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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秦海岩

共性技术研发
是未来战略重点

不久前，有幸参观了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克莱姆森大学建设中的风电机组传动系统和并网性能试验平

台，很受触动。在美国能源部的资助下，该大学共筹集资金 1 亿多美元，其中建设 7.5 兆瓦和 15 兆瓦

风电传动系统试验平台各一个，服务于大容量风电机组研发过程中对机组、齿轮箱、发电机和传动系统

的试验需求。两套设备中，15 兆瓦的试验平台高约 30 米，前端加载器直径近 20 米，由两台 8.5 兆瓦电

动机驱动，可以模拟真实环境中风轮叶片施加在传动系统上的动态载荷，作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风

电机组传动系统试验平台，其规模和功能都令人感到震撼。另外，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在马萨诸

塞州也建设了 100 米长风电叶片全尺寸试验平台。实际上，近几年不仅美国在陆续建设一批风电技术研

发试验平台，欧洲许多国家也在原来基础上新建和扩建领先的试验设备。例如，西班牙、英国等国家可

再生能源中心、丹麦 RISO 国家实验室建设的叶片、齿轮箱试验平台等。

各国之所以下大力气投资建设风电试验平台，不仅出于长远的发展考虑，更是现实的迫切需求。风

电发展到今天，机组单机容量已向 10 兆瓦级发展，控制技术、机械结构设计、并网技术等都在不断创新，

原有的知识、经验、数据、工程仿真模型、技术标准等都已不再适用。要创新，要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

就必须有技术研发能力支撑。就我国而言，近七八年我国风电的快速发展，主要依靠引进、消化、吸收

的技术路径，装备技术水平和生产工艺已经迎头赶上，在某些关键技术领域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下一

步，如何持续发展成为一个新的课题。原因有二 ：一是靠市场换技术或通过买进获得国外先进技术的做

法恐怕行不通了，在大家旗鼓相当的情况下，谁都不会轻易将赖以生存的核心技术转让 ；二是总体上我

们已经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即使想直接购买也没有现成的技术了，国内外企业都处于新一轮研发阶段。

如今，我们已经步入只有靠自主创新才能发展的阶段了。要实现创新发展，掌握关键和基础共性技术是

绕不过去的前提。

关键共性技术是介于基础研究和市场化产品开发之间的“竞争前技术”，由于其具有相当广泛的用途，

能够为某一领域技术发展或新产品开发提供支撑，是整个产业进步和创新的基础，如制造工艺、自动控

制、伺服驱动、系统设计、测量测试和标准化技术等。共性技术对提升产业技术水平、产业质量、生产

效率有很强的带动作用。但也正因这种极强的外部性，更容易导致市场失灵，而且研发投入大、难度高、

周期长，单个企业不愿投资于共性技术研究而导致研发能力不足，尤其在基础材料、关键工艺、核心部

件、系统集成等方面的关键共性技术，已经成为制约我国风电产业持续快速发展的核心问题。

因此，对于关键共性技术研发，需要政府的集中投入，目前的紧迫任务有这样几项 ：一是政府应通

过系统规划，将用于零散项目的分散资金进行集中使用。在对企业的科研经费支持方式上，应该从对具

体产品开发的支持，转为对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的支持，使有限资金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技术上发挥更

大价值。二是加快公共技术研发试验平台建设。可以由第三方中立机构牵头，企业共同参与，以国家投

资为主、企业集资为辅的方式，建设起行业亟需的传动系统、叶片、轴承等研发试验平台。三是建立全

行业的国家风电可靠性数据库，对风电设备运行数据、故障数据、 环境条件数据进行收集，通过对大数

据的分析，挖掘知识，包括机组故障、失效与制造工艺、环境条件的关系等，补充设计标准中尚未考虑

到的影响因素，同时为风电场运维和管理提供指导，为技术改进和标准的制修订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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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
做好风电清洁供暖工作
的通知

2013 年 3 月 15 日，国家能源局

综合司发布了关于做好风电清洁供暖

工作的通知，将在北方具备条件的地

区推广应用风电清洁供暖技术。

2

通知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是充分

认识做好风电清洁供暖工作的重要意

义。积极开展风电清洁供暖的试点和

示范工作。二是各有关省 ( 区、市 ) 要

认真分析和总结各地区冬季供暖状况，

结合风能资源特点和风电发展需求，

研究利用冬季夜间风电进行清洁供暖

的可行性，制定促进风电清洁供暖应

国家能源局“十二五”
第三批风电核准项目
下发

2013 年 3 月 11 日，国家能源局

下发了《关于印发“十二五”第三批

风电项目核准计划的通知》（简称《通

知》），以规范风电项目开发建设，促

进风电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根据《通知》，此次列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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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黑龙江、

吉林、内蒙古等省（区）的核准计划

另行研究。

《通知》要求各省（区、市）发展

改革委（能源局）加强组织协调，认

真落实项目建设条件，特别是电网接

入条件和消纳市场，督促项目建设单

位深化前期工作，待各项建设条件落

实后，按风电项目核准权限规定核准

建设。2013 年内未能核准的项目，可

结转到 2014 年核准。不具备建设条件

的项目，应申请取消，不得置换。

1

各电网公司须积极配合做好列入

核准计划风电项目的配套电网建设工

作，落实电网接入和消纳市场，及时

办理并网支持性文件，加快配套电网

送出工程建设，确保风电项目建设与

配套电网同步投产和运行。

此外，各风电投资开发企业要认

真做好核准计划内风电项目的建设工

作，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和工程建设质

量，按计划完成风电建设任务。对已

列入核准计划且在核准计划规定的时

间范围内未能完成核准的项目须说明

原因。

文  件

用的实施方案和政策措施，因地制宜

开展风电清洁供暖的试点和示范工作。

鼓励新建建筑优先使用风电清洁供暖

技术，支持利用风电清洁供暖技术替

代已有的燃煤锅炉供热，力争用 2年

至 3 年的时间使风电弃风限电的问题

有明显好转。三是国家可再生能源中

心会同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和水电水利

规划设计总院等有关单位认真总结已

有风电清洁供暖示范项目建设和运行

管理经验，尽快完善有关的工程设计

和建设标准，加快研究促进风电清洁

供暖的有关政策措施，编制《风电清

洁供暖技术指导意见》，为风电清洁供

暖技术的应用创造条件。四是国家电

网公司加快开展适应风电清洁供暖发

展的配套电网建设，研究制定适应风

电清洁供暖应用的电力运行管理措施，

编制《风电清洁供暖项目并网运行和

调度技术导则》，保障风电清洁供暖项

目的可靠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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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件

发  电

2012年我国风电发电量
同比增长41％ 

2013 年 4 月上旬，据国家风电

信息管理中心 2012 年度风电产业信息

统计，到 2012 年底，全国风电并网装

机容量为 6266 万千瓦，比上年增加

1482 万千瓦，增长率 31%。2012 年

风电发电量 1008 亿千瓦时，比 2011

年增长 41%，风电发电量约占到全国

总上网电量的 2%。

按照我国火电有关指标折算，

2012 年的风电发电量相当于节约

3286 万吨标煤、节约用水 1.67 亿吨，

减少CO2、SO2、烟尘和氮氧化物排放

分别为 8434 万吨、22.8 万吨、4万吨

和 24.2 万吨。

从区域看，西北、华北、东北“三北”

地区风能资源丰富，风电建设占全国

风电并网装机容量的 86%。从省份看，

风电并网装机容量最多的 5个省 ( 区 )

财政部预拨可再生
能源电价附加补助
资金148亿元 

2013 年 3 月 29 日，国家财政部

下发了《财政部关于预拨可再生能源

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的通知》（简称《通

知》），《通知》根据财政部、国家发改

委和国家能源局 2012 年下发的《关

于印发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和连续公布的

是内蒙古（1670 万千瓦）、河北（706

万千瓦）、甘肃（634 万千瓦）、辽宁（471

万千瓦）、山东（393 万千瓦）。其中，

内蒙古全年风电发电量为 211 亿千瓦

时，占全区总发电量的 10%。

有关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的第一、

二、三、四批补助目录，对风电、太阳

能、生物质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共拨付

148.11 亿元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

助资金。

其中，风电补助为 93.14 亿元，太

阳能发电补助 24.33 亿元，生物质能发

电补助 30.55 亿元，其他可再生能源补

助 900 万元。在下拨的 29个省（市、区）

中，内蒙古自治区的风电补助最多，为

17.61 亿元，其次是河北省，为 14.75

4

3

2012 年我国风电并网装机规模

已经超越美国，跃居全球第一。其中，

海上风电并网装机容量达到 30 万千

瓦，仅次于英国 (295 万千瓦 ) 和丹麦

(92 万千瓦 )，居全球第三。

亿元，接下来是辽宁、甘肃、宁夏和云

南，分别为 9.96 亿元、6.89 亿元、5.5

亿元和 5.12 亿元。

上述资金将专项用于收购本级电网

覆盖范围内列入四批次可再生能源电价

附加资金补助目录内的可再生能源发电

上网电量等相关支出。《通知》还提出，

要按规定将上述资金及时拨付给省级电

网企业、地方独立电网企业，并会同价

格、能源主管部门加强资金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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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舍弗勒大中华区
风能发电设备研讨会召开

2013 年 3 月 16 日，舍弗勒公司

在三亚召开了大中华区风能发电设备

5
研讨会，来自中国风电领域的 100 多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本次研讨会上，舍弗勒公司介绍

了该公司轴承产品在风力发电行业中

的应用及相关经验，与国内客户进行

了技术交流，以促进国内风电行业的

技术进步。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

专业委员会主任贺德馨研究员应邀在

会上作发言。

贺德馨在总结中国风电行业发展

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中国风电目前主

要面临弃风限电严重、消纳困难、并

网受阻、产能过剩、海上风电发展缓

慢和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等瓶颈。贺德

馨指出：“这几年中国风电技术通过与

国际合作和自身努力，确实有了长足

进步，但是我们在总体设计和关键零

部件的核心技术方面仍存在差距，特

别是自主创新能力亟待加强。”

会上，来自国内相关零部件厂家

的代表还就如何推动风电轴承更好地

应用到风电行业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天津风能协会2013年
年会召开

2013 年 3 月 28 日，天津市风能

协会 2013 年年会暨风电产业创新经

验内部研讨会在天津召开。会议由天

津市风能协会秘书长王长贵主持，天

津市滨海新区经信委副主任曹建军和

天津市风能协会会长徐蔚莉出席会议

并致辞。

针对本次研讨会的创新主题，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

会主任贺德馨、金风科技副总裁吴

凯、维斯塔斯中国公司总经理 Ulrik 

Christensen、天津瑞能电气总经理

侯立军和天津市风能协会副秘书长王

华君分别做创新发展报告。

会上，贺德馨指出，近几年通过

会  议

6

与国外的合作，我国风电技术创新能

力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在总体设计和

关键零部件的核心技术方面仍存在差

距，科技创新能力亟待加强。对此，

他提出：科技创新是保持风能产业持

续、健康发展并实现风能发展战略目

标的必需条件；科技创新要多注重协

同创新，构建好技术创新体系；科技

创新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科

技创新要强化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

究；科技创新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会后，与会专家代表互相交流，

共同探讨我国风电产业发展中存在的

问题和改进建议，天津知识产权局的

发言代表还与大家分享了我国风电产

业专利状况的最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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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风科技“智能微网”
供电纪录创新高

2013 年 3 月 27 日，金风科技宣

布，近日由公司投资建设的包含风力

发电、光伏发电和储能系统在内的“智

能微网示范项目”（简称“智能微网”）

实现了自 2012 年 4月项目投入运行以

来的最高供电记录，单日供电量达到

3.6 万千瓦时，在整个厂区总消费电量

中占到 92%。

按照目前实际运行数据测算，该

项目每年可以直接提供绿色电力约

260 万千瓦时，不但可以满足企业自

7
身用电需求，而且结合国家电网近期

出台的《关于做好分布式电源并网服

务工作的意见》等相关政策，公司还

有望将剩余电力出售给电网公司，为

企业创造额外的经济价值。

金风科技“智能微网”项目工程

师谷延辉表示：“在国家电网的相关政

策出台之前，由于存在一定的政策性

限电情况，智能微网项目的年供电量

约为 160 万千瓦时，相关政策实施后，

该项目发电量将大幅提高。如果将除

自用电量之外的剩余电量返送销售给

电网公司，按照当前脱硫燃煤标杆电

价计算，在不考虑可再生能源补贴的

情况下，每年向电网售电就可为企业

创收约 40 多万元人民币。”

金风科技“智能微网”示范项目

位于北京市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其

电源系统包括一台金风科技 2.5 兆瓦

直驱永磁风力发电机组和 500 千瓦光

伏组件；储能系统采用了锂电池、钒

液流电池、超级电容和飞轮四种储能

方式，负荷运用于金风科技办公楼和

生产车间，并且通过安装公司自主研

发的能量管理系统，可以实现对用户

侧进行柔性电力管理。此外，“智能微

网”系统既可以与外部电网并网运行，

也可以独立运行，适用范围十分广泛。

维斯塔斯全国第二大
备件工具供应中心
落户福建

2013 年 3 月 28 日，维斯塔斯中

国公司传来消息，该公司又一个备件及

工具供应中心在福建落成。该中心重点

为福建、江苏、浙江、广东、海南等省

市的维斯塔斯风电机组供应维修备件

及工具，未来还将辐射到东南亚地区和

国家。

新落成的维斯塔斯备件及工具供

应中心坐落于福建省福清市江阴经济

开发区，占地面积 5000 平方米，其中

仓储面积约为 2600 平方米，是维斯塔

斯在中国除北京以外的第二大备件及

工具供应中心。该中心主要为东南沿

海安装有维斯塔斯风电机组的省份供

应大部件、普通备件、桨叶及维修工具。

小至螺栓，大到发电机、齿轮箱等部件

8

在该中心都有储备。

该工具供应中心的落成是出于便

利客户、加强合作、减少客户库存成本、

提高风电场运营效率的考虑。随着中国

早期安装的风电机组逐渐进入维护期，

以及近年来中国风电场由北向南的发

展趋势，东南沿海省份的风电发展迅

速，维斯塔斯在东南沿海地区售出的

机组总容量已经超过 150 万千瓦。因

此，越来越多的客户希望风电机组厂

商有更加靠近东南沿海的库房。福能、

龙源、华润等风电客户都向维斯塔斯提

出了在机组出现故障停机时应急采购

备件的需求。因此，经过三年多的筹备，

维斯塔斯的全国第二大备件、工具供应

中心在福建落成。

整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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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公司正在研制开发
织物型叶片

2013 年 3 月 19 日，据 GE 中国

公司消息，为了推动风电发电成本进

一步接近传统化石燃料，GE公司、弗

吉尼亚理工大学和美国能源部国家可

再生能源实验室（NREL）将共同开展

研发项目，以期彻底改变风电机组叶

片设计、生产和安装的方式。

“GE 正在编织先进的风电机组

叶片，这将推动我们的清洁能源发

展。”GE 公司全球研发中心首席工

程师、美国能源部先进研究计划署

（ARPA-E）项目负责人Wendy Lin 说

道，“我们正在开发的织物型叶片将会

更加强劲而柔韧、更易于安装和维护。”

GE 公司认为，这种新型设计将

使机组叶片成本降低 25%到 40%，在

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使风电与化石

10

燃料发电成本相近。GE 公司的研究

将聚焦于叶片结构上织物的使用。织

物包裹在像鱼骨架一样的金属结构上，

会被拉紧并蒙在骨架上，从而满足风

电机组叶片运行的需求。传统的机组

叶片使用玻璃纤维，用树脂粘结而成，

更重，需要的人力和时间也更多。

GE 公司表示，多年来，织物被

东汽5.5兆瓦海上
风电机组成功发运

2013 年 3 月 21 日，东气集团旗

下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简称东汽）自

主研发的 5.5 兆瓦海上风电机组从四川

9

往江苏如东潮间带试验风电场发运。

东汽总经理张文峰表示，此次发

运的 5.5 兆瓦海上风电机组是东汽研

制的首台大功率 FD140 型海上风电机

组，实现了东汽海上风电机组研制零

的突破，对东汽海上风电市场的开拓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该 5.5 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具备良

好的海上工况适应型，极强的抗台风

能力。全密封设计与盐雾过滤器配置，

具备了有效的防腐功能，同时还具有

完备的防火设计，有效地消除了火灾

隐患。其DF140A 叶片长 68 米，可适

整 机

证明十分强劲而可靠，公司已经开始

在风电机组塔架中使用类似技术，以

实现更美的外观、更低的成本和更好

的保护。

这一花费 560 万美元的项目将持

续三年。据称，GE公司正开发织物型

机组叶片架构将能实现 20 年的使用寿

命，且织物无需定时维护。

用于 5 兆瓦和 5.5 兆瓦风电机组，是

目前国内自主研发、生产并通过静力

认证试验的叶片。

此外，东汽“6兆瓦风电机组全

功率试验台”是经国家能源局批准、东

汽立项实施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建成

后的 6兆瓦机组全功率试验台具备对

整机及主要部件性能进行全方位验证

和测试的能力。此次东汽 5.5 兆瓦风电

机组的下线发运、DF140A叶片的试制

成功以及 6兆瓦试验平台的建设都标

志着东汽具备了大型海上风电机组成

套自主设计、制造及试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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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变压器安家世界
海拔最高的机场

2013 年 3 月 15 日，德国电力和

自动化技术集团 ABB( 简称 ABB) 如期

性的严格要求。ABB 的雷神干式变

压器已在全球交付 6 万多台，在各种

严苛的运行环境中保持良好的运作状

态。ABB 变压器业务负责人 Markus 

Heimbach 说：“干式变压器安全可靠，

经济合算，设计灵活，具有防尘、防潮、

阻燃、自熄等特性，尤其适合特殊作

业环境。”

经过玻璃纤维卷绕强化后的环氧

树脂是一种具有超高机械性能和介电

强度的材料，采用高低压绕组后，产

品形成紧凑的一体化结构，可以使雷

神变压器大幅度地提高短路承受能

力。此外，采用玻璃纤维材质扩大了

变压器适用的温度范围，从 -60℃的

低温环境到 50℃的高温环境均可以正

常使用。

向中国四川省的稻城亚丁机场交付了

6台功率高达 5860 千伏安的雷神干式

变压器，以大幅提升机场配电系统的

稳定性。预计该机场在 2013 年下半年

投入运营后，乘客将在海拔 4410 米的

高原上起飞着陆。稻城亚丁机场的海

拔高度比目前最高的西藏昌都邦达机

场还要高 77 米。

稻城亚丁机场建成后，将与重庆、

成都、香格里拉、昆明、九寨沟以及

康定机场形成大香格里拉空中环线，

使中国西部旅行更便捷。该机场建成

后，预计年吞吐量为 50 万人次。

此次交付的雷神干式变压器由

上海 ABB 变压器有限公司生产，它

的超强抗短路能力和耐冲击电压能力

能够满足高海拔地区对设备运行稳定

11

中材叶片以高质量
打入国际市场

2013 年 3 月 5 日，由中材叶片

酒泉公司生产的适用于 2.5 兆瓦机组

的 52.5 米大叶片顺利批量启运，该批

即将运送到巴拿马的叶片使中材在海

外销售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也标志

着中材叶片生产制造和技术水平基本

达到国际化水准，海外销售产品系列

进一步丰富。

2011 年以来，中国风电行业转入

深度调整期，中材叶片充分利用国内

市场调整期的时机，主打质量牌，使

其国内市场占有率逐年攀升的同时实

现了系列化、批量化海外销售，产品

得到国际认可。

作为中国风电叶片研发、制造行

业的领军企业和全球风电叶片整体解

决方案和服务提供商，多年来，中材

叶片一直以质量赢得市场，致力于生

产制造国际一流的风电叶片，以质量

品牌树立市场形象，进一步扩大了风

电叶片市场占有率优势。同时，中材

叶片的海外销售和海外布局也取得了

12

零部件

积极的成果，现有的叶片产品已成功

批量销往美国、加拿大、德国、印度、

泰国等国家和地区。另外，中材叶片

积极推进国际化战略实施，在做好产

品国际认证的基础上，还在 2012 年

获得国际知名认证公司工厂生产认证，

为生产符合国际标准的风电叶片建立

了可靠、规范的生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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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车时代新材推出
国内首款风电液体
复合弹簧

2013 年 3月 8日，由南车时代新

材自主研制的风电液体复合弹簧通过

型式试验、台架试验并组装发往风电

场进行正式装机。据悉，这是国内首

款风电液体复合弹簧。南车时代新材

依托在风电减振领域的强大技术实力，

成为国内首家具备风电液体复合弹簧

研制能力的企业。

液体复合弹簧应用于大功率风电

机组齿轮箱减振系统，相比传统的橡

13

铁姆肯无锡工厂获
最佳雇主和企业社会
责任奖项

2013 年 3 月 25 日，铁姆肯公司

宣布其位于江苏省无锡市的工厂先后

喜获两个奖项——“中国年度最佳雇

主”评选活动的无锡 10 强和由无锡市

人民政府新区管理委员会评选的“履

行社会责任先进企业”称号。

铁姆肯公司无锡工厂坐落于无锡

市新区，目前拥有员工约 1300 人，

专业制造应用到广泛工业领域的圆锥

14

零部件

胶弹簧，具有扭转刚度大、其他方向

刚度小的特点，可大大降低传动系统

的过约束载荷，同时能对传动系统的

点头振动提供有效阻尼，属于风电减

振的关键部件。

2012 年年初，南车时代新材成立

了风电液体复合弹簧项目组，克服了

技术领域跨度大、实验难度高等压力。

通过与国际知名液压元器件供应商展

开技术合作，成功攻克了密封元器件

和灌注系统的技术难关。

同时，通过技术高效交流与商务

精心推介，该产品获得国内多家风电

机组公司的青睐，目前已完成各个风

电公司的技术方案设计，有望下半年

实现更大范围的市场突破。该项目成

功获得突破性进展，进一步巩固了南

车时代新材在风电减振领域的行业地

位，液体复合弹簧也将成为该公司新

的利润增长点。

滚子轴承、圆柱滚子轴承、调心滚子

轴承等产品。秉承铁姆肯公司全球经

营理念，无锡工厂长期致力于践行企

业社会责任和不断提升雇主形象。

铁姆肯公司无锡工厂长期重视并

不遗余力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每年

都有工厂的员工志愿者参与众多的公

益活动，包括走进大学与应届毕业生

分享职业发展经验、到小学为学生们

讲授生动有趣的课程、以及探望自闭

症儿童等。在节能环保方面，工厂通

过投资更换厂区和车间内的光源及设

备设施，实现年节电 121 万千瓦时；

而另外一项水处理工艺改造帮助工厂

每个月工业废水排放较之前降低 500

吨。此番获奖是铁姆肯公司无锡工厂

继 2008 年和 2010 年后第三次荣获无

锡新区评选的“履行社会责任先进企

业”称号。

“铁姆肯公司长期致力于可持续发

展，在所有有我们业务的地方都积极投

身社区建设和节能环保，为当地的可持

续发展贡献力量。同时，我们在世界各

地建立了优秀的人才团队，为当地客户

和社区提供差异化的价值。”铁姆肯公

司无锡工厂总经理包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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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议会投票通过
2030年可再生能源
发展目标

2013 年 3 月 14 日，欧盟议会投

票赞同 2030 年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

2020 年可再生能源目标被成功地延续

到 2030 年。

欧洲风能协会法规事务方面负责

人 Stephane Bourgeois 发表评论说：

“欧洲议会再一次认识到，在宏伟战略

目标的推动下，可再生能源产业对欧

洲经济发展、就业率、能源安全和气

候环境等是多么重要。”

 “一旦几周后议会发布欧洲 2030

年能源政策绿色发展白皮书的时候，

欧洲委员会必将留意到议会对此次

可再生能源目标的支持。”Stephane 

Bourgeois 说道。

瑞能电气5年发展彰显
自主创新理念

2013 年 3 月 28 日，在天津市风

能协会年会暨风电产业创新经验研讨

会上，天津瑞能电气有限公司（简称

天津瑞能）总工程师高英俊对公司成

立 5年来在创新方面取得的重要成绩。

据高英俊介绍，截至 2012 年年底，瑞

能电气在风电变流变桨产品、以及适

用于分布式发电和智能微网的风电机

组产品等领域申报的知识产权项目已

经达到 120 余件。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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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议会成员同样谴责了某些欧

盟国家对本国可再生能源支持体制的

不当调整，这些政策调整打击了众多

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者的信心。今年

年初，欧盟一些成员国连续提出要消

减国家在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

零部件

领域的资金补贴。这种政治不确定性

因素无谓地增加了整个风电领域的资

金成本，欧洲风能协会会经常对这些

政策变动提出批评。另外，欧盟委员

会有关绿色发展的白皮书有望在 3月

27 日发布。

国 际

天津瑞能成立于 2008 年，并在

短短 5年的时间内迅速成长为国内生

产规模化、技术能力强，面向世界可

再生能源领域提供电气系统整体解决

方案的供应商。该公司自主研发生产

的兆瓦级双馈式及全功率风电机组主

控系统、变频器和变桨系统，目前已

经成功运行于中国 100 多个风电场，

年产值突破 10 亿元人民币。而且，随

着交流变桨控制系统和双馈式变频器

的批量生产、风电场 SCADA 系统的

投入使用，2009 年，天津瑞能已经发

展成为在风电电气市场具备整体竞争

力的供应商，其率先实施的“兆瓦级

风电机组电控系统产业化项目”被评

为 2009 年天津市二十项重大自主创新

项目。

对于公司的发展路线，天津瑞能

的总经理侯立军表示，这些都应归功

于公司一贯执行的自主创新发展理念。

目前，天津瑞能已形成了 100 多人的

研发团队，并针对市场细分情况为用

户带来个性化的定制产品及服务的保

障。公司坚持每年投入销售收入的 5%

以上作为研发经费，全部用于研发、

实验和技术人员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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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政府暂停40%
风电与光伏发电项目

2013 年 3 月 28 日，据可再生

能源杂志报道，保加利亚有可能暂停

40%的风电和光伏发电装机项目，以

缓解该国政府所说的产能过剩困境，

并稳定电力生产。

保加利亚能源部长 Asen Vasilev

在保能源部官网上的一份文件里提到：

“大约有 40% 的风电和光伏发电开发

商没有向保加利亚中央电力调度系统

提供实时信息，这严重危害了保加利

亚电网的安全运行。”

根据该文件，保加利亚的电网正

在遭遇电力负荷过重的危险，而造成

18

这一危险的原因是风电和光伏领域快

速增长的装机量以及受经济疲软影响

日益下降的国内电力消费情况。文件

还指出，保加利亚政府想通过与邻国

土耳其开展电力交易而摆脱这一束缚。

2013 年 2 月 20 日，由于对高电

价和人民生活条件的恶化的抗议，保

加利亚政府曾宣布辞职，外交官玛

林·莱科夫被任命为临时政府总理，

直到 5月举行选举。

另外，据报道，罗马尼亚能源监

管机构 ANRE 也于 3 月 29 日宣布，

罗马尼亚政府将削减风电、光伏及小

型水电等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补贴，从

而避免给予投资者过多的补贴。ANRE

机构提议，将风电绿色电力证书数量

从每兆瓦 2 个削减至 1.5 个，光伏发

电项目从 6 个绿色电力证书削减至 3

个，而小型水电站的绿色电力证书从

3个削减至 2.3 个。

国 际

印度恢复
风力发电补贴政策

2013 年 3 月 20 日，据可再生能

源杂志报道，印度的电力发展鼓励政

策（GBI）已于今年 2月底恢复。之前

印度政府在 2012 年 4 月废止补贴的

行为给风电领域带来了可怕结果。《印

度商业新闻》头版头条新闻写到：“风

电领域现在终于松了一口气。”据悉，

现在大约有 80 亿印度卢比将拨付用作

2013 年 -2014 年的补贴预算。

印度政府还将通过国家清洁能源

基金会（NCEF）给风电项目提供低息

贷款。在 GBI 政策废除后，印度的风

电开发商一直指望通过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和美国进出口银行等国际机构寻

求基金支持。

此次政策调整未提及同样在 2012

年被取消的风电行业加速折旧费和延

期缴税政策是否会被恢复。全球风能

理事会此前表示，有利于风电行业中

小型产业发展的加速折旧费政策也在

被恢复政策的细则之中。

歌美飒印度公司总裁兼印度风

电机组制造商协会（ITWMA）主席

Ramesh Kymal 先生对 GBI 政策的恢

复表示由衷的高兴：“我们非常开心

风电行业在印度被认同为对该国电力

结构有重大贡献。GBI 政策的恢复对

17
印度已经遭受一年打击的风电产业来

说非常及时。这无疑将增加风电行业

的投资。我相信印度风电产业在 2014

年 -2015 年将迅速恢复活力，并超额

完成每年设定的 500 万千瓦的装机容

量目标。”

印度目前的风电装机容量是 2690

万千瓦，该国计划到 2017 年总装机容

量达到 3000 万千瓦。有分析指出，印

度正为这一目标实现而不断努力，但

是印度 2012 年 -2013 年的目标有可

能无法实现，因为 2012 年 4 月 -12

月期间，印度整个风电容量只增加了

98.23 万千瓦，比 2011 年装机总量的

一半还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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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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西政府提高风电机组
设备国产化指数

2013 年 4 月 1 日，据彭博社报

道，巴西政府近日将进一步提高风

电机组设备国产化指数。巴西政府

2002 年出台的“替代电力能源激励计

划”（PROINFA）共分两个阶段。该

计划最大的特点是内容中包含了风电

机组设备的国产化指数要求。即风电

开发商必须购买一定比例的本地产

品，才有资格参与风电场项目的投

标。PROINFA 计划的第一阶段指数

为 60%，而在目前进行中的第二阶段，

这一指数被提高至 90%。

根据规定，只有达到国产化指

数的公司才能获得巴西国家发展银行

(BNDES) 的融资，而后者是巴西唯一

能为风电产业提供融资的机构。西班

牙风电开发商 EDP Renovaveis 公司

经理雷纳多·瓦伯尼表示，由于选择

本地风电机组零部件价格要比进口高

出不少，因此要达到巴西政府的规定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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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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令机组成本提高 20%左右。

近几年，得益于其良好的风能资

源和政府的激励政策，很多国外风电

企业也纷纷拥入巴西市场，巴西风电

市场发展迅速。2012 年，巴西风电新

增装机容量为 107.7 万千瓦，新增装

机量位列全球第五，而十年前装机容

量仅为 3.1 万千瓦。但是，巴西政府

坚持的设备采购本土化政策使很多想

在巴西风电市场一展拳脚的企业也面

临着严峻考验。丹麦风电机组制造商

维斯塔斯和印度苏司兰能源公司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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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巴西政府提高国产化指数增加

了风电机组制造商的成本，会令一些

外国公司在巴西风电市场难以立足。

据悉，巴西目前总共有 13 家风

电设备供应商开展了相关业务。阿根

廷 Impsa 公司是巴西目前最大的风电

机组供应商，其市场占有率达到 21%，

紧随其后的是全球最大的风电机组供

应商 GE 公司，市场占有率为 17%，

维斯塔斯以 15%的市场占有率位居第

三。不过，也有一些企业表示将继续

留在巴西发展风电业务。

国 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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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 Review

市场自发调节领域，
政府最好退出
文		陆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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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 时评 

在中国，区区一个风电产业需要多少部门管理？你可

能无论怎么背诵下面的名单，都会丢下一两个 ：国家能源

局、国家发改委、国家海洋局、国家气象局、国家林业局、

国家电监会（原）、财政部、国土部、科技部、商务部、工

信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全国人大环资委、

电网公司、地方政府及一系列相关部门。

经由如此多“父母”的精心照料，孩子的生活是否健

康幸福？目前风电产业的普遍共识为，全行业亏损。这虽

有孩子自身及周围环境的原因，但做父母的似乎也难辞其

咎，更何况，主管部门还难以称得上“父母”这个伟大神

圣的词汇。事实上，风电产业出现的问题，有些恰恰是政

府管得太多了，使它难以施展手脚。

新疆达坂城风电场的风电机组以大代小、以新换旧本

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那些 20 多年前安装的老旧机组，功

率只有 300 千瓦，并且接连出现事故，严重影响发电量和

经济效益。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放倒发电能力弱的风电机

组、竖起发电能力强的风电机组，这么简单的事，却由于

各部门管的太严而无法实现。

新疆发改委要重新核准风电场的装机容量和上网电

价、国土部门要看土地利用面积有无变化、国家电网要增

加上网电量结算额度并调整调度措施、电监会则要重新备

案，而这一切的变动最终还要上报到国家能源局。如果不

突破条条框框，以大代小在达坂城风电场业主看来几乎是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随着风电产业的快速发展，政府的过度干预让风电企

业越来越无所适从，甚至扰乱了企业的既定战略。

为了财政收入和 GDP，多数地方政府或明或暗地要

求企业必须到当地建设生产基地，否则在其管辖的一亩三

分地上，开发商不能建风电场、设备商无法销售机组。

据报道，江苏盐城发改委曾特意下发文件给开发商，

希望优先购买华锐风电的机组，原因是华锐风电在盐城投

资数十亿建设了生产基地。然而，“指定购买”带给华锐风

电的快感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就为其带来了难以挽回的局

面，算一算账，还是亏了。

自华锐风电投巨资建设盐城基地以来，开工零零散散、

订单一直不足，用门可罗雀来形容也不为过，目前每天上

班的工作人员只有几十个，几乎处于停工状态，有人士称

这是“把利润固定成了厂房、设备”，江苏大丰的金风科技

厂房同样处于半休眠状态，而与盐城、大丰基地类似的情

况还有很多。风电行业产能过剩与政府的过度干预有着不

可分割的联系。

地方政府过分干预的还不止投建基地，风电开发的可

研报告、工程设计、资料索取等一系列程序，都可见到政府

那只无所不在的大手。就连气象局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清水衙

门也要进来分一杯羹。

2012 年 8 月，黑龙江气象局企图把风电、太阳能资源

勘查这一环节纳入审批，业内称之为“风光国有”、做起了

“风光的买卖”。气象局的理由是加强资源勘测管理，防止国

家机密外泄，然而却无法让世人信服，并且这一地方条例在

法理、程序、与上位法关系等方面出现了诸多纰漏，最终草

草收场，不了了之。

与黑龙江气象局的条例同样草草收场的还有工信部。

2011 年，工信部意欲对风电制造企业设置门槛，发布了《风

电设备制造行业准入标准》，该标准对企业的资产、制造历史、

产能等各方面设立严格的标准，不符合标准的企业，在税收、

土地、环保、信贷等领域将会受到打压，事实上，工信部重

点扶持的只是三家规模最大的风电设备企业。由于受到风电

业界的强烈反对，该标准从来就没有被执行过一天。

管理部门太多，也难免出现“打架”的局面。国家首

轮海上风电招标完成已经近三年了，至今无一动工，除了中

标电价过低外，最主要的障碍是能源局、海洋局、交通运输

部及军队难以协调。

除政府主管部门外，具有行政职能的公司也试图充当

管理者，电网公司对风电等新能源上网做出了巨大贡献，但

同时也阻碍着其继续发展。个别电科院滥用并网检测、不合

规则地弃风限电等现象时有发生。

发电公司则通过控股风电制造企业，产生了大量的关

联交易，国电集团、龙源电力参股国电联合动力，保证了后

者的销售业绩，三峡新能源与金风科技、大唐与华创的关系

与此类似，这在某种程度上减缓了整机企业自主创新的步伐，

那些仅仅凭借产品性价比创造业绩的公司，则面临不公平的

市场环境。

政府应如何管理一个行业，在此可以借鉴国外风电发

达国家的经验，美国鼓励新能源建设，从税收优惠、电价补

贴、行业规划及制止不法行为处着手，欧洲与美国的政策虽

有出入，但其着力点是相通的，至于生产建设资格、招投标、

设备选购、上网电价则交由市场解决最有效率。

过去的数年，中国新能源的命运轨迹中政府一直如影

随形，从行业的政策制定，到地方政府的介入，到具体试点

项目的实施，甚至到未来新能源的发展走向。政府究竟可以

多大程度上介入行业，其边界又在哪里，这值得所有行业利

益相关者深思。 （本文摘自《中国能源报》，题目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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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您觉得国内齿轮箱发展目前处

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与国外相比存在哪些

差距？

宣安光：我国风电齿轮箱产业经历了初期

探索、经验累积、持续改进等阶段，目前发展

基本平稳。

近几年，行业的整顿与质量管理的加强，

以及大量高端设备的引进，为产品提升创造了

条件，我国齿轮箱制造水平已与国际差距不大。

除了在产品设计上要对各种传动型式进行

深入研究，并结合主机传动系统动态模拟分析，

努力掌握核心技术外，齿轮箱产业在制造工艺

方面应加强材料、热处理及加工工艺的研究。

齿轮的承载能力是由外部载荷条件和内部制造

条件如材料质量和工艺过程决定的，因此，必

须对齿轮的设计计算和制造工艺提出严格的要

求，并采取切实有效的质量控制措施来达到预

订目标，从原材料、毛坯、检验、加工、装配、

试验等一系列程序入手，环环相扣，不放过任

何细节。这是国内齿轮箱努力的方向，也是与

国外的差距所在。

《风能》：您觉得我国风电齿轮箱应加强哪

些技术，以促进产业更加健康、持续的发展？

宣安光：高可靠性和长寿命是齿轮箱技术

中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另外，还须加强大型风

电齿轮箱及其配套轴承设计和制造技术的系统

研究，以及基础数据库的建立。

首先，应针对风电增速箱的特点，进行可

靠性分析，包括选取可靠性好的结构，并对重

要零部件和整机进行可靠性分析试验。此外，

计算机软件也是设计制造的重要工具。工欲善

其事，必先利其器。针对我国风电产业的特点，

综合考虑自身因素，编制适合自己企业的专用

计算机软件，是进一步指导生产实践，促进风

电产业发展的重要任务。 
要实现齿轮箱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自主创新是关键。目前我国风电产业还未形成

统一的自主创新平台。促进风电产业链的整合

和协调发展是整个产业链共同努力的目标。风

电齿轮箱产业在整合时要与整机厂、科研机构、

风电场等利益链紧密配合，强化科技支撑体系，

促进自主创新，完善技术标准 ；加强人才培养

和后续服务 ；加快统一、协调的设计试验平台

建设，做到同步建设、科学发展，为我国风电

产业的健康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风能》：前不久，美国对我国风电塔筒实

施“双反”政策，您认为我国风电零部件企业

走出国门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宣安光：风电产业前几年的飞速发展为我

们走出国门奠定了基础，前景较好。走出国门

的关键是产品质量。经过这些年的积淀，风电

企业建立了强化管理体系，正在逐步摒弃传统

的老旧管理观念，产品质量水平有了明显的进

步。但是，我国风电零部件产业在走出国门时

还面临一些挑战。

首先，我国风电零部件产业精益生产管理

体系还比较脆弱，生产技术的掌握和员工精益

生产理念的培育还要较长时间。其次，我们还

须了解出口国市场的国情，要熟知国际通行的

贸易法则，摸清对方市场的状况，特别是竞争

行业渐入精益化制造时期
本刊记者		苏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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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的情况。另外，行业协会可以尝试设立专

门的机构，及时介入，帮助企业顺利进入国际

市场。

《风能》：您如何看待未来风电齿轮箱的技

术发展趋势？

宣安光：风电机组常用的齿轮增速箱传动

形式有平行轴圆柱齿轮多级传动、行星和平行

轴齿轮传动、行星差动齿轮和平行轴齿轮传动、

以及功率分流混合传动等几种。风电齿轮箱的

技术发展方向应是满足风电整机的大功率、高

性能、长寿命要求。

齿轮箱作为传统风电设备的核心部件，其

制造质量是保证机组性能的关键。现在已进入

精益化制造时期，对风电齿轮箱制造中的新技

术、新工艺和新材料应用的要求越来越高。经

过近年来的高速发展，各个企业引进了大量高

端设备，为进一步提高工艺水平提供了条件。

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当前行业调整的时机，加大

对制造技术研发的投入，深入开展关键课题的

研究，切实取得成效。

风电齿轮箱设计制造技术是一个涉及多学

科的综合性技术，并且只有在机组中使用才能显

示出其优良性能和生命周期。产品高性价比才是

制造者追求的最终目标。因此，齿轮箱企业应深

入进行传动技术和工艺技术研究，掌握系统控制

理论和方法，及时总结和积累经验，充实信息数

据库并用其指导生产实践才最具意义。

《风能》：现在有些设备制造企业选择自

己生产风电齿轮箱，作为专门的齿轮箱制造企

业，您认为如何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获得更

多市场？

宣安光：风电机组的齿轮传动系统具有很

强的产品特性，其制造基础涉及材料和热处理、

机械设计与制造、可靠性与动态仿真、数字分

析、噪声与振动等学科。投入风电机组增速箱

制造的企业应具备工业生产实践和技术应用的

功底，特别是要具有足够的工艺装备和丰厚的

经验，这些都是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杭齿）作为一家致力于齿轮箱研发与生

产的企业的主要优势。

现在很多整机厂拓展产业链，自己制造齿

轮箱。但是，如果毫无基础就贸然投入齿轮箱

制造，必将得不偿失。目前，风电齿轮箱产业

形成的产能已数倍于市场需求，杭齿需要做的

就是充分发挥专业齿轮箱厂的优势，加大研发

和制造工艺的投入。

《风能》：由于与德国ZF股份公司的谈判，

杭齿失去了 2003 年至 2006 年风电发展的黄金

时期，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宣安光：确实，杭齿是“起了个大早，赶

了个晚集”。上世纪 80 年代，我们就开始响应

国家的“乘风计划”等风电项目，从传统的船

舶传动拓展到风电传动系统领域。由于 ZF 公司

没有风电业务，杭齿的风电业务在那几年中断。

虽然杭齿后来重新控股，但是到 2006 年 7 月

成立合资公司的时候，公司已经失去了发展最

好的三年。不过，这条路我们还会继续走下去，

现在国家对绿色能源发展还是非常鼓励的，风

电传动系统的前景也很好。

受访者 ：宣安光

1944 年出生，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杭州前进齿

轮箱集团有限公司总工

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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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车风电就像一位很有主见的现实主义者，不保守，不冒进，每一步都走

得稳当而有迹可循。

本刊记者		苏晓

南车风电：有所为有所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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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从近几年国内风电装机容量排名来

看，还是从机组研发与各类市场开发情况而言，

南车风电给人的感觉一直不温不火。但是，这

并不能掩盖南车风电在这个行业的雄心勃勃。

“我们的目标是要进入全国前 5 强。”现任南车

风电总经理梁裕国并不隐晦自己心中的目标，

他对南车风电目前的成绩显然还不满意。经过

两年的沉淀，行业的理性回归重新定位了国内

风电企业的坐标和去留，也让人看到了南车风

电的坚持和稳重。这个从 2006 年开始就致力

于发展新能源产业的央企在轨道交通和电动汽

车领域已经声名远播，接下来，他将用自己的

模式拓展并最终占据在风电领域的一席之地。

这家位于南方的风电企业近期在努力地推

出适应广大南方市场的低风速风电机组，而今

年初刚下线的 WT2000/D110/H85 机型有望成

为其新的业绩增长点。南车风电首席专家张元

林告诉本刊记者 ：“2MW 低风速机组已经受到

了众多业主关注，并连续接到来自低风速省份

的订单，部分机组正在陆续交付中，预计近期

即可实现批量装机。”

借力高海拔

2012 年，南车风电南下的战略初现端倪。

这一年，公司近 400 兆瓦的装机容量中，高

海拔地区风电场项目几乎占了一半。南车风电

的机型开发和生产也开始以高海拔和低风速为

主。梁裕国认为这只是公司的相时而动 ：“风

能资源丰富的三北地区由于弃风限电，综合收

益反而不如南方地区。现在整个国家风电市场

都在南移，我们只是跟随国家的步伐走。”

2013 年春节前后，忙碌的充实感让梁裕

国确信他的战略是对的。这段时间，南车风电

株洲生产基地的员工们工作异常紧张。在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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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的车间里，南车风电制造中心主任李龙

正指挥着现场机组的出库工作。“现在正在装

车的是我们公司 1.5MW 高海拔型机组，这些

机组马上要被送往贵州某风电场。而那边刚

下线的样机是我们新开发出的面向南方地区的

2MW 低风速风电机组，该机组也马上要进入

批量生产，为刚签订合同的湖南省内某风电项

目供货。”李龙告诉本刊记者。

到目前为止，南车风电主要拥有 4 个系列

多款风电机组，分别是 1.65MW 全系列风电机

组、1.5MW 高海拔型风电机组、2.5MW 濒海

和内陆型风电机组、以及 2MW（D110/H85）
低风速风电机组。

张元林告诉本刊记者，进入风电领域只

有 7 年的南车风电，刚开始主要是引进国外的

技术，并最初形成了 WT1650 全系列机组产

品。“不过，国外的机组技术在我国也会遇上

水土不服的问题。我们从最初的技术许可到后

来的联合开发，逐渐形成了‘整合外部设计资

源，以我为主快速推出满足市场需求的整机产

品’的技术开发路线。”张元林进一步解释，“‘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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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外部设计资源’主要是充分利用和借鉴国外

设计公司在载荷计算、控制算法设计等方面的

丰富经验和先进技术，而‘以我为主’则需要

充分考虑我国风能资源和特殊的环境条件，国

内风能资源模型建立以及满足特殊环境条件的

防雷、防凝露等工程化设计和大量国产部件的

校核与验证等都是我们面向本土市场的特殊需

求所做的工作。” 
这一技术开发路线使南车风电在 1.65MW

风电机组的基础上很快研发并生产了风轮直径

达 88 米的 1.5MW 高海拔型机组。“这是南车

风电目前最主流的机组，也是有大批量应用业

绩和大量数据支撑的机组。”张元林认为，高

海拔风电机组不仅奠定了南车风电自主技术基

础，也确立了以市场为导向、为客户提供定制

化产品的经营理念。更重要的是，高海拔机组

的批量生产和装机让南车风电在南方市场尝到

了甜头。

前两年，当很多风电后来者还在为已瓜

分殆尽的“三北”风能资源丰富区扼腕叹息

时，南车风电已悄然盯上风能资源不错但海拔

很高的云贵等高原地区。与“三北”地区相比，

这些区域相对糟糕的交通和建设条件并不被

人看好。

这一次，南车风电占据了先机。到2012年，

公司几乎一半的风电项目都在云南、贵州和甘

肃等高海拔地区，这也将崭露头角的南车高海

拔机型历练成为其销量最好、技术最成熟的机

型。2012 年，在高海拔地区的批量订单进一

步稳固了南车风电高海拔风电机组在国内市场

份额第一的地位。其间，不乏多个风电场业主

对该机型可利用率的认可。

“这些机组在甘肃华电和云南华能的某几

个风电场运行一年多以来，业主反映的发电量

都比预期的要高。尤其是在甘肃华电某风电场，

那里安装的 66 台高海拔机组，到每年 7、8 月

份就可以完成当年的目标发电量。”梁裕国对

此十分满意。

高海拔机组的成功加快了南车风电南移的

进度。紧跟 1.5MW 高海拔机组的成功，南车

风电相继推出了 2.5MW 濒海和内陆型风电机

组以及 2MW（D110/H85）低风速风电机组。

自成产业链

从机型和市场份额来看，南车风电的摊子

铺得并不大。相对其背后固有的成熟产业链来

说，南车风电需要做的只是如何在此基础上将

客户的需求不断细化。

2006 年底，依靠在轨道交通牵引技术方

面 50 多年的深厚积淀，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研

究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株洲所）在风电整机

装备领域初试身手。“风电是发电，对轨道交

通来说就是供电，风电与轨道交通的整个技术

都有相似性，包括整个传动链。”张元林简单

描述了当年南车跨界发展的原因。不可否认，

中国南车在齿轮箱、发电机、控制系统和变流

器等关键零部件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这还包

括从牵引技术领域同时延伸过来的人才和资金

优势。

早在进入风电整机行业前的 2003 年，中

国南车便开始自主研发风电机组的关键零部

件，包括发电机、变流器和弹性减振元件，并

且成功研制了一系列风电机组控制系统。作为

南车风电兄弟公司的时代新材则全面掌握了叶

片结构翼型设计、模具制造和成型工艺等方面

的核心技术。时代新材生产的叶片不仅用于南

车风电，还供货给国电联合动力、东汽、浙江

运达等国内其他大型风电企业。到 2011 年，

中国南车实际上已经拥有了包括发电机、叶片、

变流器、齿轮箱、轮毂、主框架在内的完整产

业链。

不过，在很多风电企业都开始收拢自己产

业链的时候，梁裕国却认为南车风电的全产业

链潜力还未挖掘出来。这位对株洲所变流技术

充满信心的总经理有意在接下来几年将风电变

流器产品推出去。在他看来，作为整个株洲所

的王牌产品，变流器不仅是南车步入风电领域

的缘起，更应该是南车风电今后着力挖掘的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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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板块。

另外，梁裕国还打算推出南车风电自己的

风电场综合监控系统。在南车风电的总经理办

公室，他一边翻看着每天售后服务人员反馈的

风电机组运行信息，一边告诉本刊记者：“目前，

国内的风电场很多都是建在偏远地区，条件艰

苦，运维困难，风电场综合监控系统的确是后

期需要不断投入的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在他

看来，南车在轨道交通方面实现列车控制、状

态监控和故障诊断的强大信息系统都可以很好

地借鉴到风电领域。

当然，作为不同公司在不同阶段选择的一

种发展模式，全产业链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和市场效果。

“有些企业在完全没有风电相关技术支撑

的情况下花重金打造一个风电机组制造的全产

业链，等于是从零开始，这种做法本身充满风

险。”张元林对本刊记者解释，“我们的全产业

链是相对开放的，目的是在各部件厂独立参与

市场竞争的同时打造整体核心竞争力，这些公

司只是做自己最专业的事情。”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一年一度的满意度

调查中，几乎所有的客户都对南车风电叶片、

电机和齿轮箱等产业链大型部件给予了高度认

可。这些产品在运行中表现出的优越性，使其

受到众多投资商的青睐。经过几年的厚积薄发，

南车风电围绕整体产品质量和整合优势资源的

全产业链模式优势开始凸显。

南车风电的产业链优势还包括从集团公司

沿袭的先进生产和管理经验，譬如已经在轨道

交通技术和生产上运用得非常成熟的精益生产

和售后服务管理理念。

 “我们现在整个车间的目视化率可达

100%，在车间干活即使不认识一个字，也不

会弄错。”梁裕国认为这主要得益于 2009 年南

车风电正式引入的源自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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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生产方式。迄今为止，南车风电已逐渐搭建

起一套完善的精益生产体系。

此外，南车风电党总支书记兼副总经理

陈文劼还告诉本刊记者 ：“在服务这个环节上，

我们不断借鉴多年变频器维护技术的经验，将

应用技术、设计技术和维修技术等不同层次技

术的相互作用关系很好地运用到了风电领域。”

2009 年，陈文劼开始摸索着从文化建设

和服务体系建设多个方面建立南车风电自己的

售后服务队伍。这位有着多年公司管理经验的

领导清楚地认识到，将南车集团内外有效资源

“为售后服务所用”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建

设。并且，对照南车轨道交通的绿荫服务理念，

陈文劼率领的南车风电服务团队也推出了自己

的品牌——“南风服务”。

“两海”张与弛

尽管在全产业链的打造和市场布局上，南

车风电独树一帜，但纵观公司的整体棋局，却

是张弛有度，尤其是“海上”和“海外”的两

海战略。

从 2010 年上海东海大桥风电场示范项目

和江苏第一批海上风电核准项目招标以来，发

展海上风电的呼声一直都很高。很多国内风电

企业也相继在我国江苏、福建和山东等沿海地

区树立了自己的样机，但是南车风电却显得较

为谨慎。“从技术角度而言，海上风电在技术

上的要求比陆上风电至少高出一个档次。”对

此，张元林心存隐忧，“如果还是之前的‘拿来’

技术，没有自己的底蕴，那么在海上付出的代

价会比陆上高出数倍。”

“我们的战略是积极跟进，但是不当第一

个吃螃蟹的人。”张元林认为前两年对海上风

电的热炒实际上是雷声大、雨点小。2010 年

国家在江苏的首批海上风电招标项目迟迟不动

工暴露了一些问题，也使南车风电调整了进军

海上风电市场的步伐。“我们做了充分的技术

和市场调研，目前基本的判断是海上风电技术，

包括基础、吊装、安装船和海底电缆等推广还

存在一定的问题，另外还存在海洋区域功能划

分等整体规划上的问题。”

不过这并不表示南车风电在这块领域不作

为。梁裕国解释：“在海上风电这块，我们会紧

跟国家的步伐。但是，我们目前的工作主要是

前期的设计和工程化研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

需做全方位的评估和规划，以求稳步‘下海’。”

据本刊记者了解，南车风电的 5 兆瓦海上

风电机组也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研发，为国内整

个海上市场的启动做准备。

与海上风电发展战略不同，南车风电在海

外市场上开始加紧行动，这也是南车风电对国

内风电形势做了充分考虑后的打算。“现在国

内市场存在窝电、建设放缓的情况，内部市场

还不足以支撑整个产业规模。因此，我们尽量

通过扩大市场份额来保持公司的持续发展，海

外市场便是一条重要的路径。”梁裕国说道。

其实，对比 2012 年中国风电装机统计报

告前 20 家风电整机商的国内和国外业务，不

难发现，南车风电的主要订单还是来自国内陆

上风电场。而国内其他一些风电整机制造商如

金风科技、华锐风电和明阳风电等在国外市场

的表现也撩动着梁裕国的心。

2012 年，南车风电成立国际部，正式向

海外启航。依靠整个南车集团在全球范围内的

影响力，目前南车风电已与北美、巴西、新西兰、

澳大利亚等地投资商达成了合作意向。“不过，

投资方面我们一直比较谨慎，并不希望完全以

投资换市场，更多地是考虑通过南车集团的战

略布局走国际化道路。”这也透出梁裕国的“海

外”市场“打法”。

不管张弛有度的两海战略，还是势在必得

的南方市场，7 年的积累俨然已经让南车风电

走得更加自信和稳健。正如梁裕国谈吐间所传

达的气度和风格，南车风电从来不避讳自己的

不足，也毫不掩饰自己的长处和坚持。“作为

中国南车‘十二五’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风

电在未来几年必将成为中国南车的支柱产业之

一，我们决不会由于目前的困难而轻言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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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福：给力客户给力自己

倍福德国总部。

子解决方案。

倍福公司于 1980 年成立于德国，

与深耕在机电行业的某些跨国企业相

比，它似乎显得还相当年轻。但也许

正是因为年轻，才能够率先将自动化

技术运用于机电产品控制领域。

因产品很快得到广泛认可，且始

终维持着自己的创新能力，倍福公司

的发展速度颇令人刮目相看。目前，

这家公司已经在世界各地设立了 30 多

家分支机构，加上合作伙伴，其业务

已经遍及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

1997 年，倍福开始进入中国市场。

2001 年，倍福在北京设立了中国区第

一个代表处。当在上海成立独资公司后，

倍福在中国的业务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

期。据介绍，该公司在中国的销售额每

年以 50% 以上的速度增长，2008 年突

破 1 亿元，3 年后便达到了 7 亿元。

“倍福从未停止过创新的脚步。”

倍福自动化有限公司风电行业经理马

兴凯对本刊记者说，“倍福的创新产品

和解决方案被广泛应用于风力发电、

半导体、光伏太阳能、金属加工、包

装机械、印刷机械、塑料加工、轮胎

加工、木材加工、玻璃机械、物流输

送以及楼宇自动化等众多领域。”

在马兴凯一一罗列的行业中，倍

福的产品市场占有率都相当高。其中

兆瓦级风电机组控制系统中，倍福产

品的占有率超过 50%。

      兼容产品

事实上，无论是在哪个行业，倍

福所提供的方案都是由该公司 4 大类

产品中的一些所组成的。通过这些产

品可以构成一套完整的、相互兼容的

控制系统，为各个工控领域提供开放

式自动化系统和完整的解决方案。能

     持久创新

前不久，倍福公司刚刚举行了庆

祝其入驻中国 10 周年的仪式。倍福在

中国的这 10 年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述 ：

“从推广现场 I/O 模块到为客户提供完

整的解决方案。”实际上就是从销售单

一但有革新意义的产品，到为满足客

户最大化的需求，提供定制化的一揽

1
2

本刊记者		赵靓

由倍福提供控制系统
的风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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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这些产品随意搭配组合，本身

是相当费功夫的，需要有一个长远的

产品规划。而在这个规划中，产品兼

容性需要摆在显著位置。

倍福的 4 大类产品包括其最早引

入中国的现场总线模块和工业 PC、驱

动产品以及 TwinCAT 自动化软件。

虽然名称听上去令人难以理解，

但这些产品的使用原理还是相当接近

我们常接触的电子设备。现场总线模

块犹如乐高积木一样被拼起来，安装

在导轨上，使一团乱麻般的集线工作

变得相当优雅而有效，如果你童心未

泯，甚至还可以说是有趣。这些模块

具有相当强的兼容性，共有 17 种现场

总线、400 种总线端子模块可以进行

自由的搭配选择，其信号混合无限制，

并可以集成嵌入式控制器、以太网接

口，连接各种传感器、执行器。

工业 PC 则更好理解，就是在工

业生产中所使用的计算机产品。一般

来说，这类计算机与我们每天使用的

电脑相比更追求稳定和效率，定制化

程度更高，存在形式相当丰富，有面

板式的，台式的，还有抽拉式的，甚

至有的被嵌入控制器当中，可以被安

装在导轨上，与现场总线模块相连的。

这些工业 PC 是机电产品与控制人员

之间的桥梁，使用起来如同个人计算

机一样便捷。

驱动类产品是最终执行控制人员

意愿的机器。倍福的此类产品包括同

步伺服电机、线性伺服电机，这些电

机包括多种规格。

而 TwinCAT 自动化软件则是赋

予以上 3 种产品灵性的软件。因其基

于微软的 Visual Studio 语言环境，可

以在 Windows 系统中安装使用，是真

正使得各种倍福硬件产品进行有效运

行、沟通与控制的中枢机构。

      风电应用

“倍福很重视新能源行业的发展，

也期望在该领域起到相应的作用。倍

福涉足风电行业已有十几年的时间，

早先在德国总部吕贝克成立了风电研

发中心，专注于风力发电机控制系统

的开发。2009 年在中国成立了本土风

电技术团队，为中国客户提供更方便

快捷的服务。” 马兴凯说。

目前，倍福的嵌入式 PC 控制器、

EtherCAT 总 线 系 统 以 及 TwinCAT 
PLC 自动化软件在风电领域得到了相

当广泛的应用和认可。凭借着较强的处

理能力和灵活多样的总线接口、人性化

的编程界面得到了不少客户的认可。

这些认可的由来，在马兴凯看来，

主要还是基于倍福对 PC 控制技术的

自动化控制系统以及基于工业以太网

的总线系统越来越成为工业领域的标

准和规范。据他介绍，倍福一直是这

两项技术的倡导者和领跑者，与其他

一些公司有所不同的是，其还累积有

多年的相关经验和丰富的产品系列。

可以说，“让我们的客户更具有竞

争力”早已不仅仅是倍福的口号，而是

其每天都在落实的事情。这种围着客户

转，给力客户才能给力自己的价值观，

不但没有让倍福背负更沉重的负担，反

而成为其极具竞争优势的渊源。

目前，倍福的产品已被应用于

5MW 型风电机组中，该公司每年都向

风电行业提供超过 6000 套运行管理系

统和变桨系统控制器。

虽然风电行业已脱离爆发式增长

时期，但在倍福未来的发展规划中，

对该领域的投入仍占有重要地位。马

兴凯指出，倍福将在风电领域目前良

好的形势下，继续发挥自身的技术创

新优势，开拓更大的市场，进行更广泛、

深入的专业服务。

“首先要服务好现有客户。对已

经合作的客户，倍福的技术团队会全

力提供自己的专业知识，按照客户需

求进行系统改造和升级优化，适应未

来风电市场对技术更高的要求。同时，

倍福将在多兆瓦级以及大型海上风电

机组控制系统的开发和应用领域投入

更多精力，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马

兴凯谈到，“另外，公司近年来倾力

推广的 EtherCAT 实时工业以太网和

XFC 极速控制技术，也将为中国高端

制造业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3

倍福基于PC的风力发电机组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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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
至 2012 年年底，全球风电新

增装机容量达到 4500 万千瓦，

同比增长 10%。全球风电累计

装机容量达到 2.83 亿千瓦，同比增长 19%。

近 4500 万千瓦的新增风电装机带来了约 560 
亿欧元的投资。考虑到宏观经济发展状况，风

电行业依然表现良好，即便该数据低于过去 10 
年 22％ 的年平均增长率。

由于欧洲经济持续放缓、美国政策的不确

定性，2011 年年底对风电市场增长的预期有

好有坏，其中 2012 年的情况也很难预测。但是，

2012 年风电在北美、欧洲等传统市场的装机

容量却是创纪录的一年。

近几年发展遥遥领先的中国在 2012 年放

缓了脚步，这意味着 2012 年美国重新坐上风

电新增市场的头把交椅。但是，2012 年亚洲

仍旧主导着全球市场，北美紧随其后，欧洲位

列第三。

2012 年，全球大部分风电装机集中在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内部，这是

2009 年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这主要是美国

市场异常强劲以及好于预期的欧洲市场造成的。

到 2012 年年底，全球风电装机容量超过

100 万千瓦的国家已经上升到 24 个 ：其中欧

洲 16 个，亚太地区 4 个（中国、印度、日本

和澳大利亚），北美洲 3 个（加拿大、墨西哥、

美国），以及拉丁美洲 1 个（巴西）。

展望未来，各个地区风电发展前景复杂。

虽然美国的生产税收抵免（PTC）已续期一年

（实际上是近 2 年），但是在中短期内整个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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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色列、约旦、肯尼亚、利比亚、尼日利亚和南非；
2.	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泰国和越南；
3.	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罗群岛、前南斯拉夫地区及马
其顿共和国、匈牙利、冰岛、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挪威、罗马尼亚、俄罗斯、瑞士、斯洛伐
克、斯洛文尼亚、乌克兰；
4.	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
利、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
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典、英国；
5.	加勒比地区：阿鲁巴岛、荷属加勒比地区、库拉素、瓜德罗普岛、古巴、多美尼加、洪都拉斯、牙买加；
6.	哥伦比亚、智利、厄瓜多尔、秘鲁。
请注意：以上数据包括263MW的退役项目和因为四舍五入导致的数据偏差。

表1 全球风电装机容量（MW）——分区域、国家装机列表

2011年底 2012新增 2012年底

中东和非洲

突尼斯 54 50 104

埃塞俄比亚 － 52 52

埃及 550 － 550

摩洛哥 291 － 291

伊朗 91 － 91

佛得角 24 － 24

其他 1 23 － 23

总和 1033 102 1135

亚洲

中国 62364 12960 75324

印度 16084 2336 18421

日本 2536 88 2614

台湾地区 564 － 564

韩国 407 76 483

巴基斯坦 6 50 56

其他 2 109 － 108

总和 82070 15510 97570

欧洲

德国 29071 2415 31308

西班牙 21674 1122 22796

英国 6556 1897 8445

意大利 6878 1273 8144

法国 6807 757 7564

葡萄牙 4379 145 4525

丹麦 3956 217 4162

瑞典 2899 846 3745

波兰 1616 880 2497

荷兰 2272 119 2391

2011年底 2012新增 2012年底

土耳其 1806 506 2312

罗马尼亚 982 923 1905

希腊 1634 117 1749

爱尔兰 1614 125 1738

奥地利 1084 296 1378

欧洲其他 3 3815 1106 4922

欧洲总和 97043 12744 109581

欧洲 27 国 4 94352 11895 106041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巴西 1413 1077 2508

阿根廷 113 54 167

哥斯达黎加 132 15 147

尼加拉瓜 62 40 102

委内瑞拉 － 30 30

乌拉圭 43 9 52

加勒比地区 5 271 － 271

其他 6 229 － 229

总和 2280 1225 3505

北美

美国 46929 13124 60007

加拿大 5265 935 6200

墨西哥 569 801 1370

总和 52763 14860 67576

大洋洲

澳大利亚 2226 358 2584

新西兰 623 － 623

太平洋群岛 12 － 12

总和 2861 358 3219

全球总和 238050 44799 282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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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全球风电累计装机前十（截至2012年底）	

图3		全球风电新增装机容量（1996年-2012年）

图2	全球风电新增装机前十（截至2012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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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全球风电累计装机
容量（1996年-2012年）

图5	不同区域风电年新增装
机容量（2005年-2012年）

图6	2013年-2017年全球
风电市场发展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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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与政治气候很可能影响该国对可再生能源

的支持力度。欧洲立法框架和 2020 年目标确

保了一定程度的稳定性，但是，最近欧盟各国

国内可再生能源支持政策的不确定性，加上持

续的主权债务危机导致 2013 年的市场前景并

不确定。

2012 年亚洲市场明显放缓的主要原因是

中国市场整合、印度风电发展补贴政策的中止，

不过预计这些问题会是暂时的。亚洲在全球风

电市场的主导地位有望继续。2013 年将是加

拿大、巴西和墨西哥风电强劲增长的一年，同

时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将有几十万千瓦的项

目上线，譬如在南非、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

2013 年，全球风电装机容量将有较大规模增

加，蒙古、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的新项目

也将上线。

图7	2012年-2017年全球分
区域年新增装机容量预测

图8	2012年-2017年全球分
区域年累计装机容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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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据全球风能理事会（GWEC）

发布的 2012 风电发展报告，

截至 2012 年年底，全球风电

新增装机容量达到 4500 万千瓦 , 同比增长

10%。全球风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 2.83亿千瓦 , 
同比增长 19%。这一增速虽然比 10 年来风电

发展 22% 的年平均增速下降很多，但是在目

前全球经济发展大背景下，风电依然属于高速

增长的行业。

回首 2011 年年末，业内观察者对于 2012
年风电市场的发展充满困惑，特别是美国和

欧洲市场。一方面，欧洲市场受欧债危机影

响，各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和补贴都受到一些

限制 ；另一方面，美国的 PTC 政策能否延续

尚不明朗。因此这两个市场的发展让人难以捉

摸。然而到 2012 年年末，这两个市场的发展

都大大超乎人们的预料，在 2012 年实现了创

纪录的发展成绩。其中，新增装机容量欧洲达

到 1274 万千瓦 , 美国 1310 万千瓦。这两个市

场的骄人成绩是 2012 年全球风电市场表现卓

越的主因。

相比之下，亚洲市场在过去一年的增长速

度大幅下降。中国自从 2009 年新增装机超过

美国而成为全球年市场冠军以来，首次将第一

的位置让与美国。与此同时，由于印度政府在

2012 年突然同时停止了加速折旧 (AD) 和基于

发电量的激励（GBI）这两项对风电最为重要

的补贴政策，其风电增长速度也放缓。然而，

2012年全球风电发展
分析与展望1

亚洲风电装机容量依然领先于欧洲和美国，达

到 1551 万千瓦。 
不同于过去 3 年的是，经合组织国家

（OECD）的装机容量超过了非经和组织国家，

这也得益于欧洲和北美市场的增长，以及亚洲

市场的增速下滑。截止到 2012 年年底，全球

风电装机容量超过 100 万千瓦的国家达到 24
个，其中 4 个在亚太地区，包括中国、印度、

日本和澳大利亚 ；三个在北美（加拿大、美国

和墨西哥），一个在拉丁美洲（巴西）。

在全球风电新增市场排名前十的榜单上，

值得指出的是近两年来增长强劲的一些新兴市

场，比如首次进入榜单的拉美国家巴西（第 8
名，107.7 万千瓦）和东欧国家罗马尼亚（第

10 名，92.3 万千瓦）。相较 2011 年，亚洲劲

旅中国和印度的名次均有下滑，分别让位于美

国和德国。而老牌欧洲风电大国西班牙受制于

国内经济环境，可再生能源支持政策出现巨大

变化，国内可再生能源产业也受到巨大打击，

风电新增装机仅为 112.2 万千瓦。和 2011 年

相比，2012 年累计装机容量排行榜变化不大，

英国因 2012 年表现良好的风电市场而跃升两

名至第 6 名。其他国家排名均无明显变化。

亚洲：中国、印度依然引领前路，
更多国家开启风电破冰之旅

亚洲连续 15 年成为全球最大的风电市场，

文	乔黎明

1.	本文基于全球风能理事会2013年4月出版的《全球风电发展2012》（Global	Wind	Report:	Annual	Market	
Update	2012）撰写而成。	报告更多内容详见http://www.gwec.net/publications/global-wind-repor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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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新增装机容量为 1500 万千瓦。其中，

中国和印度始终引领亚洲发展，日本和韩国形

成第二梯队。从 2012 年开始，一些新兴风电

国家如蒙古国、巴基斯坦等也开始发展风电，

实现了风电零的突破。一些历史上风电有过零

星发展，但是受制于政策、经济条件未能大规

模发展的国家，如菲律宾和泰国，过去一年也

取得了很大的政策突破，为未来几年风电发展

奠定了良好基础。

2012 年，在全球风电年新增装机容量排

名榜上，中国仅以 16.4 万千瓦的差距落后于

美国，未能蝉联第一。不过，2012 年，中国

风电本身实现了诸多突破，风电首次超过核电

成为排名第三的电源，其发电量也首次达到了

整个电力的 2%，高于 2011 年的 1.5%。从累

计装机容量来看，过去 3 年，中国风电装机总

量从 2580 万千瓦增长到 7538 万千瓦，保持

了其累计装机容量第一的地位。

2012 年，由于印度停止了 AD 和 GBI 两
项政策，其风电市场增长缓慢，年新增装机容

量为 233.6 万千瓦 , 累计装机量 1842 万千瓦。

到 2012 年年底，印度可再生能源占电力总装

机容量的 12％以上，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从

1995 年的 2％上升到 6％左右，风电占可再生

能源总发电量的 69％，占总装机容量约占 8%2。

日本 2012 年新增机组容量为 8.8 万千瓦，

总装机容量达到 261.4 万千瓦。2011 年 3 月

福岛核事故后，日本能源系统正在缓慢转型，

并鼓励更多的风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发展。然

而，消除现有的障碍还需要很长时间。日本未

来海上风电发展前景广阔。

韩国政府将“绿色增长”作为国家发展的

重点之一。虽然风电技术相对还不太成熟，但

2012 年韩国有 7.6 万千瓦的新增陆上风电，使

该国风电总装机容量达到 48.3 万千瓦。2012
年韩国推出的“可再生能源配额标准”有望在

未来加快推动新风电项目，政府预计到 2022

年风电装机超过 1500 万千瓦。同时，韩国政

府还有大量海上风电发展目标，如中央政府推

动的 2019 年 250 万千瓦海上风电发展目标和

地方政府推动的 450 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

2012 年，一些亚洲国家实现了风电装机

零的突破。其中，巴基斯坦在 2012 年新增装

机容量从零上升到 5.6 万千瓦，目前在建项目

已近 15 万千瓦，至 2013 年年底预计共有 70
万千瓦的项目可能实现财务结算。另外，蒙古

国首个 5 万千瓦商业运营的风电场项目将在

2013 年夏季投产。

北美：美国装机容量破记录，加拿
大、墨西哥市场稳定增长

在过去 10 多年，PTC 政策的不确定给美

国造成了“繁荣－萧条”的周期性循环发展模

式。2012 年是美国风电业有史以来发展最强

劲的一年，其风电新增并网装机容量为 1310
万千瓦 , 累计装机从 2011 年的 4690 万千瓦提

高到目前的 6000 万千瓦。2012 年，风电成为

美国新增发电的最主要来源，大概占新增发电

量的 42％。2012 年也是美国所有可再生能源

大发展的一年，其可再生能源发电占全国新增

发电量的 55％以上。

美国国会将本应在 2012 年 12 月 31 日结

束的 PTC 政策延长到 2014 年 1 月 1 日。PTC
政策延长后，由于大部分可能建立的风电项目

在 2012 年底前已经完成，因此 2013 年美国市

场发展将大幅放缓。对此，之前有关于 2013 年

美国市场的预期普遍认为今年美国市场会非常

低靡，新增装机甚至不会超过 200 万千瓦 , 但
实际情况表现得不像预期的那么糟糕。

加拿大 93.5 万千瓦的新增风电装机使其

成为 2012 年第九大市场。与 2011 年的 126.7
万千瓦相比，加拿大的风电市场略有放缓，但

仍是有史以来发展第二好的年头。加拿大业

2.	http://www.cea.nic.in/reports/monthly/executive_rep/dec12/1-2.pdf，2013-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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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人士预计，2013 年将是该国风电发展创纪

录的一年，新增装机将近 150 万千瓦。另外，

墨西哥 2012 年的装机容量翻了一倍多，达到

80.1 万千瓦，总装机容量达到 137 万千瓦，并

因此跨入风电装机超过 100 万千瓦的国家（位

列第 24 名）。

欧洲：市场表现强于预期，经济危
机中风电表现不俗

2012 年，欧洲新增风电装机容量达到

1274 万千瓦，其中欧盟国家共有 1190 万千瓦；

风电在欧盟新增电力装机中占 26％并满足了欧

洲电力 7％的需求，比 2011 年年底的 6.3％和

2009 年的 4.8％有所上升。

2012 年，欧洲新增风电装机容量领先的

国家分别是德国（241.5 万千瓦）、英国（189.7
万千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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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波兰（88
万千瓦）。在累计装机容量方面，德国再次领

先（3131 万千瓦 , 占欧洲风电累计总容量的

30％），其次是西班牙（2280 万千瓦 ,22％）、

英国（844.5 万千瓦 ,8 ％）、意大利（811.4
万千瓦 ,8％）和法国（756.4 万千瓦 ,7％）。

目前，风电行业正遭受经济危机和整个欧

洲实施的紧缩政策影响。总体而言，2012 年欧

盟国家在执行欧盟 20% 可再生能源目标而制定

的“国家可再生能源行动计划（NERPA）”方

面普遍比预测中落后了近 200 万千瓦（1.7％），

有 18 个成员国落后，特别是中、东欧国家，

包括捷克共和国、法国、匈牙利、希腊、葡萄

牙和斯洛伐克等。

2012 年德国风电市场继续保持稳步增长，

2013 年预期前景稳定。然而，德国环境部长

彼得 •奥特梅尔最新提出的可再生能源长期固

定电价的改革计划造成了负面影响，使投资者

对未来德国风电项目的信心受到打击。尽管受

国内紧缩政策影响很大，但 2012 年西班牙依

旧是欧盟第二大、全球第七大风电市场。不过，

预计在 2013 年该国装机容量将急剧下降，未

来的情况尚不能确定。英国有欧洲最好的风能

资源，其 2012 年新增装机容量达 189.7 万千

瓦，占欧洲新增风电装机容量的 16％，包括陆

上的 104.3 万千瓦和海上的 85.4 万千瓦，这

使英国在去年欧洲能源排名上列第 2 名。2012
年英国的风电产能同比增加了 33％，同时风电

总发电量满足了其电力需求的 5.5％，比 2011
年的 4％有所上升。意大利现在风电总装机容

量为 814.4 万千瓦，比 2011 年的 673.7 万千

瓦有所上升，是全球第七大风电市场。法国的

风电发展也在稳步增长，现在已达 756.4 万千

瓦。法国政府表示到 2020 年需要 2500 万千

瓦风电，但从目前看来这个目标将很难实现。

拉丁美洲：巴西发展迅猛，领先其
他国家

拉美市场风电新增装机容量第一次超过

100 万千瓦。2012 年该区域 6 个市场新安装

风电机组容量 122.5 万千瓦，使总装机容量超

过 350 万千瓦。巴西以 107.7 万千瓦的新增装

机容量领先于拉丁美洲其他国家，这一数字也

使巴西跻身于风电累计装机容量超过 200 万千

瓦的国家行列。到 2016 年，巴西大量的待建

项目预计有近 700 万千瓦的装机容量。阿根廷

新增了 5.4 万千瓦的风电装机容量，使 2012
年总装机容量达 16.7 万千瓦。阿根廷具有丰

富的风能资源，市场前景广阔。许多风电项目

正在开发中，这可以缓解该国长期的电力短缺。

有分析人士称，阿根廷的风能资源是整个拉丁

美洲电力需求的七倍还多。2012 年，委内瑞

拉的第一个3万千瓦的商业化风电场项目投产；

乌拉圭新增装机容量 0.9 万千瓦项目投产，其

总装机容量达 5.2 万千瓦。在中美洲和加勒比

地区的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也有新项目。尼

加拉瓜的新增装机容量为 4 万千瓦，总装机达

到 10.2 万千瓦，哥斯达黎加新增装机容量 1.5
万千瓦，总装机容量达 14.7 万千瓦。



国际 | International

40  风能 Wind Energy 

大洋洲：澳大利亚继续领跑

大洋洲总装机容量在 2012 年突破 300
万千瓦大关。澳大利亚 2012 年新增装机容量

达 35.8 万千瓦（2011 年为 23.4 万千瓦）。新

西兰目前有一个 6 万千瓦的项目在建，但电

力需求不旺将意味着除了已批准的 150 万千

瓦左右的风电项目，该国并没有多大市场。澳

大利亚政府的“可再生能源目标计划”提出到

2020 年由可再生能源提供澳大利亚 20％的电

力需求，预计在 2020 年使可再生能源产能超

过 450 亿千瓦时。同时，澳大利亚的碳排放市

场从去年开始运行，该市场目前已经与欧盟的

ETS 实现了连接。碳价的介入使风电成本大幅

下降，甚至比某些燃煤发电厂的成本更低。

非洲和中东

非洲和中东地区已经开始开发其巨大的风

能资源，虽然就绝对值而言，2012 年非洲风

电增长仍然不大，该地区装机容量刚刚超过 10
万千瓦，然而，一些国家已经宣布计划长期建

设大量具商业规模的风电项目，包括南非、埃

塞俄比亚、摩洛哥、肯尼亚、沙特阿拉伯和其

他国家。

非洲风能资源最好的地区是沿海和中东部

高地，但直到去年，风电规模开发还集中在北

非和东非。北非和东非也是现今国家风电政策

扶持重点区域。2012 年年底，非洲和中东地

区总装机容量超过 113 万千瓦，风电项目集中

在 6 个国家：埃及（55 万千瓦）、摩洛哥（29.1
万千瓦）、突尼斯（10.4 万千瓦）、埃塞俄比亚

（5.2 万千瓦）、伊朗（9.1 万千瓦）、佛得角（2.4
万千瓦）。

2013年-2017年全球风电市场预测

由于美国风电装机数的下滑、中国和印

度市场的复苏比预期要慢、以及欧洲风电增

长放缓，我们预测在 2013 年风电新增装机将

不到 4000 万千瓦，同比下降 11.6%，但是会

在 2014 年大幅回升，略微超过 2012 年。从

2014 年至 2017 年市场以平均每年超过 11％
的速度增长。整个 2013 年至 2017 年期间，

风电平均每年的市场增长率接近 7％，2017 年

达到每年 6100 万千瓦。

累计起来，这意味着在此期间的平均增

长率约达到 13.7％，远低于 10 年的平均数

20%。目前的发展意味着要超过过去 10 年

20％的平均增长率，若没有出现推动市场的某

种全球性政策，则很有挑战性。我们预计，到

2017 年年底，全球累计装机容量在 5 亿千瓦

至 5.36 亿千瓦之间。

亚洲将继续保持全球最大市场地位，在五

摄影：王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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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装机约 1.12 亿千瓦，到 2017 年年底总容

量超过 2 亿千瓦。中国的风电增长潜力仍然巨

大，经过过去 8 年爆炸式的增长，整个行业仍

处于恢复中，解决电网系统、质量控制、健康

和安全问题将花费很多时间。在印度，2012
年叫停的两项风电政策也有望恢复，至少 GBI
政策将在 2013 年 4 月 1 日开始的财政年度中

恢复。这可能并不能反映在 2013 自然年的装

机情况中，因为像其他市场一样，这一政策对

装机量的影响通常在第四季度才能体现出来，

即政策会有一个执行上的滞后现象。因此，我

们预测印度市场在 2013 年继续落后于其他国

家，但在 2014 年及以后将回到正轨。在日本，

由于电力体制的滞后和改革的困难，未来 5 年

大部分时间内日本的装机总量处于较低水平。

尽管新的陆上风电固定电价水平已经出台，但

是，新的风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将长达 3 年－

4 年之久，这将极大地损害风电在近几年内的

部署。韩国也将重点放在海上，并确定在未来

5 年间海上至少建设 100 万千瓦的风电项目。

在巴基斯坦，有超过 40 个项目、总量为 270
万千瓦的风电项目在建。这个市场未来几年的

发展实在值得关注。至于亚洲其他地区，我们

期待 2013 年在泰国和菲律宾出现新的项目。

特别是在 2012 年年中，菲律宾期待多年的风

电固定电价制度终于出台。尽管这一水平略低

于业内期望值，但是这一电价的出台依然将在

很大程度上刺激菲律宾风电的发展。

欧洲在未来 5 年新增装机容量将达到

6300 万千瓦 , 累计装机容量达到 1.73 亿千瓦。

欧洲各个市场发生的一系列可再生能源补贴政

策中断将对产业造成巨大影响，这些影响将使

2013 年和 2014 年的装机容量都将低于 2012
年的水平。东欧新兴市场和非传统风电主流市

场的强劲发展将替代传统欧洲南部市场不景气

的局势，预计欧盟到 2015 年风电将回到正轨，

并在剩余时间中持续增长，实现欧洲 2020 年

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

在北美，总体而言，我们预计今后 5 年风

电装机将超过 5200 万千瓦，5 年后，该地区

累计装机约 1.2 亿千瓦。美国市场在 PTC 政策

延续下究竟会发生什么？虽然 2014 年的前景

较为明朗，但 2013 年的装机情况将出现下降，

大概不到 2012 年的 1/3。2014 年之后的发展

态势不易预测。然而，风电竞争力的提升及美

国经济的逐步复苏意味着对清洁、可再生能源

的需求必然再次增长。2012 年是墨西哥风电

行业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年，迹象表明墨西哥将

成为北美第三个重要市场，每年建设 100 万千

瓦至 150 万千瓦的风电项目。虽然新政府的政

策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发展的不确定性，但是

早期迹象还是相当积极的。我们预计预测期间

墨西哥风电将出现强劲增长。加拿大 2013 年

市场预计在 150 万千瓦左右，而在未来几年也

处于相同范围内，加拿大的发展符合 2016 年

达到 1200 万千瓦目标的规划。

拉丁美洲未来 5 年内新增装机容量将达到

1300 万千瓦 , 累计装机容量约 1650 万千瓦。急

剧增长的巴西市场在未来两年内每年装机将超

过 200 万千瓦，并将继续主导拉美市场。在中

美洲和加勒比海域较小的市场以及智利、秘鲁、

委内瑞拉、乌拉圭和阿根廷，风电建设将继续。

非洲和中东未来 5 年中装机容量将超过

800 万千瓦，使总容量接近 1000 万千瓦。南

非在 2013 年将建数十万千瓦的装机项目，并

将在预测期内及随后保持这一态势。南非目前

的发展目标要求市场在预测期内每年装机至少

达到40万千瓦，而且这一数字可能会大幅增加，

同时，沙特政府未来 5 年雄心勃勃的计划可能

也会开花结果。埃塞俄比亚、肯尼亚、摩洛哥

和约旦的新项目正在建设中。

太平洋地区在未来 5 年总体装机容量预计

将不到 500 万千瓦，使该地区至 2017 年年底

的总装机容量超过 800 万千瓦。澳大利亚将继

续是该区域主要市场，在新的碳排放法及可再

生能源目标作用下，装机容量将持续增长，超

过 2012 年的 35.8 万千瓦。新西兰现有一个 6
万千瓦的项目在建，但由于该国需求不旺，所

以目前尚不清楚在未来数年已批准的 150 万千

瓦项目实际能建设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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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职风电技术专业

学生适岗性的

调查研究

—— 以通辽职业学院风电技术专业学生为例

通辽职业学院		丁立新

近年来，随着我国风电产业的迅猛发展，风电企业的用工需求也随之激增。针对这一情况，笔

者对通辽地区高职风电技术专业学生就业状况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调研。调查对象包括风电企业和

风电专业学生，一方面了解风电企业特点、岗位性质与用工标准 ；另一方面对高职风电技术专业学

生实习、就业及岗位适应性等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分析，探讨提高学生岗位适应能力的主要措施。

我院 2009级应用电子专业自开设风电课程以来，已招收四届大专、三届中专风电技术专业学生。

为了解这些学生的学习、实习、就业等相关情况，以及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后遇到的问题、产生的困惑、

对所从事工作的认识与看法等，本人于 2012 年 5 月至 10 月利用 150 余天的时间进行了一次比较

深入的调查访谈，并形成了初步调研成果与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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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查的方法与过程

本次调查主要是采取电话访谈或 QQ 谈话及信息沟通

的方式进行。采访对象既有定向目标，又有随机抽取对象，

力求涵盖面广、样本量全、有代表性和普遍性。调查的具

体方式为 ：一是设定具体问卷，进行肯定或否定的单项选

择 ；二是针对不同对象，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要求受访

者据实作答 ；三是拟设了一些感受性问题，要求受访者写

出真实体会；四是征求受访者意见，要求受访者自提、自答、

自解与其岗位工作相关联的问题。

在具体调查过程中，我们首先以班级为单位分组建立

了 QQ 群，在每个群中明确一名同学担任联络员，负责发

放并回收设计好的调研课题。对无法纳入 QQ 群进行调研

的学生，力争通过同学会的形式进行沟通联系。由于我们

设计严密、操作精细，约有 98% 以上的应届、往届毕业生

参与了本次调查活动，使得调查结果更具代表性和可信度。

在对实习及工作的风电技术专业学生进行访谈之前，

我们还进行了一次对在校生专业了解的调查，旨在掌握学

生选择风电专业的原因，对专业的了解程度以及就业打算

等。通过对在校生的问卷调查，学生最初选择学习风电技

术专业主要有两点因素，一是风电的快速发展使得学生家

长认为该专业就业率很高 ；二是电力企业的工资待遇好。

调查中发现的主要问题

1 风电场特点及用工标准

从风电场角度看 ：一是工作环境艰苦，场址大都建在

野外，地域偏远，生活简单枯燥 ；二是运行管理工作要求

员工严谨细致，具有较强的责任心 ；三是故障排除工作责

任重大，危险系数高，要求心理素质好、技术水平过硬 ；

四是检修工作技术含量高、难度大，但维护工作技术系数低、

枯燥单调 ；五是实行轮班工作制。

风电岗位的这些特点就使得在这一行业中就业的员工

在素质、素养上有其特殊性，主要能力素质要求是 ：掌握

输变电、电气自动化及相关专业知识，具有可塑性 ；掌握

专业技术，动手能力强 ；电脑操作熟练，具备一定的英语

能力 ；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和执行力 ；具有良好的心态，能

调查访谈内容设计

通过对风电场岗位特点的分析及对风电企业的调研，

我们摸清了风电企业对员工的特殊要求。依据这些要求，

我们对学生适岗性调查访谈的内容进行了设计，主要包括

五个方面 ：

一是能否适应风电场工作特点。主要包括 ：对野外生

活工作环境的适应性，对高空作业特别是特殊岗位条件的

适应性，对风电场管理体制的适应性等。

二是岗位工作技术难度与本人能力的关系。主要包

括 ：所学知识能否和岗位要求有效对接，能否经过短暂

适应后进入工作状态，是否对所从事工作有极度陌生不

适应的感觉等。

三是个人的感受。主要包括 ：工作性质喜欢与否，工

作难度与强度与期望中的是否有出入，工薪待遇是否符合

心愿等。

四是工作待遇情况。主要包括 ：风电企业对高职学生

提供的基本工资、绩效工资、五险一金等情况。

五是对未来的打算。主要是了解学生对风电场工作的

接受程度和工作兴趣度，是否愿意在此行业稳定就业，有

无把当前工作作为自己终身事业的打算，以及转行转岗的

理由及原因等。

调查方法及过程

1 调查的范围

本次调查主要针对我院风电技术专业学生。其中，

2009 级应用电子大专学生、2010 级风电中专班学生已毕业，

2010 级风电大专和 2011 级风电中专目前在相关企业顶岗

实习，2011 级、2012 级风电大专学生和 2012 级风电中专

学生目前处于在校学习阶段，涉及学生总计 210 名。其中，

在校学生近 90 人，实习学生 70 人。纳入本次调查范围的

学生共计 195 名，占学生总数的 93 %。其中，在岗工作的

有 45 人，在岗实习的有 65 人，已转行从事其他工作的有

26 人，仍有到风电岗位就业意愿的有 90 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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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工作，才能有机会转到检修部门。加之地域偏僻，冬天

风电场设备维护工作辛苦，很多学生短时间内很难适应，

觉得没有前途，理想与现实差距太大等。

但从学生自身情况看，普遍存在着一些弱点 ：一是没

有明确的就业目标，对未来很迷茫 ；二是实际操作能力差，

适岗能力弱 ；三是耐不住寂寞，缺乏吃苦耐劳的敬业精神。

基于风电场与学生双方面的原因，我校在风电场稳定

就业的学生只有 5 人，在电力企业从事维护检修工作的有

2 人。

提高学生适岗性的主要措施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只有不到 10% 的我校风电专业

毕业生能够稳定在风电场工作。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风电

场要求员工素质较高。实际上，风力发电技术自动化程度

够适应工作压力 ；身体健康，无高血压、心脏病、恐高症

等不符合特种行业的疾病。

2 学生在风电场工作表现及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已在风电岗位就业和仍在风电岗位实习的学生

的调查，我们了解到，企业在员工招聘时要检测学生的知

识贮备与实际操作能力，即使学生通过面试，正规的风电

企业也要定期对新员工进行业务培训，因为学生在学校学

到的只是岗位工作所需要的最基本的知识与技能。岗位工

作技术难度在最初的工作中并不明显，但在工作进程中，

岗位工作难度凸显，有些学生表现出力不从心。如果没有

好的学习习惯和自学能力及时加以学习，工作表现会越来

越差，逐渐不被肯定，学生会产生一种挫败感，或被淘汰

或自动离开。

此外，风电场的工作除了检修工作技术难度系数较大

之外，日常维护工作比较单调，工资待遇不高是受访学生

普遍反映的突出问题。检修岗位对员工的知识与实操能力

要求很高，新毕业或实习的学生往往要经历一到两年的维

学生参观风电场继电保护室。

学生参观风电场主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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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高，风力发电已基本实现全自动控制。风电场用工专

业比较宽泛，机电、电力等相关专业都可以，用工数量也

不是很多，特别是目前风电场远程控制新技术（集控中心）

的应用，又可以大幅减少运行人员数量。而且，很多国有

大型风电企业招工门槛都很高，学历要求基本在本科以上。

这些因素导致高职风电技术专业学生就业情况并不是很好 ；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学生在素质能力及思想意识上存在的问

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 ：没有明确的职业目标，缺乏长远

规划 ；眼高手低，对自己认识不足 ；学校实践教学欠缺，

导致学生动手能力差 ；耐不住寂寞，没有吃苦耐劳精神。

鉴于此种状况，针对高职教育教学，笔者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1 以学生就业为导向，明确专业课程设置及教学的侧

重点，完善专业建设

对于尚未开设风电技术专业的大中专院校而言，要慎

重决定。其一，虽然风电企业用工需求很大，但人才缺口

主要是高素质人才，即本科以上 ；其二，风电技术专业实

践教学软、硬件成本很高，投入不足就会导致学生动手能

力差，达不到企业要求，毕业生就业前景黯淡。

对于已开设风电专业的高职院校，风电技术专业课程

设置要根据企业典型岗位要求及职业技能培养标准而定，

教学的侧重点要放在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上。实践教学的

课程设置及课时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风电技术实践教

学的质量。所以，在相关课程的设置上必须符合风电技术

专业人才需要。应树立“以学生就业为核心，以培养学生

实践能力为重点，提高学生全面素质和综合职业能力”为

目标的专业教学理念，在按规定的课时开足文化课和专业

理论课的同时，加大实训课的设置比例。同时要加强实训

教学车间或基地建设，注重校企联合，强化实践教学，提

高学生实际操作能力。

2 加强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缩短学生与实际工作岗位

的距离

高职院校学生职业能力教育的关键是提高毕业生的从

业能力，职业能力培养的效果如何，直接影响到毕业生的

就业。

（1）强化学生的职业需求

职业需求是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形成的外部条件，是高

职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前提基础。为此，教学中要注重对

学生进行职业需求教育。可以通过报告、录像、学习、参

观、讨论等各种形式对他们进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教

育，帮助他们树立远大理想，端正学习态度，明确学习目的，

增强学习动力，逐渐定位职业目标，强化职业需求。

（2）侧重学生的能力培养与素质提升

高职学生能力培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注重专业

能力培养。教师要使学生将所学的理论知识真正运用、消

化和理解，从而内化为学生的专业能力 ；二是提升学生的

方法能力，包括网络操作能力、计算能力、学习能力及信

息运用能力等。教学中要教会学生在获取知识的同时掌握

学习方法，做到“授人以渔”；三是培养学生的社会能力。

要创造机会让学生多参加实训、实习，借助实践平台，提

高学生的沟通与交流能力。

在对学生进行能力培养的同时，也要注重对学生进行

责任心和进取心的培养。高度的责任心是做好工作的前提，

持续的进取心是工作能力提升的基础。只有具备了责任心

和进取心的员工才会有较好的个人发展前景，才会成为企

业发展的栋梁之才。

(3) 关注学生良好意志品质和健康情感的培养

风电场工作的特点要求学生具备良好的意志品质，即

吃苦耐劳精神、甘于寂寞、享受孤独的心态、顽强的意志

力和谨慎果敢的个性。为此，教学中要结合杰出人物传记，

使学生懂得什么是意志，使他们建立起完善自己意志品质

的决心 ；要充分利用各种实践活动来锻炼学生的意志品质，

如野外生存锻炼、异地生存体验、素质拓展训练及军事训练、

竞技体育等来磨练、提高学生的意志品质 ；要组织丰富多

彩的课外活动，如青年志愿者活动、社会调查与服务、参

观学习等，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中了解社会、认识自我，达

到培养学生健康情感，提高综合素质的目的。

基金项目：2013 年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

究项目立项研究课题《高职风电技术专业实训课程体系开

发与研究》（编号NJC13441），主持人：丁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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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海拔型风电机组近况调研
	赵靓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北京	100013)

摘  要 ：随着风电整机市场发展渐趋成熟，通过利用优良风资源发电的风电机组和项目市场渐趋饱和，与之相反的是，诸

如运用于海上、低风速、高海拔等细分风电市场的机组需求有所增加，其中，不少厂家推出了适应于高海拔地区

的风电机组产品。

关键词 ：高海拔风电机组 ；高海拔风电项目 ； 高海拔 ； 风电机组细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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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y on Current Development of High Altitude Wind Turbine 
Zhao Liang

（Chinese Wind Energy Association, Beijing100013, China）

Abstract: As the market of wind power equipment is getting mature, wind turbines which take advantages of good wind resources and 

projects are near capacity. In contrast, the demand of wind turbines used on o�shore, high altitude and low wind speed areas is 

increasing. �erefore, a number of manufacturers launched adaptation to high altitude wind turbines products.
Keywords: high altitude wind turbines; high altitude wind power projects; high altitude; wind turbine market segment

0 综述

目前我国已开发的风电场项目中，

90% 集中在非高海拔地区。但这并不

能说明高海拔地区的风电开发价值不

大。自 2010 年以来，高海拔风电开发

日益受到重视。2010 年至 2011 年新

开工项目数量和新安装风电机组容量

上都实现了翻番增长。2011 年我国高

海拔风电新增容量为 711.35MW，新

开工项目达 22 个。在国家能源局下发

的第一批、第二批“十二五风电拟核

准规划”项目清单中，高海拔风电项

目的比例有所提升。

1 高海拔机组的特性

高海拔地区主要指海拔 2000 米

及以上地区，随着海拔增加，气压、

空气密度和环境温度、紫外线强度等

变化较大。据统计，海拔高度每升高

1000m，相对大气压力降低约 12%，

空气密度降低约 10%，绝对湿度随海

拔高度升高而降低。在海拔高度小于

15km 的区间内，紫外线强度随海拔

高度的增加而增加。

高海拔地区空气稀薄，对器件的

绝缘、容量、除湿等标准有较大提高；

此外，高海拔地区干湿季节湍流变化

大，对设备的性能要求要严格很多。

此类气候对于风电电气设备、发电机

绝缘系统以及机组涂装等多方面都提

出较高要求，解决低密度空气对于整

机散热性能的影响，并非应简单地将

机组降容，需重新研制的机型。因此，

高海拔、低空气密度的环境要求特殊

设计的风电机组。

高海拔型风电机组一般应对变流

器、发电机、变桨驱动系统、偏航驱

动系统等核心电气部件进行环境适应

性设计，对整机控制策略进行适应高

海拔环境的优化设计。另外由于高海

拔地区具有高凝露特点，科研人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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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校核对叶片进行特殊设计，在保

证安全性的前提下最大限度提高发电

量。为了防范过多的雷电和强紫外线，

按照国际、国内标准对风电机组的防

雷系统重新设计，对叶片、机舱罩、

轮毂罩和塔筒均采用抗紫外线的涂料

体系和设计方法，满足抗紫外线能力。

空气密度低会导致机舱散热能力降低，

因此必须在具有良好的通风散热能力

的基础上设计全新的冷却散热系统。

2 高海拔机组选择

在选型过程中，高海拔地区所特

有的山区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选

择范围。风电设备中最长的部件为叶

片，机组容量越大，叶片越长对道路

运输的要求越高。因此，有专家建议

在对高海拔型风电机组的选型过程中，

应尽量选择 2.0MW 以下容量的风电

机组。从目前该细分市场的情况看来，

各厂商有装机的机型，均处于 750kW
至 2.0MW 之间。

事实上，高海拔型风电机组的选

型是一项应充分考虑各方因素的工作。

例如拿 1.5MW 同 2.0MW 型风电机

组相比，虽然 1.5MW 的机组对山区

道路弯道要求较低，但也无法避免进

行道路改造。有资料显示，1.5MW 比

2.0MW 型机组的道路改造成本低 8%
左右，但由于选择 2.0MW 机型可以

在满足相等装机量的前提下少装 25%
的机组，使场内道路修建费有所降低。

再加上需要开挖的基础、修建的安装

平台、吊装的机组都有所减少，工程

成本将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另外，加

大单机容量能有效减少机位点，方便

机组布置，从而更好地利用风资源。

另外，山区地形对机组的可靠性

和可维护性要求较高，因此对机组的

选型不能仅看初期投资成本。应注意

优先考虑市场上已经有装机、且稳定

运行的机型，优先选择维护量小的机

型，优先选择不必动用大吨位吊装设

备的机型等。此外，由于高海拔风电

场多数仍属于低风速风电场，2m/s 至

9m/s 低风速区段占大部分，因此可优

先选择低风速发电效率高的机型。

3 部分高海拔机型

南车风电的 WT1500 型高海拔风

电机组是装机量最多的高海拔风电机

组之一。据厂商宣称，该机组目前已

安装 500 台以上。WT1500 型风电机

组是南车风电特别针对 4000 米左右

高海拔环境所量身打造的机型，是在

摄影：梁东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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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1650 型风电机组的基础上，结合

南车在轨道交通产品，例如高海拔青

藏线产品的技术经验设计而成。该机

型采用了新型防护系统、冷却散热系

统和风电机组防雷系统，增强了机组

的抗紫外线、抗覆冰能力，在高海拔

环境下依然保持了优越的低电压穿越

功能、控制及电气性能。

运达风电在高海拔风电机组市场

中也获得了不错的成绩。据报道，该

表2  部分高海拔风电项目

风电场项目 装机容量 海拔 机型

华能云南大理大风坝 48MW 2400m-2800m 运达风电 750kW

华能云南大理者磨山 78.75MW 2800m-3000m 金风科技 750kW

国电云南大理大风丫口 33MW 2400m 联合动力 1.5MW

青海日月山 0.9MW 3500m 风发科技 300kW

华电甘肃当金山 49.5MW 3050m-3200m 南车风电 1.5MW

中水集团云南大坡顶 78MW 2100m-2320m 运达风电 1.5MW

三峡集团青海大柴旦锡铁山 3MW 3000m-3500m 金风科技 1.5MW

大唐云南罗平山 48.75MW 3100m 上海电气 1.25MW

华电甘肃阿克塞当金山 49.5MW 3050m-3200m 南车风电 1.5MW

华能云南大理马鞍山甘海子 40.5MW 3350m 明阳风电 1.5MW

大唐云南骑龙山 48.75MW 3400m-3650m 上海电气 1.25MW

中水集团云南泸西李子菁 49.5MW 2150m-2350m 三一电气 1.5MW

公司所供货的云南大理大风坝风电场

接连获得“中国电力优质工程奖”和“国

家优质工程银质奖”。64 台 750kW 机

组在 2 年时间中保持了较高的稳定性

和可利用率，超额完成了发电任务。

表1 部分整机厂商生产的高海拔型风电机组

公司 整机容量 风轮直径

金风科技 750kW 49m

1.5MW 87m

联合动力 1.5MW 82m、86m

明阳风电 1.5MW 82m、89m

南车风电 1.5MW 82m、88m

运达风电 750kW 49m

1.5MW 82m

上海电气 1.25MW 62m、64m、70m

重庆海装 850kW 52m、56.3m、60m

湘电风能 2.0MW 82m、87m、93m

三一电气 1.5MW 82m

北车风电 1.5MW 83m

京城新能源 1.5MW 93m

Vestas 850kW 60m



Survey | 调研

2013年第04期  49  

此风电场的成功运行，为该公司对高

海拔型风电机组的设计制造和调试维

护积累了不少经验。此外，运达风电

的 1.5MW 高海拔型风电机组也在中

水集团云南泸西风电场安装，此项目

位于海拔高度 2100 米至 2320 米之间，

共采用 52 台该型号风电机组。运达

风电针对此项目特点，对桨叶、机舱、

导流罩、塔架、发电机、变流器、电

器控制柜等相关部件进行了适应性优

化，并采用了“高原型机组功率动态

最优控制技术”。

目前，金风科技装机量较大的

高海拔风电机组主要为 750kW 和

1.5MW 两种型号。金风科技于 2008
年为被称为云南第一个高海拔风电

场的大理者磨山风电场提供了 41 台

750kW 高海拔型风电机组，从而积累

了丰富的高海拔机组制造、运维经验。

2010 年底，金风科技为位于青海海西

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锡铁山风电场提

供了国内首台高海拔兆瓦级风电机组。

该型风电机组于 2009 年 12 月正式立

项，其设计充分考虑了高海拔地区的

特殊环境，采用了增大叶片、提高绝

缘散热以及增强防雷防辐射性能等综

合工艺。

只有名符其实地为高海拔地区量

身打造的风电机组，才能切实保证整

机产品在高海拔地区极端环境中的发

电能力。但目前市场上的高海拔型风

电机组的技术实现方式并不完全相同，

致使各厂商所生产的产品具有一定的

差异。如何界定与选择优秀的产品成

为一个必须关注的问题。

据悉，2012 年底，南车风电与中

国水电顾问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

联合编制的《高海拔风力发电机组使

用导则》初稿审查会在北京召开。有

消息称，该导则将有可能作为国家能

源行业标准正式发布，从而为高海拔

型风电机组的质量保证、机组选型提

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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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自 2011 年以来，我国风电行业

发展开始放缓。市场需求收缩、企业

订单量下滑、企业资金周转能力下降、

产品故障率上升、并网等问题凸现。

由于行业内缺少积极健全的价格监管

机制，风电机组市场价格曾一路走低，

甚至出现恶性竞争现象，这导致企业

利润空间不断压缩，行业投资热度降

低并日益趋于理性，整个风电行业逐

步进入到一个深度调整期。面对复杂

的行业形势，风电制造企业如何在“冬

天”里获取持续增长的驱动力已成为

业内各方积极探讨的焦点。而产品研

发作为企业利润的重要来源，又将如

何去应对这些挑战？本文将从精细化

产品研发战略管理、产品化及平台化

研发策略、关键业务流程加强和面向

整个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研发管理体系

建立等方面积极探索风电企业研发体

系提升的价值和可行性。

1 精细化产品战略管理满足
企业持续发展和不同市场的
需求

企业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时

间开发一款产品时，应考虑是否事先

评估该机型能否作为公司未来发展的

拳头产品，或者作为未来的平台产品，

以改造和衍生成不同的产品。如果不

是，那么产品开发出来以后很可能在

市场竞争中难以占据优势，从而造成

风电企业研发管理模式研究
屈晓娟，张启应，孙黎翔

（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100039	北京）

摘  要 ：以风电制造企业研发管理模式为研究对象 , 结合当前风电行业的发展形势以及风电制造企业研发活动的独特性，

浅谈如何通过精细化产品研发战略管理、完善技术平台及系列型谱规划、优化研发管理模式、加强关键业务流程、

提升研发业务与技术的有效融合与创新，将产品开发过程中的设计、工艺、质量、制造、运维、持续改进等价值

环节高效整合在一起，建立面向整个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研发管理，从而实现大幅度缩短风电机组研制周期、降低

产品研制成本和提高产品质量的企业战略目标。

关键词 ：风电设备企业 ；研发管理体系 ；研发质量控制 ；多项目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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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D Management Model of Wind Power Enterprise
 Qu Xiaojuan, Zhang Qiying, Sun Lixiang

（GuoDian United Power Technology Company Ltd,. Beijing 100039,China）

Abstract: On basis of analyzing the R&D management of wind turbine manufacturer and review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wind power 

industry, this article briefly introduces how to establish efficient R&D management system for entire product life cycle and 

signi�cantly shorten the time of product development, reduce product development cost and improve product quality, through 

improving technology and product platform, optimizing R & D management, catalyzing the integration of R & D and innovation, 

and consolidating design, quality, manufacturing, operation, maintenance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Keywords: wind turbine manufacturer; R & D management system; quality control; program management



 Industry | 产业

2013年第04期  51  

开发成本的浪费和市场机遇的错失。

因此，在目前复杂而严峻的市场形势

下，产品研发更需“谋而后动”和精

细化产品研发战略管理。[1-2] 首先，须

明确定义公司不同类型产品的生命周

期状态（开发期、成熟期、衰退期）；

其次，将不同产品生命周期状态的产

品形成组合，针对不同阶段的产品需

要制定不同的产品管理策略 ；最后，

依照不同产品的战略定位，分别确定

开发优先等级、设计精度等级，从而

优化资源组合和合理应用资源。

2 采用产品系列化和平台化
的产品研发策略

现在风电制造业面临的几个主要

挑战是 ：多点协同设计及制造、客户

需求多样化、订单交付时间缩短、利

润空间从产品转移到服务。如何应对

这些挑战以保持企业获得持续增长，

是每个风电机组制造企业需要思考的

问题。目前经济和竞争压力使各公司

向一种“快速设计、快速制造”的商

业模式转换。为配合这种商业模式，

产品开发策略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从

“以项目为核心”到“初步形成产品平

台和技术平台”，再到“以平台为核心

的快速开发”，不同策略变化旨在满足

不同市场需求的产品，实现降低开发

成本、缩短研发周期、产品快速上市、

充分运用有限研发资源创造最大价值

的战略目标。[3-4]

当企业的产品与技术平台以及系

列型谱未完全形成时，面对市场需求

就较难做出快速响应。譬如，项目需

求发生局部变化 , 可能带来研发周期

延长、产品成熟缓慢、设计重用度降

低、成本增加等系列问题。因此，企

业很有必要明朗产品系列化和平台化

的产品研发策略，做好产品与技术平

台和系列型谱规划，以及满足个性化

需求的专用功能模块规划，加快 CBB
（公共构件模块 Common  Building 
Block）的积累和管理工作。由于风电

机组行业批量定制的特点，如果不进

行模块重用和共享，并进行并行异步

开发，将很可能导致成本增长和开发

周期的延长。为此，建立 CBB 并对其

进行规范化管理和应用将极大地提升

研发效率，促进研发创新。

通过以上策略的深入落实，最终

将可能彻底改变传统的串行产品开发

模式。今后，通过对平台化的产品和

个性化模块进行快速配置，以及产品

零部件重用，就可以快速形成满足不

同市场需求的产品订单，有效降低开

发和制造成本，保证交货周期。

3 加强关键业务流程－研发
项目筛选决策管理

面对当前激烈复杂的市场竞争环

摄影：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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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如何快速推出新产品并减少研发

资源浪费？如何确保将重要资源集中

到最具盈利性产品的开发上，并通过

缩短产品从概念到推向市场所花费的

时间，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这些问

题需要靠精细化的项目筛选决策管理

来解决。

如果产品立项、论证等环节比较

随意，没有规范的制度约束，势必造

成整体上的战略协调不够和重复开发。

像通用电气这样的国外企业或是国内

某些大型国企，经过多年的运作，已

经形成了产品开发的规范流程和执行

标准，可以使产品开发有序地进行，

这都值得风电企业借鉴。前期走捷径

很有可能导致问题和风险集中到后续

的开发过程或维护过程，造成后期成

本增加。 
在新产品提案阶段（预研阶段），

需要确定产品的战略定位，即进行产

品的市场定位分析，明确此产品在市

场中的需求定位，满足什么样的市场

需求和客户群体。通过竞争产品的分

析，确定差异化竞争策略，明确产品

的买点，确立竞争优势。在立项阶段，

商务、研发、售后、供应链、生产等

环节共同参与决策应对风险，包括技

术路线选择、COE（度电成本）分析、

新产品较之老产品或竞争对手的优劣

分析、过去发生过的经验教训总结、

未来新产品的销售区域、知识产权可

能存在的冲突及预防措施、生产制造

的可行性、各种风险预见及应对等。

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做好项目阶段评

审（门径管理），严格评审项目是否满

足进入下一研发阶段的条件，并评估

其风险，决策是否继续进行产品开发

或调整开发策略，以保证企业商业利

益最大化，实现对成本、进度、质量

的有效控制。

4 建立及完善产品质量规划
和风险评估

研发质量管理应覆盖全过程。在

概念设计阶段引入设计失效模式和影

响分析，重复运用过去的经验来确定

重要组件并制定风险降低计划。在产

品规划时确定产品质量计划，定义产

品质量需求，并在各设计阶段将质量

需求分解到各子系统、模块、组件及

元器件的设计中加以控制。每一个产

品的技术参数及功能需求都需被科学

验证，包括仿真试验和现场验证，从

而实现对设计与分析、试验与评价、

评估与改进的完整过程进行管理。

5 加强质量问题闭环管理及
设计变更管理

在工程设计中建立问题反馈通道，

对设计、工艺、制造、售后各阶段反

馈的质量问题进行闭环管理，确保质

量问题可控、可追溯，并推动在将来

设计中采取减少故障的策略和进行系

统性的改进。同时，为了确保设计更

改在工艺、制造相应的业务部门得到

贯彻和落实，还应对设计更改进行闭

环管理，确保发生设计更改时，相关

图1	产品系列化、平台化的研发策略示意

图2	研发项目筛选决策机制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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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艺、工装等更改都得到落实。同

时对闭环更改过程进行实时监控，对

设计更改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实时动

态统计，方便质量管理人员监督。

6 推动设计规范化管理，提
升信息共享与产品协同

在风电机组研制过程中，会产生

大量的产品技术文件，如果没有统一

的产品管理数据库对这些文件进行规

范化集中管理，以支持研制过程中各

部门业务人员对技术文件的维护、查

询、分发共享和重用，那“快速研发、

快速交付”根本无从谈起。因此，实

现设计规范化管理，首先必须完善技

术文件的基本管理，实现单一数据源，

使各地研发机构和生产单元能够在统

一平台上协同工作。设计规范化就是

解决“同元语的问题”，大家可以用同

一种语言协同工作，降低沟通成本，

提高效率、提升企业知识的积累和传

承。设计规范化包括 ：设计规范及流

程完善、产品设计工具规范化、建立

企业标准库、实行零部件管理和产品

配置管理。它可以使零部件的重用及

申请得到有效控制，有效提升设计重

用度，为加速产品开发奠定基础。

7 基于信息化管理，落实研
发精细化执行

构建面向研发过程的协同产品开

发管理平台，通过单一的产品数据源

为跨专业、跨部门、跨企业和跨地域

的产品开发提供及时、准确和可追溯

的产品研发管理信息服务，支撑风电

整机平台化、模块化开发战略，提升

产品研发知识的重用能力。通过构建

支持企业发展 / 扩张的灵活 IT 架构，

建立与下游应用系统的集成 (ERP/…)
管理环境。实现 PLM 与 ERP 的集成，

最终达到缩短整个产品开发周期、提

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制造成本的目

标，从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能力。[5-6]

8 结语

研发管理的首要问题是建立卓越

的基础管理，即解决如何提高设计效

率，如何提高产品质量、性能，如何

增强产品功能，如何降低产品设计、

加工、采购等过程成本等一系列基本

问题。因此，在建立、健全产品研发

战略管理，形成标准化、规范化的研

发管理体系同时，还应建立以研发项

目为核心的业务活动管控机制，支持

多项目管理以及涵盖设计、工艺、生

产的全项目生命周期管理，方便跟踪

项目进度、项目任务与交付物关联管

理、任务执行进度自动反馈的项目计

划管理，改善项目问题汇总、跟踪、

文件及资料完整性的管理模式。[7] 建

立及完善项目汇报机制，根据项目状

态自动生成各种类型报表，例如项目

进度表、项目资料汇总等，加强项目

风险控制和经验重视，实现项目成本

管控、人员工时成本及项目各项成本

核算，建立完善的项目考核机制及标

准，从而全方位地提升企业研发管理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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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政府一系列政策的激励下，我

国风电产业自“十一五”以来实现了

快速发展。但是，在风电高速发展的

背后，却出现了风电项目无序开发、

部分地区消纳困难等问题，同时还存

在风电发展速度适当但产品质量饱受

诟病的情况。为了促进我国风电行业

又好又快发展，进入“十二五”以来，

国家能源主管部门从加强项目核准管

理入手，采用分批次下发风电项目核

准计划的方式来调控各地风电发展的

节奏。截至 2013 年 3 月，国家能源

局先后下发了多批“十二五”风电项

目核准计划。为了在更高起点上推动

我国风电科学发展，有必要对这三批

核准计划进行全面回顾，结合当前我

国风电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为完善

有关管理机制提供借鉴。

1 我国风电发展现状及存在
的问题

我国风电发展用五年时间走过

了欧洲二十年的历程，创造了世界

风电的“中国奇迹”。截至 2012 年

年底，我国并网风电装机容量达到

60.83GW，超过美国而居世界第一位。

从 2006 年到 2009 年，并网风电装

机容量连续 4 年实现翻番增长。2010

从“十二五”风电项目核准计划谈
风电管理中需统筹的关系

王乾坤

（国网能源研究院新能源与统计研究所，北京	100052）

摘  要 ：本文系统梳理了我国风电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全面回顾了 2011 年以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若干批次“十二五”

风电项目核准计划，重点分析了国家风电项目核准计划的主要特点。在此基础上，研究提出了核准计划与风电规

划等风电项目核准管理需要统筹考虑的四组关系，并提出相关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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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Relations about Wind Industry Regu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ind Project Approval Program

during the 12th Five Year Plan
 Wang Qiankun

（Dept. of New Energy and Energy Statistics Research, State Grid Energy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10005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a brief introduction into the current status and problems of wind power industry in China and give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n the wind project approval programs for the 12th Five-Year period issued by National Energy Agency since 

2011, with special focus on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approval programs. Subsequently it puts forward four major relations 

which must be adequately addressed for appropriate wind project approval program management such as approval program vs. 

wind power planning. Lastly some key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Keywords: wind power; approval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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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后，由于基数较大，加之行业发

展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我国并网风电

装机容量增速有所放缓，但新增装机

绝对量仍然超过 10 GW。2005 年－

2012 年我国并网风电装机容量及年增

速如图 1 所示。

我国风电项目主要集中在“三北”

地区。截至 2012 年年底，华北、东

北、西北地区风电并网总容量占风电

公司经营区的 91.5%，同比增长 29%，

增速低于 2011 年同期 28%。风电并

网容量排名前十位地区依次为蒙西、

蒙东、冀北、甘肃、辽宁、山东、吉

林、黑龙江、宁夏和新疆。其中，蒙

西、蒙东、甘肃、冀北等 4 个电网风

电并网容量超过 5 GW，同比分别增

长 12%、24%、10%、52%，占全网

总装机容量比例均超过 20%。 
重点地区风电利用率达到较高水

平。2012 年，在风电消纳面临较大困

难的情况下，蒙西、蒙东、吉林、甘

肃等地风电年发电量占用电量比例、

风电日发电量占用电量比例的最大值、

风电瞬时出力占负荷比例的最大值等

利用率指标持续上升。其中，蒙东地

区的风电运行指标达到甚至超过世界

风电大国丹麦和西班牙。

我国风电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也面

临着诸多问题，其中弃风问题日益得

到各方关注。弃风在本质上是送出和

消纳问题，直接影响到风电设备利用

率和风电项目的经济效益。《国家能源

局关于做好 2013 年风电并网和消纳

相关工作的通知》（国能新能【2013】
65 号）指出，2012 年部分地区弃

风限电现象严重，全国弃风电量约

200 亿 kWh，风电平均利用小时数比

2011 年有所下降，个别省（区）下降

到 1400 h 左右。尽管弃风电量统计数

据还存在一些争议，但目前弃风严重

程度可见一斑。如何在保持快速发展

的同时提高风电发展质量，是我国下

一步转变风电发展思路的重要议题。

2 “十二五”风电项目核准
计划回顾

2.1 2011年-2013年风电核准计划

概况

2011 年全年，国家能源局下发了

“十二五”第一批风电核准计划，项目

规 模 合 计 26.83 GW。2011 年 7 月，

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十二五”第一

批拟核准风电项目计划安排的通知》[1]，

根据各地上报的总共约 60GW 风电项

目核准申请，实际安排全国 29 个省

（区、市）拟核准风电项目 26.83GW。

2012 年全年，国家能源局下发

风电项目核准计划，合计 28.27GW。

2012 年 3 月，国家能源局发布《关

于“十二五”第二批风电项目核准

计划的通知》[2]，同意将前期工作充

分、电网接入条件落实的项目列入

“十二五”第二批拟核准风电项目计

划，总计 16.76GW。其中，常规项目

14.92GW，风电并网示范项目 1GW、

分散式接入风电项目 8.37GW。2012
年 7 月，国家能源局下发新疆自治区

表1 2012年重点地区及国外风电运行指标对比

地区/

国家

风电年发电量占用电

量比例

风电日发电量占用电

量比例的最大值

风电瞬时出力占负荷

比例最大值

2011 2012 2011 2012 2011 2012

蒙西 9% 10.8% 28% 28% 33% 35%

蒙东 27% 27.83% 72% 88% 106% 84%

吉林 6.5% 6.89% 21% 32% 31% 34%

甘肃 8% 9.45% 26% 33% 31% 34%

丹麦 28.4% 30.1% 78.22% 89% 126.3% 121%

西班牙 16.34% 19.12% --- --- 59% 64.2%

图1	2005年-2012年全国并网风电容量 图2	各地区风电并网容量（截至2012年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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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批风电项目

核准计划，共计 2.47GW。2012 年 8
月－ 9 月，国家能源局单独核准酒泉

风电基地二期第一批 3GW 项目、内蒙

古达茂旗风电基地 1.4GW 项目、新疆

哈密东南风区2GW风电项目等。其中，

酒泉 3GW 项目属于之前未列入第一、

二批核准计划的项目。2012 年 7 月，

国家能源局增补云南省第二批风电项

目 840MW。2012 年 11 月，国家能

源局发布《关于增补部分省、自治区

“十二五”风电核准计划的通知》，增

补山西、浙江、安徽等地区 112 个风

电项目，共计 5.21GW。

2013 年 3 月，国家能源局下发

《“十二五”第三批风电项目核准计划

的通知》[3]，此次列入核准计划的项

目共 491 个，总装机容量 27.97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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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MW。

上述两项合计 28.73GW。 
2.2 “十二五”风电项目核准计划

特点

（1）年度核准计划总规模基本相当

国家能源局实行风电项目核准

计划管理的根本目的就是防止风电的

无序发展，避免项目开发的“一窝

蜂”。因此，在年度核准计划安排上

也力求实现均衡化。2011 年、2012
年、2013 年核准计划总规模分别为

26.83GW、28.27GW、28.73GW，

总体都是在 25GW 至 30GW 之间。

但是，综合考虑目前已并网容量、核

准在建规模以及 2011 年－ 2013 年

核准计划规模，除部分项目延缓建设，

预计全国并网风电规模约 110GW，

略高过“十二五”国家风电发展规划

目标。

（2）年度核准计划区域布局有所调整

核准计划安排从主要集中在“三

北”地区向全国均衡分布转变。在

2011 年核准计划安排中，东北、华北、

西北分别占 33.1%、31.9%、15.2%，

“三北”地区合计占 80.2%。在 2012
年核准计划安排中，东北占比大幅度

降至 4.1%，华北降至 21.8%，西北提

高至 26.5%，“三北”地区合计占比降

至 52.4%。在 2013年核准计划安排中，

华北、西北占比均略有提高，但东北

占比进一步下降，使得“三北”地区

合计占比与 2012 年基本持平。而与此

同时，华中、华东和南方的合计占比

从 2011 年的 19.9% 提高到 2012 年和

2013 年的 48% 左右。其中，南方占

比持续走高，从 2011 年的 7.8% 提高

到 2012 年的 18.6%，再到 2013 年的

21.2%。 
（3）年度核准计划发布由单次向

多次转变

国家能源局 2011 年风电核准计

划仅下发了一次，即“十二五”第一

批拟核准风电项目计划。2012 年不仅

在 3 月发布了“十二五”第二批风电

项目核准计划，还在 7 月下发新疆自

治区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批风电

项目核准计划、增补云南省第二批风

电项目，8 月至 9 月单独核准酒泉风

电基地二期第一批项目、内蒙古达茂

旗风电基地项目、新疆哈密东南风区

项目，11 月增补山西、浙江、安徽等

地区风电项目。2013 年 3 月发布了第

三批核准计划，但预计后续还会发布

“三北”风电基地项目单独核准计划。

选择一年内多次发布核准计划，也表

明地方发展风电的积极性依然很高，

中央政府需要在总量和布局上权衡和

平衡。

3 风电项目核准管理需要统
筹的四组关系

3.1 核准计划与风电规划

年 度 核 准 计 划 是 风 电 发 展

“十二五”规划的具体分解和落实，所

图3	2011年-2013年国家能源局风电核准计划 图4	2011年-2013年风电核准计划区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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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风电规划是制定年度核准计划的重

要依据。“十二五”风电发展规划目

标是 2015 年风电并网装机容量达到

100GW，目前已建、在建和核准计

划加起来已经达到 140GW。表面看

已远超“十二五”规划目标，但是从

实际情况来看，由于部分区域特别

是“三北”地区弃风限电情况较为严

峻，不少拟建风电项目延缓建设。据

了解，2011 年核准计划中目前只有

70% 建成，2012 年核准计划中仅有

30% 建成。综合考虑，2015 年并网

风电项目与风电规划目标较为一致。

所以，在此情况下，超规划核准风电

项目没有太大实际意义，关键问题是

要解决消纳问题，这样才能保证投资

者的积极性，确保核准项目及时开工

建设。

3.2 核准计划与区域布局

区域布局是核准计划的重要内容，

在核准计划总规模确定后，拟核准项

目的空间分布就关系到地区间的平衡

问题。从风电发展实情来看，风电项

目主要集中在风能资源富集地区。但

随着“三北”地区弃风限电问题日渐

突出，分散式接入风电日益受到重视，

中东部和南方地区逐渐成为风电发展

的重点区域。因此，我们看到 2012 年、

2013 年风电核准计划较 2011 年最大

的区别就是核准重心明显向中东部和

南方地区倾斜。国家能源局在《关于

做好 2013 年风电并网和消纳相关工作

的通知》[4]（国能新能【2013】65 号）

中也明确提出，要把风电利用率作为

年度安排风电开发规模和项目布局的

重要依据，风电利用率过低的地区在

解决严重弃风问题之前原则上不再扩

大风电建设规模，2012 年和 2013 年

核准计划的区域分布式特点正好体现

了上述原则。

3.3 核准计划与电力规划

核准计划实际上就是风电项目建

设安排，而风电作为电源项目，需要

与包括电源规划和电网规划在内的电

力规划相协调。但是，目前 “三北”

地区风电消纳市场不明确、实现全国

范围消纳风电的跨省跨区特高压电网

项目核准严重滞后、调峰电源规划建

设不适应等问题，导致了风电核准计

划与电力规划脱节。因此，国家能源

主管部门在制定风电核准计划的同时，

应该同步考虑风电消纳市场、输送通

道以及调峰电源 [5]。当前，“三北”部

分地区已经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弃风限

电问题，尽管核准项目占比有所下降，

但绝对量仍然在增加，在特高压电网

送出通道建成之前，限电问题或难以

缓解甚至更为严峻。

3.4 核准计划与产业发展

风电在我国早已形成了一套完整

的产业链，风电项目核准计划不仅涉

及到风电开发商、电网企业，也关系

到风电设备制造商，年度核准计划规

模等于给了各方新增风电装机容量的

总规模。目前，国内风电整机行业产

能过剩率在 50% 以上。因此，国家能

源主管部门也需要考虑到年度核准计

划规模对风电产业的影响，核准规模

过大不利于风电产业的结构调整和优

胜劣汰，规模过小则或许将加剧产能

过剩局面，政策制定者需要在两者之

间寻求平衡 [6-7]。 

4 结论与建议

与“十一五”期间风电的无序发

展相比，国家能源主管部门在“十二五”

实行核准计划管理机制无疑是一大进

步，然而风电的发展涉及到电力系统

的各个环节，要真正实现风电与电力

系统的协调发展，还需要管理者有更

多的智慧，采取更多有力的举措。长

期以来，我国电力行业行政管理体制实

行条块分割，部门之间的协调有待加

强。只有在统筹协调好风电发展与其他

各方面关系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风

电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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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海上风电发展现状

我国海上风电起步较晚，目前

仍处于示范阶段。我国首个海上风

电场——上海东海大桥风电场始建

于 2008 年， 共 有 34 台 单 机 容 量

3MW 的海上风电机组，总装机容量为

102MW，该项目于 2010 年 6 月全部

并网发电。

2010 年 5 月，国家第一批海上风

电特许权项目招标启动。4 个项目均

在江苏省，总规模 1GW，其中近海项

目 600MW，潮间带项目 400MW。这

4 个项目具体见表 1 所示。

为规范海上风电建设，国家能源

局会同国家海洋局于 2010 年发布了

《海上风电开发建设管理暂行办法》（简

称《办法》）。《办法》对海上风电场工

程项目规划、前期工作、开发权、核

准等建设程序进行了规范，初步形成

我国完整的海上风电前期工作技术标

准管理体系。

总体来看，目前我国海上风电发

展还处于示范阶段，海上风电建设运

营经验有限。

我国东部沿海水深 50m 的海域面

积辽阔，可利用的风能资源丰富，且

靠近电力负荷中心。随着国家不断加

大对海上风电的扶持力度以及我国海

上风电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海上风电

具有广阔的的发展前景，未来将成为

可再生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现

阶段来看，目前海上风电的技术还处

于探索阶段，建设和运行成本居高不

下，这些因素共同制约着海上风电的

发展。

我国海上风电发展前景与制约因素分析
卞恩林

（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北京，10007）

摘  要 ：我国海上风能资源丰富，且靠近电力负荷中心，随着国家扶持力度不断加大和我国海上风电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海上风电具有广阔的的发展前景。然而，技术不成熟、经验欠缺和投资收益率低等因素仍使现阶段大规模开发海

上风电面临较大投资风险。

关键词 ：海上风电 ；现状 ；开发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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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China’s Offshore Wind Energy Development Prospects and 
Restriction Factor

 Bian Enlin
（Guohua Energy Investment Co.Ltd,. Beijing 100007,China）

Abstract: China is rich in o�shore wind resources, and the eastern coast region is power load center in China. As the increasing national 

support and further development of o�shore wind energy technology, the o�shore wind industry has a wide development prospect. 

However, Nowadays, technologically immature, experience lacking and low yields all make the large-scale o�shore wind energy 

industry face much investment risk.
Keywords: o�shore wind energy;current situation;development 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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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海上风电发展前景

1.1 海上风能资源丰富

我国海上风能资源丰富，为大规

模发展海上风电提供了良好的资源条

件。根据风电场的水深条件，可以将

海上风电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潮间

带和潮下带滩涂风电场，即多年平均

大潮高潮线以下至理论最低潮位以下

5m 水深内的海域。第二类是近海风电

场，即理论最低潮位以下 5m － 50m
水深内的海域，含无人岛屿及海礁。

第三类是深海风电场，即理论最低潮

位以下 50m 水深的海域，含无人岛屿

及海礁。

《中国风电发展路线图 2050》[1]

对我国水深 5m － 50m 的海上风能

资源进行了详细分析。根据对我国陆

地和近海 100m 高度风能资源技术开

发量的分析计算结果，我国近海水深

5m － 50m 范围内，风能资源潜在开

发量达到 500GW。

1.2 沿海地区用电需求量大

东部沿海地区是国内经济最发达

的地区，为大规模发展海上风电提供

了足够的市场空间。广东、江苏和山

东等地是全国用电量领先的省份，且

用电量增长较快，可以有效消纳区域

内的海上风电产能。

1.3 国家出台政策支持海上风电发展

为推动海上风电有序发展，国家

和地方先后出台相关规划，明确了海

上风电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根据国家

能源局最新发布的《风电发展“十二五”

规划》[2]，“十二五”时期，在重点

开发建设上海、江苏、河北、山东等

省市海上风电的基础上，加快推进浙

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辽宁

等沿海地区海上风电的规划和项目建

设。到 2015 年底，要实现全国海上风

电装机投产 5GW。其中，江苏要建成

1.5GW 以上，山东要建成 1GW 以上，

上海和河北各要建成 0.5GW 以上，浙

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和辽宁

等地要建成 1.5GW 以上。到 2020 年

底，海上风电装机容量要达到 30GW。

1.4 设备制造商积极开发海上风电

设备

在常规风电机组竞争白热化、风

电设备制造商盈利水平显著下降的背

景下，大型风电设备制造商纷纷将海

上风电作为竞争的突破口，积极发展

海上风电设备产业，为海上风电大规

模发展提供了产业基础（技术条件）。

金风科技投资 30 亿元在江苏大丰经

济开发区建设海上风电产业基地项目，

并计划将其建设成为国内最大、世界

领先的海上风电装备制造基地。重庆

海装风电充分依托中船重工集团公司

在海洋工程领域的基础研究和试验基

地等优势，整合风电整机和配套设备

的研发实力，形成全产业链。国家科

技部授牌成立了“海上风力发电工程

技术研发中心”，其研发的近海 5MW

表1 国家第一批海上风电特许权项目

场址 规模 类别 开发商 设备商

滨海 30万千瓦 近海风电场 大唐新能源 华锐风电

射阳 30万千瓦 近海风电场 中电投 华锐风电

大丰 20万千瓦 潮间带风电场 国电龙源 金风科技

东台 20万千瓦 潮间带风电场 鲁能 上海电气

表3 “十二五”风电发展主要指标

指标类别 主要指标 2010年 2015年 2020年

装机容量指标

陆地风电 （万 kW） 3121 9900 17000

海上风电（万 kW） 14.5 500 3000

合计（万 kW） 3131 10400 20000

发电指标
总发电量（亿 kWh） 490 1900 3800

风电占全部发电量比例（%） 1.2  3  5 

数据来源：《风电发展“十二五”规划》

表2 我国风能资源潜在开发量

地区 总面积（万km2） 风能资源潜在开发（100GW）

陆上（70m高度） ≈ 960 26

海上（水深 5m-50m，

100m高度）
39.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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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机组样机已下线。西门子中国在

上海临港耗资 5.81 亿元开工建设西门

子风力发电叶片 ( 上海 ) 有限公司，该

厂生产的 2.3MW 及 3.6MW 两款叶片

可同时满足于陆上及海上机组。[3]

2 当前海上风电发展的制约
因素

2.1 海上风电技术不成熟

海上风电具有不同于陆地风电的

特殊性，代表着风电技术的制高点和

发展方向。海上风电的开发、建设和

运行都要比陆上复杂，特别是对风电

设备承受海浪、风力的运行稳定性以

及设备的耐腐蚀性等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此外，我国风电产业起步相对较晚，

生产的风电关键部件技术不够成熟，

缺乏基础研究积累和人才，具备成熟

的海上风电发展经验的机组制造商非

常有限。目前湘电风能、海装风电等

公司的 5MW 海上风电机组样机先后

下线，但技术还不成熟，设备可靠性

和耐腐蚀性需要进一步的验证。我国

在海上风电设备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

相对薄弱，大型兆瓦级风电机组的总

体设计技术和重要零部件的设计制造

技术尚未掌握，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风电技术。海上风电的技术不成

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海上风电的大

规模发展。

2.2 海上风电投资成本高

目前，制约海上风电发展的根本

因素还是成本过高。尽管海上风电发

电出力具有更高的效率，但无论是建

设成本还是运行成本，海上风电场都

要高于陆上风电场。[4] 由于海上风电

机组基础、运输安装和输电线路费用

较高，如果不考虑陆地土地限制因素，

海上风电的投资将一直高于陆上风电

成本投资。根据目前国际海上风电投

资水平以及中国海上风电特许权招标

情况，目前近海风电的投资是陆上风电

的1.5倍－2 倍，大约为1.4万元 /kW－

1.9 万元 /kW。海上风电的运行和维护

成本主要取决于海上风电场的可达性、

机组的可靠性和零部件所涉及的供应

链情况等。由于远离海岸，维护需要

特殊的设备和运输工具，并网也需要

进行额外投入，目前项目以示范为主，

运行维护经验相对欠缺，海上风电的

单位度电运行成本要高于陆上风电运

行成本。

2.3 电价水平较低

与较高的成本相比，目前我国海

上风电的电价则显得较低。从 2010 年

4 个海上风电特许权项目来看，为了

中标，开发商在方案中都将概算和风

险因素压到最低，将中标电价压到非

常低的水平。4 个项目的加权平均中

标电价仅为 0.6854 元 /kWh，仅比陆

上最高风电标杆电价 0.61 元高 12%。

这种电价水平并不能全面反映海上风

电项目的高额投资成本 , 将严重制约

风电场运营企业项目的盈利能力 , 并
直接影响风电开发商对海上风电的投

资热情。

3 总结

当前制约海上风电发展的因素还

非常多，我国海上风电在 2015 年以

前以探索为主，项目较少。但随着技

术的发展成熟，项目在经济上的可行，

海上风电行业未来将有广阔的发展空

间。作为风电开发商，目前要密切关

注技术发展前沿和产业政策动态，在

适当的时候参与潮间带或近海的风电

场示范项目，深入了解海上风电场的

成本结构，为布局海上风电产业积累

开发、建设和运行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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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我国典型风电场预期投资成本和上网电价（2010年不变价格）

指标类别 风电场类型 2010 2020 2030 2050

单位投资

（元 /kW）

陆上 8000-9000 7500 7200 7000

近海 14000-19000 14000 12000 10000

远海 50000 40000 20000

运行维护成本

（元 /kWh）

陆上 0.1 0.1 0.1 0.1

近海 0.15 0.15 0.1 0.1

远海 0.3 0.2 0.1

数据来源：《中国风电发展路线图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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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场分期开发中存在问题的探讨
彭秀芳，李剑锋

（江苏省电力设计院，南京	211102）

摘   要 ：风电场分期开发中，风电场风能资源分布和场址区域开发顺序直接影响风电场装机容量和风电场发电量。本文通

过分析具体工程实例，提出如何准确评估分期开发场址的风能资源。同时，对风电场不同区域的开发顺序也进行

了探讨，不同区域的开发顺序对风电场尾流和发电量都有一定的影响，进而影响风电场的整体装机容量。

关键词 ：风电场 ； 分期开发 ；开发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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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Problem of Wind Farm Phased Development	
Peng Xiufang, Li Jianfeng

( Jiangsu Province Electric Power Design Institute, Nanjing 211102, China)

Abstract: On the phased development of wind farm, the installed capacity and generated energy of wind farms are in�uenced by the wind 

energy distribu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rder. Taking the engineer project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pointed out how to evaluate 

wind energy and analyzed the order of di�erent areas which could a�ect the wake loss and generated energy . And then it could 

a�ect the installed capacity.
Keywords: wind farm; phased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order

0 引言

2011 年中国（不包括台湾地区）

新增安装风电机组 11409 台，装机容

量 17630.9MW。累计安装风电机组

45894 台， 装 机 容 量 62364.2MW，

年增长率为 39.4%。据统计，2011 年

全国共统计了 10 个省（市、自治区）

的限电情况，统计覆盖的风电场总装

机容量达到 18691MW，占全国风电

并网容量的 42%[1]。经历一段高速发

展期之后，风电工程的开发建设将渐

趋理性。

受资金和国家政策等多重因素的

影响，目前国内的陆上风电场的申报

容量通常都在 50MW 以内。一般情

况下，一个场址的总开发容量会超过

50MW，为了解决申报容量在 50MW
以内，又能充分开发该区域的风能资

源等问题，采取的普遍方法是分期开

发。在分期开发中，由于整个风电场

场址区域面积较大，如何准确地评估

场址的风能资源，从场址内哪个区域

开始开发等问题都直接影响到整个风

电场的装机容量和效益 [2]。本文根据

实际工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结合一

个具体工程实例对风电场分期开发中

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1 工程实例概况

本文以一个已建滩涂风电场

为例进行分析。该风电场南北长约

12.3km，东西宽约 2.5km，风电场

呈南北长条形，场址内海拔高程约

3m~5m。一期、二期工程已经建设完

成，三期工程正在实施中。风电场范

围内及附近布置三个测风塔 1#、2#、
3#。风电场场址范围及测风塔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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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组布置之后才使前两期工程风电机

组的尾流达到那么大的值？为解决这

个疑问，单独将一期、二期工程的风

电机组进行计算。结果显示，有些风

电机组的尾流影响还是接近 17%。为

了弄清楚原因，设计人员将原先一期、

二期工程设计的资料调出来查阅，结

果分析如下。[3-4]

一期、二期风电场风能资源分析

时采用的是 1# 测风塔，按照原方案的

计算，场址内粗糙度值取 0.15，场址

东面粗糙度值取 0.03，场址西面粗糙

度值取 0.2，采用专业软件进行模拟，

风电场风速分布等值线图如图 2 所示。

场址内平均风速约为 7.4m/s，2# 测风

塔位置的平均风速为 6.92m/s，3# 测

风塔位置的平均风速为 7.76m/s，推

算出场址内 2# 和 3# 位置的风速分别

比实测风速高出 6.2% 和 10.2%。在

三期工程方案中，场址内粗糙度值调

整为 0.1，场址东面调整为 0.01，场

址西面调整为 0.15。采用专业软件进

行模拟，风电场风速分布等值线图如

图 3 所示。2# 测风塔位置的平均风速

为 6.70m/s，3# 测风塔位置的平均风

速为 7.18m/s，2# 和 3# 位置的风速

见图 1。在同一个测风年内，1# 测风

塔 70m 高度实测年平均风速为 6.96m/
s，年平均风功率密度为 357.3W/m2 ；

2# 测风塔 70m 高度实测年平均风速为

6.51m/s，年平均风功率密度为 300W/
m2 ；2# 测风塔 70m 高度实测年平均

风速为 7.04m/s，年平均风功率密度为

360W/m2。风电场主风向和主风能方

向都为 N 方向，SE、SSE 方向次之。

一期风电场位于场址西面，沿南

北方向布置两排 ；二期风电场位于场

址东面，沿南北方向布置一排 ；三期

风电场在一期、二期中间。一期、二

期工程已经完成，现在开展三期工程

工作。在三期工作开展中发现几个问

题，现逐一进行探讨并提出解决办法。

2 风电场风能资源分析

在计算三期工程发电量时，为了

考虑前两期工程与本期工程风电机组

间的相互影响，计算结果发现，一期、

二期已建工程风电机组的尾流影响很

大，有的风电机组尾流达到 17% 以上。

在实际工程中，风电机组的尾流控制

在 10% 左右。是不是第三期工程风电

分别比实测风速高出 2.9% 和 2%。从

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三期调整后的

计算结果更贴近实测值。

在原报告中，一期、二期工程中

的风电场尾流影响较小，整个场址平

均尾流只有 6.35%，而三期方案中，

整个风电场尾流影响达到 12.5% 左右。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造成原报

告中尾流影响小的主要原因是 ：在原

方案评估中，风电场场址风能资源模

拟计算时，整个风电场的风速偏大。

风电场风能资源分布是否准确，

直接影响风电场风电机组布置和尾流，

进一步影响风电场发电量的计算结果

和风电场经济效益 [5]。在风电场场址

面积较大时，采用分期开发的风电场，

一般都立有两座及以上的测风塔。在

《风电场工程技术手册》中规定的粗糙

度值一般都在一个范围内，例如开阔

状态农田到封闭状态农田的粗糙度值

是 0.05~0.1，封闭状态农田到多树木

或灌木的粗糙度值为 0.1~0.2。手册中

的这种定义使得粗糙度的取值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为了能够准确分析一

个具体风电场场址的风能资源，通过

以上分析得出，可以根据测风塔同期

摄影：王太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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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测数据对粗糙度值进行调整，可以

有效降低粗糙度取值的不确定性。[6-7]

3 风电场分期顺序

本文将依据工程实例，对如何进

行合理的分区域开发提出一些看法。

风电场各期之间的相互影响主要体现

在尾流上，同时还得兼顾升压站的位

置和地形条件。风电机组布置尾流影

响主要考虑的还是主风向，沿主风向

尾流影响率较高。为了使后期的风电

机组布置对前期的影响最小，在风电

场前期开发时要兼顾后期风电场。

在上述工程中，地形是南北条

形状滩涂区域，风速是沿海向内陆衰

减。在场址建设中，一期工程位于场

址西面，二期工程位于场址东面，三

期工程是在一期、二期之间插建。一

期、二期工程的开发虽然都尽可能靠

近场址东西两侧边沿布置，但没有考

虑到对后期的影响，且场址内风能资

源评估风速偏大，一期风电场特别是

二期风电场的风电机组间的间距较小，

使得三期风电机组间距只能布置偏大，

才能使尾流影响较小。

在本工程中，二期工程区域为场

址东面，在整个场址中，该区域风速

最大。在前期建设时只考虑到二期风

电机组间的相互影响，风电机组的间

距基本小于 300m，虽然前期的风电

机组的间距基本能满足该期风电机组

的尾流影响，但是由于第一排风电机

组布置太密，对第二排风电机组风速

的影响加大。因此，在分期开发的风

电场进行风电机组布置时，就应该充

分兼顾后续风电机组与本期风电机组

之间的相互影响。最理想的状态就是，

对整个风电场进行综合布置，然后根

据各期的总容量进行分区域分期开发。

4 结论

风电场分期开发只是在工程建设

中的一种策略，风电场建设的最终目

标是追求效益最大化。因此，在建设

初始阶段就应该对风能资源分析和风

电机组布置进行统筹规划。从目前的

工程建设经验来看，测风塔之间数据

的相互验证能准确评估整个风电场风

能资源分布。初始阶段整体布置风电

机组，综合考虑，能够使整个风电场

发电量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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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低风速风电场运行分析
张小雷1，高崇伦1，吴爱国2

（1.	安徽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滁州	239200；2.	浙江舟山启明电力建设有限公司，舟山	316000）

摘   要 ：近年来，风能资源丰富的区域受到资源和规模等因素的限制，人们悄然把目光转向更为广阔的低风速区域。安徽

来安低风速风电场是全国首个低风速风电场。本文介绍了来安风电场的基本情况，从海拔高度对发电量的影响、

森林（粗糙度）对发电量的影响、风切变和湍流强度对功率曲线的影响等四个方面分析风电场的运行情况，总结

了低风速风电场运行的特点和部分规律，为以后风电场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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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04-0066-04

An Analysis of Large Low-speed Wind Farm Operation	

Zhang Xiaolei1, Gao Chonglun1, Wu Aiguo2

(1. Anhui Longyuan Wind Power Co.,Ltd., Chuzhou 239200, China; 

2. Zhejiang, Zhoushan Qiming Electric Power Construction Co., Ltd., Zhoushan 31600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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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全球化石能源（煤、石油、

天然气等）的逐渐短缺以及日益严峻

的气候变化形势，风能作为清洁、高

效的可再生能源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

和开发利用 [1]。目前，我国风能开发

主要集中在风能资源丰富的高风速区

域。此类区域风能资源虽丰富，但由

于经济欠发达 , 无法消纳足够的风电

资源，常出现弃风现象，需通过建设

坚强电网实现大容量的风电送出。且

目前风电开发仅集中在风能资源丰富

区和较丰富区，这部分区域分别占全

国面积 8% 和 18%，主要集中在三北

地区 ( 东北、华北、西北 ) 和东南沿海

等地，可开发地域面积较小 [2]。因此，

人们逐渐将视野移向幅员辽阔的低风

速区域。

目前，所谓“低风速地区”在

国内一般被认为是国家气象局发布的

我国风能三级区划指标体系中第三级

区域，即为风能可利用区。全国范围

内风能可利用区面积约占全国面积的

50% [2]。与高风速区域相比，低风速

区域开发风电存在以下优势 ：

（1）可开发面积广，开发潜能巨

大 ；（2）接近负荷中心，不存在远距

离送出，降低送出成本。电网条件好，

低风速风电既可并网，也可离网就地

使用，运行方式灵活方便 ；（3）低风

速风电运行维护费用低、度电成本低，

且低风速风电单位造价也会随着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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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的不断扩大而降低 [3] ；（4）电价

高，增大了开发商的盈利空间。值得

一提的是，各地方响应国家号召进行

新能源产业的布局，很多地方如山东、

湖北等地，在标杆电价基础上还有财

政补贴。

1 来安风电场基本情况

来安县地处皖东、江淮之间，为

江淮分水岭，风能资源较丰富 [4]。来

安风电场是国内首个低风速风电场，

也是安徽省首个风电场。风电场 80m
风功率密度等级为 1 级，风电场年可

利用风速小时数较多，70m 高度在

3m/s~25m/s 年小时数为 7600h，在

4m/s~25m/s 年小时数为 6600h。来

安风电场位于来安县北部低山丘陵地

区，分五期建设，总装机 247.5MW，

共有 165 台单机 1.5MW 风电机组，

其 中 132 台 A87/1500 机 组 和 33 台

B86/1500 机 组。2011 年 1 月 6 日，

风电场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由于安徽

省风电开发规模小，截至 2012 年年底，

安徽省统调机组约 25000MW，其中

风电装机规模为 300MW，风电装机

占比仅为 1.2%，占比较小，而且风电

场附近有 600MW 琅琊山抽水蓄能电

站，电网具有很强的调峰能力。自来

安风电场投运以来，所发电力全额上

网，就近消纳，没有发生过限出力情

况 [5]。

2 来安低风速风电场运行分析

2.1 风电场运行概述

来安低风速风电场自投产以来，

风电机组运行稳定，取得了一定的经

济效益。2012 年 1 月－ 12 月，风电

机组全场平均可利用率 98.78%，风

电机组运行平稳，故障率较低，发电

设备装机平均等效满负荷小时数和平

均净上网小时数与可行性研究报告基

本持平，全场综合厂用电率为 2.46%。

风电场选用两个厂家的风电机组，一、

二、三、五期采用 A 公司 A87/1500
机组，四期采用B公司B86/1500机组。

2.2 相对海拔高度对发电量的影响

风电场模拟软件显示发电量随海

拔变化趋势不明显。本文统计了不同

海拔下实际运行中各机位实发小时数，

并与交底电量进行对比，发现实际发

电量随相对海拔上升增加较明显，如

图 1 所示。通过曲线拟合，发现实发

小时数与海拔高度成一次线性关系，

其斜率为 5.16，即海拔每下降 10m，

发电小时数平均下降 51.6h，如图 2
所示。本结论为后续低风速风电项目

测风塔数据数量不足或代表性欠缺提

供了修正经验。 
2.3 森林（粗糙度）对发电量的影响

根据实地踏勘记录和卫星照片，

将 A 公司生产的四期 132 台风电机

组分为有树林和无树林两类地貌。统

计两类地貌下的机舱风速和发电量如

表 1 所示。对比发现，在平均海拔基

本相当的前提下，有树林机位的机舱

平均风速要比无树林机位低 0.12m/s，
实发小时数约 200h，而各种风电场模

拟软件均未能反映出这一趋势。同时，

树林对发电小时数的影响效果要比对

平均风速的影响大，这说明低风速风

电场中的植被不但影响了平均风速，

而且使得风频、风向、风切变等参数

朝着不利于发电的方向发展。分别对

图1	交底小时数和实发小时数随相对海拔高度变化曲线图 图2	实发小时数与海拔相关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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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不同海拔、两种地貌下机位的平均

发电小时数，如图 3 所示。可见，几

乎在所有海拔下，有树林机位的发电

小时数都要比无树林机位低。

2.4 风切变对功率曲线的影响

选取 2012 年 3 月 1 日—6 月 30
日 1 号风电机组 SCADA 功率和对应

同时段生产测风塔 10m~80m 风切变

数据，做出不同风切变下功率曲线图。

如图 4 所示，在大部分风速段 , 功率

曲线随风切变增大而降低，在风速接

近额定风速左右情况正好相反。风切

变值的大小和地面粗糙度、大气稳定

度等有较大关系。一般来说粗糙度越

大，风切变越大，越不利于风电机组

发电，这一结论和前文地面粗糙度对

风电机组发电能力有较大影响的结论

相吻合。

2.5 湍流强度对功率曲线的影响

为探索湍流强度对功率曲线的

影响，本文选取 2012 年 3 月 1 日－

2012 年 6 月 30 日，1 号 # 风电机组

SCADA 功率和对应同时段生产测风

塔 80m 高度湍流强度值，做出不同湍

流下功率曲线图。如图 5 所示，风速

在 8m/s 以下，功率曲线随湍流强度增

大而增大。风速大于 8m/s 以上时，情

况正好相反。湍流强度的大小和地面

粗糙度、大气稳定性和障碍物等有较

大关系。就低风速风电场来说，低风

速段风能所占比例较大，故湍流强度

越大越有利于风电机组发电。这和 A
公司提供的理论状态下不同湍流强度

对应的功率曲线结论相吻合。

3 总结

高风速地区建设风电场受到资源、

规模等限制，在不少省（市、自治区）

不同程度出现了风电送出和运行限电的

情况 [6]。而低风速区域可开发面积大，

表1 有树林和无树林地貌下风速、发电量统计

地貌 样本数 海拔(m) 风速(m/s)
实发小时数

(h)

WAsP计算

小时数(h)

WT单塔小

时数(h)

WT多塔小

时数(h)

Fulin模式

小时数(h)

无树 70 166 4.91 1708 2092 2058 1732 1805

有树 62 161 4.79 1486 2120 2106 1734 1757

差值 - 5 0.12 222 -28 -48 -2 48

图3	不同海拔下两种地貌机位小时数对比图

图4	1号风电机组在不同风切变下风电机组功率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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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负荷中心，完全被电网吸纳等优点

会成为未来风力发电的一个趋势。

本文针对国内首个低风速风电

场—来安风电场，从风电场的相对海

拔高度对发电量影响、森林（粗糙度）

对发电量的影响、风切变和湍流强度

对功率曲线的影响等四个方面进行分

析，总结了运行规律和特点，为今后

低风速风电场建设提供了参考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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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风能是目前最具规模化开发的可再生能源。近年来，

国内外风电装机量大幅攀升，与此同时，风力发电技术也

突飞猛进，各种技术流派的新型风电机组大量出现 [1-2]。对

于新型样机，在实验车间内搭建测试平台，全面模拟其实

际工作时所受载荷，并进行严格的性能考核测试，不仅能

发现潜在的故障隐患，还可根据实测数据优化机组设计参

数 [3-4]。因此，该阶段的测试工作是新型风电机组尤其是海

上风电机组开发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风电机组的工作载荷来自风轮，由于大型风电机组载荷

情况复杂，且风轮尺寸巨大，如何在实验车间内有效模拟风

轮带给机舱的各种载荷是样机测试领域的主要难题。目前，

多数新型风电机组的厂内测试仅施加用于驱动发电机的扭矩

载荷，忽略了实际工作过程中风轮带给机组的推力、弯矩等

非扭矩载荷。而上述非扭矩载荷对机组的性能与寿命影响重

大。因此，本文针对全工况载荷施加技术展开研究，并提出

一种含非扭矩载荷成分的新型载荷施加装备。

大型风电机组整机测试用全工况载荷
施加技术及装备研究﹡

刘作辉，金宝年，马文勇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100872）

摘 要 ：本文研究了大型风电机组整机全工况测试所需的载荷模拟与载荷施加技术，深入分析了扭矩载荷和非扭矩载荷模拟与

施加的技术难点，以及二者正确耦合的关键所在。进一步给出新型非扭矩载荷施加装置及载荷耦合装置技术方案，并

据此搭建整机测试实验平台，解决大型风电机组样机厂内测试载荷模拟技术难题。  

关键词 ：风电机组 ；载荷模拟 ；测试技术 ；海上风电机组 ；实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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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 Turbine Full Load Case Simulating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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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oad simulating and the load application technologies for large-scale wind turbine full load case testing in testing rig are 

discussed. �e cruxes of the torque loads and non-torque loads simulating and application, and the coupling of these two kinds of 

loads are analyzed. Furthermore, a novel solution for the non-torque loads application and the coupling method with torque load 

are provided. According to the method proposed in this paper, a testing rig was constructed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testing load 

simulating and application of large-scale wind turbine test in testing r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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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体技术方案
  
 风电机组在工作过程中通过风轮吸收来自风中的能

量，并将风载荷传递至机舱，如图 1 所示。

按图 1 坐标系，可将机舱输入轴 A 点所受载荷分解为

6 个分量 ：Fx、Fy、Fz、Mx、My、Mz。其中 Mx 是用于

驱动电机发电的扭矩载荷，其余5个分量统称为非扭矩载荷。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采用扭矩载荷与非扭矩载荷先分

别施加再最终耦合的总体技术方案。首先采用变频电机与

变速齿轮箱组合提供扭矩载荷 Mx，再利用沿不同方向布置

的多组液压缸协同加载提供其余 5 个载荷分量，最后通过

载荷耦合装置将上述两类载荷最终耦合并传递至被测机组。    
实验装置的总体结构如图 2 所示。

其中 ：A 为被测风电机组 ；B 为扭矩施加装置（提供

扭矩 Mx）；C 为非扭矩载荷施加装置 ；D 为载荷耦合装置。

2 扭矩载荷施加
   
扭矩载荷 Mx 的模拟采用变频电机与减速齿轮箱组合

予以实现。为降低能耗测试实验装置采用电闭环模式，驱

动电机拖动被测机组发电，产生的电能再回馈至驱动端。

扭矩载荷施加装置除提供恒定扭矩载荷外，还需具备动态

载荷模拟能力。通过对驱动侧变频器及被测机组的联合控

制，有效模拟各种湍流、阵风带给机组的瞬变载荷。

驱动电机、变频器以及变压器是构成扭矩载荷施加装

置的核心电气元件，这三者间的电气参数匹配性直接决定

整套装置的性能水平。为此，需要进行多轮联合仿真，综

合考虑各方技术难度与成本因素，选取最优参数组合。电

气拓扑图如图 3 所示。

此外，由于大型风电机组驱动功率大，且受叶尖线速

度限制，风轮转速低，导致驱动扭矩 Mx 数值巨大。因此，

驱动电机级数与齿轮箱的传动比亦需综合考虑，选取最优

组合，以降低加工难度与制造成本。

3 非扭矩载荷施加
  
实际工作过程中，推力、弯矩等非扭矩载荷是由旋转

的风轮通过主轴作用在机舱上的。而在实验车间内受占地、

图1	机舱载荷示意图

摄影：段继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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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等因素限制，加载装置不宜像风轮一样旋转，须与基

础固接。因此，非扭矩载荷施加即转化为在固定底座上对

回转元件的加载问题。而加载机构与受载元件间不可避免

的相对转动则是影响该类载荷模拟精确实现的关键因素。

非扭矩载荷的模拟采用一端固支梁的受力模型。加载

装置以被测机组为固支端，通过协调 x，y、z 方向的液压

缸出力，来提供各方向的力与弯矩，其受力模型如图4所示。 
为解决加载机构与受载元件相对转动对加载过程的影

响，本文采用一个双列圆锥滚子轴承作为载荷传递元件，

该轴承能独立承担除扭矩外全部载荷。轴承内圈与被测机

组连接，轴承外圈与一刚性体连接，非扭矩载荷施加在刚

性体上，经轴承外圈通过滚动体传递至轴承内圈，再由内

圈传至被测机组，具体如图 5 所示。

其中 ：A 为双列圆锥滚子轴承 ；B 为连接轴（连接轴

承内圈与被测机组）；C 为刚性受载元件（与轴承外圈固接）；

D 加载油缸及底座（油缸出力点位于不回转的刚性受载元

件上）；E 为载荷耦合装置。

4 载荷耦合装置

根据上图 2 所示，两类载荷施通过载荷耦合装置实现

最终耦合，并传递至被测机组。该装置一方面将驱动电机

提供的回转扭矩 Mx 传输至风电机组的主轴，同时还将多

组液压缸提供的力与弯矩汇集并传递至风电机组的主轴。

由于被测机组在承受非扭矩载荷时将不可避免产生沿

不同方向的结构变形，载荷耦合装置需能够在传递载荷的

同时自由补偿这些角度以及位移形变，维持一端固支梁的

加载模型。这其中以沿 x 轴方向的位移补偿最为困难。因

为扭矩载荷 Mx 的传递将给用来实现 x 方向位移补偿的滑

动构件带来很大的正压力，进而产生很大的摩擦力。不仅

无法实现位移补偿，还将破坏一端固支梁的加载结构模型。

以 6MW 机组为例，若对其进行满功率测试，考虑效

率损失因素，驱动扭矩需达 9000kNm。若采用常规花键结

构进行 x 向位移补偿，花键回转直径取 1.5m 时，键齿间的

正压力仍达 12000kN。按摩擦系数按 0.1 计算，则键齿需

克服 1200kN 的摩擦力才能实现伸缩补偿，已经破坏了非

扭矩加载装置的工作原理假定。

为解决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一种新型载荷耦合装置。

该装置以十字万向节为基础，在万向节中部增加一液体静

压花键装置。被测机组在受载变形时，x 方向的位移由静压

花键装置补偿，其余各项角度与位移变形分量由万向节完

成。如图 6 所示。

根据具体传递载荷以及静压理论 [5] 可确定油垫、油膜

等关键技术参数。这样在工作过程中，键齿间将以静压油

膜分隔，保证无直接接触。由于油膜的摩擦系数极低（可

图4	非扭矩载荷施加原理图

图5	非扭矩载荷施加装置结构图

图2	总体方案简图

图3	电气系统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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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0.001），有效抵消正压力带来的影响，使摩擦阻力可相

对忽略不计，满足装置在传递较大扭矩时具备自由伸缩的

要求。

5 实验平台搭建

 根据以上方案进一步搭建了大型风电机组整机测试实

验平台模型，如图 7 所示。该模型满足单机容量 15MW 以

下的大型风电机组测试实验需求。其中，回转扭矩由两台

同步电机并联提供，拖动总功率达 22MW ；非扭矩载荷施

图6	载荷耦合装载结构图

图7	整机测试实验平台模型

加部分采用液压比例系统，通过高频响比例阀与高精度测

力传感器实现精确闭环控制，加载频率可达 1HZ。

6 结论
    
本文针对大型风电机组整机厂内测试所需的载荷模拟

与施加技术展开讨论， 深入分析了扭矩载荷施加与非扭矩载

荷的施加策略，及其二者间的耦合方案。在此基础上提出

具体解决措施，给出新型非扭矩载荷施加装置与载荷耦合

装置的设计方案，并据此搭建了最大测试能力达 15MW 的

整机测试实验平台，突破大型风电机组厂内测试所遇到的

载荷模拟技术瓶颈。

该测试实验平台可有效模拟风电机组在实际工作环境

中所受各种载荷，进而在实验车间内安全、高效地完成样

机的全面性能考核，发现潜在故障与设计缺陷，降低技术

风险，提高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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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风电机组所利用的风能处于自然状态，风电机组的实

际运行功率曲线，即风电机组在运行过程中通过机组控制

器和后台软件所形成的功率曲线。由于受到温度、气压、

叶片污染及机组自身特性等因素的影响，不同风电机组所

处的自然环境不同。因此，从风电场实际看，不同风电场

编者按 ：

长期以来，关于风电机组实际运行功率曲线与标准功率曲线之间差异的争议，一直困扰着项目运营方和风电机组制造

方，尤其在质保期行将结束之时，对于实际功率曲线的认定更加重要。争议源于认识不足，标准不清，这需要业界共同努力，

尽快建立完善的审核验收标准体系，使各方正当利益得到应有的保障。本刊现向读者推荐由具有丰富一线运维经验的专家

撰写的文章，也希望关心和研究此问题的专家共同谈论，探索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

风电机组形成的功率曲线不同 ；同一风电场不同风电机组

之间的功率曲线有差别 ；同一台风电机组在不同时间所形

成的功率曲线也不尽相同。

分析实际运行功率曲线的形成和影响因素，便于理解

实际运行功率曲线与标准功率曲线之间的差异。了解影响

风电机组功率特性的因数，有利于把风电机组调整到较好

的工作状态，以增加风电机组的出力。

风电机组实际运行功率曲线影响
因素分析

王明军，高原生

（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风电事业部，德阳	618000）

摘 要 ：本文对风电机组在运行过程中形成的实际运行功率曲线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如：气象和环境条件、风电机组排

列、对风偏差、机型、统计方法及采样修正等，从而阐述了标准功率曲线（合同功率曲线）与实际运行功率曲线产生

偏差的原因，以此消除从业人员在风电机组功率特性曲线的认知方面存在的诸多误解，从而减少在风电场运营和质保

交机时可能产生的不必要的纠纷。

关键词 ：风电机组 ；实际运行功率曲线 ；标准功率曲线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04-0074-06

An Analysis of Influence Factors on Wind Turbine’s Actual Power Curve
Wang Mingjun, Gao Yuansheng

(Dongfang Turbine Co.,Ltd., Deyang 618000, China)

Abstract: �e thesis enumerated and analyzed the principle factors which in�uence the actual power curve of wind turbine when it runs in 

the wind farm, such as the weather and th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 alignment of wind turbines, yaw deviation, type, stat method, 

sampling and revise. �en it explained the reasons of deviation between the theoretical power curve (contract power curve) and the 

actual power curve, in order to clear up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power curve for the practitioner and avoid the needless dissensions 

during the wind farm operation and quality assurance of wind turbines.
Keywords: wind turbine; actual power curve; theoretical power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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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准功率曲线

所谓风电机组的功率曲线，一般是指风电机组输出功

率随风速变化的关系曲线。风电机组的实际效率主要通过

风电机组实际运行的功率曲线得到反映，实际功率曲线的

好坏综合反映了风电机组的经济性。

标准功率曲线是在标准的工况下，根据风电机组设

计参数计算给出的风速与有功功率的关系曲线。标准功率

曲线所对应的环境条件是 ：温度为 15℃，1 个标准大气压

(1013.3hPa)，空气密度为 1.225kg/m3。

风电场的实际工况与标准功率曲线给定的环境条件之

间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就决定了实际运行功率曲线与标准

给定功率曲线的区别。

目前，研究风电机组叶轮的空气动力问题有 3 种方法：

理论计算、风洞试验和风电场测试。

风洞试验主要用于基础研究和小型风电机组的性能测

试，风电场测试主要用于大型风电机组的性能测试和应用

研究。要研究和得到较为准确的反映兆瓦级风电机组的实

际功率性能曲线，需要理论计算与风电场测试相结合 [1]。

自然状态的风，不受人为控制，其流动十分复杂，一

般为湍流。人类对湍流进行了长达 100 多年的研究，虽然

取得了不少进展，并解决了不少工程问题，但是由于湍流

运行的极端复杂性，其基本机理至今仍未完全掌握，而且

不能准确地定义并定量地给出湍流运动特性。这就给风电

机组功率曲线的数字模拟带来了困难。风电机组功率特性

的理论计算还存在诸多局限，需要用风电场测试加以补充

和完善 [1]。因此，如果给出的标准功率曲线或当地风况功

率曲线只是通过静态的模拟计算获得，由这种方法得到的

功率曲线可能与风电机组的实际性能产生较大的偏差。

2 气象和环境条件对风电机组实际运行功率
曲线的影响

风电机组的功率特性除取决于风电机组的性能外，还

取决于气象环境条件以及风电机组在风电场中的排布等。

下面对风电机组功率曲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2.1 海拔高度

海拔高度增加，空气密度降低。海拔越高，空气的大

气压力就会随之变小，如图 1 所示。

当风电机组安装在高海拔地区时，由于那里的空气密

度低，输出功率减小，从而影响风电机组的功率曲线。图 2

给出了 Vestas 600kW 变桨距风电机组和定桨距风电机组

在不同海拔高度处的功率曲线。

对于定桨距失速风电机组，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整

个风电机组功率曲线在同样风速下的发电功率降低，大于

满负荷发电风速，功率降低更为明显，如图 2（a）所示 [1]。

对于变桨距风电机组，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在满负

荷发电功率前的所有风速段，相同风速下的功率都下降 ；

满负荷发电风速值增加，对中高风速段影响较为明显 ；大

于满负荷发电风速时，风电机组通过收桨进行恒功率控制，

不影响功率曲线的形成，如图 2（b）所示。

2.2 空气温度、湿度对功率曲线的影响

温度升高会造成空气密度的降低，如图 3 所示，使得

同样风速下风电机组出力降低。空气中还有水蒸气，即空

气存在一定的湿度，湿度对空气密度也有一定的影响。潮

图1	空气密度随海拔高度的变化

(a)	定桨距风电机组

(b)	变桨距风电机组

图2	空气密度对风电机组功率特性的影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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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的空气比干燥的空气轻。因此，空气中的水蒸气增加，

空气密度会降低，风电机组出力降低 [2]。 
当风电机组安装在低温地区时，由于空气密度变大，

输出功率也随着增大 ；反之，在高温地区的风电机组其输

出功率减小。图 4 给出了 Vestas 600kW 变桨距风电机组

与定桨距风电机组在不同温度下的功率输出曲线。

对于定桨距失速风电机组，随着温度的增加，整个风

电机组功率曲线在同样风速下的发电功率降低，在接近和

大于满负荷发电风速时，功率降低更为明显，如图 4（a）
所示。

对于变桨距风电机组，随着温度的增加，在满负荷发

电功率前的所有风速段，相同风速下的功率都有所下降 ；

满负荷发电风速值增加，对中高风速段影响较为明显 ；在

大于满负荷发电风速时，风电机组通过收桨进行恒功率控

制，不功影响率曲线的形成，如图 4（b）所示 [1]。

2.3 阵风的影响

接近地面的空气层流动速度时小时大，形成“阵风”。

阵风产生是空气扰动的结果。阵风的风速一般要比平均风

速大 50% 或更高。平均风速越大，地面越粗糙，阵风风速

超过平均风速的百分比越大。一次阵风达到最大风速后，

约 1s~2s 后风速就会小于平均风速的一半，然后阵风再出

现另一次最大风速 [1]。

对于变速风电机组来说，当输出功率小于额定功率时，

风电机组可以根据风速的大小调整发电机转差率，使其叶

轮的转速达到最佳叶尖速比（λopt），优化输出功率，从而提

高风电机组的发电效率。

由于阵风的原因，风的变化速度较快，叶轮惯性很大，

使得叶轮转速不能紧跟风速的变化，从而偏离最佳叶尖速

比，造成风电机组的效率降低，功率曲线变差。

2.4 雨滴的影响

在下雨时，一方面，叶片上的雨滴会改变气流绕叶片

的流动状态，使翼型空气动力特性发生变化 ；另一方面，

雨滴撞击在叶片上并在离心力作用下从里向外甩出，使风

电机组功率减小，最大时损失的能量在 20% 以上，如图 5
所示 [1]。 

2.5 污染的影响

当风电机组上的风轮叶片因沙尘、昆虫和漏油等原因

被污染时，会改变风轮叶片表面的粗糙度，使翼型空气动

力学特性发生变化，减小功率输出。如图 6 所示 [1]。

2.6 湍流对风电机组功率曲线的影响

湍流（紊流）是流体的一种流动状态。空气动力学中

的湍流指的是短时间（一般少于 10min）内的风速波动。

湍流产生原因主要有两个：当空气流动时，由于地形差异（例

如，山峰）与地表产生的“摩擦”；由于空气密度差异和气

温变化的热效应空气气团垂直运动。这两种运动往往相互

关联。

湍流强度是指风速随机变化幅度的大小，定义为

10min 内标准偏差与平均风速的比值，即 ： 
                            

湍流强度是风电场的重要特性指标，它的计算、分析

是风电场资源评估的重要内容。湍流对风电机组性能的不

利影响主要是减少功率输出，增加风电机组的疲劳载荷，

最终削弱和破坏风电机组。IT 值在 0.1 或以下表示湍流相对

图3	空气密度与温度的关系

图4	温度对风电机组功率特性的影响[1]

(a)	定桨距风电机组

(b)	变桨距风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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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中等程度湍流的 IT 值为 0.1~0.25，更高的 IT 值表明

湍流过大。对风电场而言，要求湍流强度 IT 值不超过 0.25[3]。

湍流强度是描述风速随时间和空间变化的程度，反映

脉动风速的相对强度，是描述大气湍流运动特性最重要的

特征量。风电场风电机组的湍流可以由当地的地形条件产

生，也可以由风电场风电机组之间相互影响产生。

图 7 是湍流强度对变桨风电机组功率曲线的影响，如

图所示。湍流强度越大，风电机组的满负荷发电风速越高，

对功率曲线的影响越大。 
2.7 尾流对风电机组功率曲线的影响

风电机组吸收风中的部分能量，使得风流过风电机组

后，其速度有所下降。在实际风电场中，位于下游风电机

组处的风速将低于位于上游风电机组的风速，风电机组之

间的距离越近，前面的风电机组对后面风电机组的风速影

响越大，这种现象叫尾流效应。

在风电场中，位于尾流区的风电机组由于来流速度损

失使风电机组功率输出减小。因此，在风电场布置风电机

组时，必须考虑尾流对风电机组输出功率的影响。风电机

组呈串列布置受尾流影响比斜列布置要大。

风电机组串列布置是指下游风电机组风轮旋转轴线与

上游风电机组风轮旋转轴线重合的情况。图 8 是用 AV 尾流

模型计算处在尾流区不同截面上的风电机组风轮功率系数

曲线 [1]。 
由图可知 ：

在 x/D=4 时，计算达到的最大风轮功率系数为没有尾

流影响的 45% 左右 ；

在 x/D=6 时，为 65% 左右；在 x/D=8 时，为 75% 左右；

在 x/D=16 时，为 97% 左右，尾流影响基本可以忽略 [1]。

图 9 为现场实拍风电机组受尾流影响照片。上游风电

机组对下游风电机组的影响不断扩大，越是下游的风电机

组其受影响程度越深。

图 10 为某风电场的风电机组呈串列布置后，上游风

电机组对下游风电机组功率的影响。西风（255°－ 285°），
风速 8m/s － 9m/s，风电机组的间隔距离为 500m。从图

中可以看出，由于尾流的影响 , 降低了风电机组的发电功率，

从而减少了发电量，也影响了风电机组的功率曲线。 
2.8 风电机组对风偏差对功率曲线的影响

图 11 给出了不同风轮对风偏差角度的风轮功率系数曲

线。由图可知 ：有对风偏差角时，由于垂直于风轮的来流

速度减小，使风轮功率系数减小，当对风偏差在 ±15°时，

风轮功率系数约减小 10%。对风偏差角越大，风轮功率系

数减小越多 [1]。

图5	雨滴对风电机组功率特性的影响[1]

图6	污染对风电机组功率特性的影响[1]

图7	湍流对风电机组功率曲线的影响

图8	串列布置时尾流区风电机组风轮功率系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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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风电机组的效率，需要进行跟风偏航。较小

的对风偏差角度有利于提高风电机组的发电效率，但是由

于风和风电机组的特点，只有在风轮与风向偏差较大时，

风电机组才进行偏航。

一方面，由于风向可以在瞬间变化，风轮的惯性很大。

因此，风电机组难以跟上风向的变化，在一定的风向偏差

范围内风电机组不进行偏航。也就是说，风电机组在一定

的风向范围内“以不变应万变”；另一方面，大型风电机组

为了避免频繁偏航调向的交变载荷对结构疲劳强度的影响，

通常在控制系统设计时，设定大于 15°时，风电机组进行

偏航对风 [1]。

按照 Repower 厂家的控制系统偏航参数设置，在风

速小于 6m/s 时，风电机组对风偏差不超过 ±16°，风电机

组不进行偏航，机头与风向的偏差角度在 16°与 25°之间，

且时间超过 120s，风电机组才执行对风偏航 ；当风速大于

7m/s 时，风向相对较为稳定，这时偏航的角度和时间设置

较小。按照 Repower 厂家的参数设置，对风的偏差角度超

过 ±8°，且时间超过 60s，风电机组执行对风偏航。

实际风电机组偏航的频繁程度，由风电机组所处风况

以及控制器设置的参数决定。在低风速段且风电机组发电

功率较小时，偏航电机耗电占发电功率的比例较高，偏航

的频繁程度也是影响风电机组实际运行功率曲线的一个重

要因素。

因此，从风场的实际情况来看，风电机组不能跟上风

向是绝对的，能对上风是相对的，风电机组的机头方向与

风向总会有一定的偏差。图 12 是因对风偏差造成风电机组

叶轮风能利用系数降低、效率下降的情况，影响风电机组

的实际运行功率曲线。

2.9 机型对实际运行功率曲线的影响

风电机组的机型不同，在同等条件下，形成的风电机

组实际运行功率曲线不同。

2.9.1 变速变桨恒频与定桨失速风电机组

定桨距是指桨叶与轮载的连接是固定的，桨距角固定

不变。即当风速变化时，桨叶的迎风角度不能随之变化。

失速型是指桨叶翼型本身所具有的失速特性，当风速高于

额定风速，气流的攻角增大到失速条件，使桨叶的表面产

生涡流，效率降低，限制发电机的功率输出。因此，当风

速大于满负荷发电风速时，随着风速的增加，风电机组的

发电功率减小，如图 4（a）所示。

变桨距是指安装在叶轮上的叶片可以通过控制改变其

桨距角的大小。当发电机输出功率达到额定功率以后，调

节系统根据输出功率的变化调整桨距角的大小，使发电机

的输出功率保持在额定功率。因此，风电机组在满负荷发

电风速以后，通过控制稳定风电机组的功率，风电机组的

功率不会随风速的变化而变化，如图 4（b）所示。

2.9.2 变桨恒频直驱风电机组与变桨恒频双馈风电机组

直驱风电机组没有运行转速的下限，从原理上讲，直

驱风电机组的切入风速可以更低，没有齿轮箱，消除了齿

轮箱的耗能，双馈机组工作于亚同步时，转子励磁需要从

电网吸收少量的能量，永磁直驱不需要励磁，减少了能耗。

因此，一般情况下，直驱风电机组在低风速段功率曲线较好。

直驱风电机组需要全功率变频，所使用的是全功率变频器，

在功率较高时，变频器的耗能较大，变频器的功率原件与

冷却设备耗能比双馈机组大得多，而双馈机组采用的是部

分功率变频技术。一般情况下，在较高风速段到满发风速

之前，双馈机组的功率特性较好。   
2.10 形成功率曲线的环节造成功率曲线差异

实际功率曲线要受到很多外界因素和条件的影

响。 因 此，IEC 61400 － 12 － 1: 2005 《Wind turbine 
generator systems － Part 12: Wind turbine power 
performance testing》对风电机组功率特性的测试条件作

了详尽的规定和限制。

图9	实拍风电机组尾流场景 图10	上游风电机组尾流对下游风电机组的影响 图11	不同风轮对风偏差角度的风轮功率系数曲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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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气流畸变对测试的影响，在进行测试之前，

就要对测试场地的气流畸变情况进行评估，以便确定气象

架的安装位置、测风扇区，估算风速、测量扇区、气流畸

变系数和畸变造成的误差 ；尤其要考虑地形的变化、其他

风电机组、障碍物的影响。对测试设备、数据采样、数据

预处理、筛选、数据回归等也作了规定 ；同时，还必须考

虑测试场地的空气密度、降雨、风电机组的运行状态等 [4]。

根据长时间的统计数据，得到如图 13 散点分布图，形

成了风电机组的功率曲线。

如果以上任何一个环节有所不同或出现偏差，都会使

形成的实际功率曲线不同。因此，不同的测评和检验公司，

其实际功率曲线验证的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别。由于风

况随时都在变化，同一测评公司在不同的时间对同一地点

的同一台标准样机进行测试，其测试结果也不会完全相同。

2.11 风电机组功率特性的测试要求

实际运行功率曲线数据是一个统计数据，形成风电机

组功率曲线需要以大量的数据为基础，如图 13 所示。在通

常情况下，形成的实际运行功率曲线的时间越长，越能反

映风电机组的实际性能，得到的功率曲线越准确。

GB/T1845.2 － 2003 和 GB/T18709 － 2002 规 定，

在进行风电场风能资源评估以及进行风电机组功率特性试

验时，风速仪和其他测风设备需要满足一定的技术要求。

GB/T18709 － 2002《风电场风能资源测量方法》规

定，风电场风能资源测量时，测量数据的采集应满足连续

性和完整性的要求。现场测量应连续进行，不应少于 1 年 ；

现场采集的测量数据完整率应达到 98% 以上。采集数据的

时间间隔不宜超过 1 个月 [5]。这样，有利于消除当地气温、

大气压、空气密度等对风电机组测试的影响，形成在当地

环境条件下较为完整的功率曲线。

3 结论 

由于风电机组的实际运行功率曲线受到风电场的风况

和形成条件的影响，风电机组在不同工况和条件下形成的

功率曲线必然不同。一台性能优异的风电机组，在风况较

差的条件下，形成的功率曲线完全有可能达不到其理论值，

或发电量低于其他同种类型风电机组。

因此，在条件没有严格限定并考虑到多种影响因素的

条件下，风电机组自身形成的实际运行功率曲线很难作为

准确判断风电机组性能的依据。

如果要对风电机组的功率特性进行评估和测定，需结

合风电场的实际情况，并考虑到风电机组功率曲线的多种

影响因素，方能使测试的偏差较小，使其能真实地反映风

电机组的性能。

风电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不少的从业人

员在风电机组功率特性曲线的认知方面存在诸多误解，在

风电机组的验收方面，缺乏完善的标准体系和检测认证体

系。因此，在风电场的运营和质保交机时，产生了许多不

必要的纠纷，希望本文能提供一些理解风电机组功率曲线

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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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能源危机日趋严重，风能作为一种清洁、可再生

的能源日益受到重视。作为风电机组关键部件之一的复合

材料叶片，目前多数采用真空灌注工艺。真空灌注工艺是

将纤维等增强材料铺设到模具上，再铺上具有密封功能的

真空辅助系列，在抽真空后的负压下导入树脂浸透增强材

料并固化成型的工艺。

当前也有不少关于叶片的真空灌注成型工艺方面的研

究。董锋岩 [1] 简述了我国复合材料风电机组叶片的发展现

状，并对叶片材料体系、灌注成型工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

论述 ；李传胜、周利峰、张锦南 [2] 对真空灌注工艺的技术

原理、工艺要求等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影响灌注工艺的几

点重要因素 ；齐大伟、宁荣昌、凌辉 [3] 对用于真空灌注工

叶片真空灌注工艺样件尺寸与纤维孔隙
的影响分析
鲁学林，郑磊，李卓，张金峰

（北京鉴衡认证中心，北京	100013）

摘  要 ：采用真空灌注工艺，研究了灌注样件尺寸和纤维间隙变化对于树脂流动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 ：桥架作用容易造

成树脂包络而出现纤维浸透不良，适当增加纤维间隙可以提高树脂的渗透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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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usion Process of Wind Turbine Bl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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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vacuum infusion process,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sample size and fiber hole changes on the flow 

characteristics of resi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bridge function is easy to cause the fiber impregnated and bad for resin 

enveloped; �e increase of the �ber space can improve the penetration rate of resin.
Keywords: wind turbine blade; vacuum; piping layout; pore formation

艺的树脂体系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 ；Scott M Rossell [4] 通

过真空灌注实验测定了 3 种增强材料在不同纤维体积含量

下的渗透率，提出了混合增强材料叠加渗透率的推算方法，

并通过实际叶片灌注予以验证。彭家顺、高建勋 [5] 研究了

真空灌注工艺管路布置以及孔隙的形成。

通常，研发新叶片时需要先做根端灌注试验，确认

设计的最厚布层区可以被浸透后，才可以做全尺寸叶片的

灌注试验。本文着重讨论了叶片根端灌注中桥架与孔隙的

影响。

1 真空灌注孔隙的形成与影响

树脂在纤维内的流动可分为树脂在纤维束之间的流动

和在纤维束内部纤维单丝之间的流动，即宏观流动与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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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 [6-7]。纤维束间的孔隙比较大，形成的孔隙称为宏观孔

隙 ；而纤维单丝之间的孔隙较小，形成的孔隙为微观孔隙 ；

前后者的动力分别为动压力和毛细压力。两种孔隙引起的

流动速率的不同会导致纤维布层出现不同程度浸渍不良，

从而形成白斑。

此外，还有表层纤维布与真空材料之间形成的间隙。

树脂在表层纤维布与真空材料形成的间隙以及在纤维布层

中流动的速率不同会产生虹吸现象导致纤维布层出现不同

程度的“包络”现象，形成白斑。 

2 灌注试验

2.1 材料体系

材料体系如表 1 所示。

2.2 根端灌注与全尺寸叶片灌注试验

参照 Aerodyn 某款设计叶片的工艺做实验，具体的试

验条件与结果对比如表 2 所示。 
2.3 纤维间隙变化的叶片灌注试验

参照 Aerodyn 某款设计叶片的工艺做实验，具体的试

验条件与结果对比如表 3 所示。

3 结果与分析

3.1 根端灌注与全叶片试验

从试验结果中可以看出，根端样件与全叶片的根端出

现了完全不同的灌注效果 ：样件出现了严重的包络现象，

中间仅有 31% 的布层浸透 ；而全叶片根端仅在前后缘的翻

边陡峭处出现了小面积包络，易于通过调整真空辅材尺寸

解决。可见，根端试件的试验不完全等同于全叶片的根端

灌注的胶液流动模式。

原因分析 ：开启注胶管后，胶液沿着导流网迅速向前

流动，同时也向下面布层渗透。对于根端试件，胶液很快

就达到了纤维布的边缘，而四周被压紧的纤维布壁面与真

空材料间形成“桥架”造成了虹吸现象，使得胶液在表层

纤维布间加速前进，速度明显大于在布层间的下渗速度。

树脂到达注胶管最前端的布层后形成回流，导致中央布层

中的空气难以排出，胶液下渗速度变缓，产生包络，最终

树脂产生凝胶，出现大面积的多层干布。而对于全叶片，

由于重力作用胶液难以迅速上升到前后缘的翻边，同时叶

片根端的胶液可以向叶尖无限延伸，出现不了包络现象，

树脂得以迅速下渗，浸透下层布层，而前后缘的小面积包

表1  材料体系

名称 型号规格 厂家

灌注树脂 SWANCOR2511-1A 上纬

灌注树脂固化剂 SWANCOR2511-1BS 上纬

三轴向玻纤布
EKT1000(0/45/-45)

E-1270
重庆国际CPIC

连续毡 U816 450g/m2 欧文斯科宁OCV

脱模布 R90HA650 宽 上海红音

导流网 2000mm 上海红音

Ω管 φ28 上海红音

带孔隔离膜 1000mm 上海沥高

注胶管 φ28 上海红音

密封胶条 宽度 12mm，厚度 3mm 上海沥高

真空袋膜 1000mm 上海沥高

螺旋管 φ10 上海红音

络应该是导流体系的铺设尺寸不合理导致的，可以通过增加

导流网到翻边的距离来解决。

3.2 纤维间隙变化的叶片灌注试验

从试验结果看出，增加纤维间隙，提高了布层间的孔

隙率，使得灌注时间大大减少。同时，由于纤维布只是改变

了纤维束间隙而没有改变面密度，布层强度不会有变化，也

可以保证叶片的强度不会有明显变化。

原因分析 ：纤维间隙的适当增加，使得胶液在纤维束

间动压力增加，在布层间下渗的速度加快，同时纤维束间

足量的胶液也使得纤维束间的毛细压力增加，综合结果是胶

液下渗和浸透纤维的速度都增加了，布层浸渍良好，如表 3
所示。但是过度的增加纤维间隙，会使得纤维束间的动压力

大于纤维束内的毛细压力而造成纤维丝的浸润不良。从整体

灌注时间上看，在叶片所有管路打开后，叶根与叶身的渗透

速度都加快，最终提高了整体灌注时间。 

4 结语

叶片灌注的质量问题多是由工艺因素造成的，这些因

素会影响到胶液在纤维布层间的流动 ：宏观流动、微观流动

和虹吸现象。在生产过程中，通过灵活设计与匹配工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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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根端灌注与全尺寸叶片灌注试验对比

项目 根端灌注 全尺寸叶片

布层结构 142 层 CPIC 三轴向玻纤布，6层 OCV连续毡（连续毡均布于等厚度的玻纤布中间）

设备 叶片模具、真空泵

环境 环境温度 15℃ ~20℃，湿度 30%~45%

加热条件 灌注前模具预热 30℃ ~35℃，灌注后 65℃固化 6h

样件尺寸 1.27m( 弦向 ) ＊ 1.5m（轴向 ) 全尺寸叶片

导流工艺

1、1号导流管在纤维布外侧，距离布层边缘50mm；2和3号

管在布层上方，距离纤维布边缘150mm和350mm；4号管

备用。开管顺序为从根端按照导流管序号依次打开。

2、脱模布覆盖整个纤维布层；隔离膜与导流网满铺，前者

单层，后者双层，四周与纤维边缘平齐；导流管两端起始位

置距离导流网边缘20mm；注胶管直径φ28。

1、1号导流管在纤维布外侧，距离布层边缘50mm；2和3

号管在布层上方，距离纤维布边缘150mm和400mm；4号

管备用。根端注胶方式与前者相同。

2、脱模布、导流网、注胶管的规格与铺放方式同前者。

灌注时间 8h 5h

试验结果

存在约1.0m*1.0m的干布区域，中央干布层数98层，浸透率

31%

在前后缘附近存在约0.15m*0.15m的干布区域5处，中央干

布为10层，浸透率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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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纤维间隙变化的全尺寸叶片灌注试验对比

项目 CPIC原始纤维布 CPIC改进纤维布

布层结构 142 层三轴向玻纤布，6层 OCV连续毡（连续毡均布于等厚度的玻纤布中间）

设备 叶片模具、真空泵

环境 环境温度 15℃ ~20℃

加热条件 灌注前模具预热 30℃ ~35℃，灌注后 65℃固化 6h

纤维束间隙

（±45°纤维）
1mm~2mm，5根 1mm~2mm，13根；2mm，3根

导流工艺 与2.2节的全尺寸叶片灌注工艺相同

灌注时间 5h 3h

试验结果

如纤维间隙、导流材料的尺寸等，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避

免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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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风电机组塔架受到多种载荷的共同作用，主要有塔架

顶部受到的惯性力、重力载荷、风轮承受的空气动力载荷、

自然风的作用载荷和风电机组起停时冲击载荷，海上机组

还受到波浪载荷。基于塔架的特点及性能要求，在对塔架

进行结构设计时，必须进行塔架的静强度分析、模态分析 [1]、

稳定性分析 [2] 和疲劳分析 [3]。

塔架的结构由多种因素决定，不可能做大量的试验来

研究。通过有限元分析方法研究 [4]，可以弥补试验数据的

不足，可设计大量不同形式、不同尺寸的塔架，来分析各

种可能因素对塔架结构的影响，因此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和

参考价值。运用正交试验方法设计 [5] 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建立优化数学模型，再应用 MATLAB 优化工具箱对模型进

行求解，得到了塔架结构优化结果。

1 正交试验设计

1.1 试验指标和设计参数

按照塔架的结构设计要求，需要进行静强度分析、模

态分析、稳定性分析和疲劳分析。因此，选取极限强度最

大应力、模态一阶频率、屈曲安全系数和疲劳损伤值为正

交试验的试验指标。

影响塔架结构设计的因素比较多，本文主要考虑塔底

基于正交试验的风电机组塔架结构
参数的优化设计 

顾岳飞

（上海电气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上海	200241）

摘 要 ： 本文采用正交试验设计方法设计正交试验模型，利用 ANSYS 有限元分析软件对正交试验模型进行静强度、疲劳强

度、模态和屈曲分析，运用数据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建立优化数学模型，再应用 MATLAB 优化

工具箱对模型进行求解，得到了塔架结构优化结果。

关键词 ：风电机组 ；塔架 ；正交试验 ；优化设计 ；有限元分析

中图分类号 ：TK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04-0084-05

Optimization Design for Wind Turbine’s Tower Based on
Orthogonal Experimental

Gu Yuefei
(Shanghai Electric Wind Power Equipment Co., Ltd.,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is paper used orthogonal experimental design method to design orthogonal test model and ANSYS FEA so�ware to analyze 

the orthogonal experimental model on static strength, fatigue, modal and buckling. It also applied Statistical Analysis So�ware to 

establish a tower structure optimization mathematical model, and utilized MATLAB optimization toolbox to analyze the model 

and obtain the result of tower structure optimization.
Keywords: wind turbine; tower; orthogonal experimental design; optimization design; �nite elem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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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径、塔顶外径、门段壁厚、底部壁厚和顶部壁厚 5 个因素。

如图 1 所示。  

为了便于衡量各因素对试验指标的影响，在这里选取

最初的设计尺寸作为基本尺寸，各尺寸以基本尺寸为基准

上下变动，同数量及尺寸变化幅度大致相等。初步将试验

水平定为 3，可以获得正交试验因素水平表，如表 1 所示，

单位 ：mm。

1.2 正交试验设计方案

正交试验的试验样本的选取不是随机的，而是按照正

交表来选取和安排试验，使试验中每一因素的不同水平的

试验次数相同，且和不同因素的各水平相遇几率相等。这

种方案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各因素各水平对试验指标的影

响程度。因此，可以利用较少的试验次数得到较为精确的

试验结果 [6]。

根据表 1 建立 L18（3^5）正交表，L 为正交表代号，

试验次数为 18 次，观察 5 个因素，每个因数为 3 水平，其

试验方案的正交表如表 2 所示。

根据正交表确定每号试验的方案，然后进行试验，得

到以试验指标形式表示的试验结果。试验的过程是使用有

限元法，建立 18 组试验号的模型，对每一组试验号进行有

限元计算，得到其试验指标。

2 参数优化设计

优化设计是 20 世纪 60 年代初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

表1  正交试验因素水平表

因素

水平

A

(塔底外径)

B

(塔顶外径)

C

(门段壁厚)

D

(底部壁厚)

E

(顶部壁厚)

1 Ф4700 Ф3815 58 42 18

2 Ф4800 Ф3915 60 44 20

3 Ф4600 Ф3715 56 40 16

图1	塔架结构图

表2  试验方案正交表

试验号
列    号

A B C D E

1 1 1 1 1 1

2 1 2 2 2 2

3 1 3 3 3 3

4 2 1 1 2 2

5 2 2 2 3 3

6 2 3 3 1 1

7 3 1 2 1 3

8 3 2 3 2 1

9 3 3 1 3 2

10 1 1 3 3 2

11 1 2 1 1 3

12 1 3 2 2 1

13 2 1 2 3 1

14 2 2 3 1 2

15 2 3 1 2 3

16 3 1 3 2 3

17 3 2 1 3 1

18 3 3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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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将最优化原理和计算技术应用于设计领域 [7]，为工程

设计提供一种重要的科学设计方法。利用这种新的设计方

法，就可以从众多的设计方案中寻找出最佳设计方案，从

而大大提高设计效率和质量。

2.1 试验分析数据

根据正交试验的结果，建立线性回归分析数据表，如

表3所示。数据主要包括在不同试验组合下的极限最大应力、

模态一阶频率、屈曲安全系数和疲劳损伤值。为了获得更

有用的信息，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处理。数据分

析主要是运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得到试验指标与设计变量之间的回归方程式，为优

化提供约束条件。

表 3 中 X1~X5 是塔架试验因素，也是线性回归分析的

设计变量，依次为塔底外径、塔顶外径、门段壁厚、底部壁

厚和顶部壁厚，f 是塔架一阶频率，σ 是极限最大应力，S1

是疲劳损伤值，S2 是屈曲安全系数，G 是根据 Solidworks
三维设计软件计算得到的塔架质量。

2.2 回归分析

线性回归是利用数理统计中的回归分析，来确定

两种或两种以上变量间相互依赖的定量关系的一种统计

分析方法，运用十分广泛。本文运用数据统计分析软件

SPSS18.0[8] 对这些目标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分别得

出 f、σ、S1、S2 和 G 与设计变量 X1~X5 之间的函数关系式。

对塔架一阶频率 f 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4
和表 5 所示。

表 4 为方差分析表，该表可以用来检验回归分析的显

著性。表中列出了回归项和残差项的平方和、自由度、均方、

统计值和显著性水平。由于显著性水平小于 0.05，所以可

表3  线性回归分析数据表

试验

号

X1

mm

X2

mm

X3

mm

X4

mm

X5

mm
f

σ

MPa
S1 S2

G

t

1 4700 3815 58 42 18 0.3900  201.0  0.795  2.7755  235.52

2 4700 3915 60 44 20 0.4041  192.7  0.630  4.1459  251.86

3 4700 3715 56 40 16 0.3752  209.9  1.020  1.5575  219.47

4 4800 3815 58 44 20 0.4104  191.6  0.769  4.0046  252.01

5 4800 3915 60 40 16 0.3960  184.3  0.397  1.8096  229.04

6 4800 3715 56 42 18 0.3958  196.0  0.521  2.6533  235.63

7 4600 3815 60 42 16 0.3775  204.0  0.977  1.8185  227.16

8 4600 3915 56 44 18 0.3881  213.0  0.795  3.0987  239.44

9 4600 3715 58 40 20 0.3656  208.0  0.674  3.2882  229.66

10 4700 3815 56 40 20 0.3843  205.3  0.589  3.4731  233.80

11 4700 3915 58 42 16 0.3913  197.4  0.494  1.9569  231.17

12 4700 3715 60 44 18 0.3939  189.4  0.460  2.8201  241.42

13 4800 3815 60 40 18 0.3949  184.0  0.397  2.5938  233.49

14 4800 3915 56 42 20 0.4061  195.7  0.512  3.9227  246.02

15 4800 3715 58 44 16 0.4010  188.5  0.452  1.8708  237.48

16 4600 3815 56 44 16 0.3820  213.4  0.808  1.9703  231.21

17 4600 3915 58 40 18 0.3758  208.2  0.669  2.6831  227.47

18 4600 3715 60 42 20 0.3786  199.7  0.576  3.5356  23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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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认为所建立的回归方程式有效。

表 5 为回归系数表，表中列出了变量 X 和常量的非标

准化系数、标准化系数、检验值、显著性水平。由于所有

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均小于 0.05，可认为所有变量对因变量

f 均显著，根据表中的非标准化系数，得到 f 与变量 X 的关

系式为 ：

        

运用相同的方法可以得到其他因变量显著性回归方程式。

2.3 参数优化数学模型

选取设计变量、列出目标函数、给定约束条件后便可

构造最优化设计的数学模型。任何一个最优化问题均可归

结为 ：在满足给定的约束条件下，选取适当的设计变量 X，

使其目标函数 f（X）达到最优值。目标函数的最优值一般

可用最小值的形式来体现。因此，最优化设计的数学模型

表达式为 [9] ：

        

在结构设计中常以减小质量为目标，最优化设计的目

标函数为质量，则问题就成为求目标函数的最小值，根据

前面的分析和构造的目标函数和约束函数，得出塔架轻量

化设计的数学模型完整表达式为 ：

 

3 优化模型求解

经过理论分析与试验设计，建立塔架结构优化的数学

模型。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在此基础上选择合适的算法对模

型进行优化求解。利用 MATLAB 软件的优化设计工具箱 [10]

的优化算法，可以求解该优化数学模型。

3.1 MATLAB软件优化算法

MATLAB 软件是一种面向科学与工程的高级语言，运

用它所提供的优化工具箱求解机械优化问题，与传统的求

解机械优化问题的方法相比有很大优越性。

利用 MATLAB 软件的优化设计工具箱来求解优化问

题，可以节省编制优化程序的时间。利用文件编辑器来编

写目标函数及约束函数，然后调用相应的优化函数，系统

即可自动运行求出最优解。

该软件还可以避免优化方法选择不当而造成无法得到

最优解。在这个工具箱中，对每一种函数每一步的求解都

是通过选择一种最佳方法来进行的。针对本文线性约束优

化问题，选择的方法是线性规划法。

3.2 MATLAB优化函数

在 MATLAB 软件的优化设计工具箱中，用于求解线

性约束优化的数学模型形式如下 [11] ：

   min   f TX
   s.t.   AX ≤ b        （线性不等式约束条件）

         AeqX=beq    （线性等式约束条件）

         LB ≤ X ≤ UB    （边界约束条件）

函数是 linprog，其主要格式为 ：

[x，fval]=linprog（f，A，b，Aeq，beq，LB，UB，

表4  方差分析表

模型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统计值 显著性水平

回归 .002 5 .000 383.088 .000a

残差 .000 12 .000

总计 .003 17

表5  回归系数表

模型
非标准化 标准

检验值
显著性

水平系数 标准误差 系数

( 常量 ) -.514 .023 -22.035 .000

X1 1.14E-4 .000 .788 34.596 .000

X2 4.30E-5 .000 .296 12.980 .000

X3 5.60E-4 .000 .077 3.402 .005

X4 3.66E-3 .000 .507 22.252 .000

X5 1.08E-3 .000 .150 6.58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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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0，options）
其中 x、b、beq、LB、UB 是向量，A、Aeq 为矩阵。

x ：输出的最优解

fval ：当最优解为 x 时的最优值

x0 ：初始值

3.3 优化结果分析

将塔架数学模型输入 MATLAB 软件 , 经过若干次迭代

后，得到如下优化结果 ：

          X=[4600，3715，56，40，16]T

为验证优化结果的有效性，将该优化后的参数组合再

进行有限元分析，得出分析后的塔架极限最大应力、疲劳

损伤值、模态一阶频率和屈曲安全系数。如表 6 所示。

由表 6 可知，优化后塔架极限最大应力增加了 9.53%，

优化值为 220.12MPa，小于材料许用应力 304.5MPa，满

足极限强度要求。疲劳损伤值增加了 19.12%，优化值为

0.947，小于 1，塔架在设计寿命内不发生疲劳破坏。模态

一阶频率减少了 6.67%，优化值为 0.364Hz，小于风电机

组切入转速时频率 0.417Hz，故塔架与机组不发生共振。

屈曲安全系数发生了大幅减少，优化值为 1.5416，大于 1，
塔架不发生屈曲破坏。

经验证，优化参数结果满足塔架结构极限应力、疲劳、

屈曲和模态要求，由此得到塔架质量的优化后结果，如表 7

所示。塔架质量降低，取得了良好的优化效果，该结果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通过应用正交试验设计方法和优化设计算法来对塔架

结构进行优化设计，大大减少优化过程中的复杂计算过程，

极大压缩了计算工作量，且取得了满足实际需要的结果。

4 结论

本文运用正交试验设计，建立试验模型，根据正交

试验的结果，运用数据统计分析软件 SPSS18.0 进行多

元线性回归分析，建立了优化模型的目标函数、设计变量

和约束条件，结合工程实际确定了设计变量的取值范围，

最终建立塔架结构优化的数学模型。在此基础上，应用

MATLAB 优化工具箱对模型进行求解，得到了优化结果。

在满足塔架结构极限应力、疲劳、屈曲和模态要求的前提下，

减轻了 8.93% 的塔架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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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塔架性能优化结果

性能
极限最大

应力

疲劳损

伤值

模态一阶

频率

屈曲安全

系数

优化前 200.97MPa 0.795 0.39Hz 2.7755

优化后 220.12MPa 0.947 0.364Hz 1.5416

优化率 9.53% 19.12% -6.67% -44.47%

表7  塔架质量优化结果（单位：t）

优化前 优化后 优化率

质量 235.52 216.22 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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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弹簧加压式电磁制动器主要作为安全制动器安装在电

机上，以制动电机产品的型式广泛应用于起重、电梯等行业，

是保证设备安全正常工作的关键部件之一。随着工业自动

化、智能化的飞速发展，对电磁制动器的安全性、可靠性、

平稳舒适性、低噪音、耐高温 / 低温 / 高湿 / 腐蚀、寿命等

方面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

目前，国内外对电磁制动器研究的重点在于优化设

计、稳健设计及制动器控制电路设计等方面。国外对电磁

制动系统的研发工作开展得非常深入，在制动器优化设计

方面主要致力于制动器的 NVH（Noice，Vibration and 

国外弹簧加压式电磁安全制动器的
发展现状

李云玲

（科比传动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北京	100013）

摘  要 ：目前，国产电磁制动器存在种类单一、可靠性差、噪音大、寿命短等问题，与国外知名公司的同类产品相比有很

大差距。在电梯、舞台、风电等对制动器要求非常高的行业应用中，弹簧加压式电磁安全制动器主要依赖国外进口。

针对此现状，本文对德国 KEB、MAYR、INTORQ 制动器关键零部件的材料、加工工艺及结构设计的特点和发展现状，

进行了研究和总结，对国产制动器的设计人员具有重要的实际指导意义。

关键词 ：电磁制动器 ；安全制动器 ；失电制动器 ；发展现状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04-0090-06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Foreign Spring-applied Safety Brakes
Li Yunling

(KEB Power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Shanghai) Co.,Ltd., Beijing 100013,China)

Abstract: �e local magnetic brakes have some problems, like single type,poor reliability, big no-ise and short life, hold a big gap compared 

with the similar products of well-known foreign companies. For some high demanding industry application like theatre,li� and 

turbine, the spring applied safety brake mainly dependent on foreign imports. For this situation, this paper carried out the study 

and summarized on key parts of the material, process, struct ural design features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German KEB, MARY, 

IN-TORQ brake, which have the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cance on local brake designers.
Keywords: electromagnetic brake; safety brake; power-o� brake; development status

Harshness）研究 [1-2]，即研究方向是低噪音、高抗振、适

应严酷环境。国内学者 [3-7] 对盘式电磁制动器的优化设计研

究得比较充分，但在稳健设计方面尚在起步阶段，对弹簧

加压式电磁制动器的优化设计等理论研究基本处于空白阶

段。近几年，天津机床电器总厂、成都瑞迪机械、天津永

恒泰科技等企业借鉴国外弹簧加压式电磁制动器的商业成

品技术，研发出了一系列适应中国市场的低成本制动器产

品，并申请了实用新型专利保护 [8-12]，但保护的内容基本雷

同于国外制动器几十年前的技术水平，在产品质量、种类

及创新性方面与国际同类产品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

在电梯、舞台、风电等行业对制动器安全性或对寿命要求

非常高的行业，主要依赖国外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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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等发达国家每年都在制动器的研发与创新上投入

相当可观的费用。德国 KEB、MAYR、INTORQ 公司是弹

簧加压式电磁安全制动器研发的先导者，他们生产的安全

制动器在国际市场和技术上都处于领先地位。采用新设计、

新技术、新材料，不断提高产品性能是国外制动器发展的

一大特点。为了解国内外电磁安全制动器的技术发展现状，

本文对国内外制动器的材料、加工工艺和结构设计特点进

行了比较和分析。研究国外电磁安全制动器设计过程中的

关键技术及发展现状，对于拓展国内设计人员的思路并指

导他们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长寿命的国产

制动器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基本结构及工作原理

弹簧加压式电磁安全制动器又称电磁抱闸或电磁刹车，

是一种在干式条件下工作的摩擦式直流电磁制动器，可以

在失电情况下使电机轴紧急制动或正常工作停机后使电机

轴保持制动状态。具有结构紧凑、响应迅速、制动平稳、

性能稳定可靠、安装维修方便、寿命长久、噪音低、易于

控制等优点。

1.1 基本结构

弹簧加压式电磁安全制动器的基本结构如图 1 所示，

主要由电磁铁系统和转子系统组成。其中电磁铁系统包括

电磁铁 2、衔铁 3、制动弹簧 4、手动释放 9 等，转子系统

包括轴套 5 和制动摩擦盘 6。将制动器用螺钉 1 安装在电

机座或对偶摩擦盘 7 或法兰上。调节定距螺管 8 使衔铁和

磁铁之间的气隙保持在额定值。

1.2 工作原理

弹簧加压式电磁安全制动器的制动力来自弹簧，电磁

力用于解除制动。制动器失电时，电磁铁 2 的线圈失去电

磁力，压缩弹簧 4 依靠自身的弹力将衔铁 3 和制动摩擦盘

6 压向对偶摩擦盘 7，正随电机轴旋转的摩擦盘与衔铁和对

偶摩擦盘产生摩擦力而使制动器制动、电机轴停止转动。

制动器接通直流电后，电磁铁的线圈产生一个电磁场，

衔铁在电磁力的作用下，抵消弹簧力被吸引到电磁铁上，

使衔铁与制动摩擦盘分离，制动器制动被释放，电机轴可

以带着摩擦盘正常旋转。

对于突然停电导致制动器制动的情况，可以人工扳动

手动释放手柄 9，使衔铁压紧弹簧而解除制动，并将悬挂的

重物一点点放下。

2 关键零部件的材料和加工工艺研究

电磁铁、衔铁、弹簧、制动摩擦盘是电磁安全制动器

中非常关键的零部件。

2.1 电磁铁

电磁铁由外壳、线圈和绝缘填充材料组成。设计时需

要选择合适的外壳磁钢材料、漆包线及绝缘填充材料。

为了提高导磁性能和减少剩磁影响，电磁铁外壳多选

用导磁性能和加工性能较好、矫顽力较小的低碳钢软磁材

料，国内普遍使用 10 钢、20 钢。德国通常采用自动化流

水线加工制动器外壳、法兰、衔铁等零件。因此，通常使

用适于自动化切削加工的 11SMn30 圆钢来加工电磁铁的外

壳。我们采用国产的Y15易切削钢来替代德国11SMn30钢，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国内多采用镀锌技术对电磁铁外壳进行表面防腐处理，

德国普遍采用的是热喷锌的喷涂技术。热喷涂技术由于在热

喷锌后又用涂料进行封闭处理，形成了锌层与涂料的复合涂

层 , 大大增强了钢表面的耐腐蚀性能。国际知名的重防腐长

效涂料有德国 HEMPEL 老人牌、International 国际牌等。

采用不同厚度的环氧富锌底漆、厚浆环氧中间漆和聚氨酯面

漆组合方案，可以耐受大气腐蚀等级为 C4、C5 － M 的海

上恶劣环境，防腐寿命可达 H 级（高级 15-20 年）[13]。

线圈的绕制和绝缘填充材料的浇注制造工艺在国内已

经非常成熟。德国通常选择绝缘等级 B 级（130℃）的聚酯

漆包圆铜线，可达到较高的绝缘耐热性能 ；对于冶金、军

工等需要绝缘耐热等级高的行业，可选用 F 级（155℃）的

改性聚酯漆包线或 H 级（180℃）的聚酯亚胺漆包线等 ；

图1	弹簧加压式电磁安全制动器的结构

1.安装螺钉	2.电磁铁	3.衔铁	4.制动弹簧	5.轴套	6.制动摩擦盘	
7.对偶摩擦盘	8.定距螺管	9.手动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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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耐高温绝缘等级 H 级的环氧树脂作为绝缘填充材料。

国际知名的漆包线厂家有德国的 Synflex Elektro、美国的

Essex 等，环氧树脂厂家有英国的 ALTANA 等。

2.2 衔铁/对偶摩擦盘或法兰

衔铁和对偶摩擦盘或法兰是与制动摩擦盘两面产生摩

擦的摩擦副中的另一个对偶零件，需要有较高耐热、耐磨、

耐腐蚀、耐疲劳的硬质摩擦表面。德国通常选用 11SMn30
圆钢、C15 圆钢等导磁材料来加工衔铁、对偶摩擦盘或法

兰。对于中小力矩的制动器，德国通常要对衔铁和对偶摩

擦盘进行氮化等表面硬化处理 ；对于较大力矩的制动器，

通常要对衔铁和对偶法兰镀锌或镀镍处理。C15 钢是表面

经过渗氮硬化处理的优质碳素结构钢，可用国产的 15 钢、

15Mn 钢渗碳处理来代替，效果要远好于国内有些厂家为

降低成本使用的 HT250、Q345 等铸铁材料表面镀锌处理。

对防腐性能要求高的行业，衔铁和对偶法兰通常要镀镍或

镀硬铬，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将镀铜作为中间镀层，会影响

电磁制动器的磁场而降低制动力矩。

2.3 弹簧

安全制动器上使用的弹簧是螺旋型压缩弹簧，是电磁

安全制动器中最关键的一个零件。弹簧钢材料应具有优良的

综合性能，即较高的力学性能 ( 弹性极限、强度极限、屈强

比 )、抗弹性减退性能、疲劳性能、淬透性、物理化学性能 ( 耐
热、耐低温、抗氧化、耐腐蚀等 )，以保证制动器有可靠的

制动力和长效稳定的工作寿命。国内最常用 60Si2MnA、

50CrVA 等合金弹簧钢来制造重要螺旋弹簧，并做镀锌或

发黑处理 ；对于高温、低温和腐蚀性环境，可使用不锈钢、

铬镍铁合金等特殊材料的弹簧。目前，国产弹簧钢的工艺

水平及质量控制不稳定，强度水平难以满足现代工业发展

的要求。弹簧钢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具有超高强度、超高疲

劳强度和耐腐蚀疲劳性能、优良的抗弹减性能和良好的经

济性 [14]。德国 Thyssen Krupp、法国 Allevard 等国际知

名弹簧公司已在中国建厂。

2.4 轴套-摩擦盘系统

电磁制动器中通常使用分体结构的转子系统，即金属

材料的轴套（内盘）与摩擦材料的制动摩擦盘（外盘）组

成的系统。制动摩擦盘是电磁安全制动器中最关键的一个

部件，必须具有较大的摩擦接触面积、良好的耐磨性和热

稳定性、较低的硬度、良好的机械性能和物理性能。目前

国内使用最多的是钢纤维增强的半金属有机摩擦片，但同

时存在易锈蚀、噪声大、寿命短等问题。国外在制动器中

广泛采用无石棉的矿物复合有机摩擦材料和在高温下模压

成型的加工工艺 [15]。为提高机械强度和使用寿命，通常摩

擦盘都带金属背板或金属嵌件。德国通常采用不锈钢或硬

铝 AL － CU － MG － PB 轴套，中小力矩的制动器多采

用摩擦材料内嵌钢架的矩形花键摩擦盘解决方案，如图 2
所示 ；较大力矩的制动器多采用在硬铝合金背板两侧镶嵌

摩擦衬片的渐开线花键摩擦盘解决方案，如图 3 所示。国

内可用 2A06 高强度铝合金来制造轴套和摩擦盘背板。国际

知名制动器公司普遍使用德国 Bremskerl 公司生产的高性

能摩擦片。              

3 满足特殊行业需求的结构设计研究

3.1 高档电梯/舞台制动器的结构特点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高档酒店 / 写字楼、大

型舞台 / 剧院的需求也日益增多，迫切需要能与之配套的高

性能制动器。

3.1.1  双倍安全性设计

电梯曳引机和舞台吊机是对制动器安全性能要求最

高的起升机构。按照欧洲标准 EN81 的要求，起升机构

必须具有两个相互独立工作的制动器和两个相互独立的控

制装置 [16]。

为满足这个安全性要求，研发出了各种结构紧凑的双

倍制动器。如图 4(a)、4(b) 所示的双倍制动器有两个几乎

完全相同的单制动器和两个监测制动器磨损情况的微动开

关 ；图 4(c) 所示的双倍制动器外形尺寸与单制动器相同，

但具有两个线圈回路、两个半圆形衔铁和两个微动开关。

双倍制动器中的每个制动器可以独立制动及控制，在机械

和电气设计方面具有高度的安全性。双倍制动器的解决方

案已在德国蒂森电梯、日本东芝电梯、国家大剧院吊机、

长安大戏院吊机等应用中得到非常高的评价。

3.1.2  低噪音设计

从设计、制造的根本着手，对制动器的整体结构进行

图2	矩形花键轴套-摩擦盘 图3	渐开线花键轴套-摩擦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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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音设计、合理选用摩擦材料、提高加工制造精度，可有

效降低制动器噪音。

降低噪音的解决方案主要有以下 3 类 ：

（1）密闭设计 ：在电磁铁和电机座的外缘采用橡胶防

尘罩、制动器内孔与电机轴之间采用端盖或轴封等，使制

动器成为一个密闭的结构，在提高防护等级的同时也降低

了噪音，如图 4(a) 图所示。

（2） 轴套－摩擦盘之间的抗振动设计 ：在渐开线花键

轴套与摩擦盘之间增加 O 形橡胶密封圈，如图 4(b) 所示。

在轴套渐开线齿面上喷涂尼龙防噪涂层。

（3）衔铁与电磁铁之间的抗冲击设计 ：在衔铁与电磁

铁之间增加橡胶球、小 O 形橡胶圈等弹性阻尼件，如图

5(a) 所示。在衔铁与电磁铁之间增加防潮、阻燃的特制纸

垫片等。

另外还有采用两层衔铁的设计，即在制动摩擦盘与衔

铁之间再增加一个铝制的静音衔铁，如图 5(b) 所示 ；在衔

铁与定距螺管之间增加 O 形橡胶圈，如图 4(b) 所示。橡胶

圈等的弹性、硬度必须稳定、凹槽必须有较高的精度，否

则会影响制动器的制动及释放性能。实验证明，2x525Nm
低噪音双倍制动器的实验室噪音低于 60dB，在高档楼宇的

电梯应用中得到一致认可。

3.1.3  节能设计

传统的电磁安全制动器在电机工作过程中，必须始终

给电磁铁线圈通电，不仅消耗电能，也因发热高而影响制

动器的使用寿命。因此，制动器的控制电路通常采用节能

设计的方案 [17]，即在制动器通电的瞬间有较大的电流将衔

铁吸引到电磁铁上，吸合后只有较小的维持电流保持衔铁

的吸合状态。由于通电瞬间的电流大，制动器释放时间缩

短一倍，制动器耐磨损能力增加一倍，寿命延长。由于维

持电流小、发热量小，能耗降低 75%。同时，电磁铁断电

时的剩磁也小，制动器的制动时间缩短 30%。国外有这种

专门研发的控制器产品——过励磁电源。实际应用证明，

该电源动作可靠、故障率低，具有显著的节电效果。

3.2 变桨制动器的结构特点

随着陆地风电行业的技术成熟与蓬勃发展，海上风电

的需求也日益增高，对变桨制动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2.1  安装方式多样性设计

根据客户设计的要求，变桨制动器可以选择安装在电

机的前端、内部和尾部，如图 6 所示。目前，风电机组变

桨系统中广泛应用的是将制动器安装在电机的前端，可以

对变桨减速箱的高速端进行有效的安全保护。

图4	双倍制动器

图5	低噪音设计

(a)	双线圈、带防尘罩和端盖 (b)	双线圈、带O形橡胶圈 (c)	双线圈、双衔铁

(a)	衔铁与磁铁之间带O型圈 (c)	静音衔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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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高防护等级设计

海上属于高湿、高腐蚀环境。因此，变桨制动器必须

采用防护等级 IP65 以上的全密闭结构设计，如图 7(a) 所示。

在法兰连接处都有 O 形密封圈、轴连接处有轴封。KEB 有

一种不带手动释放、带微动开关的变桨制动器，防护等级

可高达 IP67。
3.2.3  长寿命设计

风电设备在设计时都要求使用寿命必须在 20 年以上。

因此，变桨制动器也相应进行了长寿命的结构设计，如高

强度弹簧采用经过电镀处理并冗余设计，以确保制动器在

高温时仍有可靠而稳定的制动力矩，弹簧使用寿命可高达

1000 万次以上，结构设计具有高抗振性。在制动器 100%
通电情况下，线圈绝缘等级可达 H 级（180℃）；制动摩擦

盘使用特殊的摩擦材料，在高温时具有稳定的摩擦性能。

为验证制动器的使用寿命，对在极端试验条件下

工作的 100Nm 制动器做了如下的磨损试验 ：在电机以

2000rpm 的转速旋转时，给制动器断电，让制动摩擦盘与

衔铁和法兰进行摩擦，10.5s 后给制动器通电，每隔 30min
使制动器制动 10.5s，测试 10 个周期。结果显示 ：摩擦盘

的磨损量只有 0.1mm，经过计算摩滑功，可以验证制动器

的预期使用寿命大于 20 年。

3.2.4  耐高温、耐低温、耐腐蚀设计

海上的环境，高低温变化大、盐成分高、易生锈，通

常要求变桨制动器能适应－ 40℃ － 60℃的环境温度范围、

防腐等级 C4 以上。变桨制动器采用了相应的设计方案，如

法兰、衔铁镀镍或镀铬 ；电磁铁外壳采用热喷锌的技术，

重防腐涂料总干膜厚度在 240mm 以上；安装螺钉镀达克罗；

如图 7(b) 所示的防结露加热器，可防止低温或高湿环境形

图6	制动器的安装位置

图7	变桨制动器

(a)	带O型圈和轴封 (b)	带防结露加热器 (c)	带可插拔连接头和单向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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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冷凝水、结冰；电缆采用可插拔连接头，如图 7(c) 所示。 
3.2.5  单向制动设计

带有单向轴承（又称单向离合器）的电磁安全制动器

又称单向制动器，如图 7(c) 所示。单向制动器可以在动力

缺失、无法对风电机组进行任何调试的失电情况下，为设

备提供单向制动的安全保护，只允许叶片沿一个方向自由

旋转，释放风险。

3.2.6  节能设计

有的变桨系统要求制动器在 300VDC 应急电源下安全

工作，由于电压高且通电时间长，导致发热高、能耗也高。

因此，设计上常用两种解决方案。一是采用耐高温、耐低

温和耐腐蚀的过励磁电源。使用一种最新技术的过励磁电

源（24V 直流输入，瞬间输出 24V，800ms 后降至 6V），

对一个 400Nm、130W 的制动器在不同温度下进行试验，

试验数据如表 1 所示。试验表明 ：在过励磁电源控制下工

作的制动器，在不同温度下开关响应速度变化不大，能可

靠制动 ；线圈保持功率只需 8W、保持电流小，最高可降低

75% 的能耗。

另一个解决方案是制动器电磁铁里有两个独立的线圈，

一个电压 300VDC，另一个电压 24VDC，300V 线圈用来

释放，24V 线圈用来保持，可有效地降低制动器线圈的温升、

节约能源、延长制动器的使用寿命。

电磁制动器的控制回路必须具有低电压穿越（LVRT）
性能，即有增大直流母线电容、辅助失电跨越设备等的精

密闭环控制策略，以确保即使风电机组发生瞬间掉电，制

动器也不会紧急制动，造成工业生产中的损失。

4 结论

目前，国外弹簧加压式电磁安全制动器正向高安全性、

高可靠性、低噪音、长寿命、节能等方向发展。通过分析

研究国外先进制动器的结构特点及关键技术，可吸收符合

我国现实条件的产品结构、技术条件和生产工艺，找出不

尽合理的结构和技术，进行改进和创新，降低成本的同时

提高产品的性能。我国制动器在选用材料、加工工艺、整

体结构设计等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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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制动器在过励磁电源控制下的试验数据

温度
释放电流 

A

保持电流 

A

释放时间 

ms

制动延迟

时间 ms

20℃ 5.4 0.31 430 850

- 40℃ 5.4 0.39 430 1200

60℃ 5.4 0.28 430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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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风力发电以其清洁、无污染、建设周期短、运营成本

低等优点，成为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重点领域。近

年来，风力发电在全球得到了迅速发展，无论在规模上还

是在水平上都有了很大提高。发电机的类型也从定桨距失

速型发展到了变桨距变速恒频运行的双馈感应发电机和直

驱型永磁同步风电机组。DFIG 凭借其可以方便地实现变速

恒频，灵活地进行有功和无功的独立调节，较小的转子励

磁容量等优点得到广泛应用。在目前新安装的风电机组中

占到了很大的比重。DFIG 实际上是一种交流励磁发电机，

它的励磁电流是由背靠背的变流器供给的。因此，DFIG 和

变流器形成了一个发电系统，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由于励

双馈异步风电机组谐波产生原因分析
段志强，黄国杰，何庆峰，钟绍辉

（永济新时速电机电器有限责任公司，山西	044502）

摘  要 ：双馈异步风电机组（以下简称DFIG）和电压型PWM变流器（以下简称变流器）组成的风电机组在运行过程中极易产生

对电网质量有害的谐波，经过理论分析和实践，发现了产生谐波的主要原因，提出了解决风电机组系统谐波的有效措施。

同时提供了一组由变流器供电的DFIG谐波检测数据，对DFIG的设计和电网谐波的抑制及检测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 ：DFIG ；谐波 ；电压型 ；PWM 变流器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04-0096-04

An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of Doubly-fed Induction Wind Turbine 
Harmonic Generation

Duan zhiqiang, Huang Guojie, He Qingfeng, Zhong Shaohui
(Yong Ji XinShiSu Electric Equipment Co., Ltd., Shanxi 044502, China)

Abstract: �e doubly-fed induction wind turbine (hereina�er referred to as DFIG) and voltage-type PWM converter (hereina�er referred to 

as the converter) consisting of wind turbine during operation are easy to produce harmful harmonics on the grid quality. �rough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practice, we got the e�ective measures to solve the wind turbine system harmonics. At the same time, a set 

of harmonic detection data was applied, which has a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DFIG design and the grid harmonic suppression 

and detection.
Keywords: DFIG; Harmonics; Voltage type; PWM converter

磁磁势产生于气隙圆周的磁势波不是单纯的基波磁势，从

而导致在定子侧产生谐波，谐波对发电机的输出电能质量

有着直接的影响，从而影响到整个电网的质量。如果不对

谐波加以抑制或限制，很难提升风电在整个电力系统的占

有比率。

1 DFIG运行过程中的内在谐波分析

1.1 绕组中输入正弦交流电时DFIG的空间谐波

电机学中讨论的绕组电势是在气隙磁场为正弦分布的

情况下进行分析的，此时的绕组电势的波形是严格的正弦

波 [1]。然而 , 实际的电机中，即使绕组中的电流随时间按正

弦规律变化，由于定、转子开槽和绕组非集中布置，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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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隙磁势含有不同程度的谐波，气隙磁场由磁势建立，这

样就使得气隙磁场并非完全按照正弦规律分布。因此，绕

组内的感应电势也不完全是正弦波，即除了正弦波形的基

波外还包含着一系列谐波。如果磁极制造没有特殊缺陷，N
极和 S 极下的磁密分布波是对称的。同时，每极下磁密波

对磁极中心线也是对称的。在此条件下，磁密的空间谐波

中就只有奇次谐波，即ｖ＝ 1，3，5，7，9……。

下面就对气隙中任一旋转磁势波产生的磁场进行分析。

为了简化分析，假定气隙均匀，并且只有定子开槽，转子

是光滑的。此时的气隙磁导可以表示为 ：

                
                                                                              

（1）

其中 ：λ0 为平均气隙磁导，

为各次齿磁导谐波。

设气隙中有一转速为 n1 的ｖ次谐波磁势，其表达式为：

                                            （2）
其中 ：Fv 为谐波幅值 ；

vp 为谐波极对数 ；

vω为谐波角速度。

该谐波在气隙中产生的磁场为 ：

                                                              （3）
将（3）式进行展开

 
     

其中 ： 
                             

                           
从上式可以看出，任意一个ｖ次谐波磁势都在气隙中

产生三种谐波磁场 ：（1）基本谐波磁场，是一个极对数和

转速与产生它的谐波磁势一样的磁场；（2）极对数为 kzZ+vp

的齿磁导谐波磁场；（3）极对数为 kzZ-vp 的齿磁导谐波磁场。

通过分析可知，这三种谐波磁场在定子绕组中感应出相同

频率 vf1 的电势。由此可见，ｖ次谐波磁势产生的所有磁场，

尽管极对数和转速各不相同，但都在定子绕组中感应出相

同频率的电势。这说明电势中谐波和磁势中的谐波是一一

对应的，ｖ次谐波磁势产生ｖ次谐波电势。磁势中存在什

么谐波，电势中就会存在同样次数的谐波，磁势中没有的

摄影：小曲



技术 | Technology

98  风能 Wind Energy 

谐波在电势中是不会出现的。这就为我们削弱或消除电势

谐波提供了理论基础。

1.2 气隙磁场非正弦分布产生谐波电势的危害和削弱方法

DFIG 电势中如果存在高次谐波，会产生许多如下不

良影响 ：

（1）发电机本身的附加损耗增加，效率下降，温升增高；

（2）可能引起输电线路的电感和电容发生谐振，产生

过电压 [2] ；

（3）对邻近的通讯线路产生干扰 ；

（4）使 DFIG 产生有害的附加转矩，造成电机性能变坏。

在设计电机时，应尽可能削弱电势中的高次谐波。数

学分析和实践表明，谐波次数愈高，它的幅值愈小，对电

势波形的影响也愈小 [3]。所以，影响电势波形的主要是 3、5、
7、9 等次谐波。所以在设计绕组时，主要考虑削弱或者消

除 3、5、7、9 等次谐波电势。对于双馈感应发电机来说，

主要有以下几种常用的方法 ：

（1）对称三相绕组的连接消除了线电势中的３次及其

倍数奇次谐波。

三相绕组可以连接成星接或角接，由于三相电势中的

3 次谐波在相位上彼此相差 360°，即它们是同相位、同大

小的。当三相绕组采用星接时，线电势中的３次谐波电势

互相抵消，所以发电机输出的线电势中不存在３次谐波。

而当绕组采用角接时，在闭合的三角形回路内产生环流，3
次谐波电势正好等于 3 次谐波环流所引起的阻抗压降，所

以在线电压中不会出现 3 次谐波。同理，也不会出现３的

倍数次谐波。无论三相绕组采用星接或角接，线电压中不

存在３及３的倍数次谐波，这是三相绕组在电势方面的优

点。但当采用角接时，由于闭合回路中的３次谐波环流引

起附加损耗，使电机效率降低，温升增加，所以现代同步

发电机一般采用星接。

（2）用短距绕组削弱谐波电势，一般选用 5/6 倍的极距，

这样可以同时削弱 5、7 次谐波电势。

（3）采用分布绕组削弱高次谐波电势，尽可能选择较

大的每极每相槽数。

（4）采用磁性槽楔或半闭口槽，以减小由于槽开口而

引起的气隙磁导变化。

（5）采用斜槽削弱齿谐波电势。

（6）采用分数槽绕组。

2 变频器供电后DFIG的谐波分析
2.1 绕组由变频器励磁后的时间谐波

变频电源输出的波形称为 PWM 波，线电压和线电流

波形见图 1。它可以分解出一系列的谐波，在典型的三相对

称系统中，一般只存在除了 3 及其倍数次之外的奇次谐波，

即谐波次数为 k ＝ 6n±1。对其进行傅立叶分解，可以得

到以下的电源电压表达式 ：

    
                                                                              （4）

式中 ：Uk 为 k 次谐波电压的有效值 ；

θk 为 k 次谐波电压的初相位 ；

ω1 为基波角频率。

当 k=6n+1 时，所得的电压为各次正序谐波分量 ；

当 k=6n － 1 时，所得的电压为各次负序谐波分量，其中，

n=1,2,3…。 
由此可知，当 DFIG 的转子采用电压型 PWM 变频

器励磁后，变频器输出的电流不是标准的正弦波，该电流

将通过电机气隙磁场的作用在定子侧产生有害的谐波电压

和电流。定子侧和转子侧对电网产生的谐波是实际应用中

非常受关注的一个问题。随着双馈感应发电机系统容量的

不断扩大，谐波对于双馈感应发电机的运行会带来较大的

影响。在并网前，定子空载电压波中含有大量的谐波，严

重时会造成无法并网。并网后在强电网中电压畸变率不

大，谐波主要表现为定子电流中的谐波分量。但在弱电网

或独立电网中，定子电压和电流都会变现出明显的畸变。

谐波问题在定子侧和转子侧都存在，但由于双馈感应发电

机定转子功率分配的特点，定子侧谐波对电网的影响大于

转子侧。

2.2 减小变频器励磁转子谐波电流的方法

为了减小电压型 PWM 变频器励磁的转子谐波电流，

从而削弱时间谐波对定子侧的谐波电压和电流的影响，可

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考虑 ：

图1	变流器输出线电压和线电流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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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变流器本身加装谐波抑制装置 [4]。

（2）适当增大转子的电阻和漏抗、定子的电阻和漏抗

以及定转子互感参数。

3 DFIG的谐波检测结果

以上从电机本体和电压型 PWM 变频器励磁两方面对

双馈感应发电机谐波进行了分析，并且给出了减小谐波电

压和电流的方法。同时，我们在进行双馈感应发电机的设

计时，就着重从减小电机谐波电压和电流的角度对电机的

绕组设计和参数设计进行了优化。图 2 是一双馈感应发电

机的谐波检测结果，该结果是在专用的兆瓦级双馈感应发

电机试验台进行测量的，检测方法按照 IEC 标准规定执行。

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出电机的谐波电流总畸变率为 1.49%，

远远低于双馈异步发电机标准规定的谐波电流总畸变率小

于 5% 的要求。 

4 结论

双馈异步风电机组产生谐波在所难免，如何消除或抑

制谐波发生或把其降低到最低限度，是问题的关键。通过

理论研究和实践，文中提出的各种方法不仅仅是抛砖引玉，

实际上是行之有效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随着科技的

发展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更多新的方法将不断出现，

风电的质量将会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得到全面提升。

图2	双馈异步风电机组额定运行状态的谐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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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风电机组基础承受巨大的弯矩作用。作为承受和传递

巨大弯矩的基础环，在基础设计时应验算其抗拔承载能力、

抗弯承载力以及抗冲切等作用。基础环底部混凝土的厚度、

基础环底法兰上部混凝土的厚度以及钢筋的布置，对基础

环式基础的安全性均有重要的影响。《风电机组地基基础设

计规定》（试行）[1]FD003 － 2007 第 5.0.9 款要求 ：“应对

制造商提出的基础环与基础的连接设计进行复核”。目前，

国内规范尚无复核基础环承载能力的工程算法 [2]。实际工

风电机组基础环受力分析
雍飞，胥勇，丛欧

（北京金风科创风电设备有限公司，北京100176）

摘  要 ：对于基础环式风电机组基础，塔筒和主机载荷通过基础环传递给基础。基础环作为预埋在基础混凝土内部的钢制

部分，是基础和钢塔连接的过渡构件，也是钢塔筒与基础连接的关键构件。塔底部位，风电机组载荷弯矩较大，

基础环需要具有传递巨大弯矩的能力，所以基础需要满足基础环抗拔等承载力的要求。基础环受力复杂，没有统

一工程算法，目前国内对于基础环受力状态分析不太明晰，并且对基础环的工作状态研究较少，没有统一定论。

本文旨在运用 ANSYS 有限元软件模拟和研究基础环的受力性能，分析基础环和基础的工作状态，使设计人员对基

础环与基础的相互作用有直观的认识，同时为广大设计和研发人员在基础环和基础受力作用的分析和风电机组基

础的设计方面提供参考。

关键词 ：风电机组 ；基础环 ；基础 ；有限元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04-0100-03

An Analysis of Foundation Ring’s Performance
Yong Fei, Xu Yong, Cong 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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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e load of wind turbines is passed from tower to foundation through foundation ring. As the embedded part in the foundation 

is made of steel, foundation ring is the transition section and critical element between foundation and steel tower. The main 

characteristic of the load at the bo�om of tower is the huge moment, so foundation should have the ability of anti-pulling capacity. 

Wind turbines foundation should bear complicated forces, and there is no uni�ed engineering algorithm. Up to now, the analysis 

on foundation ring's working behavior is very immature, and analysis on foundation ring's working behavior is limited, and there 

are no uni�ed conclusions. �is paper used ANSYS so�ware to model foundation ring's working state and analysis on its working 

behavior. Intuitive understanding of foundation ring's working behavior can be got from this paper. It also applied some reference 

to designers when designing foundation.
Keywords: wind turbines; foundation ring; foundation; �nite element

程中存在许多因基础环整体被拔出而导致结构破坏的事故。

加强对基础环受力性能的研究，意义重大。本文采用有限

元分析方法，研究了基础环的承载能力、基础环和基础的

相互作用，以及基础环与基础的连接强度等问题，为后续

工程设计提供有意义的参考。

 

1 研究案例

某实际工程，采用机型为 xx87/1500 － 75m，III 类

风区，其载荷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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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设计使用年限为 25 年，安全等级为二级，丙类，

6 度设防，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为 0.05g，场地类别为Ⅰ类，

采用 C35 混凝土，最大水灰比为 0.5，最大氯离子含量为

0.15%，最大碱含量为 3.0kg/m3，钢筋为 ：HRB335 和

HRB400，力学性能指标符合《钢筋混凝土用热轧带肋钢筋》

GB1499 中的要求，钢筋的强度标准值应具有不小于 95%
的保证率，穿孔钢筋为 φ28HRB400，基础环选用 Q345，
基础几何尺寸如图 1 所示。  

2 结构分析

ANSYS 软件中的 LINK8 单元是轴向拉伸—压缩杆件

单元，具有两个节点，每个节点有 3 个平移自由度（沿 X、

Y 以及 Z 方向），可以用于模拟两端铰接的空间杆件，不考

虑杆件的弯曲以及扭转。Solid65 单元具有 8 个节点，每个

节点有 3 个方向线位移自由度，用其建立的模型可具有拉

裂和压碎性能。在混凝土的应用方面，可以用 Solid65 单

元的实体性能来模拟混凝土，而用加筋性能来模拟钢筋的

作用 ；Solid95 单元通过 20 个节点来定义，它可以接受不

规则的形状并且不损失精度，每个节点有 3 个自由度 ：转

化为节点坐标系下的 X，Y，Z 方向。Solid95 单元具有塑性、

蠕变、应力强化、大变形和大应变等能力。综上，本文选

用 Link8 单元模拟基础中钢筋，Solid65 单元模拟基础混

凝土，Solid95 单元模拟基础环。

2.1 模型简介

模型由混凝土、基础环、穿孔钢筋组成。基础底板

固定于地基上。混凝土采用 Solid65 单元，基础环采用

Solid95 单元，穿孔钢筋采用 Link8 单元。整个模型包含

38191 个单元，221366 个节点。荷载施加于基础环顶法兰

上表面形心位置，如图 2 所示。

2.2 分析结果

通过分析可知 ：

基础环顶部的最大竖向位移为 1.148mm，如图 3 所示；

混凝土最大压应力为 2.99MPa，发生在基础环底法兰

表1  1500KW风电机组75m塔架极限载荷（III类风区）

工况 Mx My Mz Mxy Fx Fy Fz Fxy

Mx
max DLC62 -43854.8 505.89 -2518.78 43858.1 -33.77 714.89 -2300.8 715.7

min DLC12 -1.386 0.781 -134.75 1.584 49.83 49.83 -2877.4 49.94

表2  1500KW风电机组75m正常发电工况（III类风区）

工况 Mx My Mz Mxy Fx Fy Fz Fxy

Mz
max DLC12 1420.8 27717 103 27754 422.1 -5.34 -2630.8 422.1

min DLC12 -1.26 0.71 -122.5 1.44 45.3 1.25 -2615.8 45.4

图1	基础图

图2	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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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面与基础接触部位，混凝土无拉应力，如图 4 所示 ；

穿孔钢筋最大压应力为 ：9.44MPa，最大拉应力为

10.5MPa，如图 5 所示 ；

基础环最大压应力为 312MPa，无拉应力，如图 6 所示。

2.3 分析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基础环中不存在拉应力，全截面

受压，基础混凝土与基础环以及穿孔钢筋的承载能力均满

足规范要求 [3]。基础环最大应力发生在侧壁开孔处。

3 基础环开孔分析

基础环可以开成椭圆孔，也可以开成圆形孔。对于以

上模型，仅将基础环孔洞由椭圆孔调整为圆形孔，其计算

结果最大压应力仍发生在基础环上为 417MPa，基础环局

部受压承载力不满足要求，如图 7 所示。  
经计算分析知 ：与圆形孔相比，椭圆孔能有效改善应

力集中现象。

4 总结 

通过分析发现 ：此基础环满足承载力要求，在受力过

程中全截面受压，基础环中不存在拉应力。设计人员可借

鉴本文的方法分析判断基础环是否满足承载力要求。基础

环的最大应力发生在侧壁开孔处，是基础环的薄弱部位，

设计时应重点考虑。椭圆孔与圆孔相比，能有效改善开孔

处的应力集中现象，在设计时，基础环应优先考虑设计成

椭圆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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