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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From The Editor

谈外资企业与行业生态

在中国风电三十年发展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外资企业都是中国风电市场中的主角，也为初期产业发展奠

定了基础，做出了贡献。数据显示，2003年外资整机制造企业占有中国市场份额的86%，但在10年后的2013年，

其市场份额缩减到了 5.84%。2008 年，按当年新增装机容量排序，前 5 名整机企业中有 2 家外资企业，而到

了 2013 年，没有一家外资整机企业进入当年新增装机前 10 名。作为“后起之秀”的中国本土风电整机企业

成为中国风电市场的绝对主力，外资企业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外资企业在抱怨市场规则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出现今天的局面也有其自身的原因。一是其产品型谱较为

单一，按照欧洲环境标准设计制造的风电机组已无法满足中国风电细分市场的个性化需求。近些年中国整机

商纷纷推出针对中国环境气候特点的低风速、高海拔、抗低温、抗台风等多种细分产品，获得了不错的市场

效果。而外资整机商虽然在国外市场的产品序列普遍能够满足需求，但在中国风电市场中，对特色机型的投

放步伐明显慢于国内企业。二是在大功率风电机组产品的投放上，仍落后于国内企业的速度。据中国风能协

会统计数据显示，2013 年，来自在华外资风电整机企业的产品，在全国百千瓦级风电机组新增装机容量中占

67.25%，在兆瓦级机组中占 6.01%，在多兆瓦级机组中的占比为零。三是外资整机产品在价格上竞争不过中

国本土品牌。目前外资机组价格约比国产机组价格高出 5% 左右，对于设备投资占比高的风电开发建设而言，

这是一笔可观的数目。虽然曾经凭借在技术、设计、经验等方面拥有较大的品牌溢价能力，但近些年来中国

整机商的进步有目共睹，很多方面已经达到甚至超过外资产品。因此，在设备还未完成一个寿命周期，难以

完整体现其可靠性和度电成本之前，业主更倾向于选择带有一些争议性质的“性价比”。这些原因，连同外

资企业宁肯丢单也不屈就合同方的“霸王条款”的坚持原则的行为，都使其市场处境越发被动。

目前，虽然有些外资整机企业收缩了在中国市场的业务，但更多的还是选择了坚守。维斯塔斯等大型外

资企业，在做中国市场布局时就已经考虑了将产品销往中国以外的亚太市场的产能设计，所以即使目前来自

中国市场的订单不多，但谁也不会轻易放弃这个全球最大的风电市场，尤其是对深耕中国近三十年的外资企

业，更是如此。反过来讲，以国外产品技术为发端的中国风电产业，如果在短短数年之内就将所有外资品牌

从国内市场中挤压出去，既是不现实的，也是不明智的。一个公平、开放、竞争的市场应该是“内外兼修”

的和谐系统，外资企业对于中国风电市场的价值，可以从“术”和“道”两个层面来理解。首先是“术”，

即在技术和管理上可供中国企业学习借鉴的价值。尽管核心技术竞争力是不会因为同处一个市场就能轻易习

得的，但外资企业的优化管理以及对上游供应链的要求培育，则有益于中国风电市场的所有参与者。其次是

“道”，即以诚信为基础的商业道德，以尊重为前提的世道人心。而这也恰恰是中国企业最该学习的地方，看

“百年老店”如何通过对核心价值的坚守做到基业常青，看其如何以科学为本的精神做前瞻性的巨大投入。“术”

的灵通转圜和“道”的顽强坚持，成就了伟大公司，也将涉世之初的市场投机者度化为有底线意识的企业人

格体。中国企业应善于从竞争对手身上看到自己的不足，取长补短。如此，公平的游戏规则更容易建立，竞

争的市场机制也能更好的运行，行业生态将更加和谐健康。对中外风电企业的相处之道而言，莎翁笔下的“Live 

and let live”（宽容与共存）很合适，这既是一种哲学思想，更是一种商业逻辑。

文 | 秦海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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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能源局网站的消息，2014

年上半年，全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 632

万千瓦，累计并网容量 8277 万千瓦，

同比增长 23%；风电上网电量 767 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8.8%；全国风电弃风

电量 72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35.8 亿千

瓦时；风电平均利用小时数 979 小时，

同比下降 113 小时；全国平均弃风率

8.5%，同比下降 5.14 个百分点。

其中，西北地区的新增并网容量最

高，达到 223.15 万千瓦。东北地区的

弃风率最高，达到 11.71%，1-6 月，

东北地区上网电量为 171.5 亿千瓦时，

弃风电量却达到了 23.09 亿千瓦时；

华北地区的弃风率仅次于东北地区，为

9.71%，弃风电量达到 31.03 亿千瓦时。

华南地区的消纳水平明显好于其他区

域，弃风电量仅为 0.58 亿千瓦时，弃风

率为 0.86%，风电利用小时数也比全国

平均水平高出 200 小时。

2014 年上半年，新增并网容量较

多的省份是新疆（139 万千瓦）、山西（66

万千瓦）、山东（60 万千瓦）。风电平均

利用小时数较高的省份是云南（1681 小

时）、天津（1332 小时）、四川（1294

小时），平均利用小时较低的省份是贵州

（840 小时）、黑龙江（832 小时）、吉

林（727 小时）。

2014年上半年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632万千瓦

【短评】 总体而言，2014 年上半年，全国风电发展延续了去

年复苏的态势，风电新增并网容量和风电上网电量都呈同比增长。

而且，全国平均弃风率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5.14%，这也说明风电弃

风消纳问题也进一步好转。但是，由于今年上半年风能资源普遍

不是太好，导致了全国风电利用小时数普遍下降，除了华南地区

风电利用小时数同比上升了 16 个小时，其他地区均有所下降，全

国风电平均利用小时数仅为 979，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113 小时。不

过，从当前的其他数据来看，并结合往年经验，2014 年我国风电

发展应该有更好地表现，市场各方面的情况也会持续好转。

地区
新增

并网容量
（万千瓦）

累计
并网容量
（万千瓦）

上网电量
（亿千瓦时）

弃风电量
（亿千瓦时）

弃风率
（%）

利用小时数
（小时）

同比
(小时)

华北地区 158.96 2892.34 284.64 31.03 9.71 1030 -51

东北地区 78.52 2159.34 171.5 23.09 11.71 829 -170

华东地区 60.65 584 61.52 　 　 1122 -22

华中地区 35.57 181.75 16.55 　 　 973 -95

西北地区 223.15 1816.73 166.14 17.55 9.40 955 -97

华南地区 75.21 642.45 66.54 0.58 0.86 1185 16

总计 632.06 8276.61 766.89 72.25 8.50 979 -113

   注：数据统计口径为各电网公司调度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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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7 月 18 日 15 时 30 分前

后，41 年来登陆华南的最强台风——第

9号台风“威马逊”正面登陆海南省文

昌市翁田镇，并迅速移入广东湛江、广

西北部湾等地区，当日 19 时 30 分前后

在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再次登陆时，最大

风力仍达到 17 级，风速达 65 米／秒，

最低气压 910 百帕，风速和最低气压两

个代表台风强度的指标，都超过广东有

台风记录以来的极值。

据悉，在此次超强台风经过区域，

不少国内外知名风电机组制造商的机组

出现倒塌、塔架屈曲折断、叶片断裂掉

落和机舱爆炸等严重事故，给业主和制

造商造成很大损失。相比之下，采用明

阳机组的海南东方感城风电场、雷州东

里风电场和湛江洋前徐闻风电场所在地

均遭受“威马逊”正面袭击。台风过后，

明阳制造的超过 200 台抗台风型机组、

包括SCD3.0MW海上机组，全部完好无

损，截至 19 日 12 时，除洋前徐闻风电

场地区因电网损坏外全部投入运行发电。

2007 年 8月 16 日，中国第一台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1.5MW 抗台风型风

电机组在明阳风电集团成功下线，该款

机组在载荷与强度设计、电气控制策略、

塔架与基础设计、叶片设计方面均考虑

了抗台风技术。此外，风电场也采用先

进的抗台风管理模式，确保风电场机组

优越的抗台风性能。

明阳机组经受41年来
华南最强台风“威马逊”袭击

【短评】据悉，湛江徐闻风电场的明阳 SCD3.0MW-110 机

型是此次抗台风中的“新星”，该机组具备两大法宝 ：超紧凑

传动链设计和二叶片设计。超紧凑传动链设计确保机舱重量减

轻和载荷传递路径短，载荷从风轮传递至主轴承、传动链、偏

航系统、塔架和基础，同时机舱系统重心位于上风向，台风工

况中有利于抵消部分台风产生的弯矩。独特的两叶片设计在台

风工况下将叶片置于水平状态，可大大降低载荷，并无须配备

偏航后备电源来应对台风工况。此外，采用 CFD 技术对机舱

外形进行空气动力学优化和独特的抗台风控制模式更使得 SCD

机型在抗台中具备独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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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江苏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
审批简政落实情况

发布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
甘肃监管情况报告

2014 年 7 月 7 日，国家能源局在对江苏省可再生能源发

电项目采取驻点监管工作后，发布了《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审

批简政放权落实情况驻点江苏监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一是反映了江苏可再生能源发电产业基本情况、

江苏省级及市级以下层面简政放权总体落实情况；二是对各相

关部门和企业在贯彻执行简政放权措施和国家可再生能源发电

产业政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三是针对存在

的问题，提出了增强简政放权的协同性与系统性、推进核准计

划实施、完善电价补贴相关政策和工作机制、优化接网办理流程、

建立机制强化简政放权后续监管等意见。《报告》显示，简政放

权后有关行政流程的规范性和协调性不够，导致部分地区出现

业主因无“路条”而无法办理国土、规划等手续的现象。同时，

风电项目核准计划完成率偏低，反映了地方风电整体规划意识

不够、项目建设与实际执行差距大的问题；也出现了一些可再

生能源发电企业提前开工、违规建设的现象。此外，可再生能

源相关财税政策不完善、可再生能源电力接网办理流程复杂等

问题还有待改进。

2014 年 7月 18 日，国家能源局网站发布消息，下发了《可

再生能源发电并网驻点甘肃监管报告》（简称《报告》），在肯定

甘肃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方面近两年所取得成绩的同时，《报

告》指出目前甘肃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存在六个方面的主要问

题：一是早期风电建设缺乏统筹规划；二是电源、电网建设配

套衔接不够；三是存在弃风、弃光现象；四是可再生能源电价

补贴不到位；五是电网企业办理接入系统、并网验收工作不完善；

六是“三公”调度执行不够公开透明。

《报告》针对这些问题，按照不同情况，分别从政策建议

和督促企业整改等角度提出了监管意见。一是加强可再生能源

规划与能源总体规划、电力规划的

统筹协调；二是推进甘肃外送通道

建设；三是提高可再生能源消纳能

力；四是完善可再生能源产业政策

和管理规定；五是规范电网企业办

理接入并网工作流程；六是电网企

业应当严格执行“三公”调度。

国家能源局 

2014.7.7 2014.7.18
江
苏

甘
肃

近日，国家能源局网站发布通知，下发 2014 年第一批能源领域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共计 627 项），其中涉及风

电产业的标准制（修）订计划共 38项 , 主要分为风电工程建设、方法、产品和管理等 4类标准。

2014年第一批风电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名单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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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东北能源监管局五项措施保障2014年风电消纳

陕西省分散式风电项目由市级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由于受风力资源及供热因素影响，2014 年 1-5 月，东北地区风电发电形势不容乐观。为切实保障区域内 2014 年风电

消纳，东北能源监管局下发通知要求电网企业、特别是电力调度交易机构充分认识风电消纳工作的重要性，多措并举、着

力保障风电消纳。

一是严格落实《东北区域风电节能调度监管暂行办法》和火电最小运行方式管理制度，优化风电并网运行和调度管理，

原则上除供热期外不得限制风电发电，在供热期和低谷时段要为风电创造上网空间，努力提高风电发电利用小时数；二是

各级调度部门通过开展富裕风电送华北交易拓展风电外送消纳空间，要保障风电交易电量中 20 亿千瓦时增量的切实调出；

三是确保风电发电预测列入发电计划和电力电量平衡中，水电较去年大发期减发的上网电量及用户侧新增加的用电量空间

要优先让风电调出；四是积极贯彻执行新的《东北电力辅助服务调峰市场监管办法》，加快系统平台建设，及时研究解决运

行中的问题，探索推进风火替代交易和核火替代交易；五是深入分析、研究并提出解决吉林省、内蒙古东部呼伦贝尔和兴

安盟地区的风电消纳方案。

2014 年 7月 4日，陕西省政府下发《陕西省政府核准的投资项

目目录（2014 年本）》，对农业水利、能源、交通运输、信息产业、

原材料、机械制造、轻工、高新技术、城建、社会事业、金融、外商

投资和境外投资等领域的项目投资核准要求做了详细规定。

2014 年 7 月 6 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开始为期三天的访华行程，中德双方在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技术领域的合作依

然是此次访华的重要议题之一。

中德两国都致力于结构改革，这将为经贸合作“升级”提供原动力。将中国的“新四化”——城镇化、工业化、农业

化和信息化与德国力推的“工业 4.0”战略相结合，双方这次有望在节能环保、交通、高端制造业、新技术、新能源、新材

料等领域找到新的合作平台。

中德加强可再生能源领域合作

在风电场投资方面，规定分散式接入风电

和总装机容量 1 万千瓦以下项目由市级政府

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其余项目由省政府投资主

管部门核准。

2000 年

中德确定加强新

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的开发与利用

2004 年

可再生能源与能

源效率被确定为

两国合作重点

2005 年

两国合作举办

世界可再生能

源大会

2009 年

能源、环境技

术和循环经济

等领域的合作

继续扩大

2010 年

建立能源和环境

合作伙伴关系，

推动在可再生能

源领域的合作与

应用示范

2011 年

首轮中德政府

磋 商 特 别 强

调，能源领域

具有极大的合

作潜力

2012 年

第二轮中德政

府磋商，继续

加强新能源等

领域的合作

2013 年

着力提高能效和

发 展 可 再 生 能

源，包括电动汽

车示范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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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7 月 19 日，海装风电第三个自建风电场——山西昔

阳斯能 200 兆瓦风电项目奠基仪式隆重举行。昔阳斯能 200 兆瓦风

电项目由海装风电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即中船海装（北京）新能源投

资有限公司与上海斯能投资有限公司合作共建，总投资为 15.6 亿

元，计划吊装 100 台“海装造”2兆瓦风电机组，产生电量将接入

国家电网，年上网电量达 5亿千瓦时。该项目计划生产经营目标是

到 2014 年年底“确保 100 兆瓦、力争 200 兆瓦”并网发电。

近日，德国赛米控公司推出用于 17mm模块、采用新一代 ASIC 的 SKYPER12 直接压接驱动器。该驱动器易组装，电

气性能稳定且使用寿命长，它被直接压在 IGBT 模块上，无需适配板、电缆接头以及相关的组件和焊接工艺成本。

该驱动器比现有的即插即用解决方案减少了 30%的组件，降低了单个组件的故障率，在满负荷下可实现 5百万小时

的MTBF（按照 SN29500 标准的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新一代混合信号 ASIC 实现了高度集成。ASIC 芯片组包含了电源、保护和控制功能，并且外部组件能够确保最佳的散

热。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可靠性。得益于短脉冲抑制和接口接地的概念，SKYPER 系列产品实现了良好的 EMC( 电磁兼容

性 ) 稳定性。采用方波信号传输，SKYPER12 甚至可以在高 dU/dt 下实现无错误开关。该混合信号 ASIC 在整个温度范围内

以稳定的方式运行，无传输时间差异。

SKYPER12 无凸出地安装在 17 mm压接式模块上，安全地控制着峰值电流高达 15 A、直流母线电压高达 1200V 的模

块。软关断功能和 VCE监控功能能够在发生短路的情况下提供过压保护。集成的温度监控用于避免过载，所以无需温度信

号的外部隔离。由赛米控开发的 ASIC 因而监控客户端和内部电压。得益于足够大的缓冲电容器 - 该驱动器在各种故障下

都能够安全关断 IGBT。

2014年6月25日至7月20日，由天源科创与3M公司、Smartblade公司合作进行的金风1.5兆瓦机组功率提升项目（涡

流发生器）首次在国内实现安装。首批选取平鲁大山台风电场中 3台金风 87（中材）/1.5MW机组进行安装，本项目总共

将安装 6台。平鲁大山台风电场位于山西朔州市平鲁区西水界乡，总装机容量约 30 万千瓦，由朔州市平鲁区天润风电有限

公司投资建设。

通过在叶片上安装涡流发生器，机组发电量理论上可提高 1.5%-5%，且已在国外机组上得到验证。该产品所产生的

价值与客户的核心利益相一致，在前期的推广过程中便吸引了客户浓厚的兴趣。随着在国内首个项目的实施，各方对该产

品的验证结果均表示强烈关注，其将为天源科创开拓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赛米控展示首个直接压接安装的IGBT驱动器

海装自建风电场昔阳斯能项目将吊装100台机组

国内首个金风1.5兆瓦机组功率提升项目实现安装

资讯



Direction | 风向

2014年第08期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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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委员会 7月 8 日宣布，将向 18 个创新型可再生能源项目和一个碳捕捉与储存项目投资 10 亿欧元，

以期掌握更多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手段。

这些项目覆盖了生物质能、太阳能、地热、风能、海洋能源、智能电网以及碳捕捉与储存等技术。其中，

碳捕捉与储存项目是首次入选。据欧盟机构预测，这些项目实施以后，将使欧盟的年度可再生能源产能增加近

80 亿千瓦时，相当于塞浦路斯和马耳他的年度用电量总和。新投入的这 10 亿欧元预计还将带动约 9亿欧元的

私人投资，使投资总额达到近 20 亿欧元。

上述项目是欧盟“NER300”融资项目的第二批投资计划。欧盟希望这些项目能推动欧盟范围内可再生能

源、碳捕捉与储存等领域的示范技术发展。第一批投资于 2012 年 12 月启动，为 23 个可再生能源项目投入约

12 亿欧元。

欧盟委员会气候事务委员康妮·赫泽高表示，这些新项目将有助降低欧洲对能源进口的依赖程度，且有

助环保。欧盟指出，作为创新型低碳能源融资项目，“NER300”的资金来源于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中出售碳排

放配额所得的收入。该交易体系旨在使排污者买单，促其成为发展低碳经济的推动力量。

欧盟投资10亿欧元发展清洁能源项目

美国GE和德国EON携手建设得克萨斯州211兆瓦风电场

7 月 8 日，美国最大的风电机组制造商GE，与德国最大电力公司 EON SE 达成协议，将共同拥有并运营

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个风电项目，该风电项目每年所发电力将足够为 6.4 万户居民供电。

这个名为Grandview I 的风电场总装机容量 211 兆瓦，GE能源金融服务公司和 EON北美气候和可再生

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将各自持有风电场一半的股份。Grandview I 风电场位于卡森市阿马里洛东部 26 英里处，

安装有 118 台由美国GE公司在费尔菲尔德基地提供的 1.7 兆瓦机组，协议还包括 5年期的服务条款。

EON 北美气候和可再生能源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执行官 Patrick Woodson 表示：“这是我们在该地区有

史以来所建设的最大能源项目，我们非常兴奋可以在这里获得丰富的风能资源。”得克萨斯州是美国风能资

源最丰富的州区之一，2013 年，该州累计装机容量达到全国第一，大约为 1230 万千瓦。据预测，每年从

Grandview I 风电场所发出的电将减少 48.2 万公吨温室气体的排放，这相当于 10 万辆车一年的尾气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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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3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未来 15 年的节能计划，配合近期制定的 5年新能源和气候战略，希望

通过推动节能，增加就业，增强经济动力，并摆脱对进口俄罗斯油气的依赖。

根据这份最新提议，欧盟成员国将致力于到 2030 年将能源效率提高 30%。欧盟气候专员康妮·赫泽

高表示，这一行动可以减少欧盟对从俄罗斯等国进口天然气以及其他化石能源的依赖。他表示，节能措施除

了对气候、投资是一个好消息外，对于欧洲的能源安全和独立性也是一个好消息。

目前，欧盟每年花费超过 4000 亿欧元来进口化石能源，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来自于俄罗斯。欧委会的计

算显示，每节约 1%的能源，欧盟天然气进口就能减少 2.6%。根据欧洲天然气工业联合会统计报告，英国、

西班牙、葡萄牙、北欧的丹麦和挪威以及中立国瑞士的依赖度最低。欧元区核心国家德国和意大利进口俄罗

斯天然气所占比例都在 20%-40%，奥地利甚至达到 60%-80%，远超 24%的欧盟平均水平。由于高度依

赖进口能源，欧盟领导人对于制定新的能源和气候战略十分重视。在近日结束的欧盟夏季峰会上，欧盟领导

人提出未来五年将制订新的能源和气候战略，以避免高度依赖化石燃料和天然气进口。在会后发表的一份声

明中，欧盟领导人表示，地缘政治事件、全球范围内的能源竞争和气候变化影响促使欧盟重新思考能源和气

候战略。为确保能源安全，欧盟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负担得起的、安全的和可持续的”能源联盟。

未来五年，欧盟的能源和气候战略将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发展企业和民众负担得起的能源，具体工

作包括提高能源效率以减少能源需求，建立一体化能源市场，增强欧盟议价能力等；二是确保能源安全，加

快能源供应和路径的多样化；三是发展绿色能源，应对全球变暖。

欧盟推新能源计划以减少对俄油气依赖

7 月 17 日消息，微软公司近日宣布与美国 Pilot Hill 风电场签订了新的 20 年协议，打算购买该装机

175 兆瓦风电场所提供的绿色能源，为微软位于芝加哥的数据中心提供用电。Pilot Hill 风电场由法国电力集

团 EDF——法电可再生能源子公司运营，位于芝加哥南部 60 英里处，该风电场每年所发电量相当于 7万户

普通家庭的峰值用电量。

这是继去年 11 月微软为美国得州数据中心签订一项风电场 20 年的供电合约后，微软第二次为绿色能

源投资，并签订长时间合作协议。这标志着微软进一步推进发展绿色可替代能源的决心，以建设其可持续发

展、节能环保且灵活的云计算中心。

微软签订Pilot Hill175兆瓦风电场20年供电合同

微软积极投资的其他可替代能源设施案例 ：

● 山景城部门的太阳能发电面板建设 ；

● 同 Redox 能源系统公司合作研制新型燃料电池体 ；

● 与 FuelCell 能源公司共同研制使用废水和天然气为原料的燃料电池方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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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上半年，大唐风电机组新投容量 118 兆瓦，光伏机组新投容量 90 兆瓦，风电及光伏发电量

同比增加约 4.07%，大唐获核准风电项目 1个，为宁夏红寺堡一期 100 兆瓦项目。

6 月 27 日，大唐新能源山西公司昔阳西寨 49.5 兆瓦风电项目获核准，该项目规划总装机容量为

100 兆瓦，本期建设规模为 49.5 兆瓦，暂定安装 25 台单机容量为 2兆瓦的风电机组。

7月 20 日，中国能建安徽电建一公司承建的华润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连州顺水 49.8 兆瓦风电项目

正式开工，该风电场安装 25 台机组。

日前，湖南株洲凤凰山 38 兆瓦风电场项目正式开工，项目拟设计安装 19 台单机容量为 2.0MW的

风电机组，项目总投资预计 3.34 亿元。

7月 1 日，安徽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宣城南漪湖风电项目首台 (17 号 ) 风电机组成功吊装，该项

目是安徽龙源首个采用 2.1 兆瓦机组的项目，也是首个在高山地区作业的风电项目。

7月 2 日，华电宁夏新能源公司的海原北山洼风电项目全面开工建设，该项目今年 1月获得宁夏发

改委核准，规划装机容量为 4.95 万千瓦，安装单机容量 1.5 兆瓦的机组 33 台。

7月 7日，湖北省华润枣阳风电场正式开建，项目总投资 5亿元，安装 33 台单机容量为 1.5 兆瓦风

电机组，预计 11 月底全部并网发电。

7月 15 日，龙源电力与山东省长岛县政府签订了关于山东省长岛县海上风电场开发意向书，该公

司在山东海上风电开发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7月 16 日， 华能四川昭觉一期特口甲谷风电场首批机组正式并网发电，该风电场属典型的高山风

电场，工程总投资约为 5亿元，装机容量 4.95 万千瓦，共安装 33 台单机容量 1.5 兆瓦的机组。

7月 14 日，国电电力宁夏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吴忠石板泉风电场二期项目首台风电机组吊装成功，

该项目设计容量 49.5 兆瓦，计划安装 33 台联合动力UP97/1500 型风电机组。

7月 15 日，大唐哈密东南部风电场 67 台风电机组全部并网，该项目是大唐集团公司在疆第一个

201 兆瓦整装风电场，安装 67 台单机容量 3兆瓦的风电机组。

7月 13 日，粤水电全资子公司布尔津县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设计装机容量为 49.5 兆瓦

的新疆布尔津县城南风电场 ( 二期 ) 项目实现 33 台机组全部并网发电。

6月 30 日，Vestas 公司获得了法国电力公司 2个风电场订单，总装机 450 兆瓦，分别是美国堪萨

斯州的 Slate Creek 风电场和新墨西哥州的 Roosevelt 风电场，Vestas 将为其提供 225 台机组。

近日，德国风电叶片设计和制造商 EUROS 已完成其 81.6 米海上风电机组叶片的全尺寸测试活动，

原型叶片将用于日本三菱公司名为“海上天使”的 7兆瓦风电机组。

7月 10 日，德国 Nordex 公司将其在法国的 2个风电场出售给GN可再生能源投资公司，项目总

装机量为 27.5 兆瓦，目前仍在建设中，有望在 2015 年年中并网发电。

近日，陕西省财政厅下达资金 1.12 亿元，对 14 个新能源项目实施补贴，涉及风电、光伏、生物质能、

新能源汽车等，以加快推动该省新能源产业发展。

大唐

山西

宁夏

华润

湖南

龙源

湖北

龙源电力

华能

国电电力

大唐

粤水电

Vestas

德国

Nordex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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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吴天文 钟朝飞   文 | 胡仕明 朱峰

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在酒泉瓜州的风电场地

处戈壁滩，冬天异常的干冷，风像刀子一样哗哗

的割在人的脸上。这样大的风对风电场检修人员

来说可谓是一种折磨，但对风电机组来说，却正

是大展身手、蓄力发电的好时机。

为了节约时间、降低运输成本，风电机组部

件的很多检查、修复工作都尽量选择在现场处理。

机组出故障检修时，检修人员早一分钟完成故障

修复，就能让风电机组多转一分钟，就能多创造

一分钟的效益。为了抢在最短时间内保质保量完

成任务，风电场检修人员利用一切可以节约时间

的方法，比如中午吃饭休息不下机组，爬塔筒不

停顿一口气爬到顶等。在几十米的空中对结构复

杂的设备进行维护，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比如在风电机组上进行发电机后轴承的拆装涉及

到 10 多个步骤，机舱环境狭小，底面不平，双脚

踩在斜面上无法发力，只能蹲着或靠在机舱壁上。

在工厂里遇到设备零部件的缺损，可以借助充分

的资源进行修理，但在机组上遇到零部件缺损，

尤其是螺栓滑丝、断裂，就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

但风电场检修班子发挥聪明才智，不断自创拆卸

工具，让现场的操作越来越顺手、简单。

为了去修风电机组清除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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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测量叶片根部法兰平面度 在机舱狭小的空间内进行发电机轴承拆装工作

发电机轴承结构这么复杂，拆卸困难

汽车陷进雪地里不能前进

Presence | 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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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我国福建、广东的海上风电资源虽然尚可，

但台风也较为频繁。目前的一些风电机组抗台

风能力并不突出，在对抗极端风况时能力有限，

这就需要严格制定标准，并通过更具有针对性

的技术研发解决此类问题。

其四，由于大型海上风电机组的核心零部

件国产化率略低，采购周期较长，从而在产能

方面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制约我国海上风电的大

规模发展。海上风电机组的工程基础和运行环

境特殊，对设备和施工的可靠性要求也与陆上

风电有很多不同，因此在提高技术的同时，也

应着力提高设备可靠性。

其五，由于海上风电建设具有多海况、高

复杂地址的特点，施工难度与陆上风电不可同

日而语。同时，处于对成本的考虑，我国海上

风电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也较难采用欧洲技术，

而需要对中国海域特点有针对性地对施工装备

和方法进行研发。就目前看来，海上风电施工

受到气候、天气、潮汐等多方面影响，施工周

期相对陆上风电更长，工况也更为复杂。虽然

表面上我国目前的海上风电施工能力供大于

求，但这是此前海上风电开发停滞不前造成的

假象。电价公布后，海上风电核准也取得了阶

段性成果，未来海上风电开发势必将逐渐加速，

目前的施工能力未必能够满足需求。

如何解决这些在电价公布后仍被广泛关注

的挑战，是产业进一步有力发展的重要命题。

首先，应做好海上风电的整体规划。不但

在风电资源开发应具有整体性，也应在审批流

程和产业链产能规划方面体现出整体性。在规

划的过程中顶层设计尤其重要，海事、军事、

运输、渔业、环保、电网等需要充分参与，结

合各自规定设立与此相关的规划原则和评价体

系，从整体上确定各地的风资源区有多少符合

今年 6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海上风电价格

政策，之后召开了多次海上风电推进会议，对

未来海上风电项目的开发建设方案征求业内意

见，以期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进入新阶段打下

良好基础。虽然被核准的海上风电项目规模空

前，但如需顺利完成风电发展“十二五”规划

所提出的 2015 年海上风电装机 500 万千瓦目标

仍难容乐观。目前业界对海上风电开发并未表

现出太高的积极性，并对未来海上风电发展所

面临的问题仍持有多方建议。

其一，开发商在项目审批过程中所遇到的

阻力，无疑既影响积极性也影响效率。虽然从

国家支持亦或是舆论层面来看，大力发展环保

的海上风电是大势所趋，但其仍无法避免极为

繁琐的审批流程。各类审批部门对海上风电认

识千差万别，使海上风电项目的开发与陆上风

电项目相比阻力重重。

其二，海上风电价格仍是业内最强烈的呼

声，这其中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定价，二是价

格的持续性。一些企业针对目前电价的测算显

示，资源优劣和施工难易很大程度影响了海上

风电项目盈利能力。因此，虽然目前的电价能

够使少数资源优秀、施工难度低的项目略有盈

利，但力度很难大幅提高开发商的积极性。另

外，由于风电开发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从测风

到投产往往历经数年，价格政策的波动会对其

造成极大影响。此前发布的定价政策中明确提

出有效时间为 2017 年以前，而目前正打算申报

的项目不少处于前期阶段，如果 2017 年后价格

产生变化，将对意图在未来两年进入海上风电

开发领域的企业产生困扰，致使其在收益风险

面前畏手畏脚。

其三，因风况与陆上具有显著差异，运维

成本极高，海上风电机组的技术水平尤为重要。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 | 赵靓

海上风电仍面临一些阶段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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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原则，能够用于海上风电开发。通过制定

相关原则，形成快捷审批通道，在前期规划过

程中已经被确定可以使用的风资源区通过核准

后，启动快速审批流程，从而提高效率。通过

尽可能完善的规划前期工作，可以避免大量的

重复性工作，如风电场场址无奈变更的情况发

生。对风电开发规划具有充分了解后，包括设

备制造、工程吊装、运维管理等整个产业链才

能够准确地预估发展规模，从而做好产能规划，

从而在提高零部件采购效率的同时，做好国内

外海上风电机组的产业链建设和工装设备制造

工作。

其次需要继续加强对产业发展的引导和鼓

励。在补贴力度方面，由于我国南北方差异明

显，海上风电的价格应进一步细化，当多则多，

当少则少 ；同时由于对施工成本和技术缺乏了

解，不确定因素较多，我国海上风电在初期发

展时应比成熟后的电价更高一些，作为对敢于

“第一个吃螃蟹”企业的鼓励，而不能是简单安

排先易后难地开发海上风电资源，以此在提高

开发积极性的同时，增强技术能力，做好技术

储备。另外，如果 2017 年后的电价政策能够进

一步得以明确，可以有利于稳定预期，减小因

政策变化而带来的市场波动。目前值得期待的

是，已有相关主管部门领导建议，在我国出台

国家对海上风电扶持政策的同时，各地在也能

够出台一些地方补贴措施，为本地区的海上风

电发展提供更为有利的环境。

再次，虽然目前我国风电配套输出有一定

的补贴，但由于海上风电的输出建设成本达陆

上风电的 5 倍左右，目前对陆上风电输出的补

贴力度明显不足以支撑海上风电输出投资者的

积极性，同时我国对海底电缆在水下各位置的

投资者并没有明确规定，容易使业主和电网企

业之间产生难以确定的成本。因此，对于海上

风电输出的补贴政策仍需价格主管部门进一步

设计和推出，而对于海底电缆等输出设备的投

资建设方也需进行明确。

同时，与生产制造水平相比，技术研发

能力目前仍是国内厂商相对薄弱的环节，对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海上风电机组研制工作，应

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进行大力扶持。目前我国

有关机构正在制定抗台风型风电机组的设计规

范，具备针对性的产品正在不断完善，但这项

问题的彻底解决还尚需时日。另一方面，加强

海上风电设备的认证和运行监测则是提高可靠

性的重要途径，积极做好风电机组制造、工程

施工、海底电缆等方面的技术认证，严格海上

风电准入门槛，规范市场秩序，可以有力地保

障机组质量提升和经验积累。建立和完善海上

风电质量监督和运行监测体系，对风电场和设

备运行状态进行监测，形成大数据，可宜于总

结经验并进一步提高、完善风电机组设计水平

和工程建设质量，从而整体提高我国海上风电

设备的可靠性、安全性。

此外，施工装备是海上风电工程的重中之

重，不但直接涉及施工质量，也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了施工能力。在海上风电施工的技术和能

力方面，如果采用相对市场化的竞争方式，或

将使海上风电发展不但浪费资源，也可能产生

风险。而采取相对集中的进行能力建设，因势

利导，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

摄影：赵霄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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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能》：针对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

的波动性特征，您在《重塑能源》一书中提出

了一种电力管理模型，能否简单介绍下该模型

的运行理论？该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

卢安武：很多人认为，如果没有煤电厂

或核电站，我们就无法给大家供电甚至没法照

明，因为风能、太阳能波动性太大。对此，我

有个例子 ：美国得克萨斯州是一个重工业企业

众多、夏天炎热、空调使用频繁的大经济体。

到 2050 年，得克萨斯州全年电力需求的 86%
将来自风能、太阳能，而另外 14% 的电力需求

可以由地热、小型水电、小型太阳能以及生物

质能等其他可再生能源提供。这种情况虽然实

现了 100% 可再生能源供电，但这种供电模式

并不符合电力负荷形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把多余的电量分为两种分布式的储存

方式 ：一种用于空调用电，一种用于汽车充电

和放电。提前储存这些电量不仅可以备不时之

需，而且可以保证用电的灵活性，同时，储存

电量也不需要大型的储能装置和设备。

其实，这个理论在中国更容易实现。首先，

中国国土广阔，不同的地区气候也不同，可再

生能源资源肯定比得克萨斯州要丰富很多。其

次，中国的水力资源非常丰富，这会使整个能

源结构变得更加灵活。目前，欧洲已经有很多

践行这一理论的实际案例，比如 2013 年上半

年，西班牙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就达到

48%，葡萄牙则高达 70%，因此，这个理论的

可行性非常高。

《风能》：您如何看待中国在能源结构调整

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目前面临的能源挑战？

卢安武：总体来讲，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

域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2012 年，中

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总

投资额达到 670 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四分之

一，接近美国总投资额的两倍。凭借着全球最

大的风电装机容量、地热能的直接热利用、太

阳能热利用和在 2012 年排名第三的生物乙醇

产量和生物质发电容量，中国已经在非水电可

再生能源技术方面达到世界领先水平。2011、
2012 和 2013 年，中国连续三年在全球范围内

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都增加 8000 万千

瓦以上，吸引了约 2500 亿美元的私人投资，

可以说是全球能源变革的绝对主力。

但是，可再生能源领域的进步还是追不上

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对能源的巨大需求的增长

速度，中国对煤炭和石油用量的增长所导致的

本刊 | 张玥

向新能源时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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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安武（艾默里 ·洛文

斯）博士，物理学家，著

名能源问题专家，洛基山

研究所联合创始人之一、

主席、首席科学家。过去

40 年里，担任过 50 多个

国家的政府和企业顾问，

撰写图书 31 册，发表论

文 450 篇。曾获蓝色星

球、沃尔沃、伊德、奥纳

西斯、日产、真悟、米歇

尔奖，获马克阿瑟和阿育

王奖学金，被授予 11 项

荣誉博士头衔，曾获海因

茨奖、林白奖、优秀民生

奖、全国设计奖以及世界

科技奖。毕业于哈佛大学

和牛津大学，并曾任教于

牛津大学，美国荣誉建筑

设计师，瑞典工程学会会

员，全国石油委员会委员，

美国海军研究生院实践课

教授，曾先后任教于其他

9所大学，最近为斯坦福

大学工程学院。2009 年，

入选《时代》杂志 100 位

世界最具影响力人物以及

《外交政策》杂志 100 位

全球顶级思想家。

面对能源和环境的挑战，如何重塑现有能源体系、摆脱化石能源的束缚已经成为通向未来可

持续之路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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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和水污染问题也是前所未有的严重，比如

发生在北京和其他众多城市的空气质量危机便

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挑战。化石燃料引起的温

室效应以及大量进口石油而受到燃料价格波动

的影响，这些危机都在促使中国加快推动能源

革命。

《风能》：您怎么评价目前中国推行的能

源生产和消费革命？

卢安武：2012 年 11 月掀起的能源生产和

消费革命确实是非常绚丽的一笔。这是中国走

向清洁、繁荣道路的关键，同时也对全球其他

国家能源安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自 2005
年“十一五”规划开始，中国就成为世界上唯

一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作为发展战略重点的国

家，也是唯一一个在过去 25 年里将能源生产

率（经济活动的单位能源消耗）逐年提高超过

五个百分点的国家，并且一直致力于降低 GDP
单位能耗。2001 年之后，能源密集型基础材料

工业的迅猛扩增虽然打断了这一进程，但其后

效率增益又得到恢复，再次回到了 4% － 5%
的水平，这使得中国的工业在全球市场更加具

有竞争力，污染和碳排放状况也得到了改善。

同时，在过去的 10 年里，中国在 6 项可再生

能源技术领域如大型水电、小型水电、生物能、

风能、太阳能和地热能的直接热利用上都达到

了世界领先水平。随着技术不断更新和发展，

发电的成本也不断减少，这种良性循环，对世

界各国都是有益的。

《风能》：您认为中国未来能够实现重塑

能源吗？有哪些可以利用的优势和条件？

卢安武：重塑能源看起来很难实现，但中

国是素有实现不可能之事能力的国家。过去两

年，中国的风电装机容量超过了核电，同时也

居于世界首位。仅看 2012 年，中国可再生能

源发电量（除水电外的包括风电、太阳能发电

等能源）就比化石能源新增发电量总和还要多。

中国要实现重塑能源有三大得天独厚的优

势。第一，中国人口多，智慧的大脑也就更多，

在支持外国包括西方工业化发展的发明中，有

90% 来自中国。第二，中国人勤劳敬业，如

果没有中国人的勤劳努力，就不可能实现这么

快的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第三，根植于中国

5000 年来的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真知灼见，譬如

无为而治，就是一种非常高效的治理方法。在

重塑能源的道路上，我们面对的问题有很多，

譬如空气、石油、气候变化、安全以及经济活

力等，对此我们也有解决的办法，比如提高能

源效率，使用可再生能源等。美国就是因为已

经形成了行之有效的提高能源效率的机制，才

能在 2006 年几乎没有费劲就实现了能耗的降

低，这就是无为而治的一种方法，它并非不作

为或者坐以待毙，而是以一种自然的进程去推

动事物发展。中国是一个纷繁复杂、多样化的

国家，要实现大范围内的重塑能源，需要中央

机构、地方政府、私人投资单位甚至各个阶层、

社区以及小家庭都能协作起来。

《风能》：中美两国在能源问题上有哪些

合作共通点？

卢安武：中美两国消耗了全球 38% 的能

源，碳排放总量占全球的 43%。任何通向未

来宜居世界的道路必须途经这两个国家。两国

之间虽存在巨大的差异，但也有众多需要相互

借鉴、通力合作的领域。中美都是大国，都有

多样性的文化和气候条件，都有勤劳智慧的人

民，管理难度大，创新思路广，共同的利益和

追求将两国紧密联系在一起。能源和气候问题

是两国普遍认同的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为了两国以及全世界的安全与繁荣，中美两

国必须联手解决这个问题，而这种协作也将奠

定两国在其他问题上开展广泛合作的基础。两

国善良的人民也希望构建美丽的中国和美国，

因为只有两个国家团结起来取长补短，才能取

得最完美的结果。基于这种合作精神，我认为

这本书对于中国而言，也是具有极强的借鉴意

义，我在书中所描述的美国能源创新之路也同

样适用于中国。当然，中国能源产业的杰出成

就也会为美国提供重要的经验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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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美飒的姿态

本刊 | 苏晓

对于许多在中国市场摸爬滚打十多年的外资风电企业而言，歌美飒的坚守

与创新是一个缩影，更是一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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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多年前，西班牙的航海家凭借海上风

帆，将该国的语言、文化和制度带到了五大洲

四大洋。今天，来自西班牙的知名风电机组制

造商歌美飒又以先发制人的策略在全球的 40
多个国家树立了超过 3000 万千瓦容量的风电

机组。

“歌美飒在西班牙本土之外的市场拓

展速度是惊人的，2000 年，歌美飒境外市

场新增份额仅为 5%，如今这一数值近乎达

到 100%。”歌美飒中国区 CEO MIRANDA 
SOTO, Jose Antonio 告诉记者。而且，最近

几年，这一趋势更加明显。譬如，在公司今年

整个上半年的营业收入中，印度和拉丁美洲市

场所获得的订单就占据了大半壁江山，分别为

30% 和 36%。

最近 2 个月的数据就足以说明其全球市场

的火热程度。6 月份，歌美飒在菲律宾和乌拉

圭分别获得 54 兆瓦和 50 兆瓦机组产品和服务

订单，提供的是 2.0MW 平台的 G90 和 G97
两款产品。同月 , 歌美飒又获得波兰和保加利

亚两个风电场后运维阶段的5年运维服务合同。

7 月中旬，歌美飒先后在美国、墨西哥和

印度斩获共计 510 兆瓦的风电机组供应订单，

将安装2.0MW平台的G97和G114系列产品。

下旬，歌美飒又在巴西市场获得 2 个共计 214
兆瓦的风电机组供应合同。

至此，歌美飒在亚洲的印度、东南亚，东

欧，拉丁美洲的巴西、乌拉圭以及墨西哥等国

家和地区的风电机组装机量上都保持着领先的

地位。在这些密集的订单后面，是歌美飒业务

的峰回路转。

2014 年上半年歌美飒的年报中，可以看

到该公司的各项财务指标开始一扫过去两年的

阴霾。1 － 6 月，歌美飒净利润值达到 4200
万欧元，几乎是 2013 年上半年的 2 倍，其税

前利润率达到 7.7%，营业收入增长了 21%。

这些乐观的数值都让 2014 年歌美飒的年度业

务指标实现变得更加轻松，也使其未来的业务

前景更加明朗。

互相借力的市场策略

虽然在更多的新兴市场有着惹眼的表现 ,
但是和很多外资风电机组制造商面临的困窘

类似，歌美飒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不断被挤压，

2011 年和 2012 年的业绩也遭遇到滑铁卢。本

土企业的迅速发展让早年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

制造商纷纷逃离或者是不断压缩投资。

“确实，我们看到很多外企离开中国。不

仅仅是歌美飒，很多外资企业在这几年都感受

到了中国市场竞争的逐渐激烈化。但是，我们

仍然坚持在这个市场，因为我们非常清楚中国

市场目前的形势。”Jose Antonio 对本刊记者

如此表示。

在他看来，早两年，中国风电市场对本土

和外资企业来说都很艰难，最重要的原因还是

产能明显过剩。“这个过程总有一些企业会死

掉，一些企业会活下来，歌美飒就活下来了。

我们在 2013 年依然有赢利，2014 年做得就更

好了。”Jose Antonio 说道。

事实的确如此，歌美飒 2014 年在中国市

场有了较大起色，仅仅从机组订单方面来看，

歌美飒中国区CEO 
Jose Antonio在
北京国际风能大
会现场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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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歌美飒在中国南方地区就已经连

续获得约 200 兆瓦的机组订单。而在近期，歌

美飒又通过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协助西班

牙 Abengoa 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达成贷款协

议，后者将为 Abengoa 公司在乌拉圭 Tales de 
Maciel II 风电场提供融资，歌美飒也因此成为

首家在中国设有分支机构并具备中资银行融资

资格的国际品牌机组制造商。

作为一家资深的风电制造商，技术成熟是

歌美飒在早期进入中国市场的一张王牌，然而

对市场的适应能力才是其能长期占据中国市场

的另一个秘密武器。

“相对于欧洲其他国家的一些企业，我觉

得歌美飒作为一家西班牙的企业，在商务模式

上更加灵活。”歌美飒中国区的一位不愿具名的

高管如此解释。“歌美飒一直都在不断适应各个

市场的变化，在不同国家也有非常好的战略部

署，这一直是歌美飒的优势。譬如我们在巴西

和印度市场，都非常重视与当地企业的深度合

作，以巩固在这些市场主流工业群中的地位。”

2000 年，歌美飒在中国开始售卖风电机

组，2005 年开始在中国建设自己的工厂。“我

们刚进入这个市场时，就与中国客户建立了非

常特殊的伙伴关系。除了机组产品，我们在最

开始进入中国市场时就与客户一起投资和开发

风电场。当时来看，刚刚起步的中国市场所需

要的不仅仅是产品，还有技术、经验和服务，

而歌美飒恰好可以提供风电场开发、机组供

应、EPC 施工、机组吊装与维护等贯穿整个风

电价值链的丰富经验。”Jose Antonio 表示，

也正是因为这些早期建立的牢固关系使歌美飒

这两年在中国市场出现了一些转机。“这几年中

国市场慢慢回归理性，我们又重新接到了很多

老客户的订单需求，因为他们觉得与歌美飒的

合作确实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率。”

同时，歌美飒也很擅长在全球范围内融会

贯通地运用自己各类风电场的机组产品技术和

服务经验。“我们在全球各地都安装有自己的

机组，可以用这些经验来解决中国所面临的挑

战。”歌美飒一位资深技术人员告诉记者。

在十几年前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歌美飒

所供应的机组基本都服务于中国的“三北”地

区，那里的气候比西班牙湿润的海洋性气候严

峻得多。低温、干燥、沙尘暴，这些特殊的气

候条件要求歌美飒从技术上进行调整。“正好，

我们在埃及有一些针对沙尘暴的经验，在芬兰

歌美飒中国风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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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寒地区又积累了冰控方面的知识。因此，这

些都顺理成章地运用到了中国北方地区。”上述

技术人员表示。

最近两年，中国风电开发逐渐转战到南方

低风速市场，开发商对风电机组也呈现出多样

化的需求，如抗台风、低风速、高海拔、抗潮

湿等。歌美飒也应市场而变，推出了多款针对

特殊环境气候的机组产品。

譬如，在抗台风机组设计阶段，歌美飒在

中国台湾地区专门成立了一个测风部门，对风

速等方面的数据进行搜集，然后针对搜集到的

数据研发各种解决方案。在中国台湾，歌美飒

提供了 G90 － CI 类机组，后来这些抗台风机

组又不断改进，用到了中国南方沿海的福建省。

“在巴西，我们也遇到了和中国福建省非

常相似的情况，所以我们在巴西的风电机组安

装又受益于福建的经验。”这位技术人员告诉

记者。

同样，在高海拔地区，歌美飒也将墨西哥

海拔 2500 多米地区的相关经验运用到了中国

的云南等地区，并为这些地区专门设计了 G97
系列的机组产品。G97 机组特殊的控制系统

可以使机组在低空气密度下更好地捕捉风能资

源，实现机组最大功率输出。

专注长期增值的服务业务

除了早期的风电场开发和机组销售，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歌美飒不忘提及其在运维服务

方面的业务优势与想法。对于国内风电运维市

场，歌美飒中国区服务及项目执行总监马优认

为：“中国的风电发展目前存在一个挑战，即客

户对运维市场和风电场的长期管理还处于一个

非常初级的阶段，有待成熟。”

而作为一家在全球有着超过 2000 万千瓦

的运维总量的公司来说，歌美飒有足够的理由

在中国服务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歌美飒和其他有经验能够提供完整服务

的供应商的主要卖点和优势是提供先进技术和

经验的增值服务，专注于长期的效率和风险控

制。但是中国目前还没有对这种增值服务产生

足够的重视，而是更多地关注直接成本，较少

关注风险控制和效率。”马优告诉记者。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虽然目前在中国服

歌美飒国外风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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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市场还没有确定的订单，歌美飒却已经开展

了多项风电场长期增效与降本研究，并推出了

不少产品。

“最近，我们已经推出了一系列技改类产

品，这些产品有助于提升风电机组发电量。譬

如我们今年年内针对 G5X 平台机组推出了一

款名为 Energy Thrust 的产品。”歌美飒中国

区服务市场和销售总监杨革告诉记者，Energy 
Thrust 通过对风电机组硬件和软件进行改造

和升级，包括测风系统的改进，算法上的提升，

理论上可以将风电机组的发电量提升 5%， 而
且不会对风电机组的安全和使用寿命产生不利

影响。

“目前我们对这个产品的测试结果很满

意，并取得了 GL 的认证，希望今年年底可以

运用到中国。鉴于每个风电场的实际情况不

同，我们还会进一步将工作做得更扎实些。”杨

革补充说道，“我们做风电机组出保后服务会更

专注一些技改或者可以增加价值的产品，譬如

电网适应性方面的改造，虽然这些不像主机有

那么大的销售额，却对业主提高安全生产和发

电量有很大的价值。”

最近，针对在欧洲地区早期安装 G4X
系 列 机 组 产 品， 歌 美 飒 运 用 了 一 款 Life 
Extension 的产品，正如其名，该产品致力于

提升机组的使用寿命。“风电机组设计时设置的

寿命是 20 年，但是我们对一些容易疲劳的部

件进行加固措施，可以将原来 20 年的机组寿

命再延长 10 年。这样下来，风电机组在 20 年

内摊销的成本可以延长到 30 年内摊销。”杨革

表示，虽然改造也有一些新的投入，但是每年

摊销下来的成本还是明显下降了。

“现在看来，国内的 G5X 系列产品也已

经运行有 8 － 9 年了，我们会逐渐考虑将 Life 
Extension 产品用到中国市场。”杨革表示。

歌美飒在运维技术与服务上的优势也引

起了国内一些业主的关注。就在不久前，国内

一家大型风电开发商将自己出质保后的一个 5
万千瓦的风电场拿出一半给歌美飒运维。结果

显示，由歌美飒运维的半个风电场效果要明显

好于业主自己运维公司负责的另一半风电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业主所在运维公司所负责

的这半个风电场也比其在其他风电场的运维效

果更优。

杨革说 ：“我们在欧洲市场也维护了很多

其他制造商的机组，包括 GE, Vestas, Nordex
等，这一点都不奇怪，毕竟国外的市场体系更

加完善，业主的决策也更加市场导向，譬如银

行、保险等方面都会左右一个业主去选择怎样

的主机和服务。我们现在在中国也看到有些开

发商愿意做一些比较与尝试，这就是歌美飒的

机遇。”

打造共赢的海上模式

强强联手的共赢模式在海上风电领域已经

不足为奇，如丹麦 Vestas 和日本 MIT 公司，

德国 Siemens 与中国上海电气等。一直在努力

研制更好适应客户需求的海上风电机组的歌美

飒也将目光锁定在了这一战略方案上。

2013 年 8 月 1 日，歌美飒在西班牙大加

那利岛安装的第一台海上风电机组 G128 －

5MW 完成调试。这台叶轮直径 128 米、叶尖

高度 154 米的海上机组，采用了歌美飒 5.0 兆

瓦风电机组平台已验证的多兆瓦级技术，使用

模块化冗余式设计与集成系统，确保了持续的

可靠性和产能最大化，从而达到最优的度电成

本。值得注意的是，结合以往运维方面的经验，

G128 － 5MW 样机的机舱内安装有一套先进

的自诊断预测系统，可以自我识别故障并诊断

决策运行状态，旨在延长计划维护作业的间隔

时间，并将非计划维护作业的发生情况降至最

低，从而减少停机时间，提高发电量的同时降

低维护成本。

不过，在推出该款样机的最初阶段，歌美

飒的高管们就在想着应该为这一战略“加码”，

并筹划着联合业内的高手共同开拓欧洲和亚洲

广阔的市场。

2013 年 1 月，歌美飒开始与法国知名电

力公司 Areva 就成立双方的海上风电合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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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洽谈。

2014 年 7 月，歌美飒宣称已经与 Areva
签订了成立合资公司的初步协议，并计划到

2020 年之前使合资公司在欧洲海上风电的市场

份额提升至 20% 左右，在海上风电领域的装机

容量达到 340 万千瓦。

据歌美飒技术部门的相关人员介绍，这

个 50/50 比例的合资公司将联合海上风电方面

的两股优势力量 ：一是歌美飒在风电领域领先

的技术和多年的制造经验，成熟的供应链和优

秀的制造成本管理系统 ；二是 Areva 公司从

2004 年以来在海上风电机组的研发与制造的丰

富认识，及优秀的海上运行业绩。 
“目前，很多公司都在推出自己的海上风

电机组，但是处于领先地位的是 Siemens，还

有 Vestas MIT 合资公司，如果歌美飒单独做

海上风电，始终无法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而与 Areva 公司的合作可以将双方在海上风电

领域的坐标向更高、更有前景的方向推进。”歌

美飒一位内部工程师表示。

而且，对于自己已推出的 5.0MW 平台产

品，Jose Antonio表现得信心十足：“今年 6月，

我们在去年 G128 － 5MW 机组基础上，又推

出了最新研发的G132－5MW海上风电机组。

通过目前的测试数据证明，G132 － 5MW 机

组比 G128 － 5MW 机组的发电量高出 3%。”

“依托合资公司这个平台，我们将进一步

开发 8 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平台，继续致力于海

上风电成本的降低。”Jose Antonio 告诉记者。

这样的底气也并非歌美飒的纸上谈兵，至少在

法国海上风电的第二轮项目招标中，合资公司

已经获得了 8 兆瓦机组大概 100 万千瓦的指标

容量，8兆瓦的机组也有望在2021年之前安装。

当然，歌美飒也不会放过亚洲市场的机

会，尤其是中国。“海上风电最重要的其实是

商业上的可行性，中国的海床不是很深，而且

海上风电规划区域又恰好位于大型城市负荷中

心，所以，毫无疑问，未来几年中国海上风电

将有大的发展。”Jose Antonio 对自己的看法

非常坚定。

歌美飒5MW海上风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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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电量不容易

那仁宝力格，蒙语的意思是有水

的地方。

记者赶往“有水的地方”，是去那

仁宝力格风电场。在路上，蔡国斌告

诉记者，这个风电场有 30 台机组因为

加长叶片，单机提升发电量 8% 以上。

对业内来说，这是少有的事情。

蔡国斌是大唐新能源巴盟公司党

委书记兼副总经理，“提升电量”和“抢

发电量”是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使用

最多的词汇，令人感到“电量”已然

是他身体的一部分。如果你了解巴盟

公司的风电场实际，且又熟悉他这样

本刊 | 薛辰 张玥

的基层领导，你就不会认为记者的用

词过于夸张。

巴盟公司有 4 个 5 万千瓦的风电

场，在已出质保期的 3 个风电场中，

有 2 个风电场的机型是停产产品 ；没

有出质保期的风电场，机组可利用率

比较低，因为故障而损失的电量令人

痛惜。

即便这样，这家公司仍有好消息

传出，今年上半年，怀朔风电场、图

古日格风电场的发电量，在所在地区

的风电场发电量排名中都位居第一。

此外，与去年同期相比，公司 4 个风

电场机组可利用率平均提升了 1.1 个

百分点——小提升也是惊喜。

                            叶片上的电量

提升发电量的着力点在哪？这是

巴盟公司总经理乔子彬的所想，大约

是 2012 年冬季的一天，他想到了那仁

宝力格风电场多台机组的潜力。

那仁宝力格风电场位于巴彦淖尔

市乌拉特后旗境内， 2007 年 7 月开工

建设，安装 66 台某厂家叶轮直径为

48 米的 750 机组，2008 年 9 月并网

大唐新能源巴盟公司

上上下下想尽所有的

想法、用尽所能做的办

法，令电量提升的预期

变成了现实，但从新能

源行业面临的大环境

看，仍有待解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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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对于巴盟公司来说，那仁宝力

格风电场出了质保期，挑战也随之而

来。此前多台机组功率曲线达不到设

计值的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乔子彬认为，这个风电场年平均风速

较低 , 要提升单机功率，唯有在叶片上

下功夫。

实际上，对于定桨距失速型这

类机组，能够提升其功率性能的有效

方法并不多。据乔子彬介绍，对于该

750 机型，他们最先采用的方案是调

整叶片安装角度，但效果不明显。后

来，在叶片上安装了涡流发生器，经

过 3 个月的观察，发现机组功率曲线

仍达不到设计值。“历经两次探索，我

们最终有了延长叶片长度的想法。”乔

子彬说。

这一想法在巴盟公司和外部公

司的合作达成后愈发坚定，但一个想

法到一个实施方案要有一个论证的过

程。2012 年 10 月，双方认同了这样

的计算结果 ：在每个风速段，50 米叶

轮直径的功率值，要比 48 米叶轮直径

的功率值有显著提升，最小幅度 10 千

瓦，最大幅度 20 千瓦，而且机组的安

全性不存在问题。

此后，750 机型叶片延长实施方

案就摆到了乔子彬面前，简单描述就

是，在现有 750 机组叶片的根部增加

一个 0.6 米的延长节，使其与轮毂相连

接，叶轮直径由48.4米增加至49.6米。

在对这项技改方案的经济性评价中，乔

子彬很心疼单台机组可能要花掉的 15
万元，但改造后的机组一年可提升 7.2
万度的发电量，按照每度电销售 0.51
元计算，一年单台机组可增加收益 3.7
万元。这理论上的投资收益，足以令他

加快这项技术改造的进程。

2013 年 2 月 7 日，由天源公司

主导、巴盟公司配合完成了 H33、

H64 两台机组叶片延长节的安装。其

实，在巴盟公司看来，这是一个“学

艺”过程，乔子彬心里清楚这一点，

没有谁比他更盼望在接下来的叶片加

长技改由“自己的队伍”独立完成，

但这取决于这两台机组半年后的运行

业绩。

2013 年 8 月 7 日，巴盟公司对

H33、H64 机组进行了数据分析，好

于预期的结果也让乔子彬感到为此“付

出的投资比较值”，毕竟这个风电场还

有 15 年的生命历程。

从当时的数据分析看，在未加长

叶片前，这两台机组的实际功率曲线

均比额定功率曲线要低，其中 H33 机

组实际最大功率要比额定最大功率低

58 千瓦，H64 机组实际最大功率要比

额定最大功率低 45 千瓦 ；在加长叶片

后，这两台机组的实际功率曲线均比

额定功率曲线有显著提升，其中 H33
机组实际最大功率要比额定最大功率

提升 66 千瓦，H64 机组实际最大功率

要比额定最大功率高 88 千瓦。也就是

说，H33 机组叶片加长后，其最大功

率提升 124 千瓦 ；H64 机组叶片加长

后，其最大功率提升 133 千瓦。

机组功率曲线的显著提升必然会

带来更多的发电量。在那仁宝力格风

电场，场长秦启亮告诉记者，2013 年

9 月，公司又对实际出力在额定功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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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场场长宋强告诉记者，他最担心

机组的磨损老化，这是不好预测的问

题。宋强主管的这个风电场风能资源

很好，当时建设时的微观选择也不错，

根本不用考虑机组是否加长叶片，倒

是担心大风时，机组输出功率高于额

定功率造成的大部件疲劳问题。

这位场长化解担心的办法就是在

大风的时候，他会跑到所担心的机组

面前，谛听 50 米高处大部件的传动

声音是否正常。比如，去年冬天，他

站在地上听出了 H63 机组齿轮箱的轴

承故障。如果不及时停机排除故障，

“咣当咣当的”轴承很可能就把齿轮

箱的齿面击伤，毁坏的可能就是一个

齿轮箱。

做好风电场运维，场长的说法是

最不能忽略的。宋强告诉记者，有两

方面的工作比较重要，一方面是解决

好机组共性的故障问题，另一方面是

调动检修人员的积极性，前者靠技术

攻关，后者靠管理制度。他深有体会

地说，“近两年，在这两方面，我们公

司一直做的不错。” 
对蔡国斌来说，看到公司的运

维理念在场长这一层级得到很好的执

行，他很欣慰。他说，无论公司组织

的技术攻关，还是“抱孩子回家”的

机组运维责任制，都在巴盟公司上下

见到了实效。

在谈到解决共性的故障问题时蔡

国斌举例，750 机型发电机出线很容

易与铸铁盒体产生磨蹭，导致损线打

铁短路而烧坏发电机。“因为这样的

故障，有 3 台机组的发电机烧坏。此

前，我们并没有以为是接线盒的问题，

也对发电机出线进行过保护，但效果

不好，后来经过细致的技术分析，确

认隐患就出在接线盒上。”蔡国斌说，

“找到问题后，我们对原接线盒进行

改造，更换上我们自己设计的玻璃钢

接线盒，又轻巧又能对出线进行有效

下的 28 台机组实施叶片加长技改，开

始是 3 天完成 1 台，到完成第 10 台以

后，他们就做到了 1 天完成 3 台，这

直接降低了这项技改的成本。

这一点令乔子彬为“自己队伍”

感到自豪。“正是大家的成本意识，才

让 30 台机组的叶片加长技改比预算少

花了 150 万元。” 乔子彬说，这项技改

让单台机组的发电量提升 8% 以上，

已超出预期。

                            “抱孩子回家”

与国内大多数出质保期的风电场

一样，巴盟公司出质保期的风电场，

其运行和维护也在风电场这一层级，

有所不同的是这家公司出质保期的 3
个风电场中，有 2 个风电场的运行时

间超过 6 年，而且机型已经停产，这

给机组运维带来新的问题。

在谈到运维实际时，图古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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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护，从根本上消除了发电机出线

路故障的发生。”

类似的技改案例，仅在 2013 年，

这家公司就取得了 5 项国家实用新型

专利。大部件故障隐患的根除，直接

降低了大额的维护费用。不仅如此，

从 2013 年初开始，这家公司除了没有

资质和不允许的外委项目，全部实现

了自主维护。喜欢用例子说明问题的

蔡国斌向记者举出叶尖修复的例子，

他说 ：“自去年 5 月以来，我们自主完

成 19 台机组叶尖修复工作。如果请外

部服务商，每台需 3.4 万元的费用，

且外部人员需要 2 天以上时间才能到

位，也影响风电场发电。仅此一项节

约检修费用 64.6 万元。”

解决机组共性故障问题和修复能

力的提升，也为“抱孩子回家”机组

检修责任制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持。其

实，近两年巴盟公司一直倡导维护机

组要像呵护自己的孩子那样，爱和责

任一样不能少。这样看，这家公司在

2014 年初提出“抱孩子回家”的责

任制并非心血来潮，而是一种理念的

传承。

简单来说，“抱孩子回家”的核心

内容在于：在责任落实上，每人承包6－

8 台机组，可视情况设 A、B 角，具有

2 年以上运行检修经验的员工为 A，带

一名新员工为 B。考虑到员工休班出

现的巡检真空，建立互助机制，机组

承包人休班时，当班的互助人代为检

查。在责任考核上，按照每台机组前 3
年发电量平均值的提升比、机组可利

用率、备品备件成本消耗等 3 个指标，

每月进行排名考核，公开透明。在奖

惩兑现上，实行末位淘汰，末位者失

去承包资格，而优秀承包人年底薪酬

可达到公司中层副职 C 档额度。

那仁风电场机组承包人王利的说

法很具代表性，他告诉记者，“抱孩子

回家，激发了我的机主责任意识，每

天每台机组的发电量、成本，甚至利

润等都清楚。如果到年底，能成为优

秀承包人，我的工资可能会翻一番。” 

                       迷彩服和方块被

在那仁宝力格风电场，记者看到

所有员工都着迷彩服，所有员工宿舍

床上一律叠着方块被。场长秦启亮告

诉记者，他们实行半军事化管理。还

有一个军事化的符号，就是这里的员

工早晨统一跑早操，也比较注重业余

文化生活，养鸡、种菜也是业余文化

生活的一种。

其实，不只是那仁宝力格风电场，

巴盟公司管辖的其他风电场也是半军

事化管理。这家公司的机关地处巴彦

淖尔市，离机关最近的风电场是那仁

宝力格风电场，大约 180 公里 ；最远

的风电场是怀朔风电场，大约 400 公

里。由于国企的用工特点，员工来自

四面八方，两地分居者较多，包括乔

子彬和蔡国斌。

除了半军事化管理，这家公司还

有两句响亮且诗意的口号，一句是“聚

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另一句是“永

不懈怠，永争第一”。这和大唐新能源

公司去年下半年倡导的“一切向风场

转移”的工作思路相吻合。值得一提

的是，有两个看点可以让人看到“一

切向风场转移”在巴盟公司的价值。

一个看点是，机关管理人员到风

电场轮岗，先后安排 4 个部门主任到

风电场任场长。机关员工下风电场时

间不少于 2 年。另一个看点是，管理

人员编入风电场运行岗位，本着由简

到难的原则，机关一般管理人员到风

电场任值班员，原运行人员转为检修

工作，机关人员下风电场时，人资关

系下到各风电场，签订师徒合同，纳

入风电场管理。

“一切向风场转移”，也可以理解

为一切为了发电量。蔡国斌告诉记者，

“年初，我们对公司 190 台机组前 3
年的运行情况进行了分析，并计算出

每台机组前 3 年的发电量平均值。如

果要完成公司 2014 年的发电量目标，

就必须让每台机组在其 3 年发电量平

均值的基础上再提升 10.21%。”

这是一个相当有难度的挑战。为

了解决这一挑战，公司技术总监徐祥

和机关人员“转移”到了别里奇风电

场，向 25 台没有出质保期的 2.0 机组

要电量。这个风电场 2010 年 12 月投

产。今年上半年，因为机组故障损失

的电量实在令人心痛！徐祥说，今年 4
月，他任场长后，带领 6 个员工同厂

家人员一起检修 ；到了 6 月，25 台机

组的维修工作转入由厂家到业主的模

式，机组可利用率提升了2.3个百分点。

损失电量最多的风电场，也是巴

盟公司提升电量的潜力，毕竟还可以

掌控。不能掌控的是限电，就此来说，

经常和电网调度打交道的蔡国斌体会

最深。

说到限电，业内自然会想到风电

场和电网调度的关系，蔡国斌也跑电

网调度，他“疏通关系”的方式是和

那里的年轻人谈电力知识，这是他的

强项，也因此得到了调度们的好感。

今年 3 月的一天夜里，公司值班

人员的电话叫醒了蔡国斌，还没接起

电话，他就知道又限电了。他赶快给

电网调度打了个电话，对方说，“蔡书

记啊，睡你的觉吧！”

可是，55 岁的蔡国斌因为解决不

了今夜的限电问题，早已睡意全无。

这样的日子，他恐怕还要过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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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整机商双馈型风电机组市场趋势
统计分析

        整体情况

虽然直驱、混合、双馈等不同技

术路线的风电机组产品各自拥有着不

同的优势，但双馈型风电机组在我国

风电市场中所占有的地位不言而喻，

这与我国多数整机厂商在初期的技术

引进、技术路线的选择有关，也同整

个市场初期的供给，以及此后所形成

的需求有关。

由表 1 可知，从 2001 年开始至

2013 年的 13 年间，我国双馈型风电

机组累计装机容量达到 65711.83MW，

2013 年该机型装机量为 10731.2MW，

在历年该机型新增装机量中排第 4。通

过图 2 分析，我国双馈型机组的装机

本刊 | 赵靓

表1 历年中国双馈型风电机组新增及累计装机容量（单位：MW）

年份 新增装机容量 累计装机容量

2001 5.2 5.2

2002 0 5.2

2003 49.6 54.8

2004 148.25 203.05

2005 365.75 568.8

2006 810.9 1379.7

2007 2199.1 3578.8

2008 4580.88 8159.68

2009 10206.76 18366.44

2010 14415.29 32781.73

2011 12871.5 45653.23

2012 9327.4 54980.63

2013 10731.2 657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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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由于基数小，

2002 年至 2005 年期间累计装机容量呈

多倍增长，发展速度惊人，这是第一个

阶段。第二个阶段从2005年至2010年，

累计装机容量增速基本保持翻番水平，

可谓快速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 2010
年至 2013 年，累计装机容量增长速度

有所减缓，从图 1 的新增装机容量也可

以看出，该机型在 2010 年至 2013 年

的新增装机容量有一个跌涨的过程，打

破了此前新增容量只涨不跌的趋势，这

基本符合整个风电市场的大势。

        双馈型占比

近 10 年的双馈型风电机组新增

容量占比有一个忽高忽低的过程。如

表 2 和图 3 所示，从 2004 年至 2006
年，新增的该机型装机容量占比下降

明显，超过 12 个百分点。除 2009 年

略有调整外，从 2006 年至 2010 年该

机型新增容量占比基本上是不断增长

的，这 5 年间增长超过 13 个百分点。

自 2010 年以后，新增容量又开始不断

下降，接近 8.5 个百分点。近 10 年间，

双馈型风电机组新增容量占比最高时

为 2010 年， 其 次 是 2004 年。2010
年以后占比有所降低的原因，可能与

个别该机型装机量较大的制造商市场

情况不佳有关。

如表 3 和图 4 所示，在累计装机

方面，2004 年至 2010 年双馈型机组

占比逐年增加，但占比增速是一个由

快至慢的过程，增加近 46 个百分点。

在这个时期双馈型机组累计装机容量

机型占比不断增长的原因，可能与定

桨失速型机组此前基数较大，之后新

增装机逐渐减少有关。2010 年以后，

双馈型机组累计容量占比略微下降，

但并不明显，仅为 1.4 个百分点。

        各制造商双馈型风电机
组装机情况

如图 5 所示，双馈型风电机组累

计装机排名前 10 名的整机商新增装机

中，不少都在 2010 年至 2011 年达到

高峰，之后有所回落，至 2013 年又有

所增长。其中，该机型累计装机容量最

高的华锐和第 3 高的东汽，自 2010 年

后新增装机下降趋势较为明显，处于

第 2 的联合动力该机型的新增装机虽

然与大势相仿，但明显降幅较缓，且在

2012 年和 2013 年在该机型新增容量上

保持了第一。第 4 名的明阳和第 6 名的

上海电气，以及第 8 名的远景能源和第

10 名的海装并未受到前两年的市场大

势影响，在该机型的新增装机中始终基

本保持稳中有升的势头，这似乎验证了

此前业内有专家称规模适中的整机商在

前两年的市场下行波动中受到的带动较

小的言论。Vestas、Gamesa 和华创在

该机型的新增装机趋势浮动相对平缓，

图1 历年中国双馈型风电机组新增装机趋势（单位：MW）

新增装机容量

累计装机容量

图2 历年中国双馈型风电机组累计装机趋势（单位：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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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近10年中国双馈型风电机组新增装机容量占比（单位：MW）

年份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双馈 148.25 365.75 810.9 2199.1 4580.88 10206.76 14415.29 12871.5 9327.4 10731.2

其他 48.75 141.25 477.1 1111.9 1573.12 3596.24 4512.71 4759.5 3632.6 5357.5

双馈占比 75.25% 72.14% 62.96% 66.42% 74.44% 73.95% 76.16% 73% 71.97% 66.7%

表3 近10年中国双馈型风电机组累计装机容量占比（单位：MW）

年份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双馈 203.05 568.8 1379.7 3578.8 8159.68 18366.44 32781.73 45653.23 54980.63 65711.83

其他 539.95 681.2 1157.3 2269.2 3842.32 7438.56 11951.27 16710.77 20343.37 25701.06

双馈占比 27.33% 45.5% 54.38% 61.2% 67.99% 71.17% 73.28% 73.2% 73% 71.88%

图3 近10年中国双馈型风电机组新增装机容量占比趋势图
（单位：MW）

图4 近10年中国双馈型风电机组累计装机容量占比趋势图
（单位：MW）

双馈 其他 双馈 其他

摄影：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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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Vestas 和华创的趋势在后期有翘

尾，2013 年的该数据有所增长。

如图 6 所示，双馈型风电机组累

计装机容量最高的华锐优势明显，联

合动力以强劲的增长势头在 2012 年

至 2013 年间超越了东汽，明阳、远景

和海装该机型的累计装机趋势在数据

的前 10 名中表现得较为惹眼，Vestas
和 Gemesa 以及其他处于该机型累计

装机容量前 10 的整机商，在该数据的

趋势中增幅也较为可观。

通过表 4 可以了解到，近三年双

馈型风电机组新增装机前 3 名的该机

型新增装机容量均超过 1000MW 以

上，第 1 名的新增装机容量在 2011 年

虽 一 度 接 近 3000MW 达 2933MW，

但此后第 1 名的该机型新增装机容量

逐渐减少，至 2013 年该数据下降接近

一半。与此同时，第 2 名、该机型新

增 10 名以外整机商共计的该数据虽然

从 2011 年到 2012 年有所下降，但到

2013 年又有所上升。第 3 名、第 4 名

在 3 年间的装机容量则稳步上升，第

5 至第 10 名的整机商基本都处于止跌

回弹或不断上升的趋势。同时，通过

表 4 可以发现，近三年该数据前 3 名

厂商相对固定，联合动力和明阳在三

年中都进入了前 3 名，远景在 2013 年

首次进入这个梯队。

由图 7、图 8、图 9 可以看出，双

馈型机组新增容量的第 1 名所占新增

容量份额由 23% 减少到 14%，第 2 名

则由 22% 减少到 12%，第 3 名的份额

有所起伏，而从第 4 名至第 10 名，新

增装机占比大多数都有所增加，少数

在 3 年间持平。同时，该数据 10 名以

外其他厂商的合计占比不断上升。这

与表 4 所显示的情况类似，进一步说

明了各厂商双馈型机组的新增容量和

市场占比的差距在逐渐缩小。

华锐

联合动力

东汽

明阳

Vestas

Gamesa

上海电气

远景能源

华创

重庆海装

图6 历年中国双馈型风电机组累计装机排名前10企业该机型累计装机趋势（单位：MW）

华锐

联合动力

东汽

明阳

Vestas

Gamesa

上海电气

远景能源

华创

重庆海装

图5 历年中国双馈型风电机组累计装机排名前10企业该机型新增装机趋势（单位：MW）

表4 近3年中国双馈型风电机组新增装机前10整机商该机型装机情况（单位：MW）

名次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厂商 容量 厂商 容量 厂商 容量

1 华锐 2933 联合动力 2029 联合动力 1487.5

2 联合动力 2847 华锐 1203 明阳 1286

3 明阳 1126.5 明阳 1133.5 远景能源 1128.1

4 东汽 945 上海电气 822 上海电气 1014

5 上海电气 708.1 远景能源 544 华锐 896

6 Vestas 661.9 Gamesa 493.2 重庆海装 786.7

7 华创 625.5 东汽 466.5 东汽 573.5

8 南车风电 451.2 Vestas 414.4 运达 536.5

9 GE 408.5 重庆海装 399.5 Vestas 507.7

10 重庆海装 396 南车风电 385.8 华创 474

10- 其他合计 1768.8 其他合计 1436.5 其他合计 2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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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锐

联合动力

明阳

东汽

上海电气

Vestas

华创

南车风电

GE

重庆海装

其他

图7 2011年中国双馈型机组机组新增装机前10整机商该机型装机占比

华锐

联合动力

明阳

东汽

上海电气

远景能源

Vestas

Gamesa

南车风电

重庆海装

其他

图8 2012年中国双馈型风电机组新增装机前10整机商该机型装机占比

华锐

明阳

东汽

上海电气

远景能源

Vestas

Gamesa

南车风电

重庆海装

其他

联合动力

图9 2013年中国双
馈型风电机组新
增装机前10整机商
该机型装机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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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馈型风电机组整机商
数量

据图 10 所示，有双馈型风电机

组装机整机商数量的趋势在曾经的 12
年间展现出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

是 2001 年至 2006 年，此类整机商的

数量逐渐增多，第二个阶段是 2006

年至 2009 年，此类整机商数量开始

迅速增加，到 2009 年左右达到峰

值为 32 家。此后开始逐年下降，至

2013 年为 19 家，这是第三个阶段。

据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

会的统计显示，2013 年我国有装机

的整机商基本上为 30 家，因此，在

2009 年的顶峰时期，有双馈型风电机

组装机的整机商数量比 2013 年全部

有装机的整机商数量还多。据图 11 所

示，2013 年有 19 家整机商安装了双

馈型风电机组，占全部当年有装机整

机商数量的 63%，与 2013 年该类机

组的新增及累计装机占比情况相似，

均超 60%。（本文部分数据来源于《中

国风电产业地图 2008 － 2013》）

有双馈型风

电机组新增

装机的整机

商数量

图10 历年中国有双馈型风电机组装机的整机商数量 图11 2013年中国有双馈型风电机组装机的整机商数量及其占比

有双馈型风电机组装机的整机商数量

其他整机商数量

摄影：吕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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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上半年欧洲海上风电发展报告
欧洲风能协会（EWEA）

编译 | 苏晓

2014 年上半年，欧洲总共有 224 台海上

风电机组并入电网，装机容量为 781MW。上

半年欧洲安装的风电机组主要分布在 16 个商

业化的海上风电场项目和 1 个示范性海上风

电场项目中。其中，有 282 台风电机组等待

接入电网，一旦完工，并网装机容量将超过

1200MW。目前，欧洲累计在建风电场总装机

容量超过了 4900MW。

与去年同期相比，欧洲在 2014 年上半年

新增海上风电并网装机容量下降了 25%。

总体装机情况

2014 年上半年欧洲海上风电所取得的主

要成绩是 ：

完全并入电网的 224 台风电机组分别分布

在 5 个风电场，分别是 Gwynt Mor（英国）、

Northwind（比利时）、Riffgat（德国）、West 

of Duddon Sands（英国）和 Methil Demo（英

国），总装机容量比去年减少了 264 兆瓦。

一共有 233 台风电机组的基础已经安装，

这些项目主要分布在以下 13 个风电场中：

Amrumbank West ( 德国），Borkum Riffgrund I
（德国），Borkum West 2.1（德国），Butendiek
（德国），Dan Tysk（德国），Global Tech 1（德

国），Gwynt y Môr（英国），Humber Gateway（英

国），Meerwind Sud/Ost（德国），Nordsee Ost（德

国），Northwind（比利时），Westermost Rough（英

国） 和 the Methil Demo － Energy Park Fife（英

国） 。可以看出，从目前所建设的海上风电场项目

和未来一两年的项目分布来看，德国依然是海上

风电发展的佼佼者，英国和比利时也保有一定的

市场占有率。

在Borkum West 2.1 (德国 )，Dan Tysk (德
国 )，Global Tech 1 ( 德国 )，Gwynt y Môr ( 英
国)，Meerwind Sud/Ost (德国)，Nordsee Ost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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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EWEA

图1 欧洲历年海上风电装机容量（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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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Northwind ( 比利时 ) 和 West of Duddon 
Sands ( 英国 ) 等 8 个风电场，已经安装了 282
台风电机组，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28 台或者说增

长了 10%。

同时，在荷兰沿海附近装机容量高达

600MW 的 Gemini 风电场已经开始进入前期

准备工作阶段。

总体来看，截止到 2014 年 7 月 1 日，欧

洲已经累计安装了 2304 台海上风电机组，总

的并网装机容量已经达到 7343MW，这些机组

分别分布在欧洲 11 个国家的 73 个风电场中，

其中还包括一些示范性海上风电项目。与 2013
年同期相比，2014 年上半年欧洲海上风电场运

行的国家更加集中，基本都分布在比利时、德

国和英国，而丹麦、西班牙和瑞典等前几年成

绩不错的国家今年的进展不大。

风电开发商和设备制造商

2014 年上半年，欧洲海上风电开发商的

市场份额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大

概有 10 多家开发商持有海上风电市场份额，

而且持有量也非常平衡。去年市场占比最高的

DONG Energy 公司依然以 169MW（22%）

的持有量位居第一名，但是和去年 39% 的市场

占有率相比下降了不少，接下来是 Iberdrola
公司，占有率也达到 22%，和 DONG Energy
持平。

分析在 2014 年上半年欧洲并入电网运营

的224台海上风电机组，除了一台示范性机组，

 表1 2013年上半年欧洲海上风电场建设情况

比利时 德国 英国 总计

风电场数量 1 10 5 16

安装基座数量 1 159 73 233

已安装而等待并网的机组数量 30 126 126 282

并网机组数量 47 30 147 224

并网的机组容量（MW） 141 108 532 781

资料来源：EW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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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4年上半年欧洲海上风电机组安装和并网情况

资料来源：EW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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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 223 台都是商用项目机组，这一数量大约

比去年要少 25%。而且，与去年同期并网海上

风电机组的平均功率 3.8 兆瓦相比，今年的机

组平均功率下降了一些，为 3.5 兆瓦。

但是，从这些海上风电机组设备供应商

来看，与去年同期 Siemens、REpower 和

BARD 三大风电机组制造企业三分天下的情

况不同，今年上半年，Siemens 依然是市

场老大，所占市场份额高达 81%，新增并网

装机容量为 633 兆瓦。不过，REpower 和

BARD 今年上半年没有装机记录，取而代之

的 是 MHI Vestas（Vestas 和 日 本 MHI 的

合资公司）和韩国 Samsung（三星集团）。

其中，MHI Vestas 所供应的海上机组容量

为 141MW， 市 场 份 额 18% ；Samsung 在

欧洲只是安装了一台示范性机组，单机容量

7MW。

自从 Vestas 和日本 MHI 公司共同组建合

资公司 MHI Vestas 后，该合资公司专门开拓

海上风电市场，去年下半年，该公司的第一台

V164 － 8MW 海上风电机组样机在丹麦国家

实验风电场并网。很快，在今年上半年，该机

组就取得了不错的市场订单，预计接下来几年

的发展前景也非常值得期待。

从各个制造商所供应的风电机组数量来

看，Siemens 生产的风电机组并入电网的数量

为 176 台（占比 79%），MHI Vestas 为 47 台（占

比 21%），Samsung 为 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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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14年上半年欧洲海上风电开发商的并网容量份额分布

资料来源：EW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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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EWEA

图4  2014年上半年各风电设备制造商海上并网容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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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14年上半年各风电设备制造商海上并网机组数量

2014 年上半年融资亮点及未来
发展趋势

2014 年上半年，海上风电领域融资活动

不少，除了好几笔股权投资交易，还有一项

目前最大的海上风电融资交易刚刚完成，即

位于荷兰海域的 600MW 的 Gemini 风电场

项目。Gemini 风电场项目在今年 5 月 13 日

完成投资交易，包括股票和债券融资两种形

式，来自加拿大的独立电力开发商 Northland 
Power 收购了该项目 60% 的股权，加上承包

商 Siemens20% 的股权，Van Oord10% 的股

权，然后还有初始投资者 HVC（丹麦一家垃

圾焚烧发电公司）原本持有的 10% 的股票。

这笔金额高达 28 亿欧元的交易包括一项 21 亿

欧元的优先级债务，它由一个 12 家商业性银

行和 4 家公共资助机构组成的大财团提供，另

外还有中间段债务，主要由丹麦养老基金 PKA
和 Northland Power 共同提供。

从银行获得大量融资的商业资金超过了

10 亿欧元，这体现在海上风电领域包括建设

风险方面，都有对信贷市场的需求。随着今

年下半年另外几个交易的达成，这种需求将

进一步得到巩固，下半年这方面的交易项目

包括 Westermost Rough（英国，210 MW）, 
MEG1（德国 , 400 MW）, Nordsee 1 ( 德国 , 
330 MW) 和 Galloper 风 电 场 ( 英 国 , 340 
MW), 以及美国的 Cape Wind (370 MW) 和 
Deepwater (30 MW) 项目。这些项目交易中

有一些获得了电力供应商的支持，这反映出他

们对海上风电无追索权债务日益增强的兴趣。

在股权投资方面，随着下面几项项目交

易的完成，市场变得活跃（除了上面所提到的

Gemini 风电场股权出售交易）：

（1）2014 年 1 月，DONG Energy 公

司将其在英国 630MW 的 London Array 海

上风电场项目中 50% 的股权卖给了加拿大

Caisse de Dépôt et Placement du Québec
（CDPQ）公司。

（2）2014 年 1 月，Wpd 公司将其在德

国 288MW 容量的 Butendiek 风电场项目中剩

余股份的一半卖给了瑞士 Elektrizitätswerk 
der Stadt Zürich（EWZ）公司，至此，Wpd
公司在该项目中的股份仅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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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4 年 3 月，DONG Energy 公司

将其在英国 210MW Westermost Rough 风电

场项目 50% 的股份卖给了 Marubeni 和英国绿

色投资银行，二者分别获得该项目25%的股份。

（4）2014 年 3 月，德国 RWE 公司将其

在英国 576MW 的 Gwynt y Mor 风电场项目

中 10% 的股份卖给了英国绿色投资银行。

在英国，Statoil 和 Statkraft 公司已经

就 Dudgeon 海上风电场项目达成了最后投资

协议，双方同意对该 402MW 容量的风电场

项目投资 19 亿欧元，用于项目建设阶段。

Dudgeon 海上风电场项目是英国政府执行差价

合约框架后的第一个达成最后投资协议的风电

场项目。

其他一些股权交易活动消息也不断被报

道，因为正在运营项目的所有者想利用目前投

资者日益增强的兴趣来收回本金，尤其是用来

运营海上风电资产的基础设施基金和养老金。

但是，正如 Gemini 和 Westermost Rough 项

目交易所体现的，投资者也逐渐在关注目前正

在建设的一些项目，而且许多类似的交易有可

能在今年年底前进行。

总之，尽管海上风电项目的股权交易还有

很多复杂之处，并且需要时间，但至少市场变

得比较活跃，新的交易也很多。那些商业或金

融结构上精心设计的项目能够找到建设资金资

助或者再融资，这样海上风电领域可以更多地

获益于有竞争力的资本成本。  

图片来源：Gam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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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工业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团委组建了一支由 4
名青年教师和 15 名学生组成的“践行绽青春”暑期社会实

践志愿服务队，前往河北省承德地区开展河北省教育厅重点

课题“中国首个百分百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可行性调研－以承

德地区为例”的调研任务，并进行了志愿服务活动。

出发前，所有队员都接受了专业教师为期三天的培训，

培训内容主要包括 ：“100% 可再生能源”的概念、如何进

行调研、如何形成调研报告等。本次培训使得该团队在技术

和专业层次上都有了保障。

“践行绽青春”暑期社会实践队在承德市区以及丰宁地

区开展了为期 4 天的调研活动。调研期间，调研小组共入

户走访调研包括市区在内的 2 个区 4 个镇 7 个村，走访调

研丰宁县新能源办公室、丰宁县工业园产业区、大唐国际风

电场（大滩镇）、大型风电并网系统研发试验中心等。队员

们紧扣实际，深入调研，最终共形成风电办公室政府决策问

卷 1 份，风电场实地问卷 22 份，政府干部有效问卷 5 份，

紧扣实际、深入调研的
校外实践活动

实践队合影

家电义务维修

文 | 河北工业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   孙立雄，许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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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有效问卷 270 份，问卷调查的结果基本反映出承德地

区新能源的发展现状以及各方对打造首个 100% 可再生能源

示范区的态度。根据走访以及问卷调查取得的现场一手资料

数据，实践队员们完成了《中国首个百分百可再生能源示范

区可行性调研－以承德地区为例》调研报告，并在此报告的

基础上，整理出一篇调研论文。

在开展社会调研期间，志愿队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支

援服务活动。队员们利用他们所学的知识为小学生们讲解、

演示家庭用电常识，以及防漏电、防雷以及防溺水的相关知

识。他们还用自己平时节省下来或者自己打工赚的零用钱资

助了 8 名贫困小学生。对村民送来的需要维修的电器，队

员们也耐心接待，详细记录。

在外活动实践，条件比较艰苦，队员们克服了种种困难，

使每一项活动都获得了成功，极大地锻炼了同学们艰苦奋斗

的品格，培养了组织协调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也丰富了同

学们的工作和生活阅历。

市民调研

调研风电场

资助贫困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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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高压带送风电的经济分析和讨论
文 | 杨建设，郭伟钊，马雪韵

得益于经济实力的持续走强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懈创新与积累，一段

时间以来，我国一大批超高压、特高压输变电工程磅礴问世，以特高压

为骨干网架的坚强智能电网建设亦在高调推进之中。

有资料显示，国家还将进一步推进特高压输变电工程规划的实施，

“十三五”之前建设以蒙西、陕北煤电基地为送端，京津冀鲁电网为受

端的“两横一纵”交流加“一横”直流的特高压输电通道网架，建设以

蒙西、宁东煤电基地为送端，江浙沪电网为受端的二条直流特高压输电

通道等。这些宏大工程的建成，一定会为我国能源发展乃至国民经济发

展做出重大贡献。

与此同时，我国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也经

历了一段高速发展时期。国家能源发展长期目标以及时下国家大气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更要求包括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

并实现长期有效发展与增长。

上述所列特高压输电通道的起点，都是我国“三北”地区的煤炭资

源蕴藏丰富地区及其规划煤电基地，同时也是我国风能资源和太阳能资

源富集区域。如何借助超高压、特高压输电通道这把利器，推动风电和

太阳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的规模发展，实现“北

电南送”和“西电东送”的战略目标，减缓我

国中东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雾霾污染状况，

已成为一个倍受关注的重要课题。

有关利用超高压、特高压输变电工程带送

风电及太阳能发电的基本方式及其技术问题，

近期业内已经投入很多研究，并且取得一些基

本认识。本文拟从经济分析（或称国民经济评

价）的角度，考察特高压带送风电的经济性及

其合理性，提出一些看法与意见。

工程样本

本文以一典型工程为样本，采用适用的经

济分析方法，剖析相关经济性能。

所选取的工程样本即上文所提到的以京津

摄影：宋宇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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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鲁电网为受端的“两横一纵”中的“一纵”—“锡盟经北京、天津至

山东 1000kV 交流输变电工程”。

参考有关资料，锡盟经北京、天津至山东 1000kV 交流输电通道，

长度约 2×730km，输电容量 9000MW，点对网外送形式，工程投资约

210 亿元，计划于“十二五”末期建成投运。

有关利用该通道以风火打捆方式实现电力外送的各项研究已经取得

一些成果 ：煤电基地主要由多台 660MW 超空冷燃煤火电机组组成 ；煤

电、风电基地规模容量可选范围充分大，且技术分析显示风火配置比例

可以大致相当。

特高压通道带送风电的经济分析方法

( 一 ) 基本原理

经济分析，又称国民经济评价，是以资源配置为研究目标，通过测

算项目对于社会经济所做贡献以及社会为项目付出代价，评价项目关于

宏观经济的合理性。

本文经济分析采用“有无对比法”确认项目的效益与费用，过程分

析采用费用效益流量分析方法。类似方法在其他工程项目上已有使用，

本文再作实证与规整。

“有无对比法”以锡盟电源基地上马风电基地为设计方案，相应替

代方案则为完全煤电基地方案。分析过程主要是识别并计算设计方案的

费用与效益，进而计算其经济净现值及经济内部收益率等经济分析体系

指标。

设计方案包括不同风电装机容量的组合，以及风电装机容量下不同

上网率的组合。后者上网率是指风电基地剔除“弃风”损失后的上网容

量相对比率。

（二）经济费用与效益

根据上述内容确认的工程样本设计方案费用与效益项目及其价格

（影子价格）列述如下 ：

（1）费用及其计算

主要包括设计方案的风电基地投资及其年运行费用，以及风电基地

与特高压通道的电气连接线路投资及其年运行费用等。我国目前风电场

投资，包括 500kV 以下电压等级电气设备投资，已经具备比较成熟的

经验与市场体系，故设计方案中相关项目采用市场定价进行费用估算。

a 风电基地建设投资及其年运行费

建设投资随设计方案容量在每千瓦 7000 至 7400 元范围内选取，

年运行费（包括外购材料费及动力费、职工薪酬、修理费及其他费用等）

按建设投资 2% 计列。

b 风电基地接入系统投资及其年运行费

接入系统建设投资主要涉及输电线路以及变电设施，简便起见，按

照输变电容量估价计算，输电线路（220kV 约

170km，500kV 约 390km）为每千瓦 500 元，

500kV 变电站（3 座）为每千伏安 240 元 ；年

运行费按建设投资 3% 计列。

（2）效益及其计算

主要由因设计方案而替代下来的原部分煤

电基地费用成本构成，包括被替代燃煤火电机

组相应投资及其运行燃料费用，以及该部分火

电机组的环境成本。其中，火电机组燃料费用

和环境成本依据经济分析原则测定影子价格，

以反映其真实经济价值。

a 替代火电机组建设投资及其年运行费

设计方案决定替代方案少装若干容量的火

电机组，后者容量依据替代发电量换算，相应

投资亦采用市场定价原则。参考近期统计数据，

火电机组单位造价和年等效利用小时数分别取

每千瓦 4100 元和 5500h。替代火电机组年运

行费亦按市场定价原则，取建设投资 4.5%。

b 替代火电机组的燃料成本

燃煤电厂煤炭燃料属于不可再生矿产资

源，而其采购价格目前在我国属于不完全成本

价格，为此需要使用影子价格。

煤炭成本中，至少包括生产成本、使用成

本及外部成本。目前市场销售煤价更多反映了

生产成本（例如勘探、开采、加工、运输等），

而使用成本主要涉及资源耗竭补偿成本，外部

成本则主要指环境代价成本。数额分析时，生

产成本部分可参考市场定价，同时适当增大已

经外部化的内部成本（如安全成本等）；资源

耗竭补偿成本可按销售收入比例计算 ；环境成

本则参考相关研究取值。

因此，生产成本约取 730 元 /t 标煤价

格，资源耗竭补偿成本按前者 8% 计算，约

为 60 元 /t 标煤价格。当火电机组标准煤耗按

310g/kWh 取值时，生产成本又约为 0.23 元

/kWh，资源耗竭补偿成本又为 0.02 元 /kWh。
环境代价成本，或称风电的环境价值，

依据有关风电环境价值的量化研究成果，风电

相对于火电生产的环境价值按 0.15 元 / kWh
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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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费用效益流量报表

上述测算基础上，可以进行经济费用效益的流量计算，计算过程参

见表 1。其中，费用效益流量分析的计算期为 20 年，社会折现率取 8%。

（四）计算指标曲线图

以表 1 为基础，通过对于不同风电装机、不同上网率的设计方案计

算，可以得到如图 1 和图 2 所示的经济分析计算指标曲线图。

（五）其他

上面经济分析里，尚有其他一些间接效益

未计列其中，包括“技术扩散效果”、“产业关

联效果”及“乘数效果”等。这些效果对于诸

如样本所在地的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区域经

济发展，应该是确实存在的，但鉴于定量分析

困难，且前述已有成果不影响后面讨论，本文

因此不再计列。

相关讨论

（1）所使用经济分析方法中的经济费用与

效益分项及其测定清晰有效，不涉及重复计列

和转移支付，尤其是有关火电机组燃料成本影

子价格的分析和测算有实据，易掌握，且所得

经济分析指标与一般关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期

望认识吻合度高。使用效果上看，方法是恰当

且可取的。

更苛刻情形下，亦可以运用包含更完整更

细微（如“乘数效果”分析）的经济费用效益

项目识别的方式方法，这对于诸如工程样本所

表1  经济费用效益流量式样表

设计方案：风电基地装机容量    万千瓦，上网率    %。

序号 项目
计算期

建设期 1 2 3 … 20

1 费用流量

1.1 风电基地建设投资及年运行费

1.2 风电基地接入投资及年运行费

2 效益流量

2.1 替代火电建设投资及年运行费

2.2 替代火电燃煤成本

3 净效益流量（2-1）

4 经济净现值 ENPV

5 经济内部收益率 EIRR

摄影：李泽



 Industry | 产业

2 0 1 4 年 第 0 8 期  51  

处内蒙古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投资项目，意义尤为重要。

（2）考察图 1 和图 2 可知，只要控制上网率不致过低，各设计方案

的收益总是正向（经济内部收益率总是高于社会折现率），甚至 ENPV
数量级已可与风电基地建设投资的规模相当，且设计方案的风电装机规

模越大，收益越高。其直接原因是设计方案替代下来部分煤电基地的费

用成本，转化为了经济效益。

经济分析表明，以风火打捆运用方式借特高压带送风电确实有助于

获取高额经济收益，换言之，运用方式确实有利于获得经济资源配置效

率，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

（3）从技术方面看，所谓“控制上网率不致过低”，就是输电经济

性决定着风电基地有必要主动“弃风”，但同时需要上网率维持一个较

高水平（本样本不低于 60% 左右）。

（4）以风火打捆运用方式借特高压带送风电可能还受制于技术因素，

例如，可能增大受端电网调峰压力等，但风火打捆的要义之一就是维持

与纯火电方式基本相当的联合出力特性，而高额经济效益则有利于相关

技术发展和运用水平的提升。

（5）特高压带送风电是可行且有利的，但能否带送，带送多少，还

强烈依赖于政策导引及其效果。例如，风火打捆方式下火电转而“退居

二线”，而由此导致的火电企业发电利益减少，如何说法？风火打捆方

图1 设计方案经济净现值曲线图

图2 设计方案经济内部收益率曲线图

式下电网公司需要投入更多成本，用否补偿？

经济分析数据再次表明，特高压带送风电

对于提高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是有促进作用

的，由此推论，有关政策导向则应该牢牢把握

在有助于全面实现国家整体利益上面来。

结语

本文所应用的经济分析方法，过程简练，

清晰易行，结论可信，对于风火打捆或类似方

式的大型可再生能源投资项目具有一定的参考

价值。

经济分析的结论进一步表明，利用特高压

输电工程带送风电具备显著的经济合理性，且

有利于提升全社会的经济资源配置效率。

( 作者单位：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 )

摄影：王璐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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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形势，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我国

提出了“十二五”期间单位 GDP 能耗下降 16%、碳强度下降 17% 的目标。

在这一目标的倒逼下，我国开始借鉴国际经验尝试建立国内碳排放交易

市场，探索运用市场机制来实现节能减排。

2011 年 10 月 29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

点工作的通知》，同意北京、天津等 7 个地区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各试点地区先后出台了本地区碳交易的管理办法，拉开了我国碳交易区

域试点的序幕。其中，作为碳排放配额的补充机制，中国核证自愿减排

量（CCER）允许在碳市场交易。

在国际碳市场长期低迷的背景下，建立国内碳市场，为手握大量碳

可再生能源企业进军CCER市场的
策略分析
文 | 李佳

资产但苦于没有买家的可再生能源企业提供了

宝贵的商机。众多企业已迫不及待进军 CCER
市场。国内碳市场看上去很美，但这个市场到

底有多大，存在何等风险，采取什么策略进入

市场，值得深入研究。

我国碳交易市场试点的主要特点

（一）7 个碳交易市场试点彼此独立运行

目前全国没有统一的碳市场，7 个试点各

摄影：魏元伟



 Industry | 产业

2 0 1 4 年 第 0 8 期  53  

自拥有独立的交易平台，市场彼此独立。交易方式主要是线上交易和交

易所内的协议转让，交易品种主要包括碳排放配额和 CCER 两类。各

试点地区对于纳入控排范围的企业类型和排放门槛不尽相同。

（二）各试点市场交易量有限，活跃程度逐步提高

除重庆地区尚未启动交易外，其他 6 个地区已先后开展碳排放权交

易工作。从交易量上来看，各地的碳排放权交易并不活跃。截至 2014
年 5 月 9 日，6 个市场的日均交易量仅为 42.5 万吨。

交易不活跃，有多个因素导致。碳交易对于控排企业来讲是新鲜事

物，企业对碳交易的认识和理解需要一个过程。很多控排企业尚未完全

摸清自身所需配额的数量，仍处于观望阶段。但是，随着各地区第一个

履约期日渐临近，更多的控排企业参与到市场交易中，各地日均成交量

呈现出逐月递增的趋势。北京的交易量从去年 12 月的日均 257 吨，到

今年 4 月份增加到日均 1076 吨。上海 4 月份的交易量达到 7 万吨，较

2013 年 12 月的 2.3 万吨增长了 200%。相信随着履约期日渐临近和参

与企业对市场理解的进一步深入，更多的控排企业将参与碳交易，市场

交易量将出现一波小高潮。

（三）各试点市场交易价格相差较大

截至 2014 年 5 月 9 日，6 个地区合计日

均碳排放权成交量为 42.5 万吨，日均成交金

额为 1396 万元，成交均价为 33 元 / 吨。这个

价格要远远高于当前国际市场 CER 的价格，

对于众多碳资产供应商已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但市场流动性不足影响了碳排放权的价格发现

功能。同样是碳排放权，各地区的碳排放权价

格差异较大。价格最高的为深圳市场和广东市

场，分别是 70 元和 65 元，最低的为湖北市场，

仅 22 元。

（四）试点阶段时间较短，未来发展具有

不确定性

从 7 个试点公布的方案来看，各试点的碳

交易政策，主要针对 2013 年至 2015 年的碳

排放权交易进行规范管理。其中，北京、天津、

表1  碳交易试点市场概况

试点市场 碳强度下降指标 开市时间 控排企业数量（个） 门槛

北京 18% 2013 年 11 月 18 日 490 年排放 1 万吨以上

天津 19% 2013 年 12 月 27 日 114 年排放 2 万吨以上

上海 19% 2013 年 11 月 26 日 191
工业：年排放 2 万吨以上；

非工业：年排放 1 万吨以上。

重庆 17% - 242
年排放超过 2 万吨以上，不包含建筑和

交通

广东 19.5% 2013 年 12 月 20 日 242 年排放 2 万吨以上

湖北 17% 2014 年 3 月 31 日 138 年能耗 6 万吨标煤以上

深圳 21% 2013 年 6 月 18 日 832

工业：年排放 3000 吨以上；

公共建筑：2 万平方米以上；

机关建筑：1 万平方米以上。

表2  各碳交易试点市场成交情况

北京 广东 湖北 重庆 上海 深圳 天津 合计

日均成交量（吨） 871 100884 318501 　- 2490 1668 1180 425593 

日均成交金额（元） 46701 6569549 7096291 　- 94295 117155 34489 13958480 

日均成交价格（元） 54 65 22 　- 38 70 29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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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等地区明确规定，2013 年至 2015 年的排放配额在 2016 年前有效。

2016 年（含）以后的排配额有效期没有明确说明。2016 年以后的碳交

易相关政策目前仍处于真空状态，CCER 的有效期及使用规则都没有规

定，对企业来说存在一定的风险。

（五）政策不完善

因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减排压力、减排规模均不同，因

此各试点在配额核发与管理方案、交易机制、配额清算、市场调控等方

面各有特点。另外，市场规则的建立和完善都存在一个过程，目前来看，

各试点市场的规则仍处在不断完善阶段，这给市场参与者特别是跨地区

的 CCER 供应商带来不同程度的挑战。

CCER市场供需严重失衡

CCER 作为碳排放权的补充机制，可以作为碳排放权的补充抵消企

业的温室气体排放。这也就意味着，CCER 将无法成为碳减排的主力产

品。各区域通过 CCER 完成减排任务的比例限制在 5% － 10%，并对

CCER 项目所在地进行了限制。

（一） 需求分析

根据各试点年配额总量和各市场对 CCER
使用的比例限制，推算出各市场 CCER 的理

论最大需求量。在此基础上，根据各市场对

CCER 项目来源地的限制，进一步推算出各

市场对本地区 CCER 项目和试点地区以外的

CCER 项目的理论最大需求量。

（1）北京市场 CCER 市场容量

北京的年配额总量为 0.47 亿吨左右，

CCER 占配额最高比例为 5%，其中北京地区

内项目获得的核证自愿减排量必须达到 50%
以上。由此推算出，北京市场的 CCER 的理论

最大需求量为 235 万吨，其中来自北京地区以

外的 CCER 最大需求量仅为 117.5 万吨。

（2）广东市场 CCER 市场空间

广东的年配额总量为 3.88 亿吨左右，

CCER 占配额最高比例为 10%，其中，广东

本地项目的 CCER 必须达到 70% 以上，由此

推算出，广东市场年度所需 CCER 的理论最

摄影：崔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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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需求量为 3880 万吨，其中来自广东地区以外的 CCER 最大需求量为

1164 万吨。

（3）湖北市场 CCER 市场容量

湖北的年配额总量为 3.24 亿吨左右，CCER 使用比例不得高于年

度配额总量的 10%，且所用 CCER 必须均由湖北地区的项目产生。由

此估算，湖北市场年度所需CCER的理论最大需求量为 3240万吨，其中，

CCER 均需来自于湖北省项目。

（4）重庆市场 CCER 市场容量

重庆的年配额总量为 1.3 亿吨左右，CCER 使用比例不得高于年

配额总量的 8%，且所用 CCER 必须均有重庆地区的项目产生。由此估

算，重庆地区的年度所需 CCER 的理论最大需求量为 1040 万吨，其中，

CCER 均需来自于重庆项目。

（5）上海市场 CCER 市场容量

上海的年配额总量为 1.6 亿吨左右，CCER 使用比例不得高于年度

配额总量的 5%，对 CCER 项目所在地没有要求。由此估算，上海市场

年度所需 CCER 的理论最大需求量为 800 万吨。

（6）天津市场 CCER 市场容量

天津的年配额总量为 1.6 亿吨左右，CCER 使用比例不得高于年度

配额总量的 10%，对 CCER 项目所在地没有要求。由此估算，天津市

场年度所需 CCER 的理论最大需求量为 1600 万吨。

（7）深圳市场 CCER 市场容量

深圳的年配额总量为 0.3 亿吨左右，CCER 使用比例不得高于年度

配额总量的 10%，对 CCER 项目所在地没有要求。由此估算，深圳市

场年度所需 CCER 的理论最大需求量为 300 万吨。

（8）7 个试点市场 CCER 市场容量小结

7 个试点市场的年配额总量为 12.39 亿吨，CCER 的理论最大需

求量为 1.1 亿吨，其中，7 个试点地区以外的 CCER 理论最大需求量为

4000 万吨左右。

（二）CCER 供给分析

根据国家发改委印发的《温室气体自愿减

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使用现有方法学

申请备案的 CCER 项目应于 2005 年 2 月 16 
日之后开工建设，且属于以下任一类别 ：

类型 1 ：采用经国家主管部门备案的方法

学开发的自愿减排项目 ； 
类型 2 ：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作为清洁发

展机制项目，但未在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

理事会（EB）注册的项目 ；

类型 3 ：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作为清洁发

展机制项目且在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

会注册前就已经产生减排量的项目 ；

类型 4 ：在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

会注册但减排量未获得签发的项目。

根据对中国 CDM 项目的分析，从减排类

型来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项目是 CCER 供

给的主力，其项目数量占项目总量的 63.26%，

预计年减排量占总量的 83.31%。从 2006 年

至 2014 年累计签发来看，新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项目占比 32.01%，但考虑到占据签发量

42.98% 的 HFC － 23 分解项目的减排量在使

用上将会受到限制（如北京地区或将禁止使用

此类项目），本文认为 CCER 项目中新能源和

可再生能源项目仍将是 CCER 供给的主力。受

数据来源的限制，本文通过整理以风电、太阳

能和水电为主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项目，对

类型 1、2 和 4 进行分解，从而分析 CCER 项

目供给情况。类型 3 的项目信息从公开渠道较

难获得，因此难以分析潜在的项目数量及减排

表3  各试点市场CCER的市场容量分析（单位：亿吨） 

北京 广东 湖北 重庆 上海 深圳 天津 合计

年配额总量 0.47 3.88 3.24 1.3 1.6 0.3 1.6 12.39

CCER 占配额最高比例 5% 10% 10% 8% 5% 10% 10%

CCER 最大需求量 0.0235 0.388 0.324 0.104 0.08 0.03 0.16 1.1095

CCER 地方政策 50% 70% 100% 100% 无 无 无

本省 CCER 最大需求量 0.01175 0.2716 0.324 0.104

外省 CCER 最大需求量 0.01175 0.1164 0 0 0.08 0.03 0.16 0.39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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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在本文中暂不考虑。

（1）类型 1 的 CCER 潜在供给量

从 2013 年开始 , 欧盟只接受来自最不发达国家或有双边协议国家

的 CDM 项目。因此，在没有新的政策出台前，国内绝大多数理性的碳

资产供应商不会将 2013 年以后的新建项目投放到国际市场。本文认为，

2013 年以后的新建项目是类型 1 的潜在主要供给量。

根据中电联和中国风能协会统计，2013 年我国新增水电、风电、

并网太阳能合计 5732 万千瓦，占到全年新增发电容量的 60%。根据我

国 2013 年水电、风电和太阳能光伏的年平均利用小时数，及各地区的

减排因子，可估算出 2013 年新增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项目产生的年减

排量，即仅类型 1 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项目潜在 CCER 供给量约为

1.28 亿吨 / 年。类型 1 的潜在来源来还有众多工业类、林业类等项目，

且随着更多新项目的建设投产，类型 1 的供给量将进一步增大。

（2）类型 2 的 CCER 潜在供给量

CDM 数据库显示，截至 5 月 6 日，国家发改委累计批准了 5048
个 CDM 项目，估计年减排量约为 7.8 亿吨，其中，已经在联合国 EB
注册的项目数量为 3793 个，估计年减排量约为 6.26 亿吨。

由此可推算出，类型 2 的潜在项目供给量为 1255 个，估计年减排

量约为 1.54 亿吨。

（3）类型 4 的 CCER 潜在供给量

CDM 数据库显示，截至 5 月 6 日，中国注册的 CDM 项目达到

3793 个，估计年减排量约为 6.26 亿吨，占到全球 CDM 总量的 50%，

成为全球 CDM 项目的最大供应国。其中，已签发的 CDM 项目数量为

1389 个，估计年减排量约为 3.31 亿吨。

由此可以推算出，类型 2 的潜在项目数量 2404 个，估计年减排量

合计为 2.95 亿吨。其中，2012 年 12 月 31 日以后注册的项目为 74 个。

（4）CCER 的潜在供给量小计

类型 1、2 和 4 的 CCER 潜在年供给量达到 5.77 亿吨。

（三）CCER 市场供大于求，仍存在一定的结构机会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仅考虑类型 1、
2和 4的情况下，CCER潜在年供给量已为 5.77
亿吨，和 CCER 的理论最大需求量的 1.1 亿吨

相比，已存在严重供大于求的情况，CCER 供

给量远超市场容量。

各试点市场相互独立，且均对本地项目采

取不同程度的保护措施，对本地区以外的项目

设置了进入门槛和限定。因此，从结构上来看，

仍存在一定的结构性机会。

（1）湖北和重庆的市场机会。这两个市场

对本地区以外的 CCER 项目关上了大门，明确

规定控排企业只能用本地区项目产生的 CCER
进行补充。湖北的 CCER 理论需求量为 3240
万吨，而类型 2 和类型 4 的供给量仅为 884 万

吨 ；留给本地类型 1 和类型 3 项目的市场容量

为 2356 万吨。同样，重庆留给本地类型 1 和

类型 3 项目的市场容量为 314 万吨。

（2）北京和广东的市场机会。北京和广东

分别对本地区 CCER 项目要达到 50% 和 70%
以上。这两个市场的 CCER 理论最大需求量

分别为 235 万吨和 3880 万吨。两个地区以外

的 CCER 项目理论最大需求量分别为 117.5 万

吨和 1164 万吨。本地项目的市场容量分别为

117.5 万吨和 2616 万吨。

（3）上海、天津和深圳的市场机会。这三

个市场对 CCER 项目来源地没有限制，为所有

的 CCER 项目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这三个

地区的 CCER 理论最大需求量合计为 2700 万

吨。尽管没有设限，但本地项目仍具有较强的

表4  各试点市场CCER的市场供需分析（单位：万吨） 

合计 北京 广东 湖北 重庆 上海 深圳 天津

CCER 需求
理论最大需求量 11,095 235 3,880 3,240 1,040 800 300 1,600

试点外地区理论最大需求量 3,982 118 1,164 0 0 800 300 1,600

CCER 潜在供给

供给合计 57,693 721 1,197 884 726 472 　 234

类型 1 12,844 　 　 　 　 　 　 　
类型 2 15,398 220 396 313 364 371 　 184

类型 4 29,451 501 801 570 361 10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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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优势，将会更受买方欢迎。

需要强调的是，并非所有潜在供给量都会变为实际供给，潜在供给

要想转化为实际供给，进入 CCER 市场，需要通过国家发改委签发。根

据 CDM 项目分析，并非所有注册项目都能获得签发。截至 2014 年 5
月 7 日，我国注册 CDM 项目 3793 个，估计年减排总量 6.2 亿吨，但

实际获得签发项目 1389 个，累计签发 CERs 仅 8.7 亿吨，年均签发量

约 1 亿吨。

CCER 实际供应量在很大程度依赖于国家发改委的审批政策。目前

为止，国家发改委尚未签发 CCER 项目。一旦大量的潜在项目涌入国内

CCER 市场，必然对刚刚起步的碳交易市场产生巨大的冲击。从维护市

场稳定，促进市场发展及探索，形成我国的碳交易发展路径的角度出发，

国家发改委或将严格控制项目核准数量，确保碳交易市场平稳有序发展。

CCER 作为碳排放权的补充机制，价格将会低于碳排放权。在利益的驱

动下，控排企业将使用政策允许范围内的低价 CCER 置换排放权，并

将自身多余的排放权交易出去，从而获取 CCER 和排放权价格差的收益。

因此，本文所分析的 CCER 理论最大需求量，极有可能成为 CCER 的

实际需求量。

可再生能源企业进军CCER市场的对策建议

作为可再生能源企业，要深刻理解国内开展碳交易试点的背景、现

状和发展趋势，识别存在的机会，规避风险，理性参与国内碳交易市场。

对可再生能源企业进军 CCER 市场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

（一）密切关注碳交易市场相关政策

碳交易市场属于典型的政策驱动型市场，目前我国碳市场仍处于

试点阶段，各种政策和制度安排仍在不断完善，相关政策的推出将会对

市场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国家发改委对 CCER 项目的核证动态，

直接决定了 CCER 的供给量。市场参与者要密切关注相关政策的推出，

并深入分析政策对市场产生的影响，提前做好应对预案。

（二）全面提高对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试点的认识

从目前来看，全国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CCER 供应商实际上面对

的是 7 个独立的市场。各试点的市场空间不同，价格也有较大差异，交

易费用也不尽相同。为使碳资产能够产生最大的效益，企业需提高对各

市场试点的认识，全面了解各市场的市场准入条件、交易规则和交易费

用等，动态分析市场供需和价格的变化趋势，为作出合理决策做好充分

准备。

（三）理性参与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试点

梳理自身的碳资产项目，选取合适的项目积极参与试点，抢占市场

先机。项目选择上，可以采取以下策略 ：

（1）优先选择类型 1（未开发的新项目）

和类型 3（pre － CDM）的项目。因国际市

场长期低迷，需求极其疲软，未开发的新项目

没有再继续投放到国际市场的必要，可以转

作 CCER 项目。类型 3 项目已经获得在联合

国 EB 注册并经过第三方核查，其风险和签发

成本都相对较低，且较受欢迎。从目前在国家

发改委的审定项目来看，类型 1 和类型 3 处于

绝对主导地位，分别占到项目总量的 36% 和

44%。国家发改委召开了两次自愿减排项目备

案审核理事会会议，仅有 2 个项目通过获得备

案，均为类型 3 项目（第二次会议的备案结

果尚未公布）。从 CCER 项目审查情况来看，

CCER 审查尺度不比 CDM 项目审查尺度松，

类型 2（批准未注册）项目如果是曾被 EB 拒

绝注册，则比较难以实现 CCER 项目备案。而

类型 4（注册未签发）的项目已经在 EB 注册，

在政策不明朗的情况下，不必急于转回国内。

（2）优先选择项目所在地处于试点地区以

内或与试点地区签署了双边协议地区的项目。

湖北、重庆、广东和北京等试点对本地项目推

出不同程度的地方保护政策，北京或将优先选

择河北、内蒙古等与其签署了双边协议的地区，

上海、天津和深圳尽管没有对外地项目设置门

槛，但本地项目仍具有一定的地缘优势。

（3）试点地区以外的项目的市场选择。

需要根据各市场的市场容量、CCER 价格和

CCER 项目区域、规模和结构，进行具体分析。

这类项目优先进入市场容量较大、供需关系平

衡、价格较高的试点市场。

总之，国内开展碳市场为可再生能源企业

盘活碳资产、获取减排收益提供了商机。但国

内市场尚处于试点探索阶段，7 个试点市场相

互独立运行，相关政策制度仍在不断完善，且

存在严重供需失衡的风险。可再生能源企业需

把握市场机会，合理控制风险，理性参与市场

竞争，伴随国内碳交易市场共同成长，享受市

场不断发展壮大带来的红利。

（作者单位 ：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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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电行业在经历了从 2006 年到 2010 年的高速发展期后，

2011 年开始已经进入调整期。虽然中国这几年新增风电装机规模逐渐

趋于平稳，但累计装机规模仍不断创历史新高。截至 2013 年年底，全

国风电机组累计装机容量已超过 90 GW，装机台数超过 6 万台。随着

高速发展时期（2006 － 2010）安装的大部分风电机组开始逐步走出质

保期，一个巨大的风电运维市场在逐渐显现。无论是风电场的投资者，

运营商还是第三方服务商，都将面临运维管理的重大机遇和挑战。

对于投资者而言，由于未来风能资源的不确定性以及风电场已建成

投产，在不进行重大技改的前提下，风电场的经济效益将主要取决于运

营商的运维管理能力。由于中国风电行业起步较晚，大部分的运营商和

服务商对风电场的运维管理仍处在摸索阶段。早年风电的爆发式增长使

运维管理中问题更加凸显。本文将重点关注中国风电场运维管理中存在

的诸多问题，从转变运维管理思维方式的角度出发，为风电场投资者和

管理者提供参考建议，以期能够促进中国风电市场的健康发展。

风电场的运维管理

在风电场建成投产之后，包括风电机组、控制系统及并网设施等在

内的整个风电场均处于运行状态。作为风电场

的运营方，需要对整个风电场运营的环境、设

备设施及软件系统进行维护和管理，特别是对

风电机组的维护。风电机组维护的好坏直接影

响到发电量的多少和经济效益的高低，机组本

身性能的好坏，也要通过维护检修来保持。风

电场运维管理的目的在于不断地提高和确保设

备的可利用率，在整个风电场的生命周期内，

使设备始终保持安全稳定的运转状态，从而提

高风电场的发电量和发电效率。

风电场运维管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1） 风电场设备的运维管理 ：制定风电机

组的运维计划、定期运维、突发性故障的预防

和处理等。

（2） 备品备件及消耗性材料的管理 ：关键

和消耗部件的合理库存、库房管理、供应商管

理等。

（3） 信息化平台的建设 ：数据的统计和分

风电场运维管理的三个转变
文 | 王宏智，李松

摄影：付长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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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设备故障分析系统等。

（4） 人力资源的管理 ：技能培训、人员管理等。

运维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在实际运维过程中，各个风电场以及风电机组之间的差异显著，比

如运营环境、风电场规模以及机组的可靠性等，加之运维管理方面的经

验也不足，运维管理呈现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根据笔者对国内大量的风

电运营商和风电场访问和观察，主要问题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

（一）被动型运维方式

被动型运维方式，即当问题发生以后才采取解决措施，具体表现为

预防性维护不到位、运维计划不完整以及计划执行不严格。目前普遍的

做法是 ：结合主机厂家的建议和自身的经验，风电场运营方往往都能制

定出定期的运维计划。在实施过程中，针对单一部件的定检定修基本能

够实现。以风电机组主齿轮箱为例，根据主机厂家的建议，现场定期检

修的项目主要包括定期更换滤芯、观察油位和磁堵、油样分析、噪音振

动等观察以及定期更换润滑油。但是仅止于此的检修计划是不够的，齿

轮箱箱体内部关于齿面、轴承磨损状况的监测同样重要。特别是随着运

行年限的增长，对于箱体内部齿轮和轴承的直接监测十分必要。实际操

作过程中，由于短期成本的压力、技术手段的限制或者经验的欠缺，大

部分的运营管理人员并没有积极主动地开展此类工作。诸如此类的预防

性措施，需要运维管理方主动地实施，以详细掌握齿轮箱内部状态，做

到问题早期预防、早期发现。否则，当问题发生时，往往已经很严重，

后期的维修成本和停机时间也会急剧增加。

（二）间断型运维方式

现在大多数风电场的运维主要采用人工定期检查和巡视检查等方式，

这种方式的最大缺点是间断性。受所处地理位置的影响，各风电场面临

的运营环境差异显著。在云贵高原，受高海拔的影响，昼夜温差大，风

电机组叶片容易出现结冰和霜冻的现象。叶片的结冰会影响机组的发电

效率，同时随着机组的运转，被甩出的冰块会造成安全隐患。在叶轮运

转状态下，人工的巡检难以发现初期结冰以及结冰的程度。在一些区域，

受恶劣天气的影响，运维人员甚至难以靠近机组。现在全国所面临的雾

霾天气，也给现场的人工巡视检查和检修带来一些困难。其他极端的天气，

比如雷雨、阵风，更会给运维人员的定期检修带来挑战。在春季和夏季，

温度变化快，空气对流显著，经常出现雷雨天气，风电机组遭到雷击的

现象比较多，雷击会造成叶片受损和开裂，人工巡检是难以在早期及时

发现这些损伤的。在这些情况下，间断型运维的缺点显露无疑。

（三）粗放型运维方式

粗放式的运维管理主要体现在对人员、备品备件、数据和信息等采

取了传统的粗放型计划管理方式。目前国内比较突出的运维管理问题就

是当风电机组运行中出现问题后，备品备件短

缺、专业知识和经验不足以及供应商关系的不

稳定等因素造成停机时间过长。究其本质，其

实就是管理中的计划和处理问题的流程以及标

准化管理不到位。另外，受风电场地理条件以

及前期爆发式增长的约束，具有丰富经验的运

维技术人员普遍欠缺，现场技术问题得不到及

时解决而延长了停机时间。备品备件管理缺乏

科学有效的管理手段。除少数大的开发商正在

进行的集中式备品备件管理外，绝大多数风电

场仍处于自顾自的状态。对风电机组供应商的

管理，比如叶片、齿轮箱、发电机等的供应商

管理方式简单，对供应商资源的利用也不充分。

同时，由于缺少对风电机组状态全方位、持续

的监测和掌握，包括对历年机组运行数据的统

计分析、故障诊断报告的梳理，运维管理者缺

乏一套科学高效的系统性管理方式。

运维管理的三个转变

风电场的运维管理是一项综合的系统性工

作。被动、间断和粗放式的管理方式将会极大

地影响风电场的运营效率。随着装机规模的不

断扩大和风电机组运行年限的不断增加，风电

场运维管理方式亟待变革。除了依赖于风电技

术的不断进步和机组智能化，国内风电场运维

管理水平的提高，关键在于运维管理人员思想

方式的改变。针对目前普遍存在的管理问题，

笔者提出以下三个风电场运维管理的转变。

（一）从被动型运维方式向主动型运维方

式的转变

主动型运维方式更加强调运维计划的预防

性和前瞻性。风电场的运维管理人员在制定运

维管理计划是必须要考虑预防性成本的投入。

通过有余量的前期投入，来减少后期故障发生

的可能性，无论是质保期内还是质保期外，都

是十分必要的。为了确保和提高风电设备的可

利用率，风电场运维管理者要主动去了解风能

资源的基本情况，逐步培养风能资源预报的能

力，建立有效的预报系统。对于风电机组的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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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而言，特别是叶片、主轴、主齿轮箱、发电机等大部件，应制定和实

施主动性的预防性维护措施。运维管理者还应主动建立和维护自己的风

电机组部件供应链系统，有效利用供应链资源，建立运维技术专家库。

另外，要主动关注运维技术的最新发展和变化，及时更新运维技术和管

理方式，提高运维效率。

（二）从间断型运维方式向持续型运维方式的转变

持续性运维方式是未来发展的主流，全方位的风电机组在线监测系

统将会给风电场的运维工作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全方位的机组智能监测

系统能够监测整个机组的传动链，从转子叶片开始，包括转子主轴轴承、

主齿轮箱、联轴器、发电机以及塔筒等。通过传感器进行数据的测量和

收集，通过数据的处理和交换及时和风电机组主控进行联系，根据机组

传动链的不同状态采取主动性的停机和重启操作，并通过一个交互的可

视化窗口，给运维人员直接的诊断结果和维护建议。持续型的运维方式

可以通过对风电机组进行全方位全天候的不间断监测，降低机组问题扩

大的风险，并降低维修成本。特别是对海上风电机组来说，机组的运行

状态故障诊断和监控系统要求能够实现远程控制，持续型的运维方式要

求更高。

（三）从粗放型运维方式向精益化运维方式的转变

随着运营经验的不断积累，风电场的运维管理要不断地向精益化生

产方向转变。精益化管理的核心在于通过对运维现状的有效分析减少各

种形式的浪费，确定有效的运维流程，使运维管理标准化。同时，要构

建一个完整有效的风电场运维信息管理平台，对于风电场历年的运行数

据要进行统计和分析，不断地修正和改进风电场的运维计划 ；特别是对

于以往发生的故障，要及时进行分析和总结，

并将其作为未来备品备件管理的重要参考。制

定合理的库存水平，避免因备件不足而延长故

障停机时间。另外，对于运维人员，要加强对

其系统性的技术培训，运用知识管理手段提高

运维人员的整体运维技术水平。

小结

总体来讲，相对于被动型、间断的和粗放

型的运维管理方式，主动、持续和精益化的管

理方式具有显著的特点和优点，见表 1。
随着大批的风电机组逐渐走出质保期，对

于风电场投资者而言，如何有效地控制运维成

本以提高风电场运营效益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主动、持续和精益化的运维管理方式将是优化

整个风电场运维管理系统、增加设备的可利用

率，从而降低运维管理成本的关键。未来，随

着海上风电的大力发展，对运维管理人员的要

求会更加严格。积极地转变运维管理思维方式

将会极大提升风电场的运维能力，降低长期运

维成本，提高发电效益。                            
（作者单位：上海博世力士乐液压及自动化有限公司）

表1  运维管理方式的比较 

运维管理方式 特点 优点 缺点

1

被动型（Reactive）
- 问题发生后才解决

- 例行的计划

- 短期成本低

- 易实施

- 突发性故障多

- 长期运维成本高

主动型（Proactive）
- 预防性 / 前瞻性

- 系统性的计划

- 低的生命周期成本

- 减少突发性故障频率
- 短期预防性成本高

2

间断型（Discontinuous）
- 间断性的 / 定期的

- 人工实施的
- 短期成本低

- 极端天气下失效

- 故障风险高

持续型（Continuous）
- 持续的 / 在线的

- 监测硬件和软件

- 极端天气下仍有效

- 减少突发性故障频率
- 短期的成本投入高

3

粗放型（Extensive）

- 管理粗放

- 短期成本导向

- 形式主义

- 易实施

- 管理成本低

- 突发性故障成本高

- 停机时间不可控

精益型（Lean）

- 关注流程和标准化

- 基于现状分析

- 以员工为本

- 突发性故障成本低

- 问题透明化

- 解决措施明确

- 人员素质要求高

- 短期管理成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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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场机组选型与微观选址优化研究
文 | 刘超，盛科，杨佳元，卢陈皓，文雯

风电场前期开发阶段，风电场项

目开发公司将请设计单位进行风电场

可行性研究。设计单位在获得风电场

风能资源数据并对风能资源情况进行

评估后，将根据多个主机厂家的机型

参数，进行初步的经济性能分析和微

观选址工作。一方面通常可行性研究

早于风电场主机招标时间，风电机组

的技术型式发展很快，可供选择机型

不断增多。另一方面，可行性研究报

告主要从风电场整体考虑风电机组安

全性等级，并不会具体到机位点的安

全性要求。因此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

风电场发电性能指标通常与实际情况

存在差距，布机机位点也需进行进一

步优化。本文在设计单位的微观选址

基础上，以河南某风电场为例，进行

更有针对性的风电场机组选型和微观

选址优化研究。

风电场概况

风电场位于河南省中部地区，场

区 高 程 290m － 770m 之 间。 风 电

场所在区域属北温带季风型大陆性气

候。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年平均气

温 14.5℃，年平均降水量 604.6mm，

年平均日照时数 2228.7h。风电场地

形地貌主要属中低扇区，山体坡度一

般为 10°－ 30°。场区内有村庄，基本

无耕作农田和树木，为旱地作物和杂

木草。该区域 80m 高度年平均风速在

5.5m/s － 6m/s 之间。风电场场址区

域属山地，受地形风影响明显，风电

场风向主要以 S 为主，在冬春季 NW
和 NE 风向也占一定比例。

风电场场址内立有 2 座测风塔，

其中 1# 测风塔位于场区西北部，海拔

高 681m，2# 测风塔位于场区南部，

海拔高 595m。两测风塔测风高度均

为 70m，均采用美国 NRG 公司的测

风设备进行测风，测风时段为 2011 年

11 月到 2013 年 7 月。

（1）年平均风速（见表 1）
（2） 50 年一遇 10min 平均最大

风速与平均空气密度

根据风电场可行性研究报告，风

电场 70m 高度 50 年一遇 10min 平均

最大风速为 27.9m/s，利用风切变推

算到 80m 高度处 50 年一遇 10min 平

均最大风速为 28.3m/s，推算到标准

空气密度 50 年一遇 10min 平均最大

风速分别为 27.2m/s。
根据测风塔上实测气温和气压，

计算出风电场区域的年平均空气密度

为 1.134 kg/m³ 左右。

（3） 风切变

根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得出

1# 测风塔风速随高度变化综合指数为

0.088 ；2# 测风塔风速随高度变化综

合指数为 0.072，属于较小水平。

机型选择

一、拟选机型

测风塔计算整个风电场布机范围

内 1# 塔 70m 高度平均风速为 6.02m/
s，80m 高度年平均风速为 6.1m/s ；

2# 塔 70m 高度平均风速为 5.2m/s，
80m 高度年平均风速为 5.25m/s ；风

场 70m 高度处 15m/s 风速段的湍流强

度小于 0.14，50 年一遇最大风速小于

37.5m/s。通过测风塔的数据对比可以

看出，整个风电场范围内的风能资源

分布情况都适合选择 IECIV 类及以上

风电机组。

从充分利用风电场风能资源和

风电机组安全等方面考虑，通过对我

公司几款风电机组的特点以及根据本

风电场的风能资源、地形和交通运输

条件、湍流强度以及各型风电机组的

成熟性等特点，本阶段拟定以下 2 种

备选风电机组机型 ：WTG1500D93、
WTG2000D110。

两种风电机组基本参数对比见表 2。
二、布机方案及机型选择

风电机组选型时应根据风电机组

表1  年平均风速对比

测风塔 70m 高年平均风速 (m/s) 80m 高年平均风速 (m/s)

1# 6.02 6.1

2# 5.2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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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工程投资估算成果表

机型 WTG1500D93 WTG2000D110

安装台数（台） 33 24

轮毂高度（m） 70 80

装机容量（kW） 49500 48000

年平均风速 (m/s) 5.57 5.77

年上网发电量（万 kWh/yr） 9157 9902

折减后实际运行小时数 1850 2061

工程静态总投资（万元） 40460 39588

单位千瓦静态投资（元 /kW） 8982 8622

单位电能静态投资（元 /kWh） 0.221 0.209

表2  两种机型参数对比

技术参数 机型 单位 WTG1500D93 WTG2000D110

叶轮

叶片数 片 3 3

叶轮直径 m 93 110

轮毂高度 m 70 80

切入风速 m/s 3 3

额定风速 m/s 9.5 9.5

切出风速 m/s 20 20

功率调节 - 变桨变速 变桨变速

发电机

型式 - 双馈电机 双馈电机

额定功率 kW 1500 2000

电压 V 690 690

频率 Hz 50 50

塔架 型式 - 锥管式 锥管式

安全等级 - IEC Ⅲ B IEC S

安全风速 极端风速（3s 极大） m/s 52.5 52.5

图1 1.5MW机组布机方案 图2 2MW机组布机方案

技术参数和造价，拟定若干机型，综

合考虑拟选风场的风能资源特征，从

技术和经济两个方面进行综合比较，

最终确定适合拟选风电场的最优机

型。本风电场拟安装 33 台单机容量

为 1500kW 的风电机组 ；或者拟安

装 24 台单机容量为 2000kW 的风电

机组。基于本期风电场的风能资源情

况和我公司风电机组的特点，优先考

虑 24 台 WT2000D110 风电机组 ；如

果考虑运输难度较大，则考虑 33 台

WTG1500D93 风电机组的方案。

机型选择阶段采用可研报告中对

各容量机组的初步布机方案进行发电

量及经济性能评估，从而选出适合风电

场的最佳机型。根据可研报告中对两种

容量机组的初步布机方案（见图 1、图

2），采用 Meteodyn WT 软件推算各机

位点风能资源，再根据各机型功率曲

线进行发电量计算。结合可研报告中

对建筑工程、工程静态投资等投资值，

初步估算了两种机型及布机方案下的

经济性能评估，估算工程投资见表 3。
从表 2 可以看出，采用上述布机

方案，风电场的年理论发电量以全部

采用 WTG2000D110 机型方案相对

较大，为 14145 万 kW•h ；而全部采

用 WTG1500D93 风电机组的，则全

场理论发电量为 13081 万 kW•h。从

经济性能方面考虑，采用 2MW 风电

机组的单位电能静态投资更低，更具

有投资优势。从发电量和经济性能方

面综合考虑，由于此风电场年平均风

速较低，风能资源条件一般，因此采

用低风速大叶片风电机组具有更大的

优势。

轮毂高度选择方面，根据之前的

分析，本风电场风切变小，升高轮毂

高度对发电量增加作用不明显，因此

建议采用 80m 轮毂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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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选址优化

在风电场宏观选址条件相同的情

况下，由于微观选址条件的不同，相

同型号的风电机组的发电量存在较大

的差异。因此为使风电场经济性能更

优，需进行进一步的微观选址优化。

MeteodynWT 通过载入地形数据，定

义绘图区域，定义测风点以及结果点

通过计算一系列风向数据来获得定向

结果推算出一定区域的风能资源分布。

根据推算出的风能资源图谱，并综合

考虑尾流影响、地形条件、道路安装、

主风向等因素对可研报告中的微观选

址机位点进行优化，最终确定最优布

机方案。

从安全性和经济性方面考虑，

结合湍流强度图谱和年平均风速图

谱，尽量将点选在湍流强度小、年

平 均 风 速 较 大 的 地 区。 对 图 2 中

WTG2000D110 风电机组布机方案下

各机位点风能资源进行分析可知，8
个机位点湍流强度超出设计标准，且

部分机位点布置在风能资源较弱地

区，经济性能不佳，因此需对这些机

位点进行调整，使各机位点安全性能

达到风电机组设计标准，并且尽量将

整个风电场的经济性调整到更优。通

过 WT 软件的微观选址功能进行风电

机组位置的调整，对这几个点的位置

进行微调。初次调整完后，重新生成

各点的风能资源情况查看结果，发现

T2、T3 点的湍流强度仍然较大，还需

进一步进行调整。附近区域湍流强度

均较大，微调无法达到要求，于是需

进行较大的调整。考虑道路安装条件，

结合场内道路图（见图 3），对 T2、
T3 点进行较大的调整。综合考虑尾流

折减、平均风速等因素，经过多次调整，

得出最终机位点分布图（见图 4）。  

图 5、图 6 表示微观选址优化前

后风电场各机位点年平均风速和湍流

强度对比结果，可见，经过优化后，

T2、T3、T6、T14、T15、T16 机 位

点的湍流强度较大，但年平均风速较

小，经过优化后，湍流强度降低，年

图3 场内道路图 图4 最终布机方案图

图5 优化前后湍流强度对比图

图6 优化前后年平均风速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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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微观选址优化前后发电性能对比

年平均风速平均值 (m/s) 湍流强度平均值 尾流均值 (%) 年等效满发小时数 (h)

原始布机方案 5.77 0.15 6.8 2062

优化后布机方案 6 0.134 6.7 2218

平均风速增加，既满足了机组安全性

要求，又提高了发电性能。微调能达

到目的则尽量进行微调，如果微调无

法满足要求，则须结合场内道路安装、

地形条件、尾流影响等其他因素对机

位点进行较大调整。从表 4 可以看出，

经过微观选址优化后，风电场各机位

点年平均风速增加了 0.3m/s，湍流强

度降低了 0.016，风电场整体年有效利

用小时数提高了 7%，可见微观选址优

化对风电场经济性能的影响显著。

结论

风电场风电机组选型及微观选

址对风电场设计至关重要。本文以某

风电场为例，通过全场风能资源计

算分析，选择两种比选机型，在技术

和经济性两个方面分别进行比选，最

终得出风电场的推荐机型。机型确定

后，再在可研阶段微观选址基础上对

机位点进行微观选址优化设计，既满

足机组安全性要求，同时较大提高了

风电场经济性能，对风电场主机招标

和正式施工之前最终的机型确定及微

观选址优化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摄影：许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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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大力推动清洁能源的高效利

用，作为清洁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风能产业未来五年发

展潜力巨大，预计中国的风电装机容量将会在 2015 年达到

9000 万千瓦。风电产业将实现规模化，标准化，高科技化，

在控制风电行业发展速度的同时提高发展质量。 
目前风电机组大多为水平轴升力型，是利用叶片的特

殊气动外形，在风吹过时，叶片上产生升力，进而产生旋

转力矩，带动发电机发出电能。在风速低于额定风速时，

风电机组主要是工作在欠功率状态，即叶片的桨距角被调

整到固定桨距角位置，通过调节电磁转矩来达到较高的能

量利用率。

根据 IEC 标准中三类风电场的风速分布，我国大部分

风电场介于二类风电场和三类风电场之间。风电机组主要

年工作小时数，从切入风速（4m/s 左右 ) 到额定风速（12m/
s 左右 ) 为大约 6000 h，而额定风速以上的年工作小时数

大约为 1381 h。由此可见，风电机组约有 80% 的时间工作

在低风速下。在低风速下，风电机组主要根据静态转速－

扭矩曲线进行控制方式，这会受到风速，风向以及叶片型

号的影响，使得风电机组处于非最优能量吸收状态，导致

风能利用率的降低，对风电机组产品的性能以及发电量造

成一定的影响。因此，本论文针对风电机组低风速下对风

能利用率不能达到最佳的问题，提出了新的风电机组低风

速能量利用优化控制系统，设计了低风速下能量捕获的控

制环节和解决方法，对于提高风电机组在低于额定风速情

况下工作时的能量吸收效率，进而提高风电机组年发电量

产生巨大的影响。

风电机组低风速发电传统控制

在达到额定风速之前，风电机组桨距角固定于最优桨

距角处，主要通过控制发电机电磁转矩来控制叶轮转速，

从而实现对最优叶尖速比的跟踪，保证风电机组始终在最

优的风能利用系数曲线状态下运行，实现最优的风能利用

效率。

在风电机组叶片翼型确定以后，结合叶轮的半径 R，

叶轮转速 ω，空气密度 ρ和齿轮箱的传动比 G，可以得到

叶尖速比值 ：
                            

v
Rm ~=

                                                                              
（1）

则 λmax 对应着最优风能利用系数 Cpmax，最优比例系数为：

                  R CK G2
5

max

3

opt max

3

prt m=                        （2）
当风电机组运行在并网转速与额定转速之间的状态时，

可以计算出发电机不同转速 ωg 时的最优电磁扭矩 ：

                           Q Kd opt
2
g~=                                  （3）

从而得到风电机组低风速运行时的静态转速－扭矩曲

线。在风电机组实际运行时，根据静态转速－扭矩曲线设

计出的控制方式会受到风速、风向以及叶片型号的影响，

使得风电机组处于非最优能量吸收状态，导致风能利用率

的降低。该方法采用的静态转速－扭矩曲线考虑的风是稳

态风，且从叶轮正面吹来的，而实际的风为三维湍流风，

风向及风速是不断变化的，由于偏航系统反应较慢，导致

偏航误差，风会在左右方向和上下方向与风轮所成的夹角，

就造成风轮获得的升力与静态情况有所不同。此外计算静

风电机组低风速发电优化控制分析﹡

文 | 吴行健，李强，刘昊

﹡基金项目 ：该论文受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863 计划 ) ：超大型超导式海上风电机组设计技术研究支持，课题编号 ：2012AA052302



Technology | 技术

2 0 1 4 年 第 0 8 期  67  

态转速－扭矩曲线所用的载荷仿真软件，一般是根据叶片

数据直接计算出来，由于实际叶片和叶片数据模型之间存

在误差，经过计算得出的曲线本身就存在误差，使用这个

曲线控制时，使得风电机组处于非最优能量吸收状态，导

致风能利用率的降低。

风电机组低风速发电优化控制

本论文提出风电机组低风速能量利用优化控制系统仍

以跟踪线性静态转速－扭矩曲线和 PI 控制为基础，引入新

的叶轮气动转矩计算环节和动态优化能量吸收调节环节两

部分作为对静态曲线各种缺陷的弥补，能够使风电机组在

额定风速以下保持最优的风能利用率。

一、 叶轮气动转矩计算环节

由于叶轮处的风速和风向很难实时测量，叶轮产生的

气动转矩无法直接计算得到，只能通过对低速轴扭矩进行

测量和计算获得。可以在低速轴上安装传感器，通过实时

测量低速轴的形变量，再根据低速轴的扭转刚度和扭转阻

尼系数等机械特性参数，实时计算出低速轴的扭转力矩，

然后通过低速轴的扭转力矩和风轮转速的变化计算出瞬时

风轮的气动转矩。

测量低速轴扭转角采用电阻应变式传感器 , 它是以电

阻应变计为转换元件的电阻式传感器，由弹性敏感元件、

电阻应变计、补偿电阻等组成，可根据具体测量要求设计

成多种结构形式。当弹性敏感元件受到所测量的力而产生

变形，并使附着其上的电阻应变计一起变形。电阻应变计

再将变形转换为电阻值的变化，从而可以测量扭转角等物

理量。由于风电机组的低速轴转速较快，扭转角测量需要

在风电机组低速轴上粘贴应变计组成测量电桥，当弹性轴

受扭矩产生微小变形后引起电桥电阻值变化，应变电桥电

阻的变化转变为电信号的变化从而实现旋转状态下的低速

轴扭转角测量。对于测量旋转轴的传感器，在可靠供电和

信号传输上采用集流滑环的方式，即低速轴的绝缘处固定

了四个铜集流滑环，每个滑环上配置了三个电刷，电刷上

连接有导线以便于测试系统连接。滑环通过导线和粘贴在

轴上的应变片连接，低速轴产生的扭转变形转换成的电信

号传送到集流环上。在低速轴旋转时，测量信号通过与轴

一起旋转的滑环和固定的电刷传输出去。

摄影：夏伟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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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时测量低速轴在工作状态下的扭转角度 θ，结

合低速轴的扭转刚度和扭转阻尼系数，可以根据叶轮角速

度的变化计算出瞬时叶轮的气动转矩 ：

               T J K B '
a r s s'

'
r~ i i n= + + +                         （4）

其中 ： Ta 为叶轮气动转矩，Jr 为低速轴转动惯量， '
'
r~

为叶轮转速变化率， 低速轴刚度，θ为低速轴扭转角度，θ'

为低速轴扭转角度变化率，Bs 为低速轴阻尼系数，μ为修正

系数，根据不同机型进行修正。通过（3）计算出的风轮气

动转矩考虑到了风速漏流密度，偏航误差，以及风的垂直

入射角度等信息，能够反应风电机组运行工作的真实状态，

为低风速风电机组能量捕获优化提供了基础。

二、动态优化能量吸收调节环节

能量吸收调节环节是根据测量计算出的瞬时叶轮的气

动转矩，以线性静态转速－扭矩曲线为基础做出修正，使

叶轮始终处于最优能量吸收状态。为控制发电机电磁扭矩，

使风电机组运行在最优叶尖速比状态下，保证最佳的风能

吸收率，可以通过风电机组控制逻辑，对线性静态转速－

扭矩曲线做出的转矩控制 Qd 利用 PI 控制器作出修正，计

算出最优风能能量吸收的电磁转矩。该 PI 控制器输出为 ：

                   Q K e K ePI P I= + #                                 （5）
其中 KP 为比例系数，KI 为积分系数，e 为低速轴转速

与参考转速的差值。比例项可以根据被控系统与参考值的

偏差产生控制作用以减小偏差，积分项可以消除稳态误差，

其作用的强弱取决于积分时间常数。引入动态优化能量吸

收调节后，在低风速端风电机组的电磁输出转矩为 ：

                        Q Q Qt d PI+=                                  （6）
当计算出的气动转矩与根据线性静态转速－扭矩曲线

给出的转矩相等时，PI 控制器的输出为零，最佳的电磁转

矩为 Qt=Qd。当计算出的气动转矩与根据线性静态转速－扭

矩曲线不相等时，PI 控制器起作用，引入修正量 QPI。其中

PI 控制器的参数 KP KI 可以根据计算出的气动转矩进行调

节，以获得最佳的转矩补偿。修正量 QPI 以发电机转速与参

考转速的差值 e 为控制信号，根据 e 的值确定电磁转矩的变

化方向，对计算出的气动转矩进行修正，获得最佳的电磁

转矩。

系统实例仿真

针对一个额定功率为 6MW 的风电机组，其额定电机

图1 静态转速-扭矩曲线与优化控制后的转速-扭矩曲线

图2 极端相干阵风

转速 1200rpm, 额定电磁转矩 5016Nm，采用 GH bladed
工具对该风电机组系统进行仿真，Kopt =0.1523，PI 控制参

数 Kp=2.0125，KI=0.4132。在极端相干阵风的情况下，通

过对比使用根据线性静态转速－扭矩曲线给出的转矩和使

用低风速发电优化控制的 Qt 得出静态转速－扭矩曲线与优

化控制后的转速－扭矩曲线图，以及风电机组低风速发电

优化控制前后功率对比图。图 1 中红色曲线为使用静态转

速－扭矩曲线的 Cp, 蓝色为使用低风速发电优化控制的 Q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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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风电机组低风速发电优化控制前后功率对比

的 Cp。由仿真结果可以看出，在低风速下使用低风速发电

优化控制Qt的Cp值比使用静态转速－扭矩曲线的Cp值大，

即能够在低风速下捕获更多的风能，提高了低风速下的发

电量。图 2 为仿真所用的极端相干阵风。图 3 中红色曲线

为使用静态转速－扭矩曲线得出的发电功率图，蓝色曲线

为使用低风速发电优化控制 Qt 的发电功率图，由该仿真结

果可以看出，在低风速下，使用发电优化控制 Qt 能够获得

比使用静态转速－扭矩曲线更高的功率，达到了发电优化

的目的，并且使该风电机组系统具有良好的动态响应特性，

功率输出随着风速的提高能够很快稳定在额定功率上。

结论

目前风电机组在低风速下通常根据静态转速－扭矩曲

线，通过调节电机电磁扭矩控制叶轮转速，使风电机组运

行在最优叶尖速比状态下，这会使得风电机组处于非最优

能量吸收状态，导致风能利用率的降低。本文所提出的低

风速发电优化控制可以解决风电机组产品在低风速下风能

利用率不高的问题，通过对测量环节和优化控制环节进行

设计和创新，可以提高风电机组低风速情况的运行性能和

技术水平，提高风电机组的年发电量，降低度电成本，对

提高风电机组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 ：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摄影：孟宪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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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风电技术的发展，变速变桨风电机组已得到广泛

的应用，单机容量正朝大功率等级发展，据中国风能协会

（CWEA）的统计数据，目前已出现了 3MW － 5MW 商

业化风电机组。然而，风电机组是一个多变量、强耦合的

非线性系统，如何使风电机组能尽可能多的从风中捕获风

能、提高其并网后的电能质量以及减小载荷，控制策略的

选取和控制器的设计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开发出适应于大

功率等级风电机组的控制策略和控制器，成为热点研究问

题。本文以 NREL 实验室（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的 5MW 风电机组模型为研究对象，对风电

机组的基本控制策略和改进控制策略进行分析和研究，利用

Matlab 对控制器进行时域、频域的仿真，在此基础上，以

FAST（Fatigue, Aerodynamics，Structres，Turbulence）
为整机仿真软件，分别以定常风和 IEC 标准定义的湍流风

对控制器的性能进行仿真，结果表明：（1）额定风速以下时，

转矩控制器能很好的调节发电机组转速，使风电机组运行

在最优 Cp 点，捕获更多风能 ；（2）额定风速以上时，风电

机组桨距控制通过桨距角的调节，使风电机组运行在额定

功率点 ；（3）在风电机组控制策略中添加低通滤波器、陷

波滤波器、扭振控制和塔架前后振动反馈控制，可以减小

塔架振动，进而减小载荷。

变速变桨风电机组基本控制策略

对于变速变桨运行的风电机组，运行原理图如图 1 所

示，其基本的控制目标为 ：（1）额定风速以下时，采用发

电机转矩控制，跟踪最优叶尖速比，使风电机组运行在气

动设计时的最大 Cp 处，从而捕获更多的风能 ；（2）额定风

速以上时，采用变桨控制，维持发电机组的恒功率运行。

一、额定风速以下的转矩控制

由叶片的空气动力学特性，风电机组从风中捕获的能

量为 ：

                  ,P AC V
2

1 3

pt m b= ^ h                              （1）

                         
V
R rotm ~

=                                       （2）

式（1）－（2）中：ρ为空气密度；A 为风轮的扫风面积；  
λ为叶尖速比；ωrot 为风轮转速；R 为风轮半径；β为桨距角； 
V 为风速 ；Cp(λ,β) 为功率系数，表征风轮从风中捕获风能

大小的能力，是 λ和 β函数。

当风电机组运行在额定风速以下时，风电机组最优 Cp
运行，此阶段的桨距角 β为恒定值（为最优桨距角）。因此，

将式（2）带入式（1）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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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忽略传动链等功率损耗，则发电机功率即为风轮捕获

功率，因此发电机转矩为 ：

         
AC

RQ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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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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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gen
gen

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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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

rott
m
~

~
~= =              （4）

定义齿轮箱增速比 ：

                          
N

rot

gen

~

~
=

                                                                              
（5）

故式（4）可改写成 ：

5MW风电机组控制策略研究与仿真
文 | 刘红文，阮向艳，万宇宾, 刘春秀，符伟杰，杜佳佳，蒋韬

图1 5MW风电机组功率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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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最优增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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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因此，

                          Q kgen
2
gen~=                                   （8）

由以上公式可知 ：额定风速以下时，为了尽可能的捕

获风能，则必须保证 Cp 处于最优值，为了保证风电机组的

叶尖速比，必须随着风速的波动，动态改变发电机组转速，

发电机组转速的控制通过给定发电机组转矩实现。

二、额定风速以上的变桨控制

额定风速以上时，风电机组受机械结构强度、发电机、

设计要求等条件限制，必须通过变桨，减小风能捕获，减

小载荷，使风电机组维持在额定功率运行。在此阶段，发

电机转速给定为额定值，因此可通过增加控制器，使风电

机组转速维持在额定转速，其控制框图如图 2 所示。

若采用 PI 控制，PI 控制器的传递函数形式为 ：

                    G s K s
K

p
i= +] g                                    （9）

改进的控制策略

基本的控制策略没有考虑风电机组的动力学特性，因

此无法考虑风电机组的共振、扭振等问题。当风电机组产

生共振或者扭振时，风电机组的载荷急剧增大，影响关键

零部件的安全性和使用寿命。因此，有必要在控制策略开

发时，解决风电机组共振和扭振等问题，尤其是大型风电

机组。

一、加入低通和陷波滤波器

当风轮转动时，1 个叶片转动一周，对静止的机舱－

塔架系统产生 1P 的激振力，对于 3 叶片风电机组，风轮

转动一周，会产生 3P、6P 为主的激振力，当然还有 9P、
12P 等高频分量。当风电机组的某一部件的固有频率与激

振频率相同时，会引起共振，风电机组载荷急剧增大。因此，

在进行控制器设计时，需根据风电机组的坎贝尔图，设计

陷波滤波器，将 3P、6P 频率滤掉。陷波滤波器的传递函

数形式为 ：

                      
s s s
s s s
2 2

2

2 2 2

2

1 1 1p ~ ~
p ~ ~

+ +
+ +

                                                                            
（10）

ω为无阻尼自然频率，ξ1、ξ2 为阻尼，陷波滤波器的

Bode 图如图 3 所示。 
另外，发电机组转速为传感器测量信号，为了减小高

频信号对控制器的影响，提高控制系统抗高频干扰能力，

可在控制器设计时增加低通滤波器 , 其传递函数形式为 ：

                       
s s22 2

2

p~ ~
~

+ +                                                                            
（11）

ω为无阻尼自然频率，ξ为阻尼，低通滤波器的 Bode
图如图 4 所示。

二、传动链阻尼扭振控制

对于变速恒频运行的双馈异步风电机组，当风电机组

在额定风速以上运行时，发电机转矩给定为恒定值，阻尼

很小。低阻尼的情况下，会引起传动链较大的扭振，进而

引起齿轮箱的转矩波动，增加齿轮箱的疲劳载荷，加剧齿

轮箱的损坏。因此，为了减小齿轮箱的载荷，当风电机组

变桨控制时，在转矩给定值上增加一个很小的转矩波动，

增加有效阻尼。风电机组传动链扭转振动与叶片面内一阶

模态、塔架左右二阶模态直接相关，通过带通滤波器在转

速测量值上将该特征频率取出，经增益、移相处理后，加

入转矩指令，从而抵消扭振的谐振，有效增加阻尼效果，

控制传动链扭转振动。设计时，增加一个带通滤波器，达

图2 变桨控制框图

图3 陷波滤波器的Bode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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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传动链扭振控制的目的，带通滤波器的传递函数为 ：

                   
G s s

s s
2

2 1
2 2p~ ~
p~ x
+ +

+] g

                                                                            
（12）

其中，G 为增益，用于产生转矩的辅助波动 ；ω应选

取在阻尼振荡频率附近，即叶片面内一阶模态、塔架左右

二阶模态附件，但必须避开 3P，6P 频率；τ为为时间常数，

用于补偿系统的时间滞后。

三、塔架前后振动控制

由于外部激振力的存在，塔架会在前后方向和左右方

向振动。塔架前后方向阻尼很小，其对激振力的响应情况

与叶轮有效机械阻尼相关。当风速达到额定风速以上，风

电机组开始变桨动作，轴向推力在变桨过程中发生变化，

作为塔架的外部激振力，如果不增加阻尼，塔架振动会很大 ,
且以塔架前后一阶模态为主。而振动增大会增加载荷，因

此在控制器设计时，需要调节变桨动作时的有效阻尼，对

塔架前后一阶振动进行控制。塔架前后振动的动态特性可

振动微分方程描述，如式（13）所示 ：

                   Mx Dx Sx F+ + =m l                            （13）
式（13）中，M 为质量，D 为阻尼系数，S 为刚度系数。

假设由于变桨引起激振力的变化为 FT ，则塔架的振动微分

方程可改写为 ：

              Mx Dx Sx F FT+ + = +m l                        （14）

设计时，如果 FT 与 xl成反比，可以增加有效阻尼，

减小振动。具体实现方法为 ：将机舱振动传感器采集到的

加速度信号，作为反馈量，将加速度信号积分后得到塔架

振动的速度信号，对塔架振动进行控制，其控制框图如图 5
所示。

附加阻尼 Dp 的计算为 ：

                     
1D F
xp $

2
2
b
db= -

l

仿真与分析

以 NREL － 5MW 风 电 机 组 为 仿 真 模 型， 采 用

Matlab 对控制器进行时域和频域分析，并用 Simulink 搭

建控制系统，结合整机仿真软件 FAST，建立风电机组的非

线性模型和控制模型，对 5MW 整机动态性能进行仿真分析，

5MW 风电机组的参数见表 1。
一、控制系统时域和频域分析

图 6 和图 7 分别为转矩控制设计和变桨控制设计时的

Bode 图，图 8 和图 9 分别为额定风速以下和额定风速以上

时，对风电机组线性化后的模型的阶跃响应。图 6 和图 7
表明，在一定频率进行陷波滤波，避免共振。同时，从幅

频特性可看出，控制器具有抗高频干扰的能力。图 8 和图

9 的阶跃响应表明，转矩控制器和变桨控制在相应的作用风

速段是稳定的，调节时间均在 10s 左右，满足控制器设计

要求。

图4 低通滤波器的Bode图

图5 塔架前后振动控制框图

表1  5MW风电机组基本参数

额定功率 5MW

叶片数 3

轮毂高度 90m

增速比 97

控制方式 变速变桨

切入风速 4m/s

额定风速 11.3 m/s

切除风速 25 m/s

额定转速（风轮） 12.1r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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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转矩控制设计时的Bode图 图7 变桨控制设计时的Bode图

图8 风速为4 m/s-11 m/s时风电机组的阶跃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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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FAST整机性能仿真与分析

（1）仿真情形 1 ：V=6m/s 的定常风

以 6m/s 的定常风为检验工况，测试转矩控制器的性能。

FAST 整机仿真结果如图 10 －图 12 所示。发电机功率和

发电机转速变化曲线表明，转矩控制性稳定。图 12 表明，

转矩控制器能较好的跟踪最优 Cp，实现最大风能捕获。 
（2）仿真情形 2 ：V=18m/s 的定常风

以 V=18m/s 的定常风为例，检验变桨控制器的性能。

图 13 －图 15 表明，变桨控制器性能稳定，维持发电机功率，

实现变桨控制。

（3）仿真情形 3 ：V=18m/s 的 IEC 湍流风

以 V=18m/s 的 IEC 湍流风作为复杂工况，进一步检

验控制系统的性能，其结果如图 16 －图 20 所示。

图 17 和图 19 表明，尽管风速频繁波动，但风电机组

在控制器的作用下，发电机转速和桨距角能跟随风速的变

化而变化，与控制策略吻合。图 18 表明，当风速在额定风

速以上波动时，发电机转速和功率在额定附近有轻微波动，

一方面由于风轮是一个大惯性系统，响应较慢 ；另一方面

原因是变桨控制器根据转速误差，PI 控制后得到桨距角，

桨距角执行器会有一个执行时间，因此会出现延时，导致

上述波动情况。图 20 表明，加入塔架前后振动控制，塔顶

的振动幅值明显减小，进而减小载荷。

结语

本文对风电机组基本控制策略进行了描述，并结合风

图9 风速为12m/s-25m/s时风电机组的阶跃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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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发电机功率变化曲线
图13 发电机功率变化曲线

图11 发电机转速变化曲线 图14 发电机转速变化曲线

图15 桨距角变化曲线图12 Cp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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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风速变化曲线 图19 桨距角变化曲线

图20 塔架前后振动图17 发电机转速变化曲线

图18 发电机功率变化曲线

电机组的动力学性能，对减小共振、扭振以及塔架前后振

动的控制策略进行了研究，以 5MW 风电机组为例，对大

型风电机组控制系统进行设计，用 matlab 对控制系统的时

域和频域进行分析，并采用 FAST 整机仿真软件对控制器

的性能进行验证，结果表明 ：（1）额定风速以下时，改进

后的控制策略能保证风电机组最大风能捕获运行 ；（2）额

定风速以上时，改进后的控制策略能保证风电机组恒功率

运行 ；（3）改进后的控制策略能避免风电机组共振和扭振，

减小塔架前后振动。

（作者单位 ：刘红文、万宇宾、刘春秀、符伟杰、杜佳佳、蒋韬 ：

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阮向艳 ：中南大学信息科学与

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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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机组是一个复杂的多体耦合系统，同时承受着多

变的风力载荷，导致振动在风电机组中普遍存在。振动可

以导致风电机组机械性能下降，继而引发电能质量下降。

当今风电机组不断朝着大型化方向发展，目前国内外的大

型风电机组的塔架高度和风轮直径普遍达到数十米至上百

米。要保证这样巨大的结构在风力作用下安全平稳地运行，

振动是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同时，机组的振动可以

提供运行状态信息，为振动分析与故障诊断提供了条件。

风电机组是由多个部分组成的复合系统，不同构件接

受不同来源，不同频率的激励，产生多种不同的振动并产

生隐患。风电机组主要的弹性振动体是叶片和塔架，弹性

振动最大的危害是令结构产生疲劳，缩短使用寿命。机舱

刚性较好，主要以质量惯性参与振动。同时不稳定的风速

输入与传动配合等因素导致传动系统的振动并引发故障。

另外偏航系统中都存在摩擦性能的不稳定，也表现为振动

噪声现象。

塔架和叶片的振动

风电机组塔架主要受到来自风轮、机舱及自身重力作

用，同时受到各种风况引起的动载荷作用，承受具有时变

性的不同大小和方向的疲劳载荷和极限载荷，这对塔架提

出了较高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要求。所以在设计时振动

分析与控制是必要的，通过对塔架振动特性的测量，研究

和分析，可以了解实际工作过程中塔架的振动水平及频率

成分，从而改进设计，提高安全可靠性。

风电机组塔架振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风轮

轴偏离风向，轴向不对称性使各个叶片上的速度矢量三角

形不相等，产生振动 ；（2）风速在风轮扫掠面上分布不均

匀 ；（3）风速的时变特性 ；（4）风轮旋转时各叶片所受重

力的方向不断变化，使风轮对主轴作用力连续变化 ；（5）
风轮对风时的转动使叶片内部产生陀螺应力。同时塔架作

为基础支撑结构，还要考虑到地震等地质影响因素。以上

风电机组减振技术发展现状分析
文 | 田德，钱家骥

原因引起的塔架振动形式主要有三种 ：侧向弯曲振动、前

后弯曲振动和扭转振动。这些振动不但导致塔架的附加应

力，影响结构强度，还会导致塔架顶端风轮的变形和振动。

振动对于塔架最大危害是使构件产生疲劳，在变载荷作用

下塔架材料强度大大降低，使用寿命严重缩短。

目前研究表明塔架的主要振动形式是一阶弯曲振动，

一阶固有频率为 0.5Hz 左右。二阶以上振动幅值较小，不

会产生明显破坏作用。

叶片受周期性干扰力作用时，可能在不同方向发生受

迫振动。其可能的振动类型有三种 ：挥舞，是指叶片在垂

直于旋转平面方向上的弯曲振动 ；摆振，是指叶片在旋转

平面内的弯曲振动 ；扭转，是指其叶片绕其变矩轴的扭转

振动。复合振动指弯曲和扭转兼而有之的振动。这三种机

械振动和气动力共同作用，形成气动弹性问题。如图一所示，

对风电机组危害最大的颤振是在弹性力、惯性力与气动力

等多种因素交织作用下形成的。

风电机组在实际条件中运行时，作用在叶片上的空气

动力、惯性力和弹性力的形成交变载荷，会使叶片和塔架

产生耦合振动，其主要有两种形式，叶片摆振与塔架侧向

弯曲耦合，叶片挥舞与塔架前后弯曲耦合。当叶片的旋转

频率接近耦合的固有频率时就会出现共振现象，产生较大

的动应力，导致结构的疲劳破坏，缩短整机的使用寿命，

直接影响风电机组的性能和稳定性。

研究表明大型风电机组叶片的低阶模态固有频率在

0.1Hz 至几十赫兹范围内，固有频率随阶数增高而增高。

图1 颤振的形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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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有频率也会随着叶片尺寸变大而降低，随着实际风速提

高而升高。叶片摆振方向的固有频率高于挥舞方向的固有

频率，扭转方向的频率最高，主要以低阶的挥舞和摆振振

动起主要作用，扭转方向的振动影响不大。所以叶片在低

阶模态时的固有频率与塔架的固有频率有重叠区间，如风

电机组起停机时较容易发生比较大的振动。

原理上避免颤振有两种主要措施 ：（1）在设计中主动

避免颤振破坏，（2）实际工况中通过振动保护系统保护结构。

风电机组在运行中，不能完全避免振动，在设计中应当设

法使振动尽可能减小，特别是要避免发生共振。在实际设

计中可通过适当调整结构的质量和刚度分布，改变固有频

率或限定风轮的转速，使转速尽量避开其共振点。

在风电机组的塔架与叶片的动力学特性上学者们进行

了大量实验与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李健分析了海上风力

发电塔架的涡激振动及疲劳 ；天津大学任鸿鹏等分析了钢

筋混凝土塔架的静力及地震响应 ；河海大学赵文涛等对钢

塔筒载荷的计算方法进行了研究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

研究所的毛火军等对叶片进行了模态测试与有限元分析 ；

新疆大学乔印虎等对叶片振动保护方式进行了研究并提出

技术方案 ；新疆大学周梅等采用单片机设计了风电机组振

动保护仪。

齿轮传动系统的振动

风电机组传动系统的振动问题具有独特的动力学特性，

尤其是连接风轮和发电机的齿轮箱，在随机风速变化环境

中，受到的风载荷非常复杂 ；叶片、塔架、机舱等结构在

实际风况作用下也会产生振动和变形，对齿轮传动系统的

动力学特性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实际环境中风电机

组齿轮传动系统与常规齿轮传动系统有很大区别，应予以

区分研究。

齿轮传动系统的动态激励主要包括两方面，齿轮副轮

齿啮合本身所产生的内部激励和系统的其他因素对齿轮啮

合所产生的外部激励。齿轮副的内部激励是指由齿轮副轮

齿啮合过程中所产生的动态激励，主要包括以下三种形式 ：

（1）刚度激励 ：由于齿轮轮齿啮合的重合度大多不是整数，

啮合过程中同时参与啮合的齿对数不断变化，轮齿的啮合

综合刚度随时间周期变化，进而产生动态啮合力，对系统

产生动态激励。（2）误差激励 ：齿轮的加工和安装存在误

差，啮合齿廓与理想位置存在偏离，误差产生的影响具有

的时变性，这种偏离就形成了啮合过程中的一种位移激励。

（3）啮合冲击激励 ：轮齿的误差和受载弹性变形，使一对

轮齿在进入啮合时，其啮入点偏离啮合线上的理论啮入点，

摄影：费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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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啮入冲击 ；而在一对轮齿完成啮合过程退出啮合时，

也会产生啮出冲击。啮入和啮出时的冲击统称为啮合冲击。

产生外部激励的原因有 ：齿轮旋转质量不平衡、几何偏心、

风轮负载扭矩波动以及系统中有关零部件的激励特性。齿

轮传动系统的固有频率处于 10Hz － 1000Hz 区间内，基

本高于风电机组其它组件固有频率。

齿轮传动系统的振动，给风电机组安全运行带来极大

隐患，降低齿轮箱使用寿命，提高故障发生频率，影响发

电质量。齿轮传动系统振动问题的先进理论技术长期被国

外占有，虽然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风电科技整体

取得较大进步，但仍主要依赖进口，缺乏独立的研发能力。

同时齿轮箱又是风电机组故障发生最频繁的部件之一，在

缺乏理论技术指导的情况下，齿轮箱故障带来的维护维修，

给风电场的生产带来巨大的损失。

对于常规齿轮系统的动力学表现早在上世界 80 年代中

外学者就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显著成果，风力发电专门

的齿轮箱传动研究起步较晚。重庆大学朱才朝等对风力发

电齿轮箱系统耦合非线性动态特性进行了研究 ；浙江大学

李杰，王乐勤对 1.5MW 风力发电齿轮箱箱体进行了有限元

分析 ；重庆大学古西国对兆瓦级风电机组齿轮传动系统耦

合振动进行了分析与优化设计 ；大连理工大学柴俊卿对风

电机组齿轮增速箱振动进行了有限元动力学分析 ；重庆大

学周志刚对风电机组面对的随机风速进行建模，利用有限

元法对风电机组齿轮传动系统动力学及动态可靠性进行了

研究。

偏航系统的振动

大型风电机组均采用主动偏航系统，并普遍设置有摩

擦制动机构，由于偏航动作具有低速、重载的特点，低速

摩擦自激振动现象多发，导致偏航运动均匀性差、精度降低，

而且容易产生冲击，产生额外的疲劳载荷，而且偏航系统

的固有频率区间与塔架固有频率区间重叠度很大，比较容

易产生共振。

西北工业大学廖明夫等指出润滑不良、装配误差、结

构缺陷等会影响扭矩传递的平稳性，摩擦副可能成为振源，

当其自激振动频率接近塔架的典型固有频率时，会引起塔

架的扭转振动失稳。鄂加强等进行了风电偏航减速机动力

学仿真分析。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韩德海等对实验室

和风电场机组出现的偏航振动噪声进行了测试和分析，指

出了典型偏航振动噪声的时域和频域特征，给出了偏振动

噪声的辨识方法。中南大学李晓光等建立了兆瓦级风电机

组偏航系统振动模型和运动学方程，并引入摩擦失稳阻尼

比，得出了主动偏航过程兆瓦级风电机组偏航系统摩擦失

稳条件。

减振技术

解决风电机组的振动问题，总体上要从设计上的优化

与控制上的优化两个方面进行。

在设计风电机组时，要深度研究振动机理，确定具体

部件振动发生的根本原因，通过优化结构设计的方式，降

低振动发生的机率。采用模态分析，有限元分析等现代计

算方法，在理论成立的情况下建模仿真，具备条件时进行

具体实验，在实践中改进风电机组各部件的设计。利用日

益发展的材料科学技术与加工工艺，寻找更加适用于风电

机组的材料来满足风力发电的特殊生产需求。同时要积极

创新，改革现有理论技术，寻找新的设计方式。控制优化

方面应设计更高效的控制方法，改善控制精度与控制可靠

性。通过控制与监测技术的优化及时发现振动引发故障的

征兆，降低机组损坏机率，减少运营维护成本与损失。

由于利用振动监测和分析技术进行故障诊断的信息类

型多，量值变化范围大，具有多维性，便于进行识别和决策，

该技术被广泛应用于风电机组的运行维护。在工程实际中

监测到的振动信号通常是多种振动信号的组合，需要将原

始信号进行处理，利用时域、频域和时频分析方法提取有

用的故障征兆信息。对风电机组实施监控，当监控的参数

超过限定值马上执行停机或者报警的措施，这样能有效避

免故障发生与机组损坏。重庆大学吴宏钢设计了一种风电

机组振动检测与噪声评估虚拟仪器系统 ；华北电力大学张

照煌等提出了一中基于小波变换的风电机组传动系统故障

诊断分析方法 ；浙江大学徐展设计并完成了基于嵌入式系

统下位机和基于 PC 上位机架构的在线监测、故障预警与诊

断一体化系统。除此之外国内外还有大量的相关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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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基于振动信号的状态监测系统

振动信号监测系统原理图如图二所示。

结语

从风电机组的塔架，叶片，齿轮传动系统和偏航系统

几个方面介绍了风电机组运行中普遍存在的振动问题，简

析各种振动的成因与危害，概述各部件固有频率与共振发

生机率，分析了目前国内外已经取得的一些减振技术研究

成果。并给出以下几点建议 ：

(1) 设计与生产安装方面 ：优化机组结构设计以提高机

械平衡性能及其他机械性能，采用具有耐疲劳性能的材料，

提高机组部件生产质量，提高装配精度，减小生产与安装

误差引起的振动激励 ；

(2) 控制方面 ：优化控制策略与方法，改善现有控制方

式，提高控制精度与可靠性，在控制层面提高对振动产生

破坏的应对能力 ；

(3) 实际测试方面 ：对风电机组运行过程进行监测，测

量记录各部件实际工况中的振动，分析研究振动信号包涵

的有效信息，将分析结果结合理论深入研究振动成因，提

出减振方法。

( 作者单位 ：新能源电力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华北电力大学 )

摄影：赵云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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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风电产业的迅猛发展，国内对风电专业人才的需

求逐渐增大。根据能源领域的发展趋势和国民经济发展需

要，河北工业大学于 2008 年设立风能与动力工程专业，培

养在新能源领域从事相关工程技术领域的开发研究、工程

设计、优化运行及生产管理工作的跨学科复合型高级工程

技术人才和具有较强工程实践和创新能力的专门人才。本

专业现已有两届毕业生，为风电相关领域输送优秀专业人

员，成为培养风电专业人才的重要基地。

在风能专业的本科教学中，由于环境条件有限，只能

讲授有关理论知识和方法，不能提供理论的验证以及实践，

使得学生对有关知识方法感到抽象难懂，不利于理论基础

的巩固和方法的掌握。本文将理论教学与 Bladed 软件仿真

结合，旨在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掌握风力发电的有关知识，

锻炼实际操作能力，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Bladed 软 件 是 英 国 Garrad Hassan and Partners 
Limited 公司（以下简称 GH 公司）开发的用于风电机组

设计的专业软件，已通过 GL（德国劳埃船级社）认证，软

件的计算和仿真功能十分强大。

Bladed 软件是一个用于风电机组设计与验证的集成化

软件包，可以提供各种风模型、控制系统、动力响应等多

种综合模型，可用于风电机组功率分析、载荷计算、风电

机组气动性能分析等。图 1 所示为 Bladed 软件的功能模块。

如图 1 所示，在良好的图形界面下，用户可以利用

Bladed软件在风能专业本科教学中
的应用研究

文 | 岳大为，周玥

Bladed 软件进行风电机组、风和标准工况的建模、气动参

数计算、动态模拟计算、动态对计算结果的处理和自动输

出报告等功能。Bladed 软件可以与多种软件进行数据交换，

如 Matlab 软件、Visual C++6.0 等等，这些软件可以为

Bladed 软件提供外部控制器、自定义发电机等等。Bladed
软件还可以同 GH 公司的“GH WindFarmer”软件连接，

一起来计算在特定风电场中风电机组的疲劳载荷，该分析

方法已获得 GL 认证。

河北工业大学是 Bladed 软件的获赠单位，取得了

Bladed 软件教育版的使用权，故本文所采用的 Bladed 软

件为教育版版本。

应用实例

本节将介绍几个 Bladed 软件在教学中的应用实例，

分原理、操作步骤和结果三个方面进行说明，充分将软件

资源和理论知识相结合，以达到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掌握和

提高分析问题水平的目的。

一、 应用实例一：风切变和塔影效应对叶片的影响

（一） 理论知识

风切变是指稳定状态下平均风速在垂直方向上随高度

变化的现象（如图 2 所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包括

两个方面，一是地面的摩擦效应使得近地面的风速小于远

图1 Bladed功能模块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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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的风速 ；二则由于温度随高度变化而对空气流速的影

响。塔影效应是指由于风电机组塔架的存在而导致的稳态

平均风场畸变的现象。二者本质上都是一个周期性变化的

过程。

由于风切变和塔影效应的存在，风速值在整个风轮扫

掠面上是处处不同的。因此，即使单个叶片上的每个微元

方位角相同，随叶片的展向方向，空间位置相差也很大。

也就是说，对旋转叶片上的微元而言，随着方位角的改变

及其到风轮中心距离的不同，风剪切和塔影效应对其所受

风速的影响是不同的，且相差很大，从而加剧了叶片在风

轮扫掠面上所受到的空气动力载荷的周期性变化。

Bladed 软件中对风切变的定义有两种方式，即指数模

型和对数模型，其目的是能够对风切变进行建模，用来计

算不同高度的风速，以及对风电机组的影响。指数模型采

用风切变指数 α对风切变定义如下，式中 Vhhuh
表示轮毂高

度处的平均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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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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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可以看出，若 α=0，则表示没有风切变。

对数模型采用地面粗糙度 V0 来定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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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ded 中可用三种不同的模型来描述塔影效应，即

潜流模型、经验塔尾迹模型和组合模型。第一种模型适合

于运行在塔架上风向的风轮，而后两种模型则适用于下风

向运行的风轮。故本文采用适用于上风向风轮的潜流模型，

采用的坐标系如图 3 所示。

潜流模型中，假设圆柱状物体周围的气体不可压缩，

设要计算风速的塔架的直径为 DT，F 为给定的修正因子，

则修正后的塔架直径为 D=F•DT。基于以上假设，塔架上风

的纵向风速分量 V0 可以被修正，在如图 3 所示的坐标系中，

对于塔中心线前方距离为 z 与穿过该中心线的风向量的边相

距为 x 的一点来说，风速 V 由下式给出 ：

                           ,V AVx z 0=^ h  
其中

                  A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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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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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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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一点的方位角在从底部最低点相对于坐标中心

在 ±60°之间，上式即成立。对所有其它方位，把因子 A

修正成 A(0.5 － cosθ)+(0.5+cosθ)，其中 为叶片方位角的位

置（如图 3 所示）。

（二）风切变和塔影效应在 Bladed 软件中的建模

本文采用 Bladed 软件中已经搭建好的 2MW 水平轴

风电机组模型，风电机组基本信息如表 1 所示，分别输出

在有风切变和塔影效应及无风切变塔影效应两种情况下叶

片的力和力矩图谱，更直观地说明风切变和塔影效应对叶

片的影响。

为了排除其他条件对叶片的影响，选用不随时间变化

的定速风模型，风速设定为 12m/s，如图 4 所示。

本文中采用指数模型对风切变进行建模。在 Bladed
软件主界面下，打开 Wind 模块，选择 Wind Shear 标签，

取 α=0.2，如图 5 所示。

图2 风切变示意图 图3 塔影效应坐标系

表1  风电机组基本参数表

风电机组类型 2.0MW 陆上水平轴风电机组

叶轮直径 80m

叶片数 3

轮毂高度 61.5m

塔筒高度 60m

功率调节方式 变速变桨

叶轮布置方式 上风向

旋转方向 顺时针

额定功率 2000kW

风轮倾角 4deg

风轮锥角 0deg

切入风速 4m/s

额定风速 12m/s

切出风速 25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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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采用潜流模型对塔影效应进行建模。在 GH 
Bladed 软件的主界面下，打开 Wind 模块，选择 Tower 
shadow 标签，为了效果明显，取修正因子取 2，如图 6 所示。

为了进行对比，还应设定无风切变和塔影效应的模型，

步骤同上，在 Wind Shear 和 Tower Shadow 标签下选择

“None”即可。

（三）计算结果及结论

叶片载荷使用的坐标系如图 7 所示，使用 Calculation
模块分别计算两种情况下叶片载荷，输出载荷图谱对比图

如图 8、9 所示。

方向的摆振载荷随时间呈现一种周期性变化（如图 8、
9 黑线所示），而且曲线光滑，说明叶片所受载荷均匀变化。

在有风切变和塔影效应时，叶片所受载荷虽然也呈现一种

周期性变化，但是每个周期有很大波动（如图 8、9 红线所

示），所受载荷也比无风切变和塔影效应时大，其中摆振载

荷更加明显，且摆振载荷瞬时变化剧烈而出现毛刺。

图4 定速风模型

图5 风切变建模

图6 塔影效应建模

图7 叶片载荷坐标系

图8 叶片挥舞载荷对比图

图9 叶片摆振载荷对比图



Technology | 技术

2 0 1 4 年 第 0 8 期  85  

由此可见，风切变和塔影效应对风电机组影响巨大。

随着风电机组向大型化发展，塔架越来越高，风轮直径越

来越大，风剪切和塔影效应对风电机组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由于风剪切和塔影效应的存在，风速在整个风轮扫掠面上

不是固定不变的。叶片所受气动载荷呈一个周期性的变化

过程，对风电机组功率输出、振动、疲劳、动力稳定性等

影响越发不容忽视。

二、应用实例二：变速变桨距控制器控制效果演示

（一） 理论知识

控制系统是风电机组安全运行的指挥中心，控制系统

的安全运行是机组安全运行的保障。各类机型中，变速变

距型风电机组控制技术较复杂，其控制系统主要由三部分

组成：主控制器、桨距调节器、扭矩控制器（功率控制器）。

变速变桨距风电机组控制回路图如图 10 所示。

主控制器主要完成机组运行逻辑控制，如偏航、对风、

解缆等，并在桨距调节器和扭矩控制器之间进行协调控制。

桨距调节器主要完成叶片桨距调节，控制叶片桨距角，在

额定风速之下，保持最大风能捕获效率，在额定风速之上，

限制功率输出。扭矩控制器主要完成变速恒频控制，在额

定风速之下，在最大升力桨距角位置，调节发电机、叶轮

转速，保持最佳叶尖速比运行，达到最大风能捕获效率 ；

在额定风速之上，配合变桨距机构，实现最大恒功率输出。

变速变桨距控制系统稳态运行曲线由扭矩－转速图来

描述，如图 11 所示。从 A 到 H 为低于额定转速状态，沿

一条定常叶尖速比的载荷曲线使风能捕获量达到最大 ；在

额定转速以上，即 H 点达到额定扭矩，在所有更高的风速

中，扭矩需求保持常数，并由桨距控制来调节叶轮的转速。

在点 H（此处扭矩达到最大值）和点 L（此处开始桨距控制）

之间允许有一小段余量，以防在低于和高于额定扭矩的控

制模式之间作过度频繁的模式切换。

图 12 显示了用于产生桨距和扭矩需要量的控制回路，

在额定值以下扭矩需要量回路有效，反之则桨距需要量回

路有效。低于额定值时，速度设置点在 S1 与 S4 之间切换。

在低风速下，该点在 S1，扭矩需要量输出被限定在一个最

大值上，该最大值由最佳叶尖速比曲线 BG 给出。这使得

运行点循着 ABG 移动。高风速下，设置点变到 S4，扭矩

需要量输出被限定到一个最小值上，该最小值也由最佳叶

尖速比曲线给出，同时使运行点循着轨迹 BGH 移动，使得

到达 QR 最大值。当到达 H 点时，随着桨距控制回路在速

度超过 S5 时变为有效，扭矩保持恒定，开始进行桨距控制，

限制功率输出，保持额定功率。

GH Bladed 软件中广泛采用 PI 控制应用于风电机组

闭环控制器中，以 x 为输入量，y 为输出量的 PI 控制器具

有以下形式 ：

                     inty K x K xp i= + ^ h

其中，Kp 为比例增益，Kt 为积分增益，int(x) 为 x 的

时间积分。Bladed 软件在变速变桨距风电机组的控制系统

上内置的 PI 控制器有变速扭矩控制器（x= 测得电机转速

图10 变速变桨距调节控制环

图11 变速变桨调节运行曲线

图12 变速变桨控制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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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设定值的偏差，y= 电机扭矩需求）和变速桨距控制器（x=
测得电机转速与设定值的偏差，y= 桨距角需求）。专业版

Bladed 软件支持用户自定义的外部控制器的导入，由于本

文使用的是教育版，故只能使用 Bladed 软件内置的 PI 控
制器。

（二） 变速变桨距风电机组控制系统在 Bladed 软件中

的建模

Bladed 软件中的风电机组模型为变速变桨距风电机

组，基本信息如表 1 所示，所选用的发电机为变速电机，

打开 Bladed 软件传动链模块，选择 Generator 标签，发

电机信息如图 13 所示。发电机和变频器组成的变速驱动装

置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建模的。现代变速驱动装置能够接

收扭矩请求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对此做出响应，只要在指定

限度内，在发电机气隙给出所期望的扭矩而不论发电机转

速如何。故必须指定发电机的最小和最大扭矩。

对于控制系统的建模是在控制系统菜单中完成的。单

击 Control 图标打开控制系统菜单如图 14 所示，本文研

究对象为变速变桨距风电机组，故应在 Power Production 
Control 下选择 Pitch Regulated-variable speed 选择变速

变桨调节，并选择 Controller Dynamics 定义控制器的附

加参数，单击 Define 可以定义 PI 控制器的比例增益和积

分增益。额定风速以下，变速风电机组通过改变与风速相

对应的叶轮转速使机组保持在可能的最优叶尖速比下。额

定以上则选择变桨控制，具体参数如图 14 所示。

（三）变速变桨距控制效果

Bladed 软件中风电机组模型切入风速 4m/s，切出风

速 25m/s，扭矩控制器比例增益为 500，积分增益为 250，
桨距控制器比例增益为 0.0246，积分增益为 0.01025，经

Bladed 软件计算，机组功率曲线如图 15 所示。从图中可

以看出，功率曲线光滑平稳，且在 12m/s 达到额定功率

2MW，达到额定风速后保持 2MW 额定功率不变，验证了

变速风电机组的功率曲线。

计算风速变化过程中，扭矩、桨距角和功率系数的变化，

输出图线如图 16、17、18 所示。

由以上三张图可以看出控制系统中控制器的动作。如

图 16 和图 18 可以看出，在低于额定风速下，扭矩控制器

动作，调节所需风电机组扭矩，并且保证机组沿最大功率

系数曲线运行 ；结合图 17、18 所示，当风速高于额定风速

时，桨距调节器动作，调节叶片桨距，降低功率系数，以

保证风电机组额定功率输出。

定义平均风速为 12m/s 的 3D 湍流风，对风电机组进

行正常发电状态的动态仿真，设定仿真时间为 45s，输出风

速随时间变化如图 19 所示，计算机组功率随时间的变化图

如图 20 所示。

图13 发电机参数设定

图14 控制系统建模

图15 风电机组功率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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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风速变化图谱

图20 功率变化曲线

图16 扭矩变化

图17 桨距角变化

图18 功率系数变化

通过两图的对比可以看出风速围绕 12m/s 波动较大，

最高达到 16m/s，最低达到 8m/s，但是风电机组功率输出

围绕额定功率波动较小，均在 1.85MW－ 2.1MW之间波动，

说明变速变桨距控制系统工作效果良好，能够较好地应对

风速变化而保持输出功率稳定，达到了预期的控制效果。

结语

本文主要介绍了风电机组设计验证专业软件 Bladed
在本科教学中的应用，并列举了 Bladed 软件在教学过程中

的应用实例，较为详尽地说明了相关理论知识、对应模型

在 Bladed 软件中的建模以及良好的仿真结果。

在本科教学中，将 Bladed 软件与课本理论知识相结

合进行了教学实践，发现学生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对课本

知识的理解掌握更加牢固，并且活跃了课堂气氛，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更能引起同学们的兴趣。许多同学

对 Bladed 软件产生浓厚兴趣，并积极主动学习软件并利用

软件研究有关风电机组的其他问题，提高了同学们的自主

学习和独立研究的能力。Bladed 软件的应用在本科教学中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增加了同学们的专业技能，更有助于

培养风电专业人才。

（作者单位 ：河北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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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尺度大气模型嵌套CFD技术的
高分辨率复杂地形风能资源评估

方法研究﹡

文 | 陈志刚，李凯，施欢欢，杨永锋

过去对大范围风能资源普查基本上是基于对风能资源资

料的收集、当地居民走访，凭借一定的原则和经验，进行风

电场的宏观选址；经过至少一年的立塔测风后，确定前期选

定的场址是否具有开发价值。传统风能资源普查方法具有较

强的主观性，存在时间和资金浪费的风险。随着风电开发热

点由三北风能资源丰富的大风电基地转向地形复杂和风能资

源相对匮乏的地区，风电场开发难度和盈利风险增大，迫切

需要提高大范围风能资源评估的精度和速度。

在复杂地形中，风能资源分布受地形影响，局部气候

差异较大，测风塔代表区域有限，难以准确评估风能资源

分布。采用中尺度大气模式可以考虑局部气候差异的影响，

但受到中尺度模式分辨率较粗的限制，中尺度大气模式无

法考虑到微观地形的影响 ；CFD 技术在一定的评估区域内

可以提高分辨率，但无法考虑大范围小气候异化的影响。

通过结合中尺度大气模式和 CFD 技术的优势，采用中尺度

大气模式获得复杂地形大范围的低分辨率风能资源评估结

果 ；基于 CFD 技术，对中尺度低分辨率计算结果进行降尺

度处理，获得微观尺度的高精度风能资源分布。实例验证

表明，结合中尺度大气模式和 CFD 降尺度技术，综合考虑

微地形小气候和复杂地形的影响，可以获得大范围高精度

的风能资源评估结果，能够有效地解决复杂地形风能资源

评估中微地形小气候的问题。

中尺度大气模式原理

中尺度大气模式是小于天气尺度，大于单个积云尺度

的天气系统研究，水平尺度一般约 2km 到 2000km。通

常根据研究需要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尺度 ：在雷暴、对流

现象和复杂地形流动研究中采用 2km － 20km 水平尺度

（Meso － γ）；在处理如海风现象、湖泊效应和暴雪等气候

常采用 20km － 200km 水平尺度（Meso － β）；在研究飑

线、中尺度对流系统（MCS）和在热带气旋等现象时采用

200km － 2000km 水平尺度（Meso － α）。

二战后，由于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气象预报技

术也随之突飞猛进。短短的几十年里，世界各地的气象

研究机关开发出了各自的相对独立的气象模式。NCAR、

NCEP、FSL、AFWA 和 OU 等美国的科研机构对气象模

式进行了统一，于 2000 年开发出了 WRF 模式。

采用中尺度大气模式进行风能资源评估，不需要树立

测风塔测风，在计算分辨率足够小的情况下，中尺度大气

模式可以考虑到复杂地形风电场局部气候的差异。受到计

算机硬件的限制，中尺度大气模式的分辨率较粗，在风电

场的风能资源详细评估中需要结合 CFD 降尺度技术，以满

足风电场选址的工程精度需要。

CFD降尺度原理

对于有限的评估范围，假设气候具有局部的均一性，

风流不是雷诺依赖的（即定向风特性是不依赖于风速的），

特定风向的风流分布可以用风加速因子表达。

CFD 技术可以通过计算机根据流体力学的规律进行模

拟求解，将风电场的流场分解为小的立方体空间（即通常

﹡基金项目 ：上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资助项目 (12QB14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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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说的网格），并在其中求解复杂的偏微分方程组。如

式 (1) 和 (2) 所示，风电场内流体运动可以通过 Navier －

Stokes 流体运动方程与连续方程进行数学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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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流体最准确的方法是直接数值模拟，从而需要在

小于 Kolmogorov 长度尺度的网格中求解方程（针对于自

然风，湍流中最小涡旋尺寸从 0.1mm 到 1 mm）。针对于

实际的工程流体，采用直接数值模拟方法将远远超出现有

计算机的能力。为了降低计算数量，需要对湍流进行模拟

并对 Navier － Stokes 方程进行简化。

中尺度计算结果代表一定区域内的风流参数平均值，

通过对各风向进行定向计算并结合中尺度计算结果进行综

合分析，获得一定评估区域内的高分辨率的风流场分布。

算例

为了验证基于中尺度大气模型及 CFD 技术的高分辨率

的风能资源评估方法在复杂地形的适用性，采用基于 WRF
的大气模式获得云南省楚雄州禄丰县老青山风电场的 1km
分辨率中尺度风能资源分布图谱，以中尺度计算结果为基

础，结合风电场 CFD 计算软件 WT 进行降尺度计算，最终

得到各测风塔位置的风速时间序列，并与实测数据进行对

比验证。

一、项目背景简介

老青山风电场场址位于楚雄州禄丰县和昆明市富民

县交界的老青山一带，地理范围介于北纬 25° 06'40" －
25° 25'22"，东经 102° 18'46" － 102° 25'10" 之间。场

区南北长近 23km、东西宽约 11km，海拔在 2030m －

2754m 之间。山脊的西侧为禄丰坝区，海拔高度落差较大，

坡度较陡，而其东侧为富民坝区，下降较缓，坡度较小，

场址区内风速具有明显的抬升压缩加速效应。风电场内植

被主要以灌木、草甸及云南松为主，山脊处地表以土夹石

为主。

二、各测风塔关联度分析

如图 1 所示，风电场区内树立了 M5471、M5403、
M5443、M5470 和 M5466 共 5 座测风塔，测风时间均在

1 年以上。

各测风塔之间的相对距离和风速的相关度如表 1 和表 
2 所示。由于复杂地形局部气候的差异，测风塔有效代表范

围有限，由图 2 可以看出，各测风塔之间的相关度随着测

风塔距离的增大而迅速降低。

三、中尺度分析结果

图 3 为中尺度平均风速的计算结果，横轴和纵轴为评

估区域的经纬度坐标。

以 M5443 为例，各测风点与中尺度结果关联度分析如

图1 各测风塔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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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和图 5 所示，小时平均风速相关系数为 0.7443，日平

均风速相关系数为 0.9。
 中尺度计算结果为逐小时时间数列，小时平均风速和

风向中尺度计算结果与测风塔实测对比如图 6 所示，可以

看出，风速和风向变化趋势与实测结果符合程度较好，在

风电场 50 年一遇的最大风速 MCP 关联分析中，可以用以

替代气象站数据。

四、CFD降尺度结果

以中尺度计算结果为基础，采用 WT 针对各测风塔周

边 3km 进行降尺度计算，CFD 降尺度计算采用的高程信

息模型和地表粗糙度如图 7 和图 8 所示。水平分辨率 20m，

最小垂直分辨率 4m，垂直扩展系数 1.2，定向计算扇区间

隔 10°，各扇区平均计算耗时 55min，网格数量 450 万左右。

对中尺度计算结果的进行 CFD 降尺度计算风向结果对

比如图 9 和图 10 所示，主风向计算误差在 5°左右，可以

满足风电场选址的工程精度要求。

测风塔 M5443 实测 70m 高度平均风速为 8.68m/s，
形状因子为 1.974，中尺度结合 WT 进行降尺度计算平均风

速为 8.29m/s，形状因子为 2.02，平均风速计算误差 4.49%。

测风塔 M5443 周边 3km 降尺度平均风速计算结果如图 11
和图 12 所示，中尺度结合 WT 进行 CFD 降尺度计算风速

表1  各测风塔之间的距离

M5403 M5443 M5471 M5470 M5466

M5403 0 976 3096 9170 10559

M5443 976 0 4000 8368 9584

M5471 3096 4000 0 12246 13459

M5470 9170 8368 12246 0 5424

M5466 10559 9584 13459 5424 0

表2  各测风塔之间关联度（70m高度）

M5403 M5443 M5471 M5470 M5466

M5403 1.000 0.936 0.765 0.770 0.677

M5443 0.936 1.000 0.825 0.819 0.732

M5471 0.765 0.825 1.000 0.755 0.730

M5470 0.770 0.819 0.755 1.000 0.727

M5466 0.677 0.732 0.730 0.727 1.000

图2 各测风塔之间关联度（70m高度）

图3 中尺度平均风速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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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M5443测风塔实测小时平均风速与中尺度计算结果并联度

图5 M5443测风塔实测日平均风速与中尺度计计算结果并联度

图6 中尺度风向风速计算结果与测风塔实测数据对比

图7 高程信息

图8 粗糙度

图9 M5443实测风玫瑰图

分布规律与基于测风塔实测数据的 CFD 计算结果风速分布

规律接近，对风电场选址具有指导意义。

图 13 为根据 M5443 实测数据计算所得的测风塔周边

3km 范围湍流强度分布。中尺度模式无法直接得出湍流强

度参数，根据中尺度计算结果结合地表粗糙度的设置，降

尺度后 M5443 周边湍流强度分布如图 14 所示。测风塔实



技术 | Technology

92  风能 Wind Energy 

图10 M5443 降尺度风玫瑰计算结果

图11 M5443周边基于实测数据风速

图12 M5443周边基于中尺度CFD降尺度风速

图13 M5443周边基于实测数据湍流强度

图14 M5443周边基于中尺度降尺度湍流强度

测 M5443 在 70m 高度强风湍流强度为 0.115，降尺度计算

湍流强度受到地表粗糙度设置的主观影响，降尺度计算强

风湍流强度为 0.083。湍流强度的准确计算依赖于中尺度地

表粗糙度计算的可靠性，中尺度地表粗糙度计算结果受到

局部小地形的影响较大，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以增加降尺度

湍流强度的计算精度。

 

结论

(1) 基于中尺度大气模型及 CFD 技术的风能资源评估

方法可以进行大范围高精度的风能资源评估，有效地解决

了复杂地形测风塔代表性的问题。

(2) 结合中尺度大气模式和 CFD 降尺度技术，可以在

树立测风塔前获得大范围高精度的风能资源分布，为风电

项目前期寻找资源提供了技术的可能。

(3) 中尺度大气模式结合 CFD 降尺度技术，所得计算

结果的精度可以满足风电前期项目要求。

（作者单位：陈志刚、李凯、施欢欢：上海电气风电设备有限公司；

杨永锋：中电投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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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仪风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专业从事风能资

源测量与评估、风电场项目开发与维护、风电机组的制造

和销售。华仪 HW82 － 1500 型风电机组是华仪风能有限

公司与欧洲知名风电机组设计公司德国 Aerodyn 共同合作

研发的一种新型的、适应我国各种气候条件的机组，并通

过德国 TUV 认证。该机型在内蒙古华电玫瑰营风力发电有

限公司所辖长春风电场和富丽达风电场调试及运营阶段出

现了一些频发故障，双方技术人员共同进行分析，并提出

解决方案予以处理。

HW82－1500型风电机组频发故障情况 

一、变桨通讯故障

试运行期间，华仪 HW82 － 1500 型风电机组频繁发

生该故障，表现为变桨通讯经常无规律性发生闪断现象，

故障名称为“300400 变桨变频器故障”。2012 年 9 月长

春风电场发生 8 次该故障，占当月故障总数 32% ；富丽达

风电场发生 15 次该故障，占当月故障总数的 34% ；2013
年 1 月长春风电场发生 15 次该故障，占当月故障总数的

71% ；富丽达风电场发生 8 次该故障，占当月故障总数

25%。初期主要处理方法为 ：就地检查变桨数据 , 重点查看

蓄电池电压是否正常，对轮毂内的三个变桨轴距进行全面

检查，对轮毂到滑环通讯线进行检查。但从故障出现的频

次来看，依旧没有找到发生该故障的根本原因。

二、偏航保护故障

试运行期间，华仪 HW82 － 1500 型风电机组频繁发

生此故障，故障现象为偏航电机供电回路保护开关 220Q1
跳闸，故障名称为“060200 偏航保护故障”。 长春风电

场 2012 年 9 月发生 6 次该故障，占故障总数 21% ；2013
年 7 月发生 4 次该故障，占故障总数 25% ；富丽达风电场

2012 年 7 月发生 4 次该故障，占故障总数 14% ；2012 年

华仪HW82-1500风电机组
频发故障及处理

文 | 狄海龙，苑杰

8 月发生 8 次该故障，占故障总数 20%。早期采取的处理

方法为调整偏航电机电磁刹车间隙，并对偏航系统供电回

路开关定值进行适当放大调整，但运行一段时间后该故障

又会重复出现。

三、 桨叶位置比较故障

2013 年 12 月，富丽达风电场华仪 HW82 － 1500 型

风电机组发生 9 次“300330 桨叶位置比较故障”引起停机，

占当月故障总数的 47.37%。该故障在变桨电机编码器与桨

叶位置编码器角度大于 3 度时触发安全链停机。风电场和

华仪维护人员检查变桨蓄电池电压正常，检查桨叶绝对位

置显示错误，判断冗余编码器读数存在闪断现象，对桨叶

位置编码器置零，使桨叶恢复至初始位置，机组恢复正常

运行，但运行一段时间此故障仍然发生。

四、 振动加速度过大故障

2013 年 7 月－ 8 月，长春风电场 HW82 － 1500 型

风电机组集中发生“振动加速度过大故障”引起停机，共

发生 34 次该故障，占故障总数 53%。初期双方现场技术人

员对频繁发生该故障的机组振动传感器进行了检查，未发

现异常后复位，风电机组运行一段时间后仍然频繁发生。

五、 齿轮油冷却风扇电机过载

2012 年 2 月富丽达风电场发生 3 次“80075 齿轮油冷

却风扇过载”故障引起停机，占当月故障 21%，长春风电

场发生 3 次该故障，占故障总数 33%。该故障在齿轮箱油

冷却风扇主电源回路空气开关 FG387 跳闸时触发，初期现

场人员对齿轮箱油冷却风扇电机以及供电回路检查正常后，

将开关保护定值进行适当增大调整，复位后风扇电机恢复

运行，但是运行一段时间后仍然发生该故障停机。

六、导电轨发热故障

玫瑰营公司长春风电场、富丽达风电场所使用的

HW82 － 1500 型风电机组机舱至塔底电能传输均采用江

苏威腾母线公司制造的导电轨。2013 年 5 月－ 9 月，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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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场多数风电机组导电轨接头处温度超过设计允许温度

70℃，有 3 台风电机组因导电轨过热引起绝缘降低，最终

发电机定子回路导电轨烧损接地，机组因导电轨故障最长

停机时间 30 天。

七、发电机接地碳刷磨损故障

进入运营阶段，富丽达风电场频繁发生发电机接地碳

刷磨损故障，该故障为发电机接地碳刷磨损至 10mm 时触

发安全链停机，故障名称为“70070 发电机碳刷磨损故障”。 
2013 年 2 月发生 7 次该故障，占当月故障总数的 43% ；3
月发生 15 次该故障，占当月故障总数的 42%。早期处理方

法为更换磨损的发电机接地碳刷后恢复机组运行，但是更

换完毕后不久又发生该故障。

HW82－1500型风电机组频发故障原因分析
及处理

一、 变桨通讯故障

经过现场统计，两个风电场 HW82 － 1500 型风电机

组有 76.8% 的变桨通讯故障系轮毂内变桨回路与机舱内控

制回路通讯闪断所导致，检查主要故障点在变桨通讯滑环，

分析主要故障原因为变桨通讯滑环长时间运行后脏污，使

得轮毂内的变桨信号通过电刷与滑环传递时发生闪断。现

场维护人员将风电机组变桨滑环进行统一清洗后，频繁发

生该类故障的状况得到有效解决。结合生产现场实际情况，

该风电场规定每六个月进行一次滑环清洗工作。

二、 偏航保护故障

工程实际中，为了保证偏航稳定性，风电机组在偏航

过程中需有一定的偏航余压，用来保障机组在偏航过程中

有一定阻尼。风电场和制造厂技术人员分析认为该故障系

偏航回路负荷过大导致。两个风电场 HW82 － 1500 型风

电机组偏航余压设定值为 45bar, 经过安全技术论证后，确

定将偏航余压调整至 35bar 左右。调整后，频繁发生该故

障的状况得到有效解决。

三、 桨叶位置比较故障

两个风电场 HW82 － 1500 型风电机组均采用 MOOG
变桨系统，经风电场、华仪、MOOG 三方分析后，认为

MOOG 变桨系统程序不完善，将程序升级后，长春风电

场该故障得到根本解决 ；富丽达风电场将变桨程序升级后，

风电机组仍然频繁发生该故障，检查分析后确认桨叶位置

编码器质量不符合使用要求，更换后该故障得到有效解决。

四、 振动加速度过大故障

由于此故障在 7 月、8 月份雷雨天气时频繁发生，判

断为电磁干扰所导致。维护人员对振动传感器屏蔽层严格

按要求完善接地，重新调整振动传感器的水平度使其符合

设计要求，紧固传感器相关模块，此故障频繁发生的现象

得到彻底解决。

五、齿轮箱油冷却风扇电机过载故障

经过风电场、华仪、电机制造厂三方人员检查分析，

确认该批次电机质量不合格，对全部风电机组内部齿轮箱

油冷却风扇电机进行更换，此故障得到有效解决。

六、导电轨发热故障

风电场、华仪、导电轨制造厂三方人员召开技术联络会，

确认发热原因为导电轨接头器处接触面积设计偏小，安装

工艺不符合设计要求。江苏威腾母线公司重新设计制造加

长接头器，安装时在接触面涂抹适量导电膏，并对安装固

定螺栓力矩严格把控，更换了全部导电轨接头器。经过后

续观察，导电轨过热现象得到彻底处理。

七、发电机接地碳刷磨损故障

风电场、华仪、发电机制造厂三方人员召开技术联络

会进行充分论证，确定采取增加发电机主轴冲击电流的释

放面积方案。该方案在发电机输入端前轴承处增加一组刷

架，每个刷架装设两个 12.5mm×25mm×64mm 形制接

地碳刷。方案实施后，经过观察，发电机接地碳刷磨损故

障得到彻底解决。

结论

风电机组是风力发电企业最主要的发电设备。随着我

国电力工业的长期发展，电力设备制造行业日益强大，其

他发电设备的质量大幅提高，可靠性得到极大提升，稳定

风电机组的运行成为保障风力发电企业可靠运行的重要环

节。风力发电企业应当对风电机组的频发故障给予极大关

注，只有大幅降低风电机组频发故障，风力发电企业才会

安全稳定运营，才能够成为电网安全运行的重要支撑，提

高利用小时数，不断发展壮大。同时，风电机组制造厂应

当具有长远的眼光，在设计阶段即应针对中国国情，针对

设备使用地的工况，做好适应性设计 ；在设备运营阶段，

积极配合运营企业开展设备治理，改造设备的不足之处，

认真提升产品品质，才能获得更好的市场占有率。

（作者单位 ：内蒙古华电玫瑰营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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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机组特定场址安全性评估方法
及意义探讨﹡

文 | 蔡继峰，王丹丹

随着风电行业的高速发展，风电场选址从简单的平坦

地形向着复杂的山地、丘陵等场地发展，甚至从陆上向海

上转移。随着场地的多样性，环境条件也变得多样和复杂 ：

高原、低温、台风、地震，海况等环境都可能需要被考虑。

但是与之相对应的机组设计却是在标准等级下设计而来，

因此机组在特定场址下的安全性是否依然能够得到保证，

则需要在风电场规划之初进行额外的校核，这个工作即为

特定场址评估。依据 IEC61400 － 22，特定场址评估是

项目认证中的一个工作模块，由于受项目开发周期等限制，

我国风电场大部分未开展项目认证，而特定场址评估是用

于确定风电场安全性的重要工作内容，如未进行完整的项

目认证，处于规避安全风险的考虑，应视情况开展特定场

址评估工作。但是国内的风电场在开发过程中对特定场址

评估重视不够，没有很好的系统进行，这会对将来风电场

的安全运行带来隐患，或许这也是目前风电场安全事故频

发的原因之一。

特定场址评估主要可以分为几个模块 ：

环境条件评估，主要用以对特定场址的环境数据的采

集和分析处理是否合理。例如，风能资源数据的采集和分

析处理是否合理。

特定场址安全性评估，评估特定场址载荷下的结构安

全性。

部件适应性评估，特定场址环境下各机机械部件、电

气部件等的适应性，例如，对于低温环境，则要评估相关

部件在低温下是否依然能正常工作。对于盐雾环境，相关

部件的防腐蚀等级是否达到要求等等。

本文重点介绍特定场址的安全性评估，主要涉及环境

条件对机组的载荷的影响和分析方法。

特定场址安全性评估方法

为了确定机组在特定场址下的安全性，可分为以下三

种模式 ：

a ：特定场址的环境条件和基础刚度与原设计比对直接

判断安全 ；

b ：特定场址的载荷计算结果和原设计载荷比对判断安

全 ；

c ：特定场址载荷结果下的结构强度复核判断安全。

当特定场址的环境条件和标准等级接近，无特殊环境

条件如地震、台风等，并且基础刚度变化不大，能直接通

过比对风况参数判断其载荷结果是否能小于设计载荷时，

可以采用模式 a，直接给出机组在特定场址下安全的结论。

当无法通过模式 a 判断时，则需要进行特定场址的载荷计

算并将其与原设计载荷比对，若能证明该载荷小于原设计

载荷，则也可给出机组在特定场址下安全的结论。若模式 b
依然无法判断机组是否安全，则需要用特定场址下的载荷

结果进行结构强度的复核，结构安全裕度足够，则依然能

说明机组在特定场址的安全性，反之该机组不适应特定场

址，需要进行更改机组设计或更换机型。

环境条件对载荷影响分析

特定场址的安全性评估，重点是对风电机组的载荷进

行分析。风电机组的载荷是由机组本身和外部的环境条件

决定，对于同一型号的机组，其载荷完全由外环境条件决

定，本章将重点介绍各环境条件对机组载荷的影响以及评

估方法。

﹡基金项目 ：本文受课题《 海上风电和物联网与智能评价技术研究与示范》支持，项目编号 2012BAK26B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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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风况条件

风况条件是风电机组载荷的最重要影响因素，风况的

特征参数主要有极限风速、年平均风速和风速分布、湍流度、

空气密度，风剪切等。

a ：极限风速

根据风压公式，风压和风速的平方成正比，而通常在

极限风速来临时机组处于停机状态，其主要载荷即来自风

压，因此极限风速以2次方的关系影响风电机组的极限载荷。

b ：年平均风速和风速分布

年平均风速和风速分布决定风电机组运行的各风速

段时长的情况，由于不同风速段运行时疲劳载荷不同，因

此风速分布影响风电机组的疲劳载荷累积。表 1 给出了某

1.5MW 机组运行在不同风区下的叶根处的疲劳载荷情况。

c ：湍流度

湍流度反应风速脉动变化的程度，湍流度越大风速变

化越大，随之载荷变化也越大，即湍流度会影响机组的疲

劳载荷。同时由于风速变化幅度的增大，也会影响某些极

限载荷工况，例如 ：EOG 阵风工况，其阵风幅值与湍流强

度成正比，见图 1。
d ：空气密度

风压与空气密度成正比，因此空气密度会直接影响风

电机组的载荷，包括极限载荷和疲劳载荷。

e ：风剪切

风剪切是反应风速随着高度增加的变化趋势，一般情

况下风剪切大于 0，即风速随着高度的增大而增大。这会导

致叶片处于高处时受到的风载较大，而处于低处时风载较

表1  某1.5MW机组不同风区下疲劳载荷结果（材料系数m=10）

风区 I（Vave=10m/s） II（Vave=8.5m/s） III（Vave=7.5m/s）

叶根 My（Knm） 2073 1973 1871

叶根 Mx（Knm） 2212 2070 1932

摄影：李双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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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从而使风轮产生不平衡距，这会给风电机组带来更大

的极限载荷和额外的疲劳载荷。

一般来说，在Vave到2Vave之间的累积疲劳载荷较大，

因此风速分布和湍流度对载荷的影响要保证其比设计载荷

小，只需要在该区间段内，风速分布概率和湍流度小于设

计等级即可，见图 2。
综上，通过分析风况条件对载荷的影响，若要通过比

对风况来保证载荷小于原设计载荷，则需要满足表 2 所列

条件，若有任意一条背离则需要进行载荷计算以确定特定

场址的载荷水平。

二、海况条件及基础影响

相比陆上，海上的环境条件以及基础结构更为复杂，

目前其对风电机组的影响主要来自水动力载荷和基础结构

对机组部分的影响。与水动力载荷相关海况的特征，目前

标准中有三类 ：

波浪 ：主要通过有义波高和周期来表征

水位 ：水平面的高度

洋流流速 ：水中粒子平均迁移速度

目前的大多数的海上风电场选用的风电机组，是按陆

上环境条件设计，没有考虑海况条件，而海况条件会对机

组产生额外的载荷，同时不同的基础结构会改变风电机组

的整体模态，因此对于该类机组必须进行复杂的特定场址

载荷计算来判断机组的安全性，而无法通过比对环境条件

的简单方式来判断。针对这一情况目前北京鉴衡认证中心

编制海上机组认证技术规范 **。该技术规范中指出，如果在

设计之初即考虑海况条件用以风电机组的设计，并假定基

础形式，当该机组用于特定海域时，可以通过比对海况条

件来进行特定场址载荷安全性的判断。若海况参数以及基

础结构满足表 3 所列条件，即可直接判定海况条件对机组

载荷的影响小于原设计值，则机组的特定场址评估可以通

过最为简单的比对环境条件来实现。

三、其他环境条件

风况和海况环境条件，是最为重要和常见的两类环境

条件。而对于其他环境条件，主要有低温，地震，台风等。

要依据场址的特点来判断是否需要考虑和如何考虑。

a ：低温条件

表2  特定场址风况参数

参数 需满足的条件

50 年一遇极端风速 不超过设计值

轮毂高度处风速分布
0.2Vref-0.4Vref 区间的累积概率不超

过设计值

轮毂高度处湍流强度 0.2Vref-0.4Vref 区间不超过设计值

空气密度 0.2Vref-0.4Vref 区间不超过设计值

风剪切 小于 0.2 大于 0

入流角（复杂地形） 小于 8 度

表3  海况参数和基础结构

参数 需满足的条件

有义波高 不大于设计值

水位 水位变化范围不超过设计值

洋流流速 不大于设计值

实际基础与假定基础对塔
架一阶频率的影响

差异不大于 5%

图1 EOG阵风幅值与湍流强度的关系

图2 风速分布概率和湍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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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会增大空气密度，该部分影响可以通过风况分析

进行。另外低温有可能导致机组结冰，主要结冰部位为塔

架，机舱和轮毂。结冰会给机组的载荷带来很大的影响，

尤其是叶片的结冰。叶片结冰后，会对翼型的参数带来很

大的影响，从而改变机组载荷，另一方面，结冰的不均匀性，

会给风轮带来额外的不平衡距，这也会给机组带来额外的

载荷。

b ：地震

风电机组的相关规范中并没有直接对地震环境条件的

评估进行明确定义，而是要求依据各国家地区当地的地震

规范进行约束。我国的抗震规范对地震设防烈度分为 6 度、

7 度、8 度、9 度 4 个等级，不同地区需要考虑的设防烈度

都有相应设防烈度区域划分，对于特定场址的风电场，需

要依据抗震规范进行风电机组的安全性校核。一般来说，

对于按照常规设计的风电机组，其能抵抗的地震设防烈度

为 7 度。

c ：台风（热带气旋）

台风是一种热带气旋，除了风速大外，还存在风速、

风向变化快，中心区域存在负压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其不

能按照常规的风况进行考虑。因此，对于可能会发生台风

的中国沿海地区风电场，在机组进行特定场址评估时需要

考虑台风影响，具体方式可依据目前国内已发布的台风技

术规范进行设计校核。

四、 小结

本章通过分析各环境条件对机组载荷影响的机理，给

出了不同环境条件参数对机组载荷影响的定性结论，并以

此为依据给出通过比对环境条件直接判断机组安全性需要

满足的条件，为特定场址安全性评估中使用模式 a 提供判

断准则。

结论

特定场址评估在风电场开发时是必不可少的部分，是

风电场安全稳定运行的保障。而其中的特定场址下载荷的

结构安全性评估是特定场址评估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不同

的环境条件对载荷影响很大。因此为了适应特定的环境条

件，在机组设计之初尽可能选取与将来实际安装运行的环

境条件相近的设计条件，这会大大提高机组在风电场的适

应性，同时也能降低反复修改设计，延误工期的成本。为

了使设计的环境条件和实际相近，有针对的选择合适的设

计规范用以设计是最为重要的一步，例如，在有台风的区域，

则设计时选用台风技术规范。对于海上机组，则选用海上

技术规范用以设计。

（作者单位 ：北京鉴衡认证中心）

摄影：占远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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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风电机组塔底部分散热方案的探讨
文 | 陈效国，刘衍选，蔡晓峰

随着风电机组单机容量持续增大，高海拔、海上风电

机组的出现，风电机组温度过高的问题越来越突出，风电

机组因高温停机或限功率运行时有发生。风电机组散热问

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散热不好将会严重地影响到风

电机组部件的性能、可靠性和使用寿命，进而也会影响风

电机组的效率和经济效益。

本文以沈阳华创风能 1.5MW 双馈风电机组为例，对

风电机组塔底部分的散热进行客观的分析，并提出了一种

利用塔筒的烟囱效果加强风电机组散热的方案。该方案高

效节能，对大功率的风电机组散热系统设计和研究具有较

强的参考价值。 

风电机组高温问题分析

风电机组为了便于运行维护，有很大一部分厂家都把

变频器和电控柜放在塔底。沈阳华创风能 1.5MW 双馈风电

机组也是如此。变频器和电控柜是塔底部分两大发热主体。

传统的风电机组散热系统，虽然对变频器和电控柜的

散热情况给予充分的考虑，变频器和电控柜都增加了冷却

风扇，并加大了冷却风扇的功率。但是对整个塔底部分的

空气流通往往不够重视，在通风冷却通道的设计上也不够

完善，这样就导致变流器和电控柜虽然可以通过冷却风扇

将热量排到柜体之外，但是排出的热量却聚集在了塔筒内，

不能有效的散发出去，使塔筒内的温度升高，从而又影响

变频器和电控柜的散热，导致变流器和电控的温升过高。

在高海拔地区的风电机组，因其所处的外部环境海拔

高、空气密度低、昼夜温差大，这些因素对风电机组的发

热散热都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尤其是到了夏季，风电机

组因高温停机或限功率运行时有发生，严重影响风电机组

的效率和经济效益。

风电机组的散热分析计算

一般情况下，当电气柜内有如变压器、变频器、电源

或大发热量电器元件时，要根据电器元件的功率及效率来

计算发热量。当电气柜内只有数量较多的小的发热量电器

元件时，在不清楚估计大概的发热量时，为计算方便可不

单独计算每个电器元件的发热量，可统一估算发热量每平

方米电气板约 200W。塔底主要的散热部件是变频器和电

控柜。

一、变频器柜的散热分析计算

变频器运行时都会有一定的热量损耗，变频器满负荷

运转时的最大散热量主要取决于其功率、效率和柜体尺寸。

另外变频器柜内的其他设备散热会使电控柜内的温度升高，

例如 ：辅助变压器、开关电源、UPS、冷却风扇等。

（一） 变频器的功率损失

变频器的功率损失可利用下式计算 ：

                P P 1C变频器 #T h= -^ h 

P变频器T ：变频器额定功率

η： 变频器满载时的效率

（二） 辅助变压器的散热分析

变压器的热量损失是由变压器的功率损耗造成的。变

压器的功率损耗，包括有功功率损耗和无功功率损耗。有

功损耗又分为空载损耗和负载损耗两部分。空载损耗又称

铁损，它是变压器主磁通在铁芯中产生的有功功率损耗，

因为主磁通只与外加电压和频率有关，当外加电压 U 和频

率 f 为恒定时，铁损也为常数，与负荷大小无关。负载损耗

又称铜损，它是变压器负荷电流在一次、二次绕组的电阻

中产生的有功功率损耗，其值与负载电流平方成正比。同

样无功功率损耗也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变压器空载时，

由产生主磁通的励磁电流所造成的无功功率损耗，另一部

分是由变压器负载电流在一、二次绕组电抗上产生的无功

功率损耗。对变压器的有功功率及无功功率的损耗 , 我们可

以按下式计算 ：

               
xP P P S
S

0 k

e

js

2

变压器T = + c m   
    
              

xQ Q Q S
S

0 k

e

js

2

变压器T = + c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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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Sjs---- 变压器计算负荷

           Se---- 变压器额定容量

           P0---- 变压器空载有功损耗

           Pk---- 变压器短路有功损耗

           Q0---- 变压器空载无功损耗

           Qk---- 变压器短路无功损耗

二、控制柜的散热分析计算

电控柜热负荷由柜内元器件的散热量和外界环境向电

控柜内部的漏热量两部分组成。在风扇冷却的情况下，控

制柜内的温度都高于外界环境温度，所以，外界向电控柜

内部的漏热量可以忽略不计。电控柜内主要的部件是控制

系统和 UPS 不间断电源。

( 一 ) 控制系统发热量计算

塔底电控柜内的控制系统主要包括 ：1 块 Wp － line 
4100, 一 块 Wp － line 351、 一 块 Wp － line110、 一

块 Wp － line 511、一块 Wp － line151 其额定电压为

24VDC，额定电流分别为：0.25A、0.2A、0.6A、0.25A、0.4A，

控制系统的发热量计算公式如下 ：

                Q U I 1控制系统 # # h= -^ h 
其中 ：

Q 控制系统 ---- 控制系统发热量

U---- 控制系统的额定电压

I---- 控制系统的额定电流

η---- 效率因数

（二）UPS 不间断电源发热量计算

UPS 不间断电源的额定容量为 P，效率为 η，通常

η>95%，我们可以利用公式：QUPS=P×(1-η) 来估算算发热量。

（三） 控制柜内其他部件的发热量计算

当电控柜内只有数量较多的小的发热量电器元件时，

为计算方便可不单独计算每个电器元件的发热量，可按每

平方米电气板的发热量为 200W 来进行估算。    
控制柜内其他部件发热量 Q，电气板面积 S，可以利

用公式 ：Q=200×S 来估算发热量 Q。

综上所述，我们把上面求出的散热量逐个相加就得到

了塔底部分总的散热量 Q 总，作为我们散热通风量计算的

依据。

塔筒的烟囱效应及在散热方面的应用

烟囱效应是基于“对流通风”原理，室内外热压和风

摄影：高石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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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共同作用的结果，空气沿着有垂直坡度的空间上升或下

降，造成空气加强对流的现象。通常情况下，烟囱效应以

热压为主，热压值与室内外温差产生的空气密度差和近排

风口的高度差成正比。塔筒底部因变频器和电控柜散发热

量，其空气温度较高，密度较小，空气便沿着塔筒自然上升，

塔筒外的空气渗入补充，这就形成烟囱效应。烟囱效应的

强度与烟囱的高度、烟囱内外温度差距、空气流通的程度

有关。其中塔筒的高度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在这里我们假设塔筒上下通风孔大小相等，空气密度

无差别，在烟囱效应下，空气被抽升并排出，其通风量可

表示为 ：

                       
G T V A353

0

0 0=
　　

其中 ：G---- 通风量 (kg/ s)
           T0---- 出风口排风温度 ( ℃ )  
           V0---- 出风口排风速度 (m/ s)  
           A0---- 出风口面积 (m2) .
散热量公式 ：Φ散 =ρ×c×G×∆t，

其中 ：Φ散 ---- 散热量

            ρ---- 空气密度

            c---- 空气定压比热

            G---- 通风量

            ∆t---- 温升

带入G T V A353

0

0 0= 可得到 ： c t T V A353

0

0 0散 # ## #TtU = ，

其中 ：风电场的空气密度 ρ、空气定压比热 c、出风口

排风温度 T0 可知，Φ散计算出来的塔底部分总的散热量，我

们可以分析出来温升 ∆t与出风口排风速度 V0、出风口面积

A0 的关系。
t

xC V A0 0

散

T
U
= ，其中 C 为长数。

关于风道的设计

一、关于塔筒内平台的说明

从塔筒门进入塔筒内的定义为塔下电控柜平台。塔下

电控平台上安装有变频器和电控柜。变频器上方依次定义

为塔架第一层平台、塔架第二层平台、塔架第三层平台、

摄影：吕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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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塔底部分空气流通示意图

塔架第四层平台。其中塔架第三层平台、塔架第四层平台

有较大的通风空间。

二、 塔筒门处通风孔的设计

适当加大塔筒门上的通风孔的尺寸 ，如有必要，在塔

筒门上增加风扇，以加强塔筒门处的空气流通 。
三、塔架平台处的通风设计

塔底热量集中的部位一般在变频器和电控柜的上方，

远离塔筒门的一侧。在塔架第一层平台、塔架第二层平台

上增加通风孔 ，保证热空气能正常上升。为防止气流在塔

筒内部形成短路，保证气流能通过热量集中的部位，应做

好塔架第一层平台其他地方的密封。塔架第一层平台处的

爬梯盖板在不使用时，也应关闭。如有必要，也可以在塔

架第一层平台处增加风扇，以加强塔架第一层平台处的空

气流通 。如图 1 所示。

结语

本文分析了风电机组塔底部分温度过高的原因 ；介绍

了变频器和电控柜等主要部件的散热状况以及计算方法 ；

因个人能力有限，本文关于塔筒的烟囱效应以及其对风电

机组散热的影响，只提出了利用塔筒的烟囱效应加强塔底

部分散热的初步构想，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也欢

迎广大风电同仁来电交流。

（作者单位 ：沈阳华创风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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