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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From The Editor

开启能源革命新时代

文 | 秦海岩

回顾过去的 2014 年，国内外能源领域发生了很多大事，国际油价持续大幅下滑，APEC 构筑亚太能源

合作新格局，中美达成气候减排协议，德国推动能源转型，都成为吸睛的爆点。而这期间最带有本质意义

的当属“能源革命”概念的提出。2014 年 4 月，国家能源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了我国的

能源发展战略，指出我国要实现能源生产革命和能源消费革命。在 6 月 13 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

次会议上，习总书记再次指示要“推进能源革命”。一年来，关于能源革命的思考和实践被映衬在雾霾笼罩

的大背景下，现出启蒙和希望的光明，预示着一个能源新时代的到来。

我所理解的能源革命，是一场沿着从高碳到低碳直到零碳能源历史轨迹前进的人类能源利用方式的根

本性变革。这种变革的实现途径，一是加大可再生能源的比重，逐步用清洁电力替代化石能源电力，直至

化石能源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二是大幅提高终端用能的电气化水平，不断扩大电力的使用范围，例如建筑

和交通，尤其是电动汽车的推广应用将使电力从传统的工业主阵地扩展到交通领域，构造清洁交通系统。

因此，电力系统的重构尤为重要，关乎能源革命的得失成败。我们要构筑的未来电力系统，是以风能、太

阳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电力为核心，以智能化、信息化、分散化为特征，由能源互联网支撑的互动式电力

系统。这样的电力系统，将确保引领未来若干轮技术发展潮流而不至于落后。

要实现这一目标，资源、技术和经济都不是障碍，最大的挑战来自于规则的改变和认识的误区。时至今日，

依然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未来几十年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体系不能动摇，还在质疑可再生能源的作用和

潜力，还在用不实的论据曲解后工业国家去碳化的努力和成就。这些错误的观念，将成为前进中的巨大阻力，

严重影响到能源革命进程。因此，能源革命的首要前提是观念的革命，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这轮革命对中

国的战略机遇性质，坚定不移地推动其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展望 2015，我国能源中长期发展路径将更加明确，在曲折前行中我们的信心和信念也将更加坚定，正

如甘地所言 ：“首先他们忽视你，然后嘲笑你，接着反对你，最后你就赢了。” 



2  风能 Wind Energy 

目录／ CONTENTS 2014年第12期

26 对话
Dialogue       

创新还是稳健，使很多企业抉择艰难。南高齿却将两者合二为一，既驱动企业领军潮流，又保持传

统机械制造业稳健的本色。

28 封面
Cover Article
封面
Cover Article

南高齿在创新与稳健间平衡

24 对话
Dialogue       

技术与质量是GE植根中国的基础  
专访GE可再生能源业务全球副总裁安妮·麦肯蒂

自动润滑系统能更好适应海上风电润滑维护  
专访华锐风电上海东海大桥现场经理余晓明





4  风能 Wind Energy 

目录／ CONTENTS 2014年第12期

广告索引

封二  联合动力

扉页 1 中国南车

扉页 2 贺德克

扉页 3 惠柏新材料

卷首语对页 远景能源

目录对页 1 中复连众

目录对页 2 歌美飒

版权对页 南高齿

P9  壳牌

P23  NSK

P35  南车电机

P43  金风科技

P55  千聚科技

P61  CWP2015

P89  鉴衡认证

P93  麦加涂料

P107  《风能》杂志微信平台

P118  《风能》杂志

P119  科诺伟业

后彩一 阳光电源

封三  东汽树脂

封底  海虹老人

《风能》杂志在线阅读网站www.cwea.org.cn

    卷首语/ From The Editor
01  开启能源革命新时代／秦海岩

    特别报道/ Special Report
08  能源革命首在观念转变／史立山

10  风向/ Direction 

    现场/ Presence
18  为了六个兄弟的生命／吴益博

    时评/ Review
20  中丹项目是国际合作的典范／高志伟 

    对话/ Dialogue
24  技术与质量是GE植根中国的基础

26  自动润滑系统能更好适应海上风电润滑维护

    封面/ Cover Article
28  南高齿在创新与稳健间平衡／赵靓 薛辰

    公司/ Company
36  大唐锡盟：让风电场效益最大化／赵忠焕，张丽慧，张玥

    调研/ Survey
38  中国整机商直驱型风电机组市场概述／赵靓

    国际/ International
44  美国海上风电发展现状分析／乔黎明

    课堂/ Classroom
48  风能学子自办论坛 校友齐聚共话风电／岳大为

49  中丹教育及研究中心风电技术讲座在河北工业大学举行／岳大为    

    MR公司云南乡村小学公益行／赵洁

   

    产业/ Industry
50  浅析优化风电场运维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方法／杨金宝，

    查显宝，张健，白文斌

56  风电工程业主方的项目管理／付彦海

62  风电机组重大事故分析（三）／王明军，邵勤丰

68  国内碳交易试点省（市）进展与国际碳交易体系对比研究／李佳

    风电场/ Wind Farm
72  风电场微观选址技术研究／徐栋，潘家国，赵令金，张先儒

    技术/ Technology
76  基于多桩钢构基础的海上风电机组整机自振特性分析／高宏飙，

    季晓强，姜贞强

80   基于下垂特性的分散式双馈风电机组无功控制方法／刘国华，

    洪丹，孙素娟

86   浅析风电机组液压系统泄油路故障原因及解决方案／康涛

90   水平轴风电机组钢筋混凝土塔筒反应谱分析／李书文，祝磊，

    姚小芹，杨洪源

94   双馈风电机组实测与标准功率曲线偏差影响因素分析／宫玉鹏，

    苏丽营，赵海春，吴让慧，李磊，李超峰

98  永磁直驱风电机组并网系统的建模与仿真研究／孙攀，陶保震，

    袁博，李力

102  三相变压器连接组别的二元解构判别策略／王晓东

104  风光柴海水淡化综合系统工程设计方案及应用浅析／汤群益

108  风电机组基础挖深与基础环高度不配合的解决方法／陆瑞





顾问
石定寰  史立山  杜祥琬  黄其励

   徐建中  倪维斗  胡文瑞  杨裕生

  李宝山  韩文科  朱俊生  贺德馨 

王承煦  朱瑞兆  戴慧珠  马学禄 

王斯永  吴运东  齐同庆  于午铭 

宫靖远

社长：卢  山

主编：施鹏飞

执行主编：秦海岩 

副主编：王仲颖  夏丽华

编辑部主任：秦海岩（兼）

编辑部副主任：薛  辰  蔡丰波 

本期责编：高志伟

编 辑：于贵勇  赵  靓  苏  晓  张  玥

视觉设计：荆  莹  刘  湛

广告及发行：王  艳  徐晓英  郭继元   

声 明
◆本刊图文版权所有，如需转载，请与本刊编辑部联系。

◆向本刊投稿（图片）文责自负，由作者原稿产生的版权或其他法律责任，本刊概不承担连带责任。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刊已被《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维普网）、龙

源期刊网、《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中国知网等多个数据库收录，并在相关网站提供在线阅读和下载服

务。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或数字出版，请在来稿时向本刊书面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主管： 工业和信息化部  主办：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

编辑制作：《风能》杂志社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东路28号

易亨大厦1108

邮编：100013

电话：010-59796665-3953（编辑部）

      010-59796665-3501（广告部）

传真：010-64228215
投稿邮箱：gaojian@cwea.org.cn

Consultant
Shi Dinghuan Shi Lishan Du Xiangwan  Huang Qili
Xu Jianzhong Ni Weidou  Hu Wenrui Yang Yusheng
 Li Baoshan Han WenkeZhu Junsheng He Dexin
Wang Chengxu  Zhu Ruizhao Dai Huizhu Ma Xuelu 
Wang Siyong Wu Yundong Qi Tongqing  Yu Wuming
Gong Jingyuan

President:Lu Shan
Editor-in-Chief:Shi Pengfei 
Executive Editor-in-Chief:Qin Haiyan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Wang Zhongying Xia Lihua

Editorial Director: Qin Haiyan
Deputy Editorial Director: Xue Chen Cai Fengbo
Duty Editor: Gao Zhiwei
Editor: Yu Guiyong  Zhao Liang  Su Xiao  Zhang Yue  
Visual design: Jing Ying  Liu Zhan
Advertising & Distribution: Wang Yan  Xu Xiaoying  Guo Jiyuan  

Produced by: Wind Energy Magazine

Address: Room 1108，Yiheng Building，No.28， 

  the 3rd Ring Road East， Beijing， P. R. China

Zip Code: 100013
Tel: 010-59796665-3953（Editorial Office）

    010-59796665-3501（Advertising Office）

Fax: 010-64228215
E-mail: gaojian@cwea.org.cn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674-9219
               国内统一刊号：CN 11-5942/TK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字第8245号

             印刷：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每月6日出版

国内定价：人民币25元

2014年第12期



为人类文明
传递进步动力

齿轮箱与动力传动系统解决方案专家
南高齿作为高性能、高精度风电齿轮箱开发和生产的全球领军企业，批量提供 6MW 以下的各

类风机主齿轮箱和偏航变桨齿轮箱产品，可适应低温、低风速、高海拔、以及海上等各种工况环

境。 至今，南高齿为客户提供的 30000 多台高品质风电主齿轮箱正在全球各地稳定运行，为绿

色能源传递源源的进步动力！

南高齿

Geared for 
         a Better Future

www.NGCtransmission.com

Visit us at booth 3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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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革命首在观念转变

中丹可再生能源发展项目经过五

年的执行期，今天将要告一段落。通过

五年的合作，我们既学习到了很多丹

麦先进的清洁能源技术知识和管理经

验，也学习到了很多丹麦在促进绿色

增长方面的有效政策手段和具体做法。

通过合作，我们也意识到了我国与丹

麦在发展水平和发展思维等方面还存

在巨大差距。

丹麦是全球风电在全部发电量中

占比最大的国家，2013 年的风电发电

量占到了总发电量的 33%。丹麦生物质

能在全部能源中的比重达到了 18%。目

前，丹麦已是典型的分布式能源系统，

具有典型的未来电力系统的特征。过去

是有限的几座大型电站，现在已变成了

几百座分布式电站，除风电外，大部分

以天然气和生物质能为燃料，丹麦 80%

以上的区域供热是热电联产电厂供给

的，50%以上的电力是热电联产电厂生

产的。特别是其运行非常科学，热电联

产电厂都有储热设施，使热电联产电厂

都在最高效率运行，把多余热能储起

来，当热储设施储满了就停止发电，由

储热罐进行供热，这样能源效率很高，

即使是丹麦火电机组也具有非常强的灵

活性，最低出力甚至可以降到最大负荷

的 10%，这在我们这里还难以想象，就

不用说做了，可能不是技术问题，更多

的应该是利益关系问题。这都表明，丹

麦不仅具有先进的清洁能源技术生产能

力，更重要的是，丹麦已建立了适应高

比例清洁能源发展的能源运行和管理体

系。丹麦所以能够做到这点，最重要

的是丹麦形成了绿色增长的发展理念，

2009 年就制定了到 2050 年完全摆脱化

石能源消费的宏伟战略，并在脚踏实地

的进行实施，不是空谈。2020 年的目

标是，风电要占到全部发电的 50%，可

再生能源要占到全部能源消费的 35%。

这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和能源转型做出了

表率，也是我们必须要很好学习的。

近年来，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很

快，特别是风电和光伏发电应用规模迅

速增加，我国是当前全球可再生能源应

用规模最大的国家，但与丹麦相比，能

源供应主要依靠煤炭，非水电可再生能

源在能源和电力消费中的比重还很低。

特别是近几年，在北方可再生能源资源

丰富地区，一方面大量燃烧煤炭，另一

方面许多风能、太阳能等清洁电力无法

并网的不合理现象普遍存在。这些现象，

在丹麦专家看来，是无法理解的。这也

表明，我国还没有建立适应可再生能源

特点的电力运行、管理体系，还没有建

立优先发展可再生能源的理念和意识。

通过中丹项目的合作，我们既认

识到了我们与丹麦之间存在差距，我们

也通过了解丹麦实现高比例清洁能源发

展方面的成功经验，更加认识到，我们

国家未来清洁能源发展的空间和潜力是

巨大的，必须下更大的力气去做好可再

生能源发展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

组第六次会议上明确提出，我国要着力

推进能源生产消费革命，在“中美应对

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已提出，中国将

在 2030 年碳排放达到峰值，非化石能

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达到 20%。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转变思路，在努力提

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同时，必须着力推动

可再生能源的规模化发展。丹麦的成功

经验，也坚定了我们发展可再生能源的

信心和决心。

目前，发达国家的能源主要依赖

石油和天然气，电力供应还有不少核电，

没有依赖煤炭的。今后，他们会逐步转

向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从发达国家的发

展历史和能源的变迁史看，煤炭是很难

支撑起国家现代化的。目前，我国的煤

炭产量已超过 40 亿吨，据分析，超过

科学产能供应能力的一倍，不仅带来矿

难频发等生产安全问题，还造成了大量

的采空区土地塌陷，也带来越来越严重

的地下水资源破坏、大气和土壤污染等

生态环境问题。我国目前全部铁路运输

量的近 60%是运输煤炭，给运输带来

巨大压力。无论如何实现煤炭的清洁利

用，开采和运输带来的环境和社会问题

都是无法避免的。因此，要实现国家的

现代化，必须改变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

下决心减少煤炭消费，并最终摆脱对煤

炭的依赖。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需要

有这样的认识，有认识才会有行动。

今天，我们既要祝贺中丹可再生

能源发展项目圆满结束，我们也期待由

英国儿童投资基金会支持的“可再生能

源推动中国能源革命项目”，为建设美

丽中国提供更加可行和有效的能源转型

实施路径。希望通过这个项目的开展，

不仅延续中丹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而

且进一步扩大可再生能源的国际合作，

推动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

走向一个新的高峰。

（本文为作者在“中丹可再生能源合作

项目总结会”上的讲话，标题系编者

所加。）

文 | 史立山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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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为探索建立独立输配电价体系，促

进电力市场化改革，国家发展改革委下

发《关于深圳市开展输配电价改革试点

的通知【2014】2379 号》，正式启动我

国新一轮输配电价改革试点。

通知指出，在深圳市开展输配电价

改革试点，将现行电网企业依靠买电、

卖电获取购销差价收入的盈利模式，改

为对电网企业实行总收入监管。即政府

以电网有效资产为基础，核定准许成本

和准许收益，固定电网的总收入，并公

布独立的输配电价。同时，明确了输配

电准许成本核定办法，建立对电网企业

的成本约束和激励机制。

通知明确，独立输配电价体系建立

后，要积极推进发电侧和销售侧电价市

场化，电网企业按政府核定的输配电价

收取过网费。

通知强调，建立独立的输配电价体

系，是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的必然要求，

是加强对电网企业成本约束和收入监管

的有效途径，也是促进电网企业健康协

调发展的重要条件。试点单位要充分认

识输配电价改革的重大意义，认真做好

试点工作，并尽快提交首个监管周期

（2015年 -2017年）深圳市输配电准许

收入及价格水平测算报告。新电价机制

自2015年 1月 1日起运行，原有相关电

价制度停止执行。

国家发改委正式启动我国新一轮输配电价改革试点

 【短评】此次深圳输配电价改革试点的最大亮点，是按国际通

行的核价方法监管电网企业收入，加强对电网企业成本的约束，同

时引入激励性机制促使企业提高效率，标志着我国对电网企业监管

方式的转变，也是电价改革开始提速的重要信号。在电力输配电价

改革试点过程中，要注意以下问题 ：一是输配电价细节政策制定要

有多方利益体参与，要建立多边协调机制 ；二是电力输配各类资产

和成本，要科学核准和分类评估，如变动成本、固定成本、阻塞费

用与普遍服务成本等，为科学确定管制价格水平奠定基础 ；三是管

制方法要合理选择，从收入管制、价格管制双重入手，收入要体现

效率提升，价格要体现合理成本，最终要提高电网企业生产积极性

和电网运行效率，确保电网安全、稳定、经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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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评】　海上风电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领域，是推动风

电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是促进能源结构调整的重要

措施。我国海上风能资源丰富，加快海上风电项目建设，对于促

进沿海地区治理大气雾霾、调整能源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

有重要意义。

从国家能源局此次公布的方案可以看出，我国海上风电的开

发总量又有所增加，在政策、规划等利好因素的刺激下，加快海

上风电建设已成必然趋势。同时，此次方案的一大亮点是所有开

发企业选用的海上风电机组须经有资质的第三方认证机构的认证，

未通过认证的设备“不能参加投标”，这在过去“不得使用”的行

业门槛基础上又提升一步，利于海上风电设备市场的规范化。

事件

为落实风电发展“十二五”规划， 做

好海上风电发展工作，根据《海上风电开

发建设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结合沿

海地区风能资源、项目前期工作进展和海

上风电价格政策，国家能源局编制了《全

国海上风电开发建设方案（2014-2016）》。

全国海上风电开发建设方案（2014-

2016）涉及天津、河北、辽宁、江苏、浙

江、福建、广东、海南八个省市，项目共

44个，总容量1053 万千瓦，比八月份公

布的方案多26万千瓦。方案规定列入开

发建设方案的项目视同列入核准计划，应

在有效期（2年）内核准。在有效期内尚

未完成核准的项目须说明原因，重新申报

纳入开发建设方案，对于今后具备条件需

纳入开发建设方案的新项目，待开发建设

方案滚动调整时一并纳入。

为合理高效利用海洋资源，有效指

导海上风电海域利用，国家能源局经商

国家海洋局，委托国家海洋局海洋咨询

中心牵头，会同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

等单位研究制定海上风电海域利用管理

指导意见，要求在建设、运行期间对相

关数据和事项进行监测。为规范海上风

电设备市场秩序，开发企业选用的海上

风电机组须经有资质的第三方认证机构

的认证，未通过认证的设备不能参加投

标。为及时掌握列入开发建设方案项目

的进展情况，各项目单位要定期上报项

目的各项进展情况，由国家可再生能源

信息管理中心提出信息监测相关要求。

国家能源局印发
《全国海上风电开发建设方案（201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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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据远景能源透露，到11月29日，已有开发商、设计院和运

维服务商等上百家新能源企业加入“格林联盟”，以签署合作协议

的方式免费使用“格林威治”（GreenwichTM）云平台服务。

远景能源董事长张雷称：“早期加入‘格林联盟’的成员是第

一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种子，就像十年前第一批加盟淘

宝的买家和卖家促进了消费品电子商务爆发式增长一样，‘格林联

盟’将极大促进新能源市场的理性繁荣。”

在10月召开的2014北京国际风能暨展览会期间，远景能源

正式发布了“格林威治”（GreenwichTM）云平台，并与中广核、龙

源福霖发起成立了格林威治全生命周期标准化管理联盟。远景“格

林威治”云平台打通了风电资产项目投资从发起到管理、优化的

全生命周期，借助风电场数字模型，全面管理新能源投资风险。

“格林联盟”成员某产业投资基金投资总监表示，“远景格林威治平台是能源互联网的第一步，联盟成员可以不用投入就享受

一个非常好的软件。作为产业投资人，我们需要风险可控，格林威治平台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增加信息的透明度，降低整个行

业的风险。格林威治平台推出后，我们可以在平台上挖掘更多的优质项目。”

以柏林Fraunhofer IZM为首的德国财团正努力增强铝材的性能，

由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BMBF）资助的 HotAL* 项目正研究新型

铝合金，由于加工方式的调整，这种铝合金可在极端条件下也确保可

靠的电气连接。有了这项技术，提供诸如海上风电场这类能源设施系

统解决方案的公司将能够为强大的系统开发全新的制造工艺，而且可

降低维护需求和总的安装运行成本。

HotAL 项目是指用于海上风电应用的经高温优化的铝绑定技术。

该宏大的目标是采用创新的材料和加工管理来改善用于高温应用的电

力电子模块。该研究项目的联盟还包括来自整个价值链的代表：材料

和引线绑定机制造商、特殊热处理工艺系统制造商以及完整的系统供

应商。该项目将为各个领域的任务合并，从而为海上应用开发基于铝

的创新电力电子产品。除了造福于能源行业，还包括相关的电子系统

供应链。由于赛米控、F&K Delvotec Bondtechnik 和锐德热力设备公司 (Rehm Thermal Systems) 的参与，这个项目展现

出了协同效应，贺利氏 (Heraeus) 和 Fraunhofer IZM将为德国电子行业材料的选择性发展贡献丰富的专业知识。

百家新能源企业成为远景“格林威治”云平台首批使用者

赛米控：海上风电场电力电子器件铝金属将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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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一路一带”国家战

略布局的大背景下，2014 年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继续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带领中国风电机组成

功进入巴基斯坦风电领域并取得良好成绩。

2014 年 11 月 24 日当地时间下午三点，经过

金风巴基斯坦项目团队的齐心协作和辛苦付出，金

风科技在巴基斯坦的第一个 1.5MW高温机组项目的

33台风电机组，一次性通过当地 168 小时试运行，

各项指标均达到巴基斯坦电网要求，具备商业运行

条件。

巴基斯坦 TGF 风电项目由三峡巴基斯坦第一

风电有限公司开发，项目地点位于巴基斯坦卡拉奇

市东北部，信德省境内，距卡拉奇市直线距离约 90km。该项目总装机容量 4.95 万千瓦，安装了 33台金风 77/1500 风电机组。

风电场直接输送电能至卡拉奇当地电网，缓解当地电力供应紧张的局面，改善当地的能源结构，对促进区域经济和社会可持

续发展将产生积极的作用，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显著。

值得一提的是，巴基斯坦电网对于试运行有一条行业内非常严格的要求，那就是风电场在试运行阶段时，全部机组必须

保证可利用率达到 85%以上，否则将重新开始计算试运行期。此次 33台风电机组能够一次性通过 168小时试运行，满足严

格的技术标准，是金风风电机组高水准性能的完美体现，同时打破了相邻风电场 4-8个月通过试运行的纪录。

资讯

成功践行“一路一带”战略  金风科技走进巴基斯坦

福禄克推出世界领先的连接式测试工具系统

福禄克测试仪器（上海）有限公司宣布，推出世界领先的连接式测试工具系统Fluke ConnectTM，跨入智慧测量新时代。

通过 Fluke Connect 系统，维护技术人员能够将测试工具测得的数据无线传送到智能手机上，从而安全存储在云空间，

这样所有的团队成员在各自的工作现场就能访问查看到数据。超过 20 种福禄克工具可无线连接 Fluke Connect 应用程序，包

括数字万用表、红外热像仪、绝缘测试仪、过程仪表以及特定的电压、电流和温度模块。

技术人员随时随地就能通过 AutoRecordTM 功能自动记录测量数据，并将红外图像传送至 Fluke CloudTM 存储系统中。每

位团队成员只要拥有一部智能手机并安装该应用程序就能查看到测量数据。

Fluke Connect 应用程序具有 EquipmentLogTM 历史记录功能，技术人员可将测量数据分配到特定的设备中，创建存储在

云中的测量数据历史记录，从而便于在排除故障和进行可靠性维护时查看这些记录。技术人员借助 TrendItTM 能够快速绘制出

数据图表，有助于他们分析数据趋势并及时作出合理决策。Fluke Cloud 存储系统具有一流的安全保护，包括安全访问、电子

监控、多因素访问控制系统、内置防火墙和加密数据存储。Fluke Connect 应用程序更可通过 ShareLiveTM 视频通话功能，技

术人员无需离开测量现场就可与团队的其他人员实时共享测量数据，得到维修批准，获得问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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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6日，海装风电新疆三塘湖一期自建风电场实现安

全运行 296 天，累计上网电量突破 1亿度大关，达到 1.00002

亿千瓦时。该风电场各项运营核心指标均表现优异，其中，风电

机组可利用率为98.7%，喜获“安全生产与节能创效”的双丰收。

海装风电从集团化管控战略角度统一部署，高度重视风电

产业链延伸和新能源投资开发。新疆三塘湖一期风电场是公司

第一个投入运营的自建风电场，在多方面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

索：一是确立了“优化运行、确保安全、降本增效、争优创先”

的原则，不断提高设备完好率和风电场可利用率；二是学习行

业标杆，按照“标准化、精细化、专业化”的要求，夯实基础，

勇于创新，提升风电场生产管理水平；三是积极与电网调度和

周边风电场进行沟通，全力抢发电量；四是传承企业文化，强

化业务培训，提高综合素质，打造了一支具有凝聚力、战斗力的风电场运营管理团队。

新疆三塘湖一期自建风电场的安全平稳运行标志着公司推进“一个中心、三大板块”战略取得重大突破，是探索形成

自建风电场运营管理模式的成功尝试。

鉴衡认证中心在“2014 全国大型风能设备行业年会暨产

业发展论坛”上与国内外多家风电设备检测机构和制造企业签

署了合作协议。其中，和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上海天祥质量

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Intertek 天祥集团 )、德劳工业服务 ( 上海 )

有限公司 (DNV-GL)、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风电机组检测合作协议，同中科宇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连云

港中复连众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中材科技风电叶片股份有

限公司 、中航惠腾风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叶片测试业务合

作协议。鉴衡认证中心此举意在联合国内外优质检测资源，为

广大客户全方位提供优质便捷的检测认证服务。

作为鉴衡认证中心的检测合作伙伴，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王瑞明主任和 Intertek 天祥集团黄飞总经理表示，鉴衡是一直以来的合作伙伴，双方对彼此技术能力的认可是长期保持合作

的基础，期待通过与鉴衡认证的检测合作，促进双方在其他方面更多的合作。叶片合作伙伴则表示希望在鉴衡认证的引导

下优化配置国内的叶片测试资源，提高叶片行业测试技术水平，从而避免企业的重复检测以及降低试验台的建设成本。

海装风电新疆三塘湖一期自建风电场发电量突破 1 亿度

鉴衡认证与多家企业合作　提供检测认证优质服务

资讯

摄影：吴小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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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2 月 2日，由中国风能协会和上海振华重工集团主办，振华普丰风能（香港）有限公司承办的中欧海上风电

工程及装备制造技术研讨会在京成功举行。来自中国、中国香港、丹麦、德国的多家企业代表，就中国海上风电政策与规划、

中国海上风电战略联盟——丹麦整体解决方案、海上风电选址、海上风电基础设计、海上风电机组设计、海上风电机组和基

础认证与检测方法、欧洲风电安装平台发展、中国及欧洲海上风电项目施工以及欧洲海上风电市场投资经验等议题进行了深

入研究与讨论。

会议期间，振华重工与普丰海工下属的合资企业振华普丰风能（香港）有限公司宣布将于 2015 年一季度末，引入欧洲

最先进的 SeaBreeze 级海上风电安装平台“托本号”，服

务于蓬勃发展的中国海上风电市场。振华普丰风能（香港）

有限公司总经理詹亮在论坛上表示，此番“托本号”进入

中国市场，将为亚太地区的海上风电工程提供强大的技术

及装备保障。通过前期与国内主要海上风电场开发商的交

流，大家均表示看好“托本号”未来在中国市场的作用。

此番“托本号”的引入仅仅是振华普丰在海上风电市

场布局的第一步，未来振华普丰还将在海上安装技术、海

上售后运维、国内外海上风电场投资领域逐步深入，并且

不排除引入其他海上风电安装平台的可能性。

资讯

中欧海上风电工程及装备制造技术研讨会成功举办

美国超导与中国企业开展风电服务战略合作

12 月 10日，美国超导公司（AMSC）宣布，将对其在中国的风电业务做重大的战略调整，与中国和能时代就风电的备

件和技术改造展开合作。

超导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业务负责人王建光先生介绍，AMSC作为全球风电和电网领域领先的解决方案供应商，一直致

力于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风电机组设计和智能化电网解决方案，在中国的投资合作已有十年。AMSC提供的高温超导体 (HTS)

线材，已应用在甘肃省的输电线项目、长沙的故障限流器项目以及西北地区的 75米三相HTS输电线项目中。未来，AMSC

希望为中国寻求更广泛地采用高温超导电缆的机会，解决因中国快速发展带来的复杂电力问题，也愿以其最新的技术服务于

中国风电机组的技改，实现机组的高效率稳定运行。

王健光表示，目前，中国风电场装机中有20%的机组使用了超导提供的电器核心部件和控制系统软件。随着中国风电后

市场的快速扩大 , AMSC也将致力于解决风电运维服务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为此，AMSC选择了北京和能时代作为其中国区服

务市场的战略合作伙伴。北京和能时代是中国风电后市场知名的独立第三方备件服务公司，已先后为 500多个风电场项目提

供过风电机组备品备件供应、技术改造升级等配套服务，在备件与服务供应新模式建设等方面有丰富经验。双方将在齿轮箱

温度管理、风电机组功率提升、风电机组控制系统升级、风电场远程管理、风电场功率控制管理、PM3009升级等多项技改项

目中展开全方位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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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6日，全球领先的电力和自动化技术集团ABB在

北京举行了第二届以“绿色电力，美好生活”为主题的 “ABB

电力世界”展览会，大会包含 60多场技术讲座，全面展示了

ABB在数字化发电、特高压直流输电、智能变电站、智能配电

等领域的领先技术。展览环节分为电力公用事业、工业、建筑

及基础设施、交通四大版块，全方位展示了ABB的电力解决

方案。 

目前，ABB在中国已参与包括家坝—上海、哈密—郑州、

溪洛渡—浙西等线路在内的 19个高压直流输电项目的建设，为中国的电网建设提供了核心产品和技术支持。

在新能源及分布式电源并网方面，ABB展示的微电网解决方案可以根据用电量的变化，自动调整发电源的功率，

实现“基于负荷的发电”和发电量100%的利用率。在展示的全新产品中，525千伏挤压式高压直流电缆，使

得电缆输电容量成倍提高。Safe Air 环保型气体绝缘环网柜产品以及全新一代ELK-4型 800千伏气体绝缘金属

封闭开关设备极大降低了对环境的不良影响。另外，ABB今年还在中国推出了首款符合国标的通用型电动汽车

直流充电机。

ABB集团举办第二届 “电力世界”展览会

海外

据《金融时报》报道，因英国政府补贴减至2.35亿英镑，苏格兰电力原计划在英国建设的East Anglia 离

岸风电项目装机容量不得不由原来的120万千瓦减至80万千瓦以下。不过该公司表示仍将继续在英国进行投资。

有观点认为，East Anglia 项目降低装机规模，对寄希望于英国海上风电快速发展的公司构成打击。

自去年以来，英国已有多个离岸风电项目遇挫，包括世界最大的离岸风电项目——伦敦阵列以及德国莱茵

集团的Galloper 项目。

英国减少海上风电补贴致项目生变

由于和俄罗斯的日益紧张局势，欧盟正在计划一个连接所有 28 个成员国的超级电网，为成员国提供

对抗停电的保险。来自研究、行业和公用事业领域的 40 个机构组织集合在这项 6300 万欧元的研究项目中。

这个项目旨在把所有的可再生能源合并到一个超级电网中，从而平衡电力间歇性资源，确保不间断供电。

欧盟正在花费数十亿欧元连接成员国电网。欧洲互连设施基金 (CEF) 已拨款 58.5 亿欧元用于超级电网

连接器。迄今，6.47 亿欧元用于波罗的海国家、欧洲中部及东南部和过去过分依赖俄罗斯能源地区的天然气

项目。另外 4000 万欧元拨款将帮助连接英国到挪威的水电和法国的两条新互连。欧盟的可再生能源超级电

网约在 2018 年可以奏效。

欧盟正在计划连接所有28个成员国的超级电网

ABB集团首席执行官史毕福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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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9 月份全国发电类许可证 690 家，供电类许可证 4家，输电类许可证 0家，承装 ( 修、试 )

电力设施许可证 900 家，电力进网作业许可证 168528 个。

2014 年前三季度内蒙古电网全口径装机共新增容量 197.6 万千瓦，火电新增 152.0 万千瓦，水电

新增 9万千瓦，风电新增 29.6 万千瓦，光伏新增 7万千瓦。与上年相比，火电装机占比下降了 2.3

个百分点，新能源装机占比上升了 2.2 个百分点。

11 月 13 日，河南浚县火龙岗风电场 33 台风电机组全部并网发电 , 该项目投资 4.5 亿元 , 总装机

49.5 万千瓦 , 年上网电量 9745 万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煤 29900 吨 , 减少二氧化硫排放 30 吨 , 氮

氧化物 140 多吨 , 二氧化碳约 8万吨 , 还可以减少灰渣排放量 1.3 万吨。

10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450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1%。1-10 月，6000 千瓦及以上电厂发电设

备容量为 127238 万千瓦，同比增长 8.5%，其中风电设备容量为 8805 万千瓦，同比增长 23.8%。

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小时为 3547 小时，同比减少 199 小时。其中，风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

为 1506 小时，同比减少 185 小时。

预测到 2030 年全球风电装机总量将达到 2000GW。届时，风能的发电量将达到全球总发电量的

17%到 19%，风能产业还会带来约 200 万个就业岗位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30 亿吨。

陕西环保厅 11 月 6 日公示一批项目验收申请、拟审批、拟验收及环境影响报告书受理项目，其中

电力项目 15 个：风电 9个、水电 1个、输变电 3个、火电 2个。

11 月 12 日，山西电网风力发电出力达 305.4 万千瓦，刷新了 288 万千瓦的纪录，再创今年新高，

占全网当日用电负荷 15.6%，全日风电发电量达 6364 万千瓦时，占山西电网当天总发电量 11.3%。

目前，山西风电并网装机容量已达 411 万千瓦。

今年 1至 9月，贵州风电产业完成投资 57.67 亿元，同比增长 210%，累计完成投资 138 亿元；截

止目前，贵州风电项目累计建成 30 个，装机 142.81 万千瓦，同比增长 34.46%；截止 10 月底，

贵州核准在建风电项目 50 个，装机 248.49 万千瓦，同比增长 46.17%。

截至10月底，安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477万千瓦，占全省电力装机的11.1%。其中，风电、

光伏、生物质发电装机达到190万千瓦，发电量36.8亿千瓦时，发电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约70%。

11 月 4 日，中电联发布 2014 前三季度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前三季度全社会用电量

同比增长 3.9%，其中，三季度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回落至 1.4%，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同比下降 5.6%，

第三产业用电增长 3.8%，第二产业用电增长 2.0%；预计四季度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3%左右，

全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3.5%-4.0%。年底全国发电装机 13.5 亿千瓦左右。

10 月龙源完成全口径发电量 28.0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0.14%，其中风电发电量 21.4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5.96%；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3420 万千瓦时，火电发电量 6.28 亿千瓦时。

近日，吉林环保厅拟 9个电力项目对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审查，其中风电 3个，火电 3个，水电 1个，

输变电 2个。

国家能源局

内蒙古

陕西

河南

国家能源局

全球风能理事会

山西

贵州

安徽

中电联

龙源电力

吉林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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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提供 | 吴益博

金风科技在新疆塔城玛依塔斯的中广核二期项目地处新

疆西北部的额敏县境内玛依塔斯风区，这里东西风交替频繁，

是世界上罕见的暴风雪灾害地段 ,大风刮起易形成强劲的风

雪流，对身处其中的人员造成严重的生命安全威胁。

2014 年 12月 7日下午 6点，天源科创在新疆玛依塔斯

中广核项目现场的运维工程师们在对中广核二期 F1、F2 机

组定检过程中突遇大风，瞬时风速达到每秒 26米。该天源

项目经理对环境形势及时做出判断，通知 F1、F2 机组维护

工作人员停止工作在 F1机组集合准备返回，并当即自升压

站前往 F1机组引导现场运维人员。

傍晚 6点 30分，F1机组的运维工作人员均已安全到达

车内。3名 F2机组运维人员驾驶着长城皮卡准备从中广核四

线返回升压站，只行驶了 200米左右，就由于能见度低于 1

米被迫停车。项目经理当即要求长城皮卡车内人员停车等待

救援，此时，长城车位置距离 F1机组 300米。项目经理等

人乘坐的三菱车也被迫放弃继续前行，停在F1机组附近。

灾情紧急，一场多方联动的生命救援随即展开。项目经

理火速通知质安部相关同事，新疆片区领导在得知情况后，

要求立即启动冰雪天行车应急救援预案，公司总经理以及服

务中心领导们也在第一时间对被困兄弟进行安抚和鼓励，并

为了六个兄弟的生命
——“12.7”中国风电人风雪救援纪实

告诉大家：他们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对被困员工来说无

疑是一剂强心针，再一次坚定了大家战胜灾害的信念。天源

科创杨华总经理在对被困员工进行安抚的同时，当即联系中

广核负责新疆项目的领导，新疆片区经理也火速联系中广核

运维事业部及玛依塔斯电场场长，请求电场人员对我方员工

进行施救，与此同时，领导通过微信、短信对现场情况进行

实时跟踪，指导救援工作，确保工作顺利展开。

傍晚 7:30 分许，第一次救援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艰难

展开，救援小组首先派铲车前往中广核四线推路，而当铲车

到达广四线路口后 ,发现当时能见度条件几乎为零！广四线

有三个积雪地带，到达第一个积雪地带后，铲车视野窗已经

完全结冰，救援铲车也有了被困的危险。在几次尝试后，第

一次救援宣告失败。

救援小组艰难返回升压站后，时间已经来到夜里 10:40

分。时间就是生命，中广核的现场工作人员也是不顾疲惫，

立即组织召开第二次救援会议，制订了第二套营救方案。救

援二队人员于 11:30 分出发，截止第二天凌晨 1:30，救援车

队还未到达省道，第二次救援随即宣告失败。

此时，天源工程师们已被困车中长达 7小时，严峻的救

援形势容不得救援小组有半点迟疑。凌晨 3:00，在确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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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疆塔城玛依塔斯中广核二期项目人员

② 玛依塔斯中广核风电一场广核救援人员

左起 李大海、朱文彪、闫朝辉、陈新河

③ 前往救援的路上

④ 风雪交加下能见度几乎为零

⑤ 给中广核送锦旗（左：中广核新疆公司

安生部经理，右：金风科技新疆片区副经理

陈浩）

第三套救援方案后，救援队火速出发。在到达距离 F1机组

最近的省道后，救援人员按照计划向被困人员方向行进，历

时 40分钟，救援队终于顺利与被困人员汇合。在大家的共

同努力下，全部被困人员均安全返回了升压站，这场历时近

12个小时的生命大救援至此宣告成功！

当车队顺利返回升压站时，中广核项目后勤人员为兄弟

们准备了热腾腾的姜汤和食物，迎接被困兄弟和救援队，端

着热汤，兄弟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温暖，更有一股

股暖流在心中涌动。的确，大灾面前有大爱，当灾难来临，

中广核现场人员的无私援助以及兄弟间的相互鼓励，都赋予

了现场工程师们强大的力量，坚定了信念，跨越了灾难，并

最终化险为夷，风电一家亲，此刻，我们都是最美丽的风电人！

在此，我们要向参与救援的中广核公司的同志们表示最

真诚的感谢，正是你们的无私帮助，才使天源科创的工程师

们能够顺利脱险，化险为夷。

灾难已经成为过去，所有金风人会牢记这次救援，坚决

落实安全管理制度，与业主方一起，在今后的工作中携手并

进，共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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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充分吸收借鉴了丹麦的成功经验，结合我

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探索和革新，取

得了大量丰硕的成果。

一是推动我国可再生能源管理体制完善

和创新。中丹项目支持我国建立了国家级的可

再生能源决策支撑机构——国家可再生能源中

心，培养出国家级可再生能源技术管理队伍，

对政府决策和行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提高了

国家研究、制定可再生能源政策的整体水平和

实力。该中心自 2012 年成立以来，将国家可再

生能源中心的任务与中丹项目的产出较好的融

合在一起，在有效推动项目目标和预期成果实

现的同时，还作为长期稳定的机构平台，为国

家清洁能源政策制定、产业发展、示范项目管

理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撑。在中丹项目期间，

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陆续完成了《可再生能

源“十二五”规划》编制、2050 中国可持续能

源发展战略、可再生能源补贴及电价测算等多

项战略、规划和政策研究任务，为国家开展中

丹、中德、中美及中英等多项国际可再生能源

双边合作项目及推动我国加入国际可再生能源

署（IRENA）提供了有力支持。

二是为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的制定提

供重要参考。作为项目重要成果的《中国可再

生能源发展路线图 2050》，以风电、光伏、生

物质能三种可再生能源为基础，从资源潜力、

发展目标、环境效益和技术路线等不同角度对

我国未来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路线做了深入的规

划分析。2015 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提出 2015

年能源工作重点之一就是研究确定 2030 年能源

总量和结构目标，“抓好‘十三五’规划大纲的

编制，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加强重大战略问

题研究”，要求突出重点，做好专项规划。中丹

2014 年 12 月 16 日，中丹可再生能源发

展项目（RED，以下简称中丹项目）在北京召

开项目成果总结会。会议介绍了 RED 项目的

主要研究成果，展示了中丹两国清洁能源产业

合作的主要成就，介绍了后续将要启动国际合

作项目的总体思路。中丹项目是中丹两国可再

生能源领域规模最大的合作项目，目标是提高

中国政府发展可再生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能

力，研究制定清洁能源发展战略和实施路线图，

自 2009 年启动，经过六年的执行期，2014 年

末项目圆满完成预期目标。在 2014 年 6 月召开

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习近平总

书记对能源革命的内涵做了重点诠释，全方位

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条件下能源安全是实

现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必要条件。中丹项目

是我国通过国际合作推进国内能源革命的成功

尝试，为我国今后开展国际能源合作提供了丰

富经验和有益借鉴。

据丹麦能源署数据统计，2013 年丹麦能源

生产量为 2426 万吨标准煤，主要包括石油、天

然气和可再生能源。众所周知，丹麦的可再生

能源发展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其中，丹麦风电

开发利用技术及管理水平全球领先，2013 年丹

麦风电在全部发电量中的比重已超过 33%，为

世界最高水平 ；生物质是丹麦最重要也是应用

规模最大的可再生能源，2013 年丹麦全部发电

量中的 13%、全部热力消费中的 21% 由生物质

能提供。2011 年 2 月，丹麦政府出台了《能源

战略 2050》，提出到 2050 年完全摆脱对化石能

源依赖的宏伟战略，这在全球都是很令人震惊

的。丹麦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长足发展说明其

在政策、技术、体制等方面有着先进而高效的

体系，值得我国去学习。中丹项目执行过程中，

本刊 | 高志伟

中丹项目是国际合作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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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对我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资源潜力

进行了评估，并在不同情景下进行测算，从经

济、技术、政策等方面为我国电力市场改革提

供了详实的数据分析。以风电为例，路线图设

定了两种发展情景，在基本情景下，到 2020、

2030 和 2050 年，风电装机容量将达到 2 亿、4

亿和 10 亿千瓦，风电发电量将分别达到 0.4 万

亿千瓦时、0.8 万亿千瓦时和 2 万亿千瓦时 ；在

积极情境下，风电装机容量将分别达到 3 亿、

12 亿和 20 亿千瓦，风电发电量将分别达到 0.6

万亿千瓦时、2.4 万亿千瓦时和 4 万亿千瓦时。

2020 年之前，陆上风电将占主导地位，海上风

电以示范为主 ；从 2021 到 2030 年，大规模开

发陆地和近海风电，远海风电以示范为主 ；从

2031 年到 2050 年，将进一步扩大陆上和海上

风电。按照上述的发展目标和布局，在基本情

景下，到 2050 年，风电累计投资 12 万亿元（2010

年价）；在积极情境下，累计投资 24.5 万亿元

（2010 年价）。实现上述目标将获得巨大的环境

和社会效益。在基本和积极情境下，2050 年二

氧化碳减排量将分别达到 15 亿吨和 30 亿吨，

带动就业岗位分别为 72 万人和 144 万人。同时，

中丹可再生能源项目就弃风限电问题，也提出

了风电大规模并网和消纳途径，在具体行动上，

为政府部门、风能行业、电力系统分别提供了

具体的行动计划。中丹可再生能源项目在太阳

能、生物质能领域同样都全面地进行了细致周

密的规划研究。

三是促进技术交流与进步。中丹项目从

风电、生物质等单一领域向可再生能源全面推

进，实现了技术产品等硬实力合作，完成了风

电、生物质、太阳能等重大技术线路图的研究，

推动中丹企业在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可

再生能源系统、智能电网等 5 个领域的技术创

新合作。例如在改善风能资源评估标准和技术

方面，建立起完善的数值计算与分析标准 ；同

时，健全了中国各地的风况和其他环境条件信

息（如温度、雷暴、沙尘、海拔等）的实测和

搜集体系，在 2020 年建成全国风能资源数据

库 ；在风电机组的研制上，对风轮叶片、齿轮

箱、发电机、变流器、塔架等关键零部件改进

趋势和方法进行了深度合作 ；随着风电装机容

量的增加，中丹项目在风电功率预测技术、电

力调度技术、大容量储能技术方面有着广泛交

流，这一切都将有力地推动我国能源技术创新

和革命。

四是通过示范项目培育产业发展。中丹项

目双方的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开展了 12 个

摄影：赵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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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项目，推动了中国可再生能源技

术进步和产业发展。例如卫星反演与

数值模拟技术在近海风能资源评估中

的综合应用研究项目，中国学习并掌

握了卫星反演海面风速的原理和资料

分析方法，弥补了中国从物理机制出

发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短板 ；“大功

率风电机组动态建模与仿真技术研究”

项目，使大功率风电机组仿真模型与

实际机组更为接近，仿真结果的可信

度更高，基于该项目，双方还共同开

展了大功率风电机组传动链地面测试

技术、多功能互补技术、微电网技术

等前沿领域的合作研究。

五是通过课题研究突破关键性制

约。四大课题在解决供热、风电消纳

和投融资等问题上极具典范作用。中

国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开发出了中国

可再生能源分析模型系统（CREAM），

用于研究在能源系统中部署应用可再

生能源的情景、战略规划、政策措施

影响等。它是一套专门针对中国可再

生能源发展特征的模型，有多种灵活

的分析工具，不仅重点分析可再生能

源，而且可用来对中国的整体能源部

门进行分析。依兰县可再生能源城镇

供热规划分析，借鉴丹麦先进的经验

技术，综合性的开发利用区内可再生

能源以满足依兰县刚性供暖需求，该

课题是生物质能开发和利用的典型案

例 ；白城市风电消纳的调度管理研究

从优化电网调度模式入手，量化分析

加强风电预测准确性，强化火电运行

灵活性等措施对风电消纳的效果，并

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为

同类地区的风电消纳提供有益借鉴 ；

分布式光伏投融资研究提出了两种分

布式光伏的开发商业模式，并针对每

一种模式给出了操作建议。

技术革命、体制革命、全方位加

强国际合作是能源革命的必要条件。

中丹项目的诸多成果极大地促进我国

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为“可再生能源

推动能源革命”项目提供了良好的契

机。中丹项目合作不局限于技术进步，

而是从体制上寻找创新突破，这也是

中丹项目对我国开展国际能源合作最

有益的启示。   

摄影：石沛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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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前一段时间中美签署碳减排协

议，两个国家在低碳环保问题上达成一致，不

少人认为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或将加快发展，

GE 未来在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发展战略

是什么？

安妮：我们对于两位国家的领导人能够达

成一致感到非常鼓舞和振奋，风电行业在低碳

环保问题上能够做出不可估量的作用，也希望

看到更多的国家可以有更多促进可再生能源、

利用可再生能源的政策法规落地和执行，同时

也希望有更多的国家能够参与进来。

中国市场的挑战有几点。首先，中国辽

阔的地域和多样的风况环境，使未来的中国

风电市场需要更多元化的产品来适应。GE
的中国团队不断地把新产品带到中国市场，

2015 年 GE 也将会有新的产品问世。推出这

些新产品的目的是利用更先进的技术不断降

低发电成本，例如通过更高的塔高、更长的

叶片或更大功率的发电机不断降低度电成本，

同时，GE 正在努力增加在中国的装机量。另

外，GE 希望将工业互联网的概念引入中国

市场，提升整个风电行业的智能化和可靠性。

通过大数据把风电机组互联起来。利用诸如

本刊 | 赵靓 

技术与质量是
GE植根中国的基础

——专访GE可再生能源业务全球副总裁安妮·麦肯蒂

受访嘉宾：

安妮·麦肯蒂（Anne M. 

McEntee），GE 可再生能

源业务副总裁。毕业于伦

斯勒理工学院，获得该学

院应用数学学士、数学硕

士和应用数学博士学位，

并已在GE 工作了 15 年。

曾在GE能源部门的质量、

制造运营和采购等多个领

域任职。

Power Up 的服务项目帮助风电机组运行的更

好，发更多的电。

《风能》：中国的风电市场目前有两个热点

话题，一是如何通过软件对风电进行更有效的

管理，提高风电机组的可利用率。另一是如何

通过硬件对机组进行改造，榨取更多的发电量。

请谈谈GE目前在这两方面所做的工作和取得

的成效。GE推出了智能风电机组，在以上两

个方面有何优势？

安妮：首先是 GE 推出的智能风电机组，

其智能化并不是体现机组与中控室之间的互

动，而是机组与机组之间的互动。风电机组

一分钟可能有十万个数据检测信息的反馈，

这是大数据的前提。每一台风电机组都可以

在运行的过程中实时响应风电场环境和形

态。比如位置靠后的风电机组可以通过位置

靠前的机组所传出的数据，进行尾流效应的

控制，让整个风电场更可靠的运行。其次是

整个风电场与电网之间的数据互联及协同，

可以更好地帮助电网管理整个风电场的风电

上网。再次是智能风电机组能够使整个风电

场的运行更加可靠。另外是安装于 GE 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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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机组的 Power Up 增功模块可以通过调

节叶片的角度和提高捕风能力，为机组增加

5% 的年发电量，这就相当于为业主增加了

20% 的纯利润。中国开发商龙源集团安装

了大量的 GE 机组，其位于江苏的两百多台

GE 机组都会使用 Power Up 技术，2014
年完成安装后我们的中国团队将对这些机组

做一下评估。GE 的 Power Up 技术在国外

应用较多，但上面提到的，则是 GE 在亚洲

的第一个项目。

《风能》：能否总结一下GE在中国的风电

业务进展情况，跟其他国家业务进展情况相比

有什么不同？

安妮：GE 对中国市场非常看好。当我们

放眼全球市场的时候主要关注两点，然后再决

定在哪里扎根。一点是当地一定要有非常稳健

且持续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另一点是需要有大

量新增的能源需求。我认为中国在这两点上都

是充分具备的，这也是 GE 看好中国市场的原

因。今年 GE 在中国市场的业绩是非常不俗的，

拿到了 350 兆瓦的订单。同时 GE 也希望把最

先进的风电机组引入中国市场。2015年上半年，

我们将把目前 GE 平台当中风轮直径为 120 米

的 2.75 兆瓦智慧型风电机组带到中国。这款

风电机组在年发电量和容量系数上领先于整个

业界。我们希望将所有的 GE 风电机组都可以

变成智慧型，不仅是即将发布的新产品，也包

括已经安装和运行的机组。GE 希望能够最大

程度优化每一台机组的运行，从而提升整个风

电场的出力和可靠性，给客户带来最好的经济

回报。例如 Power Up 技术不仅对新的装机有

提升，更多的是针对已经装机并且在役的那些

风电机组。

《风能》：由于中国风电上网电价或将调整，

行业掀起了抢装潮。GE是不是也受抢装潮的

影响，从而在 2014 年有如此多的订单，且要

在 2015 年完成这些机组的吊装？

安妮：我个人认为 GE 的竞争力主要是体

现在两点 ：一点是技术上的领先，另外一点是

可靠性。即使是在风电价格下调的时候，掌握

了这两点的公司仍然会脱颖而出，在任何一个

市场中保持领先地位。放眼看未来几年在中国

可以拿到的订单，我们认为可以继续做三点 ：

一是技术上继续保持我们的领先地位 ；二是能

够带给客户最低的发电成本 ；三是能够给客户

一个最好的经济性回报。有了这三点，无论有

哪些政策出现调整，GE 都可以持续保持领先。

GE 在 2014 年的 350 兆瓦订单，不是因为风

电价格下调而突然间新增出来的项目需求，而

是在之前通过公开招标赢下来的，正好在这个

时候瓜熟蒂落。因此只要 GE 在技术上保持领

先，风电价格下调对 GE 的影响并不会特别大，

抢装热潮对 GE 的影响也微乎其微。

《风能》：与五到十年前比，外资整机商的

市场份额有所缩小，您认为外资整机商在中国

市场应该靠什么取胜？

安妮：我认为更先进的技术以及更高的可

靠性是保证风电行业发展的基础，另外一个是

持续降低的度电成本。GE 销售的风电机组对

可靠性和发电量有非常高的保证和承诺，同时

承诺什么，就一定能达到，不仅是纸上而且是

在风电场的实际运行当中，这对于中国风电行

业来讲是至关重要。我们相信此前持续地在技

术上的投入以及在全球各地风电行业累积的经

验，可以给 GE 带来最高的信誉，也就是说，

GE 在中国市场的发展靠的是信誉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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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您如何看待润滑系统在整个风电

机组运营维护中的重要性？海上风电机组和陆

上风电机组相比，在润滑维护方面有哪些特殊

的要求？

余晓明：风电机组是由很多重要的机械系

统组成，其中大部分是旋转机械系统，如变桨

系统、主轴系统、齿轮箱系统、发电机轴系和

偏航系统等。对于旋转机械系统而言，润滑是

机组运行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必备工作之一，润

滑不充分或者润滑剂选择不当会给机械旋转部

件的长期运行带来很多问题，如局部发热，出

现点蚀，齿圈上产生铁屑等，严重情况下会导

致轴承卡死或者齿圈断齿。

相比陆上机组，海上风电机组的功率等级

较高，所使用的旋转机械系统尺寸较大，荷载

较高。同时，海上机组的运行环境含盐度较高，

需要充分考虑防腐蚀的问题。另外，海上机组

的维护成本较高。海上机组润滑维护具备以下

几个特点 ：（1）必须配备自动润滑系统，目前

大部分陆上机组都没有配备自动润滑系统，而

是由人工定期采取润滑措施。鉴于海上维护的

特殊性，必须对于所有的旋转机械系统配备有

自动润滑系统；（2）由于海上的高腐蚀性特点，

在润滑系统主单元、管道单元、分配器单元，

本刊 | 苏晓 

自动润滑系统能更好适应
海上风电润滑维护

——专访华锐风电上海东海大桥现场经理余晓明

受访嘉宾：

余晓明，华锐风电上海

东海大桥风电场现场经

理，负责东海大桥风电场

质保期内机组运维管理工

作，专注华锐风电 3MW、

5MW海上风电机组运维。

润滑油的选择上都需要充分考虑其防腐蚀的性

能，一般情况下轮毂所要求的防腐蚀性能较高。

（3）需要配备有相应的油位和系统工作状态的

监测机制、报警机制和远程可观测方式，当润

滑系统油位较低，而润滑系统不能正常工作时，

机组自身可以报警或者报出故障，同时在远程

可以了解其相应的信息，并及时处理。（4）在

条件容许的情况下，可以配备油品监测系统，

在线观测油品的变化情况，从而进一步判断油

质的变化情况，同时用来判断所润滑对象的性

能和运行状态。

《风能》：华锐风电在海上风电传动系统维

护方面做出了哪些系统性的运维措施，积累了

哪些重要的经验？

余晓明：华锐风电在进行海上机组研发、

设计的时候，就已经充分考虑到机组传动系统

润滑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

先，从轮毂来看，由于华锐风电机组使用变速

恒频的风力发电技术，配备有电动变桨系统，

因此变桨轴承和变桨齿圈的润滑是必须要做的

工作，华锐为 3 个轴承分别配备了一套自动润

滑系统，3 个齿圈共用一套自动润滑系统。而

对于机舱和轮毂之间的主轴承润滑，华锐也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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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了 2 套独立的自动润滑系统。其次，华锐机

组的齿轮箱系统由两级行星和一级平动系统组

成，构造复杂，包含很多轴承和齿圈，齿轮箱

中装有适量的润滑油，所配套的油泵电机和水

冷换热器可以保证齿轮箱在旋转过程中，所有

的机械部件都得到充分润滑，同时保证油质稳

定。另外，发电机的轴承系统在出厂时会按照

华锐所制定的厂家和品牌或者按照华锐所规定

的技术规格配备有专用的自动润滑系统。最后，

偏航系统是保证机组时刻对风的重要系统，且

荷载很大，偏航轴承和齿圈都需要进行润滑。

对此，华锐配备了两套独立的润滑系统，分别

负责偏航轴承和偏航齿圈的润滑。

通过这几年，华锐在机组润滑方面所积累

的经验主要有 ：由于变桨系统和偏航系统处在

某一位置的时间可能较长，因此在润滑策略上

需要考虑到变桨角度和偏航角度的问题，否则

可能导致某些区域润滑过度，而另一些区域润

滑不充分。

此外，我们认为，集中式润滑系统比递进

式润滑系统稳定性更好，因为机组所处环境不

是很好，递进式润滑系统将油脂通过递进式分

配器进行分级传输，增加了故障点，当某一级

的递进式分配器出现问题时，所有后面节点上

的润滑性能都会受到影响，而集中式润滑系统

故障点较少，稳定性较高。

《风能》：目前华锐风电海上风电机组每年

对润滑油的更换周期是怎样的？公司在润滑维

护方面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是怎样的？

余晓明：齿轮箱润滑油目前不采用定期更

换方式维护，而是对每台齿轮箱半年化验一次

油样，对不达标的齿轮箱润滑油有针对性地进

行完全更换，这样有利于降低维护成本。对于

轮毂、主轴、发电机轴系以及偏航系统，主要

采用润滑脂润滑，通过自动加脂系统，定时将

新油脂注入轴承和开式齿面，旧油脂逐渐被排

出进入废油收集装置，定期清理废油并向加脂

系统补充新油脂即可。

由于采用自动润滑系统，因此华锐在后期

运行维护过程中所投入的人力成本较低，主要

成本来自前期所投入的设备成本（包括润滑主

单元、管道单元和分配器单元等）和后期更换

润滑油脂的物料成本。

《风能》：海上风电机组由润滑不良引起的

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能否谈谈这些故障

或问题造成的损失？华锐在这方面有没有特殊

的措施或者经验可供分享？

余晓明：海上风电机组某些部件润滑不良

会引起相应的问题，从现场的实际运行经验来

看，个别机组出现过润滑不充分的现象，润滑

不良引起的主轴问题较多。主轴如果出现点蚀，

进而发展成严重的振动故障，导致有时需要更

换主轴，所引起的经济损失将较大。损失主要

包括主轴自身的费用支出、吊车费用支出、所

耽误的时间和相应的损失电量等，具体数值会

因现场不同而有较大区别。华锐充分重视此类

问题，首先在设计时必须使用自动润滑系统，

其次是实时监控润滑系统状态（包括润滑油油

位、润滑系统工作状态等），合理地设计润滑逻

辑，做到不过量、不欠缺，在充分保证足够润

滑的同时让主轴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

《风能》：贵公司在选择润滑油品牌的时候，

主要考虑哪几个方面的因素？

余晓明：华锐在选择润滑油品牌时会综合

考虑各方面的问题，包括价格、性能、配套服

务，同时还会参考零部件厂商的建议。首先，

需要对于市场进行调研，然后进行小批量试验，

试验通过之后才有可能批量使用，进入供应链，

以此来评估润滑油的性能。当然，价格也是要

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华锐会先找两家供货商

进行比较并挑选出性价比较高的产品。在选型

过程中也需要参考零部件厂家的推荐，确保润

滑油和所安装的系统具有良好的匹配性，在此

过程中，华锐要求供货厂家在车间开展相应的

试验工作，并提供试验报告。此外，服务也是

要充分重视的一个方面，因为润滑系统在风电

机组上需要运行很长时间，对于部件的安装、

定检和更换等服务工作也是华锐在选型过程中

的关注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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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新与稳健间平衡

创新还是稳健，使很多企业抉择艰难。南高齿却将两者合二为一，既驱动企业领军潮流，

又保持传统机械制造业稳健的本色。

本刊 | 赵靓  薛辰

南高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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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在试验台上刻意将齿轮箱做“崩”，

在国内还是鲜有的事情，南京高速齿轮制造有

限公司（下文简称南高齿）为此名声大噪。现

在看来，虽然外界仍然对此充满了好奇，但该

公司却早就习以为常。

在我国的风电齿轮箱可靠性试验标准中，

对于可靠性试验时间的规定一般是 460 个小

时，当然，这是在齿轮箱的标准载荷下。在国

家标准之外，如果客户想要提前了解一台齿轮

箱可靠性到底如何，就需要进行额外的超载试

验。例如，采用 110% 到 200% 的载荷，试验

时间缩短为几分钟。

“风电齿轮箱设计使用年限一般是 20 年，

齿轮设计时有一个循环次数和标准载荷，两者

结合来达到 20 年的需要，前期给齿轮箱一个过

载或超载的状态，这样的话时间寿命会短一些，

折合下来等于等效的一个时间寿命。”一位风电

齿轮箱技术专家谈到。

而相对于超载试验，为齿轮箱不断施加以

破坏性载荷直到齿轮箱“崩”掉的破坏性试验，

则显得更为极端。

“破坏性试验就是要把它做到坏，再来分

析看哪坏了，哪是薄弱环节。”专家解释，“中

国产品基本上只有在航空领域等很少的领域才

进行可靠性设计，所以在其他领域很少做超载

试验、破坏性试验。”

事实上，做破坏性试验除了南高齿产品在

可靠性上“打铁也需自身硬”外，也需要整机

商有同样的理念和投入，因为做这样的试验成

本较高。

“目前国外的整机商一直采用这种实验来

验证可靠性，这对南高齿的产品也是一个充分

的证明机会，我们把它列入正常的开发流程

中。”南高齿的一位技术专家向记者透露。

风电齿轮箱的优劣并非只是齿轮箱厂商的

事，也与整机商提出的要求有关。而南高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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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不断地通过破坏性试验提高产品水平，是因

为很多国内外的优秀合作伙伴拥有前瞻性的研

发理念。

南高齿的前身为南京机床修理厂，1976
年扩建为专业化齿轮生产厂家，2001 年改制

为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在香港上市。10年前，

我国风电市场处于快速增长前期，国内外整机

商在中国的供应链建设开始提速。“南高齿管

理层凭借对市场敏锐的洞察能力，在 10 年前

果断决策进入风电齿轮箱市场，而后在研发团

队、生产投资、市场推广和客户服务四个方面

迅速组织其强有力的团队，坚持在研发方面的

大力投入，质量管理上的扎实工作，细致快速

的服务机制。” 南高齿齿轮集团董事总经理勾建

辉说。

彼时，中国风电市场还以外资整机商为主，

正处于推进本土化配套以降低成本的阶段。国

内整机商的国产化进程则刚刚起步，也正在寻

找合适的配套商。然而，无论是国内整机商也好，

还是外资整机商也罢，想找到可靠且有竞争力

的齿轮箱企业做配套商，也并不是那么容易。

“对于国内整机商来说，虽然不少企业具

有做风电齿轮箱的能力，但愿意将风电齿轮箱

看做未来发展方向的企业也并不多，少数几家

做风电齿轮箱的企业规模也并不是很大。中国

整机商选择自己的齿轮箱供应商也不是很容易

的事情。”一位专家谈到。

而对于国外整机商来说，在短时间内发展

中国风电齿轮箱企业达到符合其供应商资格标

准的可能性更为有限。

显然，对于 2004 年才进入风电齿轮箱市

场的南高齿来说，明显的市场机遇、积极的用

户推广、以及不遗余力地投入这块市场的主观

意志，对其初步立足于风电齿轮箱市场起到

了积极作用。接下来，南高齿也没有走弯路。

2004 年金风将南高齿纳入了供应链体系，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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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在 2005 年将其纳入供应链体系，并达成长

期合作，共同开发产品。

实际上，与国际整机商合作，是南高齿的

发展特色。由于中国装备制造业在十年前尚难

取得国外甚至国内客户的信任，如果想成为世

界一流机械制造厂商中的一员，南高齿必须采

用一种特别的市场创新战略——内外并举，并

通过国际合作实现产品的高端定位。

因此，南高齿在进入风电行业初期，走上

了一条特别的创新之路 ：市场创新带动产品创

新，进而对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等进行反哺。

然而，想要打动世界知名企业，并不是光

靠“情怀”就够。南高齿经过一系列相当严格

的审核和考评程序通过硬实力获得了国际客户

的信任，并以高质低价的产品与国际客户达成

合作。而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充分利用与整机

商的合作，也为南高齿的管理带来了一定提高。

例如在 2009 年，南高齿与国际合作企业

展开 LET 精益文化传导合作，并成为其众多

全球供应商中被选中进行该项目的屈指可数中

的一个。此后，南高齿进行的 MES 项目合作

协议，通过信息传递对从订单下达到产品完成

的整个生产过程进行优化管理。帮助企业从加

快新品研发速度、质量改善、缩短发货周期、

加强生产管理、改善服务五大方面入手，为操

作人员、管理人员提供计划的执行、跟踪以及

包括人、设备、物料、客户需求等所有资源的

当前状态，最终达到全面改善生产管理的目标。

这些努力为南高齿在国际市场上取得更大的竞

争优势奠定了基础，也有效地提高了该公司的

生产管理水平。

据了解，南高齿先后与多家国际一流企业

保持着上下游的紧密合作关系，也帮助其在国

际市场站稳了脚跟。目前，南高齿的风电齿轮

箱产品出口占比达到了 30%，这在风电行业实

属罕见。

虽然与国际整机商的项目合作，使南高齿

能够通过优化管理方式来进行质量管理和提高

产品可靠性，但并不意味着南高齿为外资整机

商提供的风电齿轮箱，与为国内整机商提供的

风电齿轮箱在质量、可靠性方面有所不同。

“无论国内、国外，南高齿采用的是统一

的产品质量体系，统一的研发平台，统一的生

产制造标准，所以南高齿的产品是质和价内外

一致的。”勾建辉说，“南高齿始终本着质量第

一、客户至上的原则，把产品的整个供应链环

节和寿命周期作为管理的对象，强调精益求精，

零缺陷管理。通过健全供应链管理制度，保证

消除隐患在原材料和采购零部件上 ；通过研发

投入，在技术和工艺上使用当前世界上最先进

的研发手段，结合完善的产品研发流程，将潜

在的故障问题消除在实验台下架之前。”

因此，南高齿逐步成为品种齐全的一站

式风电机组传动设备供应商，产品种类涉及

750kW 到 6MW 各个型号的主齿轮箱和偏航

变桨设备。

在与众多整机商合作的同时，南高齿的技

术创新能力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在各大类产

品平台上均形成了自主知识产权体系。

其实，因为风电机组的技术路线和单机容

量一直在进行演变与升级，使得齿轮箱企业在

技术创新方面，很难孤军作战。与整机商保持

密切合作，以满足整机商的需求，加之企业自

身的前瞻性研发，南高齿已经实现了技术创新。

实际上，南高齿甚至已经成为国内外风电

齿轮箱技术的集大成者。这一点从国内的很多

特色或热点风电机型都有南高齿的身影上就能

看出。

暂且不论陆上风电齿轮箱，仅在海上大型

风电主齿轮箱方面，南高齿自 2010 年开始就

研制出了 3MW、3.6MW、5MW 和 6MW 等

型号。其中 6MW 齿轮箱经过严格的型式超载

试验和超速实验验证，其重量、体积以及综合

性能都达到了国际水准。

 “通过和国际国内领军客户的紧密合作，

南高齿一直掌握最新行业技术和市场需求，尤

其是适应不同应用环境的，例如高原、高低温、

低风速、潮间带产品，满足了客户的不同需求，

优异稳定的质量和效益赢得了客户的信赖。”

勾建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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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南高齿承担了多项“十一五”、

“十二五”重大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以及国家

863、963 项目，并且已经先后获得上百个国

家、地方级政府和科研机构颁发的技术创新类

证书，并拥有了 300 多项国家专利。

在市场创新、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同时，

并不意味着南高齿摒弃传统机械制造业应该具

有的稳健一面——始终将质量与可靠性摆在第

一位。

风电齿轮箱作为风电机组关键零部件，国

内外大批量召回更换的情况并不鲜见。由于运

输和吊装困难，成本高居不下，甚至使企业破

产的例子也不鲜见。风电齿轮箱的可靠性和质

量控制，对于深耕于风电市场，风电业务占总

收入 70% 左右的南高齿来说，如同生命一样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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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高齿通过这么多种产品的积累，进行

不断地优化和总结，使产品质量和可靠性得到

了市场的认可。”南高齿的一位技术专家说。

对此，一位接受《风能》记者采访的风电

行业专家也坦言 ：“风电齿轮箱行业有知名企

业也犯了一些错误，相信如果南高齿没把可靠

性和质量控制搞好，也不会走到今天，更不会

获得如此大市场认可。”

事实上，南高齿对其风电齿轮箱产品的可

靠性和质量控制，采取了几方面的措施。

首先是选择更为稳妥的技术路线。实现设

计技术与制造技术的最优组合，加之以在认真

严谨的工作理念下形成的经验积累，确保了产

品的高度可靠性。

其次，南高齿为提高产品可靠性，非常注

重试验能力建设。

南高齿位于南京江宁的基地专门生产风电

齿轮箱，其检测设备来自国际一流供应商，并

建有“机械工业风电齿轮传动系统重点实验

室”，设置有主齿轮箱试验台和偏航变桨齿轮

箱试验台，能够对 1.5MW 到 7MW 的各类主

齿轮箱、偏航变桨齿轮箱进行试验。不但保证

每一台主齿轮箱在下线后的质量达到要求，也

能够使新产品的研发在这些实验台上开展。

“试验环节是我们在开发新产品过程中必

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每一台齿轮箱都要经过试

验台的试验流程检验才能出厂，客户也知道产

品是经过了严格的测试程序后交货从而可以放

心使用。”勾建辉在此前接受采访时对本刊记

者说。

另外，南高齿也采用先进设备来不断提高

产品加工精度。

例如在设计过程中基于最先进设计软件的

优化计算，世界一流的齿轮加工设备和热处理

设备，如磨削直径达 6 米的德国大型紧密磨齿

机，加工直径达 2 米的螺旋伞齿轮加工设备，

热处理直径达 4 米的渗碳炉等。

同时，南高齿也利用自身独有的技术和经

验，不断提升制造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为产品的生产精度、装配精度等打下硬件基础。

机械制造企业搞创新很难，南高齿成功了；

机械制造企业在搞创新时坚持传统更难，南高

齿也成功了。据某第三方调研机构的数据显示，

南高齿占据国内风电齿轮箱市场超过 60% 的

份额。并已经成为全球风电齿轮箱市场中份额

超过 20% 的领先者，目前有超过 30000 台风

电齿轮箱在世界各地运行。

“南高齿定位于全球运营的齿轮箱和动力

传动解决方案专家，持续实现高于市场平均水

平的发展速度，做一个稳健的领军者。”勾建

辉在总结南高齿的发展路线时强调，“这一目

标将通过前瞻性的市场战略、持续的创新投入、

先进制造技术、零缺陷管理理念、在人力资本

的高投入和企业文化建设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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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风电场开发商来说，机组设

备的性能优化以及发电量的稳步提升，

是其关心的最重要问题。位处内蒙古

锡林浩特的大唐新能源锡盟公司（下

称锡盟公司），结合自身有限条件，不

断寻求风电场精细管理的整体提升，

加强风电机组的检修和备件改造工作，

使得经济效益跟着连上台阶。可以说，

在实现风电场效益的最大化方面，锡

盟公司是很有发言权的。

锡盟公司装机总容量 40.8 万千

瓦，拥有辉腾梁、多伦大西山、黄旗

巴音塔拉三个风电场，除却弃风限电

等制约“瓶颈”，设备老旧、故障率高

以及检修缺员等问题，也成为其风电

场收益提升的绊脚石。为此，锡盟公

司向内发力，以促进管理效益双提升

为目标，从加快风电场转型和设备技

术升级改造两方面入手，破解了风电

场运行管理过程的难题，提高了设备

的利用率和健康运行水平，在风速较

往年偏低的情况下，仍然完成了公司

年进度计划值的 94.8%。

可观的数字背后隐藏的是公司上

下的努力。为了提升效益，加强管理，

锡盟公司按照集团公司“一切向风场”

转移的工作思路，根据实际情况，将

投产较早，问题较多、效益较差的辉

腾梁风电场作为整改的重点治理对象。

该风电场所用机组为国产一代机，设

备技术都相对落后。随着机组陆续出

质保，风电场的维护检修也面临着更

多难题。为了改变现状，锡盟公司提

出了“一切向风电场倾斜、风电场向

检修倾斜”的工作思路，将管理重心

转移到生产一线中去，开展机组承包

责任制。根据机组设备健康水平、故

障率、备品备件更换次数的综合排

名，将机组统一分配到各人，其负责

的设备健康水平直接与员工的奖金挂

钩。月末考核时，结合设备可利用率、

电量等相关参数计算出当月考核金额，

进行排名，实现能者多得。通过这种

机制，员工的责任意识提高了，在设

备检修上更加积极主动，确保了消缺

的及时性。

除了管理重心的转移，锡盟公司

在办公地点和人员的调整上也下足了

功夫。为了突出解决辉腾梁的问题，

大唐锡盟：让风电场效益最大化
文 | 赵忠焕，张丽慧，张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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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盟公司将安全生产部管理人员的办

公地点统一设在了辉腾梁风电场，以

充分发挥安生部的技术指导职能，加

强设备治理、提高风电场经济效益。

同时，管理人员也转移到风电场办公，

根据员工身体状况和专业特长，结合

实际需要，管理人员被合理编配到运

行和检修工作中，按照风电场的作息

时间，完成风电场工作以及本职工作，

实现“双岗双责”。

管理的精确化以及检修队伍的壮

大，确实带来了工作效率的提高，以

及工作作风的严谨。明确的权责划分，

带动了员工亲力亲为解决困难的热情，

以及在实际技术操作中遇到困难的钻

研能力。积累的经验和能力的提高促

成科技成果的转化。2014 年 5 月 21
日，锡盟公司获得了两项实用新型专

利，一个是《一种地埋电缆接头防潮

保护装置》，主要解决了现有地埋电缆

在极端天气温差很大的情况下防水材

料开裂，导致防潮层破坏，地埋电缆

发生绝缘击穿的问题。另一个是《一

种全密封变压器压力保护装置》，主要

解决了全密封变压器在超过压力范围

时，波纹散热片变形过大，失去复原

能力，进而导致温度降低时油面下降

露出分接开关、部分铁芯和线圈，发

生绝缘击穿的现象。这项技术保证了

全封闭变压器内压力过大时仍能正常

工作。

两项专利的申请成功，改写了锡

盟公司无专利的历史，对员工的创新

热情也是极大的激励。在实际的检修

维护工作中，为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而进行的技术改造成为了员工们发挥

自己创新性思维和钻研能力的良好机

会，一个个技改案例的成功是对员工

索完成。

在拆卸齿轮箱时，检修人员遇到

了收缩盘损坏，主轴和齿轮系不能打

开的紧急情况。一旦长时间不能动弹，

如果遇到起风，吊车和机组都有危险。

但拆卸顺序不对，就会伤害到主要设

备，造成重大损失。紧急情况下，他

们集思广益，调整了方案，把主轴和

齿轮箱整体吊装下来，避免了重大损

失。在有限的条件下，检修人员会同

厂家人员研究损坏主轴承的拆卸和安

装工艺，按要求完成修理。在修理过

程中，很多损坏备件需要从丹麦、德国、

北京库房和齿轮箱厂家进行调货。为

了节省时间，检修人员还从沈阳沈鼓

集团借来收缩盘，为处理故障，节省

了大量的时间。据大西山风电场场长

介绍，此次主轴更换工作，涉及部件

较多，工艺也较复杂，危险性也很高，

但是检修人员一直不断忙碌着，确保

整个进程的顺利进行。

与辉腾梁风电场和多伦大西山风

电场相比，巴音塔拉风电场投产较晚，

风电机组还没有出质保，但故障也时

有发生，对机组的可利用率也造成影

响，风电场员工跟着设备厂家人员一

道进行设备改造工作，借助这样的机

会，员工一方面可以学习，以便出质

保期之后能够尽快独立进行检修工作 ；

另一方面员工的及时加入，也解决了

厂家人员人手不足的问题，加快了设

备改造的进程。滑环更换和偏航减速

器更换等重大工作，巴音塔拉风电场

员工都全部参与，在此过程中，他们

克服空间狭窄、劳动强度大等困难，

提高了更换速度和质量。目前， 24 台

风电机组滑轮及偏航减速器的更换工

作已经陆续完成。

们辛苦工作的最大肯定。

辉腾梁风电场东汽风电机组主控

制系统最先使用的是 MITA 系统。 由
于是国外系统，中央监控是英文操作

界面，学和用都不方便，而且通讯系

统运行缓慢，不能满足内蒙古电网调

度自动化相关要求。于是，升级改造

主控系统的任务被敲定下来。多方论

证后，他们决定选择使用科诺主控系

统，这个主控系统的发电控制策略是

最新的，而且能够提高现有风电机组

发电能力，其部件也可互换使用。这

个系统改造按照技术要求主要涉及两

个方面，一个是风电机组偏航系统、

安全系统、风电机组监控系统等 ；一

个是远程控制盒检测系统。2014 年 6
月5日，辉腾梁主控系统升级改造完成，

新的控制系统页面简单明了，最主要

的是，中央监控系统也改为中文系统，

运行人员监控和操作变得更加方便。

新的主控系统能够同时控制 99 台风电

机组，相比之前的旧系统，风电机组

启停反应更加迅速，故障查询更加便

捷，降低了工作难度与强度，提高了

工作效率。

2014 年 8 月 27 日，多伦大西

山风电场 5 号风电机组主轴损坏，需

要更换主轴，而此项工作更是亚洲首

台该厂家主轴更换。若请厂家维修，

费用自然不低，为了减少开支，风电

场技术人员研究讨论后，决定自己来

做，但这款机型很少有人换过主轴，

可借鉴经验很少。在更换过程中，技

术人员不仅要摸索工作流程，而且好

多变桨、齿轮箱、收缩盘等拆装专业

工具和仪器仪表的使用，以及设备的

拆装过程的参数，例如力矩、压力、

重量值等，都需要由检修人员自己摸

Company |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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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整机商直驱型风电机组市场概述

整体情况

根据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

专业委员会（CWEA）的统计数据显

示，2013 年中国直驱型风电机组新增

装机容量为 5350MW，累计装机容量

为 20466.55MW。增长率分别达到了

48.78% 和 35.44%。

在新增装机方面，2012 年直驱

型风电机组新增装机容量比 2011 年

降低了 18.56%，2013 年直驱型风电

机组新增装机容量比 2012 年增加了

48.78% ；2012 年全部机型新增装机

容 量 比 2011 年 降 低 24.49%，2013
年全部机型新增装机容量比 2012 年

增加 24.14%。同时，2011 年至 2012

本刊 | 赵靓

年直驱型风电机组的新增装机降幅比

全部机组新增容量的整体降幅小，而

2012 年至 2013 年该机型新增装机容

量增幅比全部机组整体增幅更高，显

然受到此前行业整体情况影响更小。

此外，2013 年该直驱型风电机组的新

增装机量达到了历史最高值，而与之

相比，2013 年全部机型的新增装机并

未超过 2011 年或 2010 年，在这一点

上，也证明直驱型风电机组装机跑赢

了“大市”。

在累计装机方面，直驱型风电

机组 2012 年的累计装机容量增长了

31.26%，2013 年该机型的累计装机

容量增长了 35.44%，其增速有所加

大。而全部机型累计装机容量 2012
年比前一年增长 20.78%，2013 年

的增长率为 21.36%，增长率同样有

所加大。相比之下，直驱型风电机组

2012 年、2013 年累计装机容量的增

长率都高于全部机组的该项数据，增

速也更为惹眼。（见表 1）

装机趋势

中国直驱型风电机组装机由 2005
年开始，至 2008 年以前虽然增速较

快，但每年的新增装机容量与其他机

型相比并不明显，这是中国直驱型风

电机组装机的发展初期。2008 年至

2010 年，该机型的新增装机容量增长

很快，增速明显比全部机型新增装机

要快，是该机型装机的快速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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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历年中国直驱型风电机组与全部机组装机容量（单位：MW）

年份 直驱新增 全部新增 直驱累计 全部累计

2005 年 1.2 507 1.2 1250

2006 年 1.2 1288 2.4 2537

2007 年 81.2 3311 83.6 5848

2008 年 514.5 6154 598.1 12002

2009 年 2416.5 13803 3014.6 25805

2010 年 4070.45 18928 7085.05 44733

2011 年 4415.5 17631 11500.55 62364

2012 年 3596 12960 15096.55 75324

2013 年 5350 16088.7 20446.55 91412.89

2011 年中国风电新增装机比 2010 年

略有下降，但在此期间，直驱型风电

机组仍然保持了增长，尽管增速明显

放缓。2012 年直驱型新增装机量比上

一年下降明显，而 2013 年直驱型的增

图1 历年中国直驱型风电机组新增装机容量趋势（单位：MW）

图2 历年中国直驱型风电机组累计装机容量趋势（单位：MW）

装机量则又提升明显，因此，2011 年

至 2013 年的直驱型新增装机出现了

一个较为明显的波动期。在累计装机

方面，直驱型风电机组的增长曲线较

为顺滑，2009 年以前相对平缓，2009

年以后的增长曲线相对陡峭，增长势

头良好。（见图 1，图 2）
2005 年和 2006 年因为新增装机

容量均为 1.2MW，此期间的直驱型风

电机组实际处于样机和测试阶段，并

没有开始大批量安装。从 2007 年开

始，采用此技术路线的风电机组获得

了市场的认可，并将这样的认可始终

保持了下来。2007 年至 2013 年期间，

该机型的新增装机容量市场占有率逐

年提高，占比由 2007 年的 2.45%，不

断提高至 33.25%。而累计装机容量占

比则因此前其他机型累计装机容量基

数较大，因此占比增长并没有新增容

量占比增长那么明显，由 2007 年的

1.43% 增长到 2013 年的 22.39%，此

数据表明，该技术路线的风电机组在

中国的发展虽然较晚，但很快获得了

市场认可，并成为装机增长最快的机

型之一。（见图 3，图 4）

制造商情况

目前中国有直驱型风电机组装机

的厂商，从装机容量上明显可以分为

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的厂

商，都只有一家。第一梯队的金风科

技不但是直驱型风电机组新增和累计

装机容量第一的整机商，而且其也是

2013 年中国风电市场新增装机容量最

多的整机商。金风科技在兆瓦级风电

机组的设计以直驱技术路线为主，其

也是较早进入这个市场的整机商。直

驱型风电机组的市场份额逐渐提高，

也与金风科技的装机量有很大关系。

在 2010 年以前，金风科技直驱型风电

机组的新增装机量呈现迅速上升的趋

势，2010 年以后，受到整体市场影响，

其直驱型机组的新增装机容量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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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历年直驱型风电机组新增装机容量占比（单位：MW）

图4 历年直驱型风电机组累计装机容量占比（单位：MW）

图5 2013年中国有直驱型风电机组装机的整机商该机型
历年新增装机容量趋势（单位：MW）

图6 历年中国整机商直驱型风电机组累计装机容量趋势（单位：MW）

摄影：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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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波动，除 2012 年有所下降外，

该公司在 2010 年以后的几年中的新增

装机容量以稳中有升为主。

处于第二梯队的湘电风能自 2007
年开始进行直驱型风电机组的装机，

到 2013 年的几年间，该公司始终保

持着该机型新增装机容量的稳步上升。

虽然在 2010 年以前该公司在该机型

的新增容量增长率并没有一些整机商

那么显眼，但在 2010 年到 2012 年很

多整机商的装机量有所下降的情况下，

该公司的该机型新增装机却仍然保持

了上升，这是难能可贵的，因此，在

这期间直驱型风电机组占比的上升，

也与这家公司的稳中有升的表现有关。

第三梯队则主要包括久和能源、

航天万源、瑞其能、沈阳远大、太原

重工、银河风电等整机商。其中久和

能源、航天万源和瑞其能 2013 年的新

增和累计直驱型风电机组装机容量名

次之间相差不大，表现较为稳定。除

了金风科技、湘电风能和这三家整机

商外，2013 年只有沈阳远大、太原重

工和银河风电在该机型上有装机，其

中沈阳远大和太原重工是在 2013 年才

开始有该机型批量装机的整机商，而

银河风电则在 2012 年就已经有了批量

装机。（见图 5，图 6）
在直驱型风电机组市场占比方面，

金风科技远远高于其他厂商。该公司

2011 年的该机型新增容量占比达到了

81.53%，但 2012 年下降至 70.04%，

并且在 2013 年也有小幅下降，为

70%。如果说 2012 年金风科技该比例

的下降与湘电风能的上升有关，那么

2013 年的比例相对稳定，则与湘电风

能外的其他整机商占比提高有关。湘

电风能在 2012 年的直驱型风电机组新

增装机占比比 2011 年提高了 6.69 个

百分点，却在 2013 年下降了 5.17 个

图7 2011年中国整机商直驱型风电机组新增容量占比（单位：MW）

图8 2012年中国整机商直驱型风电机组新增容量占比（单位：MW）

图9 2013年中国整机商直驱型风电机组新增容量占比（单位：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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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点。而除去金风科技和湘电风能

外的其他整机商，在 2011 年和 2012
年的该机型新增装机容量占比没有一

家超过 2%，但 2013 年有 3 家超过了

2%，因此各厂商在直驱型风电机组市

场中的差距在近三年中呈现逐渐缩小

的趋势。（见图 7，图 8，图 9）

制造商数量

除了 2011 年有直驱型风电机组

装机的整机商数量有所降低为 5 家外，

有该机型装机的整机商数量一致处于

上升趋势。2013 年是该机型有装机的

整机商数量最多的一年，共有 8 家整

机商参与了市场装机，2010 年是第二

多的一年，共有 7 家整机商有直驱型

机组的装机。据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

风能专业委员会统计，2013 年中国有

风电机组装机的整机商为 30 家，有直

驱型风电机组装机的为 8 家，占比达

到了 27%。（见图 10，图 11）
（本文部分资料来源于《中国风电产业地

图 2008 － 2013》，何杰英对本文亦有贡献）

图10 历年中国有直驱型风电机组新增装机的整机商数量趋势

图11 2013年中国有直驱型风电机组新增装机的整机商数量

摄影：吕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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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上风电发展现状分析
文 | 乔黎明

近两年，关于美国海上风电的信息不断出

现。2014 年美国首个商业规模风电场的动工、

海上能源管理局不断出台新的海上风电招标项

目、东北地区活跃的项目开发信息，以及欧洲

金融机构进入美国海上风电市场提供融资的资

讯不断见诸报端 , 好一番热闹景象。本文将梳

理近期美国海上风电的政策，以及几个集中发

展海上风电的区域的发展现状，以帮助关注美

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中国读者更好地了解美国海

上风电市场潜在的机会。                                                                                                                                              
美国海上风电蕴藏着巨大的潜力，根据美

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 2012 年的技术报告

显示， 美国的海上风电开发技术潜力约在 42.23
亿 kW。 海上风电所在区域大部分在美国大陆

的外大陆架（outer continental shelf )。而外

大陆架属于联邦管辖，因此联邦政府在海洋可

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方面享有管理权。 
2011 年 10 月 1 日，美国内政部在联邦

政府的授权下成立海洋能源管理、法规和实施

局（Bureau of Ocean Energy Management, 
Regulation and Enforcement，BOEM，以下

简称海洋能源管理局），将历史上隶属于国家

矿业管理局（Mineral Service ) 的海洋油气

开发工作并入这个新局的工作范围。海洋能

源管理局的另一个重要工作任务就是服务于

奥巴马政府关于开发海上风电资源的承诺，

系统推进海上风电的发展。除了海上风电项

目， 海洋能源局还推动海上潮汐能和海上太阳

能发展项目。海洋能源管理局兼具前“环境、

安全与实施局”的部分工作，因此与海事开

发相关的环境评价等工作也并入了新的海洋

能源管理局的管理范围。

海洋能源局及其联邦海域开发项目

根据能源政策议案 2005，海洋能源管理

局拥有开发联邦海域的权利，并且可以通过租

赁（拍卖租赁权）联邦海域开发权等方式对海

域的可再生能源进行开发。同时法案也赋予海

洋能源管理局协调各个州政府和相关地方政

府，进行海上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开发的权利。

实际上，海洋能源管理局相当于一个跨机构垂

直化管理的联邦行政机构，可以帮助协调联邦

和州政府之间关于开发海上风电等可再生能源

所可能出现的问题。由于该机构同时兼具环境

监管职能，因此可在同一个机构内解决海上风

电开发的环境评价、实施过程中环境监管等问

题。这样的政府机构设置大大简化海上风电项

目的开发审批程序和项目开发流程， 为海上风

电的开发起到了巨大的助推作用。 
2009 年，奥巴马政府和时任的内政部部

长 Salazar 提出了开发美国沿海大陆架可再生

能源项目。这一项目给随后成立的海洋能源管

理局提供了更加详细的法律框架，该框架给海

洋能源局提供了更加切实且极具灵活性的管理

模式，以便推动海上风电产业的发展。在此框

架下，海洋能源管理局将从四个方面推进海上

风电工作 ：规划、开发权租赁、风能资源评估

和开发与建设。 
根据沿海大陆架开发法案，海洋能源管理

局需要通过招标方式来发放海上风电项目开发

权。除非项目所在地被证实没有商业竞争潜力，

则可以通过非竞争方式发放开发权。过去几年

来，海洋能源管理局已经开始通过公开招标方

式和“非竞争”两种方式发放开发权。 公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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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凡是传统意义上的特许权招标方式，由海洋

能源管理局通过程序选定具有开发潜力并且具

有商业竞争力的项目并召集开发商竞标。“非竞

争”方式往往是开发商自己选择希望开发的区

域，并进行大量前期工作和投入，之后通过向

海洋能源管理局申请商业租赁来获得开发权。 
迄今为止， 海洋能源管理局已经进行了两

轮较大的公开招标。 分别是 2013 年 7 月的马

赛诸塞州罗德岛项目和 2013 年 9 月的佛吉尼

亚项目。 其中马赛诸塞州的罗德岛项目的两个

子项目由 Deepwater 风电公司获得，两个项

目的前期选址测风时间为 5 年， 项目运营时间

为 25 年。这其中的一个项目就是下文中将提

到的 30MW Block Island 项目。佛吉尼亚项

目由 Dominion 风电公司获得，该项目的运营

时间为 33 年，前期选址和测风时间为 5 年。 
在评标过程中， 海洋能源管理局采用多指

标方式进行评估， 既考虑价格因素也考虑非价

格因素。价格因素指对开发权出价，而非价格

因素主要看项目是否已经获得购电协议或政府

电力项目联合开发协议。竞标过程在网上进行， 
最后进入评标的只有几家公司，并且要事先提

交相当金额的竞标担保金，以保证公司具有竞

拍实力。海洋能源管理局对所拍卖的海域的开

发权进行要价， 每一轮要价会有公司应价， 也
会有公司退出。 每一轮竞价后，海洋能源管理

局会根据情况提高价格， 开始新一轮竞价， 直
到最后仅剩余一个竞标公司结束。在竞标过程

中，非价格因素会在开标前评估，具备资格的

公司可以获得最高 25% 的信用额度。通过使用

信用额度可以帮助减轻开发权出价负担。

过去的半年里， 海洋能源管理局与州政府

共同努力还推进一批项目的招标， 其中包括 ： 
2014 年 8 月刚刚结束马里兰州海域的两个招

标项目，覆盖 8 万英亩海域。2014 年，海洋

能源管理局还将拍卖新泽西海域的五个项目，

目前项目还在公众意见征集阶段。

在“非竞争”租赁权发放方面，目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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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项目获得项目审批权。 一个是著名的

Cape Wind 项目，该项目经历了十余年的筹

备和前期准备， 终于获得海洋能源管理局的

项目开发授权。项目获得 5 年测风期和 28 年

的项目开发权。另外一个项目是 2012 年授予

Bluewater 风电公司开发 Delaware 海域的项

目。该项目获得 5 年测风期和 25 年的项目开

发权。 

谁将建成美国的第一个海上风电项目？

前面提到的两个项目，一个是美国最大的

海上风电项目 46.8 万 kW Cape Wind 项目与

另一个是马萨诸塞州 3 万 kW block island 项

目正在竞争成为美国第一个海上风电项目。 这
两个项目都已经通过启动项目前期工作等方式

确保项目符合投资税额抵免（ITC）的要求，

并将于 2016 年下半年竣工。 
其中 Cape Wind 风电项目目前已经获得

77.5% 项目融资并签署了购电协议。由于项目

容量很大，融资的难度也很大，该项目的总体

融资在 26 亿美元左右。项目巨大的融资需求，

也吸引了诸多机构投资者，这其中最吸引人注

意力的是丹麦养老基金，该基金将投入 2 亿美

元，此外，项目还获得了美国能源部的 5 亿美

元的融资担保。西门子公司作为该项目的设备

供应商也将提供部分融资，即便如此该项目依

然有巨大的融资需要。Cape Wind 风电项目将

采用 130 台西门子 3.6MW 风电机组。 

Block island 项目在马赛诸塞州罗德岛， 
该项目总体投资约 2.5 亿美元。该项目全项目

容量已经签署了购电协议。该项目将使用阿尔

斯通 6MW 海上风电机组。  

东北部的海上风电潜力

除了前面提到的海洋能源管理局直接协调

的联邦海域的海上项目开发权拍卖，海洋能源

管理局还和沿海各州政府密切合作， 协调推动

州属海域的海上风电开发。这其中在推动海上

风电发展走的比较靠前的主要是美国东北部的

州。 东海岸之所以成为具有吸引力的海上风

电发展区域，主要因为大西洋沿海大陆架坡度

较缓，水深较浅， 海上风电的开发成本低风险

小。另外一个原因是经济原因，东北部经济发

展快，人口多用电负荷大，现有的电价水平较

高。而且东部城市距离中西部的陆上风电中心

较远，远距离输送风电成本高而且电网设施不

足，因此天然形成了一个适合接受价格偏高的

海上风电的市场。 
这其中有几个州对海上风电的扶植力度

较大，例如新泽西州 2010 年出台的海上风电

经济开发法案。海上风电产生的电量可以充

当当地的可再生能源配额 , 当地电力公司通过

购买海上风电可再生能源配额（OREC）可以

帮助完成新泽西州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目标。

新泽西州政府进一步要求到 2020 年实现全

州 1100MW 海上风电装机容量。而马里兰州

摄影：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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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3 年也推出了一个类似的扶持计划，到

2017 年将在州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目标中专门为

海上风电分配配额制目标。

其他政府的资助项目

美国能源部为配合海上风电的技术发展需

要，为刺激技术创新选择多个海上风电先进技

术示范项目，这些项目将获得能源部的资助，

并且将在 2017 年实现装机。此前，2012 年能

源部选择了 7 个技术创新示范项目，每个给予

400 万美元完成项目的第一阶段，包括工程设

计、选址和项目设计等。2014 年 5 月，能源

局从这七个项目中选择了三个项目进入第二阶

段，要求这三个项目进入更详细的项目设计阶

段，并要求项目能够实现 2017 年商业运行。

届时，这三个项目将在未来四年里获得最高

4670 万美元的资助。 这三个项目都选择了直

驱机型和两种不同的基础结构。

这 三 个 项 目 包 括 弗 吉 尼 亚 海 域 的

Dominon 电力公司项目，该项目将安装两台阿

尔斯通 6MW 直驱风电机组，该项目的技术特

点在于试验美国生产新的基础结构 ：扭曲导管

架基础（Twisted Jacket foundation），即三

条腿在一个中心基础结构旁边扭曲旋转。该基

础造价较低，正在试验阶段。另一个项目是新

泽西亚特兰大城的 fisherman 项目，该项目将

使用湘电 5MW 直驱机组。该项目也将使用扭

曲导管架基础。第三个项目是 Principle 公司

的漂浮基础海上风电项目，该项目将使用西门

子 6MW 直驱风电机组开发俄勒冈海域，也是

首个在太平洋开发的海上风电项目。该项目将

采用美国自己开发的半漂浮式基础结构，风电

机组将在岸上组装，之后被拖船拖入深海固定。

结论

作为全球风电大国，过去几年间美国的海

上风电一直踟蹰不进。与欧洲在海上市场的领

先地位，以及与中国快速的海上风电部署速度

相比，美国的海上风电还未真正实现零的突破。 
然而，我们可以发现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各

种部署，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从国家海洋

能源管理局的建立，到海域开发权拍卖，到各

个州内的立法支持等，不一而足。尽管起步晚，

但是在审批机构设计、审批权发放、招标程序

设立方面都有很多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本文

篇幅有限，不能对海上开发权招标的详细规则

一一阐释，但这其中招标程序设定、竞标公司

选择标准等有很多的科学设计，非常值得我们

学习。 
当然，由于海上风电产业起步晚，美国海

上产业也存在很大挑战，如美国本土风电企业

不具备海上风电开发能力，大部分目前已经招

标的项目使用的风电机组都是欧洲和中国企业

的风电机组。另外，本土银行和机构投资者对

海上风电的认识不足，缺乏对风险的评估，因

此还未能成为海上风电的主要投资主体。但是

随着海上风电项目的遍地开花，越来越多的项

目进入水中并开始运行，产业上下游也会逐渐

加强对海上风电的认识。全产业链到金融机构

的全方位介入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另一个困扰海上风电发展的限制因素是

2014 年年底前，议会是否会重新推出税额抵

免（Tax credits）政策。目前的生产税额抵免

（PTC）和投资税额抵免（ITC）已经在 2013
年年底结束（目前正在进行建设的海上风电项

目为了满足 ITC 的使用要求， 都在 2013 年底

前开始了项目投资，并将于 2016 年前完工）。

对于初始投资较大的海上风电项目，开发商普

遍选择 ITC。截止到 2014 年 11 月，美国的风

电和可再生能源产业界还在国会推动 2014 年

年底前续签一个两年的税额抵免法规。然而，

11 月初中期选举后，共和党获得参众两院的多

数地位， 并将于 2015 年一月开始把持议会。传

统上，共和党比民主党对待环境问题和可再生

能源的态度更为消极，大部分产业界人士寄希

望于税额抵免的法规能在 2014 年最后 1 个月

出台。

( 作者单位 ：全球风能理事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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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北工业大学风能论坛暨校友经验交流会受到

了广大风能学子的一致好评。

河北工业大学是国内较早设立风能与动力工程专业的

高校之一。目前，风能专业已有三届毕业生，他们分布在

祖国大江南北，为我国的新能源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在

工作中，他们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也遇到一些问题和挑战，

需要与母校广大师生分享。本次论坛旨在搭建毕业生、在

校生和专业教师之间沟通交流的平台。论坛由河北工业大

学大学生可再生能源学会主办。

来自华能东营河口风力发电有限公司的 2012 届毕业生

王向伟首先发言，他带领大家《走进 300MW 风电场》，详

细向大家介绍了风电场的电气系统，包括箱式变压器、集

电进线开关、35kV 母线、无功补偿装置、GIS、送出线和

继电保护设备。

张国梁和徐超林是 2013 届毕业生，在天津能源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大神堂风电场工作。今年 8 月，天津电视台对

两位同学进行了专访，并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检修在风机之巅”为题，在天津新闻栏目中专题报道。张

国梁同学汇报的题目是《沿海风电开发的优势和问题探讨》，

报告以大神堂风电场为例，分析了沿海风电开发的优势和

劣势。徐超林同学汇报的题目是《浅谈风电机组质量保证

期验收相关问题》，他从风电机组质量保证期验收技术规范

切入，介绍了风电机组质保期验收内容，并结合实际，讲

解了风电机组功率曲线保证值的计算。

马剑辉也是 2013 届毕业生，来自河北省电力勘测设

计研究院。讲解了风电场建设的前期设计内容，包括预可研、

可研和初步设计阶段。重点介绍了风电场设计过程中的资

源分析、室内和室外微观选址，具体内容包括测风塔介绍

和选址、风能资源分析、平地及山区风电场风电机组布置

等问题。他提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根据从气象

站得到的近几十年的观测数据，风速一直处于降低的趋势。

几位来自风电场的同学也反映，近两年的风不如以前大了。

针对这个问题，大家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最后，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系主任王华君教授做总结发

言。他指出一切理论都源于实践，并在实践中检验。课本

知识固然丰富，但实际工作中的问题更多彩，此次交流活

动把风能一线信息带到了课堂，同时也让在校的同学了解

了行业现状，并对课堂知识进行了深化。交流会结束后，

大家参观了实验室，并合影留念。 
( 作者单位 ：河北工业大学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系 )

风能学子自办论坛
校友齐聚共话风电

文 | 岳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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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丹教育及研究中心风电技术讲座
在河北工业大学举行

文 | 岳大为

文 | 赵洁

河北工业大学的师生聆听了讲座。同时，部分与会代表参观

了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的维斯塔斯风力技术 ( 中国 ) 有限公

司和天津明阳风电设备有限公司，并与相关企业负责人进行

了技术交流。 
（作者单位 ：河北工业大学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系）

中丹教育及研究中心风电技术讲座在河北工业大学举

行。讲座邀请丹麦奥尔堡大学陈哲教授、丹麦科技大学吴

秋伟教授、Jens Carsten Hansen 教授、MüfitAltin 博士、

河北工业大学王华君教授、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胡书举副

教授、丹麦奥尔堡大学博士后粟迟博士担任主讲。讲座内容

涉及风力发电发展概况、风能转换系统基础知识、传动链和

发电机、电力电子、变速恒频风电机组的电气系统、海上风

电、无刷双馈机组在风电中的应用、大规模风电接入条件下

的电网仿真与控制、风能对电力系统的影响、风能接入的动

态与分析、风能资源评估等。

来自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天津理工大学、沈阳工业

大学、河北科技大学、天津瑞能电气有限公司、天津明阳风

电设备有限公司、天津东汽风电叶片工程有限公司的代表和

全球变压器控制领

域专家 MR 公司（莱茵

豪森集团）在云南曲靖市

师宗县竹基镇抵鲁完小

举行了小桔灯乡村小学

志愿者活动。通过爱心

捐助、课堂互动等形式，

MR 公司继续深化其企业

社会责任承诺，务求从物

质和精神两方面支援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

今年是 MR 公司第四年在抵鲁完小开展志愿者活动，

共有 9 名内部志愿者参加，其中包括 2 名外籍同事。今年

的活动主题是“圣诞老人去哪儿了”，来自 MR 公司的德国

志愿者主动申请扮演圣诞老人和圣诞天使，提前为抵鲁完小

全校 278 名学生送来了圣诞惊喜。课堂上，志愿者们用各

自独特的方式向学生们送

上关于圣诞的故事，并带

领大家用圣诞树、圣诞糖

果、圣诞花环以及各式各

样的玩偶将山区里的学校

装扮成圣诞节日的喜庆模

样，备足礼物姗姗出场的

圣诞老人和天使更是将学

生们的热情推向高潮。课

堂外，小桔灯项目的年度启动通知一经发出就收到了 MR
公司员工们的积极响应，或自发为学生添购文具，或要求加

入志愿者行列身体力行。

自 2011 年 MR 携手 21 世纪经济报道，共同在抵鲁完

小建立了小桔灯乡村小学图书馆以来，MR 对于学校学生的

关爱一直在持续。 

MR公司云南乡村小学公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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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力发电在经历了爆发式增长以后，已逐渐转向

了稳步发展的时期。随着我国运行风电机组数量的逐年增

多，风电运维市场已成为行业关注的新增长点。而目前根据

风电整机制造商与开发商的合同约定，风电机组的质保期一

般在 3 至 5 年。面对质保期后的风电运维，如何实现风电

机组价值的最大化，如何实现开发商利润的最大化，已成为

开发商关注的重点。开发商、整机厂家和第三方企业均利用

各自的优势，争先整合资源，推行精细化管理，努力提高风

电场的经济运行水平。

风电场运维管理的现状

目前，国内风电场质保期后的运维管理，基本是以开

发商自行运维为主，部分采用开发商与整机厂家或第三方合

作运维，还有部分采取将风电机组系统分模块外包运维的

方式。在现阶段开发商十分重视年度发电量指标考核，而对

20 年全寿命周期运维重视不足，未形成系统的全寿命周期

运维方案。虽然开发商在风电场运行管理方面经验丰富，但

因未完全掌握风电机组的核心技术，在风电机组运维检修经

验方面稍逊一筹。

同时，随着风电场装机容量不断扩大，以及适应电网

要求的可靠性和运行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如何使风电机组达

到最佳运行状态，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运用科学方法加强

风电场运维管理显得越来越重要。

风电场运维管理存在的问题

风电场运维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合理解决

浅析优化风电场运维管理
提高经济效益的方法
文 | 杨金宝，查显宝，张健，白文斌

摄影：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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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将是提升经济运行水平的关键。

首先，为保发电量，牺牲定期的检修运维问题比较严

重。开发商20年全寿命周期的运维意识不强，短期行为较多，

造成了推迟定检、简化定检的现象普遍存在，且开发商不参

与整机厂家的运维过程，或参与程度较低（如定检、验收等），

造成了定检的质量难以控制与保障。

其次，风电机组运行故障被动处理，风险意识不足。

一方面风电机组在质保期内，开发商缺少与整机厂家现场运

维互动交流，未充分掌握风电机组的故障情况及处理过程 ；

另一方面故障深入分析较少，未形成全面的风电机组历史故

障档案。

第三，随着运行时间延长，备品备件储备难度越来越大。

关键部件的备品备件对整机厂家依赖性强；因部件供应商不

断整合，越来越多的部件已经停产或停售，造成备品备件不

能供应，且备件价格越来越高；同时风电场运行条件的恶劣

性，决定了备品备件的替换不能随意进行。

第四，开发商对出质保后可能存在的困难评估不足。

国内除较少的开发商外，大部分开发商均开发风电时间不

长，未经历 20 年全寿命周期的管理，对出质保后随运维时

间延长会出现何种问题均不能进行有效的评估。

风电场运维的各类问题层出不穷，且涉及到各个方面，

从细节、小处着手，向管理要效益，解决运维管理中存在的

问题，是提升经济运行水平的主要手段之一。

优化风电场运维管理的几点方法

优化风电场运维管理的主要目的是提高风电场经济运

行水平，而提高风电场经济运行水平的实质，就是在不增加

或小幅增加投入的前提下，通过有效管理，保障设备发电量

增长，其核心是研究如何提高发电量。

提高发电量的手段，主要是控制好两个方向，一是保

障稳定性，减少发电量损失；一是优化机组性能，提高发电

能力。

影响经济运行水平存在着众多的关键因素，如机组运

行可靠性、管理计划有效性和人员效率、备件因素、设备检

修与运维方法、电网和环境因素等等。本文重点从风电场运

维管理的角度，阐述通过优化管理的细节，实现发电量提升

的方法。重点从机组故障分析管理、定检管理、主动预防性

维护、人员能力管理、运维方式管理、备品备件管理、性能

优化与改进等方面进行说明。

一、故障分析管理

目前，各整机厂家均建立了云平台技术远程监控系统，

有专门的技术攻关队伍，可系统性、创造性的解决问题。因

此，开发商从质保期内开始，需主动参与整机厂家的故障分

析与处理，并保留故障处理记录，建立自己的每台机位故障

档案。并从风场并网调试开始，安排相应的检修人员介入或

与整机厂家联合培养，尽早培养运维人员，以保障自行运维

能力。同时，通过参与风电机组故障的分析与处理，掌握整

机厂家对机组故障的详细分析，了解故障对机组的影响及风

险，以便决策运维方式，如维护、维修、更换、优化等。

二、定检管理

（一）因地制宜，推行差异化维护检修策略

根据工程建设情况，风电场调试并网一般多为 11 月到

次年 3 月，按正常标准，年度定检也应在此 11 月到次年 3 月。

而北方地区此段时间一般为大风季节，因此结合机组并网时

间，合理微调年度定检时间，提前或延后进行，选择小风季

进行维护定检尤为重要。同时，充分利用开发商的风能资源

预测系统，根据实际运行情况指导日常维护，对易耗品类部

件（如碳刷、滤芯等）的更换也需要因地制宜。如图 1，这

是河北某风电场全年月度风速图，从图中可以看出，6 － 9
月为低风月，为全年定检维护的最佳时机，12 － 3 月为大

风月，不适合大面积开展定检维护工作。

（二）开发商重视并参与定检维护的质量控制

保质期内定检不仅是整机厂家的事，开发商要派人参

与定检及验收，监控定检质量；并需要处理好保发电量与定

检的矛盾，不按时定检虽可保障短期利益，但长远看会影响

机组整体运行；且及时定检，可避免被动性检修，避免问题

扩大化、长时间停机等。维护的不足或过度，均不利于风电

图1 河北某风电场全年月度风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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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经济运行，因而，风电场需要不断完善和选择最佳的维

护区间。维护不足，会造成设备故障增多，设备隐患状态运

行，维护成本增加；维护过度，会造成维护成本增加，降低

了设备运行时间，运行成本增加，如图 2 所示。

三、主动预防性维护

预防性维护，主要是指针对设备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前

采取预防性措施，防止问题发生。风电机组有较多系统均可

进行预防性维护，例如传统变桨系统蓄电池测试、变流器散

热系统维护、齿轮箱散热系统维护、齿轮箱油品检测、液压

站油品检测等等，充分发挥运行检修联动，实现预防性维护

管理。

小风“待机”时，是实施预防性维护的最好时机。若

在风电场远程监控系统中发现，小风时风电场全场机组均在

“待机”状态，而没有机组在“维护”状态，说明没有很好

的利用时机进行预防性维护。较为典型的预防性维护举例说

明如下。

例 1 ：超温故障，提前预维护散热系统（见图 3）
为保障机组散热，在高温期来临前，应提前在小风时

进行清理、检查（特别是春天柳絮、杨絮较多或风沙大的地

区），避免高温时机组频报超温故障。包括变频器滤网清理、

检查变桨驱动器散热风扇、齿轮箱风冷散热系统清理等。

例 2 ：多次复位，及时预处理（见表 1）
运行中发现的小问题、频繁多次的复位性故障（复位

后未及时检查维护），应在小风时（或日常维护时）及时处理，

有时虽暂时不影响运行，但此时设备可能已出现损伤，应进

行预防性维护；同时，运行人员与检修人员应加强沟通，遇

到频发可复位故障，不要反复复位，应安排人员检查。如表

1 示例中齿轮箱油温故障。

例 3 ：齿轮箱油温监控，提前预清理（见图 4）
某些品牌机组，其某一设备温度超限后，机组会限功

率运行。如该例，齿轮箱油温超过 75 度，机组会自动限功

表1 齿轮箱油温超温复位

故障时间 故障代码 故障名称 机位 部件厂家 故障原因分析 故障临时措施

2013-12-25 08:56 80012 齿轮箱油温超限 三期 I5 南高齿 温控阀故障 更换温控阀

2013-12-25 02:34 80012 齿轮箱油温超限 三期 I5 　 　 复位

2013-12-24 23:21 80012 齿轮箱油温超限 三期 I5 　 　 复位

2013-12-24 22:38 80012 齿轮箱油温超限 三期 I5 　 　 复位

2013-12-24 22:02 80012 齿轮箱油温超限 三期 I5 　 　 复位

图2 运行费用与维护关系图

图4 齿轮箱油温实时监控

图3 昆明在3月前、松原5月前需清理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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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运行 ；因此，在油温超过 70 度时，应及时发现并安排进

行齿轮箱散热系统清理。

例 4：充分利用天气预报信息，合理安排预维护（见图 5）
利用未来 3 天的天气预报信息，分析风速、气温变化、

降雨等情况，合理安排预维护计划。

（一）人员能力管理

１提高值班人员的意识和水平

值班人员不是单纯负责风电机组的启停及故障报告，

而是要掌握查看风电机组监控信息的方法，根据开发商与整

机厂家共同制定的关键监控参数，及时发现机组的异常趋势

或状况，安排检修人员及时检查处理。例如风向标松动或结

冰，对风不准，导致风电机组功率低于其它机组；叶片或风

速仪结冰，导致功率与风速不匹配 ；多台机组报相同故障 ；

某台机组某部件温度明显高于其它机组等。

图5 某风电场未来3天天气预报信息

2 优化风电场人员工时资源配置

记录风电场各项工作的人工时，并进行分析 ；根据风

电场人员工时占比，确定优先降低人工时的方向。例如通过

增加人员技能培训等手段，可有效降低故障消除所占工时比

例 ；通过外包方式在短期内增派人员，缩减定检停机时间，

提高可利用工时数（见图 6）。
（二）运维方式管理

据了解，国际上风电场运维管理的方式，经过多年的

发展，经历了较为漫长的转变过程。在风电市场发展前期，

开发商为节省成本选择自己运维，但因核心技术的缺失、全

生命周期备品备件解决能力欠缺、备件成本及人员成本增

加，开发商独立运维成本越来越高。随后，因第三方运维公

司运维机型多、运维经验丰富，且运维成本相对合理，开发

商选择了由第三方运维公司，但再经历一段时间发展后，因

第三方公司同样缺少核心技术，不能实现机组技术及部件的

持续优化和改进，机组经历几年运行后无法长期保持良好的

状态。最终开发商选择跟整机厂家合作运维，以实现全生命

周期内机组持续良好健康运行，达到控制成本的持续优化。

面对巨大的市场机遇，风电开发商、整机厂家、第三

方企业均已行动起来，希望在风电场运维方面分得一杯羹。

这三种力量也都具有各自的优缺点。开发商往往资金雄厚，

有较好的运行管理经验，可打造自己的运维队伍，但对风电

机组性能核心技术缺乏专业的了解，对备品备件的供应或替

换缺少技术支持。第三方企业运维经验丰富，具有较好的性

价比优势，但各机型核心技术欠缺，不利于机组的长期运维，

市场空间有待开拓。整机厂家对设备性能烂熟于心，旗下的

运维公司经历了机组的安装调试和运维服务，具有丰富的运

维经验，掌握机组核心技术，可最快的实现机组持续优化及

个性化参数设置。

根据风电运维市场发展的规律，了解了这三种力量运

维的优缺点，对开发商来说，正确选择合适的运维方式，对

提高经济运行水平尤为重要。目前国产风电机组普遍存在质

量参差不齐，运维人员技术较差等问题，而开发商初期运维

更重视保持风电机组运行，轻视了维护和保养，为未来风电

机组运行埋下了隐患。为抢占市场，从事运维的企业都把检

修和维护价格压得比较低，且没有价格标准和质量标准。因

此，与整机厂家合作，打造“运检一体化”合作运维模式，

将会是未来最优的运维方式。尽快对运维的范围和质量水平

建立有效的标准，建立长期的运维规划，共同致力于优化成

本和提高效益，将会是未来风电场运维的发展方向。

图6 风电机组运维工作工时解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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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备品备件管理

备品备件的供应与成本，一直是开发商关注的焦点。

虽然市场上有各种不同的零部件供应渠道、特殊的修理、部

件的修理等，但部件的质量控制将是很大的挑战。整机厂家

无论从备品备件的供应来源，还是从备品备件的质量控制，

都具有先天的优势。供应来源于其战略合作伙伴，即使停产

设备的备件，整机厂家也会通过各种技术论证和现场试验，

找到合适的替代品，而不是其它运维企业随便从市场上购买

类似产品。

从运维的效益和质量上看，开发商与整机商建立联动

的保障机制，合作建立联合库房将是一种双赢的策略。开发

商每年支付一定比例的费用，由整机厂家负责备品备件的储

备与管理，利用整机厂家较好的物流体系，可保障所有各类

备件的快速响应。

（四）优化机组性能，提高发电能力

利用开发商与整机厂家合作运维的模式，开发商可与

整机厂家保持密切沟通，实现信息共享，优先获得机组的最

新技术、最新性能优化方案等信息，可优先实现机组的性能

优化，获得收益提升。

通过对特定风电场和特定机组进行性能和运行状况评

估，有针对性地优化、改进和升级，可达到风电机组发电量

提升的效果。随着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多项性能优化可

一一实现，如偏航对风校准解决方案、主控程序优化方案、

叶片加长改造解决方案、涡流发生器等，这些风电机组增

功技术预计可以提升 5% － 8% 的年发电量，针对典型的 5
万 kW 风电场，假设年平均可利用小时数为 2000 小时，年

发电量提高 5%，可以增加 500万kWh，以 0.6元 /kWh计算，

每年新增收益约 300 万人民币。

结语

风电作为我国的第三大能源产业，风电运维行业蕴含

着巨大的市场需求。这更要求风电场的运维管理与时俱进，

尽快建立清晰的运维标准和完善的运维评价体系。利用各种

专业化、智能化的管理手段，整合数据资源，控制管理细节，

实现高效运维，创造更佳的盈利能力，全面提高经济运行水

平，使开发商的运维成本大幅下降，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作者单位 ：杨金宝，张健，白文斌，北京国电思达科技有限公司 ；

查显宝，国电联合动力有限公司）

摄影：李正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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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力发电项目已成为我国快速发展的工程项目。风电

项目据有技术更新快，建设周期短，投资风险较大，项目

的目标实现受自然、电网、政策、技术等影响较大的特点。

业主是项目的投资者，也是项目最终的使用者，承担着项

目的所有风险。在项目的各方中，业主方项目管理有其自

己的特点。本文主要论述以管理分级和技术分层为原则，

结合业主方项目管理的特点，采用项目管理规划大纲和项

目管理实施规划的模式，建立业主方工程项目管理的标准

化体系，以保证项目进度、质量、成本等目标的实现。

业主方项目管理手段和意义

业主是项目的投资者，也是项目最终的使用者，承担

着项目的所有风险。在投资决策阶段承担着项目投资决策

风电工程业主方的项目管理
文 | 付彦海

风险，如果项目的调研、数据分析等完全依靠第三方单位

来完成，业主不能很好的控制调研成果性文件的质量，项

目的可行性和经济性将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项目的投资

能否回收将是失控的。在设计施工阶段业主的主要任务是

过程监控与成果的验收，但如果业主的专业能力不够强将

无法真正的实现监控，验收也只会流于形式，项目的功能

实现程度将无法保证。在生产运行阶段，由于业主前期对

项目的深入度不够，对项目技术学习不深，在运行期对项

目的性能了解也就不足，造成不能很好发挥项目的效率，

不清楚如何进行维护和技术改进以保持项目的功能水平。

正因为在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业主所处的角色存在风险，

项目业主有必要做好项目管理工作。

业主方采取什么方式对风电基建项目进行管理呢？作

为新能源公司与项目公司的组织模式可以分为两个层面进

摄影：邹大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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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管理。其一，以新能源公司层面编制项目管理规划大纲；

其二，以项目指挥公司层面编制项目管理实施规划。

项目管理规划大纲编制的原理

一、项目管理规划大纲编制原理

以新能源公司对项目管理的角度出发，将风电项目不

同阶段的项目工作进行工作结构分解，在最下一层单元工

作明确的前提下，为实现工作目标，实现资源配置，通过

PDCA 的过程控制管理，以最终成果性文件为考核手段，

得以实现项目质量、进度、成本三大目标的最优化。对目

标进行管理考核的一个规范性文本应包含以下内容：

目标：质量、进度、成本和安全等综合目标的实现；依

据：国家、行业、企业的相应规程规范等；手段：通过基建

管理体系的运转，以动态过程控制的方式进行管理；方式：

以管理体系和相关规范编制项目管理实施规划，明确管理内

容、管理依据、成果要求，标准化、目标化对项目进行管

理；考核：对项目分解的操作层目标的成果文件进行评估。

二、大纲编制流程

就某一建设管理阶段：梳理所有的单项工作；将单项

工作进行工作分解成最小的单元工作；分析逻辑关系及组

级关系形成进度网络图；按进度网络图设定管理目标（质

量、进度、成本、安全、信息、风险、综合）；形成目标

控制的标准成果文件；反馈评估。

三、项目管理实施规划

以新能源公司的项目管理规划大纲为蓝本。针对本项

目具体的工作内容和特点，进行工作分解、目标确定、成

果文件进行操作性细化。以目标管理为导向，成果文件考

核为手段，实现项目公司的操作层面的项目管理工作。

对于项目管理者而言，目标是解决应做什么的问题，

依据是解决如何做的问题，成果文件是解决要做到什么程

度的问题。以上三个问题在项目管理实施规划中已经明确

以后，对于项目管理者来说就是一个执行的问题。执行的

好坏通过考核就可以控制，项目的目标也能很好的按预期

实现。

项目阶段划分及管理架构

一、工程项目的阶段划分

投资决策阶段、可行性研究阶段、勘察设计阶段、招

投标阶段、施工建设阶段、验收试生产阶段等。按项目各

阶段的特点进行阶段划分，方便业主分段对项目进行分解

和有针对性的制定实施规划管理。

各阶段界面的划分。投资决策阶段：从测风资源开始

到项目路条取得这段时期；可行性研究：指取得路条到可

行性研究报告批复这段时期；勘察设计阶段：从可研批复

到取得开工许可证这项时期（招投标阶段与勘察设计阶段

是平行时期）；施工建设阶段：从开工许可证取行到投产

试车完成这一时段；验收试生产阶段：从投产试车到竣工

验收或转生产验收这一时段。

二、管理目标划分 

管理目标划分分为“综合管理、进度管理、质量管理、

成本管理、安全管理、风险管理、合同管理”。

综合管理：项目内外的协调、工程信息管理、管理

项目工作流程、综合汇报、数据分析决策支持等；进度管

理：按单元工作编制进度网络计划、配置单元工作资源、

进度控制、进度风险识别、工程量确定、进度成果文件

的控制等；质量管理：以相关规范制度为依据，分主控项

目、一般项目、强条等，确定单元工程的验收标准及各阶

段的验收标准，以保证项目功能实现；成本管理：按工作

进度和质量要求，协调合同管理，编制项目资源计划，对

项目的概算、预算、工程理清单和施工结算、设计变更、

价格调整、签证索赔、预备费使用等进行管理控制，确保

项目成本的优化；安全管理：依据安全管理规定和施工工

艺特点等，识别风险源、制定审核安全作业操作手册，应

急管理监督安全措施落实，确保本质安全；风险管理：通

过不断的跟踪和分析项目进度、质量、成本、信息等各种

情况，对项目可能的风险实行识别、分析、评估，并提出

风险控制策略；合同管理：招标管理、合同条款的设定、

结算支付管理等。

进度、质量、成本是工程项目管理的三大目标，工程

项目的目标管理也是这三方面，主要目的是协调管理，实

现项目目标的优化。安全管理、风险管理、合同管理贯穿

在项目管理的过程中，是协调和控制三大目标的措施和手

段。综合管理是工程项目管理的管控手段，包括对内对外

的沟通协调、信息报送、综合汇总等综合手段，如项目较

小风险管理和合同管理也可以放在综合管理中，通过协调

分析为项目决策提供支持。这类划分方法是以项目管理的

要素为对象，方便业主在不同的项目阶段按要素分类管理。

作为该阶段的具体管理落实的着力点。业主风电基建项目



产业 | Industry

58  风能 Wind Energy 

管理架构如图 1。
 业主的工程项目管理架构如图 1 所示，按管理架构再

配置相应的组织架构，将工程项目管理目标分解，制定工

作计划，确定目标，定好进度，责任到人。

各阶段工程项目管理的工作分解和目标确定表

一、投资决策阶段

投资决策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有：风能资源测量、项

目情况、市场调查、数据分析、政府支持等。现将部分工

作分解和目标确定列举如下，见图 2。
二、可行性研究阶段

可研阶段要落实技术可行和经济可行的分析论证工作。

（一）外部条件可行方面

1 项目用地的权属调查，要在政府的支持下取得政府、

地权人和开发人的三方用地框架协议。

2 输出线路路由的优化论证，落实用地框架协议，

调查过路过界等第三方的予盾所在并协调达成一致，减

少开工后的项目风险，前期的风险到基建期有时甚至是

颠覆性的。

3 市政电源、通信、给水排水和道路等资源的支持接

口情况要详细调研，落实合理的解决方案，并与相关第三

方签属协议。

（二）风能资源方面

风能资源的分析论证将是可研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

项目成败的关键。

1 测风设备仪器的适用性分析论证，确保所测数据可

靠实用。

2 单点测风塔配合流动激光风测风网，并参考气象数

据，确保测风数据的样本数量。

3 确定合理的数据处理方法，加强测风手段、辅以实

验计算，充分分析论证风能资源的真实水平。

（三）技术可行性方面

1 调研风电机组制造的行业动态和相关最新技术水平。

2 对相关机型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分析该机型在某

一风况下的最优性，如最大风速、最大发电量等。

3 风电机组大部件的深入研究，掌握动态信息，评估

分析大部件的可靠性和联合传动的优化性能。

4 土建基础型式评估选择并参与机型配合的载荷较核，

实现优化、提高可靠性并减少造价。

5 在线监测、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概念的调研，结合项

目开展科研课题，为后期项目的技术经济性的进一步技改

工作积累经验。

6 施工工艺方案的比选和安装土建施工技术可行性的

论证。

（四）经济可行性方面

1 调研政策信息，合理估算项目的收益情况，对项目

做切实可行的不确定性分析和敏感性分析。

2 估算运营期成本，项目全寿命周期成本分析。

3 落实项目资本结构和项目投资计划和融资计划。

三、勘察设计阶段

以勘察设计合同的内容与工作流程进行工作分解，形

成各阶段的控制目标。

（一）勘察方面内容：勘察设计施工的许可手续；项

目外部关系的协调；勘察任务书的评估；勘察作业方案的

评估；勘察施工现场、送检监理；勘察的报告评估；勘察

与设计交底。

（二）设计方面内容：设计范围进度的确定；（施工、

设备）提资的协调；水电外部条件协调；设计成果文件的

质量评估；设计与施工交底；设计变更。

四、招投标阶段

招投标阶段以工程的承发包形式、采购方式划分出工

图1 业主项目管理架构图

图2 投资决策项目管理目标细分



 Industry | 产业

2 0 1 4 年 第 1 2 期  59  

作段，形成目标。主要管理内容有：

（一）设备技术协议部分的调研编制；

（二）施工工程量清单的审核评估；

（三）合同条件量化准确、界面清晰、责权明确；

（四）招标的过程监督。

五、施工建设阶段

以工程项目的项目划分为出发点，形成分部分项工程，

依据相关的施工验收规范明确各分部分项工程的目标。主

要内容有：项目划分、监理实施方案的评估、工程量的计量、

工料资质控制、安全监管等等。

六、验收试生产阶段

以单位工程调试步骤进行工作分解。主要工作内容：

验收方案的编制审核、调试报告的评估、资源的配置等。

项目管理的组织结构、信息流程和职责

一、组织结构搭建

管理的结构采用直线直能式，管理方面采用新能源与

项目公司分级负责，技术方面采用上级职能部门和项目部

专工分层控制。采用这种形式，一方面项目的管理职责明确，

另一方面整合技术力量、优化技术资源，既是管理架构又

是技术保障。组织结构图见图 3。
二、信息流程构建

组织管理信息的流程，包括管理信息流程、职能支持

信息流程、反馈信息流程等。组织结构的总体信息流程图

见图 4。
项目管理过程中具体的管理流程应包括以下几个构成

要素：信息流向，就是向谁汇报和向谁下达指令，即信息

的流动方向；信息节点，就是在整个流程中信息接收和传

达的对象，如各部门、公司、项目等；信息内容，就是信

息所承载的具体内容，必须要形成具体的要件，包括内容

项目，文本格试等，要求具体、标准、清晰等。以结算支

付为例，信息流向是项目部上报支付要件给财务部，财务

部审核上报负责人，负责人审批下发财务部门，财务部门

复核支付并反馈项目部。支付信息要件包括设备到货验书

签证、运输保险、发票收据和支付说明等。信息流程要标

准化，要件也要标准化，要件的标准化要做到数量、项目、

内容、格式（有必要以样文样表的型式给出）、签发节点

数量、签发时间等的标准化，以提高信息流转的效率和准

确性。

三、职责分工

（一）新能源公司层面

新能源层面的领导小组、职能小组是以基建工程管理

体系为基础，针对每个项目基建工作进行指导和管理。

1 领导小组职责：负责建立和实施风电项目基建管理

体系并持续改进其有效性；基建管理体系管理机构的组建

和监督考核；确保管理体系的各项职责、权限得到规定和

沟通；支持、监管、考核项目的目标实现。

2 技术职能小组职责：编制与改进基建管理体系的技

术部分并监督指导各部分工作；审核各项目图纸会审等技

术文件和指导评估相关技术成果；参与编制工程设备等招

标文件；开展设备、施工等技术分析指导技术方案的比选；

指导项目技术工作，开展技术交流与攻关，掌握先进的风

电工程知识与技术。

3 经济职能小组职责：编制与改进基建管理体系的成

本、经济部分并监督指导各部分工作；审核工程概预算、

结算支付和决算相关工作；清单工程量计算，参与工程招

标工作，投资成本控制，检查统计工程施工进度情况，办

理工程进度款支付手续；督促各参建单位收集施工技术经

济资料信息，发现问题，及时协调工程相关方处理。

4 综合职能小组职责：负责督促执行基建管理体系的

图3 项目管理组织结构图

图4 总体信息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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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并组织修订；项目内外关系协调，指导并审核各项

目的内外支持性文件的取得质量与进度，并予以高层面的

支持协调；做好基建体系的信息流转工作，督促各参建单

位收集各类施工文件、信息资料，检查文件、信息资料的

收发、分类、整理、保存、归档情况；进行项目进度、质量、

成本、安全等数据分析汇总，掌控基建项目情况，为领导

决策提供依据。

5 安全管理小组职责：编制与改进基建管理体系的安

全部分并监督指导各部分工作；负责制定、下达整个工程

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管理分项目标和指标，指导工

程项目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的管理工作，监督落实有关防

范措施；负责指导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环境因素识别、评

价和控制措施的策划以及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控制措

施的策划；负责监督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环境和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的运行控制、应急准备和响应管理，并督促组

织应急预案演练等；组织对工程项目环境或安全事件的调

查和分析，对重大事件提出处理意见，经批准后监督执行。

6 第三方专家支持系统：作为新能源公司层面的管理

与技术的支持。

（二）项目公司层面

项目公司层面的项目部及各专工团队的职责是以按新

能源基建管理体系为指导手册，落实项目管理工作。

1 项目部职责：是风电项目基建实施全过程的管理指

挥机构；负责整个工程生产、经营和安全管理等方面的总

体协调、统筹工作；负责审定、下达工程各要素（进度、

质量、安全等）管理目标和任务；审核工程全体参建单位

项目管理构架和组成人员是否符合有关规定；负责监督和

检查工程项目现场的质量、安全、进度、成本、职业健康

安全和环境的管理情况，及时协调和解决有关问题；组织

对工程项目实施过程发生的问题的调查和分析，提出处理

意见，并监督执行；组织对工程质量验收、生产试运行等

工程全过程重要节点监督管理。

2 各专工团队职责：执行实施规划的目标工作。

（作者单位 ：上海临港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摄影：苑春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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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英国风能机构的不完全统计，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全球共发生风电机组重大事故 715 起，其中火灾事故

138 起，占总数的 19.3％，位列第二位。2010 年欧美等国

新增火灾事故 7 起，其中 2 起火灾对作业工人造成了严重

烧伤。因此，火灾已成为继雷击后第二大毁灭性风电机组灾

害。2006 年中国台湾烧毁了 2 台 2MW 的风电机组。在最

近一期的《火灾科学》杂志上，来自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爱

丁堡大学和瑞典 SP 技术研究院的几位研究人员联合发表了

他们的研究成果。在对全球 20 万台风电机组进行了评估之

后，这个研究小组认为，风电机组发电机的火灾发生率比业

内普遍认为的几率高出 10 倍。当前，公开报道的全球风电

机组火灾发生率平均为每年 11.7 起，而研究人员认为，每

年至少有超过 117 起风电机组着火事故发生。

风电机组火灾事故中国有，国外也有。有些重大事故

可以预防，甚至完全可以避免。然而，在降低和避免重大

事故发生的同时，我们不仅要讲求科学，还需要综合考虑

成本因素，不能不计成本地采取过度的预防措施，把概率

风电机组重大事故分析（三）
文 | 王明军，邵勤丰

极低的事件当成必然事件加以考虑，将不利于机组度电成

本的降低。

仅就预防、避免机组烧毁与倒塌事故而言，它不仅与

机组本身的设计、质量、运行和维护有关，而且，还与箱变

等其他设施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介绍一起因变桨故障造成

主轴刹车器长时间持续制动，摩擦起火，最终导致机组完全

烧毁。通过对该事故的分析，找出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避

免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事故简介

某风电场一兆瓦级双馈空冷液压变桨风电机组，该液

压变桨系统由一个油动机控制三支桨叶。

事故发生时，离机组较近的人员发现高速旋转的风电

机组出现了冒烟、起火。事发时风速很大，机组旋转速度相

当高，先是机舱出现了冒烟，在出现火苗以后，叶轮转速有

所降低，但是，其旋转速度也比平时快。当机舱出现爆炸声

摄影：田玉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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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机组的旋转速度降了下来，当天晚上叶轮还在低速旋转。

事故勘测

一、机组维修中发现的问题

在事故前的一次维修中，拆卸液压变桨系统油动机时，

现场人员发现：该机组变桨系统油动机内部的密封圈磨损严

重，且缸体内壁有杂质附着；拆卸油动机集成块上的电磁阀

时还发现，其中有两个电磁阀上的Ｏ型密封圈丢失，在此油

动机集成上共有 5 个电磁阀，其中两个是紧急顺桨电磁阀。

二、现场勘测

（一）齿轮箱油泵电机及滤油器

比较图 1 与图 2，可以看出齿轮箱滤油器和齿轮箱油

泵电机的外侧正对刹车盘。事故之后已经看不到齿轮箱油泵

电机，齿轮箱滤油器右侧融化严重，下部完全脱落。

如图 3 所示，齿轮箱油泵电机的外侧完全融化，靠近

主轴刹车器的齿轮箱油泵电机外壳已经融化，并且，油泵电

机铁皮的罩壳被融化后，已不见踪迹；图 4 是齿轮箱润滑

油泵电机的定子线圈，定子铜线圈严重变形，部分已经融化，

在油泵电机外壳融化后，因重力的作用，电机的定、转子全

部掉落到地上，而机舱上的变桨油动机液压站的电机和变桨

系统油动机液压油冷却系统的风扇电机因没有正对主轴刹

车器，事故后这两个电机的任何部位均未见烧熔的痕迹。

（二）主轴刹车器、刹车器罩壳以及主轴刹车盘  
该机组使用的是主动式刹车器，如图 5 所示，主轴刹

车器安装在齿轮箱高速轴正上方。主动式刹车器，又叫常开

式刹车器，主轴液压站上的电磁阀得电，给主轴刹车器供油，

刹车器刹车；电磁阀失电，主轴刹车器卸油、失压，主轴刹

车器上的弹簧使刹车器松开。

安装在齿轮箱上刹车盘如图 5 所示，事故机组主轴刹

车盘的两侧都磨损了 3 － 5mm，从图中可以看出刹车盘边

缘出现了较深的飞边，从刹车盘的颜色还可以看出，在主轴

刹车制动时，刹车盘的温度很高，磨损严重。

刹车盘与刹车器之间的间隙状况，如图 6、图 7 所示。

图中可以看出，机组烧毁之后，刹车片与刹车盘之间的距

离很小，在刹车器的右侧有融化沉积物，左侧刹车片的刹

车材料部分全部磨损，右侧的刹车片只有中部还有部分刹

车材料。

刹车片由两部分组成，有 8mm 的刹车材料和 12mm
的铁基组成，正常情况下，当刹车片磨损 3mm 就会报警更

图1 机组着火之前的齿轮箱滤油器与油泵电机（ABB）状况

图3 事故后的齿轮箱
油泵电机机壳状况

图2 机组着火后的
齿轮箱滤油器及
主轴刹车器状况

图4 事故后掉落在地上的齿轮箱油泵电机定子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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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刹车片；此次事故中两边刹车片磨损相当严重，基本把

16mm 的刹车材料全部磨损消耗掉了，左侧的刹车片铁基

部分已经严重变形。

如图 8 所示，整个主轴刹车器罩壳除了固定端还有部

分金属残留物外，其余部分全部融化。

（三）监控数据记录

1、机组报警记录

机组在事故之前正常并网发电，6 分 01 秒报“变桨机

械故障”，机组不能正常顺桨，风速较大，转速继续上升；

6 分 02 秒超过阵风设置值 1890rpm，有“阵风”报警，没

能按主控指令顺桨，转速继续上升；6 分 04 秒报 “齿轮箱

超速”；6 分 05 秒同时报出的故障有：“变频器报超速”、

“变频器正常信号出错”、“发电机超速”、“低速轴超速”、

“变桨速度太慢（报此故障，主控要求紧急顺桨，并主轴刹

车器参与制动）”，机组脱网，主控发出指令要求主轴刹车

器参与制动。

机组脱网甩负荷，转速迅速上升，6 分 06 秒机组报“齿

轮超速紧停”、“齿轮箱超速卡紧停”、“安全链断开紧停”；

报“低速轴超速紧停”、“低速轴超速卡紧停”。

机组三支桨叶同时不能顺桨，主轴刹车器长时间参与

制动，刹车片迅速磨损，在 6 分 30 秒报“刹车盘磨损”；

主轴刹车制动产生的剧烈火花把齿轮箱油泵电机烧坏，或把

齿轮箱油管烧爆漏油，6 分 37 秒机组报“齿轮油压过低”。

2、机组的功率和风速数据

从主控所记录的数据来看，事故机组在 6 分 05 秒脱网

时的瞬时功率接近或超过满发状态。

5 分 30 秒至 6 分 00 秒的 30 秒平均风速为 11.97m/s；
6 分 00 秒至 6 分 30 秒的 30 秒平均风速为 12.77 m/s；6
分 30 秒至 7 分 00 秒的 30 秒平均风速为 11.38 m/s；7 分

00 秒至 7 分 30 秒的 30 秒平均风速为 10.48 m/s；因传感

器或线路烧毁，其后不再有风速数据。

从风速数据来看，机组在事发时平均风速在 10 m/s
以上。

3、机组事故时转速数据

6 分 01 秒报故障停机之前，机组一直处于正常发电状

态，在 6 分 00 秒瞬时转速为 1831rpm，6 分 02 秒触发“阵

风”报警，阵风转速设定值为 1890rpm。

主控在 6 分 05 秒发出指令主轴刹车器参与制动，6 分

30 秒瞬时转速为 2501rpm，在 7 分 00 秒，其瞬时转速仍

然高达 2869rpm。由此可见，在主轴刹车器参与制动后的

图5 刹车盘与主轴刹车器

图6 主轴刹车器间左侧图 图7 主轴刹车器右侧间隙

图8 主轴刹车器及主轴刹车器罩壳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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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高速轴转速不仅没有降低，而且还在上升。

在 7 分 30 秒后因主轴刹车器的制动，或变桨系统的油

动机油管破裂后，因总油压降低部分顺桨等因素，机组转速

不断下降：

7 分 30 秒的瞬时速度为 2147rpm，在 30 秒内高速轴

速度降低 722rpm；

8 分 00 秒的瞬时转速为 1873rpm，在 30 秒内高速轴

速度降低 274rpm；

8 分 30 秒的瞬时转速为 1602rpm，在 30 秒内高速轴

速度降低 271rpm；

9 分 00 秒的瞬时速度为 1543rpm，在 30 秒内高速轴

速度降低 59rpm；

9 分 30 秒的瞬时速度为 1426rpm，在 30 秒内高速轴

速度降低 117rpm；

10 分 00 秒的瞬时速度为 1303rpm，在 30 秒内高速

轴速度降低 123rpm。

其后，由于火势的蔓延，传感器、线路或主控等部件

烧毁，监控不再有机组的转速数据记录。

在 6 分 05 秒发出主轴刹车指令到 10 分 00 秒的 3
分 55 秒内，风速较高，高速轴转速下降到 10 分 00 秒的

1303rpm，说明在这一段时间内高速轴一直处于制动状态，

且制动力矩很大。

事故原因分析

在风速较高时，并网机组因液压变桨系统的比例阀和

紧急收桨电磁阀堵塞、卡死出现变桨故障，造成三支桨叶同

时不能顺桨；主轴刹车器制动，因长时间地持续摩擦而产生

巨大热量导致机组烧毁。

一、桨叶不能顺桨原因分析

该机组采用的是液压变桨系统，由 1 台油动机控制 3
个桨叶，在吊装调试运行之后，轮毂变桨故障时有发生。当

机组出现 “硬件超速停机”，伴随报出变桨相关故障，清

洗或更换控制桨角变化的比例阀后故障解决。

由故障现象和原理分析，比例阀堵塞与机组报超速停

机有必然的联系，在运行过程中，比例阀堵塞必然会造成三

支桨叶不能同时顺桨，机组转速不断上升，触发“硬件超速”

停机，紧急顺桨电磁阀动作，机组顺利回桨。

如果比例阀和紧急收桨阀同时卡死，必然造成三支桨

叶无法安全顺桨。

油动机活塞杆在油缸内运动时，会产生磨损，而油动

机腔室的油循环是封闭的，且没有滤油系统，在循环油中，

密封圈或活塞杆磨损产生的杂质层，不能排出，比例阀的间

隙又很小，这可能造成比例阀堵塞或卡死；另一方面，在事

故前的一次维修过程中发现，油动机集成块上电磁阀Ｏ型密

封圈丢失，缺失的电磁阀密封圈和挡圈可能留在油动机集成

块中，油中杂质和密封圈均可能导致电磁阀通道堵塞、电磁

阀卡死。 
因此，油动机活塞杆及密封圈磨损不断地产生杂质，

油动机循环油又缺乏过滤装置，加之电磁阀的密封圈的丢

失，埋下了机组飞车的安全隐患。

紧急顺桨电磁阀有两个，分别位于活塞的两侧，一个

进油，一个出油。只有两个同时动作，方能执行紧急顺桨；

如果有一个紧急顺桨电磁阀不能动作，就不能完成正常的紧

急顺桨。

事故发生时，机组在满负荷风速以上报了“变桨机

械故障”，说明调桨比例阀出现问题，转速无法进行正

常控制，其后又报“阵风”故障、“变桨速度太慢”等故

障，6 分 05 秒机组脱网，到 7 分 00 秒，瞬时转速还高达

2869rpm，这远超过触发紧急顺桨的转速设定值，这说明

在事故发生时，不仅比例阀堵塞，而且紧急顺桨电磁阀也出

现了堵塞、卡死，最终造成油动机不能卸压，三支桨叶同时

不能顺桨。

二、机组着火点分析

从主控数据可以看出，主轴刹车器参与高速制动的时

间至少在 3 分钟以上，6 分 05 秒发出命令，主轴刹车器参

与制动，到 10 分 00 秒主轴刹车器还处于高速制动状态；

从现场勘测来看，主轴刹车器制动持续产生的热量和火花，

一方面，导致主轴刹车器和刹车盘磨损严重，刹车器罩壳、

齿轮油泵电机、齿轮箱滤油器等融化；另一方面，还导致齿

轮箱油管破裂、变桨油动机液压站和主轴液压站的油管破裂

液压油泄漏，进一步加剧了火势。

事故之后，刹车盘磨损相当严重（如图 5），主轴刹车

器两边的刹车片也严重磨损，然而，图 6、图 7 所示刹车片

与刹车盘之间的间隙并不大。刹车盘和刹车器磨损、主轴刹

车器液压站彻底失压，加上刹车器弹簧力的作用，刹车盘两

边的间隙均应该在 10mm 以上。由此看来，过火后刹车器

间隙不大，主要是由于事故时主轴刹车器制动产生巨大的热

量使刹车器的温度很高，刹车器上弹簧退火所致。

且主轴刹车器油管和液压站离起火地点较远，主轴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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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器的油管烧毁较晚，因此，在机组起火的初始阶段液压站

给主轴刹车器持续提供压力，使其一直处于制动状态，并在

主轴刹车器上持续产生火花。在主轴刹车器油管烧爆后，主

轴刹车器失去压力，本应由弹簧力的作用自然松开，但是，

此时刹车器弹簧由于刹车器的高温使其退火，已经失去弹

性，不能让刹车片回到应有的位置。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推断，

刹车器的发热相当严重，其制动过程中温升很高。

再者，齿轮箱滤油器外侧较内侧融化严重，滤油器的

下部全部融化、脱落；齿轮箱油泵电机罩壳和散热层的融

化，定、转子脱落，刹车器罩壳大部分融化。由此可见，主

轴刹车器制动长时间制动产生的热量巨大，也是机组烧毁的

根源所在；另一方面，从刹车器附近烧毁的器件可以推断，

这种因主轴刹车器长时间、持续地制动而引发的摩擦起火，

常规消防灭火装置容量有限，无法长时间工作而起不到灭火

作用。

三、机组烧毁的根本原因

三支桨叶同时不能顺桨是机组烧毁的根本原因。事故

时，叶轮的三支桨叶同时不能顺桨，加大了主轴刹车器的制

动力矩，制动时间也大大加长，引起长时间的制动摩擦起火，

导致机组烧毁。 
主轴刹车器的功用主要是便于机组的维护和维修，同

时，在一定的情况下，运行机组故障时对机组安全起作用。

如果风速较低或桨叶部分不能顺桨时，可以使机组安全停下

来，且不会造成事故的扩大。但是，在机组的三支桨叶同时

不能顺桨的情况下，叶轮的转速较高且具有巨大的角加速度

时，此时主轴刹车器制动不仅会造成主轴刹车器制动起火，

而且由于主轴刹车器制动时产生的巨大反向扭矩，还会使机

组倒塌。例如，某风电场机组倒塌、烧毁事故。风速较高，

运行机组故障脱网，三支桨叶同时不能顺桨，先是主轴刹车

器制动使机组完全停下来，短暂停机后，机组又再次迅速启

机。第一次停机主轴刹车器制动造成了机舱起火，叶轮再次

旋转起来后，机组硬件超速，第二次制动造成机组倒塌。

在运行机组故障时，主轴刹车器制动所消耗的能量主

要来自三个方面：机组在正常发电时叶轮所储存能量；在机

组甩负荷之后到主轴刹车器制动之前，机组所吸收的风能；

在主轴刹车器的制动过程中，叶轮所吸收的风能。

与其他的风电机组烧毁、倒塌事故相比，此次事故在

主轴刹车器制动时叶轮的角加速度较小，叶轮转速相对较

低；主动式刹车器制动扭矩比被动式小（小于两倍满负荷扭

矩），且变桨油动机液压站的油管烧毁破裂使叶轮部分顺桨，

因此，此次事故仅造成了机组烧毁，而没有倒塌。

四、事故再现

结合监控数据及现场实地查看风电机组烧毁情况，推

断风电机组烧毁前后运行情况：6 分 00 秒之前，机组一直

处于正常运行发电状态，瞬时转速为 1830rpm 左右，机组

处于满发状态。已超过额定风速，机组不断调桨，在调桨过

程中，比例阀卡死，触发“变桨机械故障”，机组桨叶不能

顺利顺桨，转速上升，触发“阵风”报警，在 6 分 05 秒时

同时报“变频器报超速”、“变频器正常信号出错”、“发

电机超速”、“低速轴超速”机组迅速脱网、甩负荷，因不

能顺利收桨，脱网之前机组瞬间的运行功率超过满负荷功

率，因 6 分 05 秒时还报了“变桨速度太慢”，主控发出主

轴刹车器制动的指令，由于甩负荷后飞升转速较高，主轴刹

车器的时滞以及瞬时风速的上升，在主轴刹车器制动后，叶

轮转速继续上升，6 分 30 秒瞬时转速为 2501rpm，7 分 00
秒瞬时转速达到 2869rpm，机组旋转速度相当高，同时，

主轴刹车器制动产生的巨大热量和火花导致“机组冒烟”。

刹车盘和刹车片磨损剧烈，刹车片迅速消耗，6 分 30
秒机组报“刹车盘磨损”，刹车器产生的热量及磨下的高温

金属磨削使周围部件损坏、着火，齿轮箱油管破裂、油管漏

油，6分37秒触发“齿轮油压过低”，加剧了机舱的着火面积。

主轴刹车器参与制动一段时间后，“出现了火苗现象”，因

制动力的作用，其后速度有所降低，10 分 00 秒瞬时速度还

有 1303rpm，比机组的最低转速 1000rpm 还高。

火势蔓延扩大，变桨液压站油管烧爆，由于变桨液压

站压力较高，压力在 190bar － 220bar 以上，且氮气罐储

能较多，油量较大，因此，在油管烧爆时，伴随着爆炸声，

当变桨液压站的油路烧爆后，卸掉了部分油动机压力，叶片

有一定的收桨，旋转速度下降，但是，由于比例阀和紧急顺

桨电磁阀已经卡塞，不能完全卸去油动机压力，叶片未能完

全顺桨，主轴刹车器的油管烧爆，主轴失去制动。因此，当

天晚上叶轮还在低速旋转。齿轮箱、主轴液压站、变桨液压

站内的油不断流出，火势蔓延，直至整个机组完全烧毁。

经验与总结

从此次事故可以看出，对液压变桨系统机组的运行经

验缺乏，对液压变桨系统的故障隐患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比

如运行时已多次报“变桨机械故障”、“变桨速度太慢”等

变桨故障，在没有深入分析彻底排除故障机组的情况下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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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埋下了机组烧毁的安全隐患。

动力油中的杂质会造成比例阀和其他阀体堵塞卡死，

对比例阀堵塞会造成三支桨叶同时不能收回；对于比例阀

和超速卸压同时故障时，必然会造成机组烧毁、倒塌事故

的发生。

从设计来讲，此液压变桨系统有待完善，该机组的控

制系统和安全卸压装置有待完善；机组硬件、控制软件都

还需不断地完善和改进。具体改进措施可以从以下几方面

着手：

第一、增加紧急卸压阀保护，采取多道冗余控制保护

设计；虽然该机组的控制软件和硬件有多道硬件超速设置，

但均控制的是同一个电磁阀，可以增加执行机构数量提高机

组的安全性。 
第二、在设计活塞和活塞杆时，应尽量避免和减少油

动机活塞在运动过程中杂质的产生；增加油动机系统的动力

油过滤装置。

第三、增加液压变桨系统的自检程序，例如超过规定

时间对紧急电磁阀进行自检，或者是在每次启机时均对紧急

顺桨电磁阀进行自检。

第四、此液压变桨系统在机械结构上采用的是一个油

动机同时控制三支桨叶的方式，可以改成三桨叶由分别的油

动机独立控制。

第五、通过远程通讯实时准确地检查机组安全性故障，

提高现场人员的思想素质和技术水平，尤其是加强维修、

维护人员和业主的机组安全意识，以及对现场人员的培训工

作，预防重特大事故的发生。

总之，对于变桨风电机组来说，三支桨叶同时不能顺

桨的情况严重危及机组安全，在设计、装配、维修、维护时

都应当注意。通过多种技术手段，提高人员素质，以避免机

组烧毁事故的再次发生。

结语

风电机组烧毁事故，损失很大，我们不能逃避责任，

敷衍了事，采取回避的态度，当事故发生之后，应追寻事故

发生的根本原因，有的放矢，才会收到良好的效果。

从绝大部分风电机组烧毁事故来看，大都是由于雷击、

电器、线路起火，或机组在运行过程中，因制动或旋转部

件损坏而造成剧烈摩擦引发火灾。可以通过完善设计、增

加安全意识、提高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等主动措施降低火

灾事故的发生率，而不是一味地增加消防系统等被动防火

措施。

在机组事故发生后，如果对风电机组的烧毁、倒塌事

故所产生的原因还没有查清，事故分析人员匆忙得出结论，

甚至得出错误的结论，就会为日后的工作留下很多隐患。由

于事故的根本原因没有查清，所采取的预防火灾措施无的放

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增加了不少的成本后，

既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还隐藏了机组真实的安全隐患，结果

类似的事故可能仍会再次发生。 
风电机组的运行环境恶劣，在主控设定的条件下自动

控制运行，因此，我们要以预防为主，不仅要防止风电机组

烧毁、倒塌事故的发生，而且还要考虑到风电机组的生产、

运行和维护成本，最终达到机组在 20 年内成本较低，甚至

更长时间内达到度电成本最低。

（作者单位 ：王明军，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风电事业部 ；邵勤丰，

东方电气自控研发中心）

摄影：柳玉



产业 | Industry

68  风能 Wind Energy 

欧盟等先进国家在碳配额交易市场的建设过程中积累

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而我们国家也在 2013 年启动了针对

五省两市的碳交易试点。本文旨在分析对比国内碳排放交易

试点省（市）与国际碳配额交易市场在主体范围、配额分配、

交易登记体系建设、监测统计报告制度等方面的异同，对国

内碳交易的涵盖范围、分配方式、企业在碳配额市场面临的

机遇与挑战等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

碳市场概述

碳市场是进行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减排量和排放权交

易的市场。目前，根据交易产品类型区分，碳交易市场可分

为两大类型 ：基于配额的交易市场和基于项目的交易市场 ；

根据市场驱动力区分，碳市场又分为强制碳交易市场和自愿

碳交易市场。强制碳交易市场为温室气体排放量超过上限标

准的国家或企业提供交易平台以完成其减排目标；自愿碳交

易市场则是企业从社会责任、品牌建设、社会效益等方面出

发自愿进行碳交易以实现其目标。基于配额的交易在各强

制配额市场中存在，如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澳

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温室气体减排计划 (GGAS) 和美国区域

温室气体减排计划 (RGGI) 等。基于项目的交易目前主要有

清洁发展机制（CDM）下的核证减排量（CERs）、联合履

行机制（JI）下的减排单位（ERUs）以及自愿核证减排量

（VERs）等。

中国参与碳交易市场主要有以下途径 ：作为清洁发

展机制项目提供方参与到国际碳交易市场、参与自愿减排

（VER）交易活动、国内碳交易试点省（市）的市场建设。

国内碳交易试点省（市）与国际碳交易体系
对比研究

2009 年 11 月国务院确定了 2020 年单位 GDP 的碳

排放强度在 2005 年的基础上降低 40%—45% 的减排目标。

“十二五”规划也明确指出，未来五年（2011 年—2015 年）

要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在此背景下，2011 年 10 月

29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了《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

易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深圳、北京、上海、重庆、天津、

广东和湖北七省 ( 市 ) 作为碳排放交易试点省 ( 市 )，并要求

国内碳交易试点省（市）进展
与国际碳交易体系对比研究
文 | 李佳

摄影：赵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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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试点省 ( 市 ) 研究制定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管理办法。2014
年 6 月 19 日，重庆市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宣布开市，至此，

中国北京、上海、天津、湖北、广东、深圳、重庆等七个碳

排放权交易试点省 ( 市 ) 已全部开始实际交易。七个碳交易

试点省 ( 市 ) 共纳入企业 2000 多家，总配额量超过 12 亿

吨。截至 2014 年 10 月，中国碳市场累计成交量 1375 万吨，

累计成交金额突破了 5 亿元。

虽然试点工作已启动三年，我国碳交易市场仍处于初

步建设阶段，离成熟运行还有一定的距离，学习借鉴国际上

先进的经验可以促使我国碳市场少走弯路尽快走向成熟。对

于国内碳市场交易体系建设来说，主要考虑的因素有交易的

主体范围、配额的分配方式、登记注册体系建立情况、核查

监管机制等方面。下文就我国目前开展的七省 ( 市 ) 碳交易

试点与国际碳排放交易机制建设情况，做如下几方面的对比

分析。

一、主体范围

交易体系的覆盖范围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交易体系的

市场运行及效果。《京都议定书》附件 A 给出了人类排放的

温室气体主要有 6 种，即二氧化碳（CO2）、甲烷（CH4）、

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碳（PFCs）
和六氟化硫（SF6）。

从欧盟及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各个行业的温室气体

排放都会造成温室气体效应，且引起温室气体效应的绝不

仅仅是二氧化碳一种气体。主要温室气体及其增温效应，

见表 1。
由表 1 可见，二氧化碳的增温效应较其他温室气体相

对较大，对全球变暖的影响也最大，所以在交易时，所有的

温室气体减排量都被折算成二氧化碳当量，但其他气体所引

起的温室气体效应也不能忽视。只有全盘考虑各个行业、各

个排放源的整体情况，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减排。欧盟碳

排放交易体系（EU ETS）于 2005 年 1 月 1 日正式开始运

作，是迄今为止运行最为成功的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
覆盖国家、管控行业和管控温室气体种类逐步增加，2013
年开始还将一些新的工业领域和二氧化碳之外的一些温室

气体纳入减排体系。新的工业领域包括化工、制氨、电解铝、

硝酸、乙醛酸生产中产生的氮氧化物和电解铝行业产生的全

氟化碳（PFCs）等。此外，二氧化碳的捕获与封存将被纳

入作为减排配额的供应源。

目前，国内碳交易市场初期只考虑了二氧化碳一种温

室气体，同时，国内七个试点省（市）纳入行业及纳入标准

各有不同，比如广东、重庆、湖北和天津首批纳入主要以工

业企业为主，因此纳入的标准相对较高，纳入单位数量较少；

深圳和北京碳交易试点结合自身情况纳入大量非工业排放

源，纳入的标准相对较低，纳入单位数量较多；上海既有工

业企业，又有非工业排放源，因此差异化的设置了两个纳入

标准，见表 2。
各个试点省（市）在保证市场平稳发展的同时，应逐

步扩大和调整碳排放市场的覆盖范围，制定更为严格和合理

的碳排放标准，同时根据未来行业发展的可能性增加管制气

体的种类。

二、配额确定

从当前全球范围内温室气体排放交易市场制度设计来

看，碳配额的分配方式主要有无偿分配和有偿分配两种。无

偿分配需要考虑采用何种方式进行配额的分配，一般有祖父

分配法（即“历史法”）和基准线分配法两种。有偿分配一

般采用拍卖的方式决定价格，也有采用固定价格进行有偿分

配的。两种分配方法的优劣及其应用见表 3。  
目前我国仍处于引入碳配额交易制度建立的初级阶段，

试点地区主要采用企业历史排放水平（“祖父原则”），同时

辅助行业基准线法则的方法确定碳配额分配。深圳、北京、

上海等第一年的初始配额完全免费，只有广东在初始分配配

额的时候考虑了有偿分配，有偿比例是 3%。但是在实际操

作过程中间，企业往往倾向于高报自己原有排放水平以多获

配额，而技术和工艺水平相对较高的企业，由于其历史的排

放水平比较低，相应获得的碳额度反而少；同时，行业的技

术和相关研究往往缺乏相应标准，操作层面有难度。

免费分配的碳配额会降低企业生产能力，降低企业采

取更低碳环保的工艺达到节能减排的意愿，减弱企业在国际

市场的竞争优势。从长期看，有偿买卖碳配额是初始分配的

主要发展趋势，但是需要建立在制度完善和市场成熟的基础

表1 各类温室气体的排放特征

种类 增温效应 /% 生命期 /a

CO2 63 50 － 200

CH4 15 12 － 17

N2O 4 120

HFCs
11

13.3

PFCs 50000

SF6 7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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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目前，我国碳市场可以在交易制度建立的最初，确定一

个免费分配的比例，再将其进一步划分成若干个阶段，逐渐

降低免费分配的比例配额，直到实行完全拍卖为止。 
三、交易登记系统建设

欧盟、英国、美国建立的都是统一的碳交易市场，一

个国家或地区一般只有一个交易所。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EU ETS）为例，EU ETS 是通过欧盟独立交易登记系统

（The Community Independent Transaction Log, CITL）
对每一个排放实体配额的发放、转移、取消、作废和库存等

进行记录和管理。采用 CITL 电子信息系统对排放配额进行

表2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覆盖范围

试点 工业和建筑 纳入标准 纳入单位数量

深圳 工业：电力、钢铁、石化、建材等
工业：年排放 3000 吨以上

公共建筑：20000 平方米以上
机关建筑：10000 平方米以上

工业：635
建筑：197

上海 非工业行业：航空、机场、商店、宾馆等
工业：年排放 2 万吨以上

非工业：年排放 1 万吨以上
191

北京 电力、水泥、热力、石化、其它工业和服务业 年排放 1 万吨以上 490

广东 电力、水泥、钢铁、石化 年排放 2 万吨以上 242

天津 电力、水泥、热力、石化、钢铁、化工等 年排放 2 万吨以上 114

湖北 电力、钢铁、水泥、化工等 年消耗 6 万吨标煤及以上工业 138

重庆 电力、钢铁等 年排放 2 万吨以上 242

表3  碳配额分配方式对比表

分配方式 规则 优点 缺点 应用国家

无偿
分配

祖父分配法
依据企业的历史排放
量进行分配的方式

理论上易行，计算方法也
相对简单

第一，依据历史数据进行分配
会对较早采取减排行动的企业
造成不公平的待遇；
第二，长期来看，基准期的数
据很可能没有考虑到企业的近
期企业或经济的发展状况；
第三，新进入的企业缺乏历史
排放量数据作为分配额的参
考。

欧盟（第一和第二阶段：
2005 年至 2012 年）

基准线分配法
依 据 一 定 的 绩 效 标
准，与依据历史排放
量分配相比

能够激励企业采取减排行
动，采用统一的绩效标准
进行核算可以将投资引导
至低碳技术企业。

绩效标准确立时需要大量的数
据作支撑，一方面很多数据难
以准确获得；另一方面数据的
收集及标准的确立会增加工作
成本。

新西兰 1

有偿
分配

拍卖
将碳配额以公开透明
的方式进行拍卖

市场公平化；提高市场效
率；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
新；为企业决策者进行长
期的减排决策提供信息。

市场还未成熟
美国 2

欧盟（第三阶段：2013
年至 2020 年）

固定价格
将配额以固定价格出
售给有需求的企业

根据明确的减排目标量确
定配额价格，排放企业直
接依据排放量支付费用。

价格难以确定
澳大利亚 ( 第二阶段：
2015 年 6 月之后 )

1 新西兰和美国均是免费分配和有偿买卖相结合的分配方式；2 新西兰和美国均是免费分配和有偿买卖相结合的分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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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每一个欧盟成员国都有一个国家配额登记账户，各国

政府的碳排放事务管理机构均与 CITL 电子信息系统连接。

每一个纳入 EU － ETS 的排放实体也均有配额登记账户。

目前国内已经运行的七个碳交易试点彼此独立，各自

建设了登记注册系统和交易平台。经过前期试点，各个市场

在不同模式构架下，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所纳入的行业不同，

纳入的企业标准不同，价格确定机制不同，具体的交易规则

也不同。同样是对机构投资者开放，准入门槛却各不相同，

深圳、湖北对注册资金没有要求，天津则要求注册资本最低

为五千万元。此外，除了在交易所进行的场内交易，北京、

天津还同时允许企业之间进行线下的协议交易。

由于政策和技术方面的诸多复杂问题，短期内不同省

市之间很难实现互连，继续增加试点省市，只会形成更多独

立分散的小市场，对建立全国碳市场意义不大，势必还会造

成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要想让市场机制真正发挥作用，必

须打破封闭状态，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大市场。国家发改委

明确表示要加快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今年年底有望

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争取在 2016 年开始运行，在

“十三五”末的时候能够形成相对比较成熟的全国碳排放权

交易市场。它还将建立国家统一的登记注册系统和第三方核

查体系，制定碳市场监管规则和风险防范措施。

四、监测统计报告制度

温室气体排放监测统计报告制度，是温室气体减排政

策体系构建及碳减排制度创新的重要制度基础和机制保障。

EU ETS 规定企业在申请碳排放权配额时，需要在申请报

告中制定一份详细的排放量监测计划，提供与检测程序相关

的材料。有关权威部门会对该计划进行审核，以确保其操作

的可能性。此外，排放报告要经过专门的核定机构进行核定

后才能上报。

2013 年 10 月 15 日，国家发改委印发了发电、电网、

钢铁、化工、电解铝、镁冶炼、平板玻璃、水泥、陶瓷、民

航等首批 10个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适用于全国范围内相关行业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

告。计划 2014 年再公布 3—10 个，从而满足企业核算温室

气体报告制度建立的基本需求。根据《中国碳市场履约报

告》，2014 年 7 月以来，试点城市中，上海以 100% 的履

约率完成了履约工作，并全部按时提交了排放报告，北京碳

市场履约率 97.1%。深圳和天津分别有四家未完成履约，广

东有两家企业未按时完成履约。

我国七个试点省市的碳配额总量约 12 亿吨，成为继欧

盟之后的第二大碳配额交易体。配额发放是否合理，体系是

否规范，市场运行是否顺利，企业参与是否积极有效，都将

在这次履约大考中得以体现。

建议及展望

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国际温室气体减排

的发展趋势，同时我国也在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减排途

经。我国目前已经开市的各地碳交易市场体制在配额、标准、

监测等方面还不够完善，较国际还有一段差距，这也在一定

程度上导致七省（市）碳交易价格大相径庭，给跨区域碳交

易的实现带来多重障碍。要想让市场机制真正发挥作用，必

须打破封闭状态，构建全国性的碳交易市场。

一、在任何排放权交易体系中，最艰巨而重要的一步，

莫过于初始排放权配额的分配。

配额分配不仅决定了整个交易体系中总排放量的数量

及交易的具体价格，还决定了成员之间进行交易的成本和福

利分配。目前我国仍处于引入碳配额交易的初级阶段，采用

以“祖父原则”为基础的免费配额为主，拍卖及规定固定价

格配额为辅的方法。从长远看，免费分配会降低企业的竞争

力。随着交易制度的逐步建立，应逐步降低免费配额的比例，

扩大碳配额拍卖比例。

二、碳资产作为企业的一项资产，如果经营的好，能

够为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

中国企业，尤其是能源排放大户企业，应根据自身特点，

建立符合企业需要的温室气体统计、监测、考核体系，在获

得合理减排量之后，首先考虑其内部排放指标的分配，其次，

可以将剩余的减排量进行买卖，获取利润。除此之外，企业

还可以申请碳标签、开展碳中和、碳披露等活动，一方面满

足国际市场日益严峻的碳政策，另一方面可以履行企业社会

责任，实现绿色生产，将环境污染成本内部化，塑造企业良

好的社会形象，提升企业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力。

三、从项目交易逐步扩展到标准化碳合约交易。

从欧洲排放权交易体系经验来看，碳排放权期货和现

货交易可以同步开展，充分发挥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和风险管

理能力，使碳排放权期货服务于碳市场。因此，在我国也可

以考虑在初期开展现货交易的同时开发期货期权合约交易，

逐步由以项目为主的交易向以标准化合约为主的交易过渡，

适时推出碳排放权标准合约及其衍生品的交易。

（作者单位 ：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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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场微观选址技术研究
文 | 徐栋，潘家国，赵令金，张先儒

风电场微观选址即风电机组位置

的选址，是风电场施工阶段的重要环

节。针对风电场场址不同区域的地形

条件，通过分析场区风能资源特征、

多种风电机组布置方案的经济技术比

较，确定合理的风电机组排布方式，

不仅要使风电场具有较好的发电量，

而且要尽可能的减少建设投资。本文

根据微观选址前所需搜集的资料、微

观选址方案制定、选址过程遵循的原

则和需注意的问题等，结合工程实例，

对风电场微观选址工作进行了探讨，

为风电勘测设计工作提供了依据。

资料搜集

现场微观选址前需要搜集资料，

制定微观选址方案。这些资料主要包

括以下内容 ：

（1）风电项目审定后的可行性研

究报告。

（2）风电场内部或附近测风塔至

少一年的测风数据，测风数据完整率

需满足 90% 以上。

（3）参证气象站情况，包括气象

站建站时间、站址变更历史记录、站

址周围建筑物和植被的重要变迁记录、

气象站测风由人工记录变为自动观测

的时间以及平行观测记录 ；参证气象

站气象资料，主要包括近 30 年年平均

风速、年最大风速、与测风塔测风数

据同期的逐小时平均风速风向数据。

（4）风电场区域 1:2000 实测地

形图，地形图除反映必要的地形、地貌、

位置和高程信息外，还需要反映场区

内居民点分布、植被和耕地覆盖、道路、

输电线路、油井、石油和天燃气管线、

文物、军用设备等信息，如场址位于

不同行政区划边界，还应反映两省（市、

县）的界线。

（5）风电场区域压覆矿产情况，

如拟建风电场压覆矿产资源，则需要

国土部门出具的安全距离说明。

（6）风电场区域内的其他规划用

地范围。

（7）风电场区域的争议用地，并

需要项目业主落实其可用性。

（8）风电机组机型参数及当地空

气密度下功率曲线、推力系数。

微观选址方案制定

根据搜集到的资料，首先要进行

区域风能资源评估，在地形图上进行

风电机组布置，制定微观选址方案。

一、数据检验及风能资源评估

（一）测风数据检验

测风数据检验需要按照《风电场

风能资源评估方法》（GB/T18710 －

2002）的规定进行。在处理测风数据

时会遇到一些特殊情况，例如静风情

况、测风仪遭冻结、某高度的风速仪

或风向仪损坏等，需要进行原因分析

和处理。

（1）静风是指平均风速小于

0.5m/s 的情况。此时，测风资料中显

示在某时段内多个高度的风速数据均

为 0.4m/s，但在该时段的上下时段风

速均表现正常，并且风向在该时段内

几乎无变化，这种情况下多为静风状

况。静风并不代表无风，只是实际风

速小于测风仪的最小阈值，显示风速

为 0.4m/s，这种情况属于正常状态，

一般持续时间较短，不需要处理。

（2）我国北方和西南的某些地

区，冬季在降水之后由于气温较低，

会将风速或风向仪冻结，测风资料中

显示某时段内某高度的风速数据均为

0.4m/s，或风向保持某一值不变，而

同时段的其他高度以及其他时段内的

风速风向均正常，此时对应时段的气

温值处于 0℃以下。这种情况下，需

要将遭冻结的某高度风速数据与其他

未遭冻结高度的风速数据做相关分析，

并进行插补。  
（3）测风塔某高度的风速仪在

大风或其他情况下会损坏，表现为某

高度风速数据在相当长时段内显示

0.4 m/s，或者从某时刻开始某高度的

风速出现小于其下面高度的风速，其

他高度风速和风向均正常。这种情况

下，需要利用相邻高度风速数据进行

插补。 
（二）风能资源评估

微观选址在可行性研究阶段之后，

风电场区域的场址、测风数据等均有

可能发生变化，因此，该阶段的风能

资源评估十分必要。

风能资源评估的主要内容与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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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研究阶段基本一致，主要包括风电

场场址的空气密度、预装轮毂高度代

表年平均风速和风功率密度、风电场

区域风向和风能方向频率分布、各风

速段风速和风功率密度频率分布、风

速和风功率密度的年内变化和日变化、

风切变指数、湍流强度、50 年一遇最

大风速等。

二、微观选址方案制定原则

根据风能资源评估结论，首先需

要制定合理的微观选址方案，并应遵

循以下原则 ：

（1）尽可能布置在风电场内风能

资源较好、发电量大的位置，使其能

够充分利用风能资源发电。

（2）平坦地形条件下，采用规则

排布，根据风电场主风向、主风能方

向确定合理的风电机组排布方向和间

距 ；复杂地形条件下，风电机组排布

不规则，还需要结合地形走向，确定

合理的风电机组排布间距。应尽可能

减小风电机组间尾流影响，增加发电

量，并使风电机组布置较为集中。

（3）综合考虑风电场的设备运输、

电气、施工安装条件，力求电力电缆

长度最短，运输和安装方便，尽量减

少风电场配套工程投资。

（4）尽可能利用已开发的土地或

荒地，不占用或少占用林地、耕地，

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5）尽可能远离居民点，避免建

成后风电机组运行噪音等对当地居民

生活造成影响。

（6）尽可能远离高压输电线、石

油和天然气管线、高等级公路、矿产

资源压覆区等，避免在风电场建设和

运行过程中产生影响和引发事故。

（7）尽可能远离重点文物保护区、

民用和军用设施，避免风电场建设过

程中产生的损坏和干扰。 

现场微观选址

依据制定的微观选址方案进行现

场微观选址。以下将总结现场微观选

址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1）为了使风电机组在运行过

程中产生的噪声不影响居民的正常生

活，风电机组布置与居民点之间应保

持一定的距离。《风电场噪声限值及测

量方法》中规定，乡村中居民住宅等

需保持安静的地方，噪声限值为夜间

45dB，白天 55dB，夜间噪声排放最

大声级不超过限制的 15dB。有研究表

明，现代风电机组在不同风速下的声

功率级在 100dB － 106dB 之间。按

照点声源衰减公式计算，风电机组与

居民点的水平距离应不小于 350m。

（2）某些风电场内会有石油或天

然气管线穿越，按照《石油和天然气

管道保护法》的规定，在管道两侧修

建构筑物的与管道距离应符合国家技

术规范强制要求。因此，在遇到某些

机位附近有管线分布的情况，应与管

道企业落实安全距离。

（3）如遇到风电机组周边有高压

线的情况，需要参照《电力设施保护

条例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进行避让。

按细则规定，常见的 35kV、110kV
等级的电压导线边线在计算导线最大

风偏情况下，距建筑物的水平安全距

离分别为 3m、4m，并且杆塔周边分

别在 5m 和 10m 的范围内不得开挖、

钻探。《风力发电场设计技术规范》规

定了风电机组与架空线路安全距离应

满足风电机组吊装、维护以及正常运

行时不影响线路运行。因此安全距离

需结合细则和规范的规定以及风电机

组塔筒高度和叶片长度确定。

（4）对于风电场内公路的避让的

情况，需参照《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的规定，即高速公路、国道、省道、

县道、乡道建筑控制区的范围从公路

用地外缘起向外的距离标准分别不小

于 30m、20m、15m、10m、5m。同

时安全距离还需要结合风电机组塔筒

高度和叶片长度考虑。

（5）如遇到文物保护区、压覆矿产

区域、军事保护区等情况，则需要与相

关部门协商落实其与机位应控制的距离。

现场选址过程中如遇到以上不满

足条件的机位，则需要进行局部移动，

移动的方向和距离需要结合与周边机

位的距离、方位以及主风向、主风能

方向，保证机位移动后相互之间的尾

流影响和湍流强度都处在合理范围内。

微观选址成果复核

通常在微观选址过程中会设置多

个备用机位，以备某些机位因不能使

用而作为替换。在复核过程中还需要

对备用机位的建设条件、发电量、配

套投资等进行综合比较，选择最优的

机位作为推荐方案。

针对最终的推荐方案，需要复核

计算各机组的尾流影响、发电量、湍

流强度等，确定在所选择的机位上风

电机组性能能够充分的体现，满足机

组安全等级要求，并提出风电场评估

发电量。复核计算的过程中应采用多

种计算软件，如 WAsP、WindPro、
WindFarmer、WT、WindSim 等 目

前主流计算软件，依不同的地形条件

选用，对复核结果进行比较，总结其

共同规律，并选取合适的推荐结论。

工程实例

一、平坦地形条件

平坦地形条件下，风能资源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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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均一，若盛行风向稳定，主风向

和主风能方向明确而较为单一，风电

机组采用规则排布为宜。不仅可以有

效的控制尾流影响，很大程度的减少

集电线路、道路等配套投资，而且排

布整齐、美观。

本文以西部某风电场为例，说明

平坦地形条件下的微观选址过程。该

风电场位于戈壁荒滩，地形平坦开

阔，装机容量 200MW，安装 100 台

MY103/2000kW － 80m 型风电机组。

风电场风能玫瑰图如图 1 所示。由

图 1 可见，该风电场主风能方向为西

（W），单一且明确。因此本风电场在

制定微观选址方案时，风电机组排布

应垂直于西（W）风，并使后排风电

机组位于前排两台风电机组之间。为

了保证风电机组间湍流强度值处于安

全范围，垂直于主风能方向上同列内

风电机组间距一般应不小于 4D，同时

为了减少上下游风电机组间的尾流影

响，平行于主风能方向上风电机组间

距一般应不小于 9D。为了进一步减小

风电机组间尾流影响，增加风速恢复

距离，可适当拉大个别列之间的距离。

经过各种方案比较，最终确定，本风

电场风电机组排布分 5 列，同列内风

电机组间距为 4D，平行于主风能方

向各列距离相等时，年上网电量最大，

尾流影响最小。风电机组布置如图 2
所示。

由于风电场位于戈壁滩地，地形

较为平坦，大部分初选机位均可以使

用，现场微观选址过程中仅对部分位于

行洪区内的机位进行了局部移动，部分

机位在施工过程中做防洪处理即可。

二、山地、丘陵地形条件

山地、丘陵地形条件下，风能资

源分布差异较大，需要根据地形和风

能资源文件对风电机组进行优化布置。

本文以甘肃东部某风电场为例，

说明山地、丘陵地形条件下的微观选

址过程。该风电场位于低山丘陵区，

地形起伏较大，装机容量 50MW，安

装 25 台 W105/2000kW － 80m 型风

电机组。风电场风能玫瑰图如图 3 所

示，由图可见，风电场主风能方向为

南（S）、东南（SE）、南东南（SSE）。

由于风电场有多个主风能方向，风机

优化布置过程中，主风能方向间距应

不小于 6D，垂直主风能方向间距不小

于 4D。设计过程中，设置了多种风

电机组间距进行优化布置，最终选择

发电量较大、尾流影响处于可控范围、

布置较为集中的方案作为推荐方案。

对附近存在居民点、输电线等敏感点

的机位进行了避让，调整后的推荐方

案风电机组布置见图4。在推荐方案中，

发电量较大、施工条件较好的 33 台风

电机组机位作为首选机位 ；发电量较

小、施工条件有一定难度的 5 台风电

机组机位作为备选机位。

现场微观选址过程中，将不满

足条件的机位予以弃用，部分机位

视现场情况进行了局部调整。最终

确定微观选址后风电机组布置如图 5
所示。

微观选址后，利用 WindFarmer、
WindSim 软件进行复核计算，得出风

电场理论发电量和尾流影响后发电量，

并考虑综合折减，最终得出上网电量。

经复核，各机位湍流强度、50 年一遇

最大风速等满足设计要求，年上网电

量和尾流影响见表 1。
WindFarmer 和 WindSim 软

件的计算结果相近，但略有差别，针

对每个地区，每种软件有一定的适用

性。设计利用两种软件对风电场场址

内的两座测风塔的风速进行了互相

推算，结果表明，在该风电场采用

图1 西部某风电场风能玫瑰图

图2 西部某风电场风电机组布置图

图3 甘肃东部某风电场风能玫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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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Farmer 软件计算得到的风速与

实测风速更为接近。因此设计最终采

用 WindFarmer 软件的计算结论。

结论

（1）前期收集的资料是编制微观

选址设计方案的基础，务必要全面、

详细。测风数据处理过程不仅要严格

按照《风电场风能资源评估方法》的

相关规定，还需要分析某些特殊情况

下的数据异常原因及其处理方法。

（2）应根据平坦地形和相对复杂

的丘陵、山地地形，分别制定合适的

风电机组布置方案。通过风能资源评

估结论和地形特征确定风电机组排布

方向，并通过设置不同的风电机组排

布间距拟定多种布置方案，最终选取

发电量较高、布置集中、投资较少的

方案作为推荐方案。

（3）石油和天然气管线、高压线

等敏感地物的避让应遵照相关的法律

法规规定，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通

过实测地形图避让和现场确认来实现。

（4）微观选址成果需要依据不同

地形选择适用的评估软件进行复核计

算，确认初选机位的湍流强度、50 年

一遇最大风速等符合安全等级要求，

尾流影响合理可控，并推荐风电场年

上网电量估算结果。

（作者单位 ：徐栋 ：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潘家国、赵令金 ：

国投白银风电有限公司 ；张先儒 ：国投哈

密风电有限公司）

图4 甘肃东部某风电场微观选址方案风电机组布置

图5 甘肃东部某风电场微观选址最终风电机组布置

表1  微观选址后最终方案复核结果

计算项目 WindFarmer 软件 WindSim 软件

年上网电量 ( 万 kW.h) 9689.5 9940.1

平均尾流影响 (%) 5.59 3.59

利用小时数（h） 1938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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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如东 150MW 海上风电场示范项目位于江苏省如

东环港外滩离岸 3km － 7km 的潮间带区域，在国内首次

采用多桩钢构架风电机组基础。为了解整机的振动特性，

并为开展监测提供依据，本文采用大型通用有限元软件，

对整机自振特性进行分析。

多桩钢构架风电机组基础结构特征类似于海洋石油平

台中的导管架式卫星平台，其差异在于风电机组基础结构

除承受较大的波浪等水平荷载外，上部空气动力荷载产生

了巨大的弯矩，成为结构受力的控制性因素之一。而更重

要的是，为避免发生共振造成风电机组故障、寿命降低甚

至出现安全事故，由地基、基础、塔架、上部机组等各部

分组成的整体自振频率必须满足风电机组厂家给出的频率

范围要求。

海上风电机组频率要求

海上风电机组振动的主要因素有 ：

（一）风速、风向变化引起的塔架振动  
风荷载包括平均风和脉动风两部分。平均风在给定时

间内风力大小、方向等不随时间变化，相当于静力作用。

脉动风则随时间随机变化，结构产生随机的顺风向振动、

横风向振动。当风向变化、风力作用点与结构弹性中心不

重合时，还将产生空气动力扭矩，风轮迎风装置动作，以

保证风轮机叶轮总是对准风向。

（二）叶轮旋转引起的振动  
风电机组在运行中，叶轮每转一周就会有 k 次振动（k

为叶片数目），叶轮转速为 n r/min，则每分钟就会有 kn 次

振动。已有研究表明，塔架固有频率 f <kn 的称为“硬塔”，

“硬塔”造价较高 ；塔架固有频率 n<f<kn 的称为“软塔”；

塔架固有频率 f<n 的称为“甚软塔”。海上风电机组一般均

为上述的“软塔”。

（三）机舱内部机械振动  
主要是发电机、磁极运动产生的振动，风电机组齿轮

箱产生的振动等。其中，风和波浪是海上风电机组结构承

受的主要荷载，这些荷载具有明显的动力特性，海上高耸

的风电机组结构体系在这些动力荷载作用下将产生显著的

动力特性，而这些动力效应总是趋向于增加应力数值并损

害结构的长期承载能力。因此，风电机组－塔架－基础－

地基系统是一个相互作用高度耦合的动力系统，需采用结

构模型进行动力分析，以掌握结构的动力特性和响应。在

整机频率分析时，需要分析塔筒振动问题、叶片振动问题、

整机振动问题等，其中塔筒振动及叶片振动主要是在塔筒

及叶片设计及安全校核时采用，而整机频率校核则影响到

整机运行安全及寿命。

图 1 为恒定转速风电机组及变转速风电机组的允许频

率范围示意图。对于变转速风电机组，以 3 叶片为例，其

1P 与 3P 频率之间的区域为风电机组基础结构设计时需要

基于多桩钢构基础的海上风电机组
整机自振特性分析

文 | 高宏飙，季晓强，姜贞强

图1 恒定/变转速风电机组允许频率范围示意图



Technology | 技术

2 0 1 4 年 第 1 2 期  77  

考虑的整机固有频率允许范围，可见，该区域非常狭小，

加之设计时还需要根据规范预留 5% － 10% 的安全裕度，

则该区域更为狭小，若结构设计的过“柔”，则容易低于该

区域下限而产生共振，若设计的过“刚”，则容易高于该区

域上限产生共振，加之，处于经济性考虑，整机固有频率

又不宜超越 3P 上限，因此对风电机组基础结构设计提出了

较高要求。

模态分析基本原理

一、模态分析基本原理

动力学基本方程可表示为 ：

 M UU C K U F t+ + =p o ^ h6 6 6@ @ @" " " ", , , ,

其中 ：[M]、[C]、[K] 分别为质量、阻尼、刚度矩阵 ； 

Up" ,、 Uo" ,、 U" ,分别为节点的加速度、速度、位移向量。

对于模态分析而言，其假定为忽略阻尼的自由振动形

式（即 [C]=0 ；F(t)=0）：

 M U K U 0+ =p6 6@ @" " ", , ,

对于典型的无阻尼模态分析而言，基本方程的求解实

质上是特征值求解问题 ：

 K M2
i i iU U~=6 6@ @" ", ,

其中 ： iU" ,为第 i 阶模态的特征向量 ； ωi 为第 i 阶模

态的固有频率。

二、模态分析

（一） 有限元模型

1 塔筒

在忽略法兰连接的情况下，可认为塔筒是变截面壳体。

根据其几何主要受力特性，可采用板单元或壳单元，由于

壳单元除了弯曲变形还有中面变形，而且壳体的弯曲内力

和中面内力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但板单元的变形只为弯

曲变形，因此，塔筒采用壳单元 SHELL181 最为合理。由

于本塔筒沿高度方向厚度变化多，共 11 种壁厚参数，在建

模时完全按照实际情况进行了建模，如图 2。塔架几何参数

见表 1。
2 桨叶、机舱和轮毂

桨叶转动频率与固有频率相差较大，采用传统的建模

方法，不考虑桨叶转动对塔体的影响，即为停机状态下的

风电塔。将桨叶、机舱与轮毂作为集中质量作用于塔顶，

考虑使得质量在塔顶分布均匀，因此将质量平均分散在塔

顶的十个节点上，均采用 mass21 质量单元模拟。

3 风电机组基础结构

风电机组基础结构为五桩钢构架结构，钢构架部分均按

照实际尺寸进行建模，考虑均为连续的壳体结构，采用壳单

元SHELL181来模拟，如图 3。基础导管架几何参数，见表 2。

表1 塔架几何参数

塔段 高度 (m) 长度 (m) 外径 (m)

1 16.5 16.5 4.22

2 32.5 16 3.95

3 68.5 35 2.392

参数：材料 Q345； 弹性模量：210Gpa；密度 7850kgm

表2 基础导管架几何参数

编号 构件 外径 (m) 厚度 (mm) 长（m）

1 主筒体

4.22 50 3370

4.22-2.5 40 6000

2.5 50 2000

2 上斜撑 1.4 24 11230

3 下斜撑 1.1 24 5370

图3 五桩钢构架结构基础模型

图2 塔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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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第一阶振型俯视图        （1b）第一阶振型正视图    
 
 

（2a）第二阶振型俯视图        （2b） 第二阶振型正视图  

 

（3a）第三阶振型俯视图        （3b）第三阶振型正视图  

 

（4a）第四阶振型俯视图        （4b）第四阶振型正视图  

4 边界条件设计

为了合理地反映真实的情况，需要根据桩土相互作用

的原理来确定泥面以下五桩的嵌固端。考虑桩土相互作用

通常有两种方式 ：一是考虑地基的非线性变形，在泥面下

采用一组弹簧和阻尼器模拟桩土非线性作用，即将泥面一

下的桩基用非线性弹簧单元模拟，按地基的 P － y 曲线给

出非线性弹簧的刚度随侧向位移的变化关系，同时用阻尼

单元模拟土体的阻尼作用 ；二是采用假想嵌固点的方法，

在泥底面一下一定深度处将平台桩完全嵌固。

本文按照上述方法二，根据 CCS《海上平台入级与建

造规范》（1992）的规定，将图中的桩按若干倍桩径取为刚

性固定端，来近似考虑土体的特性。且一般有 Leq=αD，其

中 Leq 为等效桩长度，D为桩外径，α为等效系数。淤泥质

土取 7 － 8.5、硬粘土去 3.5 － 4.5. 考虑到五桩基础的底部

刚度较大，土体属于淤泥质土，因此取泥面一下嵌固长度

为 7 倍桩径。图 4 为边界图。

（二）模态分析

1 振型分析

图 5 为前四阶振型的俯视图和正视图，从图中可见一

阶振型和二阶振型分别为塔体向两个方向的弯曲变形，最

大位移在塔顶。三阶振型和四阶振型分别为塔体向两个方

向的两自由度的变形，最大位移在塔体中部。一阶和二阶

频率均为 0.3265Hz，三阶和四阶频率分别为 3.355Hz 和

3.357Hz，约为前两阶频率的 10 倍，在实际情况下，三阶

和四阶振型不容易被激发，为规避整机共振，应重点关注

一阶和二阶频率及振型，监测亦重点结合一阶和二阶振型

曲线来布设监测仪器。此外，前四阶振型均在相互垂直的

两个方向，因此在布置传感器时也应分别考虑两个不同方

向进行布设。

2 固有频率及后期监测反馈

由于此处有限元计算为停机状态下的风电塔，虽然固

有频率是只与结构质量、阻尼和刚度有关的量，体现结构自

身特性，由于桨叶旋转过程中存在的轴向惯性力使得桨叶刚

度增大，造成频率增大；但又由于桨叶旋转与其变形的耦合

将导致其刚度的弱化，综合二者因素，频率从数值来看基本

接近，桨叶的旋转刚化效应对风力发电塔系统虽有影响，但

是影响不大，因此可以将算出的停机阶段的固有频率与实际

监测分析获得的塔体固有频率进行直接对比，不需要知道塔

体处于什么运行阶段，这将会简化之后的工作。

在风电机组基础实施后，在风电机组基础平台以及塔

架不同高度设置了倾角计、加速度传感器以及应变计等，

通过监测及剔除“噪声”后的分析，对其中两台风电机组

基础的监测结果如图 6 和图 7。

图4 五桩基础嵌固端边界图

图5 前四阶振型的俯视图和正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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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1风电机组基础固有频率监测及计算

图7 #2风电机组基础固有频率监测及计算

通过对有限元模拟与实际选取的两台典型机位监测结

果 ( 表 3) 进行的对比看，二者非常接近。

考虑到实际工程的频率监测中“噪声”处理难度较大，

获取的整机自振频率值与实际难免存在偏差，而结构模拟

存在诸多的边界条件及简化处理，因此存在误差是必然的。

经实际工程中计算模拟与监测看，二者差异很小，与选取

的“典型”机位有关系，并不完全反应实际的频率差异，

但可以说明的是，模拟与监测的自振频率总体上在较为接

近的水平，整机自振频率在 0.31Hz － 0.34Hz 的范围。

结语

本文利用大型有限元软件 ANSYS 进行计算，得到塔

体固有频率、振型、变形和应力分布，分析结果可用于结

构监测系统的设计，通过后期监测反馈与对比，说明本文

所述的模拟方法基本可行、可信，可为类似工程提供参考。

此外，鉴于海上风电场的风电机组支撑结构属于柔性

或半柔性设计，整机自振频率分析与监测的准确性至关重

要，建议在开展监测前做好充分的模拟分析，对于桩式基

础应考虑约束条件的模拟、结构刚度、水动力及土壤阻尼

等因素，而在监测时应着重研究各种海洋环境以及风电机

组运行造成的“噪声”影响，科学合理地“剔噪”，以获得

更准确的自振频率值。

（作者单位 ：高宏飙、季晓强 ：江苏海上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

姜贞强 ：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表3 固有频率计算及监测结果

塔段
固有频率值

（Hz）
① 监测结果
均值（Hz）

② 监测结果
均值 1（Hz）

1 0.32651 0.3333 0.3101

2 0.32654 0.3259 0.3183

均值 0.3265 0.3296 0.3142

误差 Δ 0.95% 3.77%

摄影：任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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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国家政策开始鼓励发展分散式风电

项目，将数台风电机组或数十兆瓦以内的小型风电场直接接

入配电网负荷中心附近，实现风电出力就地消纳。该模式下

风电接入点一般位于偏远地区，配电网末端线路压降和损耗

较大，无功不足，若风电机组提供灵活的无功补偿和电压支

撑作用，既能减轻配电网的无功负担提升经济性，也有利于

风电机组的稳定运行。

当前无功补偿控制研究以大型风电场应用为主，通常

采用自动电压控制（AVC）系统分散式应用，涉及电网调度、

风电场及风电机组单机控制等分层无功协调，最终通过调节

风电场内每台风电机组输出的无功功率来实现并网点定功

率因数控制或无功功率调度指令跟踪。由于风电机组与场级

集控系统之间存在无功指令通信，受通信时滞与控制时间常

数制约，风电机组对电网调度无功指令的响应时间至少为秒

级。而分散式风电机组与负荷的电气距离近，为维持负荷变

化时的电压恒定，需实现 ms 级的动态无功补偿。可见，将

上述集控形式的无功控制系统应用于小型分散式风电场，在

电压响应速度、经济性和灵活性等方面有所欠缺。

本文针对分散式风电特点，提出采用无功电流的形式

来表征双馈风电机组无功能力，根据定转子绕组发热、变流

器容量以及直流环节耐压等条件限制计算获得双馈风电机

组无功电流极限，可直接用于变流器控制的电流限幅设计；

在变流器矢量控制的基础上，提出带下垂特性的机端电压闭

环控制策略，无需变流器模块间的通讯，实现分散式风电机

组自发的无功动态补偿并保持机网侧无功电流合理分配。

双馈风电机组无功特性分析

一、双馈风电机组功率—电流模型

双馈风电机组的拓扑结构如图 1 所示，发电机定子与

电网直接连接，转子侧经背靠背变流器接入电网，网侧变流

器维持直流电压恒定，转子侧变流器对发电机进行励磁控

制，实现有功无功独立解耦和风电机组变速恒频运行。

图 1 中，Pm 为输入机械功率；Ps 和 Qs 为双馈发电机

定子侧吸收的有功和无功功率；Pr 和 Qr 为双馈发电机转子

侧从电网吸收的有功和无功功率；Pg 和 Qg 为网侧变流器吸

收的有功和无功功率；PWTG 和 QWTG 为双馈风电机组吸收的

全部有功和无功功率。忽略发电机的定转子铁耗和铜耗，各

功率量满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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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基于下垂特性的分散式双馈风电机组
无功控制方法﹡

文 | 刘国华，洪丹，孙素娟

图1 双馈风电机组结构

﹡基金项目 ：国家电网公司科技项目（52460814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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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 为转差率，s=(ωs － ωr)/ ωs。

网侧变流器从电网吸收的有功功率均通过转子侧变流

器输送给发电机转子，即：

                       P P Psg r s=-=-                                （2）
忽略磁链暂态变化，在定子电压（电网电压）定向的

dq 同步旋转坐标系下，按等量坐标变换原则，定子侧和网

侧变流器吸收的功率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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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中，isd、isq 分 别 为 定 子 电 流 d 轴 和 q 轴 分 量，

2i i i I2 2 2 2
sd sq sm s+ = = ` j  ，Is 为三相坐标下的电流有效值，Ism

为幅值；igd、igq 分别为网侧变流器电流的 d 轴和 q 轴分量；

usd 和 ugd 指定子电压 d 轴分量和电网电压 d 轴分量，稳态运

行时有 3u u U2sd sgd == ，Us 为电网线电压有效值。

双馈风电机组并网运行时有：

                             i sigd s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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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id、iq为双馈风电机组吸收总电流的d轴分量和q轴分量。

按图 1 的正方向定义，正常状态下发电机输出有功，P<0，
式中 d 轴电流取负值；双馈风电机组定子或网侧变流器对电

网提供无功支撑，即输出容性无功，则 Q<0，相应地有式

中 q 轴电流为正值。

根据式（6），双馈风电机组吸收的功率值与电流值具

有明显对应关系。考虑到实际风电机组变流器将电流值作为

控制量，本文一律采用无功电流的形式来表征无功能力，便

于直接应用。

二、定子侧无功能力

定子无功电流范围与有功电流的关系可根据定子绕组

发热、转子绕组发热和变流器耐压等运行条件限制获得。

设定子额定最大电流为 Ismax，有：

                 2 2i i I I2 2
2

max

2

sd sq s s#+ = ` `j j                  （7）
设转子绕组长期运行允许的最大电流有效值为 Irmax，

将转子侧电流实际值折算至定子侧，并用定子电流 isd、isq

表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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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ksr 是将转子侧电流实际值折算至定子侧所除

的绕组折算系数，ksr 等于电机转子开口电压与定子电压的

比值。

为使变流器在 SVPWM 调制方式下输出电压不发生过

调制，转子电压正弦相电压幅值不超过 3Udc ，将转子电

压用定子电流和电压表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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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三、网侧无功能力

忽略有功损耗，网侧变流器的无功能力在有功电流确

定时，主要受变流器最大运行电流限制，同时结合式（5），

得到网侧变流器的无功能力与定子实时有功和转差率的关

系为：

                   2si i I2 2

max

2

sd ggq #+^ `h j                        （10）
实际中风电机组按主控设定的转矩与转速曲线运行，

定子有功电流 isd 与转差率 s 并非完全独立的两个变量。

双馈风电机组无功极限实例

一台 1.5MW 双馈电机的主要参数为：Rs=0.0052Ω，

Rr=0.0058Ω，Xs=0.081Ω，Xr=0.1315Ω，Xm=4.988Ω， 
R m=149.7685Ω， I sN=1060A， I rN=357A，K sr=U r0/

图2 双馈风电机组有功电流与转差率的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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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2020V/690V，直流电压 Udc=1100V。根据双馈风电机

组主控系统设定的转矩－转速特性，并假设机端电压保持为

额定值，由式（1）－（6），可得到定子侧有功电流 isd 和

网侧变流器有功电流 igd、双馈风电机组总有功电流 id，与转

差率 s 的关系曲线，如图 2 所示。每条曲线均包含四段，对

应启动区、最大风能追踪区、恒转速区和恒功率区四个阶段。

以转差率为中间变量，逐一获取定子有功电流 isd、网

侧变流器有功电流 igd 和双馈风电机组有功电流 id，再根据

式（7）至式（10）确定无功电流 isq、igq 和 iq 的范围，从而

可得到无功电流能力与有功功率的关系曲线，如图 3 所示。

图 3（a）为定子侧无功电流范围与定子有功电流的关

系，对电网输出容性无功电流的能力主要受转子最大电流约

束，从电网吸收无功电流的能力主要受定子电流约束；图 3
（b）为网侧无功电流范围与定子有功电流的关系，上半部

分曲线表示输出容性无功电流能力，曲线分段与双馈风电机

组运行四个区间对应；图 3（c）以总有功电流为基准坐标，

给出了双馈风电机组总无功能力范围，可见由定子侧和网侧

变流器同时提供无功功率可大幅提高机组的无功能力，特别

是额定工况（最大定子电流）下，双馈机组的无功能力主要

由网侧变流器提供。

双馈风电机组无功控制策略

变流器控制一般采用 dq 解耦、双闭环 PI 的矢量控制

策略，由电流反馈构成内环，电压反馈或功率反馈构成外环。

在 d 轴定向于电网电压的方式下，d 轴电流控制有功功率，

q 轴电流控制无功功率，关系如式（6）。

为应对配电网中负荷投切的随机性导致的电压变化，

增加机端电压反馈控制作为 q 轴电流内环的给定，实现机端

电压闭环控制，可提高风电机组输出无功功率对电压变化的

响应速度。

但假如转子侧变流器和网侧变流器同时采用电压闭环

控制，相当于定子侧和网侧变流器两个电压源直接并联于变

压器低压侧，会出现抢无功现象，故转子侧变流器和网侧变

流器无功分配是双馈风电机组无功控制的关键。

一、按机网侧无功能力比例分配的无功控制

把双馈发电机定子侧和网侧变流器视作并列的无功源，

可按无功能力比例来分配机网侧无功电流。采用一个电压闭

环得到风电机组总无功电流参考值，再根据定子侧和网侧无

功能力按比例分配至转子侧和网侧变流器，如图 4 所示。

(a) 定子侧无功电流范围

(b) 网侧变流器无功电流范围

(c) 双馈风电机组总无功极限

图3 双馈风电机组无功电流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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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将电压反馈环节置于转子侧变流器中，故网侧变流器无

功电流指令的获得需要考虑通讯延时。同时，按上节无功能

力计算方法进行可输出无功电流限幅设计。

二、带下垂特性的机网侧无功独立控制

考虑到现有双馈变流器一般采用独立模块，转子侧和

网侧变流器之间可能不具备互相通讯的条件，则按机网侧无

功能力比例分配的方法不适用。为此，参考传统同步发电机

励磁调差设计，本文在变流器机端电压 PI 控制的基础上，

引入电压下垂特性，实现机侧和网侧变流器无功电流分别自

动补偿，控制框图如图 5 所示。

其中，Kiq 为下垂系数，表示无功电流从零增加到额定

值时机端电压的相对变化，数学表达为：

                           
K V
iq

iqD

D
=-

                            
                                                                              （11）
下面以 2 电压源并联的例子来说明带下垂特性的电

压调节原理。图 6 中，Vk k+d 为第 k 个电源的输出电压，

k=1,2；Zk 为第 k 个电源的并网阻抗，包括电压源等效输出

阻抗和线路阻抗； 0V+ 为并联点电压， Iko 为第 k 个电源的

输出电流， I0o 为负载电流。

电压源 k 输出的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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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电压源并网阻抗主要为感性时，即 Xk>>Rk,，可将 Rk

忽略，并且功率角 δk 很小，近似得到 sinδk ≈ δk，cosδk ≈ 1 ，
则式（12）可以化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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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无功电流与电压的关系为：

                           
i X

V V
qk

k

k
=

-                               （14）

可见电压源输出的无功功率主要由电感上的压差决定，

这意味着改变电压源的输出电压幅值即可实现对无功功率

的调节。

当负载变化引起系统电压改变，下垂系数小的机组承

担较大的无功增量，如图 7 中有 Δiq2>Δiq1，设置下垂系数与

机组无功容量成反比，则下垂特性可保证负载变化时各发电

机间功率合理分配。

图4 按机网侧无功能力比例分配的双馈风电机组机端电压控制

图5 带下垂特性的双馈机端电压控制

图6 电压源并联示意图

图7 下垂特性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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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所示的带下垂特性控制相当于在电压源输出端引

入一个虚拟电抗，改变了两电压源直接并列运行的条件。若

按各电压源的无功能力分配无功负载，则下垂系数取值应与

实时可输出最大无功电流成反比：

                     i i KKmax 1 1 maxq iq q iq2 2=                         （15）
需要说明的是，下垂控制会造成电压实际幅值与设定

值产生偏差，偏差值即为稳态条件下的机组无功电流 iq 乘以

Kiq。实际应用时，可设置机端电压参考值比额定电压值略高。

仿真研究

本文基于 Matlab/Simulink 搭建多机并联接入配电网

中运行的仿真模型，结构如图 8 所示，“双馈风电机组”经

长线路接入薄弱电网中，线路上直接挂有负荷。双馈风电机

组的网侧变流器和定子侧对电网的无功补偿被视作两个独立

无功源，通过 2 台变流器直接并联来模拟。

为简化控制，忽略无功控制周期内风速变化，则双馈

风电机组的有功电流和无功能力保持不变。定子最大电流

取为 2000A，有功电流设为 1000A；网侧变流器最大电流

取为 500A，网侧变流器的有功电流按最大转差工况设置为

200A。考虑到实际网侧变流器的额定容量大约取为定子容量

的 1/3，故定子侧和网侧变流器电压闭环控制中无功下垂系数

直接按 1:3 给定，分别取为 Kiq_s= － 0.01，Kiq_g= － 0.03 。
仿真初始设置变流器不提供无功补偿，0.35s 投入机端

电压闭环控制，0.65s 时风电机组出口变的高压侧负荷切入。

结果如图 9 至图 11 所示，图中标注 1 表示采用带下垂特性的

机网侧独立控制，标注 2 表示采用按无功能力比例分配的机

图8 双馈风电机组接入配电网的仿真模型拓扑示意

图9 风电机组出口变压器的低压侧电压波形

图10 无功电流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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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侧协调控制。

仿真结果表明，投入电压闭环控制后，变流器输出无

功电流迅速增加，使机端电压迅速抬升，电网中负荷变化引

起电压波动时，两种分配方法均能起到自动无功补偿，但机

网侧按比例协调分配的方法中网侧通信延时导致无功响应较

慢，而带下垂特性的无功分配方法中机侧和网侧无功控制均

可迅速达到稳态。

表1列举了按下垂控制和按比例协调控制的部分数据。

在相同的电压参考值下，0.6s 时按下垂特性控制风电机组

进入稳态，并留有一定无功裕度，但由于存在稳态电压偏差，

实际输出无功电流小于按无功能力比例分配控制；然而按无

功能力比例分配控制下网侧变流器由于延时作用无功响应较

慢，尚未达稳态。0.8s 时，电网中无功负荷比 0.6s 时大，

此时两种方法下风电机组均按无功极限补偿。

 

结语

为实现分散式双馈风电机组灵活和快速的无功补偿效

果，采用无功电流的形式来表征无功能力，根据风电机组实

时有功电流和转速信息得到双馈风电机组的实时无功能力，

能直接用于变流器控制的限幅设计。在具体的无功控制方法

上，采用带下垂特性的机端电压闭环控制策略，与按机网侧

无功能力比例分配的方法对比，两种方法均可实现双馈风电

机组机网侧无功合理分配和自动无功补偿控制，但下垂特性

不要求变流器模块间的通讯，不必考虑通信延时对无功响应

速度影响，定子侧和网侧变流器均可实现快速无功补偿，更

适用于当前工程使用需求。

( 作者单位 ：南京南瑞集团公司）

 

图11 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波形

表1 按下垂控制和按无功能力比例协调运行对比

输入参数 下垂特性 比例协调

0.6s 时刻电压偏差 (V) 7 0

0.6s 时刻定子侧无功电流
(A)/ 功率 (MVar)

593/0.37 1015/0.5

0.6s 时刻网侧变流器无功
电流 (A)/ 功率 (MVar)

205/0.16 未达稳态

0.8s 时电压偏差 (V) 17.5 17.5

0.8s 时刻定子侧无功
电流 (A)/ 功率 (MVar)

1430/0.69 1430/0.69

0.8s 时刻网侧变流器无功
电流 (A)/ 功率 (MVar)

418/0.23 未达稳态

摄影：胡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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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风电产业发展迅猛，从 2003 年底风电装机

容量的 50 万千瓦，发展到 2013 年并网容量 7700 万千瓦，

吊装容量超过 9000 万千瓦，由世界排名第十上升为世界第

一的风电大国，也建立了规模最大的风电产业。面对如此庞

大规模的装机数量，并网后的机组日常维护与定期检修工作

成为运营商和整机厂商最为关注的问题，因为这两项工作

是影响风电机组发电量的主要因素。风电机组的运行维护，

主要是围绕如何预防和解决风电机组运行过程中遇到的故

障展开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有效控制风电机组的运行维护成

本，提升客户（风电场运营商）满意度和风电场运营效益。

根据风能发展较早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在 3 年－ 5 年的运

行后，风电机组开始进入一个故障多发期，机械系统的关键

部件如齿轮箱、液压系统、偏航系统等开始集中出现不同程

度的问题，其中液压系统故障排在机械系统常见故障数量统

计的第二位，可见液压系统故障对风电机组日常运行的严重

危害。然而，液压系统由于具有单位体积小、重量轻、动态

响应好、扭矩大、容易实现过载保护等优良的特性，在风电

机组中被普遍采用。因此，有效解决液压系统故障对于降

低风电机组的维护成本与提高发电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就风电机组液压系统的泄油路液压油逆向流动故障导

致的损失和危害做了说明介绍；依据针对故障的现场勘察资

料与数据，分析造成液压油逆向流动的成因；并介绍目前常

见的两种泄油路设计的解决方案，最后根据现有方案的优缺

点，进一步提出故障的优化解决方案。

液压油逆向流动故障的危害

由于风电机组制动系统（主轴制动器与偏航制动器）

中的驱动介质采用的是低粘度的液压油，同时制动系统的执

行部件（活塞）在工作过程中不断运动，因而不可避免的存

在油脂渗漏的问题。油脂渗漏一方面会导致液压系统的压力

浅析风电机组液压系统泄油路
故障原因及解决方案

文 | 康涛

下降，无法满足风电机组的技术需求；另一方面渗漏的油脂

会对机组内部造成污染，并对运维人员的工作带来安全隐

患。为了解决活塞运动导致的液压油渗漏问题，制动器与

液压系统生产厂家通常会在制动器和液压系统内部的液压

回路中设置液压油的泄油回路，将渗漏出的液压油导向液压

系统的油箱，如此既可以避免液压油渗漏造成的压力下降问

题，又可以将渗漏的液压油回收再利用，具有环保高效的作

用。其中液压系统的泄油回路连接结构如图一所示。

制动器的泄油回路结构是依据制动器内部的密封结构

进行设计的。制动器内部的密封结构一般包含两道环绕活塞

的橡胶密封圈，根据功能分为密封圈与防尘圈。密封圈位于

靠近油缸底部的一侧（即远离摩擦片的一侧），可承受的压

力较高，达到数十兆帕，确保制动器在制动状态的压力下液

压油不致泄露；防尘圈位于远离油缸底部的一侧，可承受的

压力相对较小，一般在 5bar － 10bar 范围内，主要功能是

防止制动器外部的各类杂质渗透到制动器内部，污染液压

油。制动器的活塞在上下运动过程中会有液压油从油缸底部

渗漏到密封圈与防尘圈之间，继而渗漏的液压油进入制动器

泄油回路，然后被引导回油箱，重新回到液压系统的压力

回路。一般风电机组液压系统的油箱位置比偏航制动器高 2

图一 液压系统泄油回路连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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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3 米，即渗漏的液压油要积累到充满泄油回路的回油

管后，方能进入油箱，因此防尘圈需能承受回油管中液压油

造成的压力。偏航制动器的泄油回路如图二所示。

然而，实际运维工作发现本应被引导流回油箱的渗漏

液压油，却意外自偏航制动器活塞中溢出。液压油自偏航制

动器上侧活塞中溢出后，滴落在刹车盘上，对偏航摩擦副（摩

擦片与刹车盘）的摩擦环境造成污染，导致偏航摩擦副的摩

擦系数不再均匀一致，摩擦性能不再平稳，出现较大振动与

噪声；摩擦片的摩擦材料由于采用了树脂基的复合材料，易

受油脂侵入而变性，磨损率大幅上升，摩擦片的工作寿命快

速下降，超出风电机组的定检维护周期，如果未及时发现就

会导致刹车盘被摩擦片背板磨损的严重事故。偏航制动器摩

擦片被油脂污染的情况如图三所示。

液压油逆向流动故障的原因分析

依据前一节所介绍的液压油泄油回路的工作原理可知，

如果偏航制动器密封结构的密封圈失效，会造成液压油大量

泄露，进而液压系统压力快速下降，而现场实际遇到的情况

并未出现大量油脂泄露，系统压力也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因

此，导致液压油渗漏的直接原因是防尘圈与密封圈之间的压

力超出防尘圈的承受范围。防尘圈与密封圈之间的压力是由

连接偏航制动器与油箱的回油管中的液压油导致的，该压力

计算如式（1）。

                                 P gh= t                                  （1）
式中，ρ为液压油密度，800kg/m3；

           g 为重力加速度，9.85m/s2；

           h 为油箱与偏航制动器之间的高程差，按 3m计。

由式（1）计算可得，液压油造成的压力为 23640Pa，
并且油箱应与大气连通，内部无负压，而防尘圈可承受的最

小压力为 50000Pa，所以理论上偏航制动器渗漏的液压油

应回流到油箱中。

经过调查研究，分析得出导致泄油回路渗漏的可能原

因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防尘圈失效；

（2）油箱内部存在负压；

（3）液压阀块上的泄油路通道与泄压油路连通。

经试验验证，原因（1）与实际情况不符，原因（2）
的条件不成立。因此初步判定泄油回路渗漏的原因为阀块中

的泄油路与泄压油路或其他存在压力的油路连通，使得泄油

路末端出现额外压力，造成泄油回路的液压油渗漏。

针对故障的优化解决方案

针对风电机组液压系统泄油回路的设计问题，目前较

为常见的方案有两种：回油管方案与集油瓶方案。图一所示

的泄油回路使用的即是回油管方案，该方案的使用缺陷在第

一节中已经进行了详细介绍，此处不再赘述。

集油瓶方案是指，将集油瓶直接连接到偏航制动器的

泄油口上，集油瓶用于收集偏航制动器密封圈溢出的液压

油，集油瓶的底部有与外部空气连通的呼吸口，确保液压油

能够顺畅流入集油瓶。该方案目前在风电机组中也被普遍采

用，其优势是结构简单、维护方便，有效避免液压油逆向流

动等。但是实际工作过程中，该方案存在无法容纳大量液压

图二 偏航制动器内部的泄油路

图三 被油脂污染的摩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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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泄漏，导致风电机组内部严重污染的严重后果。

为了解决回油管方案液压油逆向流动的问题，并解决

集油瓶方案的泄漏油液容纳能力不足的缺陷，需要对这两个

方案进行优化改进，同时还需保留两方案现有的优点。经过

反复试验研究，将现有两方案有机结合，已初步形成一个去

芜存菁的优化方案。优化解决方案是保留回油管方案中的回

油管路，将一种特制的集油瓶连接到与液压站泄油路接口连

通的偏航制动器，特制集油瓶的端盖上除了常见的接口外，

另外增加一个通过回油管与主轴制动器的回油管会合后，一

起连接到液压站泄油路接口，如图四所示。

该方案既保留了回油管方案可将渗漏液压油回收再利

用的节能环保优势，又将传统集油瓶方案的液压油容纳能

力不足的弊端予以消除。该方案中特制集油瓶有一个与外

界连通的呼吸口，确保瓶内压力与大气压相等，从而解决

偏航制动器泄油口压力高于防尘圈压力上限导致的液压油

泄漏问题。

结论

综上所述，面对风电机组日常维护过程中遇到的液压

系统故障问题，为了确保机组的发电量与可利用率达标，并

提升机组整体性能，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维护过程中经常遇到

的液压系统故障问题。本文以液压油的逆向流动问题为切入

点，分析介绍了故障的严重危害与发生原因，并依据现有的

泄油路解决方案，提炼出针对液压油逆向流动的初步解决方

案。希望借此抛砖引玉，能够为风电机组液压系统工作性能

的提升工作提供参考。

( 作者单位 ：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图四 优化解决方案原理图

摄影：杨刚



Technology | 技术

2 0 1 4 年 第 1 2 期  89  



技术 | Technology

90  风能 Wind Energy 

风电机组的塔架支撑机舱和叶轮 , 是风电机组的骨架，

它为叶轮提供所必须的高度，既承担风电机组的全部重量，

又直接影响风电机组的工作可靠性和性能。因此了解风电

机组塔架在工作时的应力、位移和振型是塔架设计的关键问

题。近年来，随着风电机组单机容量逐渐增大，塔顶叶轮和

机舱的重量也逐渐增大，这就要求塔架的结构尺寸和重量也

越来越大。现在主流的钢结构塔架不仅用钢量大，在施工方

面也相当困难。因此，一些研究人员开始把精力投放在钢筋

混凝土塔架上。

中国是地震多发国家之一，而且众多风电场分布在地

震高烈度区。风电机组的叶轮叶片位于塔筒顶部，刚度较小，

在地震力作用下易产生端部的“鞭梢效应”，不利于叶片安

全运行，而塔架顶部支撑机舱和叶轮，结构上头重脚轻，也

不利于抗震。因此在风电机组结构安全设计时，考虑地震作

用的影响至关重要。

近年来，不少研究人员研究了风电机组塔筒的动力特

性。棚邉隆进行了 600kW 大型风力发电设施的运转振动与

地震作用的组合荷载的动力分析。祝磊用 SAP2000 计算了

停机状态下 7 台风电机组的地震反应谱响应，提出了钢筒

塔架的剪力和弯矩计算公式，并研究了叶片的弯矩分布规

律。张斌用 ANSYS 建立了某 1MW 风电机组钢塔筒模型，

研究了其抗风、抗震特性。余长海建立了某 1.25MW 风电

机组的 ANSYS 有限元模型，研究了钢筒和钢筋混凝土筒的

动力特性及风荷载下的静、动态反应。贺广零考虑钢筒和钢

筋混凝土筒两种塔架形式，用 ANSYS 建立了某 1.25MW
风电机组的有限元模型，并分别计算了风、地震作用下的动

水平轴风电机组钢筋混凝土
塔筒反应谱分析﹡

文 | 李书文，祝磊，姚小芹，杨洪源

力响应。毕继红设计了某 2MW 风电机组预应力钢筋混凝土

塔筒，并用 ANSYS 分析其地震响应。

目前，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风电机组钢制塔筒，对混

凝土塔筒的研究还很有限。本文建立风电机组混凝土塔筒有

限元模型，进行模态分析，并按照中国抗震规范中的标准设

计地震反应谱，选择某一特定的设计分组以及设防烈度，进

行地震反应谱分析。

模型建立

本文分别选取钢筋混凝土塔筒底部外径 6m、7m、8m、

9m、10m、11m，壁厚从 200mm － 600mm 每 100mm 一

个间隔的塔筒形式，总共分析了 30 种规格。钢筋混凝土塔

高 100m，外径从下到上按 0.02 的坡度逐渐减小，筒壁采

用强度等级 C30 混凝土，弹性模量为 3.0×104MPa，质

量密度为 2410kg/m3；钢筋采用 HRB400 级，弹性模量为

200GPa。运用 ANSYS 有限元软件建立模型，参照某大

型风电机组参数，把叶轮和机舱简化成一个 550t 的集中质

量，采用 mass21 单元加在塔筒顶部；塔筒采用 beam189
单元模拟变截面，《高耸结构设计规范》6.2.2 规定计算结

构自振特性时，混凝土高耸结构的截面刚度取 0.85EcI，
因此 ANSYS 建模时混凝土的弹性模量取 0.85Ec，材料弹

性模量 E=2.55×104MPa, 泊松比为 0.167，材料密度为

2410kg/m3；塔筒与地面刚接。定义沿塔筒高度方向为 Z 轴

正方向，塔筒横截面方向分别为 X 轴和 Y 轴。以塔筒外径

7m，壁厚 200mm 为例，有限元模型如图 1 所示。

﹡基金项目 ：北京市属高等学校高层次人才引进与培养计划项目 （CIT&TCD201304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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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态分析

模态分析用来确定结构或构件的振动特性，即固有

频率和振型。同时，模态分析也是其他动力学分析（如反

应谱分析）前期必须完成的环节。在 ANSYS 中提取模态

的 方 法 有：Block Lanczos 法、Subspace 法、Reduced
法、Unsymmetric 法、Damped 法 等。 本 文 采 用 Block 
Lanczos 法进行模态分析，提取前 10 阶频率和对应的振型。

部分频率及相应振型图如表 1 及图 2 所示。

由于把风电机组的机舱和叶轮看作集中质量加载在混

凝土塔筒的顶端，因此本文所建立模型属对称型。模型在

X、Y 方向质量和刚度分布相同，分别导致第 1 阶频率和第

2 阶频率以及第 3 阶频率和第 4 阶频率一样。通过观察动态

显示，其中第 1 阶振型特征和第 3 阶振型特征沿 Y 方向弯

曲振动；第 2 阶振型特征和第 4 阶振型特征沿 X 方向振动；

第 7 阶振型特征沿 Z 方向轴向振动，第 10 阶振型特征沿 X、

Y 平面扭转振动。

选取塔顶外径 7m、11m 壁厚 200mm 的模型，对 X、

Y 方向的 1 阶和 2 阶模态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横坐标为振

型位移与塔顶位移的比值，纵坐标为塔架 Z 坐标与塔架高

度的比值，见图 3。
因 1 阶频率和 2 阶频率相同，由图 3 可知，风电机组

混凝土塔筒的 1 阶、2 阶模态重合；且不同尺寸的混凝土塔

筒 1 阶、2 阶模态曲线走向相似。

经建模计算，本文所列其他尺寸混凝土塔筒振型特征

与之相似，在此不一一列出。

图1 塔筒模型

第1-2阶                      第3-4阶
    

 第7阶                        第10阶

图2 部分频率对应的振型特征

表1 塔筒底部外径7m、壁厚200mm风电机组
混凝土塔筒频率和振型特性

模态阶数 频率值（Hz） 振型特性

1 0.19802 塔筒 Y 方向振动

2 0.19802 塔筒 X 方向振动

3 1.4876 塔筒 Y 方向二次弯曲振动

4 1.4876 塔筒 X 方向二次弯曲振动

7 5.0867 塔筒沿 z 方向轴向振动

10 8.3662 塔筒沿 xy 平面扭转振动

图3 混凝土塔架1阶、2阶模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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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谱分析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50011 － 2010）所采用的相对于重力加速度的单质

点绝对最大加速度，即 Sa/g 与体系自振周期 T 之间的关系

作为设计反应谱。本文取抗震设防烈度 8 度，多遇地震，

场地类别 IV，设计地震分组三，特征周期 Tg=0.90s。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烟囱设计规范》（GB50051 －

2002）中混凝土烟囱规定的阻尼比，取 0.05。经计算本文

所对应的地震影响系数曲线图如图 4 所示。

模态分析后，继续用 ANSYS 有限元软件进行地震反

应谱分析，地震加速度分别从 X、Y 两个方向分别输入。

地震加速度从 X 方向输入，进行有限元振型分解反应

谱法分析得到位移场分布等值线图如图 5 所示。

图 5 显示，将风电机组的叶轮和机舱简化成集中质

量加载在塔筒顶部，得出高 100m，底部外径 7m，壁厚

200mm 的混凝土塔筒顶部位移最大值为 0.256m，为高度

的 0.256%。

将叶片和机舱简化成集中质量加载在塔筒顶部导致该

模型属对称型，因此从 X 方向和 Y 方向输入地震加速度得

出的结果是一样的，本文不再列出。

输入地震反应谱计算后，选取混凝土塔筒不同高度截

面所对应的弯矩，并将其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横坐标为塔筒

各个截面弯矩与塔底弯矩的比值，纵坐标为塔架 Z 坐标与

塔架高度的比值，得出混凝土塔筒各个截面弯矩沿塔筒高度

的分布情况如图 6 所示。

图 6 显示，不同尺寸的风电机组钢筋混凝土塔筒在地

震作用下，弯矩沿着塔筒高度的分布曲线大致相同且接近重

合，呈近似线性关系。另外，最大弯矩发生在塔筒底部。

同理，选取混凝土塔筒不同高度截面所对应的剪力，

并将其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横坐标为塔筒各截面剪力与塔

底剪力的比值，纵坐标为塔架 Z 坐标与塔架高度的比值，

得出混凝土塔筒各个截面剪力沿塔筒高度的分布情况如图 7
所示。

图4 地震影响系数曲线

图5 风电机组混凝土塔筒位移分布（m）

图6 凝土塔筒弯矩沿高度分布

图7 凝土塔筒剪力沿高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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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显示，不同尺寸的风电机组钢筋混凝土塔筒

在地震作用下，剪力沿着塔筒高度的分布曲线走向趋

势大致相同且接近重合。另外，最大剪力均发生在塔

筒底部。

结论

（1）通过将风电机组的叶片和机舱简化成集中质量加

载在塔筒顶部，用有限元软件建立混凝土塔筒简化模型，模

拟了混凝土塔筒的动力特性。

（2）进行模态分析计算，得出风电机组混凝土塔筒的

各阶频率以及相应的振型图。由于简化后的混凝土塔筒属对

称型，因此不同尺寸混凝土塔筒的 1 阶频率和 2 阶频率以

及 3 阶频率和 4 阶频率相同，所对应的振型图也一致，只

是方向不同。另外，不同尺寸的混凝土塔筒 1 阶、2 阶模态

曲线走向相似。

（3）通过输入地震加速度谱进行反应谱分析，得出多

种规格混凝土塔筒的截面弯矩、剪力沿塔筒高度的分布情

况，结果显示其走向大致相同且接近重合，弯矩、剪力沿塔

筒分布呈近似直线关系。弯矩和剪力在风电机组钢筋混凝土

塔筒底部最大。

（作者单位 ：李书文、祝磊 ：北京建筑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

工程结构与新材料北京市高等学校工程研究中心 ；姚小芹 ：中国可

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委会 ；杨洪源 ：北京鉴衡认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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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权威部门检验：麦加涂料耐雨蚀测试超过 9 小时

Mega Coatings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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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site: www.megacoatings.com

修复前

修复后



技术 | Technology

94  风能 Wind Energy 

双馈风电机组实测与标准功率曲线
偏差影响因素分析﹡

文 | 宫玉鹏，苏丽营，赵海春，吴让慧，李磊，李超峰

风力发电因其具有系统安全性好、可靠性强、效率高

及环保等独特优势，逐渐成为许多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

重要组成部分和研究焦点。2011 年中国 ( 除港、澳、台地

区外 ) 全年新增风电装机容量 17.63GW，中国风电市场在

历经多年的快速增长后正步入稳健发展期。全国累计装机

容量 62.36GW，继续保持全球风电装机容量第一的地位。

随着风力发电在中国的快速发展，风电机组功率曲线测试

的分析和研究工作也在逐步开展，相继修订了一些行业规

范和国家测试标准。由于风电机组的设计研究工作处于起

步阶段，而且设计研究和性能测试处于分离状态，所以导

致行业内对减小标准和实测功率曲线误差的研究工作进展

缓慢。影响风电机组的实测和标准功率曲线偏差的原因很

多，通过对测试数据和仿真数据的分析与研究，发现风电

机组环境和风电机组控制策略对功率曲线偏差有影响，以

下将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地研究和分析。

标准功率曲线与实测功率曲线

标准功率曲线是在标准工况下，根据风电机组设计

参数计算给出的风速与有功功率的关系曲线。标准功率曲

线所对应的环境条件是 ：温度为 15℃，1 个标准大气压

(1013.3hPa)，空气密度为 1.225kg/m3。标准功率曲线只

是通过静态的模拟计算获得，未考虑其他可能影响到风电

机组功率曲线的因素。

实测功率曲线是按照 IEC 61400 － 12 标准要求，通

过采集风电机组的电压、电流及测风塔的风速、气压、温

度等信号，通过相应的计算方式，按照标准要求的空气密

度 1.225 kg/m3 推算出的功率曲线。

环境对功率曲线偏差的影响

根据贝兹理论，风电机组从风能中吸收的功率 p 为 : 

               2

1
,p A V Cp3$ $ $ $t a m= ^ h                         （1）

p －风电机组发电功率 ； ρ－空气密度 ；A －风电机组

叶轮扫掠面积； V －风速； Cp －风电机组的功率系数； α－

桨距角 ；λ－叶尖速比（ωmR/V , ωm 为叶轮转速，R 为叶轮

转动半径）。

根据 IEC 61400 － 12 标准，空气密度的计算方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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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B10min －大气压力 10min 平均值 ； R0 －干燥的气体常

数 287.05J/(kg*k) ； T －绝对温度 10min 平均值

针对有功功率控制的风电机组，风速的规格化使用如

下公式进行 ：

                      V V10min
0

10min 3

1

n = t
t
a k                             （3）

Vn －规格化的风速 ； V10min －测量风速 10min 平均值 ； 
ρ10min －测量空气密度 10min 平均值 ；ρ0 －标准空气密度

（1.225Kg/m3）

根据公式（1），（2），（3）可以得到如下功率计算公式：

   
2

1p A V Cp ,
R T
B

0 10min

3

2

0

2

0

2

10min

2
$ $ $ $ $

$ $
t a m

t
= ^ dh n       （4）

　

﹡基金项目 ：国家能源应用技术研究及工程示范项目（NY20110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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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式 (4) 所示，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气压在逐

渐降低，风电机组的额定发电功率逐渐下降 ；随着温度的

下降，风电机组的额定发电功率逐渐上升。图 1 为相同型

号的风电机组不同海拔高度的功率曲线，两条实测功率曲

线要明显低于标准功率曲线，海拔越高实测功率曲线下降

的越厉害 ；图 2 为东北地区同一台风电机组，由于冬季和

夏季温度差异的原因，冬季的功率曲线要比夏季的功率曲

线好很多，而且更容易接近标准功率曲线。

风电机组控制方式对功率曲线偏差的影响

风电机组的功率控制方式对风电机组的功率曲线有着

至关重要的影响，不但可以减小对风电机组塔架的影响，

而且可以适当减小其他部件的疲劳载荷，并且会大大提升

风电机组的功率曲线和功率系数。

根据双馈电机模型，定子取发电机模式，转子取电动

机模式，公式如下 ：

                  U R i dt
d

U R i dt
d

S

r

S
S s

s s
s

r
r r

r r
r

$

$

{

{

=- +

=- +

Z

[

\

]]]]]]
]]]]]]

 
                                                                              （5）

U S
S －定子坐标系定子电压 ；Rs －定子坐标系定子电

阻；i SS －定子坐标系定子电流； S
S{ －定子坐标系定子磁通；

U r
r －转子坐标系转子电压 ；Rr －转子坐标系转子电阻 ；i rr

－转子坐标系转子电流 ； r
r{ －转子坐标系转子磁通。

由于定子与转子均在不同的坐标系下，所以要将公式

（5）换算到同步旋转坐标系下 ：

          
U R i dt

d
j

U R i dt
d

j

1s s s
s

s

1 srr r r
r

$ $ $

$ $ $

{
~ {

{
~ ~ {

+

+ -

=- +

=- + ^ h

Z

[

\

]]]]]]
]]]]]]

         （6）

US －定子电压 ；RS －定子电阻 ；iS －定子电流 ；φS －

定子磁通 ；ω1 －定子旋转电角速度 ；Ur －定子电压 ；Rr －

转子电阻 ；ir －转子电流 ；φr －转子磁通 ；ωr －转子旋转

机械角速度。

根据 d － p 坐标变换，将定子电压定在 d 轴，当定子

连接电网，发电机的电磁转矩为 ：

                    
nT L

Lm i i
2

e p
s

m dr$ $ $=-                         （7）

Te －发电机的电磁扭矩 ；np －发电机的极对数 ；Lm －

发电机互感 ；Ls －发电机定子电感 ；im －发电机励磁电流 ；

idr －发电机转子 d 轴电流。

根据公式（1）推导出风电机组机械转矩为 ：

                          T k r
2$~= m                                    （8）

式中 ， 2k r Cp , G5 3

opt

3$ $ $ $ $t r a m m=m ^ h 为叶轮旋转半

径， G 为齿轮箱传动比。

根据风电机组转矩平衡公式 ：

                       T T J dt
d

e
r~

= -                                 （9）
 
J 为风电机组传动链的转动惯量。

风电机组的电磁扭矩 Te 的大小是由发电机的转子 d 轴

电流所决定的，而转子 d 轴电流是由发电机的转速差 Δωr

经过 PID 计算得到的。根据公式（9）可以看出，所有的项

都是 ωr 的函数，说明 ωr 测量的准确性直接影响到风电机组

的转矩控制。由于自然界的风速是不停变化的，所以导致

风电机组的转速也随着不停变化，这就给 ωr 的准确测量带

图1 海拔高度对功率曲线的影响

图2 温度对功率曲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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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很大的误差，也就会导致产生电磁扭矩的误差 ΔTe。同时，

由于风电机组是一个大惯性系统，转速变化速度无法跟随

风速的变化速度，导致风电机组叶轮无法吸收到最大风能，

势必会产生输入扭矩的误差 ΔT。所以由公式（9）可得，

                           T T Te D= + l                              （10）

式中 T T T J dt
d

e
r~

D D D= - -l  。

图 3 是一组在不同风速 ( v1 > v2 > v3 ) 下风电机组的

输出功率特性，popt 曲线是各风速下最大输出功率点的连线，

即最佳功率曲线。

可以看出，由于机械转矩与电磁转矩的误差 ΔT ’ 的

存在，追踪的“最优曲线”比理想的最佳曲线上下平移了

ΔT ’·ωr 的偏差，如图 4 所示。ΔT ’·ωr ＞ 0，机组跟踪的是

图中的 popt1 曲线 ；ΔT ’·ωr ＜ 0，跟踪的是 popt2 曲线。由于

ΔT ’·ωr 存在，popt1 或 popt2 都比较接近理想最佳曲线，但都不

是最优功率曲线，获得的最大风能追踪控制效果与标准最

佳功率曲线有一定偏差。

标准与实测的发电机电磁扭矩与转速的关系曲线如图

5 所示，可以看出标准数据和测试数据有较大偏差。由于控

制器设计原因，无法保证风电机组在实际发电过程中严格

按照设计最优值运行，必然将会导致标准功率曲线与实测

功率曲线的偏差。

图3 风电机组的最佳功率特性

图4 最大风能追踪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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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风电机组的测试数据进行分析，逐步降低 ΔT ’

的绝对值，达到优化风电机组功率曲线的目的。如图 5 所示，

东北某风电场对 1.5MW 风电机组进行优化后，可以看出风

电机组在小功率运行时优化效果比较明显，基本接近标准

功率曲线 ；当风电机组运行在额定功率时，优化测试曲线

与标准功率曲线还是有较大偏差。转矩偏差对功率曲线的

影响见图 6。

结论

由于风电机组的实际测试功率曲线受到风电机组环境

和控制策略的影响，导致风电机组实际测试的功率曲线与

标准功率曲线存在着很大的偏差。通过对两个主要影响偏

差的因素进行分析后可知，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可以采取相

应的手段，来减小偏差的存在。希望可以提供一些理解风

电机组功率曲线偏差的思路，为以后改善实测功率曲线起

到应有的作用，并为完善相应的测试标准和检测评估体系

提供一定指导。在后续研究工作中，在不断减小功率曲线

偏差的情况下，应利用仿真或者测试来评估减小偏差是否

会对风电机组其它部件造成很大的影响，并且针对功率曲

线的偏差，应该更深入的从空气动力学、叶片翼型、变桨

控制策略和功率控制策略等多个方面进行考虑。

( 作者单位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图6 转矩偏差对功率曲线的影响

图5 发电机转矩与转速关系

摄影：陈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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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直驱风电机组并网系统的
建模与仿真研究

文 | 孙攀，陶保震，袁博，李力

从目前风力发电技术发展来看，并网型发电机组可分

为两类 ：恒速恒频型（CSCF）与变速恒频型（VSCF）。由

于，恒速恒频发电系统其发电效率较低，且在运行过程中

承受的机械应力较大，相应的装置成本较高，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这种恒速恒频风力发电方式逐渐被变速恒频型所

取代。变速恒频型风电机组是利用先进的变速和变桨技术，

根据风速变化时风电机组的输出特性调节发电机转速处于

相应的最佳值从而最大限度地捕获风能，提高风力发电效率

的同时大大降低了系统的机械应力和装置成本。

目前国内外的变速恒频型并网风电机组主要有两种 ：

双馈风电机组（DFIG）与永磁直驱风电机组（PMSG）。

双馈风力发电系统是由风电机组、齿轮箱、双馈发电机、

变流器等组成。其中双馈电机的定子端直接与电网相连，

而转子端通过变流器连接到电网。直驱式风力发电系统是

采用风电机组直接驱动多级永磁同步发电机、省去了容易

发生故障的齿轮箱，使系统发电效率得到了提高，并且大

大降低了噪声对环境的污染。正因为永磁直驱风力发电系

统在拓扑结构、成本、经济效益以及应对电网故障等方面

具有独特的优势，永磁直驱风电机组在风力发电系统中的

运用将越来越广泛。

永磁直驱风力发电系统的构成

永磁直驱风力发电系统是由：风电机组、永磁同步发电

机、背靠背式全功率变流器、控制器等。首先将风能转化为

频率变化、幅值变化的三相交流电，经过整流之后变为直流

（即 AC/DC 转换），然后经过三相逆变器变换为频率恒定的

三相交流电连接到电网（即 DC/AC 转换）。通过对电力电子

变换环节的控制，调节系统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输出，在风

速变化时通过控制发电机的转速达到最佳转速以实现最大功

率跟踪、最大效率地利用风能。整个系统结构如图 1。

永磁直驱风力发电系统仿真模型

一、风电机组模型

风电机组是将风能转化为机械能，是发电机的原动机。

发电机将机械能转变为电能，是整个风力发电系统能量转换

的首要部件。本文所使用简化的空气动力模型来反应风电机

组输出的机械功率、风轮转速以及风速的关系。

           
2

1P T w C , R V2 3

m m g p m b tr= = ^ h
              

                                                                               （1）
式 (1) 中，Pm 表示为风电机组获得的机械功率 ；Tm 表

示为风电机组的机械转矩 ；ρ表示为空气密度 ；R 表示为风

轮半径 ；V 表示为风速 ；Cp 表示为风能利用率或风能转换

系数 , 是叶尖速比 λ和桨距角 β的函数，其关系如下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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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2) 中，λ表示为叶尖速比 ；β表示为桨距角 ；n 表

示为风轮转速 ；wg 表示为风电机组角速度。在 Matlab/
Simulink 环境中建立的风电机组模型如下图 2。

图1 永磁直驱风力发电系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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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永磁直驱风力发电系统控制器建模

（一）机侧控制

在变速恒频永磁直驱风力发电系统中对风电机组机侧

的控制，目的是让风电机组的运行转速跟踪参考转速。发电

机的转速控制又是通过对发电机电磁转矩的控制实现的，而

永磁同步发电机的电磁转矩与其定子电流密切相关，所以机

侧控制就是通过对电机侧变流器的 PWM 控制实现控制永

磁同步电机定子电流。

永磁同步发电机的控制策略主要有矢量控制与直接转

矩控制两类，本文的仿真模型采用的是矢量控制策略。矢量

控制技术通过坐标变换可使永磁同步电机定子电流的转矩

分量与磁链分量实现解耦、调节，从而只需要控制定子电流

的转矩分量这一个量就可实现电机转速的调节。下图 3 给

出永磁直驱风力发电系统的机侧控制原理。

机侧控制采用了双闭环控制如上图 3，通过测量永磁电

机电角度 θ，得到发电机的实际转速 wg，wg
﹡为参考转速（在

某一风速下对应的最佳转速），参考转速 wg
﹡与实际转速 wg

的差值经过 PI 调节后作为作为发电机定子电流的 q 轴分量

给定值 isq
﹡，发电机定子电流 d 轴分量给定值 isq

﹡＝ 0，通

过 PI 调节让电子 d、q 轴的电流跟踪给定值。定子 dq 轴电

流除受控制电压 ud，uq 的影响外，还受耦合电压 wgLqisq、 －
wg（Lqisq ＋ ψ0）的影响，因此可分别对 dq 轴电流进行闭环

PI 控制，并减去耦合项 wgLqisq、 － wg（Lqisq ＋ ψ0）以进行

补偿，即可得 dq 轴电压分量，然后经 SPWM 调制，就可

得电机侧变流器的驱动信号。

（二）网侧控制

永磁直驱风力发电系统的网侧控制把经过机侧变流器

输出的的直流电转换为与电网频率相同的恒频三相交流电

实现并网，同时进行输出有功无功的控制。本文中的网侧控

制采用电网电压定向的电流内环，电压外环的双闭环控制策

略，控制原理如下图 4。
（三）桨距角控制

当风速低于额定风速时，风电机组输出功率低于额定

功率，桨距角控制让风电机组桨距角保持在零度位置。但是

当风速大于额定风速时，风电机组输出功率高于额定功率，

受限于电机转子机械应力承受能力与定子电气的承受能力，

此时必须限制风电机组的功率，使风电机组保持在额定功率

运行，以保证风电机组的安全稳定运行。

图 5 中，Pn 为风电机组的额定功率 ；Pe 为风电机组

的实际输出功率 ；Vn 为风电机组工作的额定风速 ；Ve 为风

图2 风电机组仿真模型

图3 机侧控制原理图

图4 网侧控制原理图

图5 桨距角控制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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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组输入的实际风速 ；max 表示取实际风速与额定风速

中的最大值，这是为了保证当实际风速高于额定风速时，桨

距角控制才开始工作。

三、永磁直驱风力发电系统模型

整个永磁直驱风力发电系统在 MATLAB\Sumlink 中

的模型如图 6。

仿真结果与分析

本文的永磁直驱风力发电仿真系统中的风电机组模型，

模拟的是一款国内主流风电设备公司的 5kW 风电机组的参

数而估算出来的，该风电机组的额定功率为 5kW，额定风

速 11m/s，额定转速 240r/min，风能利用系数为 0.2365。
模型中的一些关键参数如表 1 所示。  

一、风速小于额定风速的仿真情况

当风速小于额定风速时，桨距角控制不启动桨距角

始终为 0。仿真条件设定为风速在 0.3s 时由 9m/s 跃升至

11m/s，仿真步长为 5e － 6s，仿真时间 1s，仿真得到的风

力发电系统输出到电网交流电的 A 相电压电流（标么值）、

中间直流电压、风电机组转速、风能转换效率以及输出到电

网的有功波形如图 7 所示。

从上图 7 的仿真结果来看永磁直驱风力发电系统输出

到电网的 A 相电压电流完全同相，即实现了输出功率因数

为 1，并可见当风速从 9m/s 跃升至 11m/s 时，电流明显增

大 ；直流电压稳定时保持在 860V 的恒定值，在风速变化时

电机的转速经短暂过渡过程后很快达到新的稳定值，且在风

速为 11m/s 时电机恰好达额定转速值 240r/min ；由于风速

变化前后，风速都不超过额定风速值 (11m/s)，风能利用系

图6 Matlab/SimPowerSystems环境下的永磁直驱风力发电系统
仿真模型图 

表 1 永磁直驱风力发电系统仿真参数

额定风速 11m/s 摩擦系数 0.006N.m.

额定转速 240r/min 极对数 13

额定功率 5kW 直流母线电压 860V

定子电阻 0.01 直流电容 800uF

直轴电感 10mH 载波频率 12kHz

交轴电感 10mH 网侧电阻 0.014 

磁通 0.98Wb 网侧电感 4.6mH

转动惯量 0.45kg.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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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在风速前后均保持在 0.2365（即该风电机组的最大风能

利用系数）；从图中还可以看出风速在 9m/s 时，输出的有

功约 2900W，当风速达额定值 11m/s 后，输出有功达到额

定输出功率值 5000W。

二、风速大于额定风速的仿真情况

当风速大于额定风速时，桨距角控制启动，桨距角不为

0。仿真条件设定为风速在 0.5s 时由 10m/s 跃升至 13m/s，
仿真步长为 5e － 6s，仿真时间 1s，仿真得到的风力发电

系统输出到电网交流电的 A 相电压电流（标么值）、中间

直流电压、风电机组转速、风能转换效率以及输出到电网的

有功波形如图 8 所示。

从上图 8 的仿真结果可以看出，在风速从 10m/s 跃升

至 13m/s时，由于风速超过了额定风速，桨距调节系统动作，

达新的稳定状态时桨距角为 12 度左右，风能利用系数降至

0.145，但电机的转速还是维持在额定转速 240r/min，功率

维持在额定功率 5000W，可见当风速大于额定风速时，通

过桨距调节系统的调节改变风电机组叶片攻角，以限制风力

发电系统的输出有功不超过额定功率 5000W，且电机转速

不超过额定转速 240r/min，保证风力发电系统的平稳安全

运行。

结论

风力发电对缓解我国能源紧缺、保护自然环境、推动

可持续性发展等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本文以 Matlab ／

Sumlink 为软件平台，搭建了一套完整的永磁直驱风力发电

系统模型并验证了其中的控制算法策略的可行性与准确性。

（作者单位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图7 风速从9m/s阶跃至11m/s时的仿真结果

图8 风速从10m/s阶跃至13m/s时的仿真结果

摄影：任永红



技术 | Technology

102  风能 Wind Energy 

三相变压器是风力发电系统的贵重设备并大多采用并

列运行。三相变压器主保护——纵差保护的理论依据是三

相变压器连接组别 ；三相变压器并列运行三大条件之一，

同样也是与各待并变压器的连接组别相同。因此，三相变

压器连接组别正确判定对确保三相变压器继电保护可靠动

作和并列稳定运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三相变压器连接组别的判定，目前仍然广泛采用较为

复杂抽象的三相绕组线电动势的“时钟表示法”，对于在岗

职工和专业学生掌握应用都有不小的难度。

本文遵从通俗易懂的原则，以电压方程和电压相量为

解构元素，从三相变压器绕组具体接线形式入手，以其电

压方程和对应电压相量为解构元素，提出一种更为简明快

捷的判别方法，即二元解构判别策略。

二元解构策略

一、基本元素：三相变压器绕组电压和绕组电压相量

二、正方向：

（一）三相变压器接线图中的绕组相、线电压正方向按

《电工基础》惯例，规定从首端指向末端 ；

（二）三相变压器相量图中的绕组相、线电压相量正方

向按《电工基础》惯例，规定从末端指向首端。

三、连接组别判定步骤：

（一）根据三相变压器绕组实际接线列出绕组电压方程；

（二）依据三相变压器绕组电压方程及绕组同极性端画

出绕组电压对应相量 ；

（三）将三相变压器高压绕组某一线电压相量置于时钟

“12 点”，则低压绕组对应线电压所指时钟点数为三相变压

器连接组别号。

实例推演（以 A 相、B 相及相间线电压为例）

（1）Y，y12 连接组别变压器

图 1 为 Y，y12 连接组别变压器的绕组接线图、绕组

电压方程及相量图。因将变压器高、低压侧绕组的首端选为

三相变压器连接组别的
二元解构判别策略

文 | 王晓东

同极性端，所以，同铁芯柱高、低压侧对应绕组相电压 UAo

与Uao 同相位，高、低压侧绕组对应线电压UABo 与Uabo 也为同

相位，故将UABo 设置在时钟“12”点时，Uabo 则同样指向 “12”
点，因此图 1 所示变压器连接组别被判定为“Y，y12”。   

（2）Y，y6 连接组别变压器

图 2 为 Y，y6 连接组别变压器的绕组接线图、绕组电

压方程及相量图。因将变压器高、低压侧绕组的首端选为

异极性端，所以，同铁芯柱高、低压侧对应绕组相电压UAo

与Uao 反相位，高、低压侧绕组对应线电压UABo 与Uabo 也为反

相位，故将UABo 设置在时钟“12”点时，Uabo 则指向“6”点，

因此，图 2 所示变压器连接组别被判定为“Y，y6”。                                                       
（3）Y，d11 连接组别变压器

图 3 为 Y，d11 连接组别变压器的绕组接线图、绕组

电压方程及相量图。因将变压器高、低压侧绕组的首端选

为同极性端，所以，同铁芯柱高、低压侧对应绕组相电压

UAo 与Uao 同相位。从绕组电压方程和相量图分析可知，高压

侧绕组线电压UABo 滞后低压侧对应线电压Uabo 30°电角度，

故将UABo 设置在时钟“12”点时，Uabo 则指向“11”点，因此，

图 3 所示变压器连接组别被判定为“Y，d11”。
（4）Y，d1 连接组别变压器

图 4 为 Y，d1 连接组别变压器的绕组接线图、绕组电

压方程及相量图。因将变压器高、低压侧绕组的首端选为

同极性端，所以，同铁芯柱高、低压侧绕组对应相电压UAo

与Uao 同相位，从绕组电压方程和相量图分析可知，高压侧

绕组线电压UABo 超前低压侧对应线电压Uabo 30°电角度，故

将UABo 设置在时钟“12”点时，Uabo 则指向“1”点，因此，

图 4 所示变压器连接组别被判定为“Y，d1”。
（5）Y，y2 连接组别变压器

图 5 为 Y，y2 连接组别变压器的绕组接线图、绕组电

压方程及相量图。因将高、低压侧绕组的首端选为异极性

端，所以，同铁芯柱的高压侧 A 相绕组相电压UAo 与对应低

压侧 B 相绕组相电压Ubo 反相位 ；同理同铁芯柱的高压侧 B
相绕组相电压UBo 与对应低压侧 C 相绕组相电压Uc

o 反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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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铁芯柱的高压侧 C 相绕组相电压UC
o 与对应低压侧 A 相

绕组相电压Uao 反相位。从绕组电压方程和相量图分析可知，

高压侧绕组线电压UABo 超前低压侧对应线电压Uabo 60°电角

度，故将UABo 设置在时钟“12”点时，Uabo 则指向“2”点，

因此图 5 所示变压器连接组别被判定为“Y，y2”。
（6）Y，d5 连接组别变压器

图 6 为 Y，d5 连接组别变压器的绕组接线图、绕组电

压方程及相量图。因将高、低压侧绕组的首端选为异极性端，

所以，同铁芯柱的高、低压侧绕组对应相电压UAo 与Uao 反相

位，从绕组电压方程和相量图分析可知，高压侧绕组线电

压UABo 超前对应低压侧线电压Uabo 150°电角度，故将UABo  
设置在时钟“12”点时，Uabo 则指向“5”点，因此，图 6
所示变压器的连接组别被判定为“Y，d5”。

结语

本文提出的三相变压器连接组别二元解构判别策略，

遵从《电工基础》惯例，从三相变压器绕组实际接线入手，

并以变压器绕组电压和对应电压相量为解构元素，环环紧

扣又环环解构，较之以往其它判别方法明显具有逻辑严谨、

步骤清晰、判别简明之优点，因此，不但具有一定理论价

值和应用价值，而且更具操作性。

( 作者单位 ：新疆水利水电学校 )

图1 Y，y12连接组别变压器
图5  Y，y2连接组别变压器

图6  Y，d5连接组别变压器

图2  Y，y6连接组别变压器

图3  Y，d11连接组别变压器

图4  Y，d1连接组别变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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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光柴海水淡化综合系统工程
设计方案及应用浅析

文 | 汤群益

浙江省海岛数量居全国之首，全省拥有 3061 个岛屿，

约占中国海岛总数的 2 ／ 5，海岛旅游产品正由观光型向观

光度假型提升。但海岛旅游资源的开发受电力、饮用水紧

缺和交通困难的制约。海岛上电力紧缺而风能资源十分丰

富，开发风能资源以解决岛上电力不足，具有明显的实际

意义。近年来，浙江省及沿海市县各级政府对海洋经济开发、

海岛资源利用、海岛居民生活条件的提高日益重视。海岛

有较好的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可利用，建设生态海

岛、环保海岛，促进海洋经济发展，提高海岛居民的生活

品质。

该风光柴海水淡化系统工程拟安装 7 台单机容量

30kW 的 风 电 机 组、100kWp 的 光 伏 发 电 系 统、1 台

200kW 柴油发电机及一套 50t/d 海水淡化系统，总装机

容量 510kW，并设有蓄电池组调节。风电机组在升压站

AC400V 侧汇流。设置 1 台 315kVA 升压变压器，海水淡

化系统与居民用电负荷错峰运行。

设计规模

一、风力发电规模：

在该工程西北侧和西南侧布置分别布置 4 台和 3 台

单机容量 30kW 的风电机组，共有 7 台，总建设规模

210kW。

二、光伏发电规模

可与风力发电互补，设 100kWp 的光伏发电系统。

三、柴油发电机规模

可虑电网稳定运行及用电负荷要求，设 1 台 200kW
柴油发电机。

四、海水淡化规模

该岛常住人口约 300 人，部队约 50 人，为解决当地

居民及部队水电短缺问题，拟建立一套风光柴海水淡化系

统，生产淡水 50t/ 日，在风力发电电量过剩时，用于海水

淡化系统生产淡水，以解决淡水资源短缺现状。

设计方案

一、 风电机组选型、布置及发电量

（一）机组选型

该岛距离大陆较远，本工程所需的各种设备均需通

过船只运输，交通较不方便 ；岛内交通也较不便。考虑到

该岛交通运输现状，结合岛上用电负荷较小的特点，本工

程宜选择单机容量较小的风电机组。经分析按照单机容量

30kW 的风电机组进行设计。

单机容量 30kW 的风电机组技术特性见表 1。
（二）风电机组布置

根据岛内风能资源分布特点将风电机组布置在风能资

表1 单机容量30kW的风电机组技术特性

项目 单位 单机容量 30kW 风电机组

机组基本

数据

叶轮直径 m 10

叶片数目 3

切入风速 m/s 3

额定风速 m/s 12

切出风速 m/s 25

安全风速 m/s 50

发电机

额定输出功率 kW 30

最大输出功率 kW 35

额定电压 v DC460

电机类型 永磁三相交流发电机 

塔架高度 m 18

重量 Kg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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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较好的区域 ；为减少工程投资及降低施工难度，风电机

组布置在岛内交通较方便的区域 ；避开岛上部队设施等敏

感因素 ；根据岛上用电负荷特性及本工程风、光、柴、海

水淡化综合系统的设计需要，本工程拟安装单机容量 30kW
的风电机组 7 台，总装机容量 210kW。

风电机组布置图详见图 1。
（三）年发电量计算

本工程 7 台单机容量 30kW 的风电机组其年上网电量

为 30.55 万 kWh，等效满负荷小时数约 1455h。
二、 光伏系统选型、布置

（一）并网光伏系统工程（100.8kWp）光伏系统选型

太阳电池组件选用单晶硅太阳电池组件，其他直流接

口设备包括 ：在方阵场安装的光伏阵列防雷接线箱和电源

机房内安装的直流配电柜等。

（二）光伏方阵场布置

WXS － 180S 型组件以 2*10 的排列方式串联成一个

阵列，根据纬度情况计算组件朝向为正南方，倾斜角 20°，

根据冬至日 10 点太阳高度角，计算太阳电池组件方阵安装

间距为 1040mm。光伏工程布置 28 个太阳电池组件方阵，

光伏发电场合计为 100.8 kWp，布置汇流箱 6 只，将汇流

后的电流接入光伏直流配电箱。

三、海水淡化选型和布置

本海岛常住人口约 300 人，部队约 50 人，为解决当

地居民及部队水电短缺问题，拟建立一套风光柴海水淡化

系统，在风力发电电量过剩时，用于海水淡化系统生产淡水，

以解决淡水资源短缺现状。

（一）工艺选择及流程说明

日产 50t/ 日淡水反渗透海水淡化工程包含海水预处理、

反渗透海水淡化及产品水后处理。工艺流程如下 ：海水取

水泵—→海水原水池—→原水增压泵—→多介质过滤器—

→保安过滤—→海水高压泵＋ 能量回收装置—→反渗透海

水淡化装置—→淡水蓄水池。

（二）海水淡化厂布置

海水淡化厂主要为海水淡化车间、海水原水池、淡水

蓄水池及取水泵房。

四、电气设计

( 一 )  负荷估算

本海岛因受电源限制，用电负荷较小，负荷估算 ：居

民用电负荷按常住人口 300 人，约 100 户家庭，户均 2kW
估算，用电负荷约 200kW ；部队用电负荷约 40kW ；海水

淡化系统负荷约 24kW。总用电负荷约 264kW，年总用电

量约 47.08 万 kW h。海水淡化和供水泵负荷可与居民用电

负荷错峰运行，实有用电负荷约 240kW。

根据岛内用电负荷、国内风电机组制造情况、海岛地

形条件、风能资源，选用 7 台单机容量 30kW 风电机组、

100kWp 太阳能光伏电池和 1 台 200kW 柴油发电机组。

7 台单机容量 30kW 风电机组，总容量为 210kW 风

电机组年发电量约为 30.55 万 kW · h ；100kWp 太阳能光

伏电池年发电量约为 9.63 万 kW · h ；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

电合计年发电量约为 40.18 万 kW · h ；风光发电不足的部

分由柴油发电机组承担。在丰水季节淡水可由雨水收集净

化，可不进行海水淡化。

( 二 )  电网方案

根据本工程风光柴的电源设置和负荷情况，电网方案

如下 ：

设置 7 台单机容量为 30kW 的风电机组，二组 50kWp
的光伏太阳能发电装置，一台 200kW 柴油发电机组，向海

岛居民、部队、海水淡化装置、供水水泵供电。7 台风电机

组和柴油发电机以 AC400V 在低压母线并网汇流 ；二组光

伏发电装置以 DC480V 汇流，蓄电池接于 DC480V 汇流母

线，经双向逆变器并入 AC400V 在低压母线。

该方案以柴油发电机为主电源，维持电压和频率稳定。

根据风电机组、太阳能发电装置的出力情况、蓄电池的储

能情况和用电负荷变化情况，以尽可能利用风光可再生能

源、减少蓄电池充放电次数、节约燃油为原则，由监控系

统控制发电机组的运行和用电负荷的投切，以维持系统电

压和频率的稳定和电力平衡。海水淡化装置、供水水泵安

排在有富余电力时运行 ；因风电、光伏电源均为间歇性电

图1 风电机组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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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为提高供电保证率，设置一套 1500AH 的蓄电池进行

蓄能调节，在蓄电池放电至其蓄电量的 60% 时，为延长蓄

电池使用寿命，蓄电池将停止放电。当风光发电出力充裕，

除满足正常负荷外，调减柴油发电机出力，开起海水淡化，

调节风电机组出力或投入电阻器进行电力平衡电，并可为

蓄电池充电。

（三）控制

 设置一套计算机监控系统，采用以计算机为基础的集

中监控系统。值班人员在控制室通过控制台上操作员工作

站的显示器、键盘、鼠标等人机接口设备，完成全系统电

气设备的监控任务。计算机监控系统包括主机兼操作员工

作站、公用 PLC 柜、网络设备、打印机等设备。风电机组

和太阳能发电装置的控制自成系统，该系统应能接受来自

计算机监控系统根据负荷的大小发出的远方调控，即计算

机监控系统应根据居民、部队、海水淡化装置的用电量控

制风电、太阳能的出力，确保供发电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计算机监控系统也能接受风电机组和太阳能发电装置控制

系统的重要参数和信号。计算机监控系统能具有向值班员

发出中文语音报警和手机短信报警的功能。计算机监控系

统能具有采集数据、数据归档、事件记录、生产报表的功能。

设一套直流电源系统，额定电压采用 220V。直流电源系统

供给控制、保护、断路器分合闸、不间断电源等。

五、土建工程设计

（一）风电机组布置

风电机组基础持力层采用天然地基，其承载力和变形

均能满足结构要求，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扩展基础，基础

尺寸为 6m×6m，正四边形，埋深 1.8m。单个基础混凝土

量约为 35.0m3，钢筋量约 3t。
（二）光伏组件支架及基础

光伏组件支架采用固定式支架，基座为现浇混凝土基

础，支架采用钢支架。光伏组件基座的排列应根据光伏列阵

的排列，应能便于安装、维护并具有抗倾覆、抗滑能力。基

座高度偏差不应大于 5mm，水平度偏差不应大于 3mm/m。

（三）升压站总布置

10kV 升压站位于工程中部，升压站围墙中心线内面积

为 1350m2。升压站站内道路为城市型，道路呈环形布置 ,
主干道宽 3.5m，转弯半径为 6m；升压站南侧大门宽 7.5m。

升压站站内设一幢变配电房及其他附属建（构）筑物。变

配电房一层布置，建筑面积 438m2。布置高压变配电室、

低压配电室、蓄电池室、控制室、备品备件间、休息室、

厨房等。升压站布置详见图 2。
（四）海山淡化厂区布置

海水淡化系统主要布置海水原水池、淡水蓄水池、取水

泵房及海水淡化车间。海水原水池占地面积 4.0×4.0 m2，

总深 3.5m，有效水深 3.2m，有效容积约 50m3，该构筑

物为全地上式贮水结构，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淡水

蓄水池占地面积 4.0×4.0 m2，深 3.5m，有效水深 3.2m，

有效容积约 50m3，该构筑物为全地上式贮水结构，采用现

浇钢筋混凝土结构。取水泵房占地面积约 10m2，单层结

构，层高 3m，该建筑物拟采用砖混结构。海水淡化车间：

将废弃鱼粉厂厂房改造装修后利用，石砌结构，占地约

120m2，总高约 5m，现为双层结构，拟改为单层，作为淡

化厂设备车间。

建成应用

项目建成后每年的运营成本为 90 万元，供电的电价为

1.82 元 /kWh，水价为 5.0 元 /t，该价格高于当地居民生活

用电用水价格。由于本项目目的是为了解决偏远海岛供水、

供电的民生问题，地方政府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措施进行补

贴。项目建成后运营正常，基本达成项目建成生态海岛、

环保海岛，提高海岛居民生活品质的初衷，且项目建成后

该海岛已成为当地的一个旅游景点，通过旅游促进了当地

经济发展。

该项目建成运营也对全国孤立海岛的开发提供了很好

的示范。

( 作者单位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 )

图2 工程综合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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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机组基础挖深与基础环
高度不配合的解决方法

文 | 陆瑞

每一个风电场的建设前期都是风电机组基础的设计与

建设，但是往往会出现很多问题，由于风电机组基础的设

计图纸是由业主指定的设计院负责设计，而基础环的加工

则是由塔筒厂进行加工，由于刚进入风电行业初期，设计

院与塔筒制造厂往往缺乏设计上的沟通，导致风场在基础

浇筑时出现基础挖深的深度大于基础环的高度，致使现场

无法继续施工，此时如果要基础环重新加工然后再发往风

场，从风场建设工期和进一步的费用问题都是不允许的，

那么以此要找到一个既能解决高度不配合的问题，同时还

要保证风电机组基础的安全性与稳固性的方法就显得尤为

重要。

解决基础挖深与基础环高度不配合问题方法

由于设计院考虑的问题，结合施工难度以及施工费用

不同，给出的方法也不同，一般有以下几种 ：

（1） 将基础环下方的工字钢支撑腿用钢管或实心钢柱

撑起，补齐基础与基础环的高度差。

（2） 将基础下面的水泥垫层加高，以补齐基础与基础

环的高度差。

（3）重新加工基础环下方工字钢，以补齐基础与基础

环的高度差。

这三种方法在下文说明。其中方案（3）从风场工期建

设和在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其它加工费用和运输费用考虑，

通常在工程实际中基本上不会使用。下面结合工程实例对

方案（1）进行详细介绍，同时对比方案（2），给出方案（1）
和方案（2）的优缺点。

方案（1）与（2）
某 49.5MW 风电场在将所有基础挖完之后，在进行

基础环安放固定时，工程人员发现由塔筒厂发来的基础环

放进基础坑之后，高度不能满足要求，也就是说基础挖深

与基础环高度不配合，对于此种情况，工程无法继续，最

后由我厂技术人员与基建单位共同协商确定使用方案（1），
如下。

工程简介 ：

（一）风电机组基础环

风电机组基础形式为下部 1.65m 高的八边承台重力式独

立基础，上部为高1.05m直径5m的圆形承台，埋深为－3.1m，

露出自然地坪 0.25m。依据 2008 年 8 月 24 日到的基础环，

基础环外径 4014mm，环高为 1554mm，腿高 1096mm，

重约 8 吨。露出基础表面 400mm。

由于设计单位与基础环提供单位的图纸不一，需要施

工方设法将基础环安装在距垫层 1 米的高度上。

( 二）电缆管

电缆管为 5ф125 ＋ 1ф50，预埋入风电机组基础中，

供风电机组低压电缆穿线至箱式变压器基础，竖向长 1.5m
（包括弯头高）露出基础面 200mm，横向长 9.6m（包括弯

头高），从基础环下穿出基础外。

 （三）主要工序施工方案

1 安装顺序

垫层基础环预埋件安装—→底筋绑扎—→电缆管安

装—→基础支腿安装—→基础环安装—→基础环插筋安装

2 垫层基础环预埋件安装

垫层预埋 200×200×10 的四块铁件，铁件的锚爪焊

4 根 100mm － 600mm 长的 Ф25 钢筋。位置如图 1。
   （四）电缆管的安装

依据管径，弯头使用 5 倍－ 6 倍直径的管弯制，竖向

长 1.5m（包括弯头高），横向长 9.6m（包括弯头高），焊

好后直接安装，管底距基础垫层 1.95m，需要制作钢马凳

支撑，腿垂直高 1950，如图 2，使用角钢└ 50 制作。马凳

间距 3000mm，为防止电缆管移位，使用 ф8 的圆钢窝弯

分别套在各个电缆管上，焊在马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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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基础环预埋

 在基础环支架的下方采用Ф90 的钢管制作高 1000mm
米支腿，先把 Ф90 的钢管支腿按调整螺栓为中心满焊在垫

层预埋件上，焊接前要使四条支腿的标高均为－ 2.000，基

础环吊起后带上厂家自带的四条工字钢支腿及调整螺栓，

离钢管支腿 300m 高的时候缓缓下落在支腿顶部，但钢丝

绳仍要绷紧吃力，先找中，中对中后将调节螺栓的底板点

焊在钢管支腿上，然后后调节水平高差。

粗平采用的水平尺，放在铝合金方楞上，按轴线十字

的二个方向调节底部螺栓找平。

精平采用 SE3 水准仪，制坐专用钢尺放在基础环顶面

测量标高，先测有支腿的基础环上面四个点的标高，要求

高差为≤ 3mm，然后在测量其他四个方位的标高，为消除

系统误差，在本次测量的对面架设水准仪再复测一次，如

腿上的四个点平整度符合要求，而其他点不符和要求，则

及时通知厂家调整。

基础环平整度、标高和中心线位置均符合要求后，将

支架的调节螺栓帽点焊固定，再复测一次。浇筑混凝土严

禁碰撞基础环及支架，以免造成基础环的中心线位置和水

平高差的偏移。

至此解决了基础挖深与基础环高度不配合的问题，此

种方案（即方案（1））施工比较麻烦，但是却能确保基础

的稳固性。

方案（2）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直接把垫层加高 1m，达

到高度要求，但这种方法无疑是将基础挖深减少了 1m，可

以说是拆东墙补西墙，解决了高度差的问题，但是有可能

对基础的稳固性带来隐患，所以不采用方案（2）。
方案（1） 优点 ：很好的解决了基础挖深与基础环高度

差的问题，风电机组基础的稳固性得到保证。

缺点 ：施工复杂。

方案（2） 优点 ：施工方便。

缺点 ：给风电机组基础的稳固性带来隐患。

结论

风电机组基础对于风电机组的正常运行以及主机的安

全都至关重要，对于基础挖深与基础环高度差问题，尽量采

用加长基础环下部支撑来满足基础与基础环的高度差，以达

到风电机组塔筒的安装要求，如方案（1）；尽量不要去加

高垫层，减少了基础挖深，对基础的稳固性带来影响。

（作者单位 ：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

图1 垫层基础环预埋件安装位置图                                

图2 钢马凳示意图

图3 基础环预埋示意图



110  风能 Wind Energy 

《风能》2013年总目录

2014年《风能》杂志总目录

卷首语／From The Editor

1-1  未来有多远？   

2-1  调电价是手段，促发展才是目的  

3-1  新旧能源体系的拐点   

4-1  海上风电需要强力重启  

5-1  求真不易 证伪更难   

6-1  共同发力解出质保难题  

7-1  我们就要赢了  

8-1  谈外资企业与行业生态

9-1  减排压力下的可再生能源   

10-1  隐性成本 显性杀手   

11-1  抢装之风可休矣   

12-1    开启能源革命新时代

特别报道／Special Report

1-18  2014年中国风能新春茶话会召开 苏 晓

1-20 国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委会

 九届一次会议召开   白亚茹

4-18 第13届世界风能大会在中国上海召开 白亚茹

4-21 第13届世界风能大会决议

6-16 中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项目二期启动 张 玥

11-8 凝聚共识、完善管理，助力风电产业

 健康发展    朱 明

11-9 风电行业有序发展需加强监管、完善

 政策、促进改革   黄少中

12-8 能源革命首在观念转变  史立山

风向／Direction

1-8  远景能源：智慧风场系统中标美国Pattern风电场资

 产管理项目

1-9  维斯塔斯：首台164-8MW海上机组并网发电

1-10  全国能源工作会议布局2014年能源目标

1-10  国家能源局布局海上风电开发建设

1-11  湖南省制定风电建设路线图

1-11  国电电力首个海上风电项目获核准

1-11  中国南车风电获风电机组传动系统动力学设计评估

 符合证明

1-12  ABB推出新高压复合型组合电器设备

1-12  金风科技在古巴收获51兆瓦机组订单

1-13 英国确定陆上和海上风电执行价格

1-13 德国2013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23.4%

1-14 西门子获美国首个海上风电项目供应合同

1-14 奥巴马设定美国政府2020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20%的目标

2-8 国家能源局：第四批风电项目核准计划2760万千瓦

2-9 联合动力UP1500-97：布局低风速市场的重要棋子

2-10 2013年中国风电发展整体好转

2-10 哈密南-郑州特高压直流工程投运

2-11 2014年浙江省加快推进清洁能源重点项目建设

2-11 五大发电集团2013年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6亿千瓦

2-11 远景4兆瓦海上智能机组中标龙源海上风电项目

2-12 欧盟委员会公布2030年气候与能源发展目标

2-12 2013年西班牙风电发电量543亿千瓦时成该国第一大电源

2-12 2050年德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80%的目标不变

2-13  谷歌投资新能源资金超10亿美元

2-13  阿尔斯通获得美国海上风电设备供应订单

2-14  荷兰提供新的海上风电开发区

2-14  欧盟海上新增风电容量成绩难掩新项目减速事实

3-8 金风科技：发布2013年度业绩报告

3-9 2013年风电在全球电力供应中的占比达到2.87%

3-10 国家发改委第5号令：风电建设文件一废一改

3-10 国能监管 2014 107号《新建电源接入电网监管暂行办法》

3-10 龙源电力2013年风电控股总装机容量达1191万千瓦

3-11 远景EN-106/1.8低风速智能机组获订单超过80万千瓦

3-11 歌美飒与中广核签署49.3 兆瓦风电机组采购合同

3-12  2013年美国风电在电力消费中占比首次超过4%

3-12 印度暂停风电预测数据误差惩罚机制

3-12  阿根廷拨付风电发展基金

3-13  2013年欧盟海上风电发展主要指标图解

3-13   GE不打算推广海上风电业务

3-14 苏格兰核准了两个主要海上风电场项目

3-14 丹麦风电占比突破33%

4-8  2014年风电并网消纳工作：加强事中和事后监管

4-9   金风科技：推全新机型拓展超低风速风电市场

4-10   2014年-2015年我国海上风电拟开工项目汇总

4-11  冀北电力“三站四线”工程开工

4-11 联合动力亮相第8届上海国际风能展



2 0 1 4 年 第 1 2 期  111  

《风能》2013年总目录

4-11 南高齿成功举办风电产业发展和风电传动技术研讨会

4-12  巴菲特旗下的中美能源公司将为谷歌数据中心供电

4-12 西班牙企业中标约旦75兆瓦风力发电项目

4-12 德国总理默克尔有可能延缓消减陆上风电补贴的政策

4-13 宜家凭借其迄今最大一笔可再生能源投资进入美国市场

4-13 绿色和平组织表彰苹果公司加大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投入

4-13 爱尔兰Bord Na Mona 公司宣称终止200万千瓦风电项目

4-14 美国能源部为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40亿美元的贷款援助计划

4-14 英国超前设定绿色目标

5-8 歌美飒在南方市场获得148兆瓦机组订单

5-9  2014年一季度我国风电弃风现象好于去年同期

5-10 加强风能、太阳能发电基地和配套电力送出工程建设

5-10 推出包括风电在内的80个示范项目鼓励社会资本参与

5-10 上海市补贴陆上和海上风电分别为每千瓦时0.1元和0.2元

5-11 风电等清洁电力外送通道加速建设

5-11 金风科技收获海外项目最大的机组订单

5-12 中广核风电发行国内首单“碳债券”

5-12 南车风电售后服务中心获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人先锋号” 

 荣誉称号

5-12 哈纳斯新能源集团与维斯塔斯签署合作备忘录

5-13 天源科创与宁夏嘉泽集团签订十年代维服务合同

5-13 奥特科技Suplub-W智能风电集中润滑系统亮相上海风能展

5-14 英国保守党终止陆上风电补贴提案惹争议

5-14 欧洲清洁能源项目获20亿欧元支持

6-8 联合动力2兆瓦双馈全球最大叶轮直径风电机组并网

6-9 三部委联合发布《能源行业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6-10 《能源监管行动计划（2014-2018年）》印发

6-10 发改基础[2014]981号：首批基础设施等领域鼓励社会

 投资项目公布

6-11  IEA风能实施协议课题33第4次工作会议在瑞典召开

6-11 赛米控用于可再生能源逆变器等领域的MiniSKiip模块升级 

 至1700伏

6-12 远景能源自主研发4兆瓦海上智能风电机组批量下线

6-12 金风科技“智能微网”成功实现上网售电

6-12 上海临港海上风电项目一期用海获批复

6-13 伊朗计划至2018年新增风电与光伏装机量达500万千瓦

6-13 西门子or美国通用，阿尔斯通花落谁家？

6-14 维斯塔斯、恩德第一季度业绩好于预期

6-14 美国政府追加投资促进近海风能发电

7-8 思科副总裁加入远景能源

7-9 云南省加强风电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

7-10 发改价格[2014]1216号：国家发改委确定海上风电上网电价

7-10   2014年风能教育工作组教育专题研讨会召开

7-10 中电联：1月-5月全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8227万千瓦

7-11 歌美飒成为首个自中资银行获得融资的国际风电机组制造商

7-11 联合动力UP1500-97机组获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蓝天奖”

7-11 壳牌上海技术中心投入运营

7-12  5月美国可再生能源在新增电力装机容量中占比达到88%

7-12 法国国家银行预留50亿欧元发展绿色能源工程

7-13 西班牙清洁能源发电站将执行新电价政策

7-13 巴菲特计划再投150亿美元发展风电和太阳能

7-14 美国通用电气成功收购阿尔斯通

7-14 奥巴马公布重大减排计划:到2030年减少30%碳排放量 

8-8   2014年上半年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632万千瓦

8-9  明阳机组经受41年来华南最强台风“威马逊”袭击

8-10 国家能源局通报江苏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审批简政落实情况

8-10 国家能源局发布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甘肃监管情况报告

8-10   2014年第一批风电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名单下发

8-11 东北能源监管局五项措施保障2014年风电消纳

8-11 陕西省分散式风电项目由市级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8-11 中德加强可再生能源领域合作

8-12 赛米控展示首个直接压接安装的IGBT驱动器

8-12 海装自建风电场昔阳斯能项目将吊装100台机组

8-12 国内首个金风1.5兆瓦机组功率提升项目实现安装

8-13 欧盟投资10亿欧元发展清洁能源项目

8-13 美国GE和德国EON携手建设得克萨斯州211兆瓦风电场

8-14 微软签订Pilot Hill175兆瓦风电场20年供电合同

8-14 欧盟推新能源计划以减少对俄油气依赖

9-8 吴新雄解读“十三五”能源规划方向

9-9 金风科技发布2014半年度报告

9-10 海上风电推进会召开，国家能源局细化管理要求

9-11 山西财政1.12亿补贴14个风电等新能源项目

9-11 国家发改委发布《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第15号令）

9-12 2014年前7个月全国风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同比降低 

 108小时

9-12 国际能源署发布《2014可再生能源中期市场发展报告》

9-13 巴西2014年风电装机容量将翻番

9-13 德国2014年上半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达到31%

9-14 印度Suzlon公司寻求日企合作开发海上风电市场

9-14   2014年非洲可再生能源增长量将高于以往14年

10-8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第五批目录下发

10-9 歌美飒9月连获风电机组订单

10-10 国家能源局下发通知要求规范风电设备市场秩序

 （国能新能[2014]412 号）

10-10 吴新雄与丹麦能源大臣举行双边会见并共同主持圆桌会议

10-11  SWAT、IEA -Wind Task 27和IEC TC88 CAC SWT工作

 会议召开

10-12 安装有南车2 兆瓦低风速机组的长株潭首个大型风电场

 并网发电

10-12   2014风电行业润滑及运维论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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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2014年上半年法国并网装机容量达到38.4万千瓦

10-13 欧洲蓝皮书：欧盟新能源产业已经初具规模

10-14 今后5年全球风电增速将达12%

10-14 西班牙企业将在墨西哥开发新的风电项目

10-14 埃及计划开始对400万千瓦太阳能、风电项目招标

11-10 建立和维护风电市场良好秩序宣言

11-12 MAKE：中国风电行业发展重心2016年重回“三北”地区

11-13 金风科技正式发布GW115/2000机型和全生命周期资产

 管理系统产品

11-14 国家能源局：前3 个季度全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8497万千瓦

11-14 维斯塔斯发布全新中国战略

11-15 海虹老人推出老人牌先锋盾环氧富锌系列产品

11-15  TÜV南德专业解析风能行业发展趋势

11-16  CWEA 与Romax 举办第12 届全国高级传动系统技术

 系列讲座

11-16  全国风标委第七届换届大会暨标准审查会在宜兴召开

11-17 第一届“中国风场运营维护管理论坛”在北京举行

11-17 远景能源发布“格林威治”云平台

11-18 金风科技与鉴衡认证举行全系列机组型式认证签约仪式

11-18 “大规模新能源并网消纳研讨会”在京召开

11-19    2030年全球风电装机将达20亿千瓦

11-19  巴菲特2.8亿美元在艾奥瓦州投资风电项目

11-20 巴西出台减免部分风电零部件税收的临时措施

11-20 苏格兰核准4个总装机规模达230万千瓦的海上风电项目

12-10 国家发改委正式启动我国新一轮输配电价改革试点

12-11 国家能源局印发《全国海上风电开发建设方案

 （2014－2016）

12-12 百家新能源企业成为远景“格林威治”云平台首批使用者

12-12 赛米控：海上风电场电力电子器件铝金属将升级

12-13 成功践行“一路一带”战略 金风科技走进巴基斯坦

12-13 福禄克推出世界领先的连接式测试工具系统

12-14 海装风电新疆三塘湖一期自建风电场发电量突破1 亿度

12-14 鉴衡认证与多家企业合作　提供检测认证优质服务

12-15 中欧海上风电工程及装备制造技术研讨会成功举办

12-15 美国超导与中国企业开展风电服务战略合作

12-16 欧盟正在计划连接所有28个成员国的超级电网

12-16 英国减少海上风电补贴致项目生变

12-16 ABB集团举办第二届 “电力世界”展览会

现场/Presence

1-16 “南风”吹在甸顶山   冒洪生

2-16   小草湖--梦开始的地方  泥英耀  滕明钧

3-16   绿色点亮戈壁滩   潘 涛

4-16   检修班的苦与乐   温永利  伊伟强

5-16   工作在一线的风电机组检测人员

6-18 新疆玛依塔斯：与“死神”交臂的风电

 维护现场    王同心

7-16   奋斗在一线的风电场员工  郭 辰

8-16   戈壁滩上的东汽人   胡仕明  朱 峰

9-18   汗水雨水交织的现场   吴海龙  刘云涛 

     董 瑞

10-16  忙碌的海上风电人   高 辉  姜天平

11-22  风能大会人潮涌动   

12-18  为了六个兄弟的生命   吴益博

时评/Review

1-22  2013年德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综述  沃尔夫冈·帕尔茨

2-18  科学调整和完善风电电价政策  秦海岩

3-18  重塑能源结构，加快西部电力通道

 建设，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  武 钢

4-22  增加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比重  艾默里·洛文斯

5-18  欧洲风电发展可为中国提供借鉴 赵学永

6-20  海上风电电价水平初步测算与比较

7-18  三一状告奥巴马一案取得阶段性胜利 于贵勇

8-18  海上风电仍面临一些阶段性挑战 赵 靓

9-20  国家能源局为规范风电设备市场秩序开出处方

10-20 我国风电行业亟待解决的三个问题 杨建设

11-24  破解减排难题 得看新能源发力   高志伟

12-20 中丹项目是国际合作的典范  高志伟

 

对话/Dialogue

1-24  从高端技术、产品与服务中获益

1-26  开放的生产过程有助于完善质量控制体系

2-22  向资产管理要效益

2-24  用技术优势增强商务灵活性

3-22  降低全寿命周期成本是提高产品竞争力的关键

4-24  推进风电并网配套设施建设势在必行

5-22  可再生能源投资需要稳定的激励政策和市场机制

6-22  独联体国家风电发展还充满各种挑战

6-24  要敢于创新产品与商业模式

7-22  智能风机是什么

8-20  向新能源时代转型

9-24  低风速市场出现GW115/2000 

10-24  润滑油与润滑是两码事 

11-26  电源管理方案是明年的重头戏

12-24  技术与质量是GE植根中国的基础

12-26  自动润滑系统能更好适应海上风电润滑维护

封面/Cover Article

1-28  明阳的明天     薛 辰  赵 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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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2014年风能新春茶话会精华择编

3-24  龙源海上风电：试验看未来  薛 辰

4-26  海上智能风电机组来了    薛 辰

5-24  国产碳纤维叶片时代将至？    赵 靓

6-26  突破“机组出质保”困局    薛 辰

7-24  南车风电：向更高处去    于贵勇

8-22  歌美飒的姿态      苏 晓

9-26  东润环能：给新能源插上科技的翅膀    赵 靓  薛 辰

10-24  天源的运维布局      薛 辰  苏 晓

     赵 靓

11-28  风电产业迎来机遇期     

12-28  南高齿在创新与稳健间平衡     赵 靓  薛 辰

公司/Company

1-36  PPG：专注赢得市场    赵 靓

2-42  中复连众：一家独立叶片商的三点关注    赵 靓

3-32  天源科创：由内至外力推数字化风电场建设    赵 靓

4-32  南高齿：市场布局要有“两个平衡”   白亚茹

5-32  科诺伟业：在风电领域“两条腿走路”    赵 靓

6-34  麦加：关注叶片前缘保护     赵 靓

7-32  Romax：传动链领域持续创新的咨询专家   苏 晓

8-30  提升电量不容易      薛 辰  张 玥

9-34  “格林威治”，为管理风电场投资风险而生 薛 辰

10-34  莱维塞尔：测风先行者     赵 靓

11-50  岳能：让风电场管理充满智慧     赵 靓

12-36  大唐锡盟：让风电场效益最大化    赵忠焕  张丽慧   

     张 玥

调研/Survey

1-38  部分整机厂商装机平均功率简况    赵 靓

2-44  2013年中国风电装机容量统计    CWEA

3-34  1.5MW、2MW风电机组风轮直径发展趋势 赵 靓

4-34  中国开发商1.5MW机组装机趋势统计分析  赵 靓

5-34  2013年中国中小型风力发电行业发展概况 李德孚

6-36  2013年中国整机商参与海外市场概况 赵 靓

7-34  中国制造商1.5MW机组装机趋势统计分析  赵 靓

8-34  中国整机商双馈型风电机组市场趋势

 统计分析      赵 靓

9-40  中国3MW（及以上）容量风电机组装机

 统计与分析      赵 靓

10-40  中国高海拔地区风电装机情况分析    赵 靓

11-52  2013年冀北电网并网运行风电机组

 非计划停运统计分析     施贵荣  李蕴红   

     崔正湃  白 恺   

     李 雨

12-38  中国整机商直驱型风电机组市场概述  赵 靓

国际/International

1-42   英国风电产业发展现状     Richard Court   

     Steve Abbott

2-56   英国可再生能源鼓励政策与电力体制改革 苏 晓

2-60   2013全球风电统计     GWEC

3-38   2013年欧洲风电装机统计    编译 苏 晓

4-40   2013年美国风电发展简析    苏 晓

5-40   南非新能源发展之路    钱 贺

6-40   2013年全球海上风电发展简析    苏 晓

7-40   2013年德国风电发展情况及可再生能源

 改革简析      苏 晓

8-40   2014年上半年欧洲海上风电发展报告   苏 晓

9-46   2013年西班牙风电发展情况及挑战   苏 晓

10-46  墨西哥风电发展及能源改革    王佳莹  苏 晓

11-58  巴西风电市场的机遇与挑战    陈苏宁  崔 恺

12-44  美国海上风电发展现状分析    乔黎明

课堂/Classroom

1-48  以实践能力为导向培养风电技术人才 刘邦祥

2-64  高职风电技术专业实训课程体系的构建

 与实施       丁立新

3-48  “风电技术方向”校内实践教学研究 谢 源

4-46  以职业实践为导向组织风电运行维护专业

 的教学活动       刘邦祥  杜志强

5-46  海外实践，让风电教育更加丰富    刘天羽  刘续腾

6-46  再造一个新火种      卢安武

7-48  借助混合式师资培训推进实践导向的风电

 专业能力建设       刘邦祥  姚 吉

8-46  紧扣实际、深入调研的校外实践活动    孙立雄  许 建

9-52  “工学交替”式风电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 谢 源

10-50   2050年生活遥想     卢安武

11-68  “风能人·爱心舒缓治疗中心”传递温暖 张 玥

11-69  舒缓治疗留住的安静和幸福    薛 辰

12-48  风能学子自办论坛 校友齐聚共话风电   岳大为

12-49  中丹教育及研究中心风电技术讲座

 在河北工业大学举行    岳大为

12-49  MR公司云南乡村小学公益行    赵 洁

产业/Industry

1-50  我国近海风电场电价水平分析和建议 朱开情  李子林

1-56  风电行业问题再探（二）　　  王明军  高原生   

     王周菊  赵 庆

1-62  风电叶片用结构胶黏剂现状及其专利分析 曾秀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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