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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From The Editor

文／秦海岩

用市场手段解决质量
管理难题

目前，风电已经成为我国继煤电和水电之后的第三大主力电源，并且每年仍在以 1500 万千瓦左右

的装机规模迅速增长，到 2015 年，风电在电力系统中的比重将达到 5%，国家对风电的战略定位已从补

充能源上升为替代能源。从投资规模来看，未来国内、国际市场都孕育着极为广阔的空间，根据国家

“十二五”风电发展规划以及待建项目存量，按当前千瓦造价水平估算，至 2015 年的未来几年中，我国

风电每年新增投资规模在 200 亿美元左右，2015 年全球风电新增投资规模将超过 900 亿美元，而这只是

初装市场，“后市场”的规模将更大。从产业发展程度上看，风电是有史以来我国少有的在某个领域与

国际领先水平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产业，又正值世界各国为应对环境气候问题而加速能源转型关头，此

为我国风电产业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也是我国进入世界高端制造业的最佳契机。

然而，“打铁还要自身硬”，要在历史激流中乘风破浪，首先要有强健的肌体。健康有序、具有自我

修复和提升机能的产业环境是我国风电产业保持领先优势的基础。但现实中，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以“优

胜劣汰”为规则的市场秩序，尤其是信息不够公开透明，导致市场并不是将“效率”作为甄别良莠的标

准，行业虽认同以“质量”为核心的发展理念，但跟进动力不足，甚至于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因此，如何建立公开、透明的市场竞争环境，解决行业质量管理难题，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国家能源局今年启动建设的全国风电产业监测和评价体系，就是针对上述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这

一体系的建立，不仅能够为行业和企业提供“大数据”服务，更重要的是通过对风电产业关键数据进行

实时监测并定期向社会公布，可以提高行业信息透明度，为企业发展创造一个公平、公正、透明和竞争

的市场环境，以市场推动产品质量的提高，推动产能的优胜劣汰，从而解决产品的可靠性问题，杜绝一

直困扰行业进步的恶性竞争现象。丹麦、德国、瑞典等国通过建立国家层面的风电产业监测和评价体系，

促进了行业的健康发展，事实证明这套方案是行之有效的。

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所有企业的积极参与和支持。这不是哪一个机构或哪一家企业的工作，

而是我们自己的份内之事，我们就是要用管理自己企业内部事物的主动性和心态来参与其中，开放心态，

树立“共享”意识。只有行业的共同繁荣发展，才有个体企业的兴旺发达。在全球化竞争中，行业整体

实力对企业的支撑尤为重要，“一枝独秀不是春”，因为，我们的目标是缔造“战之能胜的国家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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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 Special Report

力争用两到三年时间
基本解决弃风限电问题

从 2008 年起，北京国际风能大会

暨展览会已经连续举办了六届，目前已

经成为在世界范围内有重大影响力的风

电行业展会。此次会议有来自二十多个

国家的 400 多家风电设备厂商和 3000

多名各相关机构的代表参会，表明积极

发展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已经越来越成为

全人类的共识，发展前景更加广阔。

经过多年实践，风电技术水平不

断提高，单机容量不断扩大，发电成

本大幅下降，已成为全球减排温室气

体、应对气候变化、实现能源转型的重

要战略措施。在过去一年里，全球风

电产业仍保持了快速发展的势头。到

2012 年底，全球风电装机达到 2.82 亿

千瓦，全年新增 4460 万千瓦。风电在

全世界电力供应中的占比达到了 2.6%，

比 2011 年提高了 0.5 个百分点。开发

风电的国家和地区也已经增加到了 110

多个，其中实现规模化商业运营的国家

增加到 90个。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风

电已经在电力供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2 年，欧洲风电满足了 7%的电量需

求 ,美国风电电量的占比也大幅增加到

3.4%。经过研究论证，去年年底，欧

盟和美国提出了到 2050 年，可再生能

源电力占总电力消费 80%的宏伟目标，

其中风电将成为主要的推动力量。

中国是目前全球风电装机最多的

国家。到 6月底，风电累计并网装机容

量达到 6750 万千瓦，预计到今年年底，

全国风电装机将超过 7500 万千瓦，风

电发电量将达到 1400 亿千瓦时。但是

随着风电的快速发展，现有的电力系统

运行和管理体制不适应大规模风电并网

的需求、各类电源规划缺乏统筹衔接、

风电并网运行技术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

也日益凸显，造成了严重的弃风限电问

题，制约了风电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这次大会的主题是“质量与健康”，

实际上，我们从 2010 年开始，就已经

开始重视风电设备质量的问题，连续三

年组织开展了风电设备运行质量调研。

从调研的结果看，近年来，我国风电设

备的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与

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

同时，随着装机总量的迅速增加，因为

风电机组质量问题引发的各类事故也在

增加，需要加强相关的监测和评价工作。

风电设备是风电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

确保风电设备质量也是风电产业健康发

展的重要保障。各设备厂家也要高度重

视质量管控工作，增强技术研发投入，

确保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

去年年底，党的“十八大”提出

了“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支持新

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战略要求，

为风电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为此，根

据国务院的部署，我们起草了《促进风

电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目前正

在等待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同时，我

们也在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政策措施，确

保风电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主要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积极推进电力体制改革，优

化电力系统运行管理，确保风电的优先

上网和全额收购，加强对河北、吉林、

内蒙古等风电限电严重的地区的研究，

制定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同时，择机

出台实施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力争

用 2年 -3年时间基本解决弃风限电问

题。二是完善风电开发建设管理体系。

在深入贯彻国务院简政放权有关工作部

署的基础上，加强风电产业规划引导，

通过优化风电开发布局，确保我国风电

产业实现平稳有序增长。三是加强风电

产业监测和评价体系建设，通过对风电

开发建设、并网运行以及设备质量等情

况进行实时监测，定期发布有关信息，

引导行业健康发展。

全球风电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放眼未来，仍然任重而道远。需要国

内外产业界的全体同仁们群策群力，加

强国际合作，积极推动产业技术进步，

认真研究和不断完善促进产业发展的体

制机制和政策措施，抓住当前世界能源

变革的重大机遇，推动风电产业持续规

模化发展，不断提高风电在能源消费结

构中的比重，使风电在全球能源供应中

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本文为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

司长王骏在 2013 北京国际风能大会暨展览

会上的讲话，标题系编者所加。）

文／王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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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0 月 21 日至 22 日，2013 全球绿色增长论坛（3GF）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刘琦出席论

坛并致辞。

本次论坛重点围绕绿色增长价值链、电力系统转型、加强公私部门合作、化石燃料补贴改革、绿色融资创新以及绿色

增长的思维转变等专题进行了交流讨论，以进一步凝聚全球绿色增长共识，引导并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刘琦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全球绿色增长论坛三年来取得的成果，高度评价全球绿色增长论坛在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

的作用，介绍了中国在推进绿色增长、能源转型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的情况，并对进一步加强全球合作、推动可再生能

源发展、实现绿色增长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更加突出能源绿色增长，推动全球能源由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变。二是更

加重视绿色增长标准体系建设，推动绿色增长从理念变成行动。三是加强全球绿色增长论坛的宣传，不断提升论坛及其成

果的影响力。

全球绿色增长论坛是由丹麦政府倡导，联合韩国、墨西哥、肯尼亚、卡塔尔和中国共同举行的全球重要论坛。论坛的

宗旨是为各国政府、公共部门和企业推进全球绿色经济增长提供一个高端对话平台，每年 10月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

2013 年 10 月 18 日，由能源基金会、国际能源署、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主办，中国

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委会（中国风能协会）等承办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并网国际研讨

会”在北京举行。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主任王仲颖、芬兰 VTT 研究所与国际能源署风能实

施协议 Task 25 首席专家 Hannele Holttinen、美国波动性电源并网组织 (UVIG) 执行理事

Charlie Smith、中国风能协会秘书长秦海岩等出席会议，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副司长梁志

鹏致开幕词。来自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英国杜伦大学、中国电科院、国家电网能源

研究院、国家电网公司调度中心等 30余家机构的近百位专家和研究人员参加了会议。

本次研讨会主题为“释放中国电力系统灵活性：国际经验分析与借鉴”，是国内第一次

针对可再生能源电力并网的专题交流活动。会议通过国际知名行业专家和专业组织骨干的

2013全球绿色增长论坛在哥本哈根召开

“可再生能源电力并网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技术研讨，介绍国际上促进

可再生能源电力并网消纳的

经济、技术和政策手段，探

讨约束中国电网灵活性的关

键问题及应对策略。

可再生能源电力并网研

究协作组（CVIG）是在国家

能源局的指导和能源基金会

支持下，为加强我国可再生

能源电力并网研究和交流，

由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牵头

组织、中国风能协会等单位

共同组建而成。该协作组的

定位是由可再生能源电力设

备制造、项目开发、电力传输、

行业服务的企、事业单位及

有关机构自愿组成的、非营

利性的技术交流组织，致力

于推动技术和经济等层面的

研究和交流，促进我国可再

生能源电力并网消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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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0 月 15 日，据国家发改委网上消息，近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

《关于调整发电企业上网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简称《通知》），决定在保持销

售电价水平不变的情况下适当调整发电企业上网电价，该电价调整从今年 9月

25 日起执行。

《通知》规定：一、按具体降价标准降低有关省（区、市）燃煤发电企业

脱硫标杆上网电价。各地未执行标杆电价的统调燃煤发电企业上网电价同步下

调。二、按具体降价标准适当降低跨省、跨区域送电价格标准。三、在上述电

价基础上，对脱硝达标并经环保部门验收合格的燃煤发电企业，上网电价每千

瓦时提高 1分钱；对采用新技术进行除尘、烟尘排放浓度低于 30mg/m3（重点

地区低于 20mg/m3），并经环保部门验收合格的燃煤发电企业，上网电价每千

瓦时提高 0.2 分钱。四、适当疏导部分地区燃气发电价格矛盾。提高上海、江

苏、浙江、广东、海南、河南、湖北、宁夏等省（区、市）天然气发电上网电

价，用于解决因存量天然气价格调整而增加的发电成本。具体调价标准由省级

价格主管部门从紧制定，并报国家发改委备案。五、将向除居民生活和农业生

产以外的其他用电征收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标准由每千瓦时 0.8 分钱提高至

1.5 分钱（西藏、新疆除外）。

2013年9月27日，由河北省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简

称河北设计院）编制的《河北省分布式接入风电“十二五”

发展规划》报告审查会在北京召开。经过讨论，会议一

致同意通过该规划，同时对河北省分布式风电具体项目

的筛选、开发建设实施进度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分布式风电不同于集中式风电，通常容量较小，接

入 110 千伏以下配电网，实现就地消纳，不需要远距离

送电。《河北省分布式接入风电“十二五”发展规划》报

告是国内第四个编制完成并通过评审的省级分布式风电

规划报告（前三个分别是云南、贵州和陕西）。受河北省

发改委委托，河北设计院课题组认真研究国家的分布式

风电政策和开发指导意见，进行广泛收资调研，在河北

省发改委的指导下，历经近 2 年时间，数次修订完成。

本规划报告覆盖河北省陆上全境，报告将为河北省未来

分布式风电开发建设提供依据。

2013 年 9 月 23 日，河北省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同意

华电曹妃甸海上风电场项目开展前期工作的函》的通知，

为华电国际曹妃甸 20 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工程出具“路

条”，同意该项目开展前期工作。这标志着华电在河北省唐

山海域海上风电项目发展取得重大进展。

曹妃甸海上风电项目是华电国际公司实施“百千亿”

行动、助推二次创业战略实施的项目。该项目位于河北唐

山曹妃甸区，规划容量为 20 万千瓦，拟安装 67 台 3 兆瓦

以上的风电机组。该项目建设不仅符合国家能源局批准的

《河北省海上风电场工程规划报告》，而且将带动曹妃甸风

电相关装备制造业和低碳经济发展。

2011 年，经与国家能源局和国家海洋局沟通协调，华

电国际曹妃甸项目开发工作组将协议内容由 25 万千瓦海、

陆风电资源整合为 20 万千瓦海上风电资源，有效促进了项

目向前推进。

国家发改委调整发电企业上网电价

《河北省分布式接入风电“十二五”发展
规划》通过评审

华电国际曹妃甸2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工程
获路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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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0 月 20 日，大唐贵州台江红阳风电

场项目全部机组并网发电，标志着大唐贵州首座新

能源点正式运营，翻开了贵州公司清洁能源发展的

新篇章。

台江红阳风电场项目位于台江县城南部雷公

山自然保护区红阳草场区域，距台江县城 27 公里，

共安装 26 台风电机组，总装机容量为 4.96 万千瓦，

同步建设一座 110 千伏升压变电站。该风电场于

2013 年 4 月开始建设，每台机组的单支叶片长 50

米，塔筒高度为 80 米，这些机组额定功率为 2 兆

瓦，当风速达到 3.5 米 / 秒时，机组转动开始发电。

该风电场投运后，年发电量将超过 1 亿千瓦时，可

满足台江县城 5 万户居民年用电需求，将成为贵州

省东部稳定的清洁电源点，对调整台江县能源结构、

保护生态环境、推进节能减排、实现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13 年 10 月 9 日，通用电气（GE）公司在芝加哥举行的发布会上推出 14 种工业

互联网应用产品，并宣布 2014 年公司开发的 Predix 新软件平台将开放给第三方用户和

软件商。GE 公司还宣布与 AT&T，思科和英特尔公司扩大合作关系，提升连接机器设备

的数据传输效率，保证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获得并管理数据。

工业互联网是 GE 公司 2012 年底提出的理念，其核心是互联网与机器设备的结合，

利用对机器运转产生的大数据分析，提升机器的运转效率，减少停机时间和计划外故障。

GE 公司作为传统的制造业企业，坚信软件和分析将为全球制造业和服务业带来全新的增

大唐贵州台江风电场项目并网发电

GE公司推出14种工业互联网应用产品

龙源海上风电项目获2013年亚洲最佳风电项目奖

2013 年 10 月 3 日，在泰国曼谷，龙源如东海上风电场被授

予“2013 年亚洲电力奖年度最佳风电项目奖”。该奖项由业内权

威杂志《亚洲电力》创办，其目标是通过综合考量项目表现及其

对行业的贡献，评选出在亚洲范围内代表电力行业发展最高水平

的企业。

 “作为亚洲最大的海上风力发电项目，龙源如东海上风电场

具备显著的社会与环境效益，同时也为亚洲电力行业做出了杰出

表率”。《亚洲电力》如此评价。 

自 2009 年以来，短短四年时间，龙源海上风电场建成为亚

洲最大的海上风电项目，目前风电场扩建项目正在进行中。扩建

完成后，其在亚洲海上风电领域的领军地位将再次得到巩固。

2012 年龙源如东风电场全年发电量约 3.87 亿千瓦时，累计

发电量已达 6亿千瓦时，足以满足当地 7.5 万户居民一年的用电

需求。与常规火电项目相比，龙源如东风电场可节约标煤 21万吨，

减少排放二氧化硫 3400 吨、二氧化氮 1370 吨、二氧化碳 39万吨，

节约淡水 165 万立方米。

长机会。GE 公司在今年 6

月发布的工业互联网中国

白皮书中指出，从现在到

2030 年，工业互联网可以

为中国带来至少 3 万亿美

元的 GDP 增长。

GE 公司目前已经推出

24 种工业互联网产品，其

中包括此次发布的 14 种产

品，涵盖石油天然气平台监

测管理、铁路机车效率分

析、医院管理系统、电力公

司配电系统优化、医疗云影

像技术等一系列提升管理

效率、降低运营成本的软件

应用领域。其中，还有专门

提升风电机组电力输出效

率的应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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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召开的 2013 北京国际风能大会暨展览会（CWP2013）上，歌美飒公司向众多

参展者展示了其基于度电成本改进方案的多个产品，主要包括歌美飒 850kW、2.0-2.5MW

和 5.0MW等机型平台。其中，歌美飒 5.0MW机组是最新推出的、适用于海上和陆上风电

场的大兆瓦级机组，明后年有望在中国试水。

歌美飒中国区技术总监Mikel Butragueno Ureta 在“风电技术创新与质量管理”分论

坛上表示：“歌美飒一直都尝试从全球经验中学习，来解决在中国所面临的挑战。”针对沙

尘暴天气，歌美飒结合埃及风电场经验，对机组设计做了相应调整，用到中国类似的风电

歌美飒新技术与产品紧贴市场需求

金风科技公布2013年前三季度业绩

2013 年 10 月 25 日，金风科技宣布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止前三季度业绩。据报道，报告期内，金风科技营业

收入为人民币 71.19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9.72%，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1.88 亿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 387.97%，基本每股收益为人民币 0.07 元。金风科技

预计 2013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增长幅度为

150%至 200%，即人民币 3.83 亿元至人民币 4.59 亿元。

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金风科技待执行订单总量

为 420.5 万千瓦，其中包括海外订单 15.2 万千瓦；除此之

外，公司中标未签订单总量为 362.6 万千瓦；在手订单共计

783.1 万千瓦。

报告期内，公司 2.5 兆瓦系列机型相继获得北京鉴衡

设计认证，德国 TÜV Nord 设计认证，北美 ETL 安全认证；

公司 1.5 兆瓦机组获得北美地区GL Garrad Hassan 认定的

“商业化运行认证”。公司目前正在推动更多机型的国际化认

证，并已经与GL、DNV、TÜV 等国际认证机构建立良好合

作关系，助力直驱永磁机组在海外获得更大范围的认可。

场环境中。而对中国福建地

区湿度高的条件，歌美飒又

将他们在非洲热带沿海地区

的经验吸收过来，运用到福

建的风电场机组上。

目前，中国风电南方市

场发展非常火热，一直紧跟

市场节奏的歌美飒也推出了

适用于南方低风速、高海拔

等不同环境的技术和产品。

据歌美飒中国区 CEO Jose 

Antonio Miranda 透漏，歌

美飒现在在云南等省份已经

开始布局，而且公司的技术

团队借助其在墨西哥 2500

米海拔地区的相关经验，确

保为中国的客户提供更有针

对性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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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0 月 16 日，第六届北京国际风

能大会暨展览会（CWP2013）盛大开幕，华

锐风电向业界和参展者全面展示了公司在风电

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

近年来，华锐风电在大型风电机组技术研

发领域取得多项重大突破，2008 年推出的国

内首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3兆瓦风电机组，

如今已实现批量生产并广泛应用于各大风电项

目；2010 年推出了国内首台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 5兆瓦机组，并于 2011 年在上海东海大

桥海上风电场二期项目成功吊装；此后又开始

加快推进更大功率的风电机组研发工作。据透

露，由华锐风电完全自主研发并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 10 兆瓦风电机组的研发工作正在顺利

进行。

会上，华锐风电也宣称公司将坚持此前提

出的“两海战略”，即加大力度进军海上风场

华锐风电依托“两海战略”寻求发展

2013 年 10 月 10 日，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天威保变）宣

布，拟将公司持有的天威风电 100%股权、天威叶片 100%股权、天威长

春 100%股权、天威薄膜 100%股权与天威集团持有的天威结构 100%股

权、天威维修 100%股权、保定保菱 66%股权、保定多田 49%股权、保

定惠斯普 100%股权、三菱电机 10%股权以及部分商标、专利、土地使用

权、房屋所有权进行置换。据了解，去年天威保变就曾有过资产置换念头，

但当时仅计划置出风电资产，不包括薄膜光伏，或是当时考虑到薄膜光伏

为配股项目。

公告显示，天威保变拟置出的四家公司评估值合计 10亿元；大股东天

威集团置换的资产评估值合计9.3亿元。两部分资产的价格相差7079.5万元，

由天威集团以现金补足。对于资产置换目的，天威保变称，置入输变电资产

将有利于完善公司的输变电业务链，置出亏损资产则有利于减轻负担。

去年 8月，天威保变就曾推出过类似方案，只是置出资产中不包括薄

膜光伏公司。另外，风电及薄膜光伏资产置出之后，亏损的多晶硅资产仍

被保留，这部分资产即四川硅业 51%股权。资料显示，2012 年及 2013 年

上半年，四川硅业分别亏损 3.5 亿元与 2.4 亿元。

天威保变剥离风电和薄膜光伏资产

和海外市场。在海上风电方面，除了已成功并网发电的上海东海大桥海

上风电场，即将于 2014 年开工的江苏滨海海上风电也将采用华锐风电

提供的大型风电机组。而在海外市场拓展方面，目前华锐风电已进军北

美、南美、欧洲、非洲、亚洲等国际市场，并在巴西、瑞典、土耳其、

印度、南非等多个国家中标风电项目或取得订单。



Direction | 风向

2013年第11期  15  

2013 年 10 月 15 日，“Wind Energy Day Beijing —— 2013 德国倍福风电技术研讨会”在北京举办，来自国内多家知

名风电和新能源企业的 50多名技术工程师参加了此次会议。

倍福中国董事总经理梁力强在致辞中表示，尽管风电行业经历了快速发展到整顿重组等阶段，但风电作为绿色能源在国

家能源战略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倍福始终与风电整机厂商同舟共济，不断研发出新产品和新技术，共同应对产业结构调整所

带来的各种挑战。研讨会上，倍福的技术工程师详细介绍了2013风电行业新产品、风电机组控制解决方案，以及风电机组

状态监测（CMS）方案。南瑞电控就实际案例与参会者分享了倍福基于PC的控制技术在其系统中的成功应用。德国倍福全

球风电业务经理Dirk Kordtomeikel 和技术专家Hardy Patommel 进一步展示了倍福出色的风电机组控制技术及其未来的发展。

现场的产品展示区也涵盖了TwinCAT3、嵌入式PC、EtherCATI/O、EtherCAT端子盒、风电机组状态监测（CM）方案等。

倍福在中国风电行业累积了十几年的丰富经验，为风电机组运行管理的主控系统和风场监控以及变桨系统提供了全方

位解决方案。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有超过 2.6 万台风电机组（包括陆上与海上机组）运用了倍福控制技术。

2013 年 9 月 30 日消息，全球电力和自动化技术集团

ABB（简称 ABB）日前宣布，ABB 中国高级副总裁、电

力产品业务部负责人穆赫荣获福建省政府颁发的第八届福

建省“友谊奖”，这是外国专家和友人在闽最高荣誉，也是

ABB高管首次获此殊荣。

穆赫在颁奖典礼上表示，福建对于 ABB在华的发展具

有战略意义。其中，座落在福建省厦门市的 ABB本地公司

是 ABB中国电力领域最重要的生产基地。

“在福建，ABB不仅关心业务的增长，在企业社会责任

方面也不遗余力，努力成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公民。”穆赫说。

ABB在福建省共有 7家本地公司、3000 多名员工和一

个具备顶级科研条件的研发中心。厦门 ABB开关有限公司

已经成长为 ABB集团在全球最大的中压开关设备和断路器

2013德国倍福风电技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ABB高管荣获福建省第八届友谊奖

生产基地。来自于福建本地公司的电力产品和解决方案曾

多次服务于国家级的大型项目中，例如三峡电站、首都机场、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场馆。

ABB 在福建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开展社区服务、

环境保护及教育支持等项目。2005 年，ABB在厦门理工学

院设立了 ABB奖学金，并展开校企合作项目，联合培养本

科生、研究生、青年技术工人，同时支持学校设备改善。

福建省友谊奖是福建省政府为促进该省与世界各国在

经济、科技、教育等方面的交流和合作而设立的奖项。第

一届福建省友谊奖于 1999 年颁出，此后每两年评选、表彰

一次，每次人数 10 名左右。ABB 是位居全球 500 强之列

的电力和自动化技术领域的领导企业，它致力于帮助电力、

公共事业和工业客户提高业绩，同时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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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0 月 16 日，2013 北京国

际风能大会暨展览会（CWP2013）在北

京国际展览中心新馆开幕，来自全世界

20 个国家和地区的 400 多家企业齐聚北

京，向各界人士展示一年来我国及全球风

能行业的发展盛况。

中航工业惠腾作为国内风电叶片制

造企业精彩亮相本次展会，展示了从 600

千瓦到 6.0 兆瓦、13 个系列 40 余种型号

的风电叶片产品，重点宣传了低风速区、

高海拔地区、超一类风区及海上型产品的

解决方案。

在为期三天的展会上，中航工业惠腾

公司领导及工作人员与参观的国内外风电

业主、整机厂商、原材料供应商、及一些

中航工业惠腾参展CWP2013

LM公司66.5米海上风电叶片在无锡下线 瑞能电气2兆瓦高原型电控系统将应用于110
米风轮机组

寻求技术交流的风电行业同仁充分交流，以增进双方合作关系、提升公司品牌，

并更好地了解客户和市场信息。

通过这次展会，中航工业惠腾更加认识到目前市场竞争的残酷性和紧迫

性，公司应该根据市场发展动态及时调整生产政策，以质量求生存，以技术

创新求发展，立足国内、放眼国际，给风电行业带来更多惊喜。

2013年 10月 19日，丹麦LM公司生产的长66.5米、

重19吨的海上风电叶片在江阴临港开发区下线实现量产。

据悉，这批叶片将被运往江苏如东海上风电场，用作远

景能源 4兆瓦海上风电项目，在经过调试后有望于明年

初投入使用。2009 年“落户”江阴以来，LM公司成为

远景能源的主要合作伙伴，迄今为止已为其提供 1200 支

42.1 米长叶片，而此次 66.5 米叶片从接单到研发成功用

时不到一年。

据 LM亚太区总裁 Randall 介绍，2012 年冬天，远

景开始和 LM公司协商打造 66.5 米叶片的合作事宜，并

于 2012 年 12 月 4 日正式签约。为了攻克技术难关，LM

调动了全球资源克服困难，从今年 9月起，来自丹麦总

部的一些工程师甚至住到了江阴，和江阴团队一起保证了

该产品从设计到生产的顺利转化。据江阴团队的生产经理

介绍，该款叶片由玻璃纤维和聚酯材料通过真空导注技术

生产，能抗五十年一遇 56 米 / 秒的风速，异常坚固，使

用寿命达到 20年左右。

2013 年 10 月 11 日消息，瑞能电气 2兆瓦高原型风电

机组电控系统设备将应用于贵州织金项目，单支风电机组

风轮直径达 110 米。目前，2兆瓦变频器样机已设计完成，

主控、变桨样机的设计也即将告捷。

据悉，瑞能电气在此项目的众多供货商中脱颖而出，

主要取决于所提供的产品完全根据客户的需求而设计。瑞

能电气在充分了解客户定制化需求的基础上，首次批量生

产 2兆瓦高原型系列产品，首次使用 7.5 千瓦异步电机，变

桨驱动器采用 PMC35, 实现较大功率的变桨平台搭建，并

能够满足该项目海拔 2500 米的高原运行环境。

瑞能电气 2兆瓦高原型风电机组电控系统的成功批量

生产，标志着公司高原型产品在满足更大功率风电机组的容

量要求上又取得了新的进展。同时，应用于风轮直径 110米

的风电机组，也使瑞能电气产品在低风速地区的应用获得了

更多的经验。瑞能电气会继续将“客户为中心”的理念贯穿

于每一个项目，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更多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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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0 月 8 日 消

息，REpower 公司近日将

向加拿大市场推出面向低

风速地区开发的频率为 60

赫 兹 的 3.0MW-122 型 风

电 机 组。3.0MW-122 型

风电机组是 REpower 公司

3.XM 机组家族系列的第三

位成员，也是最新的一位成

员，特别针对低风速地区

而开发。该款型号风电机

2013 年 10 月 16 日消

息，据外媒报道，日本漂浮

式风电机组示范项目开发联

盟近日宣称其 2兆瓦漂浮式

海上风电机组预计 2013 年

11 月开始运行。

该联盟包括丸红株式会

当地时间 2013 年 9 月

27日，丹麦风电巨头维斯塔

斯公司发布新闻公报说，将

与日本三菱重工组建合资公

司，共同开发海上风电市场。

公报说，维斯塔斯将向

新成立的合资公司转移尚在

研发阶段的 V164-8.0 兆瓦

海上风电机组的知识产权、

已在生产的 V112 系列海上

组首个轮毂高度为 100 米

的产品系列将在今年稍后时

间在加拿大发售，样机将

在 2015 年第一季度安装。

REpower3.0MW-122 型 风

电机组额定功率 3.0 兆瓦，

风轮直径 122 米。

REpower 公 司 首 席

执 行 官 Andreas Nauen

说：“ 凭 借 这 款 REpower 

3.0MW－ 122 型风电机组，

社 (项目组织者 )、东京大学

(技术指导 )、三菱集团、三

菱重工、日本造船联合公司、

日本三井工程造船公司、日

本新日铁住友金属公司、日

立集团、古河电气、清水和

日本瑞穗信息综研股份有限

风电机组订单和所有的海上

风电机组服务合同；而三菱

重工将向合资公司投入首期

1亿欧元资金，然后再根据

产品开发周期分阶段投入 2

亿欧元。

维斯塔斯将向合资公

司转移约 300 名员工。在股

权结构上，初期双方将各持

股份 50％，到 2016 年 4 月，

我们可以在内陆低风速地区

以及多山地区或林地地区达

到理想的能源产出。尤其是

在安大略湖地区，许多风电

场紧邻高楼林立的居民区，

对于这些地区，除了风电机

组效能高外，噪音低也是客

户青睐的原因之一。”

据风电行业相关分析

师 分 析， 自 从 REpower 

3.XM 系列风电机组2009年

公司。由于福岛核事件问题，

日本政府计划检测大型漂浮

式海上风电场的可行性。

截至目前，该联盟已

经为一座 66 千伏漂浮式变

电站和一台 2兆瓦下风向漂

浮式机组连接了海底动力电

三菱重工有权选择将持股比

例变更为 51％，维斯塔斯

降为 49％。合资公司总部

将设在丹麦第二大城市奥胡

斯，三菱重工高级行政副总

裁和仁正文拟出任合资公司

董事会主席，维斯塔斯亚太

区主席延斯·措默鲁普将任

合资公司CEO。

此外，合资公司还将寻

上市以来，该系列风电机组

销售已经超过 300 台。目前

该系列风电机组已经有 7个

不同的系列，其中 3.4MW-

104 型风电机组有四种不同

的轮毂高度，3.2MW-114

型风电机组有三种不同的轮

毂高度，如果 3.0MW-122

型风电机组继续开发不同轮

毂高度的系列 , 将更有助于

市场开拓。

缆。如果气象和海洋条件允

许，这台 2兆瓦漂浮式机组

的运行有望在 11 月开始。

漂浮式机组示范项目的第二

阶段将检测 7兆瓦技术的可

行性，并有望在 2015 年底

完成。

求把三菱重工的液压 DDT

技术整合到 8兆瓦海上风电

机组的可行性，以开发出一

条新的产品线，更好满足市

场需求。

公报说，组建合资公司

的计划还需经过欧盟及相关

竞争管理机构的批准，预计

新公司将在 2014 年 3 月底

正式成立。

REpower推出新型3兆瓦低风速风电机组

海外

日本福岛漂浮式风电机组11月运行

维斯塔斯与三菱重工携手海上风电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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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A Wind第72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在北京举行

2013 年 10 月 13 日至 16 日，国际能源署风能实施协议（IEA Wind）第 72
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在北京举行，IEA Wind 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德国专家 Joachim 
Kutsher 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 14 个国家和地区的 29 名成员，中国可再

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兼风能专业委员会（CWEA）主任、IEA Wind 执行委员贺德

馨研究员出席了会议。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俞黎萍、石亦平以及北京鉴衡认证

中心杨洪源以观察员的身份列席会议。

10 月 13 日下午，风能专委会组织与会专家先参观了金风科技的总装厂、智

能微网示范项目以及金风科技的展览中心，会议专家对金风科技的智能微网项目

给予了很高评价。通过参观总装厂和金风展览中心，他们详细清楚地了解了金风

科技在全球的研发中心和市场分布现状。然后，执委会专家与来自金风科技的多

名工程师开展技术交流会谈，金风科技工程师向执委会专家展示和介绍了公司的

最新技术和产品。

本次执委会的正式会期为 10 月 14 日－ 15 日，分为国家报告和课题技术报

告两部分。会议开幕式结束后，贺

德馨研究员代表风能专委会做了

有关中国风能发展情况的国家报

告，报告中提到，中国相关部门正

在加强风电产业监测和评价体系

的建设，并且对近几年国内风电

设备质量做了初步的调查和统计。

中国风电领域在这方面的行动引

起了国外专家的极大兴趣。此外，

IEA Wind 各成员国的专家代表就

执委会近期的课题技术进展情况

和所取得的成果做了详细探讨。

会 议 选 举 美 国 专 家 Jim 
Ahlgrimm 为下一届执行委员会主

席，爱尔兰代表 John Mccan 当

选为副主席。会议还确定执行委

员会第 73 次会议将于 2014 年 2
月在英国伦敦召开。

10 月 16 日，风能专委会组

织与会专家参观 2013 年北京国际

风能大会暨展览会，并安排部分

专家在分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风

能专委会以此次中国风能业界的

盛会为契机，为外国专家深度了

解中国风电发展、深化中外风电

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创造了平台。

这是风能专委会第一次承办

执行委员会会议。风能专委会希望

借本次会议深化中外风电研发领

域的合作和交流，促进国外最新

研究成果的引进和吸收，为从技

术层面解决中国风电健康发展所

面临的问题奠定基础，最终实现

中国风电产业的高质量增长。通

过此次会议，IEA Wind 各成员国

专家也加强了与中国风电企业的

交流与联系。



2013年第11期  19  

10 月 7 日至 9 日，IEA Wind Task 27 项目研讨会在

韩国济州岛举行。会议主办方为韩国能源技术研究院，共

有来自美国、西班牙、韩国、爱尔兰和中国的 10 名代表出

席会议，另有来自德国的 4 名代表通过网络参会。中国可

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小风机业界的代表汪

建文、贾彦、徐学根和王伟出席了本次研讨会。

会议分为各国小风机发展现状报告和 Task 27 各子任

务研究进展总结两大部分。会后，课题成员参观了韩国屋

顶测试场和韩国第一个海上风电场。

在报告环节，中国广州红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助理王伟和浙江华鹰风电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学根分别

IEA Wind Task 27项目研讨会在韩国召开

IEA Wind Task 25项目第16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就“中国小型风力机组参与国际认证的经验介绍”和“为

满足国际认证要求的小型风力机设计”为题，介绍了中国

小型风力机产业的发展现状和认证业务的开展现状。在研

究任务讨论环节，内蒙古工业大学的汪建文教授以“强扰

动下小型风力机的流动及动力学性能分析”为题，介绍了

中国在来流风速对风轮共振频率值影响的数值研究、来流

风速对叶片受力影响的数值研究、来流风速对发电机共振

频率值及带宽影响的实验研究等三方面所做的工作，汪建

文教授的演讲内容引起了参会专家的极大兴趣和关注。会

议还确定将于 2014 年 9 月初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召开

Task 27 研讨会。

10 月 14 日至 16 日，国际能源署含大规模风电电力

系统设计与运行工作组（IEA Wind Task 25—Design and 
operation of power system with large amounts of wind 
power）在北京召开了第 16 次会议，来自美国、中国、德国、

西班牙、芬兰等国家与机构的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中国可

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与国网能源研究院是此次会

议的联合承办方。

工作组会议研讨了与会专家带来的最新研究和实践案

例，讨论了拟合作发表的期刊论文，评议了 Task25 情况说

明。会议研讨主要围绕大规模风电并网的系统规划与运行、

海上风电开发与并网、系统灵活性、风电与电力市场的关

系等方面展开。

国网能源研究院副总经济师白建华率队参会，会上，

国网能源研究院代表国家电网公司以会员单位的身份积极

参与 Task 25 项目执行、合作研究等专题讨论，并作题为“中

国西北地区风电、太阳能发电、火电联合开发与外送研究”

的主题发言，详细阐述了中国西北地区可再生能源发电发

展现状，联合开发消纳方案，外送通道配套电源方案分析

等内容。

此外，会议还讨论了 2014 年 Task 25 工作组第 17 次

会议有关事宜，根据 Task 25 会议轮流主办机制，2014 年，

Task 25 将在美国召开第 17 次工作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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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A Wind Task 31项目中国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10 月 14 日，由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

和华北电力大学组织的 IEA Wind Task31 项目中国研讨会

在北京亦庄召开。西班牙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中国气象

局风能太阳能资源中心、华北电力大学、中国大唐集团新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设计研究所和远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

数位专家和代表出席了会议。

IEA Wind Task31 项目是国际能源署组织的风电场流

场计算模型研究的国际协作项目，其目标是在风电场风况

计算模型、风电场尾流、计算模型的适用范围、工程计算

标准流程、风况与尾流计算模型的验证方法等方面开展国

际协作研究。本次会议是由项目负责人提议在中国召集中

方参与单位参加的一次项目研讨会。

西班牙国际可再生能源中心 IEA Wind Task31 项目

负责人 Javier Sanz Rodrigo 介绍了 Task31 项目的进展情

况。目前，华北电力大学和中国气象局风能太阳能资源中

心已和西班牙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等单位签署了算例数据

使用协议。华北电力大学已注册了 2 个风电场风况与尾流

计算模型。华北电力大学能源动力与机械工程学院张晓东

副教授介绍了国内风电场流场与尾流计算模型领域的研究

进展情况，以及国内风电行业所关注的重点研究方向。此外，

会议讨论了是否可以提交一个基于国内自主测风数据的基

准算例模型。最后，会议讨论了明年在中国召开 IEA Wind 
Task31 和 Task29 （风电机组风洞实验分析项目）联合年

度学术会议的可行性。

IEA Wind Task 19项目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10 月 17 日至 18 日，由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

业委员会和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主办的 IEA Wind 
Task 19——“寒冷条件下的风能”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

自芬兰、德国、瑞典、奥地利和中国的 21 名专家参加了会议。

本次研讨会探讨了与会专家带来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各

国低温风能技术发展应用等实践案例。讨论了课题组的费

用分摊以及网站维护 ；课题组技术现状报告框架 ；IEA 结

冰分级体系的验证方案 ；研究海上风电基础的冰荷载问题

的可行性以及下一次研讨会的有关事宜等问题。

会上，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发展中心做了“中国结冰

风洞简介”和“CFD技术在风机结冰检测系统设计中的应用”

两个主题报告。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也做了题为“中

国的低温风能发展和国电联合动力风机除冰技术”的汇报。

外国专家对中方已开展的研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表示希

望今后双方在风洞试验、结冰状况检测和预测以及除冰技

术研发等方面开展进一步的合作。

会议还确定本课题下一次研讨会于 2014 年 6 月在加

拿大魁北克省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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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自从成立以来，IEA Wind 在推动各国风电合作与交流方面主要取得了哪些成绩？

Patricia ：首先，我们组织召开了技术专家会议（课题 11 ：基础技术信息交流）。这个会议非常重要，因为

在每个国家，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从事这些问题相关的工作。有了这个专家会议，这些人就可以和从事同样工作

的人互相交流，与更大范围里的专家互动，这些将有助于引导个别国家设定更好的研究目标、采取更符合实际

的方式，并挖掘还未被研究过的重要领域。

其次，我们制定了很多推荐标准（课题 11 和其他课题）。1980 年，IEA Wind 协议组成员国认识到建立标

准检测程序的必要性，尤其是对风电机组系统设计而言，因为当时的标准机构都是针对其他领域的。这些研究

成果主要服务于标准的建立，直到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或者大型的标准制定机构推出各种统一标准。但是，

这些机构制定标准需要花费多年的时间，我们却可以在一年的时间里将该领域专家协商的详细信息汇总起来，

形成推荐标准文件，更好地为行业服务。如果这些工作由单个国家来做，成本将会非常高。目前，我们已经有

16 个推荐标准被批准。最近的标准包括进行风电集成研究的指南，该指南主要是为风电发展中使用雷达、提高

社会对风电项目的接受度、在寒冷气候条件下发展风电以及小型风电机组的消费者标签服务。而且，我们还会

在官网上发布一些有关风电并网研究的统计数据。

此外，我们组织了很多合作研究课题（课题 1 到课题 35）。合作研究课题已经成为提高风电技术的一个重

要手段。各国至少可以获得两方面的收获。一是参加课题的研究人员在与国外的同事互动中获得有价值的经验。

IEA Wind期待

更多中国研究

机构的加入
本刊记者／苏晓

《风能》：请简单介绍一下国际能源署风能协议组（IEA 

Wind）成立的背景。

Patricia ：国际能源署（IEA）投身风电事业始于

1977 年，因为 1973 年发生石油禁运危机后，迫于能源压

力，全球各国开始加速发展替代性能源。1978 年 3 月，经

过几个月的前期规划和努力筹备，IEA 有两个专家组开始

从事风电系统研究、发展和调度等方面合作的实施协议工

作。其中一个专家组是风电能量转换系统研发协议组，有

9 位成员国，分别是奥地利、加拿大、丹麦、德国、爱尔兰、

荷兰、新西兰、瑞典和美国。很快，日本、挪威和英国也

加入进来。第二个专家组是大规模风电能量转换系统发展

协议组，最早的成员国是丹麦、德国、瑞典和美国，后来，

加拿大、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和英国也成为其会员国。

1991 年，这两个专家组合并成为一个，就是现在所谓的风

能协议组（IEA Wind）。
过去 36 年的时间里，风电技术逐渐发展与成熟。而

这些发展成果只有通过大量的风电研究、发展、示范项目

和资金补贴等方面的国家项目才能实现。在这一过程中，

IEA Wind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为成本效益合作研究项

目和信息交流提供了一个灵活的架构组织。

Patricia Weis-Taylor，国际能源署风

能协议组（IEA Wind）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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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国际互动在某些特定项目完成以后变得很有用。二是除了举办会议获得专业知识，还可以从参与课题

的各个国家努力工作多达 10 年的经验中获益。

《风能》：请简单介绍一下 IEA Wind 与中国风电企业、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情况？

Patricia ：2010 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以中国风能协会（CWEA）的名义加入

IEA Wind。从那以后，中国风能协会积极参加了 IEA Wind 每年举行的执行委员会会议和相关课题组研

讨会议。

截至 2012 年底，中国风能协会已经参加了 11 个课题项目中的 9 个，分别是课题 11（基础技术信息

交流）、课题 19（寒冷气候条件下的风能）、课题 25（大规模风电并网的电力系统设计与运行）、课题 27
（小型风力发电机的质量标签）、课题 29（MexNext ：风洞测量与空气动力模型）、课题 30（海上风电所

用的动态仿真软件和模型的比较）、课题 31（风电场流动模型基准）、课题 32（风能部署中的激光雷达系

统）和课题 33（数据可靠性——风电机组可靠性、运行和维护分析标准数据采集）。目前，只有课题 26（风

电成本）和课题 28（风电项目的社会接受度）中国没有参与。所以说，中国现在参与 IEA Wind 课题活

动非常积极，在所有的成员国中，只有丹麦、德国、荷兰、挪威和美国在这些课题参与中和中国一样活跃。

《风能》：未来几年，IEA Wind 还将开展哪些活动？如何促进更多的研究合作与交流？

Patricia ：目前，IEA Wind 通过审批的课题主要有课题 34（风电系统的环境评估与检测（2013 －

2016））和课题 35（风电机组检测 ：风电机组及零部件的全尺寸地面检测），我们希望中国的相关研究机

构也可以加入到这些课题中。还有一个课题项目还在写提案，是关于风电预测的。在风电场预测方面，各

国还缺乏相关的合作。我们希望通过这些课题的合作与交流，更好地推动风电相关领域的技术进步。所以，

我们也很期待 2014 年上半年在伦敦召开的执行委员会会议中，这些课题会有进展。执行委员会会议一般

每年召开两次，一次在春季，一次在秋季。

《风能》：您觉得这次在北京召开 IEA Wind 执行委员会会议和课题研讨会有什么收获？

Patricia ：这是中国风能协会第一次承办执行委员会会议，我们非常高兴可以在这次会议中见到众多

的中国研究人员。金风科技的员工、工程师以及来参加会议和听报告的代表都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同样，我们也很乐意看到中国代表提出他们感兴趣的研究课题。因为，如果有两个国家想一起做某方面的

课题研究工作，IEA Wind 就可以组织相关的研究项目，并且尽量邀请更多的国家加入进来。另外，他们

也可以分享交流的信息。

在这次中国之行中，我们还参加了 2013 北京国际风能大会暨展览会。在这次大型风能展会中，国际

能源署和 IEA Wind 的专家代表为中国风电人士展示了其最新的研究成果。同时，这次会议对我们了解中

国风电行业发展现况和企业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因此，我们非常希望中国风电研究机构可以加入我

们所有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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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调度应告别“大锅饭”

截至 2012 年末，全国风电装机

总容量为 6226 万千瓦，年发电量约

1004 亿千瓦时，中国风电装机总量占

全球风电装机总量的 23%，位居世界

第一。2012 年全国风电年发电量 1004

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燃煤 3286 万

吨标准煤、节水 1.67 亿吨，减少排放

二氧化碳 8434 万吨、二氧化硫 22.8

万吨、烟尘 4 万吨、氮氧化物 24.2 万吨，

风电发展为中国环境保护、经济可持

续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与

此同时，风电消纳困难、弃风电量逐

年增加的问题也突显出来。据统计， 

2012 年全国风电平均利用小时数为

1890 小时，比 2011 年的 1920 小时减

少了 30 小时，弃风率达到 20%，弃

风电量超过 200 亿千瓦时，电费直接

损失 100 多亿元人民币，相当于浪费

8000 万吨水，增加排放 1700 万吨二

氧化碳、4 万吨二氧化硫、8000 吨烟尘、

4.8 万吨氮氧化物。其中，“三北”地

区是弃风限电的重灾区，年风电平均

利用小时数大幅下降，其中蒙东、吉

林等地区限电问题尤其严重，冬季供

暖期限电比例已经超过 50%。内蒙古、

甘肃酒泉、河北张家口坝上等地区电

网运行限电比例平均达 20% 以上。如

何合理平衡地区负荷，优化风电调度，

按照《可再生能源法》的要求对风电

进行全额保障性收购，已成为全国各

省、市、自治区电网公司当前面临的

一项严峻课题。

电网调度中的公平性问题

我国“三北”地区拥有优良的风

能资源，全国 86% 的风电机组聚集于

此，成群连片的雄伟的“大风车”构

成了“三北”地区特有的景观。风电

发展虽已超过 20 年，但“三北”地

区各省、自治区电网对风电的调度却

仍在实行简单的“一刀切”方式，即

按照电网可消纳的负荷，平衡各风电

场年可利用小时数。通过对阶段性利

用小时高的风电场进行限电，来提高

低于平均利用小时数的风电场的发电

量，从而在年终时使各风电场利用小

时数基本平衡。

这看似公平的调度方式仍属于

“大锅饭”的范畴。忽视资源禀赋差异、

盲目追平各风电场利用小时数，将造

成大批风况好、设备好、管理好的风

电场被迫弃风。如在“十八大”期间，

某省某区五家风电场由于电网电压突

降，造成该区四家风电场三分之二的

机组脱网，而唯一未有风电机组脱网

的风电场却是年利用小时较高而被限

电的风电场。面对电网“一刀切”的

调度方式，一方面各风电企业争作营

销工作、抢发电量，忽视设备管理，

在填补平均利用小时数的过程中，更

易出现设备故障 ；另一方面，风电企

业盲目扩大规模，对选址、设备选型

不进行认真论证，投产后设备故障频

发，造成电网负荷不稳定。

文／李志刚



2013年第11期  25  

Review | 时评 

大规模的弃风限电，是风电健康

发展的最大障碍，需高度重视并采取

有效措施尽快解决，这是一个毋庸置

疑的大前提。当然，“三北”地区的

电网结构、电源布局和负荷特点也在

客观上制约着限电问题解决的进程。

在“弃风限电”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

下，更应该建立一套能够体现效率与

公平的调度规则，对发电企业主动提

高管理水平、优化运维方案起到正面

的引导作用。

改变风电调度理念的必要性

1、风电投资商根据风能资源状

况和地形等具体条件，在效益最大化

目标的指导下，在选址、设备选择等

方面追求度电成本最小化，是有利于

风电健康发展的明智之举。

2、在理应彻底解决弃风问题的

基本原则下，短期内无法解决该问题

时，通过优化调度减少对发电企业的

伤害、引导风电企业间的良性竞争、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优化风电调度的核心是转变

过去“结果公平”的片面公平观，通

过“规则公平”体现奖优罚劣的公平

理念。

4、实现上述转变，可以促进风

电企业积极使用技术先进、性能优越

的设备，有利于刺激风电企业革新技

术和改进管理，可以为发电企业积极

利用电网消纳条件好的时段多发风电

营造良好的市场机制。

具体建议

1、在当前无法立刻解决弃风问

题的前提下，正视各风电场设备运行

状况，按“可调容量等比例限电”的

调度模式进行调度。

各风电企业设备选型不同，设备

运行状况也不尽相同，设备“随时可调”

是反映一个风电场综合管理水平的直

接体现。作为电网调度，对风电负荷

调度时应考虑各风电场可调容量，即

可调容量大的风电场可获得优先调度，

为了方便电网方面掌握各风电场设备

运行情况，由各风电场按一定比例选

择几台标杆机组，每月向电网调度报

送标杆机组的各项数据。通过对各风

电场可调容量的调查，合理分配负荷，

保证在紧急情况下随时提高或降低地

区负荷，保证电网运行平稳，发挥风

电维护电网稳定的重大作用。

2、综合分析各风电场运行情况，

分级管理，按实际情况合理分配负荷。

一些管理好、设备好、风况好的

风电场在年初利用小时便排名靠前，

由于电网公司实行的是风电“一刀切”

调度思想，到年底电网调度部门便开

始对利用小时高的风电场进行限电，

刻意追平各风电场利用小时数，最终

只为“抢饭吃”，而不去加强设备治理，

提高设备可利用率，从而造成设备故

障频繁，应发不能发，给电网和风电

企业造成极大损失。各级电网公司应

综合分析各风电场年平均风速、海拔、

地貌、设备运行等情况，实行分级管

理，按照各风电场总体情况合理安排

出力，避免出现盲目追平各风电场利

用小时而进行“一刀切”的政策。本

项措施一是为了在完全解决弃风这项

原则问题前，尽量降低风电的弃风率，

二是加强电网运行安全。

3、实行风电综合评价机制

积极收集上一年各风电场数据，

建立各省、自治区电网风电指标数据

库，该库包含上年末容量、地势、海

拔、年平均风速、利用小时数、设备

可利用率等内容，同时建立违反调度

指令次数、脱网事故次数等数据库，

每年或每季度进行一次综合比对，结

合风电分级，形成风电综合评价平台，

并在网络上进行公示。风况好、设备

可利用率高的风电场在地区负荷较低

或重大节日期间可优先安排负荷。这

样各风电场就能够将违反调度指令、

争发抢发电量的注意力转移到设备管

理、维护电网稳定上来。

4、信息公开

完善风电调度平台，建立地区电

网负荷预警系统，若遇电网事故或其他

特殊情况，调度平台自动根据风电场所

处地区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负

荷，使各发电企业了解电网当前状况，

避免各场盲目抢负荷，阻碍调度正常工

作，导致电网、风电场矛盾激化，给电

网运行造成不安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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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在CWP2013 会场上发布的《2013

年 IEA 风电技术路线图》中，IEA 对全球风电发

展前景做了哪些预测？

Paolo Frankl ：过去几年，全球风电产业取

得了很大的进展，这使能源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我发现我们低估了风电产业的发展潜力。

因此，在这次 CWP2013 会议上，我们发布的

《2013 年 IEA 风电技术路线图》对 2009 年的

旧版技术路线图做了一些修订。2009 年，我们

预测到 2050 年，风力发电将占到整个电力中的

12%，现在根据风电这几年发展的实际情况，我

们觉得这一比例应该提升到 15% － 18%。同样，

全球风电装机容量将达到 230 亿千瓦至 280 亿

千瓦，相当于每年减排二氧化碳 48 亿吨。

另外，我们对风电技术和成本预测也做了

修订。随着风电机组容量、叶片长度与轮毂高度

的不断加大，风电机组的容量系数更大，人们也

开始在低风速风区开发风电场项目。这些都是技

术变化的一个趋势。在风电成本方面，我们发现

这几年陆上风电的成本越来越低。比方说，中国

国产风电机组的平均价格已经从 2007 年的每千

瓦 6000 元下降到了目前的每千瓦 4000 元左右。

根据我们对过去几年风电成本下降的趋势来看，

到 2050 年，低风速风区的陆上风电成本将降低

39%，而高风速风区的成本则将降低 24%。不过，

对海上风电来说，目前还未出现太明显的成本下

降趋势，但我们预计到 2050 年海上风电成本有

望降低一半左右，比之前预测的低很多。

《风能》： 随着风电成本的不断下降，您觉得

未来海上风电市场潜力如何？

Paolo Frankl ：海上风电无疑是今后风电发

展非常有潜力的一个分支。我们预测到 2018 年，

全球海上风电的发电量将达到 750 亿千瓦时。其

中，欧洲经合组织国家和中国将成为这一成绩的

主力军。当然，和欧洲一样在海上极具发展潜力

的还有日本，由于国土面积小，陆上风电发展空

间有限，日本的海上风电也极具发展前景。

到 2050 年，全球风电装机容量中大概有

25% 的装机项目将是在海上。所以，单从发电量

来讲，这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意义重大。但是，

我们对海上风电的开发和使用依然处于比较初始

的阶段，海上风电还面临很多来自技术、融资和

电网接入等多方面的挑战。在欧洲，除了技术风

险、资金紧缺，还有政策方面的不确定性。加上

这几年欧洲很多国家的经济相对来说都比较疲软，

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会使海上风电发展面临很大

的限制。

中国在海上风电发展上虽然有很大的潜力，

但是中国毕竟没有海上风电发展的历史，缺乏像

欧洲那样发展海上风电的经验，所以还需要一段

时间。

《风能》：根据这几年的发展形势，您如何看

本刊记者／于贵勇	苏晓

2050年全球风电比例
将达到15%-18%

受访嘉宾：Paolo Frankl

国际能源署（IEA）可再生能源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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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整个中国风电产业对全球风电市场的影响？

Paolo Frankl ：过去几年，中国风电市场的快

速增长，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主导市场。不过，截

至目前，中国风力发电所占整个电力的供应比例还

仅为 2% 左右。并且，由于电网配套系统没有跟上，

每年都要造成大量的弃风限电。

同时，中国也面临着非常艰巨的节能减排任

务。目前，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占到了全球

第一。到 2050 年，中国通过发展风电可以减少 1/3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如果更乐观地估计，这一比例

有可能达到 44%。在接下来的 40 年里，全球风电

装机容量将每年新增 60GW（2013 年－ 2020 年）、

90GW（2020 年 － 2030 年 ） 和 104GW（2030
年－ 2050 年），与此相对应的风电年均投资额将高

达 1700 亿美元，总额达到 5 万亿美元，这里面就

有 1.5 万亿美元来自中国市场。对这个行业来说，1.5
万亿美元是个非常大的数目，这个市场的投资是非

常有吸引力的。

对于中国风电在整个电力系统中的贡献率，我

们也做了两种预测。从保守的角度来看，到 2050 年，

中国风电将提供大约 15% 的电力供应 ；从积极的角

度来看，这一比例有可能达到 22%。

《风能》：这几年，全球风电乃至整个可再生能

源发展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可是也面临着很

多困难，您认为未来可再生能源发展面临的最大挑

战是什么？

Paolo Frankl ：应该说，到 2050 年，我们将

建立一个环境友好型的、可再生能源和传统能源并

存的电力体系。有一点我必须澄清，那就是化石能

源不会很快消失，而是会越来越多，但是可再生能

源进入能源市场的比例会越来越大。我们预计到那

时候，可再生能源将提供世界上57%到71%的电力。

虽然这些比例还是低于绿色和平的预测，但差别不

太大。

这一多种能源并存的能源体系，未来主要还是

要靠可再生能源来实现，不过还有一些条件需要满

足。其中，最复杂的挑战就是需要建立一套更灵活、

多样化的可再生能源电力体系。譬如，我们需要完

善电网基础设施，加强电力输送通道，将可再生能

源（不管是风能还是太阳能）通过几千公里从一个

地区输送到另一个地区。我们需要可调度的多种电

力种类，实现波峰和波谷期间的电力调配。其次，

要实现更多的储能，存储更多的可再生能源。此外，

我们还需要更好地整合电力用户侧的需求，建立一

套不同的、灵活的电力选择方案。譬如，可以灵活

地实现太阳能和风能之间的配置，我们需要建立这

样的电力市场，使它更加便利。

可再生能源并网容量的增加可能会导致电力

上网拥堵问题，价格也会产生一些波动，但这是市

场设计方面的问题，我们需要寻求更好的市场设计

方案。现在，丹麦有 30% 的风电，爱尔兰有 25%，

我们发现，风电并网比例达到 10% 以上时可能会出

现难以并网的问题，这与一些国家的可再生能源资

源分布过于集中有关，比如都在偏远地区。但是如

果建立灵活的弹性电力体系，可以很好地进行电力

调度，那么实现 20% 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市场目标完

全没有问题，甚至可以超过 40%。

《风能》：面对诸多挑战，IEA 未来将重点开展

哪些领域的工作，促进全球风电和可再生能源更好

地发展？

Paolo Frankl ：我们的路线图实施领域涉及到

风电技术、系统整合和政策与融资三个方面。在技

术方面，我们将关注系统设计、先进部件、运维可

靠性和测试、风资源评估、制造和供应链等多个主

题。在系统整合方面，主要是电力输送规划与发展、

电力市场以及电力系统的灵活度问题。至于政策和

融资，则包括鼓励投资、公众参与度与环境问题、

规划与核准、研发经费以及国际合作等多个内容。

就拿系统整合来说，我们希望到 2015 年－

2020 年，在更大区域实现电力均衡发展，而且使用

风功率预测成为可能，使独立电力开发商可以并入

电网。此外，到 2020 年形成成熟的电力交易市场，

到 2025 年使风电成为电力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在研

发经费方面，目前整个风能方面的资金可能只占到

整个电力体系的 1% － 2%，这个比例是比较低的。

我们也希望通过努力，可以提高这一部分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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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完的弃风限电，理不清的利益纠葛，旧的矛盾未去，新的问题又来纠

结，业内期待的风电持续健康发展之路到底在哪？

本刊记者／苏晓

CWP2013：以顶层设计推进
行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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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0 月 16 日，伴着一曲鼓舞人心

的《风电之歌》，第六届北京国际风能大会暨

展览会（CWP2013）以平淡、务实的主题——

质量与健康在新国展拉开帷幕。

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风能展之一，

CWP2013 由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

员会、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

委员会、全球风能理事会、国家可再生能源中

心以及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共同主

办。此次会展吸引了全球 20 多个国家的 400
多家企业参展参会。

虽然欧债危机、政策波动或是设备产能过

剩等不利因素让这两年全球的风电行业受到一

些影响，但是今年召开的 CWP2013 国际风能

展会上，我们还是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中国风电

市场转暖的气息。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主任

贺德馨在本次大会开幕式致辞中就提到：“2013
年上半年，中国风电新增装机容量 550 万千

瓦，比去年同期小幅回升，很多风电企业实现

了赢利。”而且，多家整机企业相关人士也表示，

今年市场订单成绩明显好于去年。

今年上半年，国家对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的

扶持力度相继推出或加码。虽然光伏产业“双

反”攻坚战的胜利和国务院关于促进光伏产业

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重磅出台等动作频频，但

风电的发展也毫不逊色。

2013 年 1 月召开的全国能源工作会议对

能源工作做了总体规划，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协调发展风电，并在

2013 年全年实现新增风电总装机量 1800 万千

瓦的目标。

4 月 1 日，财政部下发《关于预拨可再生

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的通知》，将可再生能

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拨付给省级电网企业和地

方独立电网企业，有效缓解了风电开发企业的

现金流紧张。

5 月 15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取消和下

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将国家

发改委对风电行业企业投资风电场项目的核准

审批权下放到地方投资主管部门，大大简化了

风电项目审批程序。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

史立山在此次大会上也明确表示，由国家能源

局指定完成的《促进风电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

见》已经上报至国务院，批准后将在近期下发。

如果这一政策在年底顺利出台，无疑将加速中

国风电“十二五”发展规划目标的实现。

单从政策的角度而言，国家对可再生能源

资金补贴额度的提高、对分布式能源发电项目

的启动，都为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的健康可持续

发展打造了一个更加有利的政策环境。

不过，纵观这次展会，我们也发现，与这

些利好政策同时存在的依旧是阻挠风电产业发

展的老问题。弃风限电、低价竞争、质量缺陷

仍然是参会嘉宾讨论最多的热门话题。

弃风限电的日趋严重让每一位风电事业参

与者都倍感无奈。2012 年，中国因限电被浪

费掉的风电达到 200 亿千瓦时，尽管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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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风电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完全改变，市

场整合使外资企业份额大幅下降，到 2012 年

进一步降为 7%。

在谈及制造企业的困境时，GE、歌美飒

和维斯塔斯等知名风电制造商都表示，中国风

电设备产能过剩所导致的价格战依然非常激

烈，这给外企在中国市场的生存带来了很大压

力，也导致了很多外企逐渐退出中国市场。不

过，这些在中国市场生存下来的企业也感到了

一点欣慰。“我们的市场、开发商表现得越来

越成熟，他们不仅从产品的价格，而是全方位

地去评价技术经济和投资回报率。”维斯塔斯

中国区总经理郑宗功在会上如此描述。

在本次大会第一场主旨发言之后，由中

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

岩主持召开的风电设备质量调查结果公布会则

较好地说明了中国风电设备质量的各种情况。

根据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对

2010 年－ 2012 年的风电设备质量调研情况

上半年情况稍有好转，但是随着下半年北方供

热季的来临，很多开发商大呼“弃风又要来了”。

对此，国务院参事、中国可再生能源学

会理事长石定寰在大会上一如既往地呼吁改变

能源发展战略思想。“我们风电的投资效益和

环境效益没有得到体现，面临的雾霾天气、温

室气体大量排放没有凸显出清洁能源发电的效

益。”石定寰强调，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推

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是从根本上改变思想

观念，而非修修补补。

对于电力系统运行规则和管理体制的不适

应，以及现有电力规划的统筹不完善问题，国

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王骏在致

辞中提到 ：“国家能源局在进一步完善相关措

施，包括电力体系改革、完善风电开发管理体

系、加强风电产业监测和评价等。”

低价竞争的局面对参会的国外风电企业

来说感触最深。据 MAKE 咨询总监 Steen 
Broust Nielsen 分析，中国风电市场刚开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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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国内设备质量、设计技术、机组可利用

率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不过，国家能源局已经

着手对整个行业建立一套长期的监测和评价体

系，这显然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从本届大会反映的行业发展情况来看，除

了困扰中国风电发展的老问题，也出现了一些

新的矛盾。其中，由于风电审批权的下放，一

些地方政府反而态度大转弯，一些过去非常支

持风电发展的地区开始实行保护条款，以环境

保护、利益限制等多种理由限制风电发展。据

会场开发企业描述，山东、云南这些省出现类

似的情况比较多。

还有部分参会者表示，一些风电投资商

与设备制造商之间的利益也出现了不一致的情

况，这些利益主体相互之间货款拖欠严重，甚

至有压着质保金的情况。这些问题都是如今政

策制定者和业内企业必须共同面对的新难题。

对于新旧问题，现场的国内外领导和嘉宾

从技术、政策、市场和管理等多个方面给出了

中肯的建议。

丹麦王国驻华大使馆大使裴德胜表示，“中

国和丹麦可再生能源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方面

都有着共同的利益，彼此可以分享和合作。中

国可以借鉴丹麦的发展经验，丹麦可以充分利

用中国广大的市场。”

全球风能理事会主席 Klaus Rave 提到 ：

“风电需要有很好的市场和收益回报，才可以

发展得更好，才可以让更多的国家参与进来，

而且需要国家之间进行更多合作。”

的确，不管是从这十几年中国风电产业发

展的历程来看，还是中外风电合作的各种成果

来看，国外的各种经验对中国风电技术的进步

和成熟无疑起了很重大的作用。

国内的领导和专家更多地表示希望通过顶

层设计，协调技术、管理、政策和体制多个方面，

彻底打通风电产业的任督二脉。

史立山提出，要解决目前国内风电发展的

困难，一是要推动技术进步，加强科技创新步

伐 ；二是用两到三年的时间基本解决弃风限电

问题 ；三是扩大配置资源的范围，扩大跨区送

电 ；四是开拓灵活的用电负荷。

石定寰认为，未来中国风电发展还面临很

多新的任务，除了在技术创新上生产更高质量

的机组，提高可利用率，还要从产品标准、原

材料、工艺、生产、装备等多个环节把好质量关，

完善质量检测和认证体系，并且推动能源市场

的多能互补。

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主任王仲颖更是直接

指出，中国的能源转型已经势在必行，而且关

键是看风电，看下一步的电力体制改革。“我

认为电力改革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发、输、

配电分离 ；第二步是调度独立。”

此外，这次大会的企业家论坛一改往年从

开发商、整机商到零部件商按纵向产业链划分

的形式，而是立足于投融资、制造企业的困境

与解决方案、风电技术创新与质量管理和风电

并网与消纳等横向维度，将行业面临的新旧问

题摆到分论坛，供与会者充分交流讨论，以期

解决风电人士共同面对的各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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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国风电健康、持续发展，国家能源局和有关部门针对风电出台了一系列的

政策和措施，包括下放风电项目的审批权，建设特高压输电线路，改善风电并网难的问题，将可

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标准提高到每千瓦时 1.5 分，鼓励企业开拓市场 ；积极发展海上风电以及加强

风电产业监测和评价体系建设。与此同时，在发展风电产业的同时，十分重视风能技术的进步，

国家科技部等有关部门安排了 7 兆瓦级和 10 兆瓦级风电机组关键技术研究、储能和多能互补技术

研究，继续加强风电能力建设，特别是在标准、检测和认证方面加快与国际接轨的步伐。

在以电力为主导的 21 世纪，我们要关注可持续发展，可再生能源将会成为 21 世纪能源行业

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发电领域。同时，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行业，

很多国家都对可再生能源有商业化开发。所以，在全球市场当中，可再生能源有很大的市场。但是，

有很好的市场投资回报率，才能让行业发展得更好，才能让更多的国家参与到可再生能源的行业

发展中来。

我国风电发展现在还面临着诸多挑战，特别是大规模装机跟弃风限电不成比例。这不仅使我

们的投资效益没有拿到，环境效益也没有体现。因此，我们要改变思想观念。我们未来的能源发

展要立足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将成为未来、也是本世纪逐步要实现的主体能源。未来风电发

展能否保证质量和健康，也跟我们战略思想和观念的转变有很大的关系。正是因为如此，党的“十八

大”才提出来要积极推进能源领域的生产和消费革命。既然是革命，就是根本性的改变，而不是

修修补补。

中国的能源转型成功与否，关键看风电。实际上，关键还是要看国家下一步的电力体制改

革。我个人认为，改革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发电、输电、配电分离。配电应该市场化。德国

有 900 多家配电公司，他们都生存得非常好，完全可以交给市场。德国政府也表示能由市场调节的，

就交给市场。第二，电力调度独立。电力调度是最需要公正性的，绝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调度

电力。严格控制和管理输电部门。

我国风电行业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非常规范的管理体系。因此，产业健康发展是一

个长期的任务，我们确实要做好顶层设计，从而加强制度建设，明确责任目标，形成一个健康有

序的市场。目前，风电项目的审批制度已经改革，今后国家层面的工作主要是进行技术设计和宏

观管理。对于具体的项目，国家将主要调控布局，重点支持风电利用好的地区的项目建设，下更

大的力量统筹协调资源和市场的不平衡问题，加快跨区的资源优化配制问题，发挥地区和市场互

补的作用。

国务院参事、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 石定寰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主任 贺德馨

全球风能理事会主席 Klaus  Rave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 史立山

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主任 王仲颖

CWP2013开幕式领导嘉宾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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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电网都是非常落后的，我们希望电网能够像互联网一样，能够把所有的可再生能源

进行很好的整合。如果想要成功的话，就必须很好地整改 19 世纪设计的电网。此外，在 2014 年

或 2015 年，风电的增长将会比较缓慢，除非美国有一些重要政策，或者欧洲市场开始增长，或

者日本、韩国还有其他市场的海上风电有迅速发展。但是在这十年中可能不会发生。价格下行的

压力仍然会存在，也会存在比较严重的供应过剩，但会比以前好很多，有很多制造行业当中出现

了科技方面的整合，在今后还会有更多方面的整合。

波动性的可再生能源意味着整个电力系统的运营方式、管理方式也必须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但是最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风电本身，而是在于系统的整合，要把风电或波动性可再生能源纳

入到电网，需要电网系统有更强的灵活度。这个灵活度指四个方面，包括电网、调度、储能以及

用电需求侧的整合。此外，我们还需要改变一下自己的思路，要把风电放在一个全局下考虑。风

电已经不再是一个朝阳行业，它已经慢慢成熟，并需要在整个能源领域中发挥领袖的作用。

在政策框架上面，至少有 138 个国家已经在 2012 年年底之前制定了可再生能源目标，其中

有 130 个国家有非常具体的可再生能源政策，而且都已经落实。尽管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制定了可

再生能源政策框架，但 2012 年仍然有一些国家出现了政策上的倒退。这对于他们的可再生能源

行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导致了投资的减少，这个现象主要出现在欧洲。要使可再生能源的应用比

例在 2030 年之前翻番，我们需要大胆的政策行动。此外，还要有集中以及分散式的可再生能源。

对化石能源一般性的补贴应该慢慢取消，增加可再生能源在今后能源结构当中的比例。

可再生能源涉及的政治因素较多。政策一旦发生变化，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就显得非常脆弱。

经济的下行本身和风电并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它导致了市场上不同的发展模式，这使风电行业面

临很多困难。海上风电也有了新的发展，漂浮式海上风电也已经出现，但是要消纳这些新增的装

机容量，就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提供电网。这是非常困难的，也是现在最为艰巨的一个任务，解决

好这个问题才能实现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丹麦政府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政策，我们希望能够在 2020 年前减少 40%
的温室气体排放。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扩大可再生能源的应用比例，特别是对风电的应用。丹

麦在风电利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技术和经验。现在有 30% 的电力靠风电来满足。丹麦将会继续发

展智能、灵活的国家电网系统，能够在电网中消纳更多的风电。

REN21主席 Arthouros  Zervos

全球风能理事会秘书长 Steve  Sawyer

国际能源署（IEA）可再生能源部门主任 Paolo  Frankl

丹麦王国驻华大使 裴德盛

欧洲风能协会主席 Andrew  Gar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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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大唐新能源累计装机容量达到

600 万千瓦，资金的 80% 都来自贷款，主要来

自国内几大银行。从发展来看，贷款对我们的

制约并不是特别大的问题，主要是股权融资这

块。由于这几年限电，造成项目的经营效益有

所下滑。市场表现不是特别理想，融资达不到

要求，这方面的压力比较大。今后可能重点在

股权融资方面做一些工作。实际上，在融资方

面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除了股权融资，还与

保险基金、私募基金合作，集团还成立了融资

租赁公司。因为在香港上市，所以在融资方面

也想利用香港平台，从国际上获得更多资金。

从风险的角度来看，我们觉得风电目前的

金风在发展的过程中，每一个非常重要的

阶段，尤其在投融资领域，都得到了银行和金

融机构的大力支持。在 2010 年的时候，公司

实现 H 股上市，AFC 国际投资机构对公司的

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2010 年

公司开始走国际化道路，国家开发银行也给予

了很大的支持。2011 年到 2012 年，国家银根

相对紧缩，公司的发展并没有停止，很大程度

上也是来自于金融机构给予的支持，同时，国

内风电开发业务上的一揽子综合计划，也支持

了公司国内业务发展。

整机设备要实现在海外的销售和出口，开

始会有难度。国外很多投资商对中国的风电机

企业家论坛（一）：投融资论坛

 胡国栋（中国

大唐集团新能

源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霍常宝（新疆

金风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席

财务官）

投资风险是最小的，其次是太阳能，风险最高

的还是火电。对于风电融资，银行对限电区域

有不同的条件。如近几年，银行对限电区域的

项目融资限制非常严格。实际上，在限电严重

区域，如果项目确实有很大问题，我们也不会

投资。在这一点上，银行和开发商企业之间的

认识基本一致。

从融资的角度来看，我们去海外开发项目，

在国内融资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障碍。只要是

国内担保，所需资金从国内贷款是没有问题的，

这种形式叫做内保外贷。在澳大利亚做项目，

当地银行对项目评估后，认为各方面没问题的

情况下，也能够提供贷款。

组能否稳定运行还有疑问。所以，金风最初采

取的战略是通过投资带动机组销售。例如，金

风在美国投资了两个风电场，带着金风的产品

实现了在国外的销售。

中国的整机制造商在国际化道路上会慢一

些，因为需要业绩的累积。比如，美国会看制

造商是否在发达国家有 100 台机组运行 1 年以

上的经验。因此，在这些条件下，企业还是需

要国内政策性银行的支持。当业绩累计到一定

程度，产品就能够得到发达国家当地的银行、

保险等金融机构的认可，愿意为企业提供相应

的融资。例如，金风在巴拿马、澳大利亚、美

国都能够取得当地的项目融资。

整理／赵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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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融资角度来说，我比较倾向于风电和光

伏，因为这个行业融资，能算清楚方方面面的

账。例如，风电设备价格是公开的，都是市场

价格 ；财务费用也是明确的，因为建设期就那

么长 ；电费也是很清楚的。随着对前期工作认

识的提高，前期认识水平提升，可以比较准确

地掌握每年的可利用小时数。但是也存在一些

不确定因素，一个是地区的限电，开发企业的

确没有能力来准确地预测限电时间和比例。还

有设备的问题。国产设备起步时间相对来说还

不是很长，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技术进步很快，

往往在主导机型运行半年后，市场就会出现问

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政府补贴的资金长期

不到位，给项目公司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直接影响到财务费用。

目前看来，“走出去”的步伐不是太快，

因为程序比较复杂。这里面有投资商的问题，

风电保险还没有相应地跟上，原因源于

几方面。首先，国内保险公司对风电技术和风

险了解得不是很全面。其次，目前事故率非常

多。据了解，前年倒塔事件有 30 多起。这样，

目前国内收取的风电保费远远难以满足补偿需

要。因此，很多保险公司对风电不是非常感兴

融资租赁就是一个企业的按揭贷款，你选

定的设备我来买，买来租给你用，然后约定一

个期限，在这个期限之内你连本带息还给我，

然后再过渡给你。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经营性租

赁，它更类似于投资，这个设备我来买，我拥

有这个设备的永久所有权，但是我把这个设备

租给企业去使用，企业在使用的过程中创造了

价值，产生了现金流，然后我们根据你的现金

流来确定给我还租的比例和期限。有可能租赁

期限等同于项目期限。

租赁有两种特点，一种是加速折旧，企业

在交租金的过程中，比如企业的设备折旧期是

也有当地政策、法律方面等各个环节的问题。

由于对当地社会缺乏了解，对法律的了解需要

一个过程，对政策的掌握也需要一个过程。所

以，虽然也在积极地开发海外市场，但是进展

相对国内来说要缓慢得多。

如果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银行会对风电

融资提高积极性。第一，基于开发商和银行对

国家政策的理解和认同，国家政策持续支持新

能源发展，是一个长期的政策 ；第二，开发主

体的资质、银行的信誉，是开发商尤其要注意

的。目前龙源的装机规模超过 1000 万千瓦，

今后每年还要保证 100 多万千瓦的增速，但负

债率仅为 60%，财务信用非常好，成为融资方

面的一个优势 ；第三，项目融资和公司融资今

后会更多地采用项目融资方式，而项目融资的

关键在于要有一个好的项目，资金回报率要比

较高，这样才能调动各方积极性。

趣，但一直在关注。

我们的市场定位是在电力能源，因此也计

划进入风电领域，在这方面也一直进行着研究，

形成了一些报告。下一步打算在风电领域再开

发一些适合各阶段的风电产品，更好地服务于

风电企业。

20 年，我给你做 10 年，10 年之中发生的所有

的资金支出，都可以进入企业的折旧成本。还

有一种方式是弹拨折旧，把企业折旧方面的压

力减轻。我们都是针对不同的项目和不同的企

业来量身定作的租赁方案。

风电领域是我们近期提出的一个重点调研

方向。对于整个行业来说，我们了解得不是特

别深入，但是我们有信心能够不断地丰富我们

的客户资源，通过不断丰富我们的业务产品，

能够跟各个企业，包括开发商、设备商、制造商，

提供更好、更优质的金融服务。

张源（龙源电

力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陈欣（英大泰和

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重客业务

管理处处长）

韩睿（民生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公司船

舶租赁事业部特种

船中心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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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a Younger

（IFC 国际顾问

专家）

韩克锐（GE中国

大区与蒙古地区、

GE销售与项目融

资部高级副总裁

兼总经理）

我们在原保险市场做了很多努力。但这还

需要经过再保险市场的认可。再保险市场不如

原保险市场那么开放和活跃，它只认历史数据。

随着大家对风险的认知，现在的事故率已经降

下来了。我也经常跟一些核保人讲，一定要用

发展的眼光看待风险和分析风险，不能僵化。

我曾经与银行接触，在新能源领域做一些

事情。银行非常欢迎保险，也非常依赖保险的

加入，保险对银行的贷款信用额度支持很大。

客观的标准风险很低，但主观风险往往来源于

保险的数据基础，就是大树法则，参照以往损

失发生的概率。但风电行业的风险比较特殊，

因为技术更新非常快，风险会产生变化，历史

数据并不是很可靠。比如 5 兆瓦的风电机组与

1.5 兆瓦的风电机组风险可能不同，5 兆瓦风

电机组的风险甚至更高。我们下一步打算依托

风电领域的一些专业机构，比如鉴衡认证的技

术优势，寻找一些机会服务于风电行业。

世界银行在全球融资了 250 万千瓦的风电

项目，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土耳其、智利、

南非、墨西哥等，也给一些中国领先的私营企

业做了股权融资，比如中国风电集团，为他们

在甘肃的大型风电项目提供了资金，这个项目

现在已经开始运营。但是由于弃风和补贴支付

拖延的问题，这个项目现在还没有达到我们的

预期，这使商业银行在接触风电项目的时候非

常小心。他们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去为一些

项目提供融资。

在风电行业，有两个问题可能使国际化脚

步放缓了。一个是质量问题，潜在的海外买家

对中国风电产品的质量有顾虑。

还有另一个问题与风电行业本身有关。我

们之前与本土风电开发企业、电网公司进行过

接触，他们还在发展阶段。这些新兴市场的用

户，对于中国的厂商并不了解，甚至连谁生产

高质量的产品都不清楚。所以，能否获得维护

所需的备件，以及如何管理风电资产，这些方

面的要求必须要由中国厂商满足，这是中国国

际化脚步放缓的重要原因。

另外，中国的风电市场本身增长非常快，

一些中国的风电企业希望能够保证在国际市场

上的地位，从而有国际化、全球化的意愿。但是，

他们是不是有足够的人手和经验，同时能够兼

顾国内外，也是一个问题。

我负责 GE 亚洲区的融资项目工作。GE
开拓风电市场分为两方面，一个是国内方面，

一个是境外方面。国内和境外的要求完全不一

样，国内五大公司是最大的客户，但也有很多

民营公司想买 GE 的风电技术。但他们筹资不

够，国有银行也不敢给他们贷款，所以还是有

一些困难。

如果我们投资的话，不会多于 20%，如

果对方需要筹 100 块，我们将占到 20% 以下。

例如，境内的一个项目缺 2500 万美元，GE
公司拿出 1000 万，而 GE 的伙伴也投了 1000
万，因此一共是 2000 万，这种情况比较多。

目前看来，GE 大概有 400 多个项目。

我们在辽宁沈阳有一个工厂，就是生产设

备的，我们也可以做出口，出口的情况也不一

样。在国外，融资情况也不同，不像在中国境

内购电那种合同，所以银行看待项目的风险也

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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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一下当前的形势，首先，政府支持风

电发展的政策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而且今年

还传来了好消息，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标准由

0.8 分 / 千瓦时提高到了 1.5 分 / 千瓦时。大家

在呼吁风电并网的过程中，电网建设的步伐加

快了。其次，行业协会和国家能源局对风电制

造业的约束逐渐透明化、规范化和标准化。此

外，风电投资商更加专业，他们不仅采购设备，

还建立了自己的检测中心，对所采购的设备进

目前，风电行业面临的挑战，一个是如何

使快速增加的风电机组的质量更加规范化，一

个是如何衡量收益和成本。要计算产品的成本

比较容易，但是要衡量一个产品的生命周期比

较难，因为我们还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必须

要强调质量，有了质量，行业才能够可持续发

展。随着行业的成熟，我们要不断深入了解产

品到底有哪些问题，该从哪些方面加以完善。

行业还面临其他一些挑战，要求我们不断

作为风电制造企业，我们应该时时刻刻把

风电开发商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我国风电行业

在质量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联合动力的客户 80% 来自集团内部，最近

来自外部客户的新订单上涨了 30%。联合动力

企业家论坛（二）：制造企业的困境与解决方案

行严格的实验、检测，最后制定一个标准，作

为招投标时的检测依据。    
目前，企业面临的外部压力主要来自于对

政策是否能够持续的担心，但更多的竞争压力

来自于企业内部。新机型的推出越来越快，客

户的要求越来越高，企业的研发能力能否跟得

上？还有认证、内部管理、供应链的管理以及

人员的管理等，都是企业面临的挑战。

做好规划和政策的改变，特别是关于可再生能

源的一系列准则和标准。同时，我们还需要了

解国内的需求到底有多少。

除了挑战，行业还面临相关风险。一是相

关产品的本土化问题有可能增加产能过剩的风

险。二是价格的问题，我们面临着非常严峻的

价格压力，除了风电机组的价格，我们还要考

虑相关方面的发展。

自己开发了一些能够真正衡量可靠性、质量和

耗电量的指标。同时，在这些指标的体系里面，

一定要考虑质保期后 20 年到 25 年业主的运行

费用。我相信这次以质量为主题的会议，将在

我国风电发展历史上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

武钢（新疆金风

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

Randall  Hoeflein

（艾尔姆风能叶片

制品公司亚太区

总裁）

张滨泉（国电联

合动力技术有限

公司总经理）

整理／白亚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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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aus Aaen（GE

中国风电业务总

经理）

陈党慧（华锐风

电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裁）

郑宗功（维斯

塔斯中国区总

经理）

赵学永（中国

明阳风电集团

有限公司总裁）

风电行业的竞争非常激烈。作为一个国际

公司，我们欢迎自由开放的竞争，因为我们都

会从中受益，都能变得更好，能提供更好、效

率更高的产品。

产能过剩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这个行业不

健康，它使价格低得非常不切实际。我们希望

这个行业能够实现长期发展，给制造商留有一

定的空间，让他们利用这个空间开发出新的产

我国风电制造业经历了从国际产品占主导

地位到国产风电产品稳步发展、从风电机组产

品供不应求，到大家都制造机组的转变。行业

竞争越来越激烈，产品价格也随之下降。

从制造业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必须经历

的过程。只有经过激烈的竞争，才能优胜劣汰，

行业才会逐步走入一个成熟期。目前来看，风

电产业已经慢慢从毫无理性的竞争向理性竞争

我想用三个成熟和一个差距来总结中国风

电行业的发展。

第一是政策制定和政府的支持越来越成熟；

第二是风电开发商越来越成熟，开发商不再只

是看重产品的价格，而是全方位地去评价技术

经济和投资回报率，这是风电行业健康发展的

基础；第三是制造商越来越成熟，他们能逐渐

提供更适应市场和客户需求的产品，质量也在

不断提高。同时，国内制造商和国外制造商的

品。弃风问题仍然存在，很多新的风电场建在

了华中、华南地区。针对市场形势， GE 也推

出了专门针对中国市场的低风速风电机组。

采购标准也出现了一些新趋势。度电成本

和长期的能源成本等都在采购中发挥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如果从能源生产的安全性和设备的

稳定性、可靠性来考虑，这将有利于保持价格

稳定。

发展，风电机组的价格也开始回升。从产业体

系来看，目前风电产业体系和我国成熟的火电

产业体系还有一些差别。

产业参与者应把各自份内的事做好，行业

有一套完整的标准体系。在这个标准体系下，

无论是开发商、整机制造商，还是部件生产商、

材料生产商，大家都能在这个体系里找到应有

的位置。

差距越来越小。国内制造商也在不断学习，缩

小和外资企业之间的差距。

中国的风电行业前景向好，但是短期内还

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这需要行业所有参与者，

包括政府、银行、风电开发商、整机制造商、

零部件制造商的共同努力。只有整个行业健康

了，每一个参与者才健康。反之亦然，只有行

业的参与者都健康了，整个行业才会更健康。

中国的风电要持续、健康、稳定、科学地

发展下去，首先，要有一个合理的行业市场规

则与结构。行业的所有参与者要形成一个合理

的价值、利益分配结构。

其次，要有一个合理科学的产品战略。评

判产品战略是否科学，是否符合市场需求，一

个核心标准就是有没有最终的综合经济效益。

最终的综合经济效益由整个产业决定，与合理

的价值、利益分配结构相辅相成。只有保证这

样，行业才能健康发展。

最后，产品要有良好的质量保证。对于高

科技产品，核心技术就是要提高机组整体匹配

度。通过价格战赢得市场是不科学的，我们应

该抓质量，利用质量形成稳定的产品，保证整

个行业的健康发展。这需要业主、供应商和制

造商协同合作，形成共同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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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风电市场已经实现

了从零到世界装机第一的转变。我们最近看到

中国风电市场的一些变化，开发商开始愿意多

花一点钱来获得质量比较稳定的产品，这表明

这个市场在逐渐成熟。

另外，中国的风电服务市场还刚刚起步，

中国的风电行业花在服务上的钱仍然小于其他

市场。在维护方面，很多维护工作还是直接由

原来的制造商来担任。对于这些问题，行业需

要寻找解决方案。

在过去几年残酷的价格竞争下，投资开发

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也是最大的受害者。从

现在开始到未来的几年时间里，很多风电机组

将会遇到很大的质量问题，很多投资将会打水

漂，这是他们成为受害者的一个原因。

作为整机制造商，第一，必须要有自己的

核心技术与技术研发体系。国内的风电整机制

造商研发新产品的速度比欧洲要快 3 到 4 倍，

在产品认证、零部件检验和可靠性方面肯定是

同时，我们也面临一些新的市场变化，客

户需要高价值、高质量的产品。并网、产品质

量问题，都和弃风有关，我们需要更多基础设

施的投资，建立非常健康、合适的体制，才能

更好地提高质量。现在，我们希望能够借鉴已

有经验，推出新的产品，并在新产品研发初始

阶段就重视质量。譬如，现在中国风电在往高

端市场发展，像云南等地海拔较高，在那里发

展风电有一定的挑战性。所以，我们需要做好

产品设计，以便在高海拔地区更好地发展风电。

存在问题的。这种机组在长期运行、生命周期

内的维护成本肯定很高。整机制造商在这个时

候应该静下心来，好好地认识自己的技术、质

量，以及工程和售后服务。这样，企业才能可

持续发展。第二，我认为国内企业应该立足国

内市场，放眼世界。我希望有朝一日国内的风

电制造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可以和歌美飒、维斯

塔斯平起平坐，甚至超越他们。

Jose  Antonio  

Miranda（ 歌

美飒公司中国

区总裁）

金孝龙（上海

电气风能有限

公司总经理）

王贵轩（博世

力士乐中国副

总裁）

虽然今年中国风电的装机容量没有年初预

计的那么高，但是市场在往理性发展，尤其是

在产品技术的先进性、质量的稳定性方面。这

些工作不仅是主机厂在做，更多的是我们在座

的供应商也在做。主机厂的价格逐渐在提高和

恢复，这也是必须的。每个人都要做一定的贡献。

我们要保证我们的最终客户在 20 年、25
年后都有稳定、较高的经济效益。博世力士乐

做了很多工作，我们提供整套服务系统，这种

服务不仅限于对齿轮箱运营的在线监测，还对

整个风电机组也进行在线监测，随时向客户提

供信息，以保证整机的长寿命，高效率。

从供应商的角度来讲，主机厂有很大的优

越性，因为供应商过高的产能和产量可能使主

机厂的择优选择很简单。但是作为供应商就完

全是另外一回事。像博世力士乐这样的供应商，

都有非常完整的质量体系、开发体系。但是博

世力士乐的供应商完全是另外一个水准的，我

们必须一步一步地从零开始对他进行开发和培

养，以保证我们的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准。



Cover Article | 封面

2013年第11期  43  

吴凯（新疆金风

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执行副总裁兼

研发业务单元总

经理）

孙立（维斯塔斯

中国及亚太区技

术总监）

叶杭冶（浙江运

达风电股份有限

公司总工程师）

金风科技作为中国进入风电行业比较早的

主机厂之一，也是受益于技术引进。根据技术

引进，结合自身的能力，逐渐形成了我们对风

电的认识。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结合国情再

创新的道路，是我们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

我们走的是国际合作、整合优化再创新的道路。

目前我们正从第二阶段往第三阶段过渡，是广

泛合作、再创新、持续创新的过程。

创新和持续创新是一个企业，尤其是制造

企业保持持续生命力的源泉。风电企业只有通

过不断创新，才能逐渐优化成本，使风电成为

谈到维斯塔斯的技术创新，实际上是和维

斯塔斯的悠久历史分不开的。

从 1979 年开始，维斯塔斯就是一个不断

做大、提高叶轮转换效率的过程。1999 年，我

们运用变频技术制造了 2 兆瓦、V80 经典机型。

2009 年，我们致力于开发 3 兆瓦机型。2012
年以来，我们推出了 V110 － 2.0MW、V116 －

更加亲民的能源。此外，我们通过不断创新来

提高环境友好性。

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并不矛盾，更重要的

问题其实是一个开放的心态。在金风科技的文

化里面，开放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点。风电

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机电一体化的系统，涉及

机械、电子、电器、空气动力、化工等诸多领

域。金风科技没有能力了解各个行业的专业知

识，只有用开放的心态进行整体整合，才能更

好地支撑我们未来的发展。

3.3MW、V127 － 3.3MW 机型。这是维斯塔斯

机型的简单发展历史。维斯塔斯发展历史的核

心是通过技术创新，为客户不断提供新的机型。

核心的核心就是我们采用新技术、推出新机型

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第一次建设的投资上，而且

体现在运维投资和 20 年的项目收益上，最终要

做到的就是不断降低客户的度电成本。

在风电行业前几年，我们的产品技术主要

从欧洲引进，这些产品主要用在中国风能资源

较好的“三北”地区。现在，随着“三北”地

区装机容量的迅速减少，市场主要在向低风速

地区、高海拔地区、寒冷地区，以及山区、沿

海的台风地区扩展。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机

组实际上遭遇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我们将

标准设计的机组用到这些地方，没有经过一系

列的技术改进和调整，机组无法很好地运行。

特别对国内来讲，我们应该把技术创新的

企业家论坛（三）：风电技术创新与质量管理
整理／白亚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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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今后风电机组的发展方向是如

何应对低风速的风场和复杂环境下的风场。远

景一直在研发“智慧风电机组”，需要这个风

风电机组的技术创新，第一，必须要有开

放的心态。第二，在基层制造的理念下，要有

一个能够把所有供应商方方面面吸收进来的、

开放的设计平台。第三，在设计创新当中，企

业需要有一些独到的做法，而不是回到紧跟别

人后面模仿的老路上。第四，在整个创新设计

从全球风电行业发展来看，风电一定会成

为可再生能源的主力电源，其市场空间无限，

创新空间无限。有一个现象是，中国前些年有

八十多家整机制造企业，到现在可能剩下二十

多家，已经有六十多家出局或者离开风电的舞

台。所以，创新才是企业的生命。

我认为零部件的创新，需要主机的牵引，

需要主机的支持，需要整个产业链的协同创新，

否则只能是相互模仿、低水平的重复。

协同创新包含两个方面 ：一方面需要主机

厂的牵引和推动，在设计的时候综合考虑各个

零部件的成本，一起进行设计。另一方面需要

合作和开放，一定要相互信任。当然，我们也

电机组能够自己感知环境，自己能够根据风况

及时地进行调整。这样，风电机组无论在发电

量还是载荷控制等方面，都会有极大的提升。

的过程当中，要把整机的设计当成一个系统工

程来进行。创新的过程离不开质量管理，这个

质量是指研发过程当中的设计质量。如果我们

忽视了这个环节，最后的创新成果会走很多弯

路。第五，创新的过程必须要有自己全新的检

测手段来支撑，这样才能不断优化。

创新一直是南车风电的重要企业文化。这

几年，我们推出的高原型风电机组在国内市场

上份额是最高的。近期，我们也推出了 2 兆瓦

的低风速风电机组。同时，我们也正在做整机

动力学的基础研究。

理解主机厂对供应链安全的考虑，对成本风险

和供应能力风险的考虑。我觉得，产品发展到

不断细分的阶段，我们呼吁相互信任，建立相

对固定的合作伙伴关系，在数据上相互开放，

找到最合适、最优化的零部件，找到性能最优

越、性价比最好的整机，这才是风电发展最终

的出路。

重点放在满足特定环境下市场用户的需求上，

而不是放在考虑未来怎么研发 10 兆瓦机组、

研发超导机组上，这从中国现有的基础，包括

工业基础和设计能力来讲，不是很靠谱。

张锋（远景能

源科技有限公

司技术总监）

刘琦（上海电

气风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李晓光（南车株

洲电力机车研究

所有限公司风电

事业部副总经理）

陈淳（中材科

技风电叶片股

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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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学习，因为我们在

全球都有自己的足迹。我们学习用全球各地的

经验，来解决在中国所面临的挑战。

过去十年，我们刚进入中国市场，那时中

国北方有非常严重的沙尘暴。我们从埃及的风

电项目吸取经验，在设计上做相应的调整，这

些研发创新在中国的第一批机组中都有所体

现。另外，我们发现福建的气候条件也完全不

从一个高校的角度来讲，我们要加强风电

企业和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在联合创新研究方面

的工作。我们要互相支持，互相信任。我国的

风电产业是在引进国外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现在要加强创新性，还要继续进行开放，

一个是对国际的开放，一个是对国内的开放。

同，湿度高、温度高、还有台风。我们在非

洲热带沿海地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我们从那

里吸取经验，用到福建。开发高海拔风电场也

是我们的一个机会，我们需要把在墨西哥海拔

2500 多米的地方的相关经验带过来，这些都

是非常有益的借鉴。同时，我们还要根据中国

相关的标准，针对当地市场来开展业务。

高校和企业可以共同建立研发基地，也可

以共同来申请国家的项目。企业可以提出一些

要求，通过高等学校的一些研究，反过来由企

业在工程上得以实现。这样，才能使我国的风

电产业走上真正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走上一条

真正创新的道路。

Mikel  Butagueno  

Wreta（歌美飒公

司中国区技术总

监）

王同光（南京

航空航天大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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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德国进行一下比较，中国安装的风电机

组运行得也不错。但是如果把数据都加在一起，

就会发现运行质量呈下降趋势。一方面可能由

弃风造成，另一方面可能由其他因素造成。

电网也有一些容量的问题，由于时间和空

间不同，性能有很大的差异。中国在 2011 年

有 100 亿千瓦时的风电被弃掉了，2012 年是

200 亿千瓦时，弃风量比 2011 年增加了一倍，

2013 年有一些好转，比如内蒙古的情况也在

改变。总体的趋势仍然是在恶化，主要表现在

这几年从国家能源局到研究机构、电网公

司，都非常重视弃风限电，并力图通过一些方

案和顶层设计来改善这个问题。但我们也感觉

到弃风限电并不能很快解决，这是长期存在的。

其次，我在内蒙古东部地区曾经带着团

队搞了一个很好的风电项目，成为国内唯一一

风电对电网的影响，实际上取决于风电发

电量与整个电网负荷量的相比。在欧洲建设第

一批风电场的时候，都需要咨询运营商整个电

力系统中能够容纳多少风电，丹麦可容纳的风

电容量是 20 万千瓦。欧洲有些国家所需电力

的 15% 到 30% 都来自于风电。需要每个风电

场提供有关发电预测的信息，比如一小时或一

天能发多少电，弃电量是多少，等。

内蒙古和吉林，原因主要是冬季的供暖需要。

甘肃也存在这个问题。

财务状况较好的项目主要在电价较高的地

区，因为那里风速虽然比较低，但弃风现象较少

发生。由于弃风，一些有着很好风能资源的项目，

收益要低于低风速地区。因此，如果把低电价与

弃风情况联系到一起，我们会看到有很多项目，

即使风能资源达到一级，盈利仍然很少。但是，

只在低风速地区发展也不是解决办法。因为一些

盈利最差的项目也位于低风速地区。

个具有百万投产的风电公司。在 2009 年时出

现了少量限电，2010 年开始出现大面积限电，

到 2012 年有所缓解。从这个过程看，最严重

的一年限电达到 40% 左右，这对发电企业来

说已经无法承担，出现了大面积亏损。

应该说，限电为企业后续发展带来一些问

电网在发展，风电也将更有能力实现并网。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努力改变电力系统，以便在

很多地方实现风电占比 20% 的目标，其中电

力输送非常重要。

风电在未来还可以提供相当一部分灵活性，

如果我们确实要进行市场设计，或者对电力系

统进行改善，帮助风电更好地并网，需要有一

个更高效的市场运作方式和更广泛的市场范围。

S e b a s t i a n 

Meyer（ 安 元

易如国际公司

主任）

H a n n e l e 

Holttinen（芬

兰 VTT 研究

所，IEA 电

网专家）

马玉刚（华能

通辽风电公司

总经理）

企业家论坛（四）：风电并网与消纳
整理／赵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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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面对的并网和消纳问题很突

出？过去几年，很多人把中国风电发展数据摆

出来与国外比。除了增长规模超过了对方，其

他可能很难与他们相比，这与中国风电的两个

特征有关。这两个特征是硬约束。一个是中国

对风能资源的利用过于集中，都在“三北”地区。

九个千万千瓦级基地，有七个在北部。如果开

发规模超过了当地市场消纳能力，就会给电网

带来很大挑战，就需要扩大市场，或是将电送

出去。第二，风电作为反调峰的电源，需要其

他电源做调节，要与火电、水电相配合。“三北”

地区以火电为主，并且大部分是热电，到了冬

天以热定电，基本上不调峰，使火电输出在白

天达到 100%，晚上达到 90%。而风电最好的

季节也是在冬季，并且是晚上，与热电冲突。

我们国家的软环境也有需要调整和改进的

地方。风电作为一种资源，规划、建设、运行，

整个过程需要统筹谋划。风电的规划要与市场的

规划衔接好，风电开发的规划要与电网的规划

衔接好。但是，前些年这方面做得不够。国家

“十二五”风电发展规划已经颁布了，但是没有

明确的市场规划，也没有电网规划。如果风电规

划与电网规划脱节，带来的问题显而易见。

今年，情况有了一些起色，风电利用小时

数比去年上升了，但是后三个月怎么样还有待

观察。好转的原因我做了一些分析。第一，国

家层面从规划布局上进行了调整。今年国家核

准开工的风电项目都在山东、山西等地区，这

些地区此前风电装机规模小，风电市场规模大。

“三北”地区前两年弃风较严重，能源局做了

适当的控制。第二，针对这两年弃风严重的地

区，电网公司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例如新建了

一些通道。今年上半年国家能源局批复了两条

500 千伏交流的线路，现在正在抓紧建设，在

这两条线路建成后，相信冀北地区弃风问题会

得到比较好的缓解。

张正陵（国家

电网公司发展

策划部副主任）

题。存量资产出现这样的亏损，再新建工程对

一个公司来说也面临很大的考验。因为无法解

决存量资产问题，就无法使在建工程做好，这

是一个共性问题。

从 2012 年开始，通辽地区由于电网得到

了局部改善，限电指标大幅度下降，限电问题

得到较大改善。与 2011 年相比，电网公司做

了大量的工作，包括使用了一些稳定设置，数

据实时上传的准确率得到提高。对于发电企业

来说，每天研究的问题就是如何少限电。来大

风后，发电能力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确实很可

惜，也很痛心。

酒泉是中国批准开工建设的千万千瓦风电

基地，但距省会城市直线距离 1000 千米，相当

于北京到南京的直线距离。因此，远离负荷中心

成为其一大特点。第二大特点是本地区用电量很

少，电力电量几乎完全外送。第三个特点是酒泉

风电的集中度非常高，在酒泉有一个变电所叫敦

煌 750 变电所，该变电所目前并网的风电和太阳

能装机容量达到 500 万千瓦。而按照规划，最终

将超过 650 甚至 700 多万千瓦，是全世界唯一

单个变电所集中并网装机容量超过 500 万千瓦的

例子。这客观上就形成了该地风电的送出、消纳、

调峰、系统稳定和控制等一系列难题。而这些难

题中，永远绕不开的是送出和消纳，这也成为中

国与欧美国家风电发展模式的不同点。丹麦是著

名的风电王国，而酒泉 500 多万千瓦的风电装机

容量比整个丹麦的装机还多。

酒泉风电基地 2012 年风电利用小时数为

1645 小时，创历史最低。大家认为限电达到

20% 或 30%，实际数据是由四个因素决定的。

首先，去年对酒泉风电基地乃至北方风电

基地来说都是小风年，至少影响风电利用小时

数 10%。第二，2011 年酒泉发生了大规模的

汪宁渤（甘肃省

电力公司风电技

术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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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西调度部门在 2008 年年底开始重视风

电，当时风电装机容量约为 130 万千瓦，现在

的并网容量已经超过了 1000 万千瓦。在需要

解决很多技术问题的前提下，这样的发展速度

确实太快，给蒙西电网带来的压力也很大。

在技术手段方面，从 2009 年准备做风电

预测技术开始，到 2010 年风电预测技术上线，

实现了全网的预测。到 2011 年年底，蒙西的

风电系统开始试运行，2012 年 11 月正式投入

运行。现在看来，技术手段的提高是保证电网

提高接纳能力的根本。风电建设在先，并网在

后，确实是很现实的问题，很多技术问题都是

把新增的电量全让给风电，但为什么不能

压煤电？ 2012 年全国火电运营 4950 小时，在

西方发达国家，一般煤电运行 3000 小时就算

高了。如果煤电能让出 2000 小时，那么 8 亿

千瓦的火电装机可以给 8 亿千瓦的风电装机做

调峰。最初，欧洲的煤电也不甘心给风电让路，

因为煤电也有自己的运行特点。如果为风电让

路，必须得优先采购风电。在德国，如果把风

电场所发的电弃掉，会受到法律惩处。反过来，

煤电厂要发 5000 小时的电也会违法，若还想

在市场里分一杯羹，就得想办法改进技术。中

国新一届政府对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非常重视。中国原来的电力系统和电网规

划，完全是以煤电厂为核心设计的。中国未来

的能源战略，或者电力系统，到底是继续以煤

电为核心，还是围绕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来构

并网后才发现。

2011 年是蒙西地区风电利用小时数是最

低的一年，为 1912 小时，当年发电量不到 130
亿千瓦时。到了 2012 年，随着技术手段提高，

风电上网电量达到 178 亿千瓦时，2013 年的 1
月到9月，风电上网电量已经达到161亿千瓦时。

蒙西地区在现有条件下做好风电接纳，首

先，要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如风电控制、预测

等。同时，蒙西公司 2011 年售电量为 1200 亿

千瓦时，2013 年大约是 1320 亿千瓦时，虽然

只增长了 120 亿千瓦时，但我们并没有增加火

电，而是把增加的电量全部给了风电。

造输电网络，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目前的方

向没有错，但具体措施还要进行改革。未来的

电力系统和电力网络应该怎么去建，以什么样

的理念和思路去建，是现在必须要决策的问题。

事实上，做电网规划并不难，如果把理念和思

路明确了，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

中国把国家电网作为企业来管理，国务院

国资委也一样，对其有考核指标，从而涉及一

系列问题。而在德国，有四家输电公司，都是

分离的。德国能源监管局对这些公司的盈利水

平严格限制，不允许高额利润出现，这些公司

的收益不可能高于同期社会平均利润水平。美

国有一种 ISO 电力独立运营商，是从整个电力

系统里分离出来的，既不拥有发电厂，也不拥

有输电线路和配电公司，而是有至高无上的权

力，可以下达命令，如对电力的调度。

王仲颖（国家

可再生能源中

心主任）

侯佑华（内蒙古

调度集团公司调

度中心副主任）

脱网事故，导致 2012 年对 3000 多台风电机组

进行改造，影响了利用小时数。第三，由于酒

泉形成了 100 多千米长、20 多千米宽的 4000
多台风电机组的风带，可能对整个风能资源影

响不大，但是上游风电机组对下游风电机组的

影响是国内外根本没有考虑到的。第四个因素

就是限电。把这四个因素综合考虑，酒泉风电

基地风电利用小时数尽管只有 1600 小时，实

际限电的小时数只有 12% 到 13%。

客观事实使我们要重新审视大规模发展模

式背后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关于弃风限电，包

括送出、消纳这些问题，都要再平衡、再认识。

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分析研究，

探索解决风电问题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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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维奇：获益横向一体化合作

5.12 汶川地震后，不少企业都积

极投入慈善，但斯维奇的方式却显得

与众不同。或许是因为该公司主要领

导在地震发生时正在德阳与东方电气

签署合作协议，切身感受到地震对灾

区人员的心理影响往往比物质影响更

甚，便在组织全球员工捐款的同时，

专程从圣诞老人的“故乡”芬兰，将

圣诞老人请到德阳，为当地孩子带去

本刊记者／于贵勇	赵靓

欢乐和温暖。

这成为该企业很好地融入中国本

土文化的一次经典范例，而这样做的

效果是，斯维奇不但在中国市场赢得

了一个踏实的合作伙伴，还在中国这

个市场中得到了很好的舆论基础。

但毕竟“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

基础”，如果没有经济基础的支撑，企

业的公益活动也将难以为继。

在中国，人们往往喜欢将企业分

为两类，一类以大型央企、国企为代表，

似乎对规模的扩张更感兴趣 ；另一类

更多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风险最小

化，谨慎、灵活的民企、外企等。追

求规模的企业更倾向于使用纵向一体

化合作模式，这种模式的极端表现是

全产业链 ；而一些专业化企业则追求

利润最大化、风险最小化的横向一体

化合作模式。在风电行业中，后者往

往显得难能可贵，而斯维奇就是后者

中的一员。

斯维奇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基宁

（Jukka － Pekka Mäkinen） 认 为，

如果只考虑原材料，全产业链看上去

确实比较便宜。可在对一些欧洲企业

进行分析后发现，如果把所有成本都

加在一起，全产业链模式会比供应商

模式的成本高出 50%。因此，没有哪

一家公司是什么都可以独揽的。

与希望通过“全产业链”获得更

低成本的纵向一体化合作模式相比，

横向一体化注重同行业企业之间的专

业合作，其灵活性具有先天优势，从

而使企业能够更好地应对业务周期性

变化、市场波动，甚至是市场转移等。

目前来看，不少行业已经实现了比较

完整的横向一体化体系，如在汽车、

电信、电梯等领域，企业专注于产业

链上的某一点，无论专业化程度、技

术水平还是生产规模，都能够得到长

期积累，从而提高产品质量，确保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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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维奇负责供应链的副总裁 Pertti 
Kurttila 认为。

据了解，斯维奇与斯凯菲尔在此

模式下的合作已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

工人在两班替换的情况下，每五天能

够生产 15 台全功率变流器。这类合作

已超过五年，范围扩大到了多个市场。

这样的合作，实际上正是斯维奇

所倡导的横向一体化，此种合作方式

的具体表现形式，被形象的称作“模

式化工厂”。

有资料显示，模式化工厂的生产

方式决定了其可以灵活响应客户需求

的特性，不但可以做到快速增产与减

产，而且每个生产步骤都会经过测试

并使之系统化。除此以外，经过精选

优化后的生产模式可以复制到世界任

何地点，当客户需要大规模增产时，

便可以保证多个生产地点遵照同一标

准生产，确保了产品具有同样的品质。

目前斯维奇已经生产、销售了

5000 多台风电设备，在中国拥有三家

工厂。而这三家工厂中，只有安徽六

安生产变流器的工厂，是该公司自己

持有的。另外两家工厂分别是位于杭

州，与斯凯菲尔公司合作生产全功率

方面的领先。

对于风电行业来说，横向一体化

的合作模式对技术改进与产业化之间

的衔接极为有利。

“在风电行业，横向一体化意味着

一个公司可以花 6 个月开发一个新的

产品，继而使用 2 年，然后看看市场

的反馈，再着手开发新的产品。这对

企业使用新的技术并保持在创新前沿，

给予了充分的灵活性。”马基宁说。

同时，这种合作模式也摆脱了地

域限制，能够使企业按照市场变化或

市场区域的不同快速改变产品策略，

并在经济和市场条件出现波动时生存

下来。

为此，马基宁发出倡议，建议风

电行业更多地使用横向一体化合作模

式，“因为它才是唯一的能把风电业务

推向下一个高度，即达到世界先进水

平的专业化、规模化和高速度的方式。”

发出这样的倡议显然不只是依据

理论，斯维奇自从进入风电行业以来，

实际上一直就是这么做的，而且获得

了不错的效果。

例如在斯维奇与斯凯菲尔公司合

作的增产项目中，双方在 1 个月内就

生产出了 80 台 1.5MW 全功率风电变

流器。这取决于合作模式得到了创新，

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使生产地点更

贴近终端用户。其中，斯凯菲尔负责

生产和物流，斯维奇则负责质量把关，

对每个产品进行全功率测试。这些变

流器不必通过进口渠道进入中国，而

实现了本地化生产。

“物流是极为关键的一环，只要

每个步骤完全根据以物尽其用为目标

的精益生产流程进行，所有一切都会

运行得十分顺利。同斯凯菲尔合作，

我们有一套非常详细的物流计划，甚

至包括了工厂所需的每一个元器件。”

变流器的，以及位于德阳，与东方电

气合作生产发电机的工厂。这些工厂

所遵循的正是模式化生产理念。

虽然我国风电市场在过去一段时

期出现了一些困难，但斯维奇还保持

了很好的增长态势。这其中的原因，

除了与其在保持风电主业不动摇，将

一部分精力转向船舶、海洋工业和太

阳能有关外，更多地被马基宁理解为

横向产业链和模式化工厂的成就。

据了解，斯维奇在为海装安装的

5MW 风力发电机后，又有了两家对

该型号发电机感兴趣的新客户。而其

最新研发的 8.6MW 中速电机，在丹

麦已经进入交付阶段。此外，同东方

电气合作生产的风电机组则被安装到

芬兰。

由此看来，斯维奇采用横向一体

化合作方式及模式化工厂的基础，是

需要拥有极强的技术能力与专业化程

度。也正是当其拥有以上两点优势后，

同时采用一体化合作方式，可以令这

种合作方式反哺企业的技术优势。最

终通过技术与合作的相互促进形成

良性循环，使企业拥有可持续发展的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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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CWP2013
本刊记者／白亚茹

10 月 16 日至 18 日，2013 北京国际风能大会

暨展览会（CWP2013）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隆重举行。今年的参展队伍中除了整机、零部件等

企业外，来自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第一小学的 100
多名师生也受邀走进展览中心，一同感受风能大会

带来的科技气息。

科技创新教育是展览路第一小学的教育特色之

一，在 2012 － 2013 年度中，学校组织学生参加了

二十多项区级、市级的科技竞赛活动，并取得优异

成绩。参观过程中，同学们也对风电知识产生了浓

厚的学习兴趣。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蔡丰波代

表风能专委会及大会组委会对师生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

通过生动形象的语言向他们介绍了风力发电的原理和应用。同

学们听得津津有味，不时有人举手提问。“人类是怎么发现风能

的呢？”“风电机组是越大越好，还是越小越好？”“风电机组

那么大，是怎么安装起来的？”……同学们的踊跃提问赢得了

在场观众的称赞，蔡主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同学们提出的问

题一一进行了解答。

讲解结束后，同学们有序步入展厅，首先参观的是整机制

造商。在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展位前，一台按比例缩

小的风电机组结构模型吸引了同学们的注意力，展位负责人以

模型为例，为同学们讲解了风电机组的发电原理，并带他们参

观了展位一角的绘画作品。除了整机制造商的展位外，摆放在

零部件企业展位前的轴承、齿轮箱、塔筒升降设备等也让他们

追
风少年

课堂 |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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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致高涨。组委会还组织同学们参观了由风能专委会组织

的 2013 年风电摄影大赛的获奖作品，一张张记录风电场

及工作人员生活的照片吸引学生驻足观看，并合影留念。

参观结束后，同学们在早已铺好的画纸前开始勾勒风

能发展的美好未来。“我画的是一个风电机组，还有很多树，

因为风能是清洁能源，没有污染，我们的环境也会变得越

来越好。”一位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告诉记者。在短短半个

小时内，长长的画纸上就诞生了九十多幅作品，每一幅作

品都诠释了孩子们对风能的理解和热爱。

自北京国际风能大会举办以来，这已是风能专委会和

组委会第三次组织小学生参观风能展。学生们在了解风能

的过程中，不但丰富了课外知识，也激发了好奇心和求知

欲。让风电知识得以普及，让风电梦想得以传承是大会的

初衷，也是其寄予的美好愿景。

Classroom | 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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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上

多个国家和地区将配额制作为支持可

再生能源发展的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

美国艾奥瓦州等多个联邦州、英国等

部分欧盟国家、澳大利亚、日本和印

度也先后引入该政策。截至 2011年底，

全球超过 14 个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了统一的配额制，美国、加拿大、比

利时部分州（省）也引入了配额制 [1]。

各国配额制的推出对可再生能源的发

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受到各

国国情不同、政策体系差异等多方面

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成效不一。

《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下

文简称《规划》）明确提出，为保证可

再生能源发展目标的实现，将采取一

系列措施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其

中就包括引入强制性市场份额政策，

即配额制政策。2010 年，《关于加快

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

（国发 [2010]32 号）提出实施配额制。

目前国家相关部门也正在开展配额制

相关管理办法的研究与起草工作，希

望通过落实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政策，

促进风电等可再生能源消纳。但是长

期以来各方对配额制及相关概念的理

解仍存在一些差异和争论。

本文在深入研究国外配额制典型

模式的基础上，以意大利配额制政策

为例，着重分析意大利电力体制概况，

剖析了意大利配额制政策的关键要素，

意大利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及对我国
的启示

黄碧斌，李琼慧，谢国辉，王乾坤

(国网能源研究院，北京	100052)

摘  要 ：世界上多个国家和地区将配额制作为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以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本文

在深入研究国外配额制典型模式的基础上，以意大利配额制政策为例，着重分析意大利电力体制概况，剖析了意

大利配额制政策的关键要素，并得到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 ：意大利 ；配额制 ；关键要素 ；运作机制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11-0054-06

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 in Italy and its Enlightenment for China 
Huang Bibin, Li Qionghui, Xie Guohui, Wang Qiankun
（State Grid Energy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100052, China）

Abstract: For a number of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the world, the quota production to support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policy tool to promote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in-depth study on the typical pa�ern of the foreign 

quota system and take Italian quota system polic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Italian electricity 

system and the key elements of Italian quota system policy, and get some useful enlightenment.
Keywords: Italy; quota system;key elements; oper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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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1 国外配额制典型模式分析

考虑到可再生能源的高发电、输

电和配电成本，为了有效激励可再生

能源的发展，应对可再生能源发电、

输电和配电环节进行适当经济补贴，

以市场激励手段保证各个环节的顺畅

运行。因此，配额制作为可再生能源

激励政策，其制定仍应综合考虑上述

方面，确保政策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在国外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实施

方案中，可再生能源的高发电成本通常

由传统能源发电企业或电力用户进行

分摊，可通过证书市场交易和电价附加

的形式；高输电成本由发电企业或电力

用户进行分摊，可通过接网成本和电价

附加的形式；可再生能源的高配电成本

一般由电力用户进行分摊，可通过售电

市场交易或电价附加的形式。

配额制义务承担主体的确定直接

影响各方利益和运作机制，是配额制

的核心问题之一。由于输电和配电环

节仅负责可再生能源的电量传输，并

不涉及电量购买和销售，无法直接提

高可再生能源发展利用比例，不能作

为配额制的义务承担主体，但是对配

额制的实施具有一定的影响。因此，

可作为义务承担主体的仅有发电和供

电企业。

按照义务承担主体的不同，国外

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典型模式主要为

两种 ：以发电企业为承担主体，典型

国家为意大利 ；以供电企业为承担主

体，典型国家（地区）包括美国加利

图1	国外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成本分摊机制

摄影：童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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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尼亚州、英国、日本和瑞典。

以发电企业为承担主体的模式对

发电企业分配配额指标，要求发电企

业发出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占其所有发

电电量达到一定比例。在该模式下，

传统能源发电企业可向可再生能源发

电企业购买绿色证书，以确保完成配额

义务，本质上则是传统能源发电企业给

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进行补贴，分摊可

再生能源的高发电成本。因此，该模式

顺利实施的前提是传统能源发电企业

具有较强承受力，优点是避免电力用户

进行分摊而推高销售电价，这也是意大

利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义务承担主

体为发电企业的原因，意大利的销售电

价在欧盟各国中已是最高。

以供电企业为承担主体的模式对

供电企业分配配额指标，要求供电企

业提供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在其所有供

电电量中达到一定比例。在该模式下，

供电企业向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购买

绿色证书，以确保完成配额义务，其

购买证书增加的成本将通过销售电价

进行疏导，本质上则是电力用户给可

再生能源发电企业进行补贴，分摊可

再生能源的高发电成本。因此，该模

式顺利实施的前提是售电市场放开，

供电企业可将承担配额义务的成本传

递到终端用户，且电力用户销售电价

仍有上涨空间。

从国际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承担主

体的情况来看，配额义务的承担主体

通常为供电企业。主要原因在于这部

分国家的供电企业同时经营发电业务，

供电企业作为承担配额义务，实际上

也将发电企业纳入到配额义务中。[1]

同时，这些国家的电力市场较为发达，

基于电力市场的配额制更容易保证可

再生能源高发电、输电和配电成本的

顺利疏导，减少配额制的实施成本。

2 意大利电力体制概况

根据欧盟 96/92 指令，意大利政

府于 1999 年颁布电力改革法令 DL 
79/99，对电力工业各个环节进行改

革 [2-3]。目前意大利电力和天然气监

管局依据相关法规法令对输电系统运

营商、配电系统运行商、市场运营商

等实施监管，其中配电特许权、电网

导则制定等均需意大利工业部授权。

意大利的电力市场交换平台由隶属于

GSE 的子公司 GME 负责管理，为财

政部全资控股，负责全国电力市场交

易以及可再生能源政策的推行。意大

利电力体制概况如图 1 所示。

由于石油等化石能源短缺，意大

利不允许发展核电，现有电力装机主

要以火电和水电为主，可再生能源比

例相对较高，约为 7%。由于电力装机

容量小于电力需求量，需从法国、瑞

士等国进口大量电力。意大利没有实

施完全的输配电网分开，最大的国家

电力公司 Enel 在发电、输电、配电环

节同时占有较强的市场份额，而且目

前的发展也未将发电、输电、配电分

开提上日程，之后的发展趋势是私有

化程度的提高。但是，意大利已经建

立了较为成熟的发电市场和售电市场，

有利于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实施。

3 意大利配额制政策的关键
要素分析

从政策发展现状和趋势来看，现

有意大利的可再生能源政策以可再生

能源配额制为主导。意大利配额制政

策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完成欧盟对意大

利规定的可再生能源发展义务。最早

是在 1999 年颁布的电力改革法令 DL 
79/99 提及，2002 年确定配额制指标，

以此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在十年

来的执行过程中对其进行了多次修订。

意大利配额制的实施主体为能源服务

机构 GSE，GSE 也是意大利其他可

再生能源激励和支持政策的实施主体，

负责政策应用相关的认证、申请和监

督等工作。从现有执行情况来看，意

大利基本完成了配额指标。

3.1 承担主体和技术类型

由于意大利的销售电价在欧洲属

图2	意大利电力体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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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最高的，对于他国通常采用的承担

主体为供电企业的方式，可再生能源

的高成本将由所有电力用户分摊，这

将进一步推高电价，并不适合意大利。

因此，意大利配额制的承担主体是年

发电量超过 100GWh 的发电企业，同

时意大利电力进口比例较大，意大利

也将进口量超过 100GWh 的进口企业

列为承担主体。

意大利配额制适用于除光伏发电

外的所有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类型，

包括风电、水电、生物质能发电、地

热发电等，同时也包括基于上述技术

类型的混合发电技术。对各个具体的

发电系统仅有容量要求，除风电装机

要求大于 200kW 外，其他技术类型

发电系统要求大于 1MW。2007 年末，

意大利对此进行了修改，允许其他容

量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运营商自由选择

享受配额政策和固定电价政策，但两

者不可同时享受。享受上述支持政策

的发电系统均应获得意大利能源服务

机构 GSE 的可再生能源认证，在申请

认证时选择支持政策，并在政策有效

期内具有一次改动机会。如果发生改

动，新的支持政策有效期应减去已经

享受政策的年限。

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可享受配额

制的有效期取决于系统的投运时间，

该规定也适用于重建、容量改变和重

新投运的系统，如表 1 所示。

3.2 配额目标的确定及分配

意大利实行配额制等可再生能

源目标政策的初衷是为了达到欧盟对

其提出的可再生能源消费规定，即到

2020 年可再生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

量的 17%。由于意大利具有多种可再

生能源鼓励政策，因此对可再生能源

配额制并未提出一个具体的目标，直

接对配额制的承担主体提出了配额指

标。意大利配额指标是要求发电商或

进口商向电网输送的可再生能源电量

占其所有输送电量的比例。

意大利的配额指标每三年可由

GSE 进行规划调整，2003 年到 2012
年的配额制表表现为分段线性曲线。

意大利提出的 2003 年配额指标要求为

2%，从 2004 年到 2006 年，配额指

标按照 0.35% 递增，从 2007 到 2012
年，配额指标逐年增加 0.75%，如下

表所示。从 2012 年开始，配额指标按

逐年下降，具体将由政府决定，也就

意味着将逐渐取消配额制。

3.3 配额制运作机制

意大利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运作

机制主要是基于可再生能源绿色证书

交易。配额制义务主体通过发出可再

生能源电力获得证书或者通过市场交

易获得证书，完成配额义务，从而促

进可再生能源发展。

3.3.1 绿色证书

意大利采用绿色证书计量可再生

能源电量，作为配额制承担主体向电网

提供一定比例可再生能源电量的证明。

每张绿色证书相当于 1MWh 的可再生

能源电量（早期为 50MWh），有效期

为三年。发电商可通过发出可再生能源

电力获得 GSE 提供的绿色证书，有必

要强调的是，未接受固定电价政策的可

再生能源发电商发出可再生能源电力

均可获得绿色证书，并可在证书市场进

行交易，并非局限于有配额制义务的发

电商。获得的证书数量由实际生产电量

和技术类型系数相乘得到，各种技术类

型系数如表2所示。通过技术类型系数，

可实现对不同成本发电技术的差异化

激励，避免低成本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

的集中发展。

摄影：吕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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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发电系统的配额有效期规定

投运时间 其他要求 有效期（年）

1999 年 4月 1日 -2007 年

12 月 31 日
12

2007 年 12 月 31 日 -2009 年

6月 30 日

装机容量超过 1MW（风电超过

200kW）
15

2009 年 6月 30 号 -2013 年

1月 1日

装机容量超过 1MW（风电超过

200kW），且未享受国家、区域、地

区或欧洲的补贴

15

2013 年 1月 1日后 新方案仍未确定

表2 各种技术类型的系数

技术类型 系数

陆上风电（超过 200kW） 1

海上风电（任何容量） 1.5

地热能 0.9

水电 1

波浪和潮汐发电 1.8

来自农林业生产的生物质能发电 1.8

垃圾填埋气和沼气发电 0.8

其他生物质能发电 1.3

图3	2003年-2012年的配额指标

3.3.2 证书交易

发电商或进口商为了完成配额义

务，可通过如下途径获得证书 ：1）自

身发出绿色电力，获得证书 ；2）通过

双边交易合同或者交易市场购买绿色

证书。意大利的交易市场由 GME 负

责协调，每周交易一次，进行交易的

证书必须在 GME 进行注册。

3.3.3 运作机制

配额制的目标是鼓励可再生能源

发展，本质是补贴高成本的可再生能

源发电系统。对于可再生能源发电商

来说，其运行收入除了可再生能源电

力交易收入外，还将获得绿色证书卖

给具有配额义务的承担主体，增加收

益。2010 年绿色证书的平均交易价格

为 87.38 欧元 /MWh。绿色证书和实

际电量分别在不同的市场进行交易 [5]。

意大利配额制运作机制如图 4 所示。 
在以发电商作为义务承担主体的

情况下，传统能源开发商为了完成配额

义务，需要购买可再生能源开发商的

绿色证书。因此，可再生能源开发商

的高成本由各个传统发电商进行分摊，

从而避免了在以供电商作为义务承担

主体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高成本由全体

用户承担，导致电价升高的情况。

3.3.4 考核机制和处罚措施

对配额制承担主体的义务完成情

况考核主要是基于绿色证书，要求其

拥有的绿色证书所代表的可再生能源

发电量占所有电量的比例满足配额指

标要求。GSE 每年根据 DL 79/99 法

令对配额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因此，

每年 3 月 31 日，具有配额义务的发电

商和进口商（年发电量超过 100GWh）
应向 GSE 提交证书。根据义务电量和

对应证书的确定规则，GSE 对其进行

考核。对于没有完成配额任务的发电

商或进口商，GSE 将通知政府能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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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10年的绿色证书发放情况

发电类型 装机容量 发电量 绿色证书 2011年绿证回购

MW MWh 数量 比例 千欧

水能 5895.91 18104756 7539609 34.8 658811

生物质 1134.89 4230958 5076265 23.4 443564

风能 4963.04 8083171 8083102 37.3 706301

地热能 360.00 2051495 945906 4.4 82653

太阳能 1.78 2018 2018 0.0 176

总计 12355.62 32472398 21646900 100.0 1891506

图4	意大利配额制运作机制

门 AEEG，由其根据 DL 387/03 进行

警告或处罚。

3.3.5 证书回购和直接售卖

和其他国家的配额制相比，意大

利配额制的又一个典型特点是证书回

购。财政法 2008（L 244/07）规定，

当证书超额发放时，对于上年没有卖

掉的绿色证书由 GSE 按照上年平均交

易价格买回。相反，如果出现证书短

缺的情况，GSE 也可按照 2008 年和

近三年的价格确定交易价格，出售绿

色证书 [4]。表 3 为 2010 年的绿色证书

发放情况 [5]。

2010 年，GSE 发 放 2164.69 万

张证书，每张证书为 1MWh 电量，

37.3% 的证书给了风电，34.8% 的证

书给了水电。2011 年，GSE 购买证

书的价钱为每兆瓦时 87.38 欧元，花

费了接近 18.92 亿欧元购买 2010 年的

证书。

证书回购的本质是当可再生能源

发电规模快速增大或配额制义务设置

较低时，大量的可再生能源证书难以

售出，可再生能源开发商难以收回其

较高的发电成本，为了补贴可再生能

源开发商，提高其积极性，国家通过

回购其证书，对其进行补贴，支持可

再生能源发展。

4 结语

总体来看，意大利实行以发电商

和进口商为义务承担主体的可再生能

源配额制，主要是考虑现有电价较高，

不适合让全部电力用户分摊可再生能

源发电成本，转由所有发电商进行分

摊，在某些情况下将由政府分摊一部

分。但是，这种情况没有解决可再生

能源用电成本高的问题，对于配额制

的顺利进行存在一定障碍。意大利配

额制也考虑了各种可再生能源发电技

术成本的差异，适当激励高成本的可

再生能源发电技术，充分利用现有的

可再生能源。

配额制本质上是一种激励政策，

补贴可再生能源较高的发电成本、输

电成本和配电成本，通过对发电企业

或供电企业的配额义务考核，促进可

再生能源发展，成本最终由用户进行

分摊。因此，配额制并不是简单规定

配额义务，而是需要设计出一整套灵

活且具有激励性的配额制体系。

参考文献

[1]	 谢国辉 ,	李琼慧 , 王乾坤 .	可再生能源配额

制的国外实践和相关启示 [J].	能源技术经济，

2012,24(7):19-22．

[2]	 中国电力企业管理杂志编辑部 . 意大利电力

改革新法令 [J]. 中国电力企业管理 ,	1999,12.

[3]	 EREC.Renewable	 Energy	 Policy	 Review	

[R].2009．

[4]	 GRTN.Three	Years	of	Italian	Green	Certificates:	

a	First	Assessment	[R].2005．

[5]	 GSE.Statistical	Report	2010	-	renewable	energy	

power	plants[R].2011．

收稿日期：2013-03-22。

作者简介：

黄碧斌（1982-），男，博士，工程师，主要

从事新能源和分布式电源的技术经济、管理和政

策等方面的研究。



调研 | Survey

60  风能 Wind Energy 

近年我国企业参与海外风电市场概况
赵靓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北京	100013)

摘  要 ：本文简单介绍了近些年国内风电整机商参与海外风电市场的情况，并对这些活动进行了客观分析。虽然我国企业

在海外整机设备市场已经获得了不俗的成绩，并进入了多个国家市场，但被全球广泛认可还尚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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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orama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the Overseas Wind Power
Market in Recent Years 

Zhao Liang
（Chinese Wind Energy Association, Beijing100013, China）

Abstract: �is article simply introduced the situation of domestic wind turbine generator manufacturers involved in overseas wind power 

market in recent years, and carried on the objective analysis to these activities. Although Chinese enterprise had obtained good 

results in the overseas market, and entered into the multiple markets, it still remains to be hard if widely recognized by the world.
Keywords: overseas market; wind turbine generator; wind power equipment;export; overseas operation

0 引言

随着国内厂商的风电机组产品种

类更加丰富，质量不断提高，产能过盛，

以及国内部分地区弃风限电的影响，

整机设备走出国门，获得更多市场的

认可成为不少厂家的选择。从 2011
年开始，我国风电整机出口容量由双

位数上升到三位数，使我国风电设备

出口发展，呈现出明显增长的趋势。

2012 年的出口容量更是达到了 2011
年的两倍以上，并初具规模。据了解，

我国风电设备已经出口了十多个国家，

这些国家主要集中在非洲、南美洲、

东南亚、澳大利亚等地区。美国市场

较早打开，约占出口机组容量的一半，

以永磁直驱技术路线为主的企业逐步

站稳脚跟。而传统的欧洲发达国家市

场因为对各方面的要求非常严格，以

及贸易壁垒，使得国内厂商进入困难。

1 近年我国风电总体出口情况

2012 年，我国共有 7 家风电机

组制造商向国外出口风电机组，已

发 运 的 数 量 达 到 225 台， 容 量 为

430.45MW。截至 2012 年底，我国

风电机组制造商已出口的风电机组共

计 407 台，总容量达到 700.15MW。

与往年相比，2012 年我国风电机组制

造商在“走出去”方面取得明显突破，

2012 年出口的设备容量和整机数量双

双超过往年总和，从而成为我国风电

机组出口量最高的一年。风电机组出

口国家从 2007 年的 1 个扩大到 2012
年的 19 个，其中美国是最主要的出口

国。截至 2012 年底，我国向美国出口

的风电机组容量已达到 327.75MW，

占出口总量的 46.8%。进入 2013 年，

我国风电机组制造商继续积极参与国

外市场，其中金风科技、明阳风电、

华锐风电以及三一重能在海外项目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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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2 国内整机商出口统计

截 至 2012 年 底， 风 电 机 组 制

造商中，以金风科技和华锐风电的

出口数量最多，均超过了 100 台或

200MW，容量分别达到 268.75MW
和 204MW，占出口总量的 38.38% 和
29.14%。三一重能与华创、明阳风电、

中航惠德出口容量则超过了 10MW。

其他有出口的整机企业的出口数量和

容量均处在个位数。

3 近年来国内整机商参与海
外市场情况

近年来国内各整机商积极参与海

外市场，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形式，其

一是向海外市场销售风电机组，包括

直接出口、随同开发商出口，或通过

单独或合作方式投资海外风电场，将

风电机组安装到这些风电场中。其二

是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包括销售部

门、研发部门、运营部门等。

据不完全统计显示，我国整机制

造商中至少有 8 家企业在近两年参与

海外市场的活动。

其中，金风科技向智利提供了 23
台 1.5MW 低风速风电机组，是该公

司在南美地区获得的第二个订单。金

风科技在海外最大的风电项目澳大利

亚 GullenRange 风电场也在 2012 年

开始建设，其中包括 17 台 1.5MW 和

56 台 2.5MW 金风直驱永磁机组，总

容量达到 165.5MW。2013 年金风的

海外市场战略仍未放松，不仅在美国、

澳大利亚等重点目标市场取得了显著

业绩，同时也在拉美、非洲、亚洲等

新兴市场积极布局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2013 年 7 月份，金风科技按照合同

规定时间顺利完成泰国首个风电项目

THEPPANA 风电场的建设，并成功

并入泰国国家 PEA 电网。金风首个中

美洲风电项目－巴拿马 Penonome 一

期 55MW 风电场也获得国际银团提

供的项目融资，据了解，该项目是金

风在中美洲市场获得的第一个风电项

目，而该项目也带动了中材叶片的产

品出口。另外，金风与罗马尼亚业主

表1 截至2012年底中国风电机组制造商出口统计

序号 制造商 已发运数量/台 已发运容量/MW 容量占比/%

1 金风科技 176 268.75 38.38

2 华锐风电 109 204.00 29.14

3 三一重能 31 62.00 8.86

4 华创风能 17 61.20 8.74

5 明阳风电 34 51.00 7.28

6 中航惠德 10 10.00 1.43

7 联合动力 6 9.00 1.29

8 华仪风电 8 8.40 1.20

9 上海电气 5 6.25 0.89

10 新誉重工 4 6.00 0.86

11 湘电风能 3 6.00 0.86

12 重庆海装 2 4.00 0.57

13 瑞祥风能 1 2.05 0.29

14 浙江运达 1 1.50 0.21

总  计 407 700.15 100

数据来源：CWEA

图1	截至2012年底中国风电机组出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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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近年来中国风电机组制造商对外合作统计

制造商 涉及国家 活动类型 海外市场开拓情况

金风科技

美国 风电机组出口 出口 22台 1.5MW和 4台 2.5MW的风电机组

泰国 风电机组出口
为 THEPPANA风电场提供 3台 2.5MW低风速型风电机组及风电场中央监控系统

SCADA

智利

风电机组订单
与Mainstream Renewable Power 达成协议，拟向该公司在智利的Negrete 风电场

提供 23台 1.5MW的低风速系列机型，总容量为 34.5MW

投资风电场

与Mainstream Renewable Power 达成协议，联合开发 Antofagasta 地区 Ckani 高

海拔风电场项目，双方各持 50%股权，并向该项目提供专项定制的 47台 1.5MW

的高海拔系列机型，总装机容量 70.5MW

澳大利亚

投资风电场 投资Morton's Lane 风电场，并提供 13台 1.5MW的风电机组

投资风电场
投资建设GullenRange 风电场，提供 73台 2.5MW风电机组，已与当地电网公司

TransGrid 签订了并网协定

罗马尼亚 风电机组订单 向MIREASA  1 项目提供 20 台 GW2.5/100 风电机组

巴拿马 风电机组订单 Penonome 一期 55MW风电场安装 22台 2.5MW风电机组

华锐风电

巴西 风电机组出口
与巴西当地电力开发公司Desenvix 签署合同，为位于巴西 Sergipe 地区的一个

34.5MW风电场提供 23台 1.5MW的风电机组

土耳其 风电机组出口
为土耳其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Bereket 集团的 YALOVA WPP 风电项目提供 36台

1.5MW的风电机组

意大利 风电机组出口 出口 9台 1.5MW和 13 台 3MW的风电机组

西班牙 风电机组出口 出口 12台 3MW的风电机组

明阳风电

美国 设立分支机构 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成立了研发中心，致力于发展海上风电技术

印度
设立分支机构

注资GWPL 公司，员工人数超过 300 人，本地化率达到 90%，生产 1.5MW的机

型

风电机组订单 与印度信实能源签订涉及金额 30亿美元的 2500MW新能源项目订单

保加利亚
设立分支机构 在索菲亚成立办事处MW Wind Power，员工 30-40 人，本地化 80%

风电机组出口 出口 33台 1.5MW的风电机组

塞浦路斯 设立分支机构 在利马索尔成立办事处MW EP International LTD，员工 20-30 人，本地化 80%

罗马尼亚 设立分支机构 在Bucharest 成立MW renewable SRL，员工 20-30 人，本地化 80%

湘电风能 伊朗 风电机组出口 出口 2台 2MW风电机组

重庆海装 美国 设立分支机构 成立重庆海装美国公司，员工数量 8人，本地员工 3人

三一重能

美国
设立分支机构 成立Ralls 风电项目办事处，员工数量 10人，本地员工 4人

风电机组出口 出口 25台 2MW的风电机组

埃塞俄比亚 风电机组订单
与中水顾问签署埃塞俄比亚ADAMA二期风电机组设备采购合同，该项目总装机容

量达 153 MW

华创风电 美国 风电机组出口 出口 17台 3.6MW的风电机组

浙江运达 伊朗 风电机组出口 出口 1台 1.5MW的风电机组

远景能源 美国 控制系统出口 为美国俄克拉荷马州 300 MW的 Canadian Hills 风电场项目提供智慧风场监控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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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就 MIREASA  1 项目签署 20 台

2.5MW 风电机组的供货协议，据了解，

这个项目已经开工建设，预计于 2014
年实现并网发电。

华锐风电则通过与当地电力开

发 公 司 Desenvix 签 署 合 同， 为 巴

西 Sergipe 地 区 的 一 个 34.5MW 风

电 场 提 供 23 台 1.5MW 型 风 电 机

组，从而打开了该公司通往南美市

场的大门。2013 年，华锐风电与瑞

典 GreenExtreme 公司签署了一项

30MW 风电项目的供货协议。据了解，

该项目位于瑞典 Kalmar 地区，由华

锐风电向该项目提供风电机组和运行

维护服务，将采用 10 台由华锐风电研

发生产的 3MW 风电机组。

2012 年中期，明阳与印度最大的

私有电力企业信实集团及下属公司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成立合资公司，合

作开发印度 2500MW 风电项目。明阳

还在美国、印度、保加利亚、塞浦路斯、

罗马尼亚等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并

向保加利亚出口了 33 台 1.5MW 的风

电机组。

华创风能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开发

一个风电场，并安装 17 台该公司自主

研发的 3.6MW 型风电机组，装机容

量为 61MW。浙江运达则通过向伊朗

出口 1 台 1.5MW 型风电机组，成为

浙江省首次出口大型并网风电机组设

备的企业，据一些资料显示，浙江运

达还将陆续向伊朗出口近百兆瓦的风

力发电机组，总价值约 1.41 亿美元。

三一虽然 2012 年在美国市场有

所受挫，但并未影响该公司在海外风

电市场的总体战略，从而在 2013 年获

得了一项大单。有消息称，三一重能

与中水顾问在北京签署了埃塞俄比亚

ADAMA 二期风电场工程风电机组设

备的采购合同。该项目总装机容量达

153MW，合同金额超过 6 亿元人民币，

并由此创下迄今为止我国最大单笔风

电机组出口纪录。

2013 年风电制造商远景能源在

技术出口方面也取得了一项突出的成

绩，远景能源将智慧风场监控软件出

售给美国大西洋电力公司，以应用于

后者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 300 MW 的

Canadian Hills 风电场项目。据了

解，该风电场使用的是日本三菱公司

的 2.4MW 机组，以及 REpower 公司

的 2MW 机组。远景能源的 SCADA 
监控软件将用于该项目中机组的停运、

启动和重启控制。这也成为远景能源

在美国的第一份订单。

2013 年我国开发商也积极探索海

外市场，除以上提及的中水顾问公司

的埃塞俄比亚 ADAMA 二期风电场工

程进入实质阶段外，龙源电力所收购

的加拿大安大略省 100MW 风电项目

也成功获得了加拿大安省电力局颁发

的开工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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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13 年 5 月，国务院发布《关

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

项的决定》，取消和下放 117 项行政

审批项目。其中明确提出，将企业投

资风电场项目核准由原来的国家发展

改革委下放至地方政府投资主管部门。

风电项目为何能进入审批权限下放名

单？审批权限下放对行业发展影响几

何？作为风电开发企业应如何应对？

本文将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

1 风电项目审批政策演变

为深刻理解风电项目审批权限下

放的意义和影响，首先需要了解政策

提出的背景。回顾近 10 年来风电项目

审批政策的演变历程，实际上经历了

抓大放小、权限上收和权限下放三个

阶段。

1.1 第一阶段：抓大放小，促进行

业发展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可

再生能源法》，促进我国可再生能源发

电产业的快速发展，2006 年 1 月，国

家发改委出台《可再生能源发电有关

规定》[1]，并明确提出 5 万千瓦及以

上风力发电项目，由国家发改委核准

或审批。其他项目由省级人民政府投

风电项目审批权下放
对行业发展的影响分析及对策建议

孙建淼

（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北京	100007）

摘  要 ：通过回顾我国风电行业项目审批政策的演变历程，阐述当前审批权限下放的行业背景和目的，从利弊两个方面分

析新政实施对行业发展将产生的重要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促进风电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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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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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主管部门核准或审批，并报国家发

改委备案。

国家一系列支持性政策的推出，

激发了风电项目的投资热情。风电行

业插上飞翔的翅膀，迎来快速发展机

遇期，各路风电开发商纷纷跑马圈

地，风电项目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

全国各地风电行业发展一片繁荣。自

2006 年以来，连续 4 年实现翻番式发

展。至 2010 年末，风电装机容量已达

到 44.73GW，是 2005 年装机容量的

36 倍。这 5 年装机量的年均增速达到

105%。

在这期间，全国各地出现了行业

特有的“4.95 万千瓦现象”。由于地方

政府此前拥有 50MW 以下风电场的审

批权，一些发电企业将大型风电项目

分拆成多个小于 50MW 的小项目 ( 多
为 49.5MW) 进行申报，获得核准后，

形成多个风电场分期接入电网、局部

地区风电接入过于集中的局面。

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风电行业也

暴露出很多潜在的问题。一方面，大

量风电场的投建，导致风电设备供不

应求，许多整机未经试运行就直接批

量生产。随着风场设备的逐渐投产，

产品故障问题也正在显现，国内风电

场先后发生多起大面积脱网事故。另

一方面，“4.95 万千瓦现象”的大量出

现，导致了“并网难”、“消纳难”等

一系列问题，局部地区的弃风限电问

题日趋严重，风电平均利用小时数连

续数年下降，风电并网运行和消纳问

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风电持续健康发

展的重要因素。

1.2 第二阶段：权限上收，调整项

目布局

针对第一阶段行业发展过程中出

现的各种问题，自 2011 年起，国家能

源局对风电行业开始回收地方审批权，

调整项目布局。2011 年 8 月，国家能

源局出台了《风电开发建设管理暂行

办法》[2]，要求各省核准风电项目前须

先向国家能源局上报核准计划。项目

经国家能源局备案后，方可享受国家

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的电价补贴。

随着国家收回项目核准审批权，

行业的无序发展得到明显遏制。国家

能源局先后编制了“十二五”时期三

批核准计划，共核准项目 65.5GW。

其中，核准项目重点区域调整到山西、

山东、云南等消纳条件好、风电利用

小时数高的地区，而内蒙古、吉林等

限电严重地区的核准几乎停滞。经历

了高速增长的风电行业进入紧缩调整

期。自 2010 年以后，装机容量增速连

续下滑，到 2012 年全国风电装机容量

增速仅为 21%，创近 10 年最低 [3]。

尽管项目布局得到了调整，但限

电问题不仅未能得到缓解，反而愈演

愈烈。2012 年度，全国弃风电量超过

20TWh，个别省（区）风电利用小时

数下降到 1400h 左右，严重影响了风

电行业的经济效益。2012 年 , 各风电

开发商的盈利能力均出现不同程度的

下滑，风电行业进入深度调整期。

风电项目开发的放缓，直接影响

到上游的风电设备制造行业。根据各

公司的财务报表显示，2012 年 , 华锐

风电和明阳风电分别亏损 5.8 亿元和

图1	风电累计装机容量

表1 风电项目审批政策演变历程

阶段 政策导向 审批政策 行业背景

第一阶段

(2006-2010)
抓大放小

5万千瓦项目由国家发

改委核准，其他项目由

省级发改委核准。

行业快速发展期连续 4年翻

番式发展；事故频发、限电

严重。

第二阶段

(2011-2013) 
权限上收

各省核准风电项目前须

先向国家能源局上报核

准计划。

行业进入深度调整期年均增速

回落到30%；限电问题进一

步加剧；盈利能力普遍下降。

第三阶段

(2013- ) 
权限下放

风电场项目核准下放至

地方政府投资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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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亿元，金风科技利润同比下降 76%，

众多小企业纷纷倒闭。风电设备行业

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

1.3 第三阶段：权限下放，激发行

业活力

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做出了风电

项目核准审批权限下放的决定。一方

面，行业进入深度调整期，通过简化

审批流程，以提高行政审批效率，激

发行业活力，促进行业良性发展。另

一方面，经过近 10 年的发展，整个行

业趋于成熟，国家再次放开审批权也

是顺理成章的。

2 风电审批权限下放的影响
分析

此次将风电项目审批权下放地方，

简化审批流程，对风电行业来讲是一

个重大利好。但也要深刻认识到，新

政的实施也将对行业发展产生一些负

面影响。

2.1 新政产生的积极影响

（1）简化审批流程，有利于提高

效率。审批权限下放减少了中央审批

的程序，将有效提高风电开发效率，

激发行业活力，促进行业良性发展。

（2）促进“大项目”、“大基地”

的发展，有利于实现规模效应。企业

在开发风电场时，不再需要将项目分

割为若干个 50MW 的小项目，可以

将项目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开发、建设。

这与国家建设“大项目”、“大基地”

的导向是一致的。同时，也将进一步

降低项目审批时间和审批费用，有利

于实现规模效应。

2.2 新政带来的负面影响

地方政府拥有项目核准的权限加

大，将可以自主地进行项目核准，政

府寻租空间进一步加大。这不仅会影

响项目开发模式，同时也会影响已投

产项目的经营效益 [4]。

一是地方政府寻租空间进一步加

大，加重企业开发成本。拥有项目的

绝对审批权后，地方政府或将待价而

沽，提出更加苛刻的条件，从而加大

项目开发难度。过去跑项目、倒路条

的个别现象，或将更加严重，并将加

重企业的开发成本，严重干扰市场秩

序。特别是在南方风能资源相对丰富、

电网条件好、消纳能力强的地区，资

源竞争将进一步加剧。对于那些前期

已经进入，并与地方政府保持良好关

系的企业来讲，将会进一步巩固其在

这些地区的先发优势。而后进入的企

业则将面临较高的进入壁垒。

二是地方政府从短期政绩和地方

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盲目上项目，

加剧弃风限电。自国家 2011 年项目

审批权上交以来，“三北”等限电严重

地区的项目核准工作几乎停滞，在这

期间积攒了大量的待核准项目。这些

地区风能资源丰富，享受过风电发展

所带来的地方经济效益。这些地区政

府重获项目审批权后，或将继续核准

项目。这就意味着这些地区风电项目

产能将进一步增大，供需矛盾进一步

加剧，在电网条件未得到明显改善的

情况下，势必将对现有项目造成冲击，

从而加剧弃风限电，进一步影响项目

的可利用小时数和经济效益。这不利

于问题解决，最终损害整个行业的健

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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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成为导

致产能过剩、劣币驱逐良币的原因，

不利于风电产业的良性发展。

四是对风电开发企业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项目审批管理方式发生较大

变化，为项目开发带来不确定性。审

批权限下放以前，风电开发企业对宏

观管理部门的职责划分非常清楚，对

办事的程序、规则很了解。审批权限

下放后，企业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各

个省级政府部门对项目审批管理提出

不同的要求，各省区内部的管理方式

和审批程序等各有特点，这就对企业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风电开发企业需

要针对各省区的管理方式特点进行相

应的调整。

2.3 综合分析

当然，要对新政实施将促进行业

发展有充分的信心。这基于两个主要

原因。一方面，风电行业经历了快速

发展和深度调整阶段以后，各企业对

行业的认识更加深刻，整个行业开始

趋于成熟，从一味规模扩张的外延式

发展转向更加注重发展质量的内涵式

发展。经过这几年过山车式的大起大

落后，风电企业学会了自我调节，将

更加理性地进行投资决策。另一方面，

尽管实施细则尚未出台，相信国家会

在总体层面进行统筹协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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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地方政府为了发

展地方经济，盲目批准项目，从而导

致新一轮产能过剩。在政策层面将加

强监管，保证风电行业持续发展。综

合来看，审批权限下放对风电行业来

讲，利大于弊，将有力促进行业良性

发展。 

3 风电审批权限下放的对策
建议

作为风电开发企业，要理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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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实施将对行业发展产生的深刻影

响，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借政

策的东风，实现企业自身的健康发展。

可以采取以下四项具体措施 ：

3.1 密切关注实施细则，做好应对

预案

目前新政实施细则尚未发布，审

批权具体下放到哪一级政府、国家具体

监管措施等具体内容将对项目开发模

式产生实质性影响。风电开发企业应密

切关注实施细则，同时还要密切关注电

网建设规划、风电并网、消纳等相关政

策变化，并提前做好应对预案。

3.2 灵活调整开发模式，适应形势

变化

在继续开展传统项目开发方式的

同时，根据具体情况，开阔工作思路，

采取兼并收购、联合开发等方式，丰

富开发模式，以适应形势变化。

回顾行业发展，风电企业开发项

目以自建项目为主，兼并收购案例发

生的规模较少。面对新的项目开发形

势，企业可以更多地借助兼并收购方

式，实现规模快速扩大。危机为企业

兼并收购和行业整合提供了最好机会。

在行业低谷时，企业盈利能力普遍下

降，小企业则受困于较弱的成本控制

能力和现金流的下降，普遍出现经营

困难，勉强支撑。此时，大型企业雄

厚的资金优势得到充分体现。企业可

以通过并购方式，快速扩大规模。根

据经验，行业低谷时，企业估值相对

偏低，企业收购成本相对较低。

此外，针对新的项目开发形势，

建议更多地采取联合开发的方式挖掘

新项目。在合作伙伴选择上，选择在

品牌、资金、人才、成本控制、资源

等方面有互补的合作伙伴，发挥各自

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实现规模扩张。

3.3 努力提高管理水平，挖掘项目

潜力

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加强与政府

摄影：高石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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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部门、电力监管机构和电网公司

的沟通协调，努力降低限电比例。提

高风电场的精细化管理水平，建立健

全各项工作制度，优化资源配置，降

本增效，努力提升存量资产效益。

风电行业经历了规模快速发展的

时代，进入深度调整期。外部环境越

是复杂多变，越要强身固体，降本增

效，提高自身管理能力。风电企业在

管理水平、成本控制能力、运维水平、

盈利能力等方面和世界一流水平相比

还有较大差距。要全面盘点并深度挖

掘企业效益的影响因素，积极采取措

施，挖掘潜能，降本增效。一要建立

度电必争的激励机制。完善各风电场

内部对标工作，建立度电必争日常考

核机制，坚持日计划、旬考评、月兑现，

及时沟通、定期评价、以正向激励为

主，对各级人员完成发电任务情况进

行考核评价，电量目标责任到人。二

要加强设备治理和维护，大力推进安

全标准化管理。提高检修质量，减少

风电机组设备故障，避免脱网事故发

生，提高设备可利用小时数。三要合

理调整风电场涉网技改工作计划，优

化作业流程。四要科学安排检修，优

化生产工艺，减少修理费、材料费支出，

通过节能降耗，压缩生产成本。五要

加强日常经营管理，节约管理费用、

销售费用。六要加强与电网公司的沟

通，及时跟进电费结算进度，加快应

收帐款回笼工作，提高应收帐款周转

率，降低资金成本。

3.4 做好前瞻性研究，抢占发展先机

认真研究低风速、高海拔和海上

风电等目前条件仍不成熟，但发展前

景广阔的领域，做好前瞻性研究，在

条件成熟时，及时开拓，抢占发展先机，

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目前，我国风能开发主要集中在

风能资源丰富的高风速区域。此类区

域风能资源虽然丰富，但由于经济相

对欠发达，无法消纳足够的风电，出

现严重的弃风限电现象。且目前风电

开发仅集中在风能资源丰富区和较丰

富区，这部分区域分别占全国面积 8%
和 18%，主要集中在“三北”地区

和东南沿海等地，可开发地区面积较

小。因此，幅员辽阔的低风速区域逐

渐进入开发商视野。目前，所谓的“低

风速地区”在国内一般被认为是国家

气象局发布的我国风能三级区划指标

体系中第三级区域，即为风能可利用

区。全国范围内风能可利用区面积约

占全国面积的 50%。与高风速区域相

比，低风速区域开发风电存在以下优

势 [5] ：一是可开发面积广，开发潜能

巨大，二是接近用电负荷中心，不存

在远距离送出问题，降低送出成本。

电网条件好，低风速风电既可以并网，

也可离网就地使用，运行方式灵活方

便，三是低风速风电运行维护费用低，

度电成本低，且低风速风电单位造价

也会随着推广规模的不断扩大而降低。

四是电价高，增大了开发商盈利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各地方响应国家号召

进行新能源产业的布局，很多地方如

山东、湖北等地，在标杆电价基础上

还有财政补贴。低风速风电开发将有

望成为风力发电未来的热点。

目前我国已开发的风电场项目中，

90% 集中在非高海拔地区。但在国家

能源局下发的“十二五风电拟核准计

划”项目清单中，高海拔风电项目的

比例逐渐上升。主要设备厂商纷纷加

大高海拔机组的研发力度，取得了长

足进步。高海拔风电开发将日益受到

重视。

我国海上风能资源丰富，且沿海

地区靠近用电负荷中心，为海上风电

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当前制约海

上风电发展的因素还很多，海上风电

的开发、建设和运维环境都比陆上要

复杂，海上风电技术还不成熟，设备

可靠性和耐腐蚀性需要进一步的验证，

且海上风电的投资成本相对较高，开

发商盈利能力相对较差 [6]。这些因素

交织作用，影响了开发商对海上风电

的投资热情。但值得注意的是，以龙

源、大唐为代表的企业着眼于未来发

展，提前布局，积极开展海上风电示

范项目，积累项目开发运营经验。随

着技术的发展成熟，成本进一步下降，

海上风电行业未来将有广阔的发展空

间。作为风电开发商，目前要密切关

注技术发展前沿和产业政策动态，在

适当的时候参与潮间带或近海的风电

场示范项目，深入了解海上风电场的

成本结构，为布局海上风电产业积累

开发、建设和运维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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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国风电行业快速发展，取得了

很大成就。但是，随着风电行业的深

入发展，快速发展期存在的一些问题

也不断涌现。行业理念认识偏差，企

业运作机制与风电发展不相应 ；行业

标准不够完善，业主与风电机组生产

厂家之间的权责不清 ；欠款、拖款问

题严重，机组配套厂家纷纷转行或倒

闭，产业链面临亏损。这些都会直接

影响到风电行业的正常发展。 

1 风电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风电场选址影响部件使用寿命

场址选择适宜与否对于风能利用

的预期目的能否达到起着关键的作用。

如果场址选择不合理，即使性能很好

的机组也不能有效发电。更有甚者，

由于选址不正确，很可能导致设备损

坏 [1]。因此，如何在风电场内布置风

电机组才能得到最大发电量、获得最

佳的经济效益，一直是微观选址工作

的焦点 [2]。机组所处的位置直接关系

到湍流强度的大小。 
湍流强度（IT）是指风速随机变

化幅度的大小，定义为 10min 内标准

风速偏差与平均风速的比值，即 ： 
               

式中，V 为 10min 平均风速 ；σ

为 10min 内风速相对平均风速的标准

偏差。

湍流强度是风电场的重要特性指

标，它的计算、分析是风电场资源评

估的重要内容，其结果直接影响风电

风电行业问题再探（一）
吴刚金1，王明军1，高原生1，赵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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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组的选型。湍流对风电机组性能的

不利影响主要是减少功率输出，增加

风电机组的疲劳载荷，最终会损坏风

电机组。湍流强度 IT 值在 0.1 或以下

表示湍流相对较小，中等程度湍流的

IT 值为 0.10 － 0.25，更高的 Lr 值表

明湍流过大。对风电场而言，要求湍

流强度 IT 值不超过 0.25[3]。

为了减少叶片的脉动和破坏力较

强的动态载荷，在湍流强度大于 0.25
的地区，应慎建或不建风电场，若在

这些地区建风电场，在选机型时应与

厂家充分交流，对设备的承受能力进

行充分地论证和评估。

风电机组容易受到疲劳载荷的严

重影响。在 600kW 机组中，叶轮在

20 年的寿命期内会旋转 2×108 次，

每转一周都会产生与低速轴和叶片重

力完全相反的力，以及由风剪切力、

偏航误差、轴倾斜、塔架阴影和湍流

引起循环的叶片平面载荷。因此，许

多风电机组部件的设计都取决于疲劳

载荷而不是极限载荷 [4]。

短期平均风速的波动或湍流对载

荷设计产生主要影响，因为这是极端

阵风载荷和大部分疲劳载荷的来源。

叶轮转动会不断产生局部剪切阵风，

使叶片的疲劳载荷加剧 [4]。另外，在

风电场中，运行在其他风电机组产生

的尾流中机组会增加湍流，并减小平

均风速 [4]。

所以，风电场的风况条件较差时，

不仅会使风电机组发电量降低，还可

能造成机组部件（如叶片、主轴轴承、

齿轮箱等）寿命缩短和损坏；风电机组

振动增加，故障停机次数频繁。不同的

风电场，其风况和环境条件各不相同，

动态载荷的差异很大，因此，相同质量

的风电机组在不同的风电场，部件损坏

情况与故障停机状况不尽相同。

因为风电机组运行在非常复杂和

多变恶劣的环境下，所以其承受的载

荷情况也非常复杂，不同的载荷情况

对于机组各个部件的受力情况都有不

同影响，而确定载荷情况对于后续的

设计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2]。

为了使风电机组能长期安全稳定

运行，我们在设计和制造时要重点考

虑机组的抗疲劳载荷能力，在风电场

选址时，充分考虑风况和环境对机组

的影响，以避免部件损坏，延长风电

机组的使用寿命。

1.2 风电机组部件多样化的损坏原因

我国的兆瓦级风电机组技术大都

从国外引进，尤其是 1.5MW 机组。

在风电行业高速发展时期，对国外技

术的消化吸收不够充分、彻底，从而

造成部件的损坏，甚至机组烧毁、倒

塌事件的发生。在风电场实际运行经

验不足的情况下，有的部件配套厂家

和生产厂家已经大批量生产，再加上

求业绩、赶工期等因素，确实存在一

些风电机组或部件的质量问题。

激烈的低价竞争，质优、价高的

产品难以进入市场，使产品质量进一

步降低，从而造成风电机组部件寿命

进一步缩短，甚至迅速损坏。

风电机组的部件损坏，不仅与其

设计、材料选择、加工等因素有关，

而且还与机组运行参数的设置、维修

与维护质量、风电场的风况条件以及

实际运行时间的长短等因素均有关系。

因此，机组部件损坏，不能简单

地归结为部件的生产质量问题。

1.2.1 国产与进口产品质量上存在

一定的差距

为支持我国风电产业，发改委

还于 2005 年 7 月下发文件，要求所

有风电项目采用的机组本地化率达到

70％，否则不予核准 ；2005 年 10 月

再次发文，支持国内风电设备制造企

业与电源建设企业合作，提供 50MW
规模的风电市场保障，促进风电制造

业发展。

发改委的初衷是，促使企业尽快

掌握兆瓦级以上风电设备制造和研发

技术，创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风电

机组品牌，以提升整个风电设备制造

的产业链。

在此背景下，我国兴起新一轮风

电机组制造热。截至 2005 年年底，已

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将要进入整机制

造领域的大中型企业已超过 50 家。但

据专家预测，中国市场最终只能容纳

3 家至 5 家本土整机厂商，风电机组

制造业“洗牌”在所难免 [5]。

从风电场的运行来看，不仅国产

风电机组与国外原装机组之间还存在

一定的差距，而且不少的国产化部件，

在短时间内也难以赶上进口产品的质

量。例如 ：风电机组控制器、发电机、

齿轮箱、主轴轴承等，与国际知名品

牌相比，无论从性能、质量，还是使

用寿命方面，都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目前，差距虽在不断缩小，但要彻底

消除甚至超越，还需假以时日。

1.2.2 机组部件损坏数量与机组实

际运行条件、时间直接相关

风电机组中的任何一个部件，每

天都有损坏的概率，随着时间推移，

尤其是磨损件，其更换的比例和数量

会不断增加。

不仅不同风电场的环境和运行条

件不尽相同，而且在相同时间内，机

组的实际运行时间也不一样。因此，

对于同样质量的风电机组来说，在相

同的年限内，不同风电场损坏部件的

种类和数量必然会有一定的差别。

1.2.3 电网、风电场状况是造成机

组部件损坏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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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组部件损坏可能是因为电网质

量、升压站质量的问题，风电场内的

局部电网（例如，电缆短路放炮造成

机组的部件损坏）、雷击以及极端风

况的频次等也是造成机组损坏的重要

原因。

1.2.4 设计寿命与实际使用寿命存

在差别

风电机组主要部件的设计使用寿

命为 20 年，但不能认为机组每个部件

的实际使用寿命都应该为 20 年（包括

大部件）。

对于不少机组部件来说，其实际

使用寿命能够达到 20 年。风电机组每

个部件也都是按照 20 年的使用寿命来

进行设计、制造和安装，但是，多数

部件又是由众多零件组成，从理论上

讲，每个部件都有损坏的几率，从而

使得整个部件的实际使用寿命不能达

到 20 年的概率大大增加。

例如，如果齿轮箱的每个零件都

是按照 20 年设计、制造，齿轮箱又由

多个零件组成。然而，一个零件的损

坏就等于齿轮箱损坏，这使齿轮箱在

20 年内损坏的几率大大增加。有不少

齿轮箱在几年之内就出现了损坏的现

象。而随着运行时间的增加，齿轮箱

失效的几率必然增加。

齿轮箱失效的主要形式是齿轮折

断和齿面点蚀、剥落等。除了自身的

结构和设计制造因素外，机组的动力

学结构和特殊的使用条件也会加速齿

轮的失效进程。由于运转中齿轮箱是

变工况的，在齿轮受风载频繁变化冲

击时，如果齿轮的微动磨损超过一般

设计预期，往往使用 2 年至 3 年就出

现齿轮的点蚀 [7]。

机组在高速旋转时，主轴刹车器

动作次数频繁 ；停机时主轴刹车器长

期处于制动状态 ；机组的功率控制不

当 ；齿轮油温度远低于正常值，致使

齿轮油黏性太大，润滑不当 ；齿轮油

的含水量、杂质严重超标 ；齿轮箱油

位过低，油压不够等因素均会增加齿

轮箱打齿或点蚀的几率，并缩短齿轮

箱的寿命。

当风电场的风况条件较差时，不

仅可能会造成叶片的断裂，主轴轴承

损坏，而且，由于叶轮通过主轴与齿

轮箱是刚性连接的，叶轮的横向、纵

向不平衡载荷和交变应力会直接地传

摄影：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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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到齿轮箱，不仅使齿轮箱齿轮的打

齿或点蚀加速，还会造成齿轮箱的端

盖、轴承、支架的破坏。这种不平衡

力随叶轮直径的增大而增大，对于兆

瓦级风电机组，叶轮直径较大，而在

风能资源比较贫乏的地区，叶轮直径

更长，齿轮箱所受的纵向、横向不平

衡力更大，齿轮箱受损的概率增大。

另外，在不同环境下，机组的启动和

停止、发电机 / 变流器接通和脱开、

偏航和变桨距机构的启停及机械刹车

等引起的瞬态载荷次数不同，风电机

组的运行和控制产生的冲击载荷不同。

因此，齿轮箱打齿或点蚀情况也不尽

相同。

国内外的气候条件和环境不同，

风电场使用和保养水平、原材料以

及制造和安装水平存在差异，大部

分进口或国产齿轮箱都面临早期损

坏的问题 [7]。

1.2.5 出服务期后的大部件损坏问题

风电机组的能量来自于自然风，

不需要不断地投入燃料，在一次性投

入之后，维修、定检以及损坏件更换

费用是其运行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机组运行费用与发电量有关。一般来

说，机组的实际运行时间越长，机组

发电越多，部件的损坏几率也越大。

因此，机组在出质保期后，部件损坏

的费用应由受益方承担。

对不少机型来说，机组的定检、

维护成本不高，部件（包括大部件）

损坏应是风电场运营成本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有的风电合同中规定，生

产厂家对机组的大部件 20 年包修、包

换，由于时间太长，且损坏部件的实

际原因和责任难以确定，这样的规定，

风电机组生产厂家难以进行准确的成

本核算。因此，这种规定既不合理，

也是不现实的。

1.3 不正常的产业链关系与行业亏损

由于电网限电，不少风电场的利

用小时数很低，有的风电场处于严重

亏损状态 ；同时，由于行业观念落后、

标准不完善，行业运作机制不够规范，

业主、生产厂家和配套厂家之间拖欠

严重，造成风电机组生产厂家和配套

厂家营运困难，甚至倒闭。

1.3.1 业主或电网造成机组部件损

坏的责任承担问题

风电机组部件的损坏原因很多，

情况复杂，往往需要综合分析。风电

机组安装、风电场的建设质量、电网

问题、业主人员的错误操作都可能造

成机组部件的损坏。例如，在吊装时，

由于导电轨安装不合格，从而造成导

电轨损坏，或变频器的定子接触器烧

毁，业主往往都没有经过责任认定就

要求迅速修复，或更换。最终，全部

责任与费用由生产厂家承担。从而导

致生产厂家承担了不该承担的费用。

因此，国际上某些知名风电机组

生产厂家，在销售合同中明确指出 ：

在质保期间对于非正常维修和买方的

错误操作以及由于正常磨损造成的损

失卖方不负责任 [6]。 
1.3.2 风电场工况复杂和服务成本

难以准确进行核算

不少风电机组生产厂家初次进入

风电行业，对风电机组的运行知识缺

乏。由于现场服务时间较长，有不少

风电合同签订的服务期为 5 年，有的

达到 8 年，生产厂家在报价时难以对

风电场服务和部件损坏状况进行准确

的成本核算。

由于技术没有完全掌握和实践经

验匮乏，不少风电机组生产厂家对机

组问题和故障难以准确定位，造成维

修成本增加、资源浪费。例如，可以

远程处理的故障规定必须到现场处理；

可以通过后台软件提前发现的故障，

在严重损伤，或损坏后才发现。例如：

变桨轴承润滑不当，可以在没有报警

停机之前通过后台软件的观察发现，

结果在报警、停机，甚至已经损坏才

能发现 ；再如，现场出现了重大事故，

如机组倒塌、烧毁等，由于不能准确

把握故障原因，在各种压力之下急于

整改，造成不适当的整改方案出台，

这样既浪费资源、影响发电，又不利

于解决现场存在的问题。

1.3.3 风电机组的预验收与质保交

机争议

一般风电合同有这样的规定，只

有当合同设备中的最后一台通过预验

收，或通过预验收的机组到达一定数

量之后，则视为合同设备通过预验收。

在通过预验收后，业主才可能预验收签

字，业主才付给生产厂家验收款（注：

风电设备的款项一般分为 4 部分，合

同预付款约 10%、到货款约 50%、验

收款约 30%、质保款约 10%）。然后，

机组进入质保服务期阶段，也就是说，

即使所有机组都已经投运，只要有一台

合同要求的机组没有通过预验收，或者

是通过了预验收，业主没有签字，机组

均不能进入质保服务期，业主也就理当

不支付生产厂家 30% 的设备余款。

有的风电场在机组到达现场后，

由于运营商的原因，机组部分或全部

不能安装，或者机组长时间运行而不

能通过预验收。有个别风电场的机组

全部投入正常运营两年以上都难以通

过预验收，机组长时间运行发电而不

能进入质保期。这样，实际的服务期

远超过合同规定，增加了生产厂家的

维修、维护成本。从而风电机组生产

厂家承担了合同以外的费用。因此，

生产厂家不仅增加了服务成本，同时

也不能及时得到应得的货款 ；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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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机组的质保期到后机组不能正常

出服务期，合同规定的质保时间形同

虚设。 
究其原因，恶性竞争、合同界定

不明、或不按合同行事等是造成实际

质保期延长的重要原因。这会造成生

产厂家资金运营困难，只得拖欠配套

厂家的款项，从而造成三角债再次泛

滥，甚至造成不少企业运营困难，乃

至破产。

所以，某些国外的风电机组生产

厂家，在销售合同中规定 ：如果因买

方的原因造成合同设备不能通过预验

收，延误时间超过 6 个月，在此后 20
天内，买方应签署并由卖方会签合同

设备的预验收证书 ；每套合同设备最

后一批交货到达现场之日起，36 个月

内，如因买方的原因导致风电机组不

能运行和性能验收试验，期满后视为

风电机组通过最终验收，在此后 20 天

内，应由买方签署并由卖方会签合同

设备的最终验收证书 [6]。

这就是说，在风电机组到现场后，

由于运营商的原因，超过一定期限机

组无条件通过预验收，或者是出质保

期。如果没有严格的界定，行业不规范，

生产厂家承担了不应承担的费用和责

任，不仅让生产厂家受损，也不利于

风电行业的健康发展。

1.3.4 整个产业链恶性循环

行业正常发展依赖于电网、风电

场、生产厂家和部件供应商之间协调、

有序地发展，产业供应链关系顺畅。

由于风电机组的增长速度太快，

而与之相对应的电网改造滞后，一方

面，弃风限电使风电场收入减少，另一

方面，电网对风电场提出更高的要求

（比如低电压穿越、有功无功管理、数

据上传等），使机组生产运营成本增加。

在风电“过剩”的条件下，形成

了电网压风电场、风电场压生产厂家、

生产厂家压供应商，从而造成了产业

链的恶性循环。

例如，北方某电网内的局部电网

供电的电能质量严重超过国标规定，

不定期、频繁地产生低频振荡，导致

电网内大量的双馈风电机组脱网。电

网不是采取改善电网的措施，首先是

为机组脱网追责。电网要求机组要适

应不符合国标电网质量的要求，要求

风电场进行整改，以避机组脱网现象再

次发生，如不整改，电网就不允许脱

网风电场并网；而整改费用很高，风

电场业主不愿出钱，要求风电生产厂

家免费为其改造；生产厂家免费改造

费用没法支出，不改造又怕失去客户；

生产厂家要求供应商免费改造，供应商

也不愿意。因此，此项整改措施至今仍

然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和实施。

电网对风电场进行限电，没有健

全的规章制度，电网可以按风电场的

“态度”分配负荷，加上火电、地方

利益与风电的冲突，风电场处于极其

不利的境地 ；在风电机组产能过剩的

情况下，生产厂家为了拿到订单，相

互之间进行低价竞争 ；生产厂家为了

降低风电机组的生产成本，配套部件

大都以低价中标，真正优质的部件很

难进入市场，不仅造成了配套厂家的

不正常竞争，同时，风电机组的质量

也难以保证，从而又直接影响到机组

质量。

因电网限电造成风电场利润下降

或亏损 ；由于行业标准不规范，低价

恶性竞争，业主通过尽量多地侵占生

产厂家利益，借此来弥补部分弃风损

失，生产厂家和配套厂商不能及时得

到回款，导致生产厂家和供应商运营

困难，甚至倒闭。

2 结论

综上所分析，为了风电产业健康、

可持续发展，需要规范市场，纠正不正

确的行业理念；改变、完善企业的运作

机制使企业运作适合风电的发展；完善

行业标准、政策、法规；理顺电网、风

电场、生产厂家、配套厂家产业链之间

的关系，使行业内部的各利益群体形成

相互协调、互利、共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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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国大部分风能资源丰富地区地

理位置都较为偏远，风电场分布比较

分散，机型复杂，给风电场运行管理

带来诸多不便。随着风电技术发展，

特别是风电机组国产化的推进，风电

机群的 SCADA 系统与升压站综合自

动化监控系统已经可以通过 OPC 服

务器和相应的协议互相连接起来，已

实现风电场有功无功调度、风电机组

信号远传、风功率预测预报，也可以

做到远程 WEB 或远程监控 [1]。因此，

开发建设符合风电行业生产特点的区

域集中监控中心，对提高区域风电场

生产管理效率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江苏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自

2011 年上半年开始筹建省级风电场集

中监控中心， 2012 年 5 月投入试运行。

目前，共接入 6 个风电场。运行 1 年

多来，监控中心的各项功能基本达到

省级风电场集中监控中心建设
及运行实践﹡

章志平，蒋华

（江苏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江苏	南通	226007）

摘  要 ：本文总结了省级风电场集中监控中心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主要问题，对问题进行了客观的分析，提出了可行性的解

决方法。对集中监控中心的实际应用效果进行了评价，肯定了集中监控中心在提高区域风电场生产管理中的作用，

实践表明它是提高生产管理效率的有效手段。

关键词 ：监控现状 ；客观评价 ；可行性 ；集中监控 ；高效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11-0076-03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Practices on Centralized Monitoring Center
of Provincial Wind Farm

 Zhang Zhiping, Jiang Hua
（Jiangsu Longyuan Wind Power Co., Ltd., Nantong Jiangsu 226007, China）

Abstract: Main problems encountered during wind farms construction were analyzed for provincial centralized monitoring. Objective 

analysis was done and feasible solution was put forward. E�ect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s was evaluated for centralized monitoring 

center. The key role of improvement on regional wind farm production management was emphasized. An effective means was 

shown to increase e�ciency.
Keywords: monitoring status quo; objective evaluation; feasibility; centralized monitoring; e�cient

﹡基金项目 ：南通河海大学海洋与近海工程研究院 “科技研发与产业化引导专项”项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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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设计要求，现就建设过程中需要注

意的主要事项以及投运后取得的运行

效果介绍如下。

1 建设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

1.1 建设方案设计

监控中心的建设方案涉及到变电

站综合自动化系统数据采集与通信、

变电站主要设备的远程控制、与电网

公司的互联、电力系统的二次安全防

护、风电机组实时数据的采集与远程

控制等方面，需要多方面的技术支持，

同时专业性很强，不能仅仅从单一角

度出发进行方案的设计。在方案的设

计中需要咨询电力设计院专业人员，

同时需要风电机组厂商监控系统开发

人员参与方案的设计，这样才能充分

考虑各方面的需求，尽可能形成较为

完善的设计方案 [2]。

1.2 远程传输通道的配置

风电场向监控中心传输的数据包

括变电站综自系统监控数据、风电机

组监控数据、气象数据、主设备现场

视频监视画面、办公系统及视频会议

等。根据数据传输安全性分类，升压

站及风电机组运行监视与控制指令作

为一类，2Mbps 带宽传输通道能满

足要求。同时，考虑传输通道的“一

主一备”冗余配置，监控传输采用

2×2Mbps 通道 ；视频信号及办公系

统作为一类，4Mbps 带宽传输通道

能满足要求 ；为了及时准确向风电场

传达指令，确保生产通信畅通，需要

组建以监控中心为核心的调度电话系

统，采用 2M 的传输通道。这样，每

个风电场需要 3 条 2Mbps 通道、1 条

4Mbps 通道。根据电力二次安全防护

规定，监控数据及指令的传输原则上

选用电力系统专线通道进行传输，这

是目前电网公司认可的一种接入方式。

而视频及办公、调度电话数据传输可

以租用公共网络的专线通道。

1.3 数据采集完整性和准确性

从各风电场采集的数据必须要保

证高度的完整性，这样才能为后续的

数据分析提供保证。可以从以下几个

方面保证数据的完整性 ：一是从硬件

的冗余配置方案上保证不会因硬件问

题造成数据丢失，如“一主一备”冗

余配置 ；二是在变电站现场配置一定

容量数据存储系统，保证在监控中心

与风电场之间的远程传输通道中断恢

复后，将存储的数据继续上传，恢复

丢失的数据 [3] ；三是从软件上实现变

电站与风电机组通信中断恢复后，从

风电机组内部存储系统中恢复数据的

功能 ；四是用软件技术手段根据现场

抽样机组的数据，经过一定规则处理

后，修复现场彻底丢失的数据。

从各风电场采集的数据必须要

保证高度的准确性。可以从以下几个

方面增加数据的准确性 ：一是原始数

据采集点尽可能是最前端的测量点。

如风电机组风速等数据应该是风电

机组 PLC 中数据，而不是风电机组

SCADA 中提供的数据 ；二是原始数

据采集过程中坏点的处理要有统一的

规则，否则会造成数据不准确 ；三是

通过二次计算加工的数据要有统一的

计算规则。如风电机组日平均风速要

包括风电机组不可用时段的风电机组

风速。

1.4 风电机组运行状态的划分

风电机组运行状态划分直接影响

后期的数据统计准确性。根据《风力

发电设备可靠性管理办法》，风电机组

状态划分为运行、备用、计划停运（计

划性检修）、非计划停运（故障）。为

了更好地进行数据的统计，建议将风

电机组的状态划分为一级状态和二级

状态。一级状态对应以上四种，在每

一种一级状态下，再根据规定设置相

应二级状态。例如，“运行”为一级状

态，二级状态再分为“并网运行”、“大

风待机”、“小风待机”、“风电机组自

检”等。另外，当风电机组运行正常

但与监控中心通信中断也会经常发生，

可以将其划为非计划停运状态（故障）

的二级状态（“通信故障”）。

1.5 监控系统的远程控制

远程控制包括变电站设备远程控

制与风电机组远程控制，根据风电场

生产特点，对风电机组的操作频率高，

而变电站设备的操作一般仅限于计划

性检修、事故处理，操作频率不高，

同时，变电站设备自动化水平远没有

风电机组高，能监视的参数少，操作

之后需要现场进一步确认。实行现场

控制室无人值班后，风电场仍然有现

场运检人员值守，能够进行现场倒闸

操作。所以，远程控制可以考虑对变

电站主要开关能实现紧急情况下的“拉

闸”操作。如调度紧急命令、变电站

设备紧急停运等，而“合闸”操作需

谨慎考虑。风电机组需考虑远程启停

机、规定范围内故障的远程复位、部

分机型的远程人工测试功能。

1.6 监控系统安全分区问题

集中监控中心通过数据采集程序，

将各风电场的风电机组监控数据、升

压站远动系统四遥数据、电能计量数

据、升压站保护信号数据、故障录波

数据、气象数据实时采集至集控中心。

监控系统包括基础信息维护、监控画

面、控制与调节、告警、事件顺序记

录（SOE）、事故追忆（PDR）、预测

与规划、历史数据管理、报表、计算

和统计、系统权限控制等模块 [4]。实

时监控系统是风电场群远程监控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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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统，承担监视与控制功能。而对

采集的数据进行加工处理是生产管理

系统的功能，包括生产统计报表、数

据分析、故障处理决策支持系统等。

根据电力二次安防要求，监控系统可

以分为两个区，实时监控系统置于生

产控制大区 ；数据分析、报表统计、

功率预测、办公系统等置于管理信息

大区。

2 监控中心投运后的运行效果

2.1 提高了风电场运营管理效率

省级集中监控中心投运后，区域

范围内风电场由原来单独运行管理变

成集中运行管理，各项管理资源实现

了共享。同时，也实现了运行管理统

一化、规范化、简约化，有效地提高

了运行管理效率。该系统发布到公司

内部局域网后，管理层能够实时了解

到公司每台风电机组的运行状况，随

时掌握生产动态，大大提高了生产管

理效率。从运行一年多来的安全生产

指标上看，风电场不安全事件大大降

低，风电机组故障停运时间、风电机

组的可利用率也有了明显改善。

2.2 优化了风电场运行管理模式

传统模式下，区域范围内风电企

业的运行管理均以风电场为单位，一

个风电场就是一个独立的运行管理单

位，与其它风电场缺乏对标分析和资

源共享。对于大规模、集团化开发的

风电运营企业，这种模式显然不利于

统一管理。实行区域范围内风电场集

中监控以后，风电场的运行模式发生

了较大的改变，监控中心要进行运行

监视、数据分析、故障诊断以及事故

情况下的调度指挥，监控中心逐渐成

为生产指挥中心、技术支持中心、数

据分析中心，现场人员更多的是依照

监控中心发出的指令进行现场设备的

检查和故障处理。这样，以分散的风

电场为单位运行管理模式将转变成以

监控中心为核心的运行管理模式。

2.3 提供了统一的数据分析平台

在实行集中监控之前，各个风电

场运行数据因受厂家 SCADA 系统 [5]

的限制，不能进行定制化开发和分析。

同时，风电场之间也无法进行在线数

据对标分析。实行集中监控以后，各

个风电场、各种机型的运行数据统一

到一个平台，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

采用同一种规则对所有设备运行状况

进行对比分析，有利于开展运行优化

工作，及时发现共性问题。通过定制

化开发所需要的统计功能，从单台设

备运行数据的纵向对比分析，掌握设

备性能的退化情况，从多台设备的横

向对比分析，发现设备的缺陷和存在

的问题。

2.4 运行现场实现了无人或少人值守

在实行集中监控之前，每个风电

场均需要安排一定数量的运行人员对

风电场设备进行 24 小时监控，增加了

常驻现场的人员数量，不利于改善现

场员工的工作条件。同时，各个风电

场运行值班质量参差不齐，不能实现

统一管理。实行集中监控以后，运行

现场实现无人或少人值守，运行人员

安排在集中监控中心值班，同时对区

域范围内所有风电场实行 24 小时监

控，运行值班人员也大幅度减少，同

时也改善了运行人员的工作条件，统

一了区域范围内的运行管理标准 [6]。

3 结语

综上所述，省级集中监控中心的

建设及运行为提升区域风电场综合管

理水平，实现运行现场无人或少人值

守、统一管理、共享资源、减少运行

维护成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区域风

电场集中监控将是未来风电场运行管

理的一种趋势，江苏龙源风力发电有

限公司集中监控中心经过一年多时间

的运行，在探索风电场运营管理新模

式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也取得了

良好的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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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大规模集中开发风电场的进程，项目开发权的竞

争日益激烈，而不断增加的限电、“弃风”，也使得这些地

方风电场的效益大打折扣，内陆省份风电场的优势渐渐凸

显 [1]。风电场开发的热点逐渐由风电大基地转向山区或低

风速风电场，运输道路改扩建导致山区风电场的初投资增

加，低风速风电场的运营收益较低，造成山区和低风速风

电场投资风险上升。1996 年起，以放开同业拆借利率为起

始点，我国开始利率市场化改革，2013 年 7 月 20 日起全

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随着利率市场化的进一步

深入，我国风电场投资贷款利率有望与风电场投资的财务

风险指标挂钩，风电场开发的形势对风能资源评估的精度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风能资源评估系统搭建方法研究﹡

马文通1,	2，刘青海2，李凯2，王帅2

（1.	国家气象中心，北京	100081；2.	上海电气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上海	200241）

摘 要 ：复杂地形和低风速风电场风能资源评估过程中，在缺少实测数据的情况下寻找风能资源丰富的开发区域，对提高风电

场的盈利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针对风电场开发前期有效数据匮乏的情况，在传统风能资源评估系统的基础

上，引入大气模式进行大范围计算获得中尺度计算结果，同时引入陆地卫星遥感资料处理技术，获得大范围高精度的

地表粗糙度信息，结合计算流体动力学技术对中尺度数据进行降尺度，建立大气模式和计算流体动力学技术双核心的

风能资源评估系统。本文所建立的先进风能资源评估系统可以满足复杂地形和低风速风电场风能资源评估的工程需要，

从而拓宽了风能资源评估的途径。  

关键词 ：风能资源评估 ；卫星遥感 ；大气模式 ；计算流体动力学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11-0080-07

Research on Method of Wind Resource Assessment System Structure 
Ma Wentong1, 2, Liu Qinghai2, Li Kai2, Wang Shuai2 

(1.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Center, Beijing 100081, China; 2. Shanghai Electric Wind-power Equipment Co., Ltd.,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In complex terrain, low wind speed region or the area lack of measured wind data, how to �nd rich wind resource region is very 

important for increasing profit of wind farm. For the lack of valid wind data in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wind farm, based on 

traditional wind resource assessment system, we introduce atmospheric model to do mesoscale simulation on large scale region, 

and then integrate with high resolution terrain and roughness data based on the processing technique of remote sensing to do 

CFD downscaling simulation, build the double-core system of wind resource assessment with atmospheric model and CFD. �e 

advanced wind resource assessment system we built will satisfy the demands of wind power projects development in complex 

terrain and in low wind speed region; it also widen the method of wind resource assessment.
Keywords: wind resource assessment; Remote Sensing (RS); atmospheric model;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C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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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资源评估的传统流程是首先依靠地面气象站多年

观测或现场踏勘进行宏观选址，风场位置确定后树塔测风筛

选具备开发价值的风电场；通过关联测风数据与气象站同期

观测数据，对风电场进行微观选址，最终确定布机方案。传

统风能资源评估流程在宏观选址和测风塔选址过程中存在主

观性强，气象站与测风塔之间的相关性差，微观选址中的粗

糙度设置粗犷，风能资源评估历时较长且投资较大的问题。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通过结合大气动力学理论

和数值计算的发展成果，中尺度模式模拟系统在世界范围广

为使用 [2-15]，在一些发达国家已进入实时运行阶段 [16-24]。通

过在风能资源评估技术中引入大气模式和卫星遥感技术，

建立起先进结构的风能资源评估系统，可以有效地解决传

统风能资源评估过程中的主观性和高投入等问题。

1 风能资源评估业务简介

风能资源评估业务主要分为宏观选址、微观选址两大

部分。宏观选址即风电场场址的选择，是在一个较大的地

区内，通过对风能资源和其它建设条件的分析和比较，确

定风电场的建设地点、开发价值、开发策略以及开发步骤

的过程。宏观选址在项目经营战略层面决定了企业是否能

够通过开发风电场盈利。微观选址即风电机组机型和安装

位置的选择，是通过对若干布机方案的技术经济比选，在

保证风电机组安全的前提下，在风电场的投资和运营成本

与年发电量收益之间找到最优平衡点。在风能资源评估业

务中，必须以测风、风能资源计算、机位优化布置和技术

经济评价等基础工作为技术支撑。

在风电场开发前期的风能资源普查工作中，由于尚未

树立测风塔，单纯依靠人工现场踏勘的原始方法来寻找适

合开发的区域存在工作量大、耗时长、可靠性低的问题 ；

而地面气象站通常只有 10m 高度的风速观测资料，对风电

场开发前期的宏观选址缺乏代表性。基于大气模式及 CFD
降尺度技术的先进结构，风能资源评估系统可以在无地面

风能资源观测数据的情况下，进行高精度大范围的风能资

源评估，主要技术步骤如下 ：

（1）利用全球环流的再分析数据，采用中尺度大气模

式，对所评估的区域进行中尺度计算，获得分辨率在 1km—

5km 范围的中尺度计算结果。中尺度计算结果代表分辨率

范围内的风能资源的平均水平，一方面可以满足在县或市

一级范围内的风电场宏观选址评估需要，另一方面可以为

后续的 CFD 降尺度计算提供数据支持 ；

（2）在中尺度风能资源计算风能资源图谱的基础上，

确定适当的虚拟测风塔（中尺度计算结果点）作为控制点，

采用 CFD（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技术对宏

观选址后拟定的开发区域进行降尺度计算，结合卫星遥感

数据确定地表粗糙度，并根据地形崎岖度的不同获得分辨

率在 20m － 100m 范围的风能资源图谱。高分辨率的风能

资源评估结果可以为后续确定风场具体范围、规划装机容

量和选定测风塔位置提供数据支持 ；

（3）在 CFD 降尺度得到的高分辨率风图谱的基础上，

初选合适的风电机组型号并在拟开发区域内进行模拟布机，

以指定的年可利用小时数为目标，确定风场的具体范围、

规划装机容量，并对初步估算的发电量进行不确定性评估。

为开发商与政府签订开发协议提供开发容量和开发进度的

技术依据，并为开发商的风电项目投资财务、风险分析提

供发电量和发电量不确定性方面的数据支持 ；

（4）在完成宏观选址确定开发区域后，以 CFD 降尺

度得到的高分辨风图谱为基础，优化测风塔位置，提高测

风塔的代表范围 ；

（5）测风 3 － 6 个月后，通过关联大气模式的中尺度

计算得到的风速时间序列和实测的风速时间序列，倒推出

树立测风塔之前若干月或若干年前测风塔位置的风速、风

向、气温、大气压等风能资源参数时间序列，为加快可研

编制进度和项目执行决策速度提供数据支持 ；

（6）测风满一年后，通过关联中尺度数据与实测数

据，得到具备多年代表性的风能资源数据，结合卫星遥感

数据确定的地表粗糙度和大气模式导出的大气稳定度，利

用 CFD 软件最终计算得到风电场的风图谱，并进行优化布

机和产能测算，完成微观选址工作。

基于卫星遥感、中尺度大气模式和 CFD 技术的风能资

源评估系统可以解决在风电场开发前期无地面观测数据情

况下的风能资源评估任务，有利于提高开发商宏观选址的

成功率。在具备短期的地面观测数据的情况下，可以通过

关联推算历史风能资源时间序列，有效缩短风电场风能资

源勘测的测风时间，加快风电场前期的工作进度。基于卫

星遥感、中尺度大气模式和 CFD 技术的风能资源评估系统

适用于需要快速并且大范围风电开发的前期技术支持工作。

2 风能资源评估系统的结构

2.1 传统风能资源评估流程

传统的风能资源评估流程如图 1 所示，以测风塔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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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为基础，将测风塔测风数据与气象站多年观测数据进

行 MCP（Measure Correlate Predict 测量关联与预测）

得到代表年风速和 50 年一遇最大风速，或者直接采用测风

塔测风数据，输入到近地层风能资源评估软件中进行计算，

得到微观风图谱，并进行优化布机后完成风电场容量和产

能的测算。

商业化的近地层风能资源评估软件及代码主要包括

WAsP、Ms － Micro、Meteodyn WT、WindSim、Star 
CD 和 Phoenics，其中 WAsP 和 Ms － Micro 适用于简单

地形 [25]，CFD 内核的 WT、WindSim 和 Star CD 等软件

能够满足复杂地形的计算要求。随着我国山区风电场的开

发，CFD 内核的近地层风能资源评估软件逐渐成为主流。

商业化的优化布机和产能测算软件主要包括 WindFarmer、
WindPRO 和 openWind。以 CFD 技术为核心的传统风能

资源评估系统能够满足微观选址的基本业务需求，适用于具

备测风塔实测数据的小面积风能资源评估工作。对于宏观选

址或在缺少测风数据的情况下，需要引入以中尺度大气模式

和 CFD 技术为双核心的先进结构风能资源评估系统。

2.2 先进风能资源评估流程

先进的风能资源评估流程如图 2 所示，主要包括全球

大气环流再分析数据的获取、中尺度区域大气模式的计算

和基于 CFD 技术的微观降尺度计算。将全球气象观测资

料同化后，进行 GCM（General Circulation Model 全球

环流模式）分析，得到几十或者几百公里分辨率的再分析

数据。采用中尺度大气模式将再分析数据进行降尺度得到

分辨率为公里级的中尺度数据，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利用

测风塔实测数据对中尺度数据进行 MOS（Model Output 
Statistics 模型输出统计）。将中尺度数据、MOS 后的中尺

度数据或测风数据输入 CFD 软件中进行降尺度计算，得到

百米以下分辨率的风能资源图谱，并进行优化布机，完成

风电场容量和产能的测算。先进风能资源评估系统穿插利

用 CFD 和大气模式两个技术核心，以模型输出指导测风塔

和风电机组选址，同时以实测数据对模型进行校正。

大气环流一般是指具有世界规模的、大范围的大气运

行现象，既包括平均状态，也包括瞬时现象，其水平尺度

在数千公里以上，垂直尺度在 10km 以上，时间尺度在数

天以上。大气模式能够由气象要素场的初始状态确定其未

来的状态。GCM 输入的气象观测数据可从 WWW(World 
Weather Watch) 获取。WWW 是世界气象组织筹划和组建

的全球性气象业务体系，WWW 通过各成员的合作，全面

组织、规划、协调有关全球气象站网布局、气象观测、气

象通信、分析预报和气象资料处理等项业务工作，使世界

气象组织所有成员都可获得在气象业务、服务和研究工作

中所需要的气象情报。截至 2013 年 8 月，纳入 WWW 的

有 11000 个地面站、1300 个高空站、4000 个定点海洋天

气站、3 颗极轨卫星、6 颗静止气象卫星、一些研发卫星和

一些提供航线气象观测报告的班机等。

资料同化的主要任务是将各种不同来源，不同误差信

息，不同时空分辨率的观测资料融合进入数值动力模式，

在物理方程的约束下组合成为统一的资料系统，在模式解

与实际观测之间找到一个最优解，这个最优解可以继续为

动力模式提供初始场，以此不断循环下去，使得模式的结

果不断地向观测值靠拢。现代资料同化方法建立在控制理

论或估计理论的基础上，最有代表性的是变分法和滤波法。

变分法强调通过将模式和观测值之间的距离（目标泛函）

最小化来使初始条件或模式参数最优化，滤波法通过获得

一个（或一组）最大可能状态来实现最优化。受到目前计

算机硬件资源以及一些技术难题的限制，在业务运行中采

图1	传统结构的风能资源评估系统

图2	先进结构的风能资源评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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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较多的是四维变分资料同化（4D － Var）方法。对全球

气象观测数据进行同化后，通过 GCM 来获得再分析数据。

目前，ECMWF、NCEP/NCAR、NASA 等机构可提供不

同时空分辨率的再分析数据集。

将再分析数据输入中尺度大气模式，进行区域大气模

式计算，得到中尺度数据。目前商业化提供的中尺度数据

水平分辨率在 15km 左右，对省市范围尺度内的风电场宏

观选址具有一定程度的指导意义 ；为了避免中尺度数据较

粗分辨率带来的在小区域上趋势不明显或者不正确等问题，

对县一级的复杂地形风电场宏观选址需要提高中尺度分辨

率到 3km 甚至更高，以保证计算结果的代表性。采用大气

模式进行风能资源评估，不需要树立测风塔测风，采用历

年的气象数据可以考虑到过去几十年的气候变化，在计算

分辨率足够高的情况下，中尺度大气模式可以考虑到复杂

地形风电场局部小气候的差异。

基于雷诺相似理论，以给定的地形、地貌和大气稳定

度的数据为基础，通过对拟开发区域进行微观尺度的 CFD
降尺度定向计算，获得不同方向来流情况下的风加速因素

和风向水平偏差。结合中尺度数据对 CFD 定向计算结果进

行综合分析，得到高分辨率的微观尺度风能资源分布情况。

CFD 定向计算中采用的地形数据可以通过开放的

SRTM 或者 ASTER 数据库获取。USGS 网站提供免费下载

Landsat8 陆地卫星观测数据，可以获得 15m 分辨率的全色

波段和 100m 分辨率的热红外波段卫星遥感图像 [26]。结合

GIS 技术，利用 Landsat8 遥感图像提取地表粗糙度数据，

可以快速实现 CFD 前处理中大范围的粗糙度设定工作。

2.3 先进风能资源评估系统的业务结构

先进结构的风能资源评估系统软件流程结构如图 3 所

示。大气模式计算部分工作采用大气模式平台（AMP）完

成，AMP 内置再分析数据，通过调用 WRF 大气模式计算

风速风向、太阳辐射、降水等气象参数的时间序列，计算

结果可导出 kmz 文件，便于在 Google earth 中可视化大区

域的中尺度计算结果，目前已有公司或者机构提供此类基

于 AMP 的商业化模拟计算平台，如果法国 Meteodyn 提

供的 Meso Scale Simulation System，欧洲气象组织提供

的基于 ECMWF 的模拟系统等。在已有测风塔实测数据的

情况下，在 AMP 中可利用测风数据对中尺度计算结果进行

MOS，进一步提高中尺度数据的准确度 ；在测风塔实测数

据缺失或不完整的情况下，利用中尺度数据对测风数据进

行插补和延长，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测风塔的代表性。

气象站与测风塔之间的 MCP 工作和中尺度数据与测

风塔实测数据之间的 MPC 工作由 Windographer 软件完

成。通过关联风场临近气象站与测风塔的同期测风数据进

行关联，分析未来 50 年一遇的最大风速。通过关联测风塔

测风数据与 AMP 导出的中尺度同期数据，根据中尺度历史

数据回归分析过去一整年或过去多年的测风塔位置风速时

间序列，进而在测风不满一年的情况下提前获取一整年的

测风塔位置风速时间序列，为进一步的技术经济分析提供

风能资源依据 ；通过对过去多年的测风塔位置风速时间序

列的进一步分析，得到测风塔位置的 50 年一遇最大风速，

为风电机组选型提供依据。

微观尺度的 CFD 计算工作采用 WT 软件完成，利用

WT 的 Atlas 模块可以实现大范围的高分辨率图谱绘制工

作，Atlas 模块输入端与 AMP 导出的中尺度数据兼容，可

以联合实现考虑到大气稳定度的大范围中尺度数据降尺度

的计算工作。在 CFD 计算中需要的地形高层数字模型采用

ASTER 数据，水平分辨率为 30m[27] ；地表粗糙度数据采

用 WT 内置的粗糙度数据集，或采用 Landsat8 卫星遥感

数据转换粗糙度。

在确定的风场边界或机位布置限制区域后，将 CFD 计

算结果输入到 openWind 中进行风电机组机位或测风塔点

位的优化布置和产能测算。 

3 计算实例

元江县位于中国云南省玉溪市南部，元江横穿过县

境内，地理范围介于北纬 23° 18'40"—23° 54'24"，东

经 101° 39'40" － 102° 22'15" 之间。元江县南北长近

65km、东西宽约 72km，县境内山区面积占 97%，海拔介

于 290m － 2560m 之间，县内海拔落差 2270m，属于典

型的复杂地形。

采用 AMP 进行中尺度大气模式计算，水平分辨率

3km，水平网格 100*50 格点，垂直网格 23 层，获得

2012/01/01—2012/12/31 期间中尺度年平均风速图谱如图

4 所示。

采用 WT 进行降尺度计算，定向计算中采用的地形高

程图和粗糙度如图 5 和图 6 所示。从 AMP 导出当地政府

允许开发的 4 个乡镇对应的中尺度数据并输入到 WT 中，

进行降尺度计算。应用 WT 的 Atlas 模块将整个计算区域

划分为 25 块子区域，每块子区域约为 19km×19km，得

到元江县分辨率为 50m 的风能资源图谱。

从当地的土地局和林业局获得当地的土地利用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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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文件（.shp），图 7 为 openWind 软件中的机位优化布置

图，其中蓝色方块为探矿权区域，红色方块为采矿权区域，

黄色区域为保留耕地区域，绿色区域为自然保护区，背景

云图为 WT 计算得到的年平均风速 [28]。在保证最差机位年

发电小时不低于 2200 小时的限制条件下，各风电机组机位

对禁止开发区域进行避让，得到图 7 中红色点位表示的 37
万千瓦的装机点位。

中尺度计算和 CFD 降尺度计算硬件分别采用两台 32
线程 128G 内存的刀片式服务器，全部计算工作耗时 3 个

工作日，在无测风塔实测数据的情况下，完成了元江县风

能资源评估业务，并在 50m 分辨率的风能资源图谱的基础

上完成测风塔选址工作。 

图3	风能资源评估系统软件结构

图4	元江县中尺度风能资源分布

图5	元江县地形高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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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元江县地表粗糙度

图7	元江县限制开发区域分布与机位布置

4 结论

通过引入大气模式和卫星遥感技术，先进评估系统解决了以往测风

塔选址和粗糙度设置的主观性问题，并且可以在测风前得到大范围高精

度的风能资源图谱。尤其在低风速或山区风电场开发的前期工作中具有

广阔的应用前景。

（1） 先进风能资源评估系统可以快速实

现大范围高精度风能资源评估，有利于实现

风电场的整体规划分步开发 ；

（2）先进结构的评估系统有助于测风

塔选址，提高测风塔的代表性，降低前期测

风的不确定性对风电项目整体评价的影响 ；

（3）在风能资源评估系统中引入大气

模式有助于风电场前期开发的过程控制。在

测风不满一年的情况下，通过对已有测风数

据与中尺度数据的关联分析，判断风电场完

整年的风速变化情况，及早判断风电场的开

发价值并加密测风塔 ；

（4）结合卫星遥感数据，可以快速实

现微尺度 CFD 计算中粗糙度的设置，使得

粗糙度设置更客观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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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风轮是风电机组将风能转化为旋转机械能的关键部

件，叶片作为风轮的主要部件，直接影响风电机组的载荷

及风能吸收效率 [1]。风电机组叶片气动特性的计算一直是

国内外研究的热点，由此发展了一系列理论 [2]。1865 年

Willian Rankin[3] 提出了动量理论，但只考虑了轴向动量

变化 ；1920 年 Albert Betz 提出了 Betz 极限 ；之后发展

了动量叶素理论及其修正 [4-6]，涡流理论 [7] 等。目前可用

于风电机组叶片气动特性计算的方法很多，如基于动量叶

素理论的方法，基于涡流理论的方法，计算流体力学（CFD）

方法等，但基于动量叶素理论的方法具有理论相对简单，

计算速度快等优点，应用较广。GH Bladed 软件是基于

动量叶素理论开发的用于风电机组性能和载荷计算的商业

基于动量叶素理论改进的叶片气动
特性计算方法
田德，蒋剑峰，邓英，李大宝，雷航

（新能源电力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102206）

摘 要 ：为实现快速计算叶片给定运行攻角所需要的桨距角，提出了一种基于动量叶素理论改进的叶片气动特性计算方法，

该方法的优势为在迭代计算轴向诱导因子与切向诱导因子过程中减少了查询翼型气动特性的次数。改进的动量叶

素理论计算方法比经典动量叶素理论计算方法，能够快速计算实现叶片运行攻角所需要的桨距角。利用该方法对

叶片气动特性进行的计算结果与 GH Bladed 软件的计算结果十分接近，且提高了计算速度。

关键词 ：动量叶素理论 ；叶片气动特性 ；改进计算方法 ；提高计算速度 ；风电机组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11-0088-05

Improved Calculation Method of the Blade 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Blade Element Momentum Theory

Tian De, Jiang Jianfeng, Deng Ying, Li Dabao, Lei Ha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Alternate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with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Beijing 102206, China)

Abstract: To achieve rapid calculation of the blade pitch angle when given the operation a�ack angle, an improved calculation method of 

blades 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blade element momentum theory is proposed. �e advantage of this method is that it 

reduces the times to query the airfoil 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rocess of iterative calculation for axial induced factor and 

tangential induced factor. �e calculation of the pitch angle of the blades when given the a�ack angle with the improved method is 

faster than that with the classical blade element momentum theory. �e calculating results of the blade 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with this improved method and GH Bladed software are consistent, and the computing speed is improved with the improved 

method.
Keywords: blade element momentum theory; blade 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improve calculation method; improve the computing 

speed; wind turb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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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经典动量叶素理论在迭代计算轴向诱导因子与切向诱

导因子的过程中需要不断查询翼型的气动特性，不能够快

速计算给定运行攻角所需的桨距角。因此为实现叶片运行

状态控制，需要对动量叶素理论气动特性计算方法做一些

改进。

1 动量叶素理论计算方法

1.1 经典动量叶素理论计算方法

利用动量叶素理论计算叶片气动特性的一般步骤 ：

（1）假设轴向诱导因子 a 和切向诱导因子 b 的初值，

一般取 a=b=0 ；

（2）计算半径 r 处叶素的入流角和攻角 ：

                     
                                                                              

（1）

                                                                 （2）
（3）根据翼型空气动力特性曲线得到叶素的升力系数

Cl 和阻力系数 Cd ；

（4）计算半径 r 处叶素的法向力系数 Cn 和切向力系数

Ct ：

                                                   （3）
                                                    （4）

（5）计算轴向诱导因子 a 和切向诱导因子 b 的新值 ：

                      
                                                                              

（5）

                 
                                                                              

（6）

其中， 为叶片在半径 r 处的实度，F 为普朗特

修正因子 ；

（6）将计算得到的轴向诱导因子 a 和切向诱导因子 b
的值与上一次计算的轴向诱导因子 a 和切向诱导因子 b 的

值进行比较，如果误差小于设定的误差值（一般可取 0.001），
则迭代终止 ；否则，再回到步骤（2）继续迭代。

1.2 改进的动量叶素理论计算方法

改进的动量叶素理论计算方法计算叶片气动特性的一

般步骤 ：

（1）给出叶片攻角 α 以及在该攻角下的升力系数 Cl

和阻力系数 Cd ；

（2）假设轴向诱导因子 a 和切向诱导因子 b 的初值，

一般取 a=b=0 ；

（3）计算半径 r 处叶素的入流角和桨距角 ：

                   
                                                                              

（7）

                                                                   （8）
（4）计算半径 r 处叶素的法向力系数 Cn 和切向力系数

Ct ：

                                                   （9）
                                                 （10）

（5）计算轴向诱导因子 a 和切向诱导因子 b 的新值 ：

                      
                                                                            

（11）

                 
                                                                            

（12）

其中， 为叶片在半径 r 处的实度，F 为普朗特

修正因子 ；

（6）将计算得到的轴向诱导因子 a 和切向诱导因子 b
的值与上一次计算的轴向诱导因子 a 和切向诱导因子 b 的

值进行比较，如果误差小于设定的误差值（一般可取 0.001），
则迭代终止 ；否则，再回到步骤（2）继续迭代 ；

（7）将在攻角 α 下计算得到的桨距角 θ 与叶片在半

径 r 处的桨距角进行比较，若误差小于设定的误差值（一

般取决于翼型气动特性攻角的间隔），则半径 r 处的运行攻

角就是 α，否则回到步骤（1）改变攻角 α 的值继续进行

计算。

1.3 两种计算方法对比

经典动量叶素理论计算方法是在已知叶片运行状态的

情况下，即运行叶尖速比、风轮转速和叶片桨距角。假设

轴向诱导因子和切向诱导因子的初值，计算入流角，再计图1	动量叶素理论受力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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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得到攻角，由攻角查找翼型的升力系数与阻力系数，计

算得到新的轴向诱导因子和切向诱导因子，重复这个过程

直到轴向诱导因子和切向诱导因子收敛为止。特点是在迭

代计算轴向诱导因子和切向诱导因子的过程中需要不断查

询攻角对应的升力系数与阻力系数。

改进的动量叶素理论计算方法也是在已知叶片运行状

态的情况下进行计算，即运行叶尖速比、风轮转速和叶片

桨距角。但需要先给出假定的叶片运行攻角，得到在此攻

角下的升力系数与阻力系数，假设轴向诱导因子和切向诱

导因子的初值，经过迭代计算得到轴向诱导因子和切向诱

导因子以及在此攻角下所需要的桨距角，然后将计算得到

的桨距角与实际桨距角进行比较，误差太大就改变攻角继

续计算，误差小于设定值就得到了运行攻角、轴向诱导因

子和切向诱导因子。特点为在迭代计算轴向诱导因子和切

向诱导因子的过程中减少了查询攻角对应的升力系数与阻

力系数的次数，由步骤（1）到（6）还能够快速计算给定

运行攻角所需的桨距角。

2 计算算例

使用两种方法计算 GH Bladed 实例中 2MW 机组叶片

的气动特性，叶片长度为 38.75m，叶片参数如表 1 所示。

对功率系数 Cp 与转矩系数 CM 分别乘以修正系数 0.97
进行修正，对推力系数 CT 乘以修正系数 1.015 进行修正。

表1 计算实例叶片参数

叶片位置(m) 弦长(m) 扭角(deg) 厚度(%)

0 2.06667 0 100

1.14815 2.06667 0 100

3.44444 2.75556 9 64

5.74074 3.44444 13 40

9.18519 3.44444 11 30

16.0741 2.75556 7.8 22

26.4074 1.83704 3.3 15

35.5926 1.14815 0.3 13

38.2333 0.688889 2.75 13

38.75 0.028704 4 13

图2	桨距角为-2°、2°时，功率系数Cp随叶尖速比变化

（a）桨距角为-2° （b）桨距角为2°

2.1 Cp-λ曲线对比 

从图 2 中功率系数 Cp 随叶尖速比的变化规律中可以

看出，使用两种计算方法计算功率系数的结果在机组运行

叶尖速比范围内十分接近。功率系数随着叶尖速比的增大

达到一个最大值，然后功率系数随着叶尖速比的增大反而

减小。

2.2 CT-λ曲线对比 

从图 3 中推力系数 CT 随叶尖速比变化规律中可以看

出，使用两种计算方法计算推力系数的结果十分接近。在

桨距角为－ 2°、2°时，推力系数随着叶尖速比的增大而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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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桨距角为-2° （b）桨距角为2°

图3	桨距角为-2°、2°时推力系数CT随叶尖速比变化

（b）桨距角为-2° （d）桨距角为2°

图4	桨距角为-2°、2°时转矩系数CM随叶尖速比变化

2.3 CM-λ 曲线对比 

从图 4 中转矩系数 CM 随叶尖速比变化规律中可以看

出，使用两种计算方法计算转矩系数的结果保持着一致性

且十分接近。转矩系数随着叶尖速比的增大达到一个最大

值，然后转矩系数随着叶尖速比的增大反而减小。

2.4 轴向诱导因子a与切向诱导因子b分布对比 

从图 5 可以看出，使用两种方法计算在桨距角为 0°叶
尖速比为 6、9 时的轴向诱导因子 a 十分接近，计算的切向

诱导因子 b 也十分接近。

3 结论

（1）通过与 GH Bladed 的计算结果进行对比，说明基

于动量叶素理论改进的气动计算方法是有效的。

（2）改进的动量叶素理论气动计算方法在迭代计算轴

向诱导因子和切向诱导因子的过程中减少了查询攻角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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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作为风电机组的关键部件，叶片对提高风电机组的风

能捕获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不同风电场根据各自风

况装备了相应长度叶片的风电机组。因此，风电机组风能

捕获量更多地受风况影响 [2]。如果某早期风电场运营期间

风速小于预期风速，那么将会给风电场带来很大的损失。

本文提出一种风电机组叶片加长改造方案，用以弥补风电

场风速较预期值偏低的不足。同时，在确保风电机组整体

结构协调的前提下，适当增长叶片长度可以有效地提高风

电机组的经济性 [3]。

1 风电机组叶片加长建模和实验仿真

改造方案可对风电机组叶片进行不同程度的加长改造，

通过 Bladed 仿真实验验证它的工程应用可行性。Bladed
软件可以全面分析模型风电机组的叶片载荷、输入功率及

桨距角等其他部件的工作状态 [4]。

仿真实验中拟取 77m 直径叶轮的 2MW 变桨距风电机

组为样本，通过 Bladed 软件获取该风电机组额定功率下

的有效风速（根据距地面 65m 高度处风速为 10m 高度处

的 1.94 倍，假设某地区 10m 高度的年平均风速为 5.8m/s，
则 65m 高度处的年平均风速为 11.25m/s，有效风速应在该

风电机组叶片加长改造的可行性
及成本效益分析

崔晓志1，王华君2

（1.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威海	264209；2.	河北工业大学	风能与动力工程系，天津	300130）

摘 要 ： 在目前国内大力发展低风速风电场的背景下，本文提出一种在风速较预期值偏低的风电场进行风电机组叶片加长

改造的方案。文中通过 Bladed 软件对改造风电机组进行了仿真实验，同时简要分析了叶片改造成本和风电机组

的经济效益，进而论证了该方案的可行性和工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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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ts of wind turbines. �en its feasibility and engineering signi�cance were demonstrated.
Keywords: lengthen blade; Blade simulation; feasibility



Technology | 技术

2013年第11期  95  

风速附近），叶片振动响应，桨距角变化及功率输入等图形。

以此数据作为基准，分别选取叶轮直径为 87m 和 95m 的

风电机组进行仿真实验。实验中保证风电机组工作于有效

风速下，同时利用 Bladed 控制策略确保叶片振动频率在安

全振动频率之内 [5] 并记录各风电机组输入功率。

2 风电机组仿真基准模型的建立

2.1 风况仿真模型

在建立风电机组仿真模型之前首先确定实验风场的风

况。风速属于偏正态分布，可以通过威布尔函数拟合成风

速线性分布图 [6]，函数中的特征参数根据所选风况对象长

时间实测所得，对平均风速的描述具有较大的逼真度。

威布尔（Weibull）概率密度函数表达式为 ：

                      

公式中，c 和 k 为威布尔概率密度函数的两个特征参数。

形状参数k通过查资料计算所得，它对曲线分布有很大影响；

尺度参数 c 表示平均风速 [7]。该公式意义在于说明在某地

平均风速已知前提下，该地各风速分布所对应的年时长百

分比。图 1 中的风场选取威布尔分布参数 c（平均风速）为

5.80，k（形状参数）为 2.0 的风速模型。通过对比，该风

速满足风电机组安全运行的要求，具有较大的开发价值。 
2.2 基准风电机组模型

该仿真过程通过 Bladed 仿真软件建立风电机组模型，

模型中设定风电机组叶轮半径为 37.25m，直径为 77m，

塔筒高为 65m，额定功率为 2MW，同时该风电机组具有

灵活的变桨功能，如图 2 所示。建模过程中根据参考需要，

图 3 中规定了叶片振动坐标系，分别取沿机舱水平方向为

X 轴，沿叶片方向为 Z 轴，两轴交与 O 点，取过 O 点垂直

于面 ZOX 的直线为 Y 轴。DX 、DY 、DZ 分别定义了叶

片振动的正方向。图 4、图 5 分别指出了基准风电机组模型

的叶片长度、叶片刚度、风轮直径、风轮半径和塔筒高度

等具体参数。

通过 Bladed 软件对基准风电机组模型仿真可得，该

77m 叶轮风电机组运行中出现小幅值振动，主要表现为叶

片的舞振。由于风电机组在扫风面积上承受较大的气动推

力，叶片颤振时以沿 X 轴方向上 1.65m 处为平衡点，最

大幅值为 0.72m（占叶片长度的 1.818%），大部分幅值为

0.32m（占叶片长度的 0.779%），振动频率为 1.5Hz。叶

片的摆振为 0.20m 振幅的简谐运动。由于在振动模型中所

选叶片在运行时会向 Y 轴相反的方向运行，因此，摆振的

平衡点在－ 0.05m 处。该振动频率为 0.6Hz，而且基本不

因风况改变而波动。

叶片桨距角的变化会随着叶片颤振情况发生相应的变

化。将桨距角弧度转换为角度，则变桨距范围约在－ 2.0°
到 2.1°之间。低风速风电机组启动时桨距角为负攻角增大，

使叶片获得一个较大的升力，从而提高了叶片的气动性和

启动性 [8]。风电机组运行时，桨距角会随着叶片舞振幅值

和频率进行相应的变化，如图 7 所示。由图 6 分析可得，

当叶片沿 X 轴振幅增大时桨距角会向负桨距角变化，而当

叶片沿 X 轴振幅减小时桨距角会向正桨距角变化。同时，

图1	风速威布尔分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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桨距角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延迟性，但在保证风电机组安全

高效运行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于 2MW 风电机组，虽然该叶片振动不影响整个风

电机组的安全运行，但是如图 8 所示，在风电机组运行 20s
处可能由于风况的突变，风电机组输入功率发生一个较大

的跌落（50s 处该功率跌落是由于风电机组停机所致），这

就有可能导致风电机组发生并网事故，极大地影响了风电

场的安全性和经济性。在这种情况下就迫切需要有一种合

理的方案来弥补该风电场的缺陷。

3 风电机组叶片加长改造仿真

在现有风电机组样机基础上对 77m 叶轮风电机组进行

叶片加长改造，改造过程中只改变风电机组的叶轮，保持

风电机组的翼型不变。之后，在该风场 11.25m/s 的风速下

进行实验仿真，分别获取 83m 和 95m 叶轮风电机组运行

时的叶片振动、桨距角变化和功率曲线图形。

叶片更换时尽量保证叶片的刚度、质量、翼型不发生

较大变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因翼型等非叶片长度

参数所引起的干扰，同时对不同叶片长度的仿真结果进行

分析，从中找出较为合适的叶片改造方案。

3.1 83m叶轮风电机组模型仿真

经仿真实验数据分析可知，83m 叶轮风电机组在运行

时叶片主要振动形式为舞振，如图 9 所示。相比于 77m 叶

轮风电机组叶片的舞振，该叶片舞振幅值增大，由于受气

动推力较大振动平衡点沿 X 轴后移至 1.92m 处，最大幅值

图2	基准风电机组模型图 图3	叶片振动坐标系

图4	基准风电机组模型中叶片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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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基准风电机组模型中风轮和塔筒参数

图6	基准风电机组模型中叶片振动和桨距角变化

图7	基准风电机组模型中叶片桨距角变化

图8	基准风电机组模型的输入功率

图9	83m叶轮风电机组模型中叶片振动和桨距角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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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91m（占叶片长度的 4.578%），大部分幅值为 1.53m
（占叶片长度的 3.614%）和 0.60m（占叶片长度的 1.446%），

振动频率下降至 1Hz。叶片的摆振仍为简谐振动，振动平

衡点在－ 0.10m 处，振幅为 0.30m，振动频率为 0.6Hz。
但是摆振幅值顶端出现毛刺，说明叶片尖端随叶片增长产

生高阶振动，相对而言这就稍微增大了叶片的不稳定性。

风电机组运行时叶片的桨距角在－ 2.0°到 5.16°之间

变化。启动时桨距角为负值满足风电机组起动特性，在风

电机组正常运行时一直为正值最大达到 5.16°，当风电机组

遇到湍流等不稳定风况时桨距角增大，该过程中变桨距系

统实时调节桨距角确保叶片运行的稳定性，之后风电机组

停机时叶片桨距角恢复。整个过程中桨距角没有发生较大

的或者突发的变化，它对风电机组运行有着良好的友好性，

如图 10 所示。

在该 83m 叶轮风电机组模型中，风电机组输入功率稳

定地保持在 2MW 附近，虽然该功率曲线有很多波动，但

波动范围小基本符合正常风电机组功率输入曲线，如图 11
所示。同时，该模型在 20s 风电机组遭遇不稳定风况时功

率曲线没有太大的波动，属于较理想的功率输入曲线，能

够使风电机组维持在额定功率附近而且能较好的支持风电

机组并网特性。

3.2 95m叶轮风电机组模型仿真 
经仿真实验数据分析可知，该 95m 叶轮风电机组在

运行时叶片主要振动形式仍旧为舞振，相比于之前风电机

组叶片的舞振该叶片舞振幅值明显增大，如图 12 所示。由

于受到更大面积的气动推力，该振动平衡点沿 X 轴后移至

2.73m 处，最大幅值为 6.2m（占叶片长度的 12.631%），

大部分幅值为 1.79m（占叶片长度的 3.789%）和 0.40m（占

叶片长度的 0.842%），振动频率下降至 0.8Hz。该模型风

电机组叶片的摆振仍是简谐振动，振动平衡点在 -0.10m 处，

（图片来源：GH	Bladed）

（图片来源：GH	Bladed）

图10	83m叶轮风电机组模型中桨距角变化

图11	83m叶轮风电机组模型中输入功率变化

图12	95m叶轮风电机组模型中叶片振动和桨距角变化

图13	95m叶轮风电机组模型中桨距角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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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幅为 0.50m，振动频率为 0.58Hz。摆振幅值比较均匀对

风电机组的自身安全和运行没有太大影响。

风电机组运行时叶片的桨距角在 -1.0°到 8.1°范围内变

化，在实际风电机组运行过程中桨距角一直在 2.28°到 8.1°
之间波动。该风电机组模型在风电机组运行时桨距角变化

频率较大，桨距角的大小以波浪式跳变，这种变化对风电

机组的变桨系统有较大的破坏性，如图 13 所示。同时，在

图14	95m叶轮风电机组模型中输入功率变化（图片来源：GH	Bladed）

表1 三类叶片长度不同的风电机组参数

风电机组
额定功率

（kW）

风轮直径

（m）

轮毂高度

（m）

切入风速

（m/s）

额定风速

（m/s）

切出风速

（m/s）

WTG-1 2000 77 65 3.0 11.25 25

WTG-2 2000 83 65 3.0 11.25 25

WTG-3 2000 95 65 3.0 11.25 25

表2 不同条件下机组的年发电量与总成本比较

风速（m/s） 风电机组
年发电量

PAE/（MWh）

年发电量增幅/

（％）

总成本

C/（万元）

总成本

增幅/（％）

5.1

WTG-1 3940.0 - 203.92 -

WTG-2 4901.6 24.41 225.35 10.50

WTG-3 6148.6 56.06 256.13 25.61

7.0

WTG-1 7369.7 - 226.30 -

WTG-2 8332.8 13.07 248.68 9.89

WTG-3 9711.1 31.77 279.40 23.46

9.0

WTG-1 9816.3 - 242.23 -

WTG-2 10463.9 6.06 262.03 8.26

WTG-3 11664.6 18.83 292.03 20.56

风电机组停机过程中桨距角由正变为负再变为正会对风电

机组整体产生较大的冲击，容易导致风电机组停机事故。

在 95m 叶轮风电机组模型中，风电机组输入功率平均

值保持在 2MW 附近，但该功率波动频率和幅值都比较明显，

正态分布曲线中表现为方差值偏大，如图 14 所示。风电机

组在停机时该种波动反而更剧烈，这对风电机组停机有致

命性打击。从经济角度出发，由于机组电机容易发生故障，

风电机组故障维修成本增高，同时极大地降低了风电机组

发电时长和风电机组发电量，从而也降低了风电机组的经

济性。

4 风电机组叶片加长造价和度电成本分析

在考虑到风电机组叶片成本约占到整机成本 15% －

20%[9] 的前提下，为有效提高风电机组改造的经济效益，现

在对通过增加风电机组叶片长度来增加风电机组经济性的

方案进行简要分析 [10]。方案中以三种额定功率相同、叶片

长度不同的风电机组作对比。通过搜集参数数据和运用经

验公式进行计算，由文献 [11] 得，统计整理得以下表格数

据（表 2 和表 3 中风速为 10m 高度处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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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对比表 2 和 3 中的数据得到以下结论 ：

(1) 相同风速下，随着风电机组叶片长度的增长年发

电量也会增大，风电机组成本也随着增加，但平均风速偏

低时发电量增幅明显 ；

(2) 随着平均风速的增加，长叶片风电机组年发电量

增幅较大，而短叶片风电机组年发电量增长比值较大即开

发潜力较大 ；

(3) 在平均风速偏低时，适当增加风电机组叶片长度

能够显著地提高风电机组的年发电量，而且度电成本也会

有明显的下降 [12]。

通过对不同风况下不同叶片长度风电机组进行经济性

对比和分析可得，在不考虑风电机组特定因素和技术要求

前提下，在平均风速偏低地区适当增加叶片长度可以较大

地提高风电机组的风能捕获量，如第二类风电机组的改造

方案，虽然风电机组成本有所增加，但是风电机组度电成

本会降低，能够达到直接提升风电机组经济效益的目的。

5 结语

本文提出一种风电机组叶片加长改造方案并进行了必

要的实验仿真和工程可行性分析。对风电场机型改造或许

有一定实际意义。在当前风轮直径为 40m － 70m 之间的

大部分风场中，通过调研可以在风速较预期风速偏低的风

电场进行叶片直径为 80m － 95m 的更换改造，同时要做

表3 3类风电机组叶片造价和度电成本（元/kWh）

项目 WTG-1 WTG-2 WTG-3

叶片成本（万元） 18.030 22.384 32.964

3 种风速下

度电成本

（元 /KWh）

5.1 0.5399 0.4679 0.4414

7.0 0.3445 0.3123 0.3161

9.0 0.2785 0.2670 0.2689

好风电机组叶片变桨防振，发电机组功率控制和机舱平衡

等措施的布置。风电机组叶片加长改造需做好相应的防护

预案，在保障风电机组可靠性的前提下便可以延长风能可

利用时长、提高风能利用系数、风电机组年发电量以及风

场的经济效益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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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直驱兆瓦风电机组一般会在发电机转速—电磁扭矩的

闭环控制回路中串联带阻滤波器的方式，来抑制机组在切入

风速附近以及额定风速附近运行时，由于 Side － side 方向

气动阻尼小，以及作为电磁扭矩执行机构的全功率变流器被

动响应发电机转速中的 Side － side 方向一阶固有频率信号

所导致的风电机组塔筒 Side － side 方向的一阶固有频率振

动。但带阻滤波器引入到发电机转速—电磁扭矩闭环控制回

路中，却可以引起直驱兆瓦风电机组发电机转速—电磁扭矩

直驱兆瓦风电机组Side-side方向振动
抑制系统分析

王明江

（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	830026）

摘  要 ：本文介绍了一种将直驱兆瓦风电机组 Side-side 方向 [1]（叶轮回转平面内与叶轮轴垂直且平行地面的方向）机舱

速度信号（由风电机组机舱内同一方向加速度信号积分获得）引入发电机转速—电磁扭矩闭环控制回路的控制系

统，来提升风电机组发电机转速—电磁扭矩闭环控制回路的动态响应特性，同时降低风电机组塔筒底部 Mx 弯矩

疲劳载荷。

关键词 ：Side-side 方向 ；动态特性 ；疲劳载荷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11-0102-05

Analysis of Vibration Suppression System of Direct-drive MW Wind 
Turbines in Side-side Direction

Wang Mingjiang
(Goldwind Science & Technology Co., Ltd., Urumchi 830026, China)

Abstract: �is paper introduced a control system which feedbacks Side-side direction (vertical to rotor axis in rotor plane and parallel to 

ground )velocity signal(integrated by side-side acceleration signal in nacelle)  to closed control loop between generator speed and 

generator electrical torque demand for PMDD wind turbine , in order to improve dynamic response characteristic of closed control 

loop between generator speed and generator electrical torque demand , it also reduced fatigue load of Mx bending moment for 

tower base.
Keywords: Side-side direction; dynamic characteristic ; fatigue load

闭环控制回路系统超调量增大、塔筒 Side － side 方向一阶

固有频率振动较大，响应速度缓慢，特别是随着风电机组额

定功率和叶轮直径增大，风电机组达到额定转速的功率与风

电机组额定功率差值越来越大，缓慢的响应速度将导致风电

机组在额定转速下运行时出现非常大的功率波动。

1 直驱兆瓦风电机组Side-side方向振动抑制

1.1 直驱兆瓦风电机组Side－side方向振动抑制工作原理

直驱兆瓦风电机组 Side － side 方向振动抑制系统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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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如图 1 所示。风电机组发电机电磁扭矩控制输入由两部

分叠加构成 ：

 其一，转速测量模块输出的发电机转速信号经过一个

低通滤波器 1 滤波之后，与发电机转速设定值进行比较，

比较结果作为比例积分 PI 控制器的输入，比例积分 PI 控
制器的输出再经过一个低通滤波器 2 处理之后，得到直驱

兆瓦风电机组电磁扭矩控制输入构成之一 ；

 其二，风电机组安装在机舱内的加速度测量模块，其

输出的 Side － side 方向加速度信号，依次经过一个带通

滤波器、积分器处理之后，作为一个比例增益模块的输入，

比例增益模块的输出，作为直驱兆瓦风电机组电磁扭矩控

制输入构成之二 [2]。

1.2 直驱兆瓦风电机组Side-side方向振动抑制系统的动

态特性

 为了简化说明，本文将在发电机转速—电磁扭矩控制

回路中引入带阻滤波器的技术方案简称为方案一，Side －

side 方向振动抑制技术方案简称为方案二。在方案一与方

案二的仿真结果与测试数据对比中，方案一用虚线表示，

方案二用实线表示。

图 2 显示了发电机电磁扭矩—Side － side 方向机舱

速度开环 bode 图 [3]。相比于方案一，方案二可以使塔筒

Side － side 方向一阶固有频率振动幅值得到大幅度衰减和

降低，大幅提升机组运行稳定性。

图 3 显示了风速—Side － side 方向机舱速度的开环阶

跃响应，相比于方案一，方案二可以大幅度降低由风速阶跃

变化引起的塔筒 Side － side 方向一阶固有频率振动幅度。

图 4 显示了发电机电磁扭矩—Side － side 方向机舱速

度的开环阶跃响应。相比于方案一，方案二可以大幅度降

低由发电机电磁扭矩阶跃变化引起的塔筒 Side － side 方向

一阶固有频率振动幅度。

图 5、图 7 显示了发电机转速—电磁扭矩闭环 bode 图，

方案二比方案一在闭环系统带宽上大幅度增加 [4]，相应闭

环系统响应时间大幅缩短，响应速度大大提高 ；方案二比

方案一在塔筒 Side － side 方向一阶固有频率信号上有大幅

度衰减，意味着机组发电运行时塔筒 Side － side 方向加速

度一阶固有频率信号振荡幅值大幅度减小，塔底 Mx 弯矩

疲劳载荷大幅度降低。

 图 6、图 8 显示了发电机转速—电磁扭矩闭环阶跃响

应。方案二比方案一超调量大幅降低，对应于风电机组在

额定风速以下运行时，发电机转速波动幅度大幅减小，功

率波动幅度大幅度降低。

图1	直驱兆瓦风电机组Side-side方向振动抑制系统原理

图2	发电机电磁扭矩—Side-side方向机舱速度开环bode图

图3	风速—Side-side方向机舱速度的开环阶跃响应

1.3 直驱兆瓦风电机组Side-side方向振动抑制系统在切

入风速附近的补偿方案

在切入风速附近，发电机转速—电磁扭矩闭环 PI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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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发电机电磁扭矩—Side-side方向机舱速度的开环阶跃响应

图5	带阻滤波器技术方案发电机转速—电磁扭矩闭环bode图

图6	带阻滤波器技术方案发电机转速—电磁扭矩闭环阶跃响应

图7	Side-side加阻技术方案发电机转速—电磁扭矩闭环bode图

图8	Side-side加阻技术方案发电机转速—电磁扭矩闭环阶跃响应

算的发电机电磁扭矩给定值比较小，为了防止引入 Side －

side 速度至发电机扭矩给定值控制回路导致发电机工作在

电动机模式，对于 Side － side 振动抑制系统而言，只有当

发电机转速—电磁扭矩闭环 PI 计算的发电机电磁扭矩给定

值超过一定的阈值时，才会启动 Side － side 加阻功能。

图 9 中在 3 － 4m/s 湍流风下，由于发电机转速一电

磁扭矩 PI 控制增益选择较大，导致首先在发电机转速信号

中激励了比较明显的塔筒 Side － side 方向一阶固有频率的

信号，在被发电机转速一电磁扭矩 PI 控制响应之后，导致

风电机组产生 Side － side 方向塔筒一阶固有频率振动，此

时发电机电磁扭矩给定值范围正好对应于 Side － side 振动

抑制功能关闭情况下。

为了避免在切入风速附近由于 Side － side 振动抑制

功能关闭所导致的机组 Side － side 方向塔筒一阶固有频率

振动，可以采取在切入风速附近，大幅降低发电机转速一

电磁扭矩闭环 PI 控制增益的办法来实现。 
从图 10 和图 11 的对比可以发现，通过降低发电机

转速一电磁扭矩闭环 PI 控制参数的增益值，可以大幅度

衰减发电机转速一电磁扭矩闭环 PI 控制系统 bode 图中塔

筒 Side － side 方向一阶固有频率信号，从而避免切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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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直驱兆瓦机组在切入风速附近发生振动故障时的运行数据

图10	切入风速附近保持发电机转速一电磁扭矩闭环PI控制参数
时的闭环bode图

图11	切入风速附近减小发电机转速一电磁扭矩闭环PI控制参数
时的闭环bode图

图12	Side-side方向振动抑制技术方案与带阻滤波器方案在额
定风速以上运行时Side-side方向加速度时域仿真信号比较

图13	Side-side方向振动抑制技术方案与带阻滤波器方案在额
定风速以上运行时Side-side方向加速度谱密度仿真信号比较

速附近由于 Side － side 塔筒加阻功能关闭所导致的塔筒

Side － side 方向一阶固有频率振动。

 1.4 直驱兆瓦风电机组Side-side方向振动抑制系统的

bladed软件仿真与试验结果

图 12、图 13 显示了直驱兆瓦机组在额定风速以上仿

真运行结果中 Side － side 方向加速度时域信号和频域谱密

度比较，方案二比方案一在 Side － side 方向一阶固有频率

有非常大幅度的衰减。

图 14、图 15 显示了直驱兆瓦机组在额定风速以上运

行时，仿真结果中塔筒底部 Mx 弯矩时域信号和频域谱密

度比较，方案二比方案一在一阶固有频率上有非常大幅度

的衰减。

图 16、图 17 显示了 1.5MW 机组在 16m/s 平均风

速的湍流风下，2min 运行时间内 Side － side 方向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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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Side-side方向振动抑制技术方案与带阻滤波器方案在额
定风速以上运行时塔筒底部Mx弯矩时域仿真信号比较

图15	Side-side方向振动抑制技术方案与带阻滤波器方案在额
定风速以上运行时塔筒底部Mx弯矩频域谱密度仿真信号比较

图16	Side-side方向振动抑制技术方案与带阻滤波器方案
在16m/s湍流风下Side-side加速度实测数据比较

图17	Side-side方向振动抑制技术方案与带阻滤波器方案
在16m/s湍流风下Side-side加速度实测数据谱密度比较

加速度时域数据和频域谱密度对比 [5]，方案二比方案一在

Side － side 方向一阶固有频率加速度有更大的衰减。

2 结论

本文从动态响应特性、bladed 软件仿真结果以及实际

测试数据三个方面，对发电机转速—电磁扭矩控制回路中

引入带阻滤波器的技术方案和 Side － side 方向振动抑制技

术方案进行了对比，通过对比发现 ：

（1）Side － side 方向振动抑制技术方案设计的控制系

统具有更小的超调量、更大的带宽和更快的响应速度，因

此具有更好的动态响应特性 ；

（2）对 Side － side 方向一阶固有频率振动具有更好

的抑制效果，一方面大幅降低 Side － side 方向振动加速度

超阈值的发生概率，另一方面大幅降低塔筒底部 Mx 弯矩

疲劳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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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重力式基础是最常见的陆上风电机组基础型式，上部

风电机组塔筒与钢筋混凝土基础之间大多通过预制钢制基

础环连接。现行风电机组基础设计规范中并没有考虑基础

环脱开、冲切、局部受压作用而对基础的构造、配筋做详

细规定，需要设计者对此做专门研究 [1]。越来越多的研究

人员采用数值分析的方法研究这一问题，对基础设计提出

FLAC3D用于重力式风电机组基础
加固前分析

吴勇，李红有，刘金全

（龙源（北京）风电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北京	100034）

摘  要 ：某台风电机组运行数年后预埋钢环与基础混凝土脱开，为分析基础内部应力状态并为基础加固提供意见，采用

FLAC3D 三维有限差分软件，建立考虑混凝土基础、预埋式基础环、土体共同作用的整体模型。计算结果表明，基

础环与基础台柱（以下简称“台柱”）顶面接触处、台柱与底板交界处、基础环底法兰下延长线与底板底面交界

处应力较大 ；加固阶段若增大台柱半径，台柱与底板交界处应力将减小，但基础底板由基础环冲切引起的拉应力

未减小 ；台柱半径大小不是基础环与基础脱开的决定因素。

关键词 ：风电机组基础 ；基础加固 ；三维快速拉格朗日方法 (FLAC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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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Gravity Type Wind Turbine Foundation Based on FLAC3D 
before Foundation Reinforcement

Wu Yong, Li Hongyou, Liu Jinquan
(Longyuan (Beijing) Wind Power Engineering & Consulting Co., Ltd., Beijing 100034, China)

Abstract: A wind turbine separated from the concrete foundation a�er running for several years.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state of stress and 

give advice to foundation reinforcement, analysis of 3 Dimensions (FLAC3D) was applied to create the model consist of reinforced 

concrete, embedded steel ring and soil. �e calculation results illustrated that the stress of the following regions are relatively large: 

the contact boundary of steel ring and top surface of the foundation pillar, the contact boundary of the foundation pillar and plate, 

the junction of the extension line of the bo�om �ange of the steel ring and the foundation plate. Increasing the pillar radius caused 

the decrease of stress of the contact boundary of the foundation pillar and plate, while the tensile stress of foundation plate caused 

by the steel punching was not decreased. �e size of pillar radius is not the determinant of base ring and base o�.
Keywords: wind turbine foundation; foundation reinforcement; FLAC3D

了一些建议。

某风电场一台风电机组运行数年后，基础环与风电机

组基础之间产生一道约 10mm 的缝隙并伴随风电机组转动

“一张一合”，见图 1。风电机组基础混凝土等级 C30，基

础底板半径 5.5m，底板厚 1.1m，台柱半径 2.11m，台柱

高 0.9m，见图 2。基础环内外表面均匀分布共 300 根长

15cm 的 Φ20 光圆锚钉，底板上部位置有 60 根 25 径向

穿孔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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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LAC3D的主要特点

FLAC3D（Fast Lagrangian Analysis of Continua）
是由美国 Itasca 公司研发推出的连续介质力学分析软件，

是该公司旗下最知名的软件之一 [2]。作为有限差分软件，

相对其它有限元软件，在算法上，FLAC3D 是一个利用显

式有限差分方法对岩土工程进行分析和设计的三维连续介

质程序。FLAC3D 求解中使用显式差分方法，不形成刚度矩

阵，可节约计算机存储空间，减少运算机时，提高求解速度，

便于在计算机上实现非线性大变形问题的求解。

2 计算模型及参数

采用 FLAC3D 三维有限差分软件，建立考虑钢筋混凝

土基础、基础环、土体共同作用的整体模型。基础与下卧

土体、基础与基础环之间采取接触面单元作用，基础与土

体之间接触面允许脱开 ；基底土体为较完整风化岩，且不

是应力分析主体，为加速收敛，不考虑塑性变形。基于对

称性，取整体模型一半分析，计算模型见图 3。模型三维尺

寸为 20m×10m×10m，模型的边界条件为 ：在对称面上

施加对称边界条件，竖向边界约束水平方向位移，底面约

束三个方向的位移，上表面边界自由。

单元网格采用不均匀网格，基础环及基础环附近周围

网格较密，远处网格稀疏。钢筋混凝土基础采用整体式建模，

本构模型参数见表 1。钢筋混凝土及基础环的体积模量 K、

剪切模量 G 由弹性模量 E、泊松比 γ 换算得到，E、γ 参考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3] 和 FLAC3D 手册 [2] ；风化岩模型

参数参考相关手册 [4] 和算例。 

3 基础顶面荷载

风电机组厂家提供的上部风电机组传至塔筒底部的正

常荷载和极限荷载见表 2（不包含安全系数），荷载坐标系

见图 4。将竖向荷载 Fz 和水平面合弯矩 Mres 乘以 1.35 的

安全系数 [1]（假设合弯矩沿 X 轴正方向，见图 5），再通过

积分计算折算为应力边界条件施加在基础环上法兰顶面。

4 计算结果

计算了正常荷载和极端荷载两种工况，基础最大主应

表1 本构模型参数

体积模量K/

（N/m2）

剪切模量G/

（N/m2）

密度ρ/

（kg/m3）

钢筋混凝土 1.67e10 1.25e10 2500

基础环 1.667e11 7.692e10 7850

风化岩 1.33e8 6.15e7 1900

图1	接触面开裂

图2	风电机组基础尺寸

图3	整体有限差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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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最小主应力云图见图 6 －图 9。令 X 轴正方向为右侧。

在左侧基础环与台柱顶面接触处、左侧台柱与底板交界处、

右侧基础环底法兰下延长线与底板底面交界处有较大拉应

力 ；在右侧基础环与台柱顶面接触处、右侧台柱与底板交

界处有较大压应力。为便于阐述，将上述拉、压应力较大

区域编为 1 － 5 号，见图 10。1 处即为基础环与混凝土基

础脱开处，分析基础环脱开原因，即在超载情况下此处拉

应力超过锚钉锚固力。通过核算 2 － 5 处配筋，满足应力

要求。

下一步采取基础台柱加固措施，拟凿除基础环外围台

柱后，在底板上植筋，重新浇筑外围台柱混凝土，新的台

柱半径拟采用 2.61m。为研究新基础应力分布情况，重新

建模分析，正常荷载和极端荷载两种工况下，基础最大主

应力、最小主应力云图见图 11 －图 14。

表2 正常荷载和极限荷载

Fx/(kN) Fy/(kN) Fz/(kN) Mx/(kNm) My/(kNm) Mz/(kNm) Mres/(kNm)

正常工况 -23.5 92.5 -1211.6 -6349.7 -861.6 164.4 6407.9

极限工况 -277.3 226.6 -1132.7 -7619.5 -16314.4 -754.6 18006.0

图4	载荷坐标系

图5	基础顶面合弯矩示意

图6	正常荷载工况最大主应力δmax=3.076MPa

图7	正常荷载工况最小主应力δmin=4.97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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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与原基础应力云图对比可知，在正常荷载和极端荷载

工况下，2、5 区域拉、压应力显著减小，3 处拉应力基本不变，

图8	极端荷载工况最大主应力δmax=8.195MPa 图11	正常荷载工况最大主应力δmax=3.25MPa

图12	正常荷载工况最小主应力δmin=4.17MPa

图13	极端荷载工况最大主应力δmax=9.65MPa

图9	极端荷载工况最小主应力δmin=16.104MPa

图10	基础主要拉、压应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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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处拉、压应力反而增大。可见台柱半径增大并不能减

小基础底板拉应力，仅对台柱与底板交界处应力有显著改

善。基础环内外表面分布的 300 根光圆锚钉相当于现在陆

上大功率风机基础的基础环的“穿孔钢筋”，起到锚固作用。

因此笔者建议用带肋钢筋代替光圆锚钉，钢筋型号和锚固

长度参考土钉墙计算公式，钢筋与混凝土粘结力可由现场

试验确定 ；台柱半径满足钢筋锚固长度即可 [5]。

由上文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

（1）基础环与台柱顶面接触处、左侧台柱与底板交界处、

右侧基础环底法兰下延长线与底板底面交界处有较大拉应

力，是风电机组基础设计时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

（2）基础环与混凝土基础脱开原因为超载情况下，局

部应力超过了基础环与台柱顶面接触处的锚固力 ；

（3）增大台柱半径，台柱与底板两侧交界处应力减小；

由基础底板底面的拉应力未减小 ；台柱半径满足钢筋锚固

长度即可，不是基础环与基础脱开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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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风能作为一种清洁、可再生且储量丰富的资源，成为

我国绿色资源大力发展和应用的方向。在风电场建设中，

风电机组基础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近年来随着风电机组容

量的逐渐增大，风电机组基础结构形式也在发生变化，从

普通方形基础到圆形基础，传统的土建结构形式已经不能

满足风电机组使用的要求，必须在传统基础如重力扩展基

础，梁板基础，传统桩基础和锚杆基础等上进行创新。预

应力墩基础作为一种新型基础，在适用范围、安全性能以

预应力墩基础的抗倾覆承载力研究
郭敏1,2，申超1

（1.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三研究所，郑州	450015；2.	北京中水恒信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	100107）

摘  要 ：随着风电机组容量的逐渐增大，传统风电机组基础形式已经不能满足使用要求，必须要在传统基础上进行创新。预应

力墩基础预应力墩基础作为一种新型基础，在适用范围、安全性能以及建造成本上具有一定优势。该文通过研究预应

力墩基础的抗倾覆验算方法，为计算这种新型基础的抗倾覆承载力探索一种快速、合理的方法。

关键词 ：风电机组 ；预应力墩基础 ；抗倾覆承载力 ；地基反力系数法 ；极限平衡法 ；有限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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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tressed Pier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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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gradually increasing of wind turbine capacity, traditional wind turbine foundation type can no longer meet the operating 

requirements.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foundations. As a new type of wind turbine foundation, 

the prestressed pier foundation has advantages on the application range, safety performance and construction costs. �is paper 

researched and explored a fast and reasonable method for computing the anti-overturning bearing capacity of wind turbine 

prestressed pier foundation through studying several calculation  methods.
Keywords: wind turbine; prestressed pier foundation; anti-overturning bearing capacity; modulus of subgrade reaction method; limit 

equilibrium method; �nite element method

及建造成本上具有一定优势。

在文献 [1] 中明确提出，当桩基础桩长小于 6m 或桩长

虽大于 6m 但基础长度与直径之比小于 3 时，即为墩基础。

墩基础用作风电机组基础，主要承受水平力和力矩，因此

其抗倾覆承载力成为设计的控制因素。

1 墩基础抗倾覆计算研究现状

研究人员在基础水平承载力分析中已经得出许多可行

的计算方法。关于墩基础抗倾覆计算理论，目前主要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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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性短桩以及大圆筒结构的分析方法 ：地基反力系数法、

极限平衡法和有限元数值模拟。

1.1 地基反力系数法

地基反力系数指的是土压力同其相应的位移的比值，

该值随许多相关因素变动。这一方法不考虑基础同土之间

的摩擦阻力和粘结力。在水平荷载或偏心竖向荷载或两者

共同作用下，基础发生刚体转动，转角为 w，转动中心在

地面下深度为 Z0。基础转动时施加于土的水平压力由地基

反力系数同位移的乘积来表达。基础底面的竖向力同样由

地基反力系数同地基土的压缩量乘积来算得。然后建立水

平向力和对某点力矩的平衡方程，便可以得出基础的旋转

角和转动中心。这种方法只能得出在已知外力条件下基础

的旋转角度和中心，根据文献 [2] 提出的转角控制值，可以

求解出基础在极限转角下的抗弯承载力。

1.2 极限平衡法

极限平衡法首先假定极限状态的地基土反力分布形式，

再按照土的极限静力平衡来求解基础的抗倾覆承载力。作

用于基础的极限状态的地基土反力有多种分布形式，如抛

物线、三角形、矩形等 [3]，如图 1 所示。目前比较常见的

有从弹性半空间应力状态出发推导而得的朗肯土压力理论、

适用于软黏土的 Murff － Hamilton 理论以及 Borm 提出

的反力分布形式等。

1.3 有限元数值模拟

有限元数值模拟作为最普遍的数值分析方法，不仅考

虑了极限平衡分析中的平衡条件和破坏条件，同时还满足

变形协调条件，考虑土体的应力应变特性、土体和基础的

相互作用。但是由于墩基础体型庞大，若用有限元分析，

需要划分较多的单元才能反应实际情况，因此需要较高的

硬件配置和一定的计算时间。

2 极限平衡理论

2.1 侧向土压力

极限平衡法首先要假定极限状态的地基土反力分布形

式。本文根据需要，并未直接采用 1.2 节所述的任何一种方

法，而是采用文献 [4] 中的取值方法。侧向土压力由两部分

组成 ：正面土体抗力 Q 和侧面土体抗力 F，如图 2 所示。

因此，极限侧向土压力 pu 可用下式表示 ：

                           Pu=Q+F                                       （1）    
                         Q=η×pmax×B                                   （2）    
                         F=ξ×τmax×B                                     （3）

式中 ：B——基础直径或宽度 ；

η，ξ——分别为正面和侧面土压力不均匀分布系数 ：

对于圆形基础 ：η=0.8，ξ=1 ；

对于方形基础 ：η=1.0，ξ=2.0 ；

pmax——正面土压力 ；

τmax——侧面土压力。

研究人员在正面土压力 pmax 的求解上做了比较全面和

完善的理论和试验研究，如朗肯土压力理论、Borm 提出的

土压力理论或者 Muff-Hamilton 理论，实际应用时结合工

程实际进行取值。侧面土压力 τmax 目前没有在文献中找到确

切的取值方法，不过可以近似采用桩基础侧摩阻力的取值

方法 [4]，至于桩基础侧摩阻力的取值方法在 API 规范 [5] 中

图1	横向土压力分布形式[3]

图2	侧向土压力示意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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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确的规定。

2.2 计算思路

极限平衡法的分析思路为建立受力模式和各种假设－

得出平衡方程－得出旋转中心－得出极限承载力。方法的

流程为根据平衡方程得出旋转中心，然后考虑对抗倾覆贡

献的几项因素，最后汇总为极限抗倾覆能力。其中对抗倾

覆贡献的几项因素包括 ：侧向土压力贡献部分，基底切向

力贡献部分，基底竖向力贡献部分以及侧摩阻力贡献部分，

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考虑其中几项或者全部对基础抗倾覆承

载力的贡献。

3 工程实例

3.1 地质条件

本文以某风电场 2.5MW 风电机组为例，进行预应力

墩基础抗倾覆验算。该风电场地质条件如表 1 所示。

本风电场场址区存在季节性冻土，其标准冻深线深度

为地面以下 1.2m 左右，因此底面向下 0 － 1.2m 只考虑重

力荷载，不作为持力层。

3.2 基础尺寸和设计荷载

基础示意图如图 3 所示，基础相关尺寸如下 ：

基础埋深 ：9500mm ；

基础开挖直径 ：顶部 8500mm，底部 7000mm。

荷载坐标系如图 4 所示，荷载采用极限荷载修正标准

值，如下 ：

Myz=94602KN.m，Fyz=1041.7KN，Fx=4083.5KN。

3.3 计算结果分析

根据 2.1 和 2.2 节，采用极限平衡法计算出来的结果

如表 2 所示。

为进行对比，同时采用有限元数值模拟进行对比分析。

计算模型如图 5 所示。

基础稳定性计算参照文献 [2]中 8.5“稳定性计算”规定。

预应力墩基础的受力特性是主要由基坑侧壁为主提供

抵抗力，因此抗倾覆力矩为基坑土的抵抗力矩与基础重力

表2 极限平衡法计算结果

平衡条件
旋转中心

Z0(m)
抗倾覆承载力

M(KN.m)
安全系数FS

水平力 7.65 126964 1.246

表1 某风电场地质条件

土层编号及名称 厚度(m) 容重γ(kN/m3) 内摩擦角φ(°) 粘聚力c(kPa) 弹性模量E(MPa) 泊松比v

①角砾 4.6 20.5 30 0 70 0.2

②全强风化砂砾岩 2.5 21 32 15 80 0.2

③弱风化砂砾岩 13.9 21 38 20 200 0.2

图3	基础结构示意图

图5	有限元计算模型

图4	荷载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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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有限元数值模拟结果

控制倾斜

率(‰)

弹塑性验算

抗倾覆系数

弹性验算

抗倾覆系数
是否满足

5 1.36 3.50 满足

6.75 1.56 4.73 满足

力矩之和，而基坑土的抵抗力矩与基坑土受压情况有关，

即基础受外力越大，倾斜度越大，基坑土提供的抵抗力矩

越大。所以，抗倾覆力矩与基础倾斜度正相关。对于不同

的控制倾斜率，将具有不同的抗倾覆系数。

在本次计算中，采用弹塑性和弹性 2 种计算方法进行

验算，计算结果如表 3 所示。

上述抗倾覆系数均对应于控制荷载工况的荷载修正标

准值。

在极限荷载 ( 荷载修正标准值 ) 的作用下，基础的倾斜

率是 2.82‰。

4 结论

由于水平荷载和力矩作用下基础与土的作用机理比较

复杂，虽然研究人员已经提出不少相关理论和计算方法，

但是都各有不足以及优点。本文通过比较有限元数值模拟

结果和极限平衡法计算结果，极限平衡法计算结果偏保守，

可以作为有限元分析的一种补充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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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风电机组的设计多利用仿真计算软件来进行数值模拟

计算 [1-2]，这就涉及到对仿真参数的选取，而塔架阻尼比的

选取，直接影响到塔架振动的稳定性和载荷的大小。目前

在仿真中塔架阻尼比，参考高层建筑的建筑规范，钢材的

阻尼比一般为 0.01 到 0.02 之间，由于选取阻尼比越小，计

算得到的载荷会越大，而作为保守设计原则，通常会选取

0.005[3]。而这个选取是否足够保守，本文就通过对目前主

流风电机组塔架的实测数据的分析，给出了几个机型的实

测阻尼比的值。

1 计算方法

由振动理论 [4] 可得，阻尼比和自由阻尼振动时的振幅

衰减有如下关系 :

        
                                                                              

（1）

风电机组仿真塔架阻尼比的选取研究
蔡继峰，王丹丹，符鹏程，黄宇同

（北京鉴衡认证中心，北京	100013）

摘  要 ：本文利用目前主流风电机组塔架的实测数据，基于振幅衰减速率计算阻尼比，给出了几个主流机型的实测阻尼比

的值 0.001—0.003，并依此认为目前风电机组仿真设计时选取的 0.005 的阻尼比偏大，可能存在安全隐患。

关键词 ：阻尼比 ；振幅衰减速率 ；仿真计算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11-0118-02

Analysis of Selection for Tower Damping Ratio in Simulations
of Wind Turbine

Cai Jifeng, Wang Dandan, Fu Pengcheng, Huang Yutong
(China General Certi�cation Center, Beijing 100013, China)

Abstract: �is paper used �eld data of wind turbine towers to give the values of the damping ratio of some widely used wind turbines. �e 

measured damping ratio is between 0.001 and 0.003 which is computed according to the decay rate of vibration amplitude, and 

therefore the damping ratio of 0.005, which is commonly selected for today's simulation design of wind turbine, is too high, and this 

selection will lead to potential safety hazard.
Keywords: damping ratio; amplitude decay rate; simulating computation

其中 ： ζ为阻尼比， Ai 为第 i 个周期的振幅。

因此，塔架阻尼比可以通过塔架振动幅度的衰减速率

来进行计算，当 ζ远小于 1 时，（1）式可以简化为 ：

                    
                                                                              

（2）

2 实测数据分析

本文利用风电机组的载荷测试实测数据，用式（2）计

算了 4 个机型的塔架阻尼比。

2.1 1号机型：风轮直径90m，轮毂中心高度85m 

如图 1 所示，选取 30 个周期，其塔架振幅由 0.2421
降为 0.1984，可得该塔架的阻尼比为 ：

                       
  
2.2 2号机型：风轮直径92m，轮毂中心高度87m 

如图 2 所示，选取 75 个周期，塔架振幅由 0.46 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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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可得该塔架的阻尼比为 ：

                 

2.3 3号机型：风轮直径96m， 轮毂中心高度88m

如图 3 所示，选取 24 个周期，塔架振幅从 0.066 降

为 0.048，可得该塔架的阻尼比为 ：

                 

2.4 4号机型：风轮直径113m，轮毂中心高度90m 

如图 4 所示，选取 25 个周期，塔架振幅从 0.056 降

为 0.042，可得该塔架的阻尼比为 ：

                  

3 总结

从上述的实测结果来看，实测的风电机组的塔架阻尼

比在 0.001 － 0.003 之间，明显小于高层建筑中钢材的阻

尼比，也要小于通常选取的 0.005。这可能与风电机组塔架

结构特点有关，通常的高层建筑都有纵横交错的蜂窝状结

构，这种复杂的蜂窝状结构会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建筑振动

时的能量，从而使振动迅速衰减，而风电机组的塔架却只

是一个单独的桶状结构。因此，使得这两种结构的阻尼比

相差了一个量级 [5]。

按经验的认识，阻尼比越大，越会阻碍振动，会使载

荷的结果变小。因此，从这一点上出发，目前仿真时选取

0.005 的塔架阻尼比会使机组的设计可靠性降低，从而对机

组的安全性带来影响，建议在以后的风电机组的仿真计算

时降低选取的阻尼比的值，以保证机组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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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号机型塔架振幅信号时序图

图2	2号机型塔架振幅信号时序图

图3	3号机型塔架振幅信号时序图

图4	4号机型塔架振幅信号时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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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国内很多风电场的风电机组偏航制动器在运行 1 至 2
年后，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渗漏油，成为风电机组维护中

不易处理的顽疾，通过更换密封件后又很快重复出现渗油，

最后只好更换刹车器来延长维修周期，极大地增加了维护

成本。实际上，如果结构合理、密封件选材得当，3 至 5 年

内不会出现渗漏油现象。对于已在役使用的刹车器，若在

第一次采取合理的维护、维修，可在以后风电机组 20 年寿

命期内降低至少一半的维护维修频次。

1 偏航制动器作用

偏航制动器用于风电机组机舱制动和偏航，一般设计

1.5MW双馈型风电机组液压偏航制动器
渗漏油问题的解决方案

胡仕明，梅国刚

（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德阳	618000）

摘  要 ：随着国内风电机组装机量的增加、运行时间的延长，很多风电场的风电机组偏航制动器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渗漏

油问题。本文通过对目前国内常用的偏航制动器制动原理及动作机理，从不同品牌刹车器的结构特点上，科学地

分析出了偏航刹车器渗漏油原因，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 ：偏航刹车制动器 ； 动作机理 ； 渗漏油原因 ；解决方案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11-0120-04

Solutions for Oil Leak of 1.5MW Doubly-fed Wind Turbine Hydraulic
Yaw Brake

Hu Shiming, Mei Guogang
(Dongfang Turbine Co., Ltd., Deyang 618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e of domestic wind turbine installment and operating hours, a lot of yaw brakes have oil leakage problems 

to varying degrees. Based on the domestic commonly-used yaw brake principle and mechanism of action and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di�erent brand brake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oil leakage reasons and provided reasonable solutions.
Keywords: yaw brake; operation mechanism; oil leakage causes; solutions

成 7 组左右。如图 1 所示，偏航刹车器靠液压制动，作用

于刹车盘，在两种压力下工作。在机舱偏航到顺风向位置

过程中，刹车压力减小到约 15bar，保持有一定的刹车力矩，

预防偏航齿轮啮合摇摆，使机舱稳定偏航转动。偏航完成后，

液压系统以约 160bar 压力作用于偏航刹车制动器，持续力

矩可靠刹住刹车盘，防止机舱转动 [1]。对于 1.5MW 风电机

组整个刹车器，按 Φ90mm 活塞直径计算，两块夹钳制动

力为 162800N, 夹紧力为 203500N. 

2 风电机组偏航制动机理及结构分析

对于 1.5MW 双馈风电机组，液压偏航制动器的液压

原理和构造都大致相同，液压原理如图 2 所示。

一整套偏航刹车器是由完全对称的上、下两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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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部分各有两个油缸和活塞，油缸的进油口两两贯通，泄

油端两两贯通，再用管路将上、下两部分的油缸串联起来，

进油口和泄油端分别两两贯通，可以充分保证活塞同时动

作，协调一致 [2]。

液压偏航制动器的工作环境为－ 30℃－ +150℃，一

年冷热交替，并且温差较大，这就要求密封件材料必须要

有优良的耐高温低温性能。

液压偏航刹车器平时都是在一个保压的工作状态，压

力随时维持在 160bar 左右，即处于刹车状态。从平时保

压的刹车状态到偏航状态，活塞在油缸内行程极短，可以

把活塞和油缸之间的密封近似地看待为静密封。但在偏航

和刹车的切换瞬时，制动盘通过摩擦片对活塞产生极大的

径向剪切力，偏心负载使活塞在油缸内产生轴向偏摆，造

成密封件振动和径向不同程度的挤压，而此时油缸内液压

压力处在峰值状态，容易使密封件和活塞之间产生间隙而

渗油。这种工况是造成渗油的最大原因，因此，密封的结

构及性能，必须具有很好的抗活塞偏摆造成的振动和挤压、

优良的高压稳定性以及很好的耐磨性与补偿磨耗的能力。

液压偏航制动器的油缸和活塞都处于垂直方向，特别

是活塞朝下而密封件磨损或由于偏摆造成密封件与活塞产

生间隙的时候，即使是无压端，即使有泄油口，低于泄油

口高度的油也会在重力作用下，顺着活塞往下渗漏。另外，

活塞外端环境恶劣，尘埃严重。因此，对于无压端的密封，

应具有密封和防尘的双重作用，其结构和性能，必须具有

很好的抗活塞偏摆造成的振动和挤压，以及好的补偿磨耗

的能力 [3]。

3 几种液压偏航制动器的结构特点分析

为了深入研究，得出科学合理的结论，对国内采

用的几种进口液压偏航制动器如 SUNMOT、ANTEC、

BUBENZER、SIME 等品牌进行解析，分别在莱兹三坐标

检测仪上进行检测，对油缸和活塞的配合精度、密封结构

以及密封件的组合形式，以及密封件与沟槽的配合精度等，

客观科学地分析出各自利弊，找出渗油的真正原因，从而

根据各自结构寻求最佳的解决方案。SUNMOT 液压偏航制

动器结构如图 3 所示。

（1）油缸尺寸：Φ90+0.065，活塞尺寸：Φ90 － 0.08；
活塞和油缸的间隙为 0.145mm，较为合理 ；

（2）为了控制活塞因偏心负载而造成的轴向偏摆，使

用了两条聚四氟乙烯复合材料导向带，较为合理。但该材

料抗偏摆挤压和振动的能力不是很好，容易在长期使用中

因磨损失效而使活塞接触油缸，造成研伤 ；

图1	偏航刹车器安装示意图

图2	偏航刹车器液压原理

图3	SUNMOT液压偏航制动器原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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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采用了自带唇口的 Y 型聚氨酯密封圈，在压力

油的作用下，密封圈的内外唇口分别与活塞和油缸贴合紧

密，以此达到密封的效果，但这种密封圈抗活塞偏摆造成

的振动和挤压的能力不强，径向磨耗后补偿能力也不够，

长期使用中会因磨损而导致密封失效 ；

（4）自带唇口的聚氨酯防尘圈，处于油缸外端，起着

防尘和密封的作用。因为处于油缸无压端，只能靠自身唇

口的弹性来补偿磨耗 ；因为处于油缸外端，活塞在此处偏

摆幅度最大，而这种密封圈抗振动、挤压和补偿磨耗的能

力不强，容易造成密封和活塞之间的间隙而渗油 [4]。

3.1 解决方案一

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约成本，降低维修费用，尽量利用

原有的密封沟槽，取长补短，充分考虑到密封件抗振动、

挤压和补偿磨耗的能力，在密封件结构上进行改进，如图 4
所示。             

（1）活塞和油缸配合的精度不变 ；

（2）为了有效控制活塞偏摆，两条导向带的材料改为

耐磨性和强度更高的夹布酚醛 ；

（3） 将原来主密封换为矩形密封，设计参考标准 ：GB/
T 15242 企业标准 NOK SPN 系列，它是由聚四氟乙烯复

合材料制成起密封作用的矩形耐磨圈和一个由丁晴橡胶制

成起补偿作用的弹性矩形密封圈组成。矩形橡胶圈提供足

够的密封力，并对密封圈的磨耗起补偿作用，矩形橡胶接

触压力高、抗扭转、负荷能力较高。该矩形密封具有 ：

1）负荷下具有非常高的压力稳定性 ；

2）非常好的抗挤压可靠性 ；

3）高耐磨，摩擦力小，使用寿命长 ；

4）该组合密封的使用温度范围 ：－ 40℃－ +200℃。

（4）将原来的防尘圈改为双唇四氟防尘圈，设计参考

标准 MERKEL PT1，由一个异型环和两个 O 型橡胶密封

圈组成，异型环带有一个密封刃口和一个防尘刃口，具有

密封防尘双重作用。两个 O 型圈提供预紧力，可有效地消

除活塞偏摆形成的间隙和补偿异型环的磨损。两个 O 型圈

由丁晴橡胶制成，异型环由聚四氟乙烯复合材料制成，使

用温度范围 ：－ 40℃－ +200℃ ；

（5）为了保证密封的可靠性，参照 GD/T15242 企业

标准 NOK SPN 系列以及标准 MERKEL PT1，对油缸的

密封沟槽要作些改动 [5]。

3.2 解决方案二

如果要在风电场现场以低成本、及时有效地解决漏油

问题，则可采用下述不处理油缸及活塞尺寸，更换密封材

料的解决方案。

（1）两条导向带按上述方案仍采用耐磨性和强度高的

夹布酚醛。

（2）将原来主密封换为 U － T20 型聚氨酯材料密封圈，

并优化密封材料及密封件尺寸。该密封具有 ：

1）工作温度范围宽，－ 30℃－ +120℃ ；

2）在 40Mpa 压力范围内，静态和动态密封性能都比

较好 ；

3）耐油，耐磨，使用寿命长。

（3） 采 用 U 型 双 唇 聚 氨 酯 防 尘 圈， 推 荐 选 用

MERKEL。该防尘圈耐压能力可达 1.6Mpa, 具有密封防尘

双重作用。

其它几种液压偏航制动器，如 SIME － STOMAG、

ANTEC 和 BUBENZER 等，有的结构较为复杂，有的较

为简单，但原理相同，其改进优化的方案与上述类似。

SIME-STOMAG 没有设计导向带，结构简单，靠油

缸与活塞的配合精度来实现活塞的导向及控制活塞的轴向

偏摆，在偏心负载的情况下，容易研伤活塞和油缸。主密

封由一个 O 型丁晴橡胶密封圈及一个纯四氟乙烯挡圈组成，

可改为矩形组合密封以及双唇四氟防尘圈或者双唇聚氨酯

防尘圈，挡圈材料采用聚四氟乙烯复合材料，其具有低蠕变、

耐腐蚀、高耐磨、高硬度、热线膨胀系数小、抗冲击、抗疲劳、

尺寸稳定等优点。

ANTEC 和 BUBENZER，这两种液压偏航制动器内

部尺寸和结构相同。三坐标测得 ：油缸尺寸 ：Φ90+0.47，
活塞尺寸 ：Φ90 － 0.08，活塞和油缸的间隙为 0.55mm，

间隙过大，增加了有效控制偏摆和密封的难度。如果要彻

底解决漏油，则必须改变活塞和油缸的配合间隙，一般在

0.12 － 0.14mm 比较合理。主密封可改为采用矩形组合密

封以及双唇四氟防尘圈或者双唇聚氨酯防尘圈，要求密封图4	SUNMOT液压偏航制动器改进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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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统一解决方案

以上的解决方案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维修成本而尽

量少改动缸体的密封沟槽等尺寸精度，充分考虑到密封件

抗偏摆振动、挤压和补偿磨耗的能力，只在密封件结构形

式上作出相应改动，虽然维修成本可以降到最低，但因为

几种液压偏航制动器的油缸内沟槽尺寸不尽相同，密封件

搭配使用的情况也不一样，造成各自的密封配件都不一样，

为了实现密封件标准化和互换性，根据几种液压偏航制动

器的位置尺寸，在此，做一个科学合理的统一的解决方案，

结构如图 5 所示。                    
（1） 将原来的油缸孔加大，统一加一个缸套，缸套和

缸体为过盈配合，过盈量为 0.04 至 0.06 之间，缸套内径

为 ；

（2）统一做一个带沟槽的活塞，活塞外径为 ，

其与缸套内径的配合间隙为 0.12—0.14mm 之间 ；

图5	统一改进结构示意图

（3） 为了有效控制活塞偏摆，采用两条材料为夹布酚

醛导向带 ；

（4）为了提高密封件抗挤压和补偿磨耗的能力，采用

孔用矩形油封和双唇四氟防尘圈，其作用、性能和优点前

面已阐述，不再重复。

可以看出，这方案虽然统一了结构形式，密封件也可

互换，但需加工缸体，新做活塞，甚至压力油孔和泄油孔

都得重新上机床加工，因此，维修成本较高。如果制造新

产品可参考该结构。

5 结语

上述部分方案已在酒泉地区某几个风电场试行，根据

反馈的信息，质量稳定，使用状况良好。国内风电机组偏

航刹车器结构、动作原理基本类似，本文介绍的方案可作

为风电场机组偏航制动器维护、维修、改造的参考。

参考文献

[1] 姚兴佳 , 宋俊 . 风力发电机组原理与应用 [M]. 北京 : 机械工业出版社 ,	

2011.

[2]	叶杭治 . 风力风电系统的设计、运行与维护 [M]. 北京 : 电子工业出版社 ,	

2010.

[3]	秦大国 , 谢里阳 . 现代机械设计手册 [M]. 北京 :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1.

[4]	丁惠麟 , 等 . 机械零件缺陷、失效分析与案例 [M]. 北京 : 化学工业出版

社 ,2013.

[5]	李新华 . 密封元件选用手册 [M]. 北京 :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

收稿日期：2013-10-05。

作者简介：

胡仕明（1972-），男，本科，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风电机组机械部套

相关技术工作。

梅国刚（1963-），男，本科，高级工程师，从事风电技术工作。

摄影：王太刚



技术 | Technology

124  风能 Wind Energy 


	2013.11封面 小
	风能2013.11 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