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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From The Editor

海上风电需要强力重启

从上海东海大桥海上风电项目开发到现在，已经三年有余，在这段不算短的时间里，我国海上风电始终处

于蛰伏之态，进展缓慢。最近的一些消息再次为海上风电的大规模发展掀起一阵波澜。在项目方面，首先是从

2013 年下半年开始，4 个首批特许权项目终于有 3 个获得了开工“路条”。其次是国内第二个近海风电场国家

级示范项目“上海临港海上风电场一期”在 5 月初获得上海市海洋局的用海批复，从而进入开工前期准备阶段。

另外，4 月初明阳集团与南方海上风电公司签订“珠海桂山海上风电场示范项目”的机组供货合同，该项目一

期 100 兆瓦预计今年投入运营。在政府层面，一是 4 月份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的新一届国家能源委员

会，提出了将开工一批清洁能源项目，作为经济稳增长的支点，风电的发展势必将作为一个重头戏，在未来获

得更有力的政策支持。二是年初时国家能源局发布了《关于做好海上风电建设的通知》，并在2014年工作计划中，

将适时制定出台海上风电标杆上网电价作为其重点任务之一。三是已有一些地区制定了针对海上风电的地方电

价补贴措施，如上海对海上风电提供 0.2 元 / 千瓦时的地方补助等。

这些进展值得欣喜，但我们也需看到，截至 2013 年我国已建成 43 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的成绩与我国

“十二五”规划 500 万千瓦海上风电装机目标相比，仍相差甚远。同时如果一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我国

海上风电的发展，仍将是小打小闹、难以成器。

首先是海上风电的合理定价还未有根本进展。2011 年第一批海上风电项目特许权招标最低中标价为 0.61

元 / 千瓦时，使这些项目内部收益率过低，成为项目无法如期开工的重要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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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德国、丹麦、英国、意大利的上网电价基本都处于 1.14 元 / 千瓦时到 1.6 元 / 千瓦时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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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各国的水平。

第二是各政府部门协调机制还未建立。海上风电开发涉及政府多部门，彼此间协调困难，同时因为没有全

国统一的海上风电规划，造成海上风电场工程审批手续复杂、时间长，为项目带来难以预期的成本。

第三是产业链仍不够完善。虽然一些企业已经具备了大型风电设备制造、海上风电工程施工、海底电缆制

造和敷设的能力，但对于相关技术和经验的积累尚需时日，应加紧进行。以4兆瓦以上的海上风电机组制造为例，

在龙源如东潮间带试验风电场装机的及联合动力、华锐、湘电等在其他地区装机的 4 兆瓦以上风电机组，均已

测试了近一年，已经到了考虑对这些产品进行商业化示范应用的阶段。此外，目前我国还需完善相关标准、检

测和认证体系，加强技术研发能力，培养海洋工程及海上风电运维技术人才，为海上风电的发展提供支撑。

任何工作在起始阶段都很难做到万事俱备，经验需要在工作中不断摸索和总结，而且我国已基本具备了海

上风电的开发建设能力，当前最需要的是出台合理的海上风电电价政策，在保证合理效益水平的前提下加快推

进开发进程，在实践中使相关配套产业和各项能力得到逐步完善。这些工作既要做得扎实，又不能过于保守，

既需要严谨科学的态度，也需要开拓进取的魄力。

文／秦海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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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2014 年 3 月 12 日，国家能源局下

发了《关于做好 2014 年风电并网消纳

工作的通知》（国能新能 [2014]136 号），

以更好地促进风电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充分发挥风电节能环保和治理大气污染

的作用。

根据国家能源局公布的 2013 年度

各省（区、市）风电年平均利用小时数，

我国风电并网和消纳取得积极成效，严

重的弃风限电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全国

除河北省张家口地区外，内蒙古、吉林、

甘肃酒泉等弃风严重地区的限电比例均

有所下降，全国风电平均利用小时数同

比增长 180 小时左右，弃风电量同比下

降约 50 亿千瓦时。虽然如此，但是我

国弃风限电问题并未解决，尤其局部地

区的弃风仍然制约着我国风电产业的发

展。为此，国家能源局从六个方面要求

做好 2014 年风电并网和消纳工作。一

是充分认识风电消纳的重要性；二是着

力保障重点地区的风电消纳；三是加强

风电基地配套送出通道建设；四是大力

推动分散风能资源的开发建设；五是优

化风电并网运行和调度管理；六是做好

风电并网服务。通知特别强调，国家能

源局将按照“加强事中和事后监管” 的要

求，监测各省（区、市）风电并网运行

和市场消纳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布情况，

并以此作为风电行业宏观管理的依据。

2014年风电并网消纳工作：
加强事中和事后监管

【短评】2013 年 2 月，国家能源局也下发了关于做好 2013 年风电并

网和消纳相关工作的通知。从风电平均利用小时数和弃风率来看，

2013 年的形势比 2012 年有所好转。然而，从国家能源局再度发文

可以看出，相关部门已经将治理弃风限电当成了每年的重点事项。

从文件涉及内容来看，此次的六项措施基本上已从去年“认真分析

风电限电原因”过渡到实际的措施。譬如要求加快张家口地区与京

津唐电网和河北南网的输电通道建设，重点解决内蒙古兴安盟和呼

伦贝尔市风电并网难题，吉林则有效深挖调度潜力等。此外，除了

强调推动分散风能资源的开发建设，风电基地配套送出通道建设将

成为 2014 年的突出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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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2014 年 4 月 7 日，金风科技最新

研发的GW115/2000 超低风速直驱永磁

机组在张北成功实现并网，目前机组运

行状况稳定并已实现满发。据了解，该

机型是目前全球同功率级别风电机组中

单位千瓦扫风面积最大、超低风速区域

发电能力最强的机型，可以使年平均风

速为 5.2 米 / 秒的超低风速区域具备开

发价值。该机型基于成熟的 1.5 兆瓦及

2.5 兆瓦研发设计平台，采用国际先进

集成产品开发模式（IPD）及平台化开

发方式，通过金风科技百人研发团队完

全独立自主开发完成。机组叶轮直径为

115 米，扫风面积为 10434.4 平方米，

机组吊装单钩起吊重量不超过 50 吨，

是目前市场上 2.0 兆瓦及以上机组单钩

起吊最轻的机组，尤其在复杂地形的项

目中使用可大大地降低业主的吊装成本。

新机型针对超低风速区域（IEC S

类风区）专项设计，采用全新的载荷控

制策略以及更高防护等级的冷却系统设

计。根据设计要求，该机型在年平均风

速 5.2 米 / 秒（标准空气密度，瑞利分布，

75%折减系数）条件下，年发电利用小

时数可达到 2000 以上。值得一提的是，

该机型的全部电控配套设备包括变桨、

变流、主控系统都由金风科技自主开发

设计完成，备品备件统一配置，方便后

期机组维护保养。

金风科技：
推全新机型拓展超低风速风电市场

【短评】时隔不到一年，继 GW93/1500 低风速机组推出之后，金

风科技又推出了 GW115/2000 超低风速直驱永磁机组。值得注意

的是，GW93/1500 机型专门针对年平均风速为 6.5 米 / 秒以下的

四类低风速区域设计，而 GW115/2000 则又向前深入了一步，可

以使年平均风速为 5.2 米 / 秒的超低风速区域具备开发价值。在国

家能源局发布的“十二五”第四批风电核准计划中，华中、华东

和华南等低风速地区的核准规模已经占了 60%，金风科技在这两

年内连续推出适用于低风速地区的细分机型，也非常明显地反应

了其在低风速市场上的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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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2014年
开工海上风

电项目

预计2015年
及以后开工海

上风电项目

资讯

2014年-2015年我国海上风电拟开工项目汇总

近日，在“2014 上海国际海上风电及风电产业链大会暨展览会”上，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秘

书长唐文倩透露，我国今年有望首次为海上风电定价。如果这一消息最终落实，将为海上风电产业的长远规划和可持续

发展传递出“良好信号”。据介绍，我国今年已有 7个海上风电项目获批开工或即将开工，总装机容量约 156 万千瓦。

项目 开发商 规模

上海东海大桥二期海

上风电场（已开工）
上海东海风电 11.6 万千瓦

项目 开发商 规模

上海临港海上风电场 临港海上风电 20 万千瓦

项目 开发商 规模

广东湛江外罗海上风电场 粤电 20 万千瓦
项目 开发商 规模

海南东方海上风力发电场 国电龙源 35 万千瓦

项目 开发商 规模

江苏如东潮间带风电场

（上半年开工）
国电龙源 20 万千瓦

江苏大丰海上风电特许招

标权项目（下半年开工）
国电龙源 20 万千瓦

江苏如东海上风电场（下

半年开工）
中广核 15 万千瓦

项目 开发商 规模

江苏射阳海上风电特许招标

权项目（获批）
中电投 30 万千瓦

江苏滨海海上风电特许招标

权项目（获批）
大唐 30 万千瓦

江苏东台海上风电特许招标

权项目（获批）
鲁能集团 20 万千瓦

江苏响水海上风电场（获批）三峡新能源 20 万千瓦

江苏大丰潮间带风电场 华能新能源 30 万千瓦

项目 开发商 规模

河北唐山乐亭海上风电场 河北建投 30 万千瓦

河北唐山乐亭海上风电场 国电电力 30 万千瓦

河北唐山曹妃甸海上风电场 河北建投 20 万千瓦

项目 开发商 规模

福建福清海坛海峡海上

风电场
华电 40 万千瓦

福建六鳌海上风电场 大唐 30 万千瓦

项目 开发商 规模

福建莆田南日岛海上风电

场（已开工）
国电龙源 40 万千瓦

福建莆田平海湾海上风电

场（上半年开工）
福建中闽 30 万千瓦

项目 开发商 规模

广东珠海桂山海上风电场

（下半年开工）
南方电网 20 万千瓦

江苏

广东

上海

南海诸岛

福建

江苏

河北

海南

上海

南海诸岛

福建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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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冀北电力“三站四线”工程开工

联合动力亮相第8届上海国际风能展

南高齿成功举办风电产业发展和风电传动技术研讨会

3 月 28 日，河北尚义至张北 500 千伏输电线路工程首基基础试点

顺利进行，标志着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三站四线”工程全面开工。

张家口风电的送出通道沽源和万泉是内蒙古火电“西电东送”的通道，

风电是借道，两个通道加起来有 300 万千瓦的送出能力，且线路利用已

是满负荷甚至超负荷。张家口“三站四线”输电项目工程计划在 2014 年

年底建成投用，届时将新增风电外送能力 180 万千瓦，较大缓解通道压力。

在刚刚召开的第 8届中国（上海）国际风能展览会上，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作为全球领先的风电整体解决方案提供

商隆重亮相，向全球客户展示了强大的综合实力。

作为植根于电力行业的风电设备制造商，国电联合动力站在“风电机组使用者”的角度，专注于客户需求，致力于客户价

值和满意度的提升。2013 年，通过优化功率曲线等技术手段提高产品性能，“度电必争”，为业主大幅提高价值收益。国电联合

动力还创建了中国风电行业首个完整的风电机组制造企业设备可靠性指标评价体系。对于机组性能和质量的持续关注，使得国电

联合动力在短短七年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2013 年新增装机容量稳居全国第二、世界第八。

针对市场对于低风速机型的需求，国电联合动力此次展会上推出了超低风速王牌机型——拥有全球 1.5 兆瓦系列最长轻量

叶片的 UP1500-97 、标准Ⅲ类风场的价值缔造者 UP3000-120。两款机组以其严谨的设计认证体系、全球领先的技术手段和超

凡的商业价值，获得与会企业的关注与青睐。

近日，南高齿在北京、上海两地成功举办“风电产业发展和风电传动技术研讨会”。南高齿齿轮集团总经理勾建辉博士、南

高齿齿轮集团风电销售部总经理朱泉生携公司的精英团队在会议中向广大来宾讲述了南高齿发展壮大的历程，并介绍了两地办事

处的相关情况。此次研讨会得到了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协会名誉主任施鹏飞、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

秦海岩分别发表主题演讲。

风电作为一种发展比较成熟的新型能源产业，近年来发展非

常迅猛。世界风力发电行业风起云涌，中国更是高歌猛进，利好

政策频频出台，推动了风电产能的飞跃。南高齿凭借自身在风电

行业巨大的影响力，精心设置议题和论文。南高齿齿轮集团总经

理勾建辉博士在会议期间向广大来宾描述了南高齿未来国际化战

略，风电销售部总经理朱泉生介绍了南高齿贴近客户的全方位服

务，同时还邀请了业界权威的演讲人，就风电产业论坛多角度、

深层次触动产业发展中的问题与国内风电行家作了分析和讨论。

2013 年，河北省新增风电并网容量 68 万千瓦，累计

并网容量 775 万千瓦，同比增长近 10%，并网容量

在全国排在第二位。但是弃风限电也成为该省的风

电发展痼疾。2013 年全国弃风电量 162.31 亿千瓦时，

其中，河北弃风电量 28 亿千瓦时，弃风率 16.59%，

据估算，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 1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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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4 月 22 日，美国中美能源公司（亿万富翁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旗下公司）与谷歌签

署了总容量为 40.7 万千瓦的风电供电协议，谷歌将用这些风电为其位于艾奥瓦州康瑟尔布拉夫斯地区的数据

中心供电。这些风电来自多个风电场项目，这些项目是中美能源公司“Wind VIII 方案”的部分内容，Wind 

VIII 方案有望在 2015 年底之前为艾奥瓦州带来 105 万千瓦的新增并网风电。根据协议内容，谷歌在康瑟尔布

拉夫斯数据中心第一阶段的电力供应将使用 100%的风能。据悉，这笔交易是谷歌迄今为止第七大采购交易，

也是最大的可再生能源采购交易。

近日，据约旦能源部大臣宣布，西班牙 Elecnor 公司从 6家投标企业中胜出，将承建约旦马安 75 兆瓦风

电场项目。该项目总投资金额为 1.5 亿美元，由海合会成员国提供资金，预计于 2015 年一季度并网发电。此外，

他还透露，12 家本地及国际企业正在争夺马安 75 兆瓦太阳能发电项目，4月初，上述企业已向约当局提交标书，

预计将于近期宣布招标结果。该项目投资金额 1.5 亿美元也是由海合会提供，项目可望于 2015 年中并网发电。

约旦 96%能源需求依赖进口。2013 年，该国能源进口支出为 57.6 亿美元，同比降低 12%。约能源战略

规划提出，到 2020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将占能源结构的 10%。

2011 年，海合会成员国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和科威特承诺将在五年内向约旦提供总额为 50 亿

美元的援款，用于约旦能源及基础设施项目。

巴菲特旗下的中美能源公司将为谷歌数据中心供电

西班牙企业中标约旦75兆瓦风力发电项目

4 月 1 日消息，据德国风电发展大州石勒苏

益格 -荷尔斯泰因州的州长透露，为了安抚地方

失业问题，德国默克尔政府有可能延缓消减风电产

业补贴的政策，目前至少有 3 个其他北部德国州

区支持的石勒苏益格 -荷尔斯泰因州州长，有望

在 4 月 1 日柏林召开的会议上与默克尔会谈，并

就风电政策达成妥协。

今年 3月，由于国内能源补贴方面的重重压

力，德国政府已经草拟了一份文件，打算对可再生

能源法进行改革，并从容量增长规模和补贴机制上

对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进行一定的限制。

德国总理默克尔有可能延缓消减陆上风电补贴的政策

据悉，根据草案，从安装容量来看，德国政府拟对

2017 年之前的陆上风电新增安装规模控制在 240 至

260 万千瓦之间，而海上风电发展目标则降为 2020

年的 650 万千瓦和 2030 年的 1500 万千瓦。从补贴

和电价机制来看，陆上风电初始电价维持 2012 年版

《可再生能源法》的每千瓦时 8.66 欧分不变，在初

始电价终结后执行每千瓦时 4.95 欧分的基本电价。

海上风电上网电价则由初始电价、基本电价和 0.4%

的直接营销奖励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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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4 月 9 日，瑞典家具和家居用品零售商宜家宣布其已经购买了在美国伊利诺伊州总装机容量 98

兆瓦的 Hoopeston 风电场项目，这使其在 2020 年可再生能源生产要超过能源消费的目标又进了一步。据悉，

购买该风电场是宜家在美国的第一笔风电项目投资，也是其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宜家将拥有这个风电

场，而设在美国的开发商 Apex

清洁能源公司将管理该项目。

据 宜 家 公 司 透 露，

Hoopeston风电场项目将在2015

年初全面运营，并有望每年生产

出 3.8 亿千瓦时的电力，这相当

于宜家在美国所有店面能源总消

耗的 130%或者相当于其全球运营店面所耗能源的 10%。

宜家首席可再生能源办公室的 Steve Howard 解释，购买这个风电场有助于公司投身于可再生能源事业并

回馈社区居民。

海外

爱尔兰公用事业单位 Bord Na Móna 近日已经确认其 200 万千瓦的清洁能源中心开发计划将终止，因为

爱尔兰和英国政府在能源供应协议上没能达成一致。该公司表示，不能达成一致就意味着公司将停止该项目的

开发，原本这个项目打算在爱尔兰安装 200 万千瓦的风电项目，并将所产生的电力输送给英国。

该清洁能源中心由众多独立的风电场构成，这些风电场主要集中在公司位于爱尔兰中部地东奥法利郡和

西基尔代尔地区约 200 平方公里的泥炭沼泽地上。2013 年 1 月，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签订了一份谅解备忘录，

打算在爱尔兰海开发风电以帮助英国政府实现其 2020 年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目前看来，该合作计划估计将

暂时搁浅。

爱尔兰Bord Na Mona 公司宣称终止200万千瓦风电项目

宜家凭借其迄今最大一笔可再生能源投资进入美国市场

宜家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已经投入巨资。其目前全球的投资组合中

就包括 94 兆瓦的太阳能项目和 345 兆瓦的风电项目。实际上，宜家

在美国的店面有 90% 的能源消耗是来自太阳能。2013 年，宜家在全

球的能源需求中有 37% 是来自可再生能源，并且已经留出 20 亿美元

的资金用于 2015 年之前进一步投资风电和太阳能项目。

2014 年 4 月 2 日，据彭博社报道，绿色和平组织最近发布对互联网公司能效方面的一份报告，报告对苹果、

Facebook 以及其他几大互联网服务供应商提出表扬，赞赏他们在能源利用方式上取得了更大的进步。

2 年前，苹果公司还被环保组织打了一个最低分，但是现在他们在透明度，内部保护以及可再生能源

利用和宣传方面获得了很大的收获。绿色和平组织在报告中还提到，BOX，谷歌，Rackspace Hosting 以及

Salesforce 等科技公司也在努力地将可再生能源用到他们的数据中心上，而只有亚马逊公司则没有这样做。到

目前为止，亚马逊公司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还保持着沉默。

绿色和平组织表彰苹果公司加大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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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泰晤士报》近日报道，作为全球气候变化目标的领军者，英国承诺今后十年减排任务高于其他欧

洲国家。

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去年 9月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说，英国在解决气候问题方面不能落后于其他国家，

国家需要低价能源，同时也要在减排方面发挥作用。英国政府承诺在 2025 年前较 1990 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50%。

伦敦经济学院格兰森气候变化和环境研究机构的研究显示，英国有 22 部气候变化法律，较其他发达国家

更多，也更复杂。英国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行动超前，虽然其主要贸易伙伴，包括法国、德国、挪威、韩国、

墨西哥和中国也在共同行动，但其他一些欧洲国家还未就 2020 年减排目标达成承诺。

阿姆斯特丹环境研究机构认为，英国南部冬季的洪水每年使 6500 座房屋受涝。2050 年前因气候变化等

原因导致的洪灾损失将增加 5倍。今后 36 年间，欧洲的洪灾将更加频繁，年损失将从 40 亿英镑增加到近 200

亿英镑。

英国超前设定绿色目标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能源部在 4月 14 日公布了一项计划草案，拟向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高达 40 亿美元

的贷款援助，这将开启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新一轮融资。草案将为旨在控制和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创新项目提供

贷款担保，尤其将重点关注先进的电网技术和储能、用于常规汽车的生物燃料、以及垃圾发电和能效改善等几

个方面。2009 年，美国开始第一轮融资，旨在通过经济刺激来支持太阳能、风电和地热等项目。但是这一轮

融资结束后，联邦政府的诸多融资项目就逐渐归入平静。负责此次贷款援助的主要负责人表示，希望贷款可以

在今年 6月之前下发，并在年底或者 2015 年获得融资。

美国能源部为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40亿美元的贷款援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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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4 月 16 日，华电新疆苇湖梁电厂达坂城风电 30 万千瓦项目破土动工。该项目是全疆首个整装容量

最大的风电项目，总装机 30 万千瓦，分三区安装，安装 200 台单机容量为 1.5 兆瓦的机组，工程

总投资 21 亿元。

华电国际 4月 15 日晚间公告，公司及附属公司按照财务报告合并口径计算的 2014 年第一季度发电

量为 431.3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 3.85%；上网电量完成 403.1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 3.91%。

4 月 9 日，中电投巴里坤三塘湖风电一期 4.95 万千瓦工程最后一台机组并网发电，标志着公司

在该区首个风电项目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该项目总装机容量 4.95 万千瓦，安装 33 台 1.5 兆瓦

风电机组。

3月 26 日，国电河南公司第一个风电项目——国电济源大岭风电场工程开工，该项目总投资 5亿元，

建设规模 4.95 万千瓦。工程建成后，每年可提供清洁电力 9123 万千瓦时，节省标煤 3.2 万吨。

4月 2 日，三峡新能源在六师北塔山牧场的首个风电场项目一期、二期工程开工建设。该项目总投

资约 36 亿元，总装机容量为 40 万千瓦。其中一期与二期装机容量为 9.9 万千瓦，预计于 2014 年

12 月实现首台机组发电。

截至 2014 年 3 月底，西北电网新能源装机突破 3000 万千瓦，其中风电装机 1733 万千瓦，光伏发

电装机 1272 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占总装机比例达 21%，超过水电 (19%) 成为第二大装机电源。

2014 年第一季度，国家电网新增并网风电 426 万千瓦、光伏发电 182 万千瓦，新能源并网容量累

计近 1亿千瓦。

4月 14 日，吴忠市五里坡风力发电运行公司侯桥第一风电场 64 台新建风电机组正式并网，宁夏电

网新能源装机容量突破 500 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占全网统调发电总装机容量 22.5%。

近日，山东电网并网风电机组出力达到 403.78 万千瓦，首次突破 400 万千瓦关口。据统计，今年

第一季度，山东电网共接纳风电 23.9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6.32%。

全球风能理事会最近发布的《全球风电统计数据 2013》报告预测，2014 年全球风电新增装机量将

达到 4730 万千瓦，对比 2013 年 3546 万千瓦的增量将有显著提升。

4月 15 日消息，南非能源部长Dikobe Ben Martins 已经确定政府将额外选择一些风电项目，这些

项目是去年 11 月在第三轮可再生能源独立发电商计划中提交的。

据报道，丹麦 DONG 能源公司已同意向日本丸红商事和英国绿色投资银行出售其在英国

Westermost Rough 海上风电场的一半股份，金额为 21 亿丹麦克朗 ( 约合 24 亿元人民币 )。该建

设中的风电场将成为首个大规模商业使用新型西门子 6兆瓦直驱风电机组的风电场。

华电

华电国际

宁夏电网

中电投

国电

三峡新能源

国家电网西北电力调控

分中心

国家电网

山东省

全球风能理事会

南非

丹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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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辽市，当地人戏言：“这里一年两场风，一场刮半年。”可如今，风却成了这里的资源优势。大唐中

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双辽风电场坐落于吉林省双辽市堡石图镇，于 2005 年 10 月开工建设，2006 年末投

产发电。目前共安装 91 台风电机组，总装机容量为 9.88 万千瓦，包括 58 台歌美飒G58-850 机组和 33 台

金风科技 82-1500 机组。

双辽风电场需要维护的机组台数多，工作量很大。冬天，这里的气温有时低至零下 40 度，检修人员曾

在低温条件下连续 6个小时处理故障；夏天，他们也曾在气温高达 40 度的机舱中更换叶片螺栓，一干就是

一个多月。这批年轻人凭着不畏严寒、不避酷暑的工作作风，多次完成艰巨的工作任务，而双辽风电场检修

班也因此连续五年获得公司“先进班组”和“青年文明号”等荣誉。

图／文 大唐中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温永利  伊伟强

检修班的苦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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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届世界风能大会在中国上海召开

2014 年 4 月 7 日上午，第 13 届

世界风能大会在中国上海召开。本届

大会由世界风能协会（WWEA）、中

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

（CWEA）、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风

能设备分会（CWEEA）和国家可再

生能源中心（CNREC）联合主办。

来自科技部、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

德国联邦经济事务与能源部、国际可

再生能源署、21 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

网络、国际铜业协会、全球 100% 可

再生能源运动、中国新疆金风科技股

本刊记者／白亚茹

份有限公司、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等风能行业及其他

可再生能源行业的 500 余名代表参加

了会议。

大会开幕式由世界风能协会秘书

长 Stefan Gsänger 和中国可再生能源

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姚兴佳共同

主持。世界风能协会主席贺德馨代表

世界风能协会致欢迎辞，他在致辞中

表示 ：“发展可再生能源已成为没有国

界的全球性的共同行动。许多国家正

在制定高比例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战略

规划和具体实施途径。应该看到，风

电大规模发展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挑

战，为了保持风电的可持续发展，需

要我们创新驱动，不仅要在风电技术

上创新，还要在能源管理体制和运行

机制上创新，寻求更加适应可再生能

源特点的能源管理体系和价格体系。”

德国联邦经济事务与能源部部长

Klaus Müschen 在发言中表示，面对

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扩大可再生能

源在电力系统中的比例是每个国家为

之努力的目标。希望这次会议在展示

13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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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风电技术与产品的同时，促进合

作与交流，共同推动风电产业的进步

与发展。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创新和技术中

心研究员 Francisco Boshell 在致辞

中强调了发展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性。

陆上风电市场主要集中在中国、印度、

美国和欧洲四个国家和地区，海上风

电尤为集中。因此，这些地区中任何

一个风电市场的不确定因素都会对全

球供应链带来较大影响。他表示，国

际可再生能源署将致力于挖掘新兴市

场，促进全球风电市场多元化发展，

并帮助各国政府将吸引投资者的政策

落实到位。

21 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络

（REN21）秘书长 Christine Lins 在

发言中表示，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都

已经制定了具体的可再生能源政策框

架，而要使可再生能源的应用比例在

2030 年之前翻番，还要将政策大胆地

付诸行动，逐渐增加可再生能源在能

源结构中的比例。

科技部高新司巡视员李宝山表示，

风电在中国有广泛的发展前景和市场

空间，国家将不断采取措施，促进风

电在电力结构中的比重，使风电成为

调整能源结构，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

能源之一。

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副主任任东

明介绍了近年来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政

策制定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他表示：“回

顾过去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仍然存在

很多问题。国家在制定可再生能源发

展的政策时，也考虑到环境方面的变

化。必须要关注的是世界范围内的能

源转型，我们把新一轮能源革命的概

念也进行了概括，认为我国实现新一

轮的能源革命要以“高效、清洁、低

碳和可再生”这四个特征为目标，切

实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

本届大会确立的主题是“分布式

风电—风力发电与需求的合理匹配”，

旨在探讨风电的应用途径和与市场相

应的灵活匹配方式。在为期三天的大

会中，共安排了 20 多场主题分会，会

议议题涉及“国家政策与市场”、“能

源系统优化战略”、“可再生能源综合

利用”、“分布式发电”、“多能互补与

微电网”、“风电关键零部件”、“风电

场规划与运行”、“小风电应用”、“质

量控制与测试认证”、“能力建设与培

训教育”、“风能资源评估”、“可再生

能源综合利用”和“分布式发电”等。

大会收到各类论文近 100 篇，除在会

上宣读，出版论文集外，部分论文还

安排了墙报展示。

另外，会议期间，国际可再生能

源署还组织了“风电区域整合”和“小

风电能源建设及认证”专场分会，讨

论了筹备成立亚洲风能协会事宜 ；海

峡两岸联合组织了“两岸共同标准及

产业合作”专场分会。中国科学院学

部数理科学部组织了“关于我国未来

“风电关键零部件”专场。

2014 年世界风能协会理事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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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及对策建议”调研座谈会。

在大会期间，世界风能协会召开了理事会，并授予原世界

风能协会主席、印度风能事业开拓者 Anil Kane 博士“2014
年世界风能奖”，以表彰其在推动印度、亚洲及世界风电发展

所做出的贡献。

大会结束时还通过了 2014 年世界风能大会决议，

提出逐步废除所有的能源补贴并引入所有外部因素环境

成本内部化机制 ；继续推行补偿调节框架，例如足够和

有效鼓励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上网电价，并且开展和应用

强制上网（FIT2.0）政策，包括对可再生能源发电并入

电网的激励 ；加强与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在实施其工作计

划中的密切合作，并为其计划的进一步细化做出贡献 ；

提高社会各个阶层的政治和社会意识，特别是其中的当

地社区，使它们能够获得必要的知识和技术等。

最后，大会确定第 14 届世界风能大会将于 2015 年

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召开。

W
W

E
C“风电区域整合”和“小风电能源建设及认证”专场。

“两岸共同标准及产业合作”专场。

世界风能协会授予 Anil Kane 博士

“2014 年世界风能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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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届世界风能大会决议

世界风能协会、中国可再生能源

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中国农业机械

工业协会风能设备分会和中国国家可

再生能源中心欢迎来自全球 40 个国家

和地区的风能和所有其他可再生能源

技术领域的 500 名代表出席这次盛会。

大会内容涵盖了风能利用、相关

政策、制造、开发、运营以及经济和

社会事务等各个方面，特别聚焦分布

式风电在加速世界风电发展方面可以

发挥的作用。大会感谢各国政府、以

及政府的和非政府组织的支持，特别

是中国政府、德国联邦经济事务与能

源部，国际可再生能源署、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国际可再生能源联盟、21
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络，全球 100%
可再生能源运动，世界未来委员会的

支持，同时感谢所有为大会增光添彩

的组织和个人。

大会特别欢迎国际可再生能源署

对本次会议的坚定承诺和重要贡献。

大会认识到中国目前严重依赖化

石燃料，燃烧煤炭发电占全部发电的

很大一部分。会议赞扬中国政府为了

减少依赖这种有污染的化石资源已经

采取的重要措施 : 中国不仅在风力发

电装机容量上成为世界的引领者 , 而且

在 2013 年 , 对可再生能源发电新增投

资首次超过了对化石能源发电的新增

投资。

会议鼓励中国、所有的亚洲及其

他区域国家的政府 , 消除在本地区使用

可再生能源的障碍并制定一个综合性

的长远战略，将分布式风力发电以及

可再生能源因地制宜加以利用作为其

中的关键部分。

会议赞赏经过科学论证的陈述，

即 100% 的可再生能源供应可以在可预

见的未来在全世界实现 , 它鼓励所有可

再生能源利益相关者加入全球 100% 可

再生能源运动，这个运动组织的代表出

席了本次会议。并且鼓励为克服在实现

100% 可再生能源未来的路上所遇到的

挑战和障碍而进一步努力工作。

会议赞赏印度风能事业开拓者

Anil Kane 博士，作为风力发电在印

度、亚洲和全世界的先驱之一，被授

予 2014 年世界风能奖。

大会认为培训和教育已经成为风

力发电主流化战略的关键因素，并且

支持发起成立世界小型风能培训和测

试中心。

此外，会议支持以下目标、政策

和行动 , 其中有些内容已经列在先前

的世界风能大会决议中 :
1. 为了实现一个公平竞争环境，

逐步废除所有的能源补贴并引入所有

外部因素环境成本内部化机制 ；

2. 继续推行补偿调节框架，例

如足够和有效鼓励可再生能源发展的

上网电价 , 并且开展和应用强制上网

（FIT2.0）政策，包括对可再生能源发

电并入电网的激励 ；

3. 重点是将风电融合到现有的电

力系统中，也包括地方和社区的层面，

创建智能电网并增强分散的各种可再

生能源解决方案之间的协同作用，以

便在可预见的未来，达到一个综合的

100% 可再生能源供应的目的 ；

4．加强与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在实

施其工作计划中的密切合作，并为其

计划的进一步细化做出贡献 ；

5. 提高社会各个阶层的政治和社

会意识，特别是其中的当地社区，使

它们能够获得必要的知识和技术 ；

6. 在现有政府机构、国际组织、

教育机构、研究机构和金融机构中创

建一个更加关注社区电力和分布式能

源供应的氛围 ；

7. 通过增加可再生能源发电所占

的比例，以及更加关注选择 100% 可

再生能源分散利用的最低成本来减少

能源供应中的总成本 ；

8. 为利用可再生能源而发展和扩

大国家、地区和国际融资机制，特别

是利用作为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一部

分所提供的资金， 并保证全球绿色气

候资金优先对可再生能源和社区项目

给予支持 ；

9. 支持社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

社区使之更容易地获得技术和融资 ；

10. 鼓励所有风能利益相关者参

加 2015 年将在耶路撒冷召开的下一届

世界风能大会。

2014 年 4 月 9 日于中国上海

2014 年世界风能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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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比重

长期以来，电力行业的很多人都认为，风电和

太阳能光伏发电这两种波动性较大的可再生能源电

力在整个发电系统中只能占据很小的一部分比例，

否则将危及整个电网的安全。

然而，众所周知，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通过五

项技术，已经成功地使电网接纳了相当大比例的可

再生能源电力。这五项技术分别是 ：发挥区域或全

国互联电网在接纳不同电源上的杠杆作用 ；提高可

再生能源发电预测预报技术 ；整合可调度的可再生

能源 ；增加分布式储能设施 ；利用电力需求侧响应。

2012 年， 德 国 可

再 生 能 源 供 应 了 全 国

电力总需求的 23%。在

丹 麦， 可 再 生 能 源 电

量占比更是达到了 41% 之多，仅风电便供应了 2013

年全部电量的 33%，其中，12 月份的风电占比高达

54.8%。德国、丹麦供电系统的可靠性在欧洲国家中

是最高的，比美国电力系统的可靠性更是高出约 10

倍。德国和丹麦都与两个以上的邻国交换电力，以

此来平衡风电场和光伏电站出力的波动性。例如，

丹麦在国内电量有盈余的时候将风电向境外输送，

当国内电量不足时又从挪威电网输入水电。

位于欧洲电网边缘的西班牙在 2013 年上半年生

产的可再生能源电量占比达到了 49%，而仅与西班

牙电网实现互联的葡萄牙有 70% 的电量来自可再生

能源（不包含分别占西班牙和葡萄牙 29% 和 30% 的

水电电力）。整个 2013 年，西班牙所发电量有 32%

来自可再生能源（不包含 30% 的水电），葡萄牙这

一数值为 47%（不包含 44% 的水电）。同样，仅与英

格兰和威尔士电网互联的苏格兰是一个电力净输出

地，有 40% 的电量来自可再生能源（不包含 36% 的

水电）。

短时段内，上述可再生能源占比排名前 4 位的国

家在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上曾分别达到 70%、136%、

61% 和 100%，类似地，美国科罗拉多州的艾克赛尔

能源公司 2013 年风电占比在短时段内超过了 60%。

现 代 的 光 伏 发 电

和风力发电是已知发电

技术中最可靠的技术类

型，但是他们的出力会

随时间和气候的变化出现较大波动。幸运的是，发

电机与电力负荷并非一一对应，所有的发电机共同

服务于整个电网，电网将这些发电机联接到一起，

为所有的电力负荷供电。这样，德国电力巨头莱茵

集团与西门子合作，通过波动性可再生能源构成的

多种能源结构，“合成”了稳定的出力。

这些稳定、可靠的电源来自对多种波动性电源

的精心设计与安排，因此，对波动性电源出力必须

预测准确。尽管还有进步的空间，但现在的预测技

术已经相当先进，对光伏和风电的预测往往比对电

力需求的预测还准确。例如，在多风暴天气的冬季

个别月份，法国电网运营商所记录的全国实际风电

发电情况与其前一天预测的数值非常接近。

现 代 的 电 网 运 营

商也融合了更广泛的电

源。他们先从地理位置

和类型上多样化的风电

和光伏发电入手，然后增加其他能调度的可再生能

源，这些能源在任何需要的时候都可以启动并且运

行状态良好，譬如大型、小型水电，几种新兴的海

洋能，太阳能光热电站，地热能，以及生物质能，

沼气发电等。

文／艾默里·洛文斯

电源多样化以及互

联电网

提高可再生能源发

电预测预报能力

整合可调度的可再

生能源



2014年第04期  23  

Review | 时评 

另一个重要的灵

活电源是分布式储电

或储热（例如冰蓄冷

空调、电动汽车智能

充电、光伏系统备用电池设备 )。有了智能电网，

汽车充电可以是双向的，在特需情况下可以由汽车

反向供电。特斯拉和其他一些电动汽车商，以及太

阳能开发商都在尝试开发这样的功能。作为目前全

球最大的电池生产商，特斯拉也正在利用其全球

一流的电池和汽车逆变器，为建筑物和工厂提供有

效、可靠和经济的分布式储能系统。而 Sunverge、

SolarCity、Solar Grid Storage、Stem 以及一些新兴

企业正在着手或者已经开始提供分布式储能设备，

作为太阳能光伏发电的一种补充。

运营商也可结合

电力需求侧响应，控

制和影响电力用户的

个体用电行为。也许

你的电热水器会偶尔停止工作一刻钟，但你却永

远不会注意到这类“负荷管理”策略。利用智能控

制技术，许多建筑设备和工业生产过程可以悄无

声息地使电力需求与电网的灵活性相协调。现代

通信技术，分布式智能控制，透明化定价（特别

是能反应实时生产和配送成本时）结合节能技术，

使得电力需求侧响应成为比预想中更强大、更普

适的一种方式。

需求侧响应的新形式正不断地涌现。例如，我

的电动汽车充电器根据电网的频率每秒都在 0 到 7

千瓦功率范围内对充电率进行调整。这种“快速调

节机制”足够使我（如果电网确实如联邦能源管理

委员会所承诺的那样补偿我）每晚充电时都能获得

少量的收益。

所有这些手段为

我们提供了多样的选

择。但是如果这都不

够呢？接下来代价更

高的选择可能是大容量储能设施（地下洞穴的压缩

空气、抽水蓄能电站、氢、传统电池或液流电池）。

但上文提到的五个欧洲国家并不需要新的储能设备

或备用容量。确实，新的证据似乎印证了我一贯的

假设，即高比例或者 100% 的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

比目前大型火电厂和核电站所需的储能或备用容量

要少。例如，许多电力公司分析发现，大型风电场

只需要大约 5% 或者更少的“调峰备用”，而大型火

电厂需要的备用高出 3 倍。

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开发利用更多的可再生能

源，这项策略将得到更多检验。目前为止，实践

证明之前的分析都是正确的。2011 年，美国国家

可再生能源实验室的一项提出了到 2050 年如何在

仅增加 1.36 亿千瓦大容量储能设施的情况下（占

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容量的 10％左右）使可再生能

源电力在美国电网中占比达到 80%-90％。在《重

塑能源》一书中，美国洛基山研究所所描述的 80%

可再生能源变革情景增加的大容量储能很少，只有

6700 万千瓦（6.3%），这主要是因为其可再生能源

有一半是分布式的。

目前，需求侧资源能够占到美国电力销售市场

的五分之三。在市场交易中，越是有更多的方式去

参与竞争，就越容易弄清楚以客户为中心的分布式

供应体系以及需求侧资源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提供灵

活可靠的低成本电力服务。已经显而易见的是，关

于可再生电力供应比例的断言是站不住脚的。

目前世界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只有 6%。要

使全球的可再生能源应用水平达到前述欧洲五国或

美国的两个州的平均水平，仍任重而道远。但是，

每年全球范围内可再生能源领域私人投资都达到了

2500 亿美元，新增装机容量也超过了 8000 万千瓦，

前景都很乐观。2013 年全球清洁能源名义投资额

下跌了 11%， 但是在 2012 年，尽管名义投资额也

下降了 10% 左右，由于成本下降速度更快，所以装

机容量还是增加了 6%。

自 2008 年开始，全球每年新增发电装机有一

半来自可再生能源，太阳能电池组件增长的速度比

手机增长还要快。彭博新能源财经预测，在今后的

一两年内，太阳能发电可以在全球四分之三的市场

与电网零售电力相竞争。可再生能源电力革命的第

一步——规模化生产已经起步，接下来最有趣的就

是确保所有进行中的各项工作紧密配合。 （本文

作者为美国洛基山研究所联合创始人、首席科学家，全球

知名的能源问题专家，《重塑能源》一书的主要作者。）

增加分布式储能

设施

利用电力需求侧

响应

发挥综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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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 印度和中国都是亚洲的风电发

展大国，您如何评价近年来印度和中国两个

风电市场的表现？

Anil Kane ： 2013 年，独立发电厂市

场开始好转。大型公共部门也开始投资风

电场。然而，随着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系统

中所占比例不断增加，装备陈旧的电网系

统和基础设施建设并没有得到同步发展。

用于输送风电的基础设施也还在不断完善

之中，公共事业单位还没有找到足够的电

力输送通道。这是目前印度风电发展中面

临的一个问题。

近年来，中国风电市场发展迅速，已经

在全球风电市场中占据主导者的地位。中国

制造商在关注产品数量的同时，也开始注重

对产品质量的要求。中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

加之产品价格上的优势，未来也会有更多产

品出口到国外，面临更大的发展机会。

《风能》：您来自印度，如何评价印度风电

市场在 2013 年的表现？新的一年，印度政府

会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本国风电行业的发展？

Anil Kane：2013 年，印度风电新增装

机容量 1729MW，总装机容量超过 20GW。

成为了亚洲风电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也是

全球风电发展最具潜力的市场。2013 年，印

度的独立发电厂市场有所起色。政府也通过

实施“发电刺激计划”（GBI）鼓励风电行业

发展。但随着风电加速折旧政策的取消，使

本可投入到风电领域的可用资金数量大量减

少，严重影响到了风电装机成绩。这也使得

原来以激励为前提的政策影响逐渐减弱。印

度风能协会也正在和政府商议是否重新实施

加速折旧政策。和政府官员的商议也表明了

政府继续实施风电激励政策的意愿。如果这

个商议能够达成一致，印度风电市场也一定

会繁荣起来。

本刊记者／白亚茹

推进风电并网配套设施建设
势在必行

受访嘉宾：

Anil Kane，原世界

风能协会主席，印

度风能事业开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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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中国对“十二五”期间的海上

风电发展制定了很高的目标，您认为中国海

上风电发展目前主要面临哪些挑战？对于中

国海上风电发展，您有何建议？

Anil Kane：中国和印度面临的挑战十分

相似，输电线路的安装和基础设施建设是最

大的发展瓶颈。中国也应该对输送电力的基

础设施建设加大关注。

中国海上风能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

值得关注的是，要加大对成本低而且坚固的

海上风电基础的设计研发，因为海上风电机

组的基础建设的成本是巨大的，离岸土壤的

坚实程度也会因地区不同而有所变化，因此

对于海上风电基础来说没有一个通用的设计，

基础的设计必须与当地的条件相符合。中国

在这方面做得很不错，但未来也要给予更多

的关注。

《风能》：近年来，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

在亚洲、非洲乃至拉丁美洲都涌现了一批新

兴市场，对投资者来说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Anil Kane：近年来，可再生能源领域的

迅速发展促成了几个新的关注亮点。以下几

个领域值得普遍关注。

（1）成本低、可靠、大规模的储能系统

的开发将在研发中引起极大的关注。这一领

域正在进行多项的研究，并且已经取得了一

些突破。全世界都在关注着新研发技术的经

济效益。

（2）低风速区域占据了陆地面积的 80%，

为了更好地利用低风速地区，风电机组的创

新设计，尤其是在经济上可行的设计是一大

挑战。所有风电机组的制造商都有着创新性

的想法。 “需要是创造的源泉”，我相信未来

适合低风速地区的风电机组设计一定会取得

新的突破。

（3）目前，小型风电机组，尤其是安装

在屋顶的小型风电机组成本很高。以目前的价

格，在屋顶上利用小型风电机组发电并不具有

经济性。究其原因，小型风电机组还没有大规

模生产，因此他们的价格相对较高。在小型风

电机组的成本方面，还有一个巨大的削减范围，

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大规模生产。这是一个时间

的问题。城市中大量的高层建筑，都能通过屋

顶上的小型风电机组发电来满足自己的电力需

求。中国在小型风电机组领域的研发很突出，

也能生产出很好的产品。

《风能》：第 13 届世界风能大会期间，世

界风能协会授予您“2014 年世界风能奖”，您

如何看待自己在推动印度、亚洲及全球风电发

展所做出的贡献？

Anil Kane：在很久之前，我就认识到发

展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性。在所有类型的可再生

能源当中，我认为风能更适合商业上的大规模

开发。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政府还没有任何

鼓励政策的情况下，我决定建立小型风电场。

那时我在古吉拉特邦政府的一个公共部

门工作，主要工作是鼓励风电企业到古吉拉特

邦投资。在克服了很多困难后，一个 1.5MW
的风电场项目完成了构思，并且找到了行业合

作伙伴，他们以最低税率与古吉拉特电力董事

会签署了电力购买协议。当时在没有任何风能

资源评估的情况下确定了风电场的场址，并且

从国外引进了 14 台 110kW 的小型风电机组。

建成后的风电场吸引了众多人前来观看。此

后，政府用了十年时间制定激励政策来促进风

电发展。

我将这个奖项看作我的终身成就奖，能够

得到世界风能协会的认可我也感到非常高兴。

在未来的风电事业中我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

并且会一如既往地支持风电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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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薛辰

远景能源一款 4 兆瓦海上智能风电机组近期屡

获订单，这可能预示着智能机组将成为未来海

上风电机组选型的一种趋势。

Smart Offshore
Wind

Turbine

海上智能风电机组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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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景能源的 4 兆瓦海上智能风电

机组近期屡获订单 , 其中包括江苏如

东潮间带 130 兆瓦风电项目。一位正

在和远景能源洽谈购买意向的“业主”

这样告诉记者 ：“江苏潮间带海上风电

场是我国海上风电装机量最大的区域，

其海上机组选型对开发商有参考价值。

另外，远景海上机组过去几年在如东

潮间带试验风电场的优异表现也引人

关注，尤其这款 4 兆瓦海上机型的智

能控制技术更让人感兴趣，这显示了

海上机组技术的发展趋势。” 
这款名为“远景 EN － 136/4.0”

的样机，是 2013 年 7 月 30 日在如

东潮间带试验风电场并网发电的，到

2014 年 3 月 30 日已运行了 8 个月时

间。按照江苏龙源海上风电公司相关

负责人的说法，这款机型“运行情况

良好，各项指标令人满意。考察一款

机型，除了看它的运行状况，还要了

解它的概念设计，否则你就不好判断

它是不是让人眼前一亮的机型”。

看看远景 4 兆瓦机型的设计特点，

也许你就有自己的判断。这款机型的

开发负责人 Lars 告诉记者 ：“这是一

款源自‘远景海上智能风机平台’的

产品，‘高可靠性、智能化控制、系统

成本最优’是它的设计基点。”

Lars 是远景丹麦全球创新中心总

工程师。在加入远景能源之前，他曾

是 Vestas 的研发总监，先后主持开发

了 V80、V90 等机型，有丰富的风电

机组开发知识和实践经验。这位“技

术官”在和记者谈起远景 4 兆瓦海上

机型的研发时，兴奋地表示“这款机

型是远景欧洲、北美和中国研发团队

全球联合开发的成果”。

这个全球联合研发团队的成员

来 头 都 不 小。 除 了 Lars 外， 还 有

Anders、Peter、Mier、刘博士、孙

博士等人。Anders 之前是全球最大的

海上风电开发商 DONG 能源的全球技

术总监，目前管理着 50 多人的远景丹

麦全球创新中心。Peter 之前是全球第

一大叶片制造商 LM 公司的研发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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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了 LM 1/3 的专利，目前在远景担任叶片

研发总监。Mier 之前是全球海上风电机组巨

头 REpower 公司主管技术质量的高级副总裁，

也曾负责过 REpower 的海上风电机组业务，

在海上机型设计风险控制方面具有丰富的知识

和实践经验。而刘博士和孙博士则是远景中方

研发团队的领军代表。刘博士之前是美国福特

汽车全球动力传动及整车技术首席总监，孙博

士之前是美国波音公司翼型设计和叶片气动设

计专家。“远景希望将汽车行业一百多年积累

的智能控制技术以及飞机行业翼型设计经验运

用到风电行业。” Lars 这样告诉记者。

Lars 透露，在联合开发过程中，“远景欧、

美、中联合研发团队有过多次激烈的讨论和碰

撞，使得这款 4 兆瓦海上机型具备了良好的产

品基因。” 他举例说，在确定电气传动链拓扑结

构的过程中，全球联合研发团队围绕直驱、双

馈和全功率鼠笼等方案展开了“相当激烈的交

锋”，最终在可靠性和成熟度这两个关键点上达

成一致，选择了“全功率电气传动链”方案，

让这款机型有了较高的可靠性和经济性，而这

也符合远景持续降低海上度电成本的技术理念。

高可靠性指标有多高

海上机组要比陆上机组有更高的可靠性，

这就不难理解“风险控制”为什么成为远景 4
兆瓦海上机型设计过程中的“重中之重”。在

这方面，远景丹麦专家团队发挥了重要作用，

Mier 就是这个团队中的关键角色。

在谈及远景 4 兆瓦海上机型的可靠性设计

时，Mier 告诉记者 ：“远景 4 兆瓦海上机型的

可靠性是通过设计的可靠性来实现的，也就是

说由正向设计定义一个高可靠性指标，再由反

向设计解决已有失效模式和潜在失效模式的问

题，从而选择在海上机组运行中已被反复证明

过的高可靠性部件。”

先来看这款机型的“高可靠性”指标 ：

99.6% 的可利用率和 8760 小时机组检修时间

间隔，是远景设计 EN － 136/4.0 的可靠性指

远景希望将汽车

行业一百多年积

累的智能控制技

术以及飞机行业

翼型设计经验运

用到风电行业。

标。也就是说，对不可恢复的机组故障，一年

只有 1 次故障检修的机会，而在欧洲最优异的

已投运的海上风电机组，这个数据要在 5 次左

右。“可靠性、可利用率、安全性的正向和反

向设计的实施，伴随了这款机型研发的全过程，

并将指标分配到零部件级，做到在基因层面保

障机型的设计可靠性。” Mier 说道。

远景全球专家团队设计一款大功率海上机

型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解决已有成熟技术在

全球海上风电的历史失效问题。“失效模式”是

最好的老师，这也是远景 4 兆瓦海上机型设计

团队的态度。Lars 称：“远景 4 兆瓦海上机型

设计可靠性是从研究和解决海上机型的系统功

能失效模式以及子系统、部件级的失效模式开

始的，大约用了一年时间，遍访全球失效模式

上千例，其中主要失效模式上百例，如此执着

的目的就是避免已有失效模式不会在远景 4 兆

瓦海上机型上出现，当然也包括潜在失效模式。”

Lars 并不愿意透露远景设计团队所研究

和解决的具体失效案例，他强调这是对历史失

效模式的尊重。其实，对远景设计团队来说，

不仅可以从供应商那儿得到有价值的失效信

息，而且远景丹麦创新中心有顶级的海上风电

专家，每个专家都掌握相当数量的海上风电失

效案例，这可以更有效地让设计团队研究、分

析以及遍访全球更多的典型失效模式，这对 4
兆瓦海上机型设计来说是一笔财富。

“不仅如此，这款机型的设计团队还带着

失效案例和应对措施，与全球主流海上风电部

件供应商进行实质性对接，让已有和潜在失效

模式得以闭环控制。” 远景丹麦创新中心总经理

Anders 这样告诉记者。

一位来自部件供应商的工程师从侧面证

实了这一点。这位工程师向记者透露，远景能

源通过全球范围的供应商设计评审以及对相关

海上机组的运行业绩调查，发现了更多的失效

案例。“任何一个部件的失效都会带来百万级

的损失，这让远景对部件供应商的选择格外谨

慎。”这位工程师强调说。

其实，远景能源在解决部件失效问题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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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无论是通过横向证明来降低零部件的故

障率，还是通过纵向建模来预计子系统的可靠

性，以及后来的闭环测试验证和完善或修改设

计，始终都是和部件供应商一起运作的。换句

话说，远景能源是通过借鉴全球海上机组失效

经验，以及整合全球供应商智慧来做一款高可

靠性的海上机型。

在 Anders 看来，“通过深度介入供应商研

发和生产过程，可以降低供应链质量的不确定

性，尤其在供应商端实施产品质量先期策划，通

过对供应商研发、制造过程的监控，能够减少

外购零部件质量风险，保障可靠性指标的实现。”

智能化控制有多智能

在业界，远景能源是最早提出“智能风机”

概念的公司，具体到 4 兆瓦海上机型，刘博士

将其定义为“能够主动感知、思考、判断和决策”

的海上风电机组。

刘博士解释说，这款机型的智能化，就是

让机组使用数据洞察两个问题，一个是风正在

做什么，另一个是下一步风还要做什么，以使

机组准确地感知自身的状态和外部环境条件，

通过优化调整控制策略和运行方式，始终运行

在最佳工况点。“这也是为什么远景在这款机

型上采用先进的测量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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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智

能控制等多项技术的原因。” 刘博士告诉记者。

刘博士举例 ：136 米直径的风轮扫风面积

有两个足球场大，不同区域风的状态不同，叶

片旋转到各个角度所受到的载荷也不同，恶劣

的风况可能会危害到机组的寿命。那么，远景

能源的智能控制技术与先进的激光雷达测风技

术相辅相成，让传统的基于“点风”的控制升

级为基于“面风”的智能控制，这不仅能在空

间上识别多变的风，还能预测风在未来时间上

的变化趋势，加快机组的响应速度。可以说，

智能化让这款机型不再传统，对于桨距角和偏

航角的积累误差，机组能够自动补偿和寻优，

还可以不受瞬时风速波动的影响，使电能的转

化贴合风能的实际变化，即便遭遇高风速的载

荷波动冲击也可以自行将其卸载，而且做到高

风速持续运行发电。

值得一提的是，智能化也使这款机型有了

多项技术亮点。比如故障情况下依然能持续运

行是这款机型的一大特点，任一功率模块失效

并不会导致停机。还有，这款机型安装在风场

后，将配备远景能源开发的故障辨识软件，使

用软件容错技术、软件传感器技术，以便更准

确地收集和利用数据。

不能忽略的是，远景能源将机组智能化控

制与云计算相结合，让智能机群升级为智能风

场，通过与相邻机组的信息共享，每台机组不

仅可以感知自己的工作状态，也能依此判断出

与相邻机组的相互影响，从而通过智能协调实

现以全场发电量最优为诉求的全局优化目标。

回看智能控制技术的研发历程，刘博士向

记者透露，远景能源对智能控制技术的研发是

从 2010 年安装在如东潮间带试验风电场的 1.5
兆瓦机组开始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远景 1.5
兆瓦海上机型在 8 个厂家、9 种机型中，会有

发电小时数连续 3 年位居第一的出色表现。从

等效满发小时数看，2013 年远景机型比第二

名机型高出 12%，比末名机型高出 30%。从机

型可利用率看，在 3 年中，受大部件更换或其

他故障影响，有 8 款机型可利用率年度排名发

生过前后名次的变化，而远景机型可利用率在

过去的 3 年时间年年位居第一，并且一直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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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守。“只是那时远景对智能控制技术的深度

研发和使用还处在秘密阶段，即便后来智能控

制技术又在安装于丹麦的一款 3.6 兆瓦海上机

型上得到进一步的验证，远景也还是没有公开

对外发布智能风电机组的概念。而实际情况是，

3.6 兆瓦海上机型的智能控制技术直接移植到

了这款 4 兆瓦海上机型。”刘博士告诉记者。

最优系统成本有多优

“从机组发电性能、塔筒重量和基础用钢以

及物流吊装这三点看，远景 4 兆瓦海上机型做

到了系统成本最优。” Lars 强调说，“系统成本

最优的背后是技术支撑，比如降载技术的使用

使这款机型的塔筒重量比普通机型轻了 25%。”

发掘并提升发电性能是这款机型的一个重

要特性，其背后的逻辑在于，136 米超大风轮

是针对我国潮间带低于 8 米 / 秒风速而进行的

定制化设计，也是迄今全球所有出产的海上风

电机组中，单位千瓦扫风面积最大的一款机型。

“更关键的是，这款机型的智能化控制使其比

普通同类机型多发 10%以上的电量。” Lars说。

与降低度电低成本相关的事情总会令人惊

喜。远景 4 兆瓦海上机型也的确向客户展示了

这样的价值链体系。在如东潮间带试验风电场，

一位来自开发商的现场工程师向记者证实了这

一点。“从比对情况看，整机重量、物流运输、

海上吊装，远景 4 兆瓦海上机型确实带来了些

让人兴奋和赞赏的东西。”这位工程师透露，“远

景 4 兆瓦机型在塔筒重量和基础钢结构方面的

经济性胜过其他海上机型。此外，物流和海上

作业也比较经济，不使用吊车，就可以把设备

从工厂运到码头，即便在海上安装，仅使用 1
台吊车，通过特殊工装设计就可以完成 1 台机

组的安装。对于未来的维护，这款机组也有亮

点，比如运维智能诊断、大部件自提升更换，

都会直接降低海上风电场的运维成本。”

其实，在这款机型设计之初，远景能源就

引入了欧洲最先进的物流、吊装模式，曾经为

全球海上巨头设计过物流方案的欧洲公司，完

成了对远景能源物流方案的设计，以及高效工

装夹具的设计，保证先进的物流方案在设计之

初就被植入产品。以机组为核心的海上风电产

业成本价值链已然清晰，这也是开发商最为乐

见的。“远景的灵活性还在于，可以针对业主

的海工船来设计吊装方案。” Lars 补充说，“适

应客户的海工船这是必须做到的。在这方面，

远景做了大量的调研铺垫。”

显然，远景能源的 4 兆瓦海上智能机型

的客户价值具有不小的诱惑力，但对开发商来

说，海上风电开发需要谨慎和智慧。谨慎在于

选好海上机组，而智慧恰恰体现在对海上机组

技术的认识及判断上，在海上安装机组不能把

麻烦预埋到海水里。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

些客户特别在意远景 4 兆瓦海上智能机组的零

部件供应链，这也是远景能源为什么出产单机

容量 4 兆瓦而不是更大单机功率海上机组的理

由，用远景战略总监孙捷的话来解释就是，“出

产单机容量 4 兆瓦的海上机组是出于这个容量

级别的全球应供应链已经成熟的考量，而非设

计技术上的局限。全球成熟的供应链保障了机

组的质量和设计指标的实现。”

看看这款机型的供应链就能感觉到远景能

源的精品设计意识，LM叶片、Winergy齿轮箱、

罗特艾德的回转轴承、ABB 发电机、MOOG
变桨系统、KK 主控系统，这些都是海上风电

经验最为丰富的供应商，大量运行业绩证明了

其 4 兆瓦零部件的可靠性，而且经过了严格的

验证测试，这些零部件品牌会对客户购买机组

的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力。不能忽略的是，这些

进口零部件着实抬高了这款机组的价格，但在

Lars 看来这不是问题，客户买海上机组是买

海上风电 25 年的未来，他说这正如没有谁会

因为看好某个品牌的水泥而购买某个小区的房

子，但风电开发商却会因为机组的零部件供应

链而决定购买一款机组。

过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发现江苏海上将会

批量立起远景能源的4兆瓦海上智能风电机组。

那片智能机群能够让关心海上风电的人们从这

里窥见我国海上风电的未来吗？

从机组发电性能、

塔筒重量和基础

用钢以及物流吊

装这三点看，远

景 4 兆瓦海上机

型做到了系统成

本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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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高齿：市场布局要有“两个平衡”

2014 年，对风电行业来说是充满

期待的一年，这可以先从制造商身上

略窥一班。新年伊始，中国最大的风

电传动设备供应商南高齿齿轮集团（以

下简称南高齿）就为其客户带来了两

个好消息。

4 月 8 日，南高齿在上海举办了

上海办事处的开业典礼，而在此前，

北京办事处也正式成立。更为值得关

注的是，投资数千万美元的国外运维

中心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当中，目前

本刊记者／白亚茹

已初具规模 ；服务欧洲客户的运维中

心也将于近期成立。国内外服务网点

的相继布局标志着南高齿由为客户提

供“及时快速”的服务转向“贴身”

服务。

十年的时间，专业从事齿轮传动

设备的南高齿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全球

领先的风电齿轮箱供应商。近年来，

无论从每年齿轮箱生产的数量，还是

装机容量，都保持着全球前三的位置。

与此同时，为了给客户提供更好、更

高水平的服务，南高齿制定了中期发

展规划。

“我们的中期发展目标比较清晰，

就是要在 5 年到 7 年时间内实现两个

平衡，一个是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

平衡，一个是风电齿轮箱市场和工业

齿轮箱市场的平衡。这是作为一个可

持续发展企业的前提保证。”南高齿齿

轮集团董事总经理勾建辉博士谈到。

从客户角度来看，南高齿的业务

合作范围覆盖了绝大多数的国内主机

厂商，同时南高齿风电齿轮箱业务有

30% 在国外。如何实现这两个市场的

平衡发展，在勾博士看来，一是技术

驱动，二是保持中国市场特有的成本

优势和快速反应，三是覆盖全球市场

的服务网络。他尤其强调的是，成本

优势并不是买便宜货，而是通过精益

化生产和管理获得的。

“我们在未来将保持高预算的研发

投入，包括基础技术和战略研发领域。

新技术的研发是一个持续积累的过程，

并将把更多的资源放在前期研发上，

放在质保体系上，放在供应商质量控

制上。”勾博士表示。

据悉，南高齿在风电行业主要有

两个大的业务板块，一是主齿轮箱，

另外一个是偏航和变桨齿轮箱。产品

范围也从最初的 600kW、750kW 产

品发展到 1.5MW － 6MW 产品，目

前 7MW 产品也在测试阶段。对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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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在国内外市场的先发优势和

客户群体，风电的后市场将是南高齿

在未来一至两年的开发重点。目前，

美国和欧洲的后市场已经相对成熟，

中国的后市场刚刚起步，未来每年后

市场的需求量将会非常可观。据此，

南高齿制定了 2014 年“全球服务网络

建设规划”，未来，中国、美国、德国、

新加坡将成为其全球服务网络的四个

基地。他们根据客户的需求会创建更

多细分的服务网络，从而提供针对质

保期内外齿轮箱的维护工作，以及这

些齿轮箱的监控和现场监测诊断能力，

同时提供包括业务拓展和项目管理的

培训。未来南高齿的国内外整机厂商、

用户和合作伙伴将在国外获得更加快

捷和专业的服务。

在市场布局中实现两个平衡是企

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作为 2020 年发

展战略的重要支柱，南高齿也在积极

扩大传统工业齿轮箱、轨道交通齿轮

箱、橡塑机械齿轮箱等其他领域的市

场拓展。

厂商来说，南高齿可以提供全套产品

和一站式的服务。而在勾博士看来，

要想做好配套、做好产品，其中一个

最基础的因素是生产设施和试验能力。

南高齿在南京江宁区有总占地面

积 650 余亩的两个厂区专门用于生产

风电主齿轮箱，加工与检测设备均来

自世界领先制造商，在这里可以完成

从加工、热处理、磨齿、装配，一直

到检测的整个生产过程。研发生产过

程中一个最重要的设备就是主齿轮箱

的试验台和偏航变桨的试验台。南高

齿的试验台可以说是一个大的试验台

群，可试验从 1.5MW 至 7MW 的各

类主齿轮箱。试验台的功能有两个。

一是在发货之前严格测试每一台主齿

轮箱，二是所有的新品研发均在这些

试验台上开展，从新产品的理论设计

到图纸，再到样机问世。通过不断地

优化和验证，从而定型样机，最后形

成批量生产。

“试验环节是我们在开发新产品过

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每一台齿

轮箱都要经过试验台的试验才能出厂，

客户也知道产品是经过了严格的测试

程序后交货，从而可以放心使用。”勾

博士说道。

而面对国外市场，严格的内部质

量控制只是“走出去”的第一步，国

外主机商需要的各类不同的技术、商

务和服务要求，也使南高齿经历了不

同的考验并不断成长。

“虽然有些国外客户的要求很苛

刻，但同时也会带给我们更多启发和

提高。通过与欧、亚、美洲不同用户

的长期合作和历练，南高齿在国际风

电市场已成为顶级品牌之一。”勾博士

谈到。据悉，南高齿的风电传动产品

目前已获得了多项认证，将迈入国外

市场的“通行证”尽收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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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开发商1.5MW机组装机趋势
统计分析

1 历年1.5MW风电机组市场
整体情况

自 2004 年我国安装了 16.5MW
的 1.5MW 风 电 机 组 开 始，2004
年 至 2010 年 的 1.5MW 机 型 新

增 装 机 量 增 速 一 直 处 于 上 升 趋

势， 分 别 为 16.5MW、103.5MW、

300MW、1309.5MW、3619.5MW、

10188MW、14685MW。 其 中 2004
年至 2009 年均保持在每年翻三番左右

的新增装机增速。由于整体市场影响，

此后 2011 年至 2013 年的 1.5MW 风

电整机新增装机容量有所下降，分

别为 13063.5MW、8254.5MW 和

8199MW，其中 2012 年下降最明显，

2013 年降幅趋稳，新增装机量接近

2012 年。

自 2004 年到 2013 年的 10 年间，

我国 1.5MW 风电机组的累计装机量分

别达到 16.5MW、120MW、420MW、

1730MW、5349MW、15537MW、

30222MW、43286MW、51540MW、

59739MW，其中在 2004 年至 2009
年间，累计装机量均实现了翻番以上

增长。之后的 2010 年至 2013 年期间，

累计装机量增长幅度分别为 94.5%、

43.2%、19%、13.7%，累计装机增幅

不断下降。这主要是由两方面原因造

成的，首先是由于 1.5MW 机组的装

机量在经过了多年累计后，基数较大。

其次是 1.5MW 机组的新增装机容量

不断减少，相对于基数庞大的累计容

量，新增装机容量所占的比例会逐渐

变小。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我国 1.5MW
风电机组新增装机容量与全部机型的

新增装机容量相比，在 2007 年以前

不到 50%，其中最低点是 2004 年的

8.4%。至 2007 年以后，占比增长迅猛，

至 2010 年达到 77.6% 的占比最高点，

并于 2010 年以后开始回落，至 2013
年为 51%。从图 2 中可以明显看出，

2012 年至 2013 年 1.5MW 型机组的

新增装机容量变化不大，但全部机型

本刊记者／赵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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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历年1.5MW机组新增与累计装机容量（单位：MW）

图2	历年1.5MW机组新增容量在全部机组新增容量中的占比趋势（单位：MW）

图3	历年1.5MW机组累计容量在全部机组累计容量中的占比趋势（单位：MW）

的新增装机容量提升明显，这与我国

风电新增单机功率不断提高，以及其

他机型新增装机量增长较快有关。这

是造成 2010 年以后 1.5MW 新增装机

占比逐渐降低的主要原因。

虽然我国 1.5MW 机组在 2011 年

以后的新增装机容量占比下降明显，但

由于其累计装机容量基数较大，因此从

图 3 可以看出在累计装机方面，1.5MW
在 2011 年以后的曲线稍显平缓，累计

装机容量占比降低的不是很明显。在

2004 年至 2013 年间，1.5MW 机型在

全部机型累计装机容量占比最高时是

2011 年的 69.4%，最低时是 2004 年

的 2.2%，到 2013 年其占比为 65.4%。

2 各开发商1.5MW机组装机
情况

据统计，2013 年新增 1.5MW 机

组装机超过 500MW 的开发商有 7 家，

超过 100MW 的有 14 家。其中龙源、

华能和中电投进入 1.5MW 机组 2013
年新增装机前三甲，国华和大唐离新

增装机 500MW 的开发商行列分别只

差 2MW 和 5MW。

在 2013 年 1.5MW 机组新增装机

容量前 10 的开发商中，除天润和华润

是在 2009 年外，剩下 8 家开发商都

是在 2008 年或以前便安装了 1.5MW
型机组。2013 年 1.5MW 机组新增装

机容量第 11 名至 14 名的 4 家开发商

的 1.5MW 机组 2009 年后的新增装机

量较为稳定，排在第 15 名的中电集团

在近 4 年的发展中，只有 2012 年没

有 1.5MW 机组的装机。第 16 名的大

庆大丰集团是近 3 年开始装有 1.5MW
机组，鲁能虽然在 2013 年新增排名

中排在第 17 名，但其在近 5 年都有

1.5MW 机型的装机，累计装机量不

俗。华源电力和东方民生在近 2 年有

1.5MW 机型的装机，而第 20 名的

成瑞风能只在近 6 年中的 2013 年有

1.5MW 机型的装机。

图 4 中新增装机前 10 的开发商

1.5MW 机组最高新增装机量主要集

中在 2009 年至 2011 年间，该趋势

在 2011 年以后开始明显下降。龙源

在 2007 年到 2009 年之间的 1.5MW
机组新增装机量上升极快，2009 年到

2010 年上升平缓，2010 年以后的新

增装机量下降速度与前 4 家中的 3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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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商相比较为平稳。华能的 1.5MW
机组装机从 2007 年至 2009 年的增长

速度始终保持数倍的翻番增长，2009
年至 2010 年的增长也达到了 70% 以

上，到 2010 年顶点达到 2467.5MW
后开始下降明显，2012 年到 2013 年

有小幅增长。大唐在 2011 年以前的

1.5MW 机组新增速度则较为平缓，但

其保持了更长的时间，只是在 2012 年

的增速下降较多，至 2013 年增速下降

有所缓解。

另外，国电、华电、中电投的新

增装机量分别于 2009 年、2010 年、

2011 年达到顶峰，曲线较陡，1.5MW
机型的历年新增容量差距较大。国华、

中广核、天润、京能等开发商企业的

历年新增装机量无法与前 5 名相比，

但曲线较为平缓，因此他们的排名也

较为靠前。

将图 4 和图 5 的对比可以发现，

历年 1.5MW 机型累计装机前 10 开发

商该机型新增装机趋势，略比第 11 名

至 20 名开发商该机型新增装机趋势更

平稳些。处于第 11 名的华润，1.5MW

表1 2008年至2013年1.5MW机组新增装机容量前20开发商该机型新增装机（单位：MW）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龙源 537 1824 2119.5 1422 1167 730.5

华能 685.5 1443 2467.5 1570.5 643.5 711

中电投 232.5 463.5 955.5 673.5 390 622.5

中广核 334.5 391.5 520.5 279 438 613.5

天润 0 75 618 196.5 228 609

华电 88.5 1026 553.5 828 615 534

国电 165 439.5 966 1902 897 528

国华 348 429 675 754.5 534 498

大唐 538.5 1147.5 1522.5 1669.5 568.5 495

华润 0 102 316.5 412.5 331.5 310.5

三峡 84 76.5 477 265.5 219 189

国投 43.5 151.5 210 0 49.5 148.5

中水顾问 0 99 250.5 172.5 51 144

中节能 40.5 307.5 82.5 90 60 138

中电集团 0 0 49.5 97.5 0 99

大庆大丰集团 0 0 0 49.5 49.5 99

鲁能 0 45 106.5 49.5 18 88.5

华源电力 0 0 0 0 99 88.5

东方民生 0 0 0 0 49.5 78

成瑞风能 0 0 0 0 0 64.5

图4	历年1.5MW机型累计装机前10开发商该机型新增装机趋势（单位：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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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组的新增装机量虽然在 2012 年并

没有第 12 名的三峡和第 13 名的新天

绿色能源高，但该企业从 2010 年到

2013 年均保持了较高的 1.5MW 机型

新增装机量。此外，在第 11 名至 20
名的开发商中，中水顾问、中国风电、

国投、北方龙源等公司在 2008 年以后

的 1.5MW 新增装机量增长幅度较为

平稳，而其他处于此区间的开发商则

分别在某些年份具有明显的装机高峰。

在 1.5MW 机型累计装机方面，

龙源与华能在历年一直处于交替上升

的趋势，始终保持着前两名的位置，

2012 年之后，龙源成为并保持了第一。

大唐在 2008 年之后始终保持着第三，

国电的 1.5MW 累计装机则在 2010 到

2011 年取得了快速增长，从而将第四

名的优势保持到了 2013 年。由图 6
的右下角可以看出，在天润的 1.5MW
机组累计装机曲线以下的空白区域，

是历年 1.5MW 机型累计装机第 11 名

至第 20 名，以及第 20 名以外的开发

商该机型累计装机趋势区域，也就是

图 7 所示曲线图的区域。可以看到，

1.5MW 机型累计装机第 11 名至第 20
名开发商的累计装机趋势比前 10 名的

趋势曲线更陡，主要体现在 2009 年以

后的累计装机量上升迅速。其中，华

润从 2009 年至 2013 年的累计装机量

趋势可谓直线上升，这表明首先该公

司在 2009 年以前的 1.5MW 机型累计

装机量基数不大，其次是该公司在之

后的该机型装机发展迅速。

3 开发商1.5MW机组装机份额

从参与 1.5MW 机型安装的开发

商数量，也可一窥我国风电发展大势。

我国 1.5MW机型的装机始于 2004年，

当年有 2 家开发商安装了 1.5MW 机

型，随后的 9 年中，新增安装 1.5MW
机型的开发商分别有 4 家、7 家、20
家、32 家、56 家、58 家、75 家、65
家和 64 家。在 2009 年之前，参与

1.5MW 机型安装的开发商企业增长速

图5	历年1.5MW机型累计装机第11名至20名开发商该机型新增装机趋势（单位：MW）

图6	历年1.5MW机型累计装机前10名开发商该机型累计装机趋势

图7	历年1.5MW机型累计装机第11名至20名开发商该机型累计装机趋势（单位：MW）

度很快，此后增速降低，到 2011 年达

到了 10 年来 75 家的最高峰，此后有

新增 1.5MW 机型装机的开发商企业

逐渐减少，到 2013 年基本企稳。根据

统计显示，我国曾有过 1.5MW 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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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历年有1.5MW机组新增装机的开发商数量变化趋势

图9	2013年1.5MW机型新增装机量前10开发商装机占比

图10	2013年1.5MW机型累计装机量前10开发商装机占比

更正说明

因统计时间截至 2012 年年底，本刊 2014 年第 3期调研栏目《1.5MW、2MW风电机组风轮直径发展趋势》一文中表

2内容略有遗漏，对因此给读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以下按照截止到 2013 年年底的统计数据对该表进行更正：

安装历史的开发商企业共计 123 家。

2013 年新增 1.5MW 机型装机量前 10 名的开发商，占到当

年有 1.5MW 新增装机的全部 64 家开发商该机型总新增装机容量

的 69.64%。而在 1.5MW 机型累计装机方面，排名前 10 的开发

商占曾经有 1.5MW 机组累计装机共 123 家开发商的总新增装机

容量的 72.8%。从图 9 和图 10 的对比中可以看出，排名靠前的

几家开发商 2013 年新增 1.5MW 机型装机份额相对于当年累计该

机型装机份额有所减少，而第 10 名以外的开发商新增 1.5MW 机

组装机份额与累计 1.5MW 机组装机份额相比有所增长。这可以

进一步说明一个总体趋势，2013 年各开发商 1.5MW 机型新增装

机量的差距有所减小。 （本文部分数据来源于《中国风电产业

地图 2008-2013》）

表2 部分风轮直径100米以上的2MW机组产品（单位：m）

公司 风轮直径 公司 风轮直径 公司 风轮直径 公司 风轮直径

湘电风能

105
许继风电

100
上海电气

105 久和能源 100

102 110 111 Gamesa 114

112

明阳风电

100 南车风电 110
Vestas

100

100 104

三一重能

100 110

海装风电
102 110 103.3 运达风电 110

111 东汽风电 108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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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美国风电发展简析

2013 年 1 月 1 日，美国国会经投票决定

延长风能生产税抵免法案 (PTC) 和投资税抵免

法案（ITC）有效期 1 年。作为美国风电产业

享有的唯一政策支持，PTC 的存废决定着行业

的兴衰。值得注意的是，2013 年的 PTC 出现

了一个重要的政策调整，即允许开发商在项目

建设启动时申请补贴，而原来政策规定，只有

在风电机组安装完成并发电后才能申报。这意

味着政策制定者已将风电的间歇特性和两年左

右的建设周期纳入考量，相当于强化了风电刺

激政策。

据美国风能协会（AWEA）统计，2012
年第四季度，美国的风电装机容量呈爆发式增

长。到 2013 年，美国第一季度风电装机量为

1.6 兆瓦，第二季度为 0，第三季度为 69.3 兆

瓦，主要是位于阿拉斯加州、加利福尼亚州和

科罗拉多州的一些项目实现了完工。2013 年第

四季度，美国实现装机的项目容量为 1012.4 兆

瓦，主要分布在堪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密

歇根州，得克萨斯州，纽约州，内布拉斯加州，

本刊记者／苏晓

艾奥瓦州，科罗拉多州，马萨诸塞州以及印第

安纳州。因此，整个 2013 年，美国的风电新增

装机容量仅为 1084 兆瓦，相比创纪录的 2012
年的 13131 兆瓦而言，整整减少了 92%，当然

这种急剧下降主要归因于 PTC 和 ITC 政策延

期的推后。2013 年底美国累计装机容量达到了

61108 兆瓦，足够为 1530 万户家庭提供电力。

到 2013 年年底，美国在建风电项目比历

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仅 2013 年第四季度刚

开始建设的风电项目就超过了 10900 兆瓦，另

外有 12000 多兆瓦容量的项目正在建设中。一

旦这 90 多个项目完工，其产生的电力每年将

足够供应 350 万户家庭的生活用电。

这些目前在建的项目至少分布在美国的

20 个州，其中得克萨斯州的在建项目超过了

7000 兆瓦，比其他任何州都要多。排名第二

的是艾奥瓦州，1050 兆瓦。其他排名靠前的

州主要包括堪萨斯州（722 兆瓦），北达科他

州（632 兆瓦），密歇根州（342 兆瓦）和新墨

西哥州（317 兆瓦）。

据丹麦咨询机构 BTM 公司的统计，由于风电发展支持政策起起伏伏的特性，美国 2013 年风电新增装机容量仅

为 1084 兆瓦，累计装机容量为 61108 兆瓦。然而，也由于生产税抵免法案（PTC）和投资税抵免法案（ITC）最终

在 2013 初通过延期，美国风电发展依旧积累了一股强劲的力量。

截至 2013 年年底，美国风电在建容量超过了 12000 兆瓦，2013 年第四季度才开始动工的项目就达到了 10900

兆瓦。美国过去一年开始兴建的风电场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增长，同时接近年底时，这些风电场与电力企业的电力购

买协议也出现了创纪录的发展。



International | 国际

2014年第04期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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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在建项目中，至少有 3770 兆瓦的

风电项目通过长期购电协议或者直接所有权关

系签订了电力销售合同。考虑到得克萨斯州有

很多项目在建，这里的很大一部分在建项目都

是与州电力可靠性委员会签订的协议。其他的

风电项目装机有长期电力销售协议做担保，但

是还未开始建设。

美国的风电场建设主要集中在中部区域，

从北达科他州一直到得克萨斯州。2013 年末，

得克萨斯州的狭长地带和西部地带的竞争性可

再生能源区（CREZ）输电线路的完工，促使

了该州的风电发展。根据得克萨斯州主要电网

运营商——州电力可靠性委员会统计，有 6947
兆瓦的拟建项目已经签订了对接协议，共计有

24000 兆瓦的拟建风电项目被指定接入到州电

力可靠性委员会的电网中。由于开发商对此处

高质量的风能资源开发热情势不可挡，尽管竞

争性可再生能源区电网的升级工作刚刚完成，

电网运营商已经在开发其他传输路线，以促进

狭长地带更多的风电发展。

2013 年，美国至少有 60 个风电电力购买

协议（PPAs）已经签署或者公布，总容量接

近 8000 兆瓦。这些项目分布在美国的 18 个州。

像谷歌和微软这样的企业购电商都签订了长期

的电力购买协议，打算在其得克萨斯州的数据

中心使用风电供电。美国国内大大小小的公

共事业单位打算好好利用风电史上难得的低价

格，使其能源组合更加多样化并避免因未来能

源波动带来的风险，他们纷纷签订了大量的长

期合同。签署协议的小型电力公司，如密苏里

图1		美国
风电历年装
机容量统计
（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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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AWEA

注：WA华盛顿州		MT蒙大拿州		ND北达科他州		OR俄勒冈州		ID爱达荷州		WY怀俄明州		SD南达科他州		MN明尼苏达州			CA
加利福尼亚州		NV内华达州		UT犹他州		CO科罗拉多州		NE内布拉斯加州		IA艾奥瓦州		KS堪萨斯州		MO密苏里州		AZ亚利
桑那州		NM新墨西哥州		TX得克萨斯州		OK俄克拉荷马州		AR阿肯色州		LA路易斯安那州		WI威斯康星州		MI密歇根州		IL
伊利诺伊州		IN印第安纳州		OH俄亥俄州		KY肯塔基州		TN田纳西州		MS密西西比州		AL亚拉巴马州		GA佐治亚州		FL佛
罗里达州		SC南卡罗来纳州		NC北卡罗来纳州		VA弗吉尼亚州		WV西弗吉尼亚州		PA宾夕法尼亚州		NY纽约州		VT佛蒙特州		
ME缅因州		NH新罕布什尔州		MA马萨诸塞州		RI罗德岛州		CT康涅狄格州		NJ新泽西州		DE特拉华州		MD马里兰州		PR波多
黎各		HI夏威夷州		AK	阿拉斯加州

数据来源：AWEA

图2		美国各
州风电累计
装机容量统
计（MW）

图3		美国历
年各个季度风
电装机容量对
比（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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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67 个市政电力公司通过州际联合行动机构

来开展活动。投资者所在的公用事业单位也在

尽量利用 PTC 法案延长其带来的好处。美国

埃克西尔能源公司通过其旗下三个分公司一共

签订了 1900 兆瓦的风电购电协议。美国电力

公司子公司签署了位于印第安纳州和俄克拉荷

马州的 800 兆瓦风电项目购电协议。奥马哈公

共电力区（OPPD）在 2013 年所签订的风电

购电协议数量也位列前茅。2014 年伊始，内

布拉斯加州的公用事业单位将购买该州 600 兆

瓦风电项目所发出的电力。在 2013 年所签订

的 8000 兆瓦风电购电协议中，有 5200 兆瓦

风电项目还有待于开始建设。

2013 年，美国风电在电网中的占比首次

达到 4%，过去 5 年，风电在所有新增发电量

中的占比达到了 30%。在艾奥瓦州和南达科

他州，风电占整个发电总量的比例已经超过了

25%。在美国有 9 个州的风电所供应电力占比

为 12%，在另外 17 个州中，则超过 5%。根

据美国能源部的能源信息管理部门（EIA）最

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 年，风电所发电量

占整个美国电力的 4.13%，并成为美国第 5 大

电力来源。这些电力足够为美国 1550 万户家

庭供电，相当于美国阿肯色州，科罗拉多州、

乔治亚州、堪萨斯州、内布拉斯加州、内华达

州和俄亥俄州所有的居民生活用电。据称，美

国风电所发电量从 2008 年以来翻了三番多，

这不仅是因为新增风电项目的发展，还与风电

技术不断创新从而使机组产生更多电量有关。

此外，美国 2012 年年底和 2013 年开始

动工的项目出现蜂拥之状，这给今年美国的整

个风电产业链带来了利好。目前，在科罗拉多

州，佛罗里达州，堪萨斯州，艾奥瓦州以及南

达科他州，已经有超过 5600 兆瓦的风电机组

订单投入生产制造之中。美国风电机组制造业

产能急剧提升，2013 年第四季度，美国迎来

数据来源：AWEA

图4		美国历
年各个季度风
电在建项目容
量情况（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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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史上最大的风电机组订单潮。从整机商来看，

美国风电机组设备厂商的市场结构依旧是比较

单一，通用电气以 85% 的份额居首位，接下

来则是维斯塔斯（8%）和西门子（7%）。据统

计，由于在风电技术提升方面的投入以及稳定

的政策，美国风电成本在过去四年时间里下降

了 43%。

不过，从长期来看，美国风电产业发展在

未来几年还是充满着各种挑战，主要体现在几

个方面。

首先，从政策而言，PTC 和 ITC 政策未

来能否延期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因素。2013
年 1 月 PTC 和 ITC 政策的延期姗姗来迟，以

至于 2013 年一整年的风电装机容量大幅下滑，

2012 年年末美国整个风电产业链的失业现象

严重。但由于这一政策最终延长了一年，所以

2014 年和 2015 年风电产业会出现大幅反弹，

不过到 2016 年，如果没有政策的延续，市场

还是会出现下滑。

其次，美国可再生能源标准（RESs）在

一些州也遇到了挑战，尤其是在堪萨斯州，北

卡罗来纳州，俄亥俄州，密歇根州，新墨西哥州，

密苏里州以及蒙大拿州。同时，很多州已经达

到了短期内的可再生能源标准要求，这使可再

生能源标准变得无足轻重，除非在接下来两年

出台更加高要求的标准。

另外，在美国很多区域，由电网输送能力

匮乏所引起的弃风现象也很严重，这使风电机

组平均利用率下降了 1% 到 2%，2011 年得克

萨斯州这一数据甚至达到了 8.5%。而且，在

美国很多地区，由于天然气的低价格驱动，电

力非常便宜并且有富余，经济衰退也让整个电

力需求增长减速。 （本文部分数据来源于美

国风能协会）

数据来源：AWEA

图4		美国各
州在建风电项
目容量分布图
（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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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领域课程更强调以学

生为中心，在一定场境和时间

范围内，学生围绕某类来自职

业实践的任务集中学习和探究，

获得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队

伍需熟悉相应职业实践，根据

该职业的典型任务设计教学项

目，组织学习过程。

几家院校参照如下条件设

置了“风电场运行维护专业”

试点班，与企业协作组织教学：

（1）以“风电场运行维护”

为就业目标来编制试点班教学

方案和考评要求、规划基本设

施装备 ；明确试点班班主任和

专业教师（也是合作项目组织

培训的主要目标群体）；

（2）在组织专业课程教学

时，每班学生应不超过 30 人 ；

（3）为该班提供必要的教

改条件，按照行动导向原则评

价教学效果 ；

（4）教师愿意分享教学资

源和经验、共同探讨评价教学

和职业能力发展的指标体系。

学生利用已有基本知识，

从风电机组的整机结构和部件

功能入手，使用工艺指导手册

初步掌握某一类型（永磁、直

驱或混合动力）风电机组的装

配方法， 可以对相应部件进行

性能标准测试。

学生意识到有关人身健康

2009 年部分高职院校设置了风能与动力技术专业，以期为快速发展的风电产业提供专

业技术人员。调查发现：因为缺乏职业行动能力和综合素养，大多毕业生难以胜任类似组装、

调试、检修、维护风电机组等工作的要求。在教育部和德国国际合作机构的支持下，中国

风电项目在 2011 年启动了“风电运维专业教育平台”，与相关机构共同开发风电专业能力。

风电检修和维护以小组作业为主、工作危险性较高。从业者

需要熟知主要常见机型及附属设备的构造、功能和运行方式，并

能自觉遵守有关业务流程、安全作业和环境保护的管理规定，规

范并负责任地完成相应的技术作业并填写报告、归档。

统一开发教学计划成为建设风电运维专业能力的一项重点工

作。参照德国基于工作过程开发课程体系的经验，院校专业教师

和企业培训师在深入现场调研和多次论证后，在 2012 年底整合现行课程方案，并编制出《框

架教学计划》。

—— 中德合作项目推进风电专业能力建设的经验

以职业实践为导向组织风电
运行维护专业的教学活动

文／德国国际合作机构中国风电项目  刘邦祥，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  杜志强

开发统一的
框架教学计划

设置试点班
细化教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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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环境保护的特殊要求、熟知并严格遵守企业的安全管理

制度和生产要求，能够采用合适的措施防护自身和设备安

全，在完成任务后详细、完整和规范记录生产过程和结果。

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七个方面 ：（1）机械装配的基础知

识及常用测量、检测技术 ；（2）电动扳手、力矩扳手、棘

轮扳手、套筒、丝锥扳手等各种工器量具的使用 ；（3）吊

具、支架、行车、空气压缩机等各种工装设备的使用 ；（4）
识读风力发电机组机械装配示意图、电气接线装配图 ；（5）
风电机组机舱、叶轮和电气部分的装配工艺 ；（6）风电机

组安装工艺指导手册和技术要求、质量标准检测文件和生

产日志 ；（7）装配企业的安全管理制度和生产要求。

校企合作是有效组织行动导向学习的前提条件。湖南

电气职业技术学院得到湘电集团的大力支持，不仅校企协

作反复论证教学方案，还派遣试点班专业教师在制造车间

和风电场长期现场顶岗实习，并组织试点班学生分阶段在

企业和院校交替学习（类似德国双元制教学），确保了两个

年级试点班充分对口就业。

项目是风电产业普遍采用

的管理模式。采用项目教学，在

学生自主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的

同时，还学会协作、组织和管理

能力，更好地适应就业需要。天

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在风电专业

“试点班”中尝试采用项目形式改革了部分专业课的教学，

并与其他机构同仁分享了经验。以下借助“电机的拆装和

检测”项目来说明。

该项目教学在第五学期，历时 2 周、总计 48 学时。教

师更注重培养学生综合应用知识、独立完成任务的能力。

为组织该项目教学，教师不仅深入研究了先导和后续课程，

调研了学生已有知识和能力，还按照教学项目准备了相应

的工具与装备，并设计了整体计划和每 4 课时的活动方案

以及分阶段考核要求。在实施过程中，教师首先明确提出

了活动的总体要求和阶段划分，然后放手让小组讨论确定

各自探究的具体任务、编制行动方案和工艺流程，鼓励他

们发现问题、自我纠正和组间竞争，要求他们准时、规范

和高效完成任务并编制研究报告等。教师只通过提供必要

的方法性指导和组织阶段性评判，从总体上调控全班的学

习进度。6 个小组内部分工协作良好、使用了多媒体和网络

等工具、提交了多样化成果（包括工作计划、PPT 总结报

告等），他们经验反思也很深入，方法能力和策略也得到拓

展。有的小组在完成既定任务之外，还提出并尝试探究了

其它问题。

中德合作项目所倡导的“风电运维专业教育平台”远

不能立竿见影地解决专业能力短缺问题，但有助于我们更

清楚地认识问题，比如：校企如何具体协作组织教学过程？

怎样灵活调节管理才便于开展项目学习？教学改革所需装

备与成本哪里来等，还有待深入探讨。

中德合作风电项目“风电场运行维护专业”框架教学计划

学习领域名称 参照学时 学期 能力目标

1 能源经济与能源政策：电力生产、调配与使用 160 1
形成基本职业素养和整体性认知

2 从职业视角整体性地认识风电设备与风电场 200 1

3 风电设备电气系统的构成、功能和运行 200 1

在整体认知的基础上，学习专业知

识和运用工具的基本技能

4 风电设备机械系统的构成、功能和运行 240 2

5 风电设备液压和气压系统的构成、功能和运行 140 2

6 风电设备信息技术系统的构成、功能和运行 200 2

7 风电设备各系统的组装与性能测试（制造厂内） 200 4

密切结合第三、六学期实习 / 实践，

在参与工作和项式学习过程中初步

获得实践经验和基本职业能力

8 风电设备的安装与调试（风电场中） 200 4

9 风电设备和风电场的技术运行 200 4

10 风电设备的检查与保养 200 5

11 风电设备的故障诊断与维修 200 5

12 风电行业相关领域的业务与订单处理 200 5

总计： 2340 入职所需资格能力

借助项目教学
培养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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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12年，中国（除台湾地区外）

累计装机容量75324.2MW[1]。陆上风

电产业发展已经商业化，海上风电则

需要再走一段路程。目前，海上风电

最大的问题是项目投资成本（即所说

的每千瓦造价）高，需依赖政府的高

电价政策，否则运作困难。

首先，风力发电的年发电量取决

于风场风能资源，上网电价确定后年

收入基本明确；其次，风力发电成本

中，大部分是投资成本，投资成本关

系到项目成败。

风电项目的两项标志性指标分别

是千瓦容量投资和每千瓦时电量投资。

1 千瓦容量投资与千瓦时电
量投资的定义

（1）千瓦容量投资：指发电工程

投资费用与发电厂容量之比，单位为

￥/kW。

（2）千瓦时电量投资：指发电

工程投资费用与发电项目年发电量之

比，单位为￥/kWh。
海上风电项目的千瓦容量投资比

陆上风电项目高，但是，不能高出一

定比例。

海上风力比陆上强，风电发电量

比陆上高，千瓦时电量投资同比有所

提高。

2 国内、外海上风电发展水平

2.1 欧洲海上风电

海上风电20世记90年代最早在北

欧兴起，其经历启动、试验、示范，

到规模开发，并进入市场化发展阶

段。2001年－2012年欧洲规模化开发

的海上风电项目如表1所示。

与此同期，欧洲大型陆上风电

海上风电项目的投资成本分析
林志远

（广东省电网公司，广东 广州 510600）

摘  要 ：每千瓦容量投资和每千瓦时电量投资是海上风电投资成本与发电效益的标志性指标，文章列举中外实例和电力市

场水平，对比分析，期望项目通过控制、降低成本 , 提高效益，促使规模发展和进入商业化。

关键词 ：海上风力发电 ；每千瓦容量投资 ；每千瓦时电量投资 ；投资成本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4）04-0048-04

Offshore Wind Power Industry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Investment Cost

Lin Zhiyuan
(Guangdong Power Grid Co., Guangzhou, 510600, China)

Abstract: Per kilowa� of capacity investment and per kilowa� hour of electricity investment are indicating indexes for investment cost and 

bene�t of o�shore wind power. �is paper enumerated global and local instances, comparatively analyzed the level of electronic 

power market, and �nally suggested that the o�shore wind power development should controling, reducing cost and improving 

e�ciency to promote the scale of development and entry into commercial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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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单位千瓦投资大体在1000€/kW
左右。表1中的海上风电场单位千瓦

投资基本控制在陆上的2倍以下。英

国Robin Rigg风电场建在河口，难度

较大，原计划2008年投产，后推迟到

2010年，其经济指标也较差。

欧洲海上项目前期工作扎实，风

能资源丰富，年利用小时高，有的甚

至达到4000h，表1中的千瓦时电量投

资普遍维持在0.5€/kWh左右。

2.2 中国海上风电发展

中国海上风电起步晚，但发展势头

比较猛，主要取得的成绩如表2所示。

从表格可以看出，相比之下，中

国海上风电发展的各个指标比欧洲差，

尤其是千瓦时电量投资的差距大。[4-10]

3 电力市场

3.1 中国陆地风电特许权电价

从2003年起，中国开始陆续推动

陆上风电特许权项目招标。

3.2 全国风力发电标杆上网电价表

2009年7月20日，国家发改委颁

布相关政策，全国风力发电标杆上网

电价从2009年8月1日起实行。2009年
8月1日之前核准的风电项目，上网电

价仍按原有规定执行。[11]

3.3 首批海上风电特许权招标

2010年9月，中国举行了首批海

上风电特许权招标，一共有4个海上

风电项目推出，如表5所示。不过，由

于前期规划、选址更改和其他一些原

因，首批海上风电特许权项目迟迟未

表1  2001-2012欧洲海上风电规模化开发项目

风电场 / 国家 年份 容量（MW） 离岸（km） 水深（m） 基础型式 € /kW € /kWh  

Middelgrunde 丹麦 2001 40 2 2-5 混凝土重力 1175 0.470

Horns Rev I 丹麦 2002 160 17 6.5-13.5 单管桩 1700 0.405

Samsø 丹麦 2003 23 3.5 11-18 单管桩 1304 0.421

North Hoyle 英国 2003 60 7-8 10-15 单管桩 2017 0.560

Nysted 丹麦 2004 165 9-12 6-10 混凝土重力 1503 0.406

Scroby Sands 英国 2004 60 2.5 4-12 单管桩 2017 0.576

Kentich Flats 英国 2005 90 12 5 单管桩 1767 0.570

Burbo Bank 英国 2007 90 6 8 单管桩 2011 0.567

Lill grunden 瑞典 2007 110 10 10 混凝土重力 1791 0.597

Robin Rigg 英国 2010 180 8 10-12 单管桩 2733 0.759

Horns Rev 2 丹麦 2011 209.3 30 9-17 单管桩 2246 0.492

Thanet 英国 2011 300 11.3-11.5 20-25 单管桩 3040 0.950

Lincs 英国 2012 270 6-8 8.5-16.3 单管桩 3230 -

资料来源：The Economics of Wind Energy-EWEA March 2009[2-3]

表2  中国海上风电发展项目情况

海上风电项目 投产年份
容量

（MW） 
离岸

（km）
水深

（m）
￥/kW ￥/kWh  

绥中油田海上风电 2007 1.5 70 30 26667 9.09

上海东海大桥海上
风电场

2009 102 8-13 9.8-10.3 23186 8.84

江苏如东龙源潮间带
试验场

2009 32 4 潮间带 15625 6.25

响水近海试验项目 2009 2 3.5 4 - -

江苏如东潮间带
风电场示范工程

2011 150 3-8 潮间带 16900 6.79

珠海桂山海上风电场 - 198 5.3 6-12 21382 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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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工。[12]

3.4 居民阶梯电价

2012年6月，国家发改委颁布了

居民阶梯电价实施方案，并于当年7月
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施行。[13]

3.5 中国海上风电示范工程

上海东海大桥风电场项目是中国

首个真正意义上的海上风电项目，该

项目上网电价是0.978￥/kWh。
江苏如东（150MW）潮间带风电

场示范工程的上网电价为0.778 kWh。

4 分析探讨

从整个电力市场框架来看，海上

风电发展的成本还太高，靠上网高电价

来维持，需要解决好谁买单的问题。

当年为促使风电商业化，陆上

特许权项目招标为上网电价的确定

奠定了较好的指标基础。2003年第

一批招标，广东惠来石碑山特许权项

目，中标电价0.5013￥/kWh。其投资

成本指标分别为7007￥/kW和4.084
￥/kWh，靠优化设备选型、优化设

计、优化施工等，投产后运作证明项

目成功。

海上风电发展难于陆上，且难在

海上。诸如海上基础、运输安装和海

表5  中国首批海上风电特许权招标项目

首批海上特许权
滨海

300MW 近海
射阳

300MW 近海
大丰

200MW 潮间带
东台

200MW 潮间带

开发商 大唐新能源 中电投 龙源 鲁能

制造商机型
华锐

3MW-113m
华锐

3MW-113m
金风

2.5MW-109m
上海电气

3.6MW-122m

施工单位
中交第三航
务工程局

中铁大桥局
江苏电建三公司
南通海建公司

中交第三航
务工程局

千瓦投资
（￥/kWh）

16197 16518 13795 -

中标价
（￥/kWh）

0.7370 0.7047 0.6396 0.6235

表6  各省市地居民用电电价表（阶梯电价第一档）

省市
电价

（￥/kWh）
省市

电价
（￥/kWh）

省市
电价

（￥/kWh）

北京 0.4883 湖北 0.57 重庆 0.52

天津 0.49 江苏 0.5283 四川 0.5224

山西 0.477 浙江 0.538 云南 0.45

内蒙古 0.43 福建 0.4983 甘肃 0.51

辽宁 0.5 江西 0.6 青海 0.3771

吉林 0.525 上海 0.617 宁夏 0.4486

黑龙江 0.51 广东 0.61
河北

0.52（1kV以下）
0.47（1-10kV）山东 0.5469 广西 0.5283

河南 0.56 海南 0.6083

表3  第一至第五批陆上风电特许权项目中标电价（含税）一览表

序号 开标日期 项目
中标电价
￥/kWh

序号
开标
日期

项目
中标电价
￥/kWh

Ⅰ
2003.

09.01

江苏如东 0.4365

Ⅳ
2006.
08.16

内蒙古锡盟灰腾粱 0.4365

广东惠来石碑山 0.5013 内蒙古包头巴音 0.5013

Ⅱ
2004.

09.01

江苏如东二期 0.5190 河北张北单晶河 0.5190

内蒙古辉腾锡勒 0.4260

Ⅴ
2007.

11.30

内蒙古乌兰伊力更风 0.4680

吉林通榆团结 0.5090 内蒙古通辽北清河 0.5216

Ⅲ
2005.

08.16

江苏东台 0.5190 甘肃玉门昌马 0.5206

甘肃安西 0.4616 河北承德御道口 0.5510

山东即墨王村 0.6000

表4 全国风力发电标杆上网电价

资源区 Ⅰ资源区 Ⅱ资源区 Ⅲ资源区 Ⅳ资源区

标杆上网电价 (￥/kWh) 0.51 0.54 0.58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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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等问题都很复杂。海上风电项目的

费用客观上要比陆上项目高，但高出

多少合理、市场可接受度等问题还需

要考量。从上文对中外海上风电发展

对比来看，中国海上项目还有大的改

善空间。

就技术方案而论，国内从业者

也做了许多有益的探讨。譬如风电机

组基础，在潮间带项目中比较了混凝

土、钢构架和单管桩三种基础。至于

风电机组安装，江苏1台近海（水深

4m）试验机组，采用了“半潜驳坐

底”吊装，把陆上吊装模式搬到近海

的尝试。基于以上尝试，《中国能源

报》（2012年01月02日）刊登 “海上

风电产业从贵族变身平民”一文（副

标题：每千瓦造价控制在1.6万元之

内，随着自升式吊装船、液压锤的投

入，成本将进一步下降）。

此外，必须把海上项目作为复杂

系统工程，从规划选址、前期工作、

技术方案等方面不断挖掘降低投资成

本、提高效益的积极因素，避免情况

不明匆促落点，前期准备不足，技术

方案过于费钱等问题。

总之，中国海上风电发展尚处于

起步阶段，需要借鉴别人的经验，并

总结自己。

5 结语

“技术可行、经济不合理，找

政策支持”这种模式的计划经济路子

越来越难。要规模发展中国的海上风

力发电项目，就必须从工程全过程管

理，重视投资成本，把标志性指标降

到合理水平，这是进入市场化的必由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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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的环保和安全问题
任孝良，易小惠

（大唐桂冠山东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烟台 264000）

摘  要 ：针对作为清洁能源的风电正以环保的名义被叫停的现象，分析得出风电发展对环境利大于弊的结论，并认为要从

观念上消除有关安全、生态、视觉等方面的疑虑，继续清洁能源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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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afety Problem of Wind Power Industry
Ren Xiaoliang, Yi Xiaohui

(Datang Guiguan Shandong Electric Investment Co.,Ltd, Yantai 264000, China)

Abstract: As clean energy, wind power is halted in the name of environment protection. �e paper tells that wind power development does 

more good than harm to environment, and thinks that doubts on safety, ecology and vision should be eliminated from concept and 

continue to develop clean energy.
Keywords: wind power; safety distanc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0 引言

随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风电机组

的逐渐大型化和规模化量产，风电作

为新型清洁能源项目已经被全世界越

来越多的人认可。自从2006年1月1日
开始执行新能源法以来，我国的风电

事业发展飞速，经过短短6至7年的飞

速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风电

大国。

然而，风电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除了电网接入问题、弃风等发展瓶

颈，还遇到了诸如减税让地方政府没

有积极性、风电与其他产业新增规划

的冲突等问题；更让人难以接受的

是，部分地方政府以影响生态环保问

题对风电进行限制，不但在批复项目

过程中制造障碍，而且在风电项目已

取得环评批复的情况下，项目批复开

工后还以环保的名义被叫停，甚至风

电场运营中被迫搬迁。可以说，目前这

种状况已经非常普遍，不但造成风能资

源浪费，还给国家造成大量的人力、物

力浪费，这包括前期花费的大量人力、

几百万的前期费用；甚至开工建设、运

营后上亿元的损失等。笔者通过学习和

实践，对风电与环境保护和安全等问题

进行研究，破砖引玉，希望能杜绝以环

保名义要求风电停工等现象的发生，为

清洁能源正名。

1 风电对环境的利弊分析

1.1 风电对环境有利的方面

风电属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充分

利用可减少常规石化能源的消耗，符合

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和世界能源发展方

向。是安全、可再生、可循环使用、具

备规模化发展的高性价比能源。

风电场向大气排放的污染物为

零，实现固体、气体零排放，对保护

大气环境有积极作用，尤其对改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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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雾霾天气有积极的作用。

风电场相比燃煤电厂可节省大量

淡水资源，减少水环境污染，特别是

对淡水资源匮乏的沿海及干旱地区更

为重要。

在沿海及旅游区风电机组群组也

是一道风景线，可在一定程度上展示

经济、文化、环境相融洽的程度。

通过实物教育，可增强公众开发

清洁可再生资源、保护环境的意识。

建设风电场对发展沿海经济有重

大意义，如对同步建海产冷库、开展

海水淡化、进行电量调峰等都起到积

极作用。

2.2 风电对环境不利的因素

噪声污染：主要来源于浆叶和

轮毂转动形成的空气动力噪音；齿轮

箱、偏航齿轮和发电机组等的机械噪

音等。

电磁辐射：是指一切电气设备在

运行时都会产生电磁辐射，辐射源包括

发电机、电动机、输电线路、变电所

等。目前的风电场环评中涵盖电磁辐射

环评内容，通过逐级评审：风电场电磁

辐射完全达标，符合环保要求。

安装、检修风电机组时所形成

的油污染：风电机组在吊装、调试及

日常检修中不规范就会造成漏油、滴

油、油布乱扔等现象，对植被、土壤

形成污染。

对植被和水土流失的影响：风

电场在建设道路、机组基础、线塔

基础及线路施工时对土壤及植被造

成损坏，恢复不及时易造成水土流

失等。

风电场建设对鸟类的影响：主要

是对候鸟夜间迁徙造成的危害。(1)噪

声。当风电机组运行时，叶轮转动对

鸟类低飞起到驱赶和惊扰效应；(2)气
象天气条件。在有雾天气和云层很低

时，易发生鸟类低空飞行碰撞建筑物

和高压线事故。

光影、景观污染：阳光照在旋转

叶片上投射出来的影子来回晃动，距

离太近会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古代

人文景观或自然景观出现现代化的风

电，会造成景观的不协调。

综上所述，风电是可再生能源，

对环境最大利益就是替代传统不可再

生的化石能源，阻止化石能源给人类

带来的不可逆污染。相比之下，其不

利影响基本都是可以控制或避免的。

下面将逐步针对社会上重点关注的不

利影响进行剖析。

3 风电机组与邻近建筑物的
距离问题

3.1 与居民区的距离

目前广泛使用的《风力发电机标

准》（IEC61400）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电力行业标准《风力发电场设计技术

规范》（DL/T5383—2007）、《风

力发电场安全规程》(DL_796-2001)
等国内外规范中都没有关于风电与民

居之间安全距离的规范性文件，国内

仅有关于风电与民爆危险品建筑物距

离方面的论述，其内容中描述与民居

等距离的所谓国外数据并没有提供出

有效的依据，文中所引述的IEC61400
中并没有此类规范，不具说服力。

关于风电机组掉落的机率和安全

距离问题，德国最大的验证公司TUV 
NORD1做过相关的统计：

从上图统计表可知，以10－5次可

容许风险范围去判断的安全距离[1]为：

• 65m高的塔筒：120m；

• 85m高的塔筒：130m；

• 100m高的塔筒：135m；

• 115m高的塔筒：140m； 
类似结论，德国知名风电顾问公

司亦曾做过如下计算2：

以一建物的基础为200m2为保护

客体，则2MW的风电机组以不同塔筒

高度，其安全距离如下：

• 60m高的塔筒：150m；

• 80m高的塔筒：160m；

图1 风电机组掉落的机率和安全距离统计 

1.Technical Report Failure Rates of ENERCON Wind Turbines, DEWI-OCC Offshore and Certification Centre GmbH (2007)
2.Technical Report Failure Rates of ENERCON Wind Turbines, DEWI-OCC Offshore and Certification Centre GmbH (2007),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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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m高的塔筒：170m；

• 120m高的塔筒：175m；

以上是风电机组验证及顾问公司

针对机组发生意外的机率及安全距离

的最极端值建议。但仍要强调，全世

界先进国家极少有针对风电机组制订

安全距离的规定，是因为先进国家并

未将机组视为特别危险的建筑物或设

施，而是将机组视为一般建筑物及设

施，回归到建筑法规或机械设施管理

范围去规范。

中国台湾地区对风电机组安全距

离的规范，主管能源局目前要求业主

在距风电机组100m内的民宅，必须取

得住户的同意函后才得以树立机组，

这是综合考虑保障住户安全权益及兼

顾绿色能源发展政策的作法。

风电机组本身带来的主要是噪音

污染。国内根据《风电场噪声限值及

测量办法》（DL/T 1084—2008）要

求风电机组产生的噪音影响符合Ⅳ类

区域标准。关于风电机组产生的气流

噪声，国际电工委员会(IEC)规定的标

准值是45dB，日本的环境标准规定，

住宅区夜间的标准值为45dB，德国和

丹麦规定得更细。

据对 1 5 0 0 k W 风电机组实际

测定 [2 -4]：昼间距离风电场140m处

可达到《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

（GB 3096—93)Ⅰ类标准；但随着

机组单机容量越来越大，机组叶片

也越来越长，叶轮的切风音噪也随

之增大，相信以叶轮半径的倍数距

离方式（即2R—3R）进行测试 [5-6]

会更具有说服力。

3.2 与公路及高速路的距离

实际上，风电机组的破坏性故障

机率微乎其微，根据德国知名风电认

证公司注2的统计：叶片掉落机率小于 
4.2 × 10-4、轮毂脱落机率小于2.0 × 
10-4、倒塔机率小于10-6 。

另外，国外保险公司在承保机组

保险时，也未将风电机组视为风险高的

标的物，其对机组的风险评估程度是和

「住家」为同一等级。德国保险公司

Gothaer甚至指出，在风电机组100m
内发生机组掉落产生危害的机率为

1500年才可能发生一次。而不要简单

地以为机组叶轮是转动的就会飞出去。

因此，国内外相关技术规范中未

限定机组与公路的安全距离。但是实

践中风电投资公司常常遇到因为公路

等问题被政府叫停的现象。

4 风电机组与生态保护的问题

4.1 对候鸟迁徙的影响

美国鸟类专家罗格艾特埃奥尔

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1976年和

1 9 7 7年秋天和冬天候鸟迁徙高峰

期，他对安装于俄亥俄州普拉姆布鲁

克的能源部和航天部研制的MOD－

O型风电机组观察研究了整整28个夜

晚。该风电场位于美国、加拿大边境

安大略湖的南岸，是候鸟的重要迁徙

地。尽管研究十分有限，但还是得到

如下结论：风电机组看来并不总是对

大量夜间飞行的鸟类构成致命危险，

即使是在相当高的迁徙密度和低云

层、有雾情况下也是如此。风电机组

对鸟类造成的危害比无线电和电视转

播塔以及成千上万的线塔所造成的危

害要小。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观察发现：

如集中大规模开发的风电场，对于候

鸟的迁徙会有如下影响：安装风电机

组第一年后，候鸟会有一个逐渐认知

的过程，偶尔会出现个别候鸟伤亡现

象，而有人却以点带面，抛出了关于

风电场是野生动物杀手等文章；其

实，第二年以后，候鸟会一如既往前

来风电场附近的迁徙地栖息。目前，

国内外还没有风电场对候鸟造成长期

影响的相关研究报告，更不能盲目去

把人类的捕杀行为归结为清洁能源带

来的影响。

 

5 对水土保持的影响

风电场施工期间挖土与回填土工

表1 德国和丹麦的风力发电噪声标准

选址场所
噪音水平（dB）

夜间限定值

产业 70

商业 50

农村 45

人口稀少地区：风速每秒 8m 44

人口稀少地区：风速每秒 6m 42

住宅：风速每秒 8m 39

住宅：风速每秒 6m 37

注：上面三行是德国、下面四行是丹麦
风速为地上 10m的测量值
出处：Wind Turbine Health Impact Study（马萨诸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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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如进行道路修建、土地平整、风

电机组基础工程、箱式变工程、电缆

沟工程等，将破坏地表形态和土层结

构．导致地表裸露，损坏植被，损害

土壤肥力，造成水土流失。

南方降雨丰沛，生态植被破坏

后，处置不当易形成水土流失；北方

风电开发区域多位于荒漠和草原地

带，生态环境非常脆弱，地表的砾石

层及植被保护层容易遭破坏，而且恢

复难度大，特别是大型机械对地表更

容易造成破坏。应引起风电开发企业

的重视。

在风电开发初期，鱼龙混杂，

确实有很多风电投资企业在修路、基

础施工等方面给水土保持等生态问题

带来了不良的影响，随着后续国家规

范化管理，在水土保持、林地保护等

方面加强了管理和验收，情况大大改

观。特别是《电力工程项目建设用地

指标》（建标【2011】209号）2012

年3月开始执行以来，风电场用地范

围进一步规范，风电场道路多以乡间

既有道路进行设计，大大减少了用地

量，地表破坏范围进一步缩小；加上

风电场水土保持验收的严格执法，风

电企业加大了植被恢复速度，大大减

少了水土流失等现象的发生。

6 对鼠、蛇等生态平衡的影响

毋庸置疑，风电建设期或风电投

运期之初，蛇、鼠之流会被吓跑，但

是，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关于风电长期影

响老鼠、蛇等生态平衡的研究报告。

笔者亲身经历的是，2006年秋

季在内蒙古赤峰塞罕坝草原风电场扩

建（2005年已有运行风电场）施工期

间：秋肥的硕鼠造成大量的鹰隼前来

捕食，甚至在草原上开车都要注意避

让，以防撞到鹰隼。可以说：风电场

会影响鼠、蛇等的繁殖，造成生物链

缺失的论调没有立足之地。

打草都能惊蛇，是否要草木皆兵

呢？如果仅因此而停止清洁能源建设，

难道要我们子子孙孙都生活在雾霾下，

而不去接受变革带来的阵痛吗？

7 其他问题

7.1 风水问题

近年来，很多封建意识逐渐抬

头，风水这种本来摆不到桌面上的话

题，在私底下却也是困扰风电投资企

业的问题了。

已有多家风电投资企业在不同的

地方遇到因为风水问题而不许建设风

电场或被迫搬迁的情况，而且很多表

面上都是以与某某规划冲突为借口。

有的认为在政府大院正后方“煽风点

火”，会带来不利；还有一些风水被

劫走的说法。

7.2 景区、海滨等视觉问题

景观污染是指在风和日丽的条件

下．风电机组转动时产生晃动的阴影

会影响人的正常生活，是一种视觉污

染，一般要求阴影影响时间每天不超

过10 小时 。以上问题可以从风电机组

的设计、布局和风电场的选址3个方面

规避：

风电机组的设计：机组的塔架、

轮毂与叶片的设计经过多年的优化，

讲究协调，已符合美学原理。机组叶

片数量以三叶片为主，令人感觉更平

衡，更协调；机组的颜色也充分考虑

景观特点，机组最常见的颜色有白

色、灰白色和淡蓝色，一般情况下应

首选浅色调。

风电机组的布局：风电场设计中

越来越讲究美学元素，通常会在在考虑

景观规模的情况下，安排视野中风电机

组的数量、大小，以点缀景观之美。在

图2 威海荣成天鹅与风电机组和谐共处的场景



产业 | Industry

56  风能 Wind Energy 

自然风光秀丽的景区，机组之间的距离

尽量均匀，讲究规范，和景区形成一个

协调的整体，给风景区增添美感。

风电场的选址：如果机组选择的

位置恰当，可以使贫瘠、偏僻、荒凉

的山区远远看去更富于大自然的生命

气息，还可以把风电开发与旅游结合

起来。在发展清洁能源的同时．带动

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

通过美化设计，我们看到越来

越多的风电场在被人们驻足观赏和拍

照；越来越多的风电场正在和风景区

融为一体。

面对雾霾等严重污染，可以说发

展清洁能源势在必行，不能再以牺牲

碧水蓝天作为发展代价了。而没有科

学根据的道听途说更不应成为扼杀清

洁能源发展的原因。

其实，以上问题大部分都是风电

场环评报告批复时已经解决的问题，

但是还是有人在没有根据的情况下一

意孤行，给国家造成严重的损失，并

造成清洁能源的浪费甚至被扼杀。而

对于一些所谓环保人士的观点与文

章，也很容易被少数人利用而成为扼

杀清洁能源的借口。总之，清洁能源

的发展还需要加大正面的宣传，纠正

一些错误的观念和看法，并且杜绝以

讹传讹，为子孙后代坚持可持续的能

源利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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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用电负荷中心风电
送出方式的探讨

李海臣，余龙飞，刘春辰，鲁萌

（中电投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上海 200233）

摘  要 ：通过对用电负荷中心地区建设风电场的接入系统方式进行探讨，提出采用分散方式将风电场直接接入当地 10kV 或

35kV 线路的建议，并分析了其优点及需要采取的措施。

关键词 ：风电场 ；接入系统 ；分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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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Wind Power Transmission in Power Load Center
Li Haichen, Yu Longfei, Liu Chunchen, Lu Meng
(CPI Power Engineering Co., Ltd., Shanghai 200233, China)

Abstract:�rough discussion on wind farm access system in power load center,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suggestion of connecting distributed 

wind farm to the local 10 kV or 35 kV lines directly, and analyzes their advantages and measures need to be taken.
Keywords: wind farm; access system; distributed

0 引言

根据社科院和中国气象局发布的

《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

告(2013)》，2012年我国100OE以

东地区平均雾霾天数为16天，较常年

偏多7.2天[1]。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雾

霾天数增加最快，如广东深圳和江苏

南京平均每年增加4.1天和3.9天 [2]，

2012年北方地区雾霾天数及雾霾指数

都急剧增加。治理雾霾需要多方面一

起行动，包括提高机动车排放指标的

限制，减少化石燃料的消耗，降低工

业废气排放，增加清洁能源的利用，

增加GDP产值中高附加值产品的发

展，降低高能耗企业的发展等多种办

法；其中，减少化石燃料消耗具有明

显的效果，所以国家最近几年大力发

展新能源发电项目，限制火力发电厂

的建设速度，加大对老电厂的改造力

度。为了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

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国家“十二五”先进能源

技术领域战略》等国家相关可再生能

源战略部署,促进风能技术的发展和应

用，为2020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降低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

源消费比重达到15%[3]战略目标的实现

做出重要贡献，为我国未来风电产业

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保障，中华人

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制定了《风力发

电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

根据国家《风电发展“十二五”

规划》要求，到2015年，我国投入运

行的风电装机容量要达到100GW，

年发电量达到190TWh，风电发电量

在全部发电量中的比重超过3%。海

上风电装机容量达到5GW，到2020
年，风电总装机容量超过200GW，

其中海上风电装机容量达到30GW，

风电年发电量达到390TWh，力争风

电发电量在全国发电量中的比重超过

5%[4]。到2012年年底，我国风电装机

容量已经达到75324MW，风电装机占

5.47%[5]，到2013年年底，我国风电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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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容量已经达到了91412MW。在国家

大力发展风电的同时，现有北方风电

场的弃风现象依旧很严重，其中2012
年全国弃风20TWh，全国风电机组平

均运行1890h，最严重的省份风电运

行时数仅1420h[6]；2013年，全国风

电弃风电量16.2TWh，比2012年减少

4.6TWh；平均弃风率11%，同比降低

6个百分点[7]，虽然情况有所好转，但

形势依然严峻。

在现阶段,治理雾霾、发展清洁能

源与风电场弃风之间出现矛盾，弃风

现象的出现，影响了风电建设投资方

的积极性，限制了风电的发展。本文

就风电场建设管理模式及送出方式提

出建议，建议改变部分地区风电送出

工程的建设方式，提高风电场建设效

益，改善电网运行环境。

1 现有风电场接入系统方式

目前国内现有风电场的接入系统

方式主要如下，风电机组发出电，经

过箱式变压器升到10kV或35kV，然

后经过集电线路送入升压站，在升压

站内升到110kV或220kV，有些项目

电压更高，然后经过110kV或220kV
送电线路接入电力系统的变电站。北

方地区如新疆、宁夏、甘肃、内蒙、

吉林等地的风电场一般距离居民区和

工业负荷较远，采用这种方式较合

适。用这种接入系统方式，风电场与

电网界线分明，便于风电场建设及电

网的运行管理。

2 建议风电场接入系统方式

在有些地区，如江苏、河南、

安徽、山东、福建等地，风电场周围

有许多工业或民用电负荷，风电场区

域内有已经建成的10kV或35kV送电

线路，采用现有接入系统方式，需

要将风电场发出的电通过升压站升

压后经送出线路接入地区级的110kV
或220kV电网，然后再通过当地电网

110kV或220kV反送回当地35kV变电

站，增加了电力输送过程中的损失。

我们建议，处在用电负荷区域内

的风电场，采用分散方式将风电机组

发出的电送入当地的10kV或35kV电

网，将发出的电直接送到电负荷的用

户，建立分布式电源。其具体接入系

统方式如下：风电机组发出的电接入

箱式变压器，升到10kV或35kV，然

后通过集电线路接入当地的10kV或

35kV变电站，如果有条件的地区，可

以直接Ｔ接到当地已经建成的10kV或

35kV线路；发电量计量在箱变出口处

进行，也可以在风电场集电线路与当

地电网的连接处进行计量。

3 新接入系统方式的优点

3.1 节省土地

采用新的接入系统方式，取消

风电场升压站，仅建设风电场综合

管理办公楼，风电机组直接接入当

地10kV或35kV电网，减少了升压站

的占地面积，也减少了以往110kV或

220kV送出线路的占地，节省了风电

场的占地空间，节约了土地资源；仅

就升压站部分而言，新的接入系统方

式比现有接入系统方式将减少土地占

用面积约60%。

3.2 节省建设资金

由于不建设升压站，可以减少

升压站征地费用及建设费用，同时也

节省了送出线路的建设费用；现有接

入系统的方式，需要占用电网公司变

电站的用电间隔，有些还需要进行改

造，新的接入系统方式也可以降低这

部分的改造费用；对于集电线路，由

于风电机组箱变出口的电能接入当地

10kV或35kV电网，不再长距离地送

入升压站，这部分的线路也将大大缩

短，也将节约建设资金。送出工程如

果采用220kV线路，每公里造价大约

100万元，一般风电场送出线路长度都

在20km至50km，仅送出工程可以节

约造价2000至5000万元。集电线路造

价大约每公里70万，不同风电场，装

机容量相同，集电线路长度差别也很

大，节省的费用也要根据风电场实际

情况确定，一般也可节省几百万元；

新的接入系统方式，升压站主变、无

功补偿、高压断路器、隔离开关等设

备取消，如果按照200MW风电场容量

分析，该部分节约投资大约在3000万
元左右。

3.3 减少电能损失

采用新的接入系统方式，风电机

组发出的电将在就地消化，不再进行

长距离输送，这将减少风电场电能输

送过程中的损失；同时风电场的电直

接接入配电网，当地用电负荷不用或

少用电网提供的高压电，也减少了电

网供电的输送损失。

3.4 利于环境保护及水土保持

新的接入系统方式，减少了升压

站面积，减少了送出工程，缩短了集

电线路，可以节省风电场建设用地，

减少施工的土方量，这将有利于风电

场的水土保持和环境保护工作；同

时，采用这种接入系统方式，减少了

供电和发电的损失，相当于增加了电

网的供电量，减少了化石燃料消耗，

也有利于整体的环境保护。

3.5 减少施工难度

在南方人口密集地区，10kV、

35kV、110kV、220kV线路比较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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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风电场集电线路和送出线路与这

些线路交叉较多，施工难度较大，个

别地方线路由于无法架空穿越，需要

采用直埋电缆的方式，增加了工程投

资，延长了工程建设周期；采用新的

接入系统方式，减少了这部分的工作

量，方便施工管理，缩短施工工期并

降低施工难度。

4 推进新的接入系统方式建
议应采取的措施

采用新的接入系统方式，增加了

电网公司及风电场建设单位的前期工

作量，电网公司与风电场建设单位工

作接口扩大，配合工作量增加；同时

责、权、利也出现交叉；为解决这些

问题，调动电网公司参与分布式能源

建设的积极性，我们建议采取如下措

施开展风电场分布式接入系统的建设

工作。

4.1 建设单位与当地电网公司密切

配合

采用新的接入系统方式，风电场

建设单位与电网公司接口比原来多，

配合工作量大，风电场建设单位要及

早与当地电网公司进行沟通，了解当

地电网公司情况，包括当地用电负荷

量、用电负荷性质、线路电压等级、

线路容量、变电站情况；电网公司要

对风电场建设规划情况进行了解，包

括风电场装机容量、风电机组型式、

电源质量、年发电量、年度发电曲线

等；根据风电场及电网的实际情况，

确定合理的接入系统方式。

4.2 利益共享

采用新的接入系统方式，风电场

将减少升压站建筑面积（已经没有升

压站，仅是风电场监控及综合管理）

及占地面积，取消主变等相应电气设

备，取消送出工程，集电线路长度也可

能减少，建设投资将大幅度减少；主变

及集中无功补偿装置取消，也将节约运

行成本；而当地电网公司将增加风电场

建设的配合工作量，运行监控将比原来

复杂，运行、管理人员工作量及责任增

加，因此风电场建设方应当对电网公司

进行适当补偿，当地变电所管理费双方

分摊，达到利益共享。

4.3 国家应当有鼓励政策

采用新型接入系统方式，电网

公司建设管理及运行管理工作量将增

加，责任将加大，国家应当有适当鼓

励政策，激励电网公司积极参与风电

场建设的积极性。

4.4 电网公司参与风电场建设

在有条件地区，鼓励当地电网公

司参与风电场建设，调动电网公司建

设风电场的积极性；可以在局部地区

成立供电公司，独立核算，实行发、

配、供一体化管理，供电价格低于或

等于当地民用和工业用电的电价。也

可以将风电场的部分股份划归当地电

网公司，电网公司将原有配供电系统

及线路折成投资；双方共同负责运行

管理，风电场建设方负责风电机组的



 Industry | 产业

2014年第04期  61  

运行维护管理，当地电网的供电部门

负责线路及变电站的管理及维护。

4.5 电网管理要分权

目前风电场接入系统审批一般

都是由省电力公司审查、批准，对于

有条件的地区，根据风电场的装机容

量，可以考虑适当放权，由市一级供

电公司进行审批，调动他们参与分布

式电源建设的积极性。

4.6 前期工作要充分

采用新的接入系统方式，建设分

布式电源，需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

进行规划、建设，前期工作要细致，

要充分调查、分析当地电网情况，负

荷容量，未来发展规划，用电负荷性

质，负荷曲线变化情况等；制定的接

入系统方案要合理，要方便今后的运

行管理。因此前期工作时间要充足，

上级部门要给予合理的建设规划时

间，不要盲目抢工期。

4.7 地方政府要加大协调力度

分布式电网建设，解决或缓解

了当地用电的紧张情况，减少了当地

政府审批土地的压力，减少了水土保

持及环境保护的工作量，对风电场建

设方、当地电网、当地政府是三方共

同得利的好事，当地政府应当加大对

各方的协调力度，合理规划，精细实

施，确保工程建设顺利开展。

以上仅是我们对在用电负荷密

集地区建设风电场接入系统方案的建

议，在建设过程中还有许多问题需要

解决；对于每个风电场，其周围条件

都不同，进行周密、细致的前期规

划，是风电场建设满足安全、可靠、

经济、实用要求的重要保证；建设方

在建设期内应当与有关方面积极沟

通、密切配合，使风电场建设实施方

案规划合理，运行可靠，维护简便，

效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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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 2006 年以前，中国风电技术

发展多以探索性研究、模仿吸收国外

先进技术为主，在 2007 年以后，中国

风电企业迅速发展壮大，风电发展进

入黄金时期。

2008 年，全国风电总装机容量

12000MW，跃居世界第四位。2009
年，以 25800MW 的总累计装机容量

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二，但与排名

第一的美国仍有近 10000MW 的差距。

2010 年，中国风电发展势头迅猛，总

浅谈风电机组检测在风电
发展中的作用

韩世辉，李立山，李智峰

(北京天源科创风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100176)

摘  要 ：通过风电机组检测产生的背景、检测服务的现状，分析了检测服务对来未来风电行业的深远意义，阐明了机组检

测服务能够解决风电机组寿命周期内存在的运行隐患，保证风电场的长期稳定效益。

关键词 ：风电机组检测 ；故障隐患 ；寿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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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Role of Wind Turbine Detection in Wind Power Development 
Han Shihui, Li Lishan, Li Zhifeng

(Beijing Tianyuan New Energy Technology Co., Ltd., Beijing 100176，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WTGs detec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ar-reaching signi�cance of the 

detection services for the wind power industry in the future. WTGs detection services can solve fault risks in the life cycle of the 

WTGs, and ensure the stable bene�ts of the wind farm in long term.
Keywords: WTGs detection; fault risks; life cycle

装机容量比上年增长约 62%。而美国

新增容量仅为 5000MW 左右。中国首

次登上世界第一的位置。

2012 年，中国（除台湾地区外）

新增安装风电机组 7872 台，装机容

量 12960MW，同比下降 26.5% ；累

计安装风电机组 53764 台，装机容量

75324.2MW，同比增长 20.8%[1]。

在中国风电迅速发展的过程中，

一些产业发展弊端也开始显现。风电

机组的制造技术虽然得到飞速发展，

但是机组维护技术发展表现得过于缓

慢 ；部分风电场重视盈利，但管理和

技术建设不足 ；风电机组维护人员培

养跟不上需求增长等。这两年，风电

的发展也逐渐由狂热发展转向冷静思

考、稳步发展、注重质量和效率。

1 风电机组检测的产生

风电场进入运营阶段，由风电场

实施对风电机组运行管理和维护 [2]。风

电机组是一种由电气系统和机械系统

组成的复杂设备，并且处于环境恶劣的

野外，经过长期的运行就会出现一些

故障或隐患，风电场维护人员一般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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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机组日常的一些维护、维修能力，

并不能完全满足风电机组维护的需要。

另外，会有一些无法预测的隐患导致

机组故障频繁、长时间停机，为了保

证风电场的收益最大化，风电场运行

工作人员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根据多年工作经验，风电机组的

高故障周期一般为 3 到 5 年 ； 也就是

说，风电场在建设完成，运营 3 到 5
年之后就会出现一个故障集中出现的

高峰期，在这个时期如果故障得到正

确处理，风电机组运行又会进入一个

新的稳定时期，直到下一个故障高峰

期的出现。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提出了风电机

组检测的概念。风电机组检测是指按

照技术标准通过各种检测手段对运行

一定周期的机组关键性部件和系统进

行检测，从而发现机组存在的故障隐

患。最终达到以下几个目的 ：

A、 提前发现故障隐患 ；

B、 控制隐患的发展扩大 ；

C、 有计划适时进行维修 ；

D、 延长机组及部件的使用寿命；

E、 减少突发故障的发生 ；

F、 提高风电场隐性收益。

风电机组检测一般是指对机组进

行全面的检测，涵盖机组的机械、电

气各个方面，同时对风电机组进行综

合性的检测评估 ；在后期针对发现的

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可以避免孤立、

被动地去处理重大故障，而是通过更

加广阔视角分析隐患，提前消除隐患

或是做好应对措施，从而减少不必要

的损失。

2 风电机组检测的项目

风电机组检测的项目包括 ：系统

机械检测、叶片检测、传动链振动检

测、内窥镜检测、红外检测、叶轮动

平衡检测、噪声检测、电能质量分析、

结构件探伤检测、风电机组防雷检测、

通信检测等。

2.1 系统机械检测

风电机组在运行一段时间之后，

齿轮箱与发电机对中、高速刹车盘（挠

度、厚度）、刹车片（厚度）、偏航刹

车盘（平整度）、齿轮箱弹性支撑等都

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当达到一定程度

时会引发机组故障。通过系统的机械

检查可以尽早地发现这些问题。

2.2 叶片检测

叶片安装在轮毂上面，组成风电

机组巨大的叶轮。在机组运行过程中

叶片要经受风吹、雨淋、日晒、冰冻、

污染、雷击各种侵蚀，或轻或重都会

受到一定的损伤。叶片检测一般会对

叶片的前缘、后缘、迎风面、背风面、

十三切面、小叶尖、接闪器进行检查，

以确定风损、失速条状态、开裂状态、

表面洁净度、胶衣光泽、涡流发生器

状态、定位销状态、是否遭受雷击等。

2.3 传动链振动检测

发电机组主轴、齿轮箱、联轴器

和发电机等传动部件都是风电机组的

动力传动的关键环节，对保证机组正

常发电非常重要。过振动检测可以判

断风电机组机械传动部件运行状态，

诊断异常故障原因、部位、程度和发

展趋势 [3]。

2.4 内窥镜检测

内窥镜检测属于无损检测中的目

视检查，是人眼视觉的延伸。在不破

坏被检物体的情况下，通过检测通道

进入被检测物体的内部，检查具体缺

陷，辅助检查人员做定性分析。

2.5 红外检测

通过红外检测设备对风电机组的

重要部位进行检测，如动力电缆、电

缆接头、电控柜、电控柜内部元件、

主轴轴承、齿轮箱、高速轴承、发电

机轴承、散热油路等。红外检测设备

利用关键部件形成的异常热场特征，

判断其故障状态。

2.6 叶轮动平衡检测

据德国 WindGuard 公司对德国

风电机组的调查，叶片加工精度、安

装质量、气动异常、结冰、灰尘和积

水等原因，都会导致机组存在不平衡

和启动不平衡的问题。叶轮的不平衡

会引起风电机组的异常振动，从而加

重风电机组的局部载荷，造成异常损

坏。通过对动平衡的检测和调整改善

机组的运行条件 [4]。

2.7 噪声检测

风电机组在安装完成后，在运行

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会产生一定程度

的噪音，可能会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

噪声一般来源于机械机构和叶片。风电

机组的噪声一般都是长期存在的，会

对环境中的敏感因素带来困扰，如居

民的生活、栖息的动物等。噪声检测

主要是测量噪声声级，分析噪声谱系。

2.8 电能质量分析

电能质量包括谐波、电压不平衡、

电压波动、电压闪变、最大功率、无

功功率等，风速的变化是随机的，机

组的并网会引起电网电能质量的变化，

目前带有大型电力电子器件的变流器

已经在各地得到广泛的应用，当变流

器出现故障时，就有可能向电网注入

含有谐波的电流，引起电网电压的畸

变。谐波问题已经成为风电机组电能

质量的主要问题。

2.9 结构件探伤检测

巨大的风电机组是由结构件组装

到一起的，包括铸件、焊接件，是组

成机组的主体，当结构件出现裂纹等

内部损伤时，会给机组本身和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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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安全带来威胁，国内外都出现过不

少的类似事故，塔架断裂，轮毂解体等。

可以利用超声波、磁轭法等无损探伤

技术对关键结构件进行检测。

2.10 风电机组防雷检测

风电机组均位于野外，为了得到

较好的风能资源，周围没有较大的建

筑物，是比较容易遭到雷击的对象，

每年风电行业都会因为雷击带来很大

的损失，在风电机组设计过程中也非

常重视防雷设计，尽管如此，还会因

为各种原因造成防雷的失效，因雷击

而造成损失。为此，防雷检测也应该

引起电场管理人员的重视。

2.11 通信检测

风电机组是一套复杂的控制系统，

控制系统一般包括一个主站（主控制

器）、多个子站组成，通过现场总线进

行通信控制。风电机组内部电磁环境

复杂，各站（主站、子站）间的通信

质量直接影响机组的运行稳定性。通

信检测可以直接找出故障点，并有针

对性地采取措施。

3 风电机组检测的现状

风电机组的检测在其寿命周期内

安全稳定运行的意义和价值显而易见，

因此专业检测服务单位、风电机组研

发制造单位、风电投资单位、风电机

组关键核心部件制造单位等依据各自

的优势，纷纷进入了风电机组检测业

务的开发和服务角逐战场，都在争取

着属于自己的市场份额。目前已逐步

形成了以关键核心部件为主体的专项

检测、以控制和传动为主体的系统检

测及以整机为主体的全面检测三大检

测体系。但是，由于风力发电行业历

史较短，发展迅速，历史数据积累不

足，这些因素造成风电机组的检测时

机、检测项目及评估标准确定缺少科

学依据，从而使客户在选择检测时存

在诸多的顾虑和疑问。因此，风电机

组的检测市场目前既有机遇又有挑战，

一方面是广阔的风电后服务市场，另

一方面则是如何建立科学合理的检测

标准。

4 风电机组检测重要性

近些年来，国家对风电的大力支

持极大地促进了风电的发展。风电机

组逐渐大型化，国内也有三四家风电

企业研发出了 5MW 以上的机组。国

内企业在大型风电机组的研发设计上

日趋成熟。这几年来，经过几万台风

电机组的大批量制造，国内的风电制

造企业对机组的制造技术已是驾轻就

熟。也正因如此，近两年国内的风电

机组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这对国

内风电制造业来说是个不小的问题，

但对风电行业的长期发展却不完全是

一件坏事。除了风电制造业，风电机

组维护、检测和维修对于风电行业的

稳定健康发展同样重要，但目前都属

于薄弱环节。

日常的机组维护检修无法代替风

电机组检测。风电机组日常维护与检

修工作一般包括故障处理、巡检、年

检、半年检等，其重点在于机组的简

单维修与保养，不管是目的性还是技

术角度都与风电机组检测没有交汇点，

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通过风

电机组检测可以大大减轻维护与检修

的劳动强度。从这个角度看，检测的

作用不可忽视。

风电场管理中不应该重视维修而

轻视检测。目前有些建场时间长、运

行经验丰富的风电场直接与制造企业

（电机制造厂、齿轮箱加工厂）建立长

期的合作关系，却对风电机组的检测

没有给予同样的重视。这恰恰忽视了

最节省人力和成本的环节，通过风电

机组的检测提前发现隐患并采取措施，

既可以延长机组寿命，也能降低维修

的成本，从而为风电场增加效益。

案例1：

某风电场 1 台风电机组频繁报

通信故障，经风电场维护人员多次处

理均不见效果，这种情况持续半年之

久，更换大量零部件，月可利用率只

有 60%。后来通过通信检测发现变桨

子站通信存在异常，最终确认是由于

航空插头受到轻微污染和空气湿度过

大影响所导致。

案例2：

某风电场发电机轴承损坏率很

高，通过振动检测发现发电机轴承损

伤失效趋势严重，经过进一步分析发

现，是由区域性气候原因影响所致，

原来规定的维护轴承加脂量不能满足

当地运行机组的需求。处理方案是

加装自动加脂器，并设定合适的加脂

量。跟踪检测 2 年之后，轴承失效趋

势下降。

案例3：

某风电场位于广东沿海地区，受

台风影响全场机组停机，恢复上电运

行前对机组进行机械和电气的全面检

测，发现齿轮箱中速轴后轴承外圈开

裂 ；叶片表面胶衣出现不同程度的损

坏，同时叶片伴有不同程度的开裂 ；

发电机主电缆回路出现不同程度的绝

缘降低等一系列的机械和电气方面的

问题，存在大量不易被发现的隐性问

题。如果不进行全面检测，仅是上电

运行前的例行巡检很难发现问题。此

时如果直接上电运行，会引发更加严

重的后果，带来巨额经济损失。

通过以上案例不难发现，风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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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检测侧重于发现隐性故障，找出一

般巡检、检修无法发现的隐患。所以

风电机组检测是机组全生命周期不可

或缺的维护手段，不只是在减少机组

的维护成本方面，同时对机组全生命

周期内的工作效率有了保证。

5 未来展望

风电机组检测服务包括制定机组

检测方案、对机组进行检测、评估机

组的健康状况、提供检测报告等系统

性服务。通过风电机组检测服务，一

方面可以让机组运营商了解机组的运

行状况，便于机组维护维修 ；另一方

面也可以为商业上的风电场买卖交易、

机组大部件保险议价提供技术性依据，

从而有利于风电市场的进一步扩大。

风电机组检测服务必将在风电服务市

场上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

近些年，在国家对风电的大力支

持背景下，风电行业在国内外有了长

足的快速发展，随着风力发电技术的

不断深入，风电机组单机容量也在不

断增大，同时海上风电也在悄然崛起。

大容量的海上风电机组的运行环境和

检修条件对风电机组的检测预防提出

了新的要求和机遇。

总之，风电机组检测服务解决了风

电机组寿命周期内存在的运营隐患问题，

保证了风电场的长期稳定效益，它将为

降低机组寿命周期内的度电成本和提高

风电场收益作出巨大贡献，为风电行业

的技术革新和服务创新带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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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场能量管理系统的
设计与实现分析
葛颖奇，娄尧林，吴海列，崔峰，赵国群

（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杭州 310012）

摘  要 ：本文采用合理有效的功率控制策略，设计了风电场能量管理系统，对风电场的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进行控制。通

过阐述风电场中风电机组的工作原理，提出了风电场能量管理系统的设计方案，并分析了系统的控制效果。实际

风电场的试验结果表明，该风电场能量管理系统可以实现风电场输出功率的快速、准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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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4）04-0066-04

Analysis of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Wind Farm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Ge Yingqi, Lou Yaolin, Wu Hailie, Cui Feng, Zhao Guoqun
(Zhejiang Windey Co.,Ltd., Hangzhou Zhejiang 310012,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is designed by using reasonable and e�ective control strategy to control the active power 

and reactive power. The working principle of the wind turbine is described, and the design scheme of the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e e�ect of the system is also analyzed. �e practical applications indicate that the output power 

of wind farm can be controlled rapidly and accurately by this system.
Keywords: wind farm; energy management; active power; reactive power; control

0 引言

在可再生能源当中，风力发电自

身独特的优势决定了其具有十分重要

的开发价值，并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青

睐。全球范围内大约有2×107MW的

风能可为人类所利用，远远超过地球

上可开发利用的水能 [1]。在当今能源

和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的形势下，

利用风能进行发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重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风

力发电技术在世界上得到了飞快的发

展，越来越多的大中型风电场相继建

成并投入运行[2]。

在风能方面我国发展潜力巨大，

“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15年风电

并网装机容量将达到100GW以上，

2020年达到200GW。我国风力发电的

发展呈现以下特点[3-4]：（1）风电在电

网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加；（2）单个风

电场装机容量不断增加；（3）风电场

接入电网的电压等级更高；（4）风电

机组的种类不断增多，风电机组单机

容量不断增大。

风电是一种间歇性、波动性电源，

随着风电装机容量的增加，对电网稳定

性、安全性的影响也随之增大[5-6]。这就

要求风电场尽量减小对电网的影响，并

且国家电网制定的《风电场接入电网技

术规定》中要求整个风电场应具有一定

的功率调节能力。因此本文设计风电场

能量管理系统，实现对风电场有功功率

和无功功率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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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力发电系统中，风电机组

作为一个风力利用的装置，将风能转

化为电能。目前，广泛应用的为变速

恒频风电机组，主要包括风轮、传动

轴、齿轮箱、发电机、变流器等部

件。风轮将风能转换为机械能，然后

通过传动轴将机械能传送给发电机。

基于空气动力学与贝兹理论，风电机

组从风中获取的机械功率为[7-9]：   
    

2
1

( )P R C v2 3
pt= r bm

  
                                                (1)
式中：ρ为空气密度(kg/m3)；R

为风电机组叶片半径(m)；ν为风速(m/

s)；λ为叶尖速比，
v
Rm ~= ；Cp为风

能利用系数，它是桨距角β和叶尖速比

λ的函数；ω为风电机组的机械角速度

(rad/s)。

1 能量管理系统设计

1.1 总体设计

根据国家电网公司《风电场接

入电网技术规定》的要求，风电场能

量管理系统必须具有对有功、无功功

率输出可控的能力。整个系统根据风

速、电网调度的指令和功率的反馈信

号，进行分析计算后给风电场中的每

台风电机组下发功率限制值，风电机

组接收指令后进行快速响应，从而实

现整个风电场的功率控制。整个系统

的结构如图1所示。

1.2 功率分配算法

在整个风电场能量管理系统

中，控制算法是重中之重，它直接影

响到功率控制的效果，从而影响到整

个风电场的输出稳定性。为了使风电

场输出功率满足电网的调度要求，降

低对电网的影响，就需要合理的功率

分配算法对有功、无功功率进行准确

的分配。

有功功率分配主要有固定比例分

配算法和变比例分配算法。固定比例

分配算法根据额定容量大的风电机组

分配有功功率多的原则进行分配，该

类方法粗略地计算有功功率设定值。

实际上，在风电场运行时，每台机组

实际的发电功率与风速有关，因此机

组所发的功率可能达不到给定值。变

比例分配算法主要是根据实时风速预

测风电机组的有功输出功率值，按照

出力大的机组分配多的原则进行分

配。本系统采用变比例分配算法进行

有功分配，根据机组的实际运行状

态、实时功率、风速等信息，进行合

理精确的有功功率分配。

无功功率分配主要有按照等功率

因素分配法和根据无功容量比例分配

法。等功率因素分配算法能保证每台

机组功率因素相等，避免了出现某些

机组有功、无功输出不协调超出极限

的可能性。根据无功容量比例分配法

利用各台风电机组实时状态信息计算

当前无功调节范围，根据所得值进行

分配，尽可能使每台机组发出或者吸

收的无功功率在机组的无功极限范围

内，并能充分发挥每台机组的无功调

节潜力。本系统采用根据无功容量比

例分配法进行无功分配，根据每台风

电机组所分配的有功功率计算其无功

功率能力，然后根据能力进行无功功

率分配。

1.3 控制软件设计

风电场能量管理系统的控制软件

需要分析风电场的有功功率、无功功

率、电压、频率等数据，对风电场的

所有风电机组进行统一控制，保证机

组的协调运行，从而确保风电场最大

输出功率及功率变化率不超过调度中

心指定值。

控制软件界面主要包括：主界

面、参数配置界面、曲线绘制界面、

数据库导出界面、权限管理界面等。

主界面用于显示风电场信息和风电机

组信息：风电场信息包括风电场的功

率调度信息和风电场的功率反馈信

息；风电机组信息包括每台风电机组

的风速、有功功率反馈值、无功功率

反馈值、有功功率目标值、无功功率

目标值、通讯状态等信息。参数配置

界面用于设定风电场容量、装机数

量、风电机组额定功率、控制模式、

有功变化率等可配置参数。曲线绘制

界面的主要功能是绘制实时曲线和历

史曲线，可以选择数据种类及数据时

间段，进行曲线绘制。数据库导出界

面可以导出相应的历史数据。

控制软件需要通过通讯接口实

时读取风电机组运行的数据，如风

速、风电机组运行状态、风电机组有

功功率、风电机组通讯状态等信息，

图1 风电场能量管理系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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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给风电机组下发功率控制指令。由

Modicon公司开发的Modbus协议目

前已是工业领域最流行的通信协议

之一，该协议支持传统的RS232、
RS422、RS485和以太网设备，并且

通俗易懂，应用灵活。因此，系统采

用Modbus/TCP接口实时监控各个控

制过程的运行数据。

控制软件根据电力系统调度中心

指令，通过算法进行精确分配后下发

单台风电机组的有功功率、无功功率

控制指令。当需要整个风电场切出电

网时，控制软件可以给所有的风电机

组下发停机命令，风电机组在接收到

停机命令后执行停机操作，从而使整

个风电场自动切出。当电网下发的风

电场上网负荷比较低时，控制软件以

“允许更多的风电机组运行”为控制

目标，通过算法智能选择部分风电机

组进行停机，而其它风电机组保持运

行状态，从而使得整个风电场的出力

符合电网要求。

控制软件进行功率控制的主流程

如下：

(1) 实时采集风速、功率、运行状

态等机组信息，主要针对通信正常的

机组；

(2) 根据风电机组的通讯状态以及

运行状态等信息确定可以进行功率控

制的风电机组序列；

(3) 根据电网下发的有功功率控制

指令和有功功率调整变化率确定风电

场的有功功率目标值；

(4) 通过单台机组的风速信息，预

测有功功率，进行有功功率和无功功

率极限值计算；

(5) 最后将功率设定值按照功率分

配策略分配给每台风电机组，并将单

台设定值下发至机组。 
控制软件具体结构如图2所示。

2 能量管理系统应用

2.1 风电场测试

中节能内蒙古兴和风电场由33台
风电机组组成，机型为WD1500，装

机容量为49.5MW。为了验证本系统

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在中节能内蒙古

兴和风电场进行了现场测试。将本系

统安装于风电场主控室的工控机上，

系统运行后读取每台风电机组的实时

数据、风电场的实时数据和电网的调

度指令，并将控制算法分配的单台有

功功率和无功功率设定值下发至每台

机组。机组获取指令后在最短时间内

响应控制要求，从而达到控制风电场

输出功率的目的。

2.2 测试结果

风电场当前有功功率为4 0MW
时，电网下发有功调度指令30MW，

系统接收调度指令后进行自动控制。

风电场有功功率从40MW降至30MW
的控制效果如图3所示。由图3可见，

风电场有功功率在1分钟内控制到位，

并且稳态控制效果较好。

风电场当前有功功率为20MW
时，电网下发有功调度指令10MW，

通过本系统的自动调节，风电场有功

功率在1分钟内下降到位。风电场有功

功率从20MW降至10MW的控制效果

如图4所示。

风电场当前有功功率为10MW
时，电网下发有功调度指令20MW，

通过本系统的自动调节，风电场有功

功率在1分钟内上升到位，并且控制误

差小于3%。风电场有功功率从10MW
升至20MW的控制效果如图5所示。

风电场当前有功功率为30MW
时，电网下发有功调度指令40MW，

风电场有功功率从30MW升至40MW
的控制效果如图6所示。

此外，通过系统自动智能控制无

功功率，可以使得风电场的无功功率

输出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风电场实际测试结果表明，本系

统的响应时间小于1分钟，控制精度在

3%以内，稳态控制效果较好。从而验

证了本系统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3 结语

该风电场能量管理系统实现了对

风电场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自动控

制。系统考虑到每台风电机组的自身

特性和实际情况，通过控制算法智能

控制风电场的上网负荷，使得风电场

的上网负荷在额定容量范围内得到自

由控制。本系统的响应时间小于1分
钟，控制精度在3%以内。实际应用

表明本系统控制效果较好，使风电场

上网电量在允许范围内得到最大化，

图2 风电场功率控制软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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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风电场功率利用率。该系统良

好的控制功能和分析功能可以满足风

电场时间和空间上复杂的动态变化特

性要求，从而保证风电场的安全可靠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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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一遇最大风速计算方法比较﹡

高梓淇1,2，张秀芝2，孙即霖1

（1.中国海洋大学，青岛 266100；2. 国家气候中心，北京 100081）

摘  要 ：本文介绍了在重现期最大风速计算时针对长年代序列的 Weibull（韦布尔）分布、Gumbel（龚贝尔、极值 I型）分

布、皮尔逊 III 型分布，适应短期序列（15-20 年）风暴大风的 Poisson—Gumbel 复合分布，以及适合超短期序

列（1-2 年）二项—对数正态分布的计算方法，并用受热带气旋影响明显的香港横澜岛气象站 1973-2011 年最大

风速资料、1992-2011 年热带气旋大风资料和 1999 年、2008 年、2010 年完整年风速资料，进行了实例计算分析。

结果表明，在长序列计算中，拟合优度检验显示 Weibull 分布计算结果比 Gumbel 分布及皮尔逊 III 型分布结果

更合理。Poisson—Gumbel 复合分布计算结果略小于长序列计算结果。三个完整年计算的 50 年一遇最大风速差别

较大，因此，在进行 50 年一遇最大风速计算中要选择适当的计算方法，使计算结果稳定、可靠。

关键词 ：最大风速 ；概率分布 ；重现期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4）04-0070-06

Comparison of the Methods of Maximum Wind Speed Calculation 
 in Fifty Years

Gao Ziqi1,2, Zhang Xiuzhi2, Sun Jilin1

(1.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2. National Climate Center,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Several calculation methods in return period maximum wind speed under different wind speed sequence are introduced, like the 

Weibull,the extreme-I and the Pearson-III for long sequence, the Poisson-Gumbel for short-term sequence and the two-logarithmic 

normal distribution for ultrashort-term sequence  are also introduced. Use the data from the waglan island of Hong Kong, which is strongly 

in�uenced by tropical cylones to calculate. Analysis the example of calculation, di�erent methods are compared by goodness of �t check. 

Using the long sequence(1973-2011) calculate the example, the goodness of �t test error show that the Weibull are less than extreme-I and 

pearson-III distribution. Poisson - Gumbel distribution calculation results slightly less than the long sequence calculation results.Using three 

di�erent full years to calculate maximum wind speed of 50 years results are di�erent from each other.  
Keywords: maximum wind speed;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return period

* 基金项目 ：科技部国际合作项目，编号（2010DFA62830）；国家自然基金项目，编号（410050571）。

0 引言

随着风力发电的迅速发展，复杂地形和海上风电项目

日益增多，同时受城市发展对气象站大风观测真实性的影

响，以及复杂地形下风电场与气象站风的差距较大，导致气

象站与风电场风速的相关关系较差，难以使用常规方法计算

风电场50年一遇风速[1]。本文使用香港气象局横澜岛气象站

1973年－2011年年最大风速序列，1992年－2011年台风影

响下的过程大风资料，1999年台风影响最多最强的完整一

年风速资料，2008年台风影响正常的完整一年风速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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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台风影响最弱的完整一年风速资料，通过适应长系

列、短序列和超短序列的一些概率统计方法进行50年一遇

风速计算，以实际例子说明各方法的适应性和应注意的问

题，希望能对风电场可行性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1 计算方法和原理

根据风电场测风现状和我国气象站的测风状况，结

合国内外公认的最大风速概率分布模型，按样本序列的不

同分为三种：长年代序列极值计算、短期序列极值计算、

超短期序列极值计算,不同的样本序列使用的概率计算方

法也不同[2]。对于长年代序列（30年以上），常用计算方

法有Weibull（韦布尔）分布、Gumbel（龚贝尔）分布、

皮尔逊III型分布；短期序列（15－20年）使用Poisson－
Gumbel复合分布进行计算；超短期序列（1－2年）宜采用

二项－对数正态分布计算[3-4]。

1.1 长年代序列计算方法

Fisher and Tippett提出了广义极值分布（GEV）函

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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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ξ代表位置参数决定分布的位置，α是尺度参数是

分布曲线伸展范围的体现，k是形状参数决定极端分布的类

型：K=0的时候是Gumbel分布，k>0时是Weibull分布,k<0
时是Fréchet分布。在风速极值计算中主要被推荐的是

Gumbel分布和Weibull分布，另外在水文行业一般推荐皮

尔逊III型分布，这些概率分布适应于长年代大风速序列，

即每年挑选一个大风样本，资料年代不低于30年。对于拟

建风电场，一般只进行1年或几年的现场连续观测，通常在

风电场邻近寻找合适的观测站通过相关获得长年代资料风

速序列。

1.1.1 Weibull分布

概率密度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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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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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为位置参数，α为形状参数，β为尺度参数，各参数计算可

采用最小二乘法和概率权重法。

1.1.2 Gumbul分布

概率密度函数

            exp expf x x x= a a d a d-- - - -^ ^ ^h h h6 @" ,      (5)
分布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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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为p的气候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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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参数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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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皮尔逊III型分布

概率密度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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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参数为

 
,1

2a c
cx0

s

v= -r c m
     

,4
c2s

=a
       

2
c cx v s

=b
r

其中，cs、cv分别为序列的偏差系数和离差系数。

这三种概率模型各有优势，Gumbul分布为纯理论分

布，但样本符合的条件较为苛刻，用于实际资料时往往对中

间部分适应性较好，而对1－3个最大值适应性差一些，当

资料时间较短时需注意；因参数计算中需求风速的三阶矩，

故结果最大[5]。《风电场风能资源评估方法》以及《公里桥

梁抗风设计规范》中推荐该模型。皮尔逊III型分布为经验

模型，调整cv与cs的倍数关系可得到需要的结果，具有灵活

性的一面同时操作中人为因素影响较大，不恰当的调整cs值

可能带来较大的误差；港口工程及水利方面的规范多使用该

模型。Weibull分布的分布函数是从理论上推导出来的，而

分布的三个参数则是根据实测资料确定的，即理论与经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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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的产物，灵活、适应，国外比较流行。它的长处是可通

过位置参数ɑ0的设置，使序列更符合Weibull分布，但计算

比较复杂，因此很多情况下都假设ɑ0=0。海上风电项目由于

风险、投资大，建议同时使用多种方法，通过拟合优度检验

确定计算结果。

1.2 短期序列计算方法

当工程点及邻近海域可利用的资料序列不足20年，

使用上述3种长序列概率分布模型计算的结果不稳定， 
Poisson－Gumbul联合分布模型是最好的选择。Poisson－
Gumbul联合分布模型是针对风暴或台风等随机性很大的事

件而设计[2]，即风暴事件每年可能出现几次，也可能一次都

不出现。

假定风暴影响的频次n符合Poisson分布，记为 

                            p e
K!

k

k

=
mm-                                   (11)

式中 n
N=m ，N为风暴影响总次数，n为总年数。

假设风暴下的风速服从Gumbel分布，记为

                G x exp exp x= a d- - -^ ^h h6 @" ,                   (12)
Poisson－Gumbel复合极值分布的分布函数

           
F x p G x exp 1 G x Pk

0

k k

m= = =- -^ ^ ^h h h6 6@ @" ,/
                                                                                        (13)

对上式进行整理得到概率为P的大风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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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α和δ的计算公式如（5）－（8）所示。

本方法首先要保证大风速序列中样本间的相互独立

性，即大风样本来源于不同的大风天气过程。为了使样本序

列符合Poisson分布，需确定一个风速阀值，大于该阀值入

选大风速序列，根据经验，该阀值大小应使资料年限中个别

年份没有风暴出现但不能超过总年数的1/10[6]。

1.3 超短序列计算方法

对于有1－3年的风电场实测资料，风电场实测大风与

气象站大风的相关关系很差，即找不到合适的长序列气象站

的情况下，Weibull分布、Gumbel等常规计算方法无法使

用，则二项－对数正态联合分布模型为合适的计算方法。二

项－对数正态复合分布原理及分布函数如下：序列建立以日

极值为基础，选取天气过程最大值，以保证样本的相互独立

性和代表性。

摄影：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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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1年－3年的实测风速资料，经过试算可以找到

一个起始风速值V0，使不小于V0的风速资料Vi(i=1,2,.....n)
都符合对数正态分布，而不小于V0的资料个数n，经对多个

观测站试验基本符合二项分布[2]，因此可以用V和n的复合

极值（二项－对数正态复合分布）来推算50年一遇最大风

速。其分布函数如下：

              
2

1
exp

2
1

365
1

t dt pn
2

365

1

=
r

- - -
3-

z

r
c ^m h#           (15)

              1nt x b0= -^ h                                                    (16)
概率为p的气候极值

expV b ap 0 p= + +vz^ h                           (17)

1n x b a0
=z

v
--^ h

                                                               (18)
 

1
1na n x b0i

1i

n

= -
=

^ h/                                                               (19)

2 计算个例分析

利用香港气象局横澜岛气象站1973年－2011年39年
完整气象资料，1999年－2011年台风影响下的过程大风资

料，1999年台风影响最多最强的完整一年风速资料，2008
年台风影响正常的完整一年风速资料，2010年台风影响最

弱的完整一年风速资料，分别进行长系列、短序列和超短序

列计算,并对计算结果进行比较分析，指出不同序列计算结

果的特点及应该注意的问题。

2.1 长序列计算分析

横澜岛1973－2011年逐年最大风速序列,如图1所示。

适宜使用1.1介绍的长序列计算方法。计算结果见表1，其中

sp是经验频率与理论频率拟合均方误差，sv是经验值与理论

值拟合均方误差，dn是科尔莫哥洛夫检验中经验点与理论

点间的最大偏差，方差和偏差越小越好。不难看出，韦布尔

分布计算的50年一遇最大风速为47.5m/s，为3个分布型中

最大的，如图2所示。拟合优度检验结果显示皮尔逊III型的

sp、sv和dn最大，即拟合最差，韦布尔分布除sp略大外sv
和dn均小于龚贝尔分布，即韦布尔分布的拟合最优。

2.2 短序列计算分析

香港横澜岛每年的大风基本上都由台风所引起，因此

挑选横澜岛1992－2011年台风过程的最大风速组成大风序

列（保证样本的相互独立性），确定20.5m/s作为大风序列

的最低阈值，20年共选定41个TC过程的最大风速作为大

图1 气象站1973-2011年最大风速序列

表1 横澜岛极值风速计算结果

分布型
50 年一遇

(m/s)
100年一遇

(m/s)
sp sv dn

Weibull 47.1 50.6 0.0292 1.1193 0.4267

Gumbel 46.1 49.8 0.0288 1.4577 0.4649

皮尔逊III型 46.7 50.5 0.1993 1.3613 2.0618

风序列（每年TC个数见表2），最多的年份出现6个TC影

响（1999年和2008年），有3年为0。经检验TC个数符合

Poisson分布，风速序列符合龚贝尔分布。使用Poisson—
Gumbul联合概率分布计算50、100年一遇最大风速分别为

42.5m/s、45.3m/s，如图3所示。其中经验频率与理论频率

拟合均方误差sp为0.0325，科尔莫哥洛夫检验中经验点与

理论点间的最大偏差dn为0.4743,误差较小。

本方法计算的50年一遇最大风速比龚贝尔长序列计算结

果小3.6m/s，其原因是长序列中1983年最大风速48.9m/s，
1999年最大风速45.7m/s，1979年最大风速42.2m/s，计算结

果自然就大，而短序列只有1999年最大风速45.7m/s，其次就

是2008年最大风速35.7m/s，因此计算结果自然没那么大。

2.3 超短序列计算分析

为了说明利用1年的资料计算50年一遇的结果将因所

用资料风速大小不同而造成计算结果不稳定，从横澜岛挑

选3个具有代表性的年份，1999年为台风影响最多最强的

一年，2008年为受台风影响正常（强度与频数接近平均状

况）的一年，2010年为台风影响最弱的一年。分别从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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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Weibull、Gumbel和皮尔逊III型概率分布图

韦布尔分布图 极值Ⅰ型分布图

皮尔逊Ⅲ型分布图

表2  横澜岛1992年-2011年历年TC出现个数

年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TC 数 2 5 0 2 0 2 1 6 0 1

年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TC 数 1 3 1 1 2 2 6 2 1 3

年的完整风速资料中选取独立大风天气过程中的最大风速建

立年大风序列，应用二项－对数正态分布方法进行计算，

计算的50年一遇最大风速分别为49.48m/s、45.22m/s、
26.37m/s。由于2010年受台风影响最弱，全年几乎无台风

影响，因此用该年风速资料计算的50年一遇最大风速结果明

显偏小，而1999年受台风影响最强，用该年数据计算50年

一遇最大风速结果偏大。

由此可见，采用一年的资料进行极值计算仅在无法获

取更多资料时，或临近参证站与风电场大风相关不好的情况

下才可使用，并且应根据临近几个能够代表该区域大风情况

的气象站长年代大风序列判断观测年的大风状况，因为在很

强的大风天气影响下，如台风或寒潮天气，会造成大范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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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Poisson—Gumbul概率分布图

摄影：李吉晶

强风。这里我们初步探讨一下依据气象站长年代大风序列判

断观测年的大风状态的思路：根据经验，长序列风速按降序

排列的年大风序列中前3个值决定着50年一遇风速推算值的

大小，当参证站最大值较次大值大很多，往往最大风速值

可能超出50年一遇值，甚至可以是100年一遇值，如果观测

年是这样的年份，用一年数据推算的50年一遇值偏大。当

参证站长序列中位居前3个的风速值比较接近，又恰遇是观

测年，则用一年数据推算的50年一遇值可接近长年代推算

值。当观测年是参证站大风序列的偏小年，则需要订正。

3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对于投资很大的海上风电场，建议使用多种概率

统计方法计算50年一遇最大风速；

（2）横澜岛1973年－2011年最大风速序列，使用Weibull
分布、Gumbel分布和皮尔逊III型分布进行计算，其中Weibull
分布拟合优度最好，50年一遇最大风速为47.5m/s；

（3） 1992年－2011年热带气旋大风序列，使用Poisson－
Gumbul联合概率分布计算的50年一遇最大风速为42.5m/s，小

于长序列Weibull分布；

（4）分别用1999年、2008年、2010年计算的50年一遇

最大风速分别为49.48m/s、45.22m/s、26.37m/s，其原因是

2010年受台风影响最弱，计算结果明显偏小，而1999年受台

风影响最强，其计算结果偏大，因此使用一年数据计算的50
年一遇最大风速非常不稳定。

参考文献
[1] 张秀芝,朱蓉,Richard Boddington,等.中国近海风电开发指南[M]．北京:气

象出版社,2010.

[2] 王超.海洋石油工程环境水文分析计算[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1983.

[3] 段忠东,周道成.极值概率分布参数估计方法的比较[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

报,2004,36(12).

[4] 屠其璞,王俊德,丁裕国,等.气象应用概率统计学[M].北京:气象出版社,1984．

[5] 黄浩辉,宋丽莉,植石群,等.广东省风速极值I型分布参数估计方法的比较

[J].气象，2007,33(3).

[6] 张容焱,张秀芝,蔡连娃.沿海风工程设计风速中泊松-龚贝尔法的应用[J].

应用气象学报,2010,21（2）.

收稿日期 ：2014-03-28。

作者简介 ：

高梓淇（1990-），男，硕士，工程师，主要从事风能资源及风险评估工作。

张秀芝（1949-），女，本科，研究员，主要从事气候预测以及海上风电

开发研究工作。

孙即霖（1956-），男，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大尺度海气相互作用研究工作。



技术 | Technology

76  风能 Wind Energy 

基于最优控制的风电机组PID控制
参数设计分析﹡

吴行健，王建明，李强，刘昊

（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北京 100039）

摘  要 ：本文针对风电机组的最优控制 PID 参数进行了设计，以系统最优控制为基础运用线性二次型最优控制策略，对风

电机组的状态空间模型通过选取二次型函数作为性能指标函数，通过使该性能指标函数最小计算得出状态反馈最

优控制器，从而得到状态反馈最优 PID 控制器的参数，然后将该 PID 控制输入应用到风电机组模型上，提高了

PID 控制参数设计的效率和准确性，实现了风电机组系统误差和控制能量综合最优。

关键词 ：风电机组 ；PID ；状态反馈 ；最优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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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Wind Turbine PID Parameters Design Based on 
Optimal Control

Wu Xingjian, Wang Jianming, Li Qiang, Liu Hao
（Guodian United Power Technology Co.,Ltd.,Beijing 100039,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a design method of wind turbine PID controller parameters based on optimal control. It is based on the 

optimal control method and uses linear quadratic optimal control strategy. The state space linear model of wind turbine and a 

quadratic function as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function are developed. The optimal state feedback controller is obtained by 

minimizing the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function, which generates the PID controller parameters, improves the PID controller 

parameters e�ciency and accuracy, and realizes the optimality of wind turbine system error and controller energy. 
Keywords: wind turbine;PID; state feedback; optimal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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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风电机组控制系统是整个风电机组的核心，直接影响

着整个系统的性能、效率和电能质量。随着现代控制技术

和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为风电控制系统的研究提供了技

术基础。

目前PID控制器因为它结构简单、在实际中容易被理解

和实现，在风电机组中的控制策略中得到广泛应用[1]。PID
控制算法需要进行控制器参数调节，其方法概括起来有两大

类：一是理论计算整定法。它主要是依据系统的数学模型，

按照对数频率特性或者根据轨迹特性来确定控制器参数。二

是工程整定方法，它主要依赖工程经验，直接在控制系统的

试验中进行。这些PID控制器参数调节方法一直以来都需要

通过工程实际进行反复调整和修改，算法运算量大，过程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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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给控制设计带来不便。本文提出的以最优控制为基础的

PID控制器设计，避免了PID参数调试的复杂环节，直接通

过状态反馈最优控制的方法确定PID的参数。

1 风电机组状态反馈最优PID控制建模

PID控制器是一种线性调节器，它将比例(P)、积分

(I)、微分(D)通过线性组合构成控制量，对控制对象进行控

制[2-3]。PID控制器的数学表达式如下：

         u t K x t K x t K dt
dx t

P I D= + +^ ^ ^ ^h h h h#
                                                                               (1)

式中KPx(t)为比例项， 可以成比例地反映控制系统的偏差，

偏差一旦产生，控制器就立即产生控制作用，以减小偏

差。 K x tI ^ h# 为积分项，积分控制器的输出不仅与输入偏

差的大小有关，而且还与偏差存在的时间有关。只要偏差

存在，输出就会不断累积，一直到偏差为零，累积才会停

止。积分项主要用于消除静差，提高系统的无差度。积分

作用的强弱取决于积分时间常数，其数值越大，积分作用

越弱，反之则越强。 K dt
dx t

D
^ h

称为微分项，反映偏差信号

的变化趋势，并能在偏差信号变得太大之前，在系统中引

入一个有效的早期修正信号，从而加快系统的动作速度，

减少调节时间。

风电机组各部分的结构和动态特性复杂，包括风能特

性，风轮空气动力特性，传动链系统特性，发电机特性等，

整个风电机组是一个高阶的非线性系统。根据具体的风电机

组设置系统参数，把风电机组模型进行线性化，得到风电机

组的线性化的模型，可以直接在此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最优控

制输入的计算[4]。该模型的状态空间方程描述为：

                    x t Ax t Bu t= +o ^ ^ ^h h h                             (2)
                         y t Cx t=^ ^h h                                   (3)
这些状态空间模型的输入量u(t)为风速，桨距角控制

量和发电机转矩控制量，输出量y(t)为发电机转速和桨距

角，x(t)为风电机组的系统状态，A,B,C,D为系统状态矩

阵。该系统应用的PID控制器为：

             
u t k x t k x t k dt

dx t
1 2 3= + +^ ^ ^ ^h h h h#

             
                                                                               (4)

k x t1 ^ h， k x t2 ^ h# ， k dt
dx t

3

^ h
分别对应着PID控制器的比例

项，积分项以及微分项[3]。为了得到状态反馈最优控制PID

控制器的数学模型，引入一个新的状态量z(t)如下：

                    
z t x t t tx x

T
= t to^ ^ ^ ^h h h h8 B#

            
                                                                                       (5)
则原系统(2)和(3)在新的系统状态变量z(t)下可以转换成为：

                                   z Az Bu= +o r r                                  (6)

                                      y Cz= r                                       (7)
其中矩阵：

                                

0

0
0
0

0
0

A
I

A
A =r > H                                                                                                              (8)

                                    

                                0

B

B

B =r > H                                          (9)
                                        

                                0 0C C=r 6 @                               (10)
由(4)和(5)可知：

                         0 0k x t k I z t1 1=^ ^h h6 @                          (11)

                         0 0k x t k I z t2 2=^ ^h h6 @#                      (12)
                         

0 0k dt
dx t k I z t3 3=^ ^h h6 @

            
                                                                                     (13)
根据最优控制理论[5]，该模型存在最优控制输入u(t)为：

      
  

                   

z=

z= 0

0

0

0

0

0

u t Kz t

k k k
I
I
I

t

k I k I k I t

1 2 3

1 2 3

=^ ^

^

^

h h

h

h

6 >

6

@ H

@

                      (14)

其中状态反馈系数K为：

                             K k I k I k I1 2 3= 6 @                           (15)
由(15)可见，对于系统(6)和(7)应用状态反馈最优控制

器的设计方法得到一个最优状态反馈系数K，则(15)中的

解k1,k2,k3即为(5)中的PID控制器参数。

2 风电机组状态反馈最优PID控制参数设计

由最优控制理论可知，系统(2)和(3)的PID控制器(4)可
以通过设计系统(6)和(7)的状态反馈最优控制器u(t)=Kz(t)得

出。该状态反馈最优控制器可以通过线性二次型最优控制

策略进行设计控制器。

线性二次型最优控制器其对象是以状态空间形式给出

的线性系统 ，而目标函数为对风电机组系统状态和控制输

入的二次型函数。线性二次型问题的最优解u(t)可以写成便

于实现求解过程的解析表达式，并可得到一个简单的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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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实现的最优状态反馈率，采用该状态反馈控制律构成

闭环最优控制系统，能够兼顾如风电机组控制系统稳定性

以及动态响应特性等多项性能指标。

该线性二次型最优控制策略运用二次型函数作为性能

指标函数，可以表示为：

          
J t x t Qx t u t Ru t

0

T T= +
3^ ^ ^ ^ ^h h h h h6 @#        

                                                                             (16)
其中系数R为正定矩阵。该性能指标函数的目的是通过适

当的控制数值输入，来保持预定的输出误差，以达到系统

误差和控制能量综合最优的目的。性能指标函数 J t^ h中

第一项 x t Qx tT^ ^h h表示在系统工作过程中对风电机组状态

x t^ h的要求和限制，用来约束控制过程中的误差和终端

误差，保证控制风电机组在风速变化等扰动的影响下能够

保证响应的快速性和终端状态的准确性。该项函数值为非

负，所以 x t^ h越大，该项函数值越大，其在整个性能指

标函数 J t^ h所占比重越大。性能指标函数 J t^ h中第二项

u t Ru tT^ ^h h表示该风电机组控制系统动态过程中对控制的

约束和要求，用来限制 u t^ h的幅值及平滑性，以保证风

电机组控制系统安全稳定运行，而且对限制控制过程的电

能等能源消耗也起到重要作用，从而保证风电机组的节能

性。因为R为正定矩阵，所以只要存在控制 u t^ h，则该项

为正。 u t^ h越大，该项的函数值越大，其在整个性能指标

函数 J t^ h所占比重也越大。

最优控制的目标是计算出一个最优控制输入 u t^ h使性

能指标函数 J t^ h最小，通过使性能指标函数 最小得到状态

反馈最优控制器。对于性能指标函数 J t^ h取最小化体现了

对该风电控制系统输出 J t^ h大小和控制 u t^ h大小的约束和

限制。最优控制的目标可表示为：

       
minJ t x t Qx t u t Ru t

0u t

T T= +
3^ ^ ^ ^ ^

^
h h h h h

h
6 @#                               

                                                                             (17)

该二次型性能指标函数除了依赖于 u t^ h之外，还依赖于系

统状态初始条件x(0)。当系统是完全可控时，对于性能指标

函数 J t^ h，根据贝尔曼最优理论，状态反馈最优控制器存

在并且唯一，可表示为下式：

                                u t Kz t=-^ ^h h                              (18)
其中

                         K S R SB B B A1T T=- + -v r r r^ h                           (19)
S是如下黎卡提方程：

   0A SA S A SB B SB R B SA C C1T T T T T+ + =- -
-r r r r v r r r r r^ h      

                                                                             (20)

的唯一正定对称解[6]。则采用状态反馈最优控制器(20)的闭

环系统(6)和(7)是稳定的，而且当t→∞时，y(t) →0。则在状

态反馈最优控制器 u t^ h和z(0)为系统状态初值的条件下，性

能指标函数的最小值为 J t) ^ h：

                     0 0J t z SzT=) ^ ^ ^h h h                           (21)
由上可知，该风电机组状态反馈最优PI控制算法如下：

(I)根据风电机组系统模型(2)和(3)计算矩阵 Ar ， Br ， Cr ；

(II)在t时刻，根据系统初始条件z(0)，求解(18)，即求解(19)和

(20)，得出状态反馈最优控制器 u t^ h，输入到风电机组模型；

(III)令t=t+1，返回(II)。

3 系统实例仿真

针对一个6MW风电机组，额定电机转速1173rpm, 额
定电磁转矩52275Nm，其线性化系统模型为：

B =

2.0189
1.2101
0
0
0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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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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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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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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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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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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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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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0.9958
0.0162  
0.0023 
0  
0.0006 

 0.0106
0.0374
0.0141
0.0001 
0.0299

0.0081
0  

-0.0325 
-0.0242 
0.0178 

 - 0.01941
0.0357
0.0056
0.0080
0.0186

-0.0164  
0.0004  
0.0109 
0.0373 

1.3012-

 

采用GH bladed工具对该风电机组系统进行仿真，

根据公式 (19 )和公式 (20 )，可以计算得出PID控制参

数k1=1.0059，k2=0.5547，k3=0.3319。根据德国GL认证规

范, 该控制系统在极端相干阵风(ECD)下的系统响应如图

1－图5所示。由仿真结果可以看出，运用该PID最优控制

系统进行控制的风力发电机系统具有良好的动态响应特

性，电机转速和电磁转矩在极端相干阵风的达到额定风速

的时候能够很快稳定在额定转速和额定转矩上，并且系统

的功率输出能够很快稳定在额定功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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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目前风电机组PID控制器u K e K e K dt
de

P I D= + +# 需要

对三个参数KP，KI，KD进行反复的逐个调节，而本文所提

出的最优状态反馈PID控制设计可以直接计算得出PID控制

参数，并且实现了被控系统误差和控制能量综合最优，能

够满足控制系统稳定性和对目标曲线的准确跟踪，保证了

风电机组控制系统在各个风速下的控制效果，对提高风电

机组控制系统的控制性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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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吉林向阳风电场一期工程
风电机组基础优化设计分析

张巧1，温永利2

（1.吉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长春 130022；2.大唐中电（吉林）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长春 130022）

摘  要 : 本文通过对风电场的地质情况及风场所在地的实际情况的分析，找到基础设计的关键点，运用建筑桩基技术规范

对基础优化设计过程进行了分析 [1]。经过对实践工程进行回访，整个风电场运行正常，对风电机组基础优化设计

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键词 ：风电机组基础 ；桩静载试验 ；检测性试桩 ；破坏性试桩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4）04-0080-06

Analysis of Wind Turbine Foundation Design in the First Phase of Datang 
Xiangyang Wind Farm

Zhang Qiao1, Wen Yongli2 
(1.Jilin Electric Power Survey & Design Institute, Changchun 130022,China;

2.Datang CLP( Jinlin) New Energy Power Generation Co.,Ltd., Changchun 130022,China)

Abstract: �is paper analyzes the location of the geological situation of wind farm, �nds the key point of the foundation design. �rough the 

building pile foundation technical speci�cation, foundation optimization design process are analyzed in this paper. By tracking the 

project, the whole wind farm operation is normal, it also has a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to the optimization design of wind turbines.
Keywords: wind turbine foundation; foundation pile static load test; detective test pile; destructive test pile

0 引言

大唐吉林向阳风电场一期 400MW 工程为中国—丹

麦政府风能开发示范项目，风电场位于吉林省洮南市向阳

乡境内，风电场中心西北距洮南市约 26km，距白城市约

48km。海拔高度 142.78m—145.33m，风电场工程规划面

积 378.6km2，规划装机容量 1000MW，分三期开发。一期

场区内占地面积 152.3km2，安装 267 台 1.5MW 风电机组，

总容量共计 400MW。

1地基岩土构成概况

场区的地层岩性主要由粉土、粉质粘土、粉细砂等构成。

由上至下概述如下 ：

①粉土：层厚 1.20m—13.00m；②粉砂：层厚 0.50m—

12.50m；③粉质粘土：层厚 1.00m—3.70m；③ 1 粉质粘土：

厚度 1.00m—4.00m ；④粉质粘土 ：厚度 1.50m—3.60m ；

⑤粉土 ：层厚 1.70m—8.30m ；⑥粉质粘土 ：层厚 1.00m—

1.70m ；⑥ 1 粉质粘土 ：层厚度 1.00m—10.00m。⑦粉土 ：

层厚 2.00m—4.20m ；⑧粉质粘土 ：层厚 1.00m—1.20m，

层底埋深 15.5m—14.6m ； ⑨细砂 ：厚度 2.30m ；⑩有机

质土 ：层厚度 1.50m ；⑾粉砂 ：厚度 1.00m—14.00m ；⑿

粉土：厚度 1.50m—8.90m；⒀粉砂：厚度 1.60m—5.30m；

⒁粉质粘土 ：厚度 1.50m—9.70m ；⒂粉砂 ：层顶埋深

24.008m—29.50m，层底高程 113.88m—119.57m。

各层岩土主要物理力学性质指标值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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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风电机组基础的选型

根据以往工程的经济比较结果来看，1.5MW 风电机组

基础底面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至少应大于 200kPa 以上，且

基础底面距室外设计地面小于 4m 时，采用独立基础比较经

济 [2]。本工程第④层土的压缩系数较小、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比较高 fak=190kPa，用此层作为基础的持力层，基础有做

成独立基础的可能。对 267 台风电机组的地质情况进行了

统计，结果表明只有 5 台机组下有该层土，该层土顶面与

自然地面相距为 5.6m、9.2m、10.05m、11.2m，13.4m，

只有一台风电机组基础有做成独立基础的可能。⒁、⒀、⒂

层的压缩系数及地基承载力特征值虽然也具备独立基础的

条件，但该层埋深均在自然地面以下 20 多米，深度过深无

法实现独立基础。根据这种地质情况，虽然有一台风电机组

基础利用第④层土有做成独立基础的可能，但考虑数量少施

工下料等因素，最后确定本期风电机组基础采用单一的桩基

础形式。

3 桩类型的选择

对于本工程的地质构造可以采用超流态混凝土灌注桩、

预制钢筋混凝土管桩、泥浆护壁钢筋混凝土灌注桩。此三种

桩型在吉林省风电机组基础上都有所使用，它们各有特点，

如表 2 所示。

根据风电机组厂家提供的机组底面的荷载，初步估算

每台风电机组下需要桩 24 根左右，桩端到达粉砂层，桩长

约在 25m 左右。267 台风电机组共计 6408 根桩。受北方

气候及年底要投产运行的限制，7 月份开始试桩，8 月份桩

表1 土层物理力学指标

地层岩性 天然含水量

W（%）

天然孔隙比

e

土的重度

r(kN/m3)

压缩系数

a1-2(1/MPa)

压缩模量

Es(MPa)

内摩擦角

( 度 )

粘聚力

C(kPa)层号 岩土层名称

①⑤⑦ 粉土 29.4 0.898 19.1 0.40 4.79 19 9.5

③⑥⑧ 粉质粘土 30 0.90 18.2 0.616 3.80 16.5 19.0

③ 1 ⑥ 1 粉质粘土 31 0.896 18.7 0.445 4.18 13.3 14.4

④⒁ 粉质粘土 28.6 0.803 19.6 0.291 6.43 19.2 25.6

⑿⒃ 粉土 26.4 0.882 19.3 0.291 6.28 19.5 9.4

承载力特征值如下：
①⑤⑦（稍密粉土）fak=145kpa；③⑥⑧ (软塑粉质粘土 ) fak=130kPa；③ 1 ⑥ 1( 可塑粉质粘土 ) fak=170kPa；④⒁ (可塑偏硬粉质粘土 ) 
fak=190kPa；⑿⒃（中密粉土）fak=180kPa；②⑾（稍密粉砂）fak=145kPa；⒀⒂（中密粉砂）fak=190kPa

表2   三种桩型的特点

桩型 优点 缺点 施工特点 综合造价

超流态混凝土灌注桩
单桩侧极限阻力及桩端
极限阻力高，特别适合粉
细砂

对混凝土的流动性要求
较高。

需要专业施工队伍，吉林
省施工队伍只有几家

综合造价高于其它两种
桩型，与带桩尖的预制钢
筋混凝土管桩相当

预制钢筋混凝土管桩

施工方便，承载力（带桩
尖的）介于其它两种桩型
之间
桩身质量高于其他两种
桩型

桩长不好控制，桩头截
桩、桩头锚筋施工量较大

具备施工能力的单位较
多

不带桩尖的综合造价介
于其它两种桩型之间

泥浆护壁钢筋混凝土灌
注桩

施工队伍较普遍，可以做
成大直径桩

桩端极限阻力比超流态
混凝土灌注桩小，桩身整
体质量不如预制钢筋混
凝土管桩

具备施工能力的单位在
吉林省比较普遍

综合造价低于其它两种
桩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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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施工，桩基础施工工期控制在一个月，10 月末承台浇

筑完成。因此每天要施工完成 214 根桩，大约是 9 个风电

机组基础所需桩的数量。每台风电机组的间距在 500m 到

600m，现场道路还没有完全施工完成，势必造成施工设备

搬运时间较长，同时考虑一些不可预见的其他因素，预计至

少需要配备 10 台钻机。为了便于管理，建设单位要求施工

队伍不能超过三个，因此初步按三个施工单位考虑，每个施

工单位配备 4 台钻机。

超流态混凝土灌注桩的单桩承载力较高，对于本工程

是比较理想的桩型，但目前吉林省内的大型施工企业桩机总

数不足 9 台，如果采用此种桩型，需要考虑从外省租用桩机，

工程造价会有所增加。

预制钢筋混凝土管桩对于本工程有两点不利因素 ：第

一，在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厂家生产的桩长分别为

9m、12m、15m、18m 几种长度。非标准长度桩的单位造价，

远远高于标准长度的造价，且生产时间长，无法满足本工程

的数量需要。到其他省份采购成本将上升，运输时间将延长，

工期无法满足。第二，预制钢筋混凝土管桩打完桩后需要截

桩头、做桩端锚筋、桩上段做抗水平力的混凝土封堵，这些

后期处理时间较长可能会影响工期。

综上考虑，最后选择泥浆护壁钢筋混凝土灌注桩为本

工程的桩型。

4 单桩承载力的确定

初步估算每个承台下设桩 24 根左右，承台高约 3.3m，

底部直径约 16m 左右，单个基础混凝土用量约为 380m3，

钢材 40t，承台混凝土必须连续浇筑。工程要求年末投产送

电，如此大的现浇混凝土量，已经没有单独试桩的时间了。

我们搜集到了已经运行的吉林省几个风电场的地质

及试桩报告，发现这些工程的试桩都是检验性试桩，反复

研究其试桩的受力曲线，预感到桩的实际承载能力还有很

大空间。经过充分准备，决定在此工程上采取一个大胆的

做法，提出对单桩承载力高出理论值的试桩受力要求，为

节省时间用工程桩试桩。其理论依据是建筑桩基技术规范

JGJ94 － 94 中竖向极限承载力标准值是沿用多年的传统

方法，广泛应用于各种桩型，规范中给出水下钻（冲）孔

灌注桩的经验公式，其桩侧极限阻力标准值，桩端极限阻

力标准值分别以表格的形式给出，规范中以 GBJ7 － 89
的预制桩侧阻力为基本值，然后将各类土的对应的参数分

别乘以不同的修正系数，用最小二乘法得出该修正系数。

由此求得侧阻力标准值。同样方法给出灌注桩的端阻力标

准值。目前正在执行的建筑桩基技术是在《JGJ94 － 94》
收集的试桩资料经筛选得到的完整资料 229 根，（涵盖了

11 个省市）又收集到水下钻（冲）孔灌注桩 184 根，以

JGJ94 － 94 规范表 qsik，qpk 为基础对新收集到的资

料进行调整，期间还参考了上海、天津、浙江、福建、深

圳等省市地方标准给出的经验值，最终得到《JGJ94 －

2008》的 qsik，qpk 的取值 [1]。其中大部分试桩资料为工

程检测性试桩，加荷未能达到极限承载力。规范中桩侧阻

力及桩端阻力标准值，经验因素占了很大比例，且吉林省

被收录的数据不多。目前吉林省工程勘察报告中的桩侧极

限阻力标准值，桩端极限阻力标准值都是根据土的状态对

照规范《JGJ94 － 2008》得出的。

选择地质断面具有代表的 85、60、16 号风电机组基

础所在位置进行抗压试验，80、55、22 号风电机组所在位

置进行抗拔试验，75、65、26 号风电机组所在位置进行水

平承载力试验。现以 60 号风电机组为例介绍桩承载力的理

论值计算过程。岩土工程勘察报告给出的 60 号风电机组的

地质断面图如图 1 所示。

摄影：吕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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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60号风电机组的地质断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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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桩的极限侧阻力和极限端阻力标准值  

土层及编号
极限侧阻力标准值

qsik(KPa)
极限端阻力标准值

qpk(KPa)

①粉土 28

②粉砂 35

③粉质粘土 45

③ 1 粉质粘土 55

④粉质粘土 75

⑤粉土 28

⑥粉质粘土 45

⑥ 1 粉质粘土 55

⑦粉土 28

⑧粉质粘土 45

⑨细砂 35

⑩有机质土 40

⑾粉砂 35

⑿粉土 50 700

⒀粉砂 50 900

⒁粉质粘土 75 1000

⒂粉砂 50 900

⒃粉土 50 700

注：此表中桩的极限侧阻力和极限端阻力标准值是根据土工试验
数据及标准灌入试验数据对照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2008》
查得的。

桩的极限侧阻力和极限端阻力标准值如表 3 所示。

桩直径统一为 1m，每台风电机组桩长根据具体的地质

情况确定，60 号风电机组基础桩长 22.7m。按照建筑桩基

技术规范《JGJ94-2008》及岩土工程勘察报告给出的桩极

限侧摩阻力标准值和桩极限端阻力标准值计算桩竖向极限

承载力标准值为 ：

QUK=QSK+QPK=U∑qsikLi+ qpkAP

=(2.6*28+7.9*35+1.5*75+4.7*28+6*50)*3.14+0.785*1000

=2805.3+785

=3590.3(kN)

QUK——桩竖向极限承载力标准值 ；

QSK——桩总极限侧阻力标准值 ；

QPK——桩总极限端阻力标准值 ；

U——桩身周长 ；

AP——桩身截面积 ；

Li——桩周第 i 层土的厚度 ；

qsik——桩极限侧摩阻力标准值 ；

qpk——桩极限端阻力标准值。

我们要求高于理论值 1410kN，按 5000kN 的目标进

行单桩抗压承载力进行试桩。2008 年 7 月对 16、60、85
号风电机组桩进行了单桩静载抗压试验。单桩竖向抗压静

载试验采用慢速维持荷载法。（下面对 60 号桩做重点介绍，

其余从简）

60 号桩 ：当试验荷载加至 5000kN 时，桩顶沉降量仅

为 17.11mm，Q － S 曲线呈缓变型，S － lgt 曲线呈平行或

亚平行排列；已达到设计最大加荷值，故停止试验。综合判

定该桩单桩极限承载力 Qu ＞ 5000kN。

16、85 号桩：综合判定单桩极限承载力 Qu ＞ 5000kN。

综上 , 三组试验桩单桩竖向抗压静载试验均未发生破

坏，土阻力尚未发挥至极限。试验详细结果如表 4 所示。

单桩竖向抗拔静载荷试验采用慢速维持荷载法如表 5
所示。试验桩配筋为 16Ф22。 

单桩水平静载试验采用慢速维持荷载法如表 6 所示。

试验取得了我们满意的结果。按此试验结果进行了施

工图设计，每台风电机组下布置 18 根直径为 1m 的灌注桩。

仅在桩上就节省投资 25% 左右，且未影响施工进度。

5 结论

建筑桩基技术规程《JGJ94 － 2008》适用于全国，我

图2（16#、60#、85#）抗压试桩桩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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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单桩竖向抗压静载试验结果汇总

桩号 桩   型 桩长 (m) 桩径 (m) 最大试验荷载 (kN) 最大桩顶沉降 (mm) 单桩抗压极限承载力 (kN)

16 钻孔灌注桩 19.8 1.0 5000 8.51 ＞ 5000

60 钻孔灌注桩 22.7 1.0 5000 17.11 ＞ 5000

85 钻孔灌注桩 27.5 1.0 5000 5.85 ＞ 5000

统计结果
单桩抗压极限承载力平均值 : ＞ 5000kN；极差：0％；单桩抗压承载力特征值：＞ 2500kN

国幅员辽阔，各个省份的地质条件千差万别 [3]。积累本地区

同类型桩基础的试验数据，在规范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本地

区的桩基础设计，将能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

由于时间紧迫，本工程的桩静载试验采用的是工程桩

检验性试桩。假如时间允许，静载试验可以采用单独破坏性

试桩，有可能单桩承载力会更高，经济效果会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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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风电机组基础施工过程中
噪音消减方法浅析

朱荣华，龙正如，田振亚，张亮，张康

(广东明阳风电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山 528437)

摘  要 : 结合欧洲海上风电场建设经验，本文介绍了多种常见降低噪音的方法。通过工程实例，结合海上风电机组钢结构

基础施工特点，采用多种方法相结合进行噪音消减，最大程度上降低海上风电机组钢结构基础施工对海洋生物的

危害。

关键词 ：海上风电机组基础 ；打桩 ；噪音 ；海洋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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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Noise Mitigation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for Offshore Wind 
Turbines Foundation

Zhu Ronghua, Long Zhengru, Tian Zhenya, Zhang Liang, Zhang Kang
(Guangdong MingYang Wind Power Industry Group Co., Ltd., Zhongshan 528437, China)

Abstract: Combined with the experie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o�shore wind farms in Europe, this paper introduced a variety of common 

noise reduction methods. �rough project cas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shore wind turbine foundation construction steel, 

using a variety of methods for noise mitigation, thus to maximum the harm to marine life caused by o�shore wind turbines steel 

structure foundation construction .
Keywords: o�shore wind turbines foundation; piling; noise; marine life

0 引言

目前国内外海上风电场最常用的基础型式为钢结构基

础。这些基础大都需要进行打桩施工，通过打桩锤敲击，使

钢管桩插入海底承载风电机组载荷。打桩锤能量以声波形式

在水中传播，形成噪音污染，对生活在此海域的动物造成严

重影响。为了保护海豚、海豹等海洋生物，德国联邦海事局

（BSH) 要求 ：打桩过程中，以桩为圆心，750m 直径范围

内音量不超过 160db。根据欧洲海上风场建设经验，打桩

过程中排放的噪音大部分超出了 BSH 规定值，对海洋生物

产生严重影响。因此，海上风场建设打桩过程中必须采取噪

音消减措施。

1 常见海上风电机组钢结构基础类型

目前，国内外海上风电机组钢结构基础类型主要有单

桩、三脚架、水上三桩、导管架。所有基础形式都需要在海

底打入 1.5m － 6m 直径的钢桩，形成风电机组基础底座 [1]。

广东珠海桂山海上风场示范项目采用四桩导管架基础形式，

如图 1 所示，其较大的底盘提供了巨大的抗倾覆弯矩，可

作为大型风电机组支撑结构，其主体结构为四根主支腿，主

支腿之间均布 X 斜撑，形成稳定的桁架结构。通过在海底

插入四根钢管桩，呈正四边形分布，桩头位于海面以下，导

管架的四根主支腿末端分别插入钢管桩桩头内腔或者套在

钢管桩桩头外部，然后通过灌浆施工连接成整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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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上风电机组基础打桩噪音

目前，离岸风场建设主要集中在浅海海域，海域水深

起伏变动大，沉积物类型、温度、盐度以及重复的海面和海

床反射等因素，使噪音传播计算变得十分复杂。

根据 Nedwel 等人对打桩声源声压级经验预测公式 [3] ：

       SL ＝ 24.3D + 179，dB/m     Nedwell(2005)

式中，SL －打桩声源声压级 ；D －风电机组桩基础直径。

在浅海区域，海床与噪音能量磁滞损耗的紧密耦合导

致噪音吸收损耗高，打桩噪音在水中传播为三维空间传播，

采用球面波传播模型进行声波在水中传播损耗计算 ：

          TL ＝ 20lgr +a·r ，dB/m      Urick(1983)

式中，TL －声波水中传播损耗；a －海水吸收系数 (dB/km)；
r －测量处到声源的距离。

根据声音传播公式 ：

                      SPL ＝ SL － TL，dB/m

式中，SPL －测量处声压级。

根据上述公式可以推算出表 1 中世界各国海上风场桩

基础打桩在不同距离处的声压级。

由表 1 可知，单桩基础型式桩径较大，在打桩过程中

产生的水下噪音较大，导管架及群桩基桩径较小，产生的噪

音相对单桩较小，风电机组桩径大小与水下噪音强度成正比，

噪音随着测量距离的增加而逐渐减小。但是由于各海域水文

条件不同，海水吸收系数差异、声音叠加和持续时间等因素

的不确定性，上述公式所计算的结果可能与实际值有所误差。

3 海上风场施工过程中的降噪措施

3.1 打桩锤套筒

打桩锤套筒，如图 2 所示，是在打桩锤上敷设隔音及

消音材料，减少锤体与桩体的冲击噪音，缓解海面上噪音的

传播。同时打桩锤在打桩过程中施加软启动，在打桩过程中

打桩锤能量随时间推移逐渐增加，使附近的海洋生物逐渐适

应，有足够时间疏散、远离施工区域。

3.2  单桩结构套筒

单桩结构套筒主要通过在单桩体外围布置封闭结构体，

将桩与结构体隔离，在桩和海水之间形成一个充满空气或真

空的空间，桩与结构体之间可以选择气泡幕、真空层、真空

球体及柱状体，也可以是被束缚的管状液体或空气，包裹桩

体的结构体可以是单层或多层，通过在结构体上布设其他固

体消音材料如隔音绝缘、围体泡沫涂层、火山岩、橡胶木材

等来降低或吸收噪音。结构物可以是定长、伸缩式的钢壳或

者其他材料形式 [4]。

3.3  整体气泡帷幕

整体气泡帷幕通过在海床表面布置水体管道系统，空

气压缩机将空气导入管道，从管道开口处上升的气泡形成一

个封闭的泡幕帘，由于空气和水的密度差异，气泡帘对噪音

传播产生高阻尼损耗和散射，并把噪音带出水面排放到空气

中进行降噪，如图 3 所示。

表1  桩径-范围噪音影响

海上风场 基础形式 桩径 /m
传播距离

750m 1000m 2000m

Horns Rev( 丹麦） 单桩 4 220 dB 215 dB 207 dB

Beatric（英国） 导管架 1.8 166 dB 161 dB 154 dB

东海大桥（中国） 群桩 1.9 167 dB 164 dB 156 dB

Setana Port( 日本） 群桩 1.1 147 dB 144 dB 137 dB

图1 珠海桂山导管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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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泡帷幕作为一种成熟的降噪技术，优点在于适用于

更深的水域和直径更大的管桩，并在各商业风场的施工中广

泛应用，经过改良后使用围堰作为其外壳，克服水流因素的

影响，排除不稳定干扰，可以取得良好的降噪效果，同时气

泡帷幕布设在风电机组基础外围作为二次消音系统，除降噪

外也有利于警告海洋生物不要靠近。

4 欧洲海上风场工程经验

4.1  “Borkum West II”风场整体降噪技术

在德国“Borkum West II”风场 31 号、40 号风电机

组三脚架基础施工中采用 “大气泡幕”降噪技术，通过船上

布置的 4 台空气压缩机（150m3/min）将压缩空气导入海

底水体管道系统，如图 4 所示，形成封闭泡幕帘，反射和

吸收打桩噪音。

测量结果表明，单排环形的“大泡幕帘”在水深约

30m“Borkum West II”风场，减噪效果达到 9dB － 13dB，
降低了 90％噪音污染，在一定受限情况下可以控制噪音值在

160dB范围内，减少打桩对海域生物的干扰。整体气泡幕的缺

点是在强潮汐流的影响下，气泡幕会随着水流漂移，效果不稳定。

4.2  “Alpha Ventus”风场小气泡幕降噪技术

为了克服大气泡幕的缺陷，“Alpha Ventus”风场 9 号

风电机组基础 2 号桩和 3 号桩桩靴采用分层小气泡帷幕降

噪技术，1 号桩无降噪措施。原计划在三脚架桩靴下端内侧

预装四层气泡发射管线系统，桩靴外侧上部安装浮力体和 6
层气泡发射管线，如图 5 所示。但由于天气原因，上部浮

力体和 6 层气泡发射管线未被安装使用 [5]。

每个桩基需要进行约 4700 次锤击才能打入海底固定，

满足风电机组载荷承载要求，平均每分钟液压打桩锤锤击

40 次，打桩过程持续 2 个小时左右，图 6 所示为距桩源

500m 处测得 2 号桩不同时间段对应的噪音声压级。

2 号桩打桩过程中通过关闭或启用空气压缩机给管道供

应空气进行对比，可以测出使用分层气泡帷幕降噪技术能够

降低 10dB － 14dB 噪音，但是噪音传播受水流干扰，东西

方向噪音差距能达到 10dB 左右，且装置受基础形式限制，

通用性不强，因此分层气泡帷幕降噪技术还有待改进 [6]。

4.3 “London Array”风场HSD降噪技术

英国北海“London Array”风场打桩过程中使用 HSD
（Hydro Sound Dampers）来降低施工噪音，HSD 系统是

在网状结构上附着高弹性材料制作的充满空气的薄壳体，上

部设置浮动环，浮动环及网状结构底部配备承重结构，如

图 7 所示。HSD 通过薄壳体直接进行水下噪音高阻尼衰减、

高散射及调整谐振频率实现降噪。

 测试结果表面，HSD 系统在“London Array”风场平

均降低 9dB 噪音，在 100Hz—2000Hz 频率范围内能够高达

19dB，并且不受海流方向影响。针对不同的频率范围，可以

图2 打桩锤套筒（图片来源于MENCK）

图3 整体气泡帷幕
（图片来源于Hydrotechnik Lübeck）

图4 “大泡幕帘”降噪技术
（图片来源于Hydrotechnik Lüb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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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HSD 系统薄壳体内压和厚度进行调整，增加噪音吸收或

阻尼效果。HSD降噪系统结构简单，使用便捷，极具成本效益，

不受海洋潮流的影响，无需供应压缩空气的设备，适用于不

同类型的桩体等，为海上打桩降噪提供极大的参考价值 [7]。

5 珠海桂山海上风场示范项目的消音措施建议

珠海桂山海上风电场位于白海豚的栖息地，打桩噪音将

会影响到白海豚的行为和族群生活，轻者短暂性听觉丧失，

重者永久性听觉丧失行为障碍。所以，对于打桩降噪将是极

其重要的保护措施，通过水声波传播公式计算打桩噪音，导

管架基础型式管径越小，在建设过程中产生的水下噪音小，

再配合其他的消音降噪方法，将噪音强度控制在约 120dB 左

右，将符合中华白海豚所能接受的噪音强度。另外，工程施

工期间可搭配现场监控、海豚驱赶器和强度渐增打桩法减缓

措施，以避免中华白海豚靠近施工影响范围而造成严重伤害。

6 结语

任何海事工程都会对海洋环境产生各种程度的影响，

海洋工程建造过程中产生的噪音污染是不可避免的。但是，

可以通过一定的措施来控制噪音，使噪音不致于对海洋生物

造成危害。最大可能地降低工程开发产生的噪音对海洋生物

和生态环境的影响，让海上风场施工得以顺利进行，是本文

提出降噪技术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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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odeSys 风电机组变桨距控制
策略研究

陆国君1，王贇2

 (1.德国倍福自动化有限公司，上海 200436；2.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武汉凌久电气有限公司，武汉 430074)

摘  要 ：本文主要研究兆瓦级风电机组变桨距控制系统的控制策略，基于不完全微分 PID 控制算法开发控制器，通过建立

数学模型，与传统的 PI 控制器进行比较提出了优化的变桨距控制策略。通过实际工程应用中常用的 CodeSys 编

程软件运行实际风电机组程序并进行全风速仿真，对比优化后的控制算法具有超调小，控制精度高及输出桨距角

平滑等优点，为变桨距控制系统策略的优化提供设计思路及方案。

关键词 ：变桨距控制 ；控制策略 ；PID 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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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ntrol Strategy of Wind Turbine Pitch System Based on 
CodeSys

Lu Guojun1, Wang Yun2

(1. Beckho� Automation Co.,Ltd, Shanghai 200436, China; 2. CSIC(Wuhan)Ling Jiu Electric Technology Co.,Ltd., Wuhan 430074,China)  

Absract: �is paper researched the control strategy of variable pitch control system of MW-class wind turbine generators, compared to the 

traditional PI controller proposed optimized controller strategy of variable pitch controller and based on incomplete derivative 

PID control algorithm developed controller and established mathematical model. Used the CodeSys programmer so�ware running 

the real wind turbine program and simulate wind speed. �e results of simulation showed that the optimized controller has the 

advantages of small overshoot, high control precision and make the angle outputs more smoothly, this can put forward optimized 

design proposal and solutions for the variable pitch control strategy.
Keywords: variable pitch control system; control strategy; PID controller

0 引言

变速变桨距控制系统是构成风电机组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风电行业发展迅速，直接带动了该系统的研究和开

发，该系统控制性能的优劣主要由所采用的控制策略是否

适合与被控对象所决定。目前，实际工程中常采用常规的

PI 控制器控制输出桨距角，该控制器易实现，但有可能出

现大超调现象，风电机组作为一种复杂的多变量非线性系

统，如仅采用单一的控制很难得到满意的控制效果 [1]。所

以采用更适合机组的控制器对减小机组载荷、避免机械共

振、最大限度的捕获风能及为电网提供良好的电能质量等

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变桨距控制器设计及建模

1.1  PID控制器

本文介绍的控制算法都基于传统的不完全微分 PID 控

制算法，其特点是不但能抑制高频干扰，还克服了普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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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PID 控制器的缺点，将数字调节器输出的微分作用能在

每个运算周期里按偏差均匀的输出变化趋势，起到了真正

微分的作用 [2]。不完全微分 PID 控制算法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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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式（1）中，KP 为比例增益 ；Tn 为积分时间常数 ；Tv

为微分时间常数； Td 为滤波器系数。控制器框图如图 1所示。

比例环节 P ：比例控制是一种简单的控制方式，控制

器的输入与输出误差信号成比例关系。

积分环节 I：控制器的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成积分关系。

在控制系统中，如果进入稳态后存在稳态误差，则需要引

入积分项。积分项主要取决于误差对时间的积分，随时间

的增大，积分项也增大。这样，即便误差很小，积分项也

会随着时间增大而加大，它推动控制器的输出增大使稳态

误差进一步缩小，直到为零。因此，比例 + 积分的 PI 控制

器能使系统进入稳态后减少稳态误差，这也是变桨距控制

中常用的控制策略。

微分环节 D：控制器的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的微分（误

差的变化率）成正比关系。通常，控制系统在克服误差的

调节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震荡或失稳。其原因是由于存在较

大惯性环节或者滞后环节。控制器中加入微分项，能预测

误差变化的趋势，比例 + 微分的 PD 控制器能改善系统在

调节过程中的动态特性 [3]。

1.2  传统变桨距控制算法

传统风电机组的桨距角控制主要采用的是 PI 的控制

策略，PI 控制器具有数学模型简单，容易控制，响应迅速

等优点，在实际应用中使用非常广泛，其控制器模型如图

2 所示，使用转速信号作为控制信号，信号输入后，先使

用转速偏差陷波滤波器，滤除特定频率的转速干扰信号 [4]。

随即使用 PI 控制器进行控制，由于桨距角的变化对于风速

而言是非线性的，如在额定风速附近，较小的风速变化需

要桨距角给定一个大变化才能使输出稳定，因此在额定风

速附近需要增大增益，针对此问题，一般整机厂家会设计

多套 PI 参数供机组在不同运行状态时使用来 [5]。

该 PI 控制器的不足是超调相对较大，调节过快，容易

引起机组的振荡，桨距角的控制曲线较陡峭，易引起变桨

距控制系统的执行机构机械疲劳，转速低时容易引起转速

振荡，导致机组失去平衡，减少机组运行寿命。

1.3  优化后的变桨距控制算法

经过优化后的算法由两个 PD 控制器和一个 P 控制器

构成，分别对发电机转速、桨距角及加速度进行控制。通

过一定条件及运行状态的选择，有条件的使用这三个控制

器作为输出，最终以桨距角形式发送给执行机构。

桨距角控制 ：一般在并网前，机组处于起机或自检状

态时选用此控制器，因为此时发电机转速相对较低，还未

稳定运行，程序内部反馈的发电机转速可能存在一定偏差，

所以选用当前的桨距角作为控制变量能起到比较好的控制

精度。再将输出的角度值经过低通滤波器，用于滤除高频

角度干扰信号，并通过一定的数学关系转换输出桨距角，

该控制结构如图 3 所示。

发电机转速控制：当机组稳定运行后，在额定风速附近，

大部分时间的控制皆使用此控制器。使用发电机转速作为

控制变量，在信号输入端使用低通滤波器，滤除瞬时的转

速变化。PD 控制器输出后再使用 PT1 低通滤波器使输出

转速信号更为平滑。再通过数据转换将当前的转速输出转

化为桨距角。控制器结构如图 4 所示。

发电机转速加速度控制 ：控制中实时将转速的加速度

和转速控制器输出进行比较，当加速度大于额定值时，即

图1  PID控制器

图2 PI转速控制器

图3 桨距角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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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速偏差过大，则开始启用此加速度控制器进行调节。加

速度控制器结构如图 5 所示。

使用此控制器主要在发电机转速偏差过大或在启动阶

段中需要快速度过机械共振区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实现了

对功率最大化及避免长期振动给机组带来的机械疲劳损伤。

2  变桨距控制模型的数据仿真与分析

本文研究的被控对象为 1.5MW 三叶片双馈变速恒频

风电机组。采用基于 PC 的嵌入式控制器作为硬件，结合实

际风电机组控制程序对桨距角的输出进行比较，使用基于

CodeSys V2 版本的软件平台进行仿真及分析。被控对象的

主要技术参数见表 1。
使用风速仿真程序对风速进行模拟，在高于额定风速

的情况下观察机组的启动过程，使用本文介绍的 2 种不同

的控制器对输出桨距角进行观察，如图 6 所示。

由图 6 可以看出，使用优化后的控制算法能够更平滑

的处理桨距角的输出，以避免振荡给机组造成不必要的机

械损伤。相比之下，传统控制算法在 0 度附近时调节过快，

易引起机组的振荡，且控制曲线跟陡峭，易导致变桨执行

机构疲劳运行。

3  结语

优化过的 PD 控制与传统的 PI 控制相比。优化后的

PD 控制器能让机组更平滑过渡运行，该控制器具有动态响

应性好，适应性强，控制精度高等特点，有效减小风电机

图4 发电机转速控制器

图5 加速度控制器

表1  风电机组的主要技术参数

参数 数值

额定功率  /MW 1.5

切入 / 切出风速  /m/s  3/25

额定风速  /m  11

风轮额定转速  /r  17.4

风轮直径  /m 77.36

组在起机时的震荡，使响应曲线更平滑，且具有较好的鲁

棒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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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Matlab和西门子IP427的半实物
风电运行控制仿真实验台设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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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介绍了采用模拟仿真的方法，开发半实物风电运行控制仿真实验台。该实验台采用软件模拟各种工况下风电

机组运行情况，通过人机交互界面 HMI 来监控风电机组运行状况。该实验台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一个教学实验平台，

也方便专业人士研究风电运行控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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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Simulation Platform Design of Semi-physical Wind Power 
Operation Control Based on Matlab and Siemens IP427

Xing Zuoxia, Xiao Zeliang, Wang Yaguang, Liu Zhiwu
(School of New Energy Engineering,Shen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henyang 110023,China)

Abstract: �is paper introduces a simulation platform of semi-physical wind power operation control for the training target of new energy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which adopts the method of simulation. �e platform uses so�ware to simulate wind turbine 

operation in various conditions and monitors the running status of wind power generator through the man-machine interface HMI. 

�is experimental platform provides a teaching experimental platform for the teachers and the students, and also facilitates the 

professional to research wind power operation control technology.
Keywords: wind power; main control system; program design; semi-physical simulation

0 引言

随着变速变桨风电机组的发展，风电机组控制系统的

设计开发变得越来越容易实现，并且显示出较好的应用前

景 [1-3]。我国的变速恒频控制策略主要集中体现在变流器的

控制算法上，通过转速、转矩及变桨的方式对风电机组的

功率和载荷进行整机综合控制 [4]，但机组控制技术与国外

先进技术还有较大差距。设计规划一套风电机组主控系统

动态仿真实验台显得极为重要，该实验台采用软件模拟各

种工况下风电机组运行情况，通过人机交互界面 HMI 来监

控风电机组运行状况。需要测试的运行控制系统（变桨距

控制策略）、偏航执行机构为实物形式，液压站和齿轮箱为

状态灯形式，通过信息的实时交互，可实现控制算法和执

行机构的测试。

1 风力发电主控实验台开发

全面系统的模拟兆瓦级风电机组执行机构、传感器的

状态及其控制主要包括 [5] ：偏航、变桨、液压站、刹车、

齿轮箱润滑、变桨轴承润滑、机舱温度及热交换、航空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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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灯及机组运行状态、安全链等。采用软件仿真模拟风电

机组的气动及传动系统特性，并实现风电机组的变桨和转

矩闭环控制。实验台外形如图 1 所示。

实验台可进行如下实验 ：

（1）通过偏航电路设计，可以编程实现偏航电机的启停、

互锁及扭缆极限保护控制 ；

（2）通过脉冲计数，PLC 编程实现偏航方向判断及偏

航角度计算 ；

（3）依据风向模拟输入信号，进行 PLC 编程，实现风

电机组偏航自动对风控制，观察机组偏航角度变化情况 ；

（4）编程实现机组的启动、停机过程，液压站松闸、

抱闸刹车动作，观察机组转速变化过程 ；

（5）编程实现齿轮油泵启、停，根据油温，进行齿轮

油冷却风扇、加热温度控制，观察油温变化情况 ；

（6）手动模拟安全链故障，编程实现机组紧急停机，

观察机组实时状态响应 ；

（7）发电工况下，编程实现风电机组变桨和转速－转

矩曲线控制，观察机组的稳定发电运行情况，功率输出实

时变化情况。

 

2 主控制器及PLC硬件结构的选择

由于风电机组对数据处理和 CPU 运算速度要求比较

高，子系统较多且要处理的任务复杂，因此主控制器选用

西门子 SIMATIC IPC 427C。风电机组主控实验台 PLC
整机结构包括以下部分 ：

（1）以太网交换机采用的是 6GK5005 0BA00 － 1AB2，
5×10/100Mbit/s RJ45 端口，LED 诊断，24 伏直流供电；

（2）远程 IO 站采用的是 6ES7151 3AA23 － 0AB0，
通讯接口为 PROFINET，24V 直流供电 ；

（3）电源模块采用的是 6ES7138 4CA01 － 0AA0，
用于电子版模块，24V 直流供电 ；

（4）数字量输入采用的是 6ES7131 4BF00 － 0AA0，
8 位数字输入，24V 直流供电 ；

（5）数字量输出采用的是 6ES7132 4BF00 － 0AA0，
8 位数字输出，24V 直流供电 ；

（6）模拟量输入采用的是 6ES7134 4FB01 － 0AB0，
8 位模拟输入，24V 直流供电 ；

（7）模拟量输出采用的是 6ES7135 4FB01 － 0AB0，

8 位模拟输出，24V 直流供电 ；

（8）通讯模块采用的是 6ES7138 4DF01 － 0AB0，
RS232、RS422、RS485 串行接口，24V 直流供电。

3 主控实验台的软件架构

3.1  主控制器网络架构

风电机组主控实验台整机控制网络拓扑如图 2 示。

（1）主控制器 (IPC427C) ：通过 PLC 及电路实现风

电机组各种状态（启动、待机、停机、运行、紧急停机等）

的切换、各执行机构控制过程、故障处理过程及发电运行

控制 ；

图1 实验台外形照片

图2 主控实验台硬件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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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机交互界面（HMI）：HMI 界面可实现趋势图

显示，故障报警，数据归档等功能 ；

（3）远程 IO 站 (IM151 － 3) ：ET200S 作为远程 IO
子站，主要负责采集主控系统外围设备的信号的采集。IO
模块的类型也满足风电机组常见传感器类型，包括了 DI、
DO、AI、AO 等功能。本主控系统实验台整机通讯采用基

于 TCP/IP 的 PROFINET 实时以太网，最高传输速率可达

1000MBit/S，极其方便了系统的扩展与调试。整机采用西

门子最新的实时以太网 PROFINET 作为控制网络 ；

（4）编程电脑 ：可在上位机上实现学生编程和后台模

拟仿真功能，并且可在上位机上实现风电机组风能捕获及

机械传动的动态仿真，与 PLC 编制的控制程序进行信息

交互。3D 仿真系统主机 ：运行风电机组的 3D simulation
模型，三维模拟变桨、偏航、齿轮箱、发电机等过程 ；3D 
simulation 风电机组模型预留数据接口，可实现与西门子

控制器进行连接通讯。

3.2  控制系统程序设计

控制系统由参数检测、数据库处理、故障处理、功率

调节 4 个模块组成。变桨距机构通过改变叶片桨距角的大

小，从而改变叶片气动特性，使桨叶和整机的受力状况大

为改善。发电机起动时，通过改变桨距角获得足够的起动

转矩 ；风速过高时，叶片旋转以保持一定的输出功率 ( 额定

功率 )，同时减少对机组的冲击 ；还可以实现快速无冲击并

网 [6]。变桨距控制与变速恒频技术相结合，可以提高风力

发电系统的效率和电能质量。

（1）自动偏航

该过程是以风向传感器输出为基准，当风向改变超过

允许误差范围时，控制器发出自动偏航指令 ；

（2）自动解缆

当某个方向达到 10800 deg 时，无论机组是否运行，

机组都将执行自动解缆 ；

（3）人工偏航

人工偏航是指在自动偏航失败、人工解缆或者是在需

要维修时，通过人工指令来进行的风力发电机偏航措施。

4 人机交互界面与三维动画模拟

4.1 人机交互界面

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 人机界面编程软件

可与西门子主控软件 STEP 7 独立编程，实时进行风电机

组的状态监视及操作，实现相关参数的显示、记录、曲线、

报警等功能。通过此监测系统，确保风电机组模型稳定运行，

在出现风速超过切出风速、温度报警、并网故障等异常运

行状态时执行停机操作。

4.2  风电机组三维动画实时反馈模拟

风电机组的 3D simulation 模型，如图 3 所示 [7]。三

维模拟变桨、偏航、齿轮箱、发电机等过程，可以更加直观

的观察风电机组运行的实时状况 ；3D simulation 风电机组

模型预留数据接口，可实现与西门子控制器进行连接通讯，

将下载好的程序与 3D simulation 模型连接，验证所编写

的程序是否合理，减小了实际风电机组运行所带来的危险。

5 基于FAST/MATLAB/GH Bladed的半实物仿真

本实验台采用 FAST、MATLAB 和 GH Blade 这 3 种

仿真工具的联合，使机械模型、电气系统和控制系统具备

完整性，还可以有效地实现风电机组的 3D simulation 模

型与西门子控制器进行连接通讯，上位机实现学生编程和

后台模拟仿真功能并与PLC编制的控制程序进行信息交互。

在 MATLAB/Similink 环境下设计所需要的控制系统，

并对其进行建模与仿真，再通过端口控制器算法实现 PLC

环境下相对应的控制系统。然后将建立好的 MATLAB/

Similink 环境下的控制系统仿真模块 (*.mdl) 文件通过

PLC 中的嵌入式编码器编码生成两种不同的目标文件 ：通

过工程集成在 SIMATIC Tools 环境下生成 SCL Source 目

图3 风电机组的3D simulation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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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风电机组桨距角曲线

图4 PID控制模块仿真图

图5 风电机组输出电磁转矩曲线

标文件 ；通过实时集成在 WinAC RTX 环境下生成 DLL 

File 目标文件。

最后，通过在两者不同环境下对同一 PID 控制模块进

行实时运行仿真，如图 4 所示。比较两者的运行结果基本

一致，从而验证了建立 MATLAB/Similink 环境和 PLC/

WinAC RTX 环境下的通讯连接可行性。

GH Bladed 主要应用于以下目的：风电机组初步设计；

详细设计和零部件技术要求 ；风电机组验证。通过 Bladed

软件仿真的机组性能曲线如图 5、图 6 所示。

6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主控系统整体设计方案，对系统硬件进行

选型和配置，搭建风电机组控制系统动态仿真实验台。详

细阐述了该主控实验台的硬件结构和软件架构，并给出

主控制器的控制程序设计流程。采用 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 软件设计了人机交互界面界面，实时监控变

桨实验台运行状态参数。主控器与所编制的 3D simulation
风电机组模型进行通讯，可以更加直观的观察风电机组变

桨、偏航、齿轮箱、发电机等运行的实时状况。该实验台

开放的编程环境可作为专业人士研究风力发电主控技术使

用，也可以作为本科生教学和研究生课题研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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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机组塔筒在线监测技术的
应用研究

刘峰

(中国大唐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检修分公司，北京 100071)

摘  要 ：以塔筒形态在线监测系统的研究为切入点，将倾斜传感器和加速度传感器的数据代入塔体变形的参数方程式，通

过方程求解、现场工程实践等方法较准确地得到塔体的变形数据。该系统可以广泛应用于风电机组塔体等高塔的

倾斜及变形测量，实现在线安全监控。

关键词 ：风电机组 ；塔筒 ；在线监测 ；加速度 ；倾角 ；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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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Online Monitoring Technology of Wind Turbine Tower 
Liu Feng

(Beijing Maintenance Branch of China Datang Corporation Renewable Power Co., Ltd.,Beijing 100071,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tower shape online monitoring system, substitute sensor and acceleration sensor data are put into the 

parameter equations of the tower body deformation, then get the tower body deformation data by equation solving �eld engineering 

practice, ect. �e system can be widely used in wind turbine tower body tilt of the tower and deformation measurement, realizing 

the online security monitoring. 
Keywords: wind power; tower; online monitoring; accelerated speed; dip; sensor

0 引言

新能源资源的不断开发利用，使二、三类风能资源成

为风电开发的主要对象。相对一类风能资源地区，在这些地

区开发风电将需要整机厂商提供更长的叶片和更高的塔架。

塔筒高度在不断增加，目前陆上风电机组的塔筒高度大多在

50m － 120m 之间，塔筒本身承受自身的重力、风的推力、

叶轮的扭力等复杂多变的负荷，同时受气象及地质因素的影

响，塔体作为一个弹性刚体会产生一定幅度的摇摆和扭曲等

弹性变形。过大的摆动将导致塔体结构的疲劳增大，或使塔

架基础发生倾斜，产生安全隐患，因此需要对塔体的变形状

态进行连续的在线监测。

虽然可以通过很多方案从原理上实现塔体的倾斜和变形

监测，但是这些方案仍存在诸多问题：（1）GPS 精度目前不

能满足风电机组塔筒毫米级的倾斜测量要求；（2）采用多个

GPS 的方案不仅成本高，同时受工程施工的限制，必须安装

在塔体外壁，采用倾斜传感器测量位移量虽然可行，但是现

有专利 US7317260 未能考虑塔体的非线性变形特点，基于单

一倾角和刚体变形的假设所计算得到的位移量将远大于实际

位移量；（3）采用加速度传感器进行两次积分的方法则存在

初始位置无法准确获取，积分运算受干扰而精度较低等问题。

目前，成本较低、可用于风电机组塔体之倾斜及变形

状态在线监测的系统和方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1 研究过程
1.1 理论论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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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分析塔筒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受力情况，我们在

塔架上安装了多个传感器，结合附图 1 ：塔架线性变形与非

线性变形的受力变形情况 , 对风电机组塔筒在线监测系统的

研究过程进行详述。

如图 1(a) 所示，现有技术中一般假设塔体为刚体，即

假设塔体倾斜时位移为线性位移，因此根据塔顶的位移 d
和塔体高度 H 来评估塔体的倾角 α，即

                      
arcsin H

d=a c m
                                   (1)

但是反过来， 如果根据倾斜传感器的测量值 α 计算塔

顶的位移量 d，容易获得错误的结果。如图 1(b) 所示，由

于塔体的变形为非线性变形，采用上述公式求出的 d 将远

大于实际的位移值 d'。可见现有计算方法存在较大缺陷。

如图 2 模拟塔架安放传感器位置和搭建塔体形态坐标

图，(a) 为塔体变形测量系统的一个实例。图中所示，塔体

为一个典型塔筒结构的风电机组塔体 1，但是同样可应用于

其他结构形式的塔体，例如桁架结构的塔体。风电机组塔体

通常由多段锥形塔筒连接而成，连接方式主要采用圆形法

兰盘等形式。为了便于后续表述，引入塔体坐标系 ：其中 x
轴与发电机转子轴线平行，y 轴与发电机转子轴线垂直，z
轴与重力方向平行。

研究采用最典型的塔体为例，在图 2 中，塔体 1 由上

半段塔筒 2 和下半段塔筒 3，两者之间通过法兰盘 4a 和 4b
连接。倾斜传感器 5 安装在法兰盘 4a 的上方附近，例如通

过刚性支架与法兰盘连接，或者直接安装在法兰盘上。倾斜

传感器 5 的内部具有一个水平加速度传感器 5a。加速度传

感器 5a 至少是提供两个水平方向加速度测量的 2 轴加速度

传感器，最好是支持三个方向加速度测量的 3 轴加速度传

感器。图2(b)和图2(c)为塔体变形测量系统的另外两个实例，

即在塔体内部的不同高度上安装有多个加速度传感器。在更

多的不同高度位置上安装加速度传感器有利于提高塔体位

姿及变形测量的精度。

如图 3 所示，塔架各部位传感器设计安装点，为倾斜

传感器和加速度传感器的一个安装实例，倾斜传感器 5 可

以安装在靠近法兰盘的位置，也可以安装在塔体的中轴线附

近，具体的安装方式将结合图 4 进行说明。对于加速度传

感器来说，对应每一个安装高度，加速度传感器的安装方式

主要有两种方案。一种安装方式为在位置 8 安装一个两轴

加速度传感器，用于测量 x，y 方向的加速度。这是因为在

这一位置上，由于塔体绕 z 轴的转动造成的平动加速度非常

图1 塔架线性变形与非线性变形的受力变形情况

图2 模拟塔架安放传感器位置和搭建塔体形态坐标图

图3 塔架各部位传感器设计安装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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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采用单个两轴水平加速度传感器即可实现水平加速度的

测量。另一种安装方式为在位置 9 安装一个两轴加速度传

感器，用于测量 x，y 方向的加速度，并在位置 10 安装一

个单轴加速度传感器，用于测量 y 方向的加速度，根据同

时测量得到的三个加速度值可以计算出塔体在该高度的 x、
y 方向水平加速度，以及绕 z 轴旋转的角加速度。此外，还

可以采用多个单轴加速度传感器实现上述测量。需要了解的

是，加速度传感器的水平安装方向一般与风电机组塔筒的初

始 x，y 方向一致，当顶舱有偏航运动时可以通过坐标变换

进行换算。

如图 4 塔筒法兰安装螺栓处传感器变化情况的细部描

述， (a) 所示为倾斜传感器安装方式的一个实例，在法兰盘

4a 上吸附有永磁铁 12，刚性支架 13 通过螺钉等方式与永

磁铁 12 固连，倾斜传感器 5 固定安装在刚性支架 13 的另

一端。刚性支架 13 的长度 l 一般选择接近法兰半径，但是

也可以更短或更长。如图 4(a) 所示，法兰 4a 和 4b 之间通

常采用大量螺栓 14 进行联接。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法兰盘

4a，4b 的厚度通常远厚于塔筒壁 15 的厚度，因此将刚性

支架 13 固定安装在法兰上更加稳固，但是倾斜传感器 5 也

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安装在法兰盘 4a 上方的塔筒壁上。

图 4(b) 中还显示了法兰盘在复杂外部载荷的作用下发

生了倾斜，同时螺栓 14 出现拉伸和弯曲变形。由于螺栓在

反复拉伸一段时期后可能会产生塑形变形，对塔体安全带来

重大隐患，因此及时发现螺栓的异常具有重要意义。采用刚

性支架 13 和加速度传感器 5a，可以将法兰盘 4a 的角加速

度波动放大为 z 轴方向的直线加速度，通过测量 z 轴方向加

速度波动，即可以检测出法兰盘 4a 异常倾斜造成的角加速

度波动，进而发出警报通知维护人员。

1.2  现场实践阶段

基于以上研究，我们设计了一款专门针对塔筒形态在

线监测的自动装置，通过试验各种原理传感器的灵敏度、改

变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安装工艺等方式，发现在塔顶和塔基

各安装一个传感器是较合理、经济的方案，这样既可以得到

塔顶的摆动瞬时值，还可以得到基础环法兰的水平数据，实

现了塔顶摆动度和塔基有角度沉降的在线监测。

根据设备的实际情况，我们对采集到的数据传输路径

进行了多种方案的设计，一是利用原有风电机组间的光纤通

道将数据传输到风电场主控制室，这种施工方案在现场需要

熔接光纤，因为部分风电机组间的备用光纤通道已经损坏，

施工周期较长 ；二是利用无线传输技术将数据送到主控制

图4 塔筒法兰安装螺栓处传感器变化情况

摄影：赵珉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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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塔筒形态监测系统

室，发现在塔架内装设无线发射系统受金属屏蔽和风电场电

磁干扰，信号有所失真；基于以上困难，我们采用了一种就

地存储、硬件关联报警的处理思路解决了通讯方面带来的技

术难题。当运行人员发现风电机组报“安全链打开”类似的

严重故障停机后，到现场检查可以发现“本系统处于报警输

出状态”，提示检查摆动最大值，拷贝故障波形。对监测系

统的波形拷贝完毕后可以通过手动复位，风电机组安全链恢

复正常 [1]。

通过安装在塔筒底部的在线监测装置画面可以实时监

测顶部与底部的数据变化，同样若在风电场控制室安装了在

线监测系统工控机，运行人员在控制室既可以观测到每台风

电机组的塔体变形情况，风电机组维护人员可以在线观察塔

筒的动态变形。需要指出的是，当处理过程中发出黄色警报

时，可以为风电机组监控人员提供参考。风电机组监控人员

根据塔体的变形特征和报警数量及持续时间作出调整叶片

角度或停机的决策。

1.3 实际案例分析

如图 6 中采集到的风电机组由“运行”到“收到停机

指令”进行变桨，再到“变桨到 90 度”变化过程，全程检

测出了停机过程中塔筒的摆动情况，说明风电机组在收到停

机指令后的 1s 内是摆动最严重的情况，以塔高 52m、风速

11.2m/s 时停机为例，系统捕捉到的塔筒顶部最大摆动值为

径向 1.19m。

图 7 为通过对现场一个 80m 高塔筒进行在线监测系统

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塔基底部数据变化范围微小，基本

集中在中心没有变化，可以说明数据在靶心几乎无偏移，即

塔筒底部基础没有发生有角度的沉降和倾斜。

图6  风电机组在手动急停过程中的摆动及倾斜量变化波形

图7 底部传感器径向倾角点堆积图

通过位移变化曲线，也能发现曲线在微米级范围内波

动，径向最大瞬时沉降量为 400um（图 8 中蓝色曲线），变

化很微小，基础稳定，暂无沉降趋势。

通过图 9 可知 ：塔筒顶部径向瞬时摆动极限散点图，

径向倾角散点分析，可以发现数据在北偏东、南偏西方向偏

移量较大，此方向螺栓受力频繁易疲劳，在巡检的时候对这

部分螺栓应重点检查。

通过图 10 可知 ：塔筒顶部实时摆动变化曲线，可以

清晰看出塔顶的位移变化，其中，红色曲线是塔顶角度在

X 轴方向的绝对值，黄色曲线是在 Y 轴方向的绝对值，蓝

色曲线是 X 轴与 Y 轴的合成最大值。从图中可以发现塔筒

顶部曲线在米级范围内波动，径向最大瞬时倾斜度为 1.7m,
平均偏移程度为 0.4m（图中蓝色曲线），利用曲线的实时分

析可以判断塔架的晃动幅度，并对塔架受力和螺栓受力进行

专项分析。同时根据趋势变化可以分析弹性变形是否回到原

点，判断塔架是否发生倾斜或塑性变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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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塔基传感器在外部强烈振动时采集到的波形

2 技术价值及现场应用收获

2.1 系统构成及灵敏度

塔筒形态实时监测系统是用于实时监测风电机组塔筒

底部有角度的沉降量和塔架顶部摆动范围的自动仪器，有效

实现塔筒基础沉降的观测和塔架振动幅值的实时监测设备。

塔筒形态在线监测系统主要由顶部传感器、底部传感

器、数据存储及处理器、输入输出接口四部分组成。系统

通过安装到在役风电机组塔架上的传感器，定点采集塔架

振动和倾斜数据，并将数据传输到安装在塔架底部主机的

处理单元，处理单元负责将数据进行存储和分析分析。现

场人员可以在风电机组定期巡检时拷贝数据，为提高数据

精度，可以采取每秒一次的采样频率，利用数据专家诊断

系统进行分析。

由图 11 可知 ：塔基传感器在外部强烈振动时采集到的

波形，是现场采集到的一次风电机组附近经过重型装载机时

形成的波形变化，通过实际工况采集到的波形验证了传感器

的灵敏度，对现场发生地震、泥石流等严重地质灾害可以实

现超前预防。

2.2 数据分析系统的实用价值

风电机组塔筒形态监测系统可以实时监测塔筒的倾斜

度和塔基有角度的沉降量，通过高性能倾角传感器感知每一

秒内塔筒顶部的晃动幅度和方向。同时根据系统设定的边界

条件，可以自动计算每一次小风条件下塔架的的稳态变形，

即倾斜度。

（1）通过对年度塔筒摆动轨迹的点堆积，可以分析出

塔架一整年内的受力情况，对受力较大方向的关键部位螺栓

可以提出进行特殊检查，为风电机组定检提供技术指导 ；

（2）通过分析传感器实测的瞬时数据，分析塔架暂态

倾斜度，在恶劣天气、地质条件下，防止发生或扩大事故，

主要通过处理器输出继电器接点，实现报警或停机功能 ；

（3）通过对塔筒底部和顶部传感器数据的对比分析，

有利于发现塔架局部受力不均、变形不均的情况 ；

（4）通过每一次报警极限值的激活，可以记录在一定

时期内塔筒触发最大振动要求的次数，对分析焊缝及螺栓的

过度疲劳提供依据 ；

（5）通过点堆积实时计算历史最大摆动度，根据其地

形特点更加合理的设定振动保护触发值，让塔筒振动保护更

科学 ；

（6）通过对风电机组塔筒一段时间内的在线监测，可

图8 塔底基础环法兰外部偏移变化曲线

图9 塔筒顶部径向瞬时摆动极限点堆积图

图10 塔筒顶部实时摆动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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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掌握风电机组在不同风速、不同负荷下的摆动情况，特别

是在紧急停机时塔架的最大摆动幅度。可以实现对每台风电

机组最大摆动度的测试，可以作为保证风电机组安全的有效

定值，每台风电机组的实测最大摆动度将有所不同，我们的

定值是根据机组基础、塔筒螺栓、焊缝等诸多因素实测的机

组能够承受的最大摆动度。这些对于提高风电机组运行寿命

均有显示意义 [3]。

3 结语

风电机组的塔架安全和机组防火已经成为威胁机组安

全、寿命的两大致命因素，相比动辄几千万的风电机组设备，

推行塔筒在线监测技术与自动火灾监测灭火系统将成为风

电设备管理者的有效手段。在风电发展更加重视设备质量和

安全发展的时代，积极推进风电机组塔筒在线监测技术、风

电机组火灾监测与灭火技术等先进技术的应用，可以有效弥

补风电机组自身设计不足带来的安全隐患，并发现由于维护

不及时带来的设备隐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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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馈风力发电机变流器控制系统
设计优化仿真研究

于红理，李仲家，周涛，蔡晓峰

（大唐华创风能有限公司，青岛 266000）

摘   要 ： 本文利用 matlab-simulink 建立了双馈风力发电机变流器仿真模型，优化设计了机侧网侧的控制系统。通过实例

仿真模拟了变流器预充电、网侧变流器调制、机侧变流器调制、控制发电机与电网同步以及并网发电的整个运行

过程，验证了变流器控制系统设计的正确性与合理性。

关键词 ：电压定向 ；网侧变流器 ；机侧变流器 ；SVPWM ；matlab-simu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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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Design Optimization and Simulation of Double- fed Wind 
Generator Converters Control System

Yu Hongli, Li Zhongjia, Zhou Tao, Cai Xiaofeng
(Datang Huachuang Wind Energy Co., Ltd., Qingdao 266000,China)

Abstract : In this paper, a double-fed wind turbine converter simulation model is established by using matlab-simulink, and the control 

system is optimized for both the rotor-side and the grid-side converters. In the simulation, the entire operating procedure, including 

inverter precharging, rotor-side and grid-side converter modulation, synchronization of the generator with the grid, is performed. 

�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e e�ective performance of the designed converter control system.
Keywords: voltage oriented; gird-side converter; rotor-side converter; SVPWM ; matlab-simulink

0 引言

风电作为一种已获得商业化利用并具有较大潜能的可

再生能源开发形式，近年来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其中变速风

力发电技术尤其是双馈型变速恒频 (VSCF) 风力发电技术以

其独特的优势而倍受关注 [1]。而采用交直交背靠背拓扑结构、

基于电压定向的 SVPWM 控制的变流器成为双馈发电机实

现变速恒频的首选。其能够实现双馈风电机组直流母线电压

恒定且有良好的动态性能、确保输入 / 输出网侧电压电流正

弦化以及功率因数为 1，实现双馈发电机的矢量控制并进行

有功无功的独立解耦控制、完成根据风速的变化实现最大风

能的捕捉 [2]。因此变流器控制系统设计性能的优劣直接决定

着风电机组的发电效率、发电质量、以及风电机组的度电成

本。本文利用 matlab-simulink 软件，建立了变流器的仿

真模型，通过在网侧控制系统添加了转子功率观测模块作为

网侧直流母线控制的前馈给定，进一步提高了直流母线控制

的动态性，降低了其脉动幅值；在机侧控制系统添加了功率

控制模块实现并网后的恒功率控制。最后通过实例进行了模

拟仿真，验证了控制系统设计的正确性。

1 变流器控制系统基于D-Q坐标系的控制策略

1.1 网侧变流器控制系统基于D-Q坐标系的控制策略

双馈风力发电系统的网侧变流器通常经过滤波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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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电网上，从结构上看是典型的三相电压型 SVPWM 整流

器。通过相应 clark-park 坐标变换后可以得到 D-Q 坐标

系下的数学模型方程 [3] ：

            
v R i L dt

di L i vgd g gd g
gd

s g gq god~= + +-
           

                                                                               (1)

            v R i L dt
di L i vg g g g

g
s g g goq q

q
d q~= + + +

式中 vgd，vgq 分别为网侧变流器交流侧电压矢量的dq轴分量； 
igd，igq 分别为网侧变流器交流侧电流矢量 dq 轴分量 ； vgod，

vgoq 分别为电网电压 dq 轴分量 ；Rg，Lg 分别为网侧变流器

交流侧滤波电阻、电感。ωs 为电网电压的角速度。

在电网电压定向的同步旋转坐标系中，一般将电网电压矢

量定向在 D 轴上 ：        

               0v v vgod g goq= =                  (2)
式中 Vg 为电网电压。

此时网侧 SVPWM 变流器数学模型可以简化为 ： 
                      

v R i L dt
di L i vgd g gd g

gd
s g gq g~= + +-

  
                                                                          (3)

                      v R i L dt
di L ig g g g

g
s g gq q

q
d~= + +   

同时网侧变流器的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可以分别表示为 ：

                  P v i Q v it g gd t g gq= =-                     (4)
式中 ：Pt，Qt 分别表示网侧变流器的有功功率、无功功率。

在式子（1）－（3）中将－ ωsLgigq、ωsLgigd 两项进行交叉前

馈补偿，将实现 igd、igq 对矢量控制参考电压 vgd、vgq 的解耦

控制。由式子（1）－（4）可知，网侧变流器的有功功率

和无功功率可通过调节滤波器电流 igd、igq 的独立解耦控制。

1.2 机侧变流器控制系统基于D-Q坐标系的控制策略

双馈电机的矢量控制可以与直流电机的调速性能相媲

美，已经广泛的运用于电机控制领域 [4]。本文模型仿真采

用的是定子电压定向的方式，在电网电压稳定且定子电阻

足够小的情况下（这种假设和现实情况基本一致）定子电

压定向矢量控制方式可以认为能够实现双馈发电机的完全

解耦控制。

在定子电压定向的同步旋转 D-Q 坐标系中，定子电压矢量

定向于 D 轴上，即 ：

              0v v vsd s sq= =                                (5)
式中 ：vsd，vsq 为双馈发电机定子电压矢量在 dq 轴分量。

此时双馈电机的数学模型可以简化为 [5] ：

       v R i L dt
di

L
L v L

L L i1rd r rd r
rd

s

m
s

s

m
r sq s r rqv ~ } ~ v= + + +-

                                                                                       (6)

       
v R i L dt

di
L
L

L ir r
s

m
r srq drq

rq
s s r rd1 1v ~ } ~ ~ v= + - -

                                                                                       (7)

其中 1 L L L2
m s rv = - ^ h为露磁系数。

式中 Rr，Lr 为转子绕组的电阻和电感 ；Lm 为定转子间绕组

互感 ；Ls 为定子绕组的电感 ；Vrd，Vrq 分别为转子电压的 dq
轴分量 ；ird，irq 分别为转子电流的 dq 轴分量 ；Vs 为定子电

压 ； ωr 为转子转速对应的电频率 ； ωs1 为转差角频率 ；ψsd， 
ψsq 分别为定子磁链的 dq 轴分量。

在定子电压矢量定向的情况下，双馈电机定子侧有功功率

和无功功率的表达式为

                   3
2

3
2

P V i L
V L is s sd

s

s
sd m rd}= = -^ h                  (8)

                  
3
2

3
2

V i L
V L iQs s sq

s

s
sq m rq}= = -^ h

             
                                                                                       (9)
式中为 ：Ps，Qs 为定子侧有功功率、无功功率 ；isd，isq 分别

为定子电流的 dq 轴分量。

式子（1）－（9）表明，在定子磁链和电压恒定不变的情

况下，即稳态运行的时候，双馈电机定子侧有功功率 Ps 主

要有转子电流 D 轴分量 ird 决定，而无功功率 Qs 主要有转

子电流的 Q 轴分量 irq 决定。同理和网侧控制策略类似，将

L
L v L

L L i1
s

m
r sq s r rq

s

m
s +~ } ~ v- 和 L

L L i1 1
s

m
r sd s s r rd~ } ~ ~ v- - 进

行前馈交叉补偿，以此实现 ird，irq 的解耦控制。

2  双馈风力发电机变流器matlab仿真模型建立

利 用 matlabde-simuink 软 件 中 的 simscope-
simpower Systems 模块，主要对变流器的主电路、网侧变

流器控制系统、机侧变流器控制系统，进行了建模介绍。

2.1 主电路仿真模型

根据双馈风电机组发电机变流器的背靠背的拓扑结构，

进行主电路模型建立。具体仿真模型如图 1 所示，主电路

仿真模型有电网电源、网侧滤波器、网侧双向整流器、直

流母线（直流电容）、机侧双向逆变器、du/dt 滤波器、双

馈发电机、网侧接触器、并网接触器以及网侧、转子、定

子电压电流、直流母线电压测量传感器等模块组成。

2.2 网侧变流器控制系统仿真模型

网侧变流器控制系统的作用是 ：（1）直流母线电压恒

定且具有良好的动态响应能力 ；（2）确保网侧电流正弦且

功率因数为 1，实现双馈发电机能量的双向流动。根据控制

方程（1）－（4），进行建模，具体如图 2 所示。本网侧变

流器控制系统仿真模型有 7 部分组成。（1）PLL( 锁相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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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电网电压的频率和角度 ；（2）park 变换 ：实现网侧三

相相电流向量有 ABC 静止坐标系下变换到与电网电压同向

的旋转坐标系下（D-Q 坐标系）；（3）park 反变换 ：其作

用和 park 变换作用相反，将经过电流内环控制的 d、q 电

压分量转换到 ABC 静止坐标系下，作为 SVPWM 的电压

控制参考 ；（4）电流内环控制 ：在与电网电压同步定向的

情况下，实现对网侧变流器电流的追踪控制，其核心结构

为 PI 调节器 ；（5）直流母线电压控制 ：使用网侧变流器控

制直流母线电压，使其稳定在期望值，即使电机侧变流器

和电网电压波动的影响下，仍然能够将波动限制在特定的

范围内，其核心结构为 PI 调节器 ；（6）转子功率估算 ：测

得在 d、q 坐标下，转子电压电流的分量计算出转子的瞬时

功率，根据直流母线电压控制模块的输出计算出直流母线

电容环节的瞬时功率，由此得到网侧的瞬时功率，再求得

网侧电流的瞬时值，作为电流内环控制的参考值 ；（7）空

间矢量脉宽调制 (SVPWM) ：将给定的网侧三相参考电压转

换成相对应的控制脉冲，对功率器件进行有序的开关控制。

网侧控制系统，加入了转子功率估算的前馈环节，通过和

直流电压外环控制环节配合，可计算出电流内环的给定参

考值，这样处理符合电路的物理过程，能够更加准确给定

电流内环的参考值，提高电流内环的动态性能以及稳态性

能 ；同时也有利于直流母线电压外环的控制，提高直流母

线的控制精度，降低超调量。

2.3 机侧变流器控制系统仿真模型

网侧变流器控制系统采用电压型空间矢量控制

（SVPWM），确保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解耦控制，根据

风速变化实现最大风能捕捉。根据（5）－（9）机侧变流

器矢量控制方程，进行理论建模具体如图 3 所示。本机侧

变流器控制系统仿真模型 8 个部分组成，其中 PLL（锁相

环）、Park 变换、park 反变换和网侧的作用相同，只是输

图1 双馈风力发电机变流器主电路仿真模型

图2 双馈风力发电机网侧变流器控制系统仿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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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信号不同。这里对转子电流内环控制器、定子功率估算、

功率外环控制器、发电机同步控制器环节的功能进行说明，

如图 4 －图 6 所示。（1）转子电流内环控制器 ：通过改变

转子电压来控制转子电流，其控制信号为转子电压参考值，

测量的转子电流要实现跟随其参考值 ；（2）定子功率估算 ：

测得定子电压、电流的值，在分别经过 park 变换，获得

d,q 轴的分量值，进而分别求的 d,q 的定子功率值。此功率

将作为定子功率参考值的反馈值，进行偏差的恒功率控制 ；

(3) 功率外环控制器 ：通过改变转子电流参考值来控制双馈

发电机的有功和无功，使测量的值动态跟随参考值，其控

制信号为转子电流参考值，实现恒功率控制 ；（4）发电机

同步控制器 ：控制发电机的定子电压，使其跟随电网电压，

实现发电机的同步并网，减少并网的冲击电流和纹波。

3 双馈风力发电机变流器模型仿真与验证

3.1 仿真模型的参数设置 

电源参数 ：仿真采用理想电源，电压 690V、功率为

无穷大。网侧 RC 滤波器参数 ：R=0.1Ω、L=0.0005H。

变流器机侧、网侧 IGBT 开关频率为 5000HZ。直流母线

电压控制在 Udc=1200V，电容值 C=0.0055F。机侧 du/
dt 滤波器参数 ：R=0.01Ω、L=0.00007H。双馈发电机参

数 ：仿真主要用来验证变流器控制系统的性能，因此采用

了双馈发电机的简化模型，只给定了额定电压 V=690V，

转子电阻 Rr=0.0031Ω、电感 Lr=0.000117H，定子电阻

Rs=0.0032Ω Ls=0.0000754H，励磁电感 Lm=0.00567H,
磁极对数 2 对，同步转速为 1500rpm, 定转子电压比例系

数 K=0.3756。其他参数没有要求。

3.2 仿真模拟的工作时序

首先假设变流器的总断路器以及网侧接触器已经闭合，

（1）0 － 0.4s 设定 DFIG 的转速给定值为 1300rpm ；（2）
通过在 0s 设定直流母线电容的初值来模拟预充电的过程（具

体设为 900DCV）；（3）同时网侧变流器开始调制，控制

直流母线电压稳定在 1200DCV ；（4）在 0.2s 的时候，进

图3 双馈风力发电机机侧变流器控制系统仿真模型

摄影：王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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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机侧变流器调制，在 0.3s 之前通过机侧电流内环（并网

前）以及定子电压外环，完成发电机定子电压与网侧电压

同步 ；（5）在 0.3s 时刻进行并网，同时给定有功功率设定

在 1000kW、无功功率为 0kW，变流器实现恒功率控制 ；

（6）在 0.4s － 0.68s 的时间段内，给定 DFIG 的转速从

图4 双馈发电机转速设定值与转矩值

图5 变流器定子电流与转子电流值

图6 网侧变流器DQ电流设定值与跟随值

1300rpm 上升 1800rpm。使其发电机从亚同发电状态到超

同步发电状态，以此来验证变流器在发电机在此状态下的控

制性能 ；（6）在 0.7s 时刻进行了给定功率的阶跃响应，有

功功率有 1000kW 阶跃到 1500kW，无功功率为 0kW 验证

变流器机侧网侧调节跟踪性能，即动态性能和稳态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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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仿真模拟的性能结果评价

按照本设计的仿真系统，在 0.2s － 0.3s 的时间段，通

过控制转子的电流很好的实现了发电机定子电压与网侧电

压的同步，完成并网，在图 7 中可以看出转子电流在 0.2s －

0.3s 的时间段内 DQ 分量跟随值实现了对给定值的快速准

确的跟踪。在 0.3s － 0.7s 变流器进入了 1000kW 的恒功

率控制，有仿真图 9 的定子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波形图

可以看出，通过机侧变流器和网侧变流器控制系统的配合

工作，实现了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快速准确的控制，同

时根据图 7 0.3s － 0.7s 的时间段内 DQ 分量波形图，可以

图7 机侧变流器DQ电流设定值与跟随值

图8 直流母线电压与三相网侧电流值

图9 发电机定子有功功率与无功功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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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机侧变流器实现了有功和无功的解耦控制。而在 0.7s
的阶跃输入，根据图 9 0.7s － 0.8s 定子有功率和无功功

率的波形图与图 70.7s － 0.8s 的时间段内 DQ 分量波形图

更进一步的验证变流器控制的准确性与快速性。在 0.4s －

0.68s 内由图 5 可以看出，三相转子电流实现了换向。同时

从图 8 的网侧电流波形图也可以看出，此时双馈发电机的

定子与转子都在向电网馈电。而由图 9 的定子有功率和无

功功率的波形图可以看出变流器仍然实现了 1500kW 的恒

功率控制。图 6 以及图 8 的三相网侧电流值波形图展示了

在上述的时序过程中，网侧控制系统良好的独立解耦控制

性能。

4 总结

本文阐述了网侧、机侧变流器控制系统基于 D-Q 坐

标系的控制原理以及控制方程，根据控制原理与方程，设

计建立了自己的变流器主电路以及网侧、机侧控制系统

matlab 仿真模型，特别是添加了转子功率观测模块。通过

实际的仿真实例，验证了变流器模型设计的正确性，很好

的完成了变流器的同步并网功能，双馈发电机的有功功率、

无功功率的独立解耦控制，其控制的快速性以及准确性比

较理想 ；实现了双馈发电机亚同步与超同步发电状态的恒

功率控制，使其能量进行双向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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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Minitab软件的风电机组性能
分析方法

黄丽桂 

（广东粤电湛江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广东 524033） 

摘  要 ：本文介绍一种基于 Minitab 软件的风电机组性能分析方法，对风电机组的性能进行验证比较，并对单台风电机

组及多台风电机组的性能进行模拟及分析，最后介绍如何根据风电机组的实际功率曲线模拟推导实际功率的计

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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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thod of Wind Turbine Performance Based on Minitab Software
Huang Ligui

(Guangdong Yudean Zhanjiang Wind Power Co., Ltd., Guangdong 524033, China)

Abstract: �is paper introduces a method of wind generator performance based on Minitab so�ware,and simulates the power curve of a single 

or more wind turbines, �nally it introduces how to derive the calculation formula for actual power of wind turbines by Minitab.
Keywords: doubly-fed induction wind turbine; Minitab; power curve; performance analysis 

0 引言

风能作为一种新能源，已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目前

风能的利用率仍然比较低，因此，分析风电机组的运行性能，

确保其最大效率的运行，能使风电场获得最大程度的赢利 [1]。

目前，在对风电机组作性能分析时，并没有确切的计算方法，

往往都是通过各种软件的建模或仿真来进行分析，且一般都

涉及比较复杂的计算过程 [2]，因此，在迫切需要一种简单直

观的分析方法。在此将阐述如何运用 Minitab 软件，生成

直观的曲线图行性能比较及分析，并回归拟合出风电机组实

际功率的具体计算公式。

1  方法概述

Minitab 软件在质量管理统计方面运用比较广泛，在

需要直观地对风电机组进行性能分析方面也起到很好的效

果。为详细介绍这种方法，本文选用两个风电场作为实例。

这两个风电场均采用 1.5MW 双馈异步风电机组，一个位

于沿海，简称为风电场 1# ；一个位于内陆，简称为风电场

2# ；两个风电场的空气密度相近，均在质保期内。

2  风电机组功率设计曲线

首先，验证两个风电场的风电机组性能是否达到设计

要求。经检测分析，两个风电场的风场空气密度相近，为

1.168kg/m3。切入风速为 3m/s，额定功率均为 1500kW。

在质保期内，两个风电场的功率曲线均需符合设计曲线，如

图 1 所示，要求每台机组实际功率曲线在保证值 95% 的范

围内。

如图 1 所示，风电机组的实际功率曲线最低不能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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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的曲线，最高不能超过绿色的曲线。

3  风电机组性能验证及比较方法

在质保期内，对风电机组进行性能验证，有助于提前

发现问题，及时与风电机组制造商沟通解决问题。以下分别

在风电场 1# 和风电场 2# 各选取 1 台风电机组进行性能验

证，软件生成的图形如图 2、图 3 所示。

 从图 2 可看出，低风速时，风电场 1# 单台风电机组

的实际功率与设计功率基本吻合，但在高风速时有所偏离，

低于设计功率。在同样的风速下，风电机组的实际功率低于

设计功率，性能较差。这便需要及时与风电机组制造商沟通，

查找原因并处理，确保机组性能在设计曲线范围内。

从图 3 可看出，风电场 2 单台风电机组的实际功率在

设计的功率范围内，性能较好。

以上只是任意选择两台风电机组进行方法的阐述，对

于其它机组，可以采取同样的方法进行验证。

4  同一风电场不同风电机组性能比较方法

随着运行时间的增加，风电机组的性能不可避免会降

低，但是这种变化是因设备的正常老化，还是因风电机组维

护不当而造成，还需要进行相关的比较分析 [3]。这便需要掌

握同一风电场不同风电机组在同一时间段的分析方法。在此

选取风电场 2# 的 2 号风电机组和 4 号风电机组来说明。

图1 风电场功率设计曲线

黑色——保证功率曲线（设计功率）；红色——允许的最低功
率；绿色——允许的最高功率。

图2 风电场1#单台风电机组实际功率曲线与设计功率的对比

摄影：尚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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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 号与 4 号风电机组同一时间段的功率曲线进行模

拟，如图 4 所示。

因机组还在质保期内，因此还可通过验证 2 号与 4 号

风电机组功率曲线是否在设计曲线内，来判断风电机组是否

合格。如图 5 所示。

当风电机组已经不在质保期内，即使其功率曲线均不

在设计范围内，同样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对多台风电机组的性

能进行对比。当发现某台风电机组的功率曲线明显低于其它

黑色——保证功率曲线（设计功率）；红色——允许的最低功率
曲线；绿色——允许的最高功率曲线；蓝色——#2风电机组实际
功率曲线；红色——#4风电机组实际功率曲线。

图5 2号及4号风电机组同一时间段的功率曲线及与设计曲线的对比

风电机组时，说明这台风电机组很有可能存在异常情况，需

要及时查找原因，做出应对措施。

5  风电机组实际功率曲线公式推导方法

风电机组在未达到额定运行时，其功率曲线并没有一

个准确的计算公式，再加上实际的功率曲线往往与理论的功

率曲线有所不同，这更增加了计算难度。利用 Minitab 软件，

可以根据实际功率曲线，拟合出功率的计算公式。现选取风

电场 2# 的 2 号风电机组为例。

首先，选取 2 号风电机组不同风速下的实际功率，如

表 1 所示。其次，根据表 1 进行回归二次拟合，见图 6。进

行回归三次拟合，见图 7。
从图 6、图 7 可看出，三次拟合更为切合 2 号风电机

组实际功率，因此可得出 2 号风电机组实际功率曲线的计

算公式为 ：

实际功率 P=819.4 － 467.5ν ＋ 83.88ν2 － 3.346ν3

同理，可通过同样的方法对其它风电机组的实际功率

进行拟合推导，得出其计算公式。

6  结语

本文介绍了运用 Minitab 软件进行性能分析的方法，

通过生成图形、回归模拟等手段对风电机组的性能进行验

蓝色——2号风电机组实际功率曲线；红色——4号风电机组实际
功率曲线

图4 2号风电机组及4号风电机组同一时间段的功率曲线

X数据——风速；Y数据——功率；黑色——保证功率曲线（设计
功率）；红色——允许的最低功率曲线；绿色——允许的最高功
率曲线；蓝色——风电机组实际功率曲线。

图3 风电场2#实际功率曲线与设计功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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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号风电机组风速及实际功率对应表

风速 ν（m/s） 功率 P（kW） 风速 ν（m/s） 功率 P （kw）

3.02 42.35 7.99 714.93

3.52 67.7 8.49 835.92

4.01 100.02 8.99 950.67

4.51 138.09 9.49 1059.27

5.01 187.38 9.97 1191.8

5.5 244.13 10.50 1325.98

6 310.9 11.00 1402.22

6.49 392.47 11.47 1476.65

6.99 488.32 11.98 1494.27

7.5 597.48 12.45 1507.13

证、比较及对实际功率的计算公式进行推导。这种方法不需

涉及复杂的计算过程，比较简单直观，为生产运营中提前发

现故障征兆，及时解决问题提供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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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2号风电机组实际功率曲线三次拟合

拟合线图

二号风电机组平均功率＝819.4－467.5  二号风电机组平均风速＋8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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