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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From The Editor

调电价是手段，促发展
才是目的

国家发改委计划在年内调整风电上网电价的消息一出，立即引发行业广泛关注和讨论。业界对“调价”话

题很敏感是正常的，历经数载“寒冬”的风电企业刚刚略感一丝暖意，如果电价在此时下调对其无疑是毁灭性

的打击。应该说，调价不等于降价，“调整风电电价”显然是为完成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发展风能”

这一国家目标而服务的具体手段，何时调、怎么调，应该严格围绕如何落实中央政策目标来进行。如果风电价

格调整能够促进风能产业发展，当然是正确的举措，反之就是南辕北辙。

当前，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风电电价补贴过高，社会为风电发展付出过多，而实际上并非如此。表面看来，

风电电价的确比煤电电价高，但煤电价格并不是其完全成本的体现，既未体现外部性成本，也未反映出对其提

供的隐性补贴。美国科学家研究发现，如果把燃烧煤炭所带来的污染物排放、水污染、工人伤亡、地表形态的

颠覆性改变等隐性成本都计算在内，美国燃煤发电的隐性成本每年高达 5000 亿美元，如果把这些成本转移到电

费账单上，那么燃煤发电的电价要至少增加一倍到两倍。2012 年中国电煤消耗量是美国的 2 倍多，鉴于开采水平、

安全防护措施及环保措施都并不高于美国，所以中国燃煤发电的隐性成本肯定高于美国的水平，而这些实际上

是由社会资金、人民的身体健康和发展质量来买单的。如果将这部分高昂的外部性成本全部分摊到煤电电价上，

煤电价格将立刻失去竞争力。相对而言，我国风电的电价水平并不高，且低于许多国家的风电电价水平。通过

对四类风资源区 20 年运行期的典型风电场的最保守测算发现，当前各区域执行的标杆上网电价普遍低于实际所

需电价（详细测算过程请见本期时评栏目文章），不能保证企业合理的利润空间，这对产业的长远发展是极为不

利的。

风电开发的合理利润水平是产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发展风电除了可以解决能源环境问题之外，作为战

略性新兴产业，风电产业的发展对带动我国产业优化升级意义深远。我国历史上鲜有机会在某个产业领域与世

界水平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风电产业多年的积累和砥砺成长，赋予了我们取得世界领先优势的战略机遇。培育

规模化的国内风电市场，不仅是为了解决环境问题，也是拉动技术进步，促进高端制造业发展的有效途径，从

而形成一个高附加值的大型国际化产业，带动实体产业升级。目前我国风电产业已经展露出国际化格局的雏形，

截止到 2013 年年底，我国累计出口风电整机 140 万千瓦，遍布世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而且增长迅速。今天社

会对其投入的补贴，是为了维持整个产业链的基本利润水平，使制造企业守住盈亏线，以保证企业对技术研发

的持续投入，为产业发展后劲储存实力，培育一个兼具巨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新型高端产业。此时若贸然

下调电价，无疑会造成釜底抽薪的结局，与国家的政策导向背道而驰。

国家支持风电等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决心是坚定的，但不平等的市场机制使政策力度打了折扣。原则上，

对于资源性产品价格的调整，应该伴随相关环境税制改革，使其能够反映出资源的环境损害等外部性成本，使

市场在定价中发挥主导作用，供需双方在游戏规则内自行议价，同时加强对中间环节的监管，控制输配电企业

的利润空间，体现其社会公用事业属性，形成“放两头，管中间”的管理格局。具体就风电而言，不能为调电

价而调电价，错把手段当目的，而是要在根据实际情况优化细化电价政策的基础上，及时完善价格体系。作为

风电产业发展最重要的支持手段，电价政策关乎产业兴衰，我们自当慎之又慎。

文／秦海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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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2 月 13 日，国家能源局

发布“十二五”第四批风电核准计划，

列入计划的项目总装机容量为 2760

万千瓦。至此，“十二五”以来核准的

风电项目规模总量超过 1亿千瓦。

与前三批风电项目核准计划不同

的是，第四批项目核准计划中，华中、

华东、华南地区占比进一步提高，已达

到该批次总量的 60%左右。值得关注

的是，湖南省风电项目核准计划达到

200 万千瓦，成为我国中部地区风电开

发的重点省份。从项目计划看，我国

中东部和南方地区风电开发已步入规

模化发展阶段。　

应该说，此次核准计划更加符合

产业实际，布局更为理性，提出对限电

情况仍比较严重的黑龙江、吉林、内蒙

古（区）的核准计划另行研究。2014

年未能核准的项目，可结转到 2015 年

核准，不具备建设条件的项目，应申

请取消，不得置换。

国家能源局：
第四批风电项目核准计划2760万千瓦

事件

【短评】2760 万千瓦，乐观的专家把它与风电走出低谷、启动闲置产能联系到一起，但过度解读会误导舆

论对风电行业发展困难的认知。目前，风电行业依旧没有完全摆脱“三角债”的困局，这对制造企业来说是最

痛的一点，好在项目核准计划会拉动风电机组市场需求。尽管风电制造业产能过剩，但市场仍然缺乏好的机组，

机会和未来就在这里。

值得注意的是，计划毕竟是计划，到真正变成产能还有一段距离。国家能源局今年 1 月 6 日发布通知，取

消了“十二五”第一批风电项目核准计划中 30 个项目的核准资格，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探究。

从 2011 年到 2014 年，国家能

源局核准的“十二五”风电项目总

装机容量（含增补、示范项目）达

到 1.0712 亿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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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获悉，联合动力安装在天津

大港区的UP1500-97 风电机组运行情

况良好，可利用率达到 99%以上，其

稳定的表现使该款机组产品值得期待，

并已经收获来自湖北、安徽、陕西、云

南等地区的项目订单。联合动力着力打

造的这款王牌产品专门适用于平均风速

低于每秒 6米的地区，在同类 1.5 兆瓦

机组中，该款产品叶片长度最大，扫风

面积比 93叶轮直径的机型增加近 8%，

发电量增加了 5%；与联合动力生产的

86机型相比，97机组的扫风面积提升

了25%，发电量增加达20%以上。

UP1500-97 机型的研发，启动于

2012 年初，从设计上看，该机型主要

从风电机组结构与系统控制两大方面

入手，对硬件和软件都进行了全面的技

术优化。在机组结构上，联合动力的叶

片研发团队应用了先进的高模玻纤材

料设计出一款超长的轻量化叶片，重量

相比常规材质的同尺寸叶片轻 10%以

上，抗极限载荷能力提高了 20%，抗

疲劳载荷能力更是提高了 40%。此外，

联合动力全资控股的专业发电机设计

公司，为该机型量身打造了适合超低

风速区的发电机，进一步提高了发电

效率，并降低了载荷。

联合动力UP1500-97：
布局低风速市场的重要棋子

事件

【短评】不管从三四类风区的电价、市场消纳能力，还是风

电年平均利用小时数来看，扩展这块市场是风电开发商、制造

商共同的战略选择。这是低风速市场利好不断的动因，也是市

场自行配制资源的魅力所在。

不可忽略的是，越是在低风速区域开发风电，对机组产品

的技术要求也越高，好的产品可以让开发商突破低风速疆界。

而好机组的背后彰显的是好公司的研发实力和创新能力。联合

动力 UP1500-97 机型的出现，也让我们更有理由相信，未来低

风速市场会给行业带来更多的惊喜。因为，市场就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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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2013年中国风电发展整体好转

哈密南-郑州特高压直流工程投运

据国家能源局最新统计，2013 年，全国

新增风电并网容量 1449 万千瓦，累计并网容

量 7716 万千瓦，同比增长 23%。年发电量

134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4%。风电利用小

时数达到 2074 小时，同比提高 184 小时。平

均弃风率 11%，比 2012 年降低 6%。全国新

增核准容量 3069 万千瓦，累计核准容量 1.37

亿千瓦，累计在建容量 6023 万千瓦。

此外，全国风电项目布局得到优化，“三

北”地区弃风限电情况明显好转，中东部和南

部地区风电加快发展，补贴效率进一步提高，

风电设备制造业加快复苏，出口机组 338 台，

总容量 65 万千瓦，出口国家扩展到 21 个国

家和地区。

2013 年全国各地区风电发展指标

地区

累计核
准容量

累计在
建容量

新增并
网容量

累计并
网容量

利用小
时数

上网电量 弃风电量 弃风率

万千瓦 小时 亿千瓦时 %

华北 4415 1668 415 2747 2112 494 57.99 10.51

东北 3172 1094 252 2077 1915 364 66.5 15.45

华东 981 445 131 536 2264 106 0 0.00

华中 732 543 105 189 2141 24 0 0.00

南方地区 1180 639 152 541 2147 93 1.69 1.78

西北地区 3259 1633 394 1626 2112 268 36.13 11.86

全国 13739 6023 1449 7716 2074 1349 162.31 10.74

2014 年 1 月 27 日，我国西北地区风火

打捆送出的首个特高压工程—哈密南—郑州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投运，这是继向家坝—

上海、锦屏—苏南工程后，国家电网公司投

资建设的第三回特高压直流工程。据了解，

该工程途经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山西、

河南 6 省（区），线路全长 2192 千米，额定

电压±800 千伏，额定输送功率 800 万千瓦，

于 2012 年 5 月获得国家发改委核准后开工

建设。

据悉，国家能源局 2014 年将对拟规划

建设的 12 条大气污染防治输电通道开展风电

消纳认证。其中有 8条特高压线路方案已通

过第三方评估，包括锡盟 -济南、蒙西 -天津、

靖边 -潍坊、淮南 -南京 -上海、晋东南 -

徐州-南京交流方案，以及宁东-浙江、锡盟-

泰州、丽江 -深圳等。

2013 年风电送出方面几个主要工程包括 ：

（1）2013 年 6 月投运的新疆—西北 750 千伏联网工程。

（2）哈密—郑州 ±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

（3）甘肃酒泉 - 湖南 ±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变电工程（预计 2014 年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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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2014年浙江省加快推进清洁能源重点项目建设

五大发电集团2013年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6亿千瓦

据浙江省发改委数据，2013 年全省清洁能源利

用量（含省外调入水电）折合约 2857 万吨标煤，同

比增长 7.6%，预计占全省能源消费总量的 15.1%。

截至 2013 年底，全省已建成清洁能源装机 2412

万千瓦，占全省电力总装机 37.0%，比上年提高 2.6%，

约 258 万千瓦。2014 年浙江清洁能源重点项目建设

1台核电机组；太阳能光伏发电 50 万千瓦以上、风

电 15 万千瓦；建成宁波杭州湾等 3个国家分布式光

伏发电应用示范项目；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国电普陀 6

号海上风电场，力争再核准 1-2 个海上风电项目。

据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消息，2013 年，

华能、大唐、华电、国电和中电投五大发电集团的利

润总额创下了自 2002 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利润总额

超过 740 亿元，比 2012 年的 460 亿元增长超六成。

在清洁能源方面，2013 年，华能、大唐、华电、国

电和中电投的清洁能源总装机量突破 1.6 亿千瓦。

3600
3500
3400
3300
3200
3100
3000
2900
2800
2700
2600

3504

单位：万千瓦

华能 大唐 华电 国电 中电投

2950

3460

3070 3065

2013 年浙江省清洁

能源电力装机分布（单

位 ：万千瓦，总量 ：2412

万千瓦）

远景4兆瓦海上智能机组中标龙源海上风电项目

日前，远景能源 136米风轮直径的 4兆瓦海上智能机组中标国电龙源江苏如东

潮间带 13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该机型是迄今为止国内海上风电项目批量采用单机

容量最大的机型，也是全球所有量产的海上机组中单位千瓦扫风面积最大的一款机型。

该机型由远景能源丹麦创新中心和远景中国研发团队联合开发，基于全球最为

稳健、可靠的传动链和零部件体系，专门针对中国近海风电开发而设计的一款智能机

组。据介绍，此款风电机组应用了远景全球首创的智能控制、测量以及数据分析专家

系统、主动性能控制和基于可靠性的决策算法等多项先进技术，机组能够准确感知自

身的状态和外部环境条件，从而优化调整控制策略和运行方式，保证机组运行在最佳

工况点，以达到发电量和使用寿命同时最优，使其比同类机型多发20%以上的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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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德 国 风 电

新增装机容量达到

3238 兆 瓦， 比 2012

年的 2297 兆瓦大幅

度 增 长 了 36%， 依

然 以 总 装 机 33730

兆瓦位列欧盟第一。

2014 年 1 月 22 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 2030 年气候和能源政策目标，规定欧盟成员国在 2030 年之前将

温室气体排放量削减至 1990 年水平的 60%，并保证新能源在欧盟能源结构中至少占 27%。

2030 年气候和能源政策框架主要包含以下几个重要内容：（1）有约束力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欧盟成

员国在 2030 年之前温室气体排放量需要在 1990 年的水平上减少 40%。其中，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成员国到

2020 年以后每年温室气体排放上限将从 1.74%上调到 2.2%，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外的国家则在 2005 年的水

平上减少 30%。（2）欧盟范围内有约束力的可再生能源目标：未来，在欧盟建立一个有竞争力、安全和可持

续的能源系统，可再生能源需要充当主角。到 2030 年，对新兴技术的支持将以市场为导向，并规定欧盟可再

生能源目标必须达到至少 27%。（3）提高能效：欧盟委员会认为，对于欧盟所有的能源政策目标而言，提高

能效都是不可或缺的途径。（4）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改革：欧盟委员会提议在 ETS 第四个交易阶

段（2021-2028）开始时成立一个市场稳定储备金，以应对这些年来剩余的碳排放许可证，并通过自动调节碳

排放许可证供应数量来进一步提升系统灵活性。

据西班牙电网公司（ Red Eléctrica 

de España）统计，2013 年西班牙风电

发电量为 543 亿千瓦时，在 2012 年基

础上增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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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也成为全球首个风电在整个年度都为第一大电力来源的国家。同时，西班

牙 2013 年的水电也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发电量达到 322 亿千瓦时，比历史平均水平高出 16%。

根据初步统计，相比水电和风电，西班牙的传统能源占比均有所下滑。其中，天然气发电下降了 34.2%，

燃煤发电下降了 27.3%，核能发电下降了 8.3%。

德国政府日前就能源转型改革方案达成一致，包括降低对新建可再生能源设施的补贴，不过德国总理默

克尔 2014 年 1 月 23 日强调，到 2050 年德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达到 80％的目标不会变。

1月 22 日，德国政府内阁就经济部长加布里埃尔提出的能源转型改革方案达成一致，其中包括降低对新

建可再生能源设施补贴、减少高耗电工业企业“特权”等内容。调整的主要目的在于控制成本，保障能源供应

安全。系列改革措施给人感觉德国政府将逐步放慢发展可再生能源。对此默克尔解释说，德国依然坚定实施能

源转型，这从到 2050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达到 80％的目标不变可以看出。改革的目的是让可再生能源发展

更符合市场需求。

欧盟委员会公布2030年气候与能源发展目标

2013年西班牙风电发电量543亿千瓦时成该国第一大电源

2050年德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80%的目标不变

年份 新增装机容量（MW） 累计装机容量（MW）

2011 1050 21674

2012 1110 22784

2013 175 22959

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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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2 月 17 日消息，谷歌近日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及内华达州附近的太阳能发电厂投入巨资，而其

在建成后也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太阳能利用项目。

据统计，自 2007 年以来，谷歌在风能、太阳能领域已经完成了 15 宗投资，交易总额超过了 10 亿美元。

风电方面的主要投资 ：

2010.5  NextEra Energy Resources 的 169.5 兆瓦风电项目

2011.4  俄勒冈州的牧羊人风电场  

2011.4  俄克拉荷马州 Minco II 风电场

2011.5  加利福尼亚州南部 Alta IV 风电项目

2011.6  加州蒂哈查皮山 Alta 风能中心

2013.1  美国德克萨斯州 Spinning Spur 风电场项目

太阳能方面的主要投资 ：

2011.6  SolarCity

2011.9  太阳能创业基金 Clean Power Finance

2011.12 太阳能开发商 Recurrent Energy 的 4 座太阳能电站  

2011  德国勃兰登堡某光伏项目

2013.5 南非太阳能发电厂 Jasper Power 

2013.11 Recurrent Energy 位于加州和亚利桑那州的 5 座光伏电站

2014.2 加利福尼亚内华达州附近的太阳能热电项目

2014 年 2 月 11 日，阿尔斯通签署一项合同，将向 Deepwater Wind 公司位于美国罗德岛州沿岸布鲁克

岛的 30 兆瓦试验海上风电场提供 5台海上风电机组。该项目预计将于 2016 年投入运行，将是美国首批海上

风电场之一，也将是世界上首批安装在近海水域的阿尔斯通 Haliade150-6MW型海上风电机组。这 5台机组

每年可发电 1.25 亿千瓦时，可满足超过 17000 户家庭的用电需求。

该项目是支持法国出口海上风电机组的首个项目，并将利用到阿尔斯通正在法国建设的基地。该项目的

机组由阿尔斯通位于南斯的海上能源研发中心负责开发，将在阿尔斯通位于圣纳泽尔和瑟堡的工厂生产。位于

圣纳泽尔的 2家工厂将于 2014 年底完工，负责生产机舱和发电机；位于瑟堡的工厂负责生产叶片和塔筒，目

前该工厂的建设申请已经提交。

Haliade150-6MW型风电机组采用无齿轮箱的直驱结构和永磁发电机。布鲁克岛项目也将开启一个超过

100 万千瓦的大型海上风电场应用项目的征程。该大型风电场将与连接长岛、纽约和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的区

域输电系统相连，与美国海洋能源管理局“Smart from the Start”海上风电规划相呼应，旨在加速美国东部沿

海地区海上风电的发展。

海外

谷歌投资新能源资金超10亿美元

阿尔斯通获得美国海上风电设备供应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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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2 月 6 日消息，荷兰政府提出将北海海域的一片地区划为海上风电项目开发区。新场址包括距

离荷兰海岸线 22 公里、面积为 1225 平方公里的 Hollandse Kust 地区以及 200 平方公里的 Noorden van de 

Waddeneilanden 区域。

据荷兰政府预测，Hollandse Kust 地区的海上风电开发量最大可达到 730 万千瓦，而 Noorden van de 

Waddeneilanden 区域的开发量估计有 120 万千瓦。此外，由荷兰基础设施与环境部长Melanie Schultz van 

Haegen 提出的一份草案已经通过内阁会议的审核，接下来该法案将面向公众进行咨询，并有望在 2014 年年

中召开国会之前施行。

荷兰政府设立了到2023年海上风电装机达到450万千瓦的目标，2020年陆上风电装机预计为600万千瓦。

2014 年 1 月 28 日，欧洲风能协会发布统计数据，2013 年整个欧洲共有 418 台海上风电机组并网，创下

年新增风电装机容量 1567 兆瓦的纪录，比 2012 年的装机量多了 1/3。这使欧洲海上风电总容量达到了 6562

兆瓦，足够供应欧盟 0.7%的电力需求。

然而，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其实欧盟过去一年的风电产业出现了下滑趋势：2013 年上半年，大约有 2/3

的新增装机容量并入电网。目前共有 11 个项目在建设之中，而 2012 年同期有 14 个项目。市场和制度的稳定

性因素一直是整个欧洲 22000 兆瓦风电新增项目获准的关键。

欧洲风能协会代理 CEO Justin Wilkes 说道：“对海上风电政治支持的不明朗——尤其在英国、德国等关

键海上风电市场，导致了一些规划中的项目被推迟，而正式启动的新项目也很少。这意味着在 2015 年之前海

上风电装机将趋于平稳，而从 2016 年之后将出现下降。”

“在 3月将由国家首脑发布的有关 2030 年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的一项雄心勃勃的决议也许为海上风电发

展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为了绿色经济、就业、工业化、技术领导能力的不断增长以及二氧化碳减排等目的，

欧洲将不断开发其发展海上风电的潜力。”Justin 表示。

海外

荷兰提供新的海上风电开发区

欧盟海上新增风电容量成绩难掩新项目减速事实

截至 2013 年底欧洲海上风电开发商市场份额 截至 2013 年底欧洲海上风电制造商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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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2013 年，欧盟 28 国共有 1115.9 万千瓦新增风电容量并网，相比 2012 年下降 8%。目前欧盟风电

累计装机已经达到 11728.9 万千瓦，大约可以满足欧盟国家 8%的电力需求，欧洲其他地区风电装

机大约为 418.8 万千瓦。

据初步统计，2013 年底全国并网风电装机 7548 万千瓦，发电量 1401 亿千瓦时，设备平均利用小

时为 2080 小时，为 2005 年以来最高水平，同比增加 151 小时。

2013 年山东风电并网装机容量达到 501.91 万千瓦，排全国第五，占电力总装机容量的 6.48%。

2013 年山西发电装机容量达 5767.27 万千瓦，风电为 315.95 万千瓦；全省发电量完成 2625.4 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3.57%。其中风电 58.1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0.9%。

2013 年，福建风电并网装机容量达 146.15 万千瓦，同比增长 29%，风电实现 100%全额消纳，累

计发电 36.2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9.4%。

预计 2014 年广东清洁能源发电量将达 2463.8 亿千瓦时，占广东统调发受电量 48.8%，发电量同比

增长 16.2%。

 2013年辽宁电网风电年发电量达到100.3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37%，占全省总发电量的6.38%；

风电并网装机容量达 563 万千瓦，新增 87 万千瓦，同比增长 18.28%，占全网总发电装机容量的

14.2%。

2013 年甘肃省内新能源装机突破 1000 万千瓦，光伏、风电装机容量分别达到 429.84 万千瓦和

702.81 万千瓦，分列全国第 1位和第 3位。2013 年甘肃风电发电量达 119.1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6.8%。

2013 年内蒙古风电装机容量达 1848.86 万千瓦，占全国风电总装机容量的 24.5%；风电发电量达

368.37 亿千瓦时，占全国风电发电量的 26.29%，风电发电量占全区发电量的 10.17%。

台湾经济部设定了 2014-2015 风电发展目标，陆上风电和海上风电装机目标分别为 81.4 万千瓦

和 1.5 万千瓦。

2013年西班牙仅装机17.5万千瓦，是自1997年以来新增装机量最少的一年，实际增长率只有0.77%。

 2013 年美国风电装机量大幅下降了 92%，仅为 1100 兆瓦，但是在建项目数量却激增。

2014 年 1 月 5 日，中电投内蒙古四子王旗风电场 2兆瓦直驱型风电机组调试工作顺利完成，100 台

机组成功并网发电。

EWEA

中电联

甘肃电力公司

山东省电力公司

山西省电力公司

国网福建电力公司

广东电网公司

国网辽宁电力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中国台湾

西班牙

美国

中电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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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草湖——梦开始的地方

新疆小草湖风电场（华能小草湖），

位于新疆吐鲁番地区，总装机容量 4.95
万千瓦，共安装 33 台 1.5 兆瓦的风电

机组，是华能的三期项目。

说起小草湖风电场，可能大家脑

海里闪现的是这样一幅画面 ：一片碧

波荡漾的湖水，一抹青山上绿树迎风

摇曳，一台台风电机组错落在这美丽

的湖畔，傲然而立，缓缓转动间，为

这一片静逸的美丽画面增添了别样的

生动 ....... 然而，熟知小草湖的人是知

文／泥英耀	滕明钧

道的，“小草湖”实则寸草不生。这里

有的只是一片茫茫戈壁滩，风电场荒

芜一片，道路崎岖不平，唯有我们的

风电机组默默地守护在这里，接受着

冬季寒风凛冽和夏季烈日炎炎的考验。

要说小草湖和其他风电场不一样

的地方，那就是风大得出奇，同事们

称小草湖的风为“妖风”，工作时要时

刻提防，因为这里的风速在短短几十

秒就能达到二三十米，最高风速也是

全国顶级的，就在小草湖附近曾有车

被刮翻过。记得有一次和同事们处理

一些复位的故障，就在出塔筒的那一

瞬间，同事的眼镜“嗖”的一下就飞

掉了，仿佛凭空消失了一般，人民币

被刮飞就是更常见的事了。

冬季的小草湖风电场相当寒冷，

寒气仿佛能刺到骨头里。在工作的时

候，如果保暖措施做的不到位，皮肤

冻到开裂是常有的事。记得 2012 年

12 月份刚到小草湖风场时，正值机组

调试时 ，为了不耽误调试进度，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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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事们想尽一切办法节省时间。每天天还没

有亮，同事们就已经起床，洗漱后匆匆忙忙去

饭店买上四、五张鸡蛋饼，早上在车里吃两张，

剩下的就带上机组，在机组调试时饿了，拿出

来当午餐吃——当然，也可能会是晚餐。偶尔

大家也会“改善”一下伙食——吃一顿新疆特

有的食物——“馕”。在寒冷的冬天，啃下一

块硬邦邦的馕，喝上一口冰冷入心的水，那滋

味实在令人难忘。

我们的维族司机阿力木是个热心肠，为了

让这群年轻小伙子们吃上一口热饭，阿力木师

傅跑了很多地方，终于找来两个泡沫保温箱。

他将热腾腾的饭菜放进箱子，驱车 40 多公里，

到了风电场再拿自己的大衣盖上，只希望能尽

量保持饭菜的温度。尽管如此，有时当把饭菜

吊上机组的时候，饭菜也早已凉透。

到 2013 年 1 月末，20 余台机组已经顺利

完成调试。现在回想起那段时期，心里除了有

说不出的辛苦，还有顺利完成工作的欣慰和同

事间互相关怀的感动。

如果说冬季的小草湖是难熬的，那么相对

来说，夏季就是我们迫不得已而又值得期待的

选择了。

夏季吐鲁番的炎热是出了名的，一般白天的温度

在四、五十摄氏度，地表温度最高可达七十多摄氏度。

每天从项目部去往风电场的路上，大家都已是大汗淋

漓，当从机组上下来的时候，全身早已湿透。当然，

酷热的天气，日照时间的充足，注定了新疆的瓜果要

比其他地方的甜——这便是我们所期盼的“小草湖福

利”。新疆的瓜果是出了名的，六月份的时候，哈密瓜

就熟透了，还有一个个诱人的大西瓜。花十几块钱就

能买上一大袋子哈密瓜，再搬上几个西瓜，每天出门

工作的时候带上几个，处理完故障从风机上下来的时

候，吃上几块哈密瓜和西瓜，那感觉就像“久旱逢甘霖”

一样，甭提多滋润了。有时候还能欣赏到我们维族司

机跳的舞蹈，更是多了一份不小的乐趣。到了 7 月份，

葡萄硕果累累，有绿色的、红色的，晶莹剔透的像宝

石一样，吃起来更是像蜜一样。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华能小草湖风电场运维人员

不断总结，不断成长，我们将脚踏实地的工作理念和

精神融入了自己的岗位。明阳的风电机组一排排高耸

林立着，随风呼呼转动，绝对是戈壁滩上最亮丽的一

道风景线。也正是因为我们这些明阳人，小草湖注定

不会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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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调整和完善风电电价政策

在 3 月 5 日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

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明确提出了“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变革，

提高非化石能源发电比重，发展智能电网和分

布式能源，鼓励发展风能、太阳能”的目标。

同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关于 2013 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14 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中提出，将

“适时调整风电上网电价”作为 2014 年的主要

任务之一。

电价政策是支持我国风电产业发展的最

主要的政策设计，对风电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至

关重要。风电上网电价的调整应综合考虑项目

建设时间、风能资源、工程建设投资以及并网

消纳情况，在科学测算项目成本的基础上做出

合理调整。针对目前的实际情况，对于陆上风

电而言，要保持在未来 2-3 年内电价的稳定

以及风电企业的合理利润空间，对于海上风电，

要尽快出台标杆上网电价，培育健康的海上风

电市场。

风 电 产 业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以

合理的利润空间

为 基 础， 如 果 不

能保证这个空间，甚至亏损，会极大挫伤企业

投资开发的积极性，产业的发展必然受到影

响。2009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颁布的四类风电

上网标杆电价政策对我国风电产业的规模化发

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时过境迁，目前企业的

利润水平与电价之间的关系是否发生了变化？

对此，可以按照 2009 年政策出台前的电价测

算方法，对当前实际条件做最保守的设定，对

目前所需的电价的最低水平进行如下测算 ：

以 20 年生命周期的陆上风电项目为例，

资本金 20%，银行贷款 80%，贷款期 15 年，

贷 款 利 率 为 6.9%（2009 年 长 期 贷 款 利 率 为

5.94%，2013 年长期贷款利率已上升至 6.55%，

在银根紧缩政策下，各银行对风电项目的贷款

均采取利率上浮形式，平均上浮率达 10%，导

致实际利率已超过 7.2%，利率设定值已经非

常保守）。根据目前风电项目投资回报特点，

资本金内部收益率 8% 是行业基准收益率，可

以保证项目保本微利，若项目要求有较好的投

资回报，则资本金内部收益率要达到 10%，本

文按 8% 的基准值测算。在纳入增值税和所得

税税率、折旧率、保险费率、人工费、运维费、

城市维护及教育附加费率等评价参数的同时，

对各参数均选取了较低的保守值。四类资源区

的测算结果如下 ：

在Ⅰ类、Ⅱ类、Ⅲ类资源区，按 2012 年

平均水平，项目工程单位千瓦造价在 7700-

8000 元之间，按照风能资源区划分所依据的

理论条件，如果Ⅰ类、Ⅱ类资源区风电场年利

文／秦海岩

风电开发的合理利

润水平是产业健康

持续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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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满负荷小时数为 2500 小时，则上网电价在

0.415-0.43 元 / 千瓦时之间（本文所说电价均

为含税电价），即可满足资本金内部收益率 8%

的条件 ；如果Ⅲ类资源区风电场年利用满负荷

小时数达到理论上的 2300 小时，则对应所需

上网电价在 0.452-0.468 元 / 千瓦时之间，即

可满足资本金内部收益率 8% 的条件。相比三

类资源区现行标杆上网电价每千瓦时 0.51 元、

0.54 元 和 0.58 元， 理 论 上 确 有 下 调 的 空 间。

然而现实中鲜有风电场达到 2300 小时以上的

年利用满负荷小时数，其主要原因是弃风限

电。2012 年全国平均弃风比例达 17%，风能

资源条件较好的“三北地区”是弃风限电的重

灾区，Ⅰ类、Ⅱ类、Ⅲ类资源区弃风率分别在

21.36%、23.89% 和 16.91%，使这三类资源区

风电实际年利用满负荷小时数分别降至 1950、

1850 和 1800，此时这三类资源区风电场所需

上网电价应该分别在 0.532-0.55 元 / 千瓦时、

0.561-0.581 元 / 千瓦时、0.577-0.598 元 / 千

瓦时之间，才能保证 8% 的资本金内部收益率。

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2013 年全国弃风

情况有所好转，但弃风比例仍高达 11%，其中

东北地区 15.45%，年利用小时数仅为 1915，

据此测算，蒙东、吉林、辽宁、黑龙江等风能

资源较为丰富区域的风电场所需上网电价范围

在 0.547-0.567 元 / 千瓦时，才能保证 8% 的

资本金内部收益率。

由此可见，在风电场分布最为集中的在

Ⅰ类、Ⅱ类、Ⅲ类资源区，在弃风限电严重的

情况下，目前执行的标杆上网电价低于实际所

需电价，不能保证 8% 的资本金内部收益率，

风电项目处于亏损状态。因此，上述资源区风

电电价的调整，应该是以消除弃风限电为前提

条件。然而，弃风限电的最主要原因并非技术

问题，而是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根本原因是

不符合发展需要的电力体制，可见弃风限电问

题短期内难以彻底避免，所以电价的调整要充

分考虑到这一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目前正

在审批或建设中的跨省特高压输电通道，如果

建设完成后，能真正落实以输送风电等可再生

能源电力为主，而不是挂羊头卖狗肉，这样确

实可以缓解这三类资源区的弃风限电问题，但

其建设周期至少是 2-3 年。因此对于上述地

区的风电电价，在近期内应保持目前水平不变，

过渡 2-3 年再考虑予以调整。如果非要调整，

一定要以解决弃风限电问题为前提，一种方案

表1 按资本金内部收益率8%测算各类资源区上网电价

资源区
工程单位千瓦造价

（元/千瓦）
利用小时数

按资本金内部收益率8%测算

电价（含税）

Ⅰ类、

Ⅱ类、

Ⅲ类风区

7700-8000

理论利用小时数
2500 0.415-0.430

2300 0.452-0.468

实际利用小时数

1950 0.532-0.550

1850 0.561-0.581

1800 0.577-0.598

Ⅳ类风区 9000

理论利用小时数 2000 0.599

实际利用小时数
1900 0.631

1800 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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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制定具体措施，落实可再生能源法中的规定，

对弃风限电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第二种解决

方案是在保障上网电量的基础上采取分段电价

的方式，即在满负荷小时数 2000 小时内的上

网电量执行现在的风电电价，2000 小时之外

的上网电量执行所在地区脱硫标杆电价。

Ⅳ类资源区主要位于我国的中东部和南

部，地形地势复杂，人口密集，土地使用成本

高，项目开发难度大，单位千瓦造价较前三个

区域明显升高，2012 年平均在 9000 元左右。

按照风能资源区划所依据的理论上的资源条

件，如果年利用满负荷小时数达到 2000，则

所需上网电价在 0.599 元 / 千瓦时的情况下，

即可守住 8% 的盈亏线。但随着易于开发的相

对优质风能资源迅速减少，开发目标开始向资

源条件较差的区域推进。从日前国家能源局下

发的“十二五”第四批风电项目核准计划来看，

在此次 2760 万千瓦的核准总量中，华中、华

东和华南等低风速地区占据了 60%，其中山西

省的核准规模达到了 208 万千瓦、湖南省 200 

万千瓦、湖北 82 万千瓦、江西 62 万千瓦，这

些区域内大部分可开发风能资源的年利用满负

荷小时数在 1800-1900 之间，此时若要保证

8% 的资本金内部收益率，上网电价需要达到

0.631-0.666 元 / 千瓦时，高于目前的标杆上

网电价 0.61 元 / 千瓦时。

可见，对于Ⅳ类资源区来说，目前 0.61

元 / 千瓦时的上网电价并非是高了，而是偏

低，每千瓦时还应上调 0.02-0.04 元才能保证

合理的利润。Ⅳ类资源区幅员辽阔，靠近负荷

中心，并网条件较好，我国风电制造企业也通

过技术创新，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低风

速风电机组，这些地区的风电开发对支持制造

业发展，调整当地能源结构，优化全国风电开

发布局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些地区的脱硫标

杆电价较高，国家为每度风电实际支出的补贴

金额只有 0.15 元左右，比三北地区要低 0.1 到

0.2 元，补贴效益更高。因此对于 IV 类资源区，

摄影：冯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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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通过价格手段推动其加快发展，建议电价

可以适当上调 0.02-0.04 元 / 千瓦时。如果国

家统一上调电价有难度，建议各省在国家补贴

的基础上出台附加支持政策，支持本地区的风

电开发。

海上风电代

表着风电技术领

域的前沿和制高

点，是世界上主要风电市场重点关注的发展方

向，也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内容。我

国可供开发的海上风能资源丰富，场址靠近负

荷中心，海上风电的开发利用不仅是风电产业

向纵深发展的关键一环，也是带动我国相关海

洋产业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具有重要的战略

意义。然而没有电价政策的支持，就无法培育

出健康的海上风电市场，没有规模化的市场，

就没有技术进步的产业基础，就难以把握住产

业发展的关键机遇期。距 2010 年我国首个海

上风电工程东海大桥项目首期投运已有三年多

时间，但我国海上风电的指导电价迟迟未能出

台，这已然影响到了海上风电的发展进程。海

上风电特许权招标项目并未像在陆上风电上实

施的那样，为海上风电标杆电价的制定提供准

确的依据。“十二五”期间 500 万千瓦的海上

风电装机规划目标的完成时间目前已经所剩无

几，当务之急是尽快出台合理的海上风电指导

电价。纵观海上风电发展较好的几个欧洲国

家，都有清晰明确的单独针对海上风电的电价

机制，且电价水平对产业发展形成稳定而有力

的支撑作用。（表 2）其中德国在 2012 年修订

可再生能源法的时候，还上调了海上风电价格，

目的是最大程度地保证政策的稳定性和电价水

平的科学性。我国可参考别国经验、电价机制

和水平，结合我国海上风电工程实际，制定海

上风电标杆电价。有鉴于我国海洋工程条件的

复杂性，以及初期阶段工程造价较高、运维费

用较高的情况，海上风电的电价支持力度不应

低于表 2 中所列欧洲各国的水平。

表2 欧洲主要海上风电国家的海上风电电价政策

国家 海上风电电价水平

德国

据德国 2012 年《可再生能源法》，企业可以选择两种不同模型。选择普通模型，在前 12

年内的上网电价为 15 欧分 / 千瓦时（约 1.27 元 / 千瓦时）；选择压缩模型，在前 8年内

的上网电价为 19 欧分 / 千瓦时（约 1.6 元 / 千瓦时）。投产 12 年或 8年后根据场址条件

决定是否可延长补贴，压缩模型在延长期内执行与普通模型相同的15欧分/千瓦时的电价。

之后的电价按基础电价 3.5 欧分 / 千瓦时（约 0.3 元 / 千瓦时）计算。自 2018 年开始，每

年开发的新项目电价在前一年基础上下降 7%。

英国
2014-2016 年：  每兆瓦时 155 英镑（约 1.58 元 / 千瓦时）；2016-2017 年：  每兆瓦时

150 英镑（约 1.53 元 / 千瓦时）； 2017-2018 年：  每兆瓦时 140 英镑（约 1.43 元 / 千瓦时）

丹麦 前 5万等效满负荷小时内，执行 134 欧元 / 兆瓦时（约 1.14 元 / 千瓦时）的价格

意大利
5MW及以下规模项目：176 欧元 / 兆瓦时（约 1.5 元 / 千瓦时）；5兆瓦以上：165 欧元 /

兆瓦时（约 1.4 元 / 千瓦时）

荷兰 在年度平均电价基础上，平均补贴110欧元/兆瓦时（约0.94元/千瓦时），期限在15年以上。

尽快出台海上风电

标杆电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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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虽然不少企业提出以管理要效益，

但似乎一直以来更看重规模。例如一些国企，

很多工作都想自己做，但自己做不一定能比专

业公司做得好，您怎么看待效益和规模之间的

关系。

胡国栋：从电力系统看，2002 年末时五

大集团成立，五大集团的全部装机为 1 亿千瓦

左右，经过 10 年发展，五大集团装机超过 4
亿千瓦，这 4 倍的增长不得了，主要原因是这

10 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对电力需求强烈，因此

规模都必须快速跟上。国家对国企的定位是公

共事业、基础产业为主，因此规模的扩大实际

上是由国家的需求带动的，并不是电力系统本

身要做这个事。前几年的电力增长，包括装机

容量和发电量等，高于 GDP 增长，而这个阶

段的增长，主要是资源消耗性的增长，对电力

的需求非常大。下一步从大环境来看，电力增

长应该是低于 GDP 的增长，行业会处于一个

比较中速、趋于稳定的发展阶段。因此现在提

出的已不是以规模作为导向，而是以效益为导

向，所想和所做的事，都要贡献效益。我觉得，

对于规模的控制应处于一个合理的状态，要根

据市场结合需求情况以及投资能力，来确定一

个合理的规模，而不是大家相互比较。这种情

况下国资委提出了连续两年的“管理提升年”，

向管理要效益。大唐的重点是向现有的资产管

理要效益，处理好现在的存量和以后的增量的

关系。几百亿的资产不是小事，如何让他们发

挥效益，是关键问题。发展到了这个阶段，重

心在向管理转移。首先是从粗放型管理，向精

细化管理转变，其实就是怎么样把自己的风电

场做好。这牵扯到设备运转这么多年有什么问

题，还有这些厂家过了质保期以后怎么管理的

问题。除此之外，我们也在研究建设“智慧风

场”、“定制化风场”等，往精细化管理上去做。

《风能》：谈到了效益，我们发现有一些风

电场开发得比较早，现在看来早期一些机组的

发电效率不是很高，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效益，

这些机组有更换的必要吗？

胡国栋：大唐在内蒙古的一个早期风电场

使用了 750kW 的风电机组，现在看来效率确

实比较低，因此对这个风电场的机组进行了改

造，将这些机组的叶片根部加长了一些。之所

以只是进行了改造，是因为如果全部更换机组，

成本会很高，因为早期的风电场大部分是在内

蒙，而内蒙的电价相对比较低，在电价低且限

电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前提下，目前还不

本刊记者／赵靓

向资产管理要效益

受访嘉宾：胡国栋，

中国大唐集团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往精细化管理上去做。”“向资产管理要效益。”这两句话早已不再是口号，而被贯彻到大唐

新能源对几百亿资产的管理工作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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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更换机组的最佳时机。因此，目前除了改造外，

还有一个提高效率的方式是增加机组。例如一个 5
万千瓦的风电场，由于效率达不到，可以到发改委、

电网公司去报批，由于变压器、公共设施等都没

问题，就只需增加几台机组的成本。由于是内部

改造，只增加风电机组而不增加总容量，一般情

况下不需要走太复杂的流程。之前对风电场的管

理是赚钱就行，不注重效率，现在效率也很重要。

因为现在对风电技术和风能资源的认识越来越高，

与早期一立机组能够转起来的期望是不一样的。

但目前看来，解决效率问题肯定要根据情况的不

同，采取不同的措施。

《风能》：在 2013 年的北京国际风能大会上，

您曾提到大唐新能源（以下简称大唐）的效益在

当年有所改善，这里有哪些原因？

胡国栋：这与限电情况略有好转有关，在几

个方面有所体现。首先是以前限电比较严重的东北

区域，开始与华北做电量交易，其中风电有 40 亿

千瓦时的交易额，使吉林、辽宁、蒙东、黑龙江的

风电送到华北。但也有人说这个方式很难区分送过

去的电是风电还是火电，但无论如何这个机制给东

北的负荷带来了一部分空间，使风电能多消纳一些。

这项交易是一种市场行为，但由电监会监管，开始

实施后，个人估计交易量每年至少不会再减少。再

一个是从发电企业到电网企业，对限电的认识开始

有提高，使在合理调度、设备维修等方面，发挥了

主观能动性。第三是这两年进行了大面积的提高低

电压穿越能力工作，对无功补偿装置进行了改造。

应该对电网稳定性和接受能力有一定效果，至少人

们的心里承受能力有了大的提高，比如以前没有做

这些工作的时候觉得接受 10 万千瓦就可以了，做

了后会觉得 12 万应该也行，而实际上原来接受 12
万或许也没事。第四是一些区域性的能力提高，比

如地方性的线路建设，使线路送出能力升级，电网

方面也在不断地改善工作。这些都促成了今年的发

电形式比去年好一些。

《风能》：您之前说在国际市场方面，大唐有

一些考虑，没有太多参与，在海上这一块是因为

哪些原因，动作显得不是很大？

胡国栋：我国的海上特许权项目的开工准备

工作一直在进行着，现在遇到的最大问题可能还

是投标电价很难支撑现有的项目投资。原因有几

个方面，一是在投标的 2010 年，中国风电正处

于一个“亢奋”状态，大家感到国家对各方面的

支持是比较大的，因此在招标时投标的电价比较

低。第二是在当时投标电价时，考虑到投标、评

估、核准、建设的过程，一般需要二到三年时间，

认为在三年时间里整个风电技术应该会有一个大

的飞跃。但事实上，这期间海上风电施工、设备等

方面并没有太大变化。而海上风电成本的降低过程，

比较缓慢，没有出现大家期望的状态。第三是项目

招标前期工作做得不够，当时的测风数据是用陆上

测风塔推算出来的，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而建

设风电场的海域也有变化，例如对盐城 30 万千瓦

特许权项目当时的推算是 75 平方公里，核算下来

大概 2 平方公里安装 1 万千瓦的装机量，中间的

15 平方公里作为过渡的起风带，可以有效提高发

电量。但最终海洋局审批的结果是只有 54 平方公

里，使得机组为达到 30 万千瓦的装机量，必须布

置得更密，会很明显地降低发电量。因此，由于前

期工作不够，造成了大家无法实现预期的效益，再

加上在投标时对于未来的预期过于乐观，海上风电

的发展显得不是很快，这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

《风能》：日前煤价普遍下跌，对风电的影响

有哪些？

胡国栋：每度电的可再生能源附加此前从 8
厘钱提到了 1.5 分钱，我个人觉得国家之所以敢

这时候提，是因为煤炭降价为火电降价提供了依

据。这样可以使销售电价在进行调整的时候，只

需将调整幅度降低一些就可以。电网公司给火电

降了价，销售电价就应该降，如果给可再生能源

附加提高，那么电网公司的销售电价就可以不降

那么多。比如销售电价降了 1.4 分钱，可再生能

源附加涨了 7 厘钱，那么销售电价降 7 厘钱就可

以了。但煤炭降价可能从长远看也不一定是好事，

因为火电降价了后，风电价格与常规电源价格的

差距就会增大，风电的竞争力相对来说就会变差，

或许一些人会对发展风电的看法上有变化，会认

为负担重，因此这是把双刃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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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和很多外资企业的境遇相同，维

斯塔斯最近几年新增市场份额下降比较快，您

怎么看这个现象？维斯塔斯采取了哪些措施来

稳定中国市场？

郑宗功：从 2006 年、2007 年开始，以维

斯塔斯为代表的外企在中国风电市场的份额开

始下降甚至消失，我觉得原因很多。首先，中

国国内确实有一些企业在很认真地做风电事业，

这些企业在质量、技术和产能上都成长得非常

快，越来越适应国内部分客户的要求，而且也

非常适应中国的商务模式。其次，中国政府推

出的很多政策大大推动了中国国内企业的生产

能力建设，尤其是前几年的特许权项目，应该

说国内很多企业都是特许权捧出来的明星。另

外不得不提的是，中国国内的客户也分为几类，

有些只考察质量和性能，有的综合考虑经济性，

也有的只考虑价钱。中国传统大国企低价中标

的习惯将很多外资企业挡在了门外。最后，相

比而言，国内本土企业商务运行模式比较灵活，

国际公司则更多是严格按照原则去做。

当然，这几年维斯塔斯也在不断调整与改

变，我们的措施就是要更加贴近客户。5 年前，

以维斯塔斯为代表的外企会告诉客户，我们有

哪些先进的产品可以卖给他们。但现在，我们

需要考虑能够提供什么产品给客户，或者说，

我们需要从哪方面提高研发能力去满足市场客

户的要求。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我们在学着

用技术上的优势去弥补商务上的不灵活性。此

外，我们一直标榜的是全方位的服务提供，与

客户不是纯买卖的关系，而是伙伴关系。实际

上很多项目，我们在最初的阶段就开始和客户

洽谈，告诉他们这些风场的特点，然后根据这

个特点提供最佳方案。

《风能》：这两年，维斯塔斯开始剥离在欧

洲、亚洲等地的工厂，如塔筒、铸件等，能否

谈谈维斯塔斯的去产业链动因或背景？

郑宗功：2012 年到 2013 年，维斯塔斯剥

离了一些非主营业务。前些年，全球只有维斯

塔斯还保留着从铸件开始一直做到风电机组生

产的模式。除了某些部件，维斯塔斯覆盖了整

个机组制造的全产业链。如果倒退 5 年或者 10

本刊记者／苏晓	白亚茹

用技术优势增强商务灵活性

受访嘉宾：郑宗功，

维斯塔斯中国区总

经理。

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专注低风速、打造最大海上机组、剥离外围产业，经历几年市场起伏跌

宕，维斯塔斯正以积极的策略应对残酷的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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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看，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当时的配

套产业还不成熟。譬如 6、7 年前我们就在评

估是否要做铸件，答案是肯定的，因为铸件和

机加工的质量属于机组里面比较隐蔽的质量环

节，是业主看不到的，但是却对机组的稳定性、

振动和装配的紧凑性、准确性等都至关重要。

另外，我们对塔筒也有一些独特的设计。这些

都是外围的产品，但是为了保证整体的质量和

前 20 年的高效运转，我们当时坚持自己来做，

这也是我们在性能和质量上超越其他供应商的

一个方面。不过随着这些年产业的迅猛发展，

我们发现外围的配套已经非常成熟了，包括塔

筒、机加工和铸造。现在，我们觉得可以将这

些交由专门的公司去做，维斯塔斯专注于核心

的产业，也就是机组制造，侧重于提高机组性

能。但是，维斯塔斯还是保持着发电机的生产、

控制系统、叶片、机舱的组装等业务。剥离了

很多外围的部件生产后，我们可以更加集中精

力在核心产业的质量和技术上，从运营成本而

言，这是一个更高效的选择。

《风能》：针对客户的最新市场需求，维斯

塔斯主要推出了哪些产品和服务？

郑宗功：这几年，中国和欧美都面临着一

类优质风场越来越少的情况，大家更加重视低

风速地区的开发，维斯塔斯在新产品开发上也

有所侧重。我们最新推出了三款产品。一个是

V110 － 2MW 机型，这是 2 兆瓦产品平台上

专门针对低风速的一款产品；一个是 V126 －

3.3MW 大风机，也是专门针对低风速，因为

最近我们参与的客户项目基本都是在三类风场。

3.3 兆瓦机组是对维斯塔斯以前 3 兆瓦产品的

升级，主打产品是 V112 － 3.3MW、V117 －

3.3MW、V126 － 3.3MW，分别适应一类、二

类和三类风区；第三个产品就是目前我们正在

试制的、全球最大风电机组 V164 － 8MW，该

机组在 2014 年年初就可以运行，是维斯塔斯在

海上风电方面主打的一款产品，因为目前欧洲

和亚洲对海上风电发展都有一个较好的预期。

3.3 兆瓦系列产品的市场反应非常好，

2014 年的产能已经卖出去了，这些产品主要

还是卖到欧洲地区。在中国，市场上的主要机

组还是 1.5 兆瓦和 2 兆瓦，南方地区也在试探

性地安装大风机，我觉得国内市场还得慢慢来。

至于海上风电机组的目标市场还是在欧洲，欧

洲市场已经有一些初步的订单在洽谈。

《风能》：说到海上风电，请您谈谈维斯塔

斯选择与三菱重工合作的原因？合资公司今后

对中国海上风电市场有什么打算？

郑宗功：2013 年 9 月，维斯塔斯宣布与

三菱重工组建合资公司，共同开发海上风电市

场。这个合资公司是独立运营的，双方都转移

了一部分人力、资本和技术。合资公司全权负

责海上风电的所有事务，包括机组研发、制造、

销售、安装和服务等全方位的海上风电业务。

我觉得这是基于强强联手的考虑，维斯塔斯有

很丰富的海上风电经验，也有很好的设备 ；三

菱有 7 兆瓦的机组，还有很多其他工业技术，

可以支持海上风电发展。这样一个在技术、经

验等方面都强强联手的合资公司，一定会引领

海上风电业务。

目前来看，中国海上风电发展的政策还不

够完善，电价没有确定下来，我们的制造商、

开发商也还需要做更多的准备，海上风电产品

质量非常重要，因为维护成本非常高，而且机

组装上去就是比较长久的设施。如果海上风电

项目投资失败，结果会很严重，举个简单的例子，

光进口海缆一公里就需要一千万，风电机组还

不占主要成本，维护、海缆、安装都是非常大

的开销。当然，维斯塔斯非常看好中国的海上

风电市场并在积极地参与其中，在政策比较完

善、产品和技术都比较成熟了，我们会适时带

着新产品进入这个市场。现在，我们还比较谨

慎，也一直告诫我们的开发商要谨慎，海上风

电不能搞大跃进，一定要做好评估。我们有经验，

也希望这些经验能够跟开发商共同分享，我们

的态度是要做就做一个成功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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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风能新春茶话会
精华择编

整理／赵靓  苏晓  白亚茹

一年一届的新春茶话会于 1 月 11 日在北京举行，300 余名来自风能

行业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对行业存在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

了深入浅出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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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届的新春茶话会于 1 月 11 日在北京举行，300 余名来自风能行业的代表参加了会议。除了中国

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委会依历年传统公布了 2013 年中国风电装机初步统计数据外，与会领导、专家及企

业代表也对一些行业存在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探讨。这些话题不但总结了过去一年风能行业的得与

失，还颇为“接地气”，对当下行业的方方面面整理了思路，化之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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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定寰（国务院参
事，中国可再生能
源学会理事长）

史立山（国家能源
局新能源与可再生
能源司副司长）

贺德馨（中国可再生
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
员会名誉主任）

第一部分：政策导向

主持人：

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市场在经济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将减

少通过审批项目管理经济，从而建立起一个有利竞争、有利产业发展的市场体系，

并维护市场的秩序。因此，我们希望能源局在 2014 年能够出台更多利于市场健

康发展的政策，例如解决现在资金互相欠帐多、低价竞争、限电等问题。另外，

能源所和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在 2013 年做了一些 2050 年可再生能源风电的研

究，从而为风电行业描绘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现在有请我们行业的一些主管部

门领导，谈一谈有关的政策导向。

Part 1

发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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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2003 年，国家能源局推行风电特许权项目以后，大规模风电开发走到今天正好十年。这十年间我国风电

产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十年前，我国风电场装机只有 50 多万千瓦，到 2013 年底，初步

统计装机量已经达到 9000 万千瓦。十年前，我们还没有兆瓦级风电技术的生产能力，但目前我们已经建立起基本

完整的风电设备产业链，国产兆瓦级机组已经做到 6 兆瓦，主流机型依然在 3 兆瓦以下，国产兆瓦级风电机组已经

出口到全球 20 多个国家。十年前，我国风电还仅是作为一个补充性能源进行尝试性的开发利用，现在风电发电量

占比虽然还不到 3%，但是 2012 年统计的数据已显示风电已成了第三大能源，2013 年还能继续维持这样的地位。

第一，有很多政策值得我们很好的利用。包括将来的碳减排、碳交易，各种促进生态文明的经济政策需要进一

步落实。新能源未来的价格形成机制需要靠市场因素确定，而不是人为的确定它的价值。

第二个就是创新。未来的市场需要通过创新，不断取得新的技术，新的工艺。从学会来讲，也要组织好这方面

的学术交流和平台，积极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建议，将未来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提出来，为国家制定更长远的规划提

出很好的建议。

要进一步完善创新体系。虽然有几个建立在企业的工程中心和研究中心，但是实力远远不够，我们应该思考如

何更好地完善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把这个创新体系更好地建立起来，增强它的创新能力。另外，我们要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这对于我们未来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最近我看到物联网一个应用实例非常好，为八千家汽车产业的供应商，包括整车商，包括零部件供应商，包括

维修商，销售商建立云服务的平台，通过这样的平台系统，可以更好地整合资源，降低各方面的成本，提高大家的

工作效率。和信息化技术，将来可能对我们制造业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2014 年，我国风电还有很多事需要努力去落实。第一，建设管理体系的完善。从风电行业来讲，现在的建设、

管理缺少统一的规范，没有大家可以遵守的程序。希望在建设程序、规程规范上要总结过去的做法，特别是关键

环节要提出要求，这是行业进步的基础。第二，市场体系的建设。这些年，大家一直在探索风电行业规则，但问

题依然不少。比如，补贴没到位，政府有责任 ；企业之间货款拖欠很严重 ；还有很多内部交易。这些风电市场规

则性的东西都需要我们制定一些基本规则。第三，电力直供问题。我觉得电力直供的商业模式可以探讨，这对解

决北方雾霾、供热、能源结构调整都是一件好事。这不仅是风电行业的事情，实际也是整个能源行业的事情。最

后是海上风电。海上风电是风电发展最前沿的技术。希望每个省都确定项目和投资方，加快推进。目前制定海上

风电价格仍然非常困难，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料和实践基础。我觉得海上风电仍然可以推行事后电价，建成以后，

再一事一议确定价格。

石定寰（国务院参事，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

贺德馨（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

史立山（国家能源局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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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仲颖（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
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
心主任、研究员）

郑方能（科技部高
新司能源与交通处
处长）

徐建中（中国科学院
院士，中国科学院工
程热物理所研究员）

李家春（中国科学院
院士，中国科学院力
学研究所研究员）

第二部分：科技创新

主持人：

中国风电过去几年增长迅猛，方方面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最重要的原因

有两点，一是政府出台的政策，尤其是《可再生能源法》的出台，创造了巨大

的市场。没有市场的支撑谈不上产业，也谈不上技术发展，更谈不上创新。第

二个重要条件是技术创新。科技部持续的支持了风电的科研工作。在市场还没

有形成的时候，科技部有前瞻性地投入很多资金支持风电技术研发，从而使中

国风电形成了科研队伍，为行业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风电未来的继续发展，

对创新的需要必不可少。据了解，科技部也在准备起动下一轮的支持风电的科

研项目，这一点可以关注官方网站。另外，风电在未来能源系统中不是可有可

无的，而是很重要的支柱。现在越来越多的院士、专家进入风电事业当中，开

展基础性研究工作，这说明风电地位在提升，风电确实越来越重要了。下面有

请科技部、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的领导，以及两位德高望重的院士为我们讲讲

与风电行业科技创新有关的问题。

Part 2

发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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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革命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一是保证能源安全 ；二是保证能源低碳化 ；三是能源价格可

接受。然而，新的能源革命也面临着重大挑战。首先是能源基础设施刚性要非常强。其次，能源的解决方案与其他

方面关联性非常大，譬如电网与风电在发展上的关联性。再者，对整个能源消费惯性的改变需要一个过程。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风电行业在两个方面将有所转变，一个是市场在配置资源上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

要发挥更好的作用，从整个产业的发展和国情出发做好支撑和服务工作。另一个是不管何种所有制经济，未来都将

享受同等公平的待遇。目前有两件事需要业界共同努力，一是如何使风电从大变强，另一个是使风电从好变优。未来，

特别是“十三五”期间，我们将更多关注如何把产品相关的技术从好做到更优 ；另外，海上风电是未来风电行业重

要发展方向，科技部肯定会有大的投入。

第一，在现阶段，技术不是我国风电发展的障碍，体制，特别是电力体制是我们的障碍。只要电网转变观念，

电力系统接纳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潜力是巨大的。

第二，电力系统容纳可再生能源的能力无穷。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现阶段，我国风能资源十分丰富，但是发

电效率和占整个发电装机的比例较低，我觉得风电的发展还是微不足道的。

中央在三中全会上提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是不容改动的，审批权下放，我个人同意这个观点，

特别是可再生能源领域的规模控制，但是也不是说没有管理的，没有限制的去发展。在审批权下放，或者放开的

情况下，政府应该在市场运行规则上下工夫，把游戏规则建立起来，把监管做到位。同时，开发商和制造企业应

该把质量提升上去。

中国的能源转型势在必行。我相信三中全会所说的到 2017 年一定会有一个崭新的体制改革的成果面貌， 

2020 年或 2025 年之后，我国的电力系统也会是一个崭新的电力系统，围绕着为可再生能源服务的一个电力系统。

郑方能（科技部高新司能源与交通处处长）

王仲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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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要讲两点内容，第一点就是新能源，特别是风能的发展，是一个不可抗拒的潮流，全世界必然要走这条路，

这在《第三次工业革命》里面已经谈到了。中国第二次工业革命还没有完全完成，现在把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

工业革命必须一起来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更有必要呼吁可再生能源，特别是风能的发展。

第二点，要以科技的发展为龙头，来发展中国特色的风电产业。我觉得要注意风电发展新的方向。

第一个方面要结合中国的气候特点来发展风电产业。包括如何开展在台风、低风速，高海拔这样特殊自然条件

下的科技工作。对于叶片来讲，特别是随着叶片长度逐渐增加，叶片的顶部，根部，中部流动的情况差别很大，所

以如何发展新的三维的设计方法，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方面，要拓展对风能的应用。现在我们对风能的主要应用就是风电。以后还可以搞风热。利用风能直接

对气体进行加热，变成高温的气体，然后通过热泵，把低品位能源变成高品位能源。

第三个方面是海上风电。海上风电肯定是我们发展的方向，特别是漂浮式。最近我们提出一个新的方法，漂浮

式的海上风能和海洋能结合，互补开发。海上风能和海洋能结合在一起，能够产生出成本比较低，同时比较可靠的

新的海洋风能的方式。

第四个方面是绿色化制造，包括一些易降解的材料，包括碳纤维的利用。比如说 10 兆瓦以上的风电机组，碳

纤维能用上。还可以把分段叶片的技术包括进去。

雾霾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已经很明显了，燃煤和汽车对中国来讲是两大主要因素。所以我们必须要能源转型。

第一，过去主要是在纵向课题研究上多一点，我希望将来能够在科技研发上更投入一些。我们也跟上海设计

院一起投入到上海东海大桥的海上风电项目中。海上风电基本上跟海上平台有点类似，一个是固定式的塔台，更

重要的要开发到辐射的平台，辐射平台跟海洋的辐射平台 SPSO 类似。这样可以使海上风能得到更好的利用。

第二，一些院士和科学家觉得需要在中国科学院学术平台上成立一个资金项目。得到协会批准以后，我们开了

第一次工作会。咨询项目的参加人员有高校科研队伍，也有企业的人。将来还需要到风电厂调研，也要跟企业家座谈。

我们希望在规划上，在技术上，在政策管理上，能出一个有利于风电发展的咨询报告。

徐建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所研究员）

李家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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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正陵（国家电网公
司发展策划部副主
任）

谭再兴（国家开发银
行评审一局评审七处
处长）

第三部分：电网与金融

主持人：

风电的发展离不开电网的支持。这些年弃风限电的矛盾比较突出，因此国

网在社会舆论面前的压力非常大，尤其是在前年公布弃风限电 200 亿度的数字

面前。但有压力则有动力，虽然解决问题的过程非常艰苦，内、外部的矛盾都

有，但国网的一些领导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制定出了中国的分布式光伏并网政策。

这个政策可以说是对光伏最友好的政策，但往下实施值得关注。现在解决了光

伏的并网问题，下一步希望国网关注风电如何进一步减少弃风限电。

另外，行业最近一年的发展，最大的制约问题还是融资。不但融资成本高，

其渠道也不畅通。尤其是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企业更需要资金支持。希望来

年国开行能给风电行业更多的贷款，利率能够再下调一些。

下面有请国网和国开行的相关领导，谈谈有关风电并网和金融支持的话题。

Part 3

发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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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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

风电并网容量 1361 万千瓦，同比增长 6.2%。全国有 4 个地区风电并网容量超过了 700 万千瓦，分别是蒙西、冀北、

蒙东和甘肃。超过 500 万千瓦的地区有 7 个，除了前面 4 个地区，还有辽宁、新疆和山东。风电发电量排名前十

的地区依次是蒙西、蒙东、冀北、甘肃、辽宁、山东、新疆、黑龙江、宁夏和山西。其中，排名前五的地区的风电

年发电量都超过了 100 亿千瓦时。

2013 年，国家电网围绕风电发展也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措施。2013 年，330 千伏以下风电送出工程累计投资达

到了 147 亿元。2013 年风电送出方面几个主要工程包括 ：（1）2013 年 6 月投运的新疆—西北 750 千伏联网工程，

这个通道投运以后，对释放酒泉风电出力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2）哈密—郑州 ±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该工

程于 2014 年 1 月 11 日完成机组调试，1 月 25 日投入商业运行，具备输送 800 万千瓦风电的能力。按照国家能源

局的配套，该工程配套 800 万千瓦风电，150 万千瓦光伏，另外打捆 636 万千瓦火电，即风、光、火互补。这是第

一个输送能力达到 800 万千瓦的直流输电线路，而且输送的是风电。（3）甘肃酒泉 - 湖南 ±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

变电工程，该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已经通过了电规总院的评审，争取在 2014 年核准、开工建设。

此外，2012 年、2013 年，张家口、冀北地区弃风严重，这主要受控于风电送出通道，该问题也是大家非常关

注的。目前，国家电网在该地区建设的专用两回 500 千伏输电工程已经完成了三通一平工程，到 2014 年争取尽早

投运，以缓解该区的送出问题。

从这组数据来看，我国风电发展在 2013 年正在向更加健康、向好的方向发展，我也有信心，2014 年能和大

家一起推动我国风电更好地发展。

2014 年国家开发银行将把风电走出去作为工作重点。现在，我们正在和一些企业慢慢培养、开发这样的项目，

已经列入工作计划的如明阳风电罗马尼亚 200 兆瓦的风电项目，金风科技在乌拉圭、罗马尼亚分别为 50 兆瓦的

项目，以及湘电风能、华锐风电等在境外一些逐步成熟的项目。另一个工作重点是在海上风电领域加大投资力度。

我国海上风电实际上落后于发达国家，所以应该在这块加大资金投入，迎头赶上。目前，我国已经在江苏，浙江，

福建，广东等省区批复了一些海上风电项目，2014 年国开行将和业主一起将海上风电做好。

另外，我国九大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是国家风电发展的重点，今后主要的装机容量还将来源于这九大风电基地，

我们会继续关注这块。同时，目前大家对低风速风区的投资热情逐渐加大。湖南、广西，湖北，贵州这些地区也

逐渐纳入风电开发商的眼界，我们也会在低风速风区逐步多加关注。

张正陵（国家电网公司发展策划部副主任）

谭再兴（国家开发银行评审一局评审七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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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侃（维斯塔斯（中
国）副总裁）

赵学永（中国明阳风
电集团总裁）

王海波（新疆金风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总
裁）

李俊峰（中国资源综
合利用协会可再生能
源专委会秘书长）

陈党慧（华锐风电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裁）

第四部分：风电制造业

主持人：

零部件厂商与整机厂、开发商的关系绝不应该是简单的买卖关系，而应该

是互相依赖的关系，是一个整体。无论是研发、生产，还是在后期运行中，大

家都应该互相配合、支持与依赖，希望风电产业链能够真正形成一个融为一体

的氛围。

我们知道，广东明阳花了很大的成本做创新工作，效果怎样行业拭目以待。

华锐曾为中国风电初期的蓬勃发展起到带动作用，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可能由

于发展方式等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个企业有问题是正常的，

企业也必须要起起伏伏，有问题不怕，能不能有方法解决问题最重要。事实上

大部分相关者都抱着一种心态，不希望华锐倒下去。无论是从开发商角度，还

是从整个行业的需求来说，都希望华锐能重新振作起来，再造辉煌。外资的制

造企业在前期给中国风电产业发展做了很好的示范和贡献，但最近外资企业在

中国的市场一落千丈，外资企业下一步在中国怎样发展也备受关注。下面请装

备制造业的企业领导谈谈相关话题。

Part 4

发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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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制造商是整个风电行业重要基础。我们必须让装备制造业活得体面、活得有尊严。首先，在质量保障前提

下，开发商、银行要给装备制造商提供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技术条件不会打垮所有的装备制造，只有经济条件才会。

不赢利的时候，银行不给贷款 ；质量不好的时候，质保期就很长，我们所有的企业出质保期都很困难。我们招标时

以最低价格中标的观念这么多年也没有纠正过来。所以，我希望开发商、银行要尊重制造商，同样制造商要以质量

为生存的基础。

而且，没有足够的利润率，就没有太多的技术研发投入。如果要让风电、新能源引领未来，必须让装备制造商

有足够的利润率，才能真正持续发展。所以，整个产业链应该从装备制造商做起，做得更好一些，把产业链真正做实。

未来，为了产业链能够更加健康发展，能够共存共赢，我们应该解决三个问题，一是为整个清洁能源发展腾出

空间，必须和煤做斗争，革煤炭的命。二是稳定风电电价。现在降低风电上网电价还不是时候。三是寄希望于电网，

一方面是电网智能化，另一方面是电网快速建设，这不仅指特高压和智能电网，普通电网的建设也应该加快。

我认为风电行业有几个出路 ：第一是质量。金风科技 2013 年的质量成本将近 2 亿，这 2 亿可以让我们的装

备制造业活的稍微好一点。

第二是交付质量。一个 20 万千瓦的风电场，提前一个月发电，能够给业主带来新增利润约 1500 万元。海外

项目的毛利能做到 50%，但最终做下来后，利润率与国内相差不多。虽然机组的可利用率很好，功率也很好，但

最终没有赚到钱，与交付质量有重要关系。另外，经统计，金风的机组到现场后，平均需要 8 个月才能完成“240”，
但海外做的风电项目，建设周期只有 4 个月。因此，如果周转得快，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也会高一些。

第三，抓好管理，从管理上出效益。金风 2012 年 600 人生产了 260 万千瓦的机组。2013 年 640 人生产了

400 万千瓦的机组，这是精细管理带来的进步。另外，汽车有上万个零部件，都能够做到 80% 多的准确率，风电

机组这样的装备，说复杂其实也没有到不可想象的地步。一辆车基本上不会出什么故障，但风电机组故障却比较

正常，作为制造商要反思。

第四，做研发。很多零部件企业这两年在风电方面的研发停止了，因没有钱而“人穷志短”。再一个即使研发

出来了新产品，发电商也不敢用，因为他们很受伤。这个行业里的信任链断了。但整机厂商必须做研发，再穷这

个钱也得花，因为如果不花，外商就会把本土企业打垮，装备制造业永远也无法转型出去，我们不可能永远躺在

补贴上。

李俊峰（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可再生能源专委会秘书长）

王海波（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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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明阳按照五大战略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五大战略包括海外战略、人才战略、新商业模式战略等。

海外战略方面，明阳在印度成立了合资公司，完成了一个项目，并已经处于生产、装机阶段。在李克强总理的见证下，

明阳同罗马尼亚政府签订了一个 200 兆瓦的合作项目，按照张传卫董事长的要求要在 2014 年完成装机、并网、运行。

明阳的 SCD 紧凑型 3 兆瓦机组取得了重大进展，安装在如东的 2.5 兆瓦样机已经稳定运行发电超过了 7 个月，

达坂城 17 台机组已经实现了稳定发电，达到了 3 兆瓦、2.75 兆瓦的满功率运行。当然还有一些小的问题，相信再

过几个月会给大家惊喜。

在海上战略方面，明阳也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拿到了南方电网的海上项目。在内部加强管理，打造团队，提

升整个开发能力。并着力把产品做好，把质量搞好，给客户、业主提供稳定、健康，且发电效率高的产品。

现在我们意识到，一个健康的产业链和生存空间，对企业有多么重要。维斯塔斯 2013 年销售达到了预定目标，

并使 8 兆瓦 164 米叶片的海上风电机组进入了实验运行阶段，同时，维斯塔斯在 2013 年做的一个比较大的动作，

是对海上风电事业部进行了调整，成立了专门的合资公司。

维斯塔斯的中国业务，在 2013 年中规中矩，大概销售了 430 兆瓦的风电机组，虽然无法与国内同行来比较，

但从维斯塔斯的角度来说，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状况。

随着行业回暖，维斯塔斯也希望能够看到自己的情况有所改善。从中国市场产品的角度来说，将会在 2014
年底开始生产 2.0 平台的第 10 代机组。

华锐的问题还是出在内部管理上。高速发展的公司如何尽快的适应外部变化？是适应机制出了一些问题。因此，

2013 年华锐首先是加强了内部管理，从各个方面理顺管理。一方面加强研发，并对研发的方向进行了调整，从一

开始注重新机型、大机组研发，调整到对机组质量的提升。另外是对机组运行维护的提升，对正在运行的近八千

台机组技术进行了改进。华锐在做的第二个事情是恢复公司。在财务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依然将最多的资金投入

到对机组的技改和提升服务质量上。华锐做的第三件事情，是在财务压力很大的前提下，做一些业务拓展。作为

一个负责任的公司，华锐会对业主负责，对供货商负责，对股民负责。希望各位业主，希望设备供应商，对华锐

保持信心，华锐会进一步的改进自己的问题。目前从公司内部来看，核心的创业团队和技术团队保持的依然完整，

在这种情况下，公司有能力走出经营困境。

赵学永（中国明阳风电集团总裁）

徐侃（维斯塔斯（中国）副总裁）

陈党慧（华锐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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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书升（中节能风力
发电投资有限公司董
事长）

张文忠（华电福新能
源公司副总工程师）

第五部分：风电开发

主持人：

风电是国家新兴产业，但实际利润水平并没有体现出国家真正支持风电发

展，补贴后的风电还不如煤电利润高，因为价格是被扭曲的。火电的外部成本

很高，例如对环境的污染。全国肺癌患病率一直在上升，雾霾是很大的因素。

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呼吁风电补贴是清洁的风电应得的。这些补贴不是给多了，

而是给少了。现在社会上对风电行业有很多误解，对新能源发展前景也有不同

的声音，因为人的思想决定自己的行动，使其取得的成绩也不一样。新能源是

新生事物，会对旧有格局造成利益冲突，有人不理解，因为是其认识达不到。

为了澄清这些误解，大家都在谈《第三次工业革命》。最近我们组织翻译了一本《重

塑能源，新能源世界的商业解决方案》，描述了未来电力系统为什么能够做到百

分之百可再生能源。减轻环境的污染，离不开对清洁能源的大量运用，而清洁

能源的运用，则需要开发商企业的积极参与。请开发商企业的来宾谈谈 2013 年

和 2014 年开发商们所关注的问题。

Part 5

发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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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发展到今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但是到现在大家都不满意，没有一个舒服的，这个事情需要我们风电

界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只有先把这个事思考明了，产业就良性循环了，牢骚就没了，才能把事情干好。这是我

说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讲讲开发商的想法。有几块严重制约着开发商真实的效益。第一是限电，2012 年全国限电 200 亿度，

按 5 毛钱一度就是 100 亿元的损失。这 100 亿元就是所有开发商的利润。对于开发商来讲，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一

块收益。也就是说“桌子面上是利润，桌子面下是成本”，恰恰就是这一块没有了的都是开发商的利润。第二块是

国家补贴不到位，中节能风电 2013 年大约有 5 亿补贴没下来，就相当于是 5 亿的现金流。按 7% 的银行利率，一

年 3500 万的利润又没有。因此，中节能风电一年最少有 1 亿的利润在补贴环节和限电环节丢掉了，这就是整个行

业非常难受的地方。开发商补贴不到位，手里没有钱，就难以给制造商。制造商没有钱，就难以给配件商，形成了

恶性的循环。第三块影响开发商效益的是 CDM 在 2012 年结束。2012 年之前不是风电开发商的真实表现，2013 年、

2014 年体现了风电开发商真正利润水平。显然，盲目的降价只能使全行业窒息。如果开发商没有了利润，也没有

了动力，设备商也无法销售设备，产业的发展目标就很难实现。这需要全行业认真思考。

在质保金的问题上，开发商有自己的小算盘。因为开发商把质保金全部付出去后，机组的高故障率、高检修

费会带来非常大的风险，这就是信任链出了问题。开发商握着这笔钱，终究会有一定的安全感，还能减少其本来

就很高的财务成本。微信群里有提到千亿元运维市场即将出现，看似机会来了，但对开发商来讲是巨大的危险。

不要把开发商看成铁公鸡，也不要当做唐僧肉，认为其富得流油，千亿元运维市场不吃白不吃。另外，在前些年

的风电建设时期，低电压穿越、无功补偿等一直在升级，某些设备的配置要达到装机容量的一个比例。这些设备

的作用肯定有，但其投入和产出是不是合适？是不是一定要有那么高的要求，或者有一些风电场规模不大，而且

在电网占比非常小是不是也要这么配，值得思考。实际上，开发商也是惨淡经营，并不是铁公鸡，也不是唐僧肉。

李书升（中节能风力发电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文忠（华电福新能源公司副总工程师）

摄影：苑春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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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复连众：一家独立叶片商的三点关注

新年始伊，中复连众迎来了两个

值得庆贺的事情，首先是 75 米碳纤维

叶片顺利下线，其次是该公司 2013 年

的叶片销量稳中有升。但中复连众总

经理乔光辉，仍在为三个问题深入思

考着 ：一是整机商自产叶片带来的竞

争压力，二是叶片不断加长造成的成

本高企和浪费，三是行业整条资金链

未见松动。

实际上，几乎所有的独立叶片商

都面临着这三个问题，但关键在于谁能

解决好。

整机厂商自产叶片

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纵观国内外，叶片都曾

在产业发展初期成为制约整机产能的

本刊记者／赵靓

罪魁祸首。因此，很多整机厂商都曾大

幅新增或提高自产叶片产能，这在很大

程度上，限制了独立叶片厂商的发展。

“行业发展到现在，整机商绝大多

数都有自己的叶片制造能力，但也并不

完全依赖自己的叶片供应。因此独立叶

片厂商虽然压力大，但仍有一部分发展

空间。”乔光辉说。

这似乎在市场竞争恶劣的前提下，

给了如中复连众这样的独立叶片厂商

一些希望。但乔光辉更看重的是一些新

的市场趋势。例如，随着产能的提高，

整机厂商自产叶片早已从为满足产能

和交货时间的需要，转变为对降低产品

成本和掌握全套技术的关注。

然而在现实中，整机厂商自产叶

片却未必能够真正降低成本。随着叶片

规格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以及个性定

制化服务所占比重的增加，叶片模具

成本成为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据了解，

如今的叶片模具使用量在 2 至 3 年间

便开始减少，甚至于被淘汰，使得一家

整机商所需的该款叶片数量，不一定能

够满足该公司自制叶片模具成本的财

务指标。

在这种情况下，独立叶片厂商反

而能集合多家整机商的需求，提高模具

使用率，从而聚集市场需求，获得规模

效益。

与此同时，“中复连众也在与整机

商进行更紧密的合作，通过技术手段为

叶片升级留一些空间，降低对叶片后续

升级的投入成本。比如一个模具可以做

某长度的叶片，未来在做其他长度叶片

时，能不能利用上该模具。”乔光辉谈到。

显然，乔光辉与其执掌的中复连

众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能够看到一些行

业变化。虽然很难说金风科技在 2012
年将天和叶片利用股权交易的方式出

售给中材是完全为了降低成本与加强

合作的需要，但在 2013 年整机商自产

叶片的意图与趋势已经有所收敛。

“我还是相信那句话，专业化发展

同分工合作是行业发展的大方向。作

为一个现代企业，不可能什么配套都

自己做，风险很大。”乔光辉以这样的

猜测为记者总结了他对于整机商自产

叶片的思考 ：“不敢说远，在 3 到 5 年

间，整机商自产叶片的份额应该会有

所降低。”

拓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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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的技术手段，如设计新的翼型、

使用新的材料等，在保证质量的前提

下，既满足增长叶片的需要，又合理

控制成本。

除此之外，乔光辉则建议整机商

应采用多种方式提高产品竞争力，而

不是一味的加长叶片 ：

“整机厂商已经意识到，叶片不断

加长形成了恶性竞争。此外，也应该

多考虑怎样通过控制策略等方面的改

进，提高整机发电效率。现在业内往

往简单、直观地讨论整机产品的风轮

直径，使大家形成‘叶片长发电就高’

的印像。因此整机商也应该考虑如何

去引导客户。”

2011 年后，受宏观经济增速放

缓和弃风限电等问题的

影响，风电开发商企业

的资金流通能力明显下

降，并向产业上游传导，使整机商和

零部件企业的流动资金也难以盘活。

资金回收难度增大和装机量降低的两

相结合，给中复连众一类的独立叶片

商的财务成本增加了不少。而对于中

复连众来说，曾经的大客户华锐风电

的装机量降低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然而，中复连众很难像整机商那

样暂时拖欠上游货款。乔光辉强调，

中复连众为了保证质量，主要原材料

由规模比较大的供应商提供，而这些

供应商对货款要求严格。

那么，在如此的市场环境下，中复

连众做了什么，才使得其 2013 年的产

品销量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有所增加？

首先是“不忘老朋友，结识新朋

友”。中复连众利用自己在技术力量、

生产能力和市场影响力等方面的优势，

在与老客户继续保持合作关系的同时，

开发了一些新客户。

中复连众：一家独立叶片商的三点关注
提到叶片成本，就

很难绕开其被不断加长

的事实。

过去的 2013 年，颇为引人关注的

是对低风速市场的大力开拓。曾经最吸

引投资的北方大基地风电开发，因为受

到弃风、限电等电网限制，而在 2012
年后显得有点疲软。南方的低风速地区

由于靠近用电负荷中心，电网消纳能力

较强，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然而，安装于低风速地区风电机

组的显著特点，是对叶片的加长。以

容量为 1.5MW 的机组为例，风轮直

径由曾经的 60 米、66 米、70 米、77
米一路增大到 82 米、86 米、87 米、

89 米、93 米，甚至已有厂商推出达

97 米的型号。

随着叶片加长，风轮直径增大，

风电机组的捕风能力也有所提高。但

由于我国风电机组销售以单位功率报

价为竞标依据，使得整机和叶片商不

得不自己消化因加长叶片而带来的成

本压力。

“在低风速叶片方面连众做的不

是最早。但为顺应市场潮流，也进行

了这方面的开发工作。”乔光辉说。有

资料显示，中复连众已经为多家整机

厂商供应低风速叶片，其中既包括 1.5
兆瓦的产品，也包括 2 兆瓦的产品。

然而，整机厂商无限制地加大叶

片长度与风轮直径，极易陷入对风轮

直径的竞赛中，促使叶片产品的生命

周期迅速缩短，造成了资源浪费。

“一副叶片模具的寿命还没到，产

品的生命周期已经结束了，某个长度

的叶片模具还没怎么用，却被迅速‘淘

汰’。这是一种资源的浪费。”乔光辉

指出。

因此，除了顺应市场需求，推出

针对性产品外，中复连众也在通过一

“中复连众与欧洲整机商合作直接

出口叶片，国内新老客户的供应量也

有所增长，使企业的销售总量并没有

减少，反而是有所增加。”乔光辉说。

其次是投身细分市场。除大力推

出低风速叶片外，中复连众也通过对

新材料和设计的运用，继续保持在海

上风电叶片市场的优势。

作为最早批量供应海上风电叶片，

且国内独立叶片厂商中唯一一个装有 5
兆瓦以上容量风电机组叶片的厂商，中

复连众的研发团队也持续关注着新技

术和新动向，并对分段叶片和碳纤维

叶片等不断进行技术积累。其中中复

连众正在大力研究的碳纤维叶片技术，

不单单只是对材料进行了改变，更在材

料变化后的载荷计算、结构、成型工艺

等方面，解决了不少技术难题。

乔光辉向本刊记者透露，中复连

众的 75 米碳纤维叶片已经进入生产

程序，样品已经问世。据了解使用碳

纤维材料的叶片，在同样的模具和形

状的基础上，能够比玻璃纤维叶片轻

20% 以上，从而降低载荷，为制造功

率更大的风电机组打下基础。

同时，上级也给予中复连众以充

分的支持。作为中国建筑材料集团的

下属企业，中复连众坚决执行集团的

“三新战略”——新材料、新能源、新

型房屋。在该战略中，中复连众与新

材料和新能源有着紧密联系，从而使

其服务领域定位在以能源和资源产业

为主。

“也就是说，中复连众将风电视为

一个长远业务，以人员队伍、技术创

新为基础配置资源。”乔光辉强调，“行

业可以放心，中复连众有这样一个战

略定位，无论是在对过去的市场服务，

还是在未来的业务发展中，都是一个

可靠的伙伴。”

降成本

抓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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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风电装机容量统计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CWEA）

2013
统计说明

1.	 自 2013 年 12 月末至 2014 年 2 月，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

会对“2013 年中国风电装机情况”进行了调研和统计，具体统计时期为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统计基础数据来源于风电机组制造商，具体

的项目信息与各风电机组制造商、风电场开发商以及各地发改委进行了核对，并

对部分项目进行了现场核对，以期保证统计信息的真实、准确。

2.	 本统计中的“风电装机容量”是指风电场现场已完成吊装工程的风电机

组容量，与风电并网装机容量及验收运行装机容量不同。	

3.	 关于数据误差。本统计虽与发改委、开发商等核实，但由于各统计存在

不同时间截点、不同统计口径等问题，因此与开发商及相关政府管理部门的统计

结果不完全一致。

［特别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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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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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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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节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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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作任何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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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建议作任何担保。



Survey | 调研

2014年第02期  45  

总体装机情况

2013 年， 中 国（ 除 台 湾 地 区 外 ） 新

增安装风电机组 9356 台，新增装机容量

16088.7MW，同比增长 24.1% ；累计安装风

电机组 63120 台，装机容量 91412.89MW，

同比增长 21.4%。新增装机和累计装机两项数

据均居世界第一。

区域装机情况

2013 年，我国的西北、中南、华北地区

风电开发速度加快，尤其是西北和中南地区。

西北地区新增装机量达到 5435.2MW，同比增

长达到 76.7%，中南地区新增装机量虽然只有

1814.8MW，但却是 2012 年的近一倍。此外，

华北地区装机量为 3505.05MW，同比增长了

13.4%。

2013 年，东北地区及西南地区风电开发

进程放缓，东北地区新增装机 1645.2MW，同

比降低 22.4%，是“三北”（华北、西北、东北）

地区中唯一下滑的区域，自 2010 年以来，连

续 3 年装机量下滑。另外，由于西南风电装机

大省云南新增装机量由 2012 年的 1031.75MW
锐减到 2013 年的 520MW，同比下降近 50%，

导致西南地区新增装机只有 1307.7MW，同比

下降达到 10.7%。

从各省新增装机情况来看，2013 年新增

装机量排名前五的省（区）（新疆、内蒙古、山西，

山东，宁夏）总装机为 8275.7MW，占到全国

新增装机量的 51.4%，其中，新疆自治区新增

装机达到 3146MW，同比增长 217% ，内蒙古

自治区新增 1646.5MW，同比增长 47%，山西

新增 1308.95MW，同比增长 27.6%，山东新

增 1289.55MW，同比增长 14.3%。

从 累 计 装 机 情 况 来 看， 内 蒙 古、 河

北、甘肃仍占据前三，累计装机量分别为

20270.31MW，8499.9MW，7095.95MW，

得益于 2013 年的表现，山东以 6980.5MW 的

累计装机量超过了辽宁，位居第四，辽宁以

6758.01MW 位居第五。

数据来源：CW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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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1-2013年中国新增及累计风电装机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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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风电装机情况

2013 年，中国海上风电进展缓慢，仅有

东汽、远景和联合动力 3 家企业在潮间带项目

上有装机。新增装机 21 台，同比降低 54% ；

新增容量 39MW，同比降低 69%，截至 2013
年年底，中国已建成的海上风电项目共计 
428.6MW。

 2013 年新增的 39MW 全部为潮间带项

目，截至 2013 年年底，我国潮间带风电装

机容量达到 300.5MW，近海风电装机容量为 
128.1MW。

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提供风电机组的制造

商中，华锐、金风、Siemens 所占份额较大，

机型主要以 2MW 以上的风电机组为主。其中

华锐和 Siemens 的风电机组主要安装在近海风

电项目，金风的风电机组主要安装在潮间带风

电项目。

数据来源：CWEA

注：1、华东地区（包括山东、江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上海）；

       2、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

       3、西北地区（包括宁夏、新疆、青海、陕西、甘肃）；

       4、中南地区（包括湖北、湖南、河南、广东、广西、海南）；

       5、西南地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重庆）； 

       6、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 

       7、港澳地区（包括香港、澳门）。

图2	2007-2013年中国各区域累计风电装机容量

摄影：李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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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3年中国海上风电机组安装情况

省份 项目名称 开发商 制造商 装机数量/台 装机容量/MW

江苏

国电龙源 5MW样机项目 龙源
东汽

1 5

江苏响水潮间带 T5项目 三峡 1 3

如东潮间带试验风电场 龙源 远景能源 1 4

天津 龙源天津滨海项目 33MW 龙源 联合动力 18 27

总  计 21 39

数据来源：CWEA

数据来源：CWEA

图3	截至2013年年底中国海上风电装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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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截至2013年年底中国海上风电机组装机情况

序号 制造商 装机台数 装机容量/MW 装机容量占比/%
1 华锐风电 56 170 39.7 

2 金风科技 44 109.5 25.5 

3 Siemens 21 49.98 11.7 

4 联合动力 22 39 9.1 

5 重庆海装 4 14 3.3 

6 上海电气 6 13.6 3.2 

7 东方电气 2 8 1.9 

8 湘电风能 2 7.5 1.7 

9 远景能源 3 7 1.6 

10 明阳风电 3 6 1.4 

11 三一重能 2 4 0.9 

总计 165 428.58 100

数据来源：CW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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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991年-2013年我国新增和累计风电装机风电机组平均功率

风电机组单机容量统计

2013 年，我国新增风电机组的平均功率

达到 1720kW，与 2012 年的 1646.3kW 相比，

同比增长 4.4% ；累计风电机组的平均功率为

1448kW，同比增长 3.3%。

2013 年，我国新增风电机组中，百千瓦

级（单机功率 <1000kW）的风电机组仅占装

机总量的 0.8% ；1.5MW 的风电机组仍然占据

主要市场地位，占全国新增装机总量的 51%，

但与 2012 年 63.7% 的市场份额相比下降近 
13 个百分点 ；2MW 的风电机组所占市场比

例进一步上升，由 2012 年的 26.1% 上升到 

31.6%。

2013 年，我国 2MW 以上的多兆瓦风电

机 组（2.1MW、2.3MW、2.5MW、3MW、

4MW、5MW）安装比例达到 13.8%，主要以

2.5MW 和 2.1MW 的风电机组为主，分别装

了 469 台和 213 台 ；2.3MW 的风电机组装了

79 台、4MW 的 1 台和 5MW 的 1 台。 
2013 年，我国累计风电装机中，百千瓦

级风电机组所占比例为 9.7% ；1.5MW 风电机

组所占比例达到 65.4%，依然为市场主流机型，

但同比下降 3% ；2MW 风电机组市场份额上升

至 16.6%，2.5MW 及以上风电机组所占比例

上升至 3.5%。

摄影：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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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CWEA

数据来源：CWEA

图5	2013年我国不同功率机型新增装机容量占比

图6	2013年我国不同功率机型累计装机容量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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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13年中国风电新增装机排名前15的机组制造商

序号 制造商 装机台数 装机容量/MW 装机容量占比
1 金风科技 2249 3750.25 23.31%

2 联合动力 956 1487.5 9.25%

3 明阳风电 820 1286 7.99%

4 远景能源 621 1128.1 7.01%

5 湘电风能 526 1052 6.54%

6 上海电气 497 1014 6.30%

7 华锐风电 492 896 5.57%

8 重庆海装 406 786.7 4.89%

9 东方电气 318 573.5 3.56%

10 浙江运达 348 538.75 3.35%

11 Vestas 283 507.7 3.16%

12 华创风能 316 474 2.95%

13 南车风电 214 343.45 2.13%

14 华仪风能 219 314.1 1.95%

15 太原重工 155 293 1.82%

其他 936 1643.65 10.22%

数据来源：CWEA

风电机组制造商装机情况

2013 年，中国风电新增装机容量排名前

20 的企业占据了国内 96% 的市场份额，其中

金风科技新增装机容量排名保持第一，达到

3750.25MW，占据 23.3% 的市场份额。其次

为联合动力、明阳风电、远景能源和湘电风能，

新增装机容量分别为 1487.5MW、1286MW、

1128.1MW 和 1052MW。

2013 年，新增装机排名前 5 的风电机组制

造商所占市场份额由 2012 年的 60% 进一步下降

至 54.1%，同比下降了近 6 个百分点。排名前五

图7	2013年中国风电新增装机排名前15名的机组制造商新增装机容量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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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13年中国风电累计装机排名前20的机组制造商

序号 制造商 装机台数 装机容量/MW 装机容量占比
1 金风科技 14476 18950.6 20.73%

2 华锐风电 9670 15076 16.49%

3 联合动力 5757 8798.5 9.63%

4 东方电气 5219 7938 8.68%

5 明阳风电 3622 5542.5 6.06%

6 Vestas 3458 4487.6 4.91%

7 湘电风能 1871 3746.5 4.10%

8 上海电气 2079 3617.45 3.96%

9 Gamesa 3380 3535.85 3.87%

10 远景能源 1448 2420.6 2.65%

11 重庆海装 1095 2061.45 2.26%

12 华创风能 1361 2045.1 2.24%

13 浙江运达 1777 2001.25 2.19%

14 GE 1191 1809.9 1.98%

15 南车风电 1037 1645.75 1.80%

16 Suzlon 649 901.3 0.99%

17 华仪风能 669 874.18 0.96%

18 三一重能 379 598 0.65%

19 许继风电 290 580 0.63%

20 Nordex 471 574.2 0.63%

其他 3221 4208.16 4.60%

总计 63120 91412.89 100.00%

数据来源：CWEA

的风电机组制造商中，除联合动力新增装机量同

比下降 26.7% 之外，金风科技、明阳风电、远景

能源和湘电风能的新增装机容量同比均有提高，

分别上升了 48.7%、13.5%、107.4% 和 17.8%。

图8	2013年中国风电累计装机排名前20名的机组制造商累计装机容量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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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2013年中国风电新增装机排名前10的开发商

序号 开发商 新增装机容量/MW 装机容量占比
1 国电集团 1751.1 10.88%

2 中电投 1712.2 10.64%

3 中广核 1536.65 9.55%

4 华能集团 1329.5 8.26%

5 华电集团 1163.95 7.23%

6 天润 879 5.46%

7 大唐集团 820.5 5.10%

8 国华 753 4.68%

9 三峡 626 3.89%

10 华润集团 554.3 3.45%

其他 4962.5 30.84%

总计 16088.7 100%

数据来源：CWEA

风电场开发商装机情况

2013 年，风电新增装机中，国电集团

（含龙源）继续保持其领先地位，装机容量达

到 1751.1MW（ 其 中 龙 源 为 1055.1MW），

占新增风电装机总量的 10.9% ；中电投以

1712.2MW 的装机量紧随其后，中广核以

1536.65MW 的装机容量排名第三。市场份额

分别占到 10.6% 和 9.6%。

2013 年， 风 电 累 计 装 机 中， 仅 国 电

集团累计装机容量超过了 15000MW，达

到 17508.44MW，占全国累计装机总量的 
19.2%，其次分别为华能和大唐集团，装机容

量达到 10686.38MW 和 10569.16MW，所占

市场份额分别为 11.7% 和 11.6%。其他进入中

国累计风电装机容量排名前 10 的开发商还有

华电集团、中电投、中广核、国华、华润集团、

天润和三峡等。

国电集团，10.88%其它，30.84%

华润集团，3.45%

三峡，3.89%

国华，4.68%

大唐集团，5.10%

天润，5.46%

中电投，10.64%

中广核，9.55%

华能集团，8.26%

华电集团，7.23%

图9	2013年中国风电新增装机排名前10名的开发商新增装机容量占比



Survey | 调研

2014年第02期  53  

表6 2013年中国风电累计装机排名前10的开发商

序号 开发商 累计装机容量/MW 装机容量占比

1 国电集团 17508.44 19.15%

2 华能集团 10686.38 11.69%

3 大唐集团 10569.16 11.56%

4 华电集团 5865.35 6.42%

5 中电投 5268.32 5.76%

6 中广核 5000.65 5.47%

7 国华 4897.05 5.36%

8 华润集团 3079.15 3.37%

9 天润 2607.5 2.85%

10 三峡 1928 2.11%

其他 24002.89 26.26%

总计 91412.89

数据来源：CWEA

国电集团，19.15%

华能集团，11.69%

大唐集团，11.56%

华电集团，6.42%

其它，26.26%

三峡，2.11%

天润，2.85%

华润集团，3.37%

国华，5.36%

中广核，5.47%

中电投，5.76%

出口情况

2013 年，我国共有金风、华锐、明阳等

7 家风电机组制造商向国外出口风电机组，已

发运风电机组 341 台，容量达 692.35MW，同

比分别增长 51.1% 和 60.8%。截止 2013 年底，

我国已累计出口风电机组 748 台，总容量达到

1392.5MW。出口国家由 2012 年的 19 个扩展

到 27 个。

图10	2013年中国风电累计装机排名前10名的开发商累计装机容量占比



调研 | Survey

54  风能 Wind Energy 

表7 2013年中国风电机组出口情况

序号 制造商 出口国家  已发运台数  装机容量/MW

1 金风科技

澳大利亚 73 165.5

巴基斯坦 33 49.5

巴拿马 22 55

玻利维亚 2 3

罗马尼亚 20 50

土耳其 7 5.25

智利 22 33

2 华锐风电

南非 18 54

瑞典 10 30

土耳其 12 18

意大利 13 39

3 三一重能
埃塞俄比亚 56 84

美国 4 8

4 瑞其能

塞浦路斯 10 20

泰国 3 9

伊朗 20 40

5 明阳风电 印度 7 10.5

6 远景能源
智利 5 10.5

丹麦 1 3.6

7 东方电气 芬兰 3 4.5

总计 341 692.35

数据来源：CW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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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截至2013年年底中国风电机组出口情况

数据来源：CW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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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截至2013年年底中国风电机组出口国家情况

序号 出口国家 台数  容量/MW
1 美国 186 335.75 

2 澳大利亚 86 185.00 

3 埃塞俄比亚 90 135.00 

4 意大利 35 91.50 

5 土耳其 55 77.25 

6 巴拿马 22 55.00 

7 南非 18 54.00 

8 保加利亚 34 51.50 

9 罗马尼亚 20 50.00 

10 巴基斯坦 33 49.50 

11 伊朗 23 45.50 

12 瑞典 12 36.00 

13 西班牙 12 36.00 

14 巴西 23 34.50 

15 泰国 10 22.00 

表8 截至2013年年底中国风电机组制造商出口情况

序号 制造商 台数  容量/MW
1 金风科技 355 630

2 华锐风电 162 345

3 三一重能 91 154

4 瑞其能 33 69

5 明阳风电 41 61.5

6 华创风能 17 61.2

7 远景能源 6 14.1

8 中航惠德  10 10

9 联合动力 6 9

10 华仪风电  8 8.4

序号 制造商 台数  容量/MW
11 上海电气  5 6.25

12 湘电风能 3 6

13 新誉重工 4 6

14 东方电气 3 4.5

15 重庆海装 2 4

16 瑞祥风能 1 2.05

17 浙江运达 1 1.5

总计 748 1392.5

数据来源：CWEA

序号 出口国家 台数  容量/MW
16 塞浦路斯 10 20.00 

17 厄瓜多尔 11 16.50 

18 印度  17 25.50 

19 智利  32 48.84 

20 芬兰 3 4.50 

21 古巴  6 4.50 

22 英国 3 3.75 

23 丹麦 1 3.60 

24 玻利维亚 2 3.00 

25 哈萨克斯坦 2 1.56 

26 白俄罗斯 1 1.50 

27 乌兹别克斯坦 1 0.75 

总计 748 1392.50 

数据来源：CWEA

截止 2013 年底，风电机组制造商中，以

金风科技和华锐风电出口数量最多，容量分

别达到 630MW 和 345MW，占出口总量的

45.2% 和 24.8%。

摄影：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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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可再生能源
鼓励政策与电力体制改革

从目前的能源市场来看，英国颁布了一系列旨在促进

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鼓励政策，主要包括可再生能源义务政

策、固定电价等，这些政策也是英国政府为确保二氧化碳

减排和支持欧盟排放贸易体系等其他政策措施的重要内容。

（1）可再生能源义务政策

英国于 2002 年开始实施可再生能源义务政策（RO），

同期建立了配套的可再生能源电力交易制度和市场。根据

规定，每兆瓦时可再生能源电力成为一个可以进行交易的

计量单位（成为一个 ROC），所以供电商都必须履行责任

和义务，从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购买配额（ROC）证书（或

者从电力监督局直接购买）以达到当年所规定的可再生能

1
可再生能源鼓励政策

本刊记者／苏晓

近年来，随着北海油气资源的逐渐消

耗，英国政府开始思考更多地从可再生能源

领域获得能源供给。从 2004 年起，英国结

束了能源自给自足的局面，开始成为能源净

进口国（2011 年能源对外依存度为 36%），

保持能源供应安全的压力开始显现。

同时，欧盟碳排放目标的压力也使英

国考虑在未来 20 年内大量地降低碳排放强

度，关停大批燃煤和燃油机组，取而代之的

是可再生能源机组和其他运行灵活的低碳机

组。这些低碳技术都将是高成本或者具有明

显的出力间歇性的（例如可再生能源），需

要通过充足的电网备用、先进的需求侧管理

机制、储能以及电网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支

撑其发展。因此，不管是从原有的能源结构

来看，还是从原有的市场机制来看，英国目

前能源发展形势还不能满足未来发展需求，

更无法达到欧盟所规定的 2020 年可再生能

源电力消费占比 15%的目标。

摄影：朱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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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源电力份额。

英国可再生能源义务政策的实质是对可再

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实行配额制，也是目前英国

政府为符合条件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所提供的主

要激励机制。可再生能源义务政策要求大不列

颠和北爱尔兰所有获得许可的电力供应商供应

一定数量并不断增长的可再生能源义务证书，

该证书将证明其当年生产了一定数量符合条件

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否则，可再生能源义务证

书将不被授予，电力供应商则需要支付相应的

价格。

英国政府对绑定式可再生能源义务政策审

核的回应在 2012 年 7 月 25 日发布，其为陆

上风电划定了从 2013 年 4 月开始的支持标准。

政府坚称，从 2013 年 4 月 1 日到 2017 年 3
月 31 日，其意图将支持标准减少到每兆瓦时

0.9 个可再生能源义务证书配额（ROCs）。在

宣布这个之后，英国政府又发布了一个关于陆

上风电相关验证材料的征求通知，要求从社区

参与度和收益以及成本两个方面来评估陆上风

电的支持标准。海上风电可再生能源绑定配额

标准到 2015 年 4 月依然维持每兆瓦时 2 个证

书，到 2016 年 4 月为 1.9 个，到 2017 年 4
月则减为 1.8 个。业内认为，这一调整是为了

在 2020 年之前将海上风电成本不断降低。义

务证书交易对英国可再生能源尤其是风电的发

展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但由于政策机制设计

复杂，不确定性较大，英国政府决定推出电力

市场改革（下文将详述）。

可再生能源义务政策机制将在 2017 年结

束并被差价合约取代，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稳

定低碳电力发电项目投资者的收益水平，帮助

开发商维护大笔低碳基础设施前期投资成本的

安全，同时使消费者免受电价上涨的困难。

过渡期的措施将允许可再生能源投资商在

新系统和现存的可再生能源义务政策体制中做

出选择，可再生能源义务政策将维持到 2017 年。

（2）固定电价政策（FIT）
2010 年 4 月 1 日，英国引进固定上网电

价机制。通过固定电价机制的应用，英国能源

能源法案草案

与气候变化部（DECC）希望可以鼓励其他小

规模（低于 5MW）低碳电力的开发利用，尤

其是针对那些传统上不参与电力市场运作的组

织、商户、社区和个人。首个综合性的固定电

价审查于 2011 年 2 月启动，其阶段性审查全面

考虑了包括风电在内的所有非太阳能光伏技术，

结果于 2012 年 7 月 20 日发布。该审查带来了

一些改变，包括新的上网电价和初步认证程序，

这些变化在 2012 年 12 月开始生效。该审查同

时引入了一个减税机制，根据该机制，税费将

依据前一年资源配置情况减少 2.5% － 20%。

这个减税机制将于 2014 年正式生效。

面对英国电力发展的各种挑战，英国能源

与气候变化部制定了低碳减排路径，提出需要

建立与低碳发展相适应的电力市场机制。2011
年 7 月，英国能源部正式发布了《电力市场化

改革白皮书（2011）》，开始酝酿以促进低碳电

力发展为核心的新一轮电力市场化改革。此次

电力改革不再像撒切尔政府那样以“促竞争、

提效率”为目标，而是以保障供电安全、实

现能源脱碳化以及电力用户负担成本最小为目

标，改革主要内容包括针对低碳电源引入固定

电价和差价合约相结合的机制、对新建机组建

立碳排放性能标准、建立容量市场促进电源投

资等。

2012 年 5 月，英国政府正式颁布了《能

源法案草案》，目的是支持投资低碳发电，使

生产者获得政府担保的产品价格。未来十年，

围绕电力市场改革，英国将投资大约 1100 亿

英镑来扶植低碳电力，其中核电、可再生能源、

天然气、碳捕获与封存技术（CCS）将成为重

中之重。电力市场改革的重点任务是创造一个

充满竞争的市场，让低碳技术也可以参与市场

平等竞争，给消费者提供最好的产品，并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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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实现 2020 年在低碳减排方面的目标。

《能源法案草案》引入了一个差价合约

（CfD）的初步框架。在差价合约这个框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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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价合约将逐渐取代可再生能源义务证书

成为推动清洁能源发电领域投资的主要支持机

制。从 2014 年起，高于 5 兆瓦的发电商可以

在配额制与差价合约固定电价政策之间进行选

择，而 2017 年以后，配额制政策将不再施行。

《能源法案草案》中最受关注的内容无疑

是所谓的电力市场改革（EMR）措施，它主要

包括四大内容：（一）差价合约（CFD,contracts 
for difference），为了稳定发电预期收入，支

持低碳发电投资；（二）装机容量市场（capacity 
market）, 鼓励电力市场富余装机，保障电力

供应稳定安全；（三）碳低价保障机制（carbon 
price floor）, 强力控制碳排放，弥补欧盟碳

排放交易体系的不足 ；（四）排放绩效标准

（EPS:emissions performance standard）,
对在英国建立的规模新电厂，都要限制碳排放

量，为碳捕捉与封存技术示范做政策准备。

差价合约 ：差价合约是电力改革中最主要

的内容。在英国，批发电价（上网电价）由供

求关系决定，是不断波动的动态电价。差价合

约是发电者与国有结算公司自愿签订的购电协

议，它能够排除电价波动对发电者的影响，通

过差价合约，发电者最终获得的销售电价都是

合同规定的执行价格（strike price）。
也就是说，差价合约约定了一个执行价格，

当销售电价低于执行价格的时候，除了售电收

入，发电企业还可以获得执行价格和销售电价

之前的差额作为补贴 ；而当销售电价高于执行

电价的时候，发电者则需要退还销售电价和执

行价格之间的差额。

譬如，目前的电价为 M 元，执行价格为

N 元，那么发电者获得的收入 = 销售电价（M）

+ 差价（N-M）= M+N-M= N，也就是说，在

差价合约机制下，无论电价如何波动，发电者

获得的最终收入都是执行价 N。

当 M<N 时，发电者获得销售电价的收入，

还会通过差价合约得到差价补贴，使度电总收

入达到执行价格 ；当 M=N 时，发电者的销售

电价等于执行价，差价合约不进行支付 ；当

M>N 时，发电者的销售电价已经高于执行价，

根据差价合约，发电者必须退还差价部分，使

度电收入回到执行价格。

发电者申请参与差价合约，要满足一些条

件并经过国家电网（输电者）的批准。差价合

约支付产生的差额，由国家补贴进行支付。国

家对每年的补贴总额规定了具体的额度。

差价合约给开发商带来许多显而易见的

好处，例如为开发商提供执行价，减少电力批

发价格风险，稳定工程收益 ；有力可靠的契约

安排则为发电厂商提供一系列明确的权利和义

务，借助仲裁解决纠纷，且针对不受开发商控

制的风险，可以提供相应的保护措施，如法律

变化的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电网连接延迟风

险等。

2013 年 6 月，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部发

布了可再生能源草拟执行价格。2013 年 12 月

4 日正式公布了从 2014 年开始执行的可再生

能源发电补贴机制正式公布，而这次公布的执

行价格和 2013 年 6 月的有所调整，除了生物

质能、波浪能和潮汐能基本维持不变，能源转

化技术、厌氧消化发电、生物质燃烧、地热、

中小水电、海上风电每个阶段的价格均有不同

比例上调，沼气发电、垃圾发电、垃圾填埋气

废气发电、光伏发电和陆上风电则有所降低。

值得一提的是，海上风电项目执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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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 2018/19
财年的执行价格从每兆瓦时 135 英镑小幅上调

3
电力市场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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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DECC

到 140 英镑。业内分析称，对 2018/19 年执行

价格的调整暗示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部已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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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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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认为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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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机容量市场 ：随着英国采取措施淘汰化

石能源发电的落后产能工作的进展，英国发电

总装机的富余水平将在 2020 年下降到 10%。

虽然通过需求侧管理可以控制一部分用电需

求，但出于电力保障的需求，英国电力行业需

要保证有一部分富余的电力装机。容量市场的

设计思路是，通过政府战略装机储备或者市场

化的商业装机储备手段保证一部分富余的电力

装机。

战略装机储备是指在日常情况下不发电，

当电价上涨过快时，这部分储备投入发电，从

而平抑电价。战略储备装机的成本从电费中征

收。商业装机储备则是政府通过拍卖，将需要

的装机容量作为配额卖给发电企业，企业保有

装机作为储备并得到政府的支付，在电力供应

不足时，商业储备将投入发电，上网电价应该

比正常销售电价要高很多，从而激励发电者建

设这种储备。在需要的时候，企业如果不能按

照指定的容量发电，将受到处罚。

第一轮装机容量拍卖将在 2014 年开始，

新建装机容量需要在 2018 年年底或 2019 年

年初建成。同时，对供需双方（包括贮存）有

关机制都开放，但已有差价合约的发电站不可

申请。冬季的交付容量进行容量拍卖，如果有

必要，可以帮助确保管制时间维持在峰值需求

时段。电力容量市场会为了防止将来电力供应

短缺而提供一份保险单，以确保消费者继续享

表1 英国能源和气候变化部确定的最终执行电价（￡/MWh）

发电类型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能源转化技术 （热电联产） 155 155 150 140 140

厌氧消化发电（＞ 5MW） 150 150 150 140 140

生物质能 105 105 105 105 105

生物质燃烧（热电联产） 125 125 125 125 125

垃圾发电（热电联产） 80 80 80 80 80

地热 145 145 145 140 140

垃圾填埋废气发电 55 55 55 55 55

中小水电（>5MW,<50MW） 100 100 100 100 100

海上风电 155 155 150 140 140

陆上风电 (>5MW) 95 95 95 90 90

光伏发电 (>5MW) 120 120 115 110 100

沼气发电 75 75 75 75 75

潮汐能发电 305 305 305 305 305

波浪能发电 305 305 305 305 305

注：价格随CPI 指数变价

受可靠的、负担得起的电力供应。

碳低价保障机制 ：由于 2013 年欧盟碳排

放交易体系下的碳价下跌，英国政府为减排温

室气体排放出台了更强硬的机制，即最低碳价。

电力行业的最低碳价将于 2013 年 4 月 1 日开

始实施，企业超额排放的部分，不但要通过欧

盟碳排放交易体系购买排放权，当排放权价格

（每吨）低于英国政府规定的“最低碳价”时，

企业还需要支付差额部分给英国政府。

“最低碳价”每年确定一次，政策目标

是，2020 年将碳价提高到每吨 30 英镑（按照

2009 年不变价计算），从而强有力地限制企业

排放温室气体。

排放绩效标准 ：排放绩效标准适用于

2014 年第一季度之后建设的新化石燃料发电

厂（50MW 以上）。这个政策将持续至 2044
年底。排放绩效标准规定了化石燃料发电的最

大排放量。目前该标准规定，假设负荷在 85%
装机的电厂，排放上限为 450g CO2/kWh，以

此类推。这一政策将为碳捕捉与封存技术的示

范提供政策环境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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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全球风电统计
全球风能理事会（GWEC）

全球风能理事会（GWEC）近期发布了

2013 全球风电发展统计数据，全球风电累计

装机容量达到 31813.7 万千瓦，在过去五年

（2009 年—2013 年），全球风电市场规模几乎

增长了 2 亿千瓦。然而，2013 年新增风电装

机 3546.7 万千瓦 , 比 2012 年的增量下降了约

1000 万千瓦。

导致 2013 年新增容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美国 PTC 政策（风电税额抵免政策）在 2012
年底中断。对于整个产业 12.5% 的累积增长

率，2013 年又是一个风电发展的艰难年份，

而 2014 年及未来的市场前景预计会更为乐观。

“欧洲和美国之外的全球其他风电市场去

年的表现平稳，中国继续领跑，加拿大增长强

劲。美国的政策波动对 2013 年全球市场打击

沉重，然而好消息是截至 2013 年年底，美国

在建项目装机总计 1200 万千瓦，创了新的纪

录。欧洲去年增长率达到 8%，主要集中在德

国和英国，对于整个地区的风电发展，仅有两

个国家来拉动是不健康的。”全球风能理事会

秘书长 Steve Sawyer 说。

对于中国 2013 年的装机数据，全球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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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指出，中国风电在 2010 年达到最高增

长后的行业整合期似乎即将结束。“中国再次

成为全球风电的新的增长点，这对全球产业是

个好消息。中国政府对风电发展的决心再次强

化，国家 2020 年风电发展目标也定在了 2 亿

千瓦。风电产业已经对此做出了回应。”Sawyer 
继续评论。

展望未来几年全球风电发展，也呈现喜人

的态势。印度已经出台了新的国家“风电任务

计划（Wind Mission）”，巴西在 2013 年通过

图2	全球风
电累计装机
容量（1996
年-2013年）

图1	全球风
电新增装机
容量（1996
年-2013年）

图3	全球风电新增装机容量排
名前十的国家（2013）

备注：**表示暂时数据；*表示项目已经完成，部分项目已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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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全球风电累计装机容量排
名前十的国家（2013年）

图5	全球分区域风电年新增容
量（2005年-2013年）

备注：**表示暂时数据；*表示项目已经完成，部分项目已联网

表1 2012-2013年全球风电装机容量（MW）—区域分布

2012年底 2013年新增 累计装机（2013年底）

中东和非洲

埃塞俄比亚 81  90  171 

埃及 550  - 550 

摩洛哥 291  - 291 

突尼斯 104  - 104 

伊朗 91  - 91 

佛得角 24  - 24 

其他 1 24  - 24

总计 1165  90  1255

2012年底 2013年新增 累计装机（2013年底）

亚洲

** 中国（除

台湾地区外） 
75324  16100  91424

印度  18421  1729  20150

日本  2614  50  2661

中国台湾  571  43  614

韩国  483  79  561

泰国  112  111  223

巴基斯坦  56  50  106

斯里兰卡  63  -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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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项目等方式确定了 4700 万千瓦的新项目，

而墨西哥的电力体制改革将极大促进风电市场

未来几年的发展。尽管 2013 年非洲仅实现了

9 万千瓦的装机，但在 2014 年，南非、埃及、

摩洛哥、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将迎

来风电市场的繁荣。

Sawyer 认为，整体来讲，非经合组织国

家风电发展比较健康。同时，在非洲、亚洲和

拉丁美洲正在涌现出一批新的市场。而美国的

装机也将在 2014 年回到正轨。未来两年内，

真正的挑战是欧洲市场的稳定，包括陆上和海

上风电市场。过去几年，欧洲国家内部对于可

再生能源政策摇摆不定对欧洲风电市场的稳定

形成了巨大挑战。

1.	以色列，约旦，肯尼亚，利比亚，尼日利亚，南非
2.	孟加拉国，菲律宾，越南
3.	保加利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芬兰，法罗群岛，马其顿，匈牙利，冰岛，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
马耳他，挪威，罗马尼亚，俄罗斯，瑞士，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乌克兰
4.	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塞浦路斯，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
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英国
5.	加勒比，阿鲁巴，波内赫，库拉索，古巴，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国，牙买加，马提尼克
6.	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委内瑞拉
*	项目已经完成，部分项目已联网
**	临时数据
本数据包括374兆瓦退役项目和四舍五入引起的偏差

2012年底 2013年新增 累计装机（2013年底）

蒙古  - 50  50

其他 2 71  16  87 

总计  97715  18228  115939

欧洲

德国  31270  3238  34250

西班牙  22784  175  22959

英国  8649  1883  10531

意大利  8118  444  8552

法国  7623  631  8254

丹麦  4162  657  4772

葡萄牙  4529  196  4724

瑞典  3746  724  4470

波兰  2496  894  3390

土耳其  2312  646  2959

荷兰  2391  303  2693

罗马尼亚  1905  695  2600

爱尔兰  1749  288  2037

希腊  1749  116  1865

奥地利  1378  308  1684

欧洲其他 3 4956  832  5737

欧洲总计  109817  12031  121474

欧盟 28 国 4 106454  11159  117289

2012年底 2013年新增 累计装机（2013年底）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巴西  2508  948  3456

智利  205  130  335

阿根廷  142  76  218

哥斯达黎加  148  - 148

尼加拉瓜  146  - 146

洪都拉斯  102  - 102

乌拉圭  56  4  59

加勒比地区 5 191  - 191

其他 6 54  - 54

 总计  3552  1158  4709

北美

美国  60007  1084  61091

加拿大  6204  1599  7803

墨西哥  1369  623  1992

 总计  67580  3306  70885

大洋洲

澳大利亚 2584 655 3239

新西兰 623 - 623

大洋洲三大群岛 12 - 12

总计 3219 655 3874

全球总计 283048 35467 318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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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训

课程的开发、论

证及目标定位

首先进行市

场调研，对风电

专业实训课程进

行可行性研究 ；其次拟定初步的课程方

案，邀请企业、行业等技术人员、专家

进行专业论证 ；再根据师资力量、教学

水平、实训条件、生源素质等，对实践

能力培养目标进行定位。

（二） 以风电场运行维护人员为例

构建实训课程体系

（1）进行以职业活动为导向的专业

能力分析，确定能力目标。

首先对这一岗位的主要工作过程或

工作内容加以分解，然后根据岗位活动

的要求，确定培养的重点。再进一步分

析熟练掌握维修人员岗位技能需要达到

怎样的能力要求，对能力要求高度概括

为专业基本能力、专门技术能力和拓展

能力。

（2）制定工学结合特色的实训课程

体系框架

专门技术能力包括电子设备维修、

电气设备维修和自动运行维护能力。为

达到这些能力的培养，需要有课程体系、

实习实训环节、职业资格和轮岗顶岗实

习的支撑 ；课程、实习实训环节、综合

实训课程体系
的构建过程

高职风电技术专业实训课程体系的

构建与实施
文／丁立新

高职风电技术专业实训课程体系的建设是人才培养方案的重要内容，要以学生就业为核心导向，

依据风电行业职业岗位标准，对风电专业风电技术实训项目进行整合编排，构建风电技术专业实训

课程体系。

风电技术专业学生在PLC实训室实训

学生在车间练习发动机拆装实训



Classroom | 课堂

2014年第02期  65  

外还要包括对学生的证书要求及课程的具体教学安排。

风电技术实训课程按基于职

业能力培养、创设典型工作情境

的课程开发思路，选择根据工作

任务的需要选择、组织教学内容，

进而完成工作任务的教学模式。

主要采用“行为引导”、“任务驱动”

教学理论指导下的情境教学法。

实训教学过程主要由体现工作流程特征的“明确工

作任务－整理编制计划－组织实施项目－操作过程检查    
结果考核评价”五大环节组成。每科实训课程都设计有若

干个典型实训项目，各实训项目根据其岗位工作过程设置

相应的学习情境，设置具体学习任务，形成“诊断－拆卸    
维修－安装－调试”的完整工作过程和学习过程。在这个

过程中，学生通过情景化学习知识，会不断地获得成就感

和求知欲，从形成感知心智活动的良性循环，升华到建立

系统化知识体系，从而学会正确的工作和思维方法。

实训课教学考核既要考出学

生对所学理论知识的理解及相关

技能的实际操作能力，又要考核

学生对所学知识与技能的综合应

用能力及学生对课程的学习态度。

根据课程特点和高等职业教

育的要求，以岗位具体工作任务的完成为依据设定测评

项目，完善考核评价体系。考核评价方式采用形成性考

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教师评价、学生自评与团队互

评相结合的考核评价方式。设定实训项目实操考核评价

方式按等级制进行，设 A、B、C、D 个等级，分别代表

优秀、良好、及格和差（不及格）。主要从知识层面、能

力层面、情感态度层面三个层面综合考核。学生期末综

合测评成绩由期末成绩和平时成绩按比例综合确定，平

时成绩占 60％，期末考试成绩占 40％。平时成绩即形成

性考核主要包括出勤（考核学生学习态度）、课堂讨论和

提问回答、作业成绩、阶段项目实操考核 ；期末考试即

学期综合技能考核。

性实习支撑了专业拓展能力。其中，专门技术能力课程体

系的构建是主体部分，是实训课程体系构建的关键和重点。

（3）构建实训课程体系的整体框架：市场→职业（岗

位）→能力→课程→实习（实践）→职业资格证书，最终

把学生推向市场。在实训课程体系构建中，把课程体系与

职业能力紧密的结合起来，使学生能适应社会劳动力市场

千变万化的竞争。

 （4）对实训课程体系的进一步细化

实训课程简介 ：包括课程性质、课程内容、课程能

力目标、课程教学形式 ；

教学进程表 ：包括课程名称、课程编码、学时学分、

学时分配、考核方式、学期周数与周学时等 ；

集中实训环节进程表：包括实习实训名称、考核方式、

学分学时、学年及学期分配、实训内容、实训场所等。

（三）实训课程体系的再论证

为检验实训课程体系专业能力的定位是否准确、课

程体系的结构是否合理，需要风电企业技术人员和专家学

者共同进行论证。专业能力主要是从职业能力的开发是

否符合社会的要求、岗位能力的标准是否符合企业或社会

的要求和职业能力的定位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等三个方面开

展 ；对课程体系的结构是否合理，也主要是从四个方面进

行 ：一是课程体系中的课程开发能否形成对能力的支撑 ；

二是课程体系中的课程组合是否有利于能力的培养 ；三是

支撑课程体系的教材是否具备，特别是学生教材如何解决；

四是支撑课程体系的教学情景是否满足教学的需要。

作为一个完整的课程体系构

建，实际上包括三大方面的相互

链接 ：培养目标、课程系统、教

学进度，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

系。培养目标主要根据专业和岗

位的要求来确定，培养面向主要

工作岗位、次要工作岗位、相关工作岗位等 ；对专业核心

实训课程的介绍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 ：课程性质、课程内

容、课程能力目标、课程教学形式 ；课程教学进度是课程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特点一是按岗位能力结构进

行排列，二是按能力结构的要求进行课程体系的组合。此

实训课程体系
的构建内容

实训课程
教学模式

实训课程
考核评价

基金项目：2013年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立项研究课题《高职风电技术专业实训课程体系开发与研究》(编号：

NJZC13441)，主持人：丁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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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是清洁的新能源，与传统的

煤炭、石油相比，它没有二氧化碳等气

体的排放。而与核电、水电相比，风电

的安全性和环境影响效益更好一些。

1 我国风电行业发展情况

近年来，我国风电行业实现了快

速发展，行业配套体系逐步完善，已

成长起一批世界领先型企业。

1.1风电装机容量持续快速增长

2012 年，我国风电新增装机有

所放缓，根据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

能专业委员会的统计，2012 年我国新

安装的风电机组 7872 台，装机容量

为 12.96GW，比上年下降 26.5% ；累

计安装风电机组 53764 台，装机容量

达到 75.3GW，占全球总量的 26.7%，

位居世界第一。[1]

2006 年至 2012 年，我国风电累

计装机容量增长了近 30 倍，年均增

长 75.6%。同期，全球风电累计装机

容量仅增长了 3 倍，年均增长 19.6%。

从增长率指标来看，我国风电累计装

机容量的增长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

近 4 倍。

2012 年，全国风电并网装机容

量 62.7GW，比上年增长 31% ；风电

发电量达 1004 亿 kWh，比上年增长

41%，约占全国发电量的 2.0%。风电

发展风电要有大思考﹡

程广宇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38）

摘  要 ：2006 年以来，我国风电装机总量持续攀升，已成为全球风电累计装机量最高的国家。与此同时，我国的风电利用率

并不高，弃风现象频发，电网建设和市场开发明显落后于产能的快速增长。本文通过回顾我国风电行业快速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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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超过核电，成为煤电、水电之后我

国第三大电力能源形式。

1.2 行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风电机组制

造业的需求快速增大，国内机组制造

企业的规模和创新能力逐步增强。华

锐风电、金风科技、国电联合动力、

明阳风电先后进入全球风电机组制造

企业销量排名前 10 强，其他一批国内

企业也实现了快速发展。目前，从科

技部和国家能源局布局的风电行业研

发中心分布情况（详见表 1）可以看出，

风电行业企业已经成为国家级研发机

构的主要依托单位。另据中国科学技

术发展战略研究院调查，风电行业企

业已成为先进风电机组的研发主体和

行业技术创新的主要来源，以企业为

主体的风电行业创新体系已初步建立。

截 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 国 家

知识产权局公布的专利数据中涉及

风电相关（F03D）的专利为 12317
件，其中涉及水平轴风电机组技术

（F03D1）的专利有 6609 件，约为全

部相关专利的 53.7%，涉及风电机组

控制技术（F03D7）的专利有 3039 件，

约为全部相关专利的 24.7%。

在机组大型化方面，近年来，国

内企业先后掌握了 1.5MW 系列风电

机组，自主研发了国际领先的 3MW、

5MW、6MW 陆地、海上和潮间带风

电机组，很多系列产品已通过 GL 认

证和鉴衡认证。目前，在量产的主

流机组技术实力方面已基本与世界顶

尖企业同步，但在机组大型化的前

沿探索方面仍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

2012 年，我国新增机组的平均功率达

到 1646.3kW，比 2006 年提高了近

70%，2MW 及以上风电机组占新安装

总量比例达到 32.7%。同时，多数行

业龙头企业已开展了控制系统、轴承

等关键部件的研发、制造积累。单位

千瓦装机扫描面积提高到 4.5m2（增

长了近一倍），风能转换效率增长到

0.5，风电机组的环境适应能力和电网

适应性明显提高。

1.3 行业标准、检测和认证体系初

步建立

我国风电行业已经初步建立了涵

盖风电机组整机、零部件、材料、设

计、测试等多个方面的风电标准体系。

2011 年，国家能源局发布了风电标准

体系框架，涉及 246 项标准，其中国

际标准 1 项、国家标准 51 项、行业标

准（电力行业 DL/T、机械行业 JB/T、
能源行业 NB/T）194 项。目前，多数

标准已进入发布程序。

在检测和认证方面，国内已具备

风电机组设计、型式、风电场项目和

风电机组部件的认证能力。从事风电

机组检测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主要有中

国电力科学研究院风电并网研究和评

价中心、中科鉴衡风能检测研究中心

和东北电力科学研究院风电机组电气

特性实验室等。这些机构已具备风电

机组功率特性、电能质量、噪声和载

荷的测试能力。此外，我国还建设了

国家能源大型风电并网系统研究（实

验）中心张北风电实验基地、国家能

源风能太阳能仿真与检测认证技术重

点实验室保定风电叶片与轴承检测中

心两个公共试验平台。

2 我国风电行业发展存在的
问题及其原因

随着风电行业装机容量快速增长，

风电机组制造业的产业体系逐步成熟，

技术创新已进入良性轨道。当前，风

电行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来自于消费或

市场开发层面，即如何将风电机组产

能、装机容量转化为可供千家万户使

用的风电资源。

2.1 弃风限电仍很严重

2012 年，我国风电并网装机容

表1 科技部和国家能源局批准挂牌的部分研究机构

批准单位 研究机构名称 依托单位

科技部

风电设备及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国家风力发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海上风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船重工（重庆）海装风电

设备有限公司

风力发电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

海上风力发电技术与检测国家重点实验室 湘电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

能源局

国家能源风电叶片研究（实验）中心 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国家能源海上风电技术装备研发中心 华锐风电、上海交通大学

国家能源大型风电并网系统研发

（实验）中心
国家电网公司

国家能源风力发电机研发中心
湘电股份湘潭牵引设备

电气所等

国家能源风电运营技术研发中心 国电集团、龙源电力集团

国家能源风能太阳能仿真与检测认证技术

重点实验室
北京鉴衡认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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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仅为累计装机容量的 82.9%，有近

13GW 的装机容量未并网发电，这个

数量已超过 2012 年新增装机容量。此

外，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12 年全

国风电平均年利用小时数为 1890h，
比 2011 年下降了 30h，个别省（区）

仅为 1400h 左右，“三北”地区弃风

限电严重。2012 年全国弃风约 200
亿 kWh，占当年风力发电量的 1/5。

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电网

建设滞后和调峰能力限制的问题，又

有年内几次重大事故的影响。

首先，由于风力发电存在不稳定

性和间歇性，风电装机一般需要配备

一定比例的火电装机进行调峰，风电

在电网体系中的占比被硬性规定了 5%
的上限，而国外有些地区已占到 20%
以上。

其次，个别地区为追求电网的稳

定，限制参与调峰的火电机组数量，

使调峰负担不公平，制约电网提高消

纳新能源电力的能力 [2]。

第三，年内的 4 次重大事故带来

了一些负面影响。据调查，2012 年，

我国风电一共发生 4 次大面积脱网事

故，其中 3 次来自风电机组的高、低

电压穿越问题，1 次来自电网原因。

目前，国家电网已要求各风电场强化

无功补偿，强制检测风电机组的低电

压穿越能力。

2.2 全产业链竞争加剧

近年来，国内风电机组制造业产

业链呈现出上、下游一体化发展趋势，

即风电机组制造企业转而参与开发风

电场并自己配套生产零部件（主要是

发电机、叶片、变流器、控制系统、

齿轮箱等）。产业链的这种发展趋势

并未改变国内风电机组制造企业数量

多、同质化、行业利润低等问题。目

前，我国登记注册的风电整机制造企

业有 70 余家，较为活跃的有 20 余家。

2012 年，我国风电行业新增装机容

量排名前 4 位的企业占 53.2%，前 10
位的企业占 81.2%，前 20 位的企业

占 97.9%（详见表 2）。这些行业企业

都具备制造主流 1.5MW 风电机组的

能力，彼此间产品差异不大，同质化

趋势明显，导致行业竞争趋于价格化，

利润水平较低。

究其原因，主要是 ：一、近几年

国家对风电行业的高度重视激发了来

自各领域整机投资企业的热情，行业

呈现投资过热现象 ；二、前几年，风

电行业的进入门槛较低，很多技术可

以通过技术引进获得，造成部分企业

整机产品的同质化问题 ；三、风电整

机组装业属于轻资产行业，即与传统

制造业相比，建立风电整机厂需要的

前期投资较少，无需太多的大型设备

等，使行业规划产能数量居高不下；四、

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缺口严重，使风

电行业全产业链资金趋紧，部分企业

为尽快回笼资金，不惜进行价格战。

这些原因与近两年我国政府加强制造

业转型升级的诸多举措叠加，共同加

剧了风电行业全产业链的竞争态势。

3 思考与建议

风电是一种用于消费（使用）的

清洁新能源。由于具有较强市场应用

性，支持风电行业发展应以提高风电

表2 2012年中国风电新增装机排名前20的机组制造商

制造商 装机台数 装机容量/MW 装机容量占比%

1 金风科技 1600  2521.5  19.5 

2 联合动力 1302  2029.0  15.7 

3 华锐风电 699  1203.0  9.3 

4 明阳风电 739  1133.5  8.7 

5 湘电风能 445  893.0  6.9 

6 上海电气 430  822.0  6.3 

7 远景能源 328  544.0  4.2 

8 Gamesa 265  493.2  3.8 

9 东汽 311  466.5  3.6 

10 Vestas 244  414.4  3.2 

11 重庆海装 214  399.5  3.1 

12 南车风电 252  385.8  3.0 

13 浙江运达 263  364.5  2.8 

14 三一电气 166  275.0  2.1 

15 华创 174  263.1  2.0 

16 许继风电 86  172.0  1.3 

17 华仪 76  114.0  0.9 

18 中科天道 52  78.0  0.6 

19 GE 40  60.0  0.5 

20 银河风电 23  57.5  0.4 

其他 163  270.5 2.1 

总计 7872  1296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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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网发电量为前提，系统谋划涉及风

能资源评估、风电机组制造、电站建

设和安全输配消费等于一体的“大风

电”产业发展。

3.1 构建“大风电”行业产业链

目前，制约我国风电发展的主

要因素已从过去的设备制造能力转变

为市场消纳能力。但对于全球风电

产业发展而言，技术创新仍是降低成

本、提高风能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途

径。据国际能源署（IEA）2009 年发

布的风能技术路线图预测，陆上风能

投资成本将从 2010 年的 170 万美元

/MW，降至 2030 年的 140 万美元 /
MW 和 2050 年的 130 万美元 /MW，

总降幅 23%，同期运维成本降幅大体

相同 ；海上风能投资和运维成本将下

降更快，分别降低 38% 和 35%。另

据欧洲能源技术战略规划中的风能技

术路线图预测，2020 年风力发电在欧

盟终端电力消费中所占比例将提升到

20%，风电机组制造、运输、安装和

维护等各项成本有望降低 20%。这些

预测均是基于一系列技术创新、基础

设施建设投资和政策扶持的结果。

综合国际、国内发展态势，我国

的风电行业应以提高风力发电在终端

电力消费中所占比例为前提，布局发

展“大风电”产业链（详见图 1），统

筹考虑风电机组制造业（图 1 左上部

分）、风能资源评价等风电服务业（图

1 右侧部分）、风电场开发与电站建设

行业（图 1 中部）以及与之配套的电

网等输配电行业（图 1 左下部分）的

协同发展，探索风电调峰的新途径，

促进风电与电网协调运行，逐步走向

产业链的高端环节。

3.2 重点加强对创新链薄弱环节的

扶持

近些年，我国风电行业创新能力

虽有长足进步，已掌握了 6MW 以内

的系列风电机组成套技术，但仍未摆

脱跟踪发展的局面，多兆瓦级风电机

组的开发仍落后于欧美国家，控制系

统等很多关键核心部件仍依赖进口。

为此，在强化风电机组并网、提高风

电机组利用率的同时，应借产业转型

升级的契机，通过提高风电机组市场

准入门槛，推动产业技术进步。其中，

重点要加强几个方面 ：

首先，加强对关键瓶颈技术的创

新支持。利用国家科技计划等渠道，

重点开发基于我国风能资源等环境条

件的风电机组设计工具软件系统，增

摄影：张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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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新型风电机组自主设计、制造能力。

支持齿轮箱等关键部件研发，提高齿

轮箱、发电机的可靠性，尽快实现多

兆瓦级轴承、变流器、叶片、控制系

统的自主设计。

其次，持之以恒地支持机组大型

化。对于究竟多大容量机组适合量产

一直存在争议，但伴随着争议声，新

增装机的单机容量已从上世纪 80 年的

200kW，逐步历经 300kW、600kW
等，发展到现在的 1.5MW 及以上的

多兆瓦机组。技术的发展是永无止境

的，单机容量持续增大是必然发展方

向。因此，要持续支持大型机组研制

工作，系统加强与之配套的控制系统、

轴承及相关材料、制造领域的科研攻

关。

第三，逐步提高行业准入门槛，

鼓励行业适度集中。2012 年的几次风

电脱网事故暴露出我国风电机组及风

电场的管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加快风电产业

技术升级，通过提高检测和认证门槛，

强制提高风电机组产品的技术性能和

质量。这个过程中，应该加强科技示

范引领，尤其是在海上风电方面，引

导扶持新增装机容量向技术先进的产

品倾斜。

此外，借鉴国际能源署和欧洲风

能技术路线图对关键技术选择的经验，

应建立风能资源评价和风电功率预测

预报的长期机制，完善特定区域风电

运行的共享数据库建设，前瞻性地研

究风电比例较大时电网等系统可靠运

行的相关技术等。

3.3 示范支持分布式风电发展

我国的 8 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场均

处在三北地区，远离用电量高的东南

沿海地区，造成我国风电开发利用以

大规模集中开发、远距离输送为主的

局面。为缓解消纳难、送出难等问题，

应积极探索风电开发的多元化发展路

径，即在规模化集中开发大型风电场

的同时，因地制宜、积极稳妥地探索

风电分布式的开发模式。在此过程中，

围绕分布式风电发展，应重点实施一

批科技示范工程，积极鼓励开展风电

与其他分布式能源相结合的开发模式

创新，发展远离城市的边远农村、牧

区等地区离网型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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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经过了五年左右的井喷式高速

增长期之后，我国风电行业开始进入

理性回归的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时期，

风电企业的经济效益下滑，迫使企业

更加注重用户的需求转变，在发展策

略和管理模式上寻求新的突破，而服

务是风电产业规模化后持续发展的关

键这一共识，已经被当前行业普遍认

同。作为整个风电产业链条中跨度最

长的一个环节，整个风电服务包括售

前、交付、安装调试、质保期内服务

和结束质保期后市场服务的各个过程，

贯穿于风电机组的全寿命周期。为用

户提供风电机组全寿命周期内服务的

解决方案成为风电主机厂商获得市场

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

从长远来看，中国风电业发展潜

力巨大，风电机组售后运维服务市场

规模庞大 [1]。风电企业需不断探索服

务运维管理的新思路，从而在行业竞

争中脱颖而出并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因此，建立和完善基于风电机组全寿

命周期管理的高效的服务体系及模式

十分必要。

1 我国风电服务发展现状

据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

统计分析，截至 2013 年年底，我国新

增装机并网容量 15GW，累计装机并

网容量为 77.58GW[2]，如此庞大装机

规模对机组服务需求与日俱增，对主

机厂商来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

风电产业具有特殊性，必须考虑

机组全寿命周期各个过程，因此对机

组服务与质量有严格的要求。但相比

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发展了很多年的风

电产业，我国的风电服务整体水平不

风电服务体系与模式探索
庞靖宇，杨超

（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风电事业部，四川德阳，618000）

摘  要 ：我国风电行业发展从起步至今已经 20 多年。在经历井喷式发展到理性回归的转变过程中，服务是风电产业规模

化后持续发展的关键，并已经成为当前行业普遍共识，建立和完善高效的服务体系及模式变得十分必要。本文对

基于风电机组全寿命周期管理的服务体系与模式进行了探索，并提出了一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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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ind power industry of China has been developed more than 20 years.With the high-speed development of wind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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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能力、人员素质、信息化水平、

管理经验、利益取向等方面与国外企

业之间都存在差距。在风电服务管理

方面，我国还非常缺乏经验。[3]

2 全寿命周期管理

从用户的角度而言，他们希望在

风电机组全寿命周期里获得最优质的

服务和更低的度电成本。而从风电设

备制造企业来看，风电机组的服务内

容涵盖项目前期、产品交付、安装调试、

质保运维和后期服务，贯穿整个寿命

周期。

2.1 全寿命周期管理

全寿命周期过程是指在设计阶段

就考虑到产品寿命历程的所有环节，

所有相关因素在产品设计分阶段得到

综合规划和优化的一种设计理论。设

计产品不仅包括设计产品的功能和结

构，而且要设计产品的规划、设计、

生产、经销、运行、使用、维修保养、

回收等过程。[4]

2.2 风电全寿命周期阶段划分

作为风电产业链条中跨度最长的

一个环节，整个风电服务涵盖售前、

工程建设、质保期服务和结束质保期

后市场服务的各个过程（表 1）。能够

在每一个环节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是

风电机组厂商抓牢服务市场这块大蛋

糕的必要条件。根据市场专业机构的

分析及预测，风电服务领域将是主机

厂商创造利润并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

的关键环节。

 

3 服务体系的建立 

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体系，整

机厂商应完善服务体系、构建区域化

服务结构，切实为用户提供高效快捷

的服务 , 以支撑机组全寿命周期服务。

从而实现贴近用户、快速响应的服务

理念。 
3.1 统筹建设区域服务网络以提升

服务响应效率

为有效提升服务响应效率，风电

整机企业首先必须建立区域网络化服

务构架。统筹整机总装基地及属地供

应链资源整合，运用统一标准构建区

域服务公司或区域 4S 店，以属地化管

理的方式，把服务组织管理、备品备

件供应、供应商服务阵地属地化，形

成全国服务 24h 工作圈、集中地服务

8h 工作圈。依托企业研发及属地化建

设优势资源，依据工程所属地域充分

利用属地化员工和物资，贴近客户，

做到服务的快速响应。

同时，区域服务网络搭建起企业

研发和现场服务的桥梁，对现场机组

的安装、调试、运行提供有效的技术

支持，解决现场疑难故障的同时总结

产品及技术经验，为机组设计改进提

供依据，确保机组的可利用率与投资

商利益的最大化。

3.2 完善备件供应体系以降低用户

电量损失

备件的供应水平直接影响用户机

组的发电效率，也是全寿命周期服务

响应效率的关键。因此，完善备件供

应体系，对整个服务周期都起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备件供应体系应依托信

息化管理、安全库存、物流保障，采

用三级库存加供应商配合的 3+1 备

件供应体系模式。即风电场库房实现

储备常用备件、耗材 ；各区域库房以

200km 为工作圈，物流、专车为主导，

物料配送为辅，储备非常规及中型部

件及耗材。同时依托区域生产基地，

储备非常规、大型部件及耗材，采用

航空、专车运输方式等。开展供应商

合作模式储备，以快速、安全为原则，

缩短更换周期，挽回损失的发电量。

3.2.1 合理布局备件返修体系以缓

解采购资金压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更换后故

障备件超出了与供应商签订的采购合

同约定的质保期，为了合理利用积压

表1 风电全寿命周期服务划分

风电全寿命周期阶段 售前服务 工程建设服务 质保期内服务 后市场服务

服务内容

常规服务

项目可研 EPC 定检维护 技术升级、改造

工程选址 管理咨询 大部件更换 检测服务

测风服务 技术支持 技术支持 代理维护

机组选型 远程预警分析 部件维修

增值服务

备件保障（有偿）

融资服务 备件保障 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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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损坏备件、缓解备件采购资金，同

时为安全库存提供有效补充，应积极

寻求专业、可靠的维修厂商开展备件

维修合作，合理布置维修点，建立返

修质量跟踪体系。以最大限度再利用

损坏件，为风电机组的安全稳定运行

提供强大的物资支持。

3.2.2 科学构建备件安全库存体

系以实现备件储备最优化

备件安全库存是在给定的服务周

期内，为满足现场风电服务备件需求

而持有的最优库存量。安全库存量应

根据远程监控信息平台等信息化手段

测算现场需求，按照 100% 满足现场

需求制定。小于这个数值不能满足风

电现场备件服务的需求，大于这个数

值造成库存积压，资金浪费，管理压

力增大等负面效果。在每一个周期结

束时对上一个时间周期的需求量做数

学统计的分析，逐渐修正安全库存量，

使安全库存量数值更加的合理。

3.3 充分运用信息化建设以实现管

理智能化

与国外领先的风电整机厂商相比，

我国风电企业在信息化建设方面还显

得不足。但我们已经逐步认识到了信

息化在风电服务管理上的优势及所附

带的潜在经济价值，如中央监控和远

程 SCADA 监控风电机组在线预警系

统，通过对机组主要部件的监测变量

进行算法分析，提前判断机组是否存

在故障隐患，对存在隐患的部件显示

报警信息，并对全场机组主要部件进

行健康状态监测，同时对机组故障进

行分级响应，并提供强大的数据支撑

故障分析、备件消耗预测、自动报表

生成等，从而实现管理的智能化。

3.4 注重人才培训体系建设为可持

续用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人才是风电服务体系发展的关键，

因此行业内优秀的企业都将人才的培

养定位在了战略的角度。风电优秀人

才的培养也需要一支具有坚实风电专

业知识基础和深厚实践能力的团队，

以及相应的硬件保障 [5]。风电主机厂

商应依据员工特点，制定合理的培养

方向（管理类、技术类）及层级，建

立评综合评定体系，为全寿命周期服

务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保障。

4 服务模式的应用

服务模式的应用宗旨是为用户提

供整体解决方案。这套整体解决方案

应该囊括从风场选址、测风、项目建设、

经济性保障、电网适应性、终身服务

在内的整体解决方案。按项目全寿命

周期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售前及工程

建设服务、安装调试进质保期服务、

后市场服务等 ；按服务类型可分为常

摄影：赖沛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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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服务、增值服务。一些行业领先企

业还探索出了新概念服务，如一站式、

保姆式服务、远程预警预防性服务等。

4.1 第一阶段——售前及工程建设

服务

作为风电项目全寿命周期服务的

第一阶段，能否为用户提供科学的项

目评估及定制化的服务，直接决定了

整个寿命周期内服务的基调。售前服

务应包括 ：为用户进行专业的项目可

行性研究分析，评估项目的价值。应

用专业技术进行售前测风服务，并提

供相关技术咨询，实现高效利用风能

资源。

宏观选址、微观选址，包括风场

选址、单台风电机组选址，实现机组

发电状况的最优化。工程技术与管理

咨询，为用户提供工程从建设到投运

阶段的技术与管理咨询服务。具备较

强技术与资金实力的企业，还应开展

EPC 总承包服务及融资合作等，实现

经济效益双赢。

4.2 第二阶段——质保期服务

4.2.1 现场日常运行服务

风力发电机组的运行主要包括设

备日常故障消缺、设备定期巡检以及

设备的技术升级等各项工作。项目质

保期内，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派遣经

验丰富、技术实力强的运行工程师常

驻现场，提供 24小时的故障消缺服

务。为了确保设备长期处于安全、稳定、

健康的状态运行，利用远程监控系统

对故障进行分级响应，并对潜在的隐

患及时发现，以实现发电效益最大化。

4.2.2 现场机组个性化维护保养服

务

按照个性化机组维护保养服务的

要求，应对每台机组建立机组运行及

维护档案（包含 ：机组调试及预验收

阶段存在的问题、机组可利用率、故

障率、度电成本、发电量等要素）并

纳入质量考核体系中，机组 6 个月进

行的维护保养，在机组维护手册的指

导下重点针对以上要素进行有针对性

的维护保养，并将维护结果记录档案。

第 12 个月、18 个月、24 个月的维护

保养按照此种方式，每次针对维护间

隔期间的运行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作

业，并且将重复发生的问题归入质量

考核体系中进行责任追述。最终可使

机组长期处于最佳状态，提高用户的

发电产量。

各服务区域按照风场风电机组维

护计划，组织专业设备维护保养工程

师，并提前将所需的维护物资及工具

发往风场。与用户协商维护保养的时

间，尽量控制维护保养周期时间，错

位进行维护保养，从而达到缩短项目

维护周期，减少停机时间。

4.3 第三阶段——出保后期的运维

管理模式

当前针对风电机组出质保后的服

务，行业尚无相关标准。大部分用户

认为，退出质保期是一种风险的转移

和责任的结束。由于整机制造商服务

建设的滞后，形成了专业化队伍无市

场，游击队遍地开花的格局，备件供

应渠道五花八门，严重影响了用户经

济效益的提升及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为了切实、有效解决后续服务工

作存在的困难，建立健全后续服务市

场体系，解决用户的担忧和机组大部

件安全可靠运行，不断提高用户经济

效益，弥合服务差距，为机组的后续

服务市场进行全面开拓，需形成完善

的定制化服务模式。首先，通过与用

户沟通，协商个性化的服务模式，建

立健全稳定的备件供应体系 ；在风电

机组全寿命周期内，建立稳定的供应

商战略同盟系统，形成共赢局面。其次，

在全寿命周期内，应建立健全大部件

维护检修服务系统。与用户协商引入

机组保险机制。 再次，对风场项目进

行安全交底，全面宣贯厂商机组的安

全运行的技术交流 ；结合用户需求量

身定制，不断给用户提供机组的技改、

升级等增值服务。

5 结语

展望未来，国内风电行业发展还

将迎来新的高峰，而做好服务是风电

产业规模化后持续发展的关键。风电

整机制造企业应该不断探索和完善高

效的服务体系及模式，坚持以用户为

中心，贯穿全寿命周期的用户服务理

念，为用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以技术创新求发展，以服务创新赢得

市场，与用户携手并肩，才能实现风

电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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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能源与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

世界各国正在把更多目光投向可再生

能源。风能作为一种最古老、最重要

的可再生能源，具有巨大蕴藏量、可

再生、分布广、无污染的特点，成为

全球普遍欢迎的清洁能源。风力发电

成为目前最具规模化开发条件和商业

化发展前景的可能生能源发电方式。

与世界风电产业蓬勃发展同步，

中国的风电事业更是突飞猛进。2010
年中国装机容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

第一 [1-2]。截至 2012 年底，我国累计

装机容量为 75324.2MW，仍居世界

第一 [3]。统计表明 [3,4]，虽然每年新增

装机量很大，但增速却明显变缓。这

标志着我国风电从发展期进入成熟期，

从对量的追求进入到对质的提升。

各风电企业在不断增加装机容量

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个现实问题，即

如何高效低成本地运行在役风电机

组。无疑，采取措施降低故障率，提

高机组可靠性，使机组安全运行，想

法设法降低维护成本，是风电企业的

必然选择。采取状态监测、实施基于

状态的维修是降低机组设备故障率、

提高机组设备可靠性、最大限度地延

长风电机组寿命和降低维护成本的重

要措施。

风电机组设备故障与失效导致停

机，不仅大大影响了生产任务的完成，

而且常常造成严重的安全隐患和事故。

机组在最初投入使用时 , 各项机械性

能和指标都是符合技术标准和使用要

求的，但在使用过程中，由于其机组

各个机械部件的磨损、老化和外部各

种恶劣环境因素的影响，技术状态会

发生改变以致出现故障 [5]。如果实施

状态监测，以较小的代价实施及时的

维修，就可以适时恢复设备功能。设

备磨损是机械零部件失效的主要原因，

同时也是影响设备使用寿命的重要因

素。在机组机械摩擦副的表面应用各

种润滑剂（齿轮油、液压油、润滑脂等）

油液监测技术在风电机组中的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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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源（北京）风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北京，102209）

摘  要 ：本文从油液监测技术对降低风电机组维护成本的影响、保障风电机组润滑的可靠性、以及油液监测促进风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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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减缓磨损。而机械零部件的磨损故

障与失效，最主要的原因是润滑不良。

在机组设备运行过程中，机组中各机

械摩擦副不断摩擦与磨损。这样，润

滑油液中携带了大量的机械摩擦副摩

擦信息。定期而系统地分析这些在用

油液，对于了解机组机械部件是否处

于正常的润滑状态和磨损状态，提前

发现因润滑不当引起的磨损故障，及

时采取措施将磨损故障消灭在萌芽状

态，具有重要意义。而这种措施正是

状态监测的一种重要技术，即油液监

测技术。

1 油液监测技术的发展及其
在风电领域的应用

油液监测技术是将设备内部作为

一个摩擦学系统，对设备内部的油液

定期取样，运用多种测试技术，分析

油液的各种性质及所携带各种微粒的

一种综合监控技术。油液监控技术能

充分反映设备磨损与润滑状态，在不

拆机的情况下有效监控设备内部运行

情况，为设备维修提供决策支持 [6-9]。

油液监测技术是伴随着维修理论

的发展而发展的。迄今为止，机械维

修理论已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包括

以事后方式为单一措施的事后维修、

以定时方式占主导地位的定时维修和

以状态监控方式为核心的状态监控维

修 [10]。以状态监控维修是以可靠性为

中心的维修（RMC）理论为指导，结

合了基于仪器的各种监测故障技术和

计算机技术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崭新的

维修技术。状态监控维修是在对设备

结构、使用和状态进行测试的基础上，

实施或者不实施维修的一种“动态应

用”，是一种实时处理的维修保障手段。

装备出现失常后，监控设备能显示出

结果并发出警告信号。通常是利用能

反映物体或受检对象状态变化的物理

或化学参数，实施对被检对象状态进

行监测、控制和做出维修决策的过程。

状态监测技术在状态监控维修中占有

重要地位。油液监测技术是状态监测

技术中一种最重要的监测技术之一。

随着状态监控维修产生了巨大的经济

效益，油液监测技术开始被普遍重视

起来。

状态监测技术（在国外又称油分

析技术 Oil Analysis）可追溯到 20 世

纪 40 年代，源于美国空军，主要是原

子光谱分析技术，用于分析在用油中

磨损颗粒的含量，判断与产生这些磨

粒相关的摩擦副的工作状态，以满足

空军机群的高可靠性分型的需要。20
世纪 70 年代出现了铁谱技术，使油分

析技术如虎添翼。迄今为止，油分析

技术已经包括了多种现代仪器分析技

术，如原子光谱技术、铁谱技术、颗

粒分析技术、红外光谱技术（分子光

谱）、气相色谱技术以及测定油液自

身理化性能的各种油品测试技术。油

液监测技术最初是 20 世纪 80 年代应

用到我国空军领域，之后逐渐广泛应

用到各个领域和部门。可以肯定地说，

油液监测技术的应用在各个领域产生

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反过来，该项技

术也得以向前发展。

风电机组机械设备由于其造价高、

维修难度大，适合状态监控维修。因此，

状态监测技术在风电领域的应用成为

必然选择。中国国电龙源电力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率先于 2009 年建立专门

用于风电机组油液监测的专业实验室，

之后，我国许多风电企业也都先后建

立了自己的油液监测实验室。事实证

明，油液监测技术作为风电机组状态

监控维修的一项重要技术，不仅可以

提高风电机组机械设备的可靠性和经

济性，还可以促进风电机组机械设备

维修的理念更新和管理水平。

2 油液监测对降低风电机组
维护成本的影响

2.1 提高风电机组可靠性

风电机组机械设备中的主齿轮箱，

作为传动机构，对风力发电起着极其

重要的作用。该齿轮箱具有造价高、

维修困难的特点，由齿轮、轴承等摩

擦副构成，以高粘度齿轮油予以润滑。

润滑方式是基于集中循环润滑系统的

强制式润滑。正常情况下，各摩擦副

处于边界润滑状态，以正常的磨损速

率运行。但当在用齿轮油被污染、油

质下降、供油不足等造成润滑不良时，

非正常的磨损状态出现了，会瞬间产生

巨大磨损颗粒，或磨损率上升导致磨

损颗粒数量显著增加。如果对此置若

罔闻，任其发展，势必造成主齿轮箱相

关摩擦副异常磨损，使相关摩擦副出现

磨损故障，甚至导致严重的安全事故。

而等主齿轮箱出现故障后再去维修，不

仅会因停机造成发电损失，而且维修费

用也将数倍或数十倍地增加。

由于主齿轮箱在用齿轮油中含有

磨损下来的磨粒和污染杂质，带有丰

富的摩擦学信息，通过油液监测技术，

定期取样检测在用齿轮油，测定在用

齿轮油的理化性能，分析磨损颗粒和

污染杂质，监控风电机组齿轮箱的润

滑状态和磨损状态，使齿轮箱总是处

于良好或正常的润滑状态和磨损状态，

同时也能及时发现润滑隐患和由润滑

不当造成的故障隐患，提前预测故障

萌芽，及时消除故障隐患，不因停机

而耽误发电生产，以最小的代价换取

齿轮箱的正常运行，最大限度地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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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机组齿轮箱的使用寿命，从而产生

显而易见的效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对

风电机组实施油液监测，提高了风电机

组的可靠性，降低了机组维护成本。

譬如，龙源集团开展油液监测工

作已有三年，三年来共检测 15000 多

台次，其中提出警告 973 台次，提出

润滑状态异常、建议换油或采取其他

措施的 454 台次，有效地避免了磨损

故障的发生，提高了风电机组的可靠

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维护成本。

图 1 示出了龙源集团三年来油液监测

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油液监测工

作能较早发现磨损故障隐患，可能在

较短时间内不一定出现故障，也难有

被现场及时确认的手段，油液监测的

结果有时难于一时被风电场所验证，

因而个别风电场对油液监测持有异议。

这可以理解，但这种理念需要更新。

因为根据油液监测结果，在用润滑油

不能满足使用要求时，就会存在风电

机组有关摩擦副磨损加剧、有关摩擦

副点蚀严重、极压条件下摩擦副磨损

失效等安全隐患。如不及时消除，势

必造成摩擦副磨损失效和磨损故障，

风电机组有关部件就达不到设计寿命，

其可靠性就大打折扣。

2.2 降低润滑成本

通过油液监测将定期换油变为按

质换油，即根据油液监测结果决定是

否更换新油，可使风电场节省可观的

润滑成本。润滑油是由基础油和各种

添加剂组成。在用齿轮油使用过程中，

一旦齿轮油的各种添加剂耗尽、本身

严重氧化、粘度发生严重变化，齿轮

油的各种性能就下降，或者一旦齿轮

油被严重污染，都会造成在用齿轮油

不能满足使用要求的后果。此时就必

须立即更换。然而，在用齿轮油虽有

成分轻微变化，性能轻微下降，油品

稍有污染，使用年限超过齿轮箱制造

商或供油商建议的年限，但经检测，

在用齿轮油的各种性能仍能满足使用

要求，就可以继续使用而不必更换。

一般说来，风电机组主齿轮箱所用的

合成齿轮油，齿轮箱制造商建议使用

3 年就需更换。供油商近几年则建议

换油期为 3 到 5 年。如果按油液监测

结果进行按质换油，就可能超过了齿

轮箱制造商或供油商建议的使用期限，

这样就延长了换油周期，节省了换油

费用，降低了润滑成本。

以龙源集团某风电场为例。该风

电场使用的是全合成齿轮油。油品供

应商推荐的换油周期为 3 至 5 年。该

风电场风电机组齿轮箱在用油已使用

近 6 年，经定期取样检测，发现该在

用齿轮油各项指标均正常，仍能满足

使用要求，建议风电场继续使用，取

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因此，根据油

液监测结果实施按质换油，不能满足

使用要求的要及时换掉，能满足使用

要求的要继续使用，既可以保证机组

设备处于良好的润滑状态，又能避免

定期换油造成的换油成本浪费。从这

个意义上说，也降低了润滑成本。

3 保障风电机组润滑的可靠性

通过油液监测对风电场所用新润

滑油品实施把关，主要包括所购新油

油品是否合格、注入到主齿轮箱的油

品是否正确等三个方面。

有信誉的供油商都能提供第三方

检验合格证明，保证油品质量，但个

别供油商有时以次充好、以假充真。

如果应用了这样的润滑油，轻则造成

磨损故障，重则造成严重的安全事故。

入库前如有疑问，可以根据需要进行

质量抽检，以保证所购油品质量。

库存新油油品是否变质是一个常

被风电场所忽略的问题。新油入库后，

由于温度、湿度、灰尘等各种环境因

素的影响，其性能会有不同程度的劣

变。储存时间越长，劣变程度越大。

一般来说，如果保存得当，全合成油

品可保存三年或更长。但由于环境因

素的不确定性，加之储存措施难免不

周，如存储时间过长，所以最好在使

用前进行一次抽检。通过检测，以确

定油品质量是否可靠。这可以有效避

免因油品劣化导致润滑不良而产生磨

损故障或事故。

对刚刚注入到主齿轮箱的齿轮油

短时间内进行一次检查十分必要。因图1	龙源集团三年来的油液监测结果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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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既可以有效避免共组人员因疏忽

大意而用错油，又可验证换油是否规

范。因疏忽大意用错油的案例在许多

行业并不鲜见，所以风电行业也要特

别注意。更换新油要有严格的程序，

如不严格遵守，就会出问题。例如，

旧油冲洗不彻底，就可能导致新油污

染，等。

4 油液监测促进风电场维修理
念更新和润滑管理水平提升

前文所述，状态监控维修是一种

新的维修理论和技术。油液监测技术

作为状态监控维修的一种重要技术，

为风电场充分认识和接纳需要有一个

过程。事实上，在用润滑油应当作为

一个机械零部件来对待。正如有人所

说，润滑油是个零部件，工业是骑在

几微米的润滑油膜上 [11-12]。如果将在

用润滑油作为一个机械零部件而且是

重要的零部件来看待，就不难理解对

这个重要的零部件实施油液监测的必

要性和重要性了。因为对这个零部件

也要进行状态监控维修，而油液监测

就是其重要的技术手段。

但是，油液监测技术采用的是现

代检测技术，而发现齿轮箱摩擦副磨

损状态异常比较超前，磨损故障尚未

发生，在风电场往往还没有表现出明

显的磨损故障现象，因而其检测结果

和维修建议往往被忽略和不被重视，

甚至有的风电场怀疑油液监测的必要

性。很显然，这是个认识和理念问题。

历史上“扁鹊三兄弟”的故事对更新

观念就很有启发性，事后控制不如事

中控制，事中控制不如事前控制。因

为事前控制可以事半功倍，将磨损故

障消灭在萌芽状态，避免大的事故。

因此，强化油液监测工作，促使风电

场更新观念，加强润滑管理，实施按

质换油，从而最大限度地延长机组寿

命，降低维护成本。

5 结语

总之，在风电企业大力开展风电

机组油液监测工作，可以及时发现机

组摩擦副所处的润滑状态是否正常，

将因润滑不当引起的磨损故障消灭在

萌芽之中，提高风电机组的可靠性，

最大限度地延长机组的使用寿命，而

且，通过油液监测实施按质换油，节

省可观的油品购置费用，同时促进了

润滑管理水平。所有这些，都可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维护成本，提高企业的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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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长期以来，风电场地形图的测量

采用全站仪或者 GPS 以 RTK 测量的

方法进行测量。运用这些方法野外工

作量大，作业周期长。而使用航空摄

影测量方法虽然外业时间较短，但由

于电力测量图一般面积较小，造成航

空摄影成本过高，并且由于空域申请

的问题，作业周期过长，难以进行测

图组织，一般情况下很少采用 [1]。

美国 Google 公司 2005 年 6 月推

出的全球地理信息系统和地图搜索软

件可以浏览全球高清遥感影像，而且

Google 公司开放了 API，用户可以通

过 API 进行二次开发。2013 年内蒙古

西部地区的 Google 影像已基本覆盖了

0.61mQuickBird 高分辨率全色遥感影

像，并进行周期性的更新，最近更新

时间从 2009 年到 2013 年不等。由于

Google 影像的获取较为方便，精纠正

后用于地形图的辅助测图，可以大大减

小外业工作强度，提高工作效率。

1 工程实例

国电蒙电土左旗业 45MW 风电

场项目工程位于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

旗境内，京包铁路在从测区北部东部

穿过。测区为平原地貌，面积 26km2，

测区内村庄有 3 个，养殖场 5 家。测

区内有不多的乡村公路道路，交通便

利。植被主要为草地，通视条件较好。

利用遥感卫星影像辅助测量风电场
地形图的方法

刘永强，毛克

（内蒙古电力勘测设计院，呼和浩特	010020）

摘  要 ：本文主要探讨在工程中使用 Arcgis 软件将 Google 高清影像进行精纠正，测图时平面地物由使用矢量化后的遥感

影像数据生成，具有高程信息的碎部点使用常规方法测得，两种数据叠加后生成等高线，最终生成地形图。由于

Google 影像的获得较为方便，精纠正后用于地形图的辅助测量，可以大大减少外业工作强度，提高工作效率。

关键词 ：Google Earth ； Arcgis ；影像纠正 ；碎部点 ；风电场 ；地形图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4）02-0080-04

The Method of Using Remote Sensing Satellite Image in Wind Farm 
Topography Measurement

 Liu Yongqiang, Mao Ke
（Inner Monglia Power Exploration&Design Institute, Hohhot 010020, China）

Abstract: �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correction of Google high-de�nition image by Arcgis so�ware. Planar object is generated from 

remote sensing image a�er vectorization, and the detail point is measured by conventional methods with elevation information.�e 

contour line can be got a�er superposition of two kinds of data, �nally resulting in topographic map. As the Google image can be 

very convenient, it can greatly reduce the work intensity and improve work e�ciency.
Keywords: GoogleEarth; Arcgis; images recti�cation; detail point; wind farm; topographic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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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测图比例尺为 1 ： 2000，坐

标系统为 1980 西安坐标系，高程系为

1956 年黄海高程率 [2]。

(2) 高程注记标注到 0.1m，等高

距为 1m。

使用本方法将地物 google 影像

精纠正后，室内矢量化后生成平面图，

外业进行新增地物的补绘和碎部点的

测量，减轻了外业工作强度，可增加

效率 20% 以上。

2 工艺流程

2.1 GoogleEarth影像的分级

GoogleEarth 卫星影像截取时，

GoogleEarth 卫星影像按影像分辨率

的大小分为 1 － 19 级。假设影像质量

级别为 M，根据 PSG:3785 投影下的

分辨率计算 ：

分辨率 =156543.03329687/2M

式中 ：当 M=18 时，18 级别的影

像分辨率 =0.60m ；当 M=20 时，20
级别的影像分辨率 =0.15m。

电厂厂区或灰场的测图面积一般

都比较小，根据测较比例尺和规范要求

及实际经验，下载相应级别的影像图。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下载尽量清晰的

影像，既不因为级别过高，图像过大造

成无法纠正和矢量化，也不因级别过小

以致影像模糊，纠正精度过低。

当选取 M=18 时的分辨率时，精

度明显大于 0.4 － 0.8m ；

当成图精度为 1 ：2000 时，将 M
设置为 19 ； 

当成图精度要求为 1 ：5000 时，

将 M 设置为 18。如表 1 所示。

现在市面上的截图软件一般可提

供非常清晰的 19 级 GoogleEarth 卫星

影像，在小面积的地形图测图时，下载

的影像面积较小，图像尺寸不大，为了

保证成图精度，一般下载 19 级数据。

2.2 GoogleEarth影像的下载

现在网络中有很多 GoogleEarth
影像截图软件 [3]，经过比较，笔者认

为稻歌 GoogleMap 截获器作为一款

免费的工具软件，下截影像速度较快、

操作简单、精度较高。比较适合在工

程中作为下载 GoogleEarth 影像的工

具使用。稻歌 GoogleMap 截获器 1.1
的界面如图 1 所示。

稻 歌 截 获 器 可 以 下 载 Google 
Map 上的卫星影像、地形图，拼接并

存储为 tif 格式的图像，同时赋上精确

的投影与坐标。由于生成的 TIF 图像

是有精确的坐标信息的，所以可以在

ARCGIS 等软件中打开，进行各种处

理。在截图时可以直接在图面上点取

截图区域四角坐标。由于在我们测图

时一般面积相对来说很小，故选图像

级别时取 19 级数据。当做送电线路路

径图时，由于场景较大，选择图像级

别要较小。笔者一般选用 16 级，甚至

更小，以满足路径图的承载量。

2.3 像控点的选择与测量

在 GoogleEarth 影像图上选择具

有明显影像特征的像片控制点，选择

依据是 : 要均匀分布在整个校正区域，

特征要固定而明显，数量要足够。控

制点应是在原始影像中均匀分布并能

正确识别和定位，在实地可精确定位

的特征点。如固定的地形地物交叉点，

河流拐弯处或交叉处。桥梁、铁路、

道路的交锐角交叉点。

像控点的测量包括平面和高程两

个方面，测量采用 RTK 法。为了达到

RTK 平高一体化测量的目的，必须首

表1 遥感影像分级

级别 地面分辩率（m/像） 显示比例尺 数据源比例尺

16 2.3887 1:9028.0 1:1 万

17 1.1943 1:4514.0 1:5 千或 1:1 万

18 0.5972 1:2257 1:2 千或 1:5 千

19 0.2986 1:1128.5 1:1 千或 1:2 千

20 0.1493 1:564.25 1:500 或 1:1 千

图1	稻歌GoogleMap	截获器1.1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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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布设高程控制网，用高程控制网控

制 RTK 的高程精度。具体做法是 : 首
先用水准测量的方法测出各基本控制

点的高程，将 RTK 基准站架设在测区

中部海拔较高的地方，例如高楼顶部

或测区的制高点上，基准站周围应视

野开阔，树木较少，便于 RTK 信号的

传播，测出高程与坐标，然后供内业

纠正之用。

2.4 影遥感影像的几何纠正（地理

配准）

遥感影像和实地地理空间的相对

关系，即定向和定位。常规的影像几

何纠正的方法有光学纠正和数字纠正

之分。目前，图像基本上都是数字图

像，因而主要进行的是数字几何纠正，

人们在实际当中采用的纠正方法有两

类 : 一是使用数字高程模型 ( Digit 
alElevation Mode，即 DEM ) 和相应

的构像方程的共线方程纠正法 ；二是

根据一定的数学模型采用控制点解算

的方法，以多项式法最为典型像的纠

正配准 [4]。

ARCGIS 软件进行遥感景像的

纠正，具有操作简单，精度较高，可

以生成任意比例尺图像的优点。使用

ARCGIS 软件进行地理图像的几何纠

正（地理配准）的界面如图 2 所示。

在工程中对遥感影像进行地理配

准时，可以将测图区域有坐标系统看

作独立坐标，所以不选择国家坐标和

投影。一般要经过添加控制点、检查

残差、删除残差过大点、进行地理配

准几个步骤 [5]。需注意的是 ：

使用遥感影像辅助测图时最大的

误差来源是遥感影像的配准误差，分为

配准算法的误差和屏幕矢量化的误差，

由于人的眼睛受其物理限制，最小能区

分连续的两个像元表示的地物或独立

的 4 个像元表示的地物，因此配准点

的选择误差为 2 － 4 个像元。如果配

准点选的比较合理，则配准算法产生的

误差是很小的，可以忽略不计。

在进行遥感影像配准时，我们只

需对影像进行拉伸、缩放和旋转，一

般使用一阶变换即可。如必须进行弯

曲的栅格数据集才用到二阶变换。

2.5 影像的矢量化成图

在高分辨率的遥感图像上，地物

和平常所见的地物差别不大，道路、

房屋等的边界清晰可见，可在遥感图

像上直接采集地物特征点进行矢量化。

具体做法是 ：将配准后的带有坐标格

网的 GoogleEarth 影像插入到时数字

化绘图软件南方 CASS 软件中，进行

缩放、平移至测图所用的实际坐标。

在南方 CASS 软件中对影像就行矢量

化，主要是将线状地物、房屋、树林、

池塘等勾绘出来，点状地物由于不容

易判断的，在外业碎部点时将其实测

出来。注意地类编码的选择。室内在

CASS 软件中生成只有平面地物没有

碎部高程点的平面图。在测量碎部高

程点时，打印该平成图做为草图使用，

进行新增地物补绘和测点工作。最终

统一在一张图中生成等高线，整饰成

图。在南方 CASS 软件中矢量化界面

如图 3 所示。

3 精度检查

测图结束后采用 GPS 以 RTK 的

方法对图上不少于 20% 的点进行实地

检测，实地检测的目的一是检核地物

地貌点的精度，二是对照平面图判定

实地有无错误和遗漏。本次测量的比

例尺为 1 ：2000，按照《火力发电厂

工程测量技术规程》DL/T 5001-2004
规定，图上主要地物的测量中误差小

于图上 0.6mm，次要地物的中误差应

小于 0.8mm。经实地检测，地物点的

图2	ARCGIS软件进行遥感景像的纠正 图3	南方CASS软件中影像的叠加



Wind Farm | 风电场

2014年第02期  83  

较差如表 2 所示。

测区内检测 191 个地物点，只有

一个点超出规范要求，大部分点的点

位中误差在 0.6m 到 1.2m 之间，完全

可以达到 1 ：2000 地形图的测图要求。

4 结论

利用精纠正后的 Google Earth
卫星遥感影像，在较严格的精度控制

表2  RTK实测地物与矢量化影像精度比较表

RTK实测地物点与矢量化地物点检测

点位较差/dm 点数 %

0.2 ≤ dm≤ 0.4 14 7.3

0.4 ≤ dm≤ 0.6 6 3.1

0.6 ≤ dm≤ 0.8 34 17.8

0.8 ≤ dm≤ 1.0 43 22.5

1.0 ≤ dm≤ 1.2 45 23.5

1.2 ≤ dm≤ 1.4 27 14.1

1.4 ≤ dm≤ 1.6 8 4.2

1.6 ≤ dm≤ 1.8 6 3.1

1.8 ≤ dm≤ 2.0 0 0

2.0 ≤ dm≤ 2.2 1 0.5

合计 191 100

主要地物中误差允许值应小于 1.2m。次要地物允许值应小于 1.2m。

措施下，所测地形图的精度可以满足1：
2000 地形图或 1 ：5000 地形图的精

度要求。虽然这种方法只能生成地形

图的地物平面属性，高程点仍需野外

实测，但在地物复杂的地区，平面地

物的测绘占有地形图成图工作量的较

大比例，省去平面地物的测量工作可

以大大减少野外工作量，缩短了工期，

减轻外业人员的工作强度，满足风电

场测图的精度要求。

利用精纠正后的 Google Earth
卫星遥感影像辅助测图，还可以对

整个测区站在全局的角度上进行控

制网的优化，减少实地踏勘和外业选

点的工作量。在外业结束后的整饰

地形图时，生成的 CAD 结合纠正后

GoogleEarth 底图叠加在一起，可以

直观地鸟瞰测区，使整幅图形对实际

地形地貌有更加精准的反映，成图更

加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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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我国风电行业的快速发展和成熟，风能资源精细

化评估日益受到重视。风电项目发电量折减与气象条件、

电网条件以及机组性能等众多因素相关，不同项目的客观

条件差异很大，难以用统一的折减率确定风电项目的实际

发电量。风电项目各自的特殊性是导致设计发电量与实际

发电量不符合的重要因素，具体项目的发电量各项折减率

需要进行针对性的分析 [1]。

为了能提高哈密东南部风电项目风能资源评估的精度

并掌握该地区发电量不确定性的程度，本文对极端气温导

致的发电量折减和不确定性进行研究。采用大气模式结合

CFD 降尺度技术 [2-3]，对哈密东南部地区进行大范围精细化

计算，得到项目区域中心的多年气温和风速时间序列。针

对 SWT2.5 － 108 － 80 机型，通过对区域中心时间序列

的逐年统计，分析风电机组在不同运行温度范围下的发电

量折减和折减不确定性情况，为该项目的风电机组针对性

设计和技术经济评价提供客观的数据基础。

哈密东南部风电项目极端气温导致的
发电量折减与不确定性分析﹡

马文通1，2，朱蓉1，李凯2，刘青海2，周培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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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采用大气模式结合 CFD 降尺度技术，针对哈密东南部地区某风电项目进行精细化计算，获得多年气象参数的

时间序列。通过对温度和风速时间序列的逐年统计，分析风电机组在不同运行温度范围下的发电量折减和不确定

性。本文采用的方法可为风电机组设计、选型和项目技术经济评价提供数据基础。  

关键词 ：大气模式；计算流体动力学；发电量损失；不确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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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Production Loss and Uncertainty Due to ExtremeTemperature 
in Southeastern Hami Area Wind Power Project 

Ma Wentong1, 2,  Zhu Rong1, Li Kai2, Liu Qinghai2, Zhou Peirong2 
(1.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Center, Beijing 100081, China; 2. Shanghai Electric Wind-power Equipment Co., Ltd.,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based on atmospheric model integrated with CFD technology to do downscaling, we get �ner computation result of 

climate data time serial over multi years of one wind farm in southeast of Hami. According to the year a�er year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emperature & wind speed, we can de�ne the factors of production loss & uncertainties in di�erent operational temperature ranges. 

�e method mentioned in this paper can provide basic data for wind turbine design, type selection and project techno-economic 

evaluation.
Keywords: atmospheric model;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CFD); power losses; uncertaint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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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长期数据的获取

哈密气象站位于东经 93°31'，北纬 42°49'，距市

中心 3km，四周范围为居民区、农田、林区。哈密气象

站建立于 1942 年 7 月，后经过 6 次搬迁，最大搬迁距离

13km。考虑到哈密气象站距市区较近，且受到气象站场址

搬迁和周围环境变化的影响（如城市扩大，建筑物增多等），

风速和温度年际变化较大，需要采用大气模式更加客观地

计算风速和温度的年际变化。

大气模式通常需要结合全球环流模式大气模式和区域

大气模式，得到指定区域的风速、温度、压力和湿度等气

象参数的时间序列。通过全球环流大气模式计算得到分辨

率较低的全球气象再分析数据，全球环流再分析计算中可

以考虑到气象卫星、地面气象站、高空气象站、航测资料

等全球共享的气象观测资料，同时可以考虑到地面气象站

的场址变化情况，最终通过全球大气环流计算得到全球再

分析数据。在全球再分析数据的基础上，采用区域大气模

式进行加密计算得到中尺度数据。由于长期全球大气环流

计算的工作量很大，直接采用 1981 年 1 月－ 2012 年 12
月的 GFS 全球大气环流再分析数据驱动区域模式计算，获

得哈密地区的逐小时中尺度多年数据。

中尺度区域模式采用 NMM 模式，水平分辨率 2.8km，

水平网格数量为 100*50，垂直层数 31 层，中心点坐标为

东经 94°31'，北纬 42°4'，中尺度区域模式计算中心点处

温度、大气压和风速时间序列如图 1 所示，多年极端最低

温度为－ 20.7℃，多年极端最高温度为 49.4℃。

图1	逐小时温度、压力和风速

图2	80m高度处2.8km分辨率中尺度多年平均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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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分辨率为 2.8km 的中尺度 80m 高度风速图谱

如图 2 所示，可以看出该地区东部风能资源较丰富。采用

CFD 计算软件 WT 对大气模式导出的中尺度数据进行降尺

度计算，得到分辨率为 50m 的风图谱，如图 3 所示，该地

区风速在微观尺度上空间分布较均匀，大部分地区适合采

用行列式的规则布机方案。

2 长期数据分析

考虑到所研究区域地形平坦，气象参数空间分布较均

匀，采用区域中心点附近的中尺度长期数据进行代表性分

析。基于西门子 SWT2.5 － 108 － 80 机型对该地区风能

资源和发电量气温折减情况进行分析。多年平均风频分布

如图 4 所示，该地区风频分布形状因子较小，在机型选择

过程中的疲劳检验不宜直接通过平均风速判断，需要综合

考虑形状因子和尺度因子的影响。

由图 5 可以看出，受到太阳辐射的影响，该地区高温

主要集中在夏季的午后，低温主要集中在冬季的凌晨。最

高多年平均逐小时温度为 42.8℃，最低多年平均逐小时温

度为－ 14.7℃，由图 6 可以看出，该地区大风月集中在 3 －

7 月份，小风月集中在 12 月至翌年 1 月份，春夏季风大，

冬季风小。高风速主要集中在夜晚和凌晨气温较低时段，

正午至下午上午风速相对较低。哈密地区受内陆气候和地

形作用明显，冬季下垫面为冷源，大气层相对稳定，近地

层受上层高速气流影响小，风切变指数较大，近地层空气

流动减弱，到 12 月达到最小；随着翌年太阳辐射量的回升，

大气相对偏向于不稳定，风切变指数较小，不同高度风流

掺混作用得到加强，使得春夏季近地层风速较大。

3 风电机组设计温度范围的设定

国内各风电机组厂商对常温机型和低温机型的划分规

则差异较大，通常常温型机组设计生存温度范围为－ 20 －

50℃，运行温度范围为－ 10 － 40℃ [4]。根据 1981 年－

2012 年逐小时温度时间序列统计，该项目平均每年不保证

9 天最低生存温度为－ 18.7℃，不保证 9 天最高生存温度

为 47.0℃，多年年平均温度为 13.6℃，可采用常温型机组，

运行温度范围需要根据技术经济比选综合确定。

依据 80m 轮毂高度的 SWT2.5 － 108 － 80 机型特性

进行发电量测算，常温型 SWT2.5 － 108 － 80 机组生存

环境温度范围为－ 20℃－ 45℃，运行环境温度范围为－

图3	80m高度处50m分辨率多年平均风速

图5	多年平均逐小时温度

图4	80m高度处多年平均风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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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40℃ ；常温型 SWT2.5 － 108 － 80 机组生存环境

温度范围为 -45℃－ 45℃，运行环境温度范围为－ 25℃－

40℃。依据常温机型的运行温度范围分析，多年平均逐小

时单机发电功率如图 7 所示，相对于图 6 所示的风速分布

规律，单机发电功率在夏季午后和冬季夜间与凌晨受温度

影响停机比较明显。常温型机组极端温度停机发电损失功

率如图 8 所示，夏季最高多年平均功率损失达到 1199kw，

接近于满发功率的 48% ；冬季最高多年平均功率损失达到

1377kw，接近于满发功率的 55%。

采用 80m 轮毂高度的 SWT2.5 － 108 － 80 机型，根

据 1981 年－ 2012 年逐小时温度时间序列统计，逐年计算

设计运行温度与折减率的关系。该项目最低运行温度与低

温停机发电量折减率的关系如图 9 所示，随着最低运行温

度的升高，低温停机发电量折减率上升 ；最高运行温度与

高温停机发电量折减率的关系如图 10 所示，随着最高运行

温度的降低，高温停机发电量折减率上升。通过对各年折

减率进行统计分析，得到特定运行温度下的极端温度折减

率的不确定性，如图 9 和图 10 中概率分布函数所示，折减

率越大，折减的不确定性也越大。

如图 9 所示，采用常温型 SWT2.5 － 108 － 80 机

组因低温停机造成的发电量损失约 2.3%，若采用低温型

SWT2.5 － 108 － 80 机组因低温停机造成的发电量损失约

0%。按照单个塔架重 168 吨、常温型与低温型塔架钢材差

价 350 元 / 吨、常温型与低温型机组（不含塔架）差价 30
元 /kW 计算，采用低温型机组相比于常温型机组风电机组

部分（含塔架）投资增加 0.98%，在该项目上采用低温型

机组经济上优于常温型机组。为了优化机型配置，有必要

对机组运行温度范围进行进一步的定制化设计。

4 结论

采用大气模式结合 CFD 降尺度技术，对哈密东南部地

区某项目进行大范围精细化计算，得到项目区域中心的多

年气温和风速时间序列。针对 SWT2.5 － 108 － 80 机型，

通过对区域中心时间序列的逐年统计，分析风电机组在不

同运行温度范围下的发电量折减和折减不确定性情况。

（1）考虑到气象站距离较远且风速只有 10 米高度，采

用大气模式结合 CFD 降尺度技术进行大范围精细化计算，

相对于直接采用气象站历年数据，提高了时间序列对风场

气象参数的代表性 ；

（2）通过对该项目的气象要素进行多年的逐小时分析，

图6	80m高度多年平均逐小时风速

图7	常温型风电机组多年平均逐小时发电功率

图8	常温型风电机组多年平均损失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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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最低运行温度对发电量的折减 图10	最高运行温度对发电量的折减

常温型风电机组可以满足哈密东南部地区的生存温度要求。

夏季高温和冬季低温停机对发电量影响较大，综合考虑风

电机组成本与发电损失的平衡，采用低温型机组有利于提

高项目的经济性 ；

（3）通过对不同运行温度范围下折减率的逐年分析，

得到了不同最低运行温度和最高运行温度下多年平均折减

率，同时获得了不同运行温度范围下折减率的不确定性。

为项目技术经济评估以及评估的不确定性分析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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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制动系统是风电机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重要性

高于其他系统。当风电机组发生重大故障或者风速较长时

间大于额定风速时，就需要由控制系统发出停机指令，制

动系统工作使风电机组及时安全停机，避免造成不必要的

经济损失 [1]。此外，当机组停机后，需要机械闸工作，控

制风电机组轴，避免有风时风电机组异常启动。

现在的风电机组通常采用在高速轴或者低速轴上安装

机械刹车，以期实现在特殊情况下快速刹车的目的。但是

这种做法也给风电机组带来了一些不容忽视的影响。当在

低速轴上安装刹车时，由于刹车力矩较小，要达到刹车的

目的，需要比较大的刹车盘，这样就占据了机舱内大量的

宝贵空间，导致装机成本变大 ；当在高速轴上安装刹车时，

虽然可以提供很大的刹车力矩，但巨大的转动力矩可能会

对齿轮箱造成不容小视的损害，造成齿轮箱齿牙变形，大

大缩短齿轮箱使用寿命。

基于以上分析，需要找到一种新型的经济可靠的机械

刹车模式，保障风电机组安全有效运行。

1 制动系统

目前获得广泛应用的水平轴风电机组刹车系统一般由

空气制动系统和机械制动系统两部分组成。空气制动系统

又可分为两类，分别是定桨距风电机组的叶尖扰流器和变

桨距风电机组的变桨距控制 [2]。空气制动系统能够使风轮

大型风电机组制动系统研究﹡

丁国栋，刘三明，王致杰，杨明莉，张卫，陈勤勤

（上海电机学院电气学院，上海	200240）

摘 要 ：制动系统在风电机组中起到重要作用，它对风电机组的安全运行有很大影响。本文在传统制动方式的基础上，提

出了一种新的制动方法，通过对高速轴与低速轴分别实施制动，可以减少低速轴侧闸瓦面积，而高速轴也不会因

力矩太大对齿轮箱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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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raking system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wind turbines. �is paper put forward a new braking method based on the former one. 

�rough braking on high speed sha� and low speed sha� respectively, it can reduce the shoe area of low speed sha� side, At the 

same time, high-speed sha� won't damage the gearbox due to the strong tor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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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降下来，但却不能使风轮完全停止转动，机械制动系

统起着使风电机组停机的作用。

通常情况下，空气制动系统起主要作用，日常停机中

往往也是先采用空气制动，机械制动只是起辅助作用 [3]。

但是当遇到紧急情况需要快速停机时，机械制动的不可替

代性就体现出来了，可以说就是因为机械制动的存在，才

保证了风电机组的安全运行。目前空气制动系统设计已日

臻完善，此处不再研究，重点研究机械制动系统。

机械制动系统主要是靠在风力发电机齿轮箱的低速轴

或者高速轴上安装的刹车闸来实现刹车的。通常由安装在

高速轴或低速轴上的圆盘与布置在四周的制动夹钳构成，

一般制动夹钳固定不动，制动圆盘随高速轴或者低速轴旋

转，制动夹钳有一个预压的弹簧制动力，液压力通过液压

缸中的活塞将制动夹钳打开。机械制动目前最常用的有如

下两种执行方式 ：一种是弹簧力制动，液压力停止制动，

这种方式的优点是可以保证在电网突然断电的时候，依然

可以实现机械制动 ；另一种方式是液压力制动，弹簧力停

止制动，这种制动方式的优点是可以实现可控的柔性机械

制动，但此种方式也存在一定的缺点，当电网长时间断电时，

机械闸就会自动松开 [4-5]。在诸多制动器中，由于盘式制动

器具有制动性能稳定，沿制动盘轴向施力，制动轴不受弯矩，

且径向尺寸小等优点，故是风电机组最常用的制动器。

2 问题与不足

在风电机组中，机械制动嵌盘式制动器通常设置在高

速轴或者低速轴上。低速轴是齿轮箱前面的主轴，将制动

闸安装在低速轴上有一定的缺点，由于低速轴转速相对较

慢，所以欲实现刹车，就需要很大的制动力矩，若欲达到

刹车所需的制动力矩就需要增大刹车闸的体积，这时我们

就会遇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水平轴风电机组的刹车闸需

要安装在塔架之上的机舱内，刹车闸的质量越大，塔架的

体积也越大，这不仅大大增加了制造成本，同时也增大了

安装难度，安装成本也随之上升，直接影响了发电成本。

高速轴是齿轮箱后面发电机前面的主轴，其经齿轮箱

增速后，速度最快时能达到 1500 转每分钟，进而带动发

电机发电 [6]。在高速轴安装机械刹车，在如此高的旋转速

度下进行机械制动同样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弊端，由于高速

轴转速非常快，所以当遇到紧急情况需要快速停机时，机

械闸动作会产生很大的转动力矩，对齿轮箱的危害非常大，

摄影：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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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时可能会将齿轮箱的齿牙掰断，使齿轮箱无法正常工

作。此外，风轮叶片在制动时的不连贯停顿会产生动态载荷，

经传动链传递该动态载荷会作用于齿轮箱，使齿轮箱过载，

导致齿轮箱内齿与齿之间来回碰撞，齿牙长期受弯曲应力，

大大降低齿轮箱的使用寿命。众所周知，齿轮箱是风电机

组中最昂贵的部件之一，齿轮箱损坏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

失。

除此之外，如果风电机组在较高风速下由于出现故障

不得已采取机械制动实现快速停机，那么在很短的时间内

巨大的机械能转化为热能，如果热量不能很好地散发出去，

就会对机舱内的部件造成很大的损害，严重时甚至会发生

火灾，带来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 [7]。

3 措施改进

刹车闸安装在低速轴或者高速轴上虽然各有缺点，但

也各有优点。当我们把机械盘装在高速轴时，可以起到抑

制的效果，相对来说用很小的制动盘就能达到制动的目的，

这对于空间非常宝贵的机舱来说非常重要，大大降低了风

电机组的安装成本。现在越来越多的最新型号的风电机组

选择在高速轴上安装机械刹车。当把刹车闸安装在低速轴

时，不得已需要采取快速刹车时，刹车产生的转动力矩对

风电机组轴系，尤其是齿轮箱的危害没有那么大，对齿轮

箱的使用寿命没有大的影响，减少维修费用，提高了发电

成本，从而大大提高风电机组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基于此，本文在现有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制动方式，

拟在高速轴和低速轴上分别安装刹车闸，以期使这两种方

式优势互补，既能有效快速的刹车，又能充分利用机舱内

的空间，最重要的是不会对齿轮箱造成大的损害，延长齿

轮箱的使用寿命。改进后的制动系统如图 1 所示。

4 制动力矩分析

本文从对制动力矩进行分析入手，讨论在高速轴和低

速轴同时安装刹车闸时，制动力矩如何分配，进而验证该

方法行之有效 [8]。以嵌盘式制动器为例进行分析，钳盘式

制动器制动力矩计算简图如图 2 所示。

在钳盘式制动器扇形摩擦衬面上取微小面积 ：

                                                             （1）                
这微小面积上产生的微摩擦力矩为 ：

                                            （2）

则一个摩擦衬片所产生的制动力矩可由下式积分求得 :
          
                                                                              

（3）

设压力均布 p 为常数

                                                 （4）
    

                                                                              
（5）

则有效作用半径为 ：

                                     （6）
摩擦力在 x 轴上的力为 ：

             
                                                                              

（7）

摩擦力在 y 轴上的力为 ：

   

                                                                              （8）

式中 ：R1R2——摩擦衬片内、外径，m ；

      Φ——摩擦衬片上扇形表面包角 ；

      p——摩擦片上单位面积压力 ；

      μ——摩擦系数 ；

图2	嵌盘式制动器制动力矩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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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微小面积矩片中心距离，m ；

      β— 微小面积与 x 轴的夹角 ；

      F——制动器压紧力，N ；

一块摩擦衬片上的摩擦力矩等于合力 fy 对片中心的力

矩，则合力 f 的作用半径为 ：

                
                                                                              

（9）

如果近似认为 Φ/2 与 sinΦ/2 相等，则 ：

                           （10）
将摩擦衬片扇形面积以梯形面积来代替得 ：

 
 

                                                                            （11）

由于一个衬片有 2 个面，所以总的制动力矩为 ：

                                                       （12）
式中 ：Z——制动钳个数 ；

           μ——摩擦系数 ；

      F——每个制动钳的压紧力，N ；

5 结论

由以上制动力矩分析可知，力矩大小与制动钳个数，

以及制动钳压紧力等因素密切相关。当高速轴与低速轴分

别安装制动闸时，增加了制动钳的个数，因此在总制动力

矩不变的情况下，高速轴与低速轴分摊了制动力矩，这样

低速轴侧不会因为需要较大转动力矩而增大闸车面积，就

达到了节省机舱内空间的目的，而高速轴也不会因转动力

矩太大对齿轮箱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当然由于发电机组机

舱空间的限制，不能无限制安装太多的制动闸，不然会增

加投资成本，往往得不偿失。

制动闸安装在低速轴或者高速轴都有一定的优点和缺

点，此处为了减小这些缺点带来的影响，选择分别在高速

轴和低速轴安装制动闸，这样不仅使他们的缺点得以简化，

也综合了他们的优点。但是也有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那

就是可能使缺点共存，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会用 ANSYS 进

行建模和仿真，希望对风电机组的安全可靠运行提供理论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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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风电建设从规模上主要分集中式大型发电场和分布式

中小型发电站两类。其中 , 分布式风电由于规模小、分布

散、技术落后和资金缺乏等原因，难以满足国家或国网对

于大型风电的技术标准，而它们对电力系统造成的影响也

不同于集中式大型风电场。为了推进中小型分布式风电发

展，本文主要以钱塘江入海口经 110kV 并网的大唐集团

2MW*23 海上风电项目为例研究分布式风电站的并网技术，

制定出接入系统和保护配置方面的通用可行方案。

1 沿海城市电网结构特征

1.1 我国沿海风能资源概况

我国拥有 18000 多千米的海岸线，可利用海域面积

多达 300 多万平方千米，是世界上风能资源最丰富的国家

之一 [1]。

一方面，沿海城市电网结构高度密集，土地资源紧张。

对于一般 220kV 站，一站 4 变情况普及。同时 110kV 间

隔资源紧缺、线路长度短且分布密集。故障发生率高，故

障过程电压沉降现象严重影响范围广。以大唐风电并网的

分布式沿海风电接入系统实践
王磊明1，俞兴坤1，唐昕1，张延冬2

（1.国网嘉兴供电公司，浙江	嘉兴	314033；2.	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	南京	211102）

摘 要 ：本文分析了沿海密集型电网的特征及国内外风电机组技术发展的现状，明确了国内风电机组目前存在的技术瓶颈。

结合密集型电网特征和国内风电机组现状，制定了适用于分布式风电接入系统的两个主要原则，即单一母线仅接

入一个风电站和风电站规模控制在系统容量的 10％以下两点。基于上述两个原则，给出了益于风电接入系统的新

建变电站保护配置优化方案，设计了阶段式电压和电压变化率两种不同的并网故障解列装置原理，并针对两种原

理分别给出了整定方案。

关键词 ：分布式 ；沿海风电 ；密集型电网 ；接入系统 ；保护配置 ；整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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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s paper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astal intensive grid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wind power technology home 

and abroad, it pointed out the bo�leneck existing in current domestic wind power technology. Meanwhile, it suggested two main 

principles for distributed wind power accessing system, namely single bus accessing single wind farm and controlling the wind 

power plant scale in system below 10% of its capacity,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nse grid 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domestic wind power technology. Finally, based on the above mentioned principles as the foundation, it supplied a protective 

optimization scheme beni�ci al to wind power access system for newly-built substations, designed two principles for solving two 

kinds of faults of spli�ing devices - multistage voltage and voltage change rate, and put forward the se�ing method a�er them.
Keywords: distributed mode; coastal wind power; dense grid; access system; protection con�guration; se�ing method



Technology | 技术

2014年第02期  95  

220kV 海塘变为例，平均供电半径不到 6km，范围内供

110kV 变电站 16 座，主变 40 余台，10kV 及 20kV 配网

线路近 300 回。其系统平均阻抗分布如图 1。另一方面，

由于电网密集，系统有功无功容量巨大，仅钱塘江入海口

及杭州湾沿岸的三县（海宁、海盐、滨海）平均每 12km
左右就有一座 220kV 变电站，且绝大部分均为 4*180MVA
或者 4*240MVA 主变配置。

1.2 系统短路及保护配置情况

密集型电网故障时电压沉降现象普遍且难以避免。以

图 1 系统发生普通三相短路为例计算，计算故障时区域电

网电压，即近似海塘变 110kV 母线电压得到以下结论 ：

（1）一般 10kV 馈线均投入两端式过流，灵敏段保护

0.3s 切除全线故障。因此，10kV 近区故障，区域电网电压

沉降在 80％左右，故障持续时间至少 0.3s ；

（2）110kV 线路较短，为防止保护暂态超越，一般在

线路 70％－ 100％段发生故障靠灵敏段保护切除，平均电

压沉降和故障持续时间为 20％，0.5s 左右 ；

（3）110kV 变电所低压侧设备故障，区域电网电压沉

降在 80％左右，故障持续时间一般为 1.4s ；

（4）除较大的电厂并网线路外 110kV 线路均不配置全

线速动保护，无法做到全线速动。

2 一般风电机组的低电压穿越（LVRT）能力
现状及分析

2.1 国外的风电机组现状分析

欧美对风电机组 LVRT 总体要求各有不同 [2-3]。德国要

求时限为 1.5s，电压跌落程度较轻。另外，并网点电压跌

至 0pu，要求机组不脱网运行 0.15s ；丹麦要求从 0.2pu －

0.75pu 持续 10s；美国为 0.15pu 保持 0.8s，0.15pu － 0.9 
pu 恢复过程，线性保持 3s ；西班牙和美国类似，0.2pu 保

持 0.5s，0.2pu － 0.8pu 恢复过程 1s。
很明显，按照国外对风电机组技术要求，根据上文所

述的系统保护配置分析结果，仅德国的风电机组在本文 1.2

图1	系统阻抗分布图

摄影：屈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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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第“（2）”条情况下会脱网，其余所有情况均不会脱网。

2.2 国内的风电机组现状

国家标准 [4] 主要对风电场自身提出了一些要求，

LVRT 能力为 0.2pu 保持 0.625s，故障结束后 2s 内能够恢

复到 0.2pu － 0.9pu。显然，这两点满足后对于 1.2 中分析

的情况是全部能够适应的。但是，实际上大量风电机组不

具备 LVRT[5]，或者声称具备但未经有资质的检测中心的认

证，或者具备 LVRT 但未开放。究其原因主要为两方面 ：

第一，国内风电机组制造业核心技术尚未完全掌握 ；第二，

电网专业及风机自身保护目的性存在一定的差异。就继电

保护专业的快速性而言，故障状态下要保证风电机组安全，

需要快速脱网，而就运行方式专业而言又持续并网，维持

区域功率和电压的稳定 ；第三，风电场投资方对成本考虑

甚多，为电网考虑甚少。国家电网对接入的风电场并网提

的要求更高 [6]，电压恢复时间延长至 3s。标准的制定主要

是考虑大型集中式风电场，若以此标准普及至中小型风电

站，将会给分布式风电发展造成巨大的障碍。

3 分布式风电接入系统及保护研究

首先，必须明确风电机组的 LVRT 问题并不是风电

并网问题的本质，本质是功率的平衡问题。上述在大型风

电基地需要重点考虑技术难点，在沿海分布式中小型风电

站却是可以缓和乃至消除的。区别对待分布式风电机组的

LVRT 技术特性，对于设备先进能满足国标对风电机组要

求的风电场，接入系统方案与常规地区电源相差不大。

3.1 对于接入现有220kV变电站控制原则

3.1.1  单一母线单一风能电源接入

因为电压沉降问题在跨 220kV 变压器后影响可以忽

略，所以风电的接入应该以运行中独立的 110kV 母线为单

位接入，单位独立母线被接入数不超过 1 个。图 1 中，系

统阻抗 0.0698 在 220kV 母线上仅 0.0065，约 10％，无论

图中系统哪个位置发生故障，其电压沉降都都小于 10％。

本案风电场接入 220kV 海塘变线路长度仅 5.8km，而距离

次近的 220kV 瓦山变、跃新变也未超 12km。分布式风电

本身就不应过度集中，根据前文所述的城市密集电网特征，

完全可以就近接入其它系统电源点，做到单一母线单一风

能电源接入。

3.1.2  控制单个接入风电容量的规模

为了系统稳定，应当控制单个接入风电容量的规模

在 10％系统容量以下，除风电站本身设独立无功补偿外，

对系统侧进行无功增容，统一纳入地调 VQC 控制。以

本案为例，46MW 对应接入的 110kV 母线系统容量为

240+180MVA，对风电、系统应接入容量比约 11％。汇总

本案风电接入系统潮流计算后电压变化情况 [7] 如表 1 所示。

据计算结果，瞬时退出或者投入风电场系统都是可以承受

的，因此应以系统容量 10％为界限控制单位风电规模。密

集型电网在总体接纳能力方面分析，仍以本案为例，仅附

近沿海岸三县，就有具备 10 余座 220kV 变电站，系统容

量超过 5GVA（按 180MW*3*10 计），若按接入 10％比例

控制，则相当于具备 500MW 接入量。

3.2 接入新建220kV变电站的保护优化  

推进分布式风电接入，就必须减小系统故障时对风电

机组的影响。除了本文 3.1 的控制要求以外，新建 220kV
变电站还可以采取其它措施。

在 110kV 层面，线路故障时抬高变电站母线电压的

沉降标准，对于短线路配置全线速动保护。行业现行最低

标准是对于造成重要用户母线电压沉降低于 60％的故障给

予速切 [8]。应当尽可能提高，事实上根据较多大企业反馈，

先进的变频生产设备，尤其是进口设备，现行标准下很容

易脱网。另外，鉴于以下几点，也应该广泛的使用光纤纵

差全线速动保护。(1) 密集型电网短路电流大，为保主设备

应当快速切除 ；(2) 线路短，常规保护配合困难，光差保护

具备优势 ；(3) 通信网络强大，光差保护普及已有了夯实的

基础 ；(4) 配置光差保护成本费用增加极为有限 ；(5) 可以

大大缩短故障切除和电压沉降时间。

在 10kV 层面，投入电流速断保护，缩短近距离故障

时保护的动作时间，减小电压沉降影响。由于电网发展速

度极快，保护范围可以按保护全线路长度的 50％考虑，避

免运行一段时间后保护范围超越。

3.3 并网故障解列装置原理设计及整定方案

第一，精诚合作，所有风电机组一律拆除其自身的低

压解列保护，或者延长其动作时间。根据风电机组特性制

定并网故障解列保护装置，并给予双重化配置 ；第二，装

置原理，根据风电机组实际的 LVRT 特性，可以采用故障

全过程多段式定时限电压保护，或者采用一段定时限电压

保护配合单位时间电压变化率 du/dt 保护。两种保护方案

如图 2 所示。频率方面，结合地区电网低频减载方案，加

以滑差闭锁以确保故障状态不脱网运行 ；第三，整定方案，

多段式保护可以根据风电机组特性制定四段及以上的电压

保护，每段 0.5s 左右 ；du/dt 原理保护，可以采用一段或

者二段式 du/dt，配合起始段电压保护，每段在 0.7s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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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电压变化情况表

运行 大唐海盐风电 海塘变电压

荷 风电出力％ 出力10MVA 母线电压kV 母线电压(225/115)kV 无功补偿kvar

1 峰 100％ 4.6+J0.0 115.2/34.9 225.6/115.1 2*0.96

2 峰 100% cosΦ=0.99 4.6-J0.7 114.9/33.8 225.2/114.9 2*0.96

3 峰 40％ 1.8+J0.0 115.1/34.8 225.5/115.0 2*0.96

4 谷 100％ 4.6+J0.0 117.1/35.5 230.5/117.0 0

5 谷 40％ 1.8+J0.0 117.1/35.4 230.4/117.0 0

斜率 k1，k2 根据风电机组 LVRT 特性灵活整定。

4 结论

本文对沿海分布式风电接入系统进行了研究，明确了

接入系统和保护配置的控制重点，设计了并网点故障解列

装置的原理并制定了整定方案。解决了沿海分布式风电接

入系统的技术问题，将有助于发挥其在密集型电网中天然

的巨大优势，尤其在夏季可以大量缓解负荷紧缺问题。

参考文献
[1] 杨玉龙 . 王化明 . 詹毅 , 等 . 我国海上风电开发现状分析 [J]. 中国水运 ,	

2012,12(12):45-46.

[2] 盛大凯 , 仇卫东 , 齐立忠 . 实现风电发展“五个转变”的有效途径 [J]. 电

力建设 ,2011,32(11):1-4.

[3] 戴慧珠 , 迟永宁 . 国内外风电并网标准比较研究 [J]. 中国电力 ,	

2012,45(10):1-6.

[4]GB/T19663-2011. 风电场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 [S].

[5] 何世恩 , 董新洲 . 大规模风电机组脱网原因分析及对策 [J]. 电力系统保护

与控制 .2012.40(1):131-137.

[6]Q/GDW392-2009. 风电场接入电网技术规定	[S].

图2	故障解列装置原理

[7] 浙江省电力经济技术研究院 . 中国大唐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海盐风

电场工程接入系统	[R].2012.33-X18251K-A.

[8]DL/T	584-2007	《3kV~110kV 电网继电保护装置运行整定规程》[S].

收稿日期：2013-10-14。

作者简介：

王磊明（1979-），男，高级工程师，高级技师，从事继电保护及电网技

术管理工作。

张延冬（1978-），	男，	硕士，	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电力系统继电保护。

摄影：董亦超



技术 | Technology

98  风能 Wind Energy 

0 引言

随着风电技术逐渐由陆上延伸到海上，海上风电已经

成为世界可再生能源发展领域的焦点。与陆上风电相比，

海上风电的特点为 ：风能资源储量大、风况好、低风切变、

低湍流强度，但同时工作环境复杂、机组维护难度较大。

因此，在海上风电机组传动系统设计选型时，应以结构简单、

可靠性高、降低维护量作为选择的主要依据。而且要求风

电机组具有更长寿命（25年－30年）和更大的容量（5MW－

10MW）。继陆地风场被大规模开发后，机组单机容量大型

化趋势明显。传动链作为风电机组最核心的系统之一，在

设计、布局、应用分析、安装维护等方面有着极其重大的

影响。目前风电机组传动系统布置主要包括双馈式、直驱式、

半直驱式及液力传动等几种常见方式。由于主传动链形式

的不同，风电机组主轴系的结构方案亦有多种形式。其结

构和布局型式不仅影响风能转换效率，而且决定了主传动

链的维护成本 [1]，影响机组的竞争力。

1 传动链的形式

1.1 双馈型式的风电机组传动链

双馈型式的风电机组传动链的特征 ：轮毂由特殊轴承

支撑在底座上，轮毂通过两段轴与齿轮箱输入端刚性相连。

齿轮箱与发电机之间用联轴器连接。发电机、变压器及变

流器由底座后部的桁架结构支撑。润滑和冷却系统置于机

舱内。优点是模块化功能设计，传动链上每个单元所承担

海上大型风电机组传动链研究
俞黎萍

（金风科创风电设备有限公司，北京	100176）

摘 要 ： 在风力发电系统的研究和开发中，由于受气象环境、地理条件的限制，无法对风力发电系统进行以全生命周期作

为评价的实验测试，尤其是动力传输系统。传动链在风电机组的传动系统中起到传递叶轮扭矩的作用。本文介绍

了风电机组用于海上风电情况下，对于传动链设计的可能布局和轴承配置形式。同时，对于海上风电的应用环境，

传动链设计应着重于提高机组的可靠性，采用冗余设计，并允许采用高叶尖速带来的可能益处。

关键词 ：海上风电 ；风电机组 ；传动链 ；轴承 ；效率 ；评估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4)02-0098-04

Research of Transmission Chain of Large Offshore Wind Turbines
Yu Li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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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wind power generation system, wind power generating system can't be tested with full life cycle 

because of the limitation of meteor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geographical conditions,especially the power transmission system. 

�is article introduced the drive chain design layout and the bearing arrangement form of o�shore wind power generator. At the 

same time, for the application environment of o�shore wind power, drive chain design should focus on improving the reliability, 

redundancy design and allow the potential bene�ts brought by the high tip speed.
Keywords: o�shore wind power; wind turbine;drive chain; bearing;e�ciency;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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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清晰，轮毂、齿轮箱、电机可单独维修或拆除，方便维护。

1.2 半直驱机组的传动链

目前已有的半直驱风电机组基本分为传统分布式传动

链和集成式传动链两大类。传统分布式传动系 ( 参见图 1)
与传统机组 ( 如金风科技 750kW 机组 ) 的传动系布局基本

一样，主轴的前端法兰连接叶轮轮毂，主轴承在主轴前部

支撑主轴，主轴的另一端由胀紧套连接到齿轮箱的输入端，

齿轮箱输出端装有机械刹车并通过联轴器和发电机连接。

齿轮箱与发电机集成式传动系 ( 参见图 2) 源于

Multbird 概念，这种传动系的基本特征是一级行星齿轮箱

与永磁同步发电机集成，叶轮轮毂直接与齿轮箱的输入端

连接并由安装在齿轮箱输入端的特制主轴承支撑，整个传

动系的支撑由齿轮箱和发电机的壳体承担，该壳体与底座

法兰连接 ( 如 WinWinD 公司的 1MW、3MW 机组 ) 或与

底座集成 ( 如 Miltibrid 公司的 1.5MW、5MW 机组 )。这

种机型结构非常紧凑，机头重量轻。另一方面，发生故障

需要拆下或更换齿轮箱或发电机组件或部件时，需先拆下

叶轮，这种维护与重新吊装相当。所以这种结构对齿轮箱

及发电机的可靠性要求很高。

半直驱传动系统的设计和优化也是总体设计技术中的

技术难点。采用传动链中增加单级齿轮箱的半直驱传动技

术方案，能够使传动系统的尺寸和重量减小。但是，由于

单级齿轮传动与电机连接，在技术上存在两大难题 ：①单

级齿轮传动的设计，包括传动类型选择、传动零件优化设计、

结构设计 ；②齿轮箱内的润滑、冷却及密封问题 ；③齿轮

箱与轮毂、电机联接方式的选择、设计。

1.3 直驱机组的传动链型式及特点

传动系是机组的最主要部分，涵盖了叶轮、定轴、转轴、

发电机等。传动系布局按照发电机定、转子之间的相对位

置可以分为内转子布局和外转子布局。

直驱风电机组省去齿轮箱以及高速转动部件，叶轮直

接驱动发电机转子，结构简单紧凑而且传动链转速低，具

有可靠性高、可利用率高、可维护性好、维护成本低的特

点，更适合未来海上风电对整机的要求。目前直驱机组根

据励磁方式的不同主要有励磁电机和永磁电机两种。永磁

电机使用永磁材料，没有励磁绕组和滑环碳刷，更可靠安全，

效率高易维护，成本较高 ；励磁电机需要励磁线圈和滑环，

需维护。控制线路复杂。相对于永磁电机效率低、质量大，

转子部分的重量比永磁机组转子重约 25%，但其具有价格

低的优势。因海上机组高可靠性的要求，永磁直驱机组更

适合海上。

与其它机组不同，永磁直驱机组的发电机与传动系因

为磁拉力、装配和吊装等因素，互相耦合，不可分割，常

规的单一目标评估方式已不适用，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

对主轴系进行设计和评定。

2 设计原则、依据及其分析

传动链方案设计的内容是确定传动系上主要部件（如

主轴、主轴承、齿轮箱和发电机）的布局及各部件间的连

接方式。传动链方案设计在风电机组概念设计阶段非常重

要，它将决定整机结构布局，应考充分考虑技术性、经济

性、可靠性、可维护性、制造工艺性和其它原则来进行设计。

这些原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交叉和冲突，必需综合

权衡各原则并有所侧重来进行传动系方案设计。

2.1 技术性

技术性要求尽可能采用成熟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

艺以保证新机组的研发在技术上的成熟性和新颖性。另一

方面，应采用尽可能简单的设计，以减小传动系上各部件

的设计难度和设计周期。技术性原则是技术成熟度和技术

新颖性的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实际上是对两者的折衷。基

于技术性原则，有时也用“参考样机设计法”，进行新机型

的设计。 
2.2 经济性

经济性要求传动系的制造成本、运行及维护成本尽可

能低。经济性指标可以由传动系的度电成本来度量。

      COE = (FCR × ICC + AOM) / AEP[1]            （1）
式中，

COE —— 度电成本 ($/kWh) ；
FCR —— 固定费率 (1/yr) ；
ICC —— 初始投资 ($) ；
AOM —— 年运行和维护成本 ($/yr)
AEP —— 年发电量 (kWh/yr)。

图1	分布式传动系示意图

图2	齿轮箱与发电机集成式传动
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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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是美国可再生能源实验室 (NREL) 的由 Global 
Energy Concepts, LLC 编写的传动系研究报告中估算的

各种传动系的度电成本，其中 750kW 和 3MW 的度电成本

由 1.5MW 机组的度电成本比例缩放而得到。按照他们的

研究结果，在直驱、半直驱和传统机组中，直驱式 (Direct 
drive) 机组的传动系度电成本最高并且随容量的增加而增

加，传统 (Baseline) 机组的传动系度电成本居中，而带有

一级齿轮箱的半直驱 (Single PM) 机组的传动系度电成本

最低。

但 NREL 的由 Northern Power Systems 编写的另一

份研究报告 [1] 得出的结论与上述结论有所不同。在传动系

方面，他们认为半直驱的传动系成本比传统传动系高 1%，

而直驱式传动系的成本比传统传动系高 14%。在整机度电

成本方面，直驱机组与传统机组相当 (3.42 cent/kWh)，而

半直驱机组在三者中最低 (3.39 cent/kWh)。
2.3 可靠性

2.3.1 固有可靠性

传动系的固有可靠性可以用串联模型来衡量，即传动

系可利用率等于各部件的可利用率的乘积。从这个意义上

来讲，传动链越长，传动系上部件越多，发生故障的概率

也越高，机组固有可靠性越差，反之，传动链越短机组固

有可靠性越好。所以，可以认为在上述三种传动系中直驱

方式机组的固有可靠性最好，半直驱方式次之，传统分布

式较差。

2.3.2  可维护性

可维护性是广义可靠性的一部分，良好的可维护性可

缩短累积停机时间从而增加机组的可利用率，在一定程度

上弥补机组固有可靠性的不足，这正是传统风电机组在风

电史上一直占有重要席位的原因之一。可维护性要求机组

传动系易于维护，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故障零部

件的修复和失效零部件的更换，也就是要求传动系上各部

件间应有充足的维修空间和便于拆卸的连接方式。

2.4 工艺性

工艺性要求机组传动系易于制造和装配，各零部件应

有良好的工艺性（包括铸造工艺性、焊接工艺性、机加工

工艺性、热处理工艺性、装配工艺性等等）。国内的制造业

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设备与国外发达国家有不小差距，为保

证机组国产化率，制造工艺性是传动系方案设计时不得不

考虑的因素之一，也是风电机组能否产业化的关键。

3 直驱机组的传动系设计

直驱机组的主轴系设计，具有涉及边界条件、影响因

素众多、目标约束不单一的特点，必需经过反复迭代。因

此需要通过系统化的设计与评估，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

实现主轴系整体的性能平衡。

风电机组的轴系配置，主要有刚性轴系和挠性轴系两

种。刚性轴系的特点是采用可以预紧的圆锥滚子轴承，合

理选定轴承的预紧值，以适应风电机组各种载荷工况的要

求，提高轴系的刚度 ；挠性轴系一般采用的两个球面滚子

轴承（SRB+SRB）以承载弯矩，适用于长轴设计。

直驱机组轴系的主要作用之一是在运转情况下维持发

电机气隙在设计允许的变动范围内。发电机的允许的气隙

变动范围为设计气隙宽度的 10% － 30%。大容量直驱风电

机组的发电机设计转子气隙处直径约为 6 － 8m，而气隙宽

度仅约为 10mm，运转过程中，热态气隙甚至更小。因此，

在大的气隙直径的要求下，维持气隙宽度的变化在设计要

求内，首先要求轴系具有足够的刚度。为保证发电机气隙

稳定，直驱机组多采用刚性轴承配置，这些轴系的圆锥滚

子轴承一般都处于预紧状态。

刚性轴系主要有三类配置 ：双列圆锥滚子轴承和圆

柱滚子轴承组合（DRTRB+CRB），单个大倾角双列圆

锥滚子轴承（Single DRTRB），两个单列圆锥滚子轴承

（TRB+TRB）。如图 4—6 所示，图示中结构为直驱风电机

组采用三种轴承配置的可能结构。

4 海上机组传动系设计要求

对于海上机组传动系设计，应达到以下几个目标 ：简

单紧凑的结构 ；采用冗余设计，降低机组的故障停机 ；尽图3	NREL传动系研究报告对各种传动系度电成本的估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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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动链结构部件的重量。同时，高叶尖速提高了发电机转速，

传动链的扭矩降低，有利于减小发电机直径，以及减少磁

钢等材料的用量。

在现有海上直驱风电机组设计中，通常采用 2 套—4
套独立电机绕组和变流器（容量为电机额定容量的 1/4—
1/2）的冗余设计，这样能尽量减少发电机或变流器故障导

致的停机，减少停机带来的电量损失。同时，在传动链上

应在线状态和故障诊断设备来提前预判机组运行状态，以

减少停机时间。例如完善发电机的状态监控（气隙、温度

的监控），轴承的振动和温度监控等。因此，对于海上直驱

风电机组传动链设计，应围绕高叶尖速进行相应的传动链

设计，同时采用冗余设计，以可靠性为首要目的，尽量缩

短机组故障的停机时间，降低故障率。

5 结论

对于海上风电机组，应围绕提高机组可靠性，利用高

叶尖速给传动链带来的益处，选择合适的传动链布局。通

过上面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

（1）海上直驱机组传动链的设计主要以高可靠性为主，

单轴承轴系更能发挥直驱机组结构紧凑、易维护、重量轻

的优点 ；

（2）永磁发电机应采用多套独立绕组和变流器设计，

挺高冗余度和可靠性 ；

（3）对现有海上风电机组的研究以及对风电行业的发展

方向的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几种独立的风电机组选型思路；

然后经过汇总、打分等定性的方式，统一成对不同传动链形

式进行详细分析；最后在初步三维造型及零部件选型的基础

上，经过 bladed 等软件进行初步载荷计算，用定量的载荷

数据、零部件重量及各零部件的估计价格作为支撑，决定出

一种最合适的的海上风电机组的传动链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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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少的维护部件，且易维护 ；适应海上盐雾和高湿度的

环境 ；

由于海上风场对可接受的噪音等级比陆上更高，因此，

允许提高机组的叶尖速比。通常目前已运行样机或者正在

设计的海上风电机组的叶尖速度均在 90m/s 以上，国外某

些机构在探讨 120m/s 叶尖速度的可行性 [3]。对于同等容量

和同样叶轮直径的直驱机组上，在采用高尖速比设计的叶

片的情况下，可以降低叶片载荷以及传动链载荷 [1]（相比

于陆上同容量和叶尖叶轮直径的机组）。因此，有利于降低

图4	双列圆锥滚子轴承和圆柱滚子轴承轴系配置

图5	两个单列圆锥滚子轴承轴系配置

图6	大倾角圆锥滚子轴承轴系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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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风电机组在设计时必须考虑所有可能遇到的环境及状

态，而将实际测量的风电机组在运行寿命内（20 年）的载

荷作为设计载荷是不现实的。故通常采用的方法是，通过

仿真程序，模拟风电机组在 20 年设计寿命中可能遇到的各

种工况，并以此推算出极限载荷与疲劳载荷，作为风电机

组的设计载荷。所以，仿真程序的可靠性以及仿真模型的

准确性，决定了风电机组的设计是否可靠及经济。载荷验

证正是用来满足这一需求。

IEC 标准中的设计要求（ 61400 － 1）[1] 和载荷测量

（61400 － 13）[2] 是整个载荷验证过程的基础依据。 不过，

这两个标准都只从各自的角度描述了各自关注的内容，对

于如何将二者联系起来进行比对并没有明确的说明。本文

针对如何利用现场测试数据验证仿真载荷给出了具有实际

风电机组载荷验证方法
赵蒙莉，王思铱

（上海电气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上海	200241）

摘  要 ：风电机组设计载荷通常用仿真的方法得到。仿真结果能否真实反映风电机组的实际运行状态，决定了风电机组的

设计是否可靠及经济。通过载荷验证，将仿真的结果与测试结果对比，可以对仿真程序及模型进行修改，从而得

到更真实的仿真结果，指导设计。本文将仿真数据与测试数据进行对比，提出了详细的方法和步骤。

关键词 ：风电机组 ；载荷验证 ；仿真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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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thod of Wind Turbine Load Validation
Zhao Mengli, Wang Siyi

(Shanghai Electric Windpower Equipment Co., Ltd.,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e simulation load is usually used as design load of wind turbine. Whether the design is reliable and economical depends on how 

accurate the simulation data is. We can get the guidance of how to improve the simulation tools and models through comparing 

simulation data with testing data via load validation. �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detailed methods and steps on how to carry out 

the load validation.
Keywords: wind turbine; load validation; simulation; testing

操作性的指导。

1 载荷验证介绍

在设计初期阶段，需要定义风电机组工作的环境条件，

这是所有载荷仿真的基础。然而，进行载荷测试的场地环

境条件通常没有设计时考虑的那么严酷。这就使得在合理

的时间段内获得足够多的测量数据，从而获得可信度较高

的统计数据，重现风电机组设计载荷变得非常困难。因此，

在大多数情况下，载荷验证的主要目的是验证载荷仿真所

使用的模型和程序。在验证过程中，需要使用测试现场的

环境条件作为输入，使用和计算设计载荷相同的程序和模

型，做一系列设计载荷工况之外的仿真。如果仿真结果和

测试数据具有较好的一致性，那么就可认为所使用的模型

和程序是正确的，用这一模型和程序可以在不同的环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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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得到足够精确的结果，从而预测出的设计条件下的载

荷也是可信的。

IEC 61400 － 13[2] 中列出的相关物理量的仿真时间序

列和测试时间序列是载荷验证过程的基础。因此，首先要

关注这两组数据的一致性。

载荷验证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测试方法、设计过

程中的假设以及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因此，并不存在普

遍适用的验证过程。但是，本文对一些非常重要的环境参

数以及风电机组的特性进行了描述，并简要总结了主要的

验证步骤。

2 环境条件验证

IEC61400 － 1[1] 将风电机组分为不同的运行状态，定

义了设计载荷工况（DLC）。在 IEC61400 － 13[2] 中，测

试数据也按照相似的外部条件分为了不同的测试载荷工况

（MLC）。因此，载荷验证过程的第一步就是环境参数的一

致性检查，如风速（分布）、湍流强度、空气密度、风剪切等。

2.1 风速和湍流强度

测风塔或风电机组机舱上测得的风速应能代表风轮或

风电机组实际接收到的风速。为了保证这个要求，需要遵

循 IEC 61400 － 12[3] 及－ 13[2] 的规定 ：

（1）风速仪标定 ；

（2）使用底部安装的传感器，确保测风塔对传感器的

干扰最小 ；

（3）测风塔距离被测风电机组 2 倍－ 4 倍风轮直径 ；

（4）测风塔的位置需确保到达测风塔和风电机组的风

况条件是相同的。

平均风速和湍流强度是风电机组主要载荷的源头。因

此，仿真时必须建立和现场测试条件相同的平均风速和湍

流强度。这两个参数也是将数据分类最重要的参数。

仿真中用到的湍流模型一般由稳态平均风速叠加均值

为 0 的脉动风速形成，而实际测量的风速时间序列有可能

会存在趋势变化。为了避免过高地估计湍流强度，首先需

要对出现趋势变化的风速时间序列进行去趋势化处理。

2.1.1 随机风场

数值仿真中，风电机组被放置在事先生成的三维风场

中，风场用平均风速和湍流强度来定义。风场中的风速一

般按正弦脉动。功率谱密度函数用来定义合适的振幅和频

率。此外，相邻节点的风速由相干函数来表示。

假定风场内的功率谱密度及相干性和位置与时间相关。

这使得仅从单一测量地点和有限的测量数据中得到与设计

载荷相关的普适性的结论变得非常困难。

此外，风场内不同位置的相关性很难得到，绝大多数

的测试并不会竖立若干个测风塔以提供不同空间位置的风

速数据，以供做这样的分析。

因此，仿真模型和程序的验证通常使用测量获得的湍

流度较低的数据，从而降低湍流风场的不精确性带来的影

响。所以，数值仿真中用到的风场通常不便于评估，而是

非常依赖于规范中定义的密度和相干函数。

2.1.2 空气密度

仿真中用的空气密度必须合理。空气密度取决于测试

现场条件，因此建议用风场特定的空气密度重新进行仿真。

如果测试现场的空气密度变化比较大（如季节变化），需要

按不同的密度对测试载荷数据进行分类。

根据 IEC 61400 － 1[1]，通常载荷仿真使用的空气密

图1	验证设计载荷

图2	风速去趋势化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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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是 1.225 kg/m3。

2.1.3 风廓线

如今的大型风电机组风轮直径已经超过了 100 米，风

廓线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大。根据 IEC 61400 － 1[1]，常用

的风廓线由指数律给出 ：

               V(z)=Vhub(z/zhub)
α, with α=0.2

为了验证风廓线，应该分别测量 Zhub 处和 Zhub －

rotor radius 处的风速，依此计算得到测试地点的风廓线指

数，并作为仿真的输入参数。

3 风电机组特性曲线验证

特性曲线描述风电机组在统计层面的运行特性。风电

机组运行特性用重要运行参数的 10 分钟平均值来表述，如

输出电功率，风轮转速，发电机转速，桨距角，以及风电

机组载荷，如推力，扭矩等。一般来说，这些参数都与平

均湍流强度有关，因此首先要对测量数据按照湍流强度进

行分类。

风电机组的功率特性是指在给定时间间隔内风轮所能

转化的机械能或电能。显然，风电机组转化的能量越多，

系统所要承受的载荷也会越大。功率曲线，Cp － λ 曲线，

推力系数曲线，功率系数曲线由叶片气动特性、控制算法、

桨距角设置及风轮转速决定。可通过调整仿真模型中的这

些参数，来获得与测试风电机组一致的特性曲线。

因此，在考虑不同运行状态的实际载荷之前，应当首

先通过调整仿真模型获得与测试风电机组相同的特性曲线。

至少需要考虑以下曲线的一致性 ：

（1）功率曲线 及 Cp － λ 曲线 ；

（2）功率－转速曲线 ；

（3）推力系数曲线。

4 载荷和运行参数验证

4.1 统计参数的比较

根据 IEC 61400 － 13[2]，风电机组的载荷特性应该用

以下方式描述 ：

（1）载荷统计值（即平均、最大、最小值相对风速的

散点图，最小－最大载荷差，标准偏差，10 分钟时间序列

等效载荷）；

（2）时间序列。

载荷验证中必须考虑这两种载荷特性。重要的运行参

数，如转速，功率输出，桨距角等也都需要进行比较。

4.2 载荷量时间序列比较

测试和仿真的 10 分钟时间序列应进行以下比较 ：

（1）直观比较 ；

（2）统计参数比较，如最小值，最大值，标准偏差。

5 风电机组动态行为验证

风电机组的动态行为取决于气动、结构和控制特性。

即使风电机组模型在稳态参数上能获得与测试很好的一致

性，动态特性也很难验证。

仿真程序一般是通过模态分析法，利用质量和刚度参

数计算出系统和特定部件的固有频率。对塔架的固有频率

来说，基础刚度有很大的影响。而基础刚度取决于安装地

点的土壤参数，不同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必须根据现场参

图3	风廓线示例

图4	功率曲线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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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重新调整仿真模型。

可通过调整风电机组模型的结构阻尼、气动阻尼、叶

片固有频率、驱动链固有频率、塔架固有频率等参数来提

高风电机组动态特性的准确性。

不同运行状态的时间序列应在时域和频域中进行评估。

如果可能，需要特别关注某些动态测试，以分析固有频率

及停机或阶跃激励（如偏航启动，并网）所造成的部件振

动的衰减率。同时，如果测试的数据足够，建议进行振型

分析。

测试和仿真得到的系统固有频率应汇总到一张表中进

行对比，并展示在坎贝尔图中。

6 疲劳载荷验证

根据 IEC 61400 － 13[2]，为了体现疲劳载荷的特性，

应选择一系列仿真和测试时间序列。疲劳载荷分析中用到

表1 主要载荷验证步骤

步骤 分析对象 验证内容 目的

1
● 文档
● 筛选出的时间序列

● 比较仿真模型所用参数和风电机组实际参数
● 对不同运行状态的时间序列进行谱分析（即

部分负载和全负载）

● 检查主要部件的参数，如质量，刚度，

频率和耦合模态

2 ● 特性曲线 ● 检查运行参数（如转速，功率）
● 评估基本控制特性和风轮气动特性及机

械和电气参数（如：损失）

3

不同运行状态的时间序列，如：
● 发电状态
● 启动
● 停机
● 紧急停机

● 在时域和频域定性比较
● 检查数据的统计特性
● 分析停机过程中的振动衰减率

● 评估运行状态的动态特性，关注气动模

型、控制模型、执行机构模型
● 评估结构和气动阻尼

4 后处理数据

比较载荷谱，如：
● 雨流分布
● 载荷持续分布
● 等效疲劳载荷

● 评估风电机组行为和动态参数
● 验证所有之前的步骤

图5	时间序列比较

图6	塔底弯矩频率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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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速分布应按照韦布尔分布中的尺度参数A和形状因子 k
生成。疲劳分析的年限应为 20 年。启动，停机，空转等时

间不包含在 20 年中。建议用两种不同的湍流强度来进行

疲劳分析，每一种湍流强度在所考虑的风速范围内保持恒

定。选择的风速范围内应保证有足够数量的测试数据，满

足 IEC 61400 － 13[2] 中的要求（正常运行捕获矩阵）。

测试和仿真的时间相对 20 年运行寿命都是有限的，因

此，对每一个载荷量，在进行疲劳统计时，需要用到放大

系数。该系数用下式计算 ：

    

每一个风速段内的雨流统计累加构成 20 年总的运行时

间内的雨流统计，以此得到的风电机组的疲劳载荷通过比

较测试数据和仿真数据来验证。主要验证以下几项 ：

（1）雨流分布（RFC）；

（2）载荷持续分布（LDD）；

（3）1Hz 等效疲劳载荷分析。

7 载荷验证过程的主要步骤

前面提过，验证气动模型和仿真程序的输入信息来源

于两套数据。一套是测试数据，并按环境条件进行分类 ；

另一套是按相同分类所做的仿真数据。利用这些数据，经

过一系列的验证，判断仿真模型和实际风电机组之间是否

有较好的一致性。如果一致性较好，那么通过这一模型和

仿真程序预测出的极限载荷和疲劳载荷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以此为基础设计出的风电机组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经济性。

这些步骤和方法示例及每一步的主要目的汇总在表 1 中。

建议在模型验证时使用较低和中等的湍流强度，以减

少分析中的不确定性。

8 总结

本文对如何利用现场测试载荷数据对仿真载荷进行验

证给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导。一般来说，验证过程需要使

用具有代表性的测试数据，以避免具有某种偶然性。因此，

测试地点和测试系统的选择需要非常慎重。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是，如何评价测试载荷与仿真载荷

的对比结果。在实际操作中，对比结果的评估往往依赖于

个人主观判断，并没有定量的标准。因此，要形成统一的

定量的评判准则，还需要大量的数据及经验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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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MITA 3100 主控是 90 年代风电机组主控器，受制于

当时的芯片技术，CPU 的运算速度及存储器容量有限。该

主控系统自动获取最大风能控制策略采用查表算法 , 也即风

电机组主控系统的基本控制策略为 ：发电机转速低于额定

转速时，按最佳叶尖速比控制，自动跟踪 Cpmax 曲线，以获

得最大能量 ；高于额定转速后，开始变桨，使 Cp 下降，损

失部分风能，采用恒功率控制，确保风电机组按额定功率

发电运行。最大风能跟踪控制采用查表算法 , 简单可靠，容

易实现，通用性强，但无法达到最优控制 [1]。本文从风能转换、

提高MITA系统风电机组发电量的优化
改进措施分析

杨雄杰，刘刚

（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德阳	618000）

摘  要 ：目前，东汽在线运行 MITA 系统风电机组 1000 多台，一般一个 50MW 的风场年发电量在 10000 万千瓦时左右。如

果优化改进 MITA 系统参数能提高 1% 的发电量，一个 50MW 的风电场年发电量可以提高 100 万千瓦时。本文以

MITA 主控为例，分析提出了查表算法功率控制系统风电机组发电量的优化改进措施，对提高和改善额定风速下

风电机组发电量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MITA 系统 ；风能利用系数 ；叶尖速比 ；转速 - 力矩表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4)02-0108-04

Analysis of the Optimization Measures on Improving Energy Output of 
MITA System

Yang Xiongjie, Liu Gang
(Dongfang Turbine Co.,Ltd., Deyang 618000, China)

Abstract: Currently, the wind turbines with MITA system operating in DongQi are more than 1000 units, generally the generating capacity 

of a 50 MW wind farm is about 100 million KWh, if MITA systems can be optimized, the generating capacity will increase 10 

million KWh. Taking MITA master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d optimization improvement measures of generating capacity, 

which has practical guiding signi�cance on enhancing and improving wind power generation in the condition of rated wind speed.
Keywords: MITAsystem; rotor power coe�cient; tip speed ratio; speed-torque table

最佳叶尖速比控制、风电机组功率控制等方面进行分析。

1 风能的转换

1.1 自由场中的风轮

风力发电机的第一个气动理论由德国 Betz（贝兹）最

早提出。

Betz 假定风轮是理想的，即没有轮毂，具有无限多

的叶片，气流通过风轮时无阻力，气流经过整个风轮扫掠

面是均匀的。风电机组从自然风中所获取的能量是有限的，

其损失部分可以解释为留在尾流中的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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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轮实际从风中捕获的功率为 ：

                       

Cp 为风能利用系数，表征了风电机组从风中捕获能量

的大小程度。为了说明风能利用系数，引入叶尖速比 λ 的

概念。

1.2 叶尖速比λ

对于特定的叶片，有个唯一的最佳叶尖速比 λ，在这

个最佳叶尖速比下，风能利用系数最高，当 λ 大于或小于

最佳叶尖速比时，Cp 都会偏离最大值 Cp max，引起机组

效率的下降，图 1 为某叶片的 λ-Cp 曲线。

当叶尖速比 λ=8.4 时，叶片可以获得最大的风能转换

效率 Cpmax =0.4717。
当风速为 5m/s 时，发电机转速为 n=1300rpm，此

时风电机组运行时的叶尖速比为 9.817，对应的风能转换

效率 Cp=0.458，约为最大的风能转换效率 Cpmax=0.4717 的

97.09%， 损失 3% 左右。

变速风电机组运行在不同区域，风电机组主控系统的

基本控制策略为 ：低于额定转速时，按最佳叶尖速比控制，

自动跟踪 Cpmax 曲线，以获得最大能量 ；高于额定转速后，

开始变桨，使 Cp 下降，损失部分风能，采用恒功率控制，

确保风机按额定功率发电运行。

2 风电机组功率控制

2.1 风电机组风速-功率曲线

图 2 为风速－功率曲线图 ：横坐标为风速（m/s），纵

坐标为功率（kW）。

黄色所示曲线是风能利用系数 Cp=1 的风速－功率曲

线 ；

蓝色所示曲线是 Betz 极限值－最大风能利用系数

Cp=0.5925 的风速 - 功率曲线 ；
绿色所示曲线是某风电机组按最佳风能利用系数

Cp=0.4712 运行的曲线。

在曲线的 A － B 段风电机组运行在额定风速以下，风

电机组主控根据叶片提供的最佳叶尖速比，在不同的风速

下给定不同的力矩点，确保风电机组运行转速在额定风速

以下的任意一点都能自动跟踪最佳叶尖速比，从而获取最

大的风能。B 点以后叶片开始变桨运行，自动降低 Cp 值，

维持恒功率运行 ；B － C 段为恒功率运行区间，风速从

12m/s － 20m/s 变化，功率基本不变保持 1.5MW。

20m/s 为风电机组的切除风速，风速 20m/s 时，风电

机组自动停机 [2]。

2.2 风电机组功率控制

由图 3 可以看出，不同风速下风电机组输出机械功率

随风轮转速变化而变化，每一种风速下都存在个最大输出

功率点，对应于最大的风能转换系数 Cp，将各个风速下的

图1	某叶片的λ-Cp曲线

图2	风速-功率曲线图

图3	风电机组功率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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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输出功率点连接起来，就可以得到风电机组输出机械

功率的最佳曲线 P 要使风电机组运行在这条曲线上，必须

在风速变化时及时调节转速，以保持最佳叶尖速比，风电

机组将会获得最大风能捕获，有最大机械功率输出。

如图 3 所示，假设原来在风速 v2 下风电机组稳定运行

在最优功率曲线下的 B 点，对应着该风速下的最优转速 ω2

和最优的机械功率 P2 此时发电机输入的机械功率等于发电

机系统输出的功率。

如果某一时刻风速突然升高至 V3，风电机组马上就会

由 B 点跳至 V3 风速下功率曲线上的 D 点运行，其输出机

械功率由 P2 突变至 Pd。由于机械惯性作用和控制系统的

调节过程滞后，发电机仍然运行在 B 点，此时发电机输入

的机械功率大于发电机系统输出的功率，风能将推动发电

机转速立即升高。在这个变化过程中，风电机组和发电机

将分别沿着 V3 风速下功率曲线的 DC 轨迹和最优功率曲线

的 BC 轨迹运行。当分别运行至风电机组功率曲线和最优

功率曲线的交点 C 时，功率将重新达到平衡。此时，发电

机转速稳定在对应于风速 V3 下的最优转速 ω3，风电机组输

出最优的机械功率P3。同理，也可以分析风速从高到低变化，

最大风能捕获过程和转速的调节过程。

MITA 系统采用查表算法，自动跟踪最佳叶尖速比，

获取最大的风能。

2.3 MITA系统的转速-力矩控制表

表 1 是东汽 FD77-1.5MW 风电机组的转速 - 力矩表。

东汽引进 repower 风电机组技术，FD77 默认的风电

机组转速－力矩表是 repower 采用 LM 叶片推荐的力矩

表。假定在海拔 1000m 左右，气温 15℃，空气标准密度

ρ=1.15kg/m3 使用上述力矩表可以取得比较满意的效果。

风电机组叶片获取的风能 ，风电机组确定

后，叶片也确定，叶片扫风面积 S 是确定的，叶片获取的

风能 P 与空气密度 ρ、风能利用系数 Cp 成正比，与风速

的立方成正比。

叶片设计制造好后，其最佳叶尖速比 λ 是唯一确定的，

对应的风能利用系数 Cp 也是确定的。不同风场的风电机组

采用不同的叶片，具有不同的最优 λ、Cp 值。不同风场风

电机组安装位置不一样，海拔高度不一样，空气密度 ρ 不

一样 ；

同一风电场，冬季与夏季的温度变化，影响空气密度

ρ 不一样。

由于叶片获取的能量减小，如果继续按原来默认的力

矩点运行，风电机组转速将下降 ；风速不变，转速下降—〉

叶尖速比下降，偏离最佳速比点—〉风能利用系数下降—〉

风电机组输出功率下降。

同样，如果由于环境温度变化，由原来的 15°下降到－

15°，空气密度由原来的 1.15 上升到 1.15*1.12=1.288，假

定风能利用系数不变，叶片获取的能量变化为 ：269KW。

由于叶片获取的能量增大，如果继续按原来默认的力

矩点运行，风电机组转速将上升 ；风速不变，转速上升—〉

叶尖速比增大，也会偏离最佳叶尖速比点—〉风能利用系

数下降—〉风电机组输出功率下降 ；风电机组在该力矩点

控制下不能获取最大的发电功率。

3 MITA系统风电机组发电量的优化改进措施

3.1 优化改进措施

（1）根据风电机组不同的叶片配置，确定叶片的实际

长度、最佳叶尖速比和最优风能利用系数 [3]。

（2）根据风场不同的海拔高度，确定风机当地的空气

密度。

（3）根据风场冬季与夏季的温度变化，修正空气密度ρ。

3.2 主控力矩表分析计算

某风场使用东汽 FD77B － 1.5MW 风电机组，叶片实

际长度 38 米，叶片厂家提供的最佳叶尖速比 8.4，最优风

能利用系数 0.47172，空气密度 1.06。
确定该风场的 MITA 力矩表如表 2 所示。

3.3 环境温度的变化会对空气密度影响

某风场海拔高度平均为 1500 米，当地空气压力为

83.03KPa , 可以算出当地空气温度变化引起的空气密度变化。

表1 FD77-1.5MW风电机组转速-力矩表

转速 1010 1055 1060 1120 1300 1500 1580 1620 1730 1790 2000

功率 -100 85 100 145 240 385 490 600 1380 1630 1891

力矩 -946  770  901  1237  1763  2451  2962  3537  7619  8697  9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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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 , 针对 MITA 系统的发电量提高 , 可以采取人工

修改力矩表的办法。例如，每年的 5 月份－ 11 月份采用夏

季平均空气密度 1.004 设置转速－力矩表，每年的 11 月份－

4 月份采用冬季平均空气密度 1.120 设置转速－力矩表。

4 结语

风电机组安装并网运行后，风电机组的安装位置是确

定的，在标准环境温度下，风电机组获取的能量与风电机

组安装地的海拔高度有关，同一个 50MW 风场内的所属风

电机组安装位置的海拔高度可以在几百米的范围内变化 ；

安装位置不同，地形及风能的变化不同，为了提高 MITA 
3100 系统的发电量需要针对每台风电机组优化设置不同的

转速－力矩表。

我国三北地区，一年时间内，环境温度的变化可以从－

25°到 25°。为了提高 MITA 3100 系统的发电量需要根据

表2 某风场MITA力矩表

转速 1010 1015 1300 1500 1580 1620 1680 1730 1760 1770 1790

功率 -945 940 2079 2776 3077 3237 6560 7619 8466 8580 8697

力矩 -100  124  240  365  480  763  1067  1373  1480  1530  1746 

环境温度的变化优化设置不同的转速－力矩表。

风电机组叶片的扫风直径同样是 77 米，风电机组叶

片的供货厂家不同，叶片的几何尺寸和空气动力性能不同，

叶片在最佳叶尖速比下的风速－功率曲线是不同的，为了

提高 MITA 3100 系统的发电量需要根据不同厂家的叶片优

化设置不同的转速－力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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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东海大桥海上风电场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东海

大桥海上风电场二期（扩建）工程，该工程位于已建东海

大桥海上风电场示范工程西侧，风电机组的单机容量主要

为 3.6MW，机组基础形式采用群桩式高桩混凝土承台，由

基桩和混凝土承台组成。由于机组已属于大容量，风电机

组基础承受的荷载偏心弯矩很大，导致基础桩受到的拔力

和压力都较大，因此风电机组基础承台的结构受力大且很

复杂。为了确保风电机组的安全运行，以及设计的合理性，

在进行常规计算分析的基础上，使用有限元软件对风电机

组基础承台进行结构强度计算分析十分必要。

风电机组基础混凝土承台的极限强度
有限元分析

黄俊

（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上海	200434）

摘  要 ：本文借助通用有限元计算结构软件，建立东海大桥海上风电场单机容量为3.6MW机组基础的三维有限元模型，计算得

到极限风荷载作用下混凝土承台的应力和裂缝分布情况，并对承台应力和裂缝计算结果进行分析，为基础承台配筋提

供建议。

关键词 ：三维有限元模型 ；混凝土 ；应力 ；裂缝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4)02-0112-04

Analysis of Ultimate Strength Finite Element of Wind Turbine’s Concrete 
Foundation

Huang Jun
(Shanghai Investigation, Design & Research Institute, Shanghai 200434, China)

Abstract: The 3D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3.6MW wind turbines’ foundation in Dong Hai Bridge offshore wind power project was 

established by the �nite element calculation so�ware. �e stress and crack of concrete foundation under extreme wind load was 

calculated and analyzed. At last, this paper presented suggestions for reinforcement of the foundation.
Keywords: 3D �nite element model; concrete; stress; crack

1 混凝土的应力应变关系[1]

混凝土的破坏准则是判别混凝土是否破坏的依据。在

单轴应力状态下，可以用混凝土的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或

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等一种指标来表示，建立其强度破坏

条件是比较方便的，通常多轴的应力－应变关系都是基于

单轴应力－应变关系。软件中通过输入混凝土材料参数，

得到混凝土单轴应力－应变关系曲线，如图 1 所示。 
混凝土材料的应力－应变关系采用多轴应力－应变关

系，才能较好的模拟约束混凝土的作用。软件使用三维受

拉破坏包络线，二维破坏包络线、三轴压缩破坏包络线来

表示混凝土的破坏准则。三轴试验的破坏包络线的取定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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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有经验算法，也有试验数据直接输入的方式，本文采用

经验算法。

2 有限元模型和荷载

风电机组基础形式为群桩式高桩混凝土承台，本文有

限元计算模型考虑了承台及桩基主体结构，上部取到底塔

筒和过渡段塔筒法兰连接处。混凝土承台直径为 14m，高

度 4.5m ；每个基础钢管桩为 6 根，直径为 2m ；过渡段直

径为 4.7m。使用网格划分模型时，过渡段和混凝土承台结

构采用 3D － solid 单元，钢管桩结构采用 2D － shell 单元。

根据以往工程经验，对承台应力较大的局部区域进行单元

网格加密。由于风场地质情况复杂，要求钢管桩进入土层

的深度较深才能满足承载力要求，如果桩使用全尺寸建模，

不仅计算难度较大，而且耗时也较长。本计算通过《港口

工程桩基规范》中的 m 法来确定桩计算点深度来简化土层

和桩模型，简化后在桩底端约束其水平和旋转位移。根据

风电机组厂家提供的风电机组基础荷载资料，把相关荷载

施加在过渡段的顶部中心，计算模型中未考虑配筋。结构

的模型图见图 2，具体材料参数见表 1。
基础形式采用高桩高承台，相比高桩低承台，它的优

势在于承台底高程提高，波浪将不会直接作用到承台上，

将较大程度的减少基础的波浪受力。由于波浪主要作用在

钢管桩上，相比风电机组极端工况的极限荷载值，波浪荷

载值属于小值，所以本计算仅考虑风电机组荷载对基础承

台的影响。根据厂家提供的风电机组基础荷载资料，选取

极端工况极限荷载进行三维有限元分析。根据厂家定义的

风电机组支撑结构坐标系，极端工况极限荷载值见表 2，荷

载的分项系数根据相关规范选取 [3]。

3 有限元计算结果分析

混凝土属于脆性材料，采用非线性计算更能真实的反

映材料的应力－应变关系。本文根据计算结果分析承台的

第一和第三主应力分布情况，第一主应力是研究承台受拉

情况（是否拉裂），第三主应力则是研究承台的受压情况（是

否压溃）。

3.1 第一主应力分布

混凝土材料的抗拉强度设计值比较小，当风电机组荷

载较大，基础混凝土承台易开裂。分析承台的拉应力，有

利于了解承台的破坏形式。

从图 3 可知，当剪力和弯矩值达到风电机组极限荷载

表1 材料参数表

弹性模量

（×104N/mm2）
泊松比

密度

（Kg/m3）

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

（MPa）

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MPa）
屈服强度（MPa）

混凝土 3.35 0.167 2400 1.80 21.1 —

钢管桩 20.0 0.3 7850 — — 345

过渡段 20.0 0.3 7850 — — 345

图1	混凝土单轴应力－应变关系曲线[2] 图2	高桩高基础承台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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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0% 时，承台受拉区域开始明显，但是影响范围还较小。

在此受力作用下，最大拉应力出现在过渡段与承台连接的

区域，该值与混凝土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1.80MPa 十分接近，

达到了 1.78MPa。
由上图可知，当剪力和弯矩值达到风电机组极限荷载

达到 100% 时，承台最大拉应力值达到了 5.92Mpa，远超

过了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并且拉应力影响范围较

广，主要分布在图中①②③三个区域。①表示过渡段和承

台连接区域 ；②和③表示桩和承台连接区域。可见承台与

过渡段和桩连接的区域，拉应力都比较大。从图中①②③

区域的拉应力值可看出，基础承台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开裂，

如果受力继续增大，基础可能会因拉应力过大而产生三种

形式的贯穿破坏 ：第一种是在①处，拉应力过大会使开裂

的深度达到承台底部，使承台沿着过渡段的深度形成贯穿

破坏 ；第二种是在①和②之间形成较大的拉应力区而导致

承台贯穿破坏 ；第三种是在①和③之间导致的承台贯穿破

坏。从图 4 的应力分布显示，承台在极限荷载作用下不会

产生贯穿性破坏，（后面 4.3 节，对裂缝分布观察更为直观）。

由于有限元计算会产生应力集中现象，导致混凝土承台受

到的拉应力值超过了混凝土材料的抗拉强度值，不考虑应

力集中现象，承台的应力变化符合材料性质。

3.2 第三主应力分布

虽然基础承台主要是受拉破坏，但是剪力和弯矩值达

到风电机组极限荷载的 100% 时，分析基础混凝土承台的

压应力分布是十分必要的。

从图 4 可以看出，承台受到的最大压应力值约为

20MPa，最大值出现的位置与以往工程经验是相符合的，

主要压应力区域分布在基础承台与过渡段和桩连接的区域，

但是影响范围有限。从承台主弯平面的压应力显示可知，

在承台受压一侧的过渡段和桩之间不会形成一个贯穿的受

压区，承台不会因为压力过大而产生破坏。

3.3 裂缝分布

在实际工程中，基础混凝土承台出现一定程度的裂缝

是允许的，并不影响风电机组的安全运行，但是要满足设

表2 极端工况的风电机组极限荷载值（包含荷载分项系数）

FXY（kN） FZ（kN） MXY（kN•m） MZ（kN•m）

荷载值 2205 -5004 143550 1760

注：FXY ：为过渡段顶部的极限荷载在 X方向和 Y方向的合成剪力；

       FZ ：为过渡段顶部的极限荷载在 Z方向的剪力；

       MXY ：为过渡段顶部的极限荷载在 X方向和 Y方向的合成弯矩；

       MZ ：为过渡段顶部的极限荷载在 Z方向的弯矩；

       - ：表示荷载作用方向。

图3	风电机组极限荷载达到20%时的应力分布

图4	风电机组极限荷载达到100%时的应力分布

图5	风电机组极限荷载达到100%时的应力分布

(a)承台整体 (b)承台主弯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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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风电机组极限荷载达到40%时的应力分布

图7	风电机组极限荷载达到100%时的应力分布

计要求，因此研究承台裂缝分布是必要的。

图 6 显示为当施加 40% 风电机组极限荷载值时基础混

凝土承台裂缝分布结果。结果表明，承台出现了两处明显

裂缝区域 ：一处位于过渡段和承台连接的上部区域 ；另一

处位于基础承台受拉一侧的钢管桩处，这与工程实践经验

相符合的，表明这些区域属于易开裂区。

图 7 表明当极限荷载 100% 作用到承台上时，在过渡

段和桩与承台连接的区域，由于受力较大，易产生大量裂缝。

从前面的第一主应力的分析结果可知，在极限工况作用下，

基础承台的拉应力分布区域很广，承台是否会产生贯穿性

的裂缝，从而导致承台严重破坏是重点关注的问题。从图 7
中基础的裂缝分布情况来看，没有出现承台的顶部到底部

或侧面的贯穿性裂缝，因此可以判断承台不会产生致命性

破坏。但为了保证承台安全，应对拉应力大，易出现裂缝

的区域加强配筋。

4 结语

本文利用软件建立了风电机组基础有限元模型，在极

端工况的风电机组极限荷载作用下，对未配筋的基础混凝

土承台进行分析。根据计算结果可知 ：

（1）基础承台受拉一侧与过渡段和桩连接的区域受到

的拉应力较大，且拉应力分布的范围较广，承台已经产生

大量裂缝，但是不会造成承台贯穿性的破坏。

（2）基础承台受压一侧与过渡段和桩连接的区域受到

的压应力也较大，但是结果表明承台基础在抗压性能方面

是满足设计强度要求的。

考虑承台在过渡段和承台混凝土之间连接区域受力较

大，一方面可以在过渡段周围放置一些硬度稍低且抗拉压

性能较强的缓冲和密封防水材料，以避免过渡段和承台混

凝土的直接硬性接触，从而减少风电机组荷载对承台的受

力 ；另一方面可考虑在基础承台受力大，易出现裂缝的区

域增加配筋，提高承台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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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SL3000 风电机组 [1] 由 3 段直形筒体、一段锥形筒

体、一段基础环依靠连接法兰组成一个 3MW 风力发电塔

架。由于每段塔架是由滚制筒体和连接法兰焊接而成。塔

架所承受的主要作用力有 ：风力作用在叶轮上的推力、扭

矩、弯矩、陀螺力矩、电机齿轮箱的振动及受力变化的摆动，

还有工作环境复杂等因素。所以控制塔架两端连接法兰焊

接后的平面度是塔架制作的关键技术难题。

风力发电塔架法兰与筒体焊接变形预防
控制技术分析

高永君，刘坚宏，张斌，席嘉伟，马志文

（北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兰州	730000）

摘  要 ：风力发电塔架法兰与筒体焊接时，法兰平面易产生“角变形”，致使法兰平面度、内倾度、法兰椭圆度超标，为

了预防和控制法兰变形，故在法兰采购时预留内倾量，并在焊接采用对把焊接，在两法兰之间夹垫片用螺栓紧固，

严控焊接顺序。该方法可很好地控制法兰平面度、内倾度变形。此控制方法已在工程中得到应用，收获了很好的

经济效果。

关键词 ：风力发电塔架 ；法兰变形 ；平面度 ；焊接顺序 ；反变形 ；控制技术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4)02-0116-04

Analysis of Welding Deforma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ower
Flange and Cylinder

Gao Yongjun, Liu Jianhong, Zhang Bin, Xi Jiawei, Ma Zhiwen
(CNR Lanzhou Locomotive Co., Ltd., 730000, China)

Abstract: �is paper provided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welding deformation of wind power tower �ange and cylinder, wind power 

tower flange and cylinder welding.The flange plane is easy to produce "angular deformation" .Thus, the flange flatness negative 

camber exceeded the standard �ange ellipticity. In order to prevent and control the deformation of �ange, the reserved introverted 

in flange procurement (welding deformationamount), and a pair of flanges on the welding in welding, clamping pad between 

two �anges and �xed by fastening bolts, strict control of welding sequence and a welding. �e technical measures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inner flange flatness, inclination, and the control method has been applied in the engineering, and gains good 

results.
Keywords: wind power tower; the �ange deformation; �atness; welding sequence; the anti deformation; control technology

1 风力发电塔架法兰设计要求

1.1 法兰平面度、内倾度设计要求

风电塔筒上段顶部法兰总装时与风电机组机舱推

力轴承相连接，所以对其装焊形位公差控制要求相当严

格。SL3000 风电机组塔架焊后顶部法兰平面度要求 0. 
5mm，基础环上法兰平面度要求 1.5mm，其余法兰平面

度要求 2mm。法兰焊后内倾度要求为 ：顶法兰内倾度要求

0mm － 0.5mm，其余法兰内倾度要求 0mm － 1.5m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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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法兰焊接产生变形的原因

法兰与筒体进行环缝焊接时，法兰坡口均为内侧坡口，

因此焊接按常规的焊接顺序是先焊完内侧，然后在背面清

根焊外侧。焊接过程中焊缝和焊缝附近的法兰脖颈处温度

很高，在无约束状态下法兰受热迅速膨胀。当焊缝温度逐

渐冷却时，连接法兰因厚度较厚，刚度较大，与焊缝冷却

速度不一致，法兰热影区温度冷却缓慢，导致焊缝区域在

冷却时产生的收缩应力无法抵消 ；法兰因热影响区受热而

产生膨胀应力，从而使远离焊缝区的法兰面内侧形成“外翻”

的“角焊缝”[2]。

如果法兰与筒体组对时，间隙过大或者法兰放置不平，

在焊接过程中法兰面极易出现“波浪变形”，造成法兰面焊

接后平面度和椭圆度极差。

2 控制法兰变形的方法

2.1 法兰采购时预留内倾量

SL3000 风电机组设计顶部法兰焊前平面度要求

0.35mm，焊后顶部法兰平面度 0.5mm，内倾度 0mm －

0.5mm。为有效提高塔筒法兰内倾量的一次生产合格率，

经过反复试验，最终确定了成品法兰预留内倾量为顶法兰

1.50
+0.2 mm，其余法兰 20

+0.5mm，因此在采购法兰时，将法

兰预留一定的内倾量（预留焊接反变形），如图 2、图 3 所示。

经过工艺改进，法兰与筒体焊接后的内倾度一次合格率达到

了 97%，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进而提高了经济利益。

2.2 采用对把固定法控制法兰角变形

为保证法兰焊接后满足塔架制造技术条件要求，连接

法兰把紧时加厚度为 2mm － 3mm 垫片进行焊接变形控

制，垫片数量至少为 6 个，并且在 6 个垫片点两两中间用

定位销连接，按法兰内圆圆周均布 ；顶法兰把紧时加厚度

1.5mm － 2.0mm 垫片进行焊接变形控制，垫片数量至少

为 6 个，并且在 6 个垫片点两两中间用定位销连接，按法

兰内圆圆周均布 ；法兰把紧应对称、均匀施力，同时法兰

外缘结合严密。加定位销的目的是在拆卸时方便、易行 , 并
且严格按照组对工艺进行组对，控制其间隙量和法兰的波

浪变形 [3]，如图 4 所示。

2.3 法兰环缝焊接顺序

由于连接法兰面要求“内倾外平”，安装时能给予所连

图1	SL3000风电塔架示意图

图2	设计顶法兰无内倾度

图3	采购顶法兰预留内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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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高强度螺栓相应的预紧力，因此法兰不允许外翻，如

图 5 所示。

由于焊缝坡口为内侧坡口，要解决法兰外翻，必须严

格按照焊接工艺分层交替施焊的方法，并且焊接时要求次

道焊缝最好一次完成，中间不需间断，保持受热均匀 [4]。

焊道冷却时，有紧固螺栓的固定及垫片的作用，法兰发生

的变形为所需要的内侧内倾变形，而且平面度符合要求。

由于 3MW 塔架与顶法兰相连接的筒体钢板板厚

18mm，如图 6 所示。按照表 1 中的焊接参数进行施焊 [2-5]，

能保证顶法兰的平面度和内倾度。

图4	紧固螺栓固定加垫片法

图5	法兰焊接后出现的情况

图6	顶法兰与筒体对把焊接顺序



Technology | 技术

2014年第02期  119  

表1 施焊工艺参数

焊接规范

焊接层次 焊接方法
焊接材料 焊接电流 电弧电压

（V）

焊接速度

（mm/min）
备注

牌号 直径（mm） 极性 电流（A）

1/ 打底 SAW H10Mn2 φ4 直、反 580 － 600 28 － 30 270 － 310 1# 法兰

2/ 打底 SAW H10Mn2 φ4 直、反 580 － 600 28~30 270 － 310 2# 法兰

清根 碳弧气刨 碳棒 φ8 直、反 1#法兰

清根 碳弧气刨 碳棒 φ8 直、反 2#法兰

3/ 外 SAW H10Mn2 φ4 直、反 620 － 680 30 － 34 270 － 310 1# 法兰

4/ 外 SAW H10Mn2 φ4 直、反 620 － 680 30 － 34 270 － 310 2# 法兰

5/ 内 SAW H10Mn2 φ4 直、反 600 － 660 30 － 34 270 － 310 1# 法兰

6/ 内 SAW H10Mn2 φ4 直、反 620 － 680 30 － 34 270 － 310 2# 法兰

注：各焊层 / 道 首尾焊缝应重合≥ 50mm，各焊层 / 道接头应互相错开≥ 250mm；环缝与纵缝 T形接头要求进行 RT检测，按 JB/

T4730.2-2005 标准进行检测，合格级别为Ⅱ级，法兰与筒体间的焊缝按 JB/T4730-2005 进行 100%MT、UT检测，合格级别为Ⅰ级。

3 技术应用及经济分析

3.1 法兰与筒体焊接变形预防控制技术的应用

目前已应用的工程有：2011 年完成的工程有中节能昌

马第一风电场 16 套；华电黑崖子风电场二期工程 15 套；大

唐昌马第一风电场 16 套。2012 年完成的工程有大唐苦水第

一风电场 34 套；华能烟墩第一风电场 34 套；2013 年完成

华电苦水第一风电场 34 套。累计完成 3MW 塔架 149 套。

3.2 经济预分析

本技术控制能有效控制法兰焊接变形，大大提升了产

品一次合格率，保证了出厂产品 100% 的合格率。且缩短

了工期，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经与市场部共同核算，

该技术在工程中取得了效益近 200 万元。

4 结语

通过对风力发电塔筒法兰与筒体焊接工艺的改进，严

格按照控制变形的方法，有效提高了法兰平面度和内倾度

的一次性合格率，提高了生产率，降低成本，此方法具有

可操作性，并且能很好地控制法兰焊接质量，保证工程工期。

可以在风力发电塔架制造中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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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目前，主流的塔架形式是由若干塔筒组装成的钢筒式

塔架，各部分塔筒用螺栓法兰连接。塔筒连接处为支撑系

统中的薄弱环节，要想在大功率大载荷工况下满足使用要

求，传统的螺栓连接必须不断增加承载面积，增大法兰宽度。

这将导致塔筒的连接笨重不堪，还会给施工带来困难，螺

栓的质量也难以保证，加工成本也会随之增加。因此，对

于大功率大载荷工况下的塔筒连接 [1]，传统的螺栓连接已

经不是最优选择。大螺套连接结构采用螺套形式将载荷均

布到各个螺纹牙上，通过靠近承载中心和增大承载面积等

有效方法极大的增强了连接强度。

大螺套连接结构在风电机组塔筒连接中
的应用研究
刘静1，2，张忠海2，路春光1

（1.	河北联合大学，唐山	063020；2.	华海风能发展有限公司，唐山	063020）

摘  要 ：本文介绍了一种大螺套结构连接法兰，与传统的螺栓厚型法兰连接相比，能使受力更加合理，避免了厚型法兰对

螺栓的杠杆作用，增加了连接件的承载面积，减小了用钢量，降低了塔筒重量和制造成本。大螺套连接结构尤其

适用于大功率大载荷的风电机组塔筒连接。

关键词 ：大螺套连接结构 ；塔筒连接 ；强度分析 ；技术经济性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4)02-0120-04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Large Snail Connection Structure of
Wind Turbine Towers

Liu Jing1,2, Zhang Zhonghai2, Lu Chunguang1

(1. Hebei United University, Tangshan 063020, China; 2. Huahai Wind Power Development Co., Ltd., Tangshan 063020, China)

Abstract: �is paper introduced a large snail connection structure �ange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thick bolt �ange connection, it can 

avoid the thick �ange bolts leverage and increase the bearing area of the connection. Also, it can reduce the amount of steel and 

decreased the weight of the tower. Large snail connection structure is suitable for high-power and high-load unit tower connection.
Keywords: large snail connection structure; tower connections; strength analysis; technical and economic

1 传统风电塔筒连接简介及分析

传统连接形式主要有 L 型法兰和 T 型法兰，二者结构

类似，区别在于 T 型法兰更具有平衡性。但是 T 型法兰螺

栓安装有一部分需要在塔外工作，所以对于高 70m － 80m
的塔筒来说，这种作业无疑是很危险的。所以在能够满足

连接要求的前提下，实际应用中L型法兰依然为主流方式 [2]。

2010 年 1 月，某电力企业在山西的风电场，43# 塔筒

从中、下段法兰连接处折断倒塌，法兰盘脖颈距端部 12mm
处撕裂近三分之二（连接螺栓 83 孔），三分之一螺栓断裂（42
个）。事故发生后，进行全场检查，发现二期 61 号风电机组

中下塔筒法兰连接螺栓断裂 48 个（共 125 个）。



Technology | 技术

2014年第02期  121  

螺栓连接存在许多不安全因素，螺栓的强度储备无法

满足风电机组的载荷变化， 当然解决此问题也可以从增大螺

栓的直径、数量、材质等出发，但是对法兰大小一定的风

电机组来说，以上方法潜力有限。因此，本文提出大螺套

法兰连接方案，此方案将会有效解决现有问题，而其结构

验证显示在经济性和可靠性上具有极大优势。

2 新型风电塔筒连接形式分析

2.1 新型风电塔筒连接形式介绍

大螺套连接结构采用螺套形式，将载荷均布到各个螺

纹牙上，通过增大承载面积，极大地增强了连接强度，结

构如图 1 所示。在机组不断大型化的趋势下，大螺套连接

结构，因为其连接承载面积相较于螺栓有了极大的提高，

加之同样情况下受力较小，所以对于大功率大载荷工况下

的塔筒连接，大螺套是一种新的选择。

本连接原始结构主要有锻造的环形外螺套和共分为

180 份的内螺套组成。外螺套用于连接塔筒壁，就是连接

法兰，并且作为连接结构的一部分，外形为一个整体圆环，

内部有车制的梯形牙圆环，端部有环形凸缘，可以用来焊

接塔筒壁。内螺套是由内圈圆分割而成，共分为 180 份，

其近似于拉杆，通过与外螺套牙型之间结合来提供连结力，

牙型为梯形。

针对连接结构，根据实际可知，整个塔筒连接最危险

的部位往往在塔筒的根部，所以针对风电机组塔筒连接的

实际情况，选取第一节塔筒与第二节塔筒连接处为例设计

大螺套连接结构。

根据表 1 的参数设计大螺套连接的基本尺寸，为了使

受力更加合理，拉杆的承受力的部分应该靠近塔筒壁受力

中心。设计外螺套内圆即内螺套外圆直径 4644mm，内螺

套厚度为 46mm，初步设计螺纹为梯形螺纹，螺纹牙数数

目为 6 个。

根据实际的设计绘制出大螺套连接的装配图纸，大螺

套连接结构关键部位是螺套结构的设计，设计中螺套既要

易于加工，还要在安装上表现简易和准确的特点。最终的

设计结果如图 2 所示。 

2.2 新型风电塔筒连接形式力学分析

2.2.1 受力状态分析

大螺套连接件受力分析模型还是参照翘板理论，所以

其受力依然是由塔筒壁所受拉力，塔筒法兰支反力，以及

螺套拉力组成，其受力简图如图 3 所示 [3]。

最危险部位受力分析，其前期外载荷分配与螺栓连接

的一致。即与连接面直径和连接件个数有关。所以最危险

处的拉力 Z 由（1）式求的 ：

                        
                                                                              

（1）

大螺套受力依然使用翘板理论计算，根据力和力矩平

衡原理，

                 
                                                                              

（2）

表1 法兰工况参数表

塔筒高度 塔筒内径 最大弯矩 最大扭矩 最大推力 塔筒壁厚 法兰面以上重量 弹性模量

17.94m 4628mm 140691.kNm 6260kNm 4526.17kN 36mm 430000kg 206GPa

图1	大螺套连接示意图

图2	大螺套连接装配图



技术 | Technology

122  风能 Wind Energy 

计算大螺套的预紧力和实际最终拉力需要求出连接件

和被连接件的相对刚度，这就需要计算，二者各自的刚度。

2.2.2 相对刚度计算公式

连接件相对刚度 [5]

                        
                                                                              

（3）

被连接件刚度

                        
                                                                              

（4）

式中 ：

P——连接件相对刚度 ；

cs——连接件刚度 ；

cp——被连接件刚度。

刚度计算

                           
                                                                              

（5）

式中 ：

C——零件刚度（N/mm）；

E——材料弹性模量 ；

A——承载面积（mm）；

L——零件的原始有效几何尺寸（mm）。

根据尺寸计算的最终结果

                   

               
连接件相对刚度 p=0.3675，被连接件相对刚度

q=0.6325。
根据计算结果可以计算出大螺套的最终受力预紧力和

总拉力可以依照下式进行计算

                                                           （6）
式中 ：

F1——预紧力（kN）

S——修正系数

q——被连接件相对刚度（n/mm）

Ft——工作拉力（kN）

                                                             （7）
式中 ：

 F——最终拉力（kN）

 F1——预紧力（kN）

 p——连接件相对刚度（n/mm）

 Ft——工作拉力（kN）

最终求出总的拉力 F=711571.491N。

大螺套主要承力面为其牙型，单面承力共有六条梯形

螺牙，其螺牙总的承载面积达到 5274mm2，拉杆截面承载

面积达到 2862mm2。因此，可以用最终力对其截面进行

拉伸验证，通过抗拉、剪切、弯曲综合作用下的应力计算，

确定其可承受的强度在允许的范围之内 [6]。

                                               （8）
2.3 新型风电塔筒连接形式有限元分析

计算其受力分析根据其受力特点可知，对于拉杆来说

两边牙型受大小一样，方向相反的力，所以 ansys 分析中

使用对称分析。

选择 solid187 单元，solid187 单元是一个高阶 3 维

10 节点固体结构单元，具有二次位移模式可以更好的模拟

不规则的模型。单元通过 10 个节点来定义 , 每个节点有 3
个沿着 xyz 方向平移的自由度 . 单元支持塑性，超弹性 , 蠕
变 , 应力刚化，大变形和大应变能力，节点数目为 1894，
单元数为 894，牙型受均布力。固定方式使用对称方式，以

其中间面作为对称面，限定拉杆 Y 轴方向的自由度。

从图 4 中可以看出拉杆最大受力为 288.9Mpa，主要

在受力第一排牙型上，由于没有圆角设计，所以可能会出

现应力集中，实际中肯定会比计算的更加小。从应力图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力分布较为均匀，在中间部位和两

端较小，所以后期拉杆的预紧螺栓开孔选在两端和中间，

这样既不影响拉杆受力，又可以实现加载预紧。应力图为

实际加工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从等应力线图 5 我们可以直接观察应力分布情况，了

图3	大螺套受力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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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拉杆内部应力的分布趋势，这对拉杆的外形处理和优化

具有较好的作用，从图中可见拉杆背部应力分布较少，所

以在此处可以做一定处理，当然实际是否需要必须进行慎

重考虑。

3 传统风电塔筒连接方式与新型连接方式方
案对比

3.1 两种风电塔筒连接形式可靠性对比

拉杆所受应力只有 288Mpa，材质为 40Cr，而相应的

螺栓需要选到 M56，而且材质 42CrNiMo 才能符合要求。

所以在同样的材料下，拉杆的受力安全系数极高。另外拉

杆受力分布比较均匀，其变形也在合适的范围内，所以实

际使用中其可靠性相较于螺栓较高。而后期维护由于存在

自锁设计，拉杆的防松处理更加简单，所以在使用后期其

检查维护相对于螺栓更加方便简单。

3.2 两种风电塔筒连接形式经济性对比

在同样等效高度下比较 L 型厚型法兰和大螺套的造价。

L 型厚型法兰的加工费用按照每吨 18000 元计算，

3MW 风电机组底部塔筒连接上下法兰总重 11.246t, 法兰的

总费用大约为 202428 元。高强螺栓 10.9 级，达克罗处理，

M56×400，带两个垫片，一个螺母，单价 141 元 / 套，108
套总价为 15228 元。L 型厚型法兰连接的总费用为 217656
元。310mm 高度的塔筒费用大约为 8000 元。L 型厚型法

兰连接时到达大螺套连接高度的总费用约为 225656 元。 
在相同高度下大螺套连接方案的费用为 83616.24 元，

可以看出其总费用要比 L 型厚型法兰连接费用便宜很多。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 L 型厚型法兰的用钢量远远

大于大螺套，材料的成本压力较大。

综合从力学和经济性角度来看，大螺套更具优势。

4 总结 

针对现有塔筒连接理论和方式，创新性地提出了大螺

套的连接方式。根据翘板理论，研究了大螺套连接在塔筒

连接中的力学状态，此连接方案解决了大型风电机组连接

强度不足与机组受力增大的矛盾，突破原有的螺栓连接自

身限制，在保证法兰强度的前提下，以较为合理的受力位

置取得理想的受力效果。此连接方式是对螺栓连接及 L 型

法兰的一种突破性尝试，随着机组大型化的加快，新的法

图4	拉杆应力图

图5	等应力线图

兰及连接方式将会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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