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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From The Editor

文／秦海岩

顺应新潮流 把握新趋势

2013 年我国风电新增装机量和平均利用小时数的稳步回升不仅释放了行业回暖的信号，也进一步稳固了国

内风电市场基础。然而，单纯拼价格、拼装机规模的时代已然过去，未来风电产业发展将呈现出以国际化、定制化、

智能化、互联化和服务化为核心的发展趋势。站在历史新起点，只有那些洞悉时代发展潮流并尽快做出调整的

企业才能立足市场，在竞争中胜出 ；而不能把握行业主航向并及时跟进的企业终将被这个变革的年代所淘汰。

首先是国际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这有三层含义 ：一是我国风电企业要寻求一个国际化的市场，

走出国门，金风、明阳等国内风电企业已经在这方面取得很好的成绩。二是风电价值链管理的国际化，包括研

发设计、生产制造、应用各个环节都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开展。三是本地化，这是国际化的应有之义，企业要扭

转一味占领市场的观念，要善于调动当地优质优价资源来满足生产需求，以提高市场竞争力，降低成本，规避

贸易争端。当然，国际化的过程中还面临着各种壁垒和难题，但这个方向是明确而坚定的。

其次是定制化。定制化服务不仅可以做到根据不同风电场的环境条件，以及不同客户的需求差异对机组进

行差异化、精细化配置，甚至还能在同一个风电场的不同机位上实现不同的塔筒高度、风轮直径或是控制参数

配置，以求最大限度地提高风电场的发电效率。这就要求风电企业不仅具备稳定而灵活的生产能力，更要有极

强的系列化设计能力。企业必须对机组规格、配置、控制技术方面采用不同的设计方案，在保证机组运行安全

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机位效益，还能帮助运营商有效控制成本。

三是智能化。利用现代通信与信息技术、智能控制技术以及更先进的信号采集技术来提升机组的性能和效率。

在风电机组的可靠性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之后，机组的智能化将成为未来的主要任务。机组智能化控制包括制造

商在制定机组控制策略时，向具备自我感知、自我修正和动态调节的功能转变，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自适应以

提高效率，也包括带有预测性质的先进控制技术以及引入新的控制参量或是增加控制动作的维度。例如，目前

已有机组可以在面向风况条件不同的扇区时，采用不同的针对性控制策略。今后还有一些智能化机组有望实现

提前偏航、变桨，通过感知并预测将要吹到风轮的风速变化，提前做好准备，从而提高发电效率，降低机组的

受力冲击等。

四是互联化。随着风电机组的智能化，不同产品将通过标识、感应连接到网络，并通过互联网实现物与物、

物与人的互联。互联化将有效推动产品的监控、反馈与完善，为风电产业的各种大数据分析做好准备。例如，

不久前提出的工业互联网理念即实现了互联网与机器设备的结合，通过利用对机器运转产生的大数据分析，提

升机组运转效率，减少停机时间和计划外故障，并为进一步优化机组设计方案提供现实依据。

最后是服务化。服务化孕育着风电行业商业模式的转变，由“卖产品”转向“卖服务”，并通过服务使企业

与客户之间形成一种高粘度、高依存度的稳定关系。一个拥有20年生命周期的风电产品，其售出仅是交易的开始，

企业如何在 20 年内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才是关键。这实际上是对风电企业的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都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如现场到达速度、解决问题的能力等。近两年，一些风电企业开始在风电场服务模式和软件开发上

大力投入，从中我们已经看到服务化趋势的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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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远景智慧风场全生命周

期管理系统中标美国新能源领军企业

Pattern 能源风电场资产管理项目。根

据协议，远景智慧风场全生命周期管

理系统先期部署于 Pattern 能源一期

2000MW风电场项目，未来待实施的

风电场容量达 3000MW。

据了解，远景为 Pattern 能源提

供风电场一体化监控、CMS 预警、设

备资产管理、风功率预测、绩效分析和

优化、商业电厂电量交易等模块服务。

Pattern 能源总部位于旧金山，为美国

最大的新能源公司之一，业务分布美

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等拉美国家。

此前，远景智慧风场全生命周期

管理系统已在美国大西洋电力公司风

电场项目成功应用，运行数据显示该

系统有效提高风场设计效率15%以上。

远景也因此成为首家为美国风电场提

供能源资产管理服务的中国公司。

远景智慧风场全球软件服务总监 

Tim Hertel 称，“远景智慧风场管理系

统目前正管理着包括美国Pattern能源、

美国大西洋电力公司以及中广核集团

等在内的 1000 万千瓦的全球新能源资

产，未来还可以应用到光伏等其他能

源管理领域，带动形成更大规模的新

能源资产管理产业。”

远景能源：
智慧风场系统中标美国Pattern风电场资产管理项目

事件

【短评】值得一提的是，远景智慧风场全生命周期管理

系统在美国市场能够击败 IBM、OSISoft 、Instep 等多家国

际知名软件供应商，得益于远景能很好地将对于风能行业的

深度理解和先进控制技术，与智能传感、大数据、云计算等

IT 信息技术充分结合，将风资源评估、风场设计、风场运维、

资产管理、风电场协同优化控制等全生命周期透明化、数字

化、信息化，为客户真正构建起风场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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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 月 28 日，维斯塔斯官

网发布消息，其第一台 V164-8MW海

上风电机组样机成功发电，这标志着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风电机组投入运

营。维斯塔斯技术总监 Anders Vedel

表示：“在整个团队的不懈努力下，我

们终于按计划完成了 V164-8MW机组

的生产、测试和安装工作。现在，我

们正期待该机组的性能评估结果。”

V164-8MW机组安装在位于丹麦

Østerild 的丹麦国家实验风电场，接下

来的几个月，该机组的可靠性和发电情

况将受到密切监测。维斯塔斯这台机

组的安装为客户投资海上风电场寻求

大型商业案例保证树立了一个里程碑，

同时也是它与日本三菱重工成立海上

风电合资公司后的重拳产品。

V164-8MW 风电机组是目前全

球最大的机组，其塔筒高度为 140 米，

叶尖最高 220 米，叶片扫风面积超过

2.1 万平方米，相当于三个足球场的面

积，这大大增加了捕捉到的风能，该

机组平均每年可以供应欧洲 7500 户居

民的生活用电。而且，风电场机组越少、

单台机组容量越大，业主在运维方面

的费用也将大大降低。据悉，维斯塔

斯的这款大型机组有望在 2015 年批量

生产。

维斯塔斯：
首台164-8MW海上机组并网发电

事件

【短评】维斯塔斯与三菱重工成立合资公司并将海上风

电业务剥离出来，是近两年该公司整个战略调整中非常重

要的一步棋。而且，通过业务上的一系列调整，维斯塔斯

的经营状况开始有所好转。据维斯塔斯 2014 年 2 月 3 日发

布的 2013 年公司年报显示，维斯塔斯 2013 年营业额达到了

60.84 亿欧元，不计特殊项目的息税前利润为 2.11 亿欧元，

净现金流达到 10.09 亿欧元，均好于之前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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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全国能源工作会议布局2014年能源目标

国家能源局布局海上风电开发建设

2014 年 1 月 13 日，全国能源工作

会议召开。会议确定了我国 2014 年能源

消费结构与新能源发展目标。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

长吴新雄表示，2014 年，能源消费总量

控制目标是 38.9 亿吨标煤 , 万元GDP 能

耗目标是同比下降 3.9%。非化石能源消

费比重提至 10.7%，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

比重达到 32.7%，天然气消费比重提高到

6.1%，煤炭消费比重降至 65%以下。同

时，为加快推进清洁能源发展，2014 年

将新核准水电装机 2000 万千瓦，新增风

电装机 1800 万千瓦，新增光伏发电装机

1400 万千瓦，分布式占 60%，并逐渐降

低新能源入网电价。
2014 年新增风电装机 18GW,

较之前 2013 年完成量 16.1GW 增长

11.8％；新增光伏装机目标则比之

前的 12GW 上调了 17%。

据初步数据统计，我

国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

目前已达到 460MW。

2013 年 12 月 31 日，国家能源局

下发了《关于做好海上风电开发建设管理

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从七个方面布局

海上风电开发建设工作：一、认真做好海

上风电发展工作，积极推进海上风能资源

开发利用。二、简化海上风电核准管理工

作，海上风电项目改由地方投资主管部门

核准。三、加强海上风能资源评价和规划

工作。四、制定海上风电建设近期实施方

案，明确项目布局、建设主体、技术方案

和配套电网建设等内容。五、落实配套电

网建设规划。六、高度重视海上风电质量

管理。七、加强协调和管理。各省级能源

主管部门每年年初将项目建设运行情况上

报国家能源局。

年份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煤炭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 66.6% 65.7% 65%

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 9.4% 9.8% 10.7%

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电力总装机 26.9% 30.9% 32.7%

0
光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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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湖南省制定风电建设路线图

中国南车风电获风电机组传动系统动力学设计评估符合证明

国电电力首个海上风电项目获核准

☆项目建设所在地

湖南省风电发展规划近日，湖南省发改委发布的《关于加快风电

发展的若干意见》制定了湖南发展风电的具体时

间表和路线图：到 2015 年底，全省风电建成投运

规模力争达到 350 万千瓦，在建规模 200 万千瓦，

贫困地区风电装机容量占全省风电总装机容量的

70%左右。到 2017 年底，全省风电建成投运规模

力争达到 500 万千瓦，在建规模 100 万千瓦。目

前，湖南共有 35 个项目列入国家核准计划，总规

模 178 万千瓦。

近日，中国南车风电WT2000/D110 型风力发电机组获得由北京鉴衡认证中心（简称鉴衡认证）颁发的《风力发电机

组传动系统动力学设计评估符合证明》证书，这是国内认证机构在风电机组动力学领域颁发的首张认证证书。

传动链动力学认证是风电行业国际认证新标GL2010 标准中强制要求通过的认证项目，而此前国内认证机构尚未推出

此类标准。在今年，中国南车风电与鉴衡认证共同编制完成了国内动力学认证规范，并在 2013 年 10 月举行的北京国际风

能大会上由鉴衡认证进行了发布。该规范实现了与国际认证标准的接轨，填补了国内风电机组动力学认证规范的空白。

年份 建成投运规模 在建规模

2013 年 71 万千瓦 124 万千瓦（已核准）

2015 年 350 万千瓦 200 万千瓦

2017 年 500 万千瓦 100 万千瓦

2013 年 12 月 19 日，国电舟山普陀 6号海上

风电场 2区工程项目获得浙江省发改委核准。该项

目是国电电力也是浙江省目前唯一核准的海上风电

项目。舟山普陀 6号海上风电场项目位于六横岛东

南海域，距六横岛距离约 13 公里，涉海域面积约

45 平方公里，属于近海风电场。项目总容量为 25

万千瓦，拟安装 50 台 5 兆瓦风电机组、一座 220

千伏海上升压站及风电场其他配套设施，计划于

“十二五”期末首批机组投产发电。

据规划，浙江将在杭州湾海域、舟山东部海

域、宁波象山海域、台州海域和温州海域建设五个

海上风电基地，到 2030 年，浙江风力发电规模将

达 700 万千瓦以上，其中海上风电达 600 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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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推出新高压复合型组合电器设备

金风科技在古巴收获51兆瓦机组订单

资讯

PASS 模块的紧凑设计，使

其与同电压等级的敞开式

气 体 绝 缘 开 关 设 备 相 比，

设备占地面积缩小了 50%

以上。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金

风科技在海外市场累计交

付容量接近 450MW，项目

足迹分布全球六大洲的 20

个国家。

50%

450MW

2013  年 12  月 11  日， 

ABB 推出了属于 PASS 高压

复合型组合电器设备系列的

420 千伏高压复合型组合电

器设备，该产品集断路器、

隔离开关 、接地开关及电流

和电压互感器等功能于一身，

2013 年 12 月 18 日

消息，金风国际控股（香

港）有限公司已与古巴国家

电 力 联 盟（UNE） 下 属 的

ENERGOIMPORT 公司签订

了 51 兆瓦的风电机组供货合

最大限度节省了产品现场安

装和调试时间，延续了简单、

安全和创新设计原则以确保其

高压套管可从工作位置旋转

至运输位置，且此过程完全可

逆，每根套管的这一操作过程

只需 30 秒。 由于该设备所有

同，将提供 34 台 1.5 兆瓦直

驱永磁机组，同时包括机组

运输、吊装、调试及 2 年质

保运维服务。这是继 2009 年

金风科技向古巴出口6台 750

千瓦机组之后在古巴获得的

活动部件都是气体绝缘的，因

此无需定期清理开关设备的触

头装置，其余一些必要的运行

维护工作可在设备运行状态下

开展，无需任何运行中断。 

该产品的推出使 PASS 

产品系列的电压等级已涵盖

72.5 千伏至 420 千伏、短路

开断电流能力覆盖 31.5 千安

至 63千安范围。除标准方案

外，一个名为 PASS M0 H 的

特殊解决方案可作为单一成套

产品为客户提供“H”型配置

的整套PASS 模块解决方案。

第 2个项目订单。

La Herradura 项目位于

古巴 LAS TUNAS 省东北部，

距离首都哈瓦那 700 公里。

当地属于海洋性气候，项目

现场平均风速约 7.5 米 / 秒 , 

属于 IIA 类风区。 该项目建

成后将成为古巴首个正式的

大规模风力发电厂。据测算，

项目建成后所产生的电力约

占古巴全国电力总负载的 1%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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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2 月 4 日，英国能源与

气候变化部（DECC）公布了从 2014

年开始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机制。

2013 年 6 月，DECC 就发布了可再

生能源草拟执行价格（strick price）。而这次正式发布的执行价格和 6月相比有一些调整，在某些领域甚至有

所降低。

作为英国电力市场改革的一部分，能源改革法案（草案）于 2012 年 5 月正式颁发，并且引入了一个差价

合约（CfD）的初步框架。在CfD 这个框架下，可再生能源技术将采用执行价格。执行价格是指政府将支付给

电力公司所发电力的最低价格。

根据这次公布结果，执行价格下的海上风电项目执行价与之前草案中的基本保持一致，2014 年开始到

2015-16 财年维持在每兆瓦时 155 英镑，到 2016-17 财年下降到 150 英镑，与之前版本相比，2017-18 财

年的执行价格从每兆瓦时 135 英镑小幅上调到 140 英镑。业内分析称，对 2017-18 年执行价格的调整暗示

DECC已承认成本改善不会像此前预期般迅速。

就发电成本而言，海上风电的成本仍明显高于陆上风电。陆上风电执行价格比草案中每兆瓦时减少了 5

英镑，2014-15 年将接受每兆瓦时 95 英镑的执行价格，而 2018-19 年将降至 90 英镑。对于陆上风电和海上

风电执行价格的调整，也反映了陆上风电在技术与投资上目前已经比较成熟，而海上风电由于未知的风险和成

本压力，需要更多的资金鼓励来推动其进一步发展。而且，英国陆上风电目前也基本处于饱和状态，海上风电

领域的潜力更大。

根据德国联邦能源和水资源经济协会统计数据，2013 年德国褐煤发电所占比例达到 1990 以来历史最高

水平，为 1620 亿千瓦时，占德国总电量的 25%。当年德国硬煤（无烟煤）发电量为 1240 亿千瓦时，增长 80

亿千瓦时。硬煤因此成为德国第二大主要能源载体，其发电量占德国总电量的20%。迄今德国关闭了8座核电站，

由此产生的电能缺口主要由褐煤和硬煤弥补。

2013 年，德国核能发电量为 970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30 亿千瓦时，但仍占德国总电量的 15%。核能依

然是德国第三大能源载体。与煤炭相反，2013 年德国天然气发电量减少，仅为 660 亿千瓦时，占德国总电量

的 10%。三年前这一比例曾一度达到 14%。风能是德国最大的可再生能源载体。尽管 2013 年德国风电为 498

亿千瓦时，略有下降，但可再生能源发电总量所占比例持续上升，达到 23.4%。2013 年德国生物发电量几乎

与风电持平，为 420 亿千瓦时，成为德国第六大能源载体。2013 年，德国太阳能发电量为 283 亿千瓦时。尽

管其仅占德国总电量的近 5%，但却是增长最快的能源形式。2000 年德国几乎还没有太阳能发电，但从 2007

年开始至今太阳能发电量翻了十倍。此外，其他能源载体的发电量占德国总电量的 4%，这一比例多年来相对

恒定。这些能源载体主要是各种气体，包括煤矿瓦斯、焦炉和高炉煤气，以及沉淀过滤后的污泥等。同样，德

国水电多来年稳定，2013 年略有下降，大约为 210 亿千瓦时，占德国总电量的 3.4%。

海外

英国确定陆上和海上风电执行价格

德国2013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23.4%

2014—2015/16 2016/17 2017/18

海上风电 £155/MWh £150/MWh £140/MWh

陆上风电 £95/MWh £95/MWh £90/M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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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2 月 23 日，

西门子公司宣布，已获得

美国首个海上风电场项

目——Cape Wind 风电场

的机组安装合同，该项目预

估投资 26 亿美元，建成之

后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海

上风电场。

根据协议，这个风电

场计划在马萨诸塞州沿海地区建设，西门子将为其安装 130 台 3.6 兆瓦的风电机组。但是，协议的财务细节未

予透露。之前，美国风电场开发商Cape Wind 打算在美国东北部鳕鱼岬 (Cape Cod) 建造一座装机容量为 420

兆瓦的海上风电场。该项目自 2001 年提出，历经十余年，目前仍在为建设工作寻求融资。该项目自提出以来

便遭到当地居民，包括美国已故前总统肯尼迪家族的反对，这些反对者已提出起诉要求停建该项目，理由是这

会妨碍渔业和游艇业，而且将破坏当地独特的美丽海景。

不过，西门子还是看好该项目的前景，并且正考虑向该项目注资 1亿美元。西门子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

Randy Zwirn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西门子将很有可能成为该项目的投资者。”应该说，西门子的 3.6 兆瓦海上

风电机组已经有了较好的运行经验。到2012年年底，已经累计安装了536台3.6兆瓦海上机组。而且在2013年，

丹麦、德国和英国的海上风电项目中，西门子也有非常出色的订单表现。

2013 年 12 月 5 日，奥巴马总统颁布了一个行政命令，对 2013 年夏季发布的一项应对气候变化规划内容

重新做了调整。该指令设定了 2020 年所有美国政府机构实现电力消费的 20%来自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目标，这

将极大促进美国联邦政府对可再生能源的支持力度。 

据统计，2013 财年，美国联邦政府只有 7.5% 的电力消费来自可再生能源 , 而美国政府是该国最大的能

源消费者。这一目标将按照相应的路线图来逐步实现：到 2015 年财年，各机构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总电力消耗

的比重不少于 10%，2016 财年和 2017 财年不低于 15%，2018 财年和 2019 财年不低于 17.5%，2020 财年

不低于 20%。美国政府将通过融资并借助可再生能源设施安装来实现此目标，他们还可以从拥有清洁能源电

站的第三方购买电力以满足自己的要求，通过从电网购买可再生能源或支付可再生能源证书。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的 Nathanael Greene 先生表示对这一新的目标设定非常赞赏，但是

美国国会应该重点关注可再生能源政策，尤其是延长生产税抵免（PTC）政策。美国太阳能产业协会首席执行

官 Rhone Resch 先生也表示：“美国太阳能行业也在尽其本分。今天，太阳能是美国发展最快的新能源之一，

日前安装量已经超过 1000 万千瓦，足够为逾 170 万户美国家庭供电。此外，我们预计 2013 年太阳能并网量

将超过世界领导者德国。”

海外

西门子获美国首个海上风电项目供应合同

奥巴马设定美国政府2020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20%的目标

2013 年 9 月 4 日， 丹

麦 最 大 的 海 上 风 电 场

Anholt 风 电 场 投 入 运

行， 该 风 电 场 安 装 了

111 台由西门子提供的

3.6 兆瓦机组，总装机

量达到 400 兆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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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2013 年希腊风电总装机量达到 186.5 万千瓦，比 2012 年增长 6.6%。

据初步统计，2013 年全国风电累计核准容量 13425 万千瓦。其中，并网容量 7758 万千瓦，在建

容量 5667 万千瓦；2013 年全国风电新增核准容量 2755 万千瓦，同比增长 10%，新增并网容量

1492 万千瓦，同比增长 0.6%；2013 年全国风电年上网电量 137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6%。

据初步统计，2013 年我国风电新增装机 1610 万千瓦，累计装机突破 9000 万千瓦。

2013 年蒙西电网风电发电量累计达 219.7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3.34%，占全网发电量的 11.1%；

风电利用小时数为 2188 小时，同比增加 204 小时。

2013 年冀北电网并网运行的风电总装机容量达到 701.1 万千瓦，占冀北地区统调口径装机容量的

38.4%。

2013年福建电网风电并网装机容量达146.15万千瓦，同比增长29%；风电累计发电36.27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29.4%，实现 100%全额并网消纳；风电平均利用小时数达 2738 小时，位列全国第一。

2013 年甘肃风电并网装机容量达到 705 万千瓦，新增 71 万千瓦，2014 年甘肃预计新增风电装机

400 万千瓦。

 2013年 12月 23日，新疆达坂城区风电装机容量达到24.75万千瓦，风电装机总量突破100万千瓦。

2013 年新增投产装机 893.6 万千瓦，其中水电、风电、太阳能分别为 418 万千瓦、125 万千瓦和

52 万千瓦。截至 2013 年年底，华能集团清洁能源装机达到 3504 万千瓦，占总装机的 24 .5%。

2013 年新增装机容量 1392.63 万千瓦，核准容量 1195.96 万千瓦，新能源新增装机容量 364.27

万千瓦，核准容量 453.56 万千瓦，清洁能源比重提高到 34.19%。

2013 年可再生能源装机比重达 25%，同比增加 2.5%，风电总装机达 1732.5 万千瓦，居世界第一。

2013 年累计完成年发电量 336.6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56%，其中，风电增长 30.38%；2013

年新增核准风电项目 37 个，合计装机容量 276 万千瓦，海上风电新增核准 25 万千瓦。

 2013 年瑞典风电发电量约 98 亿千瓦时，比 2012 年增加 36%，风电占总发电量的比例为 6.6%。

2013 年西班牙风电发电量为 54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风电在西班牙电力中的占比上升至

21.1%，超过核电（21%）成为西班牙第一大电力来源。

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

理中心

中国风能协会（CWEA）

中国华能集团

蒙西电网

国网冀北电网

国网福建省电力公司

甘肃省发改委

新疆达坂城经发委

中电投集团

中国国电集团

龙源电力

瑞典能源协会

西班牙电网公司

希腊风能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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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吹在甸顶山

甸顶山不远，晋城的西北方，太行山脉。

在这有 2000 多米海拔的山峰上，历代人都传颂着李世民当年在这里神奇玄幻的故事，

而我们，一个叫做“南车服务”的团队，也正在撰写着自己的故事。

图／文	冒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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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再苦再累再疲惫，风机出故障，我们会在第一时间赶到

现场，全面排查，找出问题所在，保障其正常运行和发电。

② 对于步行三四个机位走到风场这种司空见惯的“待遇”，

大家有抱怨，也有叹息，但疲惫过后，我们还是清醒如初，

不断学习。和年轻的朋友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快乐。

③ 这是《头文字D》中秋名山的原型：单车道，狭窄，崎岖，

坡陡。我们的“路虎”又沦陷了，铲雪、推车、抢险已成

为我们工作的一部分。

④ 有人说在雨中漫步是一种浪漫，有人说在雪中蹒跚是一

种幸福。 “南风服务”的战友们说，我们天天幸福浪漫着，

也快乐并痛着。

⑤ 一年又一年，伴随这太行之巅、甸顶山上的 30 台机组，

我们已成为这里风电服务的开朝“元老”。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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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

2014 年 1 月 11 日，由中国可再生能源

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中国循环经济

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农

机协会风能设备分会共同举办的 2014 年中国风能

新春茶话会在北京召开，来自风能行业及相关领域

的 300 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茶话会由中国可再

生能源学会风能专委会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秦海

岩主持，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委会名誉主任

贺德馨致欢迎词。贺德馨对最近十年我国风电产业

发展所取得的成绩做了总结。他表示，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对我国的全面深入改革作出了重要部署，

这给我国风能和可再生能源事业发展带来了新的

机遇。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史

立山、科技部高新司新能源处处长郑方能分别发

言。史立山指出，2014 年我国风电发展的重点工

作需要从管理体系的完善、市场体系的建设和海上

风电发展等多个方面积极展开。郑方能表示，以风

电为主的清洁能源已经受到了主要国家经济体的

高度关注，我国也已经踏上利用清洁能源创新之

路。未来，科技部将持续地支持风电发展的关键核

心技术研发，尤其是海上风电技术的开发应用。

国家电网公司发展策划部副主任张正陵、国

家开发银行处长谭再兴和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可再

生能源专委会主任李俊峰分别从电网、银行和技术

研发的角度分析了我国风电发展面临的困难和解

决措施。张正陵向与会代表公布了一批 2013 年我

国风电并网统计数据。截至 2013 年底，在国家电

网调度范围内（包括蒙西），风电并网装机容量为

7037 万千瓦，同比增长 24% ；全年风电发电量达

到 129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3% ；风电利用小时

数为 2046 小时，同比增长了 143 小时。总体而言，

我国风电发展整体向好，一些在建的风电送出工程

将为 2014 年的风电发展起到更好的促进作用。

会上，风电机组制造领域的代表金风科技总

裁王海波、明阳风电总裁赵学永、维斯塔斯中国

副总裁徐侃和华锐风电副总裁陈党慧分别介绍了

2013 年各自的发展情况。王海波用一系列翔实的

数据和丰富的例子反映了目前我国风电整机制造

企业所面临的制造板块利润非常薄的事实，并指

出，风电制造业的产品质量和交付质量直接影响了

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他呼吁，制造商和开发商等

2014年
中国风能
新春茶话会

本刊记者／苏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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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需要相互配合、互相支

持，重新打造信任链条。

作为开发商代表，中节能风电公司董事长李东

升和华电福新能源公司副总工程师张文忠分别发表

了自己的看法。李东升表示，限电问题、补贴不到

位和 CDM 收益的下降等多个问题都严重制约了开

发商的效益，希望全行业可以互相理解，并认真思

考怎样共同完成产业的发展目标。张文忠认为，机

组出质保后运维费的显著增加将给开发商带来非常

大的压力和危机感，他同时呼吁减少风电建设中一

些不必要的对风电场改造，降低风电运行成本。

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建中和李家春也参加了此

次茶话会，并且对我国风电发展和应用提出了独到

的见解。徐建中院士提出要结合我国的气候特点来

发展风电产业，拓展风能应用领域，譬如在我国西

北、东北和华北地区的供暖，储能压缩气体及海水

淡化等，并指出可以将漂浮式海上风电和海洋能结

合起来互补开发。李家春院士指出力学的研究应用

应该转向环境能源领域，除了传统工作，力学还可

以应用到风能资源评估、风电机组布置和优化设计

等方面，从而提高风能利用率，保证风电可靠性和

安全性，并降低成本。

作为行业协会和研究所的代表，国家可再生

能源中心主任王仲颖、中国农机协会风能设备分

会主任杨校生、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委会

新一届主任姚兴佳以及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

长石定寰也对我国风电产业发展提供了自己的看

法。王仲颖强调，现阶段风电发展所面临的障碍

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电力体制，电网需要转变观念，

风电等整个可再生能源发展在我国庞大的电力系

统下潜力巨大。石定寰则指出，风电制造业目前面

临的困难使企业的创新力度大大减弱，为此，学会

将更多地组织创新方面的学术交流，并为“十三五”

规划提出好的建议，另外还要进一步完善风电产学

研结合的创新体系，并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

最后，秦海岩公布了由风能专委会最新统计

出来的 2013 年中国风电装机初步统计数据。根据

风能专委会的统计，2013 年，我国风电新增装机

1610 万千瓦，累计装机突破 9000 万千瓦。整体

而言，相比 2012 年，我国风电发展在新增装机容

量、风电可利用小时数等多方面都有所好转，风电

开始朝着健康、可持续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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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
风能专委会九届一次会议召开

2014 年 1 月 11 日上午，中国可再生能源学

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中国风能协会）在北京召开

九届一次会议，来自风电企业、科研院校、行业

协会以及风电相关领域的 100 多名专家代表参会。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石定寰做了会议

致辞，他表示，在过去六七年里，中国风能自主创

新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并且在控制系统、设计创

新、大规模并网发电等关键技术上都有了重大突破，

并且提出，今后要更好地发挥市场核心性关键作用，

同时发挥政府在战略上的引导作用。中国可再生能

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主任贺德馨做了风能专委会

第八届委员会（2009 － 2013）工作报告。贺德馨

表示，2009 年以来，我国风电从快速发展期逐步

进入到转型调整期。风电产业开始从追求速度向追

求质量转变，从追求市场向追求核心竞争力转变，

从“引进来”向“走出去”转变。

在 2009 － 2013 年中，风能专委会主要在五

个方面展开了积极的工作。

（一）开展产业和技术发展调研，为政府制定

相关规划、政策提供建议和服务。2011 年以来，

风能专委会相继推动了《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强风电

场安全管理有关要求的通知》、《风电机组并网检测

工作协调会议纪要》、《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强风电

并网和消纳工作有关要求的通知》等文件的出台，

并开展了风电质量调研，发布风电质量调查报告。

2013 年，风能专委会调研并编写了《全国风电设

备运行质量状况调查报告》。此外，风能专委会协

助政府举办了中美可再生能源论坛，中英海上风

本刊记者／白亚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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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论坛以及两岸可再生能源产业论坛，协助组织

参加丹麦全球绿色增长论坛等活动。（二）组织举

办各类论坛、研讨会和展览会，为风能行业搭建

交流平台。自 2008 年以来，作为主办方之一，风

能专委会已连续六年举办北京国际风能大会暨展

览会，也使其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风能展会之

一。2007 年起每年举办的“中国风能新春茶话会”

则对当年行业发展的总体态势进行归纳总结，并

分析、交流行业存在问题，提出战略性建议。此外，

近 5 年来，风能专委会主办了 30 余次各类技术培

训和研讨会，涉及齿轮箱传动设计、齿轮箱故障

分析、传动系统在线监测、油品润滑等多个专业

领域，并发表论文 76 篇。（三）紧跟行业发展形

势，组织开展专题研究、报告编写、翻译及出版

文献资料等工作。在 2010 － 2013 年间，风能专

委会相继完成了《中国能源中长期（2030，2050）
发展规划－可再生能源专题－风能子专题研究报

告》、《不同发电能源温室气体排放关键问题研究》、

《风电温室气体排放关键问题研究报告》、《推动能

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研究》等 10 余个报告，并

翻译出版了《欧洲大规模风电并网经验》和《为

欧洲提供动力 ：风能与电网》。此外，风能专委会

每年出版的《风能》杂志、《中国风电产业地图》

和世界风能协会季刊 WWEA Quarterly Bulletin，均

获得国内外同行认可。（四）重视风电人才培养。

2006 年，风能专委会成立教育工作组，召开多次

会议研究风电本科人才培养和教科书编写问题，并

协助华北电力大学申请设置风能与动力工程本科

专业 ；自 2009 年以来先后举办三次风能教育研

讨会，并且每年开展一次“绿色风能——研究生

优秀学位论文奖”评选活动。同时，风能专委会

还积极开展科普教育活动，支持国内外大学生开

展的可再生能源社会考察活动等。（五）举办各

类交流活动，引导企业参与国际合作项目，提升

我国风电技术水平和国际影响力。2010 年，风

能专委会以中国风能协会的名义加入国际能源署

风能协作组（IEA － Wind），组织国内企业参与

IEA 风能研究课题，并组织国内单位赴丹麦、西

班牙、美国、瑞典等地考察和学习风电技术，参

观考察当地企业和市场情况，帮助企业了解当地

风能政策和投资机会。

本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风能专委会领

导班子，沈阳工业大学教授姚兴佳当选新一届风

能专委会主任，北京鉴衡认证中心主任秦海岩当

选为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执行副总裁吴凯、中材科技风电叶片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陈淳、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叶杭冶、水利水电规划设计

总院副总工程师易跃春、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张宝全、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裁赵辉和中国农机工业协会风能设备分

会秘书长祁和生当选为风能专委会副主任。风能

专委会主任贺德馨、副主任施鹏飞被聘请为名誉

主任。

会议选举产生

新一届风能专

委会领导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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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德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综述

据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德国 79% 的民

众赞成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作为德国

“能源转型”和“能源政策转变”的一部分，

甚至有 50% 的民众支持加快当前可再生能

源发展步伐。

当 前 德 国 超 过

22% 的电力来自可再

生能源，十三年前这

一比例仅为 6.8%。与

此同时，德国新增就业机会超过 35 万个。

德国可再生能源的繁荣发展刺激了进口需

求的大幅增长，一些国家因此受益，比如

中国，尤其在光伏行业。

截至 2013 年年底，德国运行中的可再

生能源发电装机达到 8600 万千瓦，略高于

全国 8000 万千瓦的最大电力需求。常规化

石能源和核能的发电装机为 9000 万千瓦。

目前，德国的光伏发电装机接近 3800 万千

瓦，是世界上光伏发电装机最大的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2000 年时光伏累计装机容

量仅为 7.6 万千瓦。德国的风电装机达到了

3500 万千瓦，成为继中国和美国之后的第

三个风电大国，而其 2000 年的风电累计装

机容量仅为 600 万千瓦。德国生物质能的发

电容量为 650 万千瓦，是 2000 年的十倍以上。

德国已经成为生物气体发电的世界领导者，

也是欧洲利用林业残余物发电装机最大的国

家。水力发电达到 500 万千瓦，自 2000 年

以来没有较大增长。与中国不同的是，德国

并不是一个水电资源丰富的国家。

德 国 国 内 一 致 认 为， 到 2030 年， 德

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有望从目前的 8600

万千瓦增长到 1.7 亿千瓦。

如 今， 德 国 光 伏

建筑一体化项目生产 1

千瓦时电力的成本不到

14 欧 分（ 约 为 1.16 元

人民币），只是个体消费者从电网购买 1 千

文／沃尔夫冈·帕尔茨（德）

【编者按】

国内媒体时而曝出德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深陷窘境”的消息，称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推高了电价，令企业和居民“苦

不堪言”。而事实却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的是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是政府坚定不移地向 2050 年可再生能源电力占

80% 的目标前进的决心，是电价的持续下降和可再生能源补贴对产业发展的积极作用。我们看到的是，德国作为世

界上在发展可再生能源方面的代表性国家，依然是产业和技术创新的样板。本文出自素有欧洲“光伏之父”之称

的德国能源专家沃尔夫冈·帕尔茨，算是对有些媒体上不实之词的回应。

2013年德国可

再生能源电力

发展成就

德国可再生

能源的市场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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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时电量的价格的一半。德国地面光伏电站的

度电成本低于 10 欧分（约为 0.83 元人民币），

与法国电力公司在英国开发的新的核电站的

11-12 欧分的度电成本基本持平。

德国风电的度电成本为 8 欧分甚至更低。

总体来看，正如纽约“彭博新能源财经”所说，

“根据电力模型平准化成本计算方法，陆上风

电仍然比燃煤或天然气联合循环发电成本高出

几个百分点。需要注意的是，海上风电的成本

是陆上风电的 3 倍。

2013 年 11 月， 一

份来自布鲁塞尔欧盟委

员 会 的 报 告 草 案 显 示，

欧洲在 2011 年对化石燃

料的财政补贴是 260 亿欧元，对核能的补贴是

350 亿欧元，这要高于对任何一种可再生能源

的财政补贴。这些补贴无疑都来自欧盟纳税人

的口袋。

作为可再生能源法案（EEG）的一部分，

德国实行的固定电价政策（FIT）使所有并网

电力消费者分摊补贴，这并不是国家税收的形

式。在固定电价政策中，以光伏为例，任何光

伏发电系统可以在十年或更长时间内进行分

摊。因此，本年度以及未来几年分摊的费用是

近年来一点点建立的所有光伏系统的分摊费用

的总和。当 2004 年出台光伏电价补贴政策时，

早期安装的光伏系统的分摊成本是很高的。那

时，光伏发电系统每生产 1 千瓦时电力需要 5

欧元的支持，而如今已经一路下降到 0.14 欧元。

毫无疑问，当前的分摊成本中包含对多年前安

装的光伏系统的补贴，而不仅仅是今年安装的

系统，2013 年累计为 165 亿欧元。随着越来

越多项目，尤其是早期成本较高的项目的分摊

期到期，补贴成本在未来几年内将再次降低。

2013 年电力消费者需要为购买的每千瓦

时电量额外支付约 4 欧分的分摊费用，而总体

上平均每千瓦时电力的价格是 28 欧分。2014

年的电价还将有所上升。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德国的电价在世界

各国中属于最高行列，但并不是因为对可再生

能源进行补贴的缘故。电价中一多半是各种各

样的税收，2014 年电价中税收的比例将增加

到 51.7%。

可再生能源补贴对德国的产业不但无害，

相反是有利的。德国联邦政府决定，成千上万

的德国企业免除可再生能源费用分摊。德国的

产业界不必抱怨 ：从 2011 年到 2012 年，他们

的电力成本下降了 8%，而与此同时，意大利

却增长了 16.7%，英国增长了 15.8%，西班牙

增长了 6%。

福 岛 核 灾 难 发 生 以

后， 核 能 失 去 了 获 得 信

任的基础。2022 年以后，

核能将在德国消失。然而，

煤电在德国政府中仍然拥有一些有影响力的支

持者。气候变化的所有危险只是停留在一些政

客的口头上。毕竟，煤炭的应用在德国有悠久

的历史。

德国民众希望发展越来越多的可再生能

源。在政治和行业中的观点相当复杂。有政客

宣称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太高，社会无法承

担。还有观点认为，因可再生能源具有波动性，

化石能源需要在电力系统中占据主要部分以保

证电力供应安全。但最终还是市场力量占据了

上风，可再生能源电力以成本优势击败了所有

传统电源，这是近几年来可再生能源市场快速

增长的结果。从各个角度来看，可再生能源都

是可持续的，不破坏环境气候，分散布局，与

智能调节供需的政策十分吻合。但最终起决定

性作用的还是钱。每年能源市场都涉及数千亿

美元的投资，可再生能源将取代其他所有能源，

只因它是最便宜的——没有补贴。 （本文作

者为世界可再生能源委员会主席，德国独立能

源专家。）

展望

德国支持可再

生能源发展的

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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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从统计看，2009 年至 2013 年上

海电气在机组装机容量排名方面稳中有升，这

是怎样做到的？

刘琦：上海电气是搞能源装备制造出身，

对能源装备有更深的认识，所以在进入风电行

业后一直走得比较稳健和谨慎，把风电作为自

己未来的支柱产业发展，避免急功近利。从上

海电气技术路线可以看出，通过许可证引进到

联合设计，直至自主创新，始终追求培育自身

能力，全面掌握风电机组核心技术。上海电气

在产品技术路线选择和产品生产制造，以及市

场销售中始终坚持走高端路线，用高端的技术、

产品和服务发力于高端市场。在风电行业中，

谁更有耐力就能够走的更远。上海电气在此次

行业调整期，由于注重能力培养开始显现出实

力，从而在调整中与前面的差距越来越小。跟

西门子的合作使上海电气如虎添翼，现在上海

电气已经具备了条件，在发展方式上做一些调

整，力争在海上风电保持领先，在陆上风电站

在前列。

《风能》：请从技术角度谈谈上海电气与西

门子强强联合给行业带来哪些改变？

刘琦 ：上海电气与西门子都把对方视为

在风电领域里能够助一臂之力最合适的伙伴，

这也基于上海电气与西门子此前在火电领域

的合作具有成功先例。从上海电气角度来看，

西门子是全球技术领先的整机商，其稳健发

展的理念与上海电气不谋而合。上海电气近

些年在中国风电领域打下了一定基础，开始

追求成为行业领先企业，从而需要转变发展

方式。与西门子的合资能够借鉴该公司方方

面面的技术、经验和实力，从而对转变发展

方式有所帮助。上海电气赞赏西门子国际化

的项目管理经验，其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也

是上海电气所急需的。对西门子来说，上海

电气是国内最大的装备制造企业集团，发电

技术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针对国内市场有

本土化优势。同时，上海电气已经打下了坚

实基础，具有快速发展的条件。西门子借助

于同上海电气的合资，其技术在下一轮国内

本刊记者／赵靓

从高端技术、产品与服务中获益

受访嘉宾：刘琦，

上海电气风能设备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上海电气在历经前些年的稳健发展后，与西门子走到了一起，并提出大力推行高端技术、高端

产品和高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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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风电发展当中，也将会有用武之地。

对于风电行业来说，西门子有一套系统的

海上风电项目管理经验，完善并经过考验的海

上风电工程技术，成熟且不断发展的整机装备

技术，这些经验与技术都将随着合资公司带到

中国，为中国海上风电发展多了一些借鉴，使

海上风电在起步阶段走的更稳、更扎实。另外，

西门子对于海上风电的理念，更能够对国内的

有志于搞好海上风电的企业带来深刻影响。

《风能》：在中国风电行业一些合资企业发

展得并不顺利，西门子与上海电气的合作如何

避免此类问题发生？

刘琦：风电整机产品的零部件都可以单独

拿出来请独立供应商进行生产，这种集成制造

的特点容易使合资企业出现问题，因为生产经

营活动与生产模式挂钩，从而影响到利益分配。

上海电气与西门子的合作，也看到了这些问题，

在合资之初就通过合资合同来界定和避免这些

情况的发生。双方的高层对这次合作的目标完

全一致且清晰明确，从而在操作过程中就避免

此类问题发生。双方高层并不要求追求短期效

益，也能够避免很多问题产生。同时，上海电

气与西门子在火电上的成功合作，也为此打下

了良好基础，双方在沟通、协调、利益均衡等

方面，给予对方以信任和理解。

《风能》：您认为国内整机厂商之间的技术

差距是否明显？与外国厂商比呢？

刘琦：通过国家在风电技术上的大力支持

与投入，以及国内风电近年快速发展，目前金

风科技、上海电气等部分国内整机厂商与外国

厂商的差距已经很小，基本上能够处于同步发

展。但国外厂商有较好的创新体系，新的技术

不断出现，从而又使得国内厂商容易产生差距。

因此，中国风电企业与国外企业不能简单的比

较技术水平，如果不改变风电发展方式，提高

认识，差距还会继续出现。国内风电企业之间

的技术水平当然也有差距，可以通过科研能力

进行简单的分类。一类企业与国外企业已经可

以同台竞技，真正掌握了风电机组核心技术，

并拥有了自己的技术团队，构建起一个完整的

技术体系，搭建起支撑风电整机设计的平台及

数据库。另一些企业还在模仿设计，花一定代

价买图纸，内部也做了专研、吸收、消化、再

创新，但归根结底仍处在模仿设计阶段，并没

有形成完整的技术体系，没有支撑自主设计的

软件平台。例如风电机组的载荷数据，要靠外

国公司或叶片厂家提供，而不是自己做气动建

模从而获得。第三类企业仍在靠买许可证生产，

从国外来的设计不能更改，长期来说肯定难以

生存。

《风能》：请谈谈我国更大规模开发海上风

电所需扫除的阻碍，怎样解决这些问题？

刘琦：首先，目前海上风电项目涉及到不

同管理单位，几乎都是大部委，很难协调，要

盖的图章不下 100 个。国家或可为新能源行业

成立一个协调各部委的综合协调管理部门，也

可定期开会审批，在会前把资料准备好，效率

会有所提高。其次，海上风电的法律法规及政

策还需要梳理。国家能源局已经主导出台了一

些暂行办法，从而迈出了很好的一步。在推进

海上特许权项目当中发现新的问题，可以针对

性的解决，从而形成相应的政策和规范，需要

专门的机构来研究。同时，目前各大投资集团

在进行无序的探海，与地方政府接洽，但地方

政府对海上资源没有像陆上那样拥有绝对的掌

控权，第一轮的特许权也反映了这样的问题，

四个项目的场址都发生了变更。因此，国家一

定要有一个整体规划，前提是对海域风资源做

一个普查，然后再分析哪些区域是可以开发海

上风电的。另外，海上风电价格也关系到其是

不是能够加快发展。目前海上风电特许权招标

价格背离了合理的价格空间，开发商不可能进

行大规模的投入。之所以形成这个价格，是开

发商对比陆上开发得出的结论，因此该价格缺

乏理性。此外国内对海上风电的认识不到位，

被陆上风电的成功经验所蒙蔽，总是觉得车到

山前必有路，例如海上风电工程技术和项目管

理等方面都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不能等到问题

暴露后受到很多伤害才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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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作为关键零部件之一，叶片的质

量问题对于风电机组的可利用率非常重要，您

如何看待叶片的质量管理？

陈淳：这些年，随着风电机组总装机容量

和叶片批量生产的增加，叶片事故率确实有所

上升。叶片质量问题主要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

是由于雷击造成的叶片损伤，这个事故率比较

高。第二类是叶片在运输、安装过程中受到的

损伤，譬如运输人员出现疏忽，使叶片发生碰

撞等，有些运输人员还擅自修补叶片，造成后

期的叶片故障。第三类就是叶片的工艺控制问

题。工艺控制过程中造成的质量问题不少。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主要是从两个方面着

手处理。一是引进或尝试开发新技术，或者借

鉴其他一些领域的技术来提高叶片质量，提升

叶片抗雷击的性能。另外，在制造过程中，我

们建立相关的体系，加强员工培训，减少不稳定

的操作，提高产品稳定性。同时，加强过程中质检，

并将整个生产过程完全公开于客户。以前，我们

的生产过程是完全封闭的，不光是中材，很多叶

片企业都如此。现在，大家开始慢慢向客户开放，

实际上这也是想借鉴主机商在质量控制方面的部

分力量。这种开放的形式一方面可以让客户对产

品更放心，另一方面可以借鉴客户的力量，完善

整个质量控制的体系。

《风能》：您如何看待目前整个叶片行业所面

临的一些压力和调整？

陈淳：首先，价格依然是永恒的。在价格

这一块，叶片厂商的压力确实非常大，整个叶片

价格都压得很低。一是竞争太激烈，二是主机厂

商对叶片的整个制造过程也非常了解，他们会根

本刊记者／苏晓

开放的生产过程有助于完善
质量控制体系

受访嘉宾：陈淳，

中材科技风电叶片

股份有限公司技术

副总经理。

既要价格优惠，又要质量稳定，对叶片厂商来说，这是个不太好解决的矛盾。然而，管理和技

术却有可能成为平衡这个矛盾的钥匙。对于这种平衡之术，中材科技风电叶片股份有限公司技

术副总经理陈淳和本刊记者分享了他的一些看法，以及中材叶片力求改变所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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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叶片的重量来估算成本，然后确定大致的价格。但是，

很少有人会考虑叶片的研发投入、质量问题和公共费用。

叶片这两年还出现一个较明显的趋势，就是用户开

始要求我们控制原材料的质量，必须用进口材料，不能

用国产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认识的偏差。从质量管理体

系上来讲，原材料质量控制是一个关键环节。如果我们

建立了质量体系，当然要对原材料的质量进行控制，而

质量控制就需要原材料的来源稳定。我们的控制原理是，

先对材料进行评价，材料评价合格后，再评价供应商的

能力，如果供应商的能力足够支撑和保证质量的稳定性，

就说明这个材料可以使用了。如果现在不分青红皂白、

都不允许用国产材料，那我们原材料产业就走回头路了。

毕竟，经过这么多年，风电叶片材料的国产化走了一段

很长的历程，我们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去培养国内原材料

供应商。

此外，现金流的问题没有太多改善。对叶片厂来说，

回款是大问题，这个问题在 2012 年年底的时候暴露得

特别明显。现在，我们之前的很多供应商也会来参加招

投标，定的价格也接受，但是他们都表示不要给太大的

量，宁愿少卖一些，少赔一些。不过，2013 年下半年的

情况有点好转。现在，除了价格方面，我们也看到一些

变化，一些整机商对我们其他方面还是挺支持的，譬如

我们和金风、远景合作的过程中，他们在产品开发中也

会给我们支持，帮助提出一些管理措施，使用一些管理

工具。总之，我们现在和整机商的整体合作还是不错的。

《风能》：中材这几年推出的新产品主要有哪些？面

对整个市场的变化，你们做了哪些调整？ 

陈淳：这两年，我们主要生产适用于低风速地区的

长叶片。譬如，针对 1.5 兆瓦的机组容量，我们推出了

45.2 米的叶片，针对 2 兆瓦推出了 50.2 米、50.4 米和

51.9 米的叶片，并想将其做成一个系列。针对 3 兆瓦，

我们推出了59.5米的叶片。目前，6兆瓦的叶片还在设计，

主要是针对金风 6 兆瓦海上风电机组打造的，叶片估计

2014 年上半年可以下线。通用型的大兆瓦级叶片研发和

生产很难，基本都是针对某个主机来开发。金风的这款

6 兆瓦机组先有主机后有叶片，所以对叶片要求非常高。

中材在这款机型上的投资很大，以前的厂房生产不了这

么长的叶片，所以需要重新建设。我们现在的厂房设

在江苏，可以降低运输成本。

低风速市场近两年发展得很火热，我们也根据客

户需求调整了公司的产品路线。现在，整个叶片市场

更新换代很快，尽管我们有相应的生产能力，但是生

产还是比较紧张。过去的生产能力基本都集中在 1.5
兆瓦级的产品上，现在大家都在 2.5MW、3.0 兆瓦这

个级别要产品，我们需要花很大力气去保证供应。对

于整个叶片市场不断细分的要求，我们也有两个方案。

首先，我们很愿意去做一些量大产品，譬如 2012 年我

们推出来的适用于 1.5 兆瓦的 45.2 米长叶片，在一些

低风速区如安徽等地效果良好。到 2013 年，这个产品

的量也慢慢多起来。所以，我们对产品也会有所选择，

当然最好有几个整机商都选用同一个叶片型号。另外，

我们尽可能兼顾不同要求，譬如一个叶片翼型尽量做

不同长度，做成一个系列，长叶片、短叶片都可以满足，

成为一个平台上的产品。

《风能》：作为专门叶片制造商，您觉得中材的主

要优势是什么？公司今后在国际市场上有何打算？ 

陈淳：虽然现在有一些整机厂也生产叶片，但

是，像我们这样专门叶片制造商厂，优势还是在于专

业。复合材料本身是一个更依赖于人力和经验的产业，

只有长期、专注地去做，才能形成自己的特点。而且，

我们面对的主机厂商更多，可以了解到更多元化的需

求。从这点来讲，我们的技术会慢慢发展并领先。相

对而言，主机商自己做叶片往往会封闭起来做，将产

品和其主机匹配，和别人相互之间没有交流，慢慢地

就容易落后。所以，从专业性和对整个技术了解程度

这两个角度来看，专门的叶片制造商会更有优势一点。

当然，这两种路线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的空间。

至于“走出去”，这是我们的一个大战略。目

前，我们在国外已经有了几个客户，从 2012 年开始

到 2013 年，基本上有一两百套的供货订单。对于国外

的客户，主要还是跟着主机厂一起走出去，譬如金风、

华创等。因为现在国外一些比较知名的主机厂都有固

定的供应商，或者自己生产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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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于美国纽交所上市、在中国风电市场有稳健表现的民营

公司，明阳的发展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商业逻辑？

本刊记者／薛辰 赵靓

明阳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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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于湛江的明阳风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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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是明阳风电集团（以下简称明阳）

从首台 1.5 兆瓦风电机组下线到在美国纽交所

上市的时间。只要在明阳的历程中看到这一节

点，你就可能吃惊她的“快”。但此后的装机

增长中，这家公司并没有“一快再快”，而是

采取了相对稳健的前行策略。

以往统计数据显示，2009 年至 2012 年，

明阳在制造商装机排名中除了 2010 年的第五，

其余年度均排在第四位。值得一提的是，2013
年这家公司的装机排名有望升至第三。之所以

翻出这些旧数据，是因为其背后显现了这家公

司的商业竞争态度。

2010 年正是中国风电制造商以低价拼装

机最为疯狂的一年，这让张传卫切身体会到低

价对明阳销售风电机组的杀伤力。低价策略可

以做大制造商的装机规模，但也很容易跌入“很

大很脆弱”的陷阱。稳健发展才是张传卫看重

的增长方式，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 2010 年明

阳装机量下滑到了第五。

张传卫是明阳的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1993 年，张传卫从河南的一个市级政府驻广

东办事处主任岗位上辞职下海，拿出自己积攒

的工资凑足 12000 元创业资金，组建中山市明

阳电器有限公司，开发生产输配电设备。2006
年 6 月，明阳涉足风电设备制造行业，“广东

明阳风电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就此进入人们的

视野，从名称上可以看出“风电产业”是张传

卫最想强调的布局。

但是，即便是业内人士看明阳，仍如同隔

着一层毛玻璃。不过，到了 2011 年 1 月 18 日，

“2010 CCTV 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揭晓，张传

卫的当选让明阳在这个夜晚“被”高调了。央

视在评述张传卫获奖理由时称，“他是一个‘追

风’的长跑运动员，得技术而得天下，打响风

电企业美国上市第一枪 ；他是一个新能源信仰

的布道者，以海上陆上之风电三峡，挥斥着人

类愿景。”在随后的即兴演讲中张传卫表示，

以往都是发达国家的企业来中国以技术换市

场，他期望能够改变这个规则，让明阳走出国

门以技术换市场。

如今，3 年过去了，其中的两个看点仍不

失为观察明阳的两个角度，一个是明阳如何得

到了“得天下”的技术？另一个是明阳是否在

国外做到了用技术换取市场？

先来看明阳“得天下”的技术。2010 年

5 月 29 日，明阳全球首台 3 兆瓦紧凑型（SCD）

风电机组在中山明阳工业园下线。3 年后的一

天，明阳风电总裁赵学永博士在和记者谈起

这款机型时仍难掩喜悦，诙谐地称其“紧凑得

就像北京的串糖葫芦。”看上去，它没有传统

意义上的机舱底盘、机舱、轮毂，只是一个弯

头就把所有部件都整合到了一起，结构上简约

而不简单，有很高的技术含量。赵学永，这位

毕业于一德国名校风电技术专业的工学博士，

2013 年 1 月成为明阳风电集团的总裁。此前，

他在德国风电领域工作了 16 年，积累了丰富

的管理和技术经验，对风电机组技术、风电行

业的现状与发展有着深刻的理解。用赵学永的

话来说，他与明阳“历经 5 年恋爱走到了一起”,
是为自己的事业和明阳的明天而来。

赵学永在德国对风电技术做深度研究的那

两年，正是中国企业疯狂引进德国风电制造技

术之时，有些制造商凭借对中国市场政策的先

知先觉占据了先发优势，这在赵博士看来很难

构成真正的竞争壁垒。而明阳的差异化竞争策

略则显示了不同，与德国 aerodyn 公司合作，

结合中国风况和气候条件设计、生产出针对南

方地区的抗台风机型和适应北方地区的抗低温

机型，均获得了德国劳埃德船级社（GL）认证，

其中抗台风技术尤其深得赵博士的认同。

耐人寻味的是，业界有专家对明阳抗台风

机型的态度从不以为然渐渐变得较为关注。之

所以不以为然，是因为中国还没有哪家机构能

真正认识台风，“没有抗台风机型的设计标准，

哪来的抗台风机型？”之所以渐渐变得关注，

是因为明阳 1.5 兆瓦抗台风机型已有两次安全

地度过了台风的袭击，一次是 2013 年 8 月 15
日在广东阳西登陆“尤特”，另一次是 2013 年

9 月 22 日广东省汕尾市沿海登陆的“天兔”，

机组在风速超过 25 米 / 秒后自动停机。

观察明阳的两个角度，

一个是明阳如何得到

了“得天下”的技术？

另一个是明阳是否在

国外做到了用技术换

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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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应用于 3 兆瓦紧凑型（SCD）机型上，这也

是赵学永看好这款机型在海上风场有广泛应用

前景的理由之一。这款机型由明阳与 aerodyn
联合开发，与传统机型不同的是，SCD 机型的

传动链由主轴承、两级行星齿轮和中速发电机

组成，具有重量轻、体积小、成本低、效率高

等优点。

赵学永解释说，这款机型结构紧凑，在于

其结合了传统双馈型和直驱型风电机组的传动

链布局优势，以中速传动系统为核心概念，将

主轴承、齿轮箱和发电机组合成一个紧凑整体，

充分利用了机舱内部的空间，缩短了风轮与塔

架之间的距离。“重量轻是 SCD 机型最为显著

的特点。”赵学永强调说，“与相同功率产品相

比，它的重量要轻 30%，这一特点体现在海上

风电场具有更加显著的优势。”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台风的风况十分复

杂，台风经过时对机组来说可能是 360 度的袭

击，从这个角度看，明阳 1.5 兆瓦机组在台风

过后安然无恙有幸运的成分。但在赵学永看来，

“明阳抗台风机组的幸运在于其极强的抗台风

性能。”

赵学永解释说，明阳抗台风机组的生存风

速达到 70 米 / 秒，除硬件加强设计外，还有特

有的抗台风运行模式。当风速达到 25米 /秒时，

机组自动启动台风模式，叶片紧急顺桨至 91°
位置时停机，而且机头偏航正对台风风向，以

使叶片最小面受力，叶片处于空气制动状态，

通过程序控制释放主轴刹车（高速制动器）和

系统压力，同时保证偏航刹车的压力，这样将

大大减少叶片、机舱以及塔筒的受力。

值得关注的是，明阳已将抗台风技术和经

已安装的明阳
紧凑型（SCD）
风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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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及轻量化设计概念时，赵学永称两叶

片设计是 SCD 机型的核心技术之一。“通过叶

片的气动优化设计，降低了风轮传递的载荷。

在极端风况下，将风轮置于水平位置，以降低

叶片及整机载荷。机组通过两套液压变桨装置

实现叶片独立变桨，进行功率控制和安全控

制。”两叶片的另一个重要优势在于吊装与运

输成本的大大下降，尤其对于海上风场的情况

更为显著。

对于明阳这款紧凑型两叶片机组，国内一

直存在着不同的声音。有业内人士表示，两叶

片会有较大振动，动态载荷可能影响传动链的

可靠性。对此，赵学永坦诚地回应说，作为一

款风电创新产品，业内有不同声音很正常。这

位在动力学与传动技术领域有着 20 多年工作

经验的留德博士告诉记者，在明阳与 aerody
联合开发这款两叶片超紧凑型机组之初，已经

充分认识到两叶片叶轮的结构特点，以及与三

叶片叶轮在动态特性上的差别。“明阳在结构

布局设计和机组运行调控上都做了相应的优化

匹配，使其达到良好的运行状态。之后样机的

稳定运行也说明这些优化是成功的。”

实际上，这款产品的研发设计历时 3 年，

从产品下线试运行到批量投放市场也经历 3 年

时间。值得一提的是，这款机型已通过了 GL、
鉴衡认证中心的 C 类设计认证。2013 年 9 月，

17 台紧凑型 3 兆瓦机组在达坂城风电场投入运

营，且运行比较稳定，表明这款创新产品在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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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上的成功。赵学永表示 ：“从市场反馈的情

况来看，该机型的度电成本按单位值计算较传

统产品降低了 15% 以上，发电量则大幅攀升

15% 以上，保障了客户利益最大化。”

明阳在 SCD 机型的研发上并没有就此停

下脚步，一款单机功率达到 6 兆瓦的 SCD 机

型 2013 年 6 月下线，即将加入到如东潮间带

试验风电场海上大容量整机的“阅兵队列”中，

同那里的伙伴们比比发电性能和经济性。至此，

你会发现明阳美好的明天可能就在这项 SCD
技术里。正如赵学永所说，“明阳先于对手攥

住具有优越经济性的先进技术，就意味着抓住

了明天的市场机会。”

再来看明阳在国外用技术换市场的现状。

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2012 年 12 月明阳在印

度与印度本土企业信实能源集团（Relinance 
Capital）成立了由明阳控股并提供技术的合

资公司，公司现有 300 多名员工，已经开始批

量生产兆瓦级风电机组。可以认为这是明阳用

技术换市场的发力之地，意味着在苏司兰的地

盘上跟苏司兰抢生意。

从全球来看，无论想用技术换市场，还

是想用市场换技术，都不太容易实现诉求。值

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故事都在中国风电市场上

演过，不美好的结局已经定格在那里。在赵

学永看来，明阳作为一家用技术换市场的公

司，跟谁合作很重要。明阳在印度跟信实能源

集团合资，让合资公司的定位以及各自的诉求

安装于桦川风电场
的明阳风电机组

赵学永表示“明阳在

印度用技术换市场，

也是全球战略的一种

布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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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是做久合资公司的基础，而且明阳通过

印度公司进入南亚市场就相对容易些。赵学永

表示 ,“明阳在印度用技术换市场，也是全球

战略的一种布局方式。”可以看得见的生意是，

明阳在印度市场已经有了 2500 兆瓦、30 亿美

元的大单生意。

还是在国外，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是，

2013 年 11 月 25 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

罗马尼亚总理蓬塔见证了明阳与罗马尼亚潘尼

斯库集团签订 200 兆瓦风电项目合资开发协

议。风电场场址位于罗马尼亚东南部黑海沿岸，

风能资源丰富，项目总投资额约 4 亿欧元，由

明阳提供 2 兆瓦风电机组以及工程技术和运维

服务支持，2014 年初开工建设，2015 年 6 月

项目全部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潘尼斯库集团是罗马尼

亚的大型综合型企业集团，政府和商界资源深

厚，近年来在新能源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且

拥有 800 兆瓦的风电储备项目和 150 兆瓦的

太阳能储备项目。张传卫由此看到了这个项目

的未来价值，最有可能的是利用这个项目，向

中欧、东欧以及独联体国家和地区辐射明阳的

影响力，那是更大的国际生意。

在国内，有些整机制造商对明阳多元化的

整机销售模式比较感兴趣。生产整机、销售整

机，再到销售更多的整机，这无疑是每一家整

机商都想要的态势。早在 2010 年 3 月，明阳

就推出 EPC（设计、采购、建设）整体解决

方案，此后又推出了 BOT 项目（建设、经营、

转让）、经营性租赁等多种销售模式，正是这

种多元化的销售模式保障了明阳整机业务的可

持续态势。

所谓融资租赁模式，就是明阳根据多方需

求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由租赁公司或金融机构

购买明阳的产品，并将其租赁给客户使用，以

解决客户短期内购买产品的资金压力。能在国

内市场做好这项业务，凸显了明阳在资本市场

的影响力。回到明阳成立之初，也许更能说明

影响力的问题，股权融资概念在国内还未流行

之前，这家公司就以该方式先后引进国际、国

内资本近 20 亿元人民币。到了 2010 年 10 月，

明阳在美纽交所上市，募集资金 3.5 亿美元，

创下当年中国公司赴美 IPO 募集资金的最高

纪录。2012 年，明阳获国开行、工行、建行

等国有银行近 500 亿元的金融授信。显然，这

在较大程度上表明资本看好明阳的发展能力。

不仅如此，明阳还拥有超强的整合关键资

源的能力。尽管明阳在这方面一直显得很低调，

但从南方海上风电联合开发有限公司这家“联

合体”的参与方构成看，很容易就能发现明阳

在其中的重要性。之所以提及该“联合体”，

是因为 2012 年 6 月 20 日成立的这家公司备

受业内外关注，其中的关键看点就是南方电网

的强势介入，另外国电、大唐、华能、粤电集

团、广东电力、三峡新能源的介入也颇耐人寻

味，这一事件引发的效应对于处在深度调整期

的风电产业来说，或将形成二次洗牌。

显然，明阳是这一强势“联合体”的利益

贡献者和受益者。最先明确的事情是，“联合体”

开发的湛江徐闻海上 4.8 万千瓦的项目，主要

采用明阳 3 兆瓦紧凑型风电机组，这也意味着

明阳海上风电机组商业化运行的开始。此外，

“联合体”位于广东珠海桂山的 19.8 万千瓦海

上风电项目，也有明阳 3 兆瓦紧凑型机组大单

业务，这恐怕是其他制造商羡慕嫉妒恨的事情。

但在赵学永看来，一件事情的价值不仅仅

取决于它的现在，更取决于它的未来。这不难

理解为什么这位专家型的总裁格外看重 3 兆瓦

紧凑型风电机组的运行业绩，以及与此相关的

核心技术培育。早在 2009 年 6 月明阳就建立

了海外研发平台，与丹麦里索风能实验室合作

成立明阳欧洲风能研发中心，利用国际先进技

术和科研人才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2012 年 3
月，明阳北美研发中心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

大学成立，专注于海上风电机组的技术研发。

可这还不够，赵学永向记者透露，位于德国的

风电技术研发中心就要“开工”了。

至此，你看明阳的明天终归还在技术的春

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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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G：专注赢得市场

美国第一台海上风电机组的安装

引发了广泛关注。除这个“小家伙”

的发电能力外，该机组的规格、容量

乃至制造材料，都成为一时间的焦点。

据某些媒体报道，该风电机组所采用

的塔架材料并非钢铁，竟然是玻璃纤

维复合材料，而这些玻璃纤维材料的

提供商则是一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名

字——PPG。

我们不禁会问，莫非此 PPG 就

是一直在风电涂料市场中做得风生水

起的那家涂料生产商？

记者在 PPG 公司此前举办的亚

太区可持续发展和企业社会责任论坛

上得到证实，使用玻璃纤维制作美国

第一台海上风电机组塔架的果然是

本刊记者／赵靓

PPG。据 PPG 玻璃纤维事业亚太区

总经理 Terry Fry 介绍，该风电机组

之所以使用玻璃纤维做塔架，主要是

因为这种材料防腐性能很强且重量轻，

可以抵抗海上严苛的气候环境并降低

运输成本。但目前一般陆上风电机组

还很少有使用复合材料来作塔筒，这

主要是因为成本相对较高的缘故。

因此，我们有必要更关心 PPG
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产品。

据了解，PPG 生产的玻璃纤维在

风电行业中，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在国内，风电叶片厂商中复连众等使

用的就是该公司的产品。该公司推出

的高强度玻璃纤维，能够提供复合材

料更高的强度，以及更好地浸润速度。

从而使其能加快加工进程，进而降低

成本。而在 PPG 更具影响力的风电涂

料产品中，该公司的产品则是跟着客

户需求走的。因为其销售方式是为客

户提供解决方案，因此其在风电涂料

方面提供了尽可能贴近客户的产品线。

“比如我们的涂料可以应用在塔

筒和叶片上，提供很好的抗蚀与防腐

性能。同时，也能够保证叶片与塔筒

的清洁度。我们还会考虑产品的耐久

性和环保性，这样能够保证主机厂的

成本处于可以接受的范围内。”Terry 
Fry 说。

虽然在风电行业中 PPG 的玻璃

纤维和涂料名气比较大，但实际上该

公司起家并不是在风电行业，而是另

一个领域。据了解，PPG 的前身是匹

兹堡平板玻璃公司，早在 126 年前就

以生产平板玻璃起家并不断创新。最

近 PPG 还生产一种能够反射阳光，阻

挡紫外线，从而降低室内能源消耗的

玻璃产品，称为 LOW-E 玻璃。这种

玻璃可以运用在建筑的窗户上，在夏

天保持室内凉爽。同时，运用这种技术，

PPG 生产了类似的汽车玻璃，可以阻

挡热量进入汽车，从而达到保持车内

凉爽的目的。

虽然 PPG 的产品种类很多，但

玻璃纤维明显在其公司发展策略中占

有重要地位。目前中国的玻纤市场前

景广阔，因为作为一种新型材料，复

合材料的运用更加广泛，其增长能力



Company | 公司

2014年第01期  37  

的附加价值——全球供应能力与高品

质的产品。也就是说，这些公司能够

在自己位于世界各地的生产场所中，

就近获得高品质的玻璃纤维。

“我们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司，有

8 家工厂遍布全球，我们的客户也是

全球性的。PPG 在各个地方都能给客

户提供同样的产品，不需要来回运输，

从而实现了本地生产、本地供应，这

是 PPG 产品在行业内的优势。”Terry 
Fry 介绍。

除了这项优势外， PPG 还有另外

一个优势，就是产品的丰富性。

在风电领域中，PPG 不但提供叶

片所需的玻璃纤维，而且还生产专业

的塔筒涂料、叶片涂料，因而能够提

出整体解决方案。这样的整体解决方

案对于专业型的厂家极其重要，不但

保证了客户的产品品质，而且整合打

包的方式还可以帮他们省下不少精力

与时间。

虽然具有很强的技术和生产能力，

但 PPG 并不追求产业链的完善性，其

对垂直产业链的整合也并不太关注，

这使得它的客户以及客户的客户认为

这家公司不但很讲究，而且服务到位，

值得长期合作。

与一个国家的 GDP 呈正比关系。随着

中国人口的不断增加，可支配收入与

消费能力的稳步提升，这块市场显然

具有可期的未来。但是，PPG 等外国

公司也在近些年明显感到本土厂商所

带来的压力。中国自己的玻纤产能及

技术水平不断改善，对 PPG 之类的公

司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专注做某些对技术、产品要

求比较高的领域。”Terry Fry 提到。

在以上提及的专注领域，主要是

指风能、高压管道以及工程塑料三大

领域。据悉，PPG 作为具备复合材料

专业技术的生产商，它的玻璃纤维还

被广泛应用于脱硫，防腐储罐等与存

储相关的领域。

因此，这项战略思想也从另外一

个侧面表明，PPG 对很多领域也是不

关注的。也正是这种对核心领域、高

技术要求领域的不断投入，使得 PPG
能够始终保持竞争力。

除了对某些重点领域的专注外，

PPG 也更专注维护特定客户。以工程

塑料为例，PPG 客户们的名字几乎都

是家喻户晓，这些在各自领域中的大

佬们偏好与 PPG 深入、长久的合作，

是因为他们看中了这家公司能够带来

例如我们知道，在风电叶片上不

同的部位使用的玻璃纤维布是不同的，

有的是单轴向的，有的是多轴向的。

在叶片旋转的过程中，有不同的受力

需要，因此织布厂商需要生产不同种

类的多轴向布。在风能领域中，使用

PPG 玻璃纤维制成的多轴向布早在 80
年代就已被大量运用在风电场中，至

今具有绝对的技术优势，这使得很多

整机制造商会绕过织布厂直接找到该

公司。但 PPG 则会将这些准客户们，

引导给自己的织布厂客户。

在赚钱的同时，PPG 也没有忘记

作为一家国际化企业所应具有的社会

责任，正是其对社会责任的强烈认同，

使得这家公司不断开发出新的技术，

从而在未来赚到更多美誉。

同样是以风电行业为例，以玻璃

纤维为主体的叶片在报废后，因为难

以重新利用和自然降解，被一些人当

做风电行业破坏自然环境的攻击目标。

目前 PPG 也与业界一同研究，将这些

废弃的玻璃纤维切碎，混入水泥当中，

进一步拿来加强水泥的强度。

如此看来，保护环境与追求利益

是可以两全其美的。这也是作为国际

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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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整机厂商装机平均功率简况

0 引言

中国风电装机从 2008 年开始爆

发性增长，在装机数量和容量大幅提

升的同时，风电设备的技术进步也有

目共睹。更大容量及更高发电效率的

风电机组纷纷被推向市场，并逐渐取

代单机容量较小的产品，成为市场主

流。风电装机平均功率的趋势，对于

研究风电市场与技术的发展规律具有

一定的实际意义。

1 装机量与平均功率

装机数量、装机容量与平均装机

功率之间具有联系紧密，在装机数量

一定的情况下，装机容量高则平均功

率高，装机容量低则平均功率低 ；在

装机容量一定的情况下，装机数量多

则平均功率低，装机数量少则平均功

率高。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2008 年是中

国风电装机爆发增长的“风暴前沿”，

国内厂商中金风科技、华锐风电、运

达风电、上海电气、东汽风电已经在

装机数量上占据优势，国外厂商中维

斯塔斯、歌美飒等在保持地位。联合

动力、明阳风电、湘电风能、华创风

电已经有了批量装机，而远景能源、

重庆海装、南车风电等公司则正跃跃

欲试。

2009 年是我国风电装机大爆发

的一年，金风科技、华锐风电、上海

电气、东汽风电等整机厂商继续保持

优势，而在 2008 年位于第二、三梯

队的一些厂商，如联合动力、明阳风

电、远景能源、海装风电、南车风电、

华创风电等装机数量与容量增长迅速，

这些厂商中有的将自己在 2008 年的

装机数量从双位数提升至三位数，有

的则从单位数提升到双位数。2010 年

我国风电装机仍保持了高度增长，除

了金风科技、华锐风电等装机大户外，

联合动力的装机量增长趋势非常明显，

这家公司甚至完成了装机量从 2008 年

本刊记者／赵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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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08年至2012年部分整机商新增装机数量、容量和累计装机数量、容量（数量：台，容量：MW）

金风科技 联合动力 华锐风电 明阳风电 湘电风能 上海电气

数量 容量 数量 容量 数量 容量 数量 容量 数量 容量 数量 容量

2008
新增 1246 1131.75 16 24 935 1402.5 97 145.5 60 120 143 178.75

累计 3254 2621.85 16 24 1438 2157 98 147 64 128 161 201.25

2009
新增 2355 2722 512 768 2307 3495 499 748.5 227 454 199 274.25

累计 5609 5343.85 528 792 3745 5652 597 895.5 291 582 360 475.5

2010
新增 2648 3736 1623 2435 2903 4386 698 1050 253 507 384 597.85

累计 8269 9086.05 1095 1643 6648 10038 1295 1945.5 544 1089 744 1073.35

2011
新增 2370 3200 1876 2847 1831 2939 768 1177.5 356 712.5 408 708.15

累计 10627 12678.9 3499 5282 8479 12977 2063 3123 900 1801.5 1152 1781.5

2012
新增 1600 2521.5 1302 2029 699 1203 739 1133.5 445 893 430 822

累计 12227 15200.35 4801 7311 9178 14180 2802 4256.5 1345 2694.5 1582 2603.45

远景能源 东汽风电 重庆海装 南车风电 运达风电 华创风电

2008
新增 9 13.5 702 1053 0 0 1 1.65 315 233.25 16 24

累计 9 13.5 862 1293 3 3.7 2 3.45 463 330.25 22 33

2009
新增 91 136.5 1357 2035.5 60 92.4 77 127.05 268 260.75 109 163.5

累计 100 150 2219 3328.5 63 96.1 79 130.5 731 594 131 196.5

2010
新增 167 251 1749 2625 214 383 203 335 139 130 324 486

累计 267 400.5 3968 5952 277 479.25 282 465.3 870 723 455 682.5

2011
新增 232 348 622 967.5 198 396 289 451.2 296 374 416 625.5

累计 499 748.5 4590 6898 475 875.3 571 916.5 1166 1098 871 1308

2012
新增 328 544 311 466.5 214 399.5 252 385.8 263 364.5 174 263.1

累计 827 1292.5 4901 7364.5 689 1274.75 823 1302.3 1429 1462.5 1045 1571.1

的双位数，到 2009 年的三位数，到

2010 年四位数的“三连跳”。与此同时，

重庆海装与华创风电也完成了类似的

“三连跳”。

在 2011 年 的 继 续 增 长 之 后，

2012 年我国新增装机量有所降低，除

湘电风能、上海电气、远景能源、重

庆海装等少数厂商仍继续增长，明阳

风电、南车风电、运达风电等一些厂

商略有下降外，其他整机厂商下降幅

度较大。但总体来看，虽然我国风电

装机增速在 2008 年至 2012 年升高降

低、有所波动，但新增装机平均功率

与累计装机平均功率一直保持继续上

升，其中 2012 年也不例外。

2 各整机厂商平均功率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不少整机商

最初投放市场的主流机型单机容量高

于 1.5MW，因此，从 2008 年起，联

合动力、华锐风电、明阳风电、湘电

风能、远景能源、东汽风电、南车风

电、华创风电等整机厂商的新增装机

平均功率和累计装机平均功率都高于

1.5MW。金风科技与运达风电情况类

似，由于进入风电市场较早，开发、

生产、销售的百千瓦级风电机组数量

较多，平均功率不高也非常正常，反

而说明这些厂商具有较久的风电装机

历史。上海电气和重庆海装则因为在

2008 年以前市场主力机型的单机容量

低于 1.5MW，在 2008 年新增和累计

平均功率方面并不惹眼。

2009 年，各厂商的新增及累计装

机平均功率变化较大的恰恰是金风科

技与运达风电，由于兆瓦以上级别的

风电机组在销售机型中的比例逐步提

高，这两个整机厂商的平均功率增长

明显，其趋势一直保持到 2012 年。上

海电气与重庆海装在 2008 年至 2012
年期间的新增与累计平均功率上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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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8年至2012年部分整机商新增装机平均功率趋势（单位：MW）

图2	2008年至2012年部分整机商累计装机平均功率趋势（单位：MW）

稳而明显，这得益于两者的 2MW 机

型大量装机，其中重庆海装在 2011 年

期间所装机型，全部为 2MW 型机组，

因此在当年其新增装机平均功率达到

了 2MW，从而形成短线触顶。

到 2012 年，除运达因为安装了

40 台 750kW 型机组而使新增装机平

均功率没有达到 1.5MW 外，其他大

多数厂商的新增装机平均功率超过了

1.5MW。因此，兆瓦级以下的风电机

组主要市场从普通风区转向不便运输、

安装的高海拔等地区，并正逐步的淡

出风电市场，单机容量 1.5MW 逐渐

成为风电装机的起步机型。

3 各厂商平均功率趋势对比

虽然平均功率很难说明企业的经

营情况，因为各家整机商的主力机型

单机功率不同，但几年的平均功率所

形成的趋势，能够在一些方面反映整

机商在市场、技术等方面的变化。

曲线较为平稳可以理解为整机商

表2 2008年至2012年部分整机商新增装机平均功率和累计装机平均功率（单位：MW）

年份
平均

功率

金风

科技

联合

动力

华锐

风电

明阳

风电

湘电

风能

上海

电气

远景

能源

东汽

风电

重庆

海装

南车

风电

运达

风电

华创

风电
总计

2008
新增 0.908 1.5 1.5 1.5 2 1.25 1.5 1.5 —— 1.65 0.74 1.5 1.413

累计 0.805 1.5 1.512 1.5 2 1.25 1.5 1.5 1.233 1.725 0.713 1.5 1.395

2009
新增 1.155 1.5 1.514 1.5 2 1.378 1.5 1.5 1.54 1.65 0.972 1.5 1.475

累计 0.952 1.5 1.509 1.5 2 1.32 1.5 1.5 1.525 1.651 0.812 1.5 1.439

2010
新增 1.41 1.501 1.51 1.504 2.004 1.557 1.503 1.501 1.79 1.65 0.935 1.5 1.53

累计 1.099 1.501 1.51 1.502 2.001 1.442 1.501 1.5 1.73 1.65 0.831 1.5 1.48

2011
新增 1.35 1.518 1.605 1.533 2.001 1.736 1.5 1.555 2 1.561 1.264 1.504 1.594

累计 1.193 1.51 1.53 1.514 2.002 1.546 1.5 1.503 1.843 1.605 0.941 1.502 1.516

2012
新增 1.576 1.558 1.721 1.534 2.006 1.911 1.659 1.5 1.867 1.531 1.386 1.512 1.647

累计 1.243 1.523 1.545 1.519 2.003 1.646 1.563 1.503 1.85 1.582 1.023 1.503 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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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08年至2012年部分整机商总体新增装机、累计装机平均功率趋势（单位：MW）

的主推机型销售占比比较稳定，2008
年至 2012 年间投入市场更大容量的新

产品装机量占比不大，或是小功率的产

品销量降幅也较小，或是对于个别厂商

而言，平稳的曲线代表着主力产品较为

单一，更大功率产品安装比例没有提

高；厂商的新增装机平均功率高于累计

装机平均功率，或历年的新增装机平均

功率曲线上挑，说明其单机容量更高的

产品在市场中的销量提高。

在新增平均功率方面，湘电风能、

东汽风电、华创风电的曲线比较平稳，

其他厂商时有升降，上海电气的上涨

趋势平缓而明显。从数据体现的 12
家整机商看来，各厂商新增装机平均

功率在趋向接近，从 2008 年的最高

2MW、最低 0.74MW，发展到 2012
年的最高 2MW、最低 1.386MW。即

使去掉最高与最低的数据，各厂商的

新增平均功率之间的差距也有所缩小。

而从 2008 年至 2012 年，12 家整机

厂商新增平均功率最高 2MW 这一数

字基本没有变化，说明在这 5 年间，

市场装机主流机型容量虽在不断升高，

但仍难以超过 2MW。

新增平均功率比累计平均功率趋

势更陡，我国风电设备单机功率增长

明显，侧面说明风电设备的技术在近

些年进步较快。

从累计平均功率趋势可以看出，

海装风电的曲线上升明显，到 2011 至

2012 年开始平缓，说明该公司的主力

产品在 2008 年以前的累计平均功率不

高，且装机数量有限，与 2008 年以

前相比，在 2008 年至 2011 年间的装

机数量增长迅速，并推出了单机容量

较高的产品，使单机容量较高的产品

占比较高，从而拉高了累计平均功率。

而运达风电与金风科技在 2008 年以前

装机量很大，虽然兆瓦或多兆瓦级以

上的机组销售量有所增加或增加显著，

但兆瓦或多兆瓦级以上的机组仍在累

计装机量上占比受限，因此在累计平

均功率趋势图的曲线仍然靠下。

4 平均功率总体趋势

由图 3 中可以看到，本文选取

的 12 家整机商总体的新增平均功率

在 2009 年前后增幅明显，该增幅至

2010 年略有下降，至 2011 年后更

为平稳。而在累计平均功率方面，从

2008 年至 2011 年的增长均较快，在

2012 年前后增幅略有下滑。  （本文

部分数据来源于《中国风电产业地图

（2008 － 2012）》）

摄影：史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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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拥有整个欧洲 40% 的风电资源，

其陆上和海上风电的发展潜力巨大。几十年

来，英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充分

利用这些风能资源，并努力实现该国风力发

电进一步增长。2009 年，英国作为欧盟可

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 20% 目标的重要执行

国，制定了其 15% 一次能源来自可再生能

源的目标。为了实现 2020 年的目标，英国

预计其 30% 的供电和 12% 的供热来自可再

生能源。到 2020 年，英国可再生能源电力

目标的 1/3 将由风电提供，包括陆上风电和

海上风电。

2012 年，英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

1822MW，累计装机量达到了 8.29GW，

比 2011 年增加了 1.8GW，同比上升 27%，

相当于英国整个国家发电量需求的 6%。其

中，2.68GW 海上风电装机使英国在全球

海上风电场发展方面维持领先地位。英国

整个风电所发电量增长很快，从 2011 年的

15.5TWh 上升到 2012 年的 21.8TWh，增

长了 40%。

英国能源和气候变化部（DECC）在

2011 年发布了《英国 2020 年可再生能源路

线图》，路线图为英国实现欧盟所规定的到

2020 年可再生能源占比 15% 的目标规划了

一条路径。虽然该路线图基本延续了 2009
年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和 2010 年的更新内

容，但在风电开发部署方面还是做出了一些

显著的改变。该路线图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为

海上风电规划了2020年装机18GW的目标，

而完成 18GW 的风电装机目标则需要年装

机容量增长率达到 30%。预计 2030 年，英

国海上风电装机达到 40GW，届时，风电电

力可以提供全英国所有家庭的用电。

路线图的出版促成了海上风电降本专

英国风电产业发展现状
Richard Court,Steve Abbott

编译  苏晓

1

英国是全球首个将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写进法律的国家，英国《气

候变化法》规定到 2050 年英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1990 年的基础上

减少 80%。欧盟《促进可再生能源使用指令》（Ditrctive 2009/28/
EC）规定英国到 2020 年必须实现 15% 的能耗来自可再生能源。

英国的电力来源比较多元化。初步数据显示，2012 年该国所

生产的电力中，有 30% 来自天然气，38% 来自煤炭，核电能源占

比大概为 20%，可再生能源电力份额上升到了 11%。目前，英国能

源行业处于更新换代时期，未来十年需关停 21% 的发电设施，部分

高发电碳浓度的火电厂将关闭，10 座核电站按计划到 2023 年关闭

其中 9 座，仅余 1 座继续运行。届时，英国预计备用容量裕度将从

2010 年的 45% 跌至 2025 年的不足 5%，如遇用电高峰或紧急情况，

极其有限的发电供电能力将不能保证全国用电安全。

为应对上述挑战，英国提出将重点调整发电结构，大幅缩减化

石燃料使用，增强发电稳定性和供电可靠性，提高间歇性发电设施

的储电能力，而拥有丰富的陆上和海上风能资源的英国自然将发展

风电作为该国实现低碳减排和能源转型的重要战略板块。

风电发展取得显著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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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小组（CRTF）的成立，该小组由英国能源

和气候变化部建成，其任务就是通过一系列行

动去保证风电产业成本在 2020 年降至每兆瓦

时 100 英镑。海上风电降本专责小组主要由行

业内资深专家组成，他们召开了一系列的取证

会议，这些会议关注的都是关于成本降低的关

键领域，该组织还关注英国皇家财产局的成本

压缩项目的详细结果。海上风电降本专责小组

在 2012 年 6 月 13 日的 RenewableUK 全球

海上风能展上发布自己的报告。根据报告，到

2020 年风电成本下降到每兆瓦时 100 英镑有

一定的挑战，但是如果可以采取报告中提到的

28 条建议，完成目标也不无可能。

2012 年，英国在风电领域取得了一些关

键性的进展。苏格兰的陆上风电进一步获得重

大发展，Griffin 装机量 156MW 的风电场已

经完工，Clyde 风电场也已经完全并网，装机

量 220MW。在英格兰，位于 Ilfracombe 地区

的一个 66MW 的风电场已经并网。

海上风电方面，英国一共有 5 个大型风

电场并网发电，分别是 Greater Gabbard 风

电场（504MW），Sheringham Shoal 风电场

（317MW），Walney 2 风 电 场（183.6MW），

Ormonde 风 电 场（150MW） 和 London 
Array 风电场（630MW）。2013 年 7 月 4 日，

位于英国东南沿海领域的 London Array 风电

场正式投入运行，成为英国乃至世界装机容量

最大的海上风电场。该风电场位于英格兰东南

部的肯特郡，共安装有 175 台风电机组，采用

的全部是西门子公司的 3.6MW 风电机组，由

丹麦 DONG 能源公司和德国意昂能源集团等

世界巨头联合投资建成。

2

应该说，这几年，英国海上风电领域取得

了重大进展，海上风电装机量的不断增加使英

国成为欧洲除了德国和西班牙以外最大的风电

市场。

英国的首座海上风电场于 2001 年在英格

兰东南部的 Blyth 港开始运行。到目前为止，

英国海上风电已经进行了 3 轮项目招标。第一

轮开始于 2001 年，共包含英格兰和威尔士在

内的 18 处场址，潜在装机总容量约为 1.5GW
（总装机约 1GW），目前此轮开发已经基本结

束。第二轮开发始于 2003 年，风电场场址主

要分布在沃什港（Greater Wash）、泰晤士河

口（Greater Thames）和爱尔兰海附近，场

址离岸距离比第一轮远，水也更深，此轮风电

开发装机容量预计有 7GW。2010 年，英国

宣布将进行第三轮海上风电项目招标，风电场

址由 9 个区域组成。第三轮开发的风电将于

2014 年开建，装机总容量将达 31GW。对此，

很多国外制造商虽然在英国还未建立风电机组

制造基地，但是均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第三

轮海上项目招标的开发商已经确定下来了，接

下来几年，这些开发商将签订很多工程合同和

风电机组销售合同，这些都需要英国增建相关

的设施。当然，这一机遇也使很多风电机组制

造商开始表露出要在英国建立设备制造基地的

想法。

目前，在英国风电市场，主要有西门子、

阿尔斯通、Enercon、Nordex、维斯塔斯、苏

司兰等世界知名风电机组制造商。据 BTM 咨

询公司统计，2012 年，西门子所占的市场份额

占到了 52%，接下来是维斯塔斯（16%）、阿

尔斯通（11%）、苏司兰（7%）、Enercon(6%)
和 Nordex（6%）。由于英国风电市场基本没

有本土风电机组制造企业，因此，英国的风电

产业尤其是海上风电对国外制造企业来说具有

较强的吸引力。

未来 5 年，英国风电装机有望再新增

12GW 装机，而且其中 65% 的装机预计将来

自海上风电领域。

海上风电发展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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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EA	Wind	2012	Annual	Report

为了不断促进风电发展，英国政府为风电

产业相关的研发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对技术创

新的支持需求从风电开发早期阶段一直延续到

项目示范、初步投入商用部署阶段。

英国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NAREC）是

位于英格兰东北部的一个专注于英国海上可

再生能源研发、测试和示范的机构。该中心

2012 年新成立了一个用于测试 100m 长叶片

的测试工厂，而其用于 15MW 海上风电机组

传动链测试中心预计 2013 年夏季交付使用。

英国能源技术研究所（ETI）已经投资了 2500
万英镑用于海上风电机组测试台的设计、开发

和调试。

英国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并网了一个

100MW 项目，并从英国皇家资产管理局获得

表1 截至2012年底英国海上风电项目完成情况

风电场名称 机组型号 机组安装台数 总装机量（MW） 并网时间

Sheringham Shoal 西门子 3.6MW 88 317.00 2012.9

Greater Gabbard 西门子 3.6MW 140 504.00 2012.9

Ormonde REpower 5MW 30 150.00 2012.2

Walney 2 西门子 3.6MW 51 183.6 2012.1

Walney 1 西门子 3.6MW 51 183.6 2011.7

Thanet 维斯塔斯 V90-3MW 100 300.0 2010.9

Robin Rigg 维斯塔斯 V90-3MW 60 180.0 2010.4

Gunfleet Sands I + II 西门子 3.6MW 48 172.8 2010.4

Rhyl Flats 西门子 3.6MW 25 90.0 2009.12

Inner Dowsing 西门子 3.6MW 30 108.0 2008.11

Lynn 西门子 3.6MW 24 86.4 2008.11

Burbo Bank 西门子 3.6MW 25 90.0 2007.10

Beatrice REpower 5MW 2 10.0 2007.7

Barrow 维斯塔斯 V90-3MW 30 90.0 2006.7

Kentish Flats 维斯塔斯 3MW 30 90.0 2005.10

Scroby Sands 维斯塔斯 2MW 30 60.0 2004.3

North Hoyle 维斯塔斯 2MW 30 60.0 2003.12

Blyth Offshore 维斯塔斯 2MW 2 3.8 2000.12

3
政府重视风电研发与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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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租赁权，被授权在深海水域建立一个海上

示范风电场，该风电场就在 Blyth 海域附近。

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2012 年 11 月，这里还

建立了一个海上风速测定中心，大约需要 4 亿

英镑的私人投资用来增建这些示范风电场。瑞

典大瀑布电力公司（Vattenfall）目前作为带

头机构，正规划在苏格兰阿伯丁附近的欧洲海

上风电部署中心建立一个海上风电示范区，南

苏格兰电力公司（SSE）和苏格兰工商委员会

（Scottish Enerprise）则在苏格兰西南部的汉

特斯顿港投资了一个用于海上风电设备的陆上

风电场。

英国低碳革新协作小组（LCICG）集合

了英国大部分公有领域资助的低碳革新投资

者，其主要成员包括英国能源和气候变化部 ,
英国创新技能部（BIS）, 碳基金，能源技术研

究所，英国技术战略委员会，英国工程与自然

科学研究理事会（EPSRC），苏格兰政府，苏

格兰工商委员会和一些其他组织，如最近才成

为会员的其他分支机构。该小组旨在扩大英国

用于低碳能源技术的公共领域基金影响力，从

而为英国民众供应负担得起的、安全的、可持

续的能源，实现英国经济增长，促进英国经济、

知识和技术的发展。

（一）英国研究理事会——能源项目

英国研究理事会能源项目旨在通过建立全

球顶级的研究和培训机构来满足该国能源、环

境目标和政策目的。能源项目投资了超过 6.25
亿英镑的资金，用于将该国打造成未来“低碳

先锋”角色所必需的研究能力和技术，这一研

究以过去 8 年 8.39 亿英镑投资为基础。能源

项目由英国工程与自然科学研究理事会牵头，

并将英国工程与自然科学研究理事会、英国生

物技术与生物科学研究理事会（BBSRC）、英

国经济与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ESRC）、英国

自然环境研究委员会（NERC）以及英国科学

与技术设施理事会（STFC）等理事会成员汇

集到一起。2006 年 3 月 23 日，英国工程与自

然科学研究理事会成立了 SUPERGEN 风能技

术联盟（SUPERGEN Wind），使其作为英国

可持续发电与供电项目（SUPERGEN）的一

部分。该项目在第 2 个四年（即从 2010 年 3
月 23 日开始）更新了工作内容。SUPERGEN
风能技术联盟由斯特拉思克莱德大学和达勒姆

大学主导，包含 7 个专家研究团队，主要是关

于风电机组技术、空气动力学、流体动力学、

材料学、电子机械与控制、以及可靠性和状态

监测方面的专家。这个联盟有 19 个行业伙伴，

包括风电场运营商、制造商和咨询机构。

斯特拉思克莱德大学的博士培养中心每年

十月都会给优秀的工程与自然科学研究生提供

10 个 EPRSC 研究助学金名额，资助这些学生

攻读 4 年的博士学位。这样可以将培训和研究

结合在一起，使毕业生能很好地过渡到风能行

业，英国和海外快速增长的风电市场对高素质

的员工有非常大的需求。

英国技术战略委员会（TSB）是 2007 年

由英国政府成立的一个非盈利性公共服务机

构，由英国创新技能部提供支持。技术战略委

员会组织的活动主要由创新技能部和其他政府

部门、地方分支机构、区域发展署和研究理事

会联合资助。技术战略委员会主要是为了通过

自己的专家团队、人脉和资金来帮助英国企业

更快、更有效地实现创新，从而加快英国产业

技术革新。

技术战略委员会是英国能源技术研究所

的一个公共部门成员，而且和英国能源和气候

变化部、研究理事会、地区发展署以及碳基金

等其他基金资助机构合作紧密，使英国可以

形成一个更加协调的能源研发计划。技术战略

委员会将继续监管技术与创新中心 (Catapult 
centre) 发展项目的进展和执行，包括海上可

再生能源技术与创新中心。

（二）英国能源技术研究所（ETI）
英国能源技术研究所是一个由全球能源和

工程公司，如英国石油公司（BP）、卡特彼勒

（Caterpillar）、法国电力公司（EDF）、意昂

能源集团（E.ON）、劳斯莱斯（Rolls-Royce）
和壳牌（Shell），与英国政府建立起来的公私

合营机构。公共领域的代表主要是英国创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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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部，资金渠道主要是通过技术战略委员会和

英国工程与自然科学研究理事会，英国能源和

气候变化部则担当董事会观察员。

英国能源技术研究所主要开展两项重要任

务，第一就是为英国能源体系建模和分析，以

确定英国以最低成本完成 2020 年可再生能源

目标和 2050 年目标将面临的主要挑战和潜在

解决方案 ；第二就是投资应对这些挑战的工程

技术研发和示范项目，目的是为后续商业投资

者化解技术和产业链发展方面的风险。

英国能源技术研究所在风能方面的项目主

要有 ：（1）状态监测 ：即开发一种智能集成的

可预测软件包，提升机组可靠性并监测风电机

组，通过将停机时间减少 20% 来提高机组可

利用率，这样可以使每台机组节省大约 1.6 万

英镑成本。2009 年 9 月，英国能源技术研究

所出资 540 万英镑启动的这个系统目前正在

对位于英国北约克郡隶属法国电力公司和德国

意昂集团的风电机组进行测试。（2）海上风电

测试平台 ：2011 年，英国能源技术研究所委

托通用公司和微软公司设计、开发和制造了一

个户内测试台，该测试台可以测试一台整机的

传动链和机舱，这个投资 2500 万英镑的项目

2013 年秋天在位于布莱斯的国家可再生能源

中心将开始运作。这个测试平台是为了测试整

个机舱而设计的，是特意打造的专门用于陆上

风电机组测试的平台。（3）超长叶片项目 ：英

国能源技术研究所委托 Blade Dynamics 公司

开发并演示建造了超过 80m 长叶片，用于未

来 6MW 以上的大型海上风电机组。该项目意

在到 2014 年底制造和测试首支叶片，意在为

未来预期需要按比例增长的叶片生产做准备。

（4）海上风电浮式平台 ：漂浮式风电机组技术

对英国能源供应和产业来说都具有战略意义。

该漂浮式系统示范项目目的是在 2016 年前开

发、安装和并网一台全尺寸的漂浮式风电机组

样机。样机主要是为了展示 60m － 100m 水

深的机组技术。全球漂浮式风电机组市场有可

能比固定式机组市场更大。

（三）英国能源和气候变化部（DECC）

英国能源和气候变化部成立的愿景是打造

一个繁荣、富全球竞争力和低碳的能源经济，

其首要任务就是通过绿色方案节约能源并支持

弱势消费者，实现英国未来低碳能源之路，并

推动国内外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行动，以负责

和高成本效益模式管理能源。

碳基金海上风电加速器研究项目（OWA）

是由碳基金和其他 8 家能源公司合作的一个研

发项目，旨在在英国第三轮海上风电招标（2015
年）中将海上风电成本降低 10%。英国政府承

担了该项目 1/3 的资金，其余 2/3 的资金来自

行业。碳基金海上风电加速器研究项目侧重四

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准入系统、电力系统、

基础和尾流效应。从 2009 年成立到即将进入

的 2014 年，碳基金海上风电加速器研究项目

（OWA）在这四个领域都完成了一系列里程碑

式的事件，并将在未来英国应对能源转型和气

候变化方面充当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本文节选自 IEA Wind 2012 Annual Report,

作者为英国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的专家 Richard 

Court,Steve Abbott，内容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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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专业人才短

缺成为制约风电产业发展的

瓶颈。按照欧洲开发风电的

经验来计算，我国需要 2.5
万至 4.5 万名专业人员负责

现已安装风电系统的运行

和维护。自 2005 年华北电

力大学等几家高校率先设

置“风能与动力工程专业”

（2013 年更名为“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2009 年天津

中德职业技术学院和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等设置“风能

与动力技术专业”以来，已有相关专业的毕业生不过几千人。

因此，我国现有的风电运维人员绝大多数都是经短期培训

的转行者，需要较长时间才能适应该职业的要求。

2005 年，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在发展援助政策范围内与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龙源电力公司合作开展“中国风电

应用研究和培训项目”，一直致力于培养从事风电产业的专

业技术人才。2011 年底，该项目进入第二阶段，两国政府

协商确定增设“风电场运行维护专业教育和培训协作平台”

子项目，旨在促进相关专业能力建设的规范化发展和培养

实用型专业人才。

迄今，在风电运维专业教育与

培训协作平台建设范围内，该项目

共组织了 12 次能力建设活动，有

14 家专业教育院校和 6 家风电开

发及技术服务企业派人参加，并出

国考察、研修，在国内举办多场专题研修培训，取得了以

下成果。

—— 中德合作风电项目组织专业师资能力建设活动

项目进展
及成果

以实践能力为导向培养风电技术人才

文／刘邦祥

（1）管理者转变观念为

设置试点班创造了机制上的

条件。负责院校专业教学和

企业人资 / 培训的管理者考

察了德国涉及风电开发的人

力资源研究、开发、鉴定、

任用及其政治利益代表的各

级各类机构，深化了对德国

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及其教

学的了解，也对风电人力资源的开发形成了深入、全面的

认识。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考察和探讨其“教学工厂模

式”时，大家认识到贯彻实践导向原则的不同教学组织形式，

了解到教师团队如何围绕真实性任务 / 项目协作组织学生

学习跨学科知识，形成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动能力。虽然各

院校组织风电相关教学的专业名称不尽相同，但已有 6 家

院校设置了试点班，明确以风电场运行维护作为培养目标、

在教学中加强了“实践导向”、采取多种形式组织行动导向

的学习过程。

（2）混合式师资能力建设促使试点班教学更切合实践

需求。组织院校专业教师和企业（专兼职）培训师在培训

专家的方法论指导下，协作探讨涉及风电开发的专业能力

建设系列化专题，比如从选型入手分析机组的构成及性能，

将机组检修服务作为学习项目、结合工作表现评价学习者

的能力水平等，并在混合小组中共同设计教学方案，提出

改进院校专业教学和企业内培训的可能形式。“混合式师资

培训”与风电企业工作现场和院校教学现场的考察密切结

合，促进了两类师资系统化地认识对方职业实践及其需求，

从而加强了院校专业教学中的职业性和真实性、改进了企

业内部培训的系统化和条理性，也提高了双方在组织“试

2013年风电系统运行维修专业能力提升培训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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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设计和评价”为主题，参考德国组织机电类职业教育教

学和职业能力考试与资格鉴定的做法，与会者分享了各自

组织风电类专业教学和实践培训的经验、探讨了其中存在

的问题和困惑。难能可贵的是，院校专业教师与企业工程

师组成混合作业小组，为完成学习任务深入地了解对方的

工作实践，反思了各自工作经验并提出了创新性的问题解

决方案。

天源科创公司和金风大学派出三位经验丰富的工程师

全程参加活动，还坦诚地向与会者介绍了公司的能力建设

和专业需求，分享了工作中的成果与困难。在金风大学的

参观，特别是其树形专业知识设计、简易而实用的教学装

备以及多样化的能力建设规划为大家留下深刻印象，院校

教师明确表示期待与金风大学进行教学合作。

2014 年 10 月，该合作项目将

结束，未来数月是确保项目产出的

关键时期。该项目还将组织 1 － 2
次师资能力建设活动，帮助相关师

资总结和交流试点班教学的经验，

争取形成文字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教学改革的成果。为

确保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项目目标，“风电运维专业教育协作

平台”机制建设将成为工作的重点，特别是巩固旨在加强

能力建设的已有校企合作关系，并促进德国风电能力建设

机构与中国同行之间的合作。（本文作者为德国国际合作机

构中国风电研究与培训项目高级培训专家）

点班”教学中沟通和协作的效果。

（3）《框架教学计划》作为促进不同机构间协作和设计

师资能力建设活动的依据。“风能与动力技术”或其他称谓

作为高职院校专业设置较晚，缺乏统一的教学要求，各院

校都依据自身条件与惯例以及对区域发展的调研，编制了

各自不同的教学计划，目标表述不同，课程体例各异。在

该项目组织的课程开发研讨活动中，对照学科系统化的课

程开发、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开发以及 DACUM 课程开发

的模式，结合各校现有课程、装备条件以及教师能力等情况，

在 2012 年底，来自 10 多家院校和企业代表协商确定了针

对风电场运行与维护技术专业的《框架教学计划》。相应机

构也编写了各学习领域的学习目标、核心内容，并提出了

安排教学时间的建议。

不过，该项目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不足之处，特别是参

加师资培训的企业代表比例仍偏低、院校教师缺乏职场实

践经验而且参加活动的人员频繁变动。另外，深度的校企

合作教学需要更深层次的机制调整，还需假以时日。

2013 年 12 月 6 日－ 9 日，该

合作项目联合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

院和天源科创公司举办了一期“风

电培训师培训”，旨在促进试点班

的教学更加切合职业实践的需要、

加强专业院校与风电企业为建设专业能力更有效地开展合

作。作为系列化培训的一部分，该活动以“能力导向的教

项目活动
举例

后续发展

2013年12月“混合师资”在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研修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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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国海岸线长约 18000km，岛

屿 6000 多个。根据风能资源普查成

果，我国东南沿海及岛屿平均风速

约 7m/s － 9m/s，有效风能密度都在

300W/m2。据权威预测，全国 5m －

50m 水深、70m 高度海上风电开发潜

力约 500GW。

与陆上相比，海上风力资源更为

稳定、风速更高，海上风电的效能也

比陆上显著提高 ；我国沿海地区接近

用电负荷中心，风电并网条件好，发

展海上风电的理由更加充分 ；海上风

电易于大型化、规模化发展，且受噪

音、景观、鸟类、电磁波等问题限制少。

所以说，海上风电开发潜力巨大。

2010 年 7 月，上海东海大桥海

上风电 100MW 示范项目的成功建成，

交出了我国海上风电的第一份答卷。

2010 年 9 月，国家能源局组织了江苏

省海域 4 个海上风电特许权项目招标，

但 3 年过去了，4 个项目均未正式启动。

“圈地火热，开发缓慢”，是我国海上

风电开发近年来的写照。海上风电发

展受制于诸多因素，海上风电的规划、

政策不清晰和海上风电技术及装备不

我国近海风电场电价水平分析和建议
朱开情，李子林

（上海东海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上海	200433）

摘  要 ：近年来，我国海上风电发展较为缓慢，除海上风电技术及规划等因素影响以外，上网电价问题是制约我国海上风电

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本文结合我国海上风电场建设的实际案例，从风资源情况、风电场总投资水平以及经营成本

等三方面阐述了海上风电电价影响因素，测算我国海上风电上网电价合理水平，同时进行多因素敏感性分析。考虑

我国海上风电处于起步阶段，呼吁国家制定合理的电价政策，以推动我国海上风电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关键词 ：海上风电 ；上网电价 ；合理水平 ；产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4）01-0050-06

Analysis and Suggestions on Electricity Price of Chinese
Offshore Wind Farms

 Zhu Kaiqing, Li Zilin
（Shanghai Dong Hai Wind Power Co., Ltd.,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o�shore wind power industry development is relatively slow, besides the in�uence of o�shore wind power 

technology and government planning factors, electricity price is one of the main factors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o�shore 

wind farms.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case of Chinese o�shore wind farm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analyze three main factors from 

the wind resources, total investment and operating costs of o�shore wind farms, calculate the reasonable price of o�shore wind farm 

in China, and also make sensitivity analysis from multiple factors. Considering that Chinese o�shore wind power industry is still in 

the initial stage, this paper call for parties concerned to make a reasonable price policy, to promote  healthy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Keywords: o�shore wind power; electricity price; reasonable level; industr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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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成熟使得我国海上风电进展缓慢。

此外，海上风电电价问题是各开发商

踌躇不前的主要原因之一。

1 海上风电发展现状

1.1 全球海上风电发展现状

2012 年，全球风电累计装机容量

达到 282.5GW，同比增加 19%。全球

海上风电发展有所突破，新增装机容

量突破 1GW，达到 1292.6MW，年

增长速度达 33%，海上风电累计装

机容量达到 5.41GW。其中，英国以

2947.9MW 的总装机容量领跑，我国

以 389.6MW 位列第三 [1]。

总体而言，海上风电占全球风电

装机容量比例仍然较低，仅为 1.9%。

但是海上风电发展增速达 33%，高于

全球风电发展的增速 19%，海上风电

发展明显提速。

1.2 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现状

截至 2012 年底，我国已建成的

海上风电项目容量共计 389.6MW，是

除英国、丹麦以外海上风电装机最多

的国家。其中，潮间带风电装机容量

达到 261.5MW，近海风电装机容量为 
128.1MW（32.8%），规模最大的近海

风电项目为东海大桥海上风电一期项

目（102MW），其余主要为各风电机

组制造商安装的样机。

截至目前，全国有 17 个海上风

电项目已获得国家能源局同意开展前

期工作，总装机容量 3.95GW。即使

这些项目到 2015 年全部建成，实现

“十二五”建成 5GW 海上风电的目标

非常困难。

随着风电项目审批权的逐步下放，

预计海上风电审批速度会加快。但是

电价政策没出来，开发商的积极性仍

然难以调动起来。可以说电价对于海

上风电牵一发而动全身，合理的电价

政策有利于推进我国海上风电产业链

的良性发展 [2]。

2 我国海上风电电价现状

据了解，英国的海上风电平均电

价为 0.12 ￡/kWh，德国海上风电的

平均电价为 0.15 € /kWh，较高的电价

有效地推动了欧洲海上风电的稳步快

速发展。

我国实际投产运行的海上风电场

样本较少，总体电价水平偏低。目前，

实际投产的海上风电场主要有上海东

海大桥海上风电一期示范项目和江苏

龙源如东潮间带示范项目，根据实际

运行效果，按照各自实际结算电价来

测算，全寿命周期内资本金内部收益

均低于 8%，赢利能力较弱。其他特许

权项目由于电价低等原因，开发商积

极性较低，开发进度较慢。

2.1 上海东海大桥海上风电一期示

范项目（102MW）

上海东海大桥海上风电一期示范

项目（简称东海大桥一期项目），是我

国乃至亚洲第一个大型海上风电场项

目，总装机容量为 102MW，总投资

约 22.8 亿，单位约合 22350 元 /kW，

电价为 0.9745 元 /kWh（含税，下同）。

项目 2010 年 8 月建成投产。

2011 年 8 月－ 12 月，根据国家

能源局的要求，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

院联合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

委员会历时四个月完成了对东海大桥

一期项目的后评价工作。后评价专家

委员会高度评价了该项目对我国海上

风电产业所做出的贡献，尤其是肯定

了该项目对海上风电技术层面所做的

示范和引领作用，但是对该项目的风

能资源情况和财务后评价的评价结论

一般。

后评估报告主要相关结论为 ：

90m 高度平均风速由原可研报告中

的 8.4m/s 下调至 7.7m/s，全年满负

荷等效可利用小时数由 2624h 下调

至 2405h（下调后的数据与连续三年

的实际风能资源统计情况基本一致）。

电价执行特许权投标时的 0.9745 元

/kWh，低于可行性研究报告（审定

稿）测算电价 1.14 元 /kWh。后评估

财务评价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仅为

5.23%，均低于行业基准值 8%。

东海大桥一期风电场 2010 年投

产近三年来，前三年平均利润总额约

4500 万元，但扣除前三年享受的可再

生能源补贴（年均 4000 万元）和计提

的 CDM 收入年均 1000 多万，实际亏

损超过 500 万。接下来，可再生能源

专项补贴已经结束，CDM 收入最终可

能由于国际买家违约而无法收回，加

之国内的碳交易市场尚未实质性启动，

该项目实际经营情况面临一定的困难。

2.2 江苏龙源如东潮间带示范项目

（150MW）

江苏龙源如东潮间带 150MW 风

电场是我国第二个大型海上风电场（潮

间带）。该项目离岸距离约为 3km －

10km，于 2012 年年底全部建成投

产，总投资约 24 亿，单位千瓦造价约

16000 元，批复电价为 0.778 元 /kWh
（含税）。

90m 高度平均风速为 7.25 m/s，
据了解，江苏龙源如东潮间带风电场

资本金内部收益率略低于 8%。

2.3 其他特许权项目

2010 年 9 月，国家能源局组织

了江苏省盐城市海域 4 个海上风电特

许权项目招标，这是我国首轮海上风

电特许权招标，总建设规模 1GW。4
个项目中标的开发商及电价分别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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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新能源滨海近海 300MW，0.7370
元 /kWh ；中电投射阳近海 300MW，

0.7047 元 /kWh ；龙源大丰潮间带

200MW，0.6396 元 /kWh ；鲁 能 东

台潮间带 200MW，0.6235 元 /kWh。
据测算，这四个项目的合理电价均在

0.8 元 /kWh － 0.9 元 /kWh 之间。因

为电价和总投资偏低和前期工作受阻，

四个项目均未开工建设。

另外，上海临港海上风电场一期

示范项目（102MW），特许权投标时

总投资为 17.5 亿，电价为 0.7698 元

/kWh。据了解，该项目在前期工作中

已经感受到总投资和电价的双重压力。

3 近海风电场电价影响因素
分析

一般而言，海上风电场区域一般

包括潮间带、潮下带滩涂以及近海、

远海风电。潮间带和潮下带滩涂指多

年平均大潮高潮线以下至理论最低潮

位以下 5m 水深内的海域 ；近海风电

场，指最低潮位以下 5m － 50m 水深

内的海域 ；深海风电场，指最低潮位

以下 50m 水深的海域。本文着重分析

近海风电场的电价水平。影响近海风

电场电价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有 ：1）
风能资源情况 ；2）工程造价水平 ；3）
经营成本等。

3.1 风能资源情况分析

3.1.1 我国海上风能资源情况良好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分析结果，

70m 以上高度，我国东海沿海，从粤东

到浙江中部近海年平均风速达 8m/s，台

湾海峡最大 8m/s － 9m/s，浙北到长江

口 7m/s － 8m/s，粤中到粤西 6.4m/s －

8m/s，南海西南部 7m/s － 8m/s，北

部湾 5.8m/s － 7m/s。黄海海域年平

均风速呈中间大、两边小的分布形式，

其中江苏近海 6.5m/s － 7.5m/s。渤海

和黄海北部为 5.8m/s － 7.5m/s。等

效满负荷年可利用小时数从 2200h －

3200h。我国东南沿海风能资源整体

较好，具有较好的开发价值 [3]。

在海上风电开发的初期，建议选

择等效满负荷年可利用小时数 2400h
以上的风能资源场所进行开发。

3.1.2 台风影响海上风电机组选型

与此同时，我国东南沿海大部

分区域都受到台风的影响，部分地方

100m 高度左右，50 年一遇最大风速

达到 50m/s，某些地方甚至接近或超

过 70m/s。所以这些海域，考虑风电

机组的抗风安全性，应选择 IEC I 类
风电机组或者特殊设计 S 类风电机组。

以东海大桥一期项目为例，10 分

钟平均最大风速为 43.9m/s，当时出

于安全考虑选择了 IEC I 类机组，投

产后满负荷等效年可利用小时数仅为

2405 小时左右。但是如果选择特殊设

计 S 类机组，叶片长度可适当加长，

风能利用系数增加，满负荷等效年可

利用小时数能提高至少 10%，达到

2600h 以上。

所以对于我国海上风电机组选型

来讲，既要考虑抗台安全性，同时也

要考虑风电场投产后的经济性。

3.2 近海风电场工程造价水平分析

近海风电场的单位千瓦造价较大，

是陆上风电场单位千瓦造价的两倍以

上。海上风电场处于产业发展的初期，

过低的造价不利于整个产业链的发展。

选择几个主要的方面简析如下 ：

3.2.1 风电机组设备造价

首先，海上风电机组设备价格不

宜压得过低。质量优良的风电机组有

利于后续运营维护，有利于降低运维

成本，特别是海上运维检修的船机设

备价格高昂。另外，海上风电的重要

部件采用进口部件比较多，备品备件方

面也要适当考虑。最近，国内某海上风

电机组的中标价已超过 7000 元 /kW，

目前，海上风电机组（不含塔架）的

合理价格水平应不低于 6000 元 /kW。

过低的设备造价控制，容易将我

国海上风电机组制造商以及配套商带

入打价格战的轨道，打价格战压低价

格，损失的不仅是设备商的利益，同

时也将给开发商后续维护带来麻烦和

高额的经营成本。海上风电机组在我

国属于起步阶段，还是应该重视质量

和科技，立足长远 [4]。

3.2.2 建安工程造价

目前，海上风电场海上工程施工

的造价有待逐步优化。海上风电安装，

由于船机设备稀缺，竞争性局面尚未

形成，费用较大。海上风电机组基础

形式设计尚需比较论证和优化，海上

防腐、防撞等方面的考虑，使得海上

机组基础的造价不菲。

随着风电场水深变深，工程造价

将上涨，经测算，水深每增加 10m，

估算导致总造价将增加 3% 左右。

另外，随着风电场离岸距离增

加，工程造价也将上涨，假定离岸距

离 10km 以内的风电场采用中低压电

缆连接至陆上变电站，而 10km 以外

的风电场采用海上升压站加高压电缆

登陆的模式，经测算，离岸距离每增

加 1km，造价将增加 1200 万元左右。

3.2.3 其他费用

海上风电场开发从前期工作到建

成投产，审批程序复杂，建设周期长，

涉及面广，费用项目多。而且取费费

率一般高于陆上风电场开发。

其中，海上风电所涉及海上利益

相关方较多，比如渔业资源补偿、渔

民安置、海底电缆交越补偿以及国防

和军队训练海域赔偿等，费用缺乏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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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标准，加之利益相关方均涉及民生

关切和军事机密等，议价难度非常大。

总体上，其他费用控制难度大。

综上所述，目前海上风电处于开

发初期，造价应维持在合理水平。对

比 2010 年投产的东海大桥一期项

目 ：该项目离岸距离约 10km，水深

约 10m，总装机容量为 102MW，总

投资约 22.8 亿，单位约合 22350 元

/kW，其中风电机组设备价约 9 亿（约

合 9000 元 /kW）。考虑目前海上风电

机组单位造价已经低于 6000 元 /kW,
考虑其他设备、工程施工及其他费用

总体略微下调，目前离岸距离 10km、

水深 10m、装机容量 100MW 的近海

风电场造价约 19 亿左右，对应单位造

价约合 19000 元 /kW。

3.3 经营成本分析

对于海上风电来讲，经营期内生

产总成本除了财务成本和折旧以外，

主要就是经营成本，由于海上风电机

组的难接近性，以及海上风电技术的

成熟程度，加之海上船机台班费较高，

经营成本远高于陆上风电场。

目前国内的海上风电场都出现过

大型部件的维修和更换工作，与陆上

风电场不同，海上风电场的维修周期

长，机械台班费用高，成本大大高于

陆上风电场的。海上风电机组的设计

一定要尽可能考虑到后续检修的便利

性，这将有助于控制海上风电的检修

成本。

另外，海上风电场的风险点多，

检修范围也大大超过陆上风电场。比

如海缆路由附近的过往船只的抛锚可

能导致海底电缆损坏，海缆维修工艺

复杂、成本较高。近海海上风电机组

往往有受到航道周边船只撞击的风险，

海上风电场的防撞设计冗余有限。这

些无疑都可能增加海上风电场的检修

成本。

目前国内诸多海上风电场在特许

权投标阶段或者可行性报告编制阶段，

在进行财务评价时，往往通过调低维

修成本的取费比例，来倒算得出一个

摄影：李正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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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的电价，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表

现。所以，维修成本的取费要有合理性。

4 近海风电场电价测算和分析

4.1 近海风电场基本模型电价测算

基础风电场选择装机容量为

100MW，水深 10m，离岸 10km 的

年等效满负荷利用小时数 2600h 的

近海风电场建立基本模型。风电场

建 设 期 3 年， 经 营 期 25 年。 总 造

价 190000 万元，资本金 20%，其余

80% 采用银行贷款，贷款利率 6.55%，

还贷年限 15 年 ；

1）考虑建设期增值税在经营期抵

扣，固定资产综合折旧率 6.25%，不

计残值 ；

2）风电机组质保期 5 年，5 年内

运维费率 0.5%，后续 10 年 1.5%，最

后 10 年 2.5% ；

3）海域使用费 200 万 / 年 ；25
人工资及福利费 214.5 万 / 年 ；保险

费前 5 年 0.08%，后续为 0.16% ；材

料费和其他费用分别按照 15 元 /kW
计取。

4）增值税税率 17%（即征即退

50%），所得税率 25%。

财务评价系根据国家现行财税制

度和现行价格，按国家发展改革委和

住建部颁发的《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

法与参数》（第三版）和《海上风电场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办法（试行）》

等要求计算出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

（IRR）为 8% 时，对应的电价为 0.902
元 / kWh。

4.2 短期电价敏感性测算

从短期来看，不考虑价格水平的

波动，不考虑海上风电规模增长所导

致海上风电场总造价的下降趋势，海

上风电场电价短期内影响因素主要有：

水深、离岸距离、年等效满发小时数。

水深按照10m、20m和30m测算；

离岸距离按照 10km、20km 和 30km
考虑 ；年等效满发小时数按照 2200、
2400、2600、2800 考虑。计算如表 1
所示。

1）10m 水深近海风电场的电价

测算结果 ： 
2）20m 水深近海风电场的电价

测算结果 ：

3）30m 水深近海风电场的电价

测算结果 ： 
根据以上测算可发现大致规律 ：

如按 8% 的目标资本金内部收益率测

算，离岸距离每增加 10km，总造价

增加近 1.2 亿元，对应电价增加约 0.03
元 /kWh － 0.04 元 /kWh ；水深每增

加 10m，总造价上升约 3%，电价上

升约 0.02 元 /kWh － 0.03 元 /kWh ；

如果等效满发小时数增加 200h，电价

下降约 0.07 元 /kWh － 0.09 元 /kWh。
4.3 总造价电价敏感性测算

长期来看，随着海上风电规模的

逐步壮大，以及海上风电技术的逐渐

成熟，海上风电场的总造价水平将逐

步减少。选择标准模型，考虑海上风

电场的总造价水平逐步降低，按照 2
表的下浮率测算。

表1 10米、20米和30米水深近海风电场的电价预算结果

年等效满发小时数（h） 2200 2400 2600 2800

离岸距离（km） 总造价（万元） 电价（元 / kWh，含税）

10 190000 1.065  0.977  0.902  0.837 

20 202000 1.110  1.018  0.939  0.872 

30 214000 1.155  1.059  0.978  0.908 

表2 海上风电场总造价水平下浮率测算

造价下浮率 0 10% 15% 20% 25% 30%

总造价（万元） 190000 171000 161500 152000 142500 133000

电价（元/kWh，

含税）
0.902 0.841 0.811 0.781 0.751 0.721

年等效满发小时数（h） 2200 2400 2600 2800

离岸距离（km） 总造价（万元） 电价（元 / kWh，含税）

10 195700 1.087  0.996  0.919  0.854 

20 208060 1.133  1.039  0.958  0.890 

30 220420 1.179  1.081  0.998  0.927 

年等效满发小时数（h） 2200 2400 2600 2800

离岸距离（km） 总造价（万元） 电价（元 / kWh，含税）

10 201571  1.109  1.016  0.938  0.871 

20 214302  1.156  1.060  0.979  0.909 

30 227033  1.204  1.104  1.019  0.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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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测算结果，海上风电的总造

价水平每下降 5%，电价将下降约 0.03
元 /kWh。按照陆上风电的发展规律，

10 年来的总造价下降了接近 30%。考

虑海上风电发展速度低于陆上风电

的发展，预计 2020 年－ 2025 年左

右，海上风电的造价水平下降约 30%，

可以预料届时满足水深 10m、离岸

10km 的海上风电场的基本电价水平

可望降至 0.721 元 /kWh。
4.4 寿命期敏感性测算

目前，我国现阶段海上风电场测

算寿命周期为 25 年，超过目前陆上风

电场测算寿命周期 20 年。这是引用国

外的测算经验，主要考虑海上风能资

源平缓，风电场粗糙度低，湍流影响小，

相比而言，海上风电场寿命比陆上风

电场多出 5 年。

但考虑到海上腐蚀，25 年寿命

是否过于乐观，有待时间检验。另外，

与欧洲海域相比，我国东南沿海台风

活动频繁，对风电机组寿命影响不容

忽视，25 年测算周期合理性更加存疑。

如果海上风电寿命用 20 年测算，

电价需增加 5.6%，以本文前述基本模

型测算，电价为 0.953 元 /kWh。

5 近海风电场电价分析的结
论和建议

5.1 海上风电的稳健发展与合理的

电价水平

建议建立合适的海上风电技术系

列标准，包括制定海上风电场设计标

准、海上风电机组制造标准和海上工

程施工标准等，避免海上风电产业各

个环节的恶性竞争以及产能过剩。合

适的海上风电技术标准将有助于维持

合理的价格水平。

海上风电产业处于行业发展的初

期，行业的发展离不开整体决策者和

参与者的培育和呵护。海上风电属于

高风险行业，高风险行业更加需要稳

健的发展速度，稳健的发展离不开稳

健、合理的电价水平。过低的电价不

利于产业的有序竞争和发展。

5.2 现阶段的合理电价水平

根据本文的测算结果 ：等效年满

发小时数 2600h，离岸 10km，水深

10m，规模 100MW 的近海风电场的

合理电价为 0.902 元 /kWh。随着离岸

距离每增加 10km，电价增加约 0.03
元 /kWh ；随着水深每增加 10m，电

价增加约 0.02 元 /kWh。
同时建议，选择平均风速大于

7m/s 的具有较好风能资源的场址先行

开发 ；另外，在考虑抗风安全性的同

时，同时考虑机组选型的经济性。总

体而言，宜选择年等效满发小时数为

2400h 以上的场址先行开发。

5.3 关于海上风电制定标杆电价政

策的建议

标杆电价一般带有一定的区域性

和普遍性，我国陆上风电场标杆电价

于 2009 年 8 月 1 日出台，之前陆上

风电场其实已经经历了近 10 年的积累

和发展，陆上风电场产业链已经处于

成熟阶段 [5]。

相比陆上风电场，整个海上风电

的技术、装备及产业链都有待培育，

海上风电场的规律尚未摸清。建议我

国在海上风电场实现 10GW 装机容量

规模以后，再出台海上风电的标杆电

价，这个时间预计在“十三五”的中

后期。

6 结语

我国东南沿海海岸线长，风能资

源好，同时东南沿海又靠近负荷中心，

电网接入条件好，近海风电开发大有

可为。

随着我国海上风电的逐步发展，

之前被诟病的海上风电前期工作的复

杂性正在逐步得到改进，各省区海上风

电规划也将初步出台和明确，而电价则

成了制约海上风电发展的主要因素之

一，制约着整个产业链的健康可持续发

展，希望政府组织有关专家及机构分析

和评估，尽快能制定合理的电价政策，

引导我国海上风电进入良性发展的快

速通道。（本文观点仅为个人观点，不

代表任何组织和公司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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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国风电行业的快速发展取得了

巨大成就。但是，随着行业发展的深入，

快速发展期存在的一些问题不断涌现。

由于从业人员行业理念的偏差，企业

运作机制与风电发展不相应 ；行业标

准还不够完善，供应商、业主与生产

厂家之间的权责不清，拖欠款问题严

重。某些配套厂家转行或倒闭，直接

影响到风电行业的正常发展。

1 风电行业问题分析

1.1 风电机组国产化所存在的问题

为了降低风电机组的生产成本，

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风电机组

应该国产化。但是，国产化的产品如

果不能保证质量、更新技术，只是一

味降低设备成本，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例如，某型号 1.5MW 风电机组

主轴轴承，国外知名品牌价格约为 10
万左右，而国产价格不到它的一半。

如果国产主轴轴承的实际使用寿命只

能达到进口件的一半甚至更短，那么

故障更换时，除支付轴承费用以外，

还需要吊装、运输、更换等费用，价

格大约在 40 到 60 万左右，再加上更

换期间的发电量损失，总的损失超过

百万。

风电机组部件的国产化需综合考

虑。比方说，控制器是机组的核心部件，

就降低产品价格、知识产权保护以及

控制器的新功能升级来说，机组控制

风电行业问题再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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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在国产化道路上有很大的优势。但

是，控制器是风电机组的“大脑”，在

运行实践中，其软件的完善程度不仅

关系到机组的正常运行，还关系到使

用方便、部件损坏、甚至机组安全等

问题。如果软件设计不当，可能造成

机组的故障几率增加、效率低下 ；控

制或参数不当会造成交变载荷或极限

载荷增加使部件寿命缩短，或损坏。

某些国外知名厂家的机组控制器，

由于开发时间早、使用时间长，在实

际使用的过程中，其软件、硬件不断

完善。这样的控制器功能齐全、设计

完善，并且能够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相比之下，国产控制器由于开发时间

晚，其硬件比早期开发的进口控制器

先进，但却忽视了软件的完善和现场

使用的优劣，对这些控制器不适当的

更换或改造，不仅浪费资源，而且最

终也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1.2 风电机组容量与叶轮直径有过

度增大趋势

风电机组设计者的目标是以最低

的成本产生电能，就此目标来看，机

组容量是否越大越好？叶轮直径是否

越大，发电效率越高？

对火力发电机组来说，在一般情

况下，机组的容量越大，初参数越高，

效率越高，在设计技术和制造工艺允

许的情况下，开发大容量，无疑有利

于机组经济性的提高，一般来讲，开

发末级长叶片使机组的功率、效率均

会增加，而叶片重量和自然条件对发

电效率的影响均可忽略不计。然而，

对风电机组来说，影响效率的因数众

多，更为复杂，在确定机组叶片的长

度和容量时，应全面分析综合考虑。

究竟需要多大容量的风电机组才

能使发电成本最低，这个问题已经持

续争论了很长时间。大型风电机组的

支持者喜欢规模经济性理论以及风速

随高度增加的原则来论证他们的观点。

另一个阵营则引用“平方 - 立方法则”，

即获得的能量随风轮直径平方的增加

而增加，而风轮质量（同时也是成本）

随其立方而增加，这是该阵营支持者

所提出的观点。

事实上，这两个观点都是正确的，

而且在规模经济性和考虑风切变效应

的“平方－立方法则”之间存在折中，

这种折中可以通过简单的成本模型来

进行研究 [1]。

风电机组设计者的目标是以最低

的成本产生电能，决定风电机组成本

的关键是机组容量。而机组成本又要

受到当时的技术水平、机组所处环境

条件的制约和影响。 
风电机组的容量决定了达到额定

功率时的风速（即额定风速）。如果容

量太大风电机组很少会达到额定功率，

这样传动链和发电机的成本将不再用

发电量调节。另外，如果容量过小低

于最佳情况时，风轮及其支撑结构的

成本则会过多地依赖于发电量 [1]。

1.5MW 机组与 5MW 机组的满负

荷风速值相差不大，在满负荷风速以

上时，两种机型发电功率等于它们之

间的两额定功率之比 ；当低于额定风

速段时，在同一风速下，机组的实际

发电功率比就不一定等于其额定功率

比，而对年发电量贡献最大的主要是

低于额定功率风速段，每千瓦的年发

电量不仅由机组性能决定，还受到环

境、气候条件的影响。因此，为了使

发电成本更低，在选择机组容量时考

虑的因素很多，不仅要考虑每千瓦的

市场价格，还应该考虑每千瓦的年发

电量、风电场附属设施的成本、浇筑

基础成本、占地成本、维修、维护成

本等因数。最终，使机组 20 年（甚至

更高年限）的度电成本最低，投资者

获得最大的收益，这才是我们所应该

追求的目标。

由于风电机组直径的增加会影响

湍流强度的横向、纵向长度，风速作

用在叶轮上的不平衡载荷会使实现最

大 Cp 值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在某一

时刻如果桨叶的一部分处于最佳攻角，

那么其他部分就不会处于最佳攻角 [1]。

从这一点来讲，叶轮直径增加，无论

摄影：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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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于部件损坏、机组寿命，还是提

高机组效率都没有好处。

因此，研究额定功率和风电机组

扫风面积之间的关系（风电机组的比

功率），对批量生产是很有意义的 [1]。

对于相同额定容量的风电机组，

叶轮直径增加，在高风速段确实能增

加发电功率与机组的发电量，但是，

在其他部件质量不变的情况下，随着

叶轮直径的增大，机组的交变载荷增

加，故障几率增加，利用率降低，又

会使机组将来的维修、维护费用增加、

发电量降低。这样，可能使得叶轮直

径增加所带来的好处，难以弥补由此

而带来的损失，因此，在增大叶轮直

径时，还应充分考虑未来的收益和潜

在风险，叶轮直径并不是简单地越大

越好。

在开发大功率风电机组时，其容

量也不是简单地越大越好，在确定机

组容量时，应对叶片的长度、数量、

重量以及最佳风轮转速、噪声、视觉

效果以及长期的维修、维护成本等进

行综合评估。机组容量应根据风电场

的实际情况与当时技术水平稳步前进。

在大容量风电机组投入批量生产以前，

应经过多方论证和现场检验，推进风

电机组的大容量。

1.3 风电行业运营、研发、管理人

才匮乏

在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下，短时

间内国内的风电项目迅速增长。与火

电、水电相比，风电制造业进入行业

的门槛较低。基于抢市场、夺先机的

思想，我国绝大部分风电生产制造厂

都采取引进技术快速进入市场的手段。

有不少企业经营风电产业是从零

开始，并规模迅速扩大 ；原有风电企

业引进了先进大功率机组的技术，规

模也迅速扩大。

一方面，由于国内风电的规模成

指数扩大，造成人才需求的增加 ；另

一方面，在国内大规模发展风电以后，

生产厂家一般都引进了高技术含量的

变速变桨恒频双馈，或变桨变速恒频

直驱兆瓦级大功率机组，其技术难度

大大增加，以前的风电人才亟需知识

更新，不少“风电专家”也需要更新

技术和观念以适应风电的发展，这从

另一侧面又造成风电人才的匮乏。

在风电机组研发方面，缺乏真正

有实力、设计经验丰富的研发人才。

由于风电发展快，时间短，引进技术

后就进行大规模生产，合格的风电技

术和管理人才还没来得及培养，机组

已经大量地投入了市场。有不少技术

和研发人员对本企业所引进技术还未

能充分地理解就已担当了单位的重任，

这使得对国外技术的消化、吸收以及

新产品开发大打折扣。浮躁和赶进度

心理造成机组部件，或参数没有经过

充分地验证就大规模地用于现场。

例如，对软件开发人员来说，风

电机组控制器开发不仅需要编程的能

力，更需要有丰富的现场经验以及对

风电技术的充分认识和理解。不少风

电机组控制器的编程人员缺乏现场经

验，没有考虑现场判断、处理故障所

需的技术手段，这样，在现场判断和

处理故障时极为不便。

按照风电机组的设计和运行理念，

机组应是在无人监管下自主运行。因

此，远程通讯及其功能显得尤为重要。

某些国外品牌的风电机组，可以把机

组控制器和变频器的所有数据通过风

场通讯分别传到后台，通过数据上传，

在异地可通过远程分析、诊断故障，

甚至排除机组存在的部分故障，这给

现场服务和管理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如果风电设计人员缺乏实践经验在开

发初期考虑不周，以后要增加类似的

功能变得极为困难。

对引进技术不能充分地消化、吸

收，对机组安全缺乏足够的认识，加

之急躁冒进，都是导致 2010 年前后不

少风电场倒机、烧机事故发生的重要

原因，现在所暴露的一些问题也与当

时对技术理解不足有很大关系。

根据国外知名风电企业的研发、

生产与运维经验，现场实践是培养风

电人才的摇篮。由于中国风电起步较

晚，并在短期之内大规模发展，从业

人员缺乏现场知识和经验，这种状况

在短期内还难以消除。

不少生产厂家和运营企业是从别

的行业转行做风电，并按照其他行业

理念设置公司机构，这大大影响了风

电企业的发展。如果领导层、决策层

仅仅照搬其他行业的管理经验进行风

电机组的生产与风电场运作，其企业

机制难免与风电的要求不相适应。风

电场一般都远离决策、技术中心，容

易造成现场实际情况与研发、决策层

脱节。这必将制约企业的发展，影响

风电机组的技术进步和完善。

风电是实践性很强的行业，风电

机组的工况是露天，不同的地方的风

况和环境可能差异很大，不少的管理

决策和技术更新需要结合现场的实际

情况。

1.4 认识偏差造成风电机组预验收

和质保交机困难

风电属于新兴产业，由于行业标

准与规范问题 ；机组生产厂家和业主

之间的问题、从业人员对风电机组认

识的偏差问题，机组预验收和质保交

机困难。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预验

收和质保交机过程中对风电机组功率

曲线的认识问题。

不少的从业人员在风电机组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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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曲线的认知方面存在诸多误解 ；

在风电机组的验收方面，缺乏完善的

标准体系和检测认证体系，这都导致

了风电场的运营和质保交机时产生了

许多不必要的纠纷 [2]。

1.4.1 对机组预验收的误解

有的风电售合同中规定 ：机组在

“试运行”阶段要求其功率曲线达到合

同要求值。在“试运行”阶段，如果

功率曲线不达标，机组就不能通过预

验收。

从实践来讲，风电机组实际运行

功率曲线的形成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

过程，短时间内机组不能形成较为完

整、准确的功率曲线。

GB/T18709-2002《风电场风能

资源测量方法》规定，风电场风能资

源测量时，测量数据的采集应满足连

续性和完整性的要求。现场测量应连

续进行，不应少于 1 年 ；现场采集的

测量数据完整率应达到 98% 以上。采

集数据的时间间隔不宜超过 1 个月 [3]。

在正常情况下，“试运行”的时间

一般为 10 天左右，因此，在“试运行”

阶段，要求机组在自然条件下形成较

为完整、准确的功率曲线是不现实的。

有的销售合同中规定机组的“试

运行”需通过“250 小时无故障运行”。

从机组的运行实际来讲，可能因为风

电场，或电网的原因造成机组报故障

停机（如 ：振动、电网故障等），此时

的故障并非由风电机组自身造成的。

这样的规定，不仅增加了现场执行的

难度，而且，也有悖于机组运行的基

本现实。从机组运行的一般规律来看，

在“试运行”阶段，机组的故障几率

通常远高于进入质保期后的“正式运

行”阶段。因此，“试运行”的验收标

准不应高于“正式运行”要求的合同

指标。也就是说，“试运行”期间的机

组利用率不应高于进入服务期后的风

电机组利用率标准。机组“无故障运

行”即：利用率 100%，这显然高于“正

式运行”标准。

1.4.2 质保交机过程中的功率曲线

保证问题

在风电设备的合同中一般有这样

的规定，在质保交机时，当机组的运

行功率曲线值低于合同保证值 5% 时，

机组生产厂家需按合同的规定进行赔

款。由于功率曲线的形成的复杂性以

及对其认识的偏差，造成双方争执不

断，质保交机困难，生产厂家的设备

款和质保款难以收回。

某风电场有 11 台某生产厂家生产

的 1.5MW 风电机组，2008 年全部投

入运营，且利用率较高，由于这 11 台

机组的平均年发电量比该风电场某一

国外生产厂家 1.5MW 机组发电量低，

业主认为这些机组的功率曲线有问题。

据现场观察，该风电场机组之间距离

较近，某生产厂家机组的塔筒高度为

70 米，国外生产厂家机组的塔筒高度

为 85 米，机组之间的尾流影响严重，

机组发电量较低主要是风电机组间的

尾流影响所致。

从 2008 年至今，厂家多次派人

到该风电场去解释、协调，业主不接受，

并要求更换所有叶片，因功率曲线问

题争执不下，不仅 3000 多万设备欠款

没能收回，超出质保期近三年还未能

出保。

根据负载的性质，负载的大小以

及风电机组安装现场的风速、风向、

地形等情况的不同，风电机组的功率

曲线是一组而不是一条 [4]。

风电从业人员对功率曲线不理解，

导致生产厂家回款困难，资金拖欠问

题严重，有部分款项又转嫁到配件厂

家，从而使产业链运营困难。

2 应对措施及解决方案

2.1 转变行业发展与管理观念

深入调查和实践，树立正确的风

电观念。重点是转变决策层的行业理

念，建立行之有效的风电管理机制。

在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学习国

外风电企业的管理经验及行业理念 ；

理顺供应商、生产厂家、业主和电网

的关系 ；电网对风电的要求也应遵循

风电的特点 ；尽快制定、完善行业标

准和行业规范。

在培养人才和产品开发方面，与

现场实践相结合，在取得充分现场经

验的基础上进行产品改进和新产品开

发。在引进技术方面，充分理解国外

生产厂家的技术，着眼企业的长远发

展，不是短期效益，不是简单地抄图纸。

开发出的新产品要经得起现场实践的

检验。机组部件的检验、参数的设定

等应经过长时间的实践验证，而不只

是通过软件的模拟。新产品在大规模

用于市场之前应得到在现场的充分验

证，以避免出现决策性的失误。

2.2 整机商与供应商建立良好的合

作关系

风电机组部件涉及的专业领域很

多，不少部件都是外购，在采购部件时，

应综合考虑价格、质量、维修方便以

及维护成本等。如果单以低价格中标，

造成恶性竞争，使机组的整机质量下

降，远期的维修、维护成本增加。

风电机组生产厂家与供应商的关

系应该建立互信、互利，共赢、稳定

的合作关系，这样有利于提高部件质

量和整机质量。

供应商与生产厂家应建立长期、

稳定的合作关系，方能达到供应商为

生产厂家负责，生产厂家真正为机组

质量负责，把真正质优价廉的部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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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组上，生产出性价比较高的风电

产品。 
同一生产厂家的风电机组，其配

置和机型应尽量单一，这不仅有利于

部件的批量生产和采购，降低单件成

本，同时，也有利于提高机组部件的

互换性，减少备件储量 ；降低对维修、

维护人员的技术要求。这样，一方面，

有利于机组的长期维修、维护成本降

低。另一方面，更有利于保证产品的

一致性，降低风险和检验成本。

一味地追求价格低廉，相同部件

引进了多个厂家的产品，使机组的机

型和配置复杂化，会导致后期的维修、

维护、管理成本增加。因此，如果单

纯从一次性投资成本来看，早期的风

电企业确实见证了风电设备价格的一

路走低。但是，归根结底，设备价格

的降低不等于度电成本下降 [5]。

风电企业最需要形成的还是对度

电成本降低的全局观念。目前，我国

商业性风电项目还未形成 20 年的项目

经验，也没有足够的数据来测算实际

的度电成本。然而，正是由于 20 年才

能见证一个项目的度电成本，我们才

需要在每一个环节都要考虑整个周期

的度电成本，意识到度电成本的真正

含义。否则，我国风电产业实现健康、

可持续的发展，还需要走很长的路程 [5]。

2.3 生产厂家与业主的关系

风电机组生产厂家与用户建立在

合同的基础上，应该建立平等互利的

合作关系。避免因低价格竞争而影响

产品质量和行业发展。

2.3.1 规范风电机组的预验收、服

务期和机组出保

风电机组的生产、销售除了具有

一般商品特性以外，在销售之后，还

有“试运行、质保期和最终验收”，而

试运行和出质保则是容易引起业主和

生产厂家纠纷的重要环节，为了使行

业健康发展，国家可以出台相应的标

准和法规，减少纠纷。

譬如，在通过预验收的电价低于

机组“正式运行”的电价 ；国家的行

业标准，可以针对目前国内风电机型

的预验收、服务期、质保交机等容易

产生纠纷的环节给出较为明确的规定。

2.3.2 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制订和

完善行业规范

参照国际惯例和中国的实际情况

制订中国风电的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

例 如 功 率 曲 线 的 检 测 标 准，

IEC61400-12 是国际上较为通用的功

率曲线测量标准。按照这个标准可以

较为准确地测量风电机组功率曲线，但

是，规定得太细太严又不便于现场的执

行和操作。从此标准的限制条件和规定

可以看出，要准确检测机组的功率曲线

要求很高、难度很大，形成功率曲线的

影响因素很多，难以对风电场的每一台

机组按照此标准进行测量。

功率曲线是风电机组性能的一个

重要考核指标，如果机组的实际运行

功率曲线要作为质保交机的考核标准，

国家可以对此制定出较为简便易行的

现场标准，比如 ：同种配置、型号的

风电机组只需按相关标准检验一台即

可，避免业主与生产厂家之间不必要

的纠纷。

2.3.3 科学签订合同，严格执行合同

合同具有法律效力，会议纪要可

以作为合同的补充。但是，从严格意

义上来讲，单位规定和会议纪要一般

不具有法律效力。

在签订合同时，应建立在平等、

互利的基础上，不能因为生产供大于

求，致使合同成为了单方面的约束条

款 ；不能因为竞争激烈，而签订违背

风电机组的运行规律的合同条款。

在执行合同时，合同双方应尊重

合同条款。如发现合同中有不合理的

内容，需要更改，应通过合同副本的

形式来完善合同，这样以利于合同的

执行与行业发展。

不要让会议纪要、单位规定凌驾

于合同之上，随意更改合同条款势必

使不健全的市场次序变得更加混乱，

且没有法律依据。从长期来看讲，不

仅让企业蒙受损失，增添了不必要的

纠纷，这样也不利于行业的发展。

3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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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使行业内部的各企业之间相互协调、

互利、共赢以利于风电行业健康、稳

定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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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风力发电作为一种新

型能源，经历了高速发展到稳定回归

的阶段，根据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

风能专业委员会（CWEA）统计报

告，2012 年中国风电装机量装机容量

12960MW，同比下降 26.5%[1]，按照

这一数据来计算，2012 年风电叶片用

合模胶的量级约在 4 亿元至 5 亿元人

民币。风电叶片用的合模粘接对技术

的要求很高，同时也是风电叶片材料

体系中风险最高的原材料，产品性能

会直接影响叶片的后期运行服役，产

品本身的性能和现场施工工艺好坏都

可能直接导致结构胶运行的失效，出

现合模面胶体开裂、大梁上下胶体掉

落等现象。针对这个特殊的材料，本

文详细分析了中国风电叶片结构胶专

利的申请情况。

1 国内外申请人在中国专利
局申请的专利分析

中国专利文献检索系统（CPRS）
收录了自 1985 年以来在我国申请的全

部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文

献，数据全面且更新及时 ；同时，专

利检索与服务系统（S 系统）对专利

申请数据进一步深加工，标引更加全

面，因此，在分析国内专利申请状况时，

同时考虑两者的信息来源进行检索。

检索涉及的关键词主要为 ：结构

胶、叶片胶、风电胶、风力胶、胶、风能、

风力、风电、叶片等。检索涉及的国

际专利分类号主要为 C09J、C09C、

B29C、C08G 等。该检索截止专利申

请的公开日为 2013 年 8 月 31 日。

专利技术分析能直观地反映专利

风电叶片用结构胶黏剂现状
及其专利分析

曾秀妮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材料部,	北京	100088）

摘  要 ：近些年风电行业的高速发展吸引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重点关注了风电行业叶片结构胶材料的技术现状和专

利情况，包括各企业在中国申请的专利情况，以及国外领先的化工企业在中国风电市场的产品推广情况。

关键词 ：叶片 ；结构胶 ；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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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tuation and Patent Analysis of Structural Adhesives in Wind Blade 
 Zeng Xiuni

（Patent O�ce of St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ce,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Recently, rapid development of wind power industry has a�racted widespread a�ention. �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technology of 

structural adhesive and patent analysis, including the patents of various enterprises applying in China and the adhesive promotion 

of advanced chemical enterprises in China's wind power market.
Keywords: blade; structural adhesive; pa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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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在该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发展方

向，通过专利分析可以了解该领域的

技术发展脉络。下面从主要申请人的

专利申请状况进行分析。

表 1 显示了风电行业叶片结构胶

企业及其在中国申请专利的情况，可

以看出，主要申请人来自中国的企业

和研究所。下面分析这些申请人 / 企
业的专利技术特征。

北京天山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了名为“一种高强度风能叶片

粘接结构胶”[2] 的专利，权利保护该

结构胶产品 A，B 组分配方，A 组分

有环氧树脂混合物 30% － 50%，活

性稀释剂 5% － 20%，增韧剂 5% －

25%，增强材料 20% － 80%，触变

剂 1% － 20% ；B 组分有混胺固化剂

50% － 80%，偶联剂 2% － 5%，促

进剂 3% － 10%，增强填料 10% －

30%，触变剂 1% － 10%。增强后的

结构胶产品能够达到 35MPa 的拉剪

强度（0.5mm 厚胶层），剥离强度 6.5N/
mm，玻璃化转变温度 Tg 达到 75℃，

同时具备很高的触变性（50mm 厚胶

层立面不流淌）和耐疲劳性能。

上海康达化工有限公司申请了

名为“一种用于风力发电叶片结构胶

的改性环氧树脂及制备方法”[3] 的专

利，权利保护用于叶片结构胶的改性

特殊环氧树脂，树脂加入了 PU 预聚

体 10% － 30%、锡类催化剂 1%、端

胺基硅树脂 5% － 20%、SP 酚醛树

脂 1% － 10%，来增加环氧树脂基

体的韧性，改性后的环氧树脂断裂强

度提高 40% － 60%，剪切强度提高

40% － 80%，冲击韧性提高 150% －

200%，同时能保证良好的疲劳稳定性，

对玻璃钢材料粘接强度稳定性，抗剥

离等性能，适合于 1.5MW 及以上风

力发电叶片的合膜粘接。

烟台德邦科技有限公司在风电叶

片结构胶领域共申请了 3 篇专利 [4-6]，

申 请 号 分 别 为 200910015026.2、
201010226389.3、201210079968.9，
三篇专利申请侧重点不同，第一篇专

利（200910015026.2）主要特点是

在 A 组分中添加了丙烯酸改性环氧

树脂 50% － 68%，高性能导热填料

1% － 10%，稀释剂 2% － 10%，触

变剂 10% － 25%，改性后的胶黏剂

能够改善固化反应的放热峰温度特

性，同时可以提升结构胶的韧性，适

用于大型复合材料结构件的粘接，并

且能满足低放热峰温度的要求。第二

篇专利（201010226389.3）的主要特

点是添加 1% － 10% 超支化聚氨酯丙

烯酸酯，10% － 25% 触变剂，添加

剂 0.5% － 12.5%，反应稀释剂 2% －

10% 来改性环氧树脂，产品的反应放

热较为平缓，操作时间更长韧性更高，

特别适用于大型复合材料结构件粘接。

第三篇专利（201210079968.9）选

用了一种新固化剂体系，包含催化剂

1% － 10%，聚酰胺 50% － 68%，预

聚物 10% － 20%，可使结构胶在室温

（21℃－ 25℃）下 10h － 24h 固化，

取消了加热固化工艺，有利于客户节

约加热产生的功耗，结构胶在常温固

化后的拉剪强度也能够达到 20MPa
以上。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

司和无锡天奇竹风科技有限公司两家

企业本身是做风电叶片，对叶片的制

作工艺和用胶要求了解较为深入，前

者的专利 [7] 提出在 A、B 组分中均加

入 10% － 45% 粉末状和 5% － 30%
纤维状填料来提高结构胶强度和防开

裂性能，并且具备低成本的优势 ；后

者专利 [8]提出除了传统的A、B组分外，

增加了 20% － 40% 填充剂和 30% －

50% 填封剂两个组分，这四个组分可

以根据不同企业的实际生产需要进行

调控，保证叶片合模速度及生产效率，

剪切强度平均值达到行业标准，同时

降低了生产成本，产品具有优良的耐

腐蚀性能、耐热性和化学稳定性，产

品密度更低，有利于减轻叶片重量。

达森（天津）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联合申请的发明

专利 [9]，其主要特点是采用目前世界

领先的碳纳米管增强结构胶，添加碳

纳米管增强液 5% － 15%，该增强液

主要由活性稀释剂、表面活性剂与功

能化碳纳米管组成，可以使增强材料

表1 国内外主要申请人在中国申请专利情况

排名 公司名称 申请数 机构类别

1 北京天山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 企业

2 上海康达化工有限公司 1 企业

3 烟台德邦科技有限公司 3 企业

4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 1 企业

5 无锡天奇竹风科技有限公司 1 企业

6 达森（天津）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 企业 / 学校

7 黑龙江省化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1 企业 / 研究所

8 广州秀珀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 企业

9 镇江市电子化工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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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体中达到纳米级分散，优势是加

入的填料量很少，却可以获得高性能

的结构胶产品，具有良好的触变性和

浸润性，适用期长，在 60℃－ 70℃下

固化后，耐热性、抗冲击性、剪切强度、

剥离强度全面提升，在低温下依然保

持较高的韧性，有效防止应力集中和

疲劳载荷引起的裂纹形成及裂纹扩展

问题。

黑龙江省化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

司的发明专利 [10]，特点是采用了特

种聚氨酯的羟基封端聚氨酯增韧剂和

新型增韧型固化剂，包括聚酰胺固化

剂 40% － 60%，新型增韧型固化剂

10% － 30%，玻纤 5% － 15%，触变

剂 5% － 15%，触变剂助剂 0.1% －

0.5%。最终的叶片胶产品具有极好的

韧性，可抗高低温冲击，并且产品的

适用期更长。

广州秀珀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的专利 [11] 采用层状硅酸盐插层的方

式，制备风电叶片胶，主要对结构胶

的 A 组分进行了改性，包括双酚 A 型

环氧树脂 50 至 100 份，双酚 F 环氧

树脂 30 至 65 份，活性稀释剂 8 至 30
份，改性层状硅酸盐 4 至 25 份，硅

烷偶联剂 2 至 15 份，触变剂 2 至 25
份，增韧剂 8 至 35 份等，层状硅酸盐

插层技术在作者之前的专利分析中有

详细分析和总结 [12]，采用这种技术增

强的叶片结构胶具有更高的拉伸强度

（53MPa）和拉伸模量（5.2GPa），抗

冲击性更优异。

镇江市电子化工材料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申请专利是一种叶片修补用的

环氧粘接剂 [13]，与市面上的结构胶相

比，该款修补胶的特点是常温下固化

迅速，可在 5℃－ 15℃，10 至 30 分

钟内快速固化并达到一定的强度，特

别适合于风电叶片的缺陷修复。

2 叶片结构胶市场应用情况

2.1 国外结构胶企业

国外品牌结构胶在风电叶片市场

上的应用也占据很大比重，这些国际

厂商并未在中国申请专利保护，下面

针对几家大的厂商做简单介绍。

（1）迈图专业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迈图（Momentive）专业化学股

份有限公司（原 Hexion）生产的环氧

结构胶体系，被广泛应用在风电市场，

以其性能卓越、品质稳定而受到客户

的广泛认可，在市场上保持着极高的

占有率。在国内胶粘剂企业未介入风

电行业前，基本由迈图公司一家垄断

结构胶市场，经过欧洲市场几十年风

电叶片的实际服役验证，迈图公司的

产品深受客户信赖，具有韧性好，放

热量小，自脱泡等优秀性能。经过这

几年的激烈市场竞争，迈图产品虽然

价格依旧最高，但是凭借其优秀的产

品性能依然占据结构胶市场的半壁江

山，比如国内叶片龙头企业中材科技、

中复联众、国电叶片等都是迈图产品

的忠实用户。特别是国内叶片企业更

大叶片的新叶型都会优先考虑使用迈

图结构胶产品进行试制，这也与迈图

公司不断追求新技术高度，新的领先

工艺有很大关系。

（2）陶氏化学（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

陶氏（DOW）化学（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生产的胶黏剂在中国风电市

场已有几年的应用时间，产品具有较

高的弹性模量，Tg 值高的突出优点，

同时产品的黏度，触变性，放热峰等

方面也表现优异。相对迈图产品来说，

比重较大，高低温下韧性不好可能是

其为数不多的劣势，依靠其产品突出

的性价比，在很多风电企业应用良好，

比如东汽风电、南通东泰、时代新材

等叶片企业，是目前迈图公司的主要

竞争对手。

（3）汉高（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汉 高（ 中 国 ）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Henkel）是全球最大的胶黏剂生产

企业，其推出的叶片结构胶属于聚氨

酯体系，该体系的优势可实现常温固

化，缩短叶片结构胶后固化时间，同

时其突出的韧性能够降低叶片应力开

裂风险。汉高结构胶产品在国电叶片

进行过系列的试验和试制验证，具有

应用案例，但是可能目前国内的叶片

企业还无法接受聚氨酯体系的结构胶

产品，大批量推广一直未能成功。目前，

摄影：石超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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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kel 也推出了系列化产品——叶片

修补胶，在叶片填缝粘接和后期维护

方面获得了市场认可和批量使用，无

论在叶片出厂前修复，还是后期在风

电场运行修复，都具有很好的应用口

碑，是汉高集团在风电市场上新的增

长点。

（4）依工（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依工（中国）投资有限公司（ITW）

向风电市场推出了丙烯酸酯类结构胶，

具有可常温固化、操作时间长、韧性好、

剥离和疲劳性能优异等特点，但是丙

烯酸胶本身气味大，刚性差，放热量

大等缺陷阻止了该类结构胶的市场推

广。目前在国内以中小叶片为主，在

重庆通用叶片企业的 750kW 叶片上有

成功应用案例，其提供的系统化解决

方案，包括设备，工艺和服务，可以

很大程度上提升叶片制作效率，减少

叶片成本，在兆瓦级叶片上目前还没

有成功的推广案例。ITW 公司在风电

售后市场也推出了丙烯酸体系的修补

胶，在 LM 叶片公司的售后市场拥有

稳定的销量，应用口碑也较好。

2.2 国内结构胶企业

目前国内叶片胶市场有批量化使

用案例的有上海康达，北京天山新材

料和烟台德邦，从推广程度来看，上

海康达无疑占据了技术和销售上的先

机，进入风电市场最早。经过几年的

运营，上海康达已经占据了近 30% 的

市场份额，在国内大型叶片企业基本

都有应用案例，比如中材科技、中复

联众、国电、时代新材等占比份额都

很大，获得了客户的认可，近几年康

达公司也在叶片胶方面加大技术方面

的投入力度，在叶片胶性能提升和降

成本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给国内

叶片企业的国产化和降成本做出了突

出贡献，凭借风电行业近些年的快速

增长，上海康达也完成了上市，获得

了很好的发展机遇。

北京天山新材料也有一定的客户

群资源，先后在南通东泰，中科宇能，

时代新材等客户处试制叶片，最早在

南通东泰的叶片已经在风场运行至

少 2 年时间，并于中科宇能合作完成

52.3m、3MW 级大叶片的静力和疲劳

试验，在客户处也具有良好的口碑。

烟台德邦在风电行业一直表现的

较为积极，其获得了国家 863 叶片国

产化材料的支持，在中材科技也有叶

片胶应用案例，同时在中科宇能有 2
年稳定供货经验，也在积极的与其他

叶片厂联系并拓展业务。

3 总结及展望

针对胶黏剂的细分市场，风电行

业的叶片结构胶无疑是用量很大的应

用点，国内外各家企业都非常关注该

市场，并力争占有一席之地，国外企

业拥有更成熟的技术力量和产品，对

叶片的设计和工艺方面理解更为深刻，

这也是我们国内企业所欠缺的，同时

可喜的是，我们应该看到国内结构胶

企业在奋起直追，依照国外公司的产

品和技术为方向，进行自主研发技术

的突破。这点我们从专利的申请上可

以很清晰地了解到。此外，国产化的

产品具有更好的性价比，为国内叶片

企业的国产化降低成本、供应商选择

都做出了突出贡献。从叶片厂家来看，

也应该提倡支持国产化企业的发展，

这样才能带动整个风电市场及产业链

的全面发展。

在此基础上，本文对风电行业叶

片结构胶尤其是国内企业的应用技术

现状及专利做了总结和分析，详细介

绍了各申请人的发明专利特点，同时

对目前市场上推广使用的国内外结构

胶产品做了简单介绍，希望可以对国

内风电领域的企业和研究人员起到一

定的帮助作用，促进整个风电行业向

良性方面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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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风电场工程建设过程深入进

行，建设单位对提高工程质量、加快

施工进度及降低资金投入的要求越来

越高。但是在建设中存在诸多问题，

如勘测设计周期较短，施工期、建设

期也很短，并且多与施工图阶段设计

同步进行 ；涉及的专业多，如测量、

风能资源、勘察、电气、土建、消防、

环评水保、概算财评等；参加的单位多，

由政府主管部门、项目建设单位、设

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设备

供货单位等多个单位，在较短的时间

内来协作完成审批、勘测设计、招投

标及施工建设工作，其难度可想而知。

建设期结束是漫长的运营期，设

计为 20 年。运行维护期会慢慢地暴露

出方方面面的问题，进而影响项目收

益预期，这又使得建设单位对风电建

设前期阶段的管理进行细化，对各个

阶段存在的管理、技术工作进行思考

和总结。

1 风电场建设阶段划分

1.1 阶段划分及所含技术内容

由风电场项目开发之初至工程建

设投产，加之运行维护，风电场建设

大致可以分为项目开发阶段、招标设

风电场建设中的勘测设计工作及其优化
方法分析

张长存

（北京中节智行能源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北京	100044）

摘  要 ：针对风电场建设阶段多、参与单位多，后期会暴露出诸多问题的现状，本文从建设阶段划分及技术联系入手，把

建设中的各个阶段的设计工作看成一个整体。着重对获取勘察、测量等基础设计资料，对风电机组布置、基础方

案的优化方法进行了分析，以期减少项目后期运行中的隐患，带来管理上、效益上的更大收益。

关键词 ：阶段特点 ；勘测 ；设计 ；技术优化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4）01-0066-04

Analysis of Survey Design and Optimization Method about
Wind Farm Construction

 Zhang Changcun
（Beijing Zhongjiezhixing Energy Technology Consulting Co., Ltd.,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 Many companies work in more than one wind farm construction stage, many problems will be generated  in the process.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is paper started from the construction stage division and the technical contact, considered the various 

construction stages of the design to be a whole. It emphatically analyzed optimization  method of obtaining basic design data of 

survey, wind turbines' layout and foundation scheme . �en it can reduce the hidden trouble in operation of the project, also bring 

greater returns in management and bene�ts.
Keywords: phase characteristics; investigation; design; technology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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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及施工设计阶段、施工建设阶段及

运行维护阶段等。每个阶段均对应不

同的勘测设计内容，如表 1 所示，而

同一个技术问题在不同阶段又大多会

有所涉及。以风电机组布置、设备采用、

基础型式等技术问题为例，在可行性

研究阶段、初设、施工图阶段及后期

建设、运营期均有涉及，只是成果精

度存在差别。

1.2 阶段特点及技术联系

1.2.1 阶段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表 1 中各个阶段具有不同特点和

重点。一般把项目核准前定为开发阶

段，重点是项目可行性、核准。通常

把招标、投标、初设、施工图设计及

施工，定为施工建设阶段，重点是建设、

入网、发送电。把运营阶段定为运行

维护，重点是正常运行、送电、收益。

实施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工作重

点不同，负责的部门也会有所不同。

可见，风电场建设由规划开始至建设

完成后的运营期止，这种不同阶段、

不同公司的不同着重点，决定了前期

工作很难兼顾到其他部门的后期工作，

很难将整个项目建设当成整体来抓，

因此当风电场运营一段时间后，可能

会逐渐暴露出发电量偏小、设备故障

多、风电机组基础存在安全隐患等问

题。不难发现，运营期间出现的问题

在前期均有涉及，只是没有被参与的

不同的公司、部门当成重点来做，或

者存在侥幸心理进而把问题遗留下来。

1.2.2 技术联系

对各个阶段所涉及的技术问题进

行分析时会发现 ：

（1）前期预可研、可研阶段的地

质、地形、气象条件、测风数据等基

础资料，决定了风能资源评价，并由

此来选择发电机机型，计算发电量。

其后至施工图设计前，会根据前期这

些基础资料进行微观选址工作，确定

具体机位，来细化发电量、评价风电

机组安全等。

（2）根据前期预可研、可研阶段

的地质、地形、地灾等基础资料，初

步确定风场建筑（构筑）物、风电机

组等基础的设计方案，根据这些资料

来选择持力层、基础型式等，进而影

响施工组织设计及工程概算结论。施

工图阶段仍需进行进一步的勘测设计

工作，精度会更加详细。 
这就要求不同阶段的相同设计问

题的结论应该一致，必须把各个阶段

的技术工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来做，

不同公司（部门）应把不同阶段的技

术问题重视起来，避免后期结论对前

期产生颠覆性意见或有较大变动。

2 勘察测量等基础技术工作

2.1 勘察技术工作

2.1.1 工作依据

与勘察设计相关的主要规程、规

范共有约 20 余个，此类规范涉及岩土

建筑、水利水电、电力及风电等多个

勘察设计行业，而现阶段却未有专门

针对风电场的勘察规范。

风电场中，就变电站而言，占地

约 1 公顷，岩土工程、水利水电工程、

变电所勘测规范中均有涉及，以变电

所规范为主。就风电机组基础而言，

涉及范围一般为 10 km2 － 25km2，

可研阶段区域地质问题尤其重要，以

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为主。

2.1.2 风电场地貌分区

在不同省（市）地区的不同的地

质条件建立风场，在前期勘测设计阶

段可按地形地貌条件把风电场简单划

分为山地丘陵区、山麓斜坡区、平原区、

滩涂区及滨海区。

基于地形地貌的变化，可以对电

场的风电机组机位、建筑物区及道路

修建情况有所判断。例如在山地地区

修建风场时，交通道路的投入可能会

表1 风电场建设及运营期涉及设计内容

阶段分期 里程碑标志 技术文件 主要内容 阶段特点

项目开发 至项目核准
预可研、可研阶段勘测设计

报告

地质、地形、气象条件、测风数据、

土建、电气、消防、环评水保、安

全、概算财评等

项目盈利

初设及施工

设计

至各项工作具备开

工建设条件

初设、招标、施工图勘测设

计文件及图纸

同上，侧重于施工组织设计、施工、

设备、概算等
设计、设备、施工具体化

施工建设 至竣工验收、移交 设计变更、竣工图 同上，变更内容及细化图纸 设计方案的施工实施

运行维护 至运行期满 技术服务条款
设备、建筑物、构筑物维护，含发

电量、设备质量、建筑物安全运行

时间长，事项多，注重风场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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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 ；平原区进行风场建设时，风电

机组基础可能是桩基等。

2.1.3 地震作用

地震是地壳聚集的能量于破碎地

带强烈地释放。具有巨大的破坏作用，

相同条件下，山区破坏会存在放大效

应，不利地段可达 1.6 倍 [1]，这必然

会加大建筑的不稳定程度。

2.1.4 岩土地质参数

以上内容主要为定性的评价，做

好工程设计还需要定量的稳定计算。

例如风电机组高耸，具有承受 360°方
向重复荷载和大偏心受力的特殊性 [2]。

要分别提供以下地质参数 ：

（1）承载力：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2）抗滑力 ：粘聚力及摩擦角 ；

（3）抗变形能力 [3] ：压缩（变形）

模量。 
2.2 测量工作

2.2.1 工作内容

测量成果一般包括地形图及测量

技术报告书，是工程设计中最基础的

资料。测量成果提供了场区内建筑物

绝对的空间坐标，如机位、变电站位置、

杆塔位置等点位 ；并展示了它们的相

对关系，如集电线路、道路及建筑物

位置等。

2.2.2 阶段要求

在预可研、可研阶段以小比例尺

地形图为主，比例为 1 ：50000 － 1 ：

5000[4]，主要针对整个风电场区。

在初设、施工图阶段以较大比例

尺地形图为主，一般为 1 ：2000 － 1 ：

100，主要针对机位、道路、变电站区、

集电线路。

上述图件涉及场区范围、机位、

道路等内容，在风资料评价、征地、

施工中均有应用。

2.3 其他

测风资料、气象、水文资料亦均

为基础技术资料，由于风电场范围较

大，资料应用过程中其代表性受观测

点位置的影响。前期预可研、可研阶段，

会对测风数据进行软件分析。运行维

护期，有时会在风场内进行风力观测，

并参照发电量情况，对前期结论进行

修正，亦可为今后工作积累经验。

与测风资料、气象资料获取相比，

勘测工作在建设期专门投入的人力、

物力会更多，对专业队伍资质的要求

会更严格，对从业技术人员现场经验

的要求会更高。

3 设计优化方法

设计优化，首先就是在不同设计

阶段，采用不同勘测精度的基础资料进

行设计时，使设计最优，这种前后不同

阶段最优设计的差别应该是详略的不

同，不应该是方案上颠覆性的改变。

其次，当施工期勘察后及现场开

挖揭露后，最直接的工程地质条件展

露出来，提高了设计基础资料的精度，

即在原来的最优设计基础上，后期还

可以对其进行优化。这种优化设计以

安全、经济为目的，一般可以通过修

改设计来节约投资。但是，当发现存

在安全隐患时，会追加处理措施，即

优化设计有可能加大投资。

这种在现有资料基础上的使设计

最优化，及获得进一步资料后对原有

设计内容的优化设计，主要表现在风

电机组机型选择布置及建（构）筑物

基础设计方案上。

3.1 风电机组机型选择及布置

在 可 研 阶 段， 根 据 风 能 资

源评价参数及国际电工协会标准

IEC61400 － 1(2005)，选用风场适宜

的机组类型，如表 2 所示，根据风功

率曲线对现有机型进行初选。再根据

风场地形情况布置风电机组，最终综

合考虑发电量、经济指标、施工难度

等因素来确定机型及轮毂高度。

上述工作大多根据地形图、地类

图、测风资料、风电机组参数在室内

初步完成的，为了排除初定机位是否

可行的不确定性，因此在施工前需要

进行微观选址工作。微观选址后的机

位，排除了不良地质条件、地类、矿

产开挖、施工、地物阻挡等不利因素，

减少了后期大规模移动的风险，计算

出来的发电量、经济指标更接近实际，

因此微观选址工作尤其重要。

3.2 建（构）筑物基础

3.2.1 本阶段基础方案的设计优化

风场建（构）筑物基础中风电机

组基础方案最受关注，主要分为天然

扩展基础及桩基基础两大类。预可研、

可研阶段的技术方案，多是在区域的

及局部点上的勘测成果得出的。只有

施工图设计阶段，针对每一个风电机

组、每一个建筑物进行勘测后，才能

表2 各等级风电机组选型的基本参数

风电机组等级 I II III

基准电压 (m/s) 50 42.5 37.5

A   湍流强度 I15 0.16

B   湍流强度 I15 0.14

C   湍流强度 I15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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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有针对性的最优设计。

可见，在 10km2 － 25km2 的面

积上进行建设，受工程地质条件复杂

程度、勘探方法、勘测水平的影响，

勘测设计者的能力水平会直接影响勘

测设计成果的客观性、准确性。

3.2.2 对前期基础方案的优化设计

对前期最优设计方案的再优化工

作建立在两点基础之上 ：⑴设计所需

的基础资料增加了更详尽的内容，或

者前期设计所需的基础资料得到了工

程实际的证实 ；⑵优化后的设计成果，

能在接下来的工程施工中得到及时的

采用。因此，对于同一工程来讲，优

化设计大多专指建（构）筑物基础设计。

以某海边滩涂地区风电场为例，

如图 1 所示，地层岩性主要为 ：（1）
粉砂，稍密—中密；（2）残积粉质粘土，

场地中局部分布，与粉砂层均不适宜

作为拟建建筑物天然地基持力层 ；（3）
强风化砂岩带，裂隙发育，力学性质好，

可作为拟建建筑物桩基础桩端持力层。

根据前期勘察资料，风场中粉砂、

粉质粘土覆盖厚度大，可研设计中基

础类型采用桩基础，桩长一般为 20m。

在后期对风电机组基础地层进行查勘

时，发现个别风电机组下出露基岩，

如图 1 所示，且上覆土层 3m － 4m，

可采用天然扩展基础，不必均采用桩

长 20m 的桩基，有进一步优化的可能。

4 结论

前期勘测设计工作中的技术问题，

如同项目整体中的“血脉”，既溶汇于

各个专业之间，又贯穿于各个阶段之

中。管理者需要把建设中的各个阶段

看成一个整体，统一对待技术问题，

慎始慎终，以到争取最优的结果。

如今，多个风场的建设使管理人

员日趋成熟，并逐渐把风场建设的各个

环节统一来看、整体来看，这种管理上

统一性、整体性的高度把握，加之对技

术设计优化的一致性追求，必然带来

风电场建设管理、技术上的双重突破，

也会带来效益上的更大收益。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 建筑抗

震设计规范 GB50011-2010. 北京 : 中国建筑

工业出版社 ,2010.

[2]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 . 风电机组地基础设

计规定（试行）FD003-2007. 北京 : 中国水

利水电出版社 , 2007.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 建筑地

基基础设计规范 GB50007-2002. 北京 : 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2.

[4]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风电场工程前期工

作 管 理 暂 行 办 法（ 发 改 办 能 源 [2005]899

号）,2005.

收稿日期：2013-12-19。

作者简介：

张长存（1971-），男，本科，高级工程师，

注册土木工程师（水利水电工程），参与十几个大、

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及百余个风电场、光伏场区工

程地质勘察、审查、咨询及建设工作。 

图1	基础地层中土层与岩体

摄影：青阳



风电场 | Wind Farm

70  风能 Wind Energy 

0 引言

我国风能资源丰富的“三北（东北、

华北、西北）地区风电装机量已达到

一定规模，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

我国将逐步开发高海拔、低风速和海

上等区域的风能资源。贵州地区属于

云贵高原，具有海拔高、气温低等特点，

另外雾凇、冰冻、雷暴等特殊气候条

件及道路运输条件的限制，在该地区

建设风电场，在机组选型、风电场设计、

施工以及生产运行都具有一定的特殊

性，只有采取相应的措施才能保证风

电场生产运行的安全性和经济性。

1高海拔地区风能特点

由于各地空气中水蒸气含量不同 ,
地势高低与地形地貌不同 , 因此风力的

强弱和方向具有季节和时间的规律 [1]。

空气密度是决定风能大小的重要

因素之一，而空气密度取决于气压和

温度，它与海拔的高度有关。因此，

在发电量计算时要考虑海拔对风能的

折减。另外，低空气密度将导致机组

额定风速的提高，可能造成风电机组

未达到满发就进入失速的情况，因而

需要专门计算预设桨角。

2 高海拔地区风电机组出力
特点

贵州地区海拔高，冬夏气温相差

贵州地区风电场建设探讨
周鹏，苏萌

（中能电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北京	100034）

摘  要 ：贵州地区地处云贵高原，具有海拔高、气温低、凝冻天气频发等特点。在贵州地区建设风电场，对风电机组机型、

电气设备等都有特殊要求。另外，贵州地区的喀斯特地貌岩溶发育、峰丛地貌普遍，给风电场的建设也带来一定困

难。本文通过对贵州地区风能资源特点及地质地貌的分析，探讨了其对风电场建设的影响，并给出了相关施工建议，

对贵州地区风电场建设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键词 ：云贵高原 ；凝冻 ；风能 ；喀斯特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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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f Wind Farms Construction in Guizhou Province
Zhou Peng, Su Meng

（Zhongneng Power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Beijing 100034, China）

Abstract: Guizhou Province is located in the Yunnan-Guizhou Plateau,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altitude, low temperature and congelation.

Construction of wind farms in Guizhou Province has special requirements for wind turbine mode lsand electrical equipment, etc.. 

In addition, Guizhou karst landformand Peak cluster landform also brought some di�culties to wind farms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features of wind energy resources in Guizhou,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in�uence on wind farm construction, and presented the 

related construction proposal, which has a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to wind farm construction in Guizhou area.
Keywords: theYunnan-Guizhou Plateau;congelation; wind energy;Karst land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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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冬季气温低的时候空气密度增

大，风电机组出力增大，会出现过发、

过载现象 ；夏季气温高的时候空气密

度减小，风电机组出力下降，风电机

组的发电效率不能充分发挥 [2]。而且

贵州地区冬季经常出现雾凇现象，叶

片表面会形成一定程度的浮冰，从而

改变叶片的翼型和雷诺数，使得叶片

的最大升力系数发生较大变化，影响

风电机组出力。因此，在叶片安装角

度设计时需要进行一定的优化处理，

以减少空气密度变化对风电机组出力

的不利影响。

3 “凝冻”天气对风力发电
的影响

贵州地区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地

形、地势以及高海拔和频繁南下的冷

空气等因素，冬季经常出现“凝冻”

天气，对风电机组运行、输电线路和

工程施工造成很大影响。

3.1 “凝冻”对风电机组运行的影响

“凝冻”使得风电机组叶片表面产

生的浮冰会改变叶片的翼型，从而影响

叶片的升力而导致运行不稳定，因此，

在“凝冻”地区建设风电场，叶片需

要特殊设计。目前国内已经生产出了

抗凝冻的风电机组，风电机组叶片表

面涂刷的特殊材料使得水分无法吸附

在叶片上，另外风电机组里安装了低

温自动超声波热传感和热空气等系统，

可有效防止叶片表面浮冰。在这方面，

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3.2 “凝冻”对输电线路的影响

“凝冻”引起的厚重浮冰会导致杆

塔倾倒和电网运行故障，2008 年我国

南方地区的“凝冻”灾害曾导致电网

大范围“瘫痪”，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

失并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

因此，在“凝冻”天气频发的贵州地区，

输电线路建设必须考虑抗“凝冻”灾害。

架空线路容易遭受“凝冻”灾害，为

了保障电网运行安全，风电场场区配

网适合采用地埋电缆。

4 雷暴

贵州地区雷暴发生率较高，雷

电会对风电机组和升压站电气设备

造成严重的破坏。在高海拔山地，

应根据当地气象情况和国际标准

IEC61400—24 ∶ 2002《风力发电系

统雷电防护》及 IEC60305 ∶ 2006《雷

电防护》对雷击概率进行评估，就机

组不同部位防护等级进行防雷器件的

选用和工艺设计，而不能沿用国外引

进机组的原始设计 [3]。

5 贵州地区喀斯特地貌风电
场建设特点

贵州地区地形地貌为典型的喀斯

特地貌、其分布广泛、类型多样，素

以“喀斯特博物馆”称。因此，在贵

州地区进行风电场建设，设备运输、

风电机组基础施工都都具有一定的特

点和难度。

5.1 道路及设备运输

贵州地区风电场建设所在地多见

喀斯特峰丛地貌 ( 峰丛洼地、峰丛峡谷、

峰丛沟谷 ) 为主，其次发育有溶蚀断

陷谷 ( 盆 ) 地，其锥峰多、甚为陡峻，

有不少直立者形成壮观的塔峰，因此，

道路多为盘山路，坡度大，弯急，而

且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频发，这

些特点给风电场建设阶段的大型设备

及原材料的运输极为困难。

（1）由于贵州地区道路多弯，坡

陡，给风电机组大尺寸设备运输带

来很大的困难，尤其是风电机组叶

片，1.5MW 的风电机组叶片长度也在

42m 左右，道路的转弯半径往往满足

不了叶片运输车辆通过的要求，另外，

路侧的树木也会对运输造成一定障碍。

所以在运输之前，必须做详细的路勘，

特殊路段要进行改造、拆迁等处理，

但这样会产出很大的费用。目前贵州、

云南、广西等西南地区对叶片的运输

车辆进行了特殊改造，在叶片运输车

辆上加装特制的液压传动机构，并且

由控制系统实时控制。叶片可直接安

装在该机构的法兰上，不需要传统运

输车辆较长的拖板，大大减小了叶片

运输车辆的长度。另外，该机构可在

水平方向 3600 旋转，在竖直方向也可

抬升，这使得叶片在过弯时在水平和

竖直方向偏转和抬升，从而大大减小

了叶片运输车辆对转弯半径的要求。

（2）贵州地区的地质构造、喀斯

特地貌和气候等条件使得贵州地区地

质灾害频发，经常会发生滑坡、泥石

流等地质灾害。风电场道路修建和电

缆分支箱、对接箱基础开挖所形成的

边坡易发生滑坡、塌方，另外路侧山

体也易发生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因此在风场道路修建和电缆分支箱、

对接箱基础开挖时要根据地质结构对

边坡做一定比例的放坡，特殊位置要

做护坡处理，以防止地质灾害的发生

对风电场建设及后期运行的影响。

5.2 风电机组基础施工

（1）贵州喀斯特地貌岩溶发育，

在前期钻探勘察时也是一孔之见，地层

中的溶洞不易发现，所以在风电机组基

础基坑开挖后要请地勘单位验槽，发现

溶洞后由地勘单位根据溶洞的深浅及大

小给出处理方案，根据处理方案对溶洞

做特殊处理，以满足风电机组基础承载

力，保证风电机组的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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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贵州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

风电机组基础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时，往

往在风电场自建搅拌站，砂石料供应

一般就近选择料场。料场在生产砂石

料时在山体就地取材，将岩石机械破

碎、分选后作为粗、细骨料。因此砂

为机械砂，质量往往良莠不齐。为保

证砂石的质量，在选择砂石料供应厂

家时一定要原地考察，选择分选设备

先进完善的厂家；料场雨天生产的砂

石料往往含泥量大，也不能采购。云

贵高原昼夜温差大，在风电机组基础

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时要做好保温养护，

防止混凝土因内外温差引起的裂缝。

6 贵州高海拔地区风电机组
电工作特点

6.1 低温引起的机械零部件脆性断裂

风电机组传动系统中的主轴、齿

轮箱在风电机组运行中承受冲击载荷，

在低温环境易脆性断裂，所以在针对

高海拔低温环境的风电机组制造时，

材料的加工工艺应做特殊处理，可采

取适当的热处理方法、表面冷做硬化

工艺和提高材料及零件表面加工质量

等措施，提高机件的抗频繁冲击能力。

6.2 低温环境电气设备工作特性

风电机组内有电气系统、监控系

统、保护系统等元器件 , 一般的电子电

气器件功能受温度影响较大 , 在低温

情况下会出现拒动或误动的现象。在

云贵高原运行的机组应选用耐低温的

电子电气器件 , 或采取在柜体内加热 ,
或保持局部温度的措施来满足在低温

下正常工作的需要。同样 , 升压站内

的断路器、变压器等电气设备 , 在低

温环境下工作也会失常 , 需要采取在

其内部加装加热器等措施以保证它们

的正常工作。

6.3 高海拔地区风力发电机电晕现象

电晕放电是发电机绝缘老化的一

个重要症状，高海拔地区空气稀薄，

发电机易发生电晕现象，因此对风力

发电机的定子绕组、转子绕组的绝缘

要求高 , 必须进行防晕处理 , 才能满足

在高海拔地区的运行要求。

7 结语

受气象和地理环境的影响，不同

地区的风电场建设都有一定的特殊性，

贵州地区地处云贵高原，海拔高，空

气稀薄，气温低，凝冻天气频发，这

些对风电机组以及其他电气设备都有

特殊的要求，在风电场设计和施工时

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才能以保证风

电场的安全、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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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大型兆瓦级风电机组主轴承除了承受轴向力 Fa、径向

力 Fr，还承受倾覆力矩 M，而且 M 对轴承载荷的影响远超

过 Fa 和 Fr。针对该工况，主轴支承设计通常有两种方案 ：

一种是双支承方案，即用两套轴承（通常为双排调心轴承）

配合使用，两套轴承径向力产生力偶抵消 M 对轴承的影响；

另一种方案是单支承方案，仅用一套轴承（三列圆柱或双

列圆锥轴承）承受主轴的所有载荷。

第一种方案轴承设计技术相对较成熟，但是整机传动

链较长 ；第二种方案整机结构紧凑，但是轴承设计技术有

待成熟。本论文以第二种方案的双列圆锥主轴承为研究对

象，轴承结构如图 1 所示。

目前工程中应用的轴承设计标准都只考虑了常规轴承

双排圆锥滚子风电机组主轴承的接触
载荷分布分析﹡

高学海1，郭晓静2，王华3，洪荣晶3

（1.	上海欧际柯特回转支承有限公司，上海	201906；2.	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上海	201800；

3.	南京工业大学，南京	210009）

摘 要 ：本文针对大型双排圆锥滚子风电机组主轴承的载荷和结构特性推导了轴承外滚道、内滚道及挡边的接触载荷分布

求解方法，在此基础上可以求解出每个滚子与外、内滚道及挡边的接触载荷，为轴承承载能力设计、结构优化等

提供了依据。此外，本文结合实际工程案例，对该方法在轴承静承载能力设计中的应用作了说明。  

关键词 ：主轴承；回转支承；风电机组；接触载荷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4)01-007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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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method for solving load distribution over outer, inner raceways and ribs was developed. It is especially suitable for the load 

conditions and geometrical characters of huge double row tapered roller main bearings in wind turbines.Based on the method, 

contact load of rollers acting on raceways and ribs can be calculated, which can be provided as a reference for optimizing the bearing 

carrying capacity and geometrical parameters. Bearing static capacity under extreme loads was checked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engineering design.
Keywords: main bearing; slewing bearing; wind turbine; contact 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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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荷 (Fa、Fr)，并未考虑 M 对轴承承载能力的影响 [1-5]。本

案中主轴承受载工况更接近于回转支承，每个滚动体对滚

道的接触载荷为轴承承载能力分析、优化设计、可靠性评

估的提供了丰富的必要信息 [6-9]。对于风电机组双列圆锥主

轴承，由于内外圈与滚动体的接触角并不相等、挡边对滚

子载荷作用等影响，每个滚子对轴承内外圈载荷并不完全

相同，因此大型回转支承滚道接触载荷分布规律的推导方

法 [7-11] 不能完全套用于本文讨论的风电机组主轴承。

1 外圈接触载荷分布

分析轴承结构时发现轴承内圈通过滚道和挡边对滚子

发生产生接触载荷，而外圈只有滚道对滚子发生接触载荷，

如图 2 所示。图中 Q 表示接触载荷，α 表示接触压力角，

下标 L 代表左侧滚道，R 代表右侧滚道，O 代表外滚道，i
代表内滚道，f 代表挡边，r 代表接触载荷径向分力，a 代

表接触载荷轴向分力。

从图 2 可以看出，轴承内部滚动体受载情况复杂，如

果要同时分析内滚道、外滚道、挡边、滚动体的受载情况，

须建立相当复杂的计算模型。为简化模型，对轴承做如图 3
所示简化，将轴承看作是两个零件 In_Roller和Out的组合，

滚动体和内圈看作一个整体零件，命名为 In_Roller，这样

对于零件 In_Roller 而言，滚子与内滚道和挡边的载荷可以

看作为零件内力，在分析外滚道接触载荷分布时暂不考虑，

外圈命名为 Out。零件 In_Roller 与外圈 Out 仅在图 3 所

示的接触区域发生相互作用，接触区域的数目分别和左侧、

右侧滚子的数目相等，接触区域的载荷——变形属性和滚

子 / 外滚道的载荷——变形属性相同。

如图 4 所示，In_Roller 在外载荷 M、Fa、Fr 作用下

发生倾覆偏移 θ、轴向偏移 δa、径向偏移 δr。假设每个滚子

（即接触区域）圆周方向位置角度为 φk，左侧滚子位置角为

φLk，右侧滚子位置角为 φRk。如图 5 所示，假设左侧每个接

触位置的轴向和径向偏移分别为 δLak、δLrk，右侧每个接触位

置的轴向和径向偏移分别为 δRak、δRrk，参照相关标准，锥

轴承在工程计算中以滚子 / 滚道接触线中点位置的几何参数

带入计算，对于径向尺寸远大于轴向尺寸的双列圆锥轴承，

可得到式（1）—式（4），以轴承最上端为圆周方向起始位置。

                   δLak=δa+RLocosφLksinθ                              （1）
                          δLrk=δrcosφLk                              （2）
                  δRak=δa+RRocosφRksinθ                              （3）
                          δRrk=δrcosφRk                              （4）

图1	双列圆锥风电机组主轴承

图2	轴承套圈和滚子载荷示意图

图3	轴承结构简化示意

图4	轴承载荷及In_Roller相对偏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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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摩擦力作用，每个接触位置的作用力 QLok、QRok

都作用于外圈滚道的法线方向，即每个接触位置滚道法线

方向上的偏移分量引起接触载荷，如图 6 所示，每个接触

位置滚道法向相对偏移量如式（5）—式（8）。
                     δLk=δLaksinαLo-δLrkcosαLo                （5）
      δLk=(δa+RLocosφLksinθ)sinαLo-δrcosφLkcosαLo          （6）
                    δRk=-δRaksinαRo-δRrkcosαRo                （7）
    δRk=-(δa+RRocosφRksinθ)sinαRo-δrcosφRkcosαRo  （8）
 根据相关文献 [5-7]，每个接触位置的偏移量和接触载

荷之间存在如式（9）－式（10）关系，式中 KL、KR 分别

为轴承外圈左侧滚道与滚动体接触刚度、外圈右侧滚道与

滚动体接触刚度，可分别按式（11）－式（12）计算得到，

lL、lR 分别为左侧滚道和右侧滚道有效接触长度。

          
                                                                              （9）

          
                                                                            

（10）

                    
                                                                            （11）

                    
                                                                            （12）

轴承承受的所有外载荷都转化为接触位置的接触载荷，

因此所有接触位置对应方向接触载荷分量总和与外载荷达

成受力平衡条件，建立如式（13）－式（15）所示方程组。

该方程组可用 Newton － Raphson 迭代求解，得到 In_
Roller 的整体偏移分量 θ、δa、δr，进而求解出每个接触位

置的接触载荷，即每个滚动体与外圈滚道间的接触载荷。

       sum(QLokcosαLocosφLk)+sum(QRokcosαRocosφRk)+Fr=0 (13)

                 sum(-QLoksinαLo)+sum(QRoksinαRo)+Fa=0 (14)
      sum(-QLokcosαLocosφLkLLo-QLoksinαLoRLocosφLk)

      +sum(QRokcosαRocosφRkLRo+QRoksinαRoRRocosφRk)+M=0  (15)
 

2 内滚道及挡边接触载荷

通过前述方法，可以得到每一个滚子对外滚道的接触

载荷，根据图 2 所示，建立每个滚子的受力平衡方程，并

求解每个滚子与内滚道和挡边的接触载荷，如式（16）—

式（23）所示，式中 QLik、QLFk 为左侧滚道每个滚子与滚道

和挡边的接触载荷，QRik、QRFk 为右侧滚道每个滚子与滚道

和挡边的接触载荷。

              QLokcosαLo-QLikcosαLi+QLFkcosαLF=0              （16）
               QLoksinαLo-QLiksinαLi-QLFksinαLF=0              （17）
                 
                                                                            （18）
                 
                                                                            （19）

             QRokcosαRo-QRikcosαRi+QRFkcosαRF=0             （20）
              QRoksinαRo-QRiksinαRi-QRFksinαRF=0               （21）
                 
                                                                            （22）
                 
                                                                            （23）

3 设计案例

为了方便工程上的应用，将上述方法编制成简短的计

算程序，可以大大提高设计效率，程序输入参数为轴承几

何参数和载荷，输出参数为每个滚子与外、内滚道及挡边

的接触载荷，计算程序执行流程如图 7 所示。

设计某如图 1 所示结构的主轴承，主要结构参数列出

如下，其中 dR、dL 分别为右侧、左侧滚子中径，zR、zL
分别为右侧、左侧滚子数目。

αRo=αLo=45°
αRi=αLi=43°
αRF=αLF=46°
lR=lL=100 mm
RRo=RLo=1112.2 mm
RRi=RLi=1072.7 mm

图5	每个接触区域的轴向和径向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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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o=LLo=51.9 mm
dR=dL=54.904 mm
zR=zL=118
极限工况下的载荷参数 ：M=7849kNm，Fa=228kN，

Fr=772 kN。

设计要求检验上述设计轴承能否满足极限工况下静承

载能力。应用前述开发的计算程序，计算得到 In_Roller
相对于外圈的偏移量分别为 θ=0.0614，δa=0.0222mm，

δr=0.0341mm，外滚道、内滚道、挡边的接触载荷分布分

别如图 8—图 10 所示，其中外滚道、内滚道的最大接触载

荷分别为 1.99e5N、1.99e5N。

参照轴承滚子 / 滚道接触压力计算方法 [5-7]，带入

本案例轴承载荷几何参数，得到外滚道最大接触压力为

图6	接触区域偏移量的滚道法向分量

图7	计算程序执行流程

图8	外滚道接触载荷分布

图9	内滚道接触载荷分布

图10	挡边接触载荷分布

1617.6MPa，内滚道最大接触压力为 1618.3MPa。通

常圆锥滚子轴承静承载能力设计时滚道许用接触压力为

4000MPa[3]，则外滚道、内滚道静承载能力安全系数分别

为 6.11、6.11。

4 结语

本文推导出了双排圆锥滚子风电机组主轴承的接触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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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分布求解方程组，借此可以求解每个滚子对外滚道、内

滚道、挡边的接触载荷。

为了方便本文讨论的方法用于工程实践，论文建立简

便的计算程序，程序以轴承的几何参数、载荷为输入量，

可用于对轴承几何结构的优化设计。

论文给出了所讨论方法在工程实践中的应用案例，用

于轴承的静承载能力设计。本方法也同样可以用于轴承疲

劳寿命、可靠性等评价，对于左右两侧滚道和滚动体结构

参数不一样的轴承也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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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随着风电行业的快速发展，5MW、6MW
功率等级的大型风电机组已经形成产业化能力，8MW 功

率等级的风电机组已完成样机研制，正在进行调试工作，

10MW 功率等级的风电机组正在研发 [1-3]。这些风电机组

的传动链有传统的高速比齿轮箱匹配双馈发电机形式，如

Repower 的 5MW、6MW 风电机组和华锐风电 5MW、

6MW 风电机组。也有中速比齿轮箱匹配中速永磁发电机

的紧凑型传动链，这种紧凑型传动链的发电机不再通过联

轴器齿轮箱，而是通过法兰直接连接到齿轮箱后部 [4-5]，如

Winergy 3MW 机组、Gamesa 5MW 机组、Vestas 8MW
机组和 Romax 10MW 机组等。由于紧凑型传动链与传统

传动链的形式不同，其支承方式也有特别之处。

大型风电机组紧凑型传动链的支承
方案分析﹡

万保库，关雪松，张芹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100872）

摘 要 ：紧凑型传动链采用中速比齿轮箱匹配中速永磁发电机，发电机通过法兰直接连接到齿轮箱后部，传动链的支承重

量大，处于后部的发电机又有旋转振动，会加剧整个传动链的振动，影响传动链的可靠性。所以，传统的齿轮箱

输入轴悬挂的支承方案已不再适合紧凑型传动链使用。本文着重介绍和分析两种适用于大型风电机组紧凑型传动

链的支承方案，这些方案可以优化紧凑型传动链的载荷，同时为其提供更好的支承刚度和可靠性。  

关键词 ：支承方案；载荷优化；刚度分析；可靠性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4)01-0080-04

Analysis of Support Schemes for Compact Drive Train of 
Large Wind Turb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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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vel Wind Group Co., Ltd.,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Compact drive train of large wind turbine consists of a middle ratio gearbox and a middle speed permanent magnet synchronous 

generator, and the generator directly connects to end �ange of gearbox. �e whole compact drive train is heavy to support, and 

generator at the end has rotational vibration, these factors will aggravate vibration of compact drive train and infect its reliability. 

Therefore，traditional input shaft of gearbox suspended scheme is no longer fit for compact drive train. This paper focuses on 

introducing and analyzing two suspend schemes for compact drive train, and the two support schemes can optimize its loads, 

simultaneously supply be�er sti�ness of support and reliability for it.
Keywords: support scheme; loads optimization; sti�ness analysis; re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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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紧凑型传动链及其支承方案

传统高速比齿轮箱匹配双馈发电机传动链的支承方案

通常是采用齿轮箱输入轴悬挂支承，紧凑型传动链的形式

有别于传统传动链，其支承方案也具有特点。紧凑型传动

链采用中速比齿轮箱匹配中速永磁发电机，发电机不再通

过联轴器连接齿轮箱，而是通过法兰直接连接到齿轮箱后

部。针对这种情况，紧凑型传动链的支承方案有两种方式，

分别是两处柔性支承和箱体悬挂支承方案。传统传动链如

图 1 所示，两处柔性支承紧凑型传动链如图 2 所示，箱体

悬挂支承紧凑型传动链如图 3 所示。

紧凑型传动链不再采用传统传动链的支承方案，原因

在于发电机与齿轮箱直接连接，造成紧凑型传动链的支承

重量比传统传动链大，处于后部的发电机又有旋转振动，

会加剧整个传动链的振动，影响传动链的可靠性。所以传

统的支承方案已不再适用于紧凑型传动链，它需要能够提

供更好支承刚度和可靠性的两处柔性支承或箱体悬挂支承

方案。

1.1 紧凑型传动链的两处柔性支承方案

紧凑型传动链的两处柔性支承是在齿轮箱的输入轴和

箱体两处柔性支承，即齿轮箱的输入轴与主轴处、箱体与

底座处均采用圆周均布的弹性单元连接。箱体的支承位置

在第一级齿圈后部，距重心的距离大概是传动链长度的十

分之一。传动链相当于有两个支承点，可以简化为简支梁

力学模型。

以 3MW 机组为例，紧凑型传动链的整体直径在

Φ2.1m 左右，整体长度一般在 3m 左右，约重 35t，重心

距输入轴前端面的距离约为总长的一半，大概 1.5m 左右，

输入轴的外径约 Φ1m，内径约 Φ0.76m。

1.1.1 紧凑型传动链采用传统输入轴悬挂支承的载荷与

变形分析

紧凑型传动链采用传统的输入轴悬挂支承，相当于悬

臂梁的力学模型 [6]，输入轴的载荷是传动链的自重 G1 及自

重产生的弯矩 M1，输入轴的载荷计算见公式（1）、（2），
力学简图如图 4 所示。

                        Q1=G1=35×9.8=343KN                      （1）
                   M1=S1×G1=1.5×343=514.5 KNm             （2）
紧凑型传动链由齿轮箱和发电机共同构成，轴向的尺

寸、材料和质量分布都在变化，整体刚度难以计算，为简

便起见，将传动链以输入轴的尺寸和材料进行简化，当作

材料均布的悬臂梁，虽然存在误差，但是可以说明问题。

假设悬臂梁的外径 D 是 Φ1m、内径 d 是 Φ0.76m，长度

l1 是 3m，弹性模量 E 是 205000N/mm2。传动链尾部的挠

度计算见公式（3）、公式（4）[7]，力学简图如图 5 所示。

      Ix1=π(D4-d4)/64 =π(14-0.764)/64=0.0327m3             （3）
    f1=-G1×l1

3/8/E/Ix1=-343×33/8/205000/0.0327=-0.173mm  （4）
1.1.2 紧凑型传动链采用两处柔性支承的载荷与变形分析

紧凑型传动链采用两处柔性支承，相当于简支梁的力

学模型，输入轴和箱体处的载荷是传动链的自重 G1 及自重

产生的弯矩 M2，见公式（5）—（7），力学简图如图 6 所示。

              M2=S3×G1=0.5×343=171.5KNm                  （5）
                Q2=M2/S4=171.5/1.2=143KN                     （6）
             Q3=Q2+G1=171.5+343=514.5KNm                （7）
传动链依然采用上面的方法进行简化，假设材料均匀

分布的简支梁外径是 DΦ1m、内径 d 是 Φ0.76m，长度 l1

图1	Repower	5MW机组

图2	Winergy	3MW机组

图3	Vestas	8MW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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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3m，第一支点 A 在前端，第二支点 B 在 1m 处，弹性

模量 E 是 205000N/mm2。传动链尾部的挠度计算见公式

（8）—（13），力学简图如图 7 所示。

由 l2 段在截面 B 产生的转角 θ11 
θ11=G2×l2

2/24/E/Ix1=137.2×1.22/24/205000/0.0327/1000

=1.23E-6                                                                （8）
由 l3 段在截面 B 产生的转角 θ12 
θ12=-G3×l3

2/6/E/Ix1=-205.8×1.82/6/205000/0.0327/1000

=-1.66E-5                                                               （9）
截面 B 处的转角 θ1

        θ1=θ11+θ12=1.23E-6 - 1.66E-5=-1.537E-5           （10）
截面 B 处的转角 θ1 引起 C 处的挠度 f21

    f21=θ1×l3=(-1.537E-5)×1.8×1000=-0.0276mm       （11）
由 l3 段在 C 处产生的转角 f22 
f22=-G1×l3

3/8/E/Ix1=-205.8×1.83/8/205000/0.0327

=-0.0224 mm                                                        （12）
传动链尾部 C 处的挠度 f2

         f2=f21+f22=-0.0276-0.0224=-0.050 mm              （13）
由以上分析可知，紧凑型传动链采用两处柔性支承，

齿轮箱输入轴上只有剪力 Q2=143 KN。若采用传统的输入

轴悬挂支承，输入轴上的载荷有剪力 Q3=343 KN 和弯矩

M2=514.5KNm，是两处柔性支承输入轴的剪力Q2 的 2.4倍，

还有相当于剪力 Q2 作用在 3.6m 外的弯矩 M2。此外，紧凑

型传动链若采用传统的输入轴悬挂支承其尾部的挠度约是

0.173mm，而采用两处柔性支承时其挠度约是 0.05mm，

紧凑型传动链的刚度是传统的 3.5 倍。

可见，紧凑型传动链采用两处柔性支承时齿轮箱输入

轴的载荷比采用传统输入轴悬挂支承时的载荷简单，由原

来的扭转、剪力、弯矩三种载荷减少到扭转和剪力两种载荷，

而且剪力载荷减少到不足原来的一半，第一级行星组及其

轴承的受力状态得到较好的改善 [8]。同时两处柔性支承的

刚度比输入轴悬挂支承的刚度提高了 2.5 倍，有效减小了传

动链的振动，提高了其可靠性。

1.2 紧凑型传动链的箱体悬挂支承方案

紧凑型传动链的箱体悬挂支承是齿轮箱的箱体通过法

兰连接到轴承座或底座处，齿轮箱输入轴与主轴处采用补

偿式连接，相当于箱体悬挂支承，可以简化为悬臂梁力学

模型。

以 5MW 机组为例，紧凑型传动链的整体直径在

Φ2.7m 左右，整体长度一般在 4m 左右，约重 75t，重

心距输入轴前端面的距离约为总长的一半，大概 2m 左

右，箱体壁厚约 0.09m，输入轴外径约 Φ1.43m，内径约

Φ1.23m。

1.2.1 紧凑型传动链采用箱体悬挂支承的载荷分析

紧凑型传动链采用箱体悬挂支承或输入轴悬挂支承，

都相当于悬臂梁的力学模型，箱体或输入轴的载荷都是传

动链的自重 G4 及自重产生的弯矩 M3，见公式 (14)、公式

(15)，力学简图如图 8 所示。

                      Q4=G4=75×9.8=735KN                      （14）
                  M3=S5×G4=2×735=1470KNm                 （15）

图4	传统输入轴悬挂的力学简图

图5	传统输入轴悬挂的变形图

图6	两处柔性支承的力学简图

图7	两处柔性支承的变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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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紧凑型传动链采用箱体悬挂支承的变形分析

紧凑型传动链依然采用上面的方法进行简化，当采用

输入轴悬挂支承时，将传动链以输入轴的尺寸和材料简化

成材料均布的悬臂梁 ；当采用箱体悬挂支承时，将传动链

以箱体的尺寸和材料简化成材料均布的悬臂梁。

以输入轴的尺寸和材料简化的悬臂梁，假设悬臂梁的

外径 D 是 Φ1.43m、内径 d 是 Φ1.23m，长度 l4 是 4m，

弹性模量 E 是 205000N/mm2。传动链尾部的挠度计算见

公式 (16)、(17)，力学简图如图 9 所示。

     Ix2=π(D4-d4)/64 =π(1.434-1.234)/64=0.0929m4           （16）
     f3=-G4×l4

3/8/E/Ix2=-735×43/8/205000/0.0929

     =-0.309mm                                                       （17）
以箱体的尺寸和材料简化的悬臂梁，假设悬臂梁的外

径 D 是 Φ2.7m、内径 d 是 Φ2.52m，长度 l4 是 4m，弹性

模量 E’是 169000N/mm2。传动链尾部的挠度计算见公式

（18）、公式（19），力学简图如图 9 所示。

       Ix3=π(D4-d4)/64 =π(2.74-2.524)/64=0.629m4        （18）
     f4=-G4×l4

3/8/E’/Ix3=-735×43/8/169000/0.0929

     =-0.055mm                                                      （19）
由以上分析可知， 紧凑型传动链采用输入轴悬挂支承

时输入轴承受了传动链的自重及自重产生的弯矩，而箱体

悬挂支承时，箱体承受了传动链的自重及自重产生的弯矩，

其输入轴与主轴采用补偿式连接，所以通过输入轴进入齿

轮箱的载荷基本是纯扭矩，齿轮箱的载荷简单。此外，紧

凑型传动链若采用传统的输入轴悬挂支承其尾部的挠度约

是0.309mm，而采用箱体悬挂支承时其挠度约是0.055mm，

紧凑型传动链刚度是传统的 5.6 倍。

可见，紧凑型传动链采用箱体悬挂支承时，通过输入

轴进入齿轮箱的载荷基本是纯扭矩，齿轮箱载荷得到优化，

降低了齿轮箱的设计难度 [8-10]，提高了齿轮箱的可靠性。同

时箱体悬挂支承的刚度比输入轴悬挂支承的刚度提高了 4.6
倍，大幅降低了传动链的振动，提高了其可靠性。

2 结论

综上所述，中速比齿轮箱匹配中速永磁发电机的紧凑

型传动链的支承重量大，处于后部的发电机的旋转振动会

加剧整个传动链的振动，影响传动链的可靠性。针对这些

情况，突破传统的齿轮箱输入轴悬挂支承的方案，紧凑型

传动链采用两处柔性支承或箱体悬挂支承方案。

当采用两处柔性支承时，齿轮箱的载荷得到优化，其

输入轴和第一级行星架上轴承的受力状态得到较好的改善，

同时传动链的支承刚度得到了有效提高。当采用箱体悬挂

支承时，齿轮箱的载荷得到更好的优化，基本只有扭矩，

降低了齿轮箱的设计难度，同时传动链的刚度得到大幅提

高。总之，这两种支承方案都可以为紧凑型传动链优化载荷，

提供更好的支承刚度，有效降低振动，提高其可靠性。

参考文献
[1] Angelika Pullen, Liming Qiao, Steve Sawyer. Global wind 2008 report[R].2008.

[2] Aloys Wobben. WINDBLATT[Z]. ENERCON GmbH, 2007.

[3] The WINDPOWER. Turbines list[EB/OL].

[4]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 . 大功率风电机组技术现状及展望 [D]. 2011 年学术

年会论文（风能）,2011.

[5] G. Bywaters, V. John, etc. Northern Power Systems WindPACT Drive Train 

Alternative Design Study Report[R]. 2005.

[6] 成大先 , 等 . 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卷 [M]. 北京 :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8.

[7] 刘鸿文 , 等 . 材料力学 [M]. 北京 :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8] 宣安光 . 对风力发电机组机械传动技术的探讨 [J]. 电气制造 , 2010（3）

:29-35.

[9] Engineering a 10MW Gearbox for Reliable Offshore Operation-European 

Wind Energy Conference 2010 (Warsaw) Track: NEW CONCEPTS FOR ON- 

AND OFFSHORE Thursday, 22nd April 2010.

[10] Improving Wind Turbine Gearbox Reliability  W. Musial and S. Butterfield 

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 B. McNiff McNiff Light Industry, 

Conference Paper NREL/CP-500-41548 May 2007.

收稿日期：2013-12-13。

作者简介：

万保库 （1981-），男，工学硕士，工程师，一直从事风力发电相关工作。

关雪松 （1977-），女，工学博士，工程师，一直从事风力发电相关工作。

张芹 （1977-），女，工学硕士，高级工程师，一直从事风力发电相关工作。

图8	箱体或输入轴悬挂的力学简图

图9	输入轴或箱体悬挂的变形图



技术 | Technology

84  风能 Wind Energy 

0 引言

多年来，气象学者对我国风能资源成因的分析做了大

量工作，从气象气候学宏观的角度提出了较权威的观点，

对指导风能开发利用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有代表性的

如发表于 2012 年第 8 期《风能》杂志的，由江滢、宋丽莉、

辛渝合著的《我国风能资源形成机理》一文，指出了冬季

由蒙古高压入侵我国的冷空气以及夏季东南沿海的热带气

旋是我国风能资源的主要成因，同时介绍了海陆风、地形、

狭管效应等因素对风能资源的影响。可以说是对我国气象

气候因素构成风能资源的精炼概括。

笔者在实际工作中看到，除了因气象气候条件形成的

风能资源（本文姑且称其为“气象风”）之外，在有的地区

还存在着主要受地形因素影响，构成局部风能资源富集区

的现象，为了与前述“气象风”区别，本文称其为“地形风”。

对“地形风”的分析与研究目前尚很少得到重视，论述文

章也所见不多。本文拟根据多年来在实践中的观察与思考，

提出一些有关“地形风”的看法，以期与感兴趣者进行交流。

应该强调 ：“气象风”与“地形风”是相互影响、密切

相关的。有些地方受地形影响形成风区是主要因素，但也

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宏观气象条件的影响 ；有些地方主要因

气象条件形成风区，但受到地形影响，会表现出一些独有

的特征，也可以视为“地形风”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1 地形风的基本成因

对“地形风”的基本成因试析如图 1 所示。假设有两

个地理区域 A 与 B，两者的气温、气压、太阳辐射等气象

气候条件有较大差异，同时 A、B 之间又有一个地形通道

T 相连接，则在通道 T 的区域内就可能出现较充分的气流

交换，形成较好的风区。A 与 B 之间的气候条件相差越大，

各自的面积越大，通道 T 的通流条件越好，特别是其具有

对“地形风”成因及特征的探讨
于午铭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	830026）

摘 要 ：本文提出了主要因地形因素构成风区的“地形风”的概况及成因假设，并以新疆有关风区为实例，分析了各风区

地形风的起因与特征，指出正确认识与利用地形风，对支持分散式风电开发、准确预报风电产量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 ：地形 ；风能资源 ；气流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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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f Caus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opography Wind
Yu Wuming

(Xinjiang Goldwi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 Ltd., Urumchi 830026, China)

Abstract: �is paper proposed the general situation and the cause of  assumptions mainly due to the terrain factors and took the wind zone 

in Xinjiang as an example, also analyzed the caus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opography wind in each wind area. It pointed out that 

correct understanding and use of topography wind plays a positive role on supporting decentralized wind power development and 

accurating prediction of wind power output.
Keywords: topography; wind energy resources; ai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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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的宽度利于形成“狭管效应”，则该风区的风能资源就

越丰富。

2 地形风的典型实例

新疆的达坂城风区可以说是“地形风”的一个典型。

风区是一个沿西北－东南方向分布、穿越天山山脉的谷地，

西北出口在乌鲁木齐市方向，经过城郊连接着广阔的准噶

尔盆地，该盆地面积达 38 万 km2，夏季气候温和凉爽，冬

季气温较低，约半年积雪，冬夏都经常发生来自北冰洋的

寒流或冷空气入侵。峡谷的东南出口连接至吐鲁番盆地，

位于天山之南，受天山阻隔冷空气及阳坡吸收太阳能辐射

等因素影响，气候干燥炎热、气温偏高，是全国出名的“热

极”之一，盆地面积约 5 万 km2。达坂城谷地 T 连接着两

个面积较大、气象条件相差很大的 A、B 区域，自身又是

一个宽约 20km—30km，长约 90km—100km、地形平坦

的良好通道，所以形成了世界知名的内陆风区，如图 2 所示。

风区内长年盛行沿峡谷走向的西北风或东南风，近年来该

风区新投产的机组年利用小时大都超过 3000h，同时风频

分布较好，又没有破坏性风速，地形平坦，交通方便，使

其成为全国甚至世界知名的优质风区。图 3、图 4 是该风区

实测的风向风能玫瑰图，由于测量年代以及位于风区的具

体地点不同，主风能方向有的为西北，有的为东南。

新疆塔城地区的老风口－玛依塔斯风区是“地形风”

的另一个实例。该风区东部通向准噶尔盆地 ；西部通向塔

城－额敏平原，并与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湖、萨瑟克湖湿地

相连，通道 T 位于齐吾尔喀叶尔山与加依尔山之间的谷地，

宽约 20km—40km，长约 90km，如图 5 所示。通道内当

西部来自乌拉尔山的冷空气入侵时，产生偏西风 ；而当冷

空气控制准噶尔盆地，暖空气使塔城盆地增温明显，形成

东冷西暖、东高西低的气压形势时，就会在谷地内产生强

劲的偏东风。因而形成了著名的老风口－玛依塔斯风区。

图1	地形风成因示意图

图2(a)	达坂城风区地形图A

图2(b)	达坂城风区地形图B

图2	达坂城风区地形图

图3	达坂城风区70米高风玫瑰图实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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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典型的风向与风能玫瑰图如图 6 所示，以东－西风为主

导风向。由于本风区两端的 A、B 盆地气象条件虽有差别，

但不如达坂城风区差别显著，所以相对而言，风能资源状

况比达坂城稍逊，但已投运风电场的年利用小时仍可达到

2300h—2500h。当冬季降雪时，大风吹起积雪形成“风搅

雪”（俗称“白毛风”），经常对道路交通与其他设施造成危害，

是当地多见的气象灾害现象。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哈密的三塘湖－淖毛湖风区也

是“地形风”的又一个“杰作”。三－淖风区西接准噶尔盆

地，东部与蒙古国境内的平坦谷地以及甘肃、内蒙的戈壁

沙漠相连。风区南面是天山余脉巴里坤山，北面是阿尔泰

山余脉北塔山及蒙古国境内的其它山地，构成了 A、B 经 T
连接的风区模式，如图 7 所示。只是这里的通道 T 比较开

阔，宽度最大达到了 120km，最小处也有约 60km，长度

更超过了 600km，所谓的“通道”变成了“通面”，对气

流的狭管聚集作用较差，因此风能资源较分散。比较而言，

三塘湖风区处于该通道的最狭窄处，狭管效应较明显，风

能资源相对较好，风电场年利用小时平均可达到 2400h—
2600h。主导风向为东－西，如图 8 所示。淖毛湖则位于通

道较宽阔处，且接近通道东侧底端，受地形影响风向有转变，

风能资源相对较差，计算年利用小时在 2000h 左右，主导

风向为西北－东南，如图 9 所示。

新疆著名的阿拉山口风区，西南方向是阿拉套山，东

北是巴尔鲁克山、玛依勒山等山地，也是峡谷地形，西北

口连接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湖、萨瑟克湖湿地，东南口经艾

比湖湿地与准噶尔盆地相连。其特征是峡谷局部较狭窄，狭

管效应显著，风速提升明显，导致西北方向冷空气入侵时

较多出现破坏性风速，如图 10 所示。值得高兴的是，一些

位于新疆传统概念九大风区之外的新风区的发现也印证了

“地形风”的实际存在。博尔塔拉州的赛里木湖风区是近几

年新发现的风区之一，它西部紧接赛里木湖，是高山冷水

湖泊 ；东部连接博乐、精河之间的戈壁平原，并与准噶尔

盆地相通，夏天气温相对较高。两者之间存在气象条件差异。

通道 T 是天山山脉的山间谷地，宽约 5km—10km，长约

30km—40km，面积约 260km2，地形基本平坦。该风区

同样具备了 A、B 区加通道 T 的基本构成模式，虽面积较小，

但如实现集约化开发，初步规划可装机约 2GW。目前正在

开发之中，如图 11、图 12 所示。

3 地形风与气象因素叠加影响的实例

上述几个风区属于“双向”地形风的举例，还存在另

一种“单向”地形风，实质上是气象风受特殊地形影响形

成了独有的特色。其典型例子是新疆十三间房风区（又称

百里风区）。该风区位于哈密七角井以及鄯善县东北部一带，

东天山山脉在这里出现了豁口，其地势明显低于东西两侧

的博格达山与巴里坤山，如图 13 所示。当来自北方的冷空

图5	老风口——玛依塔斯风区地形图

图6	老风口风区10米高度风向风能玫瑰图（2009年）

图4	达坂城风区70米高风向风能玫瑰图实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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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入侵时，穿过较低的豁口，形成大风。由于豁口南部相

连的哈密盆地十分开阔，难以聚集起高气压，所以不能形

成反向气流，导致当地实测风向均为单向北风，如图 14 所

示。气流通过豁口附近时风力最大，导致出现破坏性风速。

通过豁口后形成扇形面扩散，风速逐步减小。该风区面积

较广阔，约为达坂城风区的 2.6 倍，可装机容量潜力较大。

风区可利用风能的准确边界与范围、危害性风速的区域是

开发中必须重视与解决的问题。

图7	三塘湖－淖毛湖风区地形图 图10	阿拉山口风区地形图

图11	赛里木湖风区地形图

图12	赛里木湖风区70米高风向风能玫瑰图（2010年）

图8	三塘湖风区实测风向风能玫瑰图（2008年）

图9	淖毛湖气象站多年风向风能玫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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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小草湖风区存在与十三间房风区类似的情况，但

风况更为复杂。这里没有明显的峡谷气流通道，而且风区

内不规则地分布着一些小山地对气流造成干扰。风区风能

资源的形成主要依靠夏天来自北方的冷空气入侵，当强冷

空气经过准噶尔盆地、翻越天山（也包括穿越达坂城峡谷

的冷空气）后进入属于吐鲁番盆地的小草湖地区，将盆地

内的热空气挤向高空，冷空气贴地面移动并在气流温度交

换中得到加速，形成风向单一的超级大风。这里是著名

的“三十里风区”，早年经常发生狂风吹翻汽车甚至火车

的现象。在其核心区域，极大风速一般超过了Ⅰ类机组的

极限风速 70m/s，需选用 S 类机型。由于风的特殊形成机

理，这里的风有两个特点 ：一是有多个测风塔都测得，在

50m － 70m 高度，普遍存在风速负切变的现象，说明气流

具备贴地面移动的特点，高空风速反而小于低空风速 ；二

是正因为没有稳定高空风的持续加速支持，风速沿移动路

径衰减很快，在风区中心极值风速可超过 70m/s。年平均

风速可达到 8m/s，而到了相距仅约 30km、同处平坦地区

的托克逊气象站，其极值风速迅速衰减为 20m/s，年平均

风速仅为 2m/s。在风区东侧、相距约 40km 的吐鲁番市，

则平均风速很小，根本不具备开发利用风能的条件。所以

在该风区应该特别重视风电场的宏观选址。

在黑龙江的松嫩平原，存在另一种地形影响风能资源

分布的情况，与小草湖风区的情况正好相反。这里的风能

主要来源于蒙古高原冷空气的入侵，高空风速比较稳定。

当冷空气翻越大兴安岭山脉时，近地面气流受到干扰及削

弱，强度减小。但在高空稳定气流的带动及再加速下，又

在山脉后侧一些地形开阔平坦的地区形成新风区，如白城、

齐齐哈尔、大庆等地的一些风区。其特点是高空风速较稳定，

近地面风况较差。在一些山顶制高点上，有着极好的风能

资源数据，但受地形条件及面积限制，开发较困难。如选

择在风速“再加速”已基本完成、高空风能稳定、地形平

坦的风区进行开发建设，可能具有较好前景。

4 结论

“地形风”的起因较为复杂，情况千差万别，不仅限于

本文所介绍的各种类型，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当前

国家提倡开发分散式接入风电的大形势下，在一些内陆省

区根据不同情况探询地形风区的存在与成因，对在我国更

大范围内开发风能资源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如果能

准确地认识各地形风区风的成因及特征，对预测预报风电

产量也会发挥积极作用。

收稿日期：2013-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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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十三间房风区地形图

图14	十三间房风区70米高风向风能玫瑰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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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本文选取中国云南省复杂山区的一个实际项目（整个

计算模拟区域的最高海拔在 3274m，最低海拔在 1422m，

海拔落差达 1852m）为例，该项目有多个测风塔，如图 1
所示，塔高均为 70m，并且数据同期，便于进行交叉验证

与分析。通过对此项目 4 个测风塔（编号为 7101—基础

海拔 3070m、7103—基础海拔 3150m、7105—基础海拔

3066m、7106—基础海拔 3134m，从南向北沿山脊依次排

开）测风数据的分析，选择测风同期的时间从 2009 年 7 月

20 日－ 2010 年 6 月 12 日的数据，其中在 2009 年 9 月 30
日－ 2009 年 10 月 6 日，以及 2010 年 3 月 25 日－ 2010
年 4 月 13 日由于通信问题导致数据缺失，其余天数数据完

整、质量较高，适合做交叉验证及后续的比较分析。该项

目四个测风塔之间的距离如表 1 所示。

1 项目建模描述

本项目采用基于计算流体力学技术的美迪 WT 软件进

行风流外推及风能资源模拟，分别以各个测风塔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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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外推其他测风塔，对其风速等风流变量模拟结果进行

比较。整个项目计算半径为 9864m，采用的水平分辨率

为 50m，垂直分辨率为 6m，水平扩展系数为 1.1，垂直扩

展系数为 1.2，垂直参数为软件默认 0.7，平滑参数为软件

默认值 1，勾选“激活针对计算区域边缘平滑功能”，设定

大气热稳定度等级为 2，即中性热稳定度。地形数据采用

SRTM 数据库数据，粗糙度数据采用法国美迪公司提供的

粗糙度数据库（根据卫星扫描获取的地表信息，并进行加

工整理）作为建模参考 [1]。

将地形数据以及粗糙度数据输入，并确定各测风塔位

置及绘图区域范围，建模后的情况如图 2 所示。

在定向计算时采用 16 个方向扇区进行定向模拟，根

据实际测量数据分析，此处主风方向较为集中——西南风，

可以适当对主风方向扇区进行加密定向计算，而非对所有

方向扇区进行加密，在本研究中增加 250 度定向计算结果。

每个方向扇区网格数量在 600 万左右，平均每个扇区计算

时间约为 1 小时 20 分钟，其中图 3 为方向为 247°方向计

算的结果结果划分，图 4 为定向计算后的加速因子的图例

显示。

2 CFD数值模拟与实际测量交叉比较

进行交叉比较时，输入其中一个测风塔 70m 高度处的

图1	测风塔位置分布示意图 图2	在软件中数字化地形及粗糙度建模示意

表1 各测风塔之间的距离（单位：m）

M7101 M7103 M7105 M7106

M7101 0

M7103 5650m 0

M7105 9700m 4080m 0

M7106 11620m 5970m 1960m 0

图3	WT-247度方向网格生成示意图

图4	247度定向模拟风加速因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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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风数据，外推至其他测风塔处，并与其他测风塔 70m 高

度处实际测量值进行比较分析，如图 5 所示，交叉比较结

果如表 2 所示。

由上述结果显示，在风速推算的过程中 7103 号测风

塔推算结果精度非常高计算与实测误差不大于 1.6%，代表

性最好，因此如果在计算过程中采用 7130 测风塔评估整个

风电场发电量，将得到相对精确的发电量的评估。

通过风流分布规律参数的推算比较比较，由表 3，图 6，
图 7 所示，7103 号测风塔在推算风速风频分布方面也具有

图5	各测风塔风速外推模拟结果与实际测量值比较示意图

图6	各测风塔Weibull	A参数模拟结果与实际测量值
Weibull分布A参数比较示意图

图7	各测风塔Weibull	K参数模拟结果与实际测量值
Weibull分布K参数比较示意图

表2 各测风塔风速模拟外推误差比较

以7101号测风塔作为参考测风塔 7103号测风塔 7105 号测风塔 7106号测风塔

实际风速测量值 8.87m/s 9.52m/s 9.75m/s

应用 7101 号测风塔外推模拟值 9.16m/s 9.86m/s 9.90m/s

误差百分比绝对值% 3.3% 3.6% 1.5%

以7103号测风塔作为参考测风塔 7101号测风塔 7105 号测风塔 7106号测风塔

实际风速测量值 10.04m/s 9.52m/s 9.75m/s

应用 7103 号测风塔外推模拟值 10.19m/s 9.43m/s 9.59m/s

误差百分比绝对值% 1.5% 0.9% 1.6%

以7105号测风塔作为参考测风塔 7101号测风塔 7103 号测风塔 7106号测风塔

实际风速测量值 10.04m/s 8.87m/s 9.75m/s

应用 7105 号测风塔外推模拟值 9.9m/s 9.29m/s 10.08m/s

误差百分比绝对值% 1.4% 4.7% 3.4%

以7106号测风塔作为参考测风塔 7101号测风塔 7103 号测风塔 7105号测风塔

实际风速测量值 10.04m/s 8.87m/s 9.52m/s

应用 7106 号测风塔外推模拟值 10.57m/s 9.26m/s 9.82m/s

误差百分比绝对值% 5.3% 4.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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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各个测风塔Weibull参数比较表（采用默认最大似然法拟合）

以7101号测风塔作为参考塔
7103号测风塔 7105号测风塔 7106号测风塔

A（m/s） K A（m/s） K A（m/s） K

实际测量数据Weibull 分布值 10.05 2.052 10.75 1.881 10.99 2.072

应用 7101 号测风塔外推模拟值 10.32 2.033 11.09 1.892 11.15 2.089

以7103号测风塔作为参考塔
7101号测风塔 7105号测风塔 7106号测风塔

A（m/s） K A（m/s） K A（m/s） K

应用 7103 号测风塔外推模拟值 11.36 1.999 10.75 1.881 10.99 2.072

误差百分比绝对值% 11.46 1.94 10.61 1.992 10.8 2.041

以7105号测风塔作为参考塔
7101号测风塔 7103号测风塔 7106号测风塔

A（m/s） K A（m/s） K A（m/s） K

实际测量数据Weibull 分布值 11.36 1.999 10.05 2.052 10.99 2.072

应用 7105 号测风塔外推模拟值 11.13 1.98 10.44 1.985 11.34 2.008

以7106号测风塔作为参考塔
7101号测风塔 7103号测风塔 7105号测风塔

A（m/s） K A（m/s） K A（m/s） K

实际测量数据Weibull 分布值 11.36 1.999 10.05 2.052 10.75 1.881

应用 7106 号测风塔外推模拟值 11.84 1.971 10.39 2.094 11.01 2.026

摄影：崔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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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双塔综合外推结果与实测结果比较

以7101号与7103号测风塔作多塔综合进行外推 7105号测风塔 7106 号测风塔

实际风速测量值 9.52m/s 9.75m/s

多塔综合模拟计算值（距离平方为权重） 9.49m/s 9.65m/s

误差百分比绝对值% 0.3% 1%

多塔综合模拟计算值（距离为权重） 9.56m/s 9.7m/s

误差百分比绝对值% 0.4% 0.5%

以7101号与7105号测风塔作多塔综合进行外推 7103号测风塔 7106 号测风塔

实际风速测量值 8.87m/s 9.75m/s

多塔综合模拟计算值（距离平方为权重） 9.25m/s 10.08m/s

误差百分比绝对值% 4.3% 3.4%

多塔综合模拟计算值（距离为权重） 9.24m/s 10.06m/s

误差百分比绝对值% 4.2% 3.2%

以7101号与7106号测风塔作多塔综合进行外推 7103号测风塔 7105 号测风塔

实际风速测量值 8.87m/s 9.52m/s

多塔综合模拟计算值（距离平方为权重） 9.21m/s 9.82m/s

误差百分比绝对值% 3.8% 3.2%

多塔综合模拟计算值（距离为权重） 9.21m/s 9.83m/s

误差百分比绝对值% 3.8% 3.3%

以7103号与7105号测风塔作多塔综合进行外推 7101号测风塔 7106 号测风塔

实际风速测量值 10.04m/s 9.75m/s

多塔综合模拟计算值（距离平方为权重） 10.11m/s 10.03m/s

误差百分比绝对值% 0.7% 2.9%

多塔综合模拟计算值（距离为权重） 10.08m/s 9.96m/s

误差百分比绝对值% 0.4% 2.2%

以7103号与7106号测风塔作多塔综合进行外推 7101号测风塔 7105 号测风塔

实际风速测量值 10.04m/s 9.52m/s

多塔综合模拟计算值（距离平方为权重） 10.26m/s 9.75m/s

误差百分比绝对值% 2.2% 2.4%

多塔综合模拟计算值（距离为权重） 10.31m/s 9.69m/s

误差百分比绝对值% 2.7% 1.8%

以7105号与7106号测风塔作多塔综合进行外推 7101号测风塔 7103 号测风塔

实际风速测量值 10.04m/s 8.87m/s

多塔综合模拟计算值（距离平方为权重） 10.18m/s 9.28m/s

误差百分比绝对值% 1.4% 4.6%

多塔综合模拟计算值（距离为权重） 10.2m/s 9.28m/s

误差百分比绝对值% 1.6%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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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推算效果，使得各个点发电量计算也可以控制在一定

的误差范围之内，满足实际工程要求并为后续工作奠定基

础 [2]。测风塔 7013 号代表性质量高，将在后续工作进行近

一步分析。

在此项目上，我们将继续研究多塔综合的效果，将针

对不同的测风塔进行配对组合，并采取不同的权重进行分

析，主要是看在复杂地形条件下，已有的默认加权方式与

其他加权方式，以及不同测风塔组合的多塔综合，对结果

的影响，研究中的多塔综合权重首先采取默认的“距离平

方”进行加权分析，再采取“距离”进行加权分析（由于

测风数据选择都为同期，并且已经对质量进行了控制及筛

选，整体测风数据质量较高，所以在研究中测风数据质量

的置信系数均取为 1）。各个单塔结果中的变量根据距离对

应的权重进行加权的方式如下 ：

                         

                         
          

X ：结果点处的综合变量值 ；Xi ：结果点处第 i 次综合

的变量值 ；di ：从结果点到第 i 次综合参考点之间的距离 ；

ci ：对于第 i 次综合结果的置信系数 ；ε=1m ；p ：距离加

权指数，在此研究中，针对 p 取不同权重，p=2 是默认加

权方式，即以距离的平方作为加权，p=1，则表示按照各测

风参考点与结果点之间的距离进行加权。不同加权方式及

组合比较结果如表 4 所示。

通过上面多塔综合分析，在此项目我们发现如果仅以

距离作为多塔综合的权重，在某些结果上略好于默认的距

离平方作为权重的结果，但是以距离平方作为默认权重进

行多塔综合应该说是适应大部分项目，其整体效果在此项

目上表现仍然不错，满足实际工程要求 [3]。同时通过模拟

分析，我们也会发现，在进行多塔综合时，如果某些塔自

身的代表性不好（可能由于此塔所处位置以及环境的特殊

性，对此测风塔测量数据所代表的范围有限制），即使其他

塔与其进行组合进行多塔模拟分析计算，其对误差改进作

用可能并不明显，在此情况下，应该在使用 WT 软件中采

用分片分区域控制，尤其对于已经排布之后的机位发电量

计算，可以根据每个测风塔划定其代表区域，然后分片综

合计算。

3 结论

通过对云南复杂山地项目的模拟分析，确认了计算流

体力学技术在复杂地形条件下进行风能资源模拟的可靠性 ；

同时，也确认了在进行多塔综合时，采用默认参数通常来

讲是合适的，如果根据不同的项目情况，也可以适当采用

距离作为加权参数。

下一步的研究将采用更为精细化的地形数据，在复杂

地形条件下，高分辨率地形数据可以保证测风塔位置及风

电机组相对位置的准确，进行可靠的后评估。同时在下一

阶段研究中将考虑中尺度技术与 CFD 技术结合进行降尺度

分析计算，并与实际测量值进行比较分析，确认在复杂地

形条件下进行风能资源评估的其他途径及方案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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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风电场工程的前期阶段，当测塔实测数据不含拟选

机组轮毂高度处数据时，要通过风切变公式将实测数据推

导至轮毂高度。目前工程常用方法是采用测塔最高的一层

和其下最近的一层数据来计算，该方法存在一定缺限，本

文从理论分析入手，提出一种改进计算的方法。

1 理论分析

标准中风切变的公式如式 (1) 所示 ：

                          
                                                                         

（1）[1]

关于幂定律风切变公式的应用研究
苏志勇1，尤扬2

（1.	北车风电有限公司，济南	250022；2.	WindSim	China，北京	100029）

摘  要 ：在风电场工程计算中，风切变参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其计算结果甚至影响到风电场的决策，正确计算该参

数是风场前期工作中所有工作的基础。本文分析了目前风电场工程前期应用风切变公式推导目标高度（轮毂高度）

风速的常用方法，指出了该方法的不足之处，提出新的应用风切变公式的方法，并结合实际工程数据，对新方法

的应用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风切变 ；拟合 ；对比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4)01-0096-04

A Research of Power Law Shear Formula Application
Su Zhiyong1, You Yang2

(1. CNR WindTurbine Co., Ltd., Jinan 250022, China; 2. WindSim China,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In wind farm project calculation ,wind shear parameter is a very important item, it maybe e�ect wind farm’s decision, correct 

calculation is the basis of all the work. �is paper analyzed the common method that used to calculate the target height (generally 

the hub height)speed in wind resource assessment, and pointed out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method. Also, this paper proposed a 

new method to use the power wind shear formula. According to the real measure data of the wind farm,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new 

method has been checked.
Keywords: wind shear; �t; comparison

式中 z1 和 v1 作为基准高度和基准风速，在风切变指数 
α 确定的情况下，可通过该公式计算任意高度的风速，但实

际工程中 α 属未知量，要首先求出该值再计算其它高度层

的风速。在实际工程中各测风高度的数值为已知量，通过

数学计算即可得 α 值。

从理论上来说 α 是一个受天气系统影响不断变化的数

值，同时其数值也与地形及地表粗糙度有直接关系，工程

上假定大气层结为中性时得出上述公式，而采用两个高度

数据的常用方法来求其它高度层风速时与实际往往有一定

误差。

本文提出的方法与目前常用方法不同之处就是综合所

有高度层数据通过最小二乘法进行拟合 α 值。考虑到风电

场实际环境，测塔各个测风高度层均受到地表粗糙度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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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的影响，通过流体力学的理论分析可知，在流场中距流

体边界越近的地方受边界外形影响越大，这样基准层宜取

距地面最远的测风高度层，可尽量减少地表粗糙度及地形

对测量数据的影响。新方法与常用方法对比如表 1 所示。

2 实际工程验证

考虑工程的代表性，作者选取包括山东、河北、内蒙古、

黑龙江、吉林、辽宁、贵州、湖南等省及自治区的多个测

塔数据进行处理，考虑到计算的对比性，从中选取具有 4
层测风数据的测塔数据 20 个测塔数据进行分析。各测塔数

据如表 2 所示。

每个测塔将测塔第 4 层数据作为目标数据，分别用其

它三个高度作为基准层拟合切变值，计算第 4 层数据，同

时采用目前常用方法使用第二层数据和第三层数据来计算

第 4 层数据，各测塔拟合相关性如表 3 所示。

将所有计算结果与实测数据的差值进行统计，绘制误

差分布图如图 1 所示。

从图中可看出 Pv3 计算大部分误差分布要较常用方法

得出的误差相对集中，且集中于 1％附近，Pv2 和 Pv3 较

Pv1 要差。

参考统计 [2-3] 的方法取各计算数值的误差均值与标准

表1 两种方法对比

类别 常用方法 新方法

数据有效性 
只采用两层数据，当选取的任何一层数据有问题时，就会使

结果大大偏离真实值
多层数据，实测数据有效性较高

外部环境响应性
只通过数据无法对比外部环境 (如大气稳定度、地表粗糙度

等 )的差异性

由于不同高度层风速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不同，该方法

可对比不同环境对计算结果的影响

资源应用性 只采用两层数据，其它层数据未计算，对资源也是一种浪费 综合考虑全部测风数据

表2 测塔数据表

测塔编号 测量高度及风速

Mast1
Height[m] 70 50 30 10

Speed[m/s] 5.81645 5.61877 5.37542 5.09436

Mast2
Height[m] 90 70 50 10

Speed[m/s] 5.883 5.452 4.945 2.735

Mast3
Height[m] 65 55 45 30

Speed[m/s] 6.68262 6.38118 6.15743 5.12031

...
... ... ... ... ...

... ... ... ... ...

Mast17
Height[m] 70 50 30 10

Speed[m/s] 6.38 6.12 5.75 4.92

Mast18
Height[m] 70 50 30 10

Speed[m/s] 5.64 5.39 5.07 3.81

Mast19
Height[m] 70 50 30 10

Speed[m/s] 6.41 6.26 5.75 4.85

Mast20
Height[m] 70 50 30 10

Speed[m/s] 7.13 6.74 6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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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拟合相关性

测塔编号 测量高度及相关性

Mast1
Height[m] 50 30 10

R2 0.96691 0.9333 0.97434

Mast2
Height[m] 70 50 10

R2 0.99753 0.99574 0.99825

Mast3
Height[m] 55 45 30

R2 0.95128 0.89541 0.95969

...
... ... ... ...

... ... ... ...

Mast17
Height[m] 50 30 10

R2 0.99817 0.99616 0.99852

Mast18
Height[m] 50 30 10

R2 0.96381 0.92166 0.96941

Mast19
Height[m] 50 30 10

R2 0.99955 0.99904 0.99963

Mast20
Height[m] 50 30 10

R2 0.93961 0.87271 0.95098

图1	误差分布图



Technology | 技术

2014年第01期  99  

表4 90%置信度误差表

方法 Calc1 Pv3 Pv2 Pv1

90％ th 误差 2.65% 2.41% 6.62% 4.08%

差计算 90％置信度的误差如表 4 所示。

通过表 4 可知，进行拟合计算时基准层宜选取距地面

最远的高度层。对于统计结果中第二高度层误差最大的原

因，经初步分析，可能是由于测塔周边植被对测塔处流场

的影响，详细的分析则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3 结论

本文通过对审定律风切变公式的分析，提出使用全部

测量高度层数据计算风切变指数的方法。通过对实际工程

的对比可知，在实际使用该方法时，选取的基准层宜取距

地面最远的测风高度层。以目前使用的测塔数据进行分析

的结果看，新计算方法要总体结果要优于目前常用计算方

法，在风电场工程前期工作中应用该方法，可提高工程计

算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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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风能是一种没有污染的可再生能源，自 20 世纪 80 年

代以来，风能利用的主要趋势是发电 [1]。风电机组可以通

过叶轮吸收风能，再通过发电机进行发电。

风电机组功率特性测试是风电机组型式认证之一，功

率特性测试是风电机组准入制度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2-5]，

但风电机组一般都安装在比较偏远的山区或者草原，不同

的地形及气流畸变对风电机组的功率特性测试时测风塔安

装处风速的测量有较大的影响，从而与风电机组安装处的

基于SRTM数据的地形测量方法研究﹡

荀建敏，苏丽营，宫玉鹏，赵海春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100872）

摘  要 ：风电场地形是影响风电机组功率运行特性指标最主要的因素之一。本文根据国际电工委员会颁布的 IEC 61400-

12-1 标准，基于 SRTM 地形数据与 MATLAB 软件，运用 PCA（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方法拟合出过风

电机组塔基中心的最佳平面，计算出风电机组 20 倍叶轮直径范围内的地形坡度及高度偏差，并给出了工程实例

的计算，为风电机组功率特性测试场地评估提供了相关参考。

关键词 ：风电机组 ；功率特性测试 ；地形测量 ；MATLAB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4)01-0100-04

Research on A Method of Terrain Measurement Based on SRTM Data
Xun Jianmin, Su Liying, Gong Yupeng, Zhao Haichun

(Sinovel Wind Group Co.,Ltd.,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errain of wind farm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in�ecting the power performance of wind turbine.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of IEC 61400-12-1,this paper �ts a plane through the center of wind turbine basement based on SRTM data and method 

of PCA（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of MATLAB, then calculates terrain slope and altitude deviation of 20 times of rotor 

diameter around wind turbine with an example, provids some references for site evaluation of wind turbine power performance 

test.
Keywords: wind turbine; power performance test; terrain measurement; MATLAB

风速偏差较大 [6-8]。因此，根据国际电工委员会颁布的 IEC 
61400 － 12 － 1 标准以及相关研究成果 [9-11]，其前期工作

需要对测试场地进行评估，判定测试场地地形是否满足标

准 IEC 61400 － 12 － 1 表 1 中地形要求，若不满足，则

判定是否进行场地标定，及时地完成功率特性测试前期的

场地评估工作。

表 1 中 * 表示过塔基中心的最佳地形拟合平面斜率 ；

** 表示连接塔基中心与地形扇区内单独某点连线最大斜率；

L表示风电机组与测风塔的间距；H表示风电机组轮毂高度；

D 表示风轮直径 ；d 表示 测量位置与被测风电机组的距离 ；

﹡基金项目 ：国家能源应用技术研究及工程示范项目（NY20110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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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扇区外是指风电机组对测风塔测量产生影响的角度范

围，测量扇区内则为 360°减去该角度。

对测试场地地形进行评估可以通过人工现场通过 GPS
采集特殊点地形数据，但是该方法采集的数据点不完全，

而且费时费力。本文提供的方法是通过利用美国国防部国

家测绘局（NIMA）和航空航天署（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NASA）在 2000 年 2 月共同

主持实施的 SRTM 计划而制成的高精度全球三维地图 [12]，

再结合 MATLAB 具有强大的数据处理、可视化绘图和解决

难题工具箱功能，对数据进行编程绘制与处理 [13]，拟合出

地形的最佳平面，依据标准计算地形评估相关参数，从而

判定地形是否满足要求。

1 地形评估原理

功率特性测试时测风塔安装位置标准距离风电机组

L=2.5D，但一般以现场风电机组与测风塔实际距离为准。

风电机组在测风塔的上风向时，会影响测风塔采集的气象

数据，故需要删除该扇区，即不在评估范围内，当 L=2.5 时，

根据以下公式（1）可以计算出 α ＝ 74°，

                               （1）
如表 1 中所示，需要评估以风电机组为中心，半径

2L、4L、8L 范围内的地形数据，主要评估参数为特定扇

区过塔基中心的最佳地形拟合平面的斜率与偏离该最佳平

面的最小偏差。详细的区域说明如图 1 所示。

2 地形平面拟合方法

SRTM 地形数据提供的是大量的散点数据，利用这些

散点数据拟合出最佳地形平面且过塔基中心坐标，本文采用

MATLAB 中 的 PCA（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方法。

PCA 算法是一种常用的基于变量协方差矩阵对信息进

行处理、压缩和抽提的有效方法，其程序计算的步骤为 ：

（1）去均值 ；

（2）计算协方差矩阵及其特征值和特征向量 ；

（3）计算协方差矩阵的特征值大于阈值的个数 ；

（4）降序排列特征值 ；

（5）去掉较小的特征值 ；

（6）去掉较大的特征值 ；

（7）合并选择的特征值 ；

（8）选择相应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 ；

（9）计算白化矩阵 ；

（10）提取主分量。

利用该算法拟合出三维平面模型距离最小的线性回归

问题，通过 MATLAB 中 Princomp（X）函数求出拟合平

面的法向量 ，从而得到过塔基最低点的平面方程为 ：

表1 测试场地地形变化要求

距离风电机

组d
地形扇区 最大斜率(%)

偏离平面最

小偏差

d ＜ 2L 360° ＜ 3* ＜ 0.04(H+D)

2L ≤ d＜ 4L 测量扇区内 ＜ 5* ＜ 0.08(H+D)

2L ≤ d＜ 4L 测量扇区外 ＜ 10** 不适用

24 ≤ d＜ 8L 测量扇区内 ＜ 10* ＜ 0.13(H+D)

图1	地形评估区域

图2	SRTM等高线地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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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y z]* -[xWT yWT zWT] * =0                     （2）
其中，[xWT yWT zWT] 为风电机组塔基中心坐标， 为拟

合平面的法向量。

具体执行步骤如下 ：

（1）风电机组的经纬坐标可以利用 GPS 现场测量得到，

并且拍摄现场的地形照片用于出具地形评估报告 ；

（2）根据该机位的经纬坐标在网站 www.srtm.csi.
cgiar.org/selection/inputcoord.asp 下载由 NASA 提供的

该机位半径 8L 内的 SRTM 地形数据 ；

（3）在 Global Mapper12.0 中导入下载的 SRTM 地

形数据并且转化成等高线地形，分别取出以风电机组为中

心半径为 2L、4L、8L 的圆并导出地形数据到 Excel 中，

包括 WGS84 坐标与海拔高度。

（4）在 MATLAB 中导入处理的 Excel 地形散点数据；

（5）调用 PCA 算法程序，对散点数据进行计算得到最

佳拟合平面的法向量，并且绘制出最佳平面及计算出不同

区域内的最佳地形拟合平面的斜率与偏离该最佳平面的最

小偏差。

图3	地形数据散点

图4	地形平面拟合



Technology | 技术

2014年第01期  103  

表2 测试场地地形计算结果

距离风机d 地形扇区 最大斜率(%) 现场最大斜率(%) 偏离平面理论最小偏差 实际偏离平面最小偏差

d ＜ 2L 360° ＜ 3* 8.546 ＜ 0.04(H+D)（8.1m） 37m

2L ≤ d＜ 4L 测量扇区内 ＜ 5* 7.375 ＜ 0.08(H+D)(16.2m) 31.9m

2L ≤ d＜ 4L 测量扇区外 ＜ 10** 10.034 不适用 -

24 ≤ d＜ 8L 测量扇区内 ＜ 10* 4.779 ＜ 0.13(H+D)(28.4m) 48.3m

3 工程实例

以南非某风场 8# 机组 3MW 机组为例，塔筒高度

H=90m，叶轮直径 D=113m，风电机组与测风塔之间的

距离 L=2.24D=252.8m，风电机组坐标 WT 为（Easting 
351457.0，Northing 6211154.3）。

首先根据风电机组坐标 WT 在网站 www.srtm.csi.
cgiar.org/selection/inputcoord.asp 下载该机位半径 8L 内

的 SRTM 地形数据，然后在 Global Mapper12.0 中导入该

SRTM 地形数据并且转化成等高线地形，以该机位为中心

截取需要分析的 2L、4L 与 8L 半径区域内的等高线地形数

据，并导出到 Excel 中，如图 2 所示。

在 MATLAB 中分别导入 2L、4L 与 8L 区域内的散点

地形数据，分别进行计算，如图 3 所示。

在 MATLAB 中分别对导入的 2L、4L 与 8L 区域内的

散点地形数据，使用 PCA 分析方法进行正交回归拟合，拟

合出 2L、4L、8L 范围内的地形平面，并计算出各个区域

内不同扇区过塔基中心的最佳地形拟合平面的斜率与偏离

该最佳平面的最小偏差，如图 4 与表 2 所示。

表 1 中的各项计算结果如表 2 所示。

从表 2 中计算的结果可以看出，地形不满足 IEC 标准

要求，需要进行场地标定。

4 结论

通过直接引用由 NASA 提供的 SRTM 地形数据，基

于 MATLAB 软件利用 PCA 算法拟合出地形平面，对地形

的坡度与高度偏差做出评估，为风电机组的功率特性场地

评估提供了有效的方法与数据依据，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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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大型风电机组塔架普遍采用高强螺栓进行连接，由于受

风电机组螺栓质量和安装方面的影响，风电事故常有发生。

随着风电制造业的发展，风电机组单机容量不断增大，

轮毂高度也越来越高，使得风电机组塔架所用螺栓的各种

性能指标要求更加严格。但是螺栓规格超出规范范围，导

致螺栓厂家生产比较随意，风电机组制造商未对螺栓紧固

件相关内容某些指标进行深入的分析比较，直接照搬国外

标准。如某国外风电机组厂商为了对扭矩系数进行稳定控

风电机组塔架高强度螺栓的质量
控制研究

王淼1，徐占2，姚亮1，崔立川1

（1.	中能电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北京	100034；2.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100034）

摘  要 ：高强度螺栓是风电机组安装和整体连接中至关重要的连接件，其质量是否能达到设计需要，直接影响风电机组结构整

体的承载能力、使用寿命与安全性能。本文在对数十个风场的检查和调研基础上，对高强度螺栓从制造到安装过程的

质量控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提出了以保证质量为基础，在安装中注重对力矩和安装操作要点的控制来保障风

电机组运行的建设性意见。

关键词 ：塔架 ；螺栓 ；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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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要求进场后的螺栓都是涂抹好润滑剂的，而国内部分

厂家只是参照了国外标准的扭矩系数要求，而未对其做润

滑处理，直接发货，并委托吊装单位来完成。由于现场吊

装人员不具备相关技术，导致润滑剂涂抹的位置、范围、

厚度均有差别，遂无法保证风电机组厂商的要求。基于此

问题，本文针对高强度螺栓的质量控制，提出相关建议。

1 螺栓质量管理

螺栓属于金属材料，质量管理主要在于螺栓进场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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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出厂文件的控制和进场后的复检。根据对数十个风电场

的螺栓资料检查和抽查，发现其中出厂文件存在的主要问

题是出厂文件资料缺失，包括部分螺栓质保书不全、材质

标注不清、部分实验数据超标等。进场复检时超过一半的

项目未进行进场复检，甚至有部分厂商未提供足够数量的

可供复检的螺栓，对于复检工作也只是流于形式，未进行

普遍实行。

2 螺栓质量控制

螺栓本身的质量控制主要由螺栓的材质、机械性能及

扭矩系数检测等几方面组成。

2.1 原材料质量控制

螺栓原材料的质量决定了螺栓最基本的性能。一般

而言，国内在直径为 30mm 以下的高强度螺栓普遍采用

35VB 钢，该种钢是我国自行研制且应用比较广泛，相关标

准、规范也比较完善。

超过 M30 的一般采用 42CrMo 钢，该类钢材是世界

各国广泛采用的材料 [1]。该种钢材在各国名称和合金元素

的含量要求存在一定差异，如表 1 所示，其中由于合金元

素的含量的微小差别，导致了所产钢材的产品性能存在一

定的差异。例如，钼元素能提高钢的淬透性，细化晶粒，

并能有效地阻止钢材的第二类回火脆性的产生，尤其是低

温状态下，钼含量的增加对提高冲击韧性能起到积极作用。

但厂家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对于较贵重微量元素添加均

采用下限范围。导致按我国标准生产的 42CrMo 钢相对强

度较高但韧性较差，出现不合格现象较多。

2.2 机械性能

机械性能试验是检测螺栓质量的关键，主要对材料的

强度、硬度、刚性、塑性和韧性等进行测量。对于螺栓的

机械性能主要进行螺栓拉伸试验来控制螺栓的强度，低温

冲击试验来控制螺栓的韧性、楔负载试验来控制螺栓的脱

碳 [2]。风电所用螺栓由于在野外要长期经受不定方向的偏心

扭矩和振动荷载作用，因此对低温冲击试验要求更高，一

般要求螺栓冲击试件按 GB/T229-2007 中标准夏比 V 型缺

口深度 2mm 的冲击试件的规定制成试件，螺栓低温（-40℃）

冲击吸收功≥ 27J，由于现今风电机组用法兰盘均要求低温

（-50℃）冲击吸收功≥ 27J，因此建议螺栓也应采用这个标

准来保证风电机组塔架韧性的一致性。值得注意的是，部

分厂家采用缺口深度为 2mm 的标准夏比 U 型缺口冲击试

件的规定制成试件，并在常温下进行冲击试验是不符合螺

栓的真实工作环境的。

对螺母的要求，应达到 10H 性能等级的保障荷载和硬度。

对垫片的要求，其硬度应参考国标 GB/T1231 《钢

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关螺栓、螺母、垫圈》或国标 GB/T 
97.1 － 2002《平垫圈 A 级》。

2.3 拧紧工艺和扭矩系数

风电机组塔架螺栓拧紧工艺均采用扭矩法，该方法实

施简单仅需要一般控扭工具即可。无法对角度进行监控，

也不易发现拧紧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假扭矩”等异常情况，

这就需要螺栓刚度能够满足 10.9 级标准。图 1 为 A、B 同

规格的螺纹连接件扭矩法的特性曲线，两者的差别主要是

由于材料、热处理状况、表面粗糙度、尺寸精度、表面清洁度、

润滑情况、垫圈与连接表面质量等多种因素所致。在同一

外加扭矩 M1 作用下 其中△ F 比较明显，同时较难控制。

一般预紧力矩的控制可由摩擦系数和预紧力进行计算，

也可由扭矩系数和预紧力进行推算。采用第一种方式时，

当摩擦系数增大时，预紧力矩转换成预紧力的比例就会减

表1 各国42CrMo钢中各种元素的含量（w%）

国家 中国 美国 日本 德国

名称 42CrMo 42CrMo(B7) SCM440 42CrMo4

C 0.38~0.45 0.38~0.42 0.38~0.43 0.38~0.45

Cr 0.8~1.1 0.9~1.2 0.9~1.2 0.9~1.2

Mo 0.15~0.25 ＞ 0.17 0.15~0.30 0.15~0.25

P ≤ 0.035 ≤ 0.025 ≤ 0.030 ≤ 0.035

S ≤ 0.035 ≤ 0.025 ≤ 0.030 ≤ 0.035

Si 0.17~0.37 0.15~0.35 0.15~0.35 ≤ 0.40

Mn 0.5~0.8 0.75~1.1 0.6~0.85 0.6~0.9 图1	不同规格的螺纹连接件扭矩法的特性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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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要得到相同的预紧力，就必须增加预紧力矩，而过大

的预紧力矩可能会导致螺栓损坏。因此在德国标准 DAST
中推荐的摩擦系数范围为 0.07 － 0.12[3]，但由于螺栓表面

防腐方法和润滑剂的涂抹范围很难做到全部标准化控制以

及螺栓各摩擦面的差异性，导致到目前为止国内外还没有

一个方便、实用的公式可以准确的进行计算。

第二种是国内普遍采用方式。但在采用扭矩系数方法

时，在力矩分配的计算中，同样要考虑摩擦力矩的影响 [4]。

根据《机械设计手册》可知，作用于螺栓上的预紧力

矩 M 与产生在螺栓上的预紧力 F 有如下关系式 ：

                               M=KFd                                    （1）
式中 ：K——扭矩系数 ；

           d——螺栓公称直径，mm。

扭矩系数 K 可用下式表达 ：

          
                                                                              

（2）

式中 ： d2——螺纹直径，mm ；

           φ——螺纹升角 ；

           ρv——螺纹当量摩擦角 ； ；
           μv——螺纹当量摩擦系数 ；

 μ——螺母与被联接件支承面间的摩擦系数 ；

 Dw——螺栓头（或螺母）正六边形内切圆直径 ；

 d0——与螺栓相联接零件的孔径。

为使公式简化，在一般机械设计中常架设 μ=μv。

上述公式所需用到的扭矩系数 K，一般参考相关标准

进行确定。关于扭矩系数主要存在三个方面问题 ：

（1）扭矩系数的范围值的确定。国标 GB/T1231 中规

定扭矩系数平均值为 0.110—0.150，扭矩系数标准偏差应

小于或等于 0.010，但由于该规范主要规定的是 M30 以下

螺栓，对于风电机组塔架安装所用大型螺栓是否应按此要

求执行存在争议，对大直径 M36—M64—M160 螺栓，在

振动状态使用则参照德国标准 K=0.15 － 0.21，美国标准

K=0.20 － 0.21，日本标准 K=0.150 － 0.19。基于以上原

因导致各个厂家要求不一致，生产出的产品即使是同一厂

家同型号的不同批次的产品都有较大差异，无统一标准可

以规范 ；

（2）在虑润滑剂的涂抹问题上，对于涂抹与不涂抹，

涂抹位置等因素，都会使力矩系数产生较大差异 [5]。例如，

某厂家要求涂抹后的扭矩系数平均值为 0.085 － 0.120，明

显低于国家规范要求，不能保证其机械性能符合设计要求，

摄影：夏伟雄



Technology | 技术

2014年第01期  107  

加之运到现场的部分高强螺栓未进行现场复检，使得螺栓

本身就存在一定程度的安全隐患。因此对于润滑剂的要求，

需结合螺栓使用的工作环境的差异而定，事先检查好扭矩

系数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同时必须进场后按一定比例进行

复检 ；

（3）依据国家规范扭矩系数采用 0.110~0.150 之间所

施加同样的预紧力矩。上下范围差异使得预紧力的差异在

20% 左右。K 值过大则转化的预紧力太小，不能达到设计

值要求 ；K 值过小，则会放大误差。

除了对扭矩系数的要求存在差异外，螺栓本身的性质

和所采用不同的表面处理方法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通过润滑剂的涂抹可以促使扭矩系数更加稳定，

减小偏差。其关键在于对标准偏差的严格控制。如不合格

应进行及时更换。此外，不建议风电机组厂家提前给出拧

紧力矩，应根据现场复测扭矩系数推算出预紧力矩。这样

才能有效的保障每批螺栓所施加的预紧力相同，确保数值

处于标准范围内。

3 安装问题

除了在质量管理和控制外，高强螺栓在安装过程中还

需进行针对具体情况下的相关控制。据统计，风电机组螺

栓事故中有 50% 的缘故是由安装不当造成的，因此应给予

重视。

3.1 润滑与力矩大小

使用涂抹润滑剂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扭矩系数稳定和分

配摩擦力矩。但由于各类参数都是实验室的试验结果数据，

只对研究人员有指导意义。而对现场负责螺栓安装人员并

没有任何实际参考价值。由于现场条件恶劣，安装人员对

螺栓涂抹润滑剂操作不十分规范，涂抹部位不准确，涂抹

量过多或过少的现象十分普遍，使得最终螺栓所受预紧力

和摩擦预紧力出入较大，因此应引起重视 [6]。

此外，由于部分风电机组安装单位为赶进度加快安装

速度，选用高速电动扳手一次或数次将螺栓直接拧紧到位。

由于高速电动扳手力矩值准确性有限，使得误差变大，加

之操作不规范，根本无法达到预先的设计要求。当风电机

组在运转所产生的强振作用下，产生轴向和横向的交变载

荷，就会造成螺栓连接松动，进而导致螺栓疲劳和延迟断裂。

建议采用电动力矩扳手所打力矩不应超过预紧力矩的 75%，

之后用液压扳手进行紧固。

3.2 安装中的注意事项

在安装过程中，首先应根据 GB/T1231 规定，在螺栓

进行试验时，应把工作重点放在垫片倒角的方向上。这一

点在风电机组安装现场，普遍得不到重视，一些风电机组

厂家吊装工作手册也未对其进行要求，风电机组安装单位

工程人员也不了解，由于多数现场施工进度要求平均每天

至少吊装一台风电机组，仅以塔架为基准计算每天就要安

装 400 个高强螺栓，工作量巨大，疲劳安装，也会导致扭

矩系数产生偏差，使得最后的紧固力矩分配与计算出入较

大，对于螺栓的紧固产生隐患。

其次，螺栓在紧固安装过程中应禁止螺栓跑车，跑车

后应及时进行更换。因此，在施工前期应提供足够多的螺栓。

4 结语

通过在整个风电安装过程中对高强螺栓从设计、制造

到安装全过程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可见，风电机组高强

螺栓是大家普遍忽视一个环节，但这个环节又十分重要，

它直接影响整机的安全运行。本文是在对数十个工程检查

后，对有关螺栓整个过程的经验总结，通过对风电机组螺

栓的质量控制管理、螺栓自身质量控制及对风电机组螺栓

的安装注意事项的分析三个方面，梳理了确保风电机组螺

栓可靠性的方法。提出以保证质量为基础，在安装中注重

对力矩和操作要点的控制来保障风电机组运行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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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我国开发海上风电的进程逐渐加快，国内主要的

风电制造商几乎都在研发自己的海上产品。同时，由于技

术风险较小，沿海地区的陆上风电也得以快速发展。但不

管是安装在海上还是沿海地区的机组都要面临海洋性气候

中高湿、高盐以及干湿交替等腐蚀性因素，从而对风电设

备的防腐提出了更高的技术、性能要求。

海洋工程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标

准体系和有效的防腐设计。目前海上机组的防腐设计主要

参考海洋工程方面的要求。而机组部分（包括塔架、机组

和叶轮）均处于大气区，主要通过表面涂层进行防腐 , 行
业内进行防腐涂层设计广泛采用 ISO 12944[1] 和 Norsok 

关于ISO12944与M-501对海上风电机组
防腐涂层要求的解读

王际广，杨洪源，王迎雪

（北京鉴衡认证中心，北京	100013）

摘  要 ：海洋性气候中高湿、高盐以及干湿交替等因素会加速风电机组表面腐蚀，因此，风电机组防腐蚀涂层的有效性对

机组寿命的影响至关重要。本文以海洋大气环境为例，将 ISO 12944 和 M-501 两份标准中对涂层的要求进行对比，

为海上风电机组防腐蚀涂层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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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 humidity, high salt, alternation of drying-we�ing and other factors in maritime climate will accelerate the corrosion of steel 

structure, therefore the e�ectiveness of corrosion protective coating can deeply a�ect the service life of wind turbine. �is paper 

contrast the design requirements of corrosion protective coating in maritime climate according to ISO 12944 and M-501, so a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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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 M － 501[2]，但两份标准在腐蚀环境、表面处理、

涂层要求以及性能测试四个方面的要求有所不同。因此，

本文以海洋大气环境为例，从以上四个方面对以上两个标

准进行解读，为海上机组防腐涂层体系的选择和设计提供

参考依据。

1 ISO 12944解读

ISO 12944 研究讨论的是采用防护涂料体系对钢结构

进行防腐蚀保护方面的内容，适用对象为新建和需要维修

防腐的钢结构。

1.1 腐蚀环境

ISO 12944 － 2 将钢结构所处的大气环境按照腐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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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 6 类，详见表 1。针对海上机组部分主要涉及的腐蚀环

境为 C3、C4 和 C5 － M。

1.2 表面处理

为保证防腐涂层的质量，在涂刷防腐漆前需要进行表

面处理，以保证涂层附着力以及避免出现起泡、鼓包等不

良现象。ISO 12944 － 4 将钢结构表面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无涂层表面、金属涂层表面、涂装了预涂底漆的表面。根

据不同的表面类型，对表面处理方式及表面等级（清洁度

和粗糙度）做了规定。

1.2.1 表面处理方法

污染物清理：包括水清洗、蒸汽清洗、乳液清洗、碱清洗、

有机溶剂清洗，主要用来清理表面上的油、油脂、盐分、

灰尘和类似的污染物。

机械清理 ：包括手动工具清理、动力工具清理、喷射

清理、水喷射清理，主要用来清除

火焰清理：通过火焰喷射效应和热作用清除氧化皮和锈。

1.2.2 表面处理等级

（1）对于采用防腐漆的表面，表面处理等级应达到如

下要求 ：

清洁度 ：Sa 2.5 级 ；

粗糙度 ：中等，根据磨料的不同应达到为 G（喷砂）

或 S（抛丸）级。

（2）对于采用热喷涂金属的表面，按照 ISO 2063[3] 的

要求，表面处理等级应达到清洁度为 Sa 3 级，粗糙度采用

协议要求。

1.3 涂层选择

ISO 12944:5 提出了涂层的预期耐久性：低（2 － 5 年）、

中等（5 － 15 年）、高（15 年以上），这一点很方便用户制

定涂层的维修周期，目前大部分已安装的机组的涂层预期

耐久性均在 15 年或以上。ISO 12944:5 按照腐蚀环境、预

期耐久性、表面处理等级的不同分别给出了推荐的涂层体

系。如低合金碳钢在 C5 － M 腐蚀环境下推荐的涂层体系

见表 2。
对于采用热喷涂金属的表面，ISO 12944 未给出喷涂

金属的厚度。

1.4 性能测试

ISO 12944:6 给出了对钢结构涂料体系进行评价的实

验室性能测试方法和实验条件，但测试结果仅用于选择防

护涂料体系，而不是确定涂层的耐久性或涂层质量。

测试程序考虑了钢结构所处的腐蚀环境以及耐久性期

限，如表 3 所示。

 2 Norsok Standard M-501 解读

此标准针对海上平台在建造和安装过程中所采用的涂

层，就涂层体系的选择、表面处理、施工工艺、涂层检查

提出了要求。

2.1 腐蚀环境

表1  大气环境腐蚀性分类和典型环境案例

腐蚀级别

单位面积上质量和厚度损失（经第1年暴露后） 温性气候下的典型环境案例（仅供参考）

低碳钢 锌

外部 内部质量损失

/g·m-2

厚度损失

/μm

质量损失

/g·m-2

厚度损失

/μm

C1 很低 ≤ 10 ≤ 1.3 ≤ 0.7 ≤ 0.1 /
加热的建筑物内部，空气洁净，

如：办公室、商店、学校和宾馆

C2 低 100—200 1.3—25 0.7—5 0.1—0.7
低污染水平的大气，大部分

是乡村

有可能发生冷凝的未加热建筑，

如：库房、体育馆等

C3 中 200—300 25—50 5—15 0.7—2.1

城市和工业大气，中等的二

氧化硫污染以及低盐度沿海

区域

高湿度和有些污染的生产厂房

内，如：食品加工厂、洗衣厂、

酒厂、乳制品工厂等

C4 高 400—650 50—80 15—30 2.1—4.2
中等含盐度的工业区和沿海

区域

化工厂、游泳池、沿海船舶和造

船厂等

C5-I 很高

（工业） 
650—1500 80—200 30—60 4.2—8.4

高湿度和恶劣大气的工业区

域

冷凝和高污染持续发生和存在的

建筑和区域

C5-M 很

高（海洋）
650—1500 80—200 30—60 4.2—8.4 高含盐度的沿海和海上区域

冷凝和高污染持续发生和存在的

建筑和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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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标准主要是针对海上平台防腐，因此大气区部分的

腐蚀环境与 ISO 12944中规定的C3、C4和C5－M相一致。

2.2 表面处理

M － 501 的表面处理方法为喷砂处理，在喷砂处理

前清除表面杂质，如焊料、裂片、油、脂、盐等，并且所

有的表面必须用干净的淡水冲洗，其中油、脂等污染物按

SSPC/SSPM Volume2, grade SP1 进行清除。最终表面处

理等级应达到清洁度为 Sa 2.5 级（ISO 8501 － 1），粗糙

度为 G 级（ISO 8503）。
2.3 涂层选择

对于涂层体系耐久性期限，M － 501 未明确给出，但

明确了“标准的目的在于符合要求的涂层体系可以对装置

进行理想的保护以尽可能减少维修需要”，因此可以看出涂

层体系的预期耐久期限应为装置寿命，即大于 20 年。

 2.4 性能测试

本标准要求涂层体系在采用前须按 ISO 20340[4] 进行

资格认证测试，详见表 4。
另外，本标准提出了对已涂装的涂层进行检查和测试

的要求，并给出了不合格时的补救措施，详见表 5。

3 结论

本文针对两份标准从腐蚀环境、表面处理、涂层要求

以及性能测试四个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由此可以得出以

下结论 ：

（1）ISO 12944 属于系列标准，针对各种腐蚀环境下

的钢结构涂层防腐设计进行了明确的要求，包括结构设计、

表面处理、涂层体系、性能测试、涂装实施和监管，内容全面、

详细 ；M － 501 主要是针对处于海洋腐蚀环境下的钢结构

的表面处理和防腐涂层设计进行了要求，其中 M － 501 中

对富锌底漆的要求引用了 ISO 12944 ：5 ；

（2）对于表面处理，ISO 12944 可以使用更多的喷射

处理方法（如 ：喷砂、抛丸等），并对每种处理方法给出了

处理等级 ；而 M － 501 只采用喷砂处理，因此在表面处理

等级上，两份标准的要求还是稍有不同的 ；

（3）对于大气区 C5 － M 腐蚀等级下的涂层体系，

ISO 12944 的要求为 NDFT（额定干膜厚度）为 320μm，

M － 501 的要求为 MDFT（最小干膜厚度）为 280μm。

表2  低合金碳钢处于C5-M腐蚀环境下的涂料体系

底材：低合金碳钢

表面处理：锈蚀等级为A、B、C级的底材，表面处理达 Sa2.5 级（参见 ISO 8501-1）

涂料体系

编号

底涂层 后道涂层 涂料体系 预期耐久性

漆基类型 底漆类型 a 涂装道数 NDFTb um 漆基类型 涂装道数 NDFTb um 低 中 高

C5-M

A5M.01 EP.PUR Misc. 1 150 EP.PUR 2 300

A5M.02 EP.PUR Misc. 1 80 EP.PUR 3-4 320

A5M.03 EP.PUR Misc. 1 400 - 1 400

A5M.04 EP.PUR Misc. 1 250 EP.PUR 2 500

A5M.05 EP.PUR.ESId Zn(R) 1 60e EP.PUR 4 240

A5M.06 EP.PUR.ESId Zn(R) 1 60e EP.PUR 4-5 320

A5M.07 EP.PUR.ESId Zn(R) 1 60e EPC 3-4 400

A5M.08 EPC Misc. 1 100 EPC 3 300

表3  涂料体系的测试程序

ISO12944-2

中定义的腐

蚀性级别

耐久性

期限

ISO 6270(水

冷凝)

ISO 7253（人

造盐雾）h

C3

h
ISO 7253( 人

造盐雾 )
120

h 120 240

高 240 480

C4

低 120 240

中 240 480

高 480 720

C5-M

低 240 480

中 480 720

高 720 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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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对于其它相对应的涂层体系，ISO 12944 要求的额

定干膜厚度仍要大于 M-501 要求的最小干膜厚度。虽然

ISO12944 ：5 规定了所有测量点中低于 NDFT 但不低于

80% NDFT 的测量点应不超过总测量点的 20%，但仍可看

出在相同的腐蚀环境及耐久期限下 ISO 12944 对于涂层厚

度的要求比 M － 501 高 ； 
（4）对于实验室盐雾性能检测，ISO 12944 的要求主

要为静态试验，只能定性的给出连续盐雾条件下的腐蚀速

率大小，没有考虑涂料暴露于实际工况环境中的紫外线照

射、干湿交替、温度变化等多种情况，众多国外学者已经

验证，盐雾试验与材料在实际环境中服役的实验结果有很

大差异。而 M － 501 要求按照 ISO 20340 进行动态循环

腐蚀试验则很好的模拟了实际工况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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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涂层体系资格认证测试

测试项目 划线 环境腐蚀性级别/C5-M 验收准则

老化试验 是 4200 h

按 ISO 20340 进行验收并附加以下要求：

1) 按 ISO 4628-6 粉化不超过 2级；

2) 按 ISO 4624 附着力不低于 5 MPa，老化试验后附着力下降不超过原值 50%；

3) 未经机械处理后覆涂，层间附着力不低于 5 MPa。

备注：1. 在 ISO 20340 中给出了两种暴露循环试验，一种标准循环试验（低温暴露）和另一种备选循环试验（无低温暴露）。如果采用

了备选循环试验，在试验报告中应明确。2. 动态循环腐蚀实验考虑了温度的波动、紫外线照射，高盐度潮湿环境以及干湿交替。

表5  涂层检查和测试

测试项目 测试方法 测试频率 验收准则 不合格时的补救措施

环境条件
环境和钢材温度、相对湿度、露

点

每次换班开始前，每班至少

两次
按技术要求 不能喷射清理或涂覆

目视检查
检查尖锐边缘、焊接飞溅物、锈

蚀等级等
100%的表面检查

没有缺陷，根据技术要

求
缺陷修复

清洁度
a)ISO 8501-1

b)ISO 8502-3

a)100%表面检查

b) 局部检查

a) 按技术要求

b)最大数量和尺寸按评

定等级 2级

a) 再次喷砂

b) 再次清理和测试直至

符合要求

盐分测试
ISO 8502-6

ISO 8502-9
局部测试

最大导电率相当于 20 

mg/m2 NaCl
清洁淡水清洗

粗糙度
采用比较器或针式测试仪（见

ISO 8503）
每个组元或没每 10m2 一次 按技术要求 重新喷射清理

固化测试（对

硅酸锌漆）
ASTM D4752 每个组元或没每 10m2 一次 评定等级 4~5 级 给出时间固化

涂层的视觉

评价

目测确定固化、污染、溶剂滞留、

针孔 / 爆孔、流挂和表面缺陷

每道涂层施工后检查 100%

表面
按技术要求 缺陷修复

漏点检测 NACE RP0188  按每个涂层体系的技术要求 无漏点 缺陷修复并重新测试

漆膜厚度
ISO 19840，在光滑表面上校正

测厚仪
ISO 19840

ISO 19840 和涂层体系

数据
修补单个涂层或重新涂覆

附着力
ISO 4624，采用自动对中的拉开

测试仪，在涂层完全固化后进行
局部测试 见标准中注释要求 涂层报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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