，

由近至远逐渐增大 ；

2） 以长江口为界，南部海洋风能资源明显优于北部 ；

3） 我国近海海上风春、冬季节大，夏、秋季节小。

根据数值模拟数据统计分析，综合考虑年平均风速、

平均风功率密度（图8为我国近海年平均风功率密度分布图）

等风能资源的主要指标，中国近海最优的风能资源区位于

台湾海峡，年平均风速超过 7m/s，年平均风功率密度达到

600W/m² 以上。

为进一步突出我国近海海洋风能资源的区域差异，对

海洋风能进行分级。分级标准为 ：对于年平均风功率密度，

大于 200W/m2 为风能资源丰富区，（150~200）W/m2 为风

能资源较丰富区，（100~150）W/m2 为风能资源可利用区，

小于 100W/m2 为风能资源贫乏区。我国沿海各省（市、自

治区）不同风能资源区面积占近海总面积比例情况见表 1。
从图 7 和表 1 可以看出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

西和粤东，风能资源丰富区所占比例最高，辽宁和山东近

海几乎有 50% 面积属于风能资源较丰富区，都具有潜在的、

丰富的、有待于开发的风能资源。

4.3 我国近海海洋风能总蕴藏量

根据 2007 年和 2008 年数值模拟结果，计算得到的

图4	模拟日平均风速与实测风速对比

（绿线：实测值；蓝线：试验一；红线：试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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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我国近海季平均风速分布

图6	我国近海10	m高度年平均风速分布图

图7	我国近海10m高度年平均风功率密度分布图

表1 不同风能资源区面积占近海总面积的百分比（%）

风能区

省份
风能资源丰富区 风能资源较丰富区 风能资源可利用区 风能资源贫乏区

辽宁 8.2 48.8 29.6 13.4

河北 0 21.8 50.0 28.2

天津 0 5.8 11.8 82.4

山东 11.2 47.8 27.9 13.1

江苏 48.6 35.8 13.1 2.5

上海 51.2 26.4 10.4 12.0

浙江 47.5 22.1 18.7 11.7

福建 84.7 6.3 4.6 4.4

广东 30.2 26.9 23.4 19.5

广西 41.5 23.5 25.8 9.2

海南 9.3 26.2 33.6 30.9



Technology | 技术

2013年第03期  85  

我国近海（50m 等深线以浅海域）10m 高度风能资源的总

蕴藏量约为 8.83×108kW。其中以江苏、福建、广东和山

东海洋风能资源最为丰富，总蕴藏量均超过 1.2×108kW，

辽宁和浙江海洋风能资源也较丰富，总蕴藏量超过

0.75×108kW。各省（市、自治区）0m~50m 等深线近海

海洋风能资源总蕴藏量分布图见图 8。 

5 结语

本文利用 MM5 中尺度气象模式对 2007 年－ 2008 年

我国近海海洋风能资源进行了模拟，计算了我国近海风能

资源及其时空分布，初步掌握我国近海风能资源的分布规

律和风能蕴藏量，根据试验结果可初步得到以下几点 ：

（1）模拟结果基本反映了我国近海的主要风场特性，

体现了地形、海陆差异等对地面中尺度风速场的影响，对

台湾海峡的“狭管效应”具有一定的模拟能力，模拟的日

平均风速与实测资料吻合较好，特别是进行实测逐时测

风资料的站点观测张弛逼近四维资料同化明显提高了模拟

精度。

（2）中尺度大气模式数值模拟的方法将是海上风能资

源评估的重要手段，模拟得到的风场资料可以弥补海上气

象观测站稀少及资料时间短等不足，可为海上风电场的宏

观选址提供参考。

（3）本文仅模拟了 10m 层风速，而海上风电场的风电

机组一般离海面超过 70m，如果要计算风电机组处的风能，

因缺少实测资料，其模拟的准确性将受到一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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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本文从两方面入手，分析向岸风登陆后的衰减机理，

即下垫面摩擦衰减以及前排风电机组运转引起的尾流衰减。

结合南方某风电场运行前后的两测风塔的测风案例分析，

用实例验证理论的衰减模型，从而对该类型沿海风电场的

排列布置方法提供参考及依据。

1 向岸风衰减机理

1.1 下垫面摩擦衰减机理

几乎所有的人类生活、生产都处于大气边界层内，风

电机组同样在大气边界层下运行发电。大气边界层的厚度

差异很大，晴天白天高度可达 1km － 2km，而夜间当地面

强烈冷却时，可能只有 100m，平均而言，可认为厚度几百

向岸风登陆后风能资源衰减机理
及案例分析

郑爱玲1，谢军2

（1.	中水珠江规划勘测设计有限公司，广东	广州	510610；2.	广东粤电湛江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广东	湛江	524043）

摘 要 ：对于沿海风电的开发，风电机组的排布往往受向岸风的衰减所制约。由于使用岸线受限制，沿着海岸一线排开的理想

布置已经很难实现，论证第二排甚至第三排排布方案的可行性对开发及扩容沿海风电场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对于两排

甚至三排排列的风电场，向岸风的衰减除了指从海上吹来的风登陆后受下垫面的摩擦发生能量的衰减外，还指前一排

风电机组的运行引起了风能的衰减以及叶轮的旋转引起了风电机组背后的湍流。下垫面引起的能量衰减，因岸线地形地

貌、风向、岸线走向等各异而不同，前排风电机组引起的衰减则与风电机组转速、叶片、机舱形状、与该排风电机组的

距离等有关。对于向岸风的衰减应根据其产生机理而区别对待，从而为沿海风电的开发及扩容寻找更优的排布方案。

关键词 ：向岸风 ; 衰减 ; 下垫面 ; 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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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 Power Resource Attenuation Mechanism and Case Analysis after 
Inshore Wind Landing

Zheng Ailing1, Xie Ju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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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GuangDong YuDean Group Co., Ltd., Zhanjiang 524043, China)

Abstrac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astal wind power, the con�guration of wind turbines is o�en restricted by inshore wind a�enuation. 

Due to the limited use of shoreline, it's di�cult to realize ideal arrangement along the coast line .So the second row and even the 

third row con�guration scheme for the feasibility of development and �ash coastal wind farms have very important signi�cance. 

Energy attenuation caused by underlying surface is different because of shoreline landform, wind direction and so on. Energy 

a�enuation caused by front of the wind turbine is related with wind turbine speed, blade, engine shape, and the row of wind turbine 

distance .Analysis on inshore wind attenu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its mechanism of production, thus we can look for better 

con�guration scheme.
Keywords: inshore wind; a�enuation; underlying surface; turbu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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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或量级为 1km。大气边界层内的湍流运动则是下垫面作

用的结果，大气边界层以上自由摩擦层的风速则不受下垫

面的影响 [1]。受下垫面的摩擦影响，在地面及海面，空气

运动速度为零，随着垂直高度的升高，摩擦影响逐渐减小，

风速逐渐恢复增加，当高度升高至大气边界层边缘，风速

得以完全恢复。在这个零风速与边界层某个高度处的某个

风速之间会形成一个风切变。下垫面的粗糙度长度不同，

摩擦影响不同，垂直风速的恢复程度也不同 [2]，下垫面粗

糙度越大，风廓线指数（垂直风切变）也越大 [3]。图 1 为

四种不同下垫面特性的风廓线指数及风廓线图，图中从左

至右的风廓线指数分别为 0.12、0.16、0.20、0.30，分别

代表 A ：近海海面、海岛、湖岸 ；B ：田野、乡村、丛林、

丘陵 ；C ：密集建筑群的城市市区 ；D ：密集建筑群且建筑

物较高的城市市区。 
1.2 尾流衰减

由于叶轮的障碍物影响，叶轮背后存在尾流区，尾流

区是一种能量的阴影区，随着地表粗糙度的增大引起大气

的扰动增大或大气对流湍流度的增大，尾流区以外的气流

与尾流区进行混合及能量的补充，随着越远离叶轮，两区

域越混合越充分、对尾流区的能量补充越多、尾流区越小，

最终，两种流动完全混合、尾流阴影区完全消失、流动完

全恢复到叶轮前的状态。这就是尾流衰减以及流动的恢复。

位于叶轮背后，越靠近叶轮，受尾流影响越大、衰减越大，

离叶轮越远，受尾流影响越小，衰减越小。

为了准确判断前排风电机组旋转运行引起的尾流影响

所产生的能量损失，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许多专家学

者对此进行试验及演算。其中，N.O. Jensen 线性数学模

型是沿用至今较广泛简单的模型。该模型假设在叶轮背后

的尾流依据线性扩展，其受风电机组的推力系数及尾流衰

减常数（尾流扩展率）的影响，如公式（1）所示。

                    
                                                                              

（1）

其中 ：Ct: 推力系数 ；

D: 叶轮直径 ；

X: 前后两个风电机组的距离 ；

K: 扩散系数 ；

扩散系数 K（尾流衰减常数）随场址地表粗糙度而变，

扩散系数 K 随着地表粗糙度等级的增大而增大。图 2 为不

同高度下，尾流扩散系数随粗糙度等级变化而变化的情况。

当地表植被越茂盛、房屋越多，地表粗糙度越大，尾流扩

散系数 K 越大，从公式（1）可以看出，当推力系数 Ct、

叶轮直径 D、前后两风电机组的距离 X 确定的情况下，当

地表粗糙度越大，K 越大，则风速恢复得越快、V 越大。即：

大气扰动越大，能量的补充及混合能力越好，尾流扩散范

围越大，尾流区越短，速度恢复得越快；当地表粗糙度越小，

K 越小，则风速恢复得越慢、V 越小。即 ：大气扰动越小，

能量的补充及混合能力越差，尾流扩散范围越小，尾流区

越长，速度恢复得越慢。 

2 案例分析

2.1 案例介绍

本案例位于南方沿海北热带气候区，主风向为 NE—E。

风电场安装 33 台单机容量为 1.5MW 的双馈异步风电机组，

图1	四种不同下垫面特性的风廓线指数及风廓线图[3]

图2	扩散系数K（尾流衰减常数）

（粗糙度级别1所对应的粗糙度长度为0.03m；
粗糙度级别2所对应的粗糙度长度为0.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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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陆地与海面的风速在 500m~1000m 高度恢复至一致。

已知 1# 潮间带测风塔处地表粗糙度为 0.0001，2# 测风塔

位于海岸后 720m，其地表粗糙度为 0.02~0.1，两测风塔

70m 高度的平均风速分别为 6.98m/s，6.31m/s，由如下公

式（2）可求得在 316m~970m 高度海面风速及陆上风速将

恢复至一致。这与平均大气边界层几百米至 1 千米的量级

是一致的。

                                  
                                                                              （2）
 
其中 ：  

                        

故可认为，本案例中，1# 测风塔所处海面粗糙度

0.0001，2# 测风塔所处陆地粗糙度 0.02~0.1 的假设是基

本合理的，对比 1 ＃测塔，2# 测风塔位于岸线以内 720m，

受陆地下垫面的影响，衰减 9.6％。本案例的风廓线图如图

4 所示。                    
2.3 风电机组尾流引起折减

2010 年投产后，2 ＃测风塔所记录的风速则受两部分

衰减影响。一方面是受下垫面的摩擦衰减，另一方面则受

前排风电机组的尾流衰减影响。两测塔于 2011 年的测风情

况如表 2 所示。

由表 2 所示，1 ＃测塔所记录的风速未受陆地下垫面

的摩擦衰减影响，也未受到风电机组的尾流影响，其 2011
年的实测风速为 6.66m/s。2 ＃测塔位于岸线后 720m，

受下垫面摩擦衰减和风电机组尾流影响，同期平均风速

为 5.96m/s，对比 1 ＃测塔，衰减约 10.5％。已知海面上

70m 风速为 6.66m/s，采用公式（2），求得受下垫面摩擦

衰减后陆地风速 70m 高度风速为 6.02 m/s，衰减约 9.6%，

而 1% 则为前排风电机组尾流影响的结果。采用 WAsP 软

件建立模型，设置陆地粗糙度为 0.02~0.1，采用 1# 测风塔

于 2010 年投产运行。现收集到本案例 2003 年及 2011 年

现场两测塔的测风统计资料。2003 年为投产前，2011 年

为投产后。场址范围内有两个测塔，1 ＃测塔位于风电机

组东部潮间带，2 ＃位于前排风电机组西部约 720m。由

于本案例长年主风向为 NEN － ENE，参照 IEC61400 －

12 测试功率曲线的原理，后排风电机组位于 1 ＃测塔的

190º~330º（S － NW）方位，而来自 190º~330º 区域的风

频小于 20％、风能频率小于 10％。而 2 ＃测塔位于前排风

电机组背后，在 330º~190º（顺时针）均受前排风电机组的

影响，从风能玫瑰图和风向玫瑰图可判断，80％的风频及

90％的风能均受到前排风电机组的影响。故可将 1 ＃测风

塔等同于未受影响的测塔，2 ＃测塔等同于受影响的测风塔。

本案例测风塔、风电机组风能玫瑰示意图如图 3 所示。

2.2 下垫面引起的摩擦衰减

2003 年投产前，1 ＃测塔与 2 ＃测塔均未受风电机组

尾流影响，1 ＃测塔位于潮间带，故可认为 1 ＃测塔记录到

未受陆地下垫面摩擦影响的向岸风风况。而 2 ＃测塔离岸

720m，记录经过 720m 陆地下垫面摩擦衰减影响的向岸风

风况。两测塔于 2003 年的测风情况如表 1 所示。

从表 1 可以看出，1 ＃测塔所记录的风速未受陆地下

垫面的摩擦衰减影响，其记录到平均风速为 6.98m/s，2 ＃测

塔位于岸线后 720m，NEN—ENE 扇区的向岸风基本垂直

于岸线，经过约 720m 的陆地衰减后，2 ＃测塔 70m 高度

同期平均风速为 6.31m/s，对比 1 ＃测塔，约衰减 9.6％。

海面广阔波澜不惊，其粗糙度长度应为 0.0001，上岸

后陆地地貌为滩涂、虾塘，有矮树木，粗糙度长度应为 0.03。

表1  2003年两测塔70m高度测风风况

测风塔 1＃塔 2＃塔

缺测数据个数 75 75

数据完整率 99.10% 99.10%

70m年平均风速（m/s） 6.98 6.31

同年与 1# 塔比较 1 -0.096 

图3	风电场布置图及1#测风塔风向、风能玫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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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1年两测塔70m高度测风风况

测风塔 1＃塔 2＃塔

缺测数据个数 22 22

数据完整率 99.70% 99.70%

70m年平均风速（m/s） 6.66 5.96

同年与 1# 塔比较 1 -0.105 

2011 年测风数据计算前排风电机组对 2# 位置 70m 高度的

尾流影响约为 1％ ~4%，当粗糙度为 0.03 时，尾流影响为

2%，与 1% 的量级十分接近。

3 结论

下垫面的粗糙度是一把双刃剑，它引起边界层内能量

的衰减，对风能的利用起反作用 ；但对缩短尾流区、增加

图4	海面以上及陆上风廓线

能量的混合、促使流动的恢复起积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

下垫面粗糙度正反两面的案例分析，总结出影响南方滨海

风电场第二排风电机组风能资源的关键因素，为南方滨海

风电场建设二期、三期提供设计参考。

通过对南方某风电场运行前后的测风案例分析， 2003
年风电场投入运行前，位于海边的测风塔与位于内陆 720m
的测风塔之间的风速衰减 9.6%，假设两测风塔所在位置地

表粗糙度为 0.0001 及 0.02~0.1，推算得到本地区大气边

界层厚度约 316m~970m，符合平均大气边界层几百米至

1 千米的量级，证明对粗糙度的量级设置是正确的。风电

场投运后，2011 年两测风塔之间的风速衰减为 10.5%，其

中，假设与 2003 年风电场投入运行前一致，9.6% 为下垫

面引起的摩擦衰减，采用 WAsP 软件建立模型，采用 1# 测

风塔 2011 年测风数据计算前排风电机组对 2# 位置 70m 高

度的尾流影响为 2%（地表粗糙度为 0.03 时），与 1% 的量

级十分接近。证明位于岸线后 720m（约 10 倍叶轮直径）

位置处的风资源受下垫面影响大，上岸风的衰减较大，衰

减约 10% 左右 ；相比之下，该位置受前排（沿岸线一线布

置）风电机组的尾流影响较小，约 1%~4%（地表粗糙度为

0.02~0.1 时）。故可认为，在南方粗糙度等级为 1 级的沿海

风电场，离岸边前排风电机组 10 倍叶轮直径以上距离的区

域，受前排沿岸风电机组尾流影响较小，风能的衰减主要

受下垫面的摩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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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大型风电机组系统设计中，一般采用由工业 PC、I/
O 和现场总线组件等集合而成的模块化分布式控制系统，

以满足风电机组的控制需求。此类模块化控制系统一般安

装于变桨、变频、主控等电控柜中，组成独立的主站、从站，

实时监测、控制风电机组的运行状态，并具有完整的维护

诊断功能，是风电机组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的时序分析

对于深入掌握风电机组运行特性，优化风电机组运行控制

具有重要意义。以某 2MW 风电机组为例，其分布式控制

系统通讯拓扑图见图 1。 

风电机组时序试验分析﹡

兰涌森1，陶友传2，欧阳海黎2，刘杰2，余强2

（1.	重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重庆	400044；2.	国家海上风力发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庆	401122）

摘  要 ：并网型风电机组正常运行需保持与电网连接，当电网故障引起风电机组系统掉电或电网恢复后，风电机组系统再

次上电时，风电机组系统会产生大量派生故障，掩盖真实的故障记录，不利于对机组运行状态分析判断。本文针

对上述问题对风电机组系统时序进行试验分析，研究其对风电机组故障记录的影响。结果表明 ：合理的风电机组

系统时序能有效地消除派生故障，达到还原真实故障记录的目的。

关键词 ：风电机组 ; 派生故障 ; 系统时序 ; 状态分析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03-0090-05

Tests and Analysis on Sequence of Wind Turbine
Lan Yongsen1, Tao Youchuan2, OuYang Haili2, Liu Jie2, Yu Qiang2

(1. School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of Chong 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2. Nation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O�shore Wind Power, Chongqing 401122,China)

Abstract: Grid-connected wind turbine needs to connect to grid for normal operation. When the wind turbine system is powered o� caused 

by the grid fault or a�er the recovery of grid while the wind turbine system is power on again. Wind turbine system will produce 

a large number of derived faults and the real faults are covered. It is di�cult to analyze and judge on the operation state of wind 

turbine. For the above questions, this article takes tests on the sequence of wind turbine system to analyze the in�uence of the 

fault record of wind turbine system. �e results show that reasonable sequence of wind turbine system can e�ectively eliminate the 

derived fault, in purpose of restoring the real fault record.
Keywords: wind turbine; derived fault; system sequence; state analysis

可见，该风电机组控制系统由主控塔基柜、变频器、

主控机舱柜、变桨系统 4 部分子系统组成，共计 5 个从站、

1 个主站，主站位于主控塔基柜内。

该风电机组原理论掉电时序见图 2，原理论上电时序

见图 3。为便于验证分析，对该 2MW 风电机组进行掉电、

上电试验，测试验证其相应时序。

 1 试验结果

1.1 掉电试验

从图 2 可以看出，若该机组系统发生掉电工况，掉

﹡基金项目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2009BAA22B02）；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专项（2011DFA6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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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时间标记为 t0，变桨系统将在 t0+5s 断开变桨系统安全

链，在 t0+60s 关闭后备电源，同时变桨系统从站通讯丢

失，进入停机状态。塔基和机舱的 PLC 则会在 t0+120s 关

闭其后备电源，同时通讯丢失。变频器由于专用 UPS 可提

供 20min 的辅助供电，系统保持运行，但通讯异常。此掉

电时序下，由于变桨从站先于其他站点失去通讯，主站无

法检测到变桨通讯存在，必然会报出变桨通讯故障。同时，

由于塔基控制柜和机舱控制柜后备电源的供电关闭时间相

同，如果由于硬件动作时间差异导致机舱先掉电，机舱所

有高电平正常，低电平异常类 I/0 信号均会因失电而无高电

平输出，主站检测不到此类信号则报出故障，如发电机保

护类故障、防雷器反馈故障等。

为验证以上分析，将机舱 UPS 掉电延时时间设置为

60s，塔基 UPS 掉电延时时间设置为 80s，进行掉电试验

并通过监控系统进行监控记录。对表 1 进行分析可发现，

掉电过程所报故障类别主要分为五类 ：变桨系统掉电必报

故障、电网类故障、安全链故障、保护类故障和通讯类故障。

变桨系统掉电必报故障是系统安全设计，电网类故障则为

图1	某2MW风电机组通讯拓扑图

图2	原理论掉电时序图
图3	原理论上电时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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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故障 ；而保护类故障和通讯类故障实际并未发生，属

于掉电过程系统派生故障，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不应该报出。

为进一步验证时序的合理调整可以避免派生故障的产

生，以变桨系统掉电时间为基准，将机舱 UPS 供电时间设

置为 60s，塔基 UPS 供电时间设置为 50s 进行试验，调整

后该机组新的掉电时序如图 4 所示。

由表 2 可以看出，通过设定 UPS 持续时间重新调整机

组的掉电时序后，机组掉电故障列表中不再有保护类故障

和通讯类故障。经过多次重复试验验证，在确保机组能够

正常地完成停机动作的前提下，通过掉电时序的调整优化，

使机组主控 PC 在子系统掉电前关闭，可以避免通讯类和保

护类共计 45 个派生故障报出。 
1.2 上电试验 

通过对主控系统进行上电启动测试，得出主控系统

PLC 的硬件启动时间在 ms 级，但是 WinCE 系统的启动

完成时间大约在 t0+30s~t0+32s 之间，TwinCAT 的启动完

成时间大约在 t0+40s~t0+48s 之间，详细结果见图 5。
由于 TwinCAT 是在 WinCE 启动未完成就开始启

动，且 TwinCAT 的启动无显著特征，现场无法通过测试

得到 TwinCAT 准确的启动时间。通过对 WinCE 系统启

动过程分析，该系统的基本启动顺序如下 ：调用 Startu 函

数→ OALStartUp 函数→ KernelStart 函数→ ARMInit
函数→ NKStartup 函数→ KernelSstart 函数（此函数

调用完成即开始启动第一个启动项）→ KernelInit 函数

→ FirstSchedule 函数（界面启动完成）。由于启动项的多

表1  掉电时序故障列表

故障类型 原时序故障数量

变桨掉电必报故障 18

齿轮箱系统保护故障 6

发电机系统保护故障 6

变频器保护故障 2

液压系统保护故障 5

偏航系统保护故障 5

通讯故障 9

冷却系统保护故障 1

防雷器保护故障 2

安全链故障 10

UPS 供电保护故障 4

控制柜加热保护故障 1

电网故障 6

总计 75

表2  不同时序掉电故障列表对比

故障类型
原时序故障

数量

新时序故障

数量

减少

数量

变桨掉电必报故障 18 17 1

齿轮箱系统保护故障 6 0 6

发电机系统保护故障 6 0 6

变频器保护故障 2 0 2

液压系统保护故障 5 0 5

偏航系统保护故障 5 0 5

通讯故障 9 0 9

冷却系统保护故障 1 0 1

防雷器保护故障 2 0 2

安全链故障 10 0 10

UPS 供电保护故障 4 0 4

控制柜加热保护故障 1 0 1

电网故障 6 6 0

总计 75 23  52
图4	新掉电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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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决定了 WinCE 系统的启动时间，目前无法明确 TwinCAT
开始启动的时间。控制器厂家提供的启动顺序如下：

1. 控制器上电  ms 级 
2.BIOS 自检  2s 
3.WinCE 系统启动直到完成  10s 
4.TwinCAT 系统启动直到完成  1s 
5.System Manager 启动对 PLC 硬件完成检查  ms 级

6. 外部 IO 信号转换到输入缓冲区  ms 级 
7. 输入缓冲区映射到 PLC 的 I,Q 区  us 级 
8. 控制器程序顺序执行  ms 级 
按照控制器厂家的启动顺序，TwinCAT 的启动时序应

如图 6 所示。

若 TwinCAT 的启动时序同控制器厂家的数据一致，

则不应出现上电派生故障。那么原因可能有两种 ：通讯问

题或者 System Manager 与控制程序的时序实际是颠倒

的。通过现场的观察，硬件的实际启动时间在 ms 级，通

讯模块也在 2s 内恢复正常，通讯问题可排除。System 
Manager 的功能是配置组态、扫描端口，若控制程序比

System Manager 先完成启动，控制程序扫描故障信息时

System Manager 并未完成对端口的扫描工作，而 System 
Manager 对 I/O 端口的默认值为 FLASE, 则高电平正常低

图5	实际上电时序图

图6	厂家说明TwinCAT启动时序

摄影：杨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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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平故障的 I/O 端口均会被判断为故障，通讯类故障同理。 
因此 System Manager 与控制器程序的时序应进行调

整，TwinCAT 实际启动时序应如图 7 所示。对机组进行上

电启动试验验证分析结论，试验结果如表 3 所示。为了进

一步测试 System Manager 与控制程序启动的实际时序差，

图7	TwinCAT实际启动时序

表3  不同时序上电故障列表对比

故障类型
原时序故障

数量

新时序故障

数量

减少

数量

变桨上电故障 1 0 0

齿轮箱系统保护故障 4 0 4

发电机系统保护故障 5 0 5

变频器保护故障 5 0 5

液压系统保护故障 1 0 1

偏航系统保护故障 3 0 3

通讯故障 5 0 5

冷却系统保护故障 8 0 8

防雷器保护故障 1 0 1

安全链故障 9 2 7

UPS 供电保护故障 0 0 0

控制柜加热保护故障 0 0 0

电网故障 6 6 0

总计 48 8 40

即 t2 与 t3。对偏航电机保护故障 1、2、3、4 分别采取 1s、
3s、5s、7s 的延时处理然后进行上电启动测试。测试结果

表明 ：延时 1s 的偏航电机 1 保护故障每次均报出 ；延时 3s
的偏航电机 2 保护故障时报时不报 ；延时 5s 的偏航电机 3
保护故障和延时 7s 的偏航电机 4 保护故障均未报出。因此，

可以认为 t2 与 t3 的时间差在 3s 到 5s 之间。由于保护类故

障的报出并无实际意义，可在控制程序中根据 t2 与 t3 的时

序差对此类故障进行延时处理，确保 System Manager 对

I/O 端口的扫描完成先于控制程序对故障的扫描，避免派生

故障的报出。调整时序后上电故障列表对比见表 3。从表 3
可以看出，新时序上电故障中除电网故障和安全链故障真

实存在并报出外，其余保护类故障均未报出，共计减少派

生故障 40 个，真实地还原了故障记录。

2 结论
 
本文以某 2MW 风电机组为例，对风电机组系统掉电、

上电时序进行试验分析，采用重新整定系统时序、增加派

生故障触发延时等方法消除由电网掉电、上电等因素导致

的派生故障。结果表明 ：本文方法能有效消除派生故障，

还原真实故障记录，有利于正确地分析判断风电机组运行

状态，对优化风电机组运行控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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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对于风电机组设计者来说，确定风电机组的风轮直径

是概念设计阶段非常核心的问题，一旦风轮直径设计选择

失误，与市场需求偏差较大，则整个设计工作都可能要重

来。因此，在概念设计阶段如何正确选择和确定所设计的

风电机组的风轮尺寸，或给出一个准确的尺寸范围，是一

个非常重要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设计者有的根据下面

等式（8）结合经验进行一个估算，有的只是根据其他公司

相同功率等级的叶片尺寸来直接应用。但是，由于不同叶

片设计者设计叶片的参数、翼型等不同，这种简单参照同

类叶片有较大的风险。目前，国内主流机型为 1.5MW 风电

机组，在国内外各类风能资源环境中的应用非常普遍，对

应各类风能资源的风轮直径已经逐步趋于成熟化和系列化，

但是 2MW、2.5MW、3MW、5MW、6MW 等机型开发时

的风轮直径的选择一直是困扰设计师的一个问题，本文提

出一种新的思路 ：既然 1.5MW 的风电机组可以基本涵盖我

国各地的风能资源条件，因此，是否可以考虑以 1.5MW 风

电机组的风轮直径尺寸为基础，来确定其他风电机组的风

轮直径尺寸？本文就此展开了研究并给出了风电机组直径

风电机组风轮直径确定的方法 
刘卫

（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	100039）

摘 要 ： 如何较精确地确定风电机组的风轮直径是困扰风电机组整机制造厂家和设计者的一个难题。本文给出了一个精

确计算公式和一种迭代计算方法，从已知的功率等级的风电机组风轮直径精确推导出待设计功率等级的风轮直

径，并以中国应用最广泛的 1.5MW 风电机组四种风轮直径为例，计算出相同风能资源条件下 2MW、2.5MW、3MW、

3.6MW、5MW、6MW、12MW 风电机组的不同风轮直径，并给出采用此方法前后的风轮直径的偏差，说明采取此方法

可以缩减相同风能资源条件下的风轮直径，降低风电机组载荷。在进行了误差分析后，给出了误差的趋势图，说

明随着风电机组功率的增加，相对误差也在增加。

关键词 ：风力发电 ; 风轮直径 ; 修正公式 ; 迭代计算 ; 偏差分析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03-0096-05

Method of Def ining Wind Turbine’s Diameter
Liu Wei

(GUODIAN United Power Technology Co., Ltd., Beijng 100039,China)

Abstract: It is di�cult for wind turbine manufacturers or designers to de�ne diameter of wind turbine. By providing a function and iterative 

method in this article, an unknown diameter of designing wind turbine will be calculated from diameter of designed wind turbine. 

Through four  kinds of 1.5MW wind turbines’ diameter with same wind resource, diameter of 2MW, 2.5MW, 3MW, 3.6MW, 

5MW, 6MW, 12MW's wind turbine is calculated. And the impeller diameter deviation was given by this method. �erefore, this 

method can shorten wind turbines' diameter, reduce wind turbines' load. A deviation trend chart has been drawn a�er analyzing the 

deviation, which showed that the relative deviation will increase with the increasing of wind generator power.
Keywords: wind power generation; diameter; correcting formula; iterative method; devia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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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选择的方法。

1 初步计算

风电机组的气动功率是由以下公式给出 [1] ：

                  
                                                                              

（1）

设参照模版风电机组为 A，需要计算风轮直径尺寸的

风电机组为 B，风电机组 A 和 B 所处的外部风能资源条件

相同，则有 ：

                                          （2）
                 
                                                                              （3）

     

                                                                              （4）
           

由于风电机组 B 和风电机组 A 所处的风能资源条件相

同，则有 VB=VA，那么 ：

                         
                                                                              

（5）

                         
                                                                              

（6）

                   
                                                                              

（7）

如果对于同一设计者的产品，往往不同风轮直径的

叶片气动效率也是基本一致的，即 CPA=CPB，则等式（7）
变为

                        
                                                                              

（8）

在实际设计中，不同功率等级的风电机组往往其轮毂

中心位置和传动链的传动效率都不同，它们对风轮直径尺

寸产生影响，因此还需要对它们进行修正。

2 从不同风电机组的传递效率进行风轮直径
的修正

式（1）和式（2）的功率 PA 和 PB，实际只是风电机

组的气动功率，我们通常所说的风电机组的功率是指风电

机组的上网功率，即发电功率，定为 PE，气动功率和电功

率的关系为 ：

                                                                  （9）
则

                                 
                                                                            

（10）

η是风电机组从气动输入功率到发电上网的总的效率，

在正常运行工况下，对于非直驱机组 ： 
对于直驱机组 ：

ηm 为齿轮箱效率，ηe 为发电机效率，ηc 为变频器效率，

在机组概念设计阶段，这些部件的效率是可以得到的。因此，

对于风电机组 A 和 B 来说，ηA 和 ηB 是可以得到的，由式（10）
可知 ：

             
                                                                            

（11）

设经过传输效率修正后的风轮直径为 DB1，则由式（11）
代入等式（7），得出 ：

             
                                                                            

（12）

3 从风电机组轮毂高度导致的偏差对风轮直
径尺寸进行修正

在上述的推导中，我们假设风电机组 A 和 B 的轮毂中

心高度是相同的，但是在实际中，不同风轮直径的轮毂高

度基本是不一致的，必然受风切变的影响，因此需要对风

轮直径 DB1 进行修正。平均风速的风切变可以用赫尔曼的

指数公式来表达 [2] ：即 ：

                           
                                                                            

（13）

式中，VZ1 和 VZ2 分别为高度 Z1 和 Z2 处的风速，α 为

风切变指数，它与高度 Z、地面粗糙度、大气层以及地貌有关。

一般条件下，α 取 0.14[1]，但是 IEC 国际标准和 GL 认证

规范进行载荷计算时的风切变指数为 0.2。
由此可见，由于不同轮毂高度的平均风速不一致，对

风电机组的功率有影响。一般讲，风电机组风轮直径越大，

轮毂的中心位置越高。

假设风电机组 B 从风电机组 A 的轮毂点 Z1 ( 对应风速

为 VA, 风轮直径为 DB1), 升高的设计高度 Z2, ( 对应风速为

VB, 风轮直径为 DB2), 要求保持功率不变，则由等式（2）和

（3），得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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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一般讲，在陆地，风电机组风轮最低点距离地面为一

定距离，设定为 Mm。ZA=M+DA/2，B 机组的轮毂高度为

ZB=M+DB1/2，由等式（13），可以得出

       
                                                                           

 （15）

将式（11）代入式（10）则有 ：

                      
 
修正后的风轮直径为 ：

                    
                                                                            

（16）

将式（12）代入式（16），则有 ：

  
                                                                            （17）

4 进行迭代计算，得出准确风轮直径尺寸

在这里，DB1 开始由（12）得出只是个初始值，然后

需要对其进行迭代计算，即可得出较准确的风轮直径。

设由（12）计算得出初始值为 DB1，令 DB2-0= DB1，n
为迭代次数 ；则 ,

1 次迭代为 ：

  
                                                                           

2 次迭代为 ：

 
  
·
·
·
n 次迭代为 ：

                                                                            （18）

5 应用举例

第一步 ：按照公式（12），以 1.5MW 风电机组的风

轮尺寸为基础，即 1.5MW 风轮直径为 DA，设 CPA=CPB，

ηB=ηA，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的 2MW/2.5MW/2.5MW/3M
W/3.6MW/5MW/6MW/12MW 系列风电机组的风轮尺寸 ,
见表 1。

第二步 ：设 α=0.14，M=28m，根据公式（18）进行

迭代修正计算， 
以风轮直径 1 为例，各次迭代修正见表 2。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在保留小数点一位的情况下，对

上述发电功率的风电机组风轮直径经过 5 次迭代，即可确

定 0.1m 的精度。因此，按照 5 次迭代，对各风轮直径进行

迭代修正计算，得出最终风轮直径数据为 ： 

表2  每次迭代修正后的风轮直径

迭代次数 DB2-0 DB2-1 DB2-2 DB2-3 DB2-4 DB2-5

2.0MW 80.8  79.5  79.7  79.6  79.6  79.6 

2.5MW 90.4  89.2  89.3  89.3  89.3  89.3 

3.0MW 99.0  97.9  98.0  98.0  98.0  98.0 

3.6MW 108.4  107.2  107.3  107.3  107.3  107.3 

5.0MW 127.8  125.0  125.4  125.3  125.3  125.3 

6.0MW 140.0  138.2  138.5  138.4  138.4  138.4 

12.0MW 198.0  188.0  189.5  189.3  189.3  189.3 

表1  未加修正的不同功率不同风能资源条件下的风轮直径

机组功率

（MW）

风轮直

径1(m)

风轮直

径2(m)

风轮直

径3(m)

风轮直

径4(m)

风轮直

径5(m)

1.5  70.0  77.0  82.0  86.0  93.0 

2.0  80.8  88.9  94.7  99.3  107.4 

2.5  90.4  99.4  105.9  111.0  120.1 

3.0  99.0  108.9  116.0  121.6  131.5 

3.6  108.4  119.3  127.0  133.2  144.1 

5.0  127.8  140.6  149.7  136.0  169.8 

6.0  140.0  154.0  164.0  172.0  186.0 

12.0  198.0  217.8  231.9  243.2  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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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用分析

6.1误差分析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对于发电功率为 12MW 以内的风

电机组一般经过三次迭代，即可得到精度为 0.1m 的风轮直

径结果，设绝对误差为 C1= DB2-3 － DB2-0，相对误差为

，如表 4 所示。

以风电机组电功率为横坐标，C2 为风轮直径相对偏差 , 
C3 为修正前后的功率偏差 ,纵坐标为不同等级电功率，作图：

表3  修正后的不同功率不同风能资源条件下的风轮直径

机组功率

（MW）

风轮直

径1(m)

风轮直

径2(m)

风轮直

径3(m)

风轮直

径4(m)

风轮直

径5(m)

1.5  70.0  77.0  82.0  86.0  93.0 

2.0  79.6  87.6  93.2  97.7  105.7 

2.5  88.0  96.7  102.9  107.9  116.6 

3.0  95.4  104.8  111.6  116.9  126.3 

3.6  103.5  113.6  120.9  126.7  136.8 

5.0  119.6  131.3  139.6  146.3  157.9 

6.0  129.6  142.2  151.2  158.4  171.0 

12.0  175.3  192.2  204.3  213.9  230.8 

表4  迭代前后绝对和相对偏差列表

PEB DB2-0 DB2-3 C1 C2 C3

2.0MW 80.8 79.6 -1.2 0.015 0.030 

2.5MW 90.4 88.0 -2.4 0.026 0.053 

3.0MW 99.0 95.4 -3.6 0.036 0.074 

3.6MW 108.4 103.4 -5.0 0.046 0.094 

5.0MW 127.8 119.6 -8.2 0.064 0.133 

6.0MW 140.0 129.5 -10.5 0.075 0.155 

12.0MW 198.0 175.3 -22.7 0.115 0.243 

摄影：王太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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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 和图 1 中，可近似看出 C3 ≈ 2C2，由于在风电

机组转速相同情况下，风电机组功率与转矩成正比，DB2-3

的静态载荷要比DB2-0小，并且电功率越大，载荷下降越明显，

如果是 12MW 风电机组，静态负载可以下降 24%。叶片质

量与尺寸呈 3 次方关系 [3]，按照 12MW 机组风轮修正前后

图1	修正前后风轮直径和发电功率的偏差对比图

图2	迭代过程趋势曲线

减小 11.5%，叶片质量将减轻 38.6%。

6.2迭代趋势分析

根据表 2，做迭代趋势图如图 2 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曲线全部呈现收敛状态，经过几次

迭代，很快就达到了 0.1m 的精度。说明迭代的方法有效可

行。电功率值越大的曲线，其振幅也相对较大，经过的波

形也较多，也就是说需要的迭代次数也会增加。

7  结论

在设计风电机组时，面对广泛的市场，如何选择合适

的风轮直径是困扰设计者的难题。本文通过理论推导和计

算，通过迭代的方法使待开发的风轮直径与已经存在的不

同功率等级或其他条件不同的风电机组的风轮直径之间建

立了联系，使设计者可以从已知的不同功率等级的风轮直

径来得出准备设计的某个功率的风轮直径。同时得出了公

式（17），从中可以看出影响确定风轮直径的相关参数，为

设计者确定风轮直径提供了良好的工具，降低了风电机组

设计选型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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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风电机组技术的不断成熟，风力发电将向着大型

化和海洋化发展，更大的叶轮直径和更高的塔架已成为风

电发展的主要趋势 [1-2]。塔筒是风电机组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作用是支撑机舱和叶轮，将叶轮举到设计高度处运行，

以获得足够的能量带动发电机组发电 [3]，其造价大约占单

机总造价的 20%[4]。当陆上兆瓦级大型风电机组轮毂高度

超过 80m 时，目前使用最多的锥式钢制塔筒底部直径范围

处于 4m~4.5m 之间，塔筒将发展到 100m~150m 的高度，

大型风电机组塔架材料的现状和发展
严科飞，万家军，任伟华，魏玉通，冯新明，王和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六研究院，内蒙古金岗重工有限公司，呼和浩特	010010）

摘  要 ：本文分析了风电机组塔架材料的应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重点阐述了大型风电机组塔架材料的应用和发展现状以

及趋势。最后对我国大型风电机组塔架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建议。结果表明，随着风电机组大型化发展，钢制塔

架已经显示出了一定的弊端，如制造成本高、易腐蚀、维护成本高和运输、安装困难等问题。锥式钢筋混凝土塔

筒和下混上钢组合塔筒和复合材料塔筒是未来大型风电机组塔架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风电机组塔架 ; 钢质塔架 ; 钢 / 混凝土复合塔架 ; 复合材料塔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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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us and Development of Materials of Large Scale
Wind Turbine Tower

Yan Kefei, Wan Jiajun, Ren Weihua, Wei Yutong, Feng Xinming, Wang He
(�e Sixth Institute of China Aerospa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rporation, Inner Mongolia JinGang Heavy Industry Co. Ltd.,

Hohhot 010010, China)

Abstract: Status and problems of the wind turbine tower materials were analyzed, and the status and trend of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arge-scale wind turbine tower materials were elaborated focused. Finally, som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hina's large scale wind turbine tower were proposed. �e results showed that, with development of large scale wind 

turbines, steel tower has shown some drawbacks, such as corrosion and maintenance problems of the high cost of transportation, 

installation difficulties and cold brittle destruction. Steel/concrete tower and up steel/down concrete combination tower and 

composites tower i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large-scale wind turbine tower.
Keywords: wind turbine tower; steel tower; steel/concrete hybrid tower; composite tower

用于 5MW~10MW 的风电机组，特别是在深海风力发电场

中使用的发电机。此时，由于经济方面、运输受限和防腐

蚀等方面的原因，钢制塔筒不再是最佳选择 [5-7]。因此，本

文分析了大型风电机组塔架材料的应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阐述了风电机组材料的发展方向和未来。

1 风电机组塔架材料的应用现状

目前国内外大型风电机组塔架主要为钢制塔架，包括

钢制塔架和锥式钢制塔筒。国内外关于钢制塔架的研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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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静态力学性能分析、动态力学性能

分析、防腐蚀研究等 [7-10]。多年的使用经验和塔筒大型化的

发展表明，钢制塔架还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归纳起

来主要有以下几点问题 ：

（1） 钢制塔筒的成本高 [11]。

随着塔筒高度的增加，其成本所占比例也在不断增加，

SBIR 对国外某风电机组 3MW 和 5MW 两种机型的不同高

度引起的相关成本变化做了专题研究，研究表明，钢制塔

筒的成本随高度成指数规律增加 [12]。

（2） 易腐蚀，维护成本高 [13]。

钢材易腐蚀，需要定期的检查及维修。而海上风力发

电运行环境十分复杂 ：高温、高湿、高盐雾和长日照等，

腐蚀环境非常苛刻，对海上风电塔筒的腐蚀防护提出了更

为严峻的挑战。目前使用的防锈复合剂会对环境造成严重

的污染。

（3） 运输、安装困难 [14]。

通常 80m 风电机组塔筒分段制造而成，直径范围处于

4m~4.5m 之间，长度约为 20m，然后用卡车运输到风场。

但是随着塔筒高度的增加，必须增加它的直径，直到该尺

寸的塔筒再不能通过公路来运输。对于海上风电机组，运

输更加困难，需要研制专用的运输船舶。

2 风电机组塔架材料的发展

2.1 钢/混凝土塔架

2.1.1 钢筋混凝土复合塔架

钢筋混凝土塔架以锥式塔筒出现，主要包括现场浇筑

型和预制型两种，其可分为预应力和非预应力型 [4]。英国

混凝土研究中心联合 GIFFORD 工程设计咨询机构出具了

一份钢筋混凝土塔筒应用于陆上和海上风力发电的报告 [15]，

对钢筋混凝土塔筒的概念性设计进行了阐述。钢筋混凝土

塔架和钢质塔架相比优势非常明显，主要有以下技术优势 ：

动力响应和动力放大系数小、造价低廉、耐腐蚀性强、无

运输吊装限制和无塔体厚度限制等。但是钢筋混凝土塔筒

以下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如施工难度大（特别是海上施

工）、施工周期较长和报废后垃圾无法处理等问题 [16]。

2.1.2 下混上钢组合塔架

下部采用锥式混凝土塔筒上部采用锥式钢制塔筒形成

下混上钢组合塔筒，既充分利用了锥式钢塔筒安装方便和

锥式混凝土塔筒维护费用低的优点，又解决了风电机组底

部塔筒尺寸过大而无法运输的问题。

F.J. Brughuis[17] 于 2002 年提出下混上钢组合塔筒

的概念，此后主要从经济和可行性两方面对其进行了研究。

他利用 REST Screen international( 一个用来对风电机组

进行能量产出、经济效益评估和温室气体排放估算软件 ) 分
别对陆上 100m 钢结构塔架和 120m 下混上钢组合塔架，近

海 100m 钢结构塔架和 120m 下混上钢塔筒进行了分析。结

果表明，下混上钢组合塔架比锥式钢塔架更有经济优势 [5-6]。

此外，他还对比了风电机组塔筒的价格和回收周期随塔筒

高度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90m 以下锥式钢塔架更有优势，

但当高度大于 90m 时下混上钢组合塔架更有优势，对于锥

式钢塔架来说塔架获利最高的高度在 90m~100m 之间，超

过 100m 后锥式钢塔架的回收周期超过 7 年，而下混上钢

组合塔架的获利最高的高度可达 130m~140m，超过这个

高度后，其回收周期也超过 7 年 [18]。他从下混上钢塔筒设

计标准的制定、底部混凝土塔筒的厚度、每块混凝土塔筒

的尺寸、混凝土瓣之间的连接节点、塔筒整机的动力性能、

混凝土塔筒部分的高度的确定、预应力的确定等方面对下

混上钢塔筒进行了详细的讨论，结果表明下混上钢组合塔

筒技术可行 [15]。

除此之外，美国新能源实验室也对锥式钢塔筒、锥式

混凝土塔筒和下混上钢组合塔筒进行了初步概念性设计和

经济性对比分析 [19]。结果表明，对于 1.5MW 的大型风电

机组塔筒而言，现浇筑锥式混凝土塔筒最便宜，在现有的

施工技术条件下可以考虑采用。对于 3.6MW、100m 高的

风力发电组塔筒，现浇筑锥式混凝土塔筒是锥式钢塔筒造

价的 68%，对于 5.0MW、100m 高的风电机组塔筒，现浇

筑锥式混凝土塔筒是锥式钢塔筒造价的 63%。

2.2 复合材料塔筒

2002 年，美国风塔系统公司开展了一项美国能源部资

助的多年研发项目，以对更轻、更高兆瓦级以上风电机组

塔筒进行商业化。该公司后改名“风塔复合材料公司（Wind 
Tower Composite）”，它开发和测试了 80m 高的 1.5MW
风电机组塔筒和零部件，这个最终被称为“空间框架（Space 
Frame）”的塔筒采用了碳纤维增强聚合物管进行改造，与

钢制塔筒相比，重量降低了 20%，生产成本降低了 25%。

希腊 Pikermi 可再生能源和节能中心进行协调的

MEGAWIND 项目，该项目的开发团队致力于开发一台兆

瓦级的风电机组和复合材料塔筒，用于高风速、地形复杂

的风力发电场。他们设计了两种类型的塔筒 ：一种是中空

GFRP 单柱结构，另一种是由 GFRP 和其他材料建造的混

杂系统。该项目在欧洲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的结构评估欧



技术 | Technology

104  风能 Wind Energy 

洲实验室（意大利伊斯普拉）进行测试后表明，对于非常

高的塔筒，复合材料提供了一个有潜在吸引力的解决方案。 
加 拿 大 马 尼 托 巴 大 学 在 美 国 申 请 的 专 利 US 

7866121B2[20] 中介绍了一种复合材料塔筒及其制备方法，

其主要特征是 ：在一个可旋转的芯轴上采用手糊－缠绕工

艺制备复合材料多边形型材单元，然后将这些型材单元轴

向粘接，并在纵向采用套筒连接。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博

士论文 [21] 数值模拟了 81m 风电机组塔筒在风载和冰载情

况下的静态和动态形为。此复合材料塔筒包括 16 段，每

段由 3 个边长为 450mm 的等边三角形型材单元粘接而成，

纵向采用套筒方式连接。采用多种不同有非线性有限元单

元模型研究了 81m 复合材料塔筒的设计参数，包括 ：铺层

方式、厚度、三角形型材直径等。实验制备了 8.6m 复合材

料塔筒，并在测试了静态力学性能和共振频率。文献 [22]
采用有限元和试验相结合研究了八单元连接成的复合材料

塔筒的静态和动态性能，包括静态失效载荷、失效模式、

基本频率和周期。试样高度为 4.88m。结果表明，有限元

法能够很好地预测静态力学性能和动态性能。 

通用电器在美国申请的专利 US 2009/0211173 A1[23]

及在中国申请的专利 CN 101539095A[24] 中公开了一种复

合材料塔筒及其制备方法，其制备方法是采用缠绕成本工

艺。

复合材料塔筒的优势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1）重量

轻，运输安装成本低 [14] ；2）耐腐蚀，维护成本低 ；3）温

度适应性强 ；4）可设计性好 ；5）复合材料的原材料成本

涨幅不大，具有材料价格竞争优势 [25-26] ；6）环境更友好。

3 结论

钢制塔架已显示出其局限性，如制造成本高、易腐蚀、

维护成本高和运输、安装困难的问题等。根据国外的经验

显示，锥式钢筋混凝土塔筒和下混上钢组合塔筒和复合材

料塔筒是未来大型风电机组塔架的发展方向。国外风电发

达国家对锥式钢筋混凝土塔筒和下混上钢组合塔筒和复合

材料塔筒的研究和应用已经有了很多的经验，但我国目前

对于大型风电机组钢筋混凝土塔筒和下混上钢组合塔筒的

研究相对较少，对于复合材料塔筒还未见报道，建议加大

相关方面的研究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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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风力发电产业在国内的迅猛发展，风电用高强度

螺栓逐渐显现出它的重要性。近几年各地风电场出现不同

程度的风电机组坠头甚至倒塌事故，造成了重大的财产损

失，不仅对风电设备生产商、风电场业主造成影响，也更

加影响到整个国产风电机组行业的质量信誉。其中，由于

螺栓预紧力不足，造成螺栓松动，机组运行振动过大，螺

栓在长期高频振动下，剪切断裂，最终造成重大事故的比

例较大。究其原因，一是螺栓本身质量不过关，设计制造

过程中出现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机组在安装及维护过程中

螺栓预紧力不足，运行过程中螺栓松动造成的。本文主要

针对机械性能满足 GB/T 3098.1 的高强度螺栓的预紧力矩

风电高强度螺栓扭矩系数选用的探讨
张凌宝，赵鹏

（锋电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北京	100080）

摘  要 ：本文主要针对风电高强度螺栓扭矩系数的选用进行探讨，引用相关标准中的计算公式，比较各方法之间的不同之处，

并根据图表解析扭矩系数与摩擦系数之间的关联，通过分析比较，针对现有经验提出缩小风电高强度螺栓扭矩系数范

围，建议规范、完善相关标准。

关键词 ：高强度螺栓 ; 扭矩系数 ; 影响因素 ; 选用范围

中图分类号 ：TK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03-0106-06

Discussion on Selection of the Torque Coeff icient of High-strength Bolts 
in Wind Power

Zhang Lingbao, Zhao Peng
(Sharpower Technology Co., Ltd., Beijing 100080,China)

Abstract: �is paper mainly discussed on selection of the torque coe�cient of high strength bolts in wind power， relevant formulas were 

referenced and the di�erences in various methods were also compared.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for the chart between torque 

coe�cient and friction value，this paper put forward that reducing the range of the torque coe�cient of high strength bolts in 

wind power and proposed to improve relevant  standards based on existing experience．
Keywords: high-strength bolts; torque coe�cient; in�uencing factor; selection range

进行详细分析，对螺栓扭矩系数的选用进行探讨。

1 国内外扭矩系数的选用标准比较

国内比较普遍使用的螺栓扭矩简便算法 ：

MA=K×Fp×d
其中预紧力 Fp=0.7×As×σp0.2

式中 ：

MA—预紧力矩，N · m ；

Fp—预紧力，KN ；

K—扭矩系数 ；

d—螺栓公称直径，mm ；

As—螺纹公称应力截面积，mm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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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p0.2—螺栓材料屈服强度，N/ mm2。

通过分析以上算法，预紧力是螺纹公称应力截面积 As

与螺栓材料屈服强度 σp0.2 乘积的 0.7 倍，这一预紧力必须

通过旋转螺母产生或者通过螺栓头与垫圈适当润滑得出 [2]。

考虑到螺栓的强度，一般规定拧紧后的螺纹联接件预紧应

力不得大于其材料屈服强度 σp0.2 的 80%，另据国外针对预

紧力消耗、衰减的研究，提出预紧力达到其材料屈服强度

σp0.2 的 80%。预紧力一定时，扭矩系数 K 的变化直接影响

预紧力矩的大小。预紧力矩过大，增大工具磨损、操作的

危险性，预紧力矩过小，松动力矩必然会小 [3]，螺栓易松

动，大大降低风电机组的可靠性，达不到设计预紧效果。

对于预紧力，在 VDI 2230 标准中指出根据典型的摩擦系

数 μG ≈ 0.14，实际组件预载大约损失 10%。同时，在 VDI 
2230中还指出螺栓连接件的装配预紧力主要受到下述影响：

①周围区域中其他螺栓的紧固

②接触表面的预埋

③自松动的旋转

④材料的松弛

⑤温度的变化

⑥接头的过载

⑦连接件（螺栓、螺母、夹紧件）的几何形状

⑧连接件的强度

⑨紧固工具

另外，在估计摩擦系数时出现错误、摩擦系数的分散、

不同的紧固技术，以及仪器、操作和读数错误都或多或少

地导致相当的装配预紧力的分散，这就要求对于预紧力进

行科学、严格的控制。

风电作为一个新能源产业，风电高强度螺栓世界范围

内还没有完善的专业标准来规范使用，但是根据相关行业

的使用经验，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合理的参考依据。针

对预紧力矩的确定，目前国内所使用的方法繁多，归纳主

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直接根据标准中给定的扭矩系数 K，

加以计算或试验获得相关预紧力矩 ；二是根据螺栓的摩擦

系数 μ，直接选用标准中规定的预紧力矩 ；三是根据螺栓

规格直接选用相应的预紧力矩 ；四是根据螺栓制造商试验

获得 ；最常用到的根据扭矩系数 K 确定预紧扭矩的标准

摄影：朱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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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GB/T 1231、DIN EN 14399 ；根据摩擦系数 μ 的标准

有 JG/T 5057.40 ；直接选用的标准有 DAStRichtlinie 021
（M39-M64）。以上几种方法获得的扭矩系数 K 却有着较

大的差别。例如，根据 GB/T 1231 规定，扭矩系数 K 在

0.110~0.150 ；根据 DAStRichtlinie 021 计算获得扭矩系

数 K 在 0.14~0.16 ；螺栓制造商试验及国内外经验获得的

通过润滑螺纹及支撑面，扭矩系数 K 在 0.08~0.13[9]。相应

的预紧扭矩也是千差万别。

2 扭矩系数K影响因素

对于扭矩系数 K（以下简称 K 值），是一个确定的常数，

具体数值为经验值或试验确定，影响 K 值的重要因素当属

螺栓的摩擦情况，关于螺栓摩擦主要的反映为摩擦系数，

螺栓的摩擦系数包括螺纹摩擦系数（μs）和支撑面摩擦系数

（μw）( 螺母或螺栓的支撑面与被连接件表面间的摩擦系数 )，
我们国家现有标准 GB/T 16823.2 － 1997 就有相关计算方

法，具体公式列出以供探讨 ：

                           Tf=Ts+Tw=KFf d                                （1）
            
                                                                              

（2）

                   
                                                                              

（3）

                       
                                                                              

（4）

                      
                                                                              

（5）

式中 ：

Tf—预紧扭矩，N · m ；

Ts—螺纹扭矩，N · m ；

Tw—支撑面扭矩，N · m ；

K—扭矩系数 ；

Ff—预紧力，KN ；

d—螺纹公称直径，mm ；

d2—螺纹中径，mm ；

α´—螺纹牙侧角 ；

dh—接触的支撑面内径，mm ；

dw—接触的支撑面外径，mm ；

μs—螺纹摩擦系数 ；

μw—支撑面摩擦系数 ；

Dw—支撑面摩擦扭矩的等效直径，mm ；

P—螺距，mm。

表1  螺纹摩擦系数（μs）、支撑面摩擦系数（μw）和扭矩系数（K）的对照表

μw

μs

0.08 0.10 0.12 0.15 0.20 0.25 0.30 0.35 0.40 0.45

K

0.08 0.117     0.130 0.143  0.163 0.195   0.228   0.261   0.294   0.326   0.359

0.10 0.127                  0.140 0.153 0.173 0.206 0.239 0.271 0.304 0.337 0.369

0.12 0.138 0.151 0.164 0.184 0.216 0.249 0.283 0.314 0.347 0.380

0.15 0.154                 0.167  0.180 0.199 0.232 0.265 0.297 0.330 0.363 0.396

0.20 0.180 0.193 0.206 0.226 0.258 0.291 0.324 0.365 0.389 0.422

0.25  0.206                  0.219 0.232 0.252 0.284 0.317 0.350 0.383 0.415 0.448

0.30  0.232                  0.245 0.258 0.278 0.311 0.343 0.376 0.409 0.442 0.474

0.35  0.258                 0.271 0.285 0.304 0.337 0.370 0.402 0.435 0.468 0.500

0.40 0.285                 0.298 0.311 0.330 0.363 0.396 0.429 0.461 0.494 0.527

0.45 0.311                  0.324 0.337 0.357 0.390 0.422 0.455 0.487 0.520 0.553

注：本表引自GB/T 16823.2-1997《螺纹紧固件通则》附录A中表 A1的（a），GB/T 16823.2-1997 等效采用日本标准 JIS B 1083-

1990，根据最新的 JIS B 1083-2008，提供表 2作为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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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螺纹摩擦系数（μth）、支撑面摩擦系数（μb）和扭矩系数（K）的对照表

μb

μth

0.08 0.10 0.12 0.15 0.20 0.25 0.30 0.35 0.40 0.45

0.08 0.115           0.127 0.140 0.159 0.191 0.222 0.254 0.286 0.317  0.349

0.10 0.125 0.138 0.150 0.169 0.201 0.233 0.264 0.296 0.328 0.359

0.12 0.136 0.148 0.161 0.180 0.212 0.243 0.275 0.307 0.338 0.370

0.15 0.151 0.164 0.177 0.196 0.227 0.259 0.291 0.322 0.354 0.386

0.20 0.178 0.190 0.203 0.222 0.254 0.285 0.317 0.349 0.380 0.412

0.25  0.204   0.217 0.229 0.248 0.280 0.312 0.343 0.375 0.407 0.438

0.30  0.230 0.243 0.256 0.275 0.306 0.338 0.370 0.401 0.433 0.465

0.35  0.285 0.298 0.311  0.330 0.363  0.396 0.429   0.461 0.494 0.491

0.40 0.283 0.295 0.308 0.327 0.359 0.390 0.422 0.454 0.485 0.517

0.45 0.309 0.322 0.334 0.353 0.385 0.417 0.448 0.480 0.512 0.543

注：本表引自日本标准 JIS B 1083-2008《螺纹紧固件通则》附录A中的表 A.1，计算方法请详见该版标准。

通过式（1）我们可以看出，螺栓预紧扭矩由螺纹、扭

矩和支撑面扭矩共同组成，根据有关试验资料 [12] 显示 ：作

用在螺栓或螺母支撑面的力矩消耗约占 45% － 50%，作用

在螺纹面力矩消耗约占 35% － 40%，剩下的 10% － 20%
转化为螺栓预紧力，说明支撑面力矩消耗对预紧力的转化

影响甚重。国内风电企业现在对于这方面的理解存在差异，

所采取的润滑方法主要为 ：一是螺纹润滑，二是螺纹加支

撑面润滑。

根据 GB/T 16823.2 － 1997 提供的螺纹摩擦系数（μs）、

支撑面摩擦系数（μw）和扭矩系数（K）的对照表（如表 1
所示），可以更加直观地理解三者的关联。

针对 VDI2230 的相关要求，通过表 1 不难看出，螺纹

摩擦系数（μs）和支撑面摩擦系数（μw）均小于 K 值，当

综合摩擦系数 μ ≈ 0.14 时，K ≥ 0.16 ；对于高强度螺栓的摩

擦系数应满足表 3 中 A、B 级的相关要求。结合国外标准

对螺栓摩擦系数的要求，目前国内有一种观点，即摩擦系数

（包括螺纹摩擦系数、支撑面摩擦系数及综合摩擦系数）在

0.07~0.12[12] 之间选取，摩擦系数超过 0.12，则预紧力矩过

大，易造成联接损坏；摩擦系数小于 0.07，则预紧力矩过小，

易造成联接松动，而在这一范围内被认为是合理、可靠的。

针对这一观点，结合表 1、表 2 推算，K 值应在 0.10~0.16
之间，与目前 GB/T 1231 规定的 0.110~0.150 有所差别，

但是符合 DIN EN 14399 － 4:2006 － 06《预加负荷用高

强度结构螺栓组件－第 4 部分 HV 系统－六角螺栓螺母组

件》中的要求。对于 K 值在风电高强度螺栓上的应用，前

面的范围显得过于宽泛，以 K=0.10 为例，M36 － 10.9 高

强度螺栓的力矩为 MA=K×Fp×d=0.1×510×36=1836 ；

K=0.16，MA=K×Fp×d=0.16×510×36=2937.6，二者相

差非常悬殊，这势必造成具体实施时 K 值的选用困难，所

以针对风电高强度螺栓应给出更加合理的范围。根据目前

国外几个常用高强度螺栓标准的对比，由表 4 计算得出 K
值在 0.14~0.16 范围内，扭矩系数标准偏差小于等于 0.01，
对于规格大于 M36 的高强度螺栓，根据 DAStRichtlinie 
021 计算获得 K 值 0.14~0.16，扭矩系数标准偏差小于等

于 0.01，这说明国外对于高强度螺栓的 K 值趋于一个稳定、

合理的范围。

3 结论

针对目前用到的风电高强度螺栓的预紧扭矩，可以直

接根据标准推荐值选用，我们在这里讨论扭矩系数（K）的

意义在于 ：希望通过本文的探讨，明晰扭矩系数（K）与摩

擦系数之间的关系，根据对国外风电高强度螺栓的相关标

准分析，提出风电高强度螺栓实际应用的扭矩系数（K）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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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不同材料/表面及润滑状态时螺栓连接的摩擦系数等级分类指导值

摩擦系数等级 μG及μK的范围
典型实例的选择

材料/表面 润滑剂

A 0.04~0.10

光亮的金属

黑色氧化层

磷化处理

电镀，如锌，锌 / 铁，锌 / 镍

锌片包覆

固体润滑剂，如

MoS2，石墨，PTFE，PA，PE，PI

在润滑剂中，作为表面层，或在膏状物中，蜡熔融物，

蜡弥散  

B 0.08~0.16

光亮的金属

黑色氧化层

磷化处理

电镀，镀敷，如锌，锌 / 铁，锌 / 镍

锌片包覆

铝合金及镁合金 

固体润滑剂，如

MoS2，石墨，PTFE，PA，PE，PI

在润滑剂中，作为表面层，或在膏状物中，蜡熔融物，

蜡弥散，润滑脂，润滑油，供货状态

热镀锌
MoS2，石墨

蜡弥散

有机涂层 含有固体润滑剂或蜡弥散

奥氏体钢 固体润滑剂或蜡：膏状物

C 0.14~0.24 

奥氏体钢 蜡弥散，膏状物

光亮的金属

磷化处理
供货状态（略微涂润滑油）

电镀层，例如锌，锌 / 铁，锌 / 镍

锌片包覆

粘接剂 

无

D 0.20~0.35

奥氏体钢 润滑油

电镀层，例如锌，锌 / 铁

热镀锌
无 

E ≥ 0.30

电镀层，例如锌，锌 / 铁，锌 / 镍

奥氏体钢

铝合金及镁合金

无

注：本表引自 VDI 2230-2003《VDI 2230- 第 1部分：高强度连接螺栓系统计算，单个圆柱螺栓连接》表A5（μG 代表螺纹摩擦系数，μK

代表头部承载区域的摩擦系数）。

围可精确到 0.14~0.16，扭矩系数标准偏差小于等于 0.01，
以此为同行提供参考 ；对于不同国家或者地区，对于螺栓

预紧有着不同的要求，并且扭矩系数（K）还需要试验数

据作为参考依据，而且随着风电机组容量的增大，对于更

大规格高强度螺栓预紧力矩要求也迫在眉睫，希望及早颁

布关于风电高强度螺栓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服务企业，

促进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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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强度等级为10.9级的组件扭矩程序、动量矩程序、转向角程序和组合预应力程序的预应力和拧紧扭矩

1 2 3        4 5 6 7        8

尺寸
调整 -

预应力

扭矩程序

施加拧紧扭矩MA，以获得调

整 -预应力 FV

Nm    Nm

动量矩程序

调整预应力

FV，DI
b，以获得调整

-预应力 Fv

转向角程序

预拧紧扭矩

MVA，DWb

Nm

组合的预应力程序

预拧紧扭矩

MVA，KV

Nm

表面状态

热镀锌和

已润滑过 a

保持原生产状

态仅少量抹油

像第 3或第 4b栏

所描写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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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第 3a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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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第 4栏所描

写的状态

1 M12 50 100 120 60 10 75 90

2 M16 100 250 350 110 50 190 260

3 M20 160 450 600 175 50 340 450

4 M22 190 650 900 210 100 490 680

5 M24 220 800 1100 240 100 600 825

6 M27 290 1250 1650 320 200 940 1240

7 M30 350 1650 2200 390 200 1240 1650

8 M36 510 2800 3800 560 200 2100 2850

a. 用钼硫酸盐或等效的润滑剂处理过的螺母

b. 与螺纹、螺栓和螺母之间的支撑面的润滑无关

注：本表引自DIN18800-7 ：2002-09《钢结构 -第 7部分：施工和施工人员资质》8.6.1 章节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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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我国风电装机容量不断增加，陆上单机容量

已达到 3MW，截至 2011 年 9 月底，甘肃风电装机容量

5.5GW，占全国总装机容量的 20%，位列全国第三。2020
年左右，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风电市场和风能设备制

造中心，我国风电在 2020 年之后将成为第三大主力发电电

源 [1]。风电场一般地处戈壁荒滩、干旱、高寒地区，针对

齿轮箱等风电机组的大型部件现场不便进行拆卸维修，要

求风电机组具有长周期运转和极高的可靠性，在役风电机

组的维护保养问题日益突出，后期维护费用已占到风电场

运营成本的主要部分。如何降低风电机组维护费用，提高

设备可利用率，已成为风电机组制造商和风电场业主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风电场用油主要有风电机组用润滑油脂、

基于油品监测的风电场润滑管理分析
王一刚，曲曙光，郑新庆

（华电福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兰州	730010）

摘  要 ：本文详细阐述了风电机组各润滑部件以及对润滑油脂的特性要求，分析了油品监测管理体系在风电场润滑油脂新

油选型、换油周期，故障诊断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结合实际风电场齿轮箱润滑油的检测案例，说明了油品监测技

术在指导风电场运维中的作用。

关键词 ：风电场 ; 齿轮箱 ; 润滑油 ; 监测

中图分类号 ：TK83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03-0112-04

Analysis of Lubrication Supervision Based on Oil Monitoring
 for Wind Farms

Wang Yigang, Qu Shuguang, Zheng Xinqing
(HuaDian FuXin Energy Co., Ltd., Gansu Branch, Lanzhou 730010,China)

Abstract: �is paper elaborated lubrication compon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ubricant requirements of wind turbine. It also analyzed 

the significance of oil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system in the new oil selection, the use of oil changing period and fault 

diagnosis.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gear box lubricant testing cases, this paper  showed that the oil monitoring techniqu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wind farms.
Keywords: wind farms; gear box; lubricant; monitoring

液压油，主变压器和箱变用绝缘油等。

风电机组的齿轮箱运行工况处于高温、交变重载荷冲

击状态下，对齿轮箱润滑油各项性能指标如含水量、总酸值、

泡沫性等提出很高要求。典型齿轮箱故障主要有：齿轮断齿、

点蚀、轴弯曲、齿面胶合、轴承损坏、箱体及齿面裂纹等。

根据国内外多年来对齿轮箱故障的统计分析发现，润滑油

质变劣是造成齿轮箱各种故障的主要原因。通过对润滑油

的定期检测，并对检测数据进行分析，可得出结论 ：提高

风电机组润滑油脂监测水平，加强视情维护，能够确保风

电机组安全、可靠运行，提高设备可利用率 [2-3]。

1 风电机组润滑部件及对油脂特性要求

目前，主流风电机组按结构分为双馈感应风电机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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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驱式风电机组两种，文中所指装有增速齿轮箱的双馈风

电机组，其主要润滑部件有 ：增速齿轮箱，偏航系统与减

速箱，变桨系统与减速箱，发电机轴承，液压制动系统，

主轴承等 [4]。

1.1 齿轮箱的润滑特性

齿轮箱是风电机组的主要润滑部位，用油量占机组

全部用油量的 3/4 左右。齿轮箱可以将很低的风轮转速

（1500kW 的风电机组通常为 25r/min）变为很高的发电

机转速（通常 1700r/min），南高齿和重齿等厂家的齿轮

箱多采用压力强制循环润滑。考虑到风电机组多安装在我

国的新疆、内蒙古、甘肃及沿海等地区，润滑油受气候温

差、湿度等影响较大，并且处于相对偏远的地区，维修不

便，且双馈风电机组遭受低电压穿越时对齿轮箱的冲击力

较大 [5]，因此，设计要求齿轮箱使用寿命长、承受负荷大等，

所用的齿轮油除了具有良好的极压抗磨性能、冷却性能和

清洗性能外，还应具有良好的热氧化稳定性、水解安定性、

抗乳化性能、粘温性能、低温性能以及长的使用寿命，同

时还应具有较低的摩擦系数以降低齿轮传动中的功率损耗。

经过对已运行风电机组齿轮箱故障的统计发现，造成齿轮

和轴承失效的原因主要有 ：安装方面占 16%，污染方面占

16%，润滑方面占 34%，材料疲劳方面占 34%。

1.2 发电机轴承及主轴的润滑特性

轴承是发电机的主要润滑点，长期运转温度可达 80℃
以上，夏天机舱在戈壁滩受太阳直射，温度会更高。因此，

要求发电机轴承润滑脂能够在高温下保持良好的润滑而不

流失，同时能够减少摩擦阻力，降低轴承运转温度。冬季

在高纬度、高海拔地区机舱内温度可低至－ 30℃，且发电

机功率较大，使用的润滑脂需考虑低温启动性能，具有良

好的抗磨极压性能、抗氧化性能和防锈性能、粘附性好，

使用温度范围为－ 30℃ ~150℃。由于发电机轴承加注润滑

脂较困难，多使用合成型润滑脂来保证发电机的正常运转。

风电机组主轴承承受的负荷较大，转速相对较慢，要

求润滑脂具有良好的承载能力、粘度性能和良好的低温性

能。根据前后轴承结构布置上的差异，可分为用润滑油润

滑和用润滑脂润滑。

1.3 偏航、变桨系统的润滑特性

偏航系统主要作用是使风轮扫掠面积垂直于主风向，

虽然速度不高，但偏转轴承和齿轮承受的负荷较大，而且

偏航齿轮一般为开式结构，由于不像发电机轴承运转速度

快，自身产生热量相对少，偏转轴承所使用的润滑脂要求

具有较高极压抗磨性能、低温性能、热安定性及胶体安定

性 ；偏航齿圈一般为开放式回转体大齿轮，润滑脂则还需

要有好的粘附性能和防腐蚀性能。一般使用含固体添加剂

的低温润滑脂，要求在－ 40℃以下仍能有效润滑。偏航系

统减速器具有间歇性工作的特点，启停频繁，传递扭矩较大，

传动比高，电动机通过大速比的行星齿轮减速器驱动机舱

转向。一般推荐粘温性能好、抗腐防锈性能好、极压抗磨

性能和抗氧化性能好的齿轮油。

变桨系统的减速器和变桨轴承所使用的润滑油脂特性

包括油品选型与偏航系统基本一致。

1.4 液压制动系统的润滑特性

兆瓦级风电机组的刹车方式主要有气动刹车和齿轮箱

高速轴机械盘刹车系统，属于失效—安全保护模式。当风

电机组发生机舱振动过大，风电机组转速过高等故障时，

通过液动制动装置的动作来实现紧急停机。液压制动系统

在保证机组正常安全运行、防止事故发生、对风电机组启

停机控制起着重要作用。

风电机组液压制动系统使用全寿命润滑油，要求具有

良好的粘温性能、防腐防锈性能及优异的低温性能，以适

应北方寒冷的气候或者南方潮湿、盐雾环境。推荐使用粘

度指数高、抗磨性能好、抗腐蚀、抗氧化性能好、空气释

放性、分水性能以及低温性能优异的液压油。国内普通的

HM 抗磨液压油低温性能、粘度指数等指标不能满足使用

要求，应该采用加氢基础油或者以精制矿油加 PAO 等合成

油为基础油的低凝抗磨液压油。

2 油品监测技术在风电场运维中的作用

2.1 油品检测技术的技术内容

通过对风电机组润滑油脂的油质状况、污染杂质颗粒

和磨损金属颗粒等项目的检测分析，来获取有关润滑油脂

与设备磨损状态的信息，诊断设备磨损故障的类型、部位

和原因。其主要内容包括 ：新油质量控制，设备用油选型

的优化，设备换油周期的优化，设备的润滑与磨损状态监测，

设备异常磨损的故障分析。目前，依据监测原理和分析目

的的不同，常用的油品监测技术主要有理化分析、光谱分

析、铁谱分析、红外分析和污染分析等 [6-8]。综合运用以上

监测手段对风电机组润滑油脂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能有

效诊断设备主要摩擦部的磨损失效状态及原因，找出故障

源，指导风电场检修人员及时采取相应维护措施，避免设

备故障继续扩大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表 1 为齿轮箱的润

滑磨损状态评价监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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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风电场润滑油脂的选型优化

一般情况下，风电机组齿轮箱润滑油的使用寿命为三

年左右，之后就需更换新油。由于风电场业主从运营成本

和维护工作量等方面考虑，有可能不使用风电机组制造商

推荐的润滑油，所以在风电场的油品监测体系中，润滑油

脂的选型就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油品选型应当充分考虑

机组结构，以往运行情况、载荷及温度等多方面因素。切

实制订合理科学化的新油选型方案对风电场润滑管理体系

至关重要。油品监测工作要有专人负责，针对风电机组部

分润滑部件确定对应的监测周期与指标方案，同时要重视

取样方法与取样工具的选择。

2.3 设备润滑磨损状态的常态化监测

保证在用润滑油脂的清洁，若混入灰尘等固体颗粒

物，都会对系统中的齿轮表面、液压泵阀、轴承等产生极

大的擦伤磨损，缩短抗疲劳使用寿命。建立油品定期监测

制度和每台风电机组的润滑油脂监测档案，及时了解机组

的润滑与磨损状态，指导机组的润滑管理与状态维护。通

过对每台风电机组各部件油脂相关理化指标的定期跟踪监

测，及时发现在用油的劣化程度及污染原因，进行趋势分

析，评估设备的润滑磨损状态，指导风电场开展合理的润

滑方式与换油周期。依据相关国内外标准来看，润滑油脂

的检测指标有数十项之多，经过大量的监测数据积累及分

析，综合考虑监测成本和时间等因素，优先选择科学合理

的检测项目，达到最有效的检测目的，既能实现设备的润

滑磨损状态监测，又能为风电场节约检测费用。表 2 为风

电场设备用油定期监测项目 [9-10]。

3 油品检测指标分析

现以甘肃河西地区某高原风电场双馈风电机组为例，

来说明油品监测技术在实际中的应运效果。风电场油品检

测部门自 2010 年建立机组的齿轮箱润滑油监测体系，每

半年定期检测 1 次，在 2012 年 6 月份的定期检测中发现

3512 线路 16# 风电机组增速齿轮箱所使用的 Mobil SHC 
XMP 320 润滑油中存在较多铜颗粒物。表 3 为理化指标检

测结果，表 4 为元素分析检测结果。

由表 3 检测结果可知，润滑油理化指标合格，未见异常。

通过对表 4 元素光谱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由于风电场地

处高原，每年沙尘天气较多，导致润滑油SiO2粉尘污染严重，

污染物 Si 元素含量较高，造成润滑效果不佳，产生异常磨

表1  齿轮箱的润滑磨损状态评价监测方案

监测项目 试验方法

外观 目测

运动粘度 (40℃ )，mm2/s GB/T 265-1988

水分，%(v/v) GB/T 260-1977

总酸值，mgKOH/g ASTM D664-2006

倾点，℃ GB/T 3535-2006

机械杂质，%(m/m) GB/T 511-2010

腐蚀 (100℃ ,3h，铜片 )，级 GB/T 5096-1985

不溶物，% GB/T 8926-2012

磨斑直径D196N60min,mm SH/T 0189-1992

最大无卡咬负荷 PB，N GB/T 3142-1982

烧结负荷 PD，N GB/T 3142-1982

综合磨损值 ZMZ GB/T 3142-1982

Fe,Cu,Si (ug/g) ASTM D6595-2000

表2  风电场设备用油定期监测项目

油品类型

检测项目
齿轮油 润滑脂 液压油 绝缘油

凝点 × × × √

酸值 × × × √

滴点 × √ × ×

锥入度 × √ × ×

水含量 √ × √ ×

电阻率 × × × √

击穿电压 × × × √

运动粘度 (40℃ ) √ × √ √

总酸值 (TAN) √ × √

气相色谱分析 × × × √

污染度分析 × × √ ×

光谱元素分析 √ √ √ ×

PQ磨损指数 √ × × ×

铁谱磨损分析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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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和金属颗粒物切削。由表中检测结果还可知齿轮箱中铜

质部件磨损较大。需要检修维护人员定期监测相关部件的

磨损状况，定期清洗润滑过滤系统，更换滤芯，改善齿轮

箱密封和冷却系统。

4 结语

(1) 风电装机规模和数量日益扩大，如何提高设备可利

表4  润滑油元素分析检测结果

元素 测定值 元素 测定值 元素 测定值

Fe 58 AI 1 V 0

Cu 70 Mg 0 Ti 0

Pb 6 Ni 0 B 0

Cr 0 Na 1 Ba 0

Sn 6 Mn 0 Ca 1

Si 47 Ag 0 Zn 9

用率，延长机组使用寿命已成为衡量风电场度电成本的关

键问题。通过制订油品定期监测制度，建立风电机组油品

监测档案，可有效避免临时性维护，预测润滑部件潜在性

故障，节约油品消耗成本，减少备品库存。

(2) 目前，国家还未正式出台与风电机组用润滑油脂相

关的国家标准，油品检测机构大多按照石油行业标准来开

展检测业务，建立风电场油品监测管理体系之后，可以预

测设备故障隐患，指导视情维护，通过对部分指标的跟踪

监测分析，能够科学地指导风电场油品选型，确定换油周

期和设备磨损状态的故障诊断，从而保证风电机组安全稳

定运行，增加风电场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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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润滑油理化指标检测结果

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典型数据 检测数据 试验方法

运动粘度，(40℃ )，

mm2/s
288~352 328.43 GB/T 265

倾点，℃ ≤ -9 -19.2 GB/T 3535

水分，%(v/v) 痕迹 0.04 GB/T 260

泡沫性，  (24℃ )

(93.5℃ )

( 后 24℃ )

≤ 50/0

≤ 50/0

≤ 50/0

35/0

40/0

47/0

GB/T 12579

摄影：吕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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