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首语From The Editor

文／秦海岩

放权之后的隐忧

近日，随着《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

和《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

的决定》发布，涉及能源领域的 12 项行政审批事项

被取消和下放，其中包括企业投资风电场项目核准

权。此次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

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把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创造良

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上来。但在实际操作中，审批权的取消和下放是否又

会带来新的问题，是否会造成某些领域的权力失控和

真空？“一放就乱”的历史经验表明，取消和下放只

是一个开端，能否实现改革初衷仍不容乐观。

具体到对风电项目审批权的下放，业界存在许

多担忧。此次改革，风电项目的审批要求并没有取消，

而仅是审批权力从中央落到了地方。若地方政府在

获得了更大权力的同时，依然沿袭过去的行为方式，

至少从以往的经验看，可能会出现这样几种情况 ：

一是地方政府以地方经济增长和短期政绩为出

发点，不考虑项目的可行性，盲目上马，大干快上。

尤其是在目前风电消纳问题还不能有效解决的情况

下，会加剧弃风限电状况，干扰大家对弃风限电原

因的正确认识。这不利于问题解决，最终受损的是

整个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二是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容易与本地项目产

生直接的利益关联，保证审批的公平公正、杜绝寻

租问题相对更难。过去跑项目、倒路条的个别现象，

希望不会演变成为一种职业，否则会加重企业的开

发成本，严重干扰市场秩序。

三是权力的扩大可能助长本已存在的地方保护

主义。非本省企业不能开发本省风能资源、非本地

制造机组不能在本地风电场使用等都是导致产能过

剩、劣币驱逐良币的成因。这种市场环境，优秀企

业怎能做大做强？行业技术水平难以进步，风电产

业怎能良性发展？

如何避免这些担忧发生？实际上李克强总理在

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中，

已经给出了答案 ：改革不仅要取消和下放权力，还

要改善和加强政府管理，该管的事要管住管好 ；要切

实加强市场监督，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必要的

行政审批必须规范，防止滋生腐败，做到标准明确、

程序严密、运作透明、制约有效、权责分明。落实到

风电项目审批上，有三点建议 ：

一、加强规划工作，提高规划的权威性和约束性。

由国家能源局制定全国的风电发展规划，各省在国家

规划前提下，制定自己的开发计划。开发计划要报中

央备案，严格要求具体项目审批不能脱离计划。同时，

采取监督检查、利用可再生能源补贴的下拨权等提高

中央规划的约束性。

二、要求地方政府制定具体的项目审批程序和管

理办法。其中，可以通过限定开发期限等方式，杜绝

跑项目、卖路条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使项目审批

过程做到公开透明，加强各种社会力量对审批权的监

督，并对违法行为予以坚决处理。

三、按照李克强总理的指示，把营造维护公平、

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作为今后的工作重点。这也是目

前制约我国风电行业健康、持续发展的最迫切需要解

决的问题。我们很高兴看到，国家能源局近期发布了《加

强风电产业监测和评价体系建设的通知》，要求对风电

开发建设、并网运行、设备质量等重要信息做重点监测，

并在风电产业监测和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及时准确地

进行信息披露。据此，困扰我国风电市场的信息不公

开不透明这一最大难题将逐步得以解决，市场信息将

更加对称，甄别依据更加充分，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

真正发挥作用。此外，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

转变方案》的安排，“消除地区封锁，打破行业垄断”

作为2013年方案中29项重点任务之一，由商务部牵头，

计划于年内解决一批突出问题，2014 年建立长效机制，

目的就是维护全国市场的统一开放和公平有序竞争。

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的残存思想认识，加上特殊

利益集团的阻挠，注定使行政审批的改革不会一帆风

顺。改革目标的实现也不是靠简单的放权分权就能解

决的。但改革方向不容置疑，不简政放权绝不会有出路，

我们要做的是坚定前行的决心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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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风电成省内第二大
发电板块

2013 年 4月 8日，随着山西省岢

岚县燕家村风电场顺利投产并网，该

省的风电装机容量达到 230.05 万千

瓦，超过省网水电装机容量，一跃成

为山西省第二大电源板块。

近几年，山西省电力公司积极发

展风电，对风电开展优先调度、优先

2
消纳等工作，为风力发电开辟了绿色

通道，极大地促进了全省风电发展，

实现风电投产容量连续五年翻番，居

全国风电大省前列。2012 年，山西风

电发电量与装机容量实现同比增长，

且发电量增速高于装机容量增速、机

组平均年利用小时数增速高于火电年

平均利用小时数增速。

为了更好地保证风电建设，山西

省电力公司成立了新能源处，编制了

国家能源局启动18项
重大战略问题调研

据 2013 年 4 月 28 日国家能源局

网上消息，近日，国家能源局局长吴

新雄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并

启动能源重大战略问题调研工作。吴

新雄强调，调研工作要切实贯彻落实

中央有关转变职能、简政放权的要求，

突出宏观战略、宏观规划、宏观政策、

能源改革和能源监管，切实抓好 4 类

18 项调研。调研要突出指导性、针对

性和操作性，求真务实，注重指导解

决实际问题。

一是国内能源发展战略若干重大

事项调研。主要包括：（1）国内能源

需求预测和供应潜力分析；（2）能源

战略基地与战略通道组织实施等重大

问题对策措施研究；（3）煤炭安全绿

色开发战略措施研究；（4）国内油气

资源开发利用对策措施研究；（5）核

电发展重大举措研究；（6）水电发展

战略举措调研；（7）可再生能源发展

战略举措调研；（8）煤电基地及通道

建设、节能减排对策措施调研等。

二是国际能源合作发展战略调研。

主要包括：（1）国外油气资源合作开

发战略措施研究；（2）国外煤炭资源

1
合作开发战略措施研究等。

三是能源科技创新重大任务调研。

主要包括：（1）能源科技创新总体战

略措施研究；（2）化石能源开发利用

科技创新战略措施研究；（3）新能源

科技创新战略措施研究；（4）非常规

油气开发科技创新战略措施研究；（5）

电力储能与能源系统智能化重大技术

创新调研等。

四是能源市场化改革和监管重大

事项调研。主要包括：（1）完善能源

法律法规体系重大对策研究；（2）健

全能源监管体系研究；（3）能源体制

专项改革措施研究等。

文  件

发  电

《山西电网风电新能源并网调度服务指

南》，全力推进风电优先消纳政策；积

极建设覆盖全网的风功率预测监控系

统，已经实现了风电功率预测和监测

的全覆盖；正在建设的 AGC、AVC

子站终端系统，今年年底将实现全网

风电在线监控。据山西电力公司相关

人士表示，山西已经完善和提高了风

电功率预测系统，短期预测准确率为

87.7%，超短期预测准确率为 93.6%，

预测精度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据悉，山西省的风电装机大部

分集中在风能资源富足的大同市、朔

州市和忻州市北部地区，目前投产的

风电场有 31 座，安装的风电机组有

1546 台。根据规划，到 2015 年，该

省投产风电将达到 800 万千瓦，保持

高速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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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A风能实施协议课题11
与课题27研讨会召开 

2013 年 4 月 23 日至 24 日，IEA

风能实施协议课题 11 第 72 次研讨会

在意大利米兰召开，会议主题为“风

电预测”。华北电力大学张晓东博士

参加了研讨会，并做了题为《风电场

CFD 仿真物理模型研究》的报告，介

绍了中国风电产业和风电预测技术的

发展状况。会议专家的报告主要包括

风电场功率预测的天气预报模型、统

计学模型、流场计算物理模型、阵风

预报模型、风电机组结冰以及电网的

调度方式等话题。中方参会专家在会

上所作的报告主要介绍了中国开发的

风电场流场计算 CFD 模型特点。包括

针对全高度大气边界层，考虑大气边

界层的稳定性，开发了体现地表状况

的壁面函数，利用风电场测量数据对

湍流模型参数进行了校验，开发了完

整的前处理和后处理算法，模型经过

了十几个风电场的数据验证等。

此外，4月 25 日 -26 日，IEA 风

能实施协议课题 27 研讨会在西班牙索

马亚召开。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

专业委员会风能专家都志杰、北京鉴

衡认证中心的陈雷杰和广州红鹰的王

伟出席了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强扰

动环境下小型风电机组测试场的场址

选择，主要包括：被研究屋顶的基本

类型以及周围环境障碍物的基本类型；

关于强扰动环境已有的数据分析；噪

4

音的检测方法；建模；测风仪和被测

风电机组在屋顶上的安装位置以及是

否在所有地区都针对同一小型风电机

组进行检测和对比等。课题 27 研讨会

初步确定在 7 个国家（地区）的测试

场同时进行小型风电机组屋顶安装的

检测分析，其中包括中国台湾的测试

场。中国广州红鹰公司表示愿无偿为

其提供 500W小型风电机组作测试。

与课题 27 研讨会同期在索马亚

举行的还有第二届小型风电机组检测

机构联盟年会（SWAT）。

赫普公司在北京召开海上
风电叶片防护技术研讨会

2013 年 4 月 23 日 -24 日，由赫

普（中国）有限公司（简称赫普）举

办的“海上风电叶片防护技术研讨会”

在北京召开。会议由赫普电力市场总

经理Mahinda Pradeep 主持，来自中

广核、中国风电、三峡新能源、华电

工程、歌美飒、中复连众、天津东汽

风电叶片公司、天津南车风电叶片公

司、中科宇能、华锐风电、国电联合

动力等企业的代表和技术专家出席了

3
本次研讨会。

与会嘉宾主要就国内外叶片制造

经验，尤其是海上风电叶片制造及防

护经验展开讨论。来自荷兰 Parthian 

Technology 公 司的叶片专家 Evert 

Jan Temmink 详细介绍了当前国际最

先进的风电叶片防护技术、海上风电

叶片涂装防护方案及实际案例。赫普

市场部高级技术专员李华刚与技术服

务北方区域经理左彬也在研讨会上介

绍了有关涂料测试及检验指标分析、

涂料的施工及过程控制等方面的内容。

作为国内外风电行业涂料的主要

供应商，赫普一直致力于新产品开发

以满足风电涂料行业高效能、高环保

的要求。通过本次研讨会，赫普向与

会代表展示了该公司生产的适用于海

上的风电叶片涂料，该叶片涂料已经

顺利通过国际知名认证，这预示赫普

已经正式进军海上风电叶片市场。

赫普电力市场总经理 Mahinda 

Pradeep 表示，通过此次研讨会可

以了解到客户对叶片涂料的关注内

容与技术需求，这将有利于赫普为叶

片行业提供更为适合的产品和优质

的服务。

Task 27 研讨会成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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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风电项目建设
和运行技术交流会
在杭州召开

2013 年 4 月 18 日，浙江运达风

电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运达风电）与

浙江省能源局共同主办的“浙江地区

风电项目建设和运行技术交流会”在

杭州召开。来自浙江省能源局、华能

新能源浙江分公司、国电电力浙江分

公司、中广核集团公司浙江分公司、

中国风电集团有限公司、中节能风力

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等十多家单位的领

导和专家出席会议。

交流会上，运达风电总经理杨震

宇在开场致辞中表示，作为浙江省本

土企业，运达风电积极承担了浙江省

多个风电项目的开发，凭借良好的机

组质量和发电效率赢得了客户口碑。

在寻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公司希望通

会  议

6

过此次交流会，共同推进浙江省风电

项目的建设。会议代表针对台风地区

风电专项技术方案和运维、浙江地区

风电发展规划、浙江省沿海山地和台

风地区项目建设、风电专用齿轮箱的设

计和运行维护、如何提高浙江省风电项

目的盈利能力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

浙江省能源局电力和新能源处处长金

敬撑对运达风电自主研发的产品给予

了高度评价，希望运达风电继续开发更

多适应浙江省风电资源的机组。并要求

浙江各风电开发单位尽快推进风电项

目建设，浙江省能源局会继续大力支持

该省风电企业及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此次会议，是浙江省举办的首个

风电项目建设和运行技术交流会，旨

在构筑风电行业交流平台，加强行业

信息交流和经验分享，进而推动风电

产品的进一步优化并促进浙江省风电

项目建设。

全耦合一体化的风电机组
仿真分析技术研讨会
在京召开 

2013 年 4 月 19 日， 中 国 可 再

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与比利时

LMS公司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联合召开

了“全耦合一体化风电机组仿真分析技

术研讨会。”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

专业委员会主任贺德馨参加了会议并致

欢迎词，来自国内风电整机、叶片、变

流器、齿轮箱制造企业以及检测认证机

5

构、科研院所等 30 多家单位的约 80 名

代表参加了会议。

LMS 公司风电行业业务开发经理

Loic Bastard 对其公司的 Samcef Wind 

Turbines 建模与仿真分析软件做了总体

介绍，并就载荷计算及风电机组认证、

风电机组参数高精度整机建模及传动链

动力学分析等主题与代表交流讨论。来

自其他风电企业、认证公司和高校的代

表还就大型机组传功系统建模、振动噪

声解决方案和海上机组动力学特性等议

题发表观点，和与会代表分享经验。

此次研讨会的召开将更好地推动我

国风电机组一体化仿真设计解决方案的应

用，并提升中国风电行业的自主研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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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重工拟5157万元
收购风电公司

2013 年 4 月 11 日，太原重工

发布的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山西省产

权交易市场收购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的太重 ( 察右中旗 ) 新能

源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新能源公

司 )100% 股权，该标的已在山西省

产权交易市场挂牌出售，挂牌价格为

5157.13 万元。

本次太原重工收购的新能源公司

于 2011 年 8 月注册成立后，开始进

7
行工厂建设。目前工厂建设已基本完

成，基本具备生产运营条件，将主要

从事风电机组的整机组装调试和安装

业务。收购新能源公司后，太原重工

的风电业务将进一步加强，符合公司

发展战略。本次交易净资产 5000 万

元，采用挂牌方式转让，不存在利益

输送风险。

对于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

市公司的影响，太原重工表示，内蒙

古地区是我国风能资源较为丰富的区

域，公司收购新能源公司 100%股权，

利用新能源公司在内蒙古察右中旗的

区位优势，依托当地资源，拓展市场

空间，有利于开拓内蒙古市场。收购

完成后，使新能源公司与太原重工风

电分公司实现协同发展，提高现有风

电机组的生产能力，增强效益。还可

以带动公司风电增速器、主轴、电控

等产业的发展，拓展本公司履带起重

机等机组装设备市场，提升公司的整

体实力，扩大产业规模。

此外，太原重工 4 月 11 日还发

布了 2012 年年报，公司去年亏损 3.32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93.6 亿元，同比

下降 9.35%，每股亏损 0.1371 元。

龙源电力风电装机
继续保持全球第二

根据丹麦BTM咨询公司新近公布

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2 年年底，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龙源

电力）凭借 1054.4 万千瓦的风电控股

装机容量，继续保持着全球第二大风电

运营商的地位，与世界第一的差距进一

步缩小。

数 据 显 示，2012 年， 西 班 牙

Iberdrola Renovables 公司的风电装

机容量为 1300 万千瓦，排名第一。据

悉，由于欧洲经济危机，该公司资金

紧张，已经出售 50 万千瓦的风电项

目，规模缩减到 1200 多万千瓦。在全

球排名前 15位的风电企业中，龙源电

力的装机容量增速最快，2012 年新增

装机 159.9 万千瓦；西班牙 Iberdrola 

Renovables 公司新增 34.5 万千瓦；排

8

名第三的美国的 NextEra 能源公司新

增 148.8 万千瓦。

全球排名前 15 位的风电运营商

中，有 7家中国企业。其中，大唐新

能源、华能新能源和神华国华能源分

别以 566.9 万千瓦、545.7 万千瓦和

423.2 万千瓦的风电装机容量位列全球

第六、第七和第十位。

在今年3月底公司召开的2012年

度业绩发布会上，龙源电力总经理谢长

军表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龙源电

力明年有望成为全球风电老大。2013

年，龙源电力计划增加风电装机容量

200万千瓦，确保投产容量160万千瓦，

其风电总装机容量将超过1200万千瓦。

并  购

开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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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美飒2兆瓦风电机组
装机量达到1500万千瓦

2013 年 4 月 24 日，据歌美飒中

国公司消息，该公司 2 兆瓦风电机组

装机容量达到 1500 万千瓦，进一步巩

固了其作为公司最受欢迎产品的地位。

自从 11年前第一台 2兆瓦风电机组在

西班牙的Zamora 风电场安装以来，全

世界已安装了 7500 台该款风电机组，

目前在中国、印度和巴西也有共计 50

万千瓦的风电机组正在进行安装。

凭借较好的发电量及降低度电成

本的能力，歌美飒 2 兆瓦机组平台已

成为全球装机容量最高的三个平台之

一。2011 年，歌美飒 2兆瓦产品平台

创造了一项记录，当年装机超过 1250

台（250 万千瓦），其中 30.4 万千瓦

（152 台）安装在 Iberdrola 位于美国

的 Blue Creek 风电场，这也是迄今为

止使用该产品数量最多的风电场。

歌美飒 2 兆瓦的单机容量结合 5

种不同型号的叶片（叶轮直径分别为

80 米、87 米、90 米、97 米和 114 米），

确保了 2 兆瓦平台的多样性。2 兆瓦

风电机组为开发商提供了更具竞争力

的性价比，包括单兆瓦装机投资成本

和度电成本。目前，该机组平均可利

用率超过 98%。

2012 年，歌美飒通过推出在 IIIA

类风区实现最大性能的 G114 -2.0 

MW机组完善了2兆瓦产品平台。此外，

公司正在开发新的 G114-2.5 MW 机

组。该机组配备了适用于中等风速场

地的更长叶片，目的在于降低 2 兆瓦

至 3兆瓦机组的度电成本。

10

GE在发电机高温超导技 
 术试验上取得重大突破

2013 年 4 月 8 日，GE 中国公司

9

消息称，GE 能量转换部门在测试可行

发电方法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即利用

较高温度条件下运行的超导体来输送

可再生资源生成的大量电能。

GE 公司成功完成了 Hydrogenie

试验，利用突破性的技术，使发电机

能够在一个较小的空间内高效发电。

Hydrogenie 利用超导体替代电机的铜

转子导条，能够在 43 开尔文或零下

230 摄氏度的环境下工作。该技术已

于去年下半年进行了测试，完全能满

足预期和设计要求。

GE 能量转换部门的 Hydrogenie

项目经理 Martin  Ingles 表示：“该技

术能够从根本上提高设备对水电和风

电的利用率，而且适用于今后的应用。”

整 机

GE 攻克了使超导体达到要求温

度所必需的低温冷却和热绝缘技术难

题。极冷氦气通过一个旋转联接器由

管道输送到机器转子内，然后在单个

线圈周围循环。 Hydrogenie 项目的

成功完成，将为超导设备的后续研究

和开发搭建一个平台。

作为项目一部分开发的技术构建

模块还可用于其他采用高转矩、低转速

机器的领域，其中最直接的应用就是风

电和船舶推进。采用超导风电机组，能

够极大降低塔架的安装重量，相应降低

塔架及基础成本。GE能量转换部门最

近的研究表明，与传统机器相比，超导

风电机组的节能寿命成本约为1万千瓦

以上海上或沙漠机组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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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动力首次亮相
土耳其国际能源环境展

2013 年 4 月 26 日， 联合动力首

次亮相第 19 届土耳其国际能源环境

展。该展会自 1994 年成功举办以来，

已经成为土耳其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

能源行业盛会，有超过 20 个国家和地

区的 300 家企业参展。作为全球领先

的风电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联合动

力与各国参展商、当地风能组织以及

土耳其能源部等相关机构代表进行了

广泛交流，就未来的发展合作达成初

步共识。

在稳步增加国内市场份额的同时，

联合动力积极响应国电集团“走出去”

发展战略，大力开拓海外市场。凭借

不断提升的产品质量和科技创新力，

联合动力将进一步加快“走出去”步伐，

坚持合作共赢，大步迈向世界。

此外，联合动力还在近期参加了

12

第 7 届中国 ( 上海 ) 国际风能展览会

暨研讨会，并展示了最新的系列产品、

研发成果及全产业链。

2012 年，联合动力站在“风电机

组使用者”的角度，为满足客户需求，

持续推进风电机组质量的改进和性能

提升，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技术革新成

果，主要包括：成功进行风电机组功

率曲线的优化工作，使机组年平均发

金风科技与中国北车
再度签署大额采购合同

2013 年 5 月 3 日，新疆金风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金风科技）宣布

与中国北车股份公司（简称中国北车）

再度合作，与北车旗下永济新时速的

控股及全资子公司西安捷力电力电子

技术有限公司及西安永电金风科技有

限公司分别签订零部件采购合同，采

购内容包括 1.5 兆瓦永磁发电机定子

以及 1.5 兆瓦和 2.5 兆瓦永磁发电机，

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21 亿元。

金风科技执行副总裁曹志刚表示：

“金风科技历来高度重视和国内外优质

供应商的长期战略合作，并形成了尊

重和善待供应商、与供应商一起成长

的优良传统，建立起了公司成熟的全

球供应链体系，为机组零部件产品严

把质量关。中国北车是金风科技非常

重要和友好的合作伙伴，双方合作已

达 12 年，中国北车对于零部件供应质

量的严苛要求和控制，符合金风科技

为客户打造高品质风力发电机组产品

的诉求。我们期待未来与中国北车能

有更多更广泛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1

整 机

电量提高了 3%~5%；采用先进的降

载控制策略成功推出 1.5 兆瓦、2兆瓦

以及 3兆瓦超低风速大叶片升级机型；

大幅度改进了风电机组叶片设计、材

料工艺及模具的设计与生产，叶片制

造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自主研发

的齿轮箱通过国际权威机构认证；自

主研发的风电机组发电机推出 2兆瓦、

3兆瓦、6兆瓦全系列产品。

共同成长。”

北车永济新时速董事长徐印平表

示：“我们非常高兴再次与金风科技达

成战略合作，中国北车一向秉持质量

至上的原则，不断创新和优化生产工

艺流程，为客户提供符合其品质要求

的零部件产品。金风科技是中国北车

非常重要和值得尊重的合作伙伴和客

户，随着金风科技国际化战略步伐的

不断推进，中国北车将持续提升零部

件产品研发和制造水平，助力金风科

技国际化市场的进一步开拓，同时实

现中国北车自身的国际化战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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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姆肯公司整合中国区
工业经销业务

2013 年 4 月 2 日，铁姆肯公司宣

布将对中国区的工业经销业务进行整

合。整合内容包括将球轴承、带座轴

承单元、轴承安装与维护工具以及密

封产品等业务并入工业经销业务。此

举是公司持续调整和改进业务流程从

而为权益相关者提供价值的重要措施

之一，旨在为中国的终端客户提供整

体解决方案，更好地满足客户在中国

不断深入的工业化进程中对高端产品

和服务的需求。

通过整合，公司的众多客户将可

以获得铁姆肯公司旗下，包括其近期

收购的 Interlube、Drives、QM  以及

费城齿轮制造公司等所提供的更广泛

的动力传动产品和服务，同时享受到

更简便的下单流程、更快的发货速度，

以及更低的总体拥有成本。此外，铁

姆肯公司实至名归的行业专长、经验

丰富的全球团队、强大的经销网络、

充足的产品库存和专业的物流能力将

带给客户差异化的采购体验。

“此次整合是铁姆肯公司重视中国

市场并致力于在此长期发展的有力证

明。它使公司得以把资源集中于能为

13

ABB进一步扩大
在华电力产品线

2013 年 5 月 7 日，全球知名电力

14

零部件

客户实现更高价值的领域。”铁姆肯公

司中国区总裁施博胜表示，“相信我们

在业务转型和整合方面所做的持续努

力将确保铁姆肯公司与中国客户的共

同发展与强大。”

作为全球工业技术领导者，铁姆

肯公司研发、制造并营销机械组件和

高性能钢材。公司提供的Timken®轴承、

定制钢棒和钢管、传动装置、齿轮箱、

链条以及相关产品与服务，为全球多

元化市场提供有力支持。铁姆肯公司

亚太区总部和大中华区总部均设在上

海，产品广泛服务于能源、航空、铁路、

冶金、采矿、水泥和机床等行业。

和自动化技术集团 ABB（简称 ABB）

与江苏精科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协

议组建的合资公司在江苏省宿迁市正

式开业，新公司将专注于 72.5 千伏到

750 千伏高压互感器的设计、生产与

服务，主要产品包括油浸式和 SF6 独

立式电流与电压互感器、环形电流互

感器、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电

压互感器，以及光学互感器。 

ABB 电力产品业务部高压业务

单元负责人吕伟地说：“我们始终以

积极的姿态面对中国市场，更好地理

解和服务于本地客户的需求，并进一

步完善我们业务布局。我们将工厂布

局在更靠近客户的地方，更好地贯彻

ABB‘在中国，为中国’的战略及商

业理念。”

光学互感器技术是下一代技术的

发展趋势，其设备体积小巧，在数据

采集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可以满

足智能电网的需求。ABB 在这一领域

处于技术前沿，并在近期发布了与隔

离式断路器（DCB）整合在一起的光

纤电流传感器（FOCS）。 

互感器是测量电压或电流的设备，

其功能主要是实现电网的保护和控制，

以及电能的计量。互感器可将高电压

或大电流按比例变换成标准低电压或

标准小电流，以便测量仪表、保护及

控制设备可以读取。传统的互感器以

油或 SF6 作为绝缘介质。 

ABB 在高压领域的 6 家中国工

厂分别分布在北京、厦门、西安、深

圳和宿迁，高压产品布局广泛，主要

包括敞开式断路器和组合电器、气体

绝缘金属封闭组合电器、电力电容器、

隔离开关、断路器设备和装置。ABB

提供的高压电力产品种类丰富、技术

领先，电压等级最高至 1200 千伏，

而且还提供全面的服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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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公司将出售在
美风能资产

2013 年 4 月 30 日，英国石油公

司 (BP) 宣布，将出售其在美国的风

能资产，其中包括总发电能力约 260

万千瓦的 16 座风电场，以及预计总装

机容量为 200 万千瓦、处于不同开发

阶段的风电项目。业界专家估计，英

国石油公司在美国的风能资产价值为

30亿美元 -40 亿美元。

业内专家认为，尽管英国石油公

司将出售其在美风能资产，但对美国

风能产业的投资还将继续。美国风能

中远关西风电叶片涂料
批量运用于新誉集团产品

2013 年 5 月初，由中远关西涂料

化工有限公司（简称中远关西）提供

的风电叶片防护涂料滚涂型产品，批

量运用于新誉集团新的叶片生产线，

助新誉叶片涂料涂装线改进成功。

近年来，随着风电机组单机容量

的不断扩大，最初 20 米左右长度的小

型叶片逐渐发展到 50 米左右甚至更长

的叶片。而风电叶片涂料不同于一般

的工业防腐涂料，大型叶片用防护涂

料对原材料、涂料技术含量要求更加

苛责。

中远关西是推进风电涂料本土化

的倡导者和实施者，长期以来一直致

力于风电涂料领域产品的研发，公司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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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包括水能、

风能、太阳能、生物能在内的可再生

能源发电量已经占到美国发电总量的

15%。今年前 3 个月，美国新增发电

量的 82%都来自可再生能源。休斯敦

大学能源经济学家希尔斯表示，英国

石油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油气企

业之一，2012 年收入高达 3750 亿美

元。当前出售其美国风能资产，应该

是一个战略性决策，可再生能源并非

英国石油公司的核心业务，坚守油气

事业挣钱要比可再生能源更快。

英国石油公司发言人表示，此次

出售美国风能资产的主要原因是“为

公司可持续增长重新定位，努力成为

更加专注的油气企业”。他还表示，英

国石油公司今后还会坚持替代能源的

开发，如在巴西和英国的乙醇生产，

以及在美英同时研发新生物燃料技术。

英国石油公司同日发布的业绩报

告显示，因出售与俄罗斯合资企业秋

明英国石油公司 (TNK-BP) 股权的收

益，公司第一季度利润为 166.6 亿美

元，较去年同期的 47.8 亿美元提升 3

倍以上。若不计出售秋明及其他一次

性项目，英国石油一季度利润为 42.2

亿美元，同比下降 9.4%，但仍好于

市场预期。

国 际

配 套

研发的有 20 年超长防腐期限的风电塔

筒氟碳涂料等产品，得到了众多业内

人士的肯定。除在传统的溶剂型叶片

涂料领域拥有成熟的技术和完善的配

套产品，中远关西率先实现技术突破，

成为国内首批成功研发出环保型风电

机组叶片水性聚氨酯涂料的企业之一，

并于 2012 年成功推出高性能风电机组

叶片抗结冰氟碳涂料，走在了风电防

护涂料产品队伍研发的前列。

此次运用于新誉大型风电叶片的

聚氨酯涂料系统是为适应新誉新的生

产线而量身特制的滚涂型产品，在保

证质量的基础上，可以提高涂装效率，

降低涂装成本。据悉，中远关西设计

生产的叶片抗冰涂料、前缘保护涂料

等多种产品在客户及第三方检测中表

现也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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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致力于消减成本
以促海上风电发展

据英国《独立报》近期报道，

2014 年英国将新建超过 1200 台的风

电机组。另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今年英国预计将新增 763 台陆上风电

机组，而目前英国运行中的机组数量

就有 4366 台，另外已有 7843 台机组

获批。这样一来，英国风电机组总量

将超过 1万台。

尽管英国政府着力推动风电，但

能源咨询公司道格拉斯 -韦斯特伍德

近期评估称，英国风电产业将面临诸

如资金短缺、补贴下降等因素影响，

从而可能带来风电业务缩水。甚至有

英国风电场开发商也在顾虑可能的行

业停滞。对此，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

部商务组负责人 Jeremy Allen 表示，

大规模发展绿色能源必然需要巨大的

资金匹配，到 2020 年陆上电网需 180

亿英镑的投资，海上电网需 80 亿英镑

的投资。目前英国正在积极推动电力

市场改革，寻求全球投资，以推动包

括风电在内的可再生能源以及整个电

力市场的快速发展。为解决海上风电

18

的资金缺口，英国也在积极吸引投资

者，近期在创新项目融资结构以及机

构投资者参与方面亦有最新进展，比

如Gunfleet Sands 风电场，日本丸红

株式会社在 2012 年 3 月购入 49.0%

的股份；Lincs 风电场去年 6 月完成

了 10 家银行的融资等。“当前英国政

府正在或准备颁发政策鼓励投资，比

如预计今年底通过电力市场改革方案、

从可再生能源义务阶段转向差价合同、

绿色投资银行的资助、为大型投资项

目提供担保等。”

到 2020 年，英国海上风电装机

预计达到 1300 万千瓦，不过，如何削

减成本是一道不得不跨越的槛。“英国

成立了海上风电成本削减工作组，政

府正与行业一起研究降低成本的途径，

综合技术的攻关和普及、体制机制的

透明和完善等，目标是到 2020 年将

电力成本降至每 1000 千瓦时 100 英

镑。”Jeremy Allen 说道。

国 际

欧洲风能产业
积极应对挑战

2013 年 4 月 17 日，据欧洲战略

能源技术计划网站 (SETIS) 报道，尽

管近年欧洲风能产业发展迅速，但依

然面临着投资减少和技术工人短缺等

方面的挑战。

SETIS 援 引 欧 洲 风 能 协 会

(EWEA)2012 年的统计数据并指出，

2012 年欧洲风能行业新增装机容量

1100 万千瓦，比 2011 年的 940 万千

瓦增长 23.4%。2012 年，风能在整

个欧洲新增电力装机容量中的比例达

到 26%，风能总装机容量达 1.06 亿

千瓦，可以满足欧洲整个电力需求的

7%(2011 年的比例为 6.3%)。

然 而，EWEA 指 出，2011 年 以

来席卷欧洲的政策不稳定性所带来的

订单减少浪潮已经对风能行业发展产

生了巨大负面影响，预计 2013 年和

2014 年欧洲风能发展将趋缓。此外，

欧洲风能技术平台 (TPWind) 近期研究

显示，欧洲风能行业每年面临 5 千人

的劳动力缺口。到 2030 年，这一缺口

将攀升至 1.8 万人，占风能行业劳动

17
力总数的 5%。

EWEA 呼吁欧盟尽快制定具有法

律约束力的 2030 年可再生能源发展目

标，以进一步促进风能等可再生能源

投资。EWEA 主席 Andrew Garrad 表

示，欧洲风能企业将在欧洲战略能源

技术计划等框架下开展紧密合作，加

强研发创新，提高风能产业竞争力。

TPWind 主 席 Henning Kruse 指 出，

TPWind 将推动欧盟委员会和风能企业

制定行业技能培训计划，尽快弥补人

才和技能缺口，确保风能行业的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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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2017年可再生能源
装机量将翻番

2013 年 4 月 17 日，印度总理辛

格表示，印度政府已经认识到采取低

碳战略、实现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性，并将到 2017 年实现可再生能源

装机翻番的目标。

辛格在出席第四届清洁能源部长

级会议开幕式时表示，更广泛地使用清

洁能源促进了发展的可持续性，而这个

问题在未来几年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辛格说：“我们也正在采取措施，

开发非传统清洁能源，如太阳能和风

哥斯达黎加拟在2020年
前新增35.8万千瓦风电
装机

近日，出于环保以及发展清洁能

源等方面的考虑，哥斯达黎加政府表

示拟在 2020 年前将风力发电量增长一

倍。哥斯达黎加的私营企业看重风电

市场未来发展前景，希望加大投资开

发。目前，该国风电项目主要集中在

瓜那卡斯特 (Guanacaste) 地区，多为

近十年所建。近年来，不断增长的用

电需求使哥斯达黎加国家电力电信公

司 (ICE) 考虑建设风电场作为解决用电

紧张的方案之一。

到 2020 年前，哥斯达黎加计划

至少建设 12 个风电项目，其中大部分

集中在瓜那卡斯特地区，可以为 60 万

户家庭供电，项目总投资预计将超过

3.25 亿美元。绝大部分项目将由私营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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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发电以及生物质能源。根据提议，

到 2017 年我们国家的可再生能源装机

将翻番，从 2012 年的 2500 万千瓦增

长至 5500 万千瓦。”

辛格表示，事实上印度扩大利用

可再生能源的步伐受到限制，这些新

能源比传统能源更加昂贵，但成本预

计将下降。“例如，太阳能发电成本在

过去两年几乎减半，尽管仍高于化石

燃料发电的成本。如果把碳排放费用

考虑在内，那么太阳能更具成本效益，

但它仍然比较昂贵。”

预计该领域的成本还将继续下降，

辛格说道：“我们已经推出尼赫鲁国家

企业实施 ( 仅 1 个项目属于 ICE)，其

中 2/3 的项目建成后将售电给 ICE。提

拉兰 (Tilaran)、洛斯桑托斯 (Lossantos)

以及首都都会区地势较高的区域是建

设风电场的理想场址。为达成上述目

标，哥斯达黎加需要在法规层面突破

现有对私有部门向 ICE 销售电量的最

高上限。

哥斯达黎加目前风电总装机 14.4

万千瓦，主要是瓜那卡斯特地区 5

万千瓦，提拉兰 2 万千瓦，特霍纳

(Tejona)2 万千瓦，提耶拉斯莫莱纳斯

(Tierrasmorenas)2 万千瓦，中央谷地

(Vallecentral)1.5 万千瓦，洛斯桑托斯

1.3 万千瓦，航空能源 6000 千瓦。哥

斯达黎加未来拟新增 35.8 万千瓦风

电装机，初步规划建设的项目主要是

Altamira 项目，Campos Azules 项目，

Vientos De La Perla 项 目，Vientos 

De Miramar 项目， Tilawind 一期项目，

太阳能任务，目标是到 2022 年实现太

阳能发电装机 2200 万千瓦，包括太阳

能光伏发电和太阳能热发电。”

“成本差额正在被不同形式的补

贴和交叉补贴所弥补。印度已经安装

了 150万千瓦的太阳能发电装机，到

‘十二五’规划末还将添加1000万千瓦。”

辛格说，他的政府热衷于确保引

进最先进的技术，并鼓励实现所需设

备本地化生产。“对这类设备来说，印

度是一个潜在的大市场。它也可能成

为具有竞争力和吸引力的生产基地。

因此，我们强烈鼓励全球制造商在这

里建设生产设施。”

San Buenaventura 项 目，Los Leones

项目， Los Angeles项目，Chiripa项目，

Eolico 一期项目，Eolico 二期项目和

El Quijote 项目。

国 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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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电盈利困局

4月 26 日下午，第十届清

华风电同学会（简称清风

会）在清华召开。作为一

年一度由清华大学毕业，任职于风电

界校友所组成的同学会组织，清风会

的办会宗旨除聚同学友情外，还附有

通过清华大学特殊的渠道，为风电解

难题、促发展而积极建言献策的努力

方向。因此，在本届清风会上，与会

人员着重讨论了近年来中国风电发展

所取得的成绩，以及目前风电发展中

应着重解决的问题。

目前看来，风电行业最显而易见

的难题是资金紧张。与会人员普遍认

为，制造商的资金吃紧仅是表象，其

内在原因主要是产能过剩和质保压款

两个方面。

此前尚德不幸破产，但其订单

与产能几近平衡。与光伏企业普遍订

单较满相比，风电行业每年虽可消化

1500 万千瓦左右的产能，可实际产能

已高于 2500 万千瓦，使流动资金过

度沉淀。

造成该问题的原因首先是地方政

府追求税收。以增值税为例，工业城

市制造的整机安装到了风电资源丰富

的地区，增值税交到了工业城市，而

抵扣的则是提供风电资源地区的税收，

使这些地区提供了资源却拿不到实惠，

从而通过要求在当地建厂来获得，造

成了产能遍地开花。其次是企业误判

形势。有企业“以快制快”，提前制造

了一批机组。有专家指出，某整机企

业在最高时曾存货达 500 万千瓦。

通过政策调整、市场调节，产能

过剩似乎会逐步有所缓解，而与之相

比，质保期压款则隐藏了更深的隐痛

文		赵靓	薛辰

和危机。

目前风电行业普遍采取的质保措

施，是开发商企业在质保期暂押整机

货款总额的 10% 至 15%，在出质保

后结清该款项。因此，在质保到期前，

开发商希望制造商能够解决一切质量

问题，而某些制造商却因为早期对零

部件把关不严，后期严格标准后成本

上升而难以承担开发商企业的全部更

换要求。

但合同毕竟是白纸黑字。正如谢

长军所说，能给的钱都给了，没给的

钱是不能给的。从侧面反映出制造商

理应重视产品质量了。有专家指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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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质保期押款几乎相当于将企业利

润整个押了上去，从而使各大整机制

造商的应收账款多达几十亿、上百亿，

反过来又欠了零部件制造商的货款。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此前

整机厂商更追求数量，相对忽视了质量？

首先是政府在制定引导政策时，

难以引导风电达到较完全的市场化程

度，使一些企业对质量认识不够深刻。

另外无序竞争导致了设备价格的不断

下降，开发商企业的招标价格也越来

越低，甚至低于能够保证产品质量的

最低成本价，压力转移至部件商，致

使一些部件商在原材料上降低了要求。

同时，银行对企业的调研也不够深入，

放贷依据仍以企业规模、背景为主，

忽略了产品质量和技术。

有专家建议，应尽量实现完整的

市场化竞争机制，建立质量监测体系，

把约束条件放在市场、金融方面，而

不是行政上。制造商应积极推进产业

升级，用 3 年至 5 年时间将质量问题

解决好。

与制造商的资金状况相比，开发

商情况虽好些，但也并不乐观。

据了解，2012 年主要开发商企

业的盈利水平不温不火，虽不至于亏

损，但也难以满足每年 1500 万千瓦

所需的资金投入需要。

据就职于风电开发企业的一位知

情者称，目前投资者对投资风电项目

主要有三点顾虑，正好反映了开发商

眼前的情况。其一是该项目有多少电

量被限发。其二是项目所安装的设备

厂商是哪家，故障率、运维费是多少。

其三是 CDM 收入能达到多少，是否

还能够持续下去。

据介绍，目前开发商从 CDM 项

目上获得的收入，确实与此前有较大

差距。这个曾占到开发商利润 50% 的

清洁能源发展机制，已越发难以为他

们提供利润支撑。

此外，开发商的盈利能力与电网

企业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有数据统计，为满足因并网、安

全、消防等技术标准的提高，每千瓦

风电投资增加了 422元至 710元成本，

折合至电价中为每度电 4.55 分至 6.04
分，按照 2012 年风电发电量 1008 亿

千瓦时计算，2012 年此类开销达到了

约 46 亿至 61 亿元，已超出了任何一

家风电开发商 2012 年的利润。

有业内人士举例，某省级电网公

司为一家新建风电场进行低电压穿越

测试，在测试未通过的情况下，本来

只需留在当地等待调整好后继续测试

即可，却来来回回测了 3 次，测试费

用也按照每次 200 万元，3 次共收取

600 万元。

如果这些情况对于发电企业的损

失来说仍有一定的可控性，那么弃风

限电对他们的盈利水平影响更甚。

一般认为，弃风限电的原因是通

道建设不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利

益纠葛，包括火电与风电的利益冲突，

以及地方政府过于追求眼前利益。

例如通过钻政策空子，一些地区

建设了超需求的热电厂，在风大的冬

季，为保证热电厂负荷而限制风电发

电量。以及某些地方政府看重眼前利

益对发展风电的规划并不全面，造成

了项目上得快，风电送不出。同时，

各省常规发电有计划，而风电却没有

制定计划，风电实际上并未得到优先

发展，反而成为为火电查缺补漏的电

源形式。

此外也有片面观点认为，风电

集中地区需要其他电源调峰，而使用

100 万千瓦的火电为风电进行调峰太

过浪费。虽然燃气电源是用作调峰的

最好方式，但实际情况是燃气电源中

的 71% 是热电联产，以热定产，无法

达到调峰作用。

会上，一位资深的技术专家指出，

百万千瓦级机组不能参加一次调频，

是因为阀门设定不变，完全可以通过

设定灵活的阀门调节方式解决该问题，

而之所以没有这么做，是因为在配电

一家独大的条件下，优先权很难主动

向新能源倾斜。

该专家建议，也可以在风电密集

区保留一些 20 万千瓦至 30 万千瓦的

火电站作为调峰电源。虽然我国能源

政策处于对节能减排的考虑以“上大

压小”为主，但通过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可以发现，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将

我国电源结构推向了一个不好调整的

格局，也限制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因此，呼唤更灵活、人性化的节能减

排政策，避免“一刀切”是政策制定

者有必要考虑的问题。

如果想要发展，企业必须盈利。

尤其是对于一个战略新兴产业而言，无

法盈利意味着缺乏生存空间，缺乏技术

创新的可能。虽然我国风电产业政策为

产业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进作用，

但有需要继续完善的空间。会上有专家

提议，应将风电作为重要的电源纳入整

个能源框架中统筹安排，考虑将我国控

制能源消费总量的目标，改为控制化石

能源的消费总量。应把能源系统布局问

题解决好，明确可再生能源同等优先发

展，保证可再生能源消纳，从而根本理

顺机制与利益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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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风电瓶颈的几种可能

2012 年全国新增

风电装机数据的

观感并不怎么好，

从切身体验来看，风电行业也

确实进入了一个瓶颈期。正因

如此，在前不久召开的上海风

能展会上，有专家重点强调“风

电发展受阻绝不是单一原因所

致，而是系统性问题，几乎各

个环节都有问题”，意在强调

业内人士应共同关注目前风电

形势可能出现的突破口，为中

国风电发展建言献策。

仔细分析会上专家的发

言，能够发现一系列阻碍风电

发展的瓶颈。

《可再生能源法》

修订后对“全额保障

性收购”概念界定不清，从宏观

层面对可再生能源的收购方式造

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的客观影响。另外，以目前风电发

展的速度，完成“十二五”风电

发展的目标仍较为困难，理顺各

类矛盾，优化发展思路是完成该

目标的主要手段。此外，2012 年

的弃风量与2011年相比大幅上升，

从趋势上看，如果再不采取措施，

弃风范围和程度极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同时，在设备市场趋于饱和的前提下，

更多厂商将希望寄托于海外，但与内

部环境有所不同的是，如何绕开贸易

壁垒、获得海外市场认可，是

一件相对比较棘手的事情。海

上风电的发展则暴露出政策经

验不足、项目开发因审批流程

过多而停滞不前等多个问题，

致使被誉为新机遇的海上风

电发展屡受制约，进展不顺。

虽然这些问题受到各方

不同程度的关注，但所谓事

有轻重缓急，推进改革的方

向和层次也有先有后，有紧

有慢。就目前来说，受关注

度较高，并一直在有所进展

的改进方案，主要是针对解

决海上风电、弃风以及配额

制等问题的。

自 2010 年以来，

海上风电特许权招标

已经过去了两年有余，但该项目

仍未被核准，相对原来的计划甚

为滞后。与之相比，一些海上示

范风电场、海上实验风电场的建

设却比较顺利，潮间带项目的开

发如火如荼地展开，除上海东海

大桥海上风电场外，截止去年这

些海上风电场已经完成装机 182
兆瓦。但这些进展毕竟无法与特

许权项目的规模同日而语，不免

文		赵靓

政策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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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业内对海上风电的开发进展颇有

失望。

但这些特许权项目并非停滞不

前。在本次展会上有专家透露，海上

特许权项目已经有了一定进展，极有

可能在 2013 年获得核准。这似乎也

能从整机制造商扎堆推出大容量海

上风电机组的市场情况略见端倪，海

上风电的浮冰下还蕴藏着向上突破

的可能。

如何解决愈演愈烈的弃风问题，

政府、行业乃至企业做了大量工作，

目前正在扎实推进的工作，主要包括

风火置换和通道建设等。

难以否认，弃风问题的主要肇始

之一是利益分配。在我国一些地区不

仅风能资源良好，而且煤矿资源丰富，

但距离电力负荷中心较远，电网输电

能力难以满足容量较大的煤电、风电

装机量。为减少弃风，东北电监局在

蒙东地区做了一系列有关“风火置换”

的试验，通过风电企业对因减少弃风

而受到损失的煤电企业进行一定赔偿，

从而平衡风电、火电利益，解决弃风

问题。

但这更像是权宜之计。且不论当

火电获得补偿后仍可能不断增加装机，

使风电补偿逐渐难以为继，单从法理

上也说不过去。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节能减排是中国不容置疑、坚决恪守

的原则。《可再生能源法》明确规定国

家鼓励并扶持的是可再生能源发电，

而非化石能源发电。虽然风能作为一

种取之不尽的能源几乎没有成本，但

目前利用风能发电的设备投资、运营

维护成本并不低廉，最终产生的度电

成本仍高于火力发电。因此，让本来

就无利可图的风电给有利可图的火电

买单，有悖常理。而且，化石能源发

电带来的污染成本完全被忽略了，这

对发展中的风电不公平。

因此，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施鹏飞在展会上提

出，我国应将风电纳入电力系统统筹

规划，对电源、电网、蓄能、负荷配

置等综合规划，将火电、水电、风电

打捆外送，利用抽水蓄能和天然气作

为调峰电源，同时推出大功率输出的

调度预测。

除利益之争外，弃风问题所面临

的最大瓶颈是通道建设不足。

据会上专家介绍，我国正在加强

研究智能电网对大规模风电的消纳、

输送技术，计划在 2013 年开建蒙西

至长沙特高压交流，宁东到浙江、锡

盟到泰州、蒙西到湖北特高压直流共

4 条能够有效缓解风电送出问题的输

电线路。目前国家电网已开始建设新

疆哈密南至郑州的 ±800 千伏特高

压输电线路，有消息称该项目将为风

电留出 300 万千瓦的电力通道，也

有专家建议风电应占其总输电能力的

70%。但无论如何，输送风电都是这

个长达 2210 公里输电线路的重要任

务，而不应被理解为“风电借道”。这

个预计于 2014 年竣工的项目，同时

也标志着中国特高压线路的建设工作

已经提速。

在此次展会上的另一个关注点，

是一直“犹抱琵琶半遮面”，被定义为

“择机”出台的配额制。

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主任任东明

对该政策的制定做出了较为详细的阐

述。据介绍，国家能源局于 2010 年

3 月开始起草有关配额制的管理办法，

2011 年 9 月完成了“可再生能源电力

配额管理办法初稿”，在经过修改完善

后，国家能源局于 2012 年 12 月 26
日下发了关于可再生能源配额管理办

法的征求意见通知。

截至目前，相关各方已经将意见

反馈，政策制定部门正在权衡研究各

方建议。然而这个过程也正是令相关

专家最感挠头的一步。

由于配额制能在很大程度上使可

再生能源成为国家能源利用系统中强

制使用的能源类型，或多或少会触犯

以传统能源发电为主营业务的发电企

业利益。相反，此政策也将对重视开

发可再生能源的企业发展起到积极作

用。就像一个可以调节的杠杆，配额

制能够使发电企业在利用传统能源发

电的同时，无法回避履行企业社会责

任。因此，除了很多声音建议允许配

额交易外，还有一些声音建议调高发

达地区配额指标，亦或调低资源不丰

富地区配额指标。甚至有一些省市，

包括发达地区不愿意承担配额义务。

总之，从目前看来，不少建议的

思路仍难洗脱大揽自我利益之嫌，促

使矛盾仍旧突出。配额制的出台虽然

已是箭在弦上，但仍有相当繁重的工

作需要协调，政策制定方还需高举低

碳、环保国策这支“尚方宝剑”，不断

发掘执政智慧。

从微观角度看来，这场利益与责

任之间的博弈，必将有人哭有人闹，

但从更长远的低碳发展、绿色经济角

度看，所有人都将是可再生能源的受益

者，毕竟我们呼吸的是相同的空气。

（郭继元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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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我们知道风电整机、零部件制造

属于工业生产范畴，而最近工业 4.0 这一概念

比较流行，您怎么看？

梁力强：我们应该给予工业 4.0 足够的关

注，它可能会代表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工业

4.0 是德国教育和研究部在 2012 年 6 月最先提

出的，实际上就是把 IT 技术和制造技术，包

括自动化技术，再加上 MES、ERP 系统以及

云计算等等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大网络。工

业 4.0 是个结论，是德国为了提高本国工业的

竞争力而提出来的理念。在德国韦斯伐里亚州

东部聚集了很多企业，诸如魏德米勒、菲尼克

斯、倍福、万可等，从而被工业界命名为东伐

利亚州。现在那里成立了一个关于工业 4.0 的

集群组织，倍福也是这个组织里的一个成员，

目前参与了两个项目的研究。领先的 IT 技术

在美国，而发达的工业应用在德国，虽然现在

工业 4.0 主要局限于德国和欧洲，但很可能会

扩展到美国和中国。倍福去年推出了智慧工厂

1.0，融合了其中的部分内容，但工业 4.0 比智

慧工厂 1.0 先进得多。例如在制造产品时，甚

至不需要 PLC 控制，只需把产品代码放在工

件上，通过扫描获得怎样继续加工该零件的信

息，并自动加工。当然，工业 4.0 可能还需要

比较长的时间进行普及，而智慧工厂 1.0 则是

面向国内企业大概三到五年能够实现的一个标

准。倍福的技术主要特点是 PC 控制，实际上

为实现工业 4.0 打下了基础。这是一个工业发

展技术的里程碑，通过整整 25 年间所走的路，

逐渐把 IT 技术和自动化技术结合起来，已经

为现在的工业 4.0 做了一些铺垫。

《风能》：对于工业自动化厂商来说，软硬

件技术的更新速度远不如 IT 技术快，这里的原

因是什么？ 

梁力强：发展的引擎就是创新，倍福的创

新速度比那些巨头要快一些，因为没有新产品

问世，生存和发展速度就会受到影响。工业与

消费类产品的推出区别比较大。例如手机，达

到了半年就更新一次。但是工业自动化行业不

允许这样。例如工业自动化软件产品 twincat，
从 1996 年到 2013 年十多年的时间中，从

之前基于 DOS 系统的 S1000 到基于 64 位

Windows 系统的 twincat3，换代速度明显低

于硬件发展速度。如果一些自动化产品更新太

快太频繁，对用户来说增加了很多成本。因为

如果一个新的系统与老系统不能兼容，不存在

续存关系，就不能保证客户收回投资。一般硬

件更新的速度明显超过软件，使软件显得相对

稳定。例如一些自动化软件，换代时间超过了

10 年。当然，这类软件会有很多版本，但是换

代是一个大的跨越。作为提供方并不希望一些

新产品使用得太早，因为如果产品不成熟，有

很多 BUG，会给用户带来很多烦恼。用户因

此认为产品不好，会得不尝失。所以应该有一

些试用的客户，这些客户是与自己感情比较深

关注工业4.0
本刊记者		赵靓

“工业 4.0”，这个结合了工业技术和 IT 概念的名
词，很可能将成为个性化和数字化生产模式的代
名词，并引发另一场工业生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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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了问题也不会埋怨，像这样的客户才敢

用，因为相互之间都是理解的。

《风能》：做为一个工业自动化解决方案的

提供商，怎样打消风电制造商对 PC控制技术

的顾虑？

梁力强：倍福在风电、光伏行业的发展

都是基于用产品打动客户这样一个思想。工

业自动化中的 PC 控制这项技术在中国并不是

很难接受。新能源行业中的一些人开始时可

能会对 PC 控制技术有所怀疑，会问有什么应

用，产品到底怎样，在哪里生产等。这需要实

事求是地展示该技术所带来的性能优势，事

实上，如果怀疑 PC 控制，可以看看很多大的

客户，用这些产品多年一点问题都没有。打消

客户这方面的疑虑后，就可以展示性能了，比

如 EtherCAT 在传输上面有较大的优势，结合

Twincat 的控制，可以在 PC 上进行很多操作。

在进行综合比较后，可以让客户相信选择这些

产品是没错的。之后就可以给客户提供样机，

当他们发现用这个平台的样机的确做到了以前

用 PLC 及其他控制器没有做到的效果时，客

户也会愿意帮助宣传产品。

《风能》：从零部件到风电整机再到风电场，

设备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请谈谈工业自动化

与智能化的关系。

梁力强：要实现智能化首先需要数字化，

就目前来讲，数字化已经基本实现了，倍福推

出的总线实际上就是数字化的，把模拟信号转

成数字信号。现在就是要解决从数字化到智能

化的问题。智能化是除了传统控制外增加更多

功能，比如视觉系统、识别系统等。另外一种

智能是安全性方面的，例如自我诊断系统，设

备在运行当中如果设备或操作有问题的话它自

己会报警。另外就是监控，一个设备在运行当

中，坏了再修就会来不及，因此要事先知道它

什么时候坏。另外就是远程监控诊断，例如将

设备卖到很远的地方，如果出了问题，通过英

特网便能够获得诊断信息。智能化生产方式是

产业升级的一个方面，是一国工业发展的方向，

国家提出的先进制造业在很多方面都是由智能

化组成的。

《风能》：面对工业4.0，您的公司正在做什么？

梁力强：工业 4.0 是工业发展技术的里

程碑，倍福在整整 25 年间所走的路，就是如

何把 IT 技术和自动化技术结合起来，从而已

经为现在的工业 4.0 做铺垫。倍福目前已经

推出了相互兼容的工业 PC、伺服驱动器、实

时以太网总线、I/O 系统、自动化软件等，并

每年都有新产品问世。2012 年 9 月推出了

twincat3 全球版本，已拥有了诸多用户，例如

博世等。该软件的客户中还有一部分是高校，

例如东北大学，他们利用该软件做流体力学控

制。上海交大则利用该软件参与人工太阳项目。

Twincat3 基于 Twincat2，是升级而来的版本，

如果是了解倍福 PC 控制的人，会感到可以利

用该软件做更高效的控制，编程界面也从简朴

进入到清新的风格。但有了 Twincat3 并不意

味着使用 Twincat2 的客户都要更换。尤其是

机械设备控制行业，没必要非得升级到最高的

版本。这个软件目前主要是面向大专院校、科

研院所、测量测控领域，另外如果一些开发人

员对高级语言掌握的比较好，对 PLC 语言掌

握的一般，那么就可以装一个 Twincat3。

受访嘉宾 ：梁力强

德国倍福自动化有

限公司中国区执行

董事、总经理。

领先的 IT 技术在美国，而发达的工业应用在德国，虽然现在工业 4.0 主要局限于

德国和欧洲，但很可能会扩展到美国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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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补贴与增值税，这两个原本毫无瓜葛的概念被连在一起，竟产

生了不少争议。

本刊记者		赵靓

“补贴增值税”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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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获得可再生能源补贴而上交增值税，这

貌似相当单纯的税源，曾是不少可再生能源企

业的隐痛。从国家税务总局的“3 号公告”发

布看来，2013 年 2 月 1 日后这两个概念之间

就不该再有任何联系，但实际情况是他们不仅

仍扯在一起，还生出了诸多争议。

一句话的争议

言听计从本该是工作当中上传下达的基本

信条，但如果上面的指示模糊不清，下属们便

容易摸不着头脑，执行力大打折扣。

自 2013 年 1 月 8 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

中央财政补贴不征收增值税的公告至今，可再

生能源发电企业的财务主管们由最初的欢欣鼓

舞，逐渐愁容满面。他们发现在多数情况下，

这项政策的实惠并没有顺利落入自己企业的口

袋。全国各地的税务局，对此政策的理解和执

行可谓五花八门、大相径庭。

事实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央财政补

贴增值税有关问题的公告》 （以下简称 3 号公

告）的内容并不比题目长多少，“按照现行增

值税政策，纳税人取得的中央财政补贴，不属

于增值税应税收入，不征收增值税。”这项自

2013 年 2 月 1 日开始施行的公告意义非凡。

在一直受中央财政补贴的可再生能源企业看

来，它明确了企业拿到的国家补贴不属于增值

税的征税范围。

由于公告内容简略且发布略显突然，致使

在此公告发布后，发电企业纷纷向各地方税务

局咨询。1 月 22 日，国家税务总局为解读相对

比较集中的问题，很快发布了《关于〈中央财

政补贴增值税有关问题的公告〉的解读》，对

政策出台的背景进一步做了说明，按照我国关

于增值税征收的法律法规，可再生能源补贴不

属于增值税应税收入，不征收增值税。

“有一个细节应该注意，3 号公告中提到，

不属于应税收入不征收增值税，这与免税的概

念有本质区别。” 金石德和税务事务所税务部主

任李圳强调，“免税是应该收，被免了，不征

税是不应该收，性质完全不同。因此，国家给

可再生能源的这个政策还是非常优惠的。”

摄影：俞泽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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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优惠政策源于 2009 年 12 月 26 日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上表决通

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

的决定。在该修正案中确定设立可再生能源发

展基金。这项基金授权财政部管理，资金来源

一方面由国家财政每年注入一部分，另一方面

由国家电网公司从全国销售电价中按每度电提

取“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8 厘钱，交至该项

基金中。之后财政部根据上网电量统计数据，

从该基金中将钱取出，以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名

义通过电网企业转付给发电商。

目前我国风电开发商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收

入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由国家规定的电网

公司收购火电上网电量的当地脱硫燃煤机组标

杆电价，即电网公司的标准购电价，而另一部

分是可再生能源补贴。例如内蒙古某地级市的

风电上网标杆是每度电 0.54 元，其中的 0.276
元是当地脱硫燃煤机组标杆电价，还差出的

0.264 元则是由中央财政拨付的可再生能源补

贴。3 号公告中所涉及到的不征收增值税电价，

正是这 0.264 元的电价部分。

“以前不管是电网承担的标杆电价部分，

还是国家定期通过电网转拨给我们的可再生能

源补贴，都一直是在征税的。3 号公告明确的

优惠政策对可再生能源领域来说是个利好，意

味着有一半左右的电价不必再上增值税了。”

一位大型发电集团的财务主管提到。

然而，一涉及到金钱的问题，往往是好事

多磨，何况是如此大额的资金。虽然目前看来

3 号公告已是白纸黑字，但由于所站角度不同，

各方对该政策的理解就出现了不少偏差，在该

公告执行 3 个月后，地方税务局对上级这项公

告的执行情况仍不乐观。

各地解读不一

在 3 号公告发布后，大多数发电商的下属

各地分公司的财务负责人与当地税务机关对此

事进行了咨询，但仍有一部分地方税务局对此

公告心存疑虑。地方税务局所采取的态度可分

为三种，一种是执行，一种是拒不执行，还有

一种是暂不申报。其中前两种情况约占项目总

数的三分之一，而暂不申报则占三分之二。

“我们把问题收集起来报给了集团，集团

又反馈给国家税务总局。下面的税务局有的执

行了，有的没有执行。一种是以后再也不用报

了，不用纳税、开票了。还有说先暂停你纳税，

可以先不要申报交税，给你在模糊期暂缓过渡

的机会。还有就是不执行，即使是有这公告也

要求交税，他们的理由是这个公告还没有解读

清楚。”上述企业财务主管说。

据知情人士透露，目前对该公告执行较好

的有河北、新疆、蒙东等地，而经济比较发达

的省份则普遍采取暂停申报的办法，表示目前

难以执行的则主要是东北地区的吉林、黑龙江。

 “我们咨询了河北省财政厅，他们认定可

再生能源补贴完全属于财政预算资金，属于中

央财政补贴范畴。又与风电场所在的税务局进

行了沟通，他们认为我们应该属于 3 号公告的

范畴，在与新疆、甘肃、张北的税务部门进行

沟通后，他们态度很明确，财政补贴资金不需

要缴纳增值税。但明确不需缴纳的地区也主要

就是这些省份。” 
其实，早在 2 个月之前，几大电力集团就

曾共同向国家税务总局反映过相关情况，且得

到了肯定的答复。但一些地方税务部门明知增

值税难以退税，仍要求企业先行交付，之后待

政策明朗再进行退付。

增值税作为国家与地方共享税，一般由国

税总局出台，地方税务局执行，因此该税种的

地方调控能力很弱，在一般情况下，如遇到法

规出台、执行不到位的情况，就需要上级主管

部门进一步明确。而我国对增值税管理严格，

退税额度较大的，需要层层审批，批复时间相

当漫长。因此有专家认为，企业一旦缴纳该税，

再获得退税是比较困难的。

事实上，目前不执行 3 号公告的地方税务

局的理由相当模糊。发电商们并不知道他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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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在要求什么。据李圳解释，目前地方税务局

在解读一些文件的时候，本着尽量延缓政策执

行的态度，这其中有政策解释不到位的原因，

也有尽力保住一部分税源的考虑。

那么，既然大多数税务局采取了暂缓申报

的处理方式，发电商为何还三番五次地急着找

相关部门明确说法呢？又为何要考虑是否通过

交税、退税这一方式急着交税呢？

一位任职于发电商的财务人员提到，“一

些税务局态度明确，既然财政补贴资金不需要

缴纳，所以就不会再给我们开发票，因为开了

发票就得缴纳。”

其实，发票才是该问题的症结所在。话说

回来，缴不缴税虽然是由地方税务局说了算，

但要不要发票，则是电网公司说了算。也就是

说，如果地方税务已经明确了不用交税，但电

网公司仍要发票才将补贴发放给发电商，那么

发电商也只能选择白白交税。

还有“黄雀”在后

“装机容量 5 万千瓦的风电场按照平均发

电小时数为 2000 算，一年发电 1 亿度。又按

平均 1 度电获得 0.2 元补贴，需要上缴 17% 的

增值税，这个风电场每年需要上缴增值税 300
万左右。”上述发电商财务主管掐指算到，“如

果 3 号公告落实了，我们集团每年可以增加几

亿元收入，如果政策不到位，我们相当于吃了

这么多亏。”

有吃亏的，就必定有受益的。除税务部门

外，电网企业在此间也扮演了不可小觑的角色。

由于可再生能源补贴是由财政部通过电网

公司给付发电商的，从设立可再生能源补贴到

3 号公告发布的十多年间，电网公司认为在收

到财政部给予可再生能源补贴时是不应上缴增

值税的，而电网企业再将该资金转拨给发电商，

则成了企业之间的电费往来，需要发电商缴纳

增值税。而在 3 号公告发布后，大多数地区的

电网分公司仍要求发电商提供增值税发票，致

使发电商们觉得很不合理。

而电网公司所采取的态度，也有文件支持。

“内蒙给我们一个文件其中有一句话是鉴

于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的明确，风力发电的上

网电量，可再生能源电价补助属于伺机申报，

接受者为电网公司。”一位获得该文件的高级

财务人员说，“虽然没明说，但让大家觉得可

能是电网免税的，而它与发电商之间的往来就

成了经济往来。内蒙发布了这个文件后，各地

公司给我们反映的情况是大家都认为这个文件

是不适合风力发电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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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各地税务局的情况一样，各地电网分公

司采取的态度也有一定差别。

“冀北电网就没问题，正常结算，并且不

用开税票，所以我们在增值税这一块就不用交

了。甘肃就更特殊了，从今年开始省财政直接

拨到我们企业，我们给个收据就行，因为有拨

付的文件。在新疆就碰到了必须开税票，不开

就不给可再生能源补助。他们还曾反复过一次，

一开始说必须开税票，后来说不用，现在又说

必须开。”

可话说回来了，税是交给国家的，电网何

必如此苛求发电商提供增值税发票呢？上述财

务主管的解释直击要害 ：“我们上的税可以抵

扣电网的税，比如税务局要收他 100 元的税，

但他拿着我交了 17 元的发票，就可以只交 83
元的税。这是增值税计税原理的问题，我们如

果多交，他们就可以少交。”

因此，虽然电网公司不能在可再生能源补

贴上直接获益，但可以通过使用发电商提供的

增值税发票，抵扣自己应该上的税，变相地赚

取了大量收益。

但由于电网公司处于更为强势的地位，发

电商此前始终敢怒不敢言。3 号公告的发布让

他们看到了希望——既然国家不征收增值税

摄影：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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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那么无论是电网公司还是发电商都不必再

上缴与可再生能源补贴有关的增值税。发电商

成为此政策的最大受益者，电网企业则可能因

为难以获得此类发票而无法抵扣其他税金，成

为该政策的“受害者”。

有专家认为，电网企业此前之所以能够较

积极地将可再生能源补贴交付发电商，与发电

商上缴了“补贴增值税”有一定关系，而如果

缺少了这一部分的间接收入，却仍需为转付发

电商补贴而做工作，那么电网公司对该转付工

作的积极性是否还如从前就有待观察了。

目前看来，发电商企业们能够观察到的是，

一方面地方税务局仍对 3 号公告不置可否，另

一方面多数电网分公司仍待获得“补贴增值税”

发票，才给付发电商可再生能源补贴。其理由

也仍是优惠政策到电网企业处便已经截止。

“3 号公告的优惠政策是给可再生能源行

业的，电网企业应该享受这项优惠政策吗？”

上述财务主管给出了自己的疑问。

各方亟待细则

由此看来，若想彻底执行好 3 号公告，拿

掉“补贴增值税”这一本来就不该有的税源，

需要同时解决好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各税务

机关对 3 号公告的解读口径需要统一，其次是

电网公司明确公告内容，不再向发电商索要“补

贴增值税”发票。

“电网和税务局有一方不认可就不行。如

果只是电网认可，而税务局不认可，发电商就

成了偷税漏税。如果税务局认可，电网不认可，

发电商就还是拿不到补贴资金。”

解决第一个问题的方法，是需要国家税务

主管机关出台一个细则，将如何执行 3 号公告

做出进一步的明确。解决第二个问题的办法，

则需要该补贴的主管机构——财政部明确指出

不上增值税的优惠政策是由电力企业享受还是

电网企业享受。

“话说回来，电网转移到手的补贴，并不

好认定是中央财政补贴。因此需要财政部明确

发电商拿到那部分钱是否属于国家财政补贴。

很多的地方税务局就是要写在纸上的这句话，

就是想要一个国家主管的相关部委能出一个明

确的、完全没有异议的文件。”

据了解，此前几大发电集团在分别向国家

税务总局和财政部反映相关情况时，曾获得口

头答复，认为可再生能源补贴属于国家财政补

贴，符合不征收增值税条件，但由于税务总局

在出台 3 号公告前并未与财政部沟通，因此两

个部委之间还需进一步协调。

有专家认为，电网企业在对可再生能源补

助转拨的过程中，也确实存在有一定的工作量。

水至清则无鱼，如此大规模的资金从账面滑过

而没有一点与自己有关，确实对提高其转拨资

金的积极性缺乏有益之处。

但话说回来，不少发电企业并不认可可再

生能源补助通过电网企业转拨的方式，而是认

为本该直接到手的资金，多过了一道没必要过

的关卡，也就多了一次被雁过拔毛的可能。

“我感觉当时制定政策时，要求这笔补贴

通过电网企业转拨，可能是为了结算起来方便，

因为电网企业有计量装置，计量方便、确认方

便、结算方便。但经过这么一倒发电商就吃亏

了。”上述财务主管坦言，“如果税务机关认为

这优惠政策就是给电网的，电网又给发电商结

算补贴，那么发电商就会去找财政部，恳请财

政部不通过电网而直接给发电商结算。”

名不正则言不顺。显然，进一步解释 3
号公告内容，以文件形式明确可再生能源补

贴性质和享受该补贴的企业性质，是平息眼

前“补贴增值税”争议的一剂快药。而如何调

整电网企业与发电商之间的利益关系、主体地

位，则仍考验着主管部门解决这一长远问题的

施政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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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传统能源的日益紧缺，新能

源的开发与利用得到世界各国

的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国家

采取了鼓励新能源发展的政策和措施 [1]。自

2010 年以来，中国政府将“调结构”作为宏

观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能源结构优化升级

已是大势所趋。风电作为新能源领域最成熟的

能源开发方式，近年来在中国发展迅速。来自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的数据表明，2012 年中

国风电并网总装机容量为 60.83GW，发电量

100.4TWh。2013 年伊始，国家税务总局发布

了中央财政补贴不征收增值税的公告。

1 中央财政补贴不征收增值税政策
的介绍及对风电行业的影响

1.1 政策出台背景

为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支持新能

源及高效节能等产品的推广使用，国家出台了

多项中央财政补贴。对于中央财政补贴是否属

于应税收入，是否征收增值税问题，基层税务

机关存在争议，因此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3 年

1 月 8 日发布了第 3 号公告——《关于中央财

政补贴增值税有关问题的公告》[2]，明确表述

了纳税人取得的中央财政补贴，不属于增值税

应税收入，不征收增值税。

1.2 政策解读

为便于政策的理解和执行，国家税务总局

于 2013 年 1 月 22 日发布了《关于中央财政补

贴增值税有关问题的公告解读》[3]。文件明确

表述 ：“为便于补贴发放部门实际操作，中央

财政补贴有的直接支付给予销售方，有的先补

给购买方，再由购买方转付给销售方。我们认

为，无论采取何种方式，购买者实际支付的购

买价格，均为原价格扣减中央财政补贴后的金

额。根据现行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销售额为

对风电企业可再生能源补贴增值税
问题的探讨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冯春晓

河北建投新能源有限公司 唐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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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向购买方收取的

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纳税人取得的中央财政

补贴，其取得渠道是中央财政，因此不属于增

值税应税收入，不征收增值税。”

1.3 优惠政策对风电行业的影响

由于风电投资大、收益率低、投资回报周

期长，风力发电企业投资的经济效益远低于其

他高利润行业。2012 年，全球萧条的 CDM（清

洁发展机制）市场使得风力发电企业的盈利能

力更是被大幅削减。2013 年，国家税务总局

发布了中央财政补贴不征收增值税的公告，极

大地鼓舞和振奋了风电行业的信心和势气，促

进了资本市场上投资者对风力发电企业的更多

关注，也对引导资本市场向风电行业持续流入

资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 风电企业可再生能源补贴不征收
增值税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国税发第 3 号公告及其解读政策发布后，

风力发电企业积极与税务征管部门和电网公司

进行了政策执行程序上的充分沟通。沟通中遇

到的普遍问题是 ：

（1）基层税务机关认可风力发电企业收取

电网公司的电价补贴收入为不征税收入，不用

缴纳增值税 ；

（2）与风力发电企业结算的电网公司认为

财政拨付给电网企业的资金为中央补助资金，

而电网公司转付给风力发电企业的补助资金为

企业之间的正常经济往来，应开具增值税发票

据以结算。

若按照电网公司要求的结算方式结算，风

力发电企业将享受不到补贴电价收入不征收增

值税的税收优惠。

3 对风电企业可再生能源补贴不征
收增值税在执行中存在问题的探讨

（一）风电企业取得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收

入属于中央财政补贴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

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关于完善风力发电上网电

价政策的通知》[4]，国家财政部、国家发改委、

国家能源局共同制定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

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新能源政策的

有关规定可以得出 ：

（1）众所周知，风力发电电价由两部分构

成 ：一部分是脱硫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一

部分是可再生能源补贴。目前电网公司每月只

是给风力发电企业结算第一部分即标杆电价部

分，另一部分需要由各省财政厅定期分批上报

财政部，经过审核后，财政部再分批下拨可再

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这部分资金大约需

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才能收到。（财政部已经

公布了四批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

录）。

（2）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包括国家财政公

共预算安排的专项资金和依法向电力用户征收

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等。可再生能源发

展专项资金由中央财政从年度公共预算中予以

安排。

（3）从可再生能源补贴实际拨付的流程来

看：补贴资金先由财政部直接拨付给各省财政

厅，再由各省财政厅转拨付给电网公司，最后

由电网公司拨付给风力发电企业。完全是按照

中央财政预算资金的拨付流程进行资金拨付的。

综上所述，可再生能源补贴收入属于中央

财政补贴范畴，应免予征收增值税。

（二）电网公司拨付给风电企业的可再生

能源补贴，实质为转付中央财政补贴行为

分析《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

局关于印发 < 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征收使用管

理暂行办法 > 的通知》（财综〔2011〕115 号）[5]、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财建 [2012]102 号）[6] 等文件，可以

看出 ：

（1）电网企业收购风力发电企业上网电量

所发生的高于按照常规能源发电平均上网电价

计算所发生的差额费用，由可再生能源电价附

加收入资金提供支持，而非电网公司自身承担。

（2） 财政部根据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

入、省级电网企业和地方独立电网企业资金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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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等情况，将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拨

付到省级财政部门。省级财政部门按照国库管

理制度有关规定及时拨付资金。

（3）为保证可再生能源补贴收入拨付的及

时性，省级电网企业、地方独立电网企业应根

据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和实际收购的可再生能

源发电上网电量，按月与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

结算电费。

（4）风力发电企业收到的可再生能源补贴

收入实质是由中央财政先将可再生能源补贴拨

付给购买方——电网公司，再由电网公司转付

给风力发电企业的，并非等同于一般企业之间

的正常经济往来。电网公司自身承担支付的风

电收购电价，为国家规定的当地风电标杆电价

扣减可再生能源补贴后的金额。根据现行增值

税暂行条例规定，风力发电企业取得的可再生

能源补贴收入，由于其取得渠道是中央财政，

不属于增值税应税收入，无需开据增值税发票。

（三）风电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可再生能源，

能否享受到政策优惠，关系到政策执行的效果

可再生能源发电主要包括风力发电、生物

质能发电、太阳能发电、地热能发电和海洋能

发电等。在这几种新能源方式中风力发电是目

前技术最成熟、最适宜大面积推广的新能源开

发方式。

由此可见，风力发电企业是否能享受到可

再生能源补贴收入不征收增值税的优惠政策直

接关系到《关于中央财政补贴增值税有关问题

的公告》及其解读政策执行的效果。

（四）风电企业可再生能源补贴收入结算

方式的采用及协调

由于风力发电企业取得的可再生能源发电

补贴完全符合国税第 3 号公告及其解读的中央

财政补贴的范畴，应免予征收增值税。因此我

们建议在发电企业与电网公司结算补贴电价收

入时开据收据作为结算凭证，以确保风力发电

企业能享受到国家的税收优惠。

研读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等相关部门相

继出台的优惠政策也可以看出国家是鼓励新能

源事业发展的，各项政策的出台和落实是为了

能让新能源企业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希望

相关部门能就风力发电企业取得的可再生能源

补贴收入不征收增值税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给予相关的积极指导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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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际联合：“软硬兼施”的叶片医生

在一整套风电机组设备中，叶

片的成本就占到了整套设备成本的

20% － 30%，健康对机组 20 年的发

电贡献率十分重要。然而，横向裂纹、

竖向裂纹、严重的砂眼腐蚀等 “常见

病”往往会给叶片的生命健康带来隐

患。而这时候就需要中际联合工业技

术（北京）有限公司（简称中际联合）

这类叶片医生。

 “最早，我们做高空作业平台。

2005 年以后，随着风电发展速度的加

快，我们也开始生产维修叶片的高空

作业设备。后来有客户希望我们不仅

仅提供设备，也能把叶片维修的服务

做了。”中际联合董事长刘志欣介绍了

他们与风电结缘的历史。 
中际联合从客户对叶片故障的担

忧中发现了需求，而无法避免叶片故

障，也让这种需求有了持久性。“能不

能将需求变成公司业务就看我们自己

的能力了。” 刘志欣说。

2011 年 6 月，中际联合对吉林白

城风电分公司 3 台机组的 9 支叶片进

行了叶片检修。这是 2005 年并网发电

的机组，在检修中发现这些叶片无一

不存在问题，胶衣老化破损率占 30%，

横向裂纹、纵向裂纹也占了近 50% 左

右，而且裂纹一般长度在 1 米以上。

令人担忧的是，被修复过的叶片仍出

现了横向裂纹、纵向裂纹、腐蚀等问题。

中际联合的技术人员甚至得出了这样

的结论 ：运行 5 年以上的叶片，无论

运行历史上情况如何，都会有破损及

安全隐患。

虽然叶片问题原因复杂，维修困

难重重，但中际联合却决定啃一啃这

块硬骨头。

叶片维修工作是个细致活儿，考

验着工作人员的耐心。裂纹是叶片最

常见的安全隐患，看似小小的裂纹，

却需要细致入微的维修。“维修裂纹

的第一步是切割，比如裂纹的深度是

本刊记者		白亚茹

想要医治好病人，中医除了经验还需要中药，西医除了理论

还需要把手术刀。对风电叶片的医治也是同理。一支叶片若是能

遇 到 中 际 联 合 这 种 既 有 经 验， 又 生 产 相 关 设 备 的“ 叶 片 医 生 ”，

定会感到些许欣喜。

摄影：秦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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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毫米，可能需要切割出深度为 3 毫

米的一个面，切割深度要超过裂纹的

深度。在重新涂上树脂和玻璃纤维前，

我们要跟叶片厂确定好叶片表面原来

使用的材料品牌和型号，然后外边再

喷一层涂料，最后一步是固化。固化

的时间很长，有时候需要等待七八个

小时。”刘志欣说，“维修叶片就是考

验你的精细和耐力。”

在刘志欣看来，叶片维修主要取

决于两种技术。第一种是在现场维修

叶片的技术，第二种是如何借助高空

作业设备到达维修点的技术，两种技

术结合在一起才能完成这份工作。

其中，高空作业设备在叶片维修

中的作用也不容小视，如何精确地到

达维修点是维修中最基本也是最关键

的一步。这无论是对业主自己的运维

团队还是专业运维团队来说，都是一

个不小的挑战。

叶片的维修工作之所以棘手，源

于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比如低温。

三年前，内蒙古二连浩特风电场的一

个叶片出了故障，冬天零下 20 多度的

气温给叶片维修带来了很大难题。中

际联合的工作人员搭起了一个棚子，

将高空作业平台罩起来，通过在“棚”

中放置热风机等加热设备，改善温度

环境，确保维修工作的正常进行。

“尽管这个项目难度极大，由于我

们选择了固化比较快的一些材料，还

是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修复工作，到现

在叶片运转得还很好。”刘志欣很有成

就感。

2011 年，中际联合在广东汕头的

风电场完成了一个叶片维修项目，除

了能够体现这家公司的叶片维修能力，

还体现了他们维修设备的专业性。

起初，这个项目由德国一家知名

的叶片维修团队承担，并采用了德国

的高空作业设备。然而经过半个月的

时间，叶片故障仍然没有得到“治愈”。 
由于之前与该团队有过多次合作，中

际联合自然被其介绍给了风电场业主。

借助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空作业设备，

中际联合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

该风电场所有叶片的维修。

“我们的高空作业设备有广泛的

适装性，能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服务。

此外，对故障原因不同的叶片接触多

了，自然积累了经验。这是此次项目

成功的关键。”刘志欣说道。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高空

作业设备的技术支持，解除了维修人

员不少的棘手难题，无疑成为了中际

联合在叶片维修工作当中的“杀手锏”。

实际上，中际联合的风电事业部

涵盖了两项业务。除了叶片维修外，

还有占据其业务比例 70% 的塔筒升降

设备，其中涵盖了防坠落爬梯、助爬

器以及电梯三种升降方式的设备。光

是塔筒升降机就获得了十余项自主知

识产权。

目前，中际联合的客户主要分为

两类，一类是叶片厂，另一类是风电场。

公司已服务过的风电场超过 100 个，

维修叶片 1600 余片，这都是经验和技

术的积累。

这家公司看上了国外的市场，在

德国、英国、意大利、美国、加拿大

和印度等 6 个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

随时为当地客户提供完善的技术支持

和售后服务。随着产品和技术的不断

推广，很多国外的专家和制造企业前

来“取经”。

“全球最大的叶片公司艾尔姆的全

球客服总监以及欧洲和美国的叶片运行

维护团队都到我们公司参观交流过，并

希望在项目上有所合作。”刘志欣介绍。

据悉，中际联合在 2011 年承包

了一个美国风电场 3 年的叶片定期检

查和维修业务，这就是国际市场影响

力。这家公司正通过此类尝试拓展美

国和欧洲市场，包括未来的亚洲市场。

对于如何解决叶片“五年之忧”

的问题，刘志欣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对

叶片预防性的检查和维修很重要。早

期的维护会避免日后产生更多的修复

费用，以及因维修而停机带来的发电

量损失。现在风电场之所以对预防性

的检查做得不够，主要原因是目前风

电场的管理还没有那么细化。随着风

电场管理的细化，叶片维修市场会越

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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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来源于：Final	Report	on	the	Pre	Feasibility	Study	covering	Chalbi	Desert	and	the	Surrounding	Districts（KenTec	
DenMark	ApS-Que	Energy	Limited-BAC	Engineering	&	Architecture	Daniel）

肯
尼亚横跨赤道，位于东经 34°
至 42°、北纬 5.5°至南纬 5°
之间。西与乌干达边境接壤，南

与坦桑尼亚和印度洋毗邻，东与索马里相连，

北与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相望。该国总面积约

58.26 万 km2。肯尼亚 75％以上的面积可以被

归类为干旱或半干旱地区，只有约 20％适于农

作物的种植。

肯尼亚为热带气候，其沿海地区较为湿热，

内陆则温热适宜。而在该国北部和东北部，天

气非常干燥。沿海城市蒙巴萨（海拔 17m）的

年平均气温最高为 30.30℃，最低为 22.40℃ ；

首都内罗毕（海拔 1661m）年平均气温最高

为 25.20℃，最低为 13.60℃ ；埃尔多雷特（海

拔 3085m）年平均气温最高为 23.60℃，最低

为 9.50℃ ；洛德瓦尔（海拔 506m）和干燥的

北方平原年平均气温最高为 34.80℃，最低为

23.70℃。全国大部分地区降水的特点是季节性

强，各个地方的降水模式、时间和程度差别很

大。沿印度洋海岸相对潮湿的地带年降水量为

1000mm，由于东南季风的影响，每年的大部

分降水发生在三月至五月这一漫长的雨季。从

十月至十二月期间也有少量的降水。

肯尼亚北部查尔比沙漠（Chalbi Desert）
及马萨比特（Marsabit）地区，由于特殊的地

理位置，常年刮东南风。每年，超过 30m/s 的

大风会持续数天，风能资源非常好。

水文地理条件

肯尼亚北部地区大部分由玄武质熔岩所覆盖，其

东南角小部分地区表面为沙砾石。场址区域属次稳定

区的相对稳定地段，适宜建设风电场。风电场区域位

于沙漠边缘，人口稀少，地形平坦，海拔在 530m －

570m 之间。部分地区具有浅层地下水，可作为日常生

活用水及施工使用。工程区的地震加速度为0.02g左右，

参照国内有关标准，场地地震基本烈度小于 VI 度，地

质条件稳定。

 

风能资源概况

印度洋的来风，通过 Turkana － Marsabit 两座

山之间的走廊，同时受海拔抬升的影响，得到加速，

常年形成东南风。某些时段，超过 30m/s 的大风会持

续数天。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肯尼亚北部查尔比沙漠

肯尼亚北部地区风电发展分析1

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于晖	

天津市中环高科技有限公司		仇晓梅

K
e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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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马萨比特地区风速很大，风能资源非常丰富。

查尔比沙漠位于肯尼亚的北部，在图尔卡纳湖

东南侧。从当地社区历史资料和马萨比特市及国家能

源部门对风能进行的科学研究表明，查尔比沙漠及其

周围地区是肯尼亚风能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其中

地名布比萨（Bubisa）本身的意义是巨大的风声，也

说明了本地区风能资源是十分丰富的。通过马萨比特

地区一个气象站的多年资料显示，马萨比特地区 10m
高度测风仪测出的年平均风速可达 11.19m/s，推算出

风功率密度高达 1290W/m2，对于风力发电建设者来

讲，这两个指标是惊人的。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及能源部对肯尼亚的风能资

源进行过规划，其主要目的是提供和获取可靠的风能

资源信息，广泛利用可再生能源技术。查尔比沙漠及

其周边被确认为肯尼亚大陆风能资源最好的区域之

一。在风能资源评估专家的指导下，当地风能资源专

家对肯尼亚全国的数据集 35 个气象站共 5 年的数据

进行分析，同时使用 WASP 和 KAMM 两种软件模

型生成高分辨率的地图和一个风能地图集文件。

马萨比特的大部分地方有很丰富的风能资源，据

证实，有约 9 万 km2 的地区风速很高。利用风能地图

集作为前期投资分析指导，一些地区已经在做进一步

考虑是否开发其风电资源。为了找出支持这些计划的

现实依据，当地风能资源专家，沿着马萨比特往布比

萨，以及马萨比特往北霍尔的道路，每 5km 进行一

次气象测量。测量是通过手持风速表和GPS进行读数。

当时这用来评估地图集信息的质量，证实了该风图集

的准确性。图 3 是肯尼亚风图谱。由肯尼亚全国风图

谱可以看出，肯尼亚风能资源最好的区域集中在西北

部，其中北部查尔比沙漠和马萨比特地区有着非常好

的风能资源。

电力系统条件

肯尼亚电力部门主要依赖水力发电、地热等可

再生能源，再通过进口石油燃料的补充，以满足对电

力日益增长的需求。肯尼亚主要能源结构为水力发电

（50％），石油（33％）和地热（16％）。最近由于干

旱，水利部门发电量下滑，使得肯尼亚电力供应变得

紧张。石油发电厂不断提高发电，填补了水力发电量

下滑的短缺，扩展电网接纳那些没有接入电网

的电力已是肯尼亚的主要政策。

肯尼亚国家电网从肯尼亚南部沿海扩展到

西部地区。该线路也连接包括乌干达和坦桑尼

亚等邻国以交换能源，并计划进一步与埃塞俄

比亚互连。

2018 年，肯尼亚国家电网拟建 428km 长

的 400kV 高压双回输电线路，并通过马萨比

特地区，为规划中的图尔卡纳湖和马萨比特地

区风力发电提供服务。当线路建成后，再下一

步可能是继续延伸线路，使这一地区电力资源

输送到埃塞俄比亚。

现以规划中的布比萨风电场为例，布比

萨风电场位于马萨比特市北部，风电场规划

装机容量 240MW，分五期建设。一期风电场

装机容量 40MW，安装 20 台 2MW 风电机

图1		肯尼亚
全国行政图

图2		马萨比
特地区风的
形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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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经过 33kV/132kV 升压站，经 42km+3km
双回 132kV 线路接入现有的 Segel 变电站，总容

量为 250kVA。到 2020 年，全部容量接入新建的

400kV 线路。

施工及交通运输条件

拟建的前期风电场场区均比较荒凉，硬化路

面的公路只能通到风电场附近的城市或乡镇。进入

风电场的道路均是碎石路面的乡村公路，需进行

拓宽，经现场查勘，风电场区地质情况很好，可

以直接铺面层。所有风力发电设备及大型施工设

备均可海运至肯尼亚蒙巴萨港，从港口到风力发

电现场采用公路运输，公路运距约 1100km。主要

建筑材料和小型机械设备在首都内罗毕采购，到

风电场的公路运距约 700km。砂石料在当地选取

砂石料场，人工加工砂石料，运距按 100km 考虑。

本工程所在地附近没有电网接入，需配备移动式

柴油发电机进行施工供电。风电场现场若没有电

信网络及无线网络信号，现场的通讯可以用对讲

机及卫星电话联络。

工程投资

风电场工程，主要由风力发电机组、变电

站、集电线路、风电场内交通工程、施工辅助工

程、送出工程等组成。现以规划中的布比萨风电

场一期工程为例，规划建设一期项目总装机容量

40MW，安装 20 台单机容量为 2MW 风力发电

机组，预装机组轮毂高度 80m。一期风电场设

置一座 132kV 升压变电站，设置一台 SZ10 －

63000/132/35 的主变压器。用一回 132kV 送出

线路。

本项目一期工程总投资 75281 万元，其中

工程静态投资 73217 万元，贷款利息 2064 万元

（资本金暂按 20％拟定，80％为贷款，贷款利率

7.05%），送出线路工程（45km，132kV）9000
万元。单位千瓦静态投资 18304 元，单位千瓦动

态投资 18820 元。

结语

肯尼亚北部建设风电场项目符合该国国家能

源产业发展政策，且该地具有非常好的风能资源

条件，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

益。但建设方在决策前应对肯尼亚及当地开展调

查，充分掌握当地税收、劳工、土地、文化、政

局等情况，开展汇率等国际贸易研究并应提前开

始环境评价的专题研究，还应进行当地电网实际

调查，确定风电场送出及接入系统情况，了解当

地上网电价情况。

图3	肯尼亚50m高
度全国风能资源
分布图

图4	风电场进场
道路及场内道路
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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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可利用风能小时数在 5000 小时以上，有的可达

7000 小时以上。然而，这个地带的缺点是建设电网少，

风电场并入电网困难。而另一条是东部沿海风带，主

要位于沿海几十公里的大陆海岸和海道，其风能资源

比我国北部 ( 东北、华北、西北 ) 地区风带还好，但是

其煤和石油等主要能源的运输完全依靠大陆，电力联

网困难。基于上述情况，发展风电产业势在必行。 
2 我国的风电产业现状

2013 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

会发布的《2012 年中国风电装机容量统计》报告显

示，2012 年中国（除台湾地区外）累计安装风电机组

53764 台，装机容量 7532 万千瓦，同比增长 20.8%。

2012 年，国家能源局在风电开发建设领域对风电的定

调是“积极有序发展风电”，组织实施“十二五”规划

第二批规模为 1500 万－ 1800 万千瓦的风电项目建设

计划。根据目前风电的发展速度，到 2020 年，我国风

电装机容量将达到 1 亿千瓦。届时，风电将成为火电、

水电以外的中国第三大电力来源，而中国也将成为全

球风能开发第一大国。 

从我国风电产业现状来

看，风电人才严重匮乏，尤

其是风电机组的专业研发人

才、高级管理人才、专业制

造人才、高级技工以及风电

场运行和维护人员。风电企

业对现场工程师、维护工程师等工程类人才的需求也

比较大。电气研发设计人才和复合材料专业人才最受

欢迎。随着企业的发展和市场拓展工作的推进，销售

工程师和企业中层管理人才即将成为风电行业新的热

招人群。在众多岗位当中，用人最多的是技术应用岗

位。其中包括技术支持工程师、载荷工程师，另外还

有四类不同的机械工程师，分别负责技术、支持、设计、

研发等工作。

目前，我国缺少专门的

风电研究机构，风电场建设

和装备制造中的关键技术、

公用技术研究和检测认证体

系等比较欠缺。缺乏从事设

计、制造、安装、调试及运

1 我国拥有丰富的风能资源

我国最新公布的距离地面高度为

50 米的风能资源测量数据显示，其中

达到三级以上（风功率密度大于 300 
瓦 / 平方米）风能资源陆上潜在开发量

为 23.8 亿千瓦，达到四级以上（风功

率密度大于 400 瓦 / 平方米）风能资源陆上潜在开发量为 11.3
亿千瓦，且 5 米至 25 米水深线以内区域可装机容量约为 2 亿

千瓦。我国风能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及附

近岛屿以及我国北部（东北、华北、西北）地区。风能资源丰

富带包括东北三省、河北、内蒙古、甘肃、宁夏和新疆等，内

陆也有个别风能资源丰富点。此外，近海风能资源也非常丰富。

在我国北部 ( 东北、华北、西北 ) 地区风能资源丰富带，

如阿拉山口、达坂城、辉腾锡勒、锡林浩特的灰腾梁等地区，

风电专业课程开发

和教学初探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赵元元

风电专业课程
开发的背景

风电课程开
发的必要性

我国的风电
人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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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管理的人才培养体系，难以适应当前风电快速发展的需

要。因此，根据风电发展需要培养一批高级人才，选择一

些高等学校和中专学校设立风电专业课程，逐步建立起较

为完善的风电教育体系。可以在国家级科研机构和大学设

立风电技术应用基础研究项目，开展相关的风能资源、流

体动力学、机械制造、电力电子、电力并网等方面的理论

和实验研究工作，将基础研究与人才培养相结合。

为适应人才市场的需要，目

前已经有不少高校陆续开办风电

专业。就目前的人才需求来看，

各个风电企业均有不同数量的人

才需求，涉及机械、电气、控制、

管理、销售等不同方面的知识和

技能。各大院校在培养风电专业人才的时候，一般和当地

的风电企业相结合，把当地的风电企业作为学生的实习实

训基地，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部分输送到地方风电企业当中。

这虽然暂时解决了部分地方风电企业用人的需求，但是就

全国风电企业用人范围来说，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

同的风电企业所使用的风电机组的类型不同，所涉及到的

专业知识也不同。如何培养出适应不同风电企业需求的风

电人才是目前各高校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

作为一名专业教师，在实际工作和教学当中，我认为

可以从以下几点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

1 努力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不断扩充和更新专业知

识。多到不同的风电企业当中挂职锻炼，了解不同风电企

业的风电设备和先进技术。及时了解企业用人变化，调整

本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以适应人才市场的需求。

2 在实际教学当中，要注意知识的覆盖和普及，引用

具有典型性的实例去讲解，并且能广泛应用到不同的风电

机组设备当中。使学生在学习中能举一反三，学会知识的

迁移。

3 在实际教学当中，多用实物去讲解。风电专业所涉

及到的理论知识大部分都来自于风电机组设备的生产、制

造、装配、运行和维护当中。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

选择到风电场中去授课，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熟

练掌握操作技能。

4 在教学中可以把一门课程分解成若干模块，每一个

模块都对应着实际工作中的一项任务，把课程的若干知识

点融入到每项任务当中，以工作任务驱动教学。运用这样

的教学方式，可以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识点，也锻

炼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操作技能。

5 学生完成任务模块的同时，可以设计一个问题作为

引导，让学生自主去发现问题，寻找答案，解决问题。在

实际教学当中，可以让学生分组来完成一个任务，老师只

起到引导和辅助的作用。这样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为他们以后走上社会，

适应工作环境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风电专业知识内容丰富，实操性强，是一个新兴和不

断发展的专业。所以，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内容也要实时

更新。专业教师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水平和技术

水平，不断跟进企业的技术发展，使风电教育与时俱进。

风电专业课程
的教学探讨

图1  中国有效风功率密度分布图 图2  中国风电场分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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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过去一年我国并网大型风电和光

电行业，由于产能过剩和欧美市场反

倾销，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而中

小型风力发电行业没有受到太大的冲

击，尽管产量、销量有所下降，但在

产品技术、质量、可靠性、应用范围、

出口等方面都有所发展。特别是党的

“十八大”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支

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无疑

给中小型风力发电行业发展带来了利

好消息。本文综述的是我国单机容量

100kW 以下的中小型风力发电行业的

现状、亮点、存在问题及建议。

1 行业现状

1.1 企业基本情况 

根据 31 家主要企业填报的数据

汇总 ：各企业总计注册资金为 5.16 亿

元，固定资产原值 40 亿元，净值达

21 亿元，占地面积 65.45 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 25.69 万平方米，职工总数

3100 人，其中技术人员 842 人，占总

人数的 27.2%，工程师以上技术人员

406 人，占技术人员的 48.2%，年生

产能力约 20 万台。

1.2 科研、生产单位

国内生产中小型风力发电机组的

企业近百家，主要生产企业 31 家，其

中重点企业包括 ：上海致远绿色能源

有限公司、广州红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浙江华鹰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中

科恒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蜂鸟

电机有限公司、青岛安华新元风能股

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华德新技术公司、

深圳泰玛风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珠

海宏锋风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浙江

刚玉新能源有限公司、上海法诺格绿

色能源系统有限公司、宁波风神风电

集团有限公司等。

从事中小型风力发电系统研究、

开发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有 ：中国

农机院呼和浩特分院、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 、中科院电工所、内蒙古工业大

学能源动力工程学院、沈阳工业大学

风能所、汕头大学能源研究所、华北

电力大学可再生能源学院、西北工业

大学、江苏南通紫琅职业技术学院、

水利部牧区水利科学研究所、总后营

房部西安建工所、北方交通大学、中

南大学长沙铁道学院等。

1.3 经济指标

1.3.1 2012 年生产量

总生产数量 12.30 万台，同比减

少 32.6% ；总容量 97.13MW，同比减

少 33.95% ；总产值为 98547.4 万元，

同比减少 38%。

1.3.2 2012 年销售量

总销售量 10.65 万台，同比减少

35.45% ；机组容量 84.55MW， 同比

减少 35.6% ；销售额 81279.5 万元，

同比减少 44.3% ；利税 21497.7 万元，

同比减少 9.28%。

1.3.3 2012 年出口量

17 家出口企业共出口 3.03 万

台 ； 出口容量 35.67MW ；出口创汇

4549 万美元 ；出口量占总销售量的

28.45% ；占总销售容量的 42.16% 。
10kW 以上的风力发电机组大部分出

口，用于分布式发电。

1.3.4 历年产量

从 1983 年开始，协会每年按企

业报表统计生产量，到 2012 年底，累

计生产中小型风力发电机组 107.90 万

台，分年产量详见表 1。     
1.3.5 对上述统计资料的分析 
2012 年产品的产量、销售量都有

所下降，主要原因有 ：

①有些企业在 2011 年生产量比

较大，产品形成了库存积压，外加

2012 年销量降低，导致 2012 年企业

生产量减少。

2012年中国中小型风力发电行业

发展报告
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风能设备分会 李德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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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我国中小型风力发电机组历年产量汇总表（1983年-2012年）

年份 1983年以前 1984年 1985年 1986年 1987年 1988年

产量（台） 3632  13470  12989  19151  20847  25575 

年份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产量（台） 16649  7458  4988  5537  6100  6481 

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产量（台） 8190  7500  6123  13884  7096  12170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产量（台） 20879  29758  19920  24756  33253  50052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产量（台） 54843  78411  113259  145418  187574  122987

② 少数企业逾期未上报数据。

③ 从 2012 年开始，受国家能源

局的委托，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要求

上报企业统计数据给国家能源局，企

业较重视，填表较为认真如实。 

1.4 产品品种及产销情况分析 

1.4.1 产品品种

2012 年中小型风电机组生产单机

容量从 100W 到 100kW 共有 18 个品

种 ：100W、150W、200W、300W、

400W、500W、600W、1kW、2kW、

3kW、4kW、5kW、7.5kW、10kW、

20kW、30kW、50kW、100kW。

1.4.2 机组容量

单机容量不断增加，生产风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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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分型号产品销售容量占总销售容量的比重

图1	分型号产品销量占总销量的比重

电机组单机容量 30kW—100kW 的企

业共 13 家，其中单机容量为 30kW
的 6 家包括上海致远、宁波风神、安

徽蜂鸟、山东佳利、宁津华亚、浙江

华鹰 ；单机容量为 50kW 的 5 家包括

上海致远、安徽蜂鸟、山东佳利、宁

津华亚、瑞安海力特 ；100kW 的 2
家包括上海致远、安徽蜂鸟。

1.4.3 机组销售构成情况

单机容量 300W、400W、1kW 销

售较多，占总销量三分之二，详见图 1。
1kW-100kW 销 售 量 占 比 仅 约

20%，但销售容量占总容量的比例约

60%，详见图 2。

2 出口情况

2.1 国家海关总署中小型风力发电

机组出口数据统计

为了更可靠地掌握进出口情况，

可以根据国家海关总署出口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

2.1.1 出口量

2012 年全国中小型风力发电机组

出口到全球六大洲 111 个国家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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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2年中小型风力发电机组出口到各大洲情况

大洲名称 国家或地区数（个） 出口总额 （万美元） 占比重 (%)

亚洲 31 338.39 12.79

非洲 19 62.86 2.37

欧洲 32 1367.13 51.67

南美洲 24 506.34 19.14

北美洲 4 303.49 11.47

大洋洲 3 67.67 2.56

表4 2012年中小型风力发电机组出口金额前十名自营出口企业

排名  出口企业
出口金额

（万美元）          

比2011年增减

（%） 

1  广州红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470.38  715.7 

2  北京希翼新兴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99.04  -11.5 

3  浙江华鹰风电设备有限公司  148.82  33.7 

4  青岛安华新源风电设备有限公司  143.05  106.7 

5  扬州神州风力发电机有限公司  117.89  -44.3 

6  上海致远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40.67  100 

7  深圳市泰玛风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5.62  143.4 

8  深圳市艾飞盛风能科技有限公司  31.96  325.2 

9  安徽蜂鸟电机有限公司  31.46  -78.8 

10  宁波风神风电科技有限公司  29.27  54.9 

表3 2012年中小型风力发电机组出口金额前十名国家

排名 国别
金额 占比

(万美元) (%)

1 法国 358.40 13.55

2 法属圭亚那 357.56 13.51

3 美国 270.75 10.23

4 比利时 214.51 8.11

5 德国 135.87 5.14

6 英国 132.89 5.02

7 意大利 128.86 4.87

8 荷兰 77.70 2.94

9 丹麦 71.30 2.69

10 澳大利亚 53.76 2.03

共 1.89 万台，出口额为 2645.87 万美

元，比 2011 年的 2491.7 万美元增长

6.18%。

2.1.2 出口国家和地区

亚洲：塞浦路斯、朝鲜、印度、印尼、

伊朗、以色列、日本、约旦、黎巴嫩、

马来西亚、 巴基斯坦、菲律宾、沙特

阿拉伯、新加坡、韩国、泰国、土耳

其、阿联酋、也门、越南、哈萨克斯

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缅甸、

柬埔寨、科威特、蒙古、卡塔尔、斯

里兰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金马。

欧洲：乌克兰、斯洛文尼亚、捷克、

斯洛伐克、比利时、丹麦、英国、德国、

法国、爱尔兰、意大利、荷兰、希腊、

葡萄牙、西班牙、奥地利、保加利亚、

芬兰、匈牙利、挪威、波兰、罗马尼

亚、瑞典、瑞士、爱沙尼亚、拉脱维亚、

立陶宛、俄罗斯联邦、冰岛、马耳他、

克罗地亚、前南马其顿。

非洲：喀麦隆、肯尼亚、毛里求斯、

摩洛哥、莫桑比克、南非、尼日利亚、

留尼汪、坦桑尼亚、突尼斯、刚果（金）

赞比亚、阿尔及利亚、贝宁、冈比亚、

加纳、马拉维、塞内加尔、索马里、

津巴布韦。

南美：阿根廷、巴拿马、巴巴多斯、

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

多米尼亚、厄瓜多尔热、法属圭亚那、

危地马拉、圭亚那、洪都拉斯、牙买加、

尼加拉瓜、巴拿马、秘鲁、波多黎各、

圣卢西亚、乌拉圭、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墨西哥。

北美 ：加拿大、美国、巴哈马、

伯利兹。

大洋洲 ：澳大利亚、新西兰、巴

布亚新几内亚。

2.2 产品出口六大洲的比重 

2012 年中小型风力发电机组一半

以上出口到欧洲，其次是美洲和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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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表 2。
2.3 2012年前十名出口目的国

2012 年中小型风力发电机组出口

金额最多的目的国是法国，前十名出

口目的国国家排列详见表 3。
2.4 2012年前十名自营出口企业 

（详见表4）

2.5 中小型风力发电机组的进口

情况

2012 年通过某些进出口贸易公司

从 7 个国家和地区共进口中小型风力

发电机组 38 台，同比增长 126%，进

口金额为 226.3 万美元，进口国家和

地区分别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

丹麦、德国、荷兰和美国。

3 中小型风力发电机组部分
产品技术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过去一年，我国中小型风力发电

技术有了很大进步，令国内外同行刮

目相看。有些企业在做强、做大的基

础上，更注重品牌、质量、可靠性，

取得多项认证，31 个企业共拥有专利 
127 项、新型实用专利 252 项、外观

专利 89 项、国际 PTC 发明专利 7 项，

其中突出的企业有 ：

3.1 浙江华鹰

2012 年浙江华鹰 5kW 变桨距风

电机组通过了国际认证机构 TUV 的英

国 MCS 的认证证书，这是我国也是全

亚洲获得的首张国际型式认证。他们

的产品，解决了在大风中运行的可靠性

与耐久性问题。安装在浙江东福山岛的

HY － 30kW 机组经历三次台风，最高

经历风速达到 47m/s 仍在正常运行。 
3.2 广州红鹰

广州红鹰解决了风力发电机组

噪音大等问题，产品具有风能利用系

数高、机组适用性强、高可靠性等性

能，而且抗大风能力达到风速 60m/s，
获得了美国 ETL、欧洲 ROHS 以及

SGS 认证，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受欢迎

（图 5），2012 年产品出口成倍数增长。

3.3 上海致远

上海致远有 46 位工程技术人员，

每年投入数百万元科研费用，重点解

决离网型和分布式并网风力发电系统

的研究与开发，产品技术性能在国内

处于领先地位 ；公司共获得 7 项国家

发明专利、2 项国际发明专利 ；50kW
风力发电机组通过 TUV 测试，并网

用的 60kW 逆变器获得 ETL 认证、

G59 认证，全系列产品通过 CE 认证；

100kW 风力发电机组形成批量出口

（图 6），在国内成为最大风光互补通

信基站解决方案提供商（图 7）。 
3.4 青岛安华

青岛安华始终致力于提高风电产

品质量、安全和可靠性，拥有一支小

型风力发电专业技术队伍，具备雄厚

的研发能力。他们以 5kW 和 10kW
变桨距风力发电机（图 8）为主攻方向，

参照 IEC61400 － 2 国际标准，打造

世界一流品牌，先后取得丹麦、德国

等国家安装许可与认证（图 9）。2012

图3	TUV为华鹰颁发的MCS认证证书					图4	安装在英国的华鹰5kW风电机组

图5	广州红鹰400W机组和对比功率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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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50kW-100kW主要产品用于出口			图7	安装于西藏高原移动基站的风光互补发电系统

图8	机械变桨距风力发电机 图9	产品在德国进行的技术测试

年产品出口增长 60% 左右。

4 中小型风电行业发展动态
和亮点

4.1 国家电网公布允许自建电站、

并网发电，用户可向电网公司卖电

国家电网公司已正式发布《关

于做好分布式电源并网服务工作的意

见》。这无疑是促进分布式电源发展

的重大举措。从 2013 年 3 月 1 日起，

用户可在其附近以 10kV 及以下等级

接入电网，风力发电机组所发的电可

全部上网，或自发自用后多余电量上

网，用户自发电不足电量也可由电网

提供，上网、下网电量分开结算，电

价执行国家政策。国网公司免费提供

关口计量装置和发电量计量用电能表，

风电项目不收取系统备用容量费。

这样千瓦级以上风力发电机组除

大量出口外，可以在国内就近并网发

电，这是个潜在市场。

4.2 农业部成立了“农业生态与资

源保护总站”

2012 年，经国务院批准，农业部

成立了“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

总站将承担农村能源及节能减排政策

研究和技术示范推广，承担全国农村

能源体系建设的业务指导工作。农业

部近期计划组织开展“美丽乡村”创

建活动。

2013 年－ 2015 年，在全国选择

产生 1000 个“美丽乡村”创建试点单

位。 其中之一就是推动农村可再生能

源发展，坚持农村能源建设的“十六

字”方针，根据条件状况和农民需求，

集成推广新能源技术和产品，其中包

括小型风电系统供电，解决炊事、采暖、

洗浴、照明等需求，增加清洁能源供应，

提升生活用能品位，保护和改善农村

生态环境，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4.3 “分布式中小型风电机组设计

制造关键技术” 重点项目正式启动

2012 年由科技部立项的“分布

式中小型风电机组设计制造关键技术”

重点项目已经正式启动，目的是要在

短期内显著提升我国中小型风力发电

技术的自主研发水平和设备制造能力，

进一步提升风电机组产品的性能和可

靠性。该项目拟开发 5kW、10kW、

20kW、50kW 等 4 种单机容量的新

型风力发电机组，创建两个中小型风

力发电机组野外测试站。届时，我国

中小风电产品将拥有自己的测试基地，

对中小型风电机组的设计、研究、认

证起到推动作用。

4.4 新编中小型风力发电机组标准

已报批

新的国家标准 GB/T18451.2 －

2012《风力发电机功率特性测试》于

2012 年 5 月 11 日 发 布， 代 替 GB/
T18451.2 － 2003，并在 2012 年 10
月 1 日执行。同时，中小型风电行业

采纳 IEC61400 － 2 标准的国家标准

《小型风力发电机组设计要求》，经过

业内专家们的审定 , 报批稿已经上报

国家标准委员会，将于 2013 年发布。

农业部为了在农村能源建设中确

保风力发电系统的安全可靠运行，拟编

制“离网型风力发电系统运行质量检

测规程”。工业和信息化部为了满足当

前移动基站通讯领域技术发展的要求，

拟对工业和信息化部移动基站现行风

光互补发电系统标准进行补充修订。



调研 | Survey

50  风能 Wind Energy 

由海峡两岸相关风电标准化组织

共同起草的 GB/T29494 － 2013《小

型垂直轴风力发电机组》已制定完成，

报批稿已上报国家标准委员会。

4.5 内蒙古推广应用中小型风电和

风光互补发电系统全国领先

国家有关部门提出的“通电工

程”、“金太阳工程”等项目促进了中

小型风电行业的发展。内蒙古自治区

是我国推广应用中小型风力发电机组

最早、保有量最多、投入力度最大的

省区。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大力推

广小型风力发电机组。主要是 50W、

100W 机组，解决广大农牧民生活用

电。进入 21 世纪以来，为了进一步提

高广大农牧民生活质量，进一步解决

自治区内盟、旗、县及边防哨所的无

电地区的用电问题，内蒙古电力公司

在全区实施“无电地区新能源通电工

程”，采用风光互补发电系统（主要是

300W 风电和 200W 光电），2010 年

至 2012 年通过招标，共推广应用风光

互补发电系统 49242 套，其中 2012
年 20519 套，投资 28774 万元。

5 行业发展建议

5.1 国家出台扶植政策

建议国家对中小型风力发电产业

给予扶持，尽早确立合理的标杆电价，

并提供税收减免优惠 ；对广大农牧渔

民购买小型风力发电机组给予购机补

贴 ；对生产制造企业技术改造给予贴

息或半贴息贷款。

5.2 标准的贯彻执行

新的标准正在制定中或逐步制定

中，标准的贯彻执行是今后工作的重

心。企业应积极采纳执行新的标准。

5.3 迅速建立产品检测体系和认证

制度 

中小型风能产业的发展，也应参

照欧美国家的作法，迅速建立起自己

的检测体系和认证制度，设立行业的

准入门槛。

5.4 产品质量和可靠性要引起行业

高度重视

用户反映，少数中小型风电机组

在应用过程中常有故障发生，如叶片

断裂、发电机掉落、控制器烧毁等。

因此要引起本行业高度重视，继续在

产品质量和可靠性上下工夫，为行业

树立良好形象。

5.5 中小风能行业要做到行业自律 

行业内部要自觉遵守行业自律倡

议十大原则。希望通过自律，规范各

自行为，给行业发展带来后劲，用中

国的市场培育中国的制造业，再用中

国的制造业推动中国市场的发展，从

风电大国走向风电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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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海上风电特点及开发意义

与陆上风电相比较，海上风能的

开发利用具有诸多优势，如风能资源

丰富稳定、距离海岸较远从而对环境

的负面影响较小、机组易大型化发展、

风电场易规模化开发等。同时，海上

风电开发也存在着各方面的难题，比

如海上运输安装、海上基础设计安装、

海缆铺设等涉及到较复杂的海上工程

技术，投资较高，而且运营维护成本

等也远远高于陆上风电。因此，海上

风电场的装机容量一般要达到100MW
或者更大，以适当利用规模效应和使

用更大单机容量的海上风电机组来降

低海洋工程技术风险和运行维护成本。

我国海上可开发风能资源达

200GW 左右，丰富的风能资源以及逐

步成熟的海上风电技术使我国具备大

规模发展海上风电的条件。在合理的

行业政策及电价定价机制指导下，海

上风电将逐步成为我国一个迅速发展

的新兴产业，对于改善我国能源结构、

实现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等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国内外海上风电发展现状

1991 年丹麦建成了世界上第一

个海上风电场，拉开了世界海上风电

我国近海风电电价水平分析及定价
机制展望

孙海萍，朱鹏

（中海油新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	100016）

摘  要 ：风力发电已成为国际上公认的技术最成熟、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因其丰富的风能资源和广阔平

坦的区域，海上风电成为近年来研究和应用的热点。目前我国海上风电开发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亟待理顺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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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开发建设的序幕。目前全球的海上

风电装机比例仍然较小，主要分布在

欧洲的浅海海域。根据欧洲风能协会

（EWEA）的情景预测，到 2020 年

欧洲海上风电装机规模至少能够达到

40GW，约占欧洲电力生产总量的 4%
左右。

我国海上风电的发展也已进入实

质阶段。2007 年 11 月 8 日 , 中国海油

在渤海绥中 36 － 1 油田区域建成的我

国首座海上风力发电站（1.5MW）正

式投入运营；2010 年上海东海大桥海

上风电场示范项目（102MW）的建设

完工，标志着我国有了第一个真正意

义上的海上风电场。根据国家《可再

生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十二五”

期间我国将积极稳妥地推进海上风电

开发建设，规划到 2015 年海上风电将

达到 5GW，2020 年将达到 30GW。

但相对于较为成熟的陆上风电来

说，我国海上风电项目开发进度较为

缓慢。截至 2012 年底，我国海上风

电装机容量仅约 380MW[1]。原因涉及

多方面，比如海上风电海域与其他部

门的海域规划冲突，海上风电机组运

输安装和海底电缆的施工难度大，安

装维护成本高，没有合理的电价水平

和定价机制，项目盈利压力大等。为

推动海上风电的开发，2010 年国家正

式启动了第一期海上风电特许权招标，

此次招标的 4 个项目均位于江苏，总

装机容量达 1000MW。由于海域规划

及招标价格偏低等方面的原因，截至

目前，4 个项目均未有实质性的进展。

2 现有的风电定价机制及标
杆电价

2.1 国内外风电电价政策

目前世界各国针对风电的电价政

策可以分为 3 大类 [2] ：（1）固定电价

政策 ；（2）电价补贴政策，尤其是带

有价格上、下限的电价补贴政策，简

称限价政策；（3）绿色能源许可证政策。

比较这 3 种电价政策下的风险分摊方

式，固定电价政策对风电商最有利 ；

电价补贴政策是对固定电价政策的改

进，其在风险分摊方面向前迈出一步；

绿色能源许可证政策是一种全新的思

路，通过绿色能源许可证，可以由传

统能源补贴可再生能源，推动可再生

能源电力的发展，促使整个社会能源

结构的转变。

我国陆上风电产业在几十年发展

过程中，其定价机制经历了4个时期 [3]，

即盲目定价阶段、区域定价阶段、招

标定价阶段以及现在实行的分区域标

杆电价阶段。（1）盲目定价阶段，为

了扩大风电市场，尝试实施各种价格

政策，此阶段制定的风电价格欠缺公

平合理性。（2）区域定价阶段，各地

审批的风电价格差异很大，各不相同。

（3）招标定价阶段，2003 年以来，为

了促进风电产业规模化发展并同时提

高风电设备的国产化率，在风电定价

机制中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即我国的

大型风电项目均采用风电场建设承包

商与风电机组制造厂家捆绑招标的形

式来确定风电价格，但过程中也存在

为了抢得中标资格进行恶性竞争，导

致招标价格过低的情况。（4）分区域

标杆定价阶段，即对陆上风电实行根

据风能资源条件确定的分区域标杆上

网电价政策，进一步规范了风电电价

的管理，标志着我国风电产业进入了

新的良性发展阶段。

2.2 国内陆上风电标杆电价及影响

根据《关于完善风力发电上网电

价政策的通知》，2009 年 8 月 1 日起，

全国风能资源区分为 4 类，相应风电

标杆电价水平分别为 0.51 元 /kWh、
0.54 元 /kWh、0.58 元 /kWh 和 0.61
元 /kWh。其中，风能资源较好的区域

实行较低水平的标杆电价，风能资源

较差的区域实行较高水平的标杆电价。

标杆电价的推行中继续实行风电费用

分摊制度，即风电上网电价（标杆电价）

中高出当地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的

部分，通过全国征收的可再生能源电

价附加费分摊解决。

与国外风电电价政策相比，我国

目前实行的标杆电价政策与欧洲国家

的固定电价政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都对风电实行全额保障性收购，风电

的售电价格和销售量有保证，波动性

和间歇性问题由电网公司负责，电价

成本最终由用户分摊。

应该说，分区域标杆上网电价的

定价机制补充和完善了原有的风电价

格政策，进一步规范了风电电价的管

理，简化了政府的项目审批程序，有

利于投资者预先估算投资风电场的收

益，调动了投资者投资风电的积极性，

保证了风电项目的利润。该定价政策

实施以来，有效地推动了我国陆上风

电的发展，截至 2012 年底，我国风电

累计装机容量已达到 75.32GW（其中

海上风电仅约 380MW）[1]，位居世界

第一。

但是，目前我国海上风电却尚未

形成相应的成熟的电价定价机制。

3 近海风电项目电价水平分析

3.1 海上风电环境条件分类

国内外对海上风电场的定义有很

多种。一般来讲，海上风电包括潮间

带（有水和无水交替的海域）、潮下带

（常年有水至 5m 及以下水深的海域）、

近海（理论最低潮水位 5m － 50m



产业 | Industry

54  风能 Wind Energy 

（含 50m）水深的海域）、深海（大于

理论潮水位 50m 以上水深的海域）风

电场工程。我国《海上风电开发建设

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也提出了关

于海上风电场的“双十”原则，即海

上风电场原则上应在离岸距离不少于

10km、滩涂宽度超过 10km 时海域水

深不得少于 10m 的海域布局。根据该

规定及已有海洋工程经验和能力，本

文重点讨论高潮水深为 0m － 30m，

离岸距离在 0km － 30km 之间的近海

区域中建设的风电场。

3.2 海上风电电价水平的主要影响

因素

风电的电价水平主要受以下 3 个

因素影响 ：（1）风能资源情况 ；（2）
风电场总投资 ；（3）运营维护成本。

其中，风能资源情况是决定风电场发

电量、直接影响到风电场收入的主要

因素 ；风电场总投资和运营维护成本

是影响风电场运营总成本的主要因素。

从陆上风电的运营状况来看，固定资

产投资所带来的折旧以及融资成本占

风电场运营总成本的 90% 左右，日常

管理及维护成本占 10%。

海上风电投资较高主要是由于

建设海域的水深和离岸距离而导致的

基础结构、安装运输、海缆连接等投

资的增加。其中，费用增加最多的是

基础结构 [4]。根据英国公司 Gallrad 
Hassan 的 GH 成本分析模型，某大

型海上风电项目的成本构成中，风电

机组及其组件占 51%，支撑结构占

19%，各项成本的高低取决于水深和

离岸距离 [5-6]。

由于项目投资较高（一般是陆上

风电场的 2 倍至 2.5 倍左右）、日常维

护成本高，因此海上风电项目的整体

成本偏高。但由于风能资源较好，风

能密度及年发电小时数高于陆上风电，

因此海上风电项目的发电量及收入和

陆上风电相比有大幅度的增加。

根据海上风电项目的成本构成比

例，海上风电场的规模效应对风电场

单位千瓦投资的影响比较有限，相应

地对电价的影响也不会很明显。因此，

对某特定装机容量的海上风电场电价

水平进行分析，其电价水平的分析结

论能够适用于其他不同规模的海上风

电场。本文将仅对 100MW 规模的海

上风电场进行分析，着重探讨建设海

域的水深、离岸距离以及当地的风能

资源丰富程度（年等效满发小时数）

这 3 个影响因素，按照等同于陆上风

电项目全部投资内部收益率（IRR）

8% 的要求，推算海上风电项目的价

格水平。

3.3 基准风电场电价及影响因素

分析

以下对装机容量为 100MW、水

摄影：陈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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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10m、离岸 10km、设计年等效满

发小时数为 2600h 的海上风电场作为

基准风电场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

分析水深、离岸距离及设计年利用小

时数这 3 个参数的变化影响。

该基准风电场参照海洋工程实践

中成熟可行的设施设备、施工工艺、

费用估算经验及相适应的项目管理

方法 ：

(1) 选择 34 台单机容量 3MW 的

海上专用风电机组 ；

(2) 单柱三桩的钢结构海上基础 ；

(3) 自升式浮吊海上分体运输及安

装方式 ；

(4) 交流海缆及陆上升压站 ；

(5) 弃置费比例为工程投资的 2%；

(6) 运维费用 ：充分考虑海洋环

境的复杂性和运维难度。洋流、海浪、

风力等海况因素影响着海上风电场运

行维护的现场“可进入性”，决定了运

维事项进展的不确定性和较高的运维

成本。另外，故障不能及时解决将会

带来更多的占用运维船只时间以及损

失相应的发电量和收入。考虑到这些

因素和故障逐步增多的趋势，在 5 年

的质保期内不计算运维费用，待质保

期满后，估算风电场运营期第六年的

运维费用为工程投资额的 1.5%，以后

每年的运维费用在前一年的基础上增

加 5% ；

(7) 借鉴行业内海上风电场建设及

运营经验，考虑建设期 2 年、运营期

20 年（海上恶劣的腐蚀环境下，风电

机组寿命保守估计为 20 年）；

(8) 海上风能资源较为丰富，基准

风电场年等效满发小时数采用 2600h。
按照上述参数测算，项目动态

总投资为 19.1377 亿元，单位投资为

1.8763 万元 /kW，其中 20% 为自有

资金。根据财务分析，该风电场全部

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IRR）为 8% 的

含增值税电价为 1.034 元 /kWh。
下面各表分别是在不同的水深条

件下，离岸距离变化及年等效满发小

时数变化对总投资和电价的影响。

3.4 国内近海风电项目电价水平

我国有漫长的海岸线和广阔的海

域，可开发海上风电的区域较广，各

地的风能资源及其他自然条件不尽相

同，海上风电场项目的电价也必然因

其而异。通过对基准风电场及其影响

因素的初步分析，可得出现阶段我国

近海风电场项目的电价水平，并大致

得出以下经验： 
水深每增加 10m，电价约增加 6

分 ；离岸距离每增加 10km，电价约

增加 1 分 ；年等效满发小时数每减少

100h，电价约增加 4 分。显而易见，

水深和年等效满发小时数（风能资源

丰富程度）是最主要的两个影响因素。

以此电价水平为基准，相应条件

下的近海风电项目含增值税电价可以

按照上述最主要的两个因素的影响程

度进行推导（对于年等效满发小时数

大于 2600h 的，按照 2600h 计算），

有如下的经验推导式 ：

 

                                             （1）

按照我国海上风电场选址的“双

十”原则和本文的电价水平分析，目

前国内近海风电场的含增值税电价等

于或高于 1 元 /kWh 比较合理。

表1 10m水深对总投资和电价的影响

年等效满发小时数（h） 2600 2500 2400 2300 2200

离岸距离（km） 总投资（亿元） 含增值税电价（元 /kWh）

10 19.1377 1.034 1.075 1.120 1.169 1.222

20 19.3474 1.045 1.087 1.132 1.181 1.235

30 19.5572 1.056 1.098 1.144 1.194 1.248

表2 20m水深对总投资和电价的影响

年等效满发小时数（h） 2600 2500 2400 2300 2200

离岸距离（km） 总投资（亿元） 含增值税电价（元 /kWh）

10 20.2074 1.090 1.133 1.180 1.232 1.288

20 20.4171 1.101 1.145 1.192 1.244 1.301

30 20.6269 1.112 1.156 1.204 1.257 1.314

表3 30m水深对总投资和电价的影响

年等效满发小时数（h） 2600 2500 2400 2300 2200

离岸距离（km） 总投资（亿元） 含增值税电价（元 /kWh）

10 21.2771 1.146 1.192 1.241 1.295 1.354

20 21.4868 1.157 1.203 1.253 1.307 1.367

30 21.6966 1.168 1.214 1.265 1.320 1.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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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近海风电定价机制展望

随着海上风电行业的快速发展和

逐步成熟，海上风电的投资及相应的

电价水平趋于合理和稳定。为了实现

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

中海上风电装机容量的发展目标，有

必要参照标杆电价政策对陆上风电发

展的积极影响，依据建设海域的海水

深度和年等效满发小时数（风能资源

丰富程度）这两个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建立适合我国现阶段海上风电发展的

标杆电价定价政策，引导海上风电产

业持续健康发展。

下面是参照陆上标杆电价而建立

的我国近海风电 4 类条件的标杆电价

划分表，可作为近海风电标杆电价定

价政策的参考。

在该标杆电价划分基础上，应根

据风电场建设投资水平的变化，在某

个间隔时间下调该标杆价格水平，如

可以每年将该标杆价格水平下调一定

百分比或一定数值，并在条件成熟时

最终实现海上风电电价定价的市场化。

通过这样的机制创新和适时下调，可

以保证海上风电标杆电价随着项目建

设投资的逐年下降而有所下降，促进

其不断提高经济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推动技术进步。

5 结语

陆上风电快速发展的实践证明，

采用分区域的标杆电价政策作用明显，

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风电行业的投资

和技术发展。海上风电处于快速发展

时期，在现阶段参照陆上风电标杆电

价政策对其发展的积极影响，建立近

海风电的标杆电价定价机制，将为我

国实现《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二五”

规划》海上风电的发展目标提供重要

的政策支撑。

根据对基准近海风电场的电价分

析，目前国内近海风电场的含增值税

电价应在 1 元 /kWh 以上比较合理，

各个条件的近海风电场含增值税电价

可在此基准上考虑相应的影响因素变

化而推导得出。依据这个分析结论，

可参考制定出我国近海风电划分为 4
类条件的标杆电价定价政策，推动我

国海上风电又好又快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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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我国近海风电4类条件的标杆电价划分表

条件划分 含增值税电价（元/kWh） 条件（主要影响因素）

Ⅰ 1.00
10m≤高潮位时水深＜ 15m 且 

年等效满发小时数≥ 2600h

Ⅱ 1.05
10m≤高潮位时水深＜ 20m 且 

年等效满发小时数≥ 2500h

Ⅲ 1.10
10m≤高潮位时水深≤ 25m 且 

年等效满发小时数≥ 2400h

Ⅳ 1.20
高潮位时水深＞ 25m 或 

年等效满发小时数＜ 2400h

摄影：汪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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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风电市场的不断扩大，加之

现代风力发电技术的日臻完善以及由

此产生的低成本化趋势，相对于常规

能源而言，风力发电在一些地区已成

为具有一定竞争力的新能源发电方式。

甚至，相比其他新能源发电方式，风

力发电更具经济性，也更容易实现大

规模商品化生产 [1-2]。

风电机组根据结构及其在气流中

的位置通常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水平

轴风电机组，另一类是垂直轴风电机

组 [3]。本文通过对垂直轴风电机组专

利申请数据的收集、整理、比较和分析，

总结垂直轴风电机组专利技术的特点、

现状和发展趋势，以期为我国垂直轴

风电机组专利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

情报支持和指导，同时也为我国政府

和企业的宏观规划提供参考信息。

1 检索策略和检索范围

垂直轴风电机组技术出现较早，

在 IPC 分类领域中拥有明确的分类位

置，即 F03D3/00 分类号及其下位组

F03D3/02、F03D3/04、F03D3/06，
因此在检索时主要使用分类号进行检

索，需要说明的是，其中的下位组

F03D3/04（具有固定式导风装置，例

如具有风筒或风道）主要是在已有的

垂直轴风电机组结构上增加各种形式

的导风装置，而不是对具体的垂直轴

风电机组结构进行改进，因而在进行

检索时排除了这一下位组，以将注意

力集中在垂直轴风电机组结构的相关

垂直轴风电机组专利技术现状
及发展趋势

李宏利1，佟振霞1，樊云飞1，李建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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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概述垂直轴风电机组发展情况和检索分析大量国内外专利文献的基础上，对国内外涉及垂直轴风电机组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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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 application status of vertical axis wind turbine (VAWT) was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On basis of 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the 

patented literature from domestic and abroad, the patent status relative to VAWT was compared and analyzed. �e suggestion was 

provide to the patent distribution and the patent strategy about the application of VAWT in wind turbine �eld.
Keywords: vertical axis wind turbine (VAWT); patent; li� type; drag type



 Industry | 产业

2013年第05期  59  

专利的分析上。在进行检索时，为了

便于分析比较中外专利申请数据，在

德温特世界专利索引数据库（DWPI）
和中国专利数据库（CNPAT）中进行

检索时将文献的公开时间限制在 1985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5 月 31 日。

2 垂直轴风电机组专利申请
分布概括

2.1 世界范围内垂直轴风电机组专

利情况分析

图 1 给出了 1985 年－ 2012 年世

界范围内（包括中国在内）垂直轴风

电机组专利申请量年度变化状况 [4]（本

文中的专利申请统计均是以同族为单

位进行的，未进行子母公司合并）。从

图 1 中可以看出，2000 年之前，在世

界范围内垂直轴风电机组专利技术处

于缓慢增长阶段，申请量较少，增长

缓慢。2000 年以后，尤其是 2005 年

以后，开始进入急剧增长阶段，表明

随着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增长和能源需

求的快速扩张，世界各国日益注意到

发展垂直轴风力发电技术的重要性，

积极投入力量研发新技术并进行全球

布局。同时这也表明，垂直轴风力发

电技术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和广阔的

发展空间。需要指出的是，如图 1 所

示，专利申请量从 2011 年出现了明显

下滑，这是专利从申请到公开的时间

滞后性造成的，2011 年以后的一些申

请尚未公开，导致采集到的数据明显

小于实际的申请量，按照整体的申请

趋势进行分析，预计 2012 年的申请量

仍然会比较大，不会出现明显的下降。 
2.2 我国垂直轴风电机组专利情况

分析

图 2 显示了 1985 年－ 2011 年我

国垂直轴风电机组专利申请量年度变

化状况。从中可以看出，我国专利法

自 1985 年 4 月 1 日开始实施起，就

出现了垂直轴风电机组专利申请，这

时申请数量很少，在 2000 年之前基本

保持着个位数。2000 年之后，我国出

台了一系列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和

鼓励政策，这些政策推动了国内知识

产权事业的发展。我国技术人员对知

识产权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提高，更

加注重对知识产权成果的保护，垂直

轴风电机组专利申请量有了较明显的

提高，此后一直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此外，我国相继出台的若干鼓励风电

发展的政策，也极大地激发了我国技

术人员对风电相关技术进行专利保护

的热情。尤其是 2005 年以后，随着我

国《可再生能源法》的颁布，风电产

业得到空前发展，垂直轴风电机组专

利申请量也不断增长，这与世界垂直

轴风电机组专利技术的发展趋势大体

接近。 
尽管我国国内垂直轴风电机组专

利申请量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但是

我国的垂直轴风电机组技术发展存在

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

一方面是地区发展很不均衡。图

3 给出了垂直轴风电机组专利申请在

我国的地区分布情况。可以看出，申

请量最大的是广东省，其次是江苏省、

北京市、上海市、山东省、辽宁省，

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申请量相对较少。

究其原因，广东省、江苏省从事垂直

轴风电机组生产领域的相关企业较多，

而北京市、上海市等地区则依托高校

和科研院所优势，广泛开展垂直轴风

电机组技术的研发工作 ；相反，经济

欠发达地区的企业申请量较小，原因

是技术分散，专利保护意识淡薄，没

有形成自身的知识产权战略，难以获

得一定程度的专利申请规模，从而很

难形成从技术体系、专利技术划分到

专利权维护的完整专利战略体系。

另一方面是专利申请过于分散。

图 4 显示了我国范围内的申请人类型

分布，从中可以看出，个人所占比例

最大，达到了 77%，数量上占绝对优势，

而企业所占比例为 18%，高校 / 科研

图1	1985年-2012年世界范围内垂直轴风电机组专利申请量年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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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所所占比例仅为 5%。说明在我国范

围内，涉及对垂直轴风电机组的研发，

个人的研发热情很高，参与度比较大，

公司和高校 / 科研院所相对薄弱，因

而垂直轴风电机组技术含量较低。同

时，我国垂直轴风电机组的市场化程

度不足，公司和高校 / 科研院所的研

发热情不够，还需要进一步推动垂直

轴风电机组技术在我国的推广应用。 

3 主要垂直轴风电机组专利
技术分布和研发现状

本文在进行垂直轴风电机组专利

技术分析时，根据叶片类型不同，把

垂直轴风电机组分为主要依靠叶片的

阻力来工作的阻力型垂直轴机组和主

要依靠叶片的升力来工作的升力型垂

直轴机组。同时，阻力型垂直轴机组

进一步细分为 S 形、风杯形、活动平

板形三种主要类型，将升力型垂直轴

机组进一步细分为直叶片型、弯叶片

型两种主要类型 [5]。

图 5 显示了 1985 年－ 2011 年我

国范围内阻力型和升力型垂直轴风电

机组专利申请量的年度变化状况。从

图 5 中可以看出，阻力型和升力型垂

直轴风电机组专利申请量在我国范围

内的整体发展趋势基本一致，但阻力

型垂直轴机组的专利申请量一直比升

力型垂直轴机组的数量具有明显优势。

虽然从 2000 年以后，两种类型的垂直

轴风电机组专利技术都进入了快速增

长阶段，但是相较于阻力型垂直轴机

组专利技术的急剧增长势头，升力型

垂直轴机组专利技术的增长势头则显

得较为温和。这一方面表明我国阻力

型垂直轴风电机组专利技术得到了广

泛的重视和应用 ；另一方面也与阻力

型垂直轴风电机组技术发展较早、应

用广泛、其后不断改进并且已相对成

熟的发展历程有关。而升力型垂直轴

风电机组专利技术的增长虽然相对缓

慢，但 2000 年以后也进入了快速增长

阶段，这表明该类型机组专利技术属

于新近热点技术，并因其自身的独特

图2	1985年-2011年我国垂直轴风电机组专利申请量年度变化

图3	垂直轴风电机组专利申请在我国的地区分布

图4	我国垂直轴风电机组专利申请人类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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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已经越来越受到业界的重视。 
3.1 阻力型垂直轴风电机组专利技

术分布状况

阻力型垂直轴风电机组结构涉及

五个技术分支：S 型、风杯型、平板型、

涡轮型和马达拉斯型。图 6 给出了我

国国内这五类阻力型垂直轴风电机组

专利申请的分布情况。涉及活动平板

型的申请量最高为 544 件，涉及 S 型

的申请量为 196 件，涉及风杯型的申

请量 128 件，而涉及涡轮型和马达拉

斯型的申请量则分别为 47 件和 20 件。

涉及涡轮型和马达拉斯型的专利申请

量较少是因为这两者不是业界关注和

研发的热点，本文重点对申请量较多

的 S 型、风杯型、平板型三种类型的

阻力型垂直轴风电机组专利技术进行

分析。 
图 7 反映了 S 型、风杯型、平板

型三种主要的阻力型垂直轴风电机组

在我国专利申请的时间分布情况。涉

及平板型的我国专利申请最早开始于

1985 年，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专利申

请，但 2000 年之前申请量一直都比较

小，2000 年以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到 2010 年达到申请顶峰 ；涉及 S 型

的我国专利申请始于 1987 年，但是

图5	1985年-2011年我国各种垂直轴风电机组专利申请量年度变化

图6	我国阻力型垂直轴风电机组专利申请的技术分支情况

图7	我国阻力型垂直轴风电机组专利申请不同技术分支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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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前申请量少且不稳定，2005
年以后进入稳定增长阶段，到 2011 年

达到申请的顶峰 ；我国风杯型的专利

申请情况与 S 型的情况类似，其申请

量到 2009 年达到顶峰，而 2010 年明

显降低。 
在 S 型阻力型垂直轴风电机组领

域，尽管个人申请总量高于企业，但

个人申请中实用新型的申请量占据比

较大的份额，而企业申请中发明专利

的申请占据较大的份额，明显高于个

人申请。由于企业具有技术和资源优

势，其研究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平，因

此，其申请往往具有比较高的技术含

量。图 8 给出了我国范围内 S 型垂直

轴风电机组各类申请人的申请状况。 
图 9 列出了我国在 S 型垂直轴风

电机组领域排名前 8 位的申请人及其

申请量。其中有 6 位均是企业申请人，

仅有 1 位为个人申请人，还有 1 位为

个人和高校合作申请人，且各申请人

的申请量不大，第 1 位的 3 家企业也

仅有 6 件。这说明目前 S 型风轮领域

的专利申请离散度很大。由以上数据

还可以看出，仅有 1 家日本企业在我

国的申请量较多，这说明在 S 型垂直

轴风电机组领域，主要的专利技术基

本已被我国企业掌握。 
在风杯型阻力型垂直轴风电机组

领域，个人的申请量最大，具有研究

能力的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对风杯

型风轮技术的发展不够重视，投入低。

而个人专利申请中仍然以实用新型为

主，这也从侧面反映了风杯型风轮领

域的技术水平较低。图 10 给出了我国

国内风杯型垂直轴风电机组各类申请

人的申请状况。 
在活动平板型垂直轴风电机组领

域，研发主体仍然为个人。图 11 列出

了我国在该领域的主要申请人及其申

请量。北京市西城区新开通用试验厂、

张家港市贝尔机械有限公司、安徽池

州皖美电器厂、上海凡鸿环保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以及英国的七星全球有限

公司是主要企业申请人。英国企业七

星全球有限公司较多，说明其对平板

型的研发比较重视，也注重我国市场

的保护。尽管个人申请者余虹仪和徐

图8	我国S型垂直轴风电机组各类申请人的申请状况

图9	我国S型垂直轴风电机组的主要申请人分布

图10	我国风杯型垂直轴风电机组各申请人的申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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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艺申请量较多，但其申请主要为技

术含量较低的实用新型，而邓允河的

5 件专利均为发明，证明其具有较强

的研发和创新能力 [6]。 
3.2 升力型垂直轴风电机组专利技

术分布状况

升力型垂直轴风电机组包括直叶

片型和弯叶片型两种主要结构形式 [7]。

图 12 反映了这两种类型在我国专利

申请的时间分布情况。我国涉及直

叶片型的专利申请最早开始于 1985
年，但 2005 年之前申请量一直都比较

小，2005 年以后进入稳定增长阶段，

到 2011 年达到申请的顶峰 ；而我国

涉及弯叶片型的专利申请则出现的较

晚，最早开始于 2001 年，其申请量到

2009 年达到顶峰，之后开始回落。 
图 13 给出了我国范围内直叶片

型垂直轴风电机组按申请人类型的分

布情况。其中，个人申请量最大，占

申请总量的 51％ ；其次是企业申请，

占申请总量的 41％，高校和科研院所

所占比例较少，分别为 7％和 1％。这

说明在直叶片型风电机组领域，个人

和企业的研发能力较强，专利活跃度

较大。申请人中排名第一的是国能风

力发电有限公司，其研究重点主要放

在 H 型风电机组方面，排名第二和第

四的均为个人申请，且其申请类型主

要是发明。由此可见，个人申请在我

国直叶片型风电机组技术领域的影响

也不容忽视。 
我国范围内弯叶片型风电机组

的个人申请量最大，占申请总量的

60％，其次是企业申请，占申请总量

的 30％，高校和科研院所所占比例较

少，分别为 7％和 3％。排名前五的申

请人中有 3 位为个人申请，可见个人

申请对弯叶片型的研究也占主导地位。

其中排名第一的邓允河，研究重点主

要集中在 Φ 型风电机组方面。而且，

以国内申请人为主，国外申请人虽然

总量较少，但涉及到的国家较多，除

美国、英国、加拿大外，还包括意大利、

图11	我国活动平板型垂直轴风电机组的主要申请人分布

图12	我国升力型垂直轴风电机组专利申请不同技术分支时间分布

图13	我国直叶片型垂直轴风电机组申请人类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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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爱尔兰、澳大利亚、波兰、丹麦、

法国、韩国，这说明弯叶片的研究和

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国

外公司也重视在我国的专利布局。

4 对我国垂直轴风电机组企
业的发展建议

在垂直轴风电机组领域，我国的

申请量处于领先地位，但专利质量不

太高，实用新型专利居多，比较专注于

国内市场，国外专利布局欠缺。但日

本、美国、德国仍然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而且这些国家的专利多为质量较高的

发明专利，在保护国内市场的同时还

非常注重国外市场的专利布局 [8]。此外，

个人申请量比重最大，企业，高校 /
科研院所所占的比例较少。由此可见，

垂直轴风电机组技术的市场化和商业

化程度不足，公司和高校 / 科研院所

的研发热情不够。值得注意的是，日

本从事垂直轴风电机组技术领域研发

的公司数量较多，日本松下电器产业

株式会社在风力发电领域具有极强的

竞争实力。基于我国垂直轴风电机组

技术领域中所呈现出的上述特点，笔

者给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4.1 增强自我研发实力，形成完善

的研发体系

随着国际竞争逐渐加剧，国内企

业必须尽快建立并发展自己的科研开

发队伍，形成研发规模，在尽可能避

让竞争对手的专利壁垒之外，还应该

合理、充分地开展适合我国国情的技

术研发，例如加强垂直轴风电机组的

叶片制造、整体控制等方面的技术研

发，这样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4.2 加强行业内的交流，培养科技

人才

对于国内的小企业而言，应加强

行业内部的交流，尤其是欠发达地区

的小企业，通过与经济发达地区企业

的交流，便于找准适合自身的知识产

权保护策略，避免研发内容的交叉重

复，有利于扬长避短。对于已形成规

模化发展的国内大型企业而言，应加

强国际行业内的信息交流，在加强自

身研发实力的同时，密切国外知名公

司以及其他潜在竞争对手在我国的专

利活动，对国内外主要专利申请人的

专利信息加以研究利用，从而提升自

己在垂直轴风电机组行业中的竞争力。

总之，我国的垂直轴风电机组企

业必须意识到知识产权的重要意义，

积极通过知识产权来维护自身的合法

权益，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从而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

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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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风电场的电能质量监测系统
李彦臻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100140）

摘   要 ：本文介绍了一款适用于风电场的电能质量监测系统。文章对系统功能和电能质量监测算法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并

结合实际应用，得出该电能质量监测系统的实用性，为后续研究风电场的电能质量问题提供数据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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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 for Wind Farm	

Li Yanzhen
(Datang International Power Generation Co., Ltd., Beijing 100140, China)

Abstract: �is paper described the power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 of a wind farm. It analyzed the system functions and power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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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目前，越来越多的风电场建成并

投入运行。由于大中型风电场一般直

接接入输电网，故输电网对风电电能

质量要求越来越高。风能是一种间歇

性能源，且风速预测存在误差。因此，

风电场不能提供持续稳定的功率，发

电稳定性较差。另外，风电场的功率

波动会影响当地电网的电能质量，产

生电压波动与闪变 [1]。为此，本文结

合实际设计一款电能质量监测管理系

统，为风电场的电能质量问题提供监

测和解决依据。

1 电能质量监测管理系统构成

电能质量监测管理系统由电能质

量监测装置和电能质量监测上位机组

成。系统构成如图 1 所示。 
电能质量监测系统包括以下功能：

（1）采样

对发电机机端电气量、输电线

路电气量进行连续采集，采样率为

4800Hz。
（2）录波告警

各监测量越限告警并启动录波，

录取一段时间的数据并存储，以便后

续分析。

（3）实时监测

实时显示基波电压、基波电流有

图1	电能质量监测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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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快速算法 [3]。

2.1 各次电压电流基本量的计算

离散傅立叶变换 DFT(FFT) 计算

电压、电流的基本量时，将电压和电

流合并为一个复序列，一次 FFT 完成

电压、电流的各次谐波的基本值的计

算 [4]。不妨设 x(n)=u(n)+ji(n)，其对应

的离散傅立叶变换为 ：

X(k)=DFT[x(n)]=Xr(k)+Xi(k)

并且，

X(N-k)=Xr(k)-Xi (k)

因此推出 ：

根据幅值调整可得 u(n) 和 i(n) 的

离散傅里叶变换 ：

       

      

2.2 电压电流有效值的计算

设任意周期电压 u(t)、电流 i(t)，

采样序列为电压序列 u(n)、电流序列

i(n)，则电压有效值为 ：

    

电流有效值 ：

      

2.3 频率的计算

设两个过零点之间的计数值为 N，

计数器的计数周期为 Ts，则电网的周

期为 ：

           

2.4 谐波量的计算

装置谐波测量采用 FFT 算法，各

效值和相位 ；实时显示 2~19 次谐波

电压、谐波电流的有效值 ；实时显示

各单元的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

因数 ；实时显示频率、频率差 ；实时

显示三相电压不平衡度、电压波动与

闪变、电压偏差 ；实时显示电压电流

总谐波畸变率。

（4）统计功能

统计所有通道基波电压、基波电

流有效值的历史曲线和年月日报表 ；

统计 2 － 19 次谐波电压、谐波电流的

有效值的历史曲线和年月日报表 ；统

计各单元的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

率因数的历史曲线和年月日报表 ；统

计频率、频率差的历史曲线和年月日

报表 ；统计三相电压不平衡度电压波

动与闪变、电压偏差的历史曲线和年

月日报表 ；统计显示总谐波畸变率的

历史曲线和年月日报表。

2 电能质量各参量计算方法

目前，电能质量问题的主要分析

方法可分为时域、频域和基于数学变

换三种。其中，时域仿真方法在电能

质量分析中的应用最广泛，其最主要

的用途是利用各种时域仿真程序对供

电系统电能质量扰动现象进行研究。

频域分析方法主要用于电能质量中谐

波问题的分析，包括频谱分布、谐波

潮流计算等。基于数学变换的分析方

法主要指傅立叶变换、短时傅立叶变

换以及小波变换等。此外，瞬时无功

功率理论、专家系统和人工神经网络

等分析方法也在电能质量领域中获得

了应用 [2]。

在电能质量问题的诸多主要分析

方法中，傅立叶变换方法作为经典的

信号分析方法，具有正交、完备等许

多优点，而且有快速傅立叶变换 (FFT)

次谐波幅值与经过 N 点 FFT 变换后

的频谱 X(k) 之间的关系如下 ：

       

       

利用加窗 FFT 将采样信号中的各

次谐波分量变换到频域中，计算出信

号各次谐波的幅值和相角，可以计算

出电能质量中谐波的相关指标 [5]。

   

    

  

   

其中 ：Um(l) 为基波电压幅值，

Im(l) 为基波电流幅值，Um(k) 为 k 次

谐波电压幅值，Im(k) 为 k 次谐波电流

幅值，HRUk 为 k 次谐波电压含有率，

HRIk 为 k 次谐波电流含有率，THDu

为电压总谐波畸变率，THDi 为电流总

谐波畸变率。

2.5 三相不平衡度的计算

一般用不平衡度来描述三相电压

不平衡的程度，用电压或者电流的负

序分量与正序分量的方均根值百分比

来表示。

在有零序分量的三相系统中，采

用对称分量法分别求出负序分量、正

序分量，三相不平衡度 ε计算公式如下：

   

在无零序分量的三相系统中，设

三相量为 U、V、W，不平衡度 ε 计算

公式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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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2.6 闪变计算

电压闪变是指人眼对电压波动引

起的照明异常的视觉感受。由于一般

用电设备对电压的敏感度远远低于白

炽灯，为此，选择人对白炽灯照度波

动的主观视感作为衡量电压波动危害

程度的评价指标。电压闪变受电压波

动幅值、频率和波形的影响，人眼对

0.05Hz到 35Hz的电压波动感受明显。

因此，计算闪变前需对采集的信号进

行滤波处理，滤波处理后的数据进入

模拟人眼的闪变评估系统，计算结果

序列记为 ST。

由采样值计算 ST 的框图如图 2
所示。

根据上述模型，本文采用 simulink
搭建闪变仿真模型如图 3 所示。

设 10min 内装置采集存储 S 个

采样点，将 S 个采样点经过上述处

理，取得 ST 序列。计算 ST 序列的最

大值记为 Smax，每 0.2 倍的 Smax
划分为一个区间（共 10 个区间），记

录各区间内的采样点数，并分别记录

为 S1，S2，S3，S4，S5，S6，S7，
S8，S9，S10。

计算概率分布 ：

p1 = S1/S；P2=S2/S；..........p10=S10/S；
计算累积概率 ：

P1 到 P10 分 别 与 0.1 相 比 较，

大于 0.1 的加起来得到 P0.1 ；

P1 到 P10 分 别 与 0.3 相 比 较，

大于 1 的加起来得到 P1 ；

P1 到 P10 分别与 3 相比较，大

于 3 的加起来得到 P3 ；

P1 到 P10 分别与 10 相比较，大

于 10 的加起来得到 P10 ；

 P1 到 P10 分 别 与 50 相 比 较，

大于 50 的加起来得到 P50 ；
则短时闪变 Pst 和长时闪变 Plt

的计算方法如下 ：

       

式中，n 为长时间闪变测量时间

内包含的短时闪变值个数，一般 n 取

12，即长时闪变为 2 小时连续短时闪

变测试结果的三均方根值。

2.7 电压波动计算

电压波动定义为电压均方根值一

摄影：傅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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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相对快速或连续改变的现象。其

变化周期大于工频周期，即电压波动

的变化频率大于工频。为此，本文将

电压采样值经过 0.05 － 45Hz 的带通

滤波器提起电压波动量（Umax-Umin），

则电压波动的计算公式为 ：

       

2.8 电压偏差计算

电压偏差是指在一定的电力系统

运行条件下，由于总负荷的运行状态

与运行特性的改变，负荷所需的无功

功率与配电系统提供的无功功率不平

衡导致的供电电压连续偏离标称电压

的情况，计算方法如下 ：

 

需要指出的是，电压偏差是一种

稳态电能质量，而电压波动是一种暂

态电能质量。

2.9 电压骤升骤降

当系统发生短路故障或者由于大

容量设备启动造成供电母线电压迅速

下降后立即回升至标称电压的允许范

围的现象称为电压骤降，其典型时间

为 0.5 个－ 30 个周波，下降幅度为标

称电压的 10%~90% ；反之，当发生

甩负荷等故障造成电压骤然升高后随

即恢复到标称电压的现象称为电压骤

升。电压骤升骤降是一种暂态电能质

量，本系统通过实时计算采样电压有

效值判断是否发生骤升和骤降。

3 应用

应用上述算法，本文设计的电能

质量监测系统实现测量指标如下 ：

（1）频率误差 : ≤ 0.01Hz ；

（2）基波电压、基波电流误差

≤ 0.5％ ；

（3）基波电压和电流之间相位差

的测量误差 ：≤ 0.5° ；

（4）谐波电压测量误差 ： GB/T 
14549-1993 规定的 A 级要求 ；

（5）谐波电流测量误差 ：GB/T 
14549-1993 规定的 A 级要求 ；

（6）三相电压不平衡度误差 ：

≤ 0.2％ ；

（7）电压偏差误差 ：≤ 0.5％ ；

（8）电压波动误差 ：≤ 5％ ；

（9）闪变误差 ：≤ 5％。

该电能质量监测系统可为进一步

研究风电机组的电能质量问题提供数

据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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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国位于中纬度欧亚大陆腹地，地势复杂，气候布局

复杂多变，风能资源丰富。但是 , 极端气象灾害对风电场的

安全运行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致使风电机组受损，效

益降低。我国风能资源丰富地区主要在“三北”（东北、华

北和西北）和东部沿海地区，而在 “三北”地区，对风电场

机组部件的安全运行造成威胁的极端气象因子有极端低温、

积冰、沙尘暴等，而对东部沿海风电场产生最大威胁的气

象因子是台风，雷暴对全国的风电场机组都会产生影响，

尤其对南方地区影响最大。尽管空气密度对风电机组不会

产生威胁，但它对高海拔地区的风电机组出力会造成很大

近12年来影响风电场安全运行的气象
灾害因子分布特征﹡

柳艳香1，袁春红1，朱玲2，黄凤新1，郭鹏1，兰海波1，何晓凤1

（1.	中国气象局风能太阳能资源中心，北京	100081；2.	沈阳区域气候中心，沈阳	110016）

摘 要 ：影响风电场安全运行的主要气象灾害因子有雷暴、台风、积冰、极端低温和沙尘暴。本文利用全国2000年 -2011年

近 12年的逐日气象观测资料，计算分析了各影响因子的分布特征。结果表明，夏季雷暴的频发区主要集中分布在长

江中下游以南地区；影响我国的登陆台风增多，登陆路径偏北。冬季北方地区的极端低温均低于-20℃，其中东北、

内蒙古中东部和北疆地区低于-30℃；积冰沿长江中下游地区分布，云南东北部、贵州和湖南出现范围较大；春季沙

尘暴多出现在塔里木盆地到巴丹吉林沙漠一带。最后分析了空气密度对风电机组出力的影响。  

关键词 ：风电场 ；雷暴 ；极端低温 ；积冰 ；台风 ；沙尘暴 ；空气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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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 meteorological disaster factors on the secure operation of wind farm in di�erent seasons were analyzed by the daily observation 

during 2000-2011. �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hunderstorm frequently occurred in the south of Yangtze River Basin in summer. 

�e landing Typhoon is increasing and the track is moving northward in the coast of China. In winter, the extreme low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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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er than -30 ℃ . Ice accretion (glaze) mainly distributes in the mid-lower Yangtze River research. �e range is large in Hunan, 

Guizhou and the northeastern Yunnan. In spring, sandstorm occurred in the Tarim Basin to the Badain Jaran Desert area. Finally, 

the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air density on the output of wind turbine was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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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利用 2000 年－ 2011 年近 12 年来中国气象局的逐日

观测资料，对雷暴、极端低温、积冰、沙尘暴、台风以及

空气密度的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以期对风电场的安全运

行提供参考保障。

1 雷暴

雷暴为积雨云云中、云间或云地之间产生的放电现象。

雷暴表现为闪电兼有雷声，有时亦可只闻雷声而不见闪电。

雷暴发生时常伴有冰雹、大风、暴雨等多种极端天气现象。

我国的雷暴主要出现在夏季，春、秋季出现的几率相

对较小。雷暴的主要分布特征是南多北少。近 12 年来，大

于 30 天的年平均雷暴日数主要出现在长江中下游以南地

区。我国南部沿海地形复杂，来自洋面丰沛的水汽由于动

力抬升，对流活动强盛，雷暴频发，如在云南西南、广西

南部、广东西南的部分地区及海南地区年平均雷暴日数会

达到 60 天－ 70 天。其中，云南西南部最高可以达到 80 天，

局部地区会超过 100 天。而青藏高原、云南西北部以及四

川西部夏季对流活动旺盛，年平均雷暴日数基本在 40 天以

上，青藏高原的中东部部分地区可以达到 60 天－ 70 天。

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华中、华北、东北地区的雷暴相对较少，

基本少于 30 天，但京、晋、冀部分地区的雷暴日数会达到

30 天－ 40 天。除新疆西北地区之外，西北大部分地区的

年平均雷暴日数小于 20 天，也是我国雷暴日数出现较少的

地区。由于风电机组和输电线路多建设在空旷地带，尤其

在地势较高的地方，裸露于雷雨云形成的大气电场中，很

容易发生尖端放电而被雷电击中。雷暴发生时会产生强大

的电流、炙热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剧变的静电场和强

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造成风电机组叶片损坏、发电

机绝缘击穿、控制元件烧毁等，致使设备和线路遭受严重

破坏，即使没有被雷电直接击中，也可能因静电和电磁感

应引起高幅值的雷电压行波，在终端产生一定的入地雷电

流，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

2 极端低温

极端低温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出现的最低气温。极端

低温均出现在冬季，受极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特别是我

国的北方地区极易受到冷空气的影响，致使温度骤降。我

国极端低温的分布由南向北逐渐降低，呈现东北向西南略

倾斜分布。黄河下游、秦岭至西藏东南以南地区的极端低

温均高于 -15℃，对风电场没有影响，而以北的大部分地

区在 -25℃ ~-30℃之间，东北、内蒙古中东部、新疆北部

以及内蒙古西部的部分地区在 -30℃ ~-35℃之间，其中除

了黑龙江东部的东北大部、内蒙古中东部以及北疆东部地

区的极端低温在 -35℃ ~-40℃之间，黑龙江北部和内蒙古

东部的极端低温会降至 -40℃以下。历史上，我国最低气

温 -52.3℃出现在 1969 年 2 月 13 日黑龙江的漠河地区，

它是我国有器测历史以来观测到的最低温度。

据 IEC 标准规定，风电机组的运行温度为 -20℃，生

存温度为 -30℃。在我国风能资源丰富的“三北地区”（东北、

华北、西北），极端最低温度均在 -20℃以下。而东北、内

蒙古中东部以及新疆北部地区的极端低温均低于 -30℃。这

些地区的风电场开发利用时都要考虑到极端低温对风电机

组的影响。极端低温对电子电气器件的正常功能影响较大，

液压系统也会因液压油粘度增大出现异常，致使机组难以

运转，进而危及设备的安全运行 [1]。

图1	2000年-2011年全国平均雷暴日数（单位：天） 图2	2000年-2011年极端低温分布（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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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积冰

积冰是各种降水或雾与地面或空中冷却物体碰撞后冻

结在其表面上的现象，包括雨凇和雾凇。雨凇是大气中过

冷雨滴同低于 0℃ 的物体或地面相碰冻结成的坚硬冰层，

而雾淞则是过冷却雾滴直接冻结在物体上形成乳白色冰晶

物，有时结构松脆受震易塌落。积冰主要出现在冬季，有

些地区春秋季节也会出现。它们多形成在空气中水汽含量

比较丰富的地区，且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而增多，但超过

凝结高度以后又会随高度减少。在相近的温湿条件下，冻

结厚度随风速增大而增加。积冰在增长过程中还可能有几

种积冰交替积聚而形成混合积冰。对风电场影响较大的是

雨淞、雾淞和混合积冰，雨淞的危害更为突出。

我国雨凇多分布在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如四川南部、

云南东北部、贵州和湖南大部、江西北部、湖北和安徽南部。

雨凇出现范围较大的地区主要在湖南和贵州，贵州地势较

高，雨凇的出现几率更高一些，几乎全省均有出现，大部

分地区雨凇的年平均日数在 10 天以上，海拔较高的威宁地

区甚至达到了 43.8 天，如图 3（a）所示。我国其余雨凇出

现几率较高的地区均在海拔较高的山地，详见表 1。其中四

川峨眉山（海拔高度 3048m）雨凇 12 年年平均日数达到

了 106 天，位居我国雨凇出现几率之首。

我国雾凇分布以北方居多，如图 3(b) 所示。天山以北

的新疆地区，是我国雾凇出现面积最大且出现频率较高的

区域，蔡家湖可高达 52 天。同样，雾凇出现频率较高的区

域也多在高山站，如四川峨眉山出现的频率最高可达 115
天，甘肃华家岭可达 65 天，安徽黄山、南岳衡山的出现日

数在 50 天以上，山东泰山、陕西华山、新疆巴里坤在 40 天－

50 天，江西庐山、甘肃乌鞘岭、山西五台山及吉林等地在

30 天－ 40 天。

积冰对风电场的安全存在很大的危害。风电机组叶片

表面积冰，会造成叶片负载增加，粗糙度增大，风电机组

机翼的气动性能就会大大降低，从而影响机组的正常运行。

积冰严重时，会导致导线跳头、扭转甚至拉断或结构倒塌

等事故。同时，积冰对导线、杆件、风电机组自带的常规

测风仪中的风杯、风标、输电线路电线等都会造成一定程

度的影响，给风电场的正常运行带来一定的威胁。

4 沙尘暴

沙尘暴是指强风将地面大量沙尘物质吹起卷入空中，

使空气特别混浊，水平能见度小于 1000m 的严重风沙天气

现象。强沙尘的水平能见度小于 500m。沙尘暴多发生在春

季。中国西北地区是沙尘暴的频发地区，蒙古国中南部戈

壁地区也是影响中国的主要沙源地。

我国沙尘暴多发生在春季的北方地区，如新疆、青海、

甘肃、内蒙古等，而主要的沙源地在塔里木盆地的塔克拉

玛干沙漠、库姆塔格沙漠、柴达木盆地以及巴丹吉林沙漠。

表1  各高地雨凇多年平均日数

地区 四川峨眉山 湖南南岳 贵州威宁 江西庐山 安徽黄山 甘肃华家岭

平均日数（天） 106.5 56.2 43.8 40.6 37.4 19.3

图3	2000年-2011年全国平均积冰分布（单位：天）

(a)	雨凇 (b)	雾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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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2 年来，沙尘暴主要分布在沿南疆的塔里木盆地向东延

伸到内蒙古中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出现的年平均日数大于 3
天。南疆、青海西部以及内蒙古中部和西部的局部区域沙

尘暴出现日数平均在 5 天－ 11 天，南疆局部地区可达 28 天。

全国其余地区几乎没有沙尘暴出现或出现的平均日数少于 1
天，如图 4 所示。

强沙尘暴发生时风力往往达 8 级（风速 17.2m/s －

20.8m/s）以上，有时甚至可达 12 级 ( >32.7m/s)，大风夹

带的沙砾不仅会使叶片表面严重磨损，甚至会造成叶面凹

凸不平，破坏叶片的强度和韧性，影响风电机组出力。

5 台风

热带气旋是发生在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的低压涡旋，

是一种强大而深厚的热带天气系统，热带气旋按照其强度

的不同，可分为 6 个等级 ：热带低压、热带风暴、强热带

风暴、台风、强台风和超强台风。根据国际惯例，中国对

发生在北太平洋西部和南海的热带气旋依据的中心最大风

力对应值见表 2。
热带气旋中心风力持续达到 12 级就称为台风。台风的

水平尺度约几百公里到上千公里，最大风速出现在中心附

近，不少热带气旋都伴有 12 级以上的大风区，8 级大风区

半径一般可达上百公里。

由图 5、图 6 可见，2000 年以来，在西北太平洋生成

的编号热带气旋数明显减少，明显低于近30年（1971年 -2000
年）的平均值，而登陆数却在显著增加。近 12 年以来，登

陆我国的热带气旋共有 90 个，台风的平均登陆路径比较偏

北（如图 7）。有研究表明，近 50 年来登陆中国的热带气旋

平均强度有显著增加，登陆时强台风的比例有所增加 [2-4]。 
台风对风电场的影响是把双刃剑，有利有弊。既要充

分利用台风带来的风力资源，也要防范台风对风电场带来

的重大损失。2009 年的“莫拉克”台风使风电场多发电量

7.420GW/h[5]，但 2006 年的台风“桑美”给浙江苍南风电

场造成惨重的损失，28 台风电机组全部受损，5 台倒塌 [6]。

6 空气密度

空气密度也是影响风电场出力的一个重要因子。空气

密度是指单位体积所具有的空气质量（kg/m3）。所谓的标

准空气密度，是指风能计算中常用的标准大气压下海平面

空气密度 1.225kg/m3。

图 8 是近 12 年来我国年平均空气密度分布。很明显，

我国东部地区的空气密度大于西部地区。长江中下游以北

的东部地区空气密度大于 1.20kg/m3，最大值出现在黑龙

江地区，空气密度达 1.28kg/m3，也是我国近 12 年来空

气密度最大的区域。青藏高原的空气密度最小，基本小于

1.0kg/m3，最小值只有 0.73kg/m3。新疆北部、华南地区

介于 1.15kg/m3 － 1.20kg/m3 之间。内蒙古中东部地区在

1.15kg/m3 － 1.25kg/m3 之间，而中西部地区则介于 1.05 
kg/m3 － 1.15kg/m3 之间。西北其余大部分地区空气密度

均低于 1.10kg/m3。

空气密度的大小会直接影响风能密度。空气密度的大

小与气温、海拔高度、水汽压等因素有关。气温越低，空气

密度越大；而海拔越高，空气密度则越小。与标准空气密度

1.225kg/m3 相比，青藏高原平均空气密度按 0.74kg/m3 计算。

同等条件下，青藏高原的风能较标准密度下要减损 40% 左

右。这意味着只有风速增加约 1.0m/s，实际的风能才可以

达到标准空气密度下的量值。

表2  热带气旋等级

热带气旋 最大风力（级） 风速范围（m/s）

热带低压 6~7 10.8~17.1

热带风暴 8~9 17.2~24.4

强热带风暴 10 ~11 24.5 ~32.6

台风 12~13 32.7~41.4

强台风 14~15 41.5~50.9

超强台风 ≥ 16 ≥ 51.0
图4	2000年-2011年全国平均沙尘暴日数（单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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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通过对全国近 12 年来会对风电场安全运行造成威胁的

气象灾害因子分布特征的分析，初步得出如下结论 ：

（1）夏季，我国雷暴主要分布特征是南多北少。长江

中下游以南是雷暴的频发地区，广东西南部、广西和云南

南部以及青藏高原中东部的年平均雷暴日数可以达到 60 天

以上，局部可达 100 天以上。近 12 年来，影响我国的登陆

台风增多，登陆路径偏北。

（2）冬季，北方大部分地区的极端低温均低于－

20℃，尤其是东北、内蒙古中东部和北疆地区，极端低温

低于－ 30℃，超过了风电机组的生存环境温度，而内蒙古

东部和黑龙江北部的极端最低温度低于－ 40℃的地区。积

冰，主要是雨凇，多沿长江中下游地区分布，出现几率较

高的地区多在海拔较高的山地。而云南东北部、贵州和湖

南地区的出现范围相对较大。

（3）春季，对风电场有影响的气象因子主要是沙尘暴。

沙尘暴多出现在塔里木盆地到巴丹吉林沙漠一带，其中南

疆局部地区的年平均出现日数可达 28 天。

（4）空气密度对风电机组的出力会造成较大影响。全

国平均空气密度中，黑龙江最大，青藏高原最小，平均只

有 0.74 kg/m3。与标准空气密度相比，同等条件下，青藏

高原的风能会减损约 40%，只有当风速增加约 1.0m/s，实

际的风能才能达到标准空气密度下的量值。

以上结论只是针对影响风电场安全运行的气象灾害因

子的宏观分析，在实际应用中需要进一步考虑风电场所处

的地理环境以及局部地区天气气候的影响，尽可能防范气

象灾害对风电场带来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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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国多样化的自然地理条件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

衡性，决定了我国偏远地区分散居住居民的生产生活用电

在短时期内不可能通过延伸常规电网来解决。改革开放以

来，随着电力工业的发展，各级政府通过各种途径筹措资

金，解决了相当一部分偏远地区居民的生活用电问题。但

截至“十一五”末，内蒙古自治区依然有 3.97 余万户偏远

地区的农牧民没有电力供应。这些居民居住地分散，交通

不便，以小型汽油发电机等方式供电，发电能力和用电水

平十分有限。本文研究开发的 FD2.3 － 0.3 风电机组可以

与 100Wp － 200Wp 光伏组件组成风 / 光互补供电系统，

能够满足内蒙古自治区无电地区大部分居民目前的用电需

求。可以用于照明、看电视、收听广播，还可以使用小冰

柜等生活电器，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改善。

1 机组构成及工作原理

FD2.3 － 0.3 型风电机组主要由风轮、永磁发电机、

回转体、塔架四大部分组成。

风轮在风的作用下带动发电机发电。当风速达到 3.5m/s
时，风电机组开始发电 ；当风速达到额定风速 8m/s 时，风

电机组发出额定功率 300W ；当风速在 10m/s 时，输出功

率达到最大值，约在 300W － 450W 之间 ；风速在 18m/s

FD2.3-0.3型风电机组的研究设计
刘萍1，任君2，李建平2，邬元2，乌云高娃2

（1.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呼和浩特分院，呼和浩特	010020；2.	内蒙古华德新技术公司，呼和浩特	010020）

摘 要 ：离网型户用风电机组在解决偏远无电地区居住分散人口的用电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目前离网型户用风电机组的

性能虽有所提高，但在可靠性上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本文对结合国外先进技术，采用新材料、新工艺，

开发出高性能、高质量、高可靠性的离网型户用300W风电机组的工作原理和重要部件进行了研究设计，对样机进行

了试验和分析。实验结果表明，机组具有良好的输出功率特性，调速、调向性能可靠稳定，运行平稳，可靠性高。

关键词 ：风电机组 ；风轮 ；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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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and Design of FD2.3-0.3 Wind Turbine
Liu Ping1, Ren Jun2, Li Jianping2, Wu Yuan2, Wuyun Gaowa2

(1. Hohhot Branch of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e Mechanization Sciences, Hohhot 010020, China; 

2. Inner Mongolia HuaDe New Technology Company, Hohhot 010020, China)

Abstract: O�-grid type wind turbine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solving electricity problems of production and life in remote mountainous areas. 

Currently, though the o�-grid wind turbine performance is improved,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reliability. In view of this 

situation, combined with foreign advanced technology, this paper studied and designed the key components of 300W o�-grid type 

wind turbine and tested the prototype. �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wind turbine has good output characteristics, 

stable performance, smooth operation and high reliability.
Keywords: wind turbine; wind wheel; gen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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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时，风电机组风轮自动侧偏并尾，以保护风电机组。

2 机组的设计

2.1 风轮的设计

机组风轮由 3 只叶片和轮毂构成，水平轴安装，上风

向式运行，直接驱动永磁发电机。风轮叶片采用非常适合

小型风电机组使用的 NACA632 － 615 翼型，叶片由重量

轻、强度高、成本低的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复合材料（玻璃钢），

采用先进的拉伸挤压工艺加工制成，这种工艺生产效率高，

叶片的互换性好。轮毂由上下两圆盘（叶片座、叶片盖）组成，

加工工艺简单。机组风轮性能特点主要表现为运转平稳，

机械振动小。

根据所选叶片翼型构成的风轮的空气动力学性能，选

定下列参数 ：

风轮最大风能利用系数 Cpmax≥0.36                                
风轮标准尖速比 λn=7

风轮起动力矩比 =0.008

风轮标准力矩比 =0.05

机组额定功率确定为 300W，考虑到导线损耗、整

流损耗等因素，发电机输出额定功率应增加 10%，故

PG=330W。

风轮直径的确定 ：

由 ， 可得风轮直径为 ：

                    
                                                                              

（1）

式 (1) 中 ：P 为风电机组功率，取 P=300W ；Cp 为

风能利用系数，取 Cp=0.36 ；ρ 为空气密度，取 ρ=1.09kg/
m3，符合北方地区的自然条件 ；Vn 为额定风速，取 Vn=8m/
s ；η 为国标 GB/T10760.1 － 2003（小型风电机组技术条

件）规定的发电机最低效率，取 η=0.7[1]。由此得出风轮直

径 D=2.3m。

确定风轮额定转速需考虑风轮叶片翼型的空气动力特

性，发电机实现的便利性以及风轮和发电机的匹配，选定 ：

风轮额定转速 n=400rpm                     
风轮限速转速

                     
                                                                              

（2）

式 (2) 中 λn 为风轮标准尖速比，取 λn=7；vx 为限制风速，

取 vx=18m/s ；R 为风轮半径，取 R=1.15m。由此得出风轮

限速转速 nx=535rpm。

风轮的起动力矩 Mq

                 
                                                                              

（3）

式 (3) 中： 为风轮起动力矩比，取 =0.008 ；R 为

风轮半径，取 R=1.15m ；ρ 为空气密度，取 ρ=1.09kg/m3 ；Vq

为风轮起动风速，Vq=3m/s 取 ；根据 GB/T10760.1-2003，
300W 发电机起动力矩为 Md=0.5Nm，得出风轮起动力矩大

于发电机起动力矩，即 Mq>Md。

2.2 机头的设计

从简化加工工艺的角度出发，机头分成发电机和回转

体两部分。考虑到电机的性能指标、使用寿命及可靠性，

发电机型式为永磁三相交流发电机。发电机磁钢采用稀土

永磁材料，使发电机重量轻、效率高、超载能力强、启动

力矩小，从而降低了启动风速，提高了风能的利用率，增

加了发电量，节约了发电成本。发电机外形采用流线型，

不仅外形美观，而且对风轮周围的空气流有一定的改善作

用。发电机引出线采用封闭式输电滑环，可以解决电缆缠

绕问题。

根据总体设计方案以及机组的调速、调向性能以及并

尾关车等因素，确定了主要的相关尺寸，设计了电机外壳、

后端盖和关键部件回转体。

当风速 V 大于 3m/s 与风轮轴成 10°时，风电机组所

受力矩如图 1 所示。

①摩擦力矩 Mm

风轮所受压力 ：

                      
                                                                              

（4）

式（4）中 ：B 为压力系数，取 B=0.78 ；S 为风轮有

效受力面积，取 S=4.9m2 ； V 为风速，取 V=3m/s。

图1	风电机组所受力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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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头回转部分的重量作用在回转中心的力矩值 ：

                                                      （5）
式（5）中：Q 为机头总重量 , 取 Q=48.5kg；f 为摩擦系数，

取 f=0.1（改性尼龙）；r 为机头回转部分的重量着力点距回

转中心的距离，取 r=0.03m。

②图 1 中风轮力矩 M1 和 M2

                                           （6）
                                           （7）
式（6）、（7）中 : e 为风轮与回转中心的偏心距，取

e=0.15m ；f 为风轮平面到回转中心的距离 , 取 f=0.28m。

③尾翼力矩 Mw 
        
                                                                              

（8）

式（8）中 ：Cy 为尾翼板的升力系数，取 Cy=0.73 ；

Cx 为尾翼板的阻力系数，Cx=0.18 ；Sw 为尾翼板面积，取

Sw=0.3m2 ；V 为风速，取 V=3m/s ；K 为风速损失系数，取

K=0.75 ；L 为尾翼板风压中心到机头回转中心的距离，取

L=1.62m。

④计算结果

                                          （9）
                                    （10）
               ∴                                        
由此可见，在风速 3m/s 时，风向与风轮轴偏离 10°时，

尾翼可使风轮自动对风，故所选尾翼各参数符合调向要求。

2.3 尾翼调速结构的设计

为了使风电机组在超过额定功率的情况下实现自动限

速，根据力学原理，采用了尾翼轴斜置方式。通过对作用

在风轮上的气动力、尾翼上的气动力以及由于尾翼重力而

产生的回位力的分析，以及材料的选择、材料的机械性能、

加工工艺、外观和制造成本，确定了风轮轴线至回转轴线、

尾翼销轴至回转体轴线的相关尺寸。

考虑到整体效果和美观因素，在不影响调速性能的基

础上，并使整机减少振动，确定了尾翼板的特殊结构。

当风速大于 10m/s 时，风轮应开始偏离风向自动进行

限速，此时风电机组所受的力矩如图 2 所示。

①风轮不同迎风角时的风轮力矩 Mf[2]

 
                                                                            （11）
式 (11) 中 ： 为风轮不同迎风角时的风轮力矩

比 ；R 为风轮半径，取 R=1.15m ；Sw 为尾翼板面积，取

Sw=0.3m2 ；f 为风轮平面到回转中心的距离 , 取 f=0.28m ；  
S 为标准尾翼面积，取 S=0.3m2 ；V 为风速 ；L 为尾翼板风

压中心到机头回转中心的距离，取 L=1.62m ；e 为风轮与

回转中心的偏心距离，取 e=0.15m。

②尾翼回位力矩 Mh    
根据限速时静力平衡的计算，选取尾翼斜销轴的后倾

角 α=3°，侧倾角 β=10°，回位力矩为 ：

                                （12）
式 (12) 中 ：G 为尾翼重量，取 G=10.8kg ；γ 为尾翼销

轴的实际倾角，取 γ=10.42°；φ 为风轮轴与风向的偏角 ；

RG 为尾翼重心到销轴的垂直距离 , 取 RG=1.16m。

③计算结果

不同风速下 Mf 和 Mh 的值如表 1 所示。比较计算结果

可知，当风速 V 大于 9m/s 时，风轮偏离风向开始限速 ；

当风速 V 超过 18m/s 时，尾翼偏尾可使风轮远远偏离风向，

对风电机组起到保护作用。

2.4 塔架

塔架为采用普通钢管组成的，由 4 条钢丝绳构成的拉

图2	调速力矩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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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计算不同风速下Mf和Mh的值

V (m/s) φ Mf Mh

8 0 0.06 3.92832 0

9 27.27 0.097 8.037711 10.17410906

10 36.87 0.093 9.5139 13.32003173

11 43.34 0.087 10.76912 15.23644313

12 48.19 0.081 11.93227 16.54698437

13 52.1 0.078 13.48519 17.51766668

14 55.15 0.075 15.0381 18.21844898

15 57.77 0.073 16.80278 18.77929162

16 60 0.07 18.33216 19.22576396

17 61.93 0.064 18.92141 19.58868873

18 63.61 0.059 19.55567 19.88652357

19 65.71 0.056 20.680968 20.2347469

表2  切入风速测定值

序号 1 2 3 4 5 6

切入风速（m/s） 3.4 3.6 3.5 3.6 3.4 3.5

平均切入风速（m/s） 3.5

表3  性能试验结果

序号 试验项目名称 单位 规定值 实测值

1 额定输出功率 W 300 321

2 机组效率 % >18 23

3 风能利用系数 ≥ 0.36 0.36

4 切入风速 m/s <4 3.5

5 发电机超载能力 W >600 710

6 第一次无故障运行时间 h >1500 7000

摄影：梁东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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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式塔架。塔架上端的钢丝绳采用钢件压头将钢丝绳在专

用模具上压制成形，这种结构安装拆卸十分方便，而且整

体效果美观。

3 机组的性能试验和可靠性考核

依据 GB/T19068.2 － 2003（离网型风力发电机组 第
2 部分 ：试验方法）将样机安装于赛汗塔拉风电机组试验场

进行机组性能试验和可靠性考核。

试验中采用德国 SMA 公司的专业数据采集和分析系

统进行。试验样机连续无故障运行 3 个月以上，完全符合

国家标准 GB/T19068.1 － 2003 关于机组可靠性不低于

1500 小时的要求 [3]。

切入风速测定值如表 2，性能试验结果如表 3。
该机组的功率输出特性曲线如图 3 所示。 
由此，通过计算可得机组在不同年均风速下的年平均

发电量（AEP）曲线如图 4 所示。 
实验结果表明，机组的主要技术参数均达到设计要求，

且具有良好的输出功率特性、可靠稳定的调速、调向性能，

运行平稳，可靠性高。

4 结语

在常规电网外，推广独立供电的风电机组，满足农牧

渔民照明、收听广播、看电视和用鼓风机做饭、使用冰柜

保鲜食物等需求，可大大改善偏远无电地区居民的用电条

件，居民生活品质得到了大幅的提升，有力促进边远地区

社会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加强民族团结，促进边疆地区

的稳固与发展发挥了作用，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对保护环境

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机组还可用于边防连队、哨所、道班、

卡站、通信基站、海岛居民家庭等，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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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风电机组的轮毂是连接叶片和主轴之间的核心部件，

叶片将流动的风能通过轮毂和主轴作用转换成旋转的势能，

带动发电机发电。在风电机组中，轮毂是体积和重量较大

的旋转体。因此，在风电机组设计时，应保证轮毂的重心

与旋转中心重合，不产生不对称离心力，保证轮毂和叶片

旋转平稳。由于轮毂在制造过程中无法保证重心与旋转中

心重合，重心的偏心产生不对称离心力，使得轮毂和主轴

受到额外载荷。在此额外载荷的受力方向产生微小变形，

使得轮毂和主轴在旋转中产生振动。在振动的影响下，风

电机组的各个连接件和轴承会产生松动和过度磨损，降低

风电机组的使用寿命。因此，有必要在风电机组装配过程

风电机组轮毂组件配平程序的设计
翟晓江1，张宏伟2

（1.	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100176；2.	大连冶金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辽宁	大连	116202）

摘  要 ：轮毂组件是风电机组的核心旋转部件，保证轮毂组件的静平衡是保证风电机组平稳运行的重要方面。通过运用理

论力学原理对轮毂组件的静平衡进行了力学分析，推导出了计算公式并编制了 EXCEL 配平程序，实现了轮毂组件

配平的自动分析、计算，进而分析了影响轮毂组件配平的因素及实际配平过程中的注意事项，以供设计人员在设

计配平工装及程序时参考。

关键词 ：轮毂 ；配平 ；静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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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lancing Program Design for Wind Turbine Hub Components
Zhai Xiaojiang1, Zhang Hongwei2

(1. Goldwind Science & Technology Co., Ltd., Beijing 100176, China; 2. Dalian Motallurgical Bearing Co.,Ltd., Dalian 116202, China)

Abstract: Hub components are the core rotating components for wind turbine. �e key point for keeping wind turbine running smoothly is 

to ensure the static balance of hub components. We made a mechanical analysis of hub components static balance on the basis of 

theoretical principle of mechanics, and derived calculation formula and Excel balancing program which realized automatic analysis 

and calculation of hub components balancing, and then analyzed factors in�uencing hub components balancing and precautions 

during balancing practice. So the designers can refer to this during the design of balancing tools and program.
Keywords: hub; balancing; static balance

中通过加装配平块配平的方式消除轮毂重心与旋转中心的

偏心，使得轮毂的重心与旋转中心重合，消除轮毂和主轴

在旋转中产生振动，保证风电机组的使用寿命。确定配平

块重量和位置的配平程序是配平的关键技术，该程序能够

准确计算出配平块重量及位置，同时解决了国外的配平程

序，只能用于单一机组的问题。

1 配平原理及计算

1.1 配平的力学原理

如图 1 所示，配重块配平产生的力 F 为空间平行力系，

力的方向垂直向下，力对点 O 的矩为一矢量，矢量的大小

为两倍的三角形面积（F×L），矢量的方向如图 1 所示 ( 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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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于三角形 )，即空间平行力 F 对点 O 的矩矢等于矩心到

该力作用点的矢径与该力的矢量积，MO(F0)=F×L ；

当配重块在配重块安装孔（两处）对点 O 矩的矢量和

等于轮毂配平后在发电机安装法兰孔所放置的配重块对点

O 产生的矩时，即可认为轮毂已经配平。

即 MO(F0)=MO(F1)+MO(F2) 或者 MO(F0)=MO(F2)+MO(F3)
或者 MO(F0)=MO(F3)+MO(F1)[1-2]

1.2 数学计算

1.2.1 参数设置

（1）假设发电机安装法兰孔的数量为 60 ；

（2）序号 0 的法兰孔的位置如图 1 所示 ；

（3）孔的序号为 N。

1.2.2 公式推导

如图 2 所示 ：

∠ A= ∠ B=120°＋ 8°－∠ C=128°－∠ C
式中∠ C 即配重块放置位置与中心线的夹角

 ∠ D=60°是一定值

根据解三角形公式，正弦定理 ：

             
     
          

       

配重块的重量 ：

                     

                  

同理，可推导出不同的配重块放置法兰孔序号，配重

块在不同的安装位置的质量，如表 1 所示。

2 程序设计

2.1 逻辑分析

（1）当放置配重块的法兰孔序号为 2 － 21 时，配重块

摄影：王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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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装位置为位置 1、2 ；

（2）当放置配重块的法兰孔序号为 22 － 41 时，配重

块的安装位置为位置 2、3 ；

（3）当放置配重块的法兰孔序号为 42 － 59、0、1 时，

配重块的安装位置为位置 3、1。
2.2 配平程序的流程图

配平程序流程图如图 3 所示。

2.3程序语言

2.3.1 所使用的函数说明 [5]

函数说明如表 2 所示。

2.3.2 配平程序的语言

配平程序的语言如表 3 所示。

3 配平过程

3.1 配平工艺

（1）使用配平起吊工装将轮毂组件吊起 ；

（2）在水平面上校准水平仪，将水平仪放置在轮毂法

兰平面上，确定轮毂的倾斜方向 ； 
（3）根据轮毂的倾斜方向确定配重块在法兰孔上的放

表1  配重块质量的计算公式

配重块法兰孔

序号

配重块的质量

位置1 位置2 位置3

0 － 1 ——

2－ 21 ——

22 － 41 ——

42 － 59 ——

图1	配平示意图[3-4] 图2	理论计算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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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位置，将配重块放在发电机连接法兰孔上，以配平轮毂 ；

（4）轮毂配平后，记录放置配重块的法兰孔序号（详

见图 2）及质量，并将数据输入配平程序中，配平程序将确

定出配重块的安装位置，并计算出每个安装位置安装配重

块的重量 ；

（5）使用螺杆、螺母，将配重块固定在轮毂上，配重

块应在变桨法兰板两侧对称放置。

3.2 影响配平精度的因素

表2  EXCEL程序的语法及说明

函数名称 语法及说明

IF

语法格式：

IF(logical test, value if true, value if false)。

参数说明：

Logical test ：表示计算结果为 TRUE 或 FALSE 的任意值或表达式。本参数可使用任何比较运算符。

Value if true ：显示在 logical test 为 TRUE 时返回的值，Value if true 也可以是其他公式。Value if false ：显示在 logical 

test 为 FALSE 时返回的值。Value if false 也可以是其他公式。

使用说明：

简言之，如果第一个参数 logical test 返回的结果为真的话，则执行第二个参数 Value if true 的结果，否则执行第三个参

数 Value if false 的结果。IF 函数可以嵌套七层，用 value if false 及 value if true 参数可以构造复杂的检测条件。

AND
所有参数的逻辑值为真时返回 TRUE ；只要一个参数的逻辑值为假即返回 FALSE。简言之，就是当AND的参数全部满足

某一条件时，返回结果为 TRUE，否则为 FALSE。

OR OR函数指在其参数组中，任何一个参数逻辑值为 TRUE，即返回 TRUE。

RADIANS 将角度转化为弧度

SQRT 返回平方根

表3  配平程序的语言

位置 配重块法兰孔序号 程序语言

1

0 － 1 =IF(AND(N>=22,N<=41),"0",

IF(AND(N<=21,N>=2),2*m*SIN(RADIANS(128-N*6))*R/(L*SQRT(3)),

IF(AND(N>=42,N<=59),2*m*SIN(RADIANS(N*6-248))*R/(L*SQRT(3)),

IF(AND(N>=0,N<=1),2*m*SIN(RADIANS(112+N*6))*R/(L*SQRT(3))))))

2 － 21

42 － 59

2

2 － 21 =IF(OR(AND(N>=42,N<=59),AND(N>=0,N<=1)),"0",

IF(AND(N<=21,N>=2),2*m*SIN(RADIANS(N*6-8))*R/(L*SQRT(3)),

IF(AND(N>=(22),N<=(41)),2*m*SIN(RADIANS(248-6*N))*R/(L*SQRT(3)))))22 － 41

3

0 － 1 =IF(AND(N>=2,N<=21),"0",

IF(AND(N<=41,N>=22),2*m*SIN(RADIANS(N*6-128))*R/(L*SQRT(3)),

IF(AND(N>=42,N<=59),2*m*SIN(RADIANS(368-N*6))*R/(R*SQRT(3)),

IF(AND(N>=0,N<=1),2*m*SIN(RADIANS(8-N*6))*R/(R*SQRT(3))))))

22 － 41

42 － 59

（1）变桨法兰板的位置精度将影响力矩臂 L 的大小，

从而影响配平程序的计算结果。因此，对于轮毂铸件，变

桨法兰板的位置精度应是重点控制的检验项目 ；

（2）配平起吊工装的精度，配平起吊工装自身的尺寸

中心应与起吊中心重合。否则，在配平过程中将把配平起

吊工装的不平衡带入到轮毂的配平过程中去 ；

（3）配平起吊工装的中心应与轮毂的回转中心重合，

否则配平将没有意义。因此，在配平起吊工装的设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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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要注意定位基准面的选择，确保中心的重合 ；

（4）随着风电机组功率的增大，直驱风电机组轮毂装

配后的重量达到 20t － 30t，配平起吊工装在起吊轮毂后，

不可避免会产生较大的弹性变形，若变形量过大，将会影

响配平的精度。因此，在配平起吊工装设计的过程中，悬

臂梁设计首要考虑的问题应是刚性而不是强度。

3.3 配平过程的注意事项

（1）根据配平程序的计算原理，配重块应在变桨法兰

板两侧对称放置，切不可在一侧放置 ；

（2）在配平过程中，配平起吊工装应保证轮毂能在

360°任意方向稳定、自由倾斜，并避免旋转，这也是配平

图3	配平程序流程图

起吊工装的设计难点之一 ；

（3）配重块的固定应注意螺栓防松，否则在风电机组

运行过程中，配重块脱落将造成严重后果。

4 结论

通过理论力学与 EXCEL 软件结合编制出配平程序，

能够准确计算出配平块重量及位置。同时，解决了国外配

平程序只能用于单一机组的问题。通过修改参数，即可用

于各类机型轮毂的配平。此程序明确了影响配平精度的因

素及配平注意事项，并应用于配平工艺过程及配平工装的

设计，更好地保证了配平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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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的实施，我国的风

电产业步入了极速发展时期。在风电场的建设过程中，风

电机组基础的设计和施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风电场

风电机组基础的特点是 ：支撑高耸结构物的独立基础，风

电机组塔筒的高度一般在 60m － 100 m ；其顶部装有较大

垂向机组荷载达 60t － 90t；侧向又具有较大的风荷载作用。

风电机组基础受力形式复杂 [1-2]。

而风电机组基础多数属于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施工冷

缝不仅会降低混凝土的强度、抗冻性，对混凝土的抗渗性

和耐久性影响尤为严重。大体积混凝土施工冷缝问题研究

是大体积混凝土施工的核心问题，尤其是在具有反复循环

荷载作用下的大体积混凝土工程中。

风电机组基础施工过程中的冷缝
处理措施分析 
吕仁帅1，张艳丽2，章荣国2，周沈杰2

（1.	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济南	250002；2.	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上海	200023）

摘 要 ： 作为支撑风电机组的独立基础，风电机组基础不同于一般的独立基础。其受力形式复杂，主要是抵抗风电机组的

水平荷载引起的倾覆弯矩，风电机组荷载由于受气象环境和风电机组工作状态的影响，荷载方向随时变化，风电

机组基础承受交替循环荷载的作用容易引起疲劳破坏。因此，在风电机组基础施工过程中要严格控制施工冷缝，

一般是不允许出现贯通的施工冷缝。这就要求风电机组基础的混凝土浇筑施工必须一次浇筑完毕。本文结合具体

工程事故，对风电机组基础在施工过程中出现的施工冷缝的处理方案进行技术经济分析比较，并给出了经济、安

全、可靠的风电机组基础施工冷缝的处理方法。

关键词 ：风电机组基础 ；混凝土浇筑 ；施工冷缝 ；处理方案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05-0088-04

An Analysis of Cold Joint Treatment Measure in Wind Turbine
Foundation Construction

Lv Renshuai1, Zhang Yanli2, Zhang Rongguo2, Zhou Shenjie2

(1. Shandong Guohua Energy Investment & Development Co., Ltd., Jinan 250002, China; 

2. Shanghai Electric Power Design Institute Co., Ltd., Shanghai 200023, China)

Abstract: Wind turbine foundation is an independent foundation to support wind turbine. It is different from ordinary independent 

foundation. �e load on wind turbine foundation is very complicated. �e main load is overturning moment to resist the horizontal 

load on wind turbine. �e direction of the horizontal load changes all the time because of the climate and operation condition. So 

the load on wind turbine foundation is easy to cause fatigue damage. �erefore, cold joints in concrete are strictly controlled during 

wind turbine foundation construction, and penetrating cold joint is normally not allowed. In this paper, some treatment measures 

for cold joints in concrete are technically and economically compared to select the �nal plan based on an engineering failure.
Keywords: wind turbine foundation; concrete pouring; cold joint; treatment 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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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1.1 工程设计条件

工程场址位于低山丘陵地区，风电场单机容量为 1500 kW，

轮毂高度为 80m，叶片直径为 100m，风电机组荷载较大（荷

载工况见表 1），地基基础设计级别为 1 级 [3-4]。

拟建场址区勘测深度内揭露地层主要为花岗片麻岩，

局部地表分布有第四系耕植土。根据岩土勘测报告，进行

描述如下 ：

(1) 全风化花岗片麻岩，风化强烈，裂隙发育，长石基

本风化成高岭石，岩芯呈砂状、土状、碎块状，顶部分布

40cm 耕植土。地基土承载力特征值 fak=260kPa。
(2) 层强风化花岗片麻岩，颜色为棕黄或红褐色，

风化裂隙较发育，该层未穿透，地基土承载力特征值

fak=610kPa。场地土工程性质好，力学强度高，无特殊性

土层，为良好的基础持力层。

1.2 风电机组基础形式

根据工程建设情况，天然地基能满足上部荷载要求，

可采用天然地基，以①层全风化花岗片麻岩做风电机组基

础的持力层。风电机组基础由上、中、下三部分组成，上

部为直径 6.5m、高 1.1m 的圆柱 ；中部为底直径 17.0m、

高 1.1m 的圆台 ；下部为直径 17.0m、高 1.0m 的圆柱体。

基础总高度为 3.2m，埋深 3.1m。基础尺寸如图 1 所示。

1.3 施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在施工过程中，暴雨造成搅拌站停电，造成某台风电

机组基础混凝土浇筑工作不能完成施工。现场风电机组基

础内钢筋已绑扎完毕，已浇筑完成混凝土厚度约 43cm，施

工单位在混凝土初凝前已补充φ18－φ32插筋共约 93根，

表1  1500kW风电机组塔底荷载工况

计算工况 水平合力Fres(kN) 合弯矩Mres(kNm) 竖向力Fx(kN) 扭矩Mx(kNm) 安全系数

正常工况 298.1 22157 2539.7 338.3 1.0

极端工况 574.0 46116 3057.5 585 1.0

图1	风电机组基础示意图

图2	基础现场插筋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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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70cm，外露 40cm，如图 2 所示。 
由于风电机组基础未连续浇捣完成，形成了全断面的

施工冷缝，混凝土施工缝在交变荷载作用下，其粘结力一

般只能达到正常浇筑时的 50% 左右。由于风电机组基础承

受的是 360°方向的振动荷载，而一般情况下风电机组在

整个寿命周期约有 107 次循环荷载作用。因此，对施工缝

强度影响很大。同时，根据试验单位提供的钻芯报告，实

验取芯位置比较单一，而且混凝土达到养护要求之后的两

次实验结果差距很大。实验没有对整个风电机组基础采取

无损检测手段，所以这些实验结果也无法反映这台风电机

组基础整体的施工质量与混凝土真实的强度。

由于现场情况限制，工程重新征地困难，加之施工工

期紧张，项目业主方希望利用原有风电机组基础，以节约

工程造价及工期。

2 风电机组基础施工冷缝危害性分析

在施工中，由于种种原因，混凝土需要分层浇筑，形

成施工冷缝，新老混凝土界面间结合力一般较弱。因此，

很容易在界面处产生贯穿性裂缝。基础贯穿裂缝的危害性

最大，它不但引起应力的重新分布，改变结构的受力条件，

而且使结构的整体性、稳定性、渗透性、耐久性都受到严

重的影响。更糟糕的是，导致混凝土内部的受力钢筋裸露

在外，加速其腐蚀，严重时可导致整个结构坍塌 [5-6]。

本工程中的风电机组基础在运行阶段承受的是 360°
方向的振动荷载，而一般情况下风电机组在整个寿命周期

约有 107 次循环荷载作用。因此，对风电机组基础的强度

要求很高。由于风电机组基础未连续浇捣完成，形成了全

断面的施工冷缝。根据有关实验资料，混凝土施工缝在交

变荷载作用下，其粘结力一般只能达到正常浇筑时的 50%
以下，对施工缝强度影响很大，两次浇筑后必然导致整体

风电机组基础强度下降。另外，在前期混凝土浇筑过程中，

由于受暴雨侵袭的影响，混凝土的水灰比会发生一定变化，

整个振捣也受到一定影响，导致施工质量难以保证。这种

施工质量的不稳定性也很难判断其对整个风电机组基础承

受疲劳荷载时的影响程度 [7-8]。

3 修补方案选择

3.1 方案比较

根据现场这台风电机组基础的实际浇筑的情况，结合

专业检测机构的检测报告，以及风电机组投产运行后的特

点，有两种处理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废弃已浇筑三分之一

多的基础，重新浇筑一个基础，并拆除部分已绑扎完成的

钢筋加以利用 ；第二种方案即对已部分浇筑的这台风电机

组基础进行加固处理后按正常使用。

若采用第一种方案，产生的主要损失为风电机组基础

土石方开挖、基础垫层、约 150m3 混凝土、约 30t 钢筋以

及相应的施工费用，按现行的造价水平约损失 30 万元。

若采用第二种方案，对已浇筑约三分之一多的基础

进行加固处理。首先对已浇筑的表面进行清洗处理并在浇

筑前增加粘着剂，另外尚需对裸露在自然环境下的锈蚀钢

筋进行清洗处理，增加 C40 混凝土约 86m3，增加钢筋约

10.5t，合计加固基础费用约 15 万元左右。从经济上比较，

采取基础加固的方案较废弃原基础进行重建的方案为优，

能节约一定的投资，减少损失。

3.2 最终方案

根据业主提供的钻芯报告，实验取芯位置比较单一，

而且在混凝土达到养护要求之后的两次实验结果差距很大。

同时，实验没有对整个风电机组基础采取无损检测手段。

所以，这些实验结果也无法反映这台风电机组基础整体的

施工质量与混凝土真实的强度。

由于风电机组基础未连续浇捣完成，形成了全断面的

施工冷缝，不能简单地使用表面修补法 [5]。灌浆、嵌缝封

堵法适用于有防渗要求的混凝土裂缝的修补，也不适合本

工程。

通过综合考虑，混凝土已浇捣厚度为 300mm，施工

方也及时地放置了较多的插筋，可以起到抗剪钢筋的作用。

在业主、施工方、监理共同讨论后，提出的方案是在不改

变台柱顶标高的前提下，加大混凝土结构的截面面积，风

电机组基础棱台部分增厚 300mm。这样，基础棱台部分总

厚度从 1000mm 提高到了 1300mm。同时，基础顶面新增

放射筋。通过计算，这样的加固方案满足风电机组基础的

受力要求，如图 3 所示。

在已浇筑混凝土表面继续浇筑混凝土前，应清除垃圾、

水泥薄膜、表面上松动的沙石和软弱的混凝土层。同时，还

应将表面凿毛，用水冲洗干净并充分润湿，一般润湿时间不

宜少于 24h，残留在混凝土表面的积水应消除。施工缝附近

的钢筋回弯时，要注意不使混凝土受到松动和损坏。钢筋上

的油污、水泥浆及浮锈等杂物也应清除。浇筑前，在施工缝

表面浇筑一层 10mm － 15mm 厚的水泥砂浆做结合层，砂

浆强度等级应高于原风电机组基础混凝土强度等级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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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

风电机组基础作为支撑风电机组的独立基础，其受力

形式复杂，风电机组基础在承受交替循环荷载的作用时容

易引起疲劳破坏。风电机组基础在混凝土浇筑施工过程中

要求一次浇筑完毕，一般是不允许出现贯通的施工冷缝。

在施工过程中由于不可抗力引起混凝土不能按预定方案一

次性浇筑完毕形成施工冷缝的，应结合工程的具体情况选

择合适的处理方案。施工冷缝的处理方案一般应遵循以下

几个原则 ：

（1）施工过程中一旦出现施工冷缝，应在已浇筑混凝

土没有初凝前布置插筋，插筋的直径宜与基础的主筋直径

相同，插入深度和露出长度应能达到锚固长度，以便以后

采取补救措施。

（2）施工冷缝处理前应对已浇筑的基础进行现场取样

和无损检测，以便对整个浇筑施工质量有全面的了解。

（3）施工冷缝处理方案应进行经济技术比较，选择安全、

可靠、经济的处理方案，经处理后的风电机组基础应能满

足风电机组荷载对基础产生的强度和变形的要求，尤其是

疲劳荷载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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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风电机组装机容量的不断攀升及国内外市场竞争

的加剧，对风电机组性能和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大型风

电机组的安全性、可靠性和稳定性是其最为重要的性能指

标，是影响其工作性能及产品质量的关键指标，同时与风

电机组的寿命也密切相关。风电机组的整机性能主要取决

于其软件和硬件。风电机组的软件是它的神经中枢，它控

制着风电机组的待机、启动、并网发电、停机等各种状态，

它协调并保证风电机组各个子系统之间正常运行，使风电

机组系统在规定的范围内和方式下运行 ；风电机组的硬件

即总体布局、叶轮系统、发电机、机舱等，总体设计包括

风电机组动态仿真平台设计方法研究
俞黎萍

（金风科创风电设备有限公司，北京	100176）

摘  要 ：本文主要介绍风电机组动态仿真平台的设计方法，基于对风电机组系统的理解，对风电机组运动模型采用多学科

耦合建模，建立机组控制和传动系分析方法。并结合控制软件，以整机参数化总体框架模型为基础，定义风电机

组传动链动力学模型库，气动、水动、控制、电控多学科耦合接口以及进行模拟。可系统间耦合求解，进行仿真

动态载荷和性能评估。该方法实用，可以方便地连接风电机组硬件子系统。它为风电机组性能评估和核心构件的

创新设计选型 / 定型等验证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和理念。大大减少了设计和维护成本，降低了直接上机所带来的

一些风险。

关键词 ：仿真平台 ；风电机组模型 ；动态性能 ；Bladed ；性能分析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05-0092-07

Design Method Research of Wind Turbine Dynamic Simulation Platform
Yu Li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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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s article mainly introduced the design method of wind turbine dynamic simulation platform.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wind turbine system, it built the dynamic model using multidisciplinary coupling model and established the analysis method of unit 

control and transmission system. Combined with control so�ware, it de�nited wind turbine drive chain dynamics model library, 

pneumatic, hydraulic, electric control, multidisciplinary coupling interface based on overall framework of the parametric model. It 

provided a new method and philosophy for the design and proof of wind turbine, and the performance of actuators. It also reduced 

design and maintenance cost, and lowered the risks of wind turbine operation.
Keywords: simulation platform; wind turbine model; dynamic property; Bladed; performance

功能设计、动力学设计、成本性能分析。为提高总体设计

及自主创新能力，在设计阶段联合主控系统进行性能方面

的仿真、测试和验证，可有效获取机组的动态特性，同时

也会降低相应部件的维护和设计成本。

针对机组设计仿真，国外有许多企业长期以来投入大

量的资源用于风电机组设计工具的开发，并取得了领先的

地位。例如 ：GH － Bladed、Risoe － Flex5、NREL －

Fast、AeroDyn － STADS 等，西门子公司就使用了 NI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的产品建立了自己的仿真平台，

很好地满足了实时性的要求 ；国内企业在风电设计仿真研

究方面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设计仿真能提供整机性能仿

真和载荷设计、拥有动态负载模拟、负载与电能获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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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交互以及控制设计的线性化模型等功能。相对来说，

这些仿真平台具有如下局限性 ：

（1）开发和设计成本较高，对于硬件的需求也比较高；

（2）设计较为复杂，测试过程繁琐，需要投入相当的

人力成本 ；

（3）现有的分析工具都将传动系简化为刚性模型，不

能准确模拟机舱总成各部件的柔性对整机的动态性能和负

载的影响 ；

（4）现有工具内部的某些控制参数都是基于 600kW
机组和 1MW 机组的经验，而对于多兆瓦机组都没有通过

完整的测试和验证。

本文提出了一种仿真平台的设计方法，它主要基于半

物理软件模拟仿真。通过对风电机组系统的理解，将风、

风电机组模型等用程序语言的形式实现，并与机组的控制

软件进行联合仿真，形成真实的载荷工况。然后以此作为

输入变量，同时将整机动态性能仿真以可变复杂度多学科

耦合建模为基础，针对总体设计不同阶段、不同部件和不

同目标集成工具、模型和数据，并应用多学科仿真求解工

具和优化设计工具获得总体性能、各部件的动态响应以及

多个设计方案的比对和目标优化等。

1 主要研究内容  

风电机组整机变复杂度的总体设计，气动、结构、控

制多学科理论建模及其耦合仿真分析、技术研究及风电机

组快速总体设计仿真系统建设。

开发流程与系统原理介绍。基本设计开发流程主要包

括几个部分 ：a. 基础建模 ；b. 模型移植到 PLC ；c. 控制算

法设计与实现 ；d. 建立 PLC 仿真 ；e. PLC 加变桨系统联

合仿真，PLC 加变流器联合仿真 ；f. 输入到动力学模型。

通过物理数据无缝传递方法与学科耦合仿真机理，开

发多学科耦合仿真数据交换接口，建立如图 1 陆地风电机

组多学科耦合动态仿真示例模型为例的风电机组总体设计

所涉及气动、结构、电力电子、控制等诸多学科耦合动态

性能仿真模型。

结果可快速构建总体设计仿真系统建设能力。具体有 :
（1）应用计算机集成技术和通用的仿真开发平台集成

总体设计所涉及到的开发流程、仿真工具以及风电行业数

据资料以及其规范和标准，定制开发适合我国国情的风电

图2	风电机组多学科耦合动态仿真示例模型

图1	风电机组的模型建模系统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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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快速设计仿真系统。

（2）综合国内外的风电机组整机及核心部件的测试数

据、国家电网对风电的技术要求以及未来机组性能趋势预

测，研究风电机组总体设计性能评估过程及方法，对整机

及核心部件进行性能评估。

（3）应用多学科优化设计技术参数化、变量化驱动风

电机组总体自动化设计仿真，快速进行多方案比对，并根

据目标进行优化迭代。

（4）研究风电机组各子系统的模型表述、模型重用性

及硬件在环（半实物仿真）的风电机组性能仿真结构，建

适用于风电机组的实时仿真框架，完成整机及核心部件动

态响应和性能评估。

2 仿真平台的详细设计

2.1 叶片气动-结构耦合模型

气动力的计算在 NREL － AeroDyn 中实现，通过在

动力学求解器和 AeroDyn 之间开发接口实现数据传递。从

动力学模型中读取风电机组的结构、实时运动状态等参数

传递给 AeroDyn，AeroDyn 根据风电机组的状态，结合风

模型数据计算出每个叶素的气动力，最后经过数据接口将

气动力施加到每个叶素上，从而实现给风电机组模型施加

气动力的目的。

2.1.1 叶轮气动特性

叶轮气动特性可以用以下的公式来表示 :
          
                                                                              

（1）

         
                                                                              

（2）

                       
                                                                              

（3）

其中 , ρair 为空气密度 ,Cq(λ,θ) 为扭矩系数 ( 它是叶尖速

比及变桨角度的非线性函数 ),Rb 为叶轮半径 ,Vw 为沿叶轮来

风方向的风速 , 为机舱 X 方向的移动速度，Ta 为叶轮的

气动扭矩，Fa 为塔架所受的推力。ω 为叶轮的转速，λ 为叶

尖速比。Cp 为吸收风能系数曲线。

2.1.2 传动系动态特性、机械特性

针对直驱和带齿轮箱机组分别进行设计。

直驱机组 : 发电机结构－电磁耦合模型。发电机结构

动力学复杂模型，考虑定转子结构柔性，通过有限元计算

获取关心频率范围内的模态。为便于施加电磁载荷，将定

转子轴向和周向减缩成一定等份的单元。电磁载荷包括与

气隙相关的径向载荷、齿槽频率相关的高频径向、切向电

磁载荷。   
2.2 主轴承动力学模型

主轴承模型的准确程度对传动系及整机动态性能有重

要影响。目前的建模方式主要有使用轴承整体的刚度曲线、

通过经验公式或 ISO 标准获取轴承滚子的静刚度曲线，以

及一些轴承厂商通过非线性刚度曲线或整体刚度矩阵模拟。

下图为本文通过切片法建立每个轴承滚子的非线性弹簧阻

尼单元，以模拟轴承整体的非线性特性。

2.3 双馈机组中齿轮箱模型

为准确建立半直驱风电机组传动系动力学模型，齿轮

传动模型采用齿接触啮合多体模型。模型的材料、尺寸、

图3	叶片气动结构耦合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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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根据设计输入。箱体可为刚体模型或柔性体模型，箱

体模态柔性通过 FEM 模态计算获得。

2.4 塔架动态特性

对于整机动态仿真设计来说，可以使用一个简化的轴

对称式的塔架模态。塔架顶部等效的位移（塔架前后移动

方向和塔架左右移动方向）可以使用等效的“质量－刚度－

阻尼”系统来表示。塔顶的旋转模态、扭转模态、偏航的

影响以及高阶的弯曲模块可以忽略掉。

塔架的动态特性可以用如下公式来表示 ：

                                        （4）
其中，F 为作用到塔架上的等效推力。mt 为塔顶的等

效质量，它由两部分组成 ：塔顶的质量（含有叶轮的机舱

的质量）和等效的塔架的质量（塔架的质量假定集中到了

塔架的顶部，一般可以表示为 1/4 的塔架质量）。 、 和

分别为塔架的加速度、移动速度和位移。kt 为塔架等效

的阻尼 ；ct 为塔架等效的刚度。它们与塔架的一阶固有频率

和阻尼的关系如下 ：

                                                             （5）
                                                         （6）
2.5 变桨系统的动态特性

该执行机构的动态特性可以用下式表示 ：

                           
                                                                              

（7）

其中，θact 为实际的变桨位置，θdem 为需求的变桨位置，

τ 为对应的时间常数（或者称作响应时间）。这种表示方法

比较简单，它体现了变桨系统的主要特性。但也需要认识到，

图4	发电机动力学模型

图5	主轴承动力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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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不同变桨执行机构是有一定差别的。这主要与 ：1）
比如：变桨内部使用的工作方式。在变桨加速度给定较大时，

实际执行时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这其中也包括变桨的加速

时间与减速时间 ；2）变桨内部的控制方式 ：如位置环、速

度环、电流环的内部参数设置等。所以，该动态模型也可

以根据实际的数据进一步地优化。

2.6 变流器的动态特性

该执行机构的动态特性可以用下式表示 ：

                           
                                                                              

（8）

其中，Tact 为实际的执行扭矩，Tdem 为控制器需求的扭矩，

τ 为对应的时间常数（或者称作响应时间）。这种表示方法

比较简单，它体现了变流器的主要特性。但也需要认识到，

实际的不同变流器是有较大差别的。

2.7 传感器的动态特性

该执行机构的动态特性可以用下式表示 ：

                            
                                                                              

（9）

其中，ωout 为输出转速，ωin 为读入转速信号（可能是

频率信号），τ 为对应的时间常数（或者称作响应时间）。这

种表示方法比较简单，它体现了该传感器的主要特性。实

际中，控制所要求的传感器精度较高，响应速率较快。因此，

时间常数相对较短。如果选择的传感器不合适，会导致测

量转速有偏差。

2.8 整机多学科耦合求解

多学科耦合求解可分为顺序耦合和同步强耦合。考虑

到随着各种创新概念的出现及风电机组领域各种学科不断

扩展的需求，直驱风电机组整机动态性能仿真采用如图 7
叶轮系统多学科耦合求解为例的顺序耦合的求解路线，为

平台的扩展提供更大的灵活性。  

3 实例介绍

在仿真过程中，经常用到的几种典型的风模型有以下

几种： a 阶跃风；b 斜坡风；c 湍流风；d IEC 阵风；e 定速风。

这几种典型的风模型都可以由 BLADED 导出为 EXCEL
形式，便于软件的读取和使用。实际中的风均是湍流风，

在风况恶劣的环境下会出现较强的阵风。

在仿真平台下所使用的风模型可以由 BLADED 软件

计算获得。或者根据分析现场采集的数据，如 ：将 1 个小

时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到其湍流风强度、平均风速、运行

时间，并根据这些参数使用 BLADED 生成同样的湍流强度、

平均风速、运行时间的风。将该风速进行初步仿真后，可

以将数据导出。使用这种方式获得的风模型是完全可靠的，

也是验证设计的较好、简单方式。

4 实现

有了以上风模型、风电机组模型以及控制程序，就可以

将风电机组模型进行离散化设计方法实现。以 2.5MW 直驱

图6	双馈机组的主传动系模型

图7	叶轮系统多学科耦合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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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机为例进行非线性仿真，并对设计进行行验证，见图 10。 
基于控制系统的仿真平台如下图，这里主要使用了两

台 PC 机、一台 PLC、一套 2.5MW 变桨柜、变桨驱动电机、

变桨负载电机、变桨负载电机的变频器控制柜。

很好地模拟了实际风电机组中的各种工况，验证了控

制软件、变桨系统响应及跟踪特性、变桨电机的温升变化

情况等，如图 11 所示。

5 结论

本文介绍了一种新型整机仿真平台的设计方法，是一

种可以方便验证风电机组概念阶段整机设计阶段的实用方

法，同时具备实时仿真的特点。为降低开发和维护成本提

供了一种思路。风电机组整机动态性能仿真建立了总体框

架参数化模型，以多学科耦合仿真为基础，定义不同复杂

度的动力学模型库，并开发了性能仿真平台，形成以下功能：

（1）它将风况模型、叶轮系统模型、发电机系统模型、

机舱系统模型、塔架和基础模型等设计为一个软件包的形

式，可以方便在程序中实现导入、导出功能。简单、实用，

对于硬件配置要求不高。

（2）根据机组的控制策略和结构总体布置特点，在程

序中对现有的控制软件进行联合仿真，建立整机拓扑结构

图8	典型的湍流风和IEC阵风

时间（s）
时间（s）

图9	在环仿真平台典型仿真结果——验证统一变桨控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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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仿真平台仿真曲线——测试变桨系统跟踪精度

图11	仿真平台仿真曲线——测试变桨电机温升情况

图及整机框架参数化模型。自动生成不同配置的整机仿真

模型。基于统一数据接口，不同复杂度、不同型号的模型

可替换。

（3）它基于风电机组控制系统和执行机构进行联合仿

真，这对于执行机构控制性能的验证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4）它为产品上机之前增加了可靠的验证环节，保证

质量最好的产品出厂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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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高海拔地区，一般指海拔超过 2000m 的地区。中国

高海拔地区主要分布在西部青藏高原、云贵高原西北部山

地、天山山地、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间的过渡山地，占新疆、

青海、西藏、云南、宁夏、甘肃、陕西、四川及贵州九省

区总面积的 50% 以上 [1]。但高原地区空气密度较小， 所以

风功率密度较小 ，在 4000m 高空的空气密度大致为地面 
的 67%，如青藏高原北部风功率密度在 150 W/m2~200W/
m2 之间 [2]。

1 高原气候特点

高原具有恶劣的自然环境条件，对机组的设计和运行

影响较大，气候主要特点包括 ：空气密度低、湿度大、气

压低、温差大、雷暴频繁、日照时间长、紫外线辐射较高等。

高海拔风电机组设计探讨
吴树梁，于良峰，何金海

（济南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济南	250022）

摘  要 ：高原运行环境与普通环境有很大差别，风电机组需针对高原气候环境特点进行特殊设计，实现机组安全可靠运行。本

文首先介绍高原环境的主要特点，然后阐述环境对机组设计的影响以及高原型风电机组的设计解决方案。

关键词 ：风电机组 ；抗低温 ；绝缘等级 ；散热能力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05-0100-04

A Discussion of Design on High Altitude Wind Turbine
Wu Shuliang, Yu Liangfeng, He Jinhai

( Jinan Railway Vehicles Equipment Co., Ltd., Jinan 250022, China)

Abstract: The operating environment of high altitude wind turbine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ordinary environment. The wind turbine 

needs to be specially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lateau climate environment to realize the safe operation 

of the equipment. �is paper introduced the main features of the plateau environment �rst of all, then it expounded the e�ect of 

environment on the unit design and solution for the design of high altitude wind turbine.
Keywords: wind turbine; low temperature resistance; insulation grade; heat dissipation capability

考虑到不同海拔高度具有不同的环境条件参数，高原型风

电机组分为 G2、G3、G4、GS 等级，如表 1 所示。 

2 高原型机组设计要点

2.1 叶片选型

叶片捕获的风能与叶轮直径、叶型结构、空气密度密

切相关。

风轮吸收的风能一般用下列公式（1）[3] 表示 ：

                           
                                                                              

（1）

式中 ：P—风轮吸收功率

           ρ—空气密度，标准密度 ：1.225kg/m3

           V—风速 ；

           A—风轮面积，1/4ΠD2（D 为风轮直径） 
风电机组吸收风能 P 与空气密度 ρ 成正比，发电量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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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损失，功率曲线需要进行调整。高原空气密度大都在 0.8 
kg/m3~1.0kg/m3 之间，比海平面密度低 30% 左右，机组

额定风速往往较大，机组发电量受影响，且机组在风速大

的情况下容易产生失速，不利于机组出力。因此，在高海

拔空气密度较低的风电场，可通过适当增加风轮直径，增

大风轮转速，从而提高机组发电量。

2 .2 机械部分

高原型风电机组最大风速、极大风速明显增大，会使

机组本身安全产生问题，需进行特定厂址机组载荷计算，

重新复核整机及部件频率、强度等性能。

2.2.1 载荷计算   
高原环境条件下的空气密度对功率曲线的影响应在载

荷计算中优化，载荷仿真计算时使用根据高原环境条件下

空气密度修订过的运行控制算法。该算法应与确定的环境

条件相对应。

2.2.2 非金属材料   
复合材料部件、橡胶、弹性部件等在高海拔环境条件

下机械性能可能发生改变，从而影响到这些部件的刚度、

弹性力以及阻尼等。如果这些影响涉及到机组传动链的性

能，如传动链阻尼、机械刹车性能等，应当在确定部件载

荷时考虑。

2.2.3 抗低温设计  
风电机组的零部件受低温的影响是不同的。风电机组

传动系统中的齿轮箱、主轴等部件承受冲击载荷，可能会

发生低温的脆性断裂。针对此种情况，应采取适当的热处

理方法、表面冷作硬化工艺和提高材料及零件表面的加工

质量等措施，提高部件的抗频繁冲击能力。同时，还要避

免机组在大风速以及低温下的频繁投切启动、紧急制动等

可能会产生较大冲击载荷的操作。发电机底架和塔筒等大

型焊接部件，在高寒环境温度下存在低温疲劳问题，需强

化设计，提高焊缝疲劳寿命。轮毂、主轴、主轴承、螺栓

连接和联轴器等部件也应适当提高设计裕度，从而适应低

温环境要求。

2.2.4 防腐要求   
海拔高、空气稀薄使高原地区太阳辐射增强，高原型

机组机械结构部件设计时应加强防腐措施。外露部件（如

叶片、塔架、机舱罩和导流罩）的抗腐蚀和紫外线老化性

能应通过试验验证，试验辐射强度应根据表 1 中给出的太

阳辐射强度确定。

2.3 电气部分

2.3.1  提高绝缘等级

随着海拔的升高，空气密度逐渐降低，外绝缘强度随

之减弱。在海拔 5000m 范围之内，每升高 1000m，外绝

缘强度降低 12%，空气密度降低 10%[4]。风电机组内变频

器柜、控制柜、变压器和发电机等电气部件均按相关标准

要求，采用特殊工艺设计以提高其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从而增强电气绝缘 ；同时，加强电气部件的密封，增加加

热设备或增大加热器功率，修改控制策略，以保证风电机

组运行和启动时的绝缘要求。

假设风电机组的额定电压为 690V，在不同高度的海拔

地区使用时，其电气间隙、工频耐压、冲击耐压值应能满

足表 2 的要求。

（1）绝缘介电强度

按绝缘配合等相关要求，结合产品的绝缘方式，并考

虑产品使用海拔的修正系数（见表 2、表 3），确定绝缘介

质最低承受的介电强度。

（2）电气间隙

以空气为绝缘的产品，其电气间隙修正系数值推荐选

用表 2 参数。

（3）电晕及局部放电

应符合常规相应产品标准规定，保证风电机组能够安

全可靠地运行。

（4）工频耐受电压和雷电耐受电压

在高原环境条件下，应符合常规相应产品标准的要求，

表1  不同等级高原型风电机组基本参数

风电机组等级 G2 G3 G4
GS

海拔高度（m） 2000~3000 3000~4000 4000~5000

空气密度（kg/m3） 0.961 0.863 0.773

由设计者规定各参数最高相对湿度 90% 90% 90%

太阳辐射强度（W/m2） 1060 1120 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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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产品在高原地区使用时有足够的工频耐压能力和雷电

冲击能力。在产品使用与试验海拔不同时，试验的海拔修

正系数应满足表 4 的要求。

2.3.2  机组防雷

高原地区雷暴频繁，对机组的防雷性能要求较高。可

采取以下有效措施 ：在机舱罩内布置整体铜网，形成等电

位防雷系统，有效地保护机舱内电气元器件 ；在叶片的尖

部和中间设有两处接闪点，使得叶片接闪的范围增大，有

效地避免对叶片的破坏 ；不同等级的防雷区之间的电源和

信号连接都经过防浪涌模块，并且防浪涌模块的状态在监

控室可以实时远程监控。

2.4 散热、冷却

在高原环境条件下，温升限值不应超过常规型相应产

品标准规定值。空气密度降低引起冷却效应降低，对于自

然对流、强迫通风为主散热方式下的元器件，由于散热能

力下降，导致温升增加，元器件种类不同，温升增加值也

有很大变化。在海拔 5000m 范围内，每升高 1000m，温

升增加 3%~10%。 随着海拔的升高，平均空气温度和最高

空气温度逐渐下降，海拔环境空气温度的降低可以部分或

全部补偿因空气密度降低引起的温升的增加，环境温度的

补偿为 5K/km。

另外，由于空气密度和气压的降低，散热所需要的冷

却流量发生了改变。空气密度下降，其比热容也降低，则

需要相应增加散热通风的流量。因此，在机舱结构设计上

需提升通风流量。

2.5 高湿地区防潮

（1）控制柜体的除湿 ：利用水冷系统、空气循环系统

和加热系统，根据空气的含湿特性，建立程序控制立体循

环除湿系统。

（2）局部增加除湿机进行除湿，除湿机将空气中的气

态水吸入内部冷却形成液态水，通过排水管直接排出柜体

外部，降低绝对温度。

（3）重点部位设置热风机，采取直接加热烘干措施。

2.6 防凝冻技术

高原地区昼夜温差大，易引起凝露。风电机组内控制

柜均经过防凝露设计（增设加热板和温湿度控制器）。同时

还注意到，由于意外停电可能导致的温湿度控制器因无电

力供应不能防止结露，以及塔筒其它部分结露形成的水滴

进入柜内等。具体办法如下 ： 提高控制柜的密封性能 ；柜

顶装设防雨板或其它防止滴水进柜的措施 ；湿度控制器根

据湿度情况自动工作 ；控制柜增设强力通风装置。

2.7 低气压环境

大气压力的降低将使空气间隙和产品绝缘材料的电

气耐压强度明显下降。根据相关标准，电气设备工作于海

拔 2000m 以上时，电气间隙应为标准电气间隙乘以海拔

4000m 以内的电气间隙的倍增系数。该系数不适用于爬电

表4  工频耐压和雷电冲击耐压修正系数Ka值

海拔修

正系数

Ka

使用地点的海拔

高度(m)
1000 2000 3000 4000

产品试验

地点海拔

(m)

0 1.11 1.25 1.43 1.67

1000 1 1.11 1.25 1.43

2000 0.91 1 1.11 1.25

3000 0.83 0.91 1 1.11

4000 0.77 0.83 0.91 1

表2  绝缘要求

绝

缘

要

求

参数
海拔高度（m）

0 1000 2000 3000 4000

额定电压（V） 690 784 885

电气间隙（mm） 8 9.04 10.32

爬电距离（mm） 10 11.3 12.9

工频耐压（V） 3000 3409 3846

冲击耐压（V） 8000 9091 10256

表3  电气间隙修正系数表

使用地点的海拔高

度（m）
0 1000 2000 3000 4000

相应大气气压

（Kpa）
101.3 90.0 79.5 70.1 61.7

电气

间隙

修正

系数

以零海拔为

基准
1.00 1.13 1.27 1.45 1.64

以 1000m海

拔为基准
0.89 1.00 1.13 1.28 1.46

以 2000m海

拔为基准
0.78 0.88 1.00 1.13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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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但爬电距离始终应至少等于电气间隙的规定值。 
2.8 其他注意事项

（1） 防风沙设计。如发电机采用独立的散热通风通

道，可有效减少机舱与外界的空气交流，防止外界风沙

进入机舱。

（2）提高风电机组内变频器和发电机的容量温度，保

证在高海拔、低空气密度下风电机组的满功率运行。  
（3）采用全金属的超声波风速、风向仪，配备均匀的

加热装置，可有效解决低温问题，提升机组可靠性，延长

风电机组有效利用小时数，增加发电量。

3 总结

综合国内风能资源情况，结合现有风电技术的发展，

估算西部高海拔地区可开发利用的风能资源装机规模可达

47.30 GW，目前已规划的装机容量为 9.35 GW，可见风能

储量相当丰富。本文阐述了高原地区风场的气候特点、高原

型风电机组设计的注意事项及相关解决方案，充分了解和掌

握高原机型的设计要点可增强机组捕风能力，提高机组运行

可靠性，对发展高海拔地区清洁能源产业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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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电气间隙培增系数[5]

序号
工作海拔高度

（m）
气压 （Kpa）

电气间隙倍增

系数

1 2000 80 1．0

2 3000 70 1.14

3 4000 62 1.29

摄影：熊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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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法兰连接是目前所有筒形件连接最常见的连接形式，

具有整体刚度好、可靠性高、安装方便等优点 [1]。

法兰按照有无加强筋可分为刚性法兰和柔性法兰。 柔
性法兰在受力过程中会产生变形，但是由于连接的阻挠刚

度，在接近翼缘边外会产生额外的力，这种现象叫做撬开

作用 ( 见图 1)[2]。撬开作用增加紧固件的力并且对紧固件的

强度和性能不利。撬开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连接件的刚度。

预应力风电机组基础与风电机组
塔架连接分析

孙羽，李昂

（新疆水利水电勘察设计研究院，乌鲁木齐	830000）

摘  要 ：风电机组塔架与预应力基础混凝土之间的连接包括 T 型法兰和 L 型法兰。国内外相关资料中只有 T 型法兰的相关

计算公式，而有关 L 型法兰是否适用于风电机组塔架与预应力基础混凝土之间的连接并没有相关文献及规范说明。

针对这个问题，参照 T 型法兰连接，推导出 L 型法兰连接的理论公式，并对其承载性能进行有限元校核分析，得

到如下结论 ：风电机组塔架与基础混凝土（或高强灌浆）间不能直接采用 L 法兰连接，最有效的解决办法为将 L

法兰改为 T 法兰。

关键词 ：风电机组 ；法兰连接 ；L 型法兰 ；混凝土 ；有限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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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restressed Wind Turbine 
Foundation and Tower

Sun Yu, Li Ang
(Xinjiang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Survey and Design Institute, Urumqi 830000, China)

Abstract: �e connection between wind turbine tower and prestressed foundation consists of T-�ange and L-�ange. However, there are a 

few calculation formulas about T-�ange in related references at home and broad while there are few related references and standards 

about whether L-�ange is suitable to the connection or not. To address this issue, the theoretical formulas of L- �ange connection 

are derived through referring to T-�ange connection and its bearing capacity is checked through FEM analysis. It is shown that 

L-�ange can't be used a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wind turbine tower and foundation concrete (or high strength grout) directly and 

the most e�ective solution is to use T-�ange instead of L-�ange.
Keywords: wind tower; �ange connection; L-�ange; concrete; FEM analysis

Douty 和 Mc Guire[3] 采用数学模型分析了撬开作用机

理，并提出了根据弹性分析的半经验公式。但是这个公式

过高估计了撬开力而得到保守的设计结果，并且该经验公

式只适用于他们研究的特殊的螺栓和板材的组合，不同螺

栓－板材的组合需要不同的公式。Struik J. H. A. 和 Back 
J. de[4] 在 Douty 和 Mc Guire 的半经验公式基础上做了改

进，获得一个撬开力近似计算公式，但是这个公式得到的

结果也是相对保守的。之后，Fisher J W和Struik J. H. A.[2]

又做了修正，得到了静荷载条件下的法兰连接设计撬力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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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公式。然而迄今为止，所有关于撬开力的研究都是假定

法兰连接在刚性底面上。

法兰按结构形式可分为 L 型法兰和 T 型法兰。其主要

应用在压力管道的连接、风电机组塔筒的连接等一些多筒

段结构的连接中。L 型法兰在风电机组中主要用于塔筒段

之间的连接，而在塔筒与地基浆料或者混凝土的连接中却

并没有采用 L 型法兰，而是采用 T 型法兰。

风电机组塔筒与高灌浆料之间连接的相关分析却少之

又少，而且对于 L 型法兰是否适合于直接应用在与地基高

灌浆料的连接中，没有相关文献或规范给出说明。若是将

L 型法兰用在与混凝土连接中，由于混凝土的支撑面并不

是刚性的，在这种情况下撬开力的大小和位置是由法兰连

接的翼缘和底面的相对刚度决定的。在这种连接中所得到

的荷载情况是高度负载的，而且还没有充分研究过。因此，

前人给出的设计公式已不再适用。

本文将针对风电机组塔筒与地基的连接系统中采用标

准的 L 型柔性法兰进行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给出 L 型法

兰是否适用于风电机组塔基与地基高混凝土之间的连接的

理论依据以及判定结果。

1 L型法兰与地基混凝土连接理论分析

1.1 荷载分析

由于基础是一个系统，应该考虑基础的不同部分。因此，

在分析其受力时的荷载需考虑周全。相关基础荷载由下列

各项组成 ：a. 从锚件转移到塔架法兰的反作用 ；b. 基础与

回填土的静荷载。

当考虑嵌入件的细部时（例如混凝土与嵌入法兰件的

接触压力，防止向下和向上冲压的钢筋），采用塔架反作用。

塔架反作用应添加在塔底座法兰层面上。

1.1.1 基础静荷载

法兰嵌入基础层面处，来自塔架的反作用由以下部分

组成 ：沿着塔架静荷载圆周线的线荷载和嵌入法兰层面处

的弯矩。

塔架静荷载 ： 
                                                               （1）
嵌入法兰层面处弯矩 ：

                                           （2）
式中 ：Fz——塔架竖向力 ；

γG——Fz 分项系数，取决于是有利荷载（迎风面）还

是不利荷载（背风面）；

Mres，Fres——塔架弯矩 ；

eF——Fres 的偏心率，等于从塔底座法兰到基础底面的

距离。

1.1.2  隔离体荷载

锚件沿塔架壳体直径圆周均匀分布，锚件上荷载的计

算通过提取出一个锚件的小段以及带有塔架壳体与法兰塔

架段的隔离体来进行分析。

已知每段塔架壳体内的极限荷载（每小段）：

                            
                                                                              

（3）

                           
                                                                              

（4）

式中 ：Na，D——分别为隔离体数目和分布直径。

由于弯矩作用，塔架法兰在迎风侧受拉而在背风面受

压，所以每个小段上的总荷载为（此处为向上为正）：

图1	撬力作用示意图

图2	基础静荷载

(a)	T型法兰撬力作用示意图[2]

(b)	L型法兰撬力作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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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风侧 ：

                                                          （5）
背风侧 ：

                                                          （6）
锚件为后张。在已知锚件与混凝土的弹簧刚度时，可计算

由锚件承受的部分外荷载。在 Stahlbau 第 23.2.10.4 章中

给出了一种普遍的计算方法 [5]，但是对于 T 型法兰和 L 型

法兰要分别进行对待。因为 T 型法兰由于自平衡性不必考

虑法兰弯矩的作用，而 L 型法兰受弯矩的影响要考虑更多

的因素。

1.2 L型法兰隔离体荷载分析

L 型法兰与 T 型法兰的不同之处在于 ：L 型法兰采取

的是锚栓一侧固定，这样在受到外荷载时就会引起弯矩的

作用，弯矩又会压迫下方灌浆和混凝土向一边倾斜。所以

对于 L 型法兰不仅要计算不考虑弯矩时混凝土的弹簧刚度，

还要考虑混凝土截面的抗弯抵抗矩。

1.2.1  不考虑弯矩对 L 型法兰连接的影响

此时，即将隔离体的外荷载移至锚杆的中心，使作用

力都在一条直线上，此时受力简化图如图 3 所示。

在不考虑弯矩的情况下，L 型法兰与混凝土连接结构

中锚件的受力情况与 T 型法兰是相似的，由于锚件是后张

锚，所以在施加外荷载Ptd后，锚件的预张拉力会有一定损失，

假设损失系数为 p，则可得到如下等式 ：

                                δ 锚件＝ δ 混凝土                              （7）

即 ，整理后可以得出 ：

                         
                                                                              

（8）

横截面为 Aa 且长度为 La 的钢锚杆将具有弹性弹簧

刚度 ：

                    
                                                                              

（9）

L 型法兰压制混凝土的体积也被假定为梯形并以中间

锚杆为轴对称，这样，L 型法兰下混凝土的弹簧刚度就与 T
型法兰下混凝土的弹簧刚度计算方法一样，通过推导可以

得出 ：

                 
                                                                            

（10）

p 的典型值为 8%~10%，由于压制混凝土部分的减载，

该典型值表明了大约 10% 的外荷载影响着锚件的预张拉力。

在不开裂的情况下，即法兰与灌浆刚好完全接触，此

时锚件内的受力为 ：

                                                         （11）
1.2.2  弯矩对 L 型法兰连接的影响

在弯矩的作用下，迫使法兰产生转动，一边脱开与灌

浆的接触，另一边紧紧压入混凝土中。由于钢筋跟混凝土

的弹性模量相差较大，因此可以将法兰近似看作刚体，这

样就可以将问题大大简化。

在刚好不脱开的情况下，弯矩作用使法兰产生绕锚点

的转动弧度刚好等于在不考虑弯矩时混凝土的被压缩量，

如图 4 所示。由此可求出弯矩对 L 型法兰连接结构受力的

影响。

                          
                                                                            

（12）

式中 ：R——为法兰对混凝土的压力 ；

M——为与 Pa 不在一条直线上的 Ptd 引起的绕锚点的

弯矩， ；

W——为法兰下受压混凝土的有效截面地抗矩。

由图 3 可知，法兰下面受压混凝土截面为两个等腰梯

形，为了计算它的截面抵抗矩，通过将其等效为一矩形柱体，

如图 5 所示。  
则此等效受压混凝土的有效截面抵抗矩为 ：

                 
                                                                            

（13）

将式（13）代入式（12）中，便可以推导出在弯矩作

用下混凝土对法兰的作用力 ：

        
                                                                            

（14）

式中 ： ——为弯矩影响系数，等于

                
                                                                            图3	L型法兰不考虑弯矩简化受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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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L 型法兰连接中锚件的预张拉力

综合考虑 1.2.1 和 1.2.2 节的内容，可以获得此时锚件

受到的拉力为 ：

                  （15）
沿锚杆轴向力平衡， ，可得锚件内所加载

的初始预张拉力 Pp 为 ：

                                            （16）
1.2.4 法兰下方的应力

（1）受拉侧法兰下方应力

计算塔架 L 型法兰下的灌浆应力和其正下方的混凝土

内的应力时，需要单独考虑弯矩作用产生的应力，其简易

方法将使用以下公式 ：

                
                                                                            

（17）

灌浆 ：

                
                                                                            

（18）

混凝土 ：

         
                                                                            

（19）

（2）受压侧法兰下方应力

L 型法兰受压侧下方的灌浆及其混凝土的应力计算时

与受拉侧不同，由于外荷载的方向与锚杆力的方向相同，

因此要考虑外荷载对锚杆应力的损失的影响。

                                                （20）
式中

——为外荷载引起的法兰下方灌浆及混凝土的应

力， ；

——为锚件预紧荷载引起的法兰下方灌浆的应力，

；

          
——为弯矩引起的法兰下方灌浆及混凝土的应力，

  。

2 L型法兰有限元分析验证

2.1 坐标系及极限荷载

为了进一步验证理论分析结果，现采用金风科技

70/1500 风电机组进行有限元模拟。基础荷载的计算数据采

用极限荷载工况下塔基法兰处的荷载数据（不含放大倍数），

见表 1。
坐标系采用 GL 规范坐标系，如图 6 所示。

图4	弯矩作用下法兰隔离体受力简化图

图5	等效受压混凝土体

表1  极限荷载工况下塔基法兰处荷载

Mx

（kN·m）

My

（kN·m）

Mz

（kN·m）

Mxy

（kN·m）

Fx

（kN）

Fy

（kN）

Fz

（kN）

Fxy

（kN）

46626 -10026 1616 47692 -89.6 -889.5 -1708.6 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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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法兰及基础尺寸数据

基础为半径为 2.5m，高度为 2.85m 的混凝土圆柱体。

上下法兰之间锚杆的长度为 2.597m。其各部分之间的尺寸

数据详见图 7。 
2.3 理论计算结果

根据以上输入数据，可以求得理论分析结果，现汇总

于表 2 中。

从表 2 中可以清楚看出，L 型法兰与混凝土连接结构

需要很大的锚杆初始张拉力，此时锚杆在极限荷载作用下

并未达到屈服。在极限荷载工况下，由于弯矩的作用迫使

L 型法兰下方受压侧灌浆受到的应力也相当大，在受压侧

最大应力达到 95.54MPa，超过了灌浆的屈服强度，故灌

浆料将会被破坏，风电机组会倾斜，产生安全隐患。

2.4 有限元分析结果

通过 ABAQUS 有限元软件对极限荷载工况下 L 型法

兰与地基连接系统进行模拟仿真，有限元分析结果见图 8

图6	荷载坐标系

图7	L型法兰与基础连接结构尺寸数据图

表2  L型法兰连接理论计算结果]

受拉侧：Ptd(kN) 534.4

受压侧：Ptd(kN) -560.4

Cs(N/m) 96.6×106

Cc(N/m) 1098×106

p 8%

0.36

Pp(kN) 668.64

灌浆：Aeff(m
2) 0.016

灌浆
受拉侧：σmax(MPa) 46.4

受压侧：σmax(MPa) 95.54

锚杆 受拉侧 σ(MPa) 514.9

图8	灌浆环应力云图

图9	锚杆笼应力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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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各预张拉力下有限元结果]

增加预张拉

力kN

最终预张拉

力kN

理论接触面

积m2

接触面积

m2
脱开率%

锚杆应力

MPa

灌浆应力

MPa
压碎面积m2

0 668.64 1.952 1.76 9.84 519.8
92.1

（局部压碎）

压碎面积持续

增大

0.1Ptd 722.08 1.9678 1.777 9.70 560.7
95.43

（局部压碎）

0.2Ptd 775.52 1.9678 1.7925 8.91
601.5

（产生屈服）

98.77

（局部压碎）

0.25Ptd 802.24 1.9678 1.79985 8.53
622

（产生屈服）

100.4

（局部压碎）

0.3Ptd 828.96 1.9678 1.8125 7.89
642.5

（产生屈服）

102.1

（局部压碎）

0.35Ptd 855.68 1.9678 1.824 7.32
662.9

（产生屈服）

103.8

（局部压碎）

0.4Ptd 882.4 1.9678 1.8361 6.69
683.4

（产生屈服）

105.4

（局部压碎）

0.5Ptd 935.84 1.9678 1.8578 5.59
724.4

（产生屈服）

108.8

（局部压碎）

0.6Ptd 989.28 1.968 1.875 4.73
765.3

（产生屈服）

112.2

（局部压碎）

0.7Ptd 1042.72 1.968 1.89 3.96
806.3

（产生屈服）

149.9

（局部压碎）

0.8Ptd 1096.16 1.968 1.90 3.46
847.3

（产生屈服）

153.9

（局部压碎）

0.9Ptd 1149.6 1.968 1.913 2.79
888.1

（产生屈服）

157.2

（局部压碎）

Ptd 1203.04 1.968 1.9182 2.53
929.2

（已被拉断）

161.9

（局部压碎）

(a)	接触面积随时间变化曲线 (b)	路径上各点应力曲线

图10	接触面积随时间变化曲线以及路径上各点应力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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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图 9。并提取出法兰与灌浆接触面在荷载作用下的接触

面积以及沿灌浆接触面上最大最小应力路径上的应力曲线，

如图 10 所示。

从图 8、图 9 以及图 10（b）中可以看出，有限元模

拟结果与理论分析结果十分接近，证明了理论公式的正确

性。但是从图 10（a）中同时可以看出，法兰与灌浆料圆

环之间的接触并非完全紧紧闭合在一起。法兰若是与灌浆

完全接触的面积应为 L 型法兰的底面积 ：

        

但是在极限荷载工况下，由有限元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在施加螺栓预张拉力后，L 型法兰与高灌浆料的接触面积减

小为 1.952m2，说明在施加预张拉力后，法兰发生翘曲使

接触面积开始就减小，在极限荷载作用下，法兰与灌浆的

接触面积减小至 1.76m2，接触面积又减小了 9.84%。究其

原因，法兰的刚度虽然比灌浆的刚度要大很多，但仍不是

刚性法兰，在极限荷载作用下自身仍会产生翘曲变形，即

撬力作用，但这种情况下的撬力计算相当复杂。

由于 L 型法兰与灌浆之间并没有完全接触，而且目前

世界上对于法兰连接之间的脱开面积占总面积的百分之几

时连接仍然有效没有给出过说明，所以在现有预张拉力基

础上继续增大，直到法兰与灌浆料之间的完全接触，各预

张拉力下结果汇于表 3。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随着锚杆中施加预张拉力的增大，

脱开面积逐渐减小（不考虑灌浆被压碎面积，实际灌浆料

已经开始被压碎），但是随着预张拉力的增大，锚杆内的应

力也随之增加，锚杆开始产生屈服，当预张拉力增加到一

定值的时候锚杆已经被拉断，此时法兰与灌浆之间的脱开

率已经降到了 2.53%，仍然没有完全接触，而且随着初始

预张拉力的增大，灌浆中被压碎的面积的逐渐增大。因此，

基础在采用 L 型法兰情况下无论怎样都不能满足要求。

3 结论

从计算分析结果来看，现有研究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

（1）现有 L 法兰虽然与灌浆及混凝土相比，具有相对

较大的弹性模量及抵抗变形的能力，但仍不能将其视为刚

性体来处理。在实际情况下，法兰在大预张拉力及外荷载

作用下仍会产生变形。

（2）随着锚杆上施加的初始预张拉力的增大，法兰与

灌浆之间的接触面的脱开率也逐渐减小（假设灌浆不被压

碎）。当施加初始预张拉力达到 775kN，在极限荷载工况下，

锚杆开始屈服，当初始预张拉力达到 1200kN，此时锚杆已

经被拉断，而此时仍有 2.53% 的脱开率。

（3）随着锚杆上施加初始预张拉力的增大，同样灌浆

上受到的应力也随之加大，被压碎灌浆的面积也同样增大，

因此随着预张拉力增大也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因此，在风电机组的塔基与基础之间的连接中，不适

合直接采用 L 型法兰同混凝土或者高强灌浆料直接连接。

同时根据笔者同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相关专业人员的沟通，

直接采用更高强的灌浆料也不可行。因为高强必然带来脆

性变大，脆性过大已经不能满足在基础灌浆中使用要求。

对于法兰直接与混凝土或者浆料相连的解决方案，目

前国外方案为直接更换 T 法兰或者加装一个 T 法兰转接头。

这样就能够避免各种设计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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