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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From The Editor

共同发力解出质保难题

在传统行业中，产品的出质保早已形成了完善机制或约定俗成的方法，而在我国风电行业，出质保在

近期引发了不少争议，开发商与整机商各执一词，一些被潜藏数年的问题逐渐浮现，问题的严重性体现在

数字上 ：某整机商质保金占款累计达到了 20 亿元，在资金成本 6% 的保守前提下进行计算可知，该整机商

仅 2013 年一年为质保金压款所额外付出的资金成本就达 1.2 亿元，在利润率持续低迷的情况下，这部分

负担使企业的资金链更加紧张。而与此同时，开发商也有其现实的关切，在风电设备的一些质量问题尚不

能得到彻底解决的情况下，开发商对质保期结束后的设备维护成本表示担心，希望尽可能将手中的“砝码”

多持有一段时间。

具体到项目层面，设备供应商和开发商在出质保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的原因，一是双方在一些技

术参数的选择和理解上存在分歧，例如关于功率曲线的争执。二是由于风电产品认证进入我国的时间较晚，

业内对各类证书的限制条件没有足够的认识，一旦机组的实际运行情况与其承诺出现差异时，双方在责任

认定上各执一词。三是由于在商务经验上的欠缺，整机商与开发商之间的合同有不严谨、不规范之处，造

成双方对合同的不同解释，最终难以形成共识。

由于质保金占用了整机商大额的流动资金，其影响是严重而深远的，虽然这看上去是整机商与开发商

之间的事情，但却能够影响整个产业链 ：首先，质保押金在增加整机商财务成本压力的同时，对其生存发

展也产生巨大负面影响，企业不得不压缩在技术研发方面的投入，长此以往必将弱化我国整机制造企业的

发展后劲。其次，整机企业的资金压力一方面会传导给上游零部件企业，直至材料供应企业，使风电设备

整个制造业链条难以良性运转，另一方面也影响整机商为开发商提供稳定、高质服务的能力，破坏双方唇

齿相依的互动关系，对双方的长远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

因此，如何妥善解决出质保难题，是摆在行业面前的当务之急。开发商与整机商可通过共同认可的第

三方机构，采用统一的技术规范对出质保项目进行评估，以使出质保问题得到客观、公正、高效的解决。

长期来看，整机商应对质量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确保设备质量和相关服务水平不断提高。通过经验的不

断积累与观念的不断进步，“商业精神”将得到彰显，相关技术规范和指标将得到的完善，解决出质保难

题的长效机制也将逐步形成。

文／秦海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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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2014 年 5月 18 日，国电联合动力

研发制造的 2兆瓦双馈系列全球最大叶

轮直径的UP2000-115 风电机组并网发

电，实现了超低风速领域的又一次价值

突破。UP2000-115 机型的叶轮扫风面

积为 10468 平方米，是全球 2兆瓦风电

机组中扫风面积最大的产品。 据计算，

该机组在 5.3 米 / 秒（标准空气密度、

75%折减系数）的风况条件下，年最大

发电等效小时数能达到 2000小时。考虑

到相对于直驱机组的价格优势，该款机

组能为业主带 来更高的投资收益率和更

低的度电成本，成为业主开拓超低风速

市场的利器。

联合动力的核心研发团队近年来一

直致力于“性能提高”的研究，获得了

多项专利和专有技术成果，并将其系统

化地应用于UP2000-115 机型上。例如

在不同风况条件下能够跟踪最优桨距角，

也能在不同空气密度条件下进行控制策

略的自适应调节，诸多最优能量捕获技

术能够大大提高机组的发电量，使超低

风速区域也能创造出新的商业价值。此

外，联合动力在UP2000-115 机型上启

用了振动监测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向

业主提供集成化的叶片和传动链健康检

测技术手段，大大提高了机组的运行可

靠性。

联合动力2兆瓦双馈全球最大叶轮直径风电机组并网

【短评】尽管 UP2000-115 刚刚并网，尚无更多数据可供检验，但

同样脱胎于联合动力超低风速研发团队的 UP1500-97 近一年的

运行数据，让业内对新出的这款超低风速机组充满了期待。从

去年 7 月在天津并网发电的 1.5 兆瓦全球最大叶轮直径风电机组

UP1500-97，到今年 2 兆瓦双馈系列全球最大叶轮直径风电机组

UP2000-115，联合动力在低风速市场上也是紧跟对手，不断推新。

然而，在“全球最大叶轮直径”、“全球最大扫风面积”等吸人眼

球的字眼之下，业内更翘首以盼的是这些新型机组在可利用率和

发电量上的实质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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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日前，国家能源局、国家发改委和

环境保护部三部委正式联合发布《能源

行业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简称

《能源大气方案》），对能源领域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进行全面部署，要求按照“远

近结合、标本兼治、综合施策、限期完

成”的原则，通过加快重点污染源治理、

加强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着力保障清洁

能源供应以及推动转变能源发展方式等

多种措施，显著降低能源生产和使用对

大气环境的负面影响，为全国空气质量

改善目标的实现提供坚强保障。

 《能源大气方案》确定了 4个方面

13项重点任务。一是加强对火电、石化、

燃煤锅炉以及分散燃煤等能源领域重点

污染源的治理，突出解决目前较为严重

和迫切的污染问题，减少能源生产和利

用过程中的大气污染物排放。二是控制

能源消费过快增长，逐步降低煤炭消费

比重，通过强化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来减

轻日益增长的环境压力。三是通过加大

向重点区域送电规模、推进油品质量升

级、增加天然气供应、安全高效推进核

电建设以及有效利用可再生能源等措施，

大幅提高清洁能源供应能力，为能源结

构调整提供保障。四是从长远出发，加

快转变能源发展方式，重点推动煤炭高

效清洁转化、促进可再生能源就地消纳、

推广分布式供能方式和加快储能技术研

发应用，实现能源行业与生态环境的协

调和可持续发展。

三部委联合发布
《能源行业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短评】自从 2012 年底三部委联合发布《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

治“十二五”规划》和 2013 年 9 月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后，《能源大气方案》的编制成为中国政府治理环

境污染、应对雾霾天气的重大举措。根据国家能源局消息，相

关部门还将陆续出台燃煤发电升级改造、清洁治理与监督管理，

天然气合理使用，成品油治理升级，电网建设，生物质能供热，

地热利用等一系列配套政策，以确保《能源大气方案》取得成效；

而且，加大可再生能源利用成为未来几年国家的重大能源保障

项目，这对风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发展都将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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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能源监管行动计划（2014-2018年）》印发

发改基础[2014]981号：

首批基础设施等领域鼓励社会投资项目公布

近日，国家能源局制定印发《能源监管行动计划 (2014-2018 年 )》( 简称《计划》)，以适应能源

监管的新形势、新任务，加强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后能源事中、事后监管。《计划》明确了未来五年能

源监管的目标、重点任务和相关措施，确保放权与监管齐头并进，调控和监管同步加强，服务能源行

业科学发展。

《计划》明确，国家能源局将重点从六个方面加强监管：一是监管能源政策和规划、项目落实情况；二是加

强能源市场秩序监管；三是突出能源垄断环节监管；四是强化安全监管和能源供应保障；五是深化能源行业节能

减排监管；六是加强能源服务民生和普遍服务监管。特别是将加强对能源政策、规划、计划和项目落实情况的监管，

开展能源政策法规执行情况专项调研或检查，对国家能源规划、计划执行情况定期开展综合性评价，加强能源项

目的全过程监管，防止“未批先建”、“已核未建”和“批建不一”等现象，保障能源项目建设规范有序。

近日，国家发改委网站发布了关于首批基础设施等领域鼓励社会投资项目的通知，以加快投融资

体制改革，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进一步发挥社会资本作用。

根据通知，首批推出的基础设施等领域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的 80个项目涵盖铁路、公路、港口等交

通基础设施，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重大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工程，油气管网及储气设施，现代煤

化工和石化产业基地等方面，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特别是民间投资以合资、独资、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建设及营运。

国家发改委通知还指出，对于 80 个项目之外的符合规划布局要求、有利转型升级的基础设施等领域项目，也要

加快推进向社会资本特别是民间投资开放。

清洁能源工程领域的项目有 36个，主要为水电、风电、分布式光伏和水光互补四大类。

水电站 ：青海黄河上游玛尔挡水电站 ；湖北清江姚家平水电站

风电项目 ：哈密风电基地二期 ；承德风电基地二期

水光互补 ：龙羊峡水光互补基地二期

分布式光伏 ：30 个规模化应用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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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IEA风能实施协议课题33第4次工作会议在瑞典召开

赛米控用于可再生能源逆变器等领域的MiniSKiip模块升级至1700伏

2014 年 5 月 6 日—5 月 7 日，IEA 风能实施

协议课题 33（可靠性数据：用于风电机组可靠性和

运行维护分析的标准化数据采集）第 4次小组会议

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索尔纳的 Vattenfall 电力公司总

部举行。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代表

王斯永、王贞出席了会议。

课题 33 确定了 3 个子小组的划分：Scope 

Group，Data Collection Group 和 Analysis 

Group。会上，各小组负责人介绍了项目进展情况，

提出应明确编写 IEA 指南的用户对象、建议的分

析工具、数据采集范围和标准。会上，Systecon、

Elforsk、金风科技和 Vattenfall 四家企业分别做报

告。3个子小组也分别展开了课题讨论：Scope 小

组提出这次研究主要是以风电机组的运行者为受益

对象，主要目的是优化运行与维护，其他制造、咨询、

研究等为可能的受益者；Data Collection Group 提

2014 年 5 月 20 日，在德国纽伦堡，电力电子制造商赛米控所生产

的MiniSKiip 系列产品又多了一个成员，这就是采用三相全桥和整流逆变

制动（CIB）电路拓扑结构的 1700 伏模块。1700 伏 MiniSKiiP 组合由三

相全桥、相应电流高达 100 安的输入桥模块和电流高达 50 安的 CIB 模块

组成。最高的电流密度有助于开发具有成本效益且结构紧凑的变频器，以

实现 600 伏 /690 伏 AC 应用的所有优点，从而节省成本。所有CIB 模块

都有用于输入桥、制动斩波器和发射极开路逆变器的独立端子，带来最高

级别的 PCB设计灵活性，单个模块可以覆盖整个三相应用。

出数据中应包括事故数据、安全数据、陆上 / 近海风电数据以及环境数据；

Analysis Group 提出目前的软件工具可能并不适用，分析模型也有疑问。

会议最后确定根据 Scope 小组的意见协调各组报告的内容，各种定义应进

行协调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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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远景能源自主研发4兆瓦海上智能风电机组批量下线

金风科技“智能微网”成功实现上网售电

2014 年 5月 28 日，远景能源自主研发设计的 4兆瓦 136 米叶轮直径海上智能风电机组在位于临港开发区的江阴制造与工程

中心批量下线。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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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该机型已获订单超过

13万千瓦，标志着远景能源将在 2014 年成为中国最大的海上风电机组供应商之一。

远景能源总经理张雷表示：“远景能源始终将挑战视作机遇，用创新解决挑战，通过智能控制技术、先进的通信和信息技术

建设能源互联网，从而让能源生产过程更加智能化，效率更高。”据悉，除了 4兆瓦和 3.6 兆瓦海上智能风电机组的研发外，远景

能源还在进行诸如常温超导电机、碳纤维主轴、新型基础等业界前沿技术的研发，为未来远景开发大容量海上风电机组作准备。

2014 年 5 月 26 日，金风科技宣布，由公司自主研发并投资

建设的包含风力发电、光伏发电和储能系统在内的“智能微网示

范项目”成功实现上网售电，将为企业额外创造经济价值。

近日，金风科技旗下子公司北京金风科创风电设备有限公司

与北京市电力公司亦庄供电公司签订“分布式电源”并网售电协

议，成为国家电网颁布《关于做好分布式电源并网服务工作的意见》

政策之后北京地区首家实现自发自用剩余电量上网的企业。国家

能源局副局长史玉波对金风科技作为风电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在

智能微网项目上所作出的工作成果表示认可，并呼吁针对当前的

雾霾问题应该加大可再生能源的消费占比，同时鼓励电网公司接

受企业剩余电力接入电网，进一步推动分布式能源的可持续发展。

上海临港海上风电项目一期用海获批复

CO2

近日，上海市海洋局同意上海临港海上风电项目一期用海批复的消息引起业界关注，这是继 5月 4 日上海市发布新能源发

电补贴政策，率先提出 0.2 元 / 度的补贴电价后，针对海上风电推出的又一重磅利好。

据分析，上海临海项目已完成前期勘测招标，此次获得用海批复，意味着继上海东海大桥项目后的第二个国家级海上风电

示范项目建设提速。此外，国家层面的海上风电标杆电价在制定中，其他各地总规模近 400 万千瓦的海上风电项目也在酝酿开工。

260 万度 1040 吨 2592 吨 1421 立方米金风智能微网所产生的环境效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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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8 日，伊朗能源部部长 Ha Chitchian 在伊朗驻德大使馆向众多可再生能源专家及代表宣布，伊朗已

制定雄心勃勃的计划，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据 Chitchian 透露，伊朗计划至 2018 年在风电与光伏方面的新

增装机量达到 500 万千瓦。会上，伊朗驻德大使 Ali Reza Sheikh Attar 就《伊朗可持续性可再生能源未来的可

行性目标》主题发表演讲。他指出，自 2014 年 1 月启动该规划以来，伊朗可再生能源项目合约 ( 已签署 ) 的

总规模已至 90 万千瓦。

随着经济持续发展以及客户的能源消耗量不断增长 ( 目前伊朗电价最高补贴率高达每千瓦时 0.02 美元 )，

伊朗每年新增电力需求有望达到 500 万千瓦时。

为了满足这一不断增长的需求，风力发电已加入伊朗一直以来以大型水电站为主导的可再生能源部门。

不过，Chitchian 声称，伊朗正在实施能源转型，重心愈来愈倾向于可持续性且环保的能源，目前伊朗可再生

能源产能已达到 1100 万千瓦。Chitchian 表示，伊朗将推出为期五年的 FIT 补贴政策。自 2014 年始，针对可

再生能源提供每千瓦时 4442.00 里尔 ( 约合人民币 1.08 元 ) 的补贴，这对该国发展风电和太阳能都有非常积

极的意义。

海外

伊朗计划至2018年新增风电与光伏装机量达500万千瓦

阿尔斯通公司有意在当天召开的董事会会议讨论将资产出售给通用电气一事。这项收购提

议已经得到阿尔斯通大股东——持股达到 29%的法国综合企业 Bouygues 的支持。

西门子正式发表书面声明，递交将竞争收购阿尔斯通公司旗下电力业务的建议，其提出的

初步并购计划包括 105 亿至 110 亿欧元，以及以自己的铁路设备制造业务交换发电业务

及阿尔斯通铁路业务 19%股权，让阿尔斯通成为欧洲的铁路巨头。

法国经济工业部长蒙波特签署了一份新的法令，将给予法国政府阻止海外机构收购法国企

业的权利，该法令已于 5月 16 日正式生效。对这次的收购案，蒙波特以及法国政府的部

分官员更倾向于西门子的提案，用其轨道交通业务换购阿尔斯通的能源资产。在法国政府

看来，和通用的吞并方案相比，西门子的方案更像是强强联手。

阿尔斯通预计将与通用电气进行谈判，评估通用对其能源业务的 123.5 亿欧元报价。同时

迫于法国政府的压力，阿尔斯通也向西门子公开了账目。分析认为，阿尔斯通本身更倾向

于通用电气，因为其收购金额更高，且愿意承担 9亿美元退休金等责任。

西门子or美国通用，阿尔斯通花落谁家？

4 月 27 日

4 月 29 日

5 月 14 日

6 月 2 日

在这场美国、法国与德国公司交织在一块的收购案中，由于加入了法国政府的经济爱国主义，最后阿

尔斯通将花落谁家，业内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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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

5 月 7 日，美国

能源部宣布，将在未

来 4年向 3 个近海风

能发电示范项目追加

最多 1.41 亿美元（约

合人民币 8.75 亿元）

投资，以促进美国近

海风电技术提升和整个风电产业发展。

美国能源部 2012 年 12 月宣布了 7个近海风电示范项目，并向每个项目投资 400 万美元启动资金，用于

初期的工程设计和获得相关生产许可。此次选择了位于新泽西州、俄勒冈州和弗吉尼亚州近海的 3个项目继续

追加投入，每个项目最多获得 4700 万美元资助，以安装新的风能发电设备，并在 2017 年实现并网发电。

美国能源部长欧内斯特·莫尼兹表示，近海风能为美国提供了大量未开发的资源，可以为美国的制造业

及其供应链产业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同时带动地方经济发展。7日公布的近海风能示范项目将为家庭和商业提

供更加清洁、可再生的能源，使能源结构多元化，并通过技术创新降低风能发电的成本。

近年来，为应对气候变化和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美国政府和企业界均加大了对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

源的投入。根据美国风能协会的统计，美国风能发电占全国并网总发电量的比重由 2008 年的 1%升至 2013

的 4.1%。根据美国政府去年发起的风能愿景倡议，美国具有大幅提高风能发电的潜能，到 2020 年，风能发

电可占到全国并网发电总量的 10%，2030 年升至 20%，2050 年达到 35%。

美国政府追加投资促进近海风能发电

所在州 风电场项目 基础类型 拟用机组单机容量（MW） 装机台数

新泽西州 Fishmen’s	Atlantic	City 导管架 6 兆瓦直驱 5

俄勒冈州 WindFloat	Pacific 半潜漂浮式 - -

弗吉尼亚州
Virginia	Offshore	Wind	

Technology	Advanced	project
导管架 6 兆瓦直驱 2

此次获得美国能源部资助的 3 个项目情况

丹麦风电巨头维斯塔斯（Vestas）公司日前发布 2014 年第一季度业绩报告，其第一季度订单情况良好并

出人意料地回到盈利状况，同时公司的资金周转情况也开始好转。

据报道，维斯塔斯第一季度扣除特殊款项前的营业利润达到 4000 万欧元，而去年同期则是亏损 1.08 亿

欧元，前三个月，维斯塔斯的在手未执行订单也达到了 1188 兆瓦，比预测中的 950 兆瓦高了 200 多兆瓦。这

也是自2009年以来，该公司首次在一季度盈利。尽管一季度业绩良好，但维斯塔斯仍维持2014年业绩目标不变，

重申其 2014 年预期收入至少是 60 亿欧元，扣除特殊款项前的营业利润率至少达到 5%，自由现金流为 3亿欧

元以上。

与维斯塔斯相比，同样是在第一季度运营情况明显好转的德国风电机组制造商恩德 (Nordex) 公司则在近

期提高了今年的销售预期值。因为其今年第一季度在欧洲和美国的产品销售情况都比预期要好。今年早些时候，

恩德公布了其 3年来的首份年度净利润值，由于在成本削减和新产品推出上的成功，恩德在欧洲市场的份额增

长了一倍多。今年第一季度，恩德税前利润达到 2110 万欧元，而去年同期则是亏损 70 万欧元。

维斯塔斯、恩德第一季度业绩好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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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海宁市供电公司消息，今年海宁将开建 4.8 万千瓦的中广核海宁尖山风电项目，该项目拟安

装单机容量 2兆瓦的机组 24 台，工程计划于 2015 年一季度投运。

巴西国家发展银行最新研究报告指出，2014-2017 年巴西将在风能领域投资 190 亿美元。根据最

近签订的风能拍卖合同推算，到2017年巴西风能装机量将从现在的410万千瓦增加到1120万千瓦。

根据哥斯达黎加“国家电力发展计划”，该国将在未来 3年新增和 7个风电场，分别是 Chiripa(50

兆瓦 )、Orosi(50 兆瓦 )、Tila Wind(20 兆瓦 )、Campos Azules(20 兆瓦 )、Altamira(20 兆瓦 )、

Vientos de Miramar(20 兆瓦 ) 和 Vientos de la Perla(20 兆瓦 )。

近日，国电电力盐池麻黄山分散式风电项目获得宁夏自治区发改委批复。该项目由国家电力宁夏风

电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安装国产兆瓦级风电机组，建设规模为 20 兆瓦，总投资 1.8 亿元。

5月 15 日，中广核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与广东罗定市签订第二期风电资源投资项目，龙湾

二期风电开发项目装机容量拟定为 10 万千瓦，规划总投资约 10 亿元，龙湾一期 3.9 万千瓦项目已

于去年 9月投产。

5月 15 日，安徽郎溪县首个风电项目成功签约，该项目将由安徽龙源风电公司分期投资建设，总装

机容量为 20 万千瓦，总投资约 18 亿元人民币。

5月 19 日，新疆达坂城 300 兆瓦风电项目首台机组完成吊装，该项目分三区，将安装单机容量为 1.5

兆瓦的机组 200 台，预计在今年 10 月 31 日建成并发电。

5月 15 日消息，荷兰Gemini 海上风电项目与西门子为主的财团签订了一个 30 亿欧元的建设和服

务订单，该项目总装机 60 万千瓦，将建立在北海距离荷兰格罗宁根 85 公里的海域，一旦 2023 年

投入运营，可为 150 万人提供足够的电力。

5月 6 日，湖北通山县与中广核风电华中分公司签订大幕山、白岩山区域的风电开发协议，该项目

将在 2个月内开工建设，一年内建成并网发电。

5月 9日，据德国联邦能源与水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德国可再生能源占电力消费比例

升至创纪录的 27%，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由去年同期的 357 亿千瓦时增加到 402 亿千瓦时，其中风

电为 178 亿千瓦时。

5月 4 日，国电电力云南新能源公司的卓干山风电项目获得云南省发改委核准批复。卓干山风电场

总装机规模 36 兆瓦，预计安装 18 台单机容量 2兆瓦的机组。

5月 4 日，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消息，今年一季度，福建省风电场所发电量 100%消纳，累计发电

12.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6.71%。截至今年 3月底，福建电网风电并网装机容量达 146.4 万千瓦。

4月 27 日，龙源新疆吉木乃恰勒什海一期 49.5 兆瓦风电项目获得阿勒泰地区发改委核准，该项目

拟安装 33 台单机容量 1.5 兆瓦的机组，并建设一座 220 千伏升压站。

浙江海宁

巴西

新疆达坂城

哥斯达黎加

国电电力

中广核

安徽龙源

西门子

湖北

德国

云南

福建

龙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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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项目
二期启动

2014 年 6 月 13 日，中国可再生

能源规模化发展项目（CRESP）二期

启动会在京召开，来自国家发改委、

国家能源局、财政部、国家电网、国

家开发银行、各科研院所、新能源企业，

以及世界银行（WB）, 美国、丹麦和

德国等国际机构的近百名代表参加了

会议。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司副司长梁志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CRESP 项目是中国政府与世界

银行及全球环境基金（GEF）合作开

展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开发和投资项目，

主要目的是在调查中国可再生能源资

源和借鉴发达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经

验的基础上，研究和制定中国的可再

生能源发展政策，支持可再生能源技

术进步，建立可再生能源产业体系，

实现中国可再生能源的规模化发展。

CRESP 项目计划用 10 到 12 年的时

间，分三期实施。项目一期于 2006 年

启动，2011 年底圆满结束，主要是机

制发展、能力建设以及示范项目。此

次启动的 CRESP 项目二期，计划于

2018 年 12 月完成，主要目标是通过

本刊记者／张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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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效率，降低成本

以及促进并网消纳，支持中国可再生

能源规模化发展，促进中国政府节能

减排目标的实现。国家能源局负责项

目的组织实施工作，财政部负责项目

的监督管理工作。CRESP 二期项目管

理办公室在国家能源局的领导下负责

项目的具体实施和日常管理。

启动会上，梁志鹏代表项目实施

单位对项目二期工作提出三点设想。

第一，把长远规划与解决现实问题结

合起来，长远规划方面要加快推进中

国能源战略转变、能源转型、能源体

制改革和机制创新 ；现实问题方面则

需要打破可再生能源电力并网、可再

生能源供热、燃料、市场建立等工作

所受到的阻碍。第二，把试点示范作

为撬动发展机制的手段。第三，整合

各类国际资源，吸收国际上先进的经

验并将自身项目经验推向国际。

来自世界银行 CRESP 项目二期

的项目经理王晓东女士对 CRESP 一期

的工作成就和经验做了总结和肯定，并

对二期项目的工作思路和主要内容做了

详细的介绍。CRESP 项目一期，利用

全球环境基金提供的4022万美元赠款，

开展了机制发展和能力建设活动，在国

家层面研究《可再生能源法》的相关配

套政策，推动法律贯彻实施，支持可再

生能源产业支撑体系建设，促进风力发

电和生物质发电技术进步，并在江苏、

浙江、福建、内蒙古四个示范省（自治

区）开展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政策试

点和投资活动，为推动中国逐步建立和

完善国家和地方两级可再生能源政策框

架体系，促进可再生能源商业化和产业

发展做出了贡献。

二期项目的工作思路基于一期项

目的经验，项目共获得全球环境基金

赠款 2728 万美元，主要支持可再生能

源政策研究、促进可再生能源并网与

消纳、推动可再生能源技术进步、实

施可再生能源发展机制创新和示范工

程以及开展可再生能源能力建设等五

大类活动。王晓东女士建议项目二期

要充分借鉴一期的成功经验，继续与

国家能源局、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保

持互信的长期伙伴关系，采取赠款和

贷款相结合的方式，借鉴子赠款对一

期风电产业的成功支持的做法，在项

目二期延续此种方式。另外，二期也

将吸取一期的教训，根据项目的行进

过程，随着政策的变化采用灵活的方

式进行调整，响应国家对可再生能源

政策调整的方向，避免一期琐碎小合

同的签署，将资源集中投放到大型的

有影响力的项目上来。

启动会透露的信息显示，二期的

资金注入将试图突破深层次体制性制

约因素，配额制、可再生能源电价、

电力体制、分布式发电相关政策或将

因此得到陆续完善，“十三五”可再生

能源发展规划的编制也将随之启动。

此外，财政部、国家能源局及资金方

将确定两个新能源示范城市以配合新

型城镇化建设。值得注意的是，二期

项目资金将主要用于风电、太阳能产

业，其他可再生能源如水电、生物质能、

地热能等领域的占比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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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动力玛依塔斯风电场处于新疆有名的暴风雪

区域玛依塔斯路段。2013 年是近几年内风雪最大的一

年。去年，当地的很多风电场现场员工都遭遇了恶劣

气候带来的各种险境，在那条路段冻伤甚至冻死人也

偶有发生。

2012 年 12 月初：联合动力新疆哈巴河现场的员

工被借调到玛依塔斯现场进行调试工作。在行驶到离

铁厂沟镇大约 10 公里的国道 318 路段时，由于大风

吹动积雪，导致路面能见度不足两米，路面交通被积

雪堵塞，现场人员任博、刘良、赵斌和司机四人所在

的车辆被困在道路上长达十几个小时。报警求救，不

料警车在救援路上被困。其间，等待救援的这辆车由

于发动机内灌进了雪，不能发动，现场人员只好在路

上其他车辆上面挤了数个小时才于凌晨 6点在救援车

辆的帮助下被解救。

2013 年 1 月 28 日下午：在去现场做变频器同步

实验返回的途中，现场人员任博、刘刚、李达春和司

机房爱民遭遇大风吹雪，路面能见度非常低。其余 3

人轮流下车给司机在前方引路。但是，当到达距升压

站还有 4公里时，前方道路已全部被雪覆盖，车辆无

法前行。虽然大家及时通过现场经理联系上业主铲车，

但铲车刚出门就被大雪困住，这时已经是下午 6点多。

大家冷静地分析了现场情况，根据风功率预测，风将

刮到 29 日 6 点，而车辆的油仅能维持到晚上 12 点，

图／文  王同心

与“死神”交臂的风电维护现场

新疆玛依塔斯

一旦拖延，天黑之后大家将会有生命危险。当机立断，

4个人决定手拉手在大风下摸索着路，徒步回升压站，

并由现场经理及业主从升压站方向徒步迎接。双方

在 6号风电机组碰头之后，又用双钩互相牵着，轮

流带头返回升压站。徒步2个多小时，回到升压站时，

大家脸上挂满冰，衣服已冻硬，面部、脖子也不同

程度地受到伤害，部分体力不好的人员甚至出现呼

吸困难，在休息一两天后才逐渐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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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风电电价水平初步测算与比较

我国可供开发的海上风能资源丰富，场

址靠近负荷中心，海上风电的开发利用不仅是

风电产业向纵深发展的关键一环，也是带动我

国相关海洋产业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具有重

要的战略意义。近日，国家发改委正式下发关

于海上风电电价政策文件，对我国海上风电项

目上网电价进行了规定。其中有几点值得关注：

首先是时限。国家发改委下发的《关于

海上风电电价政策的文件》规定，该文件中所

涉及的电价适用于 2017 年以前投运的海上风

电项目，并不包括 2017 年投运的。因此该电

价将对 2014 年至 2016 年三年间的海上风电发

展起到重要作用。这一时间段是大规模海上风

电成本与电价水平的实际摸索阶段，意味着

到 2017 年会有一个更加客观合理的电价政策。

从欧洲各国的经验来看，海上风电电价也是在

不断调整当中，需要调高时会向上调整，根据

行业发展水平也会适当下调。文件中规定了“投

运”一词，应特别注意该文件的适用范围不包

括正在建设或做前期工作的项目。根据中国可

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的数据，截止到

2013 年我国已经完成的海上风电项目仅有 43

万千瓦，而此前对“十二五”期间的海上风电

装机规划目标为 500 万千瓦，因此，未来两年

文／《风能》编辑部

表1 各国海上风电电价情况和我国地方性海上风电奖励政策

国家 海上风电电价水平

中国

2017 年以前（不含 2017 年）投运的近海风电项目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 0.85 元（含税，下同），

潮间带风电项目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 0.75 元。特许权招标项目电价按照中标价格执行，但不

得高于以上规定的同类项目上网电价水平。

上海
根据海上风电上网电量对项目投资主体给予每千瓦时 0.2 元的奖励，奖励时间

为连续 5年，单个项目的年度奖励金额不超过 5000 万元。

德国

企业可以选择两种不同模型。选择普通模型，在前 12年内的上网电价为 15欧分 / 千瓦时（约

1.27元/千瓦时）；选择压缩模型，在前8年内的上网电价为19欧分/千瓦时（约1.6元/千瓦时）。

投产 12 年或 8年后根据场址条件决定是否可延长补贴，压缩模型在延长期内执行与普通模

型相同的 15 欧分 / 千瓦时的电价。之后的电价按基础电价 3.5 欧分 / 千瓦时（约 0.3 元 / 千

瓦时）计算。自 2018 年开始，每年开发的新项目电价在前一年基础上下降 7%。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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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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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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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
5兆瓦及以下规模项目：176 欧元 / 兆瓦时（约 1.5 元 / 千瓦时）；5兆瓦以上：165 欧元 / 兆

瓦时（约 1.4 元 / 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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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第06期  21  

Review | 时评 

将成为“十二五”期间海上风电发展的关键时

期，而海上风电电价政策的落实，无疑将对完

成规划目标起到直接影响作用。

其次是价格。《关于海上风电电价政策

的文件》在价格方面规定，对非招标的近海

风电项目的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 0.85 元（含

税，下同），潮间带风电项目上网电价为每千

瓦时 0.75 元。这个电价水平与海上风电发展

最好的欧洲国家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例

如，德国海上风电上网电价目前约为每千瓦

时1.27元到1.6元，英国约为每千瓦时1.58元，

丹麦约为每千瓦时 1.14 元，意大利约为每千

瓦时 1.4 元到 1.5 元，荷兰则是在该国年度平

均电价基础上，每千瓦时平均补贴约 0.94 元

（详见表 1）。按照每千瓦时 0.85 元的电价测

算，一个 100 兆瓦的近海风电场，等效小时

数 2400，投资额每千瓦时 14000 元，贷款期

限 15 年、利率为 6% 计算，资本金内部收益

率约为 8.91%，还不足 9%。但这只是理论推

算，实际情况中还有很多边际条件难以囊括

（详见表 2）。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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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出台的海上风电电价

实际支持力度并不高。

实际上，除本次国家发改委出台的海上

风电上网电价标准外，上海市此前已经出台了

当地对于海上风电上网电量给予奖励的政策。

该政策规定，根据海上风电上网电量对项目投

资主体给予每千瓦时 0.2 元的奖励，奖励时间

为连续 5 年，而单个项目的年度奖励金额不超

过 5000 万元。这种地方性的海上风电上网电

价补贴、奖励政策，势必将成为国家海上风电

电价政策基础上的重要补充，其意义也不可小

觑。一是地方性补贴、奖励政策可以根据各地

方的实际情况进行制定，更具有灵活性 ；二是

此类补贴政策在国家电价政策并不是很高的前

提下，能够有效地提高项目收益水平，刺激当

地海上风电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此前我国

风电补贴工作存在有补贴资金到位慢等问题。

因此，国家发改委对于海上风电制定的电价政

策和地方政府的补贴、奖励政策，在具体落实

的阶段应尽量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

表2 资本金内部收益率测算

投资（元/kW) 利率7% 利率6% 利率5%

等效小时数 2400h 资

本金内部收益率

12000 16.10% 18.89% 21.99%

13000 10.76% 13.06% 15.67%

14000 6.91% 8.91% 11.21%

15000 3.37% 5.06% 7.01%

16000 0.41% 1.84% 3.50%

等效小时数 2500h 资

本金内部收益率

12000 19.41% 22.45% 25.74%

13000 13.51% 16.05% 18.94%

14000 9.36% 11.57% 14.07%

15000 5.53% 7.40% 9.56%

16000 2.35% 3.95% 5.79%

等效小时数 2600h 资

本金内部收益率

12000 22.88% 26.10% 29.59%

13000 16.40% 19.21% 22.33%

14000 11.39% 13.73% 16.41%

15000 7.75% 9.82% 12.19%

16000 4.34% 6.11%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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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可否对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

风能委员会（CIS Wind Committee）的主要工

作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尤其是在国际合作领域？

Andriy Konechenkov ：多年来，独联体

国家的能源政策主要是以化石能源为导向的。

同时，根据全球风电发展经验，现代风能技术

的发展已经证明像风电这样的可再生能源利用

的可行性与优势。风电技术的发展不仅创造了

新的就业机会，而且涌现出一批新的制造企业。

这些都为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

平做出了贡献。

2013 年 9 月 19 日，来自几个独联体国

家的世界风能协会（WWEA）成员国代表决

定成立一个特别工作组。于是，世界风能协会

CIS Wind Committee 应运而生。CIS Wind 
Committee 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快这个

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和联系。这个委员会通过

聚集独联体国家风电领域领先的技术和金融专

家，并由他们参与推广先进的风能知识和经验，

推动风电技术在该区域的广泛传播，从而促进

整个区域风电产业的发展与进步。

《风能》：为了推动风电产业的发展，独联

体各国之间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来加强国际交

流与合作？

Andriy Konechenkov ：相比世界风电发展

先进国家而言，独联体国家是新兴市场。对这

些国家来说，全球风电技术发展方面的国际经

验非常重要。通过掌握这些经验，可以大大缩

短从风电机组设计到风电场建设再到机组吊装

并网等一系列环节的时间，这对投资者来说可

以使项目更具可靠性与吸引力。

本刊记者／苏晓		白亚茹

独联体国家风电发展还充满
各种挑战

受访嘉宾：

Andriy Konechenkov，

世界风能协会独联体风

能委员会负责人，乌克

兰风能协会主席。

对于独联体国家而言，发展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步伐一直都比较缓慢。世界风能协

会独联体风能委员会的成立，旨在推动该地区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完善与市场的发展。独联体

风能委员会负责人 Andriy Konechenkov 在接受《风能》杂志记者采访时，详细分享了

目前在该地区发展风电的主要挑战与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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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风能协会的直接参与者，CIS 
Wind Committee 计划举办一个国际性的会议

SIS WIND，目的是为那些在可再生能源领域

发展方面面临着法律和政策障碍的国家提供咨

询上的支持。另外，CIS Wind Committee 还

将开展一些活动来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与合

作。譬如，在独联体国家风电产业发展过程中

统计调查的准备，以及在这些区域的某些战略

性项目的专家评估。

《风能》：根据欧洲风电市场 2013 年的表

现情况来看，您认为接下来两年独联体国家在

风电发展方面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Andriy Konechenkov ：目前，对这些国家

而言，在积极促进风电产业发展方面最主要的

挑战依旧是来自国家层面的法规与政策的支持。

遗憾的是，独联体国家可再生能源方面的

支持政策与欧盟国家不同。欧盟国家关于可再

生能源发展目标是不断往上增加的，譬如欧盟

国家规定要在 2020 年达到可再生能源发电占

比为 15%，而且很多国家像丹麦、德国、英国

等都制定了自己更高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

但是，要实现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不断上

升这一过程对独联体国家来说并不容易，甚至

可以说非常复杂。不过，也有个别独联体国家

已经出台了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相关政策，譬如

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都已经采取了绿色电价政

策，使这两个国家的风电开始加速发展。另外，

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也正在制定国内可再生能

源发展方面的规划。俄罗斯政府也表现出了该

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意愿。但是，根据国际金

融公司（IFC）专家去年对俄罗斯在可再生能源

领域所采取的政策法规的评价来看，目前在该

国谈论真正国家层面的机制性支撑还为时过早。

《风能》：随着近些年可再生能源的迅速发

展，一批新兴市场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崛

起。您认为风电企业在投资这些市场上有哪些

机遇和挑战？

Andriy Konechenkov ：近些年，亚洲、非

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新兴风电市场的崛起给风

电投资者和制造商都带来了很好的机遇。譬如

在巴西、印度、罗马尼亚以及南非等市场，政

府的政策推动很好地促进了这些区域的可再生

能源发展。

投资环境、所采取的能源政策、政策法

规的透明度以及相对所有市场主体都比较公

平的竞争规则都会直接影响那些有意进入到这

些新兴市场的投资者。譬如，在乌克兰和哈萨

克斯坦两个国家采取绿色电价政策之后，国际

投资者对这些风电市场的投资热情变得空前高

涨。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在政治和经济

上所存在的风险也阻碍了风电产业大规模快速

发展。

《风能》：您如何评价乌克兰风电发展近两

年所取得的成绩？能否预测一下 2014 年全球

风电发展的形势？

Andriy Konechenkov ：根据乌克兰风能协

会对市场的统计调查显示，2013 年，乌克兰

有 95MW 的新增并网容量。截至 2013 年年底，

乌克兰风电总的并网装机容量达到 371MW，

相比 2012 年的 276MW，年增长率为 34%。

此外，还有 101.7MW 的新增装机容量有望在

2014 年第一季度实现并网。2013 年，乌克兰

风电领域所发电量占整个发电量的 0.33%。

2013 年，全球风电产业继续保持着较好

的增长成绩，尤其是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的

表现都不错。不过受到一些国家政策波动性的

影响，美国、西班牙等风电装机容量也出现下

滑。展望 2014 年，全球风电市场，包括陆上

风电和海上风电市场都有望继续增长。不过，

由于独联体国家不太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

对这些国家风电产业的发展预测非常困难。应

该说，在那些对能源进口依赖程度高的国家而

言，风电发展情况会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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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您从 1997 年便开始在欧洲从事

风电技术的科研工作，对欧洲风电历史与现状

的认识很深。您能否结合欧洲风电发展历史谈

谈对中国风电的认识？

赵学永： 我从 1997 年开始到 2012 年末

一直在德国从事风电技术研究与开发工作 , 先
在大学攻读风机技术专业的博士学位 , 后来一

直从事风电机组产品的开发、生产和市场拓展

的管理工作，于 2013 年初回国加盟明阳风电

集团，任职总裁。因为在风电核心技术大国——

德国生活和工作了 15 年，从而经历了风电产

业技术不断成熟和完善的过程，见证了风电市

场几次冷暖交替的变化。我认为尽管国情不同，

文化背景不同，国家的经济模式也不同，但欧

洲风电的经验是值得充分研究和借鉴的 ；近几

年中国风电快速发展也积累了自己的一些好的

经验，反过来也在影响着欧洲乃至全球风电市

场的发展。

市场的冷暖不仅要满足国家能源发展战略

和清洁环境对风能的需求，同时还受到国际风

能市场起伏的较大影响。在政策激励和措施上，

要有稳定的产业导向政策，引导上下游企业理

性发展。所谓的快速膨胀与短平快式的做大做

强发展模式都不太适合像风电这样的大投入高

科技产业，当前国内一些企业的困局也充分说

明了这一点。德国的新能源政策和发展思路是

值得研究和借鉴的，它不仅保证了德国风能利

用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同时培育了一个新型的

产业链条，向国际市场输出设备和技术，以及

与之相关的先进的商业经营模式。德国的新能

源是继电子电气，机械，化工，医药之后的又

一个具有超强竞争力的产业。

除国家的稳定激励政策和市场结构以外，

一个风电企业要实现发展壮大，依赖于两个核

心的因素，即融资环境和核心技术竞争力。企

业拥有良好的融资渠道是解决产业大投入的必

然要求。风电产品是传统工业技术和现代高科

技的双重体现，是一个高科技产品，核心技术

本刊记者／赵靓

要敢于创新产品与商业模式

受访嘉宾：

赵学永，中国明阳

风电集团总裁。

如今中国风电已步入理性发展阶段 , 产品和业务模式的可持续性显得更为重要，明阳风电在

这两方面的创新能力令人刮目相看。明阳风电总裁赵学永博士日前对话《风能》，畅谈中国

风电发展及明阳风电的探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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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整体匹配技术。因此一个稳定健康发展的企业

必须拥有核心技术竞争力，提供优质的产品。此外，

一个企业应该积极采用不同的商业模式，激活融

资环境 ；按照自己的技术方案，拥有独到核心技

术竞争力。建立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打造稳定

的部件供应链，保证产品的高可靠性 ；做好风场

布局设计，优化控制策略，提升发电效率和输出，

实现综合效益最大化，才是企业稳定发展的必由

之路。事实证明，低质低价的竞争模式会将风电

企业带入困境。

《风能》：可以说，走出去战略和销售模式的

创新支持明阳的可持续发展。明阳把在国内的一

些成功经验拿到国外进行尝试，并取得了很好的

成绩，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赵学永：明阳在东欧做了一些项目，例如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进展的比较顺利。除此之

外，在印度与当地最大的能源供应公司一起成立

了 300 人规模的合资公司，由明阳控股。这个合

作模式是由明阳输出技术，在印度进行整机制造，

本土能源供应公司来解决市场。在明阳的战略中，

印度是进入南亚重要的板块，该国虽然也有本土

风电机组制造企业，但做的并不是很好。我们坚信，

如果企业想继续走下去，就必须迈出国门，但前

提是不要过分盲目。这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市场

战略和运作模式，明阳为此做了不少铺垫。多元

化的销售模式是推动明阳风电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保障。目前明阳在销售方面主要采用了机组直销、

融资租赁、经营性租赁、BOT 等多种模式，比如

通过 BOT 项目将金融、资本、产业和政府资源进

行整合，提升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和毛利率。例如

大庆瑞好风电场就是采用 BOT 模式，明阳为客户

提供从微观选址、风电场建设、机组运输、安装、

调试、运维等一系列服务，也就是“交钥匙工程”。

采用融资租赁销售模式的风电场国内比较多，东

欧的保加利亚就是采用这种模式运作的，目前效

果也比较好。

《风能》：提供好的产品是一家企业不败的根

本。明阳三年前便推出了战略性产品“SCD超紧

凑风电机组”，但业内对其一直感到雾里看花，该

产品的先进性到底如何？市场反应怎样？

赵学永：风电企业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是企

业的融资环境，商业模式和核心技术竞争力。欧洲

风电在 2004 年前后逐渐回到了春天，而对于风电

来说，每当春天来临的时候，产品在技术上就会

有新的追求和突破。大约在 2004 年到 2008 年期

间，业界追求机组的轻量化，达到降低成本，降低

载荷，从而提高可靠性的目的。如 Bosch Rexroth
等公司在这一时期开发的功率分流传动系统就是为

减少重量和降低载荷的紧凑型设计的典型代表产

品。著名的风电机组设计公司 Aerodyn 和明阳有

着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2007 年 Aerodyn 决定尝

试更为先进的紧凑型风电机组设计方案，产生了

SCD(Super Compact Drive) 的设计理念。2008
年双方签署协议，联合开发单机容量为 3MW 和

6.5MW 的 SCD 新型风电机组。该设计将发电机、

齿轮箱套进与塔筒相连的弯管中，省去了机舱和重

约 20 多吨的底盘，使 3MW 型风电机组的整个机

头只有 33 吨重。由于少了一个叶片，使叶片成本

降低三分之一。除了成本有效降低外，总体重量的

减少使吊装更为方便，减少了安装成本，尤其对

海上应用优势更加明显。同时，更轻的重量使机

组载荷也大为改善，可靠性显著提高。在明阳和

Aerodyn 的联合开发过程中，双方发挥了各自优

势。明阳在工艺成熟、结构优化、风电场运行调试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首台 SCD2.75MW 紧凑型风

电机组被安装在如东潮间带实验风电场，目前已经

实现稳定运行一年多。在湛江潮间带安装的 SCD
型 3MW 机组，是经过进一步完善和优化的方案，

并网调试非常顺利，到目前已稳定运行 10 个多月

的时间。在新疆达坂城安装的 17 台 3MW 型 SCD
机组已经全部稳定运行发电，技术指标参数达到甚

至超过设计要求。2013 年末，明阳风电获得了南

方电网位于广东珠海桂山一个海上风电项目 29 台

的供货合同，按计划到 2014 年底，全部吊装完毕。

另外，明阳的 6.5MW 型 SCD 机组已经下线，在

如东潮间带试验风电场完成了打桩，计划在潮水合

适时吊装。当前 SCD6.5MW 是全球两叶片最大功

率的风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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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薛辰

突破“机组出质保”困局
在风电机组出质保期的问题上，开发商和制造商有分歧有争议，一

个让人揪心的事实是，因为机组质保期的延迟，制造商有巨额资金

没有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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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到了应该认识和解决风电机组出质保期

问题的时候了。

先来看看这组数据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我国并网运行的风电机组已达 6.2 万台，

其中 2012 年以前安装的机组约 4.6 万台。按

照以往市场上机组供应合同的约定，应有 74%
左右的机组已出质保期或临近质保期结束，而

实际情况却是，3.4 万台机组中的大多数还没

有进行质保期验收，涉及质保金数额数亿元。

也就是说，因为机组质保期不能按时结束，制

造商有巨额质保金没有能够收回，这是问题要

害所在。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质保金是制造行业销

售产品的惯例，以风电机组为例，开发商为了

降低购买风险，通常会押下制造商 10% 左右

的销售额作为质保金。产业发展初期质保期通

常为 2 年，后来由于部分机组质量问题频发，

以及机组产品由供不应求到供大于求的市场变

化，质保期大多延长至 3-5 年。制造商为了卖

出更多的机组，不得不接受 5 年的质保期，待

质保期结束后，如机组质量达到合同要求，才

可收回。

然而，目前能够如期收回质保金的风电机

组制造商却不多。

听听上游制造商的说法，你就能看到这个

问题有多大的杀伤力。据国内一家知名制造企

业提供的数据显示，这家企业 2012 年之前的

质保金占款超过 20 亿元，是其 2013 年全年利

润的 5 倍。这家制造企业的负责人担忧 ：“这

种状况不仅让制造企业在质保期间的机组维护

‘缺血’，也对企业在改进产品质量和新技术研

发方面的投入带来消极影响，这几乎动摇了企

业生产经营的基础。”该负责人表示，如果这

种状况持续下去，由此带来的恶性循环会严重

伤害到我国风电产业的根基。由此可见，盈利

的制造企业尚且如此，亏损或经营困难的制造

企业就更惨了，被押的质保金款项很可能成为

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要不回押在风电场上的质保金。”这

家知名风电机组制造企业负责人记者抱怨：“按

照合同，出质保期后，如果风电机组达到约定

要求，质保金就应该还给我。”

而与此相关的风电开发商项目负责人则不

认同上述负责人的说法。这位来自风电开发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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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 ：“风电机组质保期

延长或难出质保，其主要原因在于质量问题。

从保护自己权益的角度看，开发企业延缓机组

出质保期的做法并不过分。”该项目负责人认

为，部分风电机组的质量难以达到合同要求。

这看上去都是风电开发企业延迟机组结束

质保期“惹的祸”，然而，问题并非这么简单，

据记者了解，开发企业也有自己的理由和苦衷。

长期跟踪国产风电机组运行表现的北京鉴

衡认证中心（下称鉴衡认证）发现，买卖双方

在故障率、实际功率曲线、机组实际状况与合

同和认证证书一致性三个方面争议最大。

制造商习惯使用可利用率衡量风电机组的

可靠性，但开发商倾向于使用故障率。鉴衡认

证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只通过机组可利用

率并不能反映机组的可靠性。故障率则更能直

观的表示故障频次以及故障时间间隔等指标，

这也与现场工作人员的直接感觉更接近一些。”

比如 A 机组在 100 天内出现了 3 次故障，

排除故障共消耗了 3 天时间 ；B 机组在 100 天

内出现了 1 次故障，排除故障也消耗了 3 天时

间，那么 A 和 B 机组的可利用率均是 97%，

但显然 A 机组的可靠性要差一些 ；其次，频繁

的故障也会延长机组处于从启机、切入到额定

功率之间的时间，降低了机组的功率曲线，最

终影响的是发电量。而两个机组的可利用率却

是一致的。

机组的实际功率曲线与合同中的差别是双

方争执的第二个因素。

目前国内大部分整机制造商都是通过的设

计评估或设计认证，在认证时并未对机组功率

曲线进行测试。因此，大部分制造商提供的担

保功率曲线，是通过设计仿真计算出来的理论

功率曲线，但由于现场风况、传动链阻尼、系

统测风等因素的影响，机组的实际功率曲线与

理论曲线会出现差异。

而机组的实际表现与合同及认证证书的差

异，让开发商觉得上了当。

在投标时，风电机组的认证证书有设计评

估符合证明、设计认证证书、型式认证、项目

认证等多种形式，但是由于产品认证进入中国

较晚造成大家对认证的认识不足，因此在招投

标阶段，很多时候大家拿着不同的证书却享受

一样的待遇，全然不顾认证证书的限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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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造成了机组的实际状况与认证机组之间出

现性能和质量差异的情况存在，从而为机组出

现故障后的责任认定问题埋下了隐患。

因此，买卖双方在出质保问题上的差异主

要集中于“对机组故障和大部件失效情况”具

体的考核指标上，但由于目前行业缺乏更具说

服力的依据，双方在这两点上难以达成共识。

买卖双方的争议一时难以协调，一位业内

人士称 ：“双方本是合作伙伴，争议却让双方

伤到了感情，也伤到了生意，甚至伤到了各自

的尊严。”

这种情况的出现，尤其历史的客观原因。

风电技术和产业对于中国乃至全世界而言都是

新生事物，在产业快速发展的初期阶段，买卖

双方对风电机组的技术了解不够深入，当初签

订合同时，对于技术条款约定的比较粗糙，有

些条款甚至模糊不清，这就为机组出质保时产

生矛盾埋下了隐患。

另外，由于经验不足，开发商在风电场的

建设和运营阶段，也存在自身问题。由于机组

属于技术密集型大型机电设备，其所处的现场

环境条件、机位排布以及吊装和运行维护都是

影响机组可靠性的关键因素。

业内人士的解释，“这与制造企业和开发

企业签订的买卖合同不规范、不严谨以及对技

术认知欠缺有关，这些都为后来的机组出质保

埋下争议隐患”。

显然，这是风电产业链条上的应用环节出

了问题。风电场存在于风电价值链是末端，是

反映市场变化的晴雨表。如果出质保问题得不

到解决，就可能造成风电市场需求困顿，甚至

让这个行业萎靡不振，这并非危言耸听。

也正因如此，鉴衡认证以第三方的身份介

入机组质保市场，这不仅要靠厚实的技术积累，

还必须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验收规范，《风

力发电机组质量保证期验收技术规范》（下称

《技术规范》）便是在这一背景下编制完成的。

从时间节点上看，2012 年 12 月鉴衡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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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与金风科技、上海电气、明阳风电、中节能、

龙源（北京）风电、国华能源、中国风电集团

等风电机组制造企业和风电开发企业共同完成

了《技术规范》的初稿，历经更大范围的意见

征询和完善后，2013 年 8 月向国家认监委提

交备案申请，2014 年 2 月国家认监委准予备案，

并要求鉴衡认证中心做好《技术规范》的发布、

实施及后续管理工作。

一位参与《技术规范》编制的专家透露，“制

造企业和开发企业对机组出质保的边界条件在

理解上存在差异”。机组制造企业认为，只要

机组当前状态良好，可利用率和功率曲线等主

要运行参数满足要求即可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

出质保。而风电开发企业除了关心机组出质保

时的当前状态，还担心机组出质保后出现批次

性大部件失效及其他潜在问题。

对此分歧，这位专家的解读是，风电机组

是复杂的大型机电装备，使用环境较为恶劣，

但对其可靠性要求又相对较高，因此买卖双方

在出质保问题上“各有所表”很正常。值得注

意的是，机组在出质保上的所有问题最终都可

以归到设计、制造、安装、运维等环节上来，

而在正常情况下，所有环节都会得到严格的流

程控制，出质保验收正是对上述执行情况的全

面检查，这不仅能对机组状态有更深层次的认

知，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机组的潜在风险。

因此，买卖双方在出质保上的分歧主要集

中于“对机组故障和大部件失效情况”具体的

考核指标上，但由于目前行业缺乏更具说服力

的依据，双方在这两点上难以达成共识。可问

题还要解决，怎么办？好在各方都认为风电行

业是一个重积累、看经验的行业。基于这样的

认识，《技术规范》编写组借鉴了中国可再生

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全国风电设备运行

质量状况调查报告（2010-2013）》中的数据成

果，提出了单台机组故障频次和主要部件故障

率指标，尽管在后续讨论中并没有得到一致性

认同，但通过深度讨论还是找到了解决问题的

办法，这在《技术规范》6.2.1“一致性检查”

和 6.2.2.3 “故障频次分析”条款中得以体现。

需要说明的是，机组“出质保”验收试点以后，

这两个条款都得到了完善。

这位专家解释说 ：“要在技术规范中明确

给出机组故障和大部件失效的指标要求，目前

条件还不成熟，但这也正是行业进步的空间。” 
2013 年 5 月，京能和金风科技共同委托

鉴衡认证中心按照《技术规范》对京能宁夏太

阳山风电场 66 台 1.5 兆瓦机组进行了出质保

试行验收，也就是机组质量保证期验收试点。

资料显示，该风电场于 2011 年 3 月陆续

开始运行，机组质保期为 2 年，根据合同约定，

所有机组应在 2013 年 9 月全部出质保。据鉴

衡认证风能事业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三方按照

《技术规范》的要求，共同编制了详细的出质

保验收检查表，逐项进行质量保证期验收，其

验收结果得到双方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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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试点不仅实质性促进

了太阳山风电场机组出质保工作，同时《技术

规范》也到的了修订，比如将故障分析细化为

机组故障频次分析和主要部件故障频次分析，

这样既能考虑机组的“小故障”，又能考虑到

失效后果较为严重的主要部件故障，使故障率

分析更加完善。

太阳山风电场出质保试点得到了金风科技

和京能的认可，市场也给予了积极反馈。2014
年 3 月，受龙源（北京）风电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委托，鉴衡认证开始对龙源雄亚（福清）风

力发电公司的高山风电场二期项目进行机组出

质保验收。

据介绍，高山风电场二期项目安装 18 台

Vestas 公司 V80 － 2.0MW － Mark5 机组，

2011 年 1 月 19 日通过 240 小时调试验收， 
2014 年 1 月 19 日质量保证期到期。一位了解

龙源内情的人士透露，龙源希望将这个项目做

成出质保验收的样板，以期对“出质保”验收

工作进行规范化管理，并在后续风电场项目中

实施。此项目得到龙源方面重视的更深层次的

原因，是龙源作为行业龙头开发企业，希望藉

此为行业提供一个示范性的操作规程，而不仅

仅是为了解决自家的问题。

一直以来，维斯塔斯对机组设计和运行维

护都有较高要求，通过验收，更加明确了机组

的各项性能指标的实际运行情况，对机组顺利

出质保具有积极意义。

“高质量的验收检查报告体现了鉴衡工

程师团队的专业精神和能力。”一位跟踪研

究机组出质保验收检查的专业人士这样告诉

记者。

这位专业人士称 ：“验收检查结果对双方

关注的重点问题给出了较为明确的建议，这为

双方解决关于出质保的后续事宜提供了科学合

理的依据。

据悉，近期鉴衡认证中心正在就出质保委

托验收与多个客户沟通当中，其中有风电机组

制造商，也有风电开发商。有业内人士预测，“风

电质保困境”的改变也许将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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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加：关注叶片前缘保护

进入中国风电行业发展的外籍涂

料厂商中，麦加绝对是一支重要的力

量。作为一家全球科技专业型涂料企

业，其具有 40 多年的涂料研发和应用

经验，并利用该基础为中国客户提供

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以及商品和服务。

因此，这家公司在风电行业中最

突出的产品并非涂料本身，而是建立

在高技术含量的涂料基础之上的整体

解决方案。而就目前来说，其对叶片

前缘腐蚀的维修解决方案非常显眼。

本刊记者／赵靓

前缘是叶片最主要的切风部位，

由于一支 2MW 的叶片在正常运行速

率时达到 80m/s，无论是雨滴还是风

沙、粉尘 , 均能对叶片前缘带来极强

的冲击。虽然单个雨滴远小于同等质

量的沙尘所带来的损伤，但因为空气

中雨水数量远高于沙尘数量，成为引

起叶片前缘损伤的主要因素。

但与国外有所不同的是，国内业

主直到近几年才逐渐认识到叶片前缘

损伤问题的严重性，且关于解决这个问

题仍旧没有相应明确的标准。国内绝

大部分观点认为涂料或贴膜的耐磨性

是决定叶片涂料寿命的关键，并制定

了相应的企业标准。但上海麦加涂料

有限公司风电涂料副总工程师刘正伟

则认为，耐磨性与耐雨蚀或砂蚀有本

质的区别。前者以平行摩擦为主，后

者以垂直撞击为主，二者无本质关联。

因此，普通耐磨试验不能反映实际情

况，其检测数据也无任何实际意义。

POLYTECH 的耐雨蚀试验是欧

洲公认的测定涂料或贴膜耐雨蚀性能

最可信的方法。就目前而言，国内对

叶片前缘修补所采用的技术常为两种：

一是贴膜，二是涂料。但在刘正伟看

来，贴膜只能被做成无遮盖力的无色

透明状。无色透明的材料极其容易受

紫外线的损伤，通常 5 年左右就会老

化，同时，贴膜的二次维护也极为困

难。而涂料只有通过 3h 雨蚀试验的才

有可能用于前缘保护，可多数聚氨酯

类涂料实际上仅有 0.5h 左右的耐雨蚀

时间。

此时，麦加的前缘保护胶衣在性

能方面就显示出了很强的优势。其不

但可以通过 9h 的雨蚀实验，且在经过

4000h 人工加速老化后耐雨蚀时间基

本保持不变。据了解，麦加从 2008 年

左右就已经在国内推出叶片前缘保护

类产品，其中 Mega WU 200 聚氨酯

前缘保护胶衣在东南沿海以及云贵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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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在欧洲成熟的风电叶片涂料技术进

行本土化改进，2010 年初，该公司的

风电产品正式在国内生产，从而在降

低产品成本的同时，稳定了产品质量，

增加了产品适应能力，有力提升了竞

争力。麦加将客户的信任当做其最大

的财富，因为客户的信任建立在可靠

和性能优秀的产品与服务的基础上，

麦加为此不断提高其可靠度、可信赖

度和客户满意度，为此该公司 2002 年

在生产厂执行严格的“质量管理”系统。

另外，不管是麦加的施工友好性

还是售后服务，无论是产品外观还是

长效保护性能都保持了国内外一致性

好评。因为提供了专业的咨询顾问服

务，麦加的咨询工程师能帮客户选择

正确的产品，提供相关信息和专业的

建议，为客户使用最佳的操作规范及

流程，和制定符合客户需要的定制化

方案。另外，麦加的技术服务人员也

会在现场确保所有的操作及流程都符

地区的风电场已经平稳运行了 5 年以

上，且没有进行二次维护。

据了解，麦加的前缘保护胶衣除

了可以应用于原厂叶片外，还能够直

接用在风电场受损叶片的二次维护上。

而且在维修施工时，仅需要将该产品

刮涂到受损部位，并不用涂任何面漆，

施工后 3 小时就可以正常发电。

其实，麦加胶衣产品的耐雨蚀性

能虽然出类拔萃，且在叶片前缘保护

工作中相当有效，但其耐高强度风沙

的能力也同样不可小觑。

有资料显示，由于中国风电场位

于风沙冲击区域的比例较高，一些国

外涂料厂商在中国市场中坚持采用胶

衣体系，这其中就包括麦加。“其应用

于风电的产品有较为强大的抗风沙磨

蚀能力，在同等实验条件下，该性能

甚至比某些品牌高出 20 至 100 倍。”

有业内人士提到。

那么，是什么使该公司的产品，

在性能上有如此表现？在行业内受客

户欢迎？

首先，这家来自于意大利米兰的

企业，在多年以来一直致力于风力发

电涂料的研究与应用。无论是使用在

陆上风电还是在海上风电机组的身上，

也无论是在平原还是高原，其专业的

涂料都能提供可靠的防护作用，显著

降低风沙，雨雪，紫外线，盐雾等因

素带来的损害。在进入国内风电领域

之前，麦加的产品已在国外使用多年，

进入国内之初就有稳定的针对性产品。

同时，风电涂料不同于一般的重防腐

涂料，对原料要求很高，麦加能够自

己生产关键原材料，从而能够在品质

方面加以保证。

同时，由于 1995 年在中国上海

设立了工厂，并在 2008 年底引进母公

合规范，已经完成工作的技术服务人

员也会检查并确保是完全符合标准的，

最终麦加会为客户以及相关权威部门

提交一份总结性的报告。

此外，麦加对研发的投入，也使

得其产品序列和性能具有很强的可持

续性。该公司的研发中心在产品技术

革新方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其主

要目标是基于新技术的产品升级和运

用，技术团队对该公司业务开展提供

了强有力的支持。除了人员外，麦加

的研发实验室的硬件也具备很强的能

力，配备了拉力附着力测试仪、加速

老化试验仪和盐雾试验机等仪器设备。

通过这些设备对产品进行周密的测试，

可以保证其在恶劣的环境下满足性能

要求和可靠性要求。此外，麦加的研

发中心还有其他方面的延伸功能，如

对生产的支持、制定新工艺标准、培

训以及原材料筛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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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国整机商参与海外市场概况

随着中国整机厂商的风电机组产

品种类更加丰富、质量不断提高、产

能趋于饱和，以及中国国内部分地区

弃风限电的影响，整机设备走出国门

获得世界其他国家市场认可成为不少

厂家的选择。从 2007 年实现零的突破

到 2010 年，中国风电机组出口保持一

个相对稳定的增长期。自 2011年开始，

中国风电整机出口开始爆发式增长。

2011 年新增发运容量达到了 2010 年

累计发运容量的 3 倍以上，2012 年的

新增发运容量也超过了 2011 年的累计

发运容量，2013 年新增发运容量接近

于 2012 年累计发运容量。

目前中国风电设备已经出口到十

多个国家，这些国家主要集中在非洲、

南美洲、东南亚、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

区。近些年，美国市场也逐步打开，以

永磁直驱技术路线为主的企业逐步站稳

脚跟。而传统的欧洲发达国家市场因为

对各方要求严格，使国内厂商进入困难，

但也不乏企业顺利进入的情况出现。

2012 年，中国共有 7 家风电机组

制造商向国外出口风电机组，已发运

的数量为 225 台，容量 430.45MW。

截至 2012 年年底，中国风电机组制造

商已出口的风电机组共计 407 台，总

容量达到 700.15MW。与往年相比，

2012 年中国风电机组制造商在“走出

去”方面取得明显突破，2012 年出口

的设备容量和整机数量双双超过往年

总合。风电机组出口国家从 2007 年的

1 个扩大到 2012 年的 19 个，其中美

国是最主要的风电机组出口国。

2013 年，中国同样有 7 家风电机

组制造商向国外出口风电机组，当年

新增发运的 341 台，容量 692.35MW。

截至 2013 年年底，中国风电机组制造

商已累计出口的风电机组共计 747 台，

总容量达到 1392.5MW。2013 年出口

的设备容量和整机数量仍超过了往年

总和。2013 年风电机组出口的国家为

16 个，其中澳大利亚是当年风电机组

出口量最高的国家，占比 24% ；其次

为埃塞俄比亚，占比 12%。

截 至 2012 年 年 底， 风 电 机 组

制造商中，以金风科技和华锐风电

的出口数量最多，均超过了 100 台

或 200MW，容量分别达到 630MW
和 345MW，占出口总量的 49.4% 和

本刊记者／赵靓

2013年中国整机商
出口总体情况

2012年和 2013年中国
整机商出口统计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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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而金风科技在 2013 年的新增

发运容量占累计发运容量的 57.4%，

增幅明显。华锐风电 2013 年的新增

发运容量占累计发运容量的 40.9%。

三一重能 2013 年的累计发运容量达

到了 154MW，是除金风科技和华锐

风电外，唯一一个累计发运容量超过

100MW 的整机商。瑞其能、明阳风电、

华创风电的 2013 年累计发运容量超过

了 50MW，分别为 69MW、61.5MW
和 61.2MW。其中，三一重能和瑞其

能 2013 年新增发运容量增长迅速，新

增增幅均超过了 50%。

近年来中国整机商积极参与海外

市场，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形式，其一

是向海外市场销售风电机组，包括直

接出口、随同开发商出口，或通过单

独或合作方式投资海外风电场，将风

电机组安装到这些风电场中。其二是

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包括销售部门、

研发部门、运营部门等。

据不完全统计显示，中国整机制

造商中至少有 17 家企业曾参与了海

外市场开拓工作。其中，金风科技向

智利提供了 23 台 1.5MW 低风速风电

机组，是该公司在南美地区获得的第

二个订单。金风科技在海外最大的风

电项目澳大利亚 GullenRange 风电

场也在 2012 年开始建设，其中包括

17 台 1.5MW 和 56 台 2.5MW 金风直

驱永磁机组，总容量达到 165.5MW。

2013 年金风的海外市场战略仍未放

松，不仅在美国、澳大利亚等重点目

标市场取得了显著业绩，同时也在拉

美、非洲、亚洲等新兴市场积极布局

参与国际市场竞争。2013 年 7 月，金

风科技按照合同规定时间顺利完成泰

国首个风电项目 THEPPANA 风电场

的建设，并成功并入泰国国家 PEA
电网。其首个中美洲风电项目－巴拿

马 Penonome 一期 55MW 风电场也

获得国际银团提供的项目融资，据了

解，该项目是金风在中美洲市场获得

的第一个风电项目，而该项目也带动

近年中国整机商参与
海外市场情况3

图1		2007年至2013年中国风电整机商新增和累计发运整机容量（单位：MW）

表1 2013年中国出口整机新增发运台数、容量和累计发运台数、容量

整机厂商
新增发运台数

（台）

新增发运容量

（MW）

累计发运台数

（台）

累计发运容量

（MW）

金风科技 179 361.25 355 630

华锐风电 53 141 162 345

三一重能 60 92 91 154

瑞其能 33 69 33 69

明阳风电 7 10.5 41 61.5

华创风能 0 0 17 61.2

远景能源 5 10.5 5 10.5

中航惠德 0 0 10 10

联合动力 0 0 6 9

华仪风电 0 0 8 8.4

上海电气 0 0 5 6.25

新誉重工 0 0 4 6

湘电风能 0 0 3 6

东汽风电 3 4.5 3 4.5

重庆海装 0 0 2 4

瑞祥风能 0 0 1 2.05

浙江运达 0 0 1 1.5

总计 341 692.35 747 13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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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材叶片的产品出口。金风与罗马

尼亚业主 ME 就 MIREASA  1 项目

签署 20 台 2.5MW 风电机组的供货协

议，据了解，这个项目已经开工建设，

预计于 2014 年实现并网发电。2013
年底，金风科技与古巴国家电力联盟

下属的 ENERGOIMPORT 公司签订

了 51MW 的风电机组供货合同，将提

供 34 台 1.5MW 直驱永磁机组，同时

包括机组运输、吊装、调试及 2 年质

保运维服务。该项目预计在 2015 年 9
月实现并网发电，其建成后将成为古

巴首个正式的大规模风力发电场。据

测算，该项目建成后所产生的电力约

占古巴全国电力总负载的 1% 以上。

华锐风电则通过与当地电力开

发 公 司 Desenvix 签 署 合 同， 为 巴

西 Sergipe 地 区 的 一 个 34.5MW 风

电 场 提 供 23 套 1.5MW 型 风 电 机

组，从而打开了该公司通往南美市

场的大门。2013 年，华锐风电与瑞

典 GreenExtreme 公司签署了一项

30MW 风电项目的供货协议。据了解，

该项目位于瑞典 Kalmar 地区，由华

锐风电向该项目提供风电机组和运行

维护服务，将采用 10 台由华锐风电研

发生产的 3MW 风电机组。

2012 年年中，明阳与印度最大的

私有电力企业信实集团及下属公司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成立合资公司，合

作开发印度 2500MW 风电项目。明阳

还在美国、印度、保加利亚、塞浦路

斯、罗马尼亚等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

并向保加利亚出口了 33 台 1.5MW 的

风电机组。2013 年 11 月 25 日，美国

徐氏集团携手罗马尼亚潘尼斯库集团

与中国阳明集团在罗马尼亚总理府签

订了 200MW 风电项目合资开发协议，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罗马尼亚总

理蓬塔也在场见证该时刻。据了解，

这是近 23 年罗马尼亚民企与国外民企

最大的合资项目，因此受到了双方国

家的高度重视。

华创风能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开发

一个风电场，并安装 17 台该公司自主

研发的 3.6MW 型风电机组，装机容

量为 61MW。浙江运达则通过向伊朗

出口 1 台 1.5MW 型风电机组，成为

金风科技，

52.49%

三一重能，

13.36%

华锐风电，

20.49%

明阳风电，

1.50%

瑞其能，

01.01%

东方电气，

0.65%

远景能源，

1.50%

图2	2013年中国整机商新增发运整机容量占比

图3	2013年各出口市场中国整机商整机发运容量对比

罗马尼亚，
7%

巴基斯坦，
7%

智利，
6%

伊朗，
6%

意大利，
6%

瑞典，
4%

土耳其，
3%

塞浦路斯，
3%

泰国，
3%

美国，
1%

芬兰，
1%
丹麦，
1%
玻利维亚，
0%
澳大利亚，
24%

埃塞俄比亚，
12%

巴拿马，
8%

南非，
8%



Survey | 调研

2014年第06期  39  

表2 2012年至2013年中国整机商参与海外市场的部分情况

制造商 涉及国家 活动类型 海外市场开拓情况

金风科技

美国 风电机组出口 出口 22台 1.5MW和 4台 2.5MW机组

泰国 风电机组出口 为 THEPPANA风电场提供 3台 2.5MW低风速型风电机组及 SCADA系统

智利

风电机组订单
与Mainstream Renewable Power 达成协议，拟向智利Negrete 风电场提供 23台 1.5MW

的低风速机型

投资风电场
与Mainstream Renewable Power 达成协议，联合开发 Antofagasta 地区 Ckani 项目，提供

定制的 47台 1.5MW的高海拔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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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风电场 投资GullenRange 风电场，提供 73台 2.5MW风电机组

罗马尼亚 风电机组订单 向MIREASA1 项目提供 20台 2.5MW风电机组

巴拿马 风电机组订单 向 Penonome 一期项目提供 22台 2.5MW风电机组

古巴 风电机组订单 与 ENERGOIMPORT 公司签订了提供 34台 1.5MW直驱永磁机组合同

华锐风电

巴西 风电机组出口 与巴西Desenvix 公司签署合同，为 Sergipe 地区的风电场提供 23台 1.5MW风电机组

土耳其 风电机组出口 为土耳其Bereket 集团 YALOVA WPP 风电项目提供 36台 1.5MW的风电机组

意大利 风电机组出口 出口 9台 1.5MW和 13 台 3MW的风电机组

西班牙 风电机组出口 出口 12台 3MW的风电机组

明阳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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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
设立分支机构 注资GWPL 公司，员工人数超过 300 人，本地化率达到 90%，生产 1.5MW的机型

风电机组订单 与印度信实能源签订 2500MW新能源项目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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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电机组出口 出口 33台 1.5MW的风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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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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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电机组出口 与潘尼斯库集团签订 200MW风电项目协议

湘电风能 伊朗 风电机组出口 出口 2台 2MW风电机组

重庆海装 美国 设立分支机构 成立重庆海装美国公司，员工数量 8人

三一重能
美国

设立分支机构 成立Ralls 风电项目办事处，员工数量 10人

风电机组出口 出口 25台 2MW的风电机组

埃塞俄比亚 风电机组订单 与中水顾问签署埃塞俄比亚ADAMA二期风电机组 153MW采购合同

华创风电 美国 风电机组出口 出口 17台 3.6MW的风电机组

浙江运达 伊朗 风电机组出口 出口 1台 1.5MW的风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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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首次出口大型并网风电机组设

备的企业，据一些资料显示，浙江运

达还将陆续向伊朗出口近百兆瓦的风

力发电机组，总价值约 1.41 亿美元。

三一重能虽然 2012 年在美国市

场有所受挫，但并未影响该公司在海

外风电市场的总体战略，从而在 2013
年获得了一项大单。有消息称，三一

重能与中水顾问在北京签署了埃塞俄

比亚 ADAMA 二期风电场工程风电机

组设备的采购合同。该项目总装机容

量达 15.3 万千瓦，合同金额超过 6 亿

元人民币，并由此创下迄今为止中国

最大单笔风电机组出口纪录。

2013 年风电制造商远景能源在

技术出口方面也取得了一项突出的成

绩，远景能源将智慧风场监控软件出

售给美国大西洋电力公司，以应用于

后者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 300MW 的

Canadian Hills 风电场项目。据了解，

该风电场使用的是日本三菱公司的 2.4 
MW 机组，以及 REpower 公司的 2 
MW 机组。远景能源的 SCADA 监控

软件将用于该项目中机组的停运、启

动和重启控制。这也成为远景能源在

美国的第一份订单。 （本文部分数据

来源于《中国风电产业地图2008-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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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全球海上风电发展简析

2013 年，全球海上风电获得了有史以来最快

的发展。根据 Navigant Research 咨询公司出版的

“BTM 风电报告 2013”相关统计，过去一年，全球

海上风电新增装机容量为 1721 兆瓦，在全球风电新

增总装机 36130 兆瓦中占比为 4.8%，这是海上风电

发展以来新增装机最多的一年。在欧洲，英国、德国、

比利时、丹麦和瑞典等国都安装了新的海上风电机

组。除了欧洲，中国和日本也建设了 3 个小型的商业

性海上风电项目。全球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已经突

破 600 万千瓦的里程碑，达到 6837 兆瓦，在全球累

计风电装机容量中占比 2.1%。

在 BTM 统计的海上风电机组项目中，主要是指

商业性的海上风电项目。其实，在 2013 年，还有一

些用于研发和测试的示范性项目，这些项目主要安装

在近海区域，所面临的海上环境调整也不同于商业性

的项目。这样的小型示范性项目去年全球一共安装了

9 个，其中有 4 台安装在日本（有 2 台漂浮式的），有

3 台安装在欧洲，1 台安装在中国，

还有 1 台小型漂浮式机组安装在美国。

目前，全球共有 9 个风电机组制

造商可以生产单机容量 3 兆瓦以上的

商用型海上风电机组，这 9 个厂家分

别是 Siemens,Vestas,Senvion,Bard,
Areva Wind,Alstom, 华锐风电 , 上海

电气和远景能源。除此之外，歌美飒，

重庆海装，湘电达尔文，东方电气，

明阳风电，三星以及现代目前都有多

兆瓦级的海上风电样机在进行测试。

截至 2013 年年底，这些机组制造商

中的 Siemens,Vestas 和 Senvion（原

REpower）占据着海上风电市场的统

治地位，他们的全球市场份额分别高

达 58%，22% 和 7.4%。

欧洲 2013 年依然是全球海上风

电发展最快、新增装机最多的区域。

根据欧洲风能协会（EWEA）的统计，

2013 年欧洲共有 21 个海上风电场项

目完工，其中包括 7 个大型风电场建

设完成，总共有 1567 兆瓦的新增海

上风电装机并入电网，相比前一年增

长了 34%。在这些新增项目中，有

72% 的项目位于北海，22% 位于波罗

的海，剩下 6% 位于大西洋。

英国依然是全球海上风电市场

最大的贡献者，其新安装的海上风电

项目主要有 London Array Phase 1，
装机容量 435.5 兆瓦，Lincs，装机容

量 270 兆瓦，以及 Teesside，装机容

本刊记者／苏晓

图片来源：Ves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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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2年-2013年投入运营的风电场（不包括小型测试风电场）

年份 国家 风电场 装机情况 基础形式
总装机量

(MW)
整机商

2012 英国 Thomton Bank Phase II 30 x 6.15 MW, REpower 导管架 184.5 REpower

2012 德国 BARD Offshore 1- III 34 x 5 MW, Bard 三桩 170 Bard

2012 英国 Walney 2-II 51 x 3.6 MW, Siemens 单桩 183.6 Siemens

2012 英国  Greater Gabbard    150x 3.6 MW, Siemens 单桩 504 Siemens

2012 英国  Sheringham Shoal  88x 3.6 MW, Siemens 单桩 316.8 Siemens

2012 英国 London Array Phase 1 54x 3.6 MW, Siemens 单桩 194.4 Siemens

2012 中国 如东潮间带项目一期 21/17/20 x 2.3/3/2.5MW 多桩 / 单桩 149.3

Siemens/

华锐风电 /

金风科技

2012 中国
如东潮间带项目一期扩

容
20 x 2.5 MW 单桩 50 金风科技

2012 中国
龙源如东潮间带实验风

电场项目扩容
2 x 5 MW 多桩 10 重庆海装

2013 英国 London Array Phase 1 121x 3.6 MW, Siemens 单桩 435.6 Siemens

2013 英国 Lincs 75x 3.6 MW, Siemens 单桩 270 Siemens

2013 英国 Gunfleet Sands 3 2x 6 MW, Siemens 单桩 12 Siemens

2013 英国 Teesside 27x 2.3 MW, Siemens 单桩 62.1 Siemens

2013 英国 Gwynt y Mor 7x 3.6 MW, Siemens 单桩 25.2 Siemens

2013 丹麦 Anholt 111x 3.6 MW, Siemens 单桩 399.6 Siemens

2013 德国 BARD Offshore 1- IV 46 x 5 MW, Bard 三桩 230 Bard

2013 比利时  Thornton Bank 二期    18 x 6.15 MW, Senvion 导管架 110.7 Senvion

2013 比利时 Northwind 25 x 3 MW, Vestas   单桩 75 Vestas

2013 瑞典 Karehamn 16x 3 MW, Vestas   混凝土  48 Vestas

2013 日本 Kamisu 近海二期 8 x 2 MW, Hitachi 单桩 16 日立

2013 中国 国电滨海潮间带项目 18 x 1.5MW, 联合动力 27 联合动力

2013 中国
龙源如东潮间带实验风

电场项目扩容
2 x 4.5MW, 远景能源 多桩 / 单桩   9 远景能源

数据来源：Navigant	Research

量 62.1 兆瓦。在比利时，总装机量为 111 兆

瓦的 Thornton Bank Phase III 项目也已经完

工，德国总装机为 230 兆瓦的 Bard Offshore 
1 项目已经并网。丹麦 400 兆瓦的 Anholt 项
目已经吊装，瑞典的 Krehamn 项目（48 兆瓦）

也建设完成。欧洲市场新增的海上风电项目呈

现出日益多元化的趋势，这些项目不仅安装在

不同的国家，而且机组供应商也来自多个企业，

包括 Siemens，Bard，Vestas 和 Senvion 等。

在欧洲占主导地位的风电机组供应商依

然是 Siemens，它也是全球海上风电年度新增

装机容量最多的公司，以 1082 兆瓦的新增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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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装机容量占据市场总量的 69%。接下来是

Bard（240 兆瓦，15%），Vestas（123 兆瓦，

8%）以及 Senvion（REpower，111 兆瓦，7%）。

另外，Alstom 和 Gamesa 都安装了其第一台

示范样机，Siemens 则安装了 2 台 6 兆瓦样机。

从风电开发商的市场份额来看，DONG
能源依然是欧洲海上风电领域最大的开发商，

市场份额为 48%。电力开发商 DONG 能源，

Centrica（15%），EDF（4%），E.ON（3%）

和 RWE（2%）在 2013 年所有并网容量中的

份额为 72%。其他的开发商如 BARD 的并网

容量份额为 15%，SRIW 和 Colruyt 分别为 7%
和 5%。

从近几年的表现来看，欧洲海上风电已经

开始进入稳定快速发展期。根据欧洲风能协会

的预测，目前欧洲海上风电还有相当一部分项

目未完工，一旦这些项目建设完毕，将会在未

来几年新增 300 万千瓦左右的新增装机，这也

就意味着 2014 年、2015 年欧洲海上风电新增

装机量依旧会维持稳定的水平。

而且从欧洲海上风电项目所分布的海域情

况来看，很明显，北海海域依然将是未来海上

风电项目部署的重要区域，大约占整个装机容

量的 66%，大西洋和波罗的海将分别占 20%
和 14%，短期内在地中海海域发展海上风电还

处于起步阶段。

2013 年，中国海上风电进展缓慢。根据中

国风能协会（CWEA）的统计数据显示，仅有

东方电气、远景能源和联合动力 3 家企业在潮

间带地区新增了 39 兆瓦的装机容量（上文提到

BTM 的统计中未将东方电气 3 兆瓦样机项目列

入），而且这些项目全部位于潮间带地区。

与 2012 年相比，2013 年中国海上风电

新增装机容量同比下降 69%，这主要还是与中

国海上风电发展各方面的准备不充分有关。一

方面，中国海上风电前几年一直没有一套合理

的电价方案出台。另一方面，在中国开展海上

风电项目远比陆上复杂，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

全国统一的海上风电规划都困难重重，使项目

各个程序变得很繁琐甚至拖沓，严重影响项目

收益预期。

数据来源：Navigant	Research

表2 全球海上风电装机情况（2012年-2013年）

国家 2012年新增（MW） 2012年累计（MW） 2013年新增（MW） 2013年累计（MW）

比利时 184.5 379.5 186 565.5

中国 110 319.9 36 355.9

丹麦 0 832.9 400 1232.9

德国 80 278 230 508

爱尔兰 0 25 0 25

荷兰 0 246.8 0 246.8

挪威 0 2.3 0 2.3

葡萄牙 0 2 0 2

瑞典 0 163.3 48 211.3

日本 0 0 16 16

英国 756 2861 805 3666

全球总计 1131 5111 1721 6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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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13年欧洲海上风电场项目进展情况

风电场名称 国家 项目进展情况

Thornton Bank II + III 比利时 完全并网

London Array 英国 完全并网

Belwind Alstom demo (Haliade) 比利时 完全并网

Anholt 丹麦 完全并网

Lincs 英国 完全并网

BARD offshore 1  德国 完全并网

Karehamn 瑞典 完全并网

Arinaga Quay (Demo) 西班牙 完全并网

Gunfleet Sands 3 (Demo) 英国 完全并网

Teesside 英国 完全并网

Northwind  比利时 部分完工

Gwynt y Mor 英国 部分完工

West of Duddon Sands 英国 机组已安装

Methil Demo (Energy Park Fife) 英国 机组已安装

Riffgat 德国 机组已安装

Meerwind sud/ost  德国 机组已安装

Borkum West 2.1 德国 机组已安装

Humber Gateway 英国 基础已安装

Baltic 2 德国 基础已安装

DanTysk 德国 基础已安装

Nordsee ost 德国 基础已安装

Global tech 1 德国 基础已安装

数据来源：EWEA

不过，2013 年以及 2014 年上半年也有

一些利好消息陆续发布，给业内带来了希望。

2013 年下半年，早于 2010 年便已经招标的 4
个首批特许权海上风电项目中，终于有 3 个获

得了国家发改委核准“路条”，这 3 个项目分别

是大唐新能源滨海 30 万千瓦项目、龙源电力大

丰 20 万千瓦项目和鲁能东台 20 万千瓦项目。

2014 年年初，国家能源局下发了《关于

做好海上风电建设的通知》，海上风电标杆电

价制定被列为 2014 年重点任务，而且在上海

等地，一些示范性海上风电项目已经开始进入

前期准备阶段。2014 年 6 月 5 日，国家发改

委下发《关于海上风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

确定了非招标潮间带风电和近海风电两种类型

的上网电价 ：2017 年以前（不含 2017 年）投

运的近海风电项目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 0.85
元（含税，下同），潮间带风电项目上网电价

为每千瓦时 0.75 元。

根据业内分析统计，截至今年年初，中

国 2014 年已有 7 个海上风电项目获批开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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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9年-2013
年中国海上风电装
机情况（单位：
MW）

数据来源：CWEA

即将开工，总装机容量约 156 万千瓦，这些项

目主要分布在江苏、上海、福建和广东。2015
年也有不少项目已经列入地方规划，进入前

期筹备工作。因此，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

2014 年－ 2015 年中国的海上风电发展方面将

会有不小的起色。 
除了中国，韩国和日本 2013 年的海上风

电也还处于初期探索阶段，这两个国家都有一

些示范性的项目或者机组在欧洲和本国接受测

试。在日本，Kamisu 近海风电场项目二期已

经完工，装机量为 16 兆瓦，采用的是日本日

立公司生产的风电机组。

2013 年，美国海上风电依然没有太大进

展。唯一值得庆祝的是 2013 年 5 月底，美国

首座海上风电机组 VolturnUS 在缅因州的佩

诺布斯科特河上落成。虽然这个项目只有一台

示范机组，而且机组容量仅为 0.75 兆瓦，但

是 VolturnUS 将正式成为美国大西洋海域首

台可运行的海上风电机组。  
该项目是美国能源部宣布资助的七大海上

风电机组示范项目之一，造价 1500 万美元，

采用半潜式平台，使用混凝土和质量较轻的负

荷材料来代替钢铁，而且还使用了漂浮式激光

雷达系统以测试海平面 183 米高度的风能资源

和其他海洋气候状况。一旦该样机被证明效果

令人满意，那么单机容量有望扩大为 6 兆瓦，

叶片直径则有望达到 129 米。

2012 年 12 月宣布资助 7 个近海风电示

范项目以来，美国能源部打算向每个项目资

助 400 万美元启动资金，用于初期的工程设

计和获得相关生产许可。2014 年 5 月，美国

能源部又宣布将对这 7 个项目中的 3 个继续

提供资助，用于每个项目的设计、开发等相关

流程部署，这 3 个项目分别是位于新泽西州的

Fishmen's Atlantic City 项目、位于俄勒冈

州的 WindFloat Pacific 项目以及位于弗吉尼

亚 州 的 Virginia Offshore Wind Technology 
Advanced 项目，每个项目最多可以获得 4700
万美元的资助，并争取在 2017 年之前实现并

网发电。

对于美国来说，发展海上风电可以更加靠

近电力负荷中心，避免运输中过多的成本耗费，

但是美国发展海上风电依然面临着技术、融资

等方面的各种挑战。而且美国的风电政策并不

稳定，这也影响了海上风电的实质性发展。

从 2013 年的全球海上风电装机来看，海

上风电发展依然在不同市场面临着不同的问

题，譬如在欧洲这一关键市场缺乏有利和稳定

的法规政策，在中国市场还缺乏相应的配套基

础工程技术。另外，海上风电机组也面临着要

降低成本的挑战。由于海上风电项目逐渐向深

海区域建设，成本变得更高，机组安装的难度

也日益增加。当然，虽然有多方面的挑战，全

球海上风电产业在未来五年依然有望进一步发

展，主要将集中在北欧地区，尤其是英国和德

国，还有亚洲，包括中国、日本和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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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有这样一种让人放心的能源，它不会导致气候

变化、石油泄漏、矿工枉死、空气污染、土地荒芜或野

生物灭绝，也不会有能源匮乏、靠石油维持的战争、暴

政和恐怖分子。它不会枯竭、不会中断，不让人担忧，

是一种充足、温和且所有人永远都能负担得起的能源。

使世界更富足、公平、美好和安全的目标不仅是可

以实现的，从现实角度讲甚至是有利可图的，因为现在

开始节约和替代化石燃料效果会更显著，而成本也不会

比购买和使用化石燃料更高。

我们只需要一个新火种。

过去的几百万年里，传统火源养育了人类先祖。在

冰川消退、猛犸象四处漫步的年代，头发蓬乱、身着兽

皮的原始人类学会了用木材堆起篝火让家人取暖并烹制

食物。后来，有些人学会了收集海滩和地表的煤块，汲

取自然渗漏的石油。而且，早在 2400 年前的中国，当

卢安武在《重塑能源》

中文版首发式上。

再造一个新火种
文／卢安武（艾默里·洛文斯）

地的人们就学会了从地表近一英里深处钻取天然气和液态

烃，并且用竹筒运输。然而，当时地球上几乎所有的能源

均来自木材、太阳、风力、水力、畜力和人类的辛苦劳作。

暗夜和严冬折磨着短暂而艰难的生命。

现在，几乎有一半的人类仍然在不同程度上生活在原

始社会。其中，15 亿人处于无电地区，他们就生活在地球

夜景卫星照片上所显示的巨大黑暗空间里 ；还有 30 亿人靠

燃烧木材、粪便或木炭生火做饭。而我们这 40 亿人则幸运

得多，化石燃料在过去的 200 年里改变了一切。火使我们

完全进化为人，农业发展促成了城市和国家，而化石燃料

则使我们进入现代化社会。他们让能源由一种倾个人全力

才能搜寻到的物品变成了一种随处可见的商品。通过杰出

专家的研发和技术突破，再加上让人惊叹的大型机器，这

些商品开始由世界上最大的公司经营，而且成为了全球规

模最大的产业。这一无形的产业，已经变成一项技术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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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高、影响力也非常大的业务。该产业已经做到上天揽

月，下洋捉鳖，高峡变平湖。通过这一产业，像汽油、柴油、

航空燃料、天然气和电力等复杂的能源载体可以平稳地输

送到我们的建筑物、车辆和工厂里。它是人类社会财富的

基石，能力的保障，是我们现代生活无形的代谢引擎。每

当我们驾驶汽车、轻启开关或为房间供暖时，我们享受到

的是普遍负担得起的效能，不仅便利多样，而且可靠。没

有化石燃料或类似的替代性能源，我们大多数人就会如目

前世界上最贫穷的人群每天的遭遇一样，很快开始体验生

存的斗争。

然而，这个人类文明的驱动器，让数十亿人的生活更

加丰富、寿命更长久的灵丹妙药，却开始以非常微妙的方

式，增加了我们生活中的担忧、不安全感、生活成本、破

坏性和危险性。其日益增加的成本和风险正侵蚀着，有时

甚至超越了它带来的明显益处。因为这一能源体系，很多

孩子罹患哮喘 ；也因为这种能源体系，孩子们所吃的金枪

鱼便当里出现了汞。该能源系统偶尔出现的突发状况甚至

会粉碎整个经济。它所带来的财富和权势能收买政客，成

为各国政府的工具。世界上大部分的对抗、腐败、专制和

战争都因它而起。并且，它正以过去 6000 万年间从未有

过的速度改变着我们这个星球的大气层。

总之，丰富的化石燃料遗产已经开始破坏其之前为我

们营造的安全感。作为我们这个社会最富远见的风险管理

者，军方领导人对此很是担忧。2010 年 2 月，美国《联

合部队季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杂志的专题文章开头

写道 ：

“能源是现代社会的命脉，支撑着美国的实力和繁荣。

但能源亦是造成全球动荡、冲突、污染和风险的主要原因。

许多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的事件都与能源问题密切相关，包

括石油供应中断、石油资助的恐怖主义、靠石油资本支持

的冲突和动荡、核扩散、国内脆弱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气

候变化（气候变化进而又改变了一切）。”

一年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对此做出回应，呼

吁大家为了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采取能源行动——这是五

角大楼日渐重视和主导的一项任务和使命。

全球能源系统还笼罩着另一种潜在的威胁 ：化石能源

从其本身物理特性或是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最终都必将枯

竭，这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尽管勘探和开采化石能源的技

术取得了长足进步——勘探地质学家现在甚至可以采用相

当于透视眼的数字技术，但是地球上的资源并不能因此变

多。容易开采的石油正迅速减少并逐渐集中在极少数国家；

容易挖掘的煤炭也只剩下几十年的开采期 ；美国丰富的天

然气资源储存在厚度较大的页岩层中，现在虽已着手开采，

但是这些天然气外面的气泡却比人类的头发丝还要纤细。

当经济学家们（及一些地质学家）开始意识到石油储量数

据被广泛误解或误报后，有关化石能源储量丰富的观点开

始陡变。2010 年底，国际能源机构声称，世界原油产量

已在 2006 年达到巅峰。五角大楼的联合部队司令部亦提

出警告，石油过剩产能可能在 2012 年消失，2040 年到来

前应该为打造一个无油军队做好准备。煤炭也出现了同样

的情形，尽管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其储量丰富，根本无需

仔细考察。所以，无论是从经济地质学角度，还是从其可

负担性、安全性或副作用的角度考虑，化石能源时代在人

类文明的长河中终究不过是持续 200 年的昙花一现。

化石能源的盛宴正在接近尾声。现在是时候体验一些

全然不同的东西了。

新的火源会是什么样子呢？

旧火源掘于地下，新火源降自天上。旧火源稀缺，新

火源充足。旧火源受地域限制，新火源无处不在。旧火源

短暂易逝，新火源亘古绵延。除了少量生物燃料、沼气和

生物质能，所有新火源的发展方式都是可持续的，没有火

焰，没有燃烧，却能提供同样便利和可靠的服务。

这似乎有点让人望而生畏，其实不然。正如时任美国

共和党卫生教育与福利部部长的约翰 · 加德纳在 1965 年加

入林登·约翰逊总统的参谋团队时所言：“摆在我们面前的

是激动人心的契机，只不过他们伪装成了待解的难题。”

无论从技术层面还是从经济层面而言，化石能源的问

题都无需担心。技术的进步正在悄无声息地将之淘汰，因

此我们可以通过降低能源成本来消除这些问题。

约 78％的人类活动是靠挖掘和燃烧原始沼泽中腐烂

物获取能量来完成的。但是今天，我们有了更时尚的选择，

不需要再去攫取和燃烧历经数百万年之久腐烂的垃圾和淤

泥。我们凭借聪明才智和创业精神在地球的每个角落开采

能源，以很少的额外成本，亦或无需增加成本甚至还能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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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提供生活所需能源，改善生活，进而让世界数十亿

人的生命更加丰富多彩。

事实上，新火源能给社会带来数万亿美元实实在在

的财富，是真金白银。《重塑能源 ：新能源世纪的商业解

决方案》解释了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应如

何做、做什么。因为说到底，这个故事讲述的不是能源

和恐惧，而是能源和希望 ；不是限制和任务，而是选择

和进取 ；不是危险与贫穷，而是安全和财富。

此处描述的新火源包含两大特征 ：一是能源使用效

率非常高，二是能源来源多样化且主要为分布式可再生

能源。尽管致力于高能效和可再生能源的双重转变已经

启动并正在加速发展，但它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老式

的“做什么”和“怎么做”，即技术和公共政策。实际上，

技术和公共政策非常重要且富于创新，对此我们还有很

多可以讨论 ：如需要采用的现有技术和政策，需要完善

的新兴技术和政策，以及需要进一步发展的萌芽技术和

政策。但这些内容还不到书中所讨论内容的一半。今天

的能源转型讲述的是新式的“做什么”和“怎么做”，即

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把技术结合起来的一种综合性设计以

及新型的商业模式和竞争策略。在交通、建筑、工业和

电力这四大能源消耗领域，重大创新融合到一起汇聚成

了迄今为止可能最具颠覆性的机会洪流，将产生同信息

时代一样普世的影响，只不过这种影响将来的更加深远。

这四大能源革命工具相互作用的影响会远远超过各

部分的简单相加。让我们拭目以待，一起见证他们创造

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商机——甚至是有史以来的最

大商机。人类已经开始着手其历史上最重要的基础设施

转变，把信息技术、新的理念和能源结合起来，实现技

术与社会的双重突破，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然后将其

融合以创造更多的奇迹。接下来的关键十年甚或是几年，

是下大赌注的时候，也是奠定成功基础的时候，其结果

将在本世纪中叶逐步得以呈现。

不再有循规蹈矩这一选项 ：一切都会瞬息万变。新

能源时代已经来到我们身边。我们必须密切关注，深刻

理解，潜心计划，勇敢行动。

《重塑能源》概述了我们应如何掌握向新火源的转变，

如何加速和整合，帮助它最终沿着有益的路径前行，并最

终到达光明的终点。这种转变并不容易，但是又比维持现

状容易和安全。伴随这些令人心动的机会而来的是同样鲜

明的不确定性、风险和危险。企业领导者应该向自己提出

这样的问题 ：

如果你提前几周或几天才接到石油供应中断的通知，

你将如何开展工作？

如果明天早上或明年开始电灯无法点亮，你的公司会

做什么？

你明白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和价格波动对你的公司、客

户和供应商意味着什么吗？

你如何通过消除能源运营成本而领先于竞争对手 ?
你打算从价值数万亿美元的新能源经济中分多大一

杯羹？

这些问题不是凭空想出来的。他们反映了本书描述的

机遇和存在的风险，这些风险已经显现，他们暗中慢慢滋

长而我们却未能采取行动。对一个拥有可观资源而懂得将

其做不同投资的领导者，考虑周全的冒险对他而言就是机

遇和责任。我们现在最需要的不只是管理，更是领导力。

今天，有一种能源和商业系统正在走向衰亡，而另一

种正在努力获取新生。处在这种动荡之际，固守某块阵地

似乎会舒服些，总是有很多诱人的原因让人们不愿去改变。

艾略特曾写道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在动机与行为之间，

总有阴影徘徊。” 然而大地正在发生变化，我们不能固步

自封。毫无疑问，今天和明天的能源系统之间出现了一个

隐约可现的拐点，在这个拐点上会创造巨额财富，也会失

去巨额财富。到那时，哪个会是你的遗产？ 
如果十年后你的股东们问你，或者退休后你的子孙问

你 ：在应对人类最严峻的能源挑战上你做过什么，你将如

何回答？

我和我的同仁们都希望《重塑能源》能帮助引导、支

持、鼓舞和督促每个人可以为全人类的新能源解决方案创

造和开拓出自己的那份重要力量。  （本文摘自《重塑能源：

新能源世纪的商业解决方案》作者卢安武为本书英文版撰

写的前言，题目为编者所加。目前，本书经鉴衡认证中心

翻译，中文版已经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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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火电与风电完全成本比较分析
文／徐蔚莉, 李亚楠, 王华君

随着世界化石能源的日益匮乏和人类对能源需求的不断增加，加上

传统化石能源电力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污染，人类不得不努力寻找可以补

充或替代煤炭、石油、天然气这类常规能源的可再生、环保、洁净的绿

色能源。风能作为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绿色可再生能源，与传统

化石能源相比，不会产生任何有害气体、废水和固体颗粒物，环境效益

相当显著。当人们用已经发展一百多年的火电厂技术与新发展起来的风

电技术相比较时，总是看到其发电间歇、波动的不足，看到政府的价格

补贴，得出风电成本高于火电的结论。然而当燃煤火电达到一定规模时，

燃煤火电的度电成本中原本可以忽略不计的“环境成本”就变成一个不

得不计量的“附加成本”。本文试图从这个角度出发，分析燃煤火电发

电过程中的各种“环境成本”，把它附加到传统意义上的燃煤火电成本

电价上。以此为基础把燃煤火电与风电进行成本比较，得到一个与传统

概念相反的结论：燃煤火电的“完全成本”远高于风电。

研究背景

一、火电的发展与能源转型

1882 年，我国第一座火力发电厂建立，距今已有 132 年历史。火

力发电技术成熟，初期投资小，建设周期短，

目前成本较低，并且对地理环境要求不高，不

受季节和气候的影响。同时，与水电相比，火

电不会遇到枯水期无法发电或供电能力下降的

问题；与风电相比，火电的供应更加稳定，不

受风速、风向等自然条件的影响；与核电相比，

火电相对安全，不必担心核泄漏等安全问题。

以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等化石能源主导的能源

体系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使人类从

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并不断进步。现代社

会发展离不开电力，电力行业对促进国民经济

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我国

的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70% 的电力来源于燃

煤火电，燃煤发电是社会发展的有力保障。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能源消费量的大

幅度增加，传统化石能源的不可再生性和地域

分布不均匀带来的能源安全问题以及对化石能

源的利用所带来环境污染等问题也日益突出。

摄影：王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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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能源价格的日趋攀升和气候变化问题不断推动着新能源技术和产业

的发展，能源转型问题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能源结构由传统

的化石能源向新能源转型、由高碳走向低碳是大势所趋。

二、我国燃煤火电污染严重，损失巨大

在我国把火电作为主要电力来源发展经济的同时，自然环境也遭到

巨大破坏。世界银行曾在 2007 年发布报告《中国污染成本》（COST 
OF POLLUTION IN CHINA），从多方面描述了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

大气污染首当其冲。我国大气污染属于煤烟型污染，以烟尘和酸雨污染

的危害最大，并呈现逐步加重的趋势。造成我国煤烟型污染的主要原因

是燃煤火电为主排放的气态污染物。燃煤火电排放的气态污染物主要包

括 SO2、NOX、CO2、粉尘颗粒物（PM）等。2010 年中国环境统计年

报统计数据表明：电力行业 SO2 排放量占工业 SO2 排放量的 52.8%，

NOX 排放量占 65.1%，烟尘排放量占 36.2%，分别如图 1、2、3 所示。

（一）污染物 SO2

SO2 对人类各个脏器均有损伤；其与植物中的化学元素发生反应，

影响植物的正常生长；另外，SO2 可以改变土壤和水体的酸性，形成酸雨。

目前我国 61.8% 的南方城市出现酸雨，酸雨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 30%，

如图 4 所示。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单位研究表明：我国每年由于 SO2

导致的经济损失超过 1100 亿元，如果将 SO2 对材料和建筑物腐蚀的影

响考虑在内，该损失还会增加。

（二）污染物 NOX

NOX 对人类以及自然环境的破坏作用同样

不可小觑，其与空气中的水气或水滴反应产生

硝酸，进而形成酸雨或酸雾。2010 年环保部发

布《火电厂氮氧化物防治技术政策》中显示：

实施全面脱硝技术后，每年可减排 NOX 477 至

609 万吨，需要设备投资 461 至 652 亿元，年

运行费用 259 至 390 亿元。

（三）污染物 CO2 
CO2 作为全球排放量最大的温室气体给环

境带来了极大的损害。CO2 溶于海水会提高海

水酸度，形成更多碳酸。过量的CO2 会引起“温

室效应”，造成地球上病虫害增加，物种减少，

海平面上升，气候反常，海洋风暴增多，土地

干旱，沙漠化面积增大等问题。

（四）污染物 PM 
粉尘颗粒物分为大粒径颗粒物、可吸入颗

粒物（PM10）和细颗粒物（PM2.5）。PM2.5 又

称可入肺颗粒物，其含大量有毒有害物质，对

大气环境和人类健康影响巨大。其进入肺泡的

细颗粒物可以被迅速吸收、不经过肝脏解毒直

接进入血液循环分布到全身，从而损害血红蛋

白的送氧能力，使其丧失功能；其中的有害气

体和重金属等溶解在血液中，对人体造成更大

的伤害，例如加重呼吸系统疾病，引起充血性

心力衰竭和冠状动脉等心脏病，如图 5 所示；

PM2.5 还可能成为病毒和细菌的载体，推动呼

吸道传染病的传播；另外，世界卫生组织 2013
年的研究表明：PM2.5 可以引起肺癌和膀胱癌。

在欧盟国家中，PM2.5 导致人们的平均寿命减

少 8.6 个月；在我国，二十年的统计数据显示，

烧煤的淮河以北，人的平均寿命比淮河以南人

群寿命低 5.52 年。由卫星拍摄的我国 PM2.5 分

布状况如图 6 所示。

三、计算燃煤火电完全成本的必要性

燃煤火电发电的全过程尤其是其排放的

各类污染物对环境承载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环境承载力是衡量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与环境是

否协调的重要指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在维

持相对稳定的前提下，环境资源所能容纳的人

图1 电力行业SO2排放比例

图3 电力行业烟尘排放比例图2 电力行业NOX排放比例

电力行业

其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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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的大小。由于地球的资源有

限，因此环境承载力也是有限的，人类的所有

活动必须在地球环境承载力的极限之内进行。

但目前不可再生资源的开采将枯竭，并且在利

用这些化石能源的工业进程中产生大量污染

物。以燃煤火电发电为例，作为一个整体过程，

从煤炭的开采、运输到电厂的燃煤发电，各个

环节都会造成环境污染，这些都是与环境承载

力之间出现冲突的表现。然而在我国电力价格

中，煤炭发电的环境附加成本并没有计算在电

价中。煤炭发电的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产生的

环境附加成本，尤其是对环境的污染和对人类

健康的影响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因素。只有把环境成本计算在发电成本

中，各种能源形式的发电成本相比较才有意义。

因此我们有必要计算燃煤火电的环境成本（记

为 Ce），其与当前燃煤火电成本电价（记为

Cp）之和定义为燃煤火电全电价，即燃煤火电

完全成本（记为 Cc），如式 (1) 所示：

                   Cc = Cp + Ce            (1)

燃煤火电环境成本的计算

一、SO2 和 NOX

近年来我国电力行业 SO2 和 NOX 排放情

况如图 7 和图 8 所示。本文引用“影子价格”

计算 SO2 和 NOX 造成的经济损失。联合国把

影子价格定义为“一种投入（比如资本、劳动

力和外汇）的机会成本或它的供应量减少一个

单位给整个经济带来的损失”。2007 年美国国

家研究委员会采用剂量——响应模型确定 SO2

和 NOX 的影子价格分别为 5800 美元 / 吨、

1600 美元 / 吨，按照 2007 年美元兑人民币汇

率换算，即 44138 元 / 吨、12176 元 / 吨。由

中国环境统计年报 2007 年统计数据可知，电

力行业排放SO21099万吨，排放NOX811万吨。

由此可计算 2007 年我国电力行业排放 SO2 和

NOX 带来的经济损失分别为 4850 亿元和 987
亿元。2007 年我国火力发电总量为 2.7 万亿千

瓦时，可得由燃煤火电排放 SO2 和 NOX 引起

PH值范围
< 4.5
4.5-5.0
5.0-5.6
> 5.6
无数据 南海诸岛

图4 我国酸雨分布图

图5 PM2.5对人体的伤害

图6 卫星拍摄的PM2.5分布图



 Industry | 产业

2 0 1 4 年 第 0 6 期  53  

的环境成本分别为 Ce(SO2)=0.1795 元 / 千瓦时，Ce(NOX)=0.0366 元 /
千瓦时。

二、CO2

本文利用国际碳交易机制计算燃煤火电排放 CO2 造成的经济损失。

point carbon annual report 2004 － 2008 年统计数据如表 1 所示，其

中 2008 年全球碳交易量为 59 亿吨，碳交易额为 1250 亿欧元，按 2008
年欧元兑换人民币汇率计算，CO2 排放单价为 216 元 / 吨。环境保护部

环境工程评估中心数据显示：2008 年我国电力行业 CO2 排放量为 24 亿

吨。2008 年我国火力发电总量为 2.79 万亿千瓦时，由此可计算燃煤火

电排放 CO2 带来的环境成本为 Ce(CO2)= 0.1865 元 / 千瓦时。

三、粉尘颗粒物（PM）

2010 年，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四城

市由于 PM2.5 污染造成的死亡人数、经济损失

以及当年城市人口总数如表 2 所示。

根据表中数据可求得 PM2.5 污染对每

位死亡患者造成的经济损失为 79.5 万元。

《2010 年全球疾病负担评估》报告显示：我国

因 PM2.5 导致的死亡人数估计为 123.4 万人，

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为 9810 亿元。环境保护

部研究表明：2010 年我国 PM2.5 排放总量为

2278.4 万吨，其中火电行业排放的一次细颗粒

物 PM2.5 为 100.8 万吨，排放的 SO2 转化为二

次细颗粒物 PM2.5 为 350 万吨，排放的 NOX

转化为二次细颗粒物 PM2.5 为 265.5 万吨，排

放的 SO3 转化为二次细颗粒物 PM2.5 为 107.3
万吨，合计占全国 PM2.5 排放总量的 36.1%。

2010年我国火力发电总量为3.33万亿千瓦时。

综合以上数据，2010 年由 PM2.5 造成的燃煤火

电环境成本为 Ce(PM2.5)=0.1065 元 / 千瓦时。

综上，燃煤火电排放的气态污染物导致的

环境成本如表 3 所示。

四、煤炭开采

本文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并与

直接市场法和间接市场法相结合计算煤炭开采

过程导致的燃煤火电环境成本。有数据表明，

开采单位煤炭的生态环境经济损失为 81.09 元

/ 吨－ 81.37 元 / 吨，本文取 81.23 元 / 吨。

根据国家电网能源研究院经济与能源供需研

究所公开数据：2010 年我国电力行业煤炭消

费 17.3 亿吨，结合 2010 年我国火力发电总量

332533363.7 万千瓦时，可计算出由煤炭开采

过程带来的燃煤火电环境成本为Ce（煤炭开采）

=0.0423 元 / 千瓦时。

a) 煤炭运输

目前我国煤炭运输方式主要有铁路、公路

和水路运输，无论采用哪种方式运输，均会排

放温室气体及其他有害气体，造成环境污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 2008 年铁

道统计公报》，2008 年全国铁路货物发送量完

成 329035 万吨，煤炭运量完成 169146 万吨，

图8 我国工业及电力NOX排放情况

图7 我国工业及电力SO2排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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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04年-2008年国际碳交易概况

总成交量（亿吨） 总成交额（亿欧元）

2004 0.94 3.77

2005 7.99 94

2006 16 220

2007 27 400

2008 59 1250

表2  PM2.5污染造成的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

死亡人数（人） 经济损失（万元） 人口总数（万人）

北京 2349 186754 1961

上海 2980 236924 2302

广州 1715 136332 1270

西安 726 57724 847

合计 7770 617734 6380

表3  气态污染物导致的环境成本

污染物 SO2 NOX CO2 PM2.5

环境成本(元/千瓦时) 0.1795 0.0366 0.1865 0.1065

占 51.41%。全国铁路货物周转量为 23360.32 亿吨公里，煤炭周转量为 
8360.28 亿吨公里。根据铁道部统计中心得出的铁路运输大气污染排放

因子，可计算出 2008 年我国煤炭铁路运输的污染物排放量，结合前文

计算出的大气污染物环境成本，可得煤炭铁路运输的环境成本，如表 4
所示。2008 年我国火力发电总量为 278573680.4 万千瓦时，由此可计

算煤炭铁路运输的环境成本 Ce( 铁路运输 )=0.0029 元 / 千瓦时。

根据《2009 年公路水路交通行业发展统计公报》，2008 年我国

公路货运平均运距为 171.48 公里，总周转量为 1664.35 亿吨公里，水

路货运平均运距为 1706.66 公里，总周转量为 6952.93 亿吨公里。结

合公路与水路运输主要排放因子的数值，可计算出 2008 年我国煤炭公

路运输的污染物排放量，由前文计算出的大气污染物环境成本，可得

煤炭公路运输的环境成本，如表 5 所示。2008 年我国火力发电总量为

278573680.4 万千瓦时，由此可计算煤炭公路运输的环境成本 Ce( 公路

运输 )=0.0007 元 / 千瓦时。

                  Ce ( 煤炭运输 ) ＝ Ce ( 铁路运输 ) ＋ Ce ( 公路运输 )           (2)

根据公式 (2) 可得由煤炭运输造成的燃煤

火电环境成本为 Ce( 煤炭运输 )=0.0036 元 / 千
瓦时。

b) 热污染

热污染是指自然界和现代化工农业生产

以及人类生活中排出的各种废热所导致的环

境污染。其中燃煤火电排放废水中含有的大

量废热不可忽视。热污染通过使受体水和空

气温度升高的作用污染大气和水体，导致全

球变暖、干旱地区增多、沙化严重、气候变

异等危害。热污染主要包括水体热污染、大

气热污染和全球影响这三个方面。燃煤火电

排放的废热水直接造成水体热污染，从而间

接引起大气热污染并对全球气候产生负面影

响。热污染可能破坏海洋吸收二氧化碳的能

力，从而使地球变得更热，同时滋生新的细

菌和病毒，杀害海洋生物，威胁人类健康，

破坏生态平衡，加快物种灭绝。热污染引起

的两极冰原融化最初可能导致洪水肆虐，随

着冰川枯竭，河流就会断流。作为生命之源

的水资源一旦减少或枯竭，其对动植物和人

类的影响将是不言而喻的，目前尚未统计出

由热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但并不能忽略热

污染问题，我们必须意识到热污染对整个地

球、对全人类造成的危害并积极采取相应措

施有效控制热污染。

燃煤火电完全成本

综上，燃煤火电环境成本可以由公式 (3)
表示：

Ce ＝ ∑Cei

＝ Ce（SO2）+Ce（NOx）+Ce（CO2）+Ce（PM2.5）

+Ce（煤炭开采）+ Ce（煤炭运输）             (3)
考虑燃煤火电对环境的污染及破坏带来的

经济损失后，燃煤火电完全成本 Cc( 燃煤 ) 为
燃煤火电成本电价 Cp( 燃煤 ) 与燃煤火电环境

成本 Ce( 燃煤 ) 之和，见公式 (4)，具体数据如

表 6 所示：

                     Cc 燃煤＝ Cp 燃煤＋ Ce 燃煤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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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08年我国铁路煤炭运输大气污染物排放情况

排放量（万吨） 环境成本（万元）

SO2 6.69 295283

NOX 5.60 68185

CO2 1150.12 249035

PM2.5 4.51 194190

合计 806693

表5  2008年我国公路煤炭运输大气污染物排放情况

排放量（万吨） 环境成本（万元）

SO2 1.77 78124

NOX 1.30 15829

CO2 348.93 75554

PM2.5 0.72 31002

合计 200509

表6  燃煤火电完全成本

污染物
环境成本

Ce( 元 / 千瓦时 )
成本电价

Cp( 元 / 千瓦时 )
完全成本

Cc( 元 / 千瓦时 )

SO2 0.1795

0.4752 1.0302

NOX 0.0366

CO2 0.1865

PM2.5 0.1065

煤炭开采 0.0423

煤炭运输 0.0036

合计 0.5550

表7  风电成本电价/完全成本

成本电价
Cp( 元 / 千瓦时 )

占国土
面积比例

完全成本
Cc( 元 / 千瓦时 )

风资源丰富区 0.51 8%

0.5744
风资源较丰富区 0.54 18%

风资源可利用区 0.58 50%

风资源贫乏区 0.61 24%

风电完全成本

2009 年 7 月，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发布

《关于完善风力发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

按风能资源状况和工程建设条件，将全国分为

四类风资源区，成本电价如表 7 所示。由于风

力发电整个过程不会产生环境污染物，因此不

计环境成本，即 Ce( 风电 ) = 0，风电成本电价

Cp( 风电 ) 即可作为风电完全成本 Cc( 风电 )，
如公式 (5) 所示：

        Cc 风电＝ Cp 风电            (5)

结语

综合以上分析，燃煤火电完全成本与风电

完全成本如表 8 所示。

由表 8 数据可以看出，燃煤火电完全成

本比风电完全成本高出 79.35%，风力发电的

经济效益十分显著。“火电成本低，风电成

本高、需要政府补贴”的传统理念需要被更新，

当前实行的燃煤火电成本电价并没有将煤炭

发电对环境污染的经济损失计算在内，即燃

煤火电的环境成本被忽略掉，而煤炭发电对

环境产生的破坏是潜在的、深远的、不可逆的，

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影响仅用资本来衡

量是不够的。政府对风电行业的补贴并不是

补贴风力发电成本，而是补贴其对环境的贡

献，是风力发电生态效益的体现。因此我们

必须加快改造燃煤火电发电设备，减少污染

物排放，降低煤炭发电在总发电量中的比重，

减轻其对环境的破坏，同时鼓励风电设备的

研发制造，支持风电先进技术的快速发展。

在由传统的化石能源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转型、由高碳走向低碳的能源转型方面与国

际接轨。

( 作者单位 ：徐蔚莉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 ；李

亚楠、王华君 ：河北工业大学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系 )表8   燃煤火电完全成本与风电完全成本

燃煤火电完全成本
（元 / 千瓦时）

风电完全成本
（元 / 千瓦时）

1.0302 0.5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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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风电发展迅速。到 2013 年年底，全国风电并网装机容

量 77160MW，全年风电发电量 134.9TWh，约占全国总上网电量的 2.5%。

在风电开发较为集中的区域，风电已经成为主力电源之一，以蒙西地区为

例，2013 年风电发电量为 21.6TWh，占到全网发电量的 11%。

随着风电并网规模的不断扩大，从 2011 年起，“三北”地区等风电

开发集中区域弃风限电问题日益突出，在 2012 年达到高峰。2012 年全国

弃风电量约 20TWh，全国弃风率约为 17.1%，其中吉林、蒙东、蒙西、

甘肃等地区弃风率在 25% 以上。在这种背景下，有些储能设备厂家提出，

现阶段我国风电项目应投资配置储能装置。一是可以快速吸收和释放有功

及无功功率，平滑风电输出功率，提高风电的可控性，保证风电出力的连

续性和稳定性，减小对电网的影响；二是可以在弃风限电时储存风电电量，

当前风电项目配置储能装置的可行性
初步分析
文／徐一凡

在非限电时段上网，在弃风限电问题得以改善

之前提高风电的效益。

那么，现实情况是否如理论设想的那样

呢？为此，我们结合风电的出力特点和储能技

术的特点，对当前政策环境下风电项目投资配

置储能装置的可行性进行初步分析。

储能技术简介

目前，储能技术路线主要分机械储能（包

括抽水蓄能、压缩空气储能、飞轮储能等）、

摄影：君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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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化学储能（包括铅酸电池、锂离子电池、液流电池、钠硫电池等）和

电磁储能（包括超导储能、超级电容器储能等）等几种，各种技术的特

点如下表所示。

由于风电场装机规模多在 50MW 以上，适用于风电场储能的技术

必须是兆瓦级以上功率、多小时容量的技术。电磁储能和飞轮储能明显

不适用，机械储能中抽水蓄能和压缩空气对地理条件的要求高，有些地

区不具备推广的条件，因此可在风电场内配置的只有电化学储能的几种

技术。

当前条件下风电项目配置储能装置的可行性

（一） 配置储能的容量不易确定

为风电等可再生能源项目配置储能装置，在限电时段储电、非限电

时段上网，这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但由于储能成本普遍高于风电等

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这种做法在实践中是否可行，是否适宜在全行业

推广，关键还在于能否在满足要求的前提下配置最小的储能容量。

实际上，风电项目配置储能的比例主要取决于当地的限电情况，没

有一个普适的标准。由于 2012 年限电情况比较突出，我们选取了蒙东

地区有代表性某风电场（装机容量 297MW）2012 年的全年各月限电、

2 月各日限电和 11 月 28 日分时段限电情况进行统计，结果如下：

如图 1 所示，2012 年限电最多的月份集中在 2 － 4 月，月限电量

在 52000MWh － 57000MWh 之间，限电最少的月份为 7 月，限电量

1300MWh。
如图 2 所示，2012 年 2 月限电最多的

是 6 日，限电量为 5650MWh。7、11、21、
22、27、28 日限电量为 0kWh。

如 图 3 所 示，11 月 28 日， 限 电 主 要

集 中 在 夜 间（1:45 － 8:45）， 限 电 量 为

1260MWh，其他时段限电不多。

上面的限电情况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一是单日各时段限电量差异较大，按高配置浪

费极大，按低配置满足不了要求，基本不存在

一个合理折中的储电容量；二是限电往往连续

出现，即使前一时段的限电全部储存下来，下

一时段又限电了，储存的电量也没有机会上网，

极端情况下可能全月只储存了第一天的电。

（二） 成本分析

目前可再生能源配置储能的示范项目较

少，成本方面可供参考的不多。

国家电网公司在河北省张北建设了风光储

输示范项目，为 100MW 风电和 40MW 光伏

项目配置了 20MW/95MWh 的储能，储能部分

采用锂电池、钠硫电池和全钒液流电池三种技

术，由不同厂家提供，如下表所示：

表1  各种储能技术特点

储能类型 典型额定功率 额定能量 特点 应用场合

机
械
储
能

抽水蓄能 100MW-2000MW 4h-10h
规模大，技术成熟，响应慢，需要地理资

源
日负荷调节，频率控制和系统备用，现场
具备建设条件

压缩空气 10MW-300MW 1h-20h 规模大，响应慢，需要地理资源 调峰，系统备用，现场具备建设条件

飞轮储能 5kW-1.5MW 15s-15min 比功率较大，成本高，噪音大 调峰，频率控制，UPS 和电能质量

电
化
学
储
能

铅酸电池 kW-50MW 1min-3h 技术成熟，成本较低，寿命短，环保问题
电能质量，频率控制，电站备用，黑启动，
可再生储能

液流电池 5kW-100MW 1h-20h
电池循环次数长，可深充深放，适于组合，
储能密度低

电能质量，备用电源，调峰填谷，能量管
理，可再生储能

钠硫电池 100kW-100MW 数小时
比能量较高。成本高 、运行安全问题有
待 改进

电能质量，备用电源，调峰填谷，能量管
理，可再生储能

锂电池 kW-MW 分钟 - 小时 比能量高，成本较高，安全问题有待改进 电能质量，备用电源，UPS

电
磁
储
能

超导储能 10kW-1MW 2s-5min 响应快，比功率高，成本高，维护困难 输电系统稳定，电能质量控制

超级电容 10kW-1MW 1s-30s 响应快，比功率高，成本高，储能低 与柔性交流输电系统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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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某风电场2012年11月28日分时限电量

图1 某风电场2012年各月限电量

图2 某风电场2012年2月各日限电量

该项目储能部分投资 4 亿元，每千瓦成

本在 2 万元以上，是风电场平均单位千瓦投资

（8500 元左右）的 2 倍多。其工作寿命估计

在 5 年左右。

2012 年，龙源集团为其辽宁法库卧牛石

50MW 风电场配备了 5MW/10MWh 全钒液流

电池储能装置。该储能装置投资 7000 万元，

相当于每千瓦 14000 元。输入输出比为 1：
0.7，充放电次数为 2000 次，全生命周期可吸

收 20GWh 电能、放出 14GWh 电能，相当于

度电成本 5 元，几乎是风电度电价格的 10 倍。

从容量上看，张北风光储输项目的储能容

量占比约为 14%，共可储 95MWh 电能，但该

项目有 40MW 光伏发电，其出力特性与风电、

储能如何互相作用不得而知。龙源法库项目是

纯风电，参考价值更高一些，其储能占比是

10%，可储 10MWh 电能。

如果根据龙源法库的经验为某 300MW
风电场按 10% 容量配置储能，需配置 30MW
储能，可储 60MWh 电能，仅是 11 月 28 日

1:45-8:45 时段限电量的零头。即使按 20% 配

置，可储 120MWh 电能，仍然仅为该时段限

电量的十分之一。关键在于，无论为风电项目

配置多大的储能装置，基本可视为法库项目的

放大版，其储电上网的度电成本均为 5 元，这

说明如果仅为了解决限电问题为可再生能源项

目配置储能，是不可能达到投入产出平衡的。

( 三 ) 储能对电能质量的贡献体现在电网侧

由于风电出力受风速所固有的波动性影响

较大，在电网薄弱地区容易引起电网电压和频

率稳定性问题。目前解决这种问题的措施主要

是进行风功率预测和安装无功补偿等手段。安

装储能装置可以使风电场更好地配合电网进行

调峰和调频，但从系统角度看，以这种目的配

置的储能是电网建设的需要，而不是电源建设

的需要。为电网提供服务的储能装置应该在电

网中配置，让每个风电场配置储能不但不经济，

也无必要。

以抽水蓄能为例，其主要作用是为电网运

行服务，我国现行的有关政策规定，抽水蓄能

表2  张北风光储输项目储能配置

输出功率 储能容量

磷酸铁锂电池系统（比亚迪） 6MW 36MWh

磷酸铁锂电池系统（ATL） 4MW 16MWh

磷酸铁锂电池系统（中航锂电） 3MW 9MWh

磷酸铁锂电池系统（万向） 1MW 2MWh

钠硫电池储能系统（NGK） 4MW 24MWh

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系统（普能） 2MW 8MWh

总计 20MW 95M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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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站由电网企业根据电网运行需要进行规划，原则上由电网企业全资建

设和管理，杜绝电网企业与发电企业合资建设，严格审核发电企业投资

建设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在投资回收机制方面，不再核定抽水蓄能项目

的电价，其建设和运行成本纳入电网运行费用统一核定。

（四）储能装置并不是电力系统灵活性的唯一来源

电力是唯一不能被轻易存储的重要“能源载体”，因此目前的电力

存储技术一直未取得实质性突破，更不能以良好的经济性对系统运行进

行调节。幸运的是，与通行的假设不同，缺少经济储能方式对可再生能

源未来发展的影响并不大，因为我么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得电力系统的

灵活性。综合运用类型各异、位于不同区域的可再生能源电源结构，功

率预测技术，灵活性电源以及需求侧响应等措施，可以构建完全满足需

求的可靠电力系统。

结论

综上所述，为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配置

储能装置，尽管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对平衡峰谷

有较好的作用。但是，有鉴于当前的技术水平和

经济性，储能技术尚不具备大规模推广的条件。

并且就目前我国风电占比仅有 3% 的情况来看，

也没有必要动用成本高昂的储能设备。实现更大

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并网，不是在电网运行的物理

特性上做出改变，而是在运行策略、规则和程序

上做出改变，这是一个巨大的机制性挑战。

（作者单位 ：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摄影：杨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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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英国风能机构的不完全统计，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全球

共发生风电机组重大事故 715 起，其中火灾事故 138 起，占总数的

19.3％，位列第二位。2010 年欧美等国新增火灾事故 7 起，其中 2 起火

灾对作业工人造成了严重烧伤。因此，火灾已成为继雷击后第二大毁灭

性机组灾害。

实际上，风电机组重大事故在国内外都有发生。有的重大事故可以

预防，甚至完全可以避免。然而，随着我国风电机组的不断增多，部分

突发事故是不可避免的，例如部分因雷击而造成的火灾事故，还有在运

行过程中，部分因机组部件损坏造成剧烈摩擦起火而引发的火灾事故等。

在降低和避免重大事故发生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讲科学，还要综合考

虑成本因素，不能采取过度的预防措施。把概率极低的事件当成必然事

件加以考虑，将不利于机组度电成本的降低。

仅就完全可以预防、避免的机组烧毁与倒塌事故而言，它不仅与机

组本身的质量、性能、运行和维护有关，而且，还与箱变等附属设施有

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主要介绍由箱变问题引发的机组故障与事故，通过

对某风电场发生的一起机组烧毁事故进行分析，找出行之有效的预防措

施，避免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事故简介

某风电场 1.5MW 双馈空冷风电机组，变

频器布置在塔基，并网开关（断路器）是 ABB
生产的。在机组起火大约一个小时后发现，然

后对整条线路采取了断电措施。当人员到达现

场时，整个机组如同一个巨大的“火炬”，最后，

机舱及轮毂罩壳完全烧毁，三支叶片也不同程

度地过火。从主控信息和事故现场两方面证实，

最后一次停机是正常的低风切出，并且，收桨正

常，也不存在超速问题。从事故现场来看，位

于塔基变频器的并网开关仍处于合闸状态，变

频器功率柜严重烧毁；与事故机组配套的箱变

高压侧断路器跳闸，且有两相高压侧保险熔断。

风电机组重大事故分析（一）
文／王清照，王明军，朱彬

摄影：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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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分析

此次机组烧毁事故的原因有：变频器并网开关在停机时不能脱网是

诱因，而箱变低压侧断路器不具有自动跳闸功能是造成事故扩大的关键。

变频器并网开关在脱网时不能分闸属于偶发事件，本是一般的机组故障，

且发生概率较低；而对该风电场来说，箱变的低压侧断路器不具备自动

跳闸功能，违背了关键设备的电路分级保护原则。也就是说，在该风电

场机组配套时就已经埋下了事故隐患。

从安全方面来说，与此类风电机组相配的箱变，应具有多重自动跳

闸功能，以保护机组与人身安全；从现场实践来看，只要箱变低压侧断

路器具有自动分闸的功能跳闸，就能避免事故扩大，从而避免机组烧毁

事故的发生；从系统设计来看，此类机组存在变频器并网开关无法正常

脱开的可能，需要箱变低压侧断路器具有自动分闸功能，以及时切断电

网给机组的供电，避免恶性事故的发生。

一、监控数据分析

在事故之前，机组多次报低风切出，并在 8 小时内几次报变频器故

障，并均是变频器自动复位，可能由并网开关机械故障引起。

在事故前的一次“低风切出”后，复位启机，机组的有功功率一直

维持正值，说明此时机组运行正常，处于发电状态；其后机组因风速降

低有功功率逐渐下降，于 12:37:04 触发“低风切出”停机，因变频器并

网开关不能断开，随后触发“变频器错误”等一系列故障。

该机组在触发“变频器错误”等故障后，叶片顺利收桨到 92°，即叶

片处于安全位置，主控信息与现场的实际情况相符。首先，说明机组变桨

系统正常，事故之前没有出现高级别刹车和电池检测，轮毂变桨电机及其

供电接触器是交流供电收桨，且电流不大，机组起火的原因不在轮毂。其

次，说明机组的控制系统所报信息真实可靠；另外，在低风切出时，机组高

速轴转速不高，主控没有主轴刹车器的动作信息。所以，排除由于主轴刹

车器动作，或其他部位由于转速过高导致摩擦起火的可能。

按照所报故障发生的时间顺序：变频器电网故障、暂态电网错误、

相电压过低等。由于变频器并网开关不能脱网，发电机定子线圈与电网

直接相连，消耗电网功率不断转化为热能。从后面触发的故障可以看出，

发动机定子温度在短时间内急剧上升，耗电电流不断增大。12:40:04，机

组主控报“电网掉电”，电网至少有一相断开；报“低风切出”的 3 分

零 2 秒后，主控报“交流电源故障”，即：12:40:06，说明机组完全断电。

二、集电线路及箱变高压侧断路器跳闸分析

据现场人员反映，机组发生着火事故后，故障机组的箱变高压侧有

两相保险熔断导致高压侧跳闸。据了解，不少箱变的高压侧开关有保险

熔断跳闸功能，而低压侧断路器没有自动跳闸装置。因此，机组故障时，

低压侧断路器不可能断开。从风电机组系统设计来看，箱变和风电机组

共同组成双重保护，按风电机组发电负荷从小到大的电流保护顺序是：

变频器、箱变低压侧、箱变高压侧。在变频器

断路器无法正常脱开的情况下，如果箱变低压

侧不能及时跳闸，很容易造成事故扩大。

另外，机组主控报“电网掉电”和“交

流电源”故障，与箱变高压侧两个保险断开的

时间相对应，在后一个保险熔断时，箱变的高

压侧开关跳闸，这与现场查看的箱变高压侧断

路器跳闸及箱变高压侧两相保险熔断的事实相

符。从主控看这两个故障信息的时间差为2s（主

控的最小计时单位为 s）。再从升压站的线路

录波信息来看，事故机组所在线路发生了 “三

相电流不平衡”故障，时间为 1s341ms，这再

次与机组监控数据相吻合。

12:40:04，机组主控报“电网掉电”，箱

变高压侧第一个保险熔断；12:40:06，主控报“交

流电源故障”，箱变高压侧的另外一个相保险

熔断，同时高压侧跳闸，机组与电网分离。

在事故发生时，事故机组同一线路的 8 台

机组均处于低风速发电状态，发电功率不高，

而事故机组耗电功率较大，单相耗电电流可能

在机组的满负荷以上，当事故机组高压侧保险

有一相熔断后，另外两相仍处于耗电状态，因

此，集电线路出现了三相电流不平衡故障。当

事故机组的箱变高压侧开关跳闸后，随着事故

机组的切除线路恢复正常。

该风电场箱变高压侧电压为 35kV，使用保

险的容量为 50A，由此核定出的箱变高压侧的

容量值在 3000kVA 以上。从保险的熔断状况来

看，在事故发生时，机组发热耗电功率很高。耗

电产生的热量又主要集中在发电机定子上，发电

机外壳的温升足以达到其附近可燃物，如：润滑

系统、排气罩等的着火点，从而造成机组起火。

三、变频器并网开关不能分闸分析

变频器并网开关有失压脱扣功能，在失去

外界供电时，并网开关就会断开，然而，当箱变

的高压侧跳闸后，并网开关还一直处于闭合状态，

即：在并网开关完全失电的状态下，也不能使其

分闸，变频器并网开关属机械卡死的可能性极大。

后来对事故机组的变频器并网开关进一步检查

也证实不能分闸是由机械卡死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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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该风电场的所有机组是同一机型，与其他机组相比，事

故机组地处凹地，处于两山之间，此机位的风速和风向变化极为频繁，

通过主控记录数据发现，在事故发生前，因风速在切入风速附近频繁且

大幅度地波动，导致机组并网频繁。平均每 4 － 8 分钟出现一次“低风

切出”的触发与复位：当风大的时候，机组还在启机阶段，而并网之后，

风速下降，风能低于机组维持发正电时所需要的能量，机组又迅速“低

风切出”，这不仅对机组发电不利，而且，与同一风电场其他机组相比，

在同样时间内变频器的并网次数增加，合闸后不能断开的概率大大增加，

致使发生分闸脱扣线圈发热以及脱扣机械机构出现卡塞的概率增加，最

终导致变频器并网开关无法正常分闸。在事故发生时，事故机组并网开

关的动作次数为 18645 次，而同期投入运行的其他机组一般在 6000 －

7000 左右，也说明了该机组所在机位风况变化的频繁程度。    
按照事故机组变频器厂家对所用并网开关（ABB）的使用说明，当

并网开关的动作次数达到 15000 次后要根据具体情况判定是否可以继续使

用，而且，在工作到 20000 次后，应当作报废处理。在事故发生时，并网

开关工作的次数已达 18645 次。另据现场了解，该机组在事故前的一次机

组维护中，没有对并网开关进行维护。因此，并网开关维护和检修不当，

是造成此次并网开关不能分闸的重要原因，也是本次事故的原因之一。

四、事故还原

结合机组的相关数据及现场情况还原事故发生过程如下：

机组因风速降低，12:37:04 报 “低风切出”脱网，此时变频器的

并网开关不能脱网，机组正常收桨，在主控的高速轴转速信息上了解到，

尽管发电机定子产生的旋转磁场使叶轮有增速的趋势，但是，顺桨角度

不断增大，机组高速轴转速依然不断降低，随着定子旋转磁场与转子的

转差率不断增大，在发电机转子产生的感生电动势将 IGBT、低电压穿

越的功率元件等击穿短路，巨大的热量还使变频器转子接线的绝缘皮烧

毁、融化，变频器 IGBT 烧毁，直至变频器处的转子接线开路（事故后，

在检查变频器时进一步得到证实）。当发电机的转子接线开路以后，发

电机定子的阻抗更小，定子流过电流更大，定子的发热状况进一步加剧，

定子温度迅速上升。

发电机定子绕组，先是触发“定子绕组温度偏高”温度为 120℃，

在 5s 之后主控报“定子绕组温度过高”。按照参数设置，此时的温度应

大于 140℃；定子温度继续升高，在 20s 后，报“温度传感器故障”，

应为定子绕组中的 Pt100，或 Pt100 的接线被定子绕组产生的高温熔断

所致。随后发电机上的润滑油管、排气罩、润滑油泵着火，机组起火燃烧。

五、因箱变引发的故障与多起事故

风电机组要正常运行，减少故障，避免重大事故的发生，箱变质量、

箱变保护功能的完备状况、箱变与风电机组配套等有着重要的关系。

对于因电起火的火灾事故，首先要切断供电电源，避免事故的扩大

和机组烧毁事故的发生。风电机组火灾事故应以预防为主，全面考虑，

预防和避免恶性事故。 
如果变频器布置在机舱上面，由于机组与箱变之间的线路一直到

机舱，如果箱变的保护功能不完善，当电缆出

现破损时，更容易造成机组烧毁事故，箱变对

机组的保护作用显得更为重要。

就此次风电机组烧毁事故来看，由于箱变

的低压侧断路器不具有自动跳闸功能，当变频

器不能正常脱网时，箱变就不可能及时断电，

从而致使发电机持续发热，达到机舱可燃物的

着火点而引发机组烧毁事故。从多个风电场的

实践来看，如果箱变低压侧断路器具有自动跳

闸功能，一般只会使变频器的 Crowbar（低电

压穿越）烧毁，功率模块损毁，其损毁的严重

程度与箱变低压侧断路器跳闸及时程度有很大

的关系；当箱变的低压侧断路器跳闸不及时，

偶尔也会导致发电机的损坏。

再如：某风电场的 1.5MW 风电机组，

2010 年 2 月 26 日，风电场值班人员发现 59
号机组的轮毂、机舱顶部冒黑烟，16 时 9 分到

达现场， 2 月 27 日凌晨 5 时 20 分，火焰熄灭，

机组全部烧毁。事故的起因在电控柜下部母排

处，由于日常工作和维护时遗留下的短接线或

其他导体，引起 690 V 母排发生相间短路。如

果机舱电缆线出现短路时，箱变及时跳闸也许

能避免烧毁事故的发生。该机组的变频器布置

在机舱上，当机舱上供电线路出现短路、打火

现象，而箱变的低压侧断路器又不能及时跳闸

时，必然会造成风电机组烧毁事故的发生。

2010 年 2 月 26 日，某风电场在机组调试

送电时，由于箱变问题，低压侧断路器不能合

闸，加之操作人员操作失误，致使送电人员遭

到电击、截肢惨剧的发生；2008 年，某风电场

在机组调试之前，安装人员在塔筒内紧固变频

器与箱变之间的连接螺钉时，安装人员被电击

倒，此时，虽然箱变的高压侧已经送电，但是，

箱变的低压侧断路器并没有合闸，塔筒内不应

有电，在此事故发生之后，本应检查箱变存在

的问题，及时排除箱变故障。然而，由于没有

造成人员伤亡，此事并没有引起业主人员的重

视，当机组调试时发现该机组变频器并网柜已

经全部烧毁。像这样，因箱变故障而造成并网

柜烧毁的事例曾在不少风电场发生过，所幸这

些变频器都布置在塔基，没有引起事故的扩大。

如果箱变布置在机舱，还可能造成机组的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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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箱变问题而造成风电机组故障的事例，在风电场时有发生。对于

这种情况，机组一般都能并网，但并网后会报电网故障停机，缺乏经验

的维修人员很难判断。因故障产生的部位在箱变，而维修人员普遍只是

考虑风电机组本身，因此，判断故障的时间经常长达几个月，大大影响

了机组的利用率和发电量。

总之，确保箱变质量，充分发挥箱变对风电机组的保护作用，是减少

机组故障与事故、保证人身安全中重要的一环。

经验与总结

一、机组参数按机位风况进行优化

同一风电场，不同机位的风电机组因其风况条件不完全一致。对于

跟其他机组的风况条件差别较大的机组，其参数的设置可以根据具体机

位进行适当调整，即在不影响机组发电量的前提下，根据机位的风况条

件对机组的切入、切出相关参数进行调整，以减少机组并网开关的动作

次数。在不稳定的低风状况下频繁启停，不仅会增加机组并网开关动作

次数，同时，还会提高故障率。

二、注意变频器并网开关的维护

为了避免出现并网开关的机械卡死故障，在并网动作次数超过一定值时，

尤其对并网开关的机械部位进行检查和维护，以减少并网开关的故障几率。

在 ABB 并网开关维护时，需重点检查储能连杆两侧铆接、轴承销

是否松动，销子是否变形，结合半轴、分闸半轴、钩块以及其他传动部

件，储能电机、齿轮、螺钉有没有过度磨损、过热、破损、松动的现象；

给运动部件按要求添加润滑油等 。
三、确保箱变低压侧断路器的自动保护功能完善

风电场业主在安装机组时，按照国家相关设备技术标准，与生产厂

家提供的箱变技术规范选配合适的箱式变压器，保证箱变的低压侧断路

器具备相关的保护功能。另外，为了保证箱变在必要的时候及时分闸，

应定期对箱变进行检查和维护，包活箱变低压侧断路器的自动分闸功能

进行试验与参数设置。

此项措施不仅有利保护风电机组与箱变本身，而且，也有利于保护

现场人员的人身安全。

四、如何正确对待风电机组烧毁事故

风电机组烧毁事故，虽然损失很大，但不能逃避责任，敷衍了事，

采取回避态度。事故发生后，应追寻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有的放矢，

才会收到良好的效果。

从绝大部分风电机组烧毁事故来看，大都是由于雷击、电器、线路

起火，或机组在运行过程中，由旋转部件损坏而造成剧烈摩擦产生的火

灾。从已发生的众多机组烧毁事故分析，如果采取每台机组上都添加一

套功能完备的自动消防系统，对绝大部分的烧毁事故而言是无益的，而

且在机组维修和维护时，还可能由于消防系统的误操作而引发人身伤害，

即便是这些消防系统能对个别火灾事故起到预防作用，但这与所花的机

组成本相比，可能得不偿失，增加了度电成本。

在风电设备价格一路走低的情况下，如果把增

加消防系统、在线监测等所花的费用，用到变

桨系统、控制系统软件提升、关键部件质量和

维护费用上，可能更有利于提高机组安全与降

低度电成本。

当机组烧毁事故发生以后，如果采取的预

防措施过度，甚至错误决策，必然是有害的。

例如：某个风电场领导听说机舱罩壳上的保温

层可能引发火灾，为了避免火灾事故的发生，

该业主把所有机组的保温层全部去掉。到了冬

季，该风电场的机舱外温度一般都在零下 20℃
至零下 30℃之间，在极端天气下，该风电场的

环境温度更低，在去掉保温层后的第一年冬季，

由于机舱没有保温材料，不能很好地保温，从

而引发了不少因环境温度低而产生的故障，这

种做法未见对防火的作用，而增加机组故障却

极其明显。

事故发生后，对风电机组的烧毁，倒塌事

故所产生的原因还没有查清，或由于某种因素

的作用，事故分析人员在短时间内就匆忙地得

出结论，甚至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投入了

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增加了不少的成本

后，既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还隐藏了机组真实

的安全隐患。由于事故的根本原因没有查清，

所采取的措施不可能有准确的目标，结果，类

似事故在必要的条件下将会再次发生。 

结语

为了让风电机组能够正常运行，减少机组

故障，避免重大事故发生，不能仅考虑风电机组

本身，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包括机组附属机构

与设施，例如箱变、风况、电网、线路、升压站

等，以达到减少甚至避免极端事故发生的目的。

风电机组的运行环境恶劣，是在主控设定

的条件下自主运行，因此，我们要以预防为主，

不仅要防止风电机组烧毁、倒塌事故的发生，

还要考虑到机组的生产、运行和维护成本，最

终达到机组在 20 年内是赢利的，甚至更长时

间内达到度电成本最低。                            
（作者单位：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风电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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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风电行业经历了 2011 年－ 2012 年连续两年的低潮后，

在政策利好的推动下，将迎来全面回暖的时机。数据显示，2013 年全

国新增风电并网容量 14490MW，累计并网容量 77160MW，同比增长

23%，年发电量达到 134.9TWh，同比增长 34%。快速发展的风电产业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使风电继煤电和水电之后成为我国

第三大主力电源。随着风电主力能源地位的确立，以及风电行业的全面

回暖，各大风电企业从中受益，迎来快速发展的良机。但在利好的环境下，

风电行业也存在着挑战：

（1） 赢利的压力——国内市场走向饱和的直接后果就是产品不断

降价，这使制造商的赢利空间日趋缩小。 

基于PLM平台的风电企业研发信息化     
管理模式研究
文／吴兵，秦明，屈晓娟，贾冰，张雷 

（2） 产品创新的压力——要实现从“中

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关键于创新，

创新是企业长久生存的基础。创新体现在多方

面，比如产品设计创新、工艺创新、管理创新等，

要求企业拥有持续的创新产品开发能力。 
（3） 顾客需求的压力——市场已从卖方

市场变为买方市场。对各方面性能的要求越来

越高，个性化要求越来越多。因此要求必须推

出结构越来越精致的产品，增加配置选项，严

格确保产品的质量，提高售后服务水平。 

摄影：费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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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工细化和全球化制造的压力——制造企业已告别“大而全”

的年代，整机厂纷纷将零部件的工艺和制造包给独立的供应商，或建立

异地制造基地，自己则集中力量进行新品的开发、工艺改进以及若干关

键零部件的制造等。目前，基本上 80％以上的零部件制造都是供应商完

成的，因此，整机厂家必须紧密地维系和更多供应商之间的合作关系，

确保配件质量符合要求并准时供货。 
以上这些内外压力必然会促使企业不断改进产品的制造过程，提升

技术含量，带动行业制造技术向集成化、数字化、敏捷化的方向发展。

 

推进产品生命周期的数字化管理 

风电设备制造行业的细化分工和全球化发展的特点，使得企业发展

的关键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是否能快速地应对供应链需求的变化，并为

其所服务的市场创造价值。作为产业整个供应链中的一员，和其他成员

共享信息，协同计划和处理业务流程，以一种全新的商业运作模式一起

为最终的客户提供快速灵活、高效的支持和服务是基础零部件企业发展

的必经之路。要实现这一切，建立集成的跨企业支持协作系统无疑是至

关重要的一步。 
企业各部门对信息技术的要求不同，应用也经历了不同阶段。这就

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企业内部多个不同类型的信息系统并存的现实，即所

谓的“信息孤岛”。这些系统往往是自成一体，很难与其他系统进行信

息交换和集成。系统之间缺乏集成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成倍地增加工作量，

往往需要从一个系统打印出图纸、报表，再手工输入到另一个系统中。

在此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产生错误，影响了数据的准确性。更严重的后

果是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效率，使得企业失去了在纷繁多变的市场上竞争

的基础。

推广数字化应用是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数字化的范畴

远不限于数字化设备。事实证明，先进的管理方法和制造技术无一例外

都需要通过数字化的途径才能发挥其最大价值。以并行工程理念为例，

如果不能建立产品的三维数字化模型，要想在设计阶段验证产品的可制

造性和可装配性就非常困难，这样就不得不试制更多成本昂贵的物理样

机。此外，协同设计、虚拟产品开发和网络制造等也都以数字化技术为

基础。和产品相关的数据经过数字化描述后，其优点是多方面的：（1）
便于信息的管理、一致性维护、查询统计和重复利用；（2）便于产品

和制造过程的虚拟分析验证，有助于优化设计方案和工艺方案；（3）
便于信息的网络共享和协同工作。 

实现业务流程的标准规范化管理与执行

现代风电制造企业往往存在以下问题：产品研发流程化、规范化程

度相对薄弱，产品研发依赖于研发人员的经验、

默契、以及对工作的负责态度；项目参与者的

工作职责、前后关联关系，执行内容、交付件

等尚未清楚定义；归根结底：缺少规范化业务

流程，或已有的标准流程得不到严格执行，将

给降低成本、缩短研发周期、提升质量及研发

效率带来较大的挑战。

以 PLM 系统为平台，重点集中在 PLM
所涉及的产品开发和订单响应关键业务梳理与

优化，以风能行业“最佳业务实践”为依据，

并充分结合企业的未来发展，设计出适合企业

的最佳解决方案。通过业务流程分类即：一阶

流程：业务模式（流程总图），二阶流程：项

目流程 (阶段定义），三阶流程：细部流程（设计，

工艺等），四阶流程：任务流程（WBS任务分解），

五六阶流程：电子工作流（审批、签署），以

专注于产品开发业务流程的制订为核心，并将

后续的工艺、采购、制造以及维护维修环节纳

入产品研发，实现串行业务模式向最大程度的

并行业务模式转换，构架出完整业务流程体系。

平台化产品配置，提升订单快速响
应速度

当今制造业面临的几个主要挑战是：“多

点协同设计及制造”、“客户需求多样化”、“订

单交付时间缩短”、“利润空间从产品转移到

服务”。如何面对这些挑战以保证企业获得持

续增长是每一个风电机组制造企业需要思考的

问题。目前，经济和竞争压力促使各公司快速

向一种“快速设计、快速制造” 的商业模式转

换，为配合这种商业模式，产品开发策略也发

生了根本的变化，从“以项目为核心”、到“初

步形成产品平台和技术平台”，再转为“以平

台为核心的快速开发”模式，以满足不同市场

需求的产品，实现降低开发成本、缩短研发周

期、产品快速上市、充分运用有限研发资源创

造最大价值的战略目标。

当企业的产品与技术平台及系列型谱未

完全形成时，面对市场需求就较难做出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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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如项目需求发生局部变化 , 可能带来研发周期延长、产品成熟

缓慢、设计重用度降低、成本增加等系列问题，因此企业非常有必要

使产品系列化和平台化的产品研发策略更清晰，做好产品与技术平台

及系列型谱规划，以及满足个性化需求的专用功能模块的规划，加快

CBB（公共构件模块 Common  Building Block）积累和管理工作。

由于风电机组行业批量定制的特点，如果不进行模块重用和共享，并

进行并行异步开发，将很可能导致成本增长和开发周期的延长。为此，

建立 CBB 并对其进行规范化管理和应用将极大地提升研发效率，促

进研发创新。

通过以上策略的深入落实，最终将可能彻底改变传统的串行产品开

发模式，今后通过对平台化的产品和个性化模块进行快速配置，以及产

品零部件重用，就可以快速形成满足不同市场

需求的产品订单，有效降低开发和制造成本，

保证交货周期。

提升信息共享与产品协同，实现异
地协同设计制造

在风电机组研制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产

品技术文件，如果没有统一的产品管理数据库

对这些文件进行规范化集中管理，以支持研制

过程中各部门业务人员对技术文件的维护、查

询、分发共享和重用，那么“快速研发快速交

付”根本无从谈起。因此实现设计规范化管理，

必须首先完善技术文件的基本管理，实现单一

数据源，使各地研发机构和生产单元能够在统

一平台上协同工作。

分布式产品数据共享：通过建立产品信

息共享和重用中的单一数据源的规范化定义

和分布存储的管理机制与方法，构建逻辑与

物理的映射机制及其支持环境，实现产品数

据的控制和管理，保证型号数据的一致性。

同时提供全局的更改管理和更改定义，具有

异地产品数据的检索、查询、传递和管理的

功能。 
建立联合协同研制的协同机制：包括各成

员的角色、任务、职责、关系等、并行工程组

织形式、开发团队组织与管理机制、协同研制

的各种规章制度和工作规范等。 
支持创建全球性的团队：利用团队成员需

要的工具和服务，可以与所有用户的桌面连接，

使他们结合在一起，并且把他们与扩展企业的

产品知识连接在一起，确保每次决策都正确，

以避免返工，降低成本，并且缩短新产品的上

市时间。 
 

产品设计与工艺一体化 

建立基于产品成熟度的设计工艺一体化协

同管理，提倡设计与工艺并行工作，减少出错

率，缩短产品研制周期，工艺设计尽可能在早图2  统一数据源的平台建设策略示意图

图1 产品系列化平台化的研发策略示意图



 Industry | 产业

2 0 1 4 年 第 0 6 期  67  

期介入产品研发及试制过程，通过 PLM 系统的实施得到有效的推广和

落实。 

满足企业所有专业的工艺设计要求，围绕产品结构，能够完整描述

每个零部件的工艺路线、工艺过程、工序、工艺略图，完成材料定额和

工时定额的计算与统计汇总等；提供 EBOM 、MBOM 转换及比对工具，

设计部门产生 EBOM 以后，工艺部门需要从制造装配的角度，按照制

造分工和资源的组织将 EBOM 重构为 MBOM。   

通过一体化设计工艺环境，可以完全支持工艺技术部各专业工艺的

工程师快速地检索产品研发部门日常设计的数模、工程图及装配要求等

技术文件信息，对于具有关联继承性的数据（如 EBOM，数模等），支

持这些数据内容的直接转换和应用； 在统一平台的更改流程管理下，可

以实现从设计到工艺更改的流程一体化控制，工艺工程师在复杂的产品

结构数据中，能够快速定位到设计更改影响的产品制造工艺范围，并做

出相应策略。

结语

随着 PLM 系统的不断完善，将实现产

品开发流程的标准化，全流程的可视化，掌

握关键审核点，以聚焦于质量、成本及交付

（Quality,Cost,Delivery）的项目管理及目标

达成；产品研发数据将集中统一存储、实现版

本及权限控制，电子化签署、打印、归档的业

务流程一体化，这都将有效保障产品研发数据

的完整性、有效性和管理规范性，从而实现产

品研发技术状态的可控、可追溯，整体提高研

发效率，真正地向管理要效益，为企业的进一

步发展壮大做基础铺垫。    
（作者单位：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麦加风电涂料
叶片前缘保护与修复专家
欧洲权威部门检验：麦加涂料耐雨蚀测试超过 9 小时

Mega Coatings Co Ltd  

T: +86-21-59100888      F: +86-21-59150001      
E-mail: zhanghuayong@megacoatings.com    

  Website: www.megacoatings.com

修复前

修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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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电场集电线路优化探讨
文／张浩

经济持续增长带来对用电需求

的持续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落实的风电发展政策以及市场需求的

拉动使风电工程建设市场有了极大的

规模。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

《2013 年度中国风电建设统计评价报

告》显示：2012 年概算单位造价每

千瓦 9036 元，决算单位造价每千瓦

7958 元，我国风电场造价呈逐年下降

趋势。目前风电场造价成本中机组（设

备）约占 75% 左右，基础设施约占

20%，其他约占 5%。其中风电场集电

线路的合理性是关系到整个风电场的

稳定运行、经济投资以及使用效率的

主要因素。通过对几种常见集电线路

的分析，做如下几个方面的论述。

风电机组布置与集电线路的
关系

风电机组的合理布置对整个风电

场的发电量、场内连接电缆线路投资、

场内电缆线路的长度、场内线路的电

能损失有很重要的作用。风电机组的

布置需达到风电机组各台发电量最大，

尾流影响最小的排列方式，根据现已

建成的 49.5MW 风电场场址区域的风

能资源条件、地形条件，一般以行距（叶

片直径的 4 － 8 倍 ) 和列距 ( 叶片直径

的 6 － 10 倍 ) 组合方式排列。根据当

地的单一盛行风向或多风向，风电机

组一般按矩阵式排布和分散式排布。

方案如图 1 所示。

风电场风电机组的布置影响着集

电线路路径的曲折程度和分支线的多

少。按现有的风电机组技术，风电机

组单台容量一般在 2MW 左右，风电

机组出口电压经箱变升至 35kV 后经

集电线路最终进入升压站。根据风电

机组的布置方式不同确定集电线路主

干线的回路数，机电线路的回路数决

定了集电线路路径的长短以及导线截

面的大小 , 直接影响着整个工程的总投

资。下面结合已建成的 49.5MW 风电

场集电线路的设计，对集电线路优化

和电能损耗进行浅析。

工程案例分析

已建成的 49.5MW 风电场位于新

疆吐鲁番地区，安装 33 台单机容量

1.5MW 的风电机组，场址的海拔高度

约在 390m － 500m，场地开阔，地

势平坦。风电机组布置及集电线路路

径图如图 2 所示。

图1 矩阵式排布（单一盛行风向） 

图2 49.5MW风电场集电线路路径示意图（方案一已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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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kV 线路共分 3 回进线，分别

为一线，二线和三线，均为单回路，

一线接 4# － 9#、15# － 19# 风电机

组，二线接 1# － 3#、12# － 14#、
25# － 29#，共 11 台风电机组，三线

接 10# － 11#、20# － 24#、30# －

33#，共 11 台风电机组。其中主干

线 3 条，支干线 8 条。集电线路亘长

14.634km。 其 中 LGJ － 120/25 线

路 亘 长 8.583km，LGJ － 185/30 线

路 亘 长 6.051km。LGJ － 120/25 导

线经济输送容量为 11.9MVA，最大

载流量 260A( 工作温度 70℃时）。

LGJ － 185/30 导线经济输送容量为

18.4MVA，最大载流量 370A( 工作

温度 70℃时，最大负荷利用小时数

＜ 3000h）。导线使用情况及长度以

及杆塔型号数量如表 1 所示。

该布置35kV线路共分3回进线，

分别为一线，二线和三线，均为单回

表1  导线使用情况、长度以及杆塔型号数量

编号 导线型号 额定电流 /A 路径长度（km） 杆塔型号 基数

4#-9# LGJ-120/25 148.5 1.382 Z2-15   直线杆 1 基

15#-19# LGJ-120/25 123.75 1.12 Z2-18   直线杆 26 基

1#-3# LGJ-120/25 74.25 0.618 D5° -15 终端杆 9 基

12#-14# LGJ-120/25 74.25 0.611 D5° -18 终端杆 8 基

25#-29# LGJ-120/25 123.75 1.056 NW5° -12 耐张杆 8 基

10#-11# LGJ-120/25 49.5 0.34

N5° -18 耐张杆

4 基

20#-24# LGJ-120/25 123.75 1.222

30#-33# LGJ-120/25 99 0.792

一线 LGJ-185/30 272.25 3.851
Z2-18   直线杆 22 基

D5° -15 终端杆 6 基

二线 LGJ-185/30 272.25 2.298
N5° -18 耐张杆 8 基

J5° -30° -18 转角杆 1 基

三线 LGJ-185/30 272.25 1.407 J30° -60° -18 转角杆 1 基

电缆 ZR-YJV22-26/35-3*50 1.3

电缆 ZR-YJV22-26/35-3*240 0.55

路，一线接 30# － 33#、20# － 24#、
25# － 29# 风电机组，二线接 10# －

19#，共 10 台风电机组，南线接 1# －

9# 共 9 台风电机组。其中主干线 3 条，

支干线 1 条。集电线路亘长 11.55km。

其中LGJ－120/25线路亘长 2.85km，

LGJ － 185/30 线 路 亘 长 5.72km。

LGJ － 240/30 线 路 亘 长 2.98km。

LGJ － 240/30 导线经济输送容量为

24MVA，最大载流量 440A( 工作温度

70℃时）导线使用情况、长度以及杆塔

型号数量如表 2 所示。

结语

通过以上案例可以看出，风电场

集电线路的合理布置对整个工程的造

价影响是很大的。现对集电线路的优

图3 小草湖49.5MW风电场集电线路路径示意图（方案二优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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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进行以下总结：

（1）通过小草湖风电场的布局，

不难看出升压站的站址位置，直接影

响到整个集电线路的走向及其布置，

因此在风电场经过宏观选址后，应结

合选址报告和相关风电机组的布置方

案以及当地政府部门的土地规划，拟

定升压站的站址位置；

（2）选择集电线路路径应认真对

风电场的整个布局进行研究，反复勘测，

本着线路安全可靠、投资经济合理，避

让建筑物等，综合考虑施工、运行、维

护、环保等原则，确定可行性路径方案。

表3  方案一与方案二经济指标对比

编号 名称 方案一 方案二 差值

1 路径长度 14.634km 11.55km 3.084

2 杆塔数量 94 基 78 基 16 基

3 金具串 384 串 320 串 64 串

4 导线重量 28.68t 31.65t -2.97t

5 地线重量 12.366t 9.576t 2.79t

6 光缆长度 16.8km 12.5km 4.3km

7 工程造价 约 530 万 约 419 万 111 万

表2  LGJ-240/30导线使用情况、长度及杆塔型号数量

编号 导线型号 额定电流 /A  路径长度（km） 杆塔型号 基数

一线一 LGJ-120/25 99 1.85 Z2-18  直线杆 34

一线
20#-24# LGJ-120/25

346.5 3.98 D5° -15 终端杆 25
25#-29# LGJ-240/30

二线 LGJ-185/30 247.5 2.98 N5° -18 耐张杆 16

三线 LGJ-185/30 222.75 2.74 J60° -90° -18 转角杆 2

电缆 ZR-YJV22-26/35-3*50 1.3 J5° -30° -18 转角杆 1

电缆 ZR-YJV22-26/35-3*240 0.55

尽量减少主干线和分支线的回路数；

（3）在杆塔和基础选型方面应做

到根据不同的地形选型，做到线路运

行安全，节省廊道资源，不影响整个

风电场的布局的情况下选择不同的杆

塔型号和基础形式，在地势平坦地区

可用钢筋混泥土水泥杆，在廊道和土

地资源比较紧缺的地区采用同杆或同

塔进行双回或三回架设。在山区可采

用杆塔混合的方式，尽量减少电缆的

用量，风电机组基础积极引进新型基

础（如岩石锚杆基础、无张力灌注桩

基础、钻孔灌注桩基础等）的应用，

减少开挖及钢筋混泥土的用量节省工

程投资；

（4）导线截面的选择，导线

的费用投资约占整个工程投资成本

的 10％左右，因此在技术成熟的条

件下对同一回路，逐段不同容量采用

经济的、不同截面的导线组合很有必

要。一般在整个工程中选用最多三种

型号的导线为宜，过多的导线型号

会增加工程的施工难度，而且对后

期线路的运行维护也会带来不便。                                             
（作者单位：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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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前几年的快速发展，最近两年国内的风电行业

逐步进入转型期，最初是由重规模向重成本转移，目前则开

始逐渐向重质量、重效益转变。越来越多的整机企业将目光

从降低初次生产安装成本，转向提高风电机组性能质量，从

而提高产品（包括零部件）的使用寿命与可利用率，降低风

电机组维护成本。

在风电机组零部件故障数据统计中，偏航系统的故

障在风电机组机械系统中排在第四位（数据来源：World 
Energy Council 官网），属于较为常见的机械故障。其中，

对于偏航制动器摩擦片与刹车盘的间隙（以下称偏航制动间

隙）原因引起的故障，通常维修过程复杂耗时，有时甚至需

要整体吊装机舱以便更换刹车盘；并且偏航制动间隙对摩擦

片的使用寿命有直接影响。本文将从这两方面详细阐述偏航

制动间隙对机组偏航系统运行及维护的影响。

对摩擦片使用寿命的影响

风电机组装配时，初始的单侧偏航制动间隙通常取

2mm － 3mm，而机组运行起来以后，该间隙不管是偏航

工况、制动工况还是解缆工况，基本均为零。那么是否可以

在设计风电机组偏航系统时，将偏航制动间隙减小到0.5mm
或是 1mm 呢？答案是否定的。以下从对摩擦片使用寿命的

影响与偏航系统机械干涉两个角度来分析偏航制动间隙设

定值不能过小的原因。

（一）磨损寿命影响

单侧偏航制动间隙的理论设计值为 2mm － 3mm，但

风电机组运行时的单侧制动间隙值通常一侧变大，另一侧变

小，变化大时一侧间隙会减小到只有 0.5mm － 1mm，特

殊情况下单侧间隙可能减小为 0。偏航制动系统的安装结构

如图 1 所示，偏航制动器安装在机架下面的安装座上，而

刹车盘则安装在机架下面的偏航轴承上。偏航轴承的轴向刚

度、偏航制动器安装座表面 / 机架底面 / 刹车盘安装面的形

位公差，以及刹车盘摩擦表面的端面跳动等一系列影响因

素，合成的制动盘（刹车盘）安装后的端面跳动是引起制动

力矩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使单侧偏航制动间隙在风电机组

吊装之前，已无法达到理想的设定值；风电机组并网之后的

运行过程中，风载对风轮的作用力使机舱出现俯仰（俗称点

头）现象，在每个俯仰周期，偏航制动间隙发生周期性变化，

偏航制动间隙进一步偏离设计值。

浅析偏航制动间隙对偏航系统运行与
维护的影响﹡

文／康涛，李英昌，王海龙

﹡基金项目：国家 863 计划项目——超大型超导式海上风电机组设计技术研究，（编号：2012AA052302）

图1 偏航制动系统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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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风电机组运行时的单侧偏航制动间隙小于设计值，

若将设计值向下修正，则存在偏航工况与解缆工况下，摩擦

片与刹车盘之间压力大于设计要求的风险。该风险主要存在

于风电机组并网运行初期摩擦片的摩擦材料还未磨损的阶

段。由于摩擦片背板被制动器壳体内的凸台或活塞支撑，磨

损初始阶段摩擦片背板受到的几乎完全是刚性支撑，单侧制

动间隙减小时，刹车盘对摩擦片的压力急剧增大会加速摩擦

材料的磨损。这类风险轻则使摩擦片的磨损速度大幅上升；

对于常用的树脂基摩擦材料（其中只含有少量的金属组分），

严重的话甚至会将摩擦材料压溃，完全失效。根据摩擦磨损

原理，载荷增大会引起摩擦力增大，进而引起温升；载荷增

大还会使轻微磨损变为严重磨损。轻微磨损转化为严重磨损

是由于弹性接触转化为塑性接触的结果。以上论述还只是对

于弹性较好的金属材料而言，对于弹性差、塑性强的树脂基

摩擦材料，压力载荷引起的磨损变化更为严重。

下面分别利用理论计算和台架试验两种方法，对比摩

擦片表面压力 p1（4MPa）与 p2（8MPa）条件下，摩擦片

的磨损寿命。计算的输入参数如表 1 所列，

其中，磨损率是摩擦材料在 p1 负载条件下的测得的数

据，计算过程假定 p2 负载条件下的磨损率数据不变，则 p1

与 p2 负载条件下的磨损寿命 T 通过（1）式计算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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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p1 条件下摩擦片的磨损寿命为 2.472 年；p2 条件下摩

擦片的磨损寿命为 1.236 年。

台架试验测量磨损寿命的方法是将摩擦片置于试验台

上，以相同的滑动速度（15mm/s）反复进行摩擦，摩擦总

行程 5km，测量试验结束前后的摩擦片厚度（8 个点，如

图二所示），求取差值后再计算每千米行程的磨损厚度，除

摩擦材料原始厚度，得出摩擦片使用寿命内的可用总里程，

最后除以滑动速度，即可得到摩擦片的试验磨损寿命。

p1 条件下与 p2 条件下测量得到的摩擦片试验前后的厚

度数据如表 2 与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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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 与 p2 条件下滑动 5km 后摩擦片的磨损量 Δt分别为

表1  磨损寿命理论计算输入参数

摩擦系数 µ 0.4 磨损率 ρ 63 cm3/GJ

摩擦材料表面积 S1 18750mm2 摩擦材料厚度 t 8mm

滑动速度 v 15mm/s 活塞面积 S2 12725mm2

表2  p1条件下试验前后摩擦片厚度（单位：mm）

1 2 3 4 5 6 7 8 平均值

试验前 17.401 17.339 17.298 17.281 17.404 17.373 17.360 17.347 17.35038

试验后 16.952 16.968 16.875 16.897 17.012 16.886 16.874 16.881 16.91813

磨损量 0.449 0.371 0.423 0.384 0.392 0.487 0.486 0.466 0.432

表3  p2条件下试验前后摩擦片厚度（单位：mm）

1 2 3 4 5 6 7 8 平均值

试验前 17.480 17.480 17.500 17.506 17.546 17.486 17.501 17.492 17.49888

试验后 16.238 16.231 16.229 16.234 16.24 16.241 16.235 16.242 16.23625

磨损量 1.242 1.249 1.271 1.272 1.306 1.245 1.266 1.25 1.263

图2 磨损厚度测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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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32mm 与 1.263mm，据（2）式可得摩擦片的试验磨损

寿命分别为 1.96 年与 0.67 年。

对比计算数据与试验结果可以发现，p1 条件下试验得

到的磨损寿命比计算结果要小 20% 多，这是由于理论计算

数据是在压力平稳均匀的理想条件下得到的，而台架试验过

程中换向时的压力冲击与油温升高造成的压力变化会使实

际的磨损条件比理论计算时更加苛刻；p2 条件下试验得到

的磨损寿命比计算结果要小 46%，比 p1 条件下台架试验结

果对理论计算下降的幅度大 1 倍多，引起该变化的原因主

要是摩擦材料的磨损率受载荷的影响，载荷加大使台架试

验过程中的刹车盘表面温度上升，摩擦材料的磨损率相应增

大，故而磨损速度明显加快。因此，偏航制动间隙过小会对

摩擦片的磨损寿命造成严重影响。

（二）机械干涉影响

在偏航制动器的设计中，摩擦片背板靠制动器壳体内

部凸台或活塞端面支撑，新的摩擦片上表面通常比制动器壳

体边缘高一点（如 0.5mm），如图 3 所示。

在风电机组的运行中，随着摩擦材料的不断磨损，摩

擦片厚度减小，解缆工况下，活塞端面对摩擦片背板不再有

压力作用，偏航制动器的下壳体边缘可能会高出摩擦片上表

面。偏航制动器的安装尺寸公差与机舱的俯仰效应会使单侧

偏航制动间隙减小，如果制动间隙被安装公差与俯仰效应抵

消，此时偏航制动器的下壳体边缘就会与刹车盘发生干涉。

因此，偏航制动间隙如果设定值过小，也是偏航系统自身干

涉的一个隐患，可能会造成制动器壳体磨损刹车盘。

偏航制动间隙过大的影响

过小的偏航制动间隙会造成摩擦片的过度磨损，那么为

了确保摩擦片的使用寿命达到设计预期，是否可以在设定值

基础上加大偏航制动间隙，降低摩擦片过快磨损的风险呢？

间隙变大，确实能够将安装尺寸公差与俯仰效应造成的两侧

制动间隙不均引起的异常磨损风险降低；但由于受到活塞许

用行程限制，以及摩擦片厚度的影响，过大的偏航制动间隙

图3 偏航制动器简图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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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风险将远远大于提升摩擦片使用寿命带来的效益。

摩擦片在制动器中受到活塞的压力，而被压紧在刹车

盘上，如图 4 所示。为避免活塞运动时出现漏油问题，以

及活塞倾斜使摩擦片受力不均造成异常振动噪声与磨损等

故障，在活塞圆周与油缸之间加入密封圈与导向环。这样既

实现了防止上侧偏航钳体漏油造成刹车盘被污染，又有效约

束了活塞沿油缸轴向运动。

基于图 4 中的结构，增大偏航制动间隙设定值的条件

下——假定设定值为 5mm，单侧偏航制动间隙增大（如图

4 所示的极限状态），摩擦材料磨损殆尽时，偏航工况或制

动工况下，活塞行程比设定值为 3mm 时增大了 4mm。此

时如果活塞滑出底侧的高压密封圈，会造成液压油大量泄

露，引发液压系统的故障；同时上侧钳体中的液压油会对刹

车盘上表面造成严重污染，引起偏航系统的振动与噪声。活

塞行程过大还会削弱导向环对活塞滑动的导向作用，使摩擦

片背板所受压力不均，造成摩擦材料过度磨损等问题。

如果摩擦片的总厚度为 18mm，其中摩擦材料厚度为

8mm。如图 4 所示的极限条件下，当摩擦材料磨损殆尽时，

一旦主控系统发出偏航指令，摩擦材料与刹车盘之间巨大的

摩擦力会使摩擦片完全脱离制动器壳体。摩擦片脱落后，活

塞直接与刹车盘接触，上侧钳体中的活塞（活塞材质的硬度

通常接近甚至高于刹车盘）将对刹车盘造成磨损，同时液压

油大量泄露，引发液压系统故障。

由此可见，增大偏航制动间隙设定值，会引发一系列

图4 偏航制动器结构详图剖面

的液压系统故障，极限情况下甚至会造成刹车盘磨损事故。

结论

综上所述，偏航制动间隙设定有其理论与应用的客观

依据，并非随意设置的。通过理论结合实际分析得出偏航制

动间隙对风电机组偏航系统运行维护的影响，其影响并不局

限于偏航系统，同时还会造成液压系统的故障，甚至引起机

舱与塔筒的振动超限问题。因此，偏航制动间隙的合理设定，

对于提升风电机组的可利用率，降低运营维护成本，具有一

定的积极意义。

（作者单位 ：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风电技术中心）

摄影：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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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W 风电机组主轴与齿轮箱采用内外锥套结构形式连

接，通过螺栓紧固使内外锥套产生径向压力，使内胀套抱

紧轴。由于锁紧盘结构型式导致其紧固过程是需要数圈重

复紧固，才可以达到内外锥面平齐的最终要求。紧固要求：

2MW 锁紧盘共有 24 个六角头螺栓 24*M33 － 12.9，紧固

力矩要求 2650Nm。如图 1 齿轮箱锁紧盘示意图。

目前，2MW 锁紧盘先使用两把 1200Nm 牧田电动扭

矩扳手十字对称紧固，后四人配合手持两把 TU － 3 液压

扳手设定 2650NM 紧固，劳动强度大，持续时间长，共消

耗作业时间 6h，在批量生产中，将会严重制约生产效率。

因此，有必要研究 2MW 风电机组同步螺栓紧固设备，以实

现高效率生产。

使用需求 

针对锁紧盘紧固存在的问题及需求，从紧固工具及辅

助紧固工具两方面进行改善，以达到以下目标：

（1）作业工具：研究锁紧盘螺栓快速紧固方法，选购

快速紧固扭矩扳手；

（2）辅助工具：研制完成一套螺栓紧固辅助设备，实

现齿轮箱锁紧盘多同步、轻便化、少人化作业；

（3）作业效率：在不增加人员的基础上，作业时间由

4 人耗时 6h 降低到 2 人耗时 5h。
（4）作业强度：作业方法符合人体作业舒适要求，减

少登高、托举作业。即手持工具作业重量控制在 2kg 为宜，

作业高度范围在 800mm － 1600mm 之内为宜。

总体设计

通过以下三部分的设计实施，为实现目标要求：快速

紧固（作业时间 2.5h）、降低手持作业强度（手持重量约

2kg）、降低作业高度（800mm － 1600mm）。

（1）采用快速紧固的气动扳手，提高锁紧盘紧固效率。

因胀套式锁紧盘紧固次数多，设计借助气动扳手可连续式施

加载荷、持续作业时间长的优点，拟采用两把气动扭矩扳手

同步对称紧固，以提高螺栓紧固的速度。同时，为保证螺栓

紧固的力矩的准确度，在锁紧盘内外锥套端面距离接近平齐

时，借助液压扭矩扳手精度高的特点，用液压扭矩扳手完成

终拧。

（2）采用合理的气源管路铺设，保证持续稳定的动力。

设计根据气动扭矩扳手的气源要求，结合现有工厂气

源设置，通过设计计算，拟加铺气源管路及设置储气罐等，

以保证气动扳手的动力稳定，确保输出扭矩的准确度。

（3）采用有效的辅助设备，减轻操作强度。

设计采用弹簧平衡装置及附件，利用弹簧的弹力以平

衡紧固设备的重量，最大限度的减轻作业者手持工具的劳动

强度。同时，将弹簧平衡器的滑轨与登高梯合理结合，既满

足弹簧平衡的移动需求，又满足作业者的登高作业，以保持

作业位置在舒适的高度。

2MW风电机组锁紧盘多同步螺栓
紧固设备研究

文／叶盛，王洪波，胡旭馗

图1 齿轮箱锁紧盘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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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气动工具选型

综合考虑锁紧盘螺栓对紧固工具的要求，气动工具应

满足表 1 性能参数表。

气动扳手选用失速型，该工具采用气动马达驱动齿轮

箱，靠齿轮比连续传动，扭矩重复度 ±5%, 配合传感器使

用可达 ±2%，无冲击，噪音低，且达到设定扭矩值后自动

停转，本项目选择失速型气动扭矩扳手，以达到连续作业、

精确控制扭矩的目标。如图 2 失速型气动扳手扭矩波动示

意图。

因此，根据上述气动扳手的特点，选择失速型气动扭

矩扳手，以达到连续作业、精确控制扭矩的目标。

二、气动扭矩扳手选型

目前，经过调研试用，适合风电机组齿轮箱锁紧盘紧

固工具是失速型气动扳手。失速型气动扭矩扳手是由气动马

达来驱动带有三层或多层周转齿轮箱的扭矩倍增器。其通过

调整气压来控制扭矩大小，为允许特定的扭矩需求设定，每

台工具均配有与本台相适应的空气压力与扭矩对照表和校

正报告，扭矩重复度 ±5%, 配合传感器使用可达 ±2%，无

冲击，噪音低，且达到设定扭矩值后自动停转。根据表1要求，

所选 norbar 失速型气动扭矩扳手型号参数，如表 2、图 3
气动扳手示意图所示。

三、 norbar 失速型气动扭矩扳手试用效果

2013 年 5 月 18 日，在河西风电基地，因移动空压机

排气量受限，仅使用 1 把气动扭矩扳手样品进行模拟试验，

表 3 为 norbar 失速型气动扭矩扳手试用表。

为保护气动扭矩扳手不受损坏，输出扭矩控制在

1800Nm。现场试验示意图，试验结果如表 4 试用效果比较

表所示。

经上述试验数据对比，一把气动扭矩扳手紧固速度是

两把液压扳手的仅两倍的效率，效果显著，提高工作效率，

减轻劳动强度。

四、弹簧平衡器及配件

弹簧平衡器是借助卷簧积蓄的能量，使所悬挂的操作

表1  性能参数表

目标扭矩值 2650Nm

最大工作扭矩值 3300Nm-3500Nm

可调扭矩值 1000Nm、2000Nm、2650Nm（至少三档）

重复度 不低于 ±5%

工作方式 连续转动作业

表2  norbar失速型气动扭矩扳手型号参数表

序号 规格参数 品牌诺霸 备注

1 扳手型号 PTM-92-3500-B

2 驱动方头 1’

3 扭矩范围 700Nm-3500Nm

4 最大空载转速 41r/min

5 精度 ±5%

6 气源要求 6bar 1140L/min

7 总重（含反作用力臂） 9.85kg

8 单价 13.4 万元 含气动三零件

图2 失速型气动扳手扭矩波动示意图 图3 气动扳手示意图

表3  norbar失速型气动扭矩扳手试用表

最大工作扭矩值 2000Nm

试验工作输出扭力 1000Nm、1800Nm

空载转速 4r/min

流量 1140L/min

气源配置 移动空压机（0.7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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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试用效果比较表

序号 锁紧盘内外环高度差 mm 设定力矩 Nm 作业时间 /min 工具 数量

1 33

1000

13

气动扳手空载转速

6r/min2000Nm 重约 8.1kg
1

2 31.5 8

3 30 6

4 28

1800

12

5 26 11

6 24 9

7 23 9

8 21 10

9 20 7

10 19 8

11 17 9

合计 102 0.1569mm/min

12 15.5

2650

16

液压扳手 TU － 3 重约 4.5kg
2

13 14 24

14 12.5 17

15 11 18

16 9 17

17 5 25

18 4 25

19 1 30

合计 172 0.0843mm/min

工具处于无重状态，大力降低了操作工人的劳动强度，提

高了劳动生产效率。根据气动工具的重量及其他配件重

量：9kg － 13kg，因此，选择弹簧平衡器的承载范围为

9kg － 15kg。为方便工具的横向移动，设置滑轨及板式

滑车。

五、生产使用效果

2013 年 8 月至 2014 年 4 月使用气动扭矩扳手对

2MW 风电机组齿轮箱锁紧盘紧固 30 台，作业时间由 4 人

耗时 6h 降低到 2 人耗时 2.5h，工作效率提高 2.4 倍。

结语

针对 2MW 风电机组锁紧盘紧固存在的问题及需求，

从紧固工具及辅助紧固工具两方面进行改善，以达到 2MW
风电机组同步螺栓紧固；采用快速紧固的气动扳手，提高锁

紧盘紧固效率；采用合理的气源管路铺设，保证持续稳定的

动力；采用有效的辅助设备，减轻操作强度，提高工作效率；

为株洲所风电大批量生产打下基础。

（作者单位 ：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风电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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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作为解决常规能源告急和全球生态环境恶化问题

的一种清洁可再生能源，已成为各国能源工业关注和发展的

热点。风能的利用能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间接减轻了大气

污染和水污染，但处理不当则会增加噪声污染。随着我国风

电装机容量和国产化程度的不断扩大，风电机组的噪声问题

逐渐显现出来，干扰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因此，风电机组的

噪声控制非常必要，如果不认真研究解决，可能会成为制约

我国风电产业发展的一个障碍。本文首先对风电机组叶片降

噪相关的国内外专利和研究标准进行简单分析，然后对风电

机组的重要部件叶片进行噪声机理和控制技术分析，并从叶

片设计方面阐述若干种可行的降噪措施和方法。

叶片降噪专利简析和相关标准

在风电机组噪声研究领域，国外起步较早。目前国外

风电机组叶片降噪研究﹡

文／李海涛，张锦南，郭辉，赵大文

﹡基金项目：上海市科委《风电叶片降噪技术、耐磨蚀涂层技术和结构健康监测系统》（课题编号：13DZ0511300）

几大风电巨头已申报了大量专利。表 1 列举了最近几年关

于叶片降噪的部分美国专利。从表中可以看出专利申请人涵

盖了全球几大风电巨头。专利涉及的发明内容多以通过附加

的组件改变叶片涡流，进而达到降噪的目的。

表 2汇总了国内申报的大型机组叶片降噪发明专利（由于

检索的局限性，有可能未能涵盖全部专利）。可以看出，这些专

利申请时间均较晚，除一项已获授权外，其余均未授权。从专利

申请人看，尚无国内风电龙头的身影。8项专利中有 7项与后缘

锯齿有关，显示这一领域的研究比较深入，业内对其降噪效果也

比较乐观。表 3列出了研究风电机组噪声的常用标准，供参考。

噪声分析

风电机组在工作过程中受到风及机械部件激励作用（机

舱内部的电机、齿轮箱、轴承等主要机械部件在运转过程中

表1  涉及叶片降噪的部分美国专利

专利号 / 申请号 申请人 主要内容 公告日期

US7901189 GE 阻尼 2011-3-8

US7927070 Vestas 湍流发生装置 2011-4-19

US7927078 GE 叶尖涡流破坏装置 2011-4-19

US7976276 GE 后缘锯齿 2011-7-12

US8038396 GE 涡流发生器装配 2011-10-18

US8043066 GE 后缘粘接帽 2011-10-25

US8047784 GE 后缘特殊形状组件、声学多孔材料 2011-11-1

US8061986 GE 表面凹凸结构 2011-11-22

US8083488 GE 后缘锯齿 2011-12-27

US8100661 Siemens 叶尖小翼 2012-1-24

US8157532 Gamesa 涡流发生器 201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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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碰撞摩擦产生振动）会产生较大的噪声。风电叶片的噪

声源主要为风轮叶片旋转时引起叶片结构振动噪声和空气

动力噪声。

一、 结构振动噪声

叶片结构振动噪声是叶片与空气产生摩擦或冲击及旋

转过程中作用在叶片上的重力等因素，引起叶片在摆振和挥

舞方向发生弯曲、扭转及弯扭组合振动的噪音。

二、空气动力噪声

叶片空气动力噪声是由于气体非稳定流动，即气流的扰

动，气体与气体及气体与物体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噪声，按产生

机理可分为旋转噪声（气压脉动）和涡流噪声（紊流噪声）。

（1）旋转噪声是叶片旋转时不断击打空气，引起周围

气体的压力脉动造成气流很大的不均匀性，从而向周围辐射

噪声。

（2）涡流噪声又称为紊流噪声。它主要是气流流经叶

片界面产生分裂时，形成附面层及漩涡分裂脱离从而引起的

一种非稳定流动噪声。

叶片降噪技术

工程噪声的控制一般从三个角度考虑：一是从减少噪

声声源着手；二是从噪声的传播途径着手，进行隔声处理和

表3  风电机组噪声的相关标准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备注

1 IEC 61400-11
Wind turbine generator systems - Acoustic noise 
measurement techniques

2 GB/T 22516-2008 风力发电机组噪声测量方法 等同翻译、采用 1

3 ISO 9613-2 户外传播中的声衰减的计算方法 部分国家采用，如加拿大

4 IEC TS 61400-14
Declaration of apparent sound power level and 
tonality values,IDT

5 GB/Z 25425-2010 风力发电机组公称视在声功率级和音值
指导性技术文件，等同翻译、
采用 4

表2  国内叶片降噪的发明专利

专利号 / 申请号 专利名称 申请人 主要内容 申请日期

201110451689.6
用于风力涡轮机中的转子叶
片的降噪装置

GE 后缘锯齿、粘接、粘接层强度 2011-12-20

201110436987.8
用于风力机中的转子叶片的
降噪器

GE 后缘锯齿及上面附带硬毛 2011-12-15

201110372747.6
用于风力涡轮机转子叶片的
降噪装置

GE 后缘基板、带孔、配合锯齿 2011-11-04

201110373678.0
用于风力涡轮机转子叶片的
降噪装置

GE 锯齿、加强构件、硬毛 2011-11-10

201210182541.1
用于风力涡轮机中的转子叶
片的降噪装置

GE
后缘、特殊形状组件、声学
多空材料

2012-05-29

201110377885.3
用于风力涡轮机中转子叶片
的降噪装置

GE
后缘锯齿；限定锯齿的中心
线、长度、宽度

2011-11-14

201010598814.1
一种具有降噪功能的风力机
叶片

中科院热物理所 弦长特殊设计、后缘锯齿 2010-12-21（已授权）

201210284219.X
一种风机降噪柔性桨叶的制
造方法

浙江海洋学院
叶尖安装柔性叶片、增强 PP 
塑料、记忆合金

2012-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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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声处理降低噪声；三是从噪声接收者着手，对其进行保护。

叶片振动噪声和空气动力噪声的产生与风轮叶片相关，

随着风电行业的发展和大型兆瓦级叶片的应用，这部分噪音

变成一个日益重要的 CTQ（关键质量特性），制约着叶片

设计的效率和产量。因此，从叶片方面想办法降噪有很大的

研究和应用前景，主要从叶片的外形、翼型、结构及材料等

方面进行研究和设计可行的措施来降低噪声。

一、改变叶片表面涡流降噪

在叶片表面和边缘设置凹凸、条纹、鳞片等非平滑

的形态，这些结构通常被称为“涡流发生器”（vortex 
generator），如图 1 所示。研究表明，叶片表面和边缘的

非光滑形态仿生设计，减少翼型表面紊流附面层压力脉动及

叶片前缘对空气的冲击噪声。同时原叶片表面产生的大涡流

转变为无数微小湍流并使附面层涡流群趋向有序化，延缓翼

型后部涡流分离脱落。这将导致叶片产生更大的升力，以及

微小湍流产生的噪声能够快速衰减，有效降低气流流经前后

翼型表面时翼型间的扰流作用 , 减小涡流脉动噪声和尾缘涡

流脱离噪声。 
图 1 显示的是叶片表面粘贴的凹凸不平的结构，这种

结构可粘贴在叶片的吸力面和压力面。图 2 显示的是三角

形的涡流发生器，该涡流发生器的大小、形状和安装角度在

不同的区域可以不一致。这种涡流发生器一般设置在叶片的

压力面及叶片根部和后缘。

二、改变叶片后缘涡流降噪

翼型湍流边界层与尾缘相互作用产生的尾缘噪声是翼

型自噪声的最主要分量，多年来研究者们已经在理论、数值

和实验方面开展了多方面研究，但有关翼型尾缘噪声的产生

机理和抑制方法仍有待深化与发展。尾缘齿形结构的气流噪

声控制机理研究表明，叶片尾缘锯齿结构可以改变各截面尾

迹涡的脱落位置，从而增大了涡心之间的距离，抑制了脱落

涡对尾迹流动的扰动，进而减小了叶片表面的非定常压力脉

动和尾迹涡引起的气动噪声。如图 3 － 5，对叶片后缘全部

或靠近叶尖部分进行锯齿形设计，采用切割叶片后缘或对后

缘附加锯齿是一种可行的降噪方案，尤其对中低频段的远场

气动噪声有比较明显的降低效果；另外附加锯齿对翼型壁面

动态载荷的影响较小，基本不影响翼型的气动性能。

三、改变叶尖涡流降噪

叶片旋转运动时，由于叶尖压力面和吸力面的压力差，

导致压力面气流绕过叶尖端面流入吸力面，既破坏了叶尖二

维流动情况，同时会产生叶尖涡。这种情况广泛存在于风电

机组叶片和飞机机翼工作中，通过对叶尖涡强度和控制方法

的研究表明，叶尖涡是风电机组空气动力噪声的主要来源之

一，如图 6 － 8，在叶片尖部安装“小翼”（winglets）和

襟翼（flaps 或 gurney flaps）是比较可行的降噪方法。叶

图1 叶片表面凹凸设计          图2 三角形涡流发生器

图3 叶片后缘锯齿设计      图4 西门子Dino-Tails®锯齿状后缘 图5 锯齿形后缘安装在叶片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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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小翼”能够抑制扰流和旋涡的产生，襟翼通过优化形状

和安装角度可以来捕捉和引导涡旋气流，削弱其漩涡强度，

提高叶片气动性能，降低运行噪声。

四、 阻尼减震降噪

阻尼减振降噪技术是利用阻尼材料的特性以及阻尼结

构的合理设计，耗散结构件的振动能量，来达到减振降噪的

目的。阻尼减振技术近年来在新材料的研制以及应用技术方

面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尤其在航空航天、汽车家电、仪器仪

表、建筑业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现在的叶片大多采用空

腹薄壁结构，可以在振动比较厉害的叶片中后端到叶尖部分

的壳体内部进行部分和全部的自由阻尼处理，比如填充贴附

阻尼材料，通过振动波与阻尼材料或阻尼结构的相互作用消

耗能量，使叶片振动衰减，降低噪声。

五、改变叶片外形弦长设计降噪

在一款叶片设计中，在不影响其他性能的前提下，可

适当降低叶根段的弦长。另一方面，风轮产生的噪音往往随

叶尖弦的增加而提高，为降低噪音，也可适度降低叶尖弦长。

为了保证风轮的功率不下降，适度加大叶片从中部到中后部

区域，主要是 0.5 到 0.8 的叶片长度的弦长。

六、 采用先进翼型叶片降噪

现代风电机组叶片采用的大多是由美国宇航局的

NACA 系列翼型族。针对叶片展向各处对翼型设计的不同

要求，基于翼型气动性能及噪声预测理论 , 以多攻角范围内

翼型最大风能利用系数为设计目标，各国相继开发叶片专用

翼型。比如，荷兰的 Du 系列翼型，丹麦的 RisΦ － A1、
RisΦ － P、RisΦ － B1 翼型，瑞典航空研究院 FFA －

W1、W2、W3 系列及美国新能源实验室 NREL S 系列翼

型等。这些专用翼型的应用都会大大的改善风电机组的效率

和降低噪声。

七、 限制叶尖线速度降噪

一般来说，叶片气动噪声与叶尖线速度的 5 次方成正

比。在叶片设计时，需权衡叶片长度与额定转速的关系。

对于成熟型号的叶片，必要时也可以通过降低额定转速来

达到降噪的目的。不过一般会损失一定的发电量。目前已

有部分主机厂能提供降低转速来降低噪声的运行模式供客

户选择。

结语

叶片降噪设计对降低风电机组噪声污染、提高风电机

组气动性能、延长使用寿命有重要意义。处理叶片结构振动

噪声和空气动力噪声，可通过对风电机组的频率和转速进行

合理调节，改用先进的翼型和外形优化设计，在叶片上使用

附加组件，如安装叶尖小翼、扰流器或后缘锯齿等改善气动

效果，减低噪声的产生。另外，阻尼减振降噪控制和噪声传

播中的隔声降噪控制可作为风电机组噪声治理的重要辅助

手段，增强降噪效果。

( 作者单位 ：李海涛、张锦南、郭辉 ：上海玻璃钢研究院有限公司 ；

赵大文 ：上海电气风能有限公司 )

图8 安装在叶片上的襟翼

图6 安装在叶尖的小翼            图7 小翼的四种样式



技术 | Technology

84  风能 Wind Energy 

风能是洁净环保的可再生能源，人类对风能的利用至

少已经有 3000 年历史，由于受到当时经济、技术方面的因

素制约，风力发电技术发展缓慢。19 世纪 70 年代世界爆发

石油危机之后，欧美等发达国家为寻找能够替代化石燃料的

新能源，投入了大量的科研经费与激励政策研制风电机组。

二十世纪，风力发电事业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风电机组

单机发电量从最初的 kW 级发展到现在的 MW 级，从最初

的小型离网型单机发展到现在大型并网型机组。从最初的木

制叶片、固定轮毂及侧偏尾舵调速发展到现在的玻璃纤维

片、定桨距或变桨距以及偏航对风调节系统。

全球风能理事会（GWEC)2012 年 3 月 7 日公布的调

查结果显示，2010 年全年新建风力发电设备的装机总容量

排名首位的是中国 (16.5GW)，比排名第二的美国 (5.12GW)
多出 2 倍多。这意味着中国的装机总容量远超美国，是世

界第一风电大国。

从目前的发电方式的碳排量来看，煤发电为 275g，油

发电为 204g，天然气发电为 181g，风力发电为 20g。风力

发电的碳排量相比之下小得多。除水电外，风电是开发技术

最成熟、开发成本最低，也是未来最具大规模价值的可再生

能源之一。

中国“十二五”规划提出的 100GW 风电装机目标中，

将有至少 20GW 的份额属于低风速风电场。譬如，广西的

风场大部分属于低风速区，近期开发的力度加大，而在广西

风力发电规划项目选定的 96 个风电场选点中，桂林占了 48
个，可以说，桂林是广西风力发电开发的重点。

建立风场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选择适合于风场地域特点

的风电机组。譬如，为适应桂林地区的特殊运行环境，必须

要求风电制造企业调整原有设计方案，并提供调整方案后样

机的试验数据，以保证调整方案的合理性。在风场的运行过

程中密切关注风电机组设计方案中较为薄弱的环节，提高风

电机组运行的可靠性。由于近年来风电发展迅速，部分生产

企业急于占领市场，忽略对调整方案样机的测试与试验，给

风电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隐患。

低风速风电场风电机组选型探讨
文／欧梅义

本文结合在广西地区低风速风区的工作实践经验，

主要讨论风场选择风电机组及运行维护应重点关注的几个

问题。

风电机组叶片审查

（1）翼型方案审查

低风速区需更优化的叶片，在更低的风速下吸收更多

的风能。

风电机组叶片作为风电机组的核心部件之一，其性能

质量直接影响整体机组的效率，设计合理的叶片是保证风电

机组正常稳定运行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叶片制造成本占风

电机组设备的 20% － 30%，因此提高叶片的性能一直是风

电技术研究的方向。叶片的气动设计包括外形设计及气动性

能计算，气动外形设计决定了风能利用效率，气动性能计算

是评价叶片外形设计的关键指标。

企业进行低风区机型叶片设计时，对结构强度计算比

较重视，常常忽视对叶片的气动外形的设计。风电机组运行

环境变化，原有叶片气动外形设计方案应进行调整，才能满

足在特定的风速分布下年发电量最大的要求。选型时应了解

企业对调整后的叶片气动外形优化设计方案，是否用气动性

能计算程序对三叶片风轮进行了性能校核计算，叶片风能利

用系数及额定风速（轮毂高度均匀风速）是否具有良好的空

气动力性能。

选型要重点分析企业对叶片外形设计方案采用确认方

式的合理性，对比分析测试结果与计算结果的差异是否在允

许范围内，企业对存在误差的分析的理论依据是否正确。还

要核对企业设计方案中载荷计算使用的最佳运行曲线、风电

机组的切入 / 切出风速等关键运行参数是否与样机控制系统

中设置的数据一致，此处是设计中各专业组的接口。参与风

电机组设计的专业较多，方案的部分功能是各专业组分别进

行，容易出现重点数据未进行传递的沟通不畅问题，所以在

选型时一定要对两专业使用的同一重要参数进行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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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叶片材料审查

选用轻质材料的叶片，以降低风电机组的启动风速。

低风区风电机组的切入风速一般都选择较低风速，在这样的

情况下，由于叶片质量过重造成其转动惯量过大，叶片的本

身阻力造成其启动困难，在实际运行中可能会发生在设计的

风电机组切入转速时无法并网发电的现象。

变桨系统审查

风电机组叶片及塔筒参数变化后，叶片收集的风能也

随之变化。变桨系统是风电机组在紧急停机时工作的重要部

件之一，其驱动系统保证了在出现故障需要紧急停机时机组

叶片迅速转动角度，在较短的时间内减少对风能的捕捉，从

而使风轮停止转动，避免发生风轮超速而引发的重大财产或

人身损害。生产企业进行低风区机型设计时希望减少成本，

认为低风速区大风发生的概率很小往往会降低安全系数。所

以选型时要核对变桨驱动系统的电机扭矩，是否能保证在载

荷最大时驱动桨叶转动且转动速度达到变桨速率的要求，安

全裕度是否足够。还要核对变桨系统的应急电源的容量是否

满足三次连续变桨的要求。现阶段各标准要求不一，用户希

望安全裕度取大些，但生产厂家希望降低成本。由制造厂家

参与编制的国家能源局颁发的标准《风电机组电动变桨控制

系统技术规范》NB/T31018 － 2011 中 4.2.9 后备电源中要

求：“电池后备电源系统：电池组的容量应满足在叶片规定

的载荷情况下完成 3 次紧急顺桨动作的要求”，“电容后备

电源系统：电容组的容量应满足叶片在规定载荷情况下完成

1 次以上顺桨动作要求”。而研究所为主编制的国标《风电

机组变速恒频控制系统》GB/T25386.1 － 2010 中第 5.2.11
后备电源中要求“后备电源的容量设计应至少 3 次以上满

载下的全程顺桨需求”。

在审查时要重点查看样机试验的试验设备中加载设备

和变桨速率的测试设备是否满足要求，加载设备能力是否能

摄影：吕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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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要求，测速设备是否能准确的测量变桨速度。某些生产

企业试验时加载的数值采用未考虑安全系数的数值，这样的

检验是不能满足要求的。

变桨系统的后备电源方案的审查更加困难，模拟机组

运行时满载情况时的变桨载荷对试验设备要求较高，对此资

料审查时要核对样机试验方案中确定的变桨载荷满载复核

参数是否合理，确定变桨系统满载载荷时的安全裕度是否符

合要求。

大部分生产企业对变桨系统后备电源方案的试验以采

用样机在现场运行方式替代，此种做法有些不妥，因为对变

桨后备电源确认要求在载荷最大条件下进行。现场运行状况

与气候条件密切相关，在现场运行的一年内，有可能出现载

荷最大值工况的概率较小，在载荷最大值急停的概率更小。

所以采用运行现场对变桨系统的后备电源方案进行确认是

不够充分的。

偏航系统审查

偏航系统是水平轴式风电机组必不可少的组成系统之

一，对风电机组利用风能起着非常巨大的作用。偏航系统的

主要作用有两个。其一是与风电机组的控制系统相互配合，

使风电机组的风轮始终处于迎风状态，充分利用风能，提高

风电机组的发电效率；其二是提供必要的锁紧力矩，以保障

风电机组的安全运行。

偏航系统是由回转支撑轴承、弹簧阻尼装置和四台电

机驱动的齿轮传动机构组成的。带有内齿的偏航轴承用螺栓

连接在塔筒顶部，外环与机舱座连接，内环与塔架法兰连接。

偏航驱动机构一般都是由电机、减速机构成。偏航锁紧力矩

由数套偏航刹车盘提供。偏航时各刹车盘处于半释放状态，

自动解缆时各刹车盘处于全释放状态。

对于低风速区机型，部分国内制造企业为了降低成本，

对偏航系统进行设计“优化”，多采用了减少偏航系统的偏

航刹车盘数量的方法。设计方案中的计算制动力矩计入了偏

航电机的电磁制动的转矩，从而减少了偏航刹车盘的制动转

矩。当风载荷产生的扭矩大于偏航制动压力钳的扭矩时，载

荷扭矩会传递到偏航系统的减速器齿轮上，因此这样的优化

可能会导致齿轮箱承受部分交变应力减少使用寿命。

风电机组运行维护过程中要加大巡检频率，重点关注

偏航系统的驱动系统中与电机连接的螺杆及偏航齿轮箱，防

其承受交变力提前损坏。

控制系统审查

由于风电机组工作环境恶劣，以及对机组 20 年长寿命、

高可靠性和安全性的特殊要求，对风电机组的重要部件如齿

轮箱、发电机等的运行状态监控是极其重要的。风电系统是

典型的复杂多变量非线性系统，受干扰因素很多，除了风速

的大小和方向随机变化之外，还受电网的参数波动和大气条

件及空气密度等因素的影响。风电机组由多个部分组成，而

控制系统贯穿到每个部分，相当于风电机组的神经系统。因

此控制系统的好坏直接关系到风电机组的工作状态、发电量

的多少、以及设备的安全。目前风力发电亟待研究解决的两

个问题发电效率和发电质量，都与风电控制系统密切相关，

控制软件中参数的设定（如：对风向风速调整的跟随速度等）

对机械部件的寿命影响也较大。这些参数的设定既要考虑发

电量又要顾及机械部件的使用寿命，最佳运行参数是理论推

导与现场运行经验相结合的产物。审查时要密切关注这些参

数的确认方法是否合理，是否对参数的变化范围进行了确认。

现阶段风电控制软件多为进口，而国外企业对核心部

分的保密程度较高，削弱了国内引进核心技术进行应用开发

的基础，所以对自主开发软件的测试尤为重要，大量统计

资料表明，软件测试的工作量往往占软件开发总工作量的

40% 以上，在极端情况测试那种关系人的生命安全的软件

所花费的成本可能相当于软件工程其他开发步骤总成本的

三倍到五倍，国内生产厂家的测试投入往往不足。

运行过程中要注意对控制软件运行性能数据进行分析，

首先收集软件中的监视功能相关的数据，结合现场巡检的情

况，核对软件监视功能是否正确合理。监测功能是否覆盖了

主要设备状态，

收集数据至少包含：

（1）有关安全运行性能的数据，如：临界转速、临界

功率、重要部件过热、发电机短路、振动、电缆缠绕、紧急

停车等情况的相关的数据；

（2）监控功能的数据，如监控功能数据应包含转速、

功率、风速、电网参数、发电机及齿轮箱和轴承等重要部件

的温度、制动设备状况、风向、环境温度、频率和电压、机

械零部件运行状况数据；

（3）报警功能的数据，如齿轮箱温度超标后的报警，

液压系统的压力超压或欠压的报警，风速超限的报警与处理

功能数据；

（4）启动和正常停机、急停功能的数据；



Technology | 技术

2 0 1 4 年 第 0 6 期  87  

（5）控制策略的实现功能相关数据，如启动阶段的控

制方式、并网后功率随转速上升段控制方式、恒频恒功率段

的控制方式等数据。

本文以对发电机的控制相关功能相关数据为例说明审

查中应关注的重点内容：

首先审查发电机绕组温度监测功能的测试记录。此监测

功能是保证绕组温度保持在允许的运行范围内。为此，自监

控测量系统必须功能可靠。出厂前也必须对此功能进行测试。

其次对设置参数合理性的评估。对绕组温度极限值的

设置合理性进行审查。即使是稍微超过容许的温度值，也会

减少发电机的寿命。显著超过这个限值会在短时间内导致电

机损坏。绕组温度的极限值一般根据制造商所提供的有关电

机绝缘等级的资料来确定。审核发电机的绝缘等级相关的设

计及试验资料，核实绕组温度极限值的设置的合理性。值得

关注的是：有些发电机的制造厂家为了市场宣传的要求常常

夸大电机的绝缘等级，所以在运行时要注意核实发电机型式

试验中的温升试验的具体数据，以判断发电机的真实绝缘等

级，确保绕组温度极限值的设置的正确性。

还要对软件超出限制的处理能力的数据进行评估。当

超过容许的绕组温度，控制系统应降低发电机的功率输出，

直至绕组温度低于容许温度。

对过大的电流或功率可能导致机械过载和电气过载时

的控制系统的应对功能的运行记录的审查。控制系统必须具

有减少超出额定运行值的控制功能。超过最大容许的温度极

限值时，风电机组安全保护系统应作出响应。收集的数据应

涵盖包含对上述功能相关的运行数据。

对发电机的功率与转矩控制功能相关数据分析是必不

可少的，此功能与年发电量密切相关。控制系统的控制策略

最终的实现就是通过对发电机的功率和转矩的控制完成的。

因此要对此部分的运行数据进行重点的审查，要核对发电机

的运行中性能数据与控制策略要求的是否匹配，载荷计算时

采用的控制策略与软件中的控制策略是否一致等。

防雷系统审查

风电机组分散安置在旷野、山顶或沿海区域，大型

风电机组叶片高点（轮毂高度加风轮半径）达 130m －

250m，遭受雷击概率高；风电机组的电气绝缘低（发电机

电压 690V、大量使用自动化控制和通信元件）。风电机组

是风电场的贵重设备，价格占风电工程投资 60% 以上。若

其遭受雷击（特别是叶片和发电机贵重部件遭受雷击），除

了损失修复期间发电量之外，还要负担受损部件的拆装和更

新的巨大费用。

风电设备较大，由于现阶段试验条件不具备，防雷系

统无法用试验的方式测试。

防雷系统由外部防雷与内部防雷组成。外部防雷包括：

叶片的防雷保护、机舱的防雷保护、塔架及引下线、接地

网。内部防雷包括：等电位连接、隔离、过电压保护设备。

设备启动前要逐一检查测试相关内容。根据多年的运行情况

分析，防雷系统的薄弱环节为转动部分与静止部分的等电位

连接，尤其是叶片的根部与轮毂处的连接。初期有部分厂家

仅采用一条导线将叶片防雷系统与金属轮毂相连。运行中由

于导线长度或结构不合理，导线被拉断，从而使叶片运行时

产生的静电无法导出。若发生雷击，短期导出大电流无法实

现，此种结构存在很大的风险。近期厂家逐渐重视此结构的

改进，连接处使用碳刷传递电流，通过两个碳刷和平行的有

间隙的两个放电导板，越过旋转轴承转移到主机架。现场运

行维护中应重点关注此部分连接方式是否合理。

运行前须对样机的接地电阻的测试结果进行核实，以

确认其是否满足防雷系统的需要。

结语

风电发展质量是关键，国外风电大国都是风电机组制

造大国，为支持风电机组制造业，政府投入了大量的研发资

金，组建政府研发机构进行基础研究，并建立风电测试平台。

如丹麦政府资助建立的公共测试平台主要包括试验风电场

和叶片等零部件试验平台，并建立完善了风电机组标准及检

测、认证体系。所有风电机组必须通过认证机构认证和检测

才能进入市场销售，即保证了风电机组质量，又促进了技术

积累。

目前，我国风电产业服务体系尚不完善，风电技术标准、

产品认证、系统设计、工程管理等基础都比较薄弱。但是，

在不久的将来，中国风电产业不仅要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产

业，也要成为发展最健康的产业；为实现我国 2020 年非化

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15% 的目标，中国风电 2020 年要实

现 200GW 的装机容量，巨大的市场为风电企业和从业者提

供了展现自己才华的舞台。继续坚持质量为本，技术创新之

路，中国风电一定能引领全球风电的发展。

（作者单位 ：广西水利电业集团恭城水利电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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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MW双馈型风电机组异常响声分析
文／胡仕明

由于风电机组的特殊工况，容易造成风电机组连接部

位松动，固定支架变形，轴承及齿轮箱等部件、叶片局部的

损伤，齿轮啮合间隙变化，螺栓初装连接应力变化，摩擦副

出现异常等问题，进而引起风电机组出现各种异常响声。尤

其是轮毂里，由于风电机组在运转时人无法进入，检查、排

除非常困难。即使有的异响短期内不影响风电机组运转，但

是一个安全隐患，随着时间延长会加剧隐患扩展，最后引起

重大故障发生，导致大部件的损坏，所以必须找到真正的原

因并想法排除。本文对因机组各部套固有频率、运行频率等

不合理设计而共振引起异常响动方面没有做阐述，主要针对

后期运行导致的机械故障进行了分析。

风电机组异响判别

风电机组在正常状态下，有叶轮扫风、轴承旋转、齿

轮副啮合传动、电机工作等正常声响，当风电机组运行一段

时间后，有时会出现不同于上述的、异常的响声。异响发出

的部位有：叶片、轮毂、主轴、齿轮箱、发电机、偏航刹车

器等；有的异响发声比较清脆，有的比较沉闷；有的在地面

能听清楚，有的在机舱里能辨别清楚；异响在起机阶段、并

网阶段、停机阶段都有；有的能分辨出规律，有的没有规律。

异响来源通常因气动面粗糙、气动不平衡、紧固件松动、动

静干涉引起、异常摩擦、异常变形、碰撞和冲击等因数引起。

根据上述的情况初步判定发出位置后再详细检查不同

的部位。

风电机组几个关键部位的检查分析

（一）叶片

叶片是风电机组风能吸收部件，持续旋转，容易出现

异响，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①气动面粗糙：叶片外部有表面不平整、边缘不平滑，

雷击造成叶尖等部损伤，叶尖部位的排水孔堵塞，会发出类

似哨鸣声。这些异响虽对机组无太大影响，但叶片需做相应

处理。

②动静干涉：如图 1，叶片根部的挡雨环容易出现变形，

在变桨过程中会和轮毂罩壳发生摩擦产生声音，此类刮擦声

音判断较为容易，虽不影响机组的正常运行，也需进行处理。                                                                                            
③异物滑动：如果叶片内出现脱胶等现象，启机过程

会出现“唰、唰、唰”的声音，达到一定转速之后声音减弱，

需要对异物进行清理。                                                                                           
④挤压变形：支撑梁与叶片连接部位、叶片合模缝、

叶片隔板部位等出现裂痕、裂缝，会发出异响，如图 2 所示；

这种情况下的风电机组运行长时间后由于叶片自重挤

压隔离板变形，压迫隔板内补强，隔板在变形和恢复的过程

中发出“咚、咚、咚”的声音，需将叶片的隔板内补强布缝

隙处完全打磨掉，并在打磨掉的内补强区域重新铺附纤维布

进行增强处理。有时将隔板当中的人孔盖上的螺栓松一松来

图1 叶片外形

图2 叶片隔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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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掉一部份在隔板上产生的挤压力的方法来处理，异响会有

很大程度上缓解。 另外，人孔盖板上的密封胶条和背帽不

能缺失，如果有松动和密封不严，也会出现上述类似声响。                           
⑤导线松动：检查接地导线是否有松动、脱落，如图 3，

这种情况叶片在运转过程中会发出“嗒嗒”的声音。                                                                                                                               
⑥气动不平衡：如果叶片出厂时零刻度标识不准或程

序调零不准，出现三支叶片气动不平衡，会导致传动链振

动过大，相关部件如主轴轴承、弹性支撑、联轴器的损坏，

偏航刹车器不能正常制动，从而带来异响。零刻度的标识

与合模缝有关，不同厂家生产的叶片零刻度标识位置不尽

相同，具体检查方法需参考制造厂家叶片根部设计图纸。

如果三支叶片零刻度标识有差异或调零不准，会导致

扫风面不一致，叶片会发出哨鸣声。当发现有上述情况时，

需左右进行调整零刻度标识，再调整限位开关板位置，最后

叶片重新调零。 
（二）轮毂部分

轮毂是持续旋转部件，要求各零部件联接可靠，不能

有松动。如果出现异响，一般有以下两种情况：

①紧固件松动：所有连接、固定螺栓力矩松动会出现

金属件撞击声、磕碰声。对于导流罩支架固定螺钉紧力检查，

紧固过程中可先松后紧，释放应力。

变桨轴承集油袋处铝合金盒有无松动，如果松动会发

出轻微的嗒嗒声。

②冲击：如果轮毂里发出类似“嘭”的金属撞击声，

一般是由于变桨齿轮侧隙不在设计值内造成的，这种异响

比较沉闷。对于 1.5MW 机组变桨齿轮副侧隙设计要求为：

036mm － 0.54mm。其由于机组长时间的运行，导致变桨

传动机构发生了微量的变形、松动等异常，从而偏离了最初

的装配值。

重新调整三面叶片变桨齿轮齿侧间隙方法：松开变桨

齿轮箱与轮毂的连接螺栓，慢速短行程变桨，当箱体转动到

合适位置（利用变桨齿轮中心与箱体中心偏心制造，改变齿

轮副中心距来达到改变侧隙的目的）时，立即停止变桨，再

把紧螺栓，并采用铅丝法（或塞尺）重新测量间隙，如图 4
所示，直到达到要求。可能需要多次调整。

如果上述检查调整仍不能消除轮毂异响，就考虑将叶

轮所有连接固定螺栓先松掉，释放在安装、运行过程中产生

的不当应力，再重新按力矩要求紧固。

（三）传动链

传动链包括主轴系、主齿轮箱，这里重点阐述联接部位，

后面单独分析轴承和齿轮箱。

①紧固件松动：主轴轴承锁紧螺母松动，也会造成风

电机组在低转速时异响，随着转速的提高响声有所减弱。用

千斤顶紧固锁紧螺母，异响会消除。

②制造原因：轴承与轴的配合太松（轴的直径偏小或

紧定套未旋紧）、轴承的游隙太小，旋转时过紧（紧定套旋

紧得太紧）也会造成异响。

（四） 轴承

风电机组上大型轴承有变桨轴承、主轴轴承、偏航轴承，

其他小轴承主要分布在齿轮箱、发电机、电动机内部，除齿

轮箱内轴承为稀油润滑外，其他均为油脂润滑。滚动轴承处

于正常工作状态时，运转平稳、轻快，无停滞现象，发生的

声响和谐而无杂音，可听到均匀而连续的“哗哗”声，或者

较低的“轰轰”声。若在运转过程中出现下列现象，则为润

滑不良或故障所致，为不正常声响。

①轴承发出均匀而连续的“咝咝”声，这种声音由滚

动体在内外圈中旋转而产生，包含有与转速无关的不规则的

金属振动声响。一般表现为轴承内加脂量不足，应进行补充。

若设备停机时间过长，特别是在冬季的低温情况下，轴承运

转中有时会发出“咝咝沙沙”的声音，这与轴承径向间隙变

小、润滑脂工作针入度变小有关。应适当调整轴承间隙，更

换针入度大一点的新润滑脂。 
②轴承在连续的“哗哗”声中发出均匀的周期性“嗬罗”

声，这种声音是由于滚动体和内外圈滚道出现伤痕、沟槽、

图3 叶片内部接地导线 图4 塞尺法或铅丝法测量齿侧间隙



技术 | Technology

90  风能 Wind Energy 

锈蚀斑而引起的。声响的周期与轴承的转速成正比。应对轴

承进行更换。

③轴承发出不连续的“梗梗”声，这种声音是由于保

持架或内外圈破裂而引起的，必须立即停机更换轴承。

④轴承发出不规律、不均匀的“嚓嚓”声，这种声音

是由于轴承内落入铁屑、砂粒等杂质而引起的。声响强度较

小，与转数没有联系。应对轴承进行清洗，重新加脂或换油。

⑤轴承发出连续而不规则的“沙沙”声，这种声音一

般与轴承的内圈与轴配合过松或者外圈与轴承孔配合过松

有关系。声响强度较大时，应对轴承的配合关系进行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修理。这种情况主要在主齿轮箱中会出现。

⑥轴承发出连续刺耳啸叫声，这种声音是由于轴承润

滑不良或缺油造成千摩擦，或滚动体局部接触过紧，如内外

圈滚道偏斜、轴承内外圈配合过紧等情况而引起的。        
对于因润滑不良造成异响的如变桨轴承、偏航轴承，

需检查变桨轴承润滑情况，如图 5，分别对三支叶片进行手

动变桨，并且一边变桨一边对变桨轴承进行手动注油，确保

轴承润滑充分，然后以不同速度对叶片全行程变桨，观察轴

承是否还存在异响。

而主轴轴承是风电机组非常重要的部件，是风力载荷的

支撑点，其状态好坏直接影响到风电机组正常运行，且损坏

后更换非常麻烦，所以对于主轴轴承要特别关注。如果该部

位出现上述异常响声时，在轮毂与机舱连接处容易听清，因

为轴承无法直接观察，还可通过其他间接的方式进行判断：

主轴轴承是否出现温升过高现象。

此处是否有异常振动。

轴承部位油脂检查：一般颜色为浅黄色较正常，用

白纸检查油脂里是否含有硬块、金属粉末等异物，如图 6。

轴承有否异常窜位检查：测量动静油封端面尺寸，

如图 7，判断与设计值的差别。如果是风电机组在运行过程

中，传动链逐渐向后移位，会加速主轴轴承的损坏。

将轴承的静止端盖油封拆卸，如图 8，对轴承内部的

滚柱、滚道进行粗略检查，看有否出现磨损、剥落、裂纹等异常。                                              
从以上几个方面综合分析，可判断轴承是否受损。

主轴轴承受损初期出现的比较清脆的金属磕碰声，是

因为当保持架出现变形，轴承的挡边与滚子端面的间隙消失

后，滚子的长度总是存在加工偏差，于是总有某个滚子比其

他滚子长。在轴承受到轴向力时，该长滚子的两端承受较大

作用力，从而引起异响。由于风速风向的不稳定，加上轴承

的上下半圈受力不等，这种异响有时有规律，有时无规律。

该种异响是由于轴承质量、润滑不良、初次装配不当、

本身结构所导致，所以不易排除，只能通过改善润滑、保证

传动链力矩正常来观察能否消除异响，如果严重的话只有更

换主轴轴承。

（五）主齿轮箱

主齿轮箱润滑方式为稀油润滑，如果齿箱内发出不是

轴承转动、齿轮啮合的正常声音，一般情况是内部的轴承、

齿轮失效造成。

①轴承引起：如发现有上述异常声响，则可通过开盖

目视或内窥镜检查齿箱内部，是否出现轴承内外圈跑圈、滚

子破裂、挡圈边缘破损、保持架损坏等现象。

②齿轮失效引起冲击：当齿轮出现点蚀、齿面剥落、

凹坑、齿面异物压痕、齿面变形、齿部碎裂、断齿、过热烧

坏等，均可很直观发现，那么这些异常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异

图5 变桨轴承手动加注油脂

图7 主轴轴承装配图            图8 主轴轴承滚道检查

图6 主轴轴承开盖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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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需立即进行更换处理。

出现这些异常原因有：润滑不良、润滑系统维护不当，

制造质量、装配质量差，瞬间冲击载荷，轴系不对中，传动

链力矩异常，弹性支撑、联轴器损坏等等。                                   
③润滑油泵引起：如果该处发出刺耳的噪声，需检查、

排除整个润滑管路系统的空气；检查吸油处滤网是否堵塞；

油泵联轴节是否有损坏等。                                   
④齿面微小缺陷：还有一种异响，其声音类似“铛铛”声，

声音较大、连续。开盖检查不易发现明显缺陷，但通过仔细

检查会发现个别齿面有如图 9 所示情况。这种痕迹有凹陷，

但很难用手触摸感觉出来。痕迹方向与齿向有一定夹角，在

齿高方向分布有大半以上。当该齿啮合时，由于渐开线被破

坏、此点出现瞬间周节突变，不能平稳啮合造成冲击、产生

异响，当载荷越大、转速越高时响声就越大。这种情况一般

出现在中速轴和输出轴齿轮上的个别齿部。

（六）发电机部分

该部分在工作时，声音很大、很杂，若出现异响，一般很

难辨别清楚，需对比好坏两种状态下的声音。可按两类分析：

①机械故障：如前后轴承有受损、内部支架断裂损坏、

定转子摩擦等。需打开端盖进一步检查，如果是轴承原因

可通过改善轴承润滑来减弱异响。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有：

电机轴制造精度差，轴承装配精度不够、轴承质量差，润

滑不良、电腐蚀等。从使用维护上需重点恢复完好润滑系统、

接地系统。

②电气故障：发电机若出现绕组局部短路，或三相不

平衡，也会导致异响，需利用专业仪器做一些检测判断，并

相应处理。

（七）偏航系统

风电机组偏航及制动系统，启停比较频繁，也是很容

易出现异常响声的部位：

① 刹车盘精度差：当刹车盘表面精度即粗糙度和平面

度不达要求时，会出现轻微振动导致异响。

②刹车器安装精度差：安装时偏航刹车器中心不与偏

航刹车盘中心一致，会导致刹车片偏磨，产生异响，这时必

须用调整垫片来调整两个中心一致来消除异响；

偏航时，刹车片被卡住，摩擦力过大造成异响。判断

方法：将残压泄至零，用螺丝刀能否撬动每个刹车片，如果

不能则需检查刹车器的挡块、活塞等。

③液压系统问题：检查偏航残压值，对于 1.5MW 风电

机组偏航残压设计值为 15bar±1bar，如果残压过大会发出

尖锐的啸叫声，则需重新调整至要求；如果液压站管路里存

在空气，也会造成冲击异响。通过拆卸最后一个刹车器油管，

短时间打压排气，或者通过多次打开解缆阀排气解决问题。

④紧固件松动：异常响动周期性发生，发出咚咚的搓

动声音，声音发出时用手接触主机架振动较短，需按要求对

制动器进行力矩检查。

⑤维护不当造成：刹车盘表面不清洁，存在油脂、积

屑或磨损粉末太多，排泄不畅，也会诱发异响，需检查和清

理；当刹车片已被全部磨掉，刹车片的钢背直接摩擦到刹车

盘，也会造成异响。应加强维护，及时更换刹车片。

⑥偏航轴承部分，可参考前述轴承部分，若有异响，

可暂时通过补油脂看能否消除。

⑦材质问题：当刹车片材质不合理、制造工艺差、摩

擦系数不匹配时会出现不易消除的啸叫声，就要考虑更换适

合品牌的刹车片。

⑧驱动电机：检查偏航时，电机的旋转方向是否正确，

电机抱闸工作是否正常；如果驱动齿轮与齿圈间隙相差过

大，电机负载不平衡也会发出异响。

⑨齿轮副：当风电机组没有偏航时，如果在偏航齿轮

部位发出较沉闷的金属撞击声，则需检查偏航齿侧间隙，对

于 1.5MW 机组设计值为：0.54mm － 0.98mm。其测试调

整方法类似変桨齿轮，由于塞尺不好操作，可采用压铅法。

结语

当风电机组出现异常响声时，由于很难设置报警环节，

不易被监控和发现；并且其不会影响到机组运转，不被重视。

但是，如果前期不注意采取补救或维护措施，一定时间后

必然会导致大部件损坏，带来更大的损失。通过上述方法，

已在彰武、法库、长寿山、张北绿脑包、莱州等风场解决了

多次未能排查的异响问题。该方案可作为风电场风电机组维

护、排查问题的参考。

（作者单位：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 ） 图9 中速轴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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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面对风能行业机组运维成本过高的问题，风电

场业主和整机厂商都在寻求技术解决方案。该问题的背后包

含了机组部件的工作稳定性差，故障频发，需要经常检修甚

至更换等因素，也包含了在一个风电场内部，需要检修的机

组不能提前预知，经常是机组故障停机之后再去进行故障排

查的被动情况。

如果能利用在线监测系统，实时监控机组的运行情况，

通过监测数据较早评估机组的工作健康状态，可以提前安排

每台机组的检修时间，及时准备备件，合理协调运维计划，

从而减少停机时间，提高发电量，降低风电机组运维成本。

发电机振动和噪声源分析

一、 发电机电磁激励振动噪声

电磁噪声是风电机组的主要噪声之一，在多极数的风

电机组中，电磁噪声显得比较突出。一般情况下随着发电机

功率的增大而增加。电磁噪声与发电机的电磁设计参数密切

相关，如果设计不当，电磁噪声将会十分显著。因此，通过

电磁参数的设计及工艺处理，研究降低电磁噪声的措施是非

常必要的。

二、 机械振动噪声

机械振动噪声主要包括轴承噪声，转子不平衡噪声及

碳刷与集电环摩擦所引起的噪声。

（一）轴承通过振动噪声

滚动轴承由轴承内圈，滚珠，滚珠保持架和轴承外圈

组成。轴承外圈不转动，轴承内圈和转子一起旋转，而滚珠

在轴承内圈的滚道和轴承外圈的滚道及保持架中滚动旋转，

保持架又被滚动旋转着的滚珠带动旋转。因此，轴承内外圈

滚道中的波纹、凹坑、粗糙度，润滑脂质量的优劣和安装误

差均是产生轴承噪声的关键因素。

（二） 转子不平衡引起的振动噪声

高转速电机的转子必须严格地进行动平衡检验，以减

少转子残余不平衡量，转子不平衡噪声的频率等于转子旋转

风电机组在线振动监测技术研究
文／程人杰，王春光，杨洪源

频率。虽然频率不高，一般在 400Hz 以下，但由于引起电

机振动，从而使各部分的噪声增大。当转子的动平衡精度达

到 G2.5 级时，转子不平衡所引起的噪声和振动都能显著得

到改善。

（三） 碳刷与集电环摩擦的振动噪声

由于碳刷压在旋转的集电环上，如果碳刷的材质和集

电环的使用不能匹配，这时碳刷和集电环之间可能会产生气

垫，会产生鸣音。

（四） 通风振动噪声

通风噪声主要由于风扇转动（包括发电机转子风扇，

冷却器风扇，集电环冷却器风扇），使空气流动，撞击，摩

擦而产生。噪声大小决定于风扇的大小，形状。电机转速高

低和风阻风路等情况。

空气噪声的基本频率 fv: fv ＝ N * n/60(Hz)

其中，N －风扇叶片数；n －电机转速（rpm)。
风扇直径越大，噪声越大，减小风扇直径 10%，可以

减少噪声 2dB － 3dB，但随之冷量也会减少。当叶片边缘

与通风室的间隙过小，就会产生笛声。如果叶片形状与风刷

的结构不合理，造成涡流，同样也会产生噪声。由于风扇刚

度不够，受气流撞击时发生振动，也会增加噪声。此外，转

子有凸出部分，也会引起噪声。

声发射与振动测试技术

一、 声发射测试技术

材料中局部区域应力集中，快速释放能量并产生瞬态弹

性波的现象称为声发射（Acoustic Emission，简称 AE), 有时

也称为应力波发射。材料在应力作用下的变形与裂纹扩展，是

结构失效的重要机制。这种直接与变形和断裂机制有关的源，

被称为声发射源。流体泄漏、摩擦、撞击、燃烧等与变形和断

裂机制无直接关系的另一类弹性波源，被称为其它或二次声发

射源。 利用这种“应力波发射”进行的无损检测，具有其他

无损检测方法无法替代的效果。常见声发射设备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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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发射检测过程可以归纳为：从声发射源发出的信号

经介质传播后到达换能器，由换能器接收并输出电信号，根

据这些电信号处理分析对声发射源做出正确的解释。

声发射的产生由于材料中局部区域快速卸载使弹性能

得到释放的结果。如果固体中所有的点在同一时间收到同一

机械力作用，那么这个物体在时间和空间上将同时发生运动

变化，这个物体作为一个整体而运动，这个过程就不会产生

波的过程，只有在局部作用时，物体各部分有速度变化，才

出现波的过程。声发射源快速卸载的时间决定声发射信号的

频谱，卸载时间越短，能量释放速度越快，声发射信号的频

谱扩展的越高。能量释放的速度取决于声发射源的机制。理

论计算表明，不同的材料和不同的声源机构，声发射信号的

频率分量可以从次声频扩展到 50MHz 的超声频。

二、 声发射测试设备

声发射测试设备包括传感器，数据线，数据采集终端，

数据处理软件。由于声发射信号需要对机械部件进行长期不

间断的测试，同时相较于振动信号，有采样频率高等优势，

详细特点对比见表 1。本研究选用美国物理声学公司研发的

声发射测试传感器，该传感器可以同时采集机械结构表面的

振动和声发射信号，详细性能见图 2。

发电机在线监测系统设计

目前常见的风电机组在线监测主要实时监测机组各个

测点的振动信息，并对测试数据进行处理，依据设定的振动

报警阀值来进行机组工作状态分析。本研究力图将机组声

发射 / 振动数据信息与外部工作条件信息（如风速，风向等

SCADA 监测信息）相结合，共同作为振动故障判断的依据。

此方法的优势在于可以区别机组在不同工作状态下的振动

烈度，减少机组振动报警和故障误判的机率。图 3 为本监

表1  声发射信号与振动信号特点对比

声发射 振动

主要频率范围 50kHz-2MHz 1Hz-5kHz

传感器类型 压电式

压电式加速度

电涡流位移

电动式速度

检测对象 缺陷的增长 / 活动 缺陷的存在

影响因素 与作用应力有关 与缺陷的大小，类型有关

检测范围 整体检测 局部检测
图1 声发射测试系统   

图2 声发射/振动一体传感器

测系统工作过程概览。

一、监测系统架构

对于单个风电机组的发电机，在线监测系统设计包括：

声发射 / 振动一体传感器，数据传输线，数据采集终端，数

据处理软件。主要采集传动系统和发电机前后轴承处的声

发射 / 振动信号，发电机的接地电压等信号。

对于某风电场，采用分层的管理架构对每一台机组进

行实时的状态监控和故障诊断。具体风电场监测体系见图 4。
二、监测系统工作原理

本监测系统主要实时测试布置在风电机组发电机前后

轴承座表面的声发射和振动数据。对于声发射数据，通过

时域信号特征参数统计的分析方法记录下每一时刻的测试

结果，在一个较长的监测周期内进行趋势分析，确定发电

机前后轴承的健康状况，提早发现发电机内部损伤。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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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在线监测系统功能概览   

图4 某风电场监测体系

振动数据，通过频域信号处理分析确定振动幅值是否超过相

关标准要求，并结合机组当前工作状态，判断下一步需要进

行的动作 , 该系统工作原理图解详见图 5。
经过对风电机组发电机状态的长期监测，最终形成一

个完整机组部件故障数据库，为进一步采用 FEMA 故障诊

断方案确定发电机故障来源奠定基础。

三、 监测系统数据管理与分析

监测系统的数据处理包括数据管理部分与数据分析程

序，其中数据管理涉及程序管理和权限管理功能，数据分析

程序主要对测试数据进行时域特征参数统计和频域分析处

理，利用分析结果，与相关标准和机组当前工作信息一起，

对机组发电机健康状况进行识别。该系统结构详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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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对风电机组发电机进行实时在线监测，及时掌握发电

机的健康状态，是进行有效运维的前提。本文利用声发射信

图6 监测系统数据处理程序结构图5 监测系统工作原理

号和振动信号监测相结合的方法，设计了风电机组发电机在

线监测系统技术方案，进一步将通过现场试验来评估该系统

的工作可靠性。

（作者单位 ：北京鉴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摄影：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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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GH-BLADED的风电机组风轮
叶片应变分析

文／李磊，苏英霞，杨衎

风电机组风轮叶片是机组重要零部件，不仅能够产生

用于发电的能量，其产生的推力也影响机组的稳定性，所以，

叶片的设计准确性突显得日益重要。对于设计与实测的容许

偏差要求也越来越高，一般的，弯曲挠度为 ±7%，应变为

±10%。为了保证设计与实测的偏差在容许范围内，设计人

员正在寻找一个简单的工程计算方法来保证计算的准确性

和实用性。GH － BLADED 软件是现今世界上较流行的风

电机组设计软件，其结果的准确性在同类软件中名列前茅。

尤其在 BLADED4.0 及以上版本推出以后，叶片的参数精

度有较大提高，依据 Timoshenko 梁理论，允许设计人员

考虑叶片剪切刚度及叶片轴向刚度所带来的影响，从而引导

叶片设计者以及与叶片设计关系紧密的工程师们用一个新

的理念来解读叶片。

本文以 HT24 型号叶片为实例，通过 BLADED 软件

来模拟叶片在测试状态下叶片挠度并通过此数据推导出叶

片的应变量，并与 HT24 型号叶片实测数据进行对比，验

证该方法的准确性。

纯弯曲时，梁横截面的正应力分析

应用弹性范围内的应力－应变关系：σ＝ E * ε，将正

应变分布的数学表达式代入，便得到梁弯曲时横截面上正应

力沿横截面高度分布的数学表达式：

                            
y C y

E ) )v
t

= - =

式中，E 为材料的弹性模量；ρ为中性层的曲率半径，

对一个截面而言，也是一个常数，但是一个待定的量。于是，

C 也是待定的常数：C E
t

= -

上式表明，梁弯曲时，横截面上的正应力沿横截面的

高度方向从中性轴为零开始呈线性分布的。

纯弯曲时，梁的应变分析

叶片是薄壁结构，长宽与铺层厚度的比值较大，故可

采用薄壁杆件结构力学为结构设计理论基础。由于叶片各

剖面的铺层相对于翼型厚度很薄，可以将叶片的各剖面看

作薄壁翼型，假设铺层中的正应力和剪应力沿其厚度均匀

分布。当叶片在受载荷作用发生变形时，横剖面在自身平

面上的投影保持不变，但横剖面沿纵向方向可以自由翘曲。

由翼型截面决定的中空壳体结构在抵抗非平面内剪切力载

荷方面不是很有效的，所以为了保持横剖面的形状，叶片

设有剪切腹板，故假设剖面在小变形情况下是符合实际的

（如图 1 所示）。

OA 和 OB 两线元的长度分别为 OA ＝ dx，OB ＝ dy。

设O点的位移为 u（x,y）和 v（x,y），A点的位移是 u（x+dx,y）

和 v（x+dx,y），B 点的位移是 u（x,y+dy）和 v（x,y+dy）。

根据定义，导出 xy 平面内的应变分量：

                

             
dy

v dy
y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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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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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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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叶片剖面摆振力矩、挥舞力矩和轴向力的合内力

关系，沿整个剖面全部承受正应力的面积进行积分，可得 Z

方向（垂直于截面方向）的轴向力、绕 x 轴和 y 轴（如图 2
所示）回转的弯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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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dA E dA E y dA E x dA1 1
0z z

A AA Ax y

v f
t t

= = + -# ## #

M ydA E ydA E y ydA E x ydA1 1
0x z

A AA Ax y

v f
t t

= = + -# ## #

M xdA E xdA E y xdA E x xdA1 1
0y z

A AA Ax y

v f
t t

= - = - - +# ## #

化简可得：

                        

F EA ES ES1 1
0z

x
x

y
yf

t t
= + -

ES E EIM I1 1
0 x

x
x

y
xx xyf

t t
= + -

M ES EI EI1 1
0

x y
y y xy yyf

t t
= - +-

其中，

Fz 为叶片沿 z 方向的轴向力

σz 为轴向正应力

A 为截面面积

ε0 为截面正应变

E 为截面杨氏模量

X 为距 y 轴的距离

Y 为距 x 轴的距离

图1 梁的应变分析图示

图2 叶片坐标示意图

摄影：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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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加载载荷Flap1叶片变形图

图4 加载载荷Flap2叶片变形图

图5 加载载荷Flap3叶片变形图

ρx 为 x 方向挠度的曲率半径

ρy 为 y 方向挠度的曲率半径

Mx 为截面沿 x 轴的弯矩

My 为截面沿 y 轴的弯矩

Ixx 为截面沿 x 方向的惯性矩

Iyy 为截面沿 y 方向的惯性矩

Ixy 为截面惯性积

从而得到，薄壁翼型的各特征点在外载荷作用下的应变矩阵为

         E
ES

ES
E
EI

ES
EI
EI M

EA
S I

F
M1

1

0

x x

x y

xy

y y

xx

xy 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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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y

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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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 -

-

-

-

f f fp p p

GH － BLADED 叶片变形的实现

通过 blades 模块中 additional mass/inertial 对叶片

进行如表 1 的载荷加载，同时设置叶片的方位角，因叶片

重量产生的弯矩约占该截面加载弯矩的 20% 左右，其产生

的影响应考虑在内。

其中，Flap1 表示挥舞方向压力面到吸力面方向第一

次加载载荷，Flap2 表示挥舞方向压力面到吸力面方向第二

次加载载荷，Flap3 表示挥舞方向吸力面到压力面方向加载

载荷，Edge1 表示摆振方向后缘到前缘方向第一次加载载

荷，Edge1 表示摆振方向后缘到前缘方向第二次加载载荷。

通过计算可以求得叶片变形量（如图 3 －图 7 所示），

通过计算，误差在容许范围之内，满足工程要求。

叶片应变的计算

假设叶片某切面变形的曲率变化量为 R

1

c
，则有

R R
1 1 1

c 0 t
= + ，其中， R0 为原始叶片曲率半径，ρ 为反弯

曲率半径，φ0 为微元所对应的原始角度，φ1 为微元变化角度，

距离中性层距离为 z 处的纵向应变 εz 可以用下式表示：

                   
l
l

R z
z

z

0 0

0 1Tf
{

{ {
= =

-

+
^

^

h

h

由于 R0>>z，则有 φ0 * R0=ρ * φ1 

所以 z zR R
1 1 1

z

0 c

)f
t

= + =c m  

从上述梁的应变分析可得，当物体的位移分量完全确

定时，形变分量即完全确定。下面以计算 Flap1 载荷试验

时切面 14m 处的应变为例，使用 BLADED 软件计算出

表1  叶片试验及计算加载载荷

加载截面 Flap1 Flap2 Flap3 Edge1 Edge2

[m] [kN] [kN] [kN] [kN] [kN]

22.2 5.5 16.8 4.5 1.0 3.8 

18.5 60.9 35.1 10.0 19.0 11.0 

11.0 28.1 0.0 0.0 21.5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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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加载载荷Edge1叶片变形图

图7 加载载荷Edge2叶片变形图

表2  叶片叶尖变形量试验与计算对比

　
叶根弯矩 实测变形 计算变形 比较

[kNm] [m] [m] [-]

Flap1 1527 -2.0 -2.0 0.8%

Flap2 1003 -1.9 -2.0 2.5%

Flap3 278 -0.5 -0.5 5.8%

Edge1 597 -0.2 -0.2 1.3%

Edge2 280 -0.1 -0.1 -3.8%

表3  计算应变与实测应变的比较

计算值 测试值
计算与实测值的比较

[µs] [µs]

1813 1949 -7.0%

2597 2761 -5.9%

13.995m，14m，14.005m 处的叶片变形量，以此三点做圆，

求出曲率半径 65.071m，贴应变片的位置距中性面的距离

乘以曲率即为此位置的应变。

从而可以计算，在此切面中间位置，中性面距工作面

距离为 0.118m，应变即为 1813μs，中性面距非工作面为

0.169m，此处应变即为 2597μs, 其中 μs=10-6。

结论

本文针对风电机组风轮叶片的设计进行了一些探索，为

叶片的挠度与应变的计算找到了一种较为普遍的算法。本文

使用 GH － Bladed 软件进行挠度计算，依据经典应变理论

计算出叶片的应变，在此基础上，计算结果与 HT24 型号叶

片试验结果进行对比，结果表明本文的方法是有效的。

（作者单位：李磊、苏英霞：中航惠腾风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杨衎：

广东粤电湛江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摄影：青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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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机组模态测试和数据分析方法探讨
文／蔡继峰，王丹丹，黄宇同，孙少华

近年来，随着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等问题日渐突出，

风能作为一种可再生的清洁能源越来越受到重视。目前，

我国风电装机总量位居世界第一，新增装机容量稳中有降，

风电事业已进入稳步发展时期。由于风力发电技术的发展，

风电机组单机容量已经步入多兆瓦级并国产化后广泛投入

到风电场中使用。叶片作为兆瓦级风电机组中核心部件其长

度已达几十米且结构复杂，传动链以及塔筒等关键部件尺寸

也随之增加，通过试验测试风电机组相关部件的固有频率难

度随之增加，且在此基础上能够消除测试中干扰因素以及提

高模态识别精度显得更为重要。目前，模态测试主要部位为

叶片、传动链和塔架，通常的测量是在相应的位置粘贴应变

片，然后进行时序信号的采集，最后通过信号分析，来获取

相应位置的模态频率。但是目前直接进行时序信号的频谱分

析时，常会出现多个峰值将真正的模态频率淹没其中，或者

没有峰值造成无法辨识真正的模态频率，如图 1 所示。本

文在通过大量实践后，结合数据分析经验，给出了一套能较

为有效的辨识真正模态频率测试和数据分析方法。

频谱分析方法简介

本文采用的是 MATLAB 软件平台下的 MCPSDE 方

法（Modified Covariance Power Spectral Density 
Estimation），相比简单的 FFT 变换，该方法会额外进行

修正滤波，以减少频域分析结果曲线的毛刺，对比结果见图

2，使用该方法时需要输入用以进行 FFT 变换的样本点数

和滤波的阶数。

        

基于机组状态的模态测试方案选择

单纯使用 MCPSDE 方法，依然会出现真正的模态频

率被其它信号所淹没，无法区分的情况。这就需要对测试时

图1 叶片正常运行挥舞信号FFT变换谱线图

Frequency (Hz)

dB

图2 MCPSDE方法与FFT方法结果比对

Frequency (Hz)

dB

a FFT 

Frequency (Hz)

dB

b MCPS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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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组状态进行选择，让待分析的模态在该机组状态下能量

成分相对较高。例如：叶片挥舞方向在正常运行下，模态能

量成分相比其它成分并不明显，而在空转时则相对较高，如

图 3 所示。因此，当需要进行叶片挥舞频率的测试时，应

选择机组在空转时的进行测试和分析。

图3 正常运行和空转下叶片挥舞方向的频谱结果比对

Frequency (Hz)

dB

a 正常运行 

Frequency (Hz)

dB

b 空转

经过对大量的机组模态分析经验归纳，各个部位的模

态频率测量推荐机组状态见表 1。
表 1 的结果虽然是从实测经验归纳而来，但结合理论

分析也能找到相关原因：

a：传动链模态适宜在停机过程中测试，因为停机过程

摄影：竹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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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quency (Hz)

dB

a 叶片挥舞模态频谱图（空转）

Frequency (Hz)

dB

c 传动链模态频谱图（急停） 

Frequency (Hz)

dB

b 叶片摆振模态频谱图（正常运行）

Frequency (Hz)

dB

d 塔架前后模态频谱图（急停）

Frequency (Hz)

dB

e 塔架左右模态频谱图（急停）

图4 推荐机组状态下的各部位频谱图（a-e）

对传动链有较大的冲击，引起传动链较大的振动，使模态能

量成分较高。

b：塔架模态不适宜在正常运行中测试，因为在正常运

行时风轮的 3P 分量会传递给塔架，影响塔架模态分析，而

在停机过程和空转下则无该影响。

c：叶片模态测试，在空转时桨距角在 90 度附近，加

上没有机组运行带来的影响，叶片挥舞方向的振动可以在空

表1  风电机组各部位模态分析推荐机组状态表

模态类型 适宜状态

叶片挥舞 空转

叶片摆振 正常运行

传动链 停机过程

塔架前后 停机过程、空转

塔架左右 停机过程、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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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时很好的被凸显，而对于叶片摆振方向的振动，则在桨距

角 0 度附近的时候才能较好的体现，所以选择正常运行状

态进行叶片摆振模态的测试。

某机组实测数据分析处理结果

按上述推荐方法，对某机组的模态测试数据进行分析

可以看出，被测机组的各个部位的模态频率，通过该方法可

以很好在频谱图中得以表现。

摄影：冒洪生

结论

本文通过合理的理论分析结合实践经验，给出风电机

组不同部位的模态测试时优选的机组状态，结合优化的数据

分析处理方法，给出一套风电机组模态测试和数据分析方

案。并且以某机组为例，使用该方法进行模态测试和数据分

析，其结果表明该方法下待测频率的能量峰值突出，能进行

很好模态频率的辨识。

（作者单位 ：北京鉴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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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是空气动力学与仿生学相结合的产物。自适应

蝙蝠裙叶片设计优化了翼型，前沿是刚性的（承受弯力、保

持翼型等）；后沿是柔性蝙蝠裙，有一定的适应全风速（不

同风速）的能力。能有效提高全风速风能利用系数（大型风

电机组 10% －小型风电机组 19%）；减小切入风速，扩展

风电利用地域；高效利用电能，降低风电成本（大型风电机

组 9%，小型风电机组 16%）。

输出功率全风速提高，小风提高幅度大

（一）自适应蝙蝠裙叶片功率提高百分比

在风轮直径、叶片数、风速相同条件下，在对比样机

广州世佳 AN － FD400W 风电机组（见图 1）换上蝙蝠裙

叶片后，功率提高百分比如下：

二级风（3.3m/s，这是大部分地区常有的风速）以下

累计功率提高 92％；三级风（微风 5.4m/s）以下累计功率

提高 34％；

四级风（7.9m/s）以下累计功率提高 19％（详见表 1）。

由于所有风电机组在四级风以上，风能利用系数 Cp 下降、

风速在 12m/s － 14m/s 以上开始限制功率保护风电机组不

损坏。因此在 4 级风以上蝙蝠裙叶片至少不会比同直径和

同叶片数的风轮功率小。

应该说明的是，虽然风速测量值可能误差较大，会对

Cp 有影响，但不影响与对比样机功率对比百分数。

（二）自适应蝙蝠裙叶片年发电累计时间长

该叶片即充分利用了经常有的小风；对偶尔遇到大风

发电效率也有提高（详见图 2、图 3），年发电量大，发电

成本大幅降低。据中国西北风场统计：其风电机组每年平均

发电天数只有 111 天。使用本发明的风电机组，由于发电

切入风速小（见表 1）、风能利用系数Cp增加较多（见图 3），
同样风场条件下该发明叶片风电机组每年可发电约200天。

（三）自适应蝙蝠裙叶片使用地域广

现大型风场的标准是年平均风速不低于 6m/s, 只有中

自适应蝙蝠裙叶片研发进展 
文／何立武

国西北、东北少数地区接近要求，风场难找；使用本发明的

风电机组，由于发电切入风速小（见表 1）、风能利用系数

Cp 高（见图 3），有可能在全国 40％－ 50％的地区使用，

最大限度地利用各地小风风能。

从宏观上看，假设在风电机组功率相同的条件下，全

国年风力发电总量和风电机组数量成正比；和年平均发电时

间成正比。由此看来，本发明既能提高全国风电机组装机数

量和地域，又能提高年平均发电时间，能有效地提高全国年

风力发电总量。

（四）本发明是空气动力学与仿生学相结合的产物。

该设计也可用于飞机机翼、舰艇螺旋桨外形设计，能提高效

率、减小噪音，前景广阔。

目前叶片存在的主要问题及采用自适应蝙蝠
裙设计的理由

（一）现有风电机组存在问题

“小风”不转；刚转不发电；刚发电时功率小；“大风”

图1 广州世佳AN-FD400W样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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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功率、转速、风能利用系数对比表  

序号
离风源
距离

（m）

风源电
源电压
（V）

风速（m/s） 
风功率

Ｗ风

自适应蝙蝠裙叶片
+AN-FD400W

广州世佳对比样机
AN-FD400W 功率比

蝙蝠 / 对比
样机

转速比
蝙蝠 / 对比

样机

按风速级别功率比
蝙蝠 / 对比样机

样速 实测
风能系数
Cp（％）

功率
（W）

风能系数
Cp（％）

功率
（W）

1 0.5 120 2.2 3.4 11.5 21 2.4 0 0 286/ 262

2 0.5 125 2.5 3.75 16.9 41 7.0 14 2.4 2.91 291/279

3 0.5 130 2.7 4.2 21.3 45 9.6 21.6 4.6 2.09 295/ 278

4 0.5 140 3.2 4.6 35.5 47 16.7 33 11.6 1.44 302/ 287 35.7/18.6 ﹦ 1.92

5 0.5 150 3.6 4.9 50.5 47 23.8 37 18.8 1.27 308/ 296

6 0.5 160 4.0 5.1 69.3 45 31.5 36 24.8 1.27 316/ 303

7 0.5 170 4.4 5.4 92 44 40.4 34 30.9 1.31 322/ 310

8 0.5 180 4.6 5.75 105 43 44.8 36 38.4 1.17 329/ 307 176/131.5 ﹦ 1.34

9 0.5 190 4.9 6.0 127 40 51.4 32 40.9 1.26 338/ 323

10 0.5 200 5.2 6.1 152 37 56.8 30 45.9 1.24 343/ 327

11 0.5 210 5.5 6.2 180 33 59.7 28 51.0 1.17 349/ 333

12 0.5 220 5.8 6.3 211 31 65.0 27 56.1 1.16 352/ 336

13 0.5 230 6.0 6.4 233 30 67.4 26 61.2 1.10 357/ 341

14 0.5 240 6.2 6.45 257 27 70.2 25 63.9 1.10 358/ 343

15 0.5 250 6.4 6.5 283 26 73.0 23 63.9 1.14 362/ 345

16 0.5 260 6.55 6.55 304 25 75.8 22 66.4 1.14 365/ 348

17 0.5 270 6.7 6.6 325 24 78.4 21 68.8 1.14 367/ 349

18 0.5 290 6.85 6.85 347 24 83.8 21 71.6 1.17 371/ 352

19 0.5 300 7.0 7.1 371 23 83.8 19 71.6 1.17 371/ 353 941/793﹦1.187

时间 地点 气温 气压 大气密度 相对密度

2012.03.05 绿加力公司 5℃ 100700pa

注：1. 二级风（3.3 米 / 秒）以下蝙蝠风轮功率之和是对比样机功率之和的 1.92 倍（直径相同、风速相同）；同样条件，三级风（5.4 米 /
秒）以下是 1.34 倍；四级风（7.9 米 / 秒）以下是 1.19 倍。
2.“样速”即通过样机实测功率在工厂功率—风速曲线查得的风速；将样机风速与实测风速对比，即校正了实测风速。

图2 蝙蝠叶片和样机叶片功率曲线

图3 两种叶片在同一种机组上风
能利用系数随风速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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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不常见。以北京为例：每年只有约 3天－ 4天 6级风（10.8 
m/s － 13.8m/s，这是现有风电机组额定功率对应的风速），

累计仅约 40h，仅占全年 0.46%，每年发电量不多。北京年

平均风速约 2.1m/s － 2.3m/s，现有风电机组均不适合在北

京使用。现有风电机组往往额定功率很大，即使在西北、东

北地区，年平均发电功率也很小，大多亏损。年平均发电功

率主要和年平均风速密切相关。年发电量与年平均发电功率

成正比，与额定功率反差很大。图 4、图 5 是按文献给出的

数据绘出的 2 条曲线，其年平均风速约 3.7m/s，比北京高

得多。

从第 1 条曲线可以看出，小风虽然单位面积功率（功

率密度）小，但年累计时间长，年累计风能并不小；大风单

位面积功率大，但年累计时间短，年累计风能并不大。

从年单位面积风能总量看，第 2 条曲线给出：2.5 m/s
和 15 m/s、4 m/s 和 12 m/s 年单位面积年风能总量是相同

的。因此按设计点（8 m/s）和额定功率风速（12 m/s －
13 m/s）设计的风电机组在大多地区使用是不合理的。就

图4 某地同一风速时间占全年比例随风速变化曲线

图5 某地每年每平方米风能量随风速变化曲线

像鸟儿可以用不同的速度飞行一样，用本发明设计叶片，

既适应年平均风速小的地区，又兼顾了年平均风速大的地

区，以适合多数地区使用。提高年发电总量、并降低成本

才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二）现有的刚性叶片有先天不足

主要表现：一是刚性叶片减小切入风速与增大大风风

能利用系数 Cp（风电机组功率与相应风功率之比）是一对

矛盾。如小型风电机组起动风速较低，但大风风能利用系数

小，损失了大风能量。大型风电机组大风风能利用系数较大，

但切入风速大（3.5 m/s – 4.0 m/s ），损失了小风能量。虽

然大型风电机组可通过增大叶片桨矩的办法降低起动风速，

但风轮转速上不去，不能发电。必需在恢复桨矩后，风轮转

速才能在切入风速时达到发电转速。

二是刚性叶片的升力无法用增加宽度的办法提高。和

机翼、直升机旋翼一样风电叶片追求大展弦（相当于长宽）

比提高升阻比。如用增加弦长的方法增加叶片升力，但阻力

增加得更快，升阻比反而下降是不利的。因此，风电机组为

增加功率风轮直径越来越大，塔架越来越高 , 带来诸多问题。

为解决上述两个问题，我们应该向经过多少亿年进化

而来的蝙蝠、鸟类学习。蝙蝠、鸟类翅膀展弦比小，能在较

大的速度范围内林中飞行，能耗低、效率高。蝙蝠、鸟类在

翅膀比较宽（展弦比小）的条件下飞行水平这么高，其关键

是它们的翅膀是柔性的，能在展弦比较小的条件下获得较高

的升阻比。

笔者以为，目前只有用自适应蝙蝠裙方法设计叶片才

能实现：大风功率能增加，小风功率增加得更多，具有一定

的全风速高效发电能力。

当前工作目标

（1）优选合作伙伴；

（2）改进现有叶片，提高发电效率 ;
（3）针对新风电机组，设计高效叶片；

（4）进一步完善自适应蝙蝠裙叶片，进一步提高风能

利用系数 Cp，并使 Cp 曲线更加平坦。

（作者单位 ：总参陆航部装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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