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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From The Editor

文 | 秦海岩

今年，适逢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70年光阴荏苒，虽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沧海一粟，却注定会在中国发展历

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高质量已是发

展中呈现出的最显著特征，其中就包括风电产业。风电已经成为我国少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之一，

为我国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提供了关键支撑。

数十年来，我国风电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产业规模迅速扩大，新增装机和累计装机连续多年领跑全球，

并在 2018 年年底成为首个风电累计装机突破 2 亿千瓦的国家。产业链已然成熟，涵盖技术研发、开发建设、设

备供应、检测认证、配套服务，有效推动业界不断进行降本增效。技术实力获得质的提升，实现从引进走向引领，

具备了全产业链的自主创新能力。产品谱系日益丰富，设计和生产了多款适应低温、台风、高原、低风速等复杂

环境特点的风电机组，单机容量从早期的几百千瓦，到现在的10MW，紧跟全球风电机组技术发展趋势。企业竞争

力大大增强，通过技术创新，我国的一批风电企业具备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全球风能理事会（GWEC）的数据显

示，2018年全球风电新增装机排名前十五的整机制造商中，有8家来自中国；排名前十的企业中，中国独占五席。

伴随综合实力的提高，越来越多的风电装备制造企业瞄准海外，风电机组出口稳定增长，远销美国、英国、法国、

澳大利亚等35个国家和地区。不少开发企业也纷纷走出国门，对外投资逐年增加。

这些成绩的取得，既离不开政策制定者的殚精竭虑，以及全体中国风能人的共同努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受益

于国际合作，正是技术引进开启了我国风能规模化利用的征程。早期，包括丹麦、德国、西班牙、世界银行在内

的多个外国政府和国际机构从技术、资金、开发经验等层面给与的大量支持，推动中国尽快迈过了风能利用的试

验示范阶段。而外资企业的参与，则显著加快了整个产业此后的发展进程。站在这样的基础上，经过多年持续的

技术创新，我国已经成为风电大国，在技术和开发经验等方面有了深厚积累，现在有义务在全球风电产业发展中

发挥建设性作用，通过与各国分享“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促使更多地区的风能资源得到高效开发。

有鉴于此，国际合作交流一直是北京国际风能大会暨展览会（CWP）的核心议题之一。在CWP 2019 上，主办

方设置了国际新兴风电市场发展动态、可再生能源成本分析及全球能源转型趋势、国际能源署（IEA）风能技术

合作研究论坛、2019 年全球风能组织（GWO）论坛、国际电工委员会可再生能源设备认证互认体系（IECRE）与

开发商研讨会等多场论坛，内容覆盖热点地区的风电开发基本情况、技术交流、认证、培训等诸多方面，旨在

为全球风电从业者提供一个获取最新信息、分享经验、把握技术创新前沿等的平台。同期还将召开北京可再生

能源投资高峰论坛（BREIS 2019），由国内外知名行业组织、企业及投融资机构的嘉宾研讨可再生能源的未来发

展以及投融资趋势，探寻其中蕴含的商机。此外，继2018年之后，第二届中欧海上风电工程及装备展览会（CWP 

Offshore）也将在 CWP 2019期间举办，通过邀请来自中国与欧洲的风电行业专家，借助主旨演讲、圆桌对话、展

览等多种呈现形式，为业界提供一个进行思想碰撞、展示最新技术成果的机会。

风能无国界，这既是就自然界的风能资源属性而言，也同样适用于全球围绕风能利用所开展的合作。各国应

当打破藩篱，把大力发展风电视作关乎全人类福祉的共同事业，不断密切国际合作，让更广阔的地区走上绿色发

展之路。  

深化国际合作
让风电吹动全球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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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与上下游企业一道致胜风电高质
量发展？金风科技给出的答案是，将
自身二十多年的深厚积淀提炼成覆盖
风电全生命周期“简单”的一站式解
决方案，与产业生态里的合作伙伴共
同成长，创造更美好未来。

金风科技：简单成就
高质量风电未来

24 48
施耐德电气 赵天意：

健身强体增慧，推进风
电智能化系统发展

2019年可再生能源
投资趋势概况

28

2011 年 10 月 29 日，根据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总体部署，

为落实“十二五”规划关于逐步建立国内

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要求，推动运用市场机

制以较低成本实现 2020 年我国控制温室气

体排放行动目标，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和产业结构升级，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

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经

历史回眸

综合考虑并结合有关地区申报情况和工作

基础，同意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

庆市、湖北省、广东省及深圳市开展碳排

放权交易试点。以此为起点，各试点地区

先后出台了本地区碳交易的管理办法，拉

开了我国碳交易区域试点的序幕。其中，

作为碳排放配额的补充机制，中国核证自

愿减排量（CCER）允许在碳市场交易。

专栏 Column12
再谈“调峰辅助服务”
涉及的理念与政策设计

“调峰辅助服务”相关的制度安
排与政策设计，存在前后逻辑不
一致、服务的需求者不明确、定
价随意、对其他机组征收完全属
于“抓壮丁”等问题。

未来5 ～ 10 年，应按照循序渐
进的原则，从健身、强体到增
慧，推进风电智能化设计、选
型、制造、建设、运维工作。

可再生能源是人类建设美好未来
的基石，投资可再生能源也是一
个巨大的经济机遇。数据显示，
2018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投
资达到2729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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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8 日，浙江正式发

布《2019 年海上风电项目建

设工作方案的通知》和《浙

江省海上风电项目竞争配置

办法》。

2019 年，浙江参与海上

风电竞争性配置的项目总装

机 容 量 255 万 千 瓦， 其 中 宁

波 50 万千瓦、温州 115 万千

瓦、舟山 60 万千瓦、台州 30

万千瓦。

《办法》明确参与竞争配

置的项目包括两类，一是未

确定投资企业的海上风电项

目，此类项目需通过公开招

标确定投资企业、上网电价

和开发排序 ；二是已确定投

资 企 业 但 未 在 2018 年 年 底

前核准的海上风电项目，需

通过公开招标确定上网电价

和开发排序，同时投资企业

的项目开发权不受竞争性配

置影响。

《办法》提出采用综合评

分方式，对上网电价、投资

企业能力、设备先进性、技

术方案及前期工作深度等竞

争要素设定权重，计算综合

得分，最后按照项目综合得

分由高到低排序分配全省年

度建设规模，配完为止。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 9

月 20 日 举 行 新 闻 发 布 会，

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在发

布会上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能源发展成就

有关情况。

一是在能源生产方面，

实现了从供给短缺到总体宽

松的巨大转变，走上了多轮

驱动强劲、保障体系完善的

新道路，成为世界能源生产

第一大国。

二是在能源消费方面，

实现了从一煤独大到清洁绿

色的巨大转变，走上了节能

浙江发布2019年海上
风电项目建设工作方案

国新办举行新中国成立70周年能源发展成就发布会

降耗、集约高效的新道路。

三是在能源技术方面，

实现了从跟随模仿到并行引

领的巨大转变，走上了动力

转换、创新发展的新道路。

四是在能源体制方面，

实现了从计划管理到市场为

主的巨大转变，走上了深化

改革、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新道路。有效

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

不断健全完善。

五是在国际合作方面，

实现了从相对封闭到全方位

开放合作的巨大转变，走上

9 月 9 日， 华 北 电 力

大学联合其他机构发布《点

亮绿色云端 ：中国数据中

心能耗与可再生能源使用

潜力研究》报告。

根据《报告》，2018 年

中国数据中心总用电量为

1608.89 亿千瓦时，占中国

全社会用电量的 2.35%。预

计 2019—2023 年 将 增 长

66%， 年 均 增 长 率 将 达 到

10.64%。

中 国 数 据 中 心 选 址 大

多 集 中 在 北 京、 浙 江、 江

苏等可再生能源电力占比

较低的区域，行业目前尚

未形成大规模采购可再生

能源电力的趋势。2018 年

中 国 数 据 中 心 行 业 可 再

生能源电力使用量占比为

23%， 低 于 可 再 生 能 源 在

中国全社会电力消费量的

占比——26.5%。

由此，《报告》建议政

府有关部门扩大可再生能

源市场化交易机制试点地

区， 拓 展 绿 证 核 发 范 围，

降低绿证价格 ；将数据中

心可再生能源使用与能耗

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

挂钩，提升部分东部地区

数据中心可再生能源的使

用量 ；加强引导部分新建

数据中心向可再生能源资

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转移。

《报告》建议相关企业

加强能耗管理、设定可再

生能源使用目标、成立可

再生能源采购团队。

了共商共建共享、深度参

与国际能源治理变革的新

道路。

未 来， 能 源 行 业 要 科

学把握好高质量发展的目

标路径，坚持以能源安全新

战略为指导，紧紧围绕做好

现代能源经济这篇大文章 ；

要正确处理好能源高质量

发展的重大问题 ；要加强能

源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保障。

在指标体系上，从长期与短

期、宏观与微观、总量与结

构等多个维度，科学设置引

导和评判的标准。

中国数据中心能耗与可再生能源使用潜力研究报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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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2 日， 国 家 能 源

局江苏监管办公室发布《江

苏省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

规则（征求意见稿）》。

文件明确了分布式发电

是指接入配电网运行、发电

量就近消纳，同时符合能效、

环保、安全等方面要求的中

小型发电设施。分布式发电

项目可采取多能互补方式建

设。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

是指同一交易片区内分布式

发电项目单位（含个人）与

配电网内就近电力用户进行

的电力交易。交易片区原则

江苏公开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规则征求意见稿

上限制在接入点上一级变

压器供电范围内。

参 与 交 易 的 分 布 式 发

电项目应满足接网电压等

级在 35 千伏及以下的项目，

单体容量不超过 2 万千瓦

（有自身电力消费的，扣除

当年用电最大负荷后不超

过 2 万千瓦）；单体项目容

量超过 2 万千瓦但不高于

5 万千瓦，接网电压等级不

超 过 110 千 伏 且 在 该 电 压

等级范围内就近消纳。

分 布 式 发 电 市 场 化 交

易试点目前主要按照年度

为周期开展双边协商交易。

分布式发电项目与就近的

电力用户之间自主协商交

易 电 量、 电 价， 形 成 双 边

协商交易初步意向后，经

安全校核后达成交易。后

期将根据分布式发电市场

化交易试点进展情况，适

时开展挂牌交易和集中竞

价交易。

分 布 式 交 易 结 算 实 行

月结月清。电力交易机构

按照自然月向市场主体出

具结算依据，市场主体根

据相关规则进行资金结算。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宁夏开展可再生能源执法检查

9 月 10 日至 12 日，全

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在宁夏开展可再生能源执

法检查。

期间，执法检查组全面

了解该地区可再生能源资源

调查、发展规划、科技和产

业发展等制度落实情况，以

及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并向

企业负责人、人大代表征求

修改完善可再生能源法的意

见和建议等。

近 年 来， 宁 夏 加 快 建

设国家新能源综合示范区，

聚焦民生领域推动可再生

能源扩大应用范围。目前，

宁夏率先在全国实现全省

域乡村农户太阳能热水器

使用全覆盖 ；2018 年，全

区 水 电、 风 电、 光 伏 等 可

再 生 能 源 消 费 量 801 万 吨

标准煤，占全社会能源消

费 的 比 重 为 11.2%， 提 前

完成了 2020 年目标。

宁 夏 也 存 在 一 些 共 性

问题，如国家可再生能源

电价附加补贴滞后、新能

源电力消纳压力较大、非

电可再生能源产业化发展

不足等。通过这次执法检

查，执法检查组将找准问

题， 深 入 分 析 原 因， 并 及

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

报告，通过对法律的修订

完善，推动宁夏可再生能

源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9 月 20 日，2019 年中国风

电供应链论坛在四川成都举行。

论坛以“谈风论电 驱动未来”

为主题，由南京高精传动设备

制造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南

高齿”）主办，共吸引国内外风

电行业的 100 多位代表参加。

目 前， 我 国 风 电 平 价 时

代日益临近，供应商面临新

的挑战。对此，与会嘉宾认

为需要产业链上下游深化务

实合作，推进协同创新，弥

补产业链短板，建立共赢发

展的新型商业关系。坚持以

产品性能、质量和服务优先

的发展理念，实现品质、技

术和品牌的升级。 

今年是南高齿建厂 50 周

年，该公司已经成为全球最

大 的 风 电 传 动 设 备 供 应 商，

搭建起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

涵盖五个核心环节 ：新产品

可靠性设计、专注卓越架构

与人才建设、以客户关注为

焦点、全制造过程质量控制

和供应商质量管理。南高齿

集团董事长、总经理胡曰明

表示，南高齿作为绿色能源

发展的倡议者和实践者，将

加快技术进步，以此提升产

品质量，推动产业的进步。

2019年中国风电供应链
论坛在成都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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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50-5.6MW风电机组在德国首次亮相

数
据

贵州将继续优化电力结构、加
快打造基础能源和清洁高效电
力 两 大“ 双 千 亿 ” 产 业。 到
2020 年，该省非水可再生能
源装机比重将达到 16% 以上，
2022 年，清洁高效电力产业将
实现产值 2000 亿元。

挪威可再生能源公司 Statkraft
发布的全球能源趋势的第四
次年度分析报告称，随着成本
下降，预计到 2050 年，可再
生能源发电将占全球发电的
80% 以上，其中光伏和风电
将占发电总量的 70%。

据 市 场 研 究 机 构 Wood 
Mackenzie 报告《全球风电机
组 订 单 分 析 ：2019 年 第 二 季
度》，全球第二季度机组订单容
量高达 3100 万千瓦，同比增长
111％，比 2018 年第四季度的
创纪录水平高出 1320 万千瓦。

2000 亿元 80% 3100 万千瓦

维 斯 塔 斯 下 一 代

EnVentus 平 台 V150-5.6MW

风电机组在德国首次亮相。

据 悉， 将 有 两 台 该 型

号机组部署到正在建设的

Beesenberg 和 Lübbenow

两个项目中，轮毂高度 166

米，适用于中高风速项目。

EnVentus 是 维 斯 塔

斯推出的最新一代创新风

电平台架构，今年推出了

V138-3.0 MW、V150-5.6 

MW 和 V162-5.6 MW 产 品，

其 多 功 能 平 台 设 计 理 念，

能够使机组组合匹配更精

细化，可配合各类风电机

组，从而充分利用任何特

定位置的可用风能。

亚洲首根高压风电扭软电缆试制成功

9 月初，由远东电缆产

业技术研究院研发的亚洲

首根 66kV 高压风电扭软电

缆试制成功。

该 电 缆 外 径 105mm，

适用于 8MW 及以上海上风

电机组。这是继 35kV 风电

耐扭软电缆后，该公司在

海上大功率风电机组用高

压扭缆设计制造上的又一

项突破。这在亚洲尚属首

家，在全球是第二家。

随 着 海 上 风 电 机 组

单机容量的不断增加，以

33kV 作为场内海缆的电压

等级逐渐成为制约海缆系

统设计的瓶颈。因此，一些

欧洲海上风电场率先开始

尝试提高场内海缆的电压

等级。

在建的英国 Blyth 海上

示范风电场是全球第一个以

66kV 作为场内海缆电压等

级的海上风电场，许多正在

规划中或已中标的项目也将

采用 66kV 电压等级方案。

为 更 好 地 适 应 市 场 与

客户需求，远东电缆与国

际市场接轨，成为率先开

始研发 66kV 高压风电扭软

电缆的国内线缆企业。经

过 研 发 人 员 的 不 懈 努 力，

成功试制出了该产品，并

顺利进入测试阶段。 

0
3.0
6.0

6.0

百万千瓦时

米 / 秒

7.0 8.0 9.0 10.0

9.0
12.0
15.0
18.0
21.0
24.0
27.0
30.0

不同年平均风速下 V150-5.6MW 机组年发电量

假设 ：

单台机组

可利用率为 100%

发电量无损失

系数 k=2

标准空气密度为 1.225kg/m3

风速为轮毂高度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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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热点

根据 Fraunhofer ISE 汇总的数
据， 至 2019 年 9 月， 德 国 可
再生能源发电占比已达 46.9%，
其 中， 风 电 23.2%、 太 阳 能
10.8%、生物质 8.7%、水电 4.1%，
同期发电占比煤电 29.0%、天
然气 10.2%、核电 13.4%。

研究机构 Menon Economics 的报
告称，挪威具备发展漂浮式风电
的潜力和资源，未来 30 年间，挪
威有望通过发展漂浮式风电创造出
约 77 亿 ~130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547 亿 ~923 亿元）的产值，并且
可以提供多达 12.8 万个就业机会。

欧洲在建的世界上最大的敷缆船
将 在 2021 年 下 水。 该 敷 缆 船 耗
资 1.7 亿欧元（约合人民币 13.3
亿元），配备两个载重量分别为
10000 吨和 7000 吨的转盘，可用
于安装长距离海底电缆、海上风
电场内和外送电缆。

46.9% 12.8 万个 13.3 亿元

9 月 4 日，澳大利亚清洁能源监管机构主席大卫 · 帕

克宣布，政府于 8 月底核准了总装机容量为 40.6 万千瓦的

4 座大型风电场和太阳能发电站，将确保 2020 年实现新增

可再生能源年发电量 330 亿千瓦时的目标。

近日，立陶宛能源部发

布 公 告 称，2020—2022 年

间将对外发布三轮招标以吸

引可再生能源投资，实现到

2025 年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

38% 的目标。按照计划，该

国每年将对外招标 7 亿千瓦

时电力，这三轮招标最终将

产生 21 亿千瓦时的电力。

德 国 铁 路 公 司 Deutsche Bahn 与 Innogy 和 RWE 

Supply & Trading 公司签署绿色电力供应协议。协议将

从 2024 年启动，为期 5 年。该公司计划到 2038 年实现

100% 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

澳大利亚

立陶宛

德国

英国

9 月 20 日，英国商业、能源和产业战略部宣布了第 3 轮差价合约的竞标

结果，共有 12 个新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赢得此轮差价合约，其中包括 6 个

海上风电、2 个与垃圾能源化相关的先进转换技术和 4 个偏远岛屿风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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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2012年，在知名智库组织⸺�能
源基金会的资助下，中国经济体制改
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开展了“大
规模可再生能源接入辅助服务成本补
偿机制研究”，并发布成果报告。该报
告（第 21页）提及，“由于电力系统
的瞬时平衡性，为平衡风电出力波动，
需要其他发电资源作相反波动，这就
是风电出力的波动性所导致的调峰辅
助服务。”

对于如何界定这种服务的价值，
报告指出，“风电接入导致调峰辅助
服务成本提高程度的分析主要采用有
无对比法，即分析没有风电接入和有

文 | 本刊特约评论员  张树伟

风电接入下调峰辅助服务成本的差值，
该差值就是风电接入导致调峰辅助服
务成本提高的程度。”

如果读者有兴趣，可以仔细研究
其中的算法（从第 24页开始）。实际上，
他们测算的是“有无可再生能源”的（剩
余）系统成本差别。如果我们不从市
场视角出发考察可再生能源与传统机
组的竞争问题，而是从成本视角看待
它的话，这里的“可再生能源增量成本”
也并不对应于其谈及的所谓相反波动
本身代表的调峰辅助成本 （这恰恰是
报告中忽略的爬坡成本以及部分启停
成本），而主要是一个机组利用率减少
带来的长期平均发电成本上升问题。

从报告的作者群体来看，他们往
往来自于中立组织与研究机构，并没
有“利益困扰”之嫌。而且，他们是
长期工作于我国电力行业的资深业内
专家。因此，我们大体可以说，在我国，
所谓“风电来了，火电更困难、更麻烦，
所以，风电需要补偿火电”仍旧是一
个公共理念问题，需要在公共认识的
“水位”上进行更加充分透明的讨论。

有两点必须指出：（1）这一理念
有部分需要给予认可的成分；（2）即
使从成本而不是市场（价格）为基础
出发，这一理念也存在部分逻辑前后
不一致的问题，有着“调节成本”与“损
失市场份额”的混杂。

本期专栏，我们结合过去的一些
研究、文献、报告深入讨论这个问题。

过去的故事

在很多场合，我们都可以看到、
听到关于可再生能源进入系统之后，
火电需要深度调峰的抱怨或者担忧。

再谈“调峰辅助服务”
涉及的理念与政策设计

“可再生能源时代的电力市场与数字化”专题

张树伟
卓尔德环境研究
（北京）中心主任
兼德国能源转型
智库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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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互联系统存在的意义
之一，是能够有效平衡各
种出力特性不同的电源及
需求，以有效率的方式促
进其整体平滑，而并没有
那么多“谁服务谁”的问题。

1: https://www.energytrend.cn/news/20181119-50515.html
2: M. Nicolosi, “The Economics of Renewable Electricity Market Integration. An Empirical and Model-Based Analysis of Regulatory  
    Frameworks and their Impacts on the Power Market,” PhD thesis, Universität zu Köln, 2012
3: 必须指出的是，这是可再生能源的特点，并不是缺点。即使是缺点，也不意味着是对可再生能源的“否定”。因为发展可再生能
    源的目的，从来就不是为了实现系统平衡，而是基于节能减排的需要。这方面的逻辑在国内，特别是在媒体层面的讨论中往往
    还不足够清晰
4: http://www.energystorage-journal.com/portal.php?mod=view&aid=37075
5: 谷峰. 电力有偿辅助服务划分标准的再认识. 中国电力企业管理，2019年第3期

比如：“从成本端来看，一方面，火电机组频
繁变动功率将加大排放物排放量控制难度，
火电厂出于环保压力将被迫采用更优质燃煤
增加成本，低负荷工作状态下单位煤耗也更
高；另一方面，频繁调频将降低火电机组使
用率，将加速设备磨损，增加维修成本。”1

其中的概念是极其混杂的，有些还富
有中国特色。技术上的描述往往是没问题
的⸺�可再生能源是波动的，所以，它进入
系统后，系统的上上下下出力变化变得必
要。但是，这一成本并不是“调峰成本”，
它在国际上往往被称为灵活性成本或者效应
（flexibility cost or effect）2。

也就是说，即使我们假设所有机组的出
力从 0调整至 100%都是灵活无成本的，可
以零成本上上下下地调节，那么可再生能源
进入系统仍旧指向系统成本增加的方向⸺�
因为它降低了其他机组的利用率水平，而这
些机组很大程度上在无风、光的时候还需要
保留在系统中。这无异是系统很无效率的一
种“充足性”，但是必须保持 3。

所谓我国东北的调峰辅助服务市场设
计，同样在这二者之间跳来跳去。它的基于
成本补偿似乎补偿的是“灵活调节”部分（其
实不是），而系统成本的增加（能源基金会
报告中测算的那个概念）是通过“调节了也
不影响全年发电量，可以在其他时间找回来”
直接补偿的。从本质上来说，它相当于把这
部分成本转嫁到那部分市场份额大的机组，
从而更进一步转嫁给消费者，比如煤电该降
价的时候不再降价了。

其次，即使从成本角度来看，这些所谓
深度调峰的补偿标准都是非常主观任意，甚
至肆意的。比如，《中国能源报》在 2018年
7月报道辽宁的文章称 4：“辽宁为给核电、
新能源发电腾空间，给予火电机组相应的调
峰补偿，即在核定的发电能力以下，非常规
调峰后少发的电量，每度电补贴 0.4元；在
40%负荷以下再进行调峰的，每度电补贴 1
元。”这种补偿的随意性与幅度之高，简直到
了无法理解的程度。与其这样，不如补偿风
电让其主动弃风，价格还低得多。

我国能源市场与监管专家谷峰称，在没
有现货市场的前提下，每台机组都有承担“用
户”侧负荷曲线调节的义务（出力曲线形状
=负荷侧用电曲线形状），起始点应当是全体
用户的曲线叠加。如果没有提供与全体用户
曲线形状相同出力的能力，则应视为购买辅
助服务 5。

按照谷峰的这个说法，只要与负荷曲线
不一致就意味着辅助服务，那无疑走到了“不
承担一点平衡责任，造成社会公共品无人提
供”问题的对立面极端。试想，如果在某个
时刻，电源 A出力 10，电源 B出力 10，而
需求 20得以平衡。下一个时刻，需求仍旧
是 20，而电源 A出力变为 8，电源 B出力
变成 12，系统仍旧是平衡的。如果按照这种
标准，电源 A、B都享受了某种“辅助服务”，
不知道其提供者是谁？⸺�完全找不到。电
力互联系统存在的意义之一，就是能够有效
地平衡各种出力特性不同的电源以及需求，
以有效率的方式促进它们的整体平滑。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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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并没有那么多的“谁服务谁”的问题。

逻辑

理论上，基于成本的视角与基于市场价格
（也就是价值）的视角是完全等同的。长期来看，
如果信息足够透明，系统不存在任何不确定性，
监管者与系统运营者具有相同的信息权力。那
么，二者是一致的，完全是一个如何划分持续
负荷曲线（是通过横切还是纵切保持系统平衡）
的问题（图 1）。

但是，这些前提往往没有一个是现实的。
首先，系统的信息是高度不透明的。一个火电
机组最小出力是多少？这个问题只有其自身清
楚。如果运行在某个水平上，它并不想减少出
力，那么就有足够的激励“隐藏”自身的这个
关键信息。

这在我国是有历史证据的，那就是关于所
谓“机组最小出力”的测算。60%也行，50%
同样可行，春节还能达到 40%。如果参与了东
北“胡搞”的调峰辅助服务向下深调，深调的
程度还能不算数，不作为技术上可以调节更深

的依据 8，这件事情恐怕已经完全成为闹剧。
可再生能源出现之后，由于其本身的随机性、

间歇性，以上划分持续负荷曲线的方式变得完全
不可行。很简单，系统的基荷都没有了（图 2）。

总结

“调峰辅助服务”相关的一切制度安排与
政策设计，即使从“成本为基础定价”的视角
来审视，也存在着前后逻辑不一致、服务的需
求者不明确、定价随意、对其他机组征收犹如
“抓差”等问题。

笔者认为，这些制度安排与政策设计，都
需要“休克”疗法予以废除，即使没有电力市
场改革与短期批发市场的建设。在竞争性市
场仍旧缺位的情况下，这些调节的成本，都
需要计入输配电价 [类似欧洲再调度成本（re-
dispatch）]或者直接转入消费者电价的一部分，
类似消费者附加的形式。因为在证明必要的情
况下，这部分成本属于消费者受益的系统与社
会“公共品”⸺�系统的安全稳定供应与电能
质量。  

图1 系统如何保持平衡——峰荷、腰荷、基荷传统横切方式6 图2 可再生能源会使得系统剩余负荷曲线的所谓“基荷”消失7

6: http://www.consultkirby.com/files/Ancillary_Services_-_Technical_And_Commercial_Insights_EXT_.pdf
7: https://www.agora-energiewende.de/fileadmin2/Projekte/2017/Flexibility_in_thermal_plants/115_flexibility-report-WEB.pdf
8: 《东北电力辅助服务市场运营规则》：www.raypwr.com/DownFile/?ContentId=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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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谢长军

——回顾龙源安徽风电开发历程

1957 年出生，1975 年 7 月参加工作，东
北电力学院热能动力专业本科毕业，教
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龙源电力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在英国《世界风
电之窗》月刊评选出的 2012 年世界风电
行业 30 位最具影响力人物中，位列第三。

 安徽，是中国东部襟江近海的内陆省份。地形呈现多样化，全
省分为五个自然区域：淮北平原、江淮丘陵、皖西大别山区、沿江
平原和皖南山区。

在中国风能资源分布中，安徽历来被列为风能资源较差地区。
2011年以前，安徽风电还是“零”记录。

实施低风速地区风电开发战略，是由于我国“三北”地区风电
大规模开发，电网送出和当地消纳满足不了风电快速发展的需要，
出现了大面积弃风限电情况，而进行的一种开发策略转移，并不是
低风速地区比高风速地区有什么优势，这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如
果“三北”地区风电大规模开发的送出消纳问题能得到有效解决，
中国发展风电的主战场仍然在“三北”地区。原因是“三北”地区
地域面积大，风能资源丰富，建设成本相对较低，特别是建设过程中，
生态环境和植被保护代价比中东南部地区小得多。

什么是低风速地区？在风能资源评估中，首先需要进行测风，
测风有严格的国家和国际标准规定。十年前，一个地区年平均风速
低于 6.5米 /秒，就称之为低风速地区。这些地区的风能资源一般是
不开发的。随着风电技术，特别是风电机组的技术进步，加之“三北”
地区弃风限电越来越严重，龙源在 2009年前后，首先在全国提出“上
山、下海、进军低风速”的转移开发战略。“低风速”就是积极稳妥
地在低风速地区建设风电场。这方面的故事，还得从安徽省滁州市
来安县讲起。

 

龙源安徽来安风电场的湖光山色

谢长军M

引领低风速风电发展潮流

谢
长
军
风
电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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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低风速风电开发，从安徽来安
起航

2009年，就在各大企业因为弃风限电被
迫放慢“三北”地区风电开发脚步的时候，龙
源主动转变发展思路，将战略眼光聚焦到不限
电的内陆省份。

安徽是一个以丘陵、山地为主的内陆省份，
火电装机占全省电力装机的 90%以上。由于环
境污染问题，安徽省一直在寻找改善能源结构
的办法。2007年上半年，代表着省内能源投
资主体的皖能集团，在滁州市来安县进行测风，
到 2009年上半年，测风满两年。然而，实测
年平均风速不到6米 /秒，一时间从企业到政府，
都认为安徽开发风电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龙源第一时间得到这一信息，请皖能集团
转让测风设备和数据，开展下一步工作，感谢
皖能集团欣然同意了龙源的请求。

2009年下半年，龙源详细分析论证了滁
州市来安区域长达两年的测风数据，并与风电
机组制造厂家远景能源、联合动力等论证机组
加大叶片长度、增加扫风面积等技术改进方案。
再通过优化机型选择和微观选址，严控工程造
价等技术、经济手段（包括使用低成本资金等），
测算出来的项目股本金内部收益率（IRR）在
10%左右，基本上可以满足投资要求。同时，
龙源预测，随着机组技术的不断进步，风电场
发电量还有较大上升空间。据此，龙源内部会
议认为，开发安徽低风速风电项目可行，而且
大有可为，从而把握住了进军安徽乃至整个低
风速市场的最佳时机。

2009年 11月，龙源与来安县签订《来安
20万千瓦低风速风电项目开发协议》。当时，
龙源在安徽没有一兵一卒，前期工作主要由龙
源江苏公司金骥总经理带领团队协助完成，他
对龙源在安徽的风电发展做出很大贡献。

2010年 3月 12日，龙源安徽风电公司正
式成立。当时龙源在辽宁的三个风电公司进行
合并重组，干部“富裕”。公司决定，罗通任

龙源安徽公司总经理（原任龙源铁岭公司总经
理）、姜广诚任副总经理（原任龙源铁岭公司
副总经理）、林梅任财务部主任（后任总会计
师）。规定十天内全部到岗，后来公司也有人说，
他（她）们是龙源第一批“南下干部”。6月份
又调龙源浙江公司吴进钏任副总经理，下半年
又调保伟中任党委书记（原任龙源江苏公司副
总经理），整个班子就这样搭建起来。

来安 20万千瓦风电场，分四期建设。实
际上就是一个风电场，由于当时国家核准政策
规定，省里只能核准 5万千瓦以下风电项目，
所以很多项目都是拆分核准的，今天讲起来，
还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话题。项目前三期选用
远景能源 1.5MW风电机组，风轮直径 87米；
四期选用联合动力 1.5MW风电机组，风轮直
径 86米。

四期工程于 2010年 5月陆续开工建设。
同年 9月 19日，第一台风电机组吊装完成；
9月 28日，场内集电线路开工；11月 16日，
升压站第一台主变安装就位。2011年 1月 6
日，升压站倒送电成功，首批机组并网发电，
结束了安徽无风电的历史。2011年 5月 16日，
举行了来安 19.8万千瓦风电场竣工投产仪式。
这标志着我国首座内陆地区低风速风电场正式
建成并投产发电。从项目核准到项目开工，再
到投产发电，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创造了内
陆地区风电建设的“龙源速度”。

来安风电场投产过程还有一段有趣的故
事。升压站倒送电的前一天，一切都在忙禄的

2009年11月，龙源
与滁州市政府签订
战略合作开发协议



Memory | 忆昔风

2 0 1 9 年 第 1 0 期  19  

准备之中。罗通总经理突然发现，公司内部没
有一位有电气操作资质的值长和值班员，按规
定无资质人员不能上岗操作。他便临时向国电
安徽公司求援，国电安徽公司从宿州电厂紧急
调来一位女值长救急。女值长叫王芳，工作完
成后，龙源挽留她在风电场工作，经过沟通，
王芳最后选择了风电事业。王芳作风干练、工
作认真、专业素质较高。在组织的培养下，她
从公司部门主管、副主任、主任升任龙源安徽
公司副总经理，从 2014年 7月开始至今，一
直分管安全生产工作。她也是龙源系统唯一一
位分管安全生产的女干部。

还有一个故事是笔者的亲身经历，“龙源
决定投资来安风电场以后一段时间，公司内部
总有几位同事担心当地风能资源不行，在我面
前讲了好几遍，担心搞不好有责任。2010年
12月 28日，我来到来安现场，当时正是工程
收尾阶段。当天温度较高，地面没有风，站到
升压站三楼平台，却感受到阵阵徐风，我内心
欢喜。回京后，我找到几位同事讲，来安是有
风的，而且还不小。就这样打消了一些人的顾
虑。其实，我也是直观感觉，并不是什么风神，
只是现场去得多了而已。”

技术创新，开发建设低风速风电场

来安风电场，是龙源第一个低风速风电场，
投资建设中承担了较大的风险。但在整个建设
过程中，龙源还是严格按照科学程序，做了大

量技术创新工作。
第一，推进设计优化。主要是以发电量的

提升和工程造价的降低为目标。优化风电机组
选型，谨慎微观选址，统筹考虑低风速、大型
风电场的尾流影响。设计选用八角型和圆型基
础，降低工程造价。该风电场内多山脊，且林
木较多。为尽量减少征地，采用 35千伏架空
线路，线路基础设计中由普通独立基础改为掏
挖或半掏挖基础。永久道路设计宽度为 5.5米，
吊装完成后恢复大部分临时征地原貌，减少植
被破坏。

第二，坚持严控工程质量管理，将创优工
作贯穿于工程管理全过程。针对低风速风电机
组防雷接地和高塔筒以及长叶片风电机组吊装
等重要分项工程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其中三项
课题获中国电力建设企业协会颁发的“质量控
制成果奖”，并大范围应用于低风速风电场建
设过程中。来安风电场项目获得 2012年度“中
国电力优质工程奖”和“国家优质工程银奖”。

第三，大胆应用新技术。风电机组应用首
创动态最优能量捕获算法。调整传统风电场气
流计算设计参数，优化设计模型。利用无人机
测绘成果作为基础地理信息来布置风电机组等。

第四，合理控制工程造价。工程批准概算
为 18.3亿元，竣工决算为 15.9亿元，平均单
位千瓦造价 8030元。

来安风电场，是我国内陆省份第一个低风
速（设计年平均风速 5.7米 /秒）风电场。对
我国内陆省份低风速风能资源的开发利用，具

国内首个内陆低风
速风电场投产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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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积极的示范引领作用。罗通、保伟中、姜广诚、
王健等同仁的辛勤努力和敬业工作也将写入龙源
发展历史之中。

时任来安县委书记金维加提出“贴身式服务”，
帮助龙源安徽公司解决了建设施工过程中的许多
困难和问题。来安风电场的投产也带动了来安北
部山区旅游资源的开发，促进了来安县跨越式发
展，实现了双赢。2015年 6月，金维加书记荣获
“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并在短短几年时间里
成长为正厅级干部。

此后，安徽地区风电开发由无人问津，迅速变
成多达 20余家开发商竞相涌入的局面。国内其他
内陆省份的低风速风电开发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龙源安徽低风速风电开发的战略决策，引领
了风电开发的新潮流。

抢资源扩成果，保持规模领先优势

2010年以来，龙源安徽公司凭借着多年积累
的技术优势，锲而不舍的执着态度，最终在众多开
发商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功地将开发区域拓展至
皖北宿州，皖南宣城、马鞍山、安庆、芜湖、合肥，
皖西六安等地区，取得一个又一个瞩目的成果。

2011年 9月，位于滁州市明光县的大港风电
场（4.95万千瓦）投产发电，此风电场接入来安
升压站。2013年 8月，鲁山风电场（4.95万千瓦）
投产发电。

2013年 4月，曹店风电场（14.85万千瓦）一、
二期项目历经千难投产发电。2014年 12月，三
期项目投产发电。曹店风电场一、二期项目位于朱
元璋的家乡凤阳县境内。在施工过程中，施工方
经常与当地农民发生冲突，最严重的一次，20余
人的施工队伍遭到 120多名村民漫山遍野的阻工，
给项目建设带来极大的干扰，整个风电场历时三
年才全部建成。

曹店风电场三期项目，位于定远县境内，处于
净空区内，在快要建成时被军方要求拆除全部风电
机组。龙源安徽公司反复与军方有关部门和当地政
府多次协调沟通，最后项目公司以较少的费用作为
军方设备改造的补偿，军方才同意不拆除风电机组，
问题得以圆满解决。

龙湖风电场（9.67万千瓦），位于皖南宣城市
南漪湖附近，分二期建设，分別于 2014年 10月
和 2017年 8月投产发电。

大山风电场（9.55万千瓦），位于全椒县境内，
分二期建设，分別于 2015年 4月和 6月投产发电。

横龙风电场（9.66万千瓦），位于马鞍山市含
山县境内，分二期建设，于 2015年 10月和 11月
投产发电。

至此，龙源安徽公司共建成 6座风电场，15
个项目，总装机容量 73.31万千瓦，占全省风电总
装机容量的 30%，位列第一。其中 12个项目使用
远景能源风电机组，3个项目使用联合动力风电机
组。目前还有 2个在建项目，建设规模 7.6万千瓦。

云南公司百山风
电场

笔 者 在 龙 源 安
徽 来 安 风 电 场
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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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公司还
完成 3个项目的核准工作，累计核准风电项目
达到 109.94万千瓦，基本上实现了安徽省内
具备开发潜力地区的全覆盖。

精心经营，细化管理，经济效益不
断提升

龙源安徽公司用了不到 9年时间，建成 6座
低风速风电场，做出了许多尝试和开创性工作。
他们在经营和运维诸多方面也进行了不断的探索。

一是强化设备管理。注重精准对标分析，
每月与系统内单位对标故障损失率，与省内企
业对标平均利用小时数，在跑动中保持先进。
利用小时数高于全省平均值 100小时以上，稳
居省内第一位。加强检修管理，合理制订检修
计划，统筹安排故障处理，提高设备健康水平。

二是创新安全生产管理。高度重视风电场
安全标准化建设；建立视频晨会制度；优化风
电场安全员职责。

三是首批通过安全文明生产标准化达标。
四是试点智能风电场建设。形成以安全、

运行和设备管理为主的智能风电场试点建设方
案，在龙湖风电场组织实施。

五是创新建立生产岗位公开竞聘机制。以
一年半为周期，公开竞聘 6个风电场安全员、
技术员、值班长、值班员等。

六是实施创新生产，全员培训和技能人才
培养。目前龙源安徽公司职工人数为 189人，
相当于 2.58人 /万千瓦装机。

2018年，公司完成风电发电量 16.42亿
千瓦时，年利用小时数为 2240小时，利润指
标也达到较好水平。

生态环境保护和植被恢复，将是未
来安徽省内风电发展的最大挑战

安徽省地形多样，植被丰富，景色秀丽，
是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的重点区域。风电场的建
设势必会对生态植被保护带来一定的影响。安
徽省政府对风电开发的要求已经越来越严格，
限制条件不断增加。引领低风速风电发展潮流
的龙源安徽公司，更应该在这方面做出表率，
贡献智慧。  

上 图 ： 龙 源 安
徽 宣 城 南 漪 湖
风电场

下 图 ： 雾 锁 山
头 —— 横 龙 风
电场的冬天

后   记
龙源安徽公司，也是龙源系统干部变动比较频繁的公司。第一任总经理罗通，后由姜广诚副总经理临时主持过一段时间

工作 ；第二任总经理王健 ；第三任总经理盛晓明 ；第四任总经理桂波（后辞职）。党委书记变动不大，第一任是保伟中，与三
任总经理合作过，现任党委书记是张敏。他们都在岗位上做出过许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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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东汽”在各个风电场安装的国产化
1.5MW机组，普遍采用的是原装进口的 LUST直流
变桨、丹麦Mita主控WP3100和法国 ALSTOM变
频器，这些都是世界一流部件厂家的产品，也是德国
REpower整机厂家的经典配置。大家都是从国外部件
生产厂家和 REpower厂家提供的英文资料学习风电及
现场调试技术，在现场机组调试和故障处理的实践中
不断摸索并积累经验。

是年年初以来，我一直在风电场出差，经过在内
蒙古国华呼贝、宁夏天净神州和新疆中节能达坂城 3
个风电场的经验积累之后，2007年 11月底的一天，
从北京出发，在 207国道上距离锡林浩特还有一百多
公里的公路边下车，然后乘坐单位车辆行驶 40多公
里，我来到大唐内蒙古灰腾梁风电场，进入锡林郭勒
盟大草原。彼时整个草原经过大雪的洗礼，白茫茫一片，

寒气逼人，如果不及时上车，仅在这荒郊野外待上几
分钟，后果都难以想象。灰腾梁又称灰腾郭勒。“灰腾”
是蒙古语“寒冷”的意思。灰腾梁也就是寒冷的山梁，
盛夏时节的最高气温不超过 15℃。在草原上，几十甚
至上百公里的范围内渺无人烟，难以见到村庄和住户，
遇见牛羊的机会远超过遇见人的概率。

大唐灰腾梁风电场的前两期工程先后开工，我到
达风电场时，一期的 33台机组绝大部分已经运输到了
机位，部分已吊装完毕。二期的 33台中有少数机组运
到了现场，其中有两台已完成吊装，正准备送电调试。
那时的锡林格勒盟草原，除此之外，还少有风电项目。

因为生活住房还在修建，现场人员都住在临时搭
建的板房内，草原上一天比一天寒冷。12月底，接近
风电场反送电时，灰腾梁草原的气温更是接近当年最
低值。我们白天在野外工作必须 “全副武装”，穿上最

寒冷与快乐同行

文 | 东方电气风电有限公司  王明军

——大唐灰腾梁风电场生活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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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的棉衣、棉裤。为了不让耳朵裸露在外面（有被冻掉
的风险），还得带上头套，只露出两只眼睛。即便这样，
仍觉寒风刺骨⸺�双手冻得失去了知觉，几分钟的作业
就会导致眼泪、鼻涕俱下，僵硬的双手持续不断地感到
火辣辣的刺痛。遇到大风大雪，雪花就像沙粒一样飞舞，
打在身上沙沙作响，打在眼睛上更是刺痛难忍。寒风呼
啸，两个同事离得再近，也很难听清对方说话。外出工作，
车辆经常陷在雪中，这时全车人都得下车除雪“拔车”。

我到达风电场时，现场很长时间都没通电。在板房
内，只能靠炭炉子取暖。用板房搭建的厕所，因为没有
采暖设备，地面结了冰，又溜又滑。即便是面对零下几
十摄氏度的大雪天气，大家也更愿意到露天的大草原上
去解决如厕问题。

几厘米厚的板房，其保温、御寒能力也非常有限。
刚搭建时，个别板材交接处还透风，因为寝室内的水汽
在房板上迅速凝结，尤其是在这些交接处凝结，形成了
晶莹剔透的冰块，对我们南方人来说，这倒成为从来没
有见过的美景和奇观。随着水汽不断凝结，很多地方冰
晶凝结的厚度已远超过板材。放眼望去，我们住着的仿
佛是一座浑然天成的水晶宫。

在寒冷的天气里，板房寝室里的炭炉子加热能力还
是太“柔弱”了，睡觉时除了盖上棉被，还得穿上很多
衣服，外加四五个人挤在一间板房里相互取暖才能勉强
过夜。与寝室炉子相比，板房食堂的烧火炉子能量则大
得多。因此，食堂总是烟雾缭绕，热气腾腾，犹如仙境
般吸引着我们。另外，烧火炉子的排烟管道附近温度也
很高。在去食堂打饭的路上，通常第一件事就是到食堂
炉子旁，或排烟管道旁去暖和暖和，因为这个缘故，打
饭的队伍很自然地沿着排烟管道排起来。有一次，我站
在队伍里等着打饭，突然感觉右臂异常温暖，转头一看，
才发现自己因为贴在烟道上太久，外套被烧出一个很大
的窟窿。

食堂的食材都是从 100多公里外的锡林浩特市买来
的，种类相当有限。生活用水是用水车从距离风电场很
远的地方运来的，并藏于地窖中，我们日常用水就是用

塑料桶从冰天雪地的地窖中提取。提水时，先用硬物砸
碎地窖水面上的浮冰。把水桶从地窖中提起时，有时难
免会在窖口洒落一些，这使得窖口周围结冰越来越厚，
窖口也越来越小。然而，这里的水，并不能保证长期连
续地供应，遇上恶劣天气，水车很多天也不能给风电场
送水。因此，大家格外珍惜用水，用过的洗脸水不能马
上倒掉，要留下洗手，或留待晚上洗脚。更不可能有充
足的水供我们洗衣、洗澡。因为没有商店，也不能购物。
因此，到锡林浩特去洗澡、洗衣、购物乃至美餐一顿，
是极为奢侈的事！每次去城里必定是“满载而归”，归途
的车辆往往因此“不堪重负”。由于到城区路途遥远，而
且道路艰难，一个月能有一次或两次这样的机会，我们
就心满意足了。

虽然在风电场吃得很差，居住和生活条件艰苦 ,但
工作时，业主与设备厂家双方的人员相互体谅，亲同一家。
为了共同完成风电场的调试任务，大家互相支持，共度
难关。

业主对一期 25#机组的调试工作极为重视。这台机
组离我们的住处较近，在送电之前就做了充分的准备。
2007年 12月 25日 18点左右，终于等到了风电场反送
电时刻。当时，业主方不少领导亲临现场，他们在塔筒
下恭候机组并网的佳音。为满足业主要求，在送电后我
们马上登机实施送电后的动态调试。设备在露天存放的
时间太长，我们上机后首先给机组部件送电、充电与加热，
但灰腾梁草原晚上的气温降至零下 40多摄氏度，部件加
热的速度相当慢，调试进行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多才暂告
结束。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
这边独好。”早上 8点，我们再次登机调试。经过一天多
的艰苦努力，12月 26日 21点 38分，大唐灰腾梁风电
场一期第一台机组成功并网。业主方领导非常高兴，除
了对我们表示感谢，还专门准备了隆重、盛大的庆祝晚宴。
说是隆重，其实根本没法与城里的“大餐”相比。然而
大家早已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即便是再丰盛的“大
餐”，又怎能与之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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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价有机遇也有挑战

《风能》：您如何看待即将到来的平价时

代？风电行业将面临哪些挑战与机遇呢？

赵天意：一个产业如长期依赖补贴生存，
犹如温室里的花朵，难以长大。平价是风电发
展的必然途径，对整个行业来说，是机遇，也
是挑战。

风火同价后，将不存在补贴拖欠，限电也
会有所改善。这将刺激用户或行业越来越多地
把关注点从规模转向精细化管理和有效运维，
从补贴的获得变成如何最大化地提升风电的可
用性及发电量，这是风电整个产业升级的契机。

我理解，风电本质上不只是一个设备产业，
也是一个价值产业，它体现在通过绿色可再生
能源实现整个行业，或整个生态圈的价值诉求。
这里既包括设备制造商对可靠性的追求，也包
含业主对风电场运维及发电量的需求，同时还
包括整个社会对可再生能源，对友好环境的追
求，这是一个价值传递的过程。

平价对风电场可靠性的挑战主要来自两方
面。一是成本。平价上网之后，一定会带来风
电全生命周期成本的最小化，这不仅仅是采购
成本、运维成本、可靠性成本，也包含停电故
障造成的损失。按照我们统计，在整个系统中，
风电机组安装后成本占整个生命周期成本接近
60%~70%，因此，如何降低运维成本，其实
是非常大的挑战。二是环境和场景的挑战。很
多风电机组要应对荒漠的风沙，高原的低温冰
冻，海上的盐雾、台风，高纬度的酷寒，机组
运行环境恶劣，可达性比较差，业内有个打趣
的说法叫“有风的地方最好没人，因为没人的
地方风大”。风电源于气候、环境影响的运维
控制难度要远大于传统能源。而平价之后，对

本刊 | 王芳

2019 年 9 月 19 日， 第 三 届 中 国 风 电 设 备
质 量 与 可 靠 性 论 坛 在 湖 南 株 洲 举 行。 作 为
风 电 重 要 的 设 备 商， 施 耐 德 电 气 将 重 点 放
在 了 智 能 化 的 系 统 开 发 上， 以 此 提 高 设 备
的 可 靠 性。 会 后， 记 者 采 访 了 该 公 司 负 责
新能源行业战略分析和市场开发的赵天意。

赵天意

施耐德电气能效管理
低压业务行业市场与
应用负责人

施耐德电气 赵天意：

健身强体增慧，推进
风电智能化系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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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这是智能化的基石。
第二层，系统级别的智能化应用。举个例

子，风电机组中变流器的框架断路器和接触器，
分别起到保护和控制功能。这两个元件即使选
用的是非常智能化的产品，如果这两个核心器
件不满足二类的配合，就有可能出现接触器频
繁烧毁，造成停电时间延长。最近在山东就出
现了风电接触器的批次性故障。这是前期系统
的选型配合没有考虑风电特点，最终带来对可
靠性的挑战。系统配合主要针对现场应用，我
们要给现场工作人员提供故障前的预判，第一
时间实现故障的分析和限制，并能够快速恢复
运行。

第三层是智能化的运维。智能化运维包含
对整个风电资产增值管理，以及大数据管理。

对早期风电机组，如何进行资产生命周期
的改造和升值？新建风电场如何基于当地的场
景和数据分析，使整个系统的可靠性更好、发
电收益更高？大数据管理，则是通过底层的智
能化设备元件把信息、数据采集上来，经过第
二层系统的本地边缘计算，再到第三层智能运
维，基于这些大数据的分析做智能化的判断。

智能化的运维包含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
是指在整个系统中如何最优地使用这些设备，
比如如何实现设备的全生命周期的稳定性、可
靠性最大化；第二是预防性的维修维护，基于
设备的自诊断边缘计算，对风电机组的优化。
设备不需要进行频繁的维修检修，只需要根据
工况和智能化的提示，对关键部件进行检修，
这既能够避免停电检修，又能够降低运维成本；
第三是通过智能运维带来的系统优化，实现系
统价值最大化。

总结来说，每个机组的工况都有所不同，
智能化的系统能够发现每台机组当前的负荷
率、发电的百分比有多少，未来可以针对机组

风电设备运维的改善、适应性的挑战更大，再
加上 20～ 25年的服务周期，任何设备的故障
或瑕疵，都可能在未来被放大。

智能化可以提高整个系统的可靠性

《风能》：那么，您认为提升风电系统的可

靠性，有什么良方？

赵天意：其实，系统的可靠性是国内外行
业都面临的问题。

最近有报道称，2018年，整个欧洲海上
风电现役 4500多台风电机组，仅 Ørsted一家
开发商就有 500台机组需要大修，每台大修的
成本在 100万英磅以上。这是可靠性问题带来
整个生命周期成本上升的典型事例。

我认为，通过加大投资提升可靠性是非常
困难的。我们期待通过智能化系统提升整个系
统的可靠性，同时降低运维成本，降低停电的
概率。

一个完备的智能系统至少包括三层。
第一层，即智能化的设备或元件。一要提

高设备自身的可靠性，否则可能出现误报警、
误操作。二必须要有非常好的环境行业适应性，
包含恶劣环境下设备的高可靠性、稳定通信能
力、自诊断能力、与其他设备的互联互通能力

风电本质上不只是一个设备产业，也是一个价值

产业，它体现在通过绿色可再生能源实现整个行

业，或整个生态圈的价值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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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回路进行升级，提升发电量，这是电气系
统可以做到的。

因此，从设备选型、工艺设计开始，到智
能化的配合设计、智能化运维，实现全生命周
期的管理，才是智能化的目标，才能够用最高
的性价比实现可靠性。

本土化要聚焦自身发展需求，借鉴
国外先进经验

《风能》：在质量与可靠性方面，国外的风

电系统与中国的相比有哪些主要不同的特点，

在中国的本土化要注意哪些问题？

赵天意：国外和国内的风电系统区别主要
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应用环境不同，比如欧洲和中国的风
能资源不同。欧洲当前开发的海上风电大多在
北海和波罗的海，风速将近11米 /秒，海床较深；
国内大部分是 7.5米 /秒的风速和较浅的海床，
这样在选择最适合的风电系统时就需要考虑应
用环境的差异性，以达到最大生命周期价值。

二是应用标准不同，比如欧洲的风电机组
输出并网电压和中国有所不同，在选择相应的
电气及控制设备时，要注意其差异性，选择符
合应用地标准的设备。

三是应用经验不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风
电机组制造及风电应用国，陆上风电应用经验
丰富。而欧洲海上风电发展已有十多年，2018
年新增容量是中国的 1.6倍，累计容量是中国
的 4.2倍，二者发展经验可以取长补短，互相
借鉴。

中国的本土化既需要聚焦自身独特的发展
需求，同时应开放包容地借鉴国外先进经验，
这里既包含技术方面的因素，也有选型招标方
面的因素。

技术方面，例如从提升全生命周期收益率

角度来看待智能化系统应用，欧洲的风电，尤
其是海上风电系统，普遍实现智能化运维管理，
在降低运维成本的同时，也提升了风电系统可
用性；国内的很多风电场还是采用人工运维管
理方式，对于质保期内的陆上风电也许能满足
需求，但在海上风电及全生命周期则具有很大
成本风险，同时也削弱了通过智能运维来升级
风电系统的能力。

选型招标方面，例如如何通过精细化招标
管理来提升系统可靠性，欧洲的招标管理模式
往往都是针对每一个子系统分开评标，选择最
具经验的最优供应商，这样能够提升系统可靠
性；而国内当前对中高压电气系统很多采取打
包招标方式，虽然能简化流程，提高了建设速
度，但也会因此屏蔽掉很多优秀供应商，降低
了系统最优化的机会；同时打包招标也加深了
系统运维风险，一旦出现某家供应商业务出售
或变动，风电系统运维可靠性都会受到影响。

健身强体增慧，推进风电智能化

《风能》：就目前风电智能化系统存在的主

要症结点，您认为在未来 5～ 10 年要着力解

决哪些问题？

赵天意：中国风电智能化当前主要存在三
个方面问题：

缺乏基础支持：很多风电核心设备未做到
智能化和互联互通，这样导致很多风电应用和
分析成为无源之水，使未来管理增效和升级改
造缺乏依据；

缺乏现场系统级应用：风电各子系统往往
各自为战，缺乏系统级别的配合和优化，尤其
对现场管理人员，当出现问题时无法第一时间
分析原因，并采取措施；

缺乏应用数据分析；风电大数据采集起步
晚、壁垒多，缺乏风电大数据分析以指导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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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能源需求和能源安全，必须靠可再生能源

来满足，实现从补充到替代，从替代到主力的过

渡。未来，可再生能源一定会大规模发展。

优化升级。
针对这些症结，未来 5～ 10年，我们应

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从健身、强体到增慧，
推进风电智能化设计、选型、制造、建设、运
维工作。

首先是健身，在设计选型时就选择智能化
的风电核心设备，使核心电气及机械设备能够
采集数据、自诊断及互联互通，同时不忽视可
靠性提升，保证可靠的智能化。

其次是强体，在风电设计制造环节重视系
统级配合，确保智能设备之间以及和现场及总
部管理系统的兼容性，提升系统可靠性和现场
运维操作便利性。

最后是增慧，针对风电全生命周期管理的
难点，打通风电数据壁垒，利用人工智能等大
数据分析工具，实现风电智能调度、智能运维、
优化升级等功能，提升风电全生命周期收益。

可再生能源会大规模发展

《风能》：您认为未来，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前

景如何？施耐德电气在其中将有怎样的作为？

赵天意：我个人认为可再生能源一定会
取代传统化石能源，风电、光伏、光热等可再
生能源将会成为主力能源，配合储能、电动汽
车等应用，使整个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截至
2018年底，风电等新能源在中国的累计装机
量占全国总装机容量的比重已经接近 20%，未
来会进一步持续增长。传统能源中，水电受自
然条件限制，火电在逐步压缩，核电发展很谨
慎。未来的能源需求和能源安全，必须要靠可
再生能源来满足，实现从补充到替代，从替代
到主力的过渡。可再生能源会像传统能源一样
大规模发展，但不只是风电，可能还有光伏、
光热，配合电化学、热储能和氢能等方式，做
到分布式大电网的发展。

伴随“十三五”规划在电力工业及基础设
施领域的逐步落地，以配电数字化、智能化为
基础的工业设施、智慧建筑等将成为社会建设
与发展的新方向之一。施耐德电气基于在新能
源、轨道交通、数据中心等行业的解决方案与
成功实践，全面升级 EcoStruxure配电架构，
并在完善各层架构的基础上，上下兼容，实现
了设施连接、系统架构、应用场景的全覆盖，
从资本性支出到运营支出的全生命周期，为客
户创造价值。目前，EcoStruxure已经在全球
部署了超过 48万个安装现场，得到了超过 2
万名开发者和系统集成商的支持，在云端管理
着超过 160万份资产。

在信息化、数字化、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
新能源企业对电力智能化、数字化方面的发展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数字化已经广泛应用于光
伏和光热设施、风电机组制造、新能源电站微
观选址和运维等场景。施耐德电气作为中低压
配电及工业自动化领域的先行者，早在 2010年
就参与了第一个海上风电项目。目前，由包括
智能断路器、智能开关柜、智能电气监控通信
产品、UPS等互联互通智能设备，以及控制技术、
云计算和数据分析与服务等共同构成的施耐德
电气低压配电解决方案，不仅能提升海上风电
系统可靠性及运维效率，实现实时远程监控系
统运行状态，确保故障及时处理，有效减少计
划外停电和维修需求，并能提高安全及管理能
力、节省运维成本，保护运维人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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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风科技：
简单成就高质量风电未来

本刊 | 夏云峰

如何与上下游企业一道致胜风电高质量发展？金风科技给出的答案是，将自身二十多
年的深厚积淀提炼成覆盖风电全生命周期“简单”的一站式解决方案，与产业生态里
的合作伙伴共同成长，创造更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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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风科技江苏射阳风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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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整个风电产业而言，路正在越走越宽。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2019年 10月 11日召开
的国家能源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发展水电、风电、
光电等可再生能源，提高清洁能源消纳水平。

而早在 2017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
的基本特征就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这一要求，在风电行业中开始加速落地。
“中国风电发展 30年来，正在逐渐从‘中

国制造’走向‘高质量的中国创造’。”新疆金
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金风科技”）总
裁曹志刚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资料显示，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规模已跃
居世界第一，装机容量占比呈现出良好的增长
态势。其中，风电产业经过 30年的砥砺前行，
开发建设规模不断扩大，技术装备水平显著提
升，政策支持体系日臻完善，为推动能源转型
和我国践行应对气候变化承诺作出突出贡献。

站在时代发展的路口，高质量发展已成为
风电未来的必然选择。随着平价上网时代的加
速到来，风电市场的竞争逻辑发生了变化。这
种变化，在长期注重技术创新和积累的企业看
来，孕育着新一轮发展契机。

时代在变，游戏规则也在变，但不变的是
黄金法则，即市场竞争的底气源于技术创新和
服务实力。这也成为诸多风电企业“落子”未
来市场的主要着力点。

高质量发展的背后逻辑

风电的高质量发展，一个重要目标在于持
续降低平准化度电成本（LCOE），不断提高以
风电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从 2017年的“绿电
7日”到 2018年的“绿电 9日”，再到 2019
年的“绿电 15日”，青海省所用的电能在上述
几天内全部来自水、风、光等可再生能源，实

现全清洁能源供电。这一创举，为风电乃至清
洁能源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良好范本。

另外一个重要体现，则是平价上网大基地
项目的打造。

2019年，几个大型风电项目的招标结果
备受业内关注，典型案例如国家电投内蒙古公
司乌兰察布风电基地一期 600万千瓦示范项
目、中广核新能源内蒙古兴安盟 300万千瓦平
价上网风电项目。前者是国内首个列入国家规
划并完成项目核准的大基地项目，同时项目所
在基地也是国内首个平价上网风电基地。

记者了解到，在国家电投乌兰察布项目的
招标中，所有投标企业除了提供机组选型和塔
架方案，还被要求提供集电线路、道路与升压
站设计规划等方案。

这意味着，招标对象已由原先的单一机组
转变为可落地的整体解决方案， 平价上网的情
境下，竞争完全切换到以平准化度电成本为核
心的整体解决方案，投标者将综合考虑对项目
全生命周期存在影响的所有因素，更多环节被

山西运城平陆
风电场系金风
科技在山西南
部建设的首个
风电场，项目
与当地自然环
境相融合，形
成生态新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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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竞争模型中，未来的市场竞争，将围绕各
企业的风电整体解决方案能力展开。

经过 30年发展，风电已从试验示范阶段
走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由以前的政策驱动转变
为需求驱动。近几年，大基地、分散式、低风
速、海上风电等新的风电模式以及复杂的运行
环境无不对风电开发商进行项目开发提出了更
高的门槛要求，原有陆上集中式风电的经验模
式已远远无法满足现实需要。对于开发商来说，
简单的一站式平价上网解决方案，已成为风电
发展高质量时代的刚需。

金风方案：给客户更“简单”的选择

作为国内第一、全球第二的风电整机制造
商，金风科技提出的平价上网解决方案是基于
技术路线、前期风能资源选址、后期运维服务
等多个维度考量的，深刻诠释了“简单”的内涵，
为客户带来更多价值。

如何理解“简单”？
在金风科技看来，首先是来自永磁直驱技

术的加持。该技术路线调速范围更宽、可直接
驱动叶轮，效率相较传统技术路线能提高 5%；
直驱机组结构更简单、部件更少，可减少系统
误差，使得设备可利用率超过 98%；由于系统
结构简单，在运行维护环节，可有效降低 10%
左右的综合成本。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直驱机
组的高、低电压穿越能力突出，可全面实现柔
性功率。

在技术路线优势的基础上，金风科技的智
能风电机组家族也大显身手。如在陆上，针对
我国中东部及南方地区和部分 III类风能资源
区，金风科技推出的超低风速机组平台，将风
能资源的捕捉区域下探至年平均风速 4.5米 /
秒。这些机型在分散式项目中同样拥有广阔的
应用前景。

针对“三北”高风速地区，金风科技在已
有的 3S平台基础上不断迭代优化升级，推出
了新一代应对平价上网的智能风电机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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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中获悉，2019年北京国际风能展期间，
金风科技将发布专门为应对平价上网、适用于
大基地项目而研发的机型 GW155-4.5MW。它
继承了可靠性高、易于维护的基因，并且智能
化特征更加明显。
“简单”的第二个表现，是在前期选址环

节实现一键式选址。风电的所有工作首先源
于对风的精准认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得
风能资源者得天下。目前，金风科技推出包含
GoldGIS、New Freemeso、GoldFarm 等 在
内的多款数字化工具，从而帮助风电开发者实
现一键式精准快捷选址。

据了解，在今年的北京国际风能展上，金
风科技集风能资源选址技术之大成，推出面向
平价上网时代的风能资源评估云平台⸺�“风
匠”。它针对我国的风能资源特征，打破传统
风能资源计算工具互相不兼容的壁垒，借助自
主研发的风流场计算仿真内核，融合了当下最
先进的 CFD、WRF、GIS等专业技术，帮助

使用者随时随地实现在线模式的风电场设计计
算，结果更精准，效率更快捷。同时，使用者
无需深度培训学习，即可加以运用。此外，它
采用云计算商业模式，按需计算，实现降本增
效，为平价上网时代风电场精益化投资提供了
最有力的支撑。
“简单”的第三个表现，则是在后期运营

环节，实现全生命周期一站式服务。
金风科技依托全资子公司金风慧能，凭借

超过 3.3万台机组的运维经验和知识积累、覆
盖全国的运维服务网络、以 SOAMTM为核心
的智慧运营系统等，为客户提供标准高效、智
慧透明、灵活定制的全面系列化解决方案，涵
盖日常运维、物资保障、深度技改提效，实现
全生命周期一站式服务。

上述“简单”的平价上网解决方案，在为
客户带来更多价值的同时，也获得了市场认可。

2019年上半年，金风科技分别中标乌兰
察布和兴安盟大基地平价上网项目，这意味着

得风能资源者得天
下，金风科技在前
期选址环节推出多
款数字化工具，帮
助客户实现一键式
精准快捷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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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以建设“好”风电场为目标的全生命周期一
站式解决方案赢得客户的信赖和认可，也充分
诠释了“金风方案”的价值所在。

在与国内的平价上网政策环境相似的加拿
大，2019年，金风科技获得首个陆上风电项
目⸺�Golden South Wind项目的订单。直
驱永磁的技术路线、出色的风能资源条件以及
当地简单的并网条件连接，使得该项目创造了
当时的世界最低电价纪录。

通过全优产业链深挖高质量发展潜力

在看得见的品质背后，是看不见的付出。
看似“简单”的方案背后，是企业“不简单”
的努力。这一切都指向一个目标⸺�确保机组
产品的高发电效率和高质量。特别是当平价上
网时代来临，对设备的质量和可靠性要求也更
加苛刻。

平价上网时代下，需要深挖各种降本增效
的潜力。高发电效率意味着高发电量；高质量
不仅可以确保发电量，还能有效降低运营成本，
并保证产品的高可靠性，这些都是未来持续降
低风电平准化度电成本的重点方向。

2019年 8月 28日，金风科技获得质量领
域的全国性最高荣誉⸺�“全国质量奖”，成为
风电行业首家夺得这一奖项的企业，这是对金
风科技追求高质量和可靠性的最佳诠释。

记者注意到，在“全国质量奖”评审专家
列出的金风科技六大优势中，打造全优产业链
被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事实上，打造全优产业
链，也是对高质量时代下必须保证供应和交付
质量这一要求的最好回应。

基于对行业创新发展趋势的深刻认知，金
风科技将研发体系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借助
“全优产业链”建设，推进协同创新。

按照曹志刚的理解，风电是高度集成的行
业，牵涉诸多环节和参与者，并且风电技术和

市场需求一直处于变动中，有必要在上下游之
间及时传递、共享相关信息，实施协同创新是
大势所趋。

全优产业链基本贯穿风电行业生态圈的整
个价值链。“这个价值链分为纵向和横向两个
维度，好比瞄准镜的‘十字准星’，准星的核
心点是整机商，在纵向维度上贯穿产业链的上
下游，涉及原材料供应商、零部件供应商、仓
储物流服务商、建设施工方、业主等；横向维
度涵盖政府、行业协会、第三方机构、电网公司、
金融机构、科研院所等。”曹志刚说，在这个
价值链条上的每一个相关方，作为全优产业链
极为重要的一分子都参与其中，共同推进构建
全优产业链建设战略，协同提质、降本、增值，
实施技术创新，与链条相关方合作共赢，实现
业务多元化发展。
“我们一直以来都将供应链的合作伙伴视

为产业生态圈的核心成员，通过持续有效沟通，
互相提供技术培训和支持，共同开展科技攻关，
打造出全优产业链，提升供应链管理水平，实
现合作共赢。”曹志刚如是说。

为此，金风科技设计了相应的共享机
制，并且每年都会将向供应商的到期应付账款
100%支付作为考核内部交付部门的重要工作
标准；此外，还专门设立奖金，用于鼓励供应
商在技术和工艺上的创新。

曹志刚指出，通过建设全优产业链，金风
科技为客户提供质量可靠、成本最优的产品，
并确保及时准确的交付、良好的服务体验，降
低客户的平准化度电成本，实现风电投资收益
的最大化。

目前，金风科技已成功获评国家工信部首
批 15家“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商务部
“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示范企业”。在这两项
评选中，金风科技均为国内唯一风电整机企业。

在金风科技的带动下，行业零部件的国产
化率水平不断提升，国内诸多供应商伴随金风
科技逐渐成长为业内中流砥柱。在叶片、铸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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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轴承等核心零部件领域，金风科技与优质供
应链企业签订长期战略合作协议，在研发协同、
质量管理和产能布局等多领域展开长期稳定合
作，保证整机产品的精准高效交付。

2014年起，金风科技开始联合供应商开
展质量信用评价，2019年已有 100多家供应
商获得 5A供应商评级。在与供应商的共同努
力下，零部件到厂合格率和生产一次交验合格
率大幅提升，已达到国内行业领先水准。

可见，构建全优产业链已成为金风科技打
造高质量产品的一张“王牌”。

高可靠性源于强大的研发和测试验
证体系

风电高质量发展的未来，离不开产品的高
可靠性。或者说，风电产品的可靠性是风电未
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生命线”。

高可靠性，一方面源于基础研发工作的高
效开展。这不仅需要信息化、人力等软件投入，

同时更依赖实验室、实验设备等硬件投入；另
一方面，则是测试验证体系对于产品的反复验
证。从上述两个维度考量，金风科技都做到了
国内领先。

研发体系方面，目前，金风科技在全球建
立七大研发中心，拥有超过 2000名研发工程
师与服务工程师组成的技术团队，具备了整机、
系统、零部件全链条的实验开发能力。同时，
金风科技在国内已建成 20多个国家和地方颁
发挂牌实验室与工程中心，研究内容包括整机
设计研发、核心部件产业化、智能制造试点示
范等。

在江苏盐城大丰，金风科技正在建设实
验研究基地，旨在打造全球技术水平最高、设
备最先进、研发和实验能力最强、开放程度最
广的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据了解，基地
将拥有六自由度液压伺服加载系统、再环仿
真技术、HALT及 HASS系统等，综合实验
测试能力会达到与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
（NREL）以及荷兰能源研究中心（ECN）同
等的水平。

在 金 风 科 技 看
来 ， 产 品 的 高
可 靠 性 源 于 强
大 研 发 体 系 和
完 整 测 试 验 证
体系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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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测试验证体系，在金风科技看来，其
目的是通过在实验室模拟实际工况条件，运用
数字仿真技术，或者在现场进行试运行，检验
整机、控制系统和关键大部件的性能是否达到
设计要求。由此获得的验证结果，反过来能够
为前端的设计创新提供支撑，加速产品迭代，
从而形成一个完整闭环。

据曹志刚介绍，目前金风科技已构建起多
层级的测试验证体系，形成贯穿部件、子系统、
整机、场网环节的四级测试验证能力。

其中，试验风电场与传动链全尺寸地面试
验平台被金风科技视为优质资产，是其核心竞
争力的体现。

据悉，金风科技是国内最早建设试验风电
场的整机厂商，陆续在新疆达坂城、江苏大丰
等地建成试验风电场，再结合张北国家风电研
究检测中心的试验能力，能够将测试扩展至单
台机组、多台机组协同、多个风电场协同，以
及场网协同等。

在传动链全尺寸地面试验平台方面，早在
2009年，金风科技基于国家 863项目，建成

6MW级别的整机传动试验平台，填补了当时
国内整机测试平台空白。该平台可支持直驱、
半直驱、双馈等主流机型的测试，至今已累计
完成百余台次整机测试，形成千余条机组优化
类目。

针对大型零部件，金风科技通过自己投资
或者联合供应商共同投资，建设了多个试验平
台，覆盖叶片、变桨 /偏航系统、发电机等。
以变桨 /偏航系统试验平台为例，它可以为各
兆瓦级机组提供变桨 /偏航系统可靠性评估和
测试诊断，能完全模拟风作用到叶片的载荷，
在 4个月内加速完成变桨 /偏航系统的全生命
周期等效疲劳测试。

此外，金风科技还充分利用各地的公共测
试平台，开展基础实验，比如拉伸、材料检验、
金相检测、光谱分析等。

目前，这套体系已经得到成熟应用。考虑
到行业发展会带来新的需求，尤其是机组的大
型化，金风科技也在不断投入升级，如正在建
设的 16MW六自由度整机传动试验平台。这使
得该体系一直处于动态演化之中，以确保先进

GW155-4.5MW
风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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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设计创新 +测试验证的复杂闭环系统，
则为金风科技不断向市场输出更多定制化、高
质量的风电平价上网解决方案提供了坚实支撑。

今年 8月，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了
《2018年度全国风电场生产运行统计指标对标
结果》。对标结果显示，金风科技的 93个项
目获奖，占总获奖项目数量的 27.2%。其中，
一等奖项目 22个，二等奖项目 28个，三等
奖项目 43个。这些项目分布于全国 21个省份。
近三年来，金风科技的获奖项目数量及占比持
续上升，始终保持行业第一。这源于金风科技
多年来在产品研发和检测认证工作中的积累和
努力，也从侧面反映出其风电解决方案的高可
靠性。

并网友好护航高质量风电未来

风电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并网友好。目
前，我国大型风电基地普遍具有多场站汇流、
当地负荷少、通过特高压输电线路送出等特点，
引发诸多技术挑战：多个风电场、光伏电站之
间缺乏协调配合，产生电压波动的风险；特高
压直流闭锁，对新能源提出高压穿越需求；新
能源装机在区域电网内占比提高，对新能源提
出一次调频需求；新能源集中安装地区场站间
可能发生复杂的次同步振荡问题……这些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风电高质量发展的步伐。

2016年下半年，国家电网公司开始重视
“新能源设备自身的无功调节能力”，西北电网
率先下发标准，要求在新能源场站建设自动电
压控制系统。随后的 2017年，新疆、甘肃、
宁夏等地区的省级供电公司陆续下发文件提出
相关要求。

目前，金风科技已走在国家标准之前，提
出了包括一次调频、次同步振荡抑制、高电压
穿越等在内的诸多解决方案，解决了大型风电

基地接入电网过程中遇到的大多数难题，并实
现多项功能集成，领跑行业发展。

金风科技探索风电并网友好性的努力，
最早可追溯到 2013年对无功电压管理平台
（VMP）的研发。经历多年反复调试优化，如
今 VMP已升级至全新一代，在进一步降低场
内损耗额的同时调节电压，实现低电压和高电
压穿越，快速调节风电场的有功功率，充分适
应电网的各种技术标准和要求。

在今年 3月召开的北京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上，金风科技参与开发的“大型风电基地次 /
超同步振荡防控技术及应用”获得 2018年度
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该技术能有效抑制
大型风电基地接入电网出现的大范围次 /超同
步振荡，保证了电网安全运行。这是对金风科
技探索并网友好，推动风电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肯定。

风电高质量发展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
段。在此背景下，开发商会更倾向选择产品可
靠性高、拥有先进技术、能够确保全生命周期
项目收益好的整机制造企业作为合作伙伴。作
为国内一家老牌、同时也是最大的风电整机制
造商，金风科技始终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
通过看似“简单”却极其可靠的技术、产品和
服务等综合解决方案，助力实现各应用场景全
生命周期的提质、降本、增效，帮助客户化解
痛点，实现多方共赢。
“风电是一场长跑”，这是金风科技董事长

武钢始终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未来几年，风电
行业注定还要奋力奔跑，而金风科技砥砺二十
余载的积累与付出，无疑将确保其在迎接风电
高质量发展之路上跑得更快、更远。

正如 30年前，或许无人会预见风电产业
能够取得今日的巨大成就，谁又能够想象下一
个 30年，金风科技将引领风电产业走向怎样
的竞争力新高度呢？美好未来就在眼前，值得
你我共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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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上半年，我国风电的累计并网
装机容量达到 1.93亿千瓦。巨大的存量风电
资产如何保值、增值成为项目业主面临的新
课题。在此背景下，数字化技术为风电产业
的发展创新和产业结构转型带来了无限可能，
对风电机组数据的深度挖掘和应用是未来风
电行业的重点研究方向，关系到风电场全生
命周期的收益，会对产业链生态起到非常重
要的影响。

现阶段，已有大量风电企业开展大数据
的开发工作，并将分析归纳结果应用到日常
机组的运维、技改，甚至设计制造等环节中，
但这些还远远不够。在大数据开发过程中企
业往往面临很多挑战。一是技术本身迭代速

本刊 | 孙一琳

岳能天数：
将数据转化为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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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较快，缺少相关经验的企业难以跟上发
展的步伐；二是数字经济下人才紧缺，风
电企业的人员配备往往难以创造更多的价
值；三是固化的思维和运行模式。企业需
要创新模式、转变思维才能更好地利用数
据带来的价值。

作为新能源行业领先的“智慧管控”
服务商，北京岳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岳能科技”）在探索的过程中逐渐意识
到，目前大部分软件平台仅仅停留在数据
的收集和分析层面，运算能力不足，且单
一的架构难以满足业主不断升级的需求。

该公司是从事新能源行业集中监控系
统建设较早的厂家，在新能源领域耕耘近
10年，接入超过 4万台风电机组，涉及
20多个整机商的 50余款机型。如何更高
效地利用丰富的数据资源满足客户的需求，
提升系统反应速度和稳定性是岳能科技的
攻克重点。

2019年年初，一个机缘巧合之下，
岳能科技与南京天数智芯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数智芯”）相遇了。

天数智芯创立于 2015年 12月，由来
自美国硅谷的计算机技术专家和国内行业
精英联合创立，现已在上海、北京、南京、
硅谷设立研发中心。该公司从由数据暴增
所激发的 AI算力需求出发，瞄准以 AI为
代表的高性能计算市场，专注于提供企业
级软硬件计算力产品、平台和云计算解决
方案。据了解，天数智芯持续迭代并推出
通用、标准、高性能计算基础平台软件产
品 SkyDiscovery平台（高性能大数据机器
学习平台），并即将发布首款边缘端计算芯
片，敏捷地应对 AI发展带来的计算力新需
求，并为底层芯片设计研发带来及时反馈。

据悉，天数智芯不断拓展客户群体，
既有对团队和技术充分认可的海外客户，

也有诸如中国中车、国电集团、武汉同济医
院、东部战区总医院等国内各行业标杆企业。

公司产品涵盖高铁智能预警系统，如
钢轨探伤，受电弓监测，车辆线路智能巡线，
齿轮箱、牵引电机、变压器预警等；智慧
风电系统，如性能劣化系统、核心零部件
预警系统等；并利用自身软硬件生态优势，
助力智慧城市大脑建设，包括道路车流智
能分析、电动汽车智能预警、自动驾驶等。

实际上，天数智芯始终在寻找一个合
作伙伴、一个合适的领域，能够更好地呈
现其 SkyDiscovery平台的运算能力。已经
实现规模化发展的风电行业恰好能为其提
供一个实现自身价值的舞台，而岳能科技
这一能源行业的“工业 4.0”优秀践行者就
是其进入风电行业的引路人。

就这样，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和数据
积累的岳能科技和具备顶尖数据处理能力
的天数智芯强强联手，合资建立北京岳能
天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岳能天数”），
致力于帮助风电企业用至简的操作达成至
精的管理，充分发挥大数据的创新引擎作
用，为风电场提质增效。
“大数据不仅在于掌握海量的数据信息，

更重要的是对数据的专业分析及应用，提高
数据的附加值，就业主方来说更希望达到一
种数据资产的效果。”岳能天数总经理学鸿
羽向记者表示，“我一直坚信数据是运维的
钥匙，利用大数据摸索一种最佳的运营模式，
这是整个风电和光伏行业的趋势。”

岳能天数将于 2019年北京国际风能
大会暨展览会（CWP）上展出其风电集控、
效能分析、大数据 BI、PHM模型等产品，
基于风电场的全生命周期，提供完整的产
品解决方案。据学鸿羽介绍，效能分析产
品基于能量可利用率指标，实施深度分析
设备生产情况，能有效指导潜在故障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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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性能评估，最终提升场站的发电效率；PHM
模型可进行定制化编辑，帮助客户提前预测或
实时反馈故障信息，提供精准专业解决方案，
避免潜在损失，延长设备寿命。

值得一提的是，岳能天数提出通过平台的
运算，充分利用定检的机会，对一些可能发生
问题的机组进行预防性检修，减少风电机组故
障发生可能性的同时，也减轻了人员的负担，

减少了停机的时间。
 “让数据开始思考，让能源更加美好”是

岳能天数的理念，大数据技术与能源产业的深
度融合，将推动风电产业更多新技术和新模式
的兴起。学鸿羽认为需要形成合作联盟，规范
化产业平台构建、技术标准制定等方面。只有
这样，大数据的作用才能发挥到极致，为风电
产业创造更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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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可再生能源竞拍现状

编译 | 夏云峰

图1 2017－2018年各类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的竞拍装机容量占比

全球概览

2017 － 2018 年，全球约有 50
个国家采用竞拍模式来推动可再生能
源发展，这一数字到 2019年有望增加
到 100个。在现有的国家中，近一半
此前都没有相关经验，促使其做出转
变的核心驱动力可能来自于其他地区
通过竞拍获得低价的成功案例。竞拍
模式在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中的应用
之所以日益广泛，主要原因是它能够
揭示有竞争力的价格，其机制设计也
存在很大的弹性，能够依据各个国家
的特殊条件和目标进行定制。

目前，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多数竞
拍集中在拥有成熟技术的发电形式上。
2017－ 2018年，可再生能源发电装
机的竞拍规模约为 97.5GW。其中，
太阳能光伏的占比超过一半，陆上风
电约占 1/3，海上风电的比重也在持续
上升，一些国家还在最近为聚光太阳

能热发电（CSP）举行了首次竞拍。
在各类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中，

竞拍模式应用最为广泛的领域是太阳
能光伏。统计周期内的全球太阳能光
伏竞拍装机容量，将近一半由南亚、
东亚以及太平洋地区贡献，剩余部分
主要集中在欧洲。与传统能源相比，
由于资源禀赋好、技术成本持续下降，
上述地区太阳能光伏发电的竞争力日
益增强。此前，中国在总计 10轮的
太阳能光伏发电装机竞拍中，共中标

5GW，平均价格为 67.8美元 /兆瓦
时（约合人民币 0.48元 /千瓦时）。在
2018年菲律宾举行的一轮 50MW太
阳能光伏发电装机竞拍中，最低报价
仅有 43.9美元 /兆瓦时（约合人民币
0.31元 /千瓦时）。

陆上风电的竞拍多发生在欧洲国
家，其次的是南亚、东亚以及太平洋
地区，原因在于这些地区的风能资源
丰富。2017－ 2018年，仅德国就举
行了 7轮风电装机竞拍，总容量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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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GW，平均价格为 57.17美元 /兆瓦
时（约合人民币 0.41元 /千瓦时）。

生物质能发电装机竞拍集中在欧
洲、美洲地区。比如，2018年，在阿
根廷举行的 RenovAr项目第二轮竞拍
中，共中标 143MW装机，平均价格
为 106.7美元 /兆瓦时（约合人民币
0.76元 /千瓦时）。

聚光太阳能热发电装机竞拍主要
在中亚和西亚国家开展，尤其是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该国在此前的竞拍中，
以 73美元 /兆瓦时（约合人民币 0.52
元 /千瓦时）的价格批准了 700MW聚
光太阳能热发电装机的开发。

地区情况

2017－ 2018年，非洲、亚洲和
太平洋地区都有新的国家采用竞拍机
制来发展可再生能源，主要针对的是
太阳能光伏和陆上风电。欧洲的竞拍
重点围绕采用特定技术的大型项目，
而拉丁美洲则仍然在竞拍机制设计创
新方面进行着大量探索，但通常不会
针对特定技术类型。

在非洲地区，统计期内举行可再
生能源竞拍的国家多为新进入者，之所
以采用这一机制来推动能源转型进程，
主要源于它的两大特征：一是可以充分
挖掘可再生能源的价格潜力；二是能够
基于特定的背景或者政策目标进行机
制的个性化设计。在这些方面，摩洛哥、
南非以及赞比亚可以提供很多可借鉴
的经验。该地区的竞拍主要针对的是太
阳能光伏，安哥拉、埃及、摩洛哥和赞
比亚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在美洲地区，多数国家都拥有丰
富的可再生能源竞拍经验。其中，巴西
和秘鲁是较早运用这一工具的拉丁美洲

国家。最近，阿根廷、智利和墨西哥也
加入其中。在邻国取得成功以及自身电
力市场结构有利等因素的驱使下，哥伦
比亚成为该地区最新一个采用这个工具
的国家。加拿大和美国一直在运用竞拍
机制，其在地方州一级层面的应用不断
扩大。就技术而言，生物质能（巴西）、
水电（巴西）、沼气（阿根廷）的可利
用性，使得美洲地区的竞拍可以围绕多
种可再生能源类型展开。

在亚洲地区，各个国家积累的竞
拍经验差异明显。仅从技术层面来看，
这些竞拍重点围绕陆上风电、海上风
电，其次是太阳能光伏。多数中亚和
西亚国家都是这方面的新手，但约旦、
哈萨克斯坦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则拥
有丰富的经验。阿布扎比和迪拜所举
行的竞拍，已经为海湾阿拉伯国家合
作委员会（GCC）的成员国复制相关
经验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在聚光太阳
能热发电方面。化石燃料资源丰富的
地区越来越广泛采用可再生能源竞拍
机制，这表明如果能够设计得当，这
个工具可以带来极具竞争力的价格。

南亚、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
在运用可再生能源竞拍机制方面，同
样经验千差万别，既有新进入者，也
不乏经验丰富者。为了推动经济增长，

很多刚刚采用该工具的南亚和东亚国
家，都在积极利用丰富的太阳能资源
和在成本上具有竞争力的光伏技术。
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就是
最好的例子。基于减轻支持太阳能光
伏产业发展所面临的财政压力，日本
也已经运用竞拍机制。与此同时，两
大地区可再生能源大国⸺�中国和印
度每年至少举行 10轮可再生能源竞
拍。从技术层面来看，这些地区的竞
拍主要针对太阳能光伏，其次是陆上
风电。目前，海上风电的竞拍规模同
样开始迅速扩大。

2017 － 2018 年， 欧 洲 很 多
新进入以及经验丰富的国家都在运
用可再生能源竞拍机制。前者包括
能 源 共 同 体 缔 约 方（Contracting 
Parties of the Energy Community），
比如阿尔巴尼亚、黑山；后者以丹
麦、法国、德国、荷兰和西班牙为代
表。能源共同体缔约方，如欧盟成
员国，需要遵循“欧盟委员会关于
2014－ 2020年环境保护和能源发
展的国家支持指导方针”（European 
Commission’s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nergy for 2014―20），其中将
竞拍作为主要的支持工具。该指导方

图2 2017-2018年各地区不同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的竞拍装机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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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的特点在于，推动各类可再生能源
技术之间的竞争，以及将更多的项目
风险向投标人转移。

价格趋势

2018年，全球太阳能光伏竞拍价
格继续回落，而陆上风电的竞拍价格
变化趋势则十分有趣。2010－ 2017
年，这两种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的竞
拍价格都不断走低，但太阳能光伏的
价格下降趋势更为明显，反映出前期
陆上风电技术更为成熟。统计期内，
全球太阳能光伏的平均竞拍价格从
241美元 /兆瓦时（约合人民币 1.72
元 /千瓦时）降到 66美元 /兆瓦时（约
合人民币 0.47元 /千瓦时），降幅为
73%；陆上风电从 79美元 /兆瓦时（约
合人民币 0.56元 /千瓦时）降到 46
美元 /兆瓦时（约合人民币 0.33元 /
千瓦时），降幅为 36%。2017－ 2018
年，太阳能光伏的价格仍然处于下降
中，但速度有所放缓，2018年的价格
为 62美元 /兆瓦时（约合人民币 0.44
元 /千瓦时）。陆上风电的价格稍有回

升，2018年达到 55美元 /兆瓦时（约
合人民币 0.39元 /千瓦时）。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在
此前的一项分析中指出，可再生能源
竞拍价格会受多重因素影响，包括：
各国的特殊国情，比如资源的可利用
性、融资成本、土地和劳动力；投资
者的信心度（清晰的目标、可靠的买
家）；与可再生能源相关的其他政策（并
网政策、优先调度、本地化要求）；竞
拍机制的设计，要在获得最低价格与
实现其他目标之间达到平衡。

2010－ 2017年，全球太阳能光
伏的竞拍价格快速下降，驱动力之一
是太阳能电池板价格的迅速走低，统
计期内降低了 1/4左右。此外，投资
者信心的增强、开发商经验的积累以
及竞拍中的竞争加剧，都推动着竞拍
价格的下降。2017－ 2018年，全球
太阳能光伏的平均竞拍价格走势趋于
平稳，可能的原因是产业走向成熟以
及市场集中度提高。尽管如此，太阳
能光伏成本依然有下降的空间，比如
通过规模经济。

另一个导致 2017年以来全球太

阳能光伏竞拍价格保持平稳的因素是，
这期间的竞拍装机容量很大一部分来
自于刚刚采用竞拍机制的国家，其竞
拍确定的价格要高于在这方面拥有丰
富经验的国家，希腊和波兰就是典型
的例子。在这些新进入者中，多数国
家的太阳能光伏产业发展水平较低，
因此，投标者和投资人可能会要求获
得更高的收益率。在这种背景下，到
还没有建立起健全制度、经济、政治
框架的国家进行投资，其中存在的风
险必须在竞拍价格中有所体现。

2013 － 2017 年，全球陆上风
电竞拍价格同样快速下降，2017－
2018年则小幅回升。上升的主要原因
是，2017年以来，价格较高的国家所
竞拍的装机容量在全球占有很高的比
重，由此拉高了整体的平均价格。这
类国家中，一些刚刚采用竞拍机制，
其起初获得的价格要比那些经验丰富
的国家高。此外，在统计期内，巴
西、德国等地区的陆上风电竞拍价格
也有所回升。 （摘编自 IRENA 发布的

“Renewable Energy Auctions ：Status and 

Trends Beyond Price”报告）

图3 2010-2018年全球太阳能光伏与陆上风电的竞拍装机容量和平均竞拍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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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风能协会（WindEurope）
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19年
上半年，英国海上风电新增装机
931MW，在欧洲国家中稳居榜首。紧
随其后的是丹麦（374MW）、比利时
（370MW）和德国（252MW）。    

英国海上风电装机中，北海的
Hornsea 1海上风电项目，预计将在
2020年第一季度完成。届时，该风电
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海上风电项目，
总装机容量达到 1.2GW，将为 100多
万户英国家庭供电。据悉，Hornsea 1
海上风电项目由丹麦风电巨头 Ørsted
开发建设，全部建成将安装 170余台
西门子歌美飒提供的 7MW海上风电
机组。几年前，这种大规模的海上风
电项目对开发商来说还只是遥不可及
的梦想，但是随着技术的持续创新、
供应链成本的逐渐降低，这一梦想成
为了现实。

得益于装机 588MW的 Beatrice
海上风电场，英国近年来已经在欧
洲海上风电装机容量排名中位列第
一。Beatrice海上风电场为世界第四
大海上风电项目，于 2018年开工建

2019年上半年欧洲海上风电
新增装机1927MW
编译 | 张雪伟

图1 2019年上半年欧洲国家风电新增装机容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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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2019年投入运营，共安装 84台
7MW风电机组，能够为 45万户家庭
提供电力。

开 发 商 SSE Renewables 的 资
本项目主管 Paul Cooley 评论道：
“Beatrice风电项目的交付再次巩固
了英国在海上风电市场上的领导地
位，这标志着英国向未来净零能耗又
前进了一步。如果要在 2050年实现净
零温室气体排放，英国需要在接下来
的 10～ 15年里，开发出更多类似于
Beatrice的海上风电项目。”

欧洲风电整体情况

2019年上半年，欧洲风电新增装
机容量达到 4.9GW（其中海上风电超
过 1.9GW），去年同期为 4.5GW。不
过，由于德国风电产业出现的一些“严
重问题”，欧洲整体陆上风电装机有所
下降⸺�仅有 2.9GW，去年同期则为
3.3GW。

欧洲风能协会发出警示：从 2019
年上半年的装机数据来看，恐怕欧盟
无法在 2030年实现其可再生能源占
比达 32%的目标。欧洲风能协会首席
政策官 Pierre Tardieu表示：“海上
风电增长的年份是一个好的开始，但
是今年上半年海上风电装机不够理想。
德国新增陆上风电装机达到了 2000年
以来的最低值。项目核准仍然是其中
最主要的瓶颈：德国有 11GW陆上风
电项目卡在了核准环节。”

实际上，自 2018年起德国风电
装机就有下滑趋势，2019年上半年
德国陆上风电装机容量骤降，仅为
287MW，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80%左
右。Tardieu 认为德国在 2017 年开

始的竞标制也是一个影响因素。据悉，
竞标制设定了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
能源装机上限。

此外，为了鼓励全民参与竞标制，
政府也推出了针对小型社区能源合作社
的优惠条款，包括竞标特权、较长的工
程实施期限。而竞标价格有利、工程实
施期限长，反而让工程期限更具不确定
性，也让有的大型厂商为了获得竞标特
权而与社区合作，最后造成一片乱象。
有专家指出，德国风电装机大幅下降的
原因错综复杂，当地居民、环保人士的
反对，政府相关部门的繁文缛节等都是
影响因素。

众所周知，德国一直致力于实现
节能减排与无核目标，计划在 2022年
进入无核时代，并在 2030年将可再生
能源发电占比提升到 65%⸺�这意味
着德国需要将原先的 2030年海上风电
目标提高 5GW，至 20GW，并在接下
来的十年内每年增加 4GW陆上风电
和 5GW太阳能发电。
“欧洲国家正冲刺他们的 2030年

能源及气候目标。这些国家应该出台
尽可能细致的政策措施，助力可再生
能源的稳健发展。”Tardieu补充道。

当前，风电占欧盟总发电量的
14%。2019年上半年，欧洲获得 88
亿欧元投资额用于风电项目的建设，
其中 64亿欧元用于陆上风电，24亿
欧元用于海上风电。这轮由法国和荷
兰引领的投资，将会在未来两三年带
来 5.9GW的新增装机。

石油巨头的可再生能源投资

彭博新能源财经的一份报告显
示，2019年全球石油巨头在大力投资

可再生能源与绿色能源技术。2019年
前 7个月，石油巨头已经签订了近 70
个可再生能源和生物质能相关的合同，
2018年全年也只有 80个类似的合同。
欧洲石油巨头比美国石油巨头在清洁
能源投资方面更加活跃，更加领先，
前者所签相关合同是后者的 7倍之多。
投资清洁能源最活跃的石油公司是壳
牌公司，今年胜过了其法国竞争对手
道达尔公司（Total）。

在全球需要达成《巴黎协定》目
标的背景下，这些石油巨头一直面临
着来自投资者的压力，他们被要求着
手解决气候变化风险，并设定减排目
标。今年早些时候，英国石油公司对
气候变化解决方案表现出了积极的态
度，带动了英国石油和天然气巨头纷
纷制定与《巴黎协定》中气候目标一
致的商业策略。

壳牌宣布了其将在生产和销售过
程中降低碳排放的首个短期目标。今
年 7月，壳牌的首席执行官 Ben van 
Beurden表示，全球减排至零排放“是
唯一的出路”，并呼吁各大公司共同努
力，加快推动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
“壳牌转向低碳路线意味着，到

2030年，其将由全球最大的石油公司
之一转变为最大的发电公司。”能源咨
询公司Wood Mackenzie表示。

据悉，壳牌已经许诺每年将在可
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技术领域投资 20
亿美元。“虽然对一个大型石油公司来
说，20亿美元不是一个大数目，但是
对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技术领域来
说，其价值更加体现在推动产业进步
上。”Wood Mackenzie指出。 （ 编

译 自 www.energylivenews.com 和 https://

oilpri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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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0—2019年可再生能源产能投资情况

（备注：数据包含对

2019年下半年的预测）

近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与法兰克福金融管理学院（Frankfurt 
School of Finance & Management）、
彭博新能源财经（BloombergNEF）
合作发布《2019全球可再生能源投
资趋势报告》，该报告同时得到了德
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和核安全部
（German Federal Ministry for the 
Environment、Nature Conservation 
and Nuclear Safety）的支持。

可再生能源是人类建设美好未来
的基石，为传统能源匮乏的地区带来
新的能源模式，保障地区能源安全；
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延缓地球变暖；
改善空气质量，为人类生活提供健康
的环境。投资可再生能源也是一个巨
大的经济机遇。十年来，越来越多来
自世界各地的资本投资于可再生能源。
《2019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趋

势》显示，2018年，全球可再生能源
装机投资达到 2729亿美元，远远超
过对化石燃料的投资，其中，公用事
业项目的资产融资规模为 2361亿美

编译 | 孙一琳

元，下降 11%；小型项目的融资规模
为 368亿美元，下降 14%。该报告追
踪了 2004年以来该行业的投资情况，
数据显示，2018年，可再生能源装机
投资连续 5年超过 2500亿美元。虽
然 2018年的全球投资额有所下降，但
这并不是倒退。 

展望 2019年，投资增长的趋势
显而易见。报告估计，在此期间，可
再生能源（不包括大型水电）的投资

总额将达到 2.6万亿美元。这相当于
未来 10年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
量约 12亿千瓦，超过目前美国的总装
机量，大约是 2009年年底全球可再生
能源发电装机容量的 4倍。

虽然这是极大的进展，但仍需
兼程前进。可再生能源现在已经成为
重要的电源类型，但只占总发电量的
26.3%（如果不包括大型水电，则为
12.9%）。每年高达数千亿美元的化石

2019年可再生能源
投资趋势概况

单位：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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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9年至2019年，风电和光伏的平准化度电成本发展情况 图3 2010年至2019年上半年，获可再生能源投资排名前20位的国家

燃料补贴在逐步减少，但投资者仍在
用每年数百亿美元的资金为燃煤电厂
融资。与此同时，全球有超过 11亿人
无电可用。通过诸如离网太阳能（off-
grid solar）等技术，这些人也有机会
参与到可持续发展中来，将为可持续
发展目标注入新的动力。

2010年 1月，风能和太阳能发电
是世界电力系统中存在感很低的电源
形式，仅占全球发电装机容量的 4%，
发电量占比更低，成本也相对昂贵，
发展完全依赖于补贴。 

在此之后，出人意料的转变发生
了。再过 2个月，2019年就要结束了，
2010年至 2019年十年间，这两项领
先的可再生能源技术预计将占全球发电
装机的 18%左右，此前 10年，这两项
技术的新项目投资约为 2.4万亿美元。

成本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
2009年下半年以来，太阳能采用非跟
踪系统的光伏电站发电的全球平准化度
电成本下降了 81%，陆上风力发电下降
46%，海上风力发电下降44%。2019年，
在许多国家，光伏和风电是新增电力装
机中最便宜的两种发电形式。 

总体而言，包括其他可再生能
源技术（不包括大型水电），2010―
2019年期间的装机投资将达到 2.6万
亿美元。到目前为止，近十年中获得
投资最多的国家是中国。数据显示，
2010年初至 2019年年中，中国获得
投资额为 7580亿美元。在此期间，欧
盟获得 6980亿美元投资，美国获得
3560亿美元投资。2018年，全球做
出最终投资决定的 15个最大可再生能
源项目中，有 10个位于欧洲北海和中
国的海上风电项目。另外 5个是南非
和美国的陆上风电项目、摩洛哥的光
伏发电项目、英国的生物质能项目以
及智利的太阳能发热项目。 

过去 10年，主要经济体的利率处
于创纪录的低位，是促成这一局面的
重要因素。前期投资在风电和光伏的
全生命周期成本中所占的比重要远高
于煤炭和天然气。这些前期资本主要
来自股本提供者和贷款机构。

2010年年初，几乎没有人会想到，
在接下来的 10年里，太阳能装机规模
将达到 6.38亿千瓦。然而，要实现电
力系统真正“绿色化”，我们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2010年至 2019年，全球
新增燃煤电厂将超过 5亿千瓦，推高
整个电力系统的碳排放量。今明两年
的发展情况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
至关重要。

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和核安
全部部长 Svenja Schulze表示：“风
能、太阳能或地热能是清洁能源，并
且随着技术进步，它们在能源领域的
竞争力会不断提高。10年内，德国三
分之二的电力将来自可再生能源。我
们正在证明，一个工业化国家可以逐
步淘汰煤炭，同时在不危及经济发展
的情况下淘汰核能。可再生能源对应
对气候变化和发展经济都有积极意义。
然而，我们没有投入足够的资金，及
时实现电力生产、运输和供热的脱碳，
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 2℃
以内，理想情况下是 1.5℃。如果我们
想要有一个安全和可持续的未来，现
在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例如创建有利
的监管环境和基础设施，鼓励对可再
生能源的投资等。” （摘编自“Global 

Trends in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 

2019”报告）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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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SEE 0068—2018《风力发电机组闭式齿轮箱机械化换油规程》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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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SEE 0068－2018
《风力发电机组闭式齿轮箱机械化换

油规程》解读   

文 | 孙玉彬，杨策，徐景东

随着风电的发展以及在役机组的
增加，新的风电技术也不断涌现，风
电机组齿轮箱换油技术即为其中之一。
2014年，我国引入由美国油威公司
（Sage Oil Vac）研发的风电机组齿轮
箱机械化换油系统（Wind Turbine Gear 

Oil Exchange System）；因机械化换油
具备人工换油无可比拟的优势，2016

年，我国风电机组齿轮箱换油由原来
的人工换油全部变更为机械化换油。
事实上，早在 2013年，美国、加拿大、
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巴西以及澳
大利亚等国的众多风电场业主、运维
公司都已普遍采用了这种换油方式。
2016年，我国商业化的机械化换油公
司已有近 10家。但是由于国内尚无相
关标准对机械化换油进行规范，因而
产生了一个突出的问题，即国内换油
水平参差不齐，无法保证换油效果，
给机组运行带来安全隐患。因此，起
草制定一个关于风电机组齿轮箱在用
油机械化换油方面的标准是当务之急。

2018年 12月 25日，中国电机工
程学会公告发布了 T/CSEE 0068―2018

《风力发电机组闭式齿轮箱机械化换
油规程》。该标准由中国电机工程学
会提出，中国电机工程学会风力与潮
汐发电专业委员会技术归口并解释，

由龙源（北京）风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龙源内
蒙古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景诚
东信动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上海电
气风电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前进齿轮
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临江分公司、太
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齿轮传动分公司、
上海凌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起草，
于 2019年 3月 1日实施。该标准的主
要内容包括机械换油装置、换油前准
备、换油程序、换油现场整理、换油
记录与报告、换油验收等。

关于标准主要内容的解读

一、标准适用范围
该标准规定了采用机械换油装置

进行换油的实施对象是风力发电机组
闭式齿轮箱，包括动力传动链的增速
齿轮箱、偏航减速齿轮箱和变桨减速
齿轮箱。T/CSEE 0068―2018 沿用了
GB/T 19073―2018《风力发电机组齿
轮箱设计要求》中对于齿轮箱的定义，
将风力发电机组动力传动链的增速齿
轮箱称为“齿轮箱”，又根据 GB/Z 

19414－ 2003《工业用闭式齿轮传动
装置》，将风力发电机组动力传动链
的增速齿轮箱（简称为“齿轮箱”）、

偏航及变桨减速齿轮箱统称为闭式齿
轮箱。这意味着该标准适用于风电机
组齿轮箱、偏航及变桨齿轮箱在用油
的更换。

二、机械换油装置
（一）齿轮箱机械换油装置
风电机组齿轮箱机械换油装置一

般由在用油排空系统、清洗油过滤系
统、新油过滤系统、清洗油泵送系统
等部分组成。为了保障换油工作效率，
对排油系统工作时的最低流量、储油
容器材质及数量做了规定和要求。为
了保证换油过程安全，防止发生事故，
该标准对换油过程中各个系统的管路
连接密封程度、排油、注油管路的抗
爆指标和抗拉伸强度等都做了技术上
要求。另外，也对换油装置需要满足
的各种环境作业要求做了规定。

（二）偏航、变桨齿轮箱机械换
油装置

根据重庆重齿永进传动设备有限
公司制定的风电偏航和变桨减速器使
用维护手册（2010版）规定，偏航、
变桨齿轮箱在 500小时的运行磨合期
后，应当进行换油，之后五年内不必
换油（也可以根据油液检测结果决定
是否更换）。可以预计，随着在役机
组服役年限的增加，偏航、变桨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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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对换油的需求将越来越强烈。每台
机组有变桨齿轮箱三个，偏航齿轮箱
三至四个。偏航、变桨齿轮箱人工换
油非常麻烦，特别是变桨齿轮箱的换
油。值得庆幸的是，国内已经研制成
功了专门用于偏航、变桨齿轮箱的换
油装置，并且已经投入实际应用。因
此，标准对偏航、变桨齿轮箱换油装
置也做了技术要求。偏航、变桨齿轮
箱换油装置，也像齿轮箱机械换油装
置一样，由在用油排空系统、清洗油
过滤系统、新油过滤系统、清洗油泵
送系统等部分组成，具备在用油排油、
清洗油过滤、新油过滤、清洗油泵送、
新油泵送等功能，这样就从换油装置
方面保证了换油效果。

三、换油前准备工作
一般说来，原则上不建议更换齿

轮油牌号。但随着技术的进步，新型
的高性能齿轮油将不断出现。因此，
应用新型的高性能齿轮油对旧牌号进
行替换在所难免。要更换润滑油的牌
号，原则上需要有齿轮箱制造厂的推
荐。在没有推荐的情况下，则必须具
备几个基本条件：一是新牌号的齿轮
油必须符合相关的质量标准，满足风
力发电机组齿轮箱的使用性能要求；
二是新牌号齿轮油的各项性能原则上
要高于原用齿轮油的相关性能；三是
已经在同型号风力发电机组中获得应
用。此外，由于在换油过程中很难保

证 100%清洗，这意味着极有可能残留
微量的旧油，因此，在更换新牌号的
齿轮油前，还要做混油相容性试验（兼
容性试验），即通过试用实验，明确
要应用的新牌号齿轮油与原用的旧牌
号齿轮油是否兼容。如果残留的旧油
与新牌号的齿轮油不兼容，旧油就有
可能与新油发生化学反应，破坏新油
的配伍体系，从而使新油的性能无法
满足齿轮箱的使用要求。为了避免对
新牌号齿轮油造成危害，需要采取必
要的措施（比如在更换旧油时加入特
种清洗剂）予以彻底清理。下面对混
油相容性试验的内容及通过标准做必
要的说明。

兼容性试验中试验项目根据风力
发电机组齿轮箱对齿轮油的使用性能
要求、参考国标 GB/T 33540.3―2017

对齿轮油的质量要求和风力发电机组
齿轮箱制造商 Winergy执行的混油兼
容性试验方法、结合风电机组运行实
践中易于出现的问题编制而成。为了
避免新牌号齿轮油因与微量残留旧油
不兼容而造成任何安全问题，必须采
取严格的兼容性试验标准，尤其是对
于易出现问题的抗泡沫性能、极压抗
磨性能和抗微点蚀性能。兼容性试验
方案作为一种资料性附录放在附录 A

中，该试验方案列出了检测项目、试
验方法和通过标准。另外表 A.1《两
种牌号新油的兼容性试验方案》中的

注 1和注 2分别对混油比例和部分试
验项目进行了注解。在注 2中规定可
选做 FZG 抗微点蚀试验、FZG 承载
能力试验、FZG低速抗磨性能试验、
FAG FE-8滚动轴承磨损试验四个试
验项目中的至少两个。之所以选做而
不是全做，主要是因为这四个试验项
目试验成本高，周期长。另外值得一
提的是，此兼容性试验不必每次换油
时都做，只要在换油时提供已做试验
的数据即可。

四、兼容性试验中的混油比例
混油比例规定为：新牌号齿轮油

与原在用油的体积比为 95% 5%。主
要参考根据如下：

（一）美国安索公司（Amsoil）（该
公司起草了采用机械换油系统风力发
电机组的换油程序，这一换油程序成
为美国风能协会推荐的风力发电机组
齿轮箱机械系统换油程序）在其换油
实践中通过以下方法对旧油残留率进
行了计算：在将 GE 1.5MW风力发电
机组齿轮箱用油由嘉实多 A320更换为
Amsoil 320时，根据嘉实多 A320齿轮
油中含钼而 Amsoil 320齿轮油中不含
钼的事实，通过检测新注入齿轮箱油
中钼元素的含量推算了残油的含量，
结论是旧油残留率约为 5%。

（二）北京景诚东信动力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下属的北安市庆华风电检
维修有限公司对 55台 GE 1.5MW机

图1 换油前旧油嘉实多A320中钼元素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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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齿轮箱用油由嘉实多 A320更换为
Amsoil 320时，严格按四步换油程序
进行，并采集油样，检测了旧油残留率。
检测结果如图 2所示。

由检测结果可知，换油（更换为
Amsoil新油）完成并运行 24小时后钼
元素平均含量为 29.7ppm。

标准规定，残留由三个部分组成：
残油、磨损铁屑和油泥。钼元素主要
来源于残油和残存的极微量油泥。如
果折合成润滑油算，则旧油残留率为
29.7/599.9×100%＝ 4.95%。

因此，以上检测结果表明，在用
的嘉实多 A320齿轮油严格按照换油
程序被更换掉时，其残留率平均值为
4.95%，接近 5%。

当其他牌号的风力发电机组齿轮
箱油没有钼元素以及其他便于测定的
金属元素时，其残油率往往较难计算，
但可以推测，严格按照换油程序换油，
其他牌号的齿轮油像嘉实多 A320一
样，其残留率也应在 5%左右（人工换
油残留率为 20%~25%）。因此，在混
油试验中将新牌号齿轮油与原在用油
的体积比设置为 95%  5%是合理的。

五、兼容性试验中的试验项目
标准设置了以下几个混油试验项

目应该考虑的方面：（1）外观储存；（2）
运动粘度及粘度指数；（3）泡沫特性；
（4）抗微点蚀性能；（5）胶合负载

能力（承载能力）；（6）低速抗磨性能；
（7）滚动轴承磨损试验。考虑这些方
面的主要目的是：

（一）满足风力发电机组齿轮箱
专用齿轮油质量标准

国标 GB/T 33540.3―2017《风力
发电机组专用润滑剂第 3部分：变速
箱齿轮油》对各种必要性能的质量标
准都做了明确规定。

（二）保障风力发电机组齿轮箱
安全运行

风力发电机组运行实践表明，齿
轮箱用齿轮油的抗泡沫性能、抗微点
蚀性能及极压抗磨性能是保障风力发
电机组齿轮箱安全运行的重要性能，
也是风电机组运行实践中最容易出问
题的性能。一旦出现问题，就容易发
生严重磨损，导致部件失效，进而造
成齿轮箱不能正常工作。

（三）避免旧油残留对新牌号润
滑油产生不利影响

如果两种各自具有一定配伍体系
的润滑油不兼容，那么这两种润滑油
的添加剂成分有可能发生化学反应或
者摩擦化学反应，相互破坏润滑油的
配伍体系，从而对抗泡沫性能、极压
抗磨性能及抗微点蚀性能都产生不利
的影响。

六、兼容性试验中试验项目的通
过标准

这些通过标准一部分是参考
了 GB/T 33540.3 － 2017 的 规 定，
如 FZG承载能力试验、FAG FE-8 滚
动轴承磨损试验等。至于 FZG 抗微
点蚀试验采用的是 DGMK FZG 微点
蚀简易试验程序（GFKT-C/8.3/90 ）
（DGMK 是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Mineralölwissenschaft und Kohlechemie 

的缩写，其对应英文是 German Society 

of Mineralogy and Coal Chemistry）。
这个简易程序是与 FVA FZG微点蚀试
验程序 FVA 54 I-IV相一致的。该程序
把润滑油按承载能力分为高、中、低
三个级别，分别表示为 GFKT-High、
GFKT-Medium、GFKT-Low。 此 外，
FZG 低速抗磨性能试验没有相应的国
标；Flender泡沫试验采用的是 FZG

试验系列方法中的 FZG C/0.05/90：
120/12标准，参考并采用了相比国
标更为严格的风力发电机组齿轮箱
制造商 Winergy 关于齿轮箱用油标
准（Wind Turbine Main Gearbox-Oil 

Qualification Standard）中有关兼容性
试验的 Flender泡沫试验标准。

七、换油程序
对换油程序提出严格要求，从程

序上保证风力发电机组齿轮箱和变桨、
偏航齿轮箱的换油效果。

（一）齿轮箱换油程序
根据美国风能协会（AWEA）推

图2 换油完成后（更换后不含钼元素）并运行24小时后的钼元素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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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的风力发电机组齿轮箱换油程序，
并结合国内的换油实践经验，规定了
排空旧油、清洗和注入新油三个阶段
的程序，并分别对三个阶段程序做了
具体的要求。在此基础上，规定了设
置重复清洗程序的条件。也就是说，
一般情况下需要采取三步换油程序，
但在一定条件，需要设置重复清洗程
序，即执行四步换油程序。需要设置
重复清洗程序的条件如下：

（1）更换齿轮油牌号；
（2）在用油使用时间超过 5 年

以上；
（3）在用油使用年限虽未超过 5 

年，但经检测表明在用油相关指标不
合格需要更换的；

（4）其他必要的情况。
上面所列情况，意味着在绝大多

数情况下都应该设置重复清洗程序，
执行四步换油程序。

美国风能协会（AWEA）推荐的
风力发电机组齿轮箱四步换油程序中
的冲洗与清洗，在实际操作中是相同
的，也就是说，冲洗与清洗是两个重
复的步骤。事实上，在换油实践中，
无法对整个齿轮箱内部的所有部位真
正做到高压冲洗，实际能做到的就是
高压注入清洗油后，使齿轮箱空载运
转以达到清洗的目的。

（二）偏航、变桨齿轮箱换油
程序

标准规定了偏航、变桨减速齿轮
箱一般的换油程序，即排空在用油、
清洗齿轮箱、加注新油的三步换油程
序。并规定在以下情况下，应设置重
复清洗程序：

（1）更换齿轮油牌号；
（2）在用油使用时间超过 5 年

以上；
（3）其他必要的情况。

由于偏航、变桨齿轮箱在用油使
用时间通常都超过了 5年，因此，大
多数情况下也就采用四步换油程序，
即需要设置重复清洗程序。

八、换油现场整理
风电场运行实践证明，如果对换

油现场不进行彻底整理，就会造成安
全隐患。因此，必须在换油后，进行
现场整理（比如将所涉及的齿轮箱端
盖盖好拧紧，保证不漏油、不透气；
清理干净工作台面上所有油污和所产
生的垃圾），杜绝安全隐患。为此，
标准对换油商就换油完毕的换油现场
提出了整理要求，以保证风力发电机
组的运行安全。

九、换油报告与记录
本章对换油商换油完毕需要出具

的换油报告做了形式和内容上的要求，
目的是借此证明实际换油操作与标准
要求的换油程序的一致性及换油效果
与标准的符合性，从而保证换油效果，
保障风力发电机组齿轮箱的安全运行。

十、换油验收标准
标准从技术角度，规定了换油后

验收的技术标准，也就是换油后连续
运行 24小时的在用油必须达到的性能
指标。

（一）齿轮箱换油标准要求
1.新油清洁度
根据 GB/T 19073 或 IEC 61400-4

的规定，新油 ISO 4406等级的清洁度
要达到 -/14/11的要求，如表 1所示。

2.换油后连续运行 24小时在用油
要求

换油完成后，在连续运行 24小时
风力发电机组齿轮箱中采集的新油样，
其清洁度、水分含量、酸值、元素含
量和 PQ指数等指标应满足如表 2所示
的标准。

表 2中，清洁度等级 -/17/14是根
据 GB/T 19073关于连续运行时齿轮箱
稳定的清洁度等级不低于 -/17/14的规
定而设定的。

关于铁元素含量和 PQ指数的验
收标准是根据当严格按照换油程序换
油时所更换的在用油的实际测定结果
而设定的。需要说明的是，铁元素含
量是采用 ICP、按照 ASTM D5185的

表1 风力发电机组齿轮箱用新油清洁度

油样 油样清洁度（ISO 4406 等级）
注入齿轮箱前的新油 -/14/11

表2 运行24小时后的齿轮箱在用油质量指标

检测项目 质量指标 试验方法
清洁度 / 级不大于 -/17/14 GB/T 14039

水分含量 /ppm   不大于 新油含水量 GB/T 11133
酸值 /（mgKOH/g）不大于 新油总酸值 GB/T 7304

铁元素含量小于 5ppm ASTM D5185
PQ 指数小于 10a

a 该 PQ 指数是采用当前市面上主流类型铁量仪并按该仪器说明书推荐的测定方法测
得。若采用当前其他非主流型号的铁量仪测定，可与主流类型铁量仪进行比对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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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风力发电机组偏航、变桨齿轮箱用新油清洁度

油样 油样清洁度（ISO 4406 等级）
注入偏航、变桨减速齿轮箱前的新油 -/17/14

表4 运行24小时后的偏航、变桨齿轮箱在用油质量指标

检测项目 质量指标 试验方法
清洁度 / 级不大于 -/18/15 GB/T 14039

水分含量 /ppm   不大于 新油含水量 GB/T 11133
总酸值 /（mgKOH/g）不大于 新油总酸值 GB/T 7304

铁元素含量小于 10ppm ASTM D5185
PQ 指数小于 15a

a 该 PQ 指数是采用当前市面上主流类型铁量仪并按该仪器说明书推荐的测定方法测
得。若采用当前其他非主流型号的铁量仪测定，可与主流类型铁量仪进行比对确定

方法测定的，而 PQ指数则是采用英国
Kittiwake公司产的 FG-K15001-KW型
铁量仪并按该仪器说明书推荐的测定
方法测得的。若采用其他型号的铁量
仪测定，可与该铁量仪进行比对确定。
换油实践表明，只要严格按照换油程
序进行，换油后连续运行 24小时后在
用油的质量指标不难满足表 2所列的
指标要求。

（二）偏航、变桨齿轮箱换油标
准要求

1.新油清洁度
根据 GB/T 19073的规定，新油

ISO 4406-99清洁度要达到 -/17/14的要
求，如表 3所示。

2.换油后 24小时在用油要求
换油完成后，在运行 24小时风

力发电机组齿轮箱中采集的新油样，
其清洁度、水分含量、酸值、元素含
量和 PQ指数等指标应满足如表 4所
示的标准。

表 4中清洁度等级 -/18/15是根据
实际换油后测定的结果设定的。只要
严格按照程序进行，满足这个要求是
不难的。

需要说明的是，PQ指数是采用英
国 Kittiwake公司产的 FG-K15001-KW

型铁量仪并按该仪器说明书推荐的测
定方法测得。若采用其他型号的铁量
仪测定，可与该铁量仪进行比对确定。

标准发布与实施的重要作用
与实用价值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2018年 12月

25日发布的团体标准 T/CSEE 0068―
2018《风力发电机组闭式齿轮箱机械
化换油规程》改变了我国没有相关技
术标准的现状，其重要作用和实用价
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该标准规定了换油过程的换
油程序，从技术上保证了旧油残留量
被最大限度地减少以及旧油被彻底排
除，避免了换油过程中新油造成二次
污染的可能，保障了换油效果。

（2）该标准对换油过程进行了规
范，消除了因换油不规范所造成的安
全隐患。

（3）该标准规定了换油后的验收
标准，为换油服务商与业主达成一致
的验收意见提供依据，保障了换油效

果与机组运行的可靠性。

结语

该标准的发布结束了我国关于风
力发电机组齿轮箱机械化换油无标准
可依的状况。该标准对换油过程和换油
效果进行了规范，从而保证了换油效
果，保障了机组运行安全。作为团体标
准的第一版，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可能存
在其他问题。因此，应根据在实际应用
中发现的问题与不足，在以后的修订版
本中予以不断完善、补充。
[ 作者单位：孙玉彬，杨策：龙源（北京）

风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徐景东：北京景

诚东信动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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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风电场微观选址及输电线路
规划研究

文 | 李岩，吴迪，刘怀西，葛文澎，曾冠毓
 

目前海上风电已成为风电行业发
展的主趋势。随着全球海上风电市场
迅速扩张，如何提高风电场全生命周
期收益、降低建造及运维成本，成为
业内主要关注的议题之一。

当前国内外部分学者对海上风电
场如何合理微观选址及规划输电线路
进行了相关研究。有学者为优化海上
风电机组排布方案提出了多目标进化
算法与嵌套式遗传算法，但该优化算
法得出的风电机组排布方案不规则，
直观感差且不利于前期的建设与后期
的运维工作。针对海上风电场输电线
路优化，有学者提出了动态最小生成
树算法和混合整数线性规划模型，两
种方法可实现对大型海上风电场输电
线路的自动规划，但其没有详细考虑
不同规格电缆的负载能力、避让限制
区等因素，因此有必要对海上风电场
的机组排布及电缆布置进行更精细的
优化研究。

本文以海上风电场为研究对象，
提出一种适用于任意封闭边界形式的
风电场机位优化方法，该方法能有效
降低风电场尾流损失，大幅度提高发
电量。此外，为得到低成本的电缆布
置方案，改进了 Esau-Williams智能算
法，得到一种风电场线路快速规划方
法，可同时规划不同规格电缆，且一
次规划能得出多种较优方案。

风电场模型

一、尾流模型
风沿某一方向流经风电场时，上

游风电机组在捕获风能的过程中，会
在风电机组后方产生风速下降的尾流
亏损区，使得下游风电机组发电量因
迎流风速减小而降低，这种现象称为
尾流效应。Jensen尾流模型是目前行
业内应用最广泛的一种尾流模型，该
模型由 Jensen等学者于上世纪八十年
代提出。其假设风电机组后方的尾流
亏损区是轴对称形式的，且风速随距
离增加呈线性恢复。模型示意图如图
1所示，图 1（a）中 T1与 T2分别代表
上游风电机组与下游风电机组，u代表
来流风速，uloss代表风速亏损值。

风电机组尾流区扩张程度由尾流
衰减因子 k来表征，当下游风电机组处
于上游风电机组尾流区时，下游风电

机组处的风速亏损系数Cdef按公式（1）
计算，k值常按经验公式（2）计算 。

    1 1 2C C AD kx
D A

def t

2

t2

o1= - - +
^ ah k     

                                                             （1）

            21n /k H z 1= -^ h6 @            （2）
式中，Ct为风电机组推力系数；

D为风电机组风轮直径，m；Aol为下游
风电机组叶轮面与上游风电机组尾流截
面重叠区面积，m2；At2为下游风电机
组叶轮扫风面积，m2；H为风电机组轮
毂高度，m；z为地表粗糙高度，m。

对于海上风电场而言，海面粗糙
高度常取 0.0002m。某一风向下，当一
台风电机组同时受多台风电机组尾流
影响时，尾流亏损的累计效应通常应
用公式（3）计算。

       C Cdef, def, ,
2

1,
i i j

j j i

N

=
!=

|           （3）

式中，Cdef，i为第 i台风电机组风速
总亏损系数；Cdef，i， j为第 j台风电机组

（a）风电机组后方尾流分布                                      （b）尾流重叠区

图1  Jensen尾流模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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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 i台风电机组造成的风速亏损系数。
二、发电量计算
计算风电场发电量时，首先常用

威布尔函数对风电场内风速数据进行
描述。公式（4）为威布尔分布函数，
该函数可计算出任一风速 u发生的概
率 p（u）。

expp u A
K

A
u

A
u1K K

= -
-^ ` `h j j8 B          

                                                   （4）
式中，A为威布尔尺度参数，m/s；

K为威布尔形状参数；u为来流风速，
m/s。

风电场年发电量 PAEP的计算，需
要获得风电机组的功率特性、风电机
组排布和风能资源等信息，公式（5）
为 PAEP的计算式。目前常用的风能资
源数据统计方法为将测风数据转化为
风速风向分布矩阵，在每一风向下风
速子区间内分别计算发电量，然后按
加权求和的方式得出总发电量。风电
机组尾流损失值 δw为风电机组由于尾
流亏损造成的发电量损失与理论发电
量之比，公式（6）为其计算式。

图2  Lillgrund风电场风电机组布置图

（a）Dw＝（120±2.5）°
 

（b） Dw＝（222±2.5）°

图3  Lillgrund风电场机位点尾流损失值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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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P P PW t AEP td = -^ h           （6）
式中，T为一年发电小时数，T

＝ 8760h；Nd为均匀划分的风向扇区
总数；Nwt为风电机组台数；ps，i为第 i

风向扇区下的风频；uci， j为第 j台风电
机组的切入风速，m/s；uco， j为第 j台
风电机组的切出风速，m/s；Pt， j（u）
为第 j台风电机组在风速 u下的输出功
率，MW； pi，j（u） 为第 j台风电机组
在第 i风向扇区下的风频；Pt为风电场
理论年发电量（不考虑风电机组尾流
效应），MWh。

三、尾流模型准确性验证
为验证 Jensen模型的准确性，

以 Lillgrund海上风电场为研究对象，
Lillgrund风电场位于厄勒海峡，距离
瑞典西海岸约 7 km，由 48台西门子
SWT-2.3-93型风电机组组成，风电机
组额定功率为 2.3 MW，轮毂高度为 65 

m，风轮直径为 92.6 m。风电场机位布
置图如图 2所示，图中 Dw代表来流风
向，图中黑色和灰色点均为风电场机
位点，其中黑色机位点为尾流损失对
比机位点。

在此对比来流风速在（9±0.5）
m/s区间范围，风向分别在（120±2.5）°
和（222±2.5） °区间范围时，部分
风电机组的尾流损失情况，其中机
位尾流损失的真实值来源于文献中
记录的风电场实际监测数据，图 3

为 Lillgrund风电场部分机位点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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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sen模型计算的尾流损失值与真实
值的对比。

图 3显示 Jensen模型计算的风电
机组尾流损失值与真实值较吻合，同
时计算值整体高于实际值，当风向区
间为（120±2.5）°时，尾流损失计算
值平均比实际值高 12.4%；当风向区间
为（222±2.5）°时，尾流损失计算值
平均比实际值高 14.5%。经分析差异主
要来源于 Jensen模型假设风电场中各
机位点处风向、风速均一致，而实际
风电场中无法满足该假设，因此不可
避免会引入一定误差。从风电场机位
尾流损失的快速预测方面考虑，Jensen

模型计算值与真实值误差在可接受范
围内，即 Jensen模型在风电场风电机
组尾流损失预测中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与准确性。

机位优化策略

本文算例中风电场尾流模型选用
Jensen模型，利用 Python语言对该模
型进行程序实现，输入机位点位置、
风电机组参数、风能资源等信息，便
可快速求解出各机位点的发电量及尾
流损失值。

一、网格型排布优化
网格型机位排布以其美观、通航

性好等优势，在海上风电行业得到了
较高的认可。如图 4所示，风电场网
格型机位排布中最小布置单元为平行
四边形。该类型风电场机位排布由以
下参数定义：风电场内风电机组排数
N1与列数 N2，列间距 d1，排间距 d2，
每一排风电机组与水平轴的夹角 α（水
平轴指向正东方向），风电机组排与
列的夹角 β。

风电机组排布方案的制定需明确
风电场的场址边界（如图 4中红色多
边形）和风电机组预安装总台数 Npre。
本文借助 Python语言实现了风电机组
的网格型排布优化，优化过程对 d1、
d2、α和 β等参数进行遍历取值，并以
风电场发电量最大为优化目标，尾流
模型选用 Jensen模型。经验证利用高
性能计算机，可在数小时内完成近百
台风电机组规模风电场的网格型排布
优化过程。

优化过程中各风电机组位置需满
足下述限制条件：

X X Y
N N

Y d i j2 2
min

wt pre

i j i j !$- + -

=

^ ^h h*  
                                                            （7）

该限制条件分别代表各风电机组
间距均不小于极限机距 dmin、风电场边
界内风电机组台数与预安装台数相同。
在优化过程中方案参数 d1和 d2均以
dmin为取值下限，取值上限视风电场占

海面积决定；α角的取值范围为 [0°，
180°）；当 β角接近 0°或 180°时，风电
场内风电机组的排与列布置大致趋近
于同一直线，这与实际经验不符，因此
β角的取值范围一般为 [20°，160° ]。

二、机位优化算例
以 Humber Gateway海上风电场作

为优化对象，此风电场位于英格兰北
侧海域，离岸距离约 10 km，由 73台
维斯塔斯公司 V112-3.0MW型风电机
组组成，总装机容量为 219 MW，风电
场占海面积约为 28 km2。在此参考该
风电场海拔 100 m处Merra2中尺度风
能资源数据，各风向扇区下的风频和
风速威布尔参数见表 1，考虑到海上风
电机组逐渐走向大容量化，在此以某
5.5MW海上风电机组为推荐机型，该

表1  Humber Gateway风电场风能资源参数

风向扇区 N NNE NE ENE E ESE SE SSE
p（%） 5.77 3.96 4.2 4.88 4.99 4.23 3.8 4.45

A（m/s） 8.66 7.56 6.71 7.24 7.08 6.8 7.48 7.23
K 2.55 2.72 2.9 2.61 2.48 2.54 2.14 2.45

风向扇区 S SSW SW WSW W WNW NW NNW
p（%） 7.53 8.38 11.49 10.35 8.96 6.33 5.84 4.84

A（m/s） 8.84 9.69 9.31 9.72 8.96 7.13 7.59 7.57
K 2.44 2.59 2.56 2.53 2.67 2.68 2.36 2.24

图4  网格型机位排布方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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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型额定功率 Pe为 5.5MW，风电机组
风轮直径 D为 158 m，轮毂高度 H选
取 100 m，风电机组的切入和切出风速
分别为 3 m/s和 30 m/s，结合本风电场
总容量推荐风电机组台数为 40台。 

为研究风电机组间最小距离对
风电场发电量的影响，对上述风电场
进行机位排布优化时设置 dmin分别为
3.0D、3.5D和 4.0D，优化得出的最优
方案布置图见图 5，表 2汇总了不同极
限机距最优方案的发电量等信息。

由表 2数据可知，本算例中风电
机组极限机距 dmin为 3.0D方案的发电
量最大，然后依次是 dmin为 3.5D的方
案和 dmin为 4.0D的方案，结果表明本
算例在一定范围内极限机距越小，网
格型排布方案发电量越高，但风电机
组间距过小不利于风电机组的安装及

表2 各优化方案参数及发电量

极限机距 dmin 列间距 d1 排间距 d2 夹角 α/° 夹角 β/° 年发电量 /GWh·y-1 尾流损失 /%
3.00D 3.02D 9.43D 118.0 89.30 723.62 14.24
3.50D 3.55D 7.90D 115.0 79.30 717.37 14.98
4.00D 4.08D 6.80D 120.0 88.10 714.51 15.32

（a）dmin＝3.0D                                                               （b）dmin＝3.5D                                                               （c）dmin＝4.0D

图5  最优网格型机位排布方案布置图

维护，行业内通常建议风电机组间距
不小于 3.0D。此外，三组排布方案的
参数 α角均处于 118°附近，同时西南
和西南偏西风向为本风电场的主导风
向，即最优网格型排布方案中各排风
电机组的连线均与主风向大致垂直。

输电线路规划

Esau-Williams智能算法起初是为
了解决远程通信系统布局问题而提出
的，待解决问题中存在一个处理中心
与多个终端点，规划目标是将各个终
端点与处理中心实现直接或间接连接，
且电缆成本最低。

由于可行的连接方案数随着终端
点数增加而呈指数级上升，凭现有计
算能力无法全部使用遍历方法。基于

此，Esau-Williams算法采用了一种逐
步寻优策略：

（1）首先将每个终端点都与处理
中心直线连接作为初始方案，该方案
通常为成本最昂贵方案，如图 6（a）
所示。

（2）随后尝试将不同终端对进行
连接，即减少直接连接到处理中心的
线缆条数。建立不同终端之间的距离
矩阵和可行任务栈，对终端逐对连接，
计算连接后方案的线缆成本，若成本
降低，则把该方案存入可行任务栈中。

（3）终端逐对连接计算后，选取
可行任务栈中成本降低最多的终端对
进行正式连接，更新中间方案，如图 6

（b）所示。若该步骤计算得出连接终
端 A、B后，节省的成本最多，则在
A与 B之间增设电缆，并将 B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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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线缆淘汰。
（4）方案更新后，重复（2）、（3）

步骤，直至可行任务栈中无连接方案，
如图 6（c）、6（d）所示，即优化过
程结束，输出最终方案。 

一、Esau-Williams算法改进
以上寻优过程中，需保证电缆

之间无交叉，经验证对于数百规模终
端数的优化过程该算法仅需数秒时
间，但算法没有考虑单个回路上终端
数的数量限制，无法直接应用到海上
风电场电缆规划中。为解决海上风电
场电缆规划问题，需对原始的 Esau-

Williams算法进行改进，改进过程中
将电缆负载因素类比引入，通过判断

各回路上不同子线路的负载能力，使
其可进行不同规格电缆的同步优化，
同时保证每条接回升压站的电缆上所
连接的风电机组数不超过限制值。此
外，原算法每次优化仅能得出一组同
一方案，无法进行不同方案的评估，
且不能限制风电机组输电线缆的回路
数。为解决该类问题，本文尝试在每
步优化过程中随机选取可行任务栈中
的连接方案，设置选取的概率与节约
成本成正比，而非每次均选择最节约
的连接形式。通过不断重复优化，可
得出多种不同的优化方案，继而可在
得到的可行方案库中选取最终方案。

二、输电线路规划算例

以上文 Humber Gateway 风电场
优化方案二为输电线路规划算例，风
电场海上升压站位于场区西北侧。结
合风电场容量及风电机组功率，推荐
使用额定电压 35 kV，横截面积分别为
（3×70）mm2、（3×150）mm2、（3×300）
mm2和（3×400）mm2的海底绝缘电缆，
四种电缆成本分别为（81.6、113.4、
173.0、190.0）万元 /千米。经载流量
计算，（3×70）mm2截面电缆可连接
1～ 2台 5.5 MW风电机组，（3×150）
mm2电缆最多可连接 3台 5.5MW风电
机组，（3×300）mm2电缆最多可连
接 4台 5.5MW风电机组，（3×400）
mm2 电缆最多可连接 5台 5.5MW风

（a）方案一：9回路                                               （b）方案二：10回路                                              （c）方案三：11回路

图7  电缆规划最优形式

（a）                                                                   （b）                                                                 （c）                                                              （d） 

图6  Esau-Williams算法优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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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组。对本风电场进行输电线路自
动规划，结果显示得出的方案中连接
到海上升压站的电缆回路为 9至 11

回。在此分别选取三种不同回路数的
最低成本方案，具体方案见图 7，图中
（3×70）mm2、（3×150）mm2、（3×300）
mm2和（3×400）mm2电缆分别用蓝线、
红线、绿线和黑线表示，表 3记录了
三种方案的电缆用量及成本。

优化结果显示：本算例 9回路电
缆最优方案的成本最低，其次为 11回
路和 10回路方案，实际风电项目可根
据电缆回路数要求进行方案选取。同
时三种方案线路均无交叉，便于线缆

施工铺设，结果证明了改进的 Esau-

Williams算法可较好地解决海上风电
场输电线路规划问题。

结论

本文对海上风电场微观选址方案
及集电线路布置进行了相关研究，提
出了网格型机位排布优化策略及集电
线路的智能优化算法，通过实例验证
得出以下结论：

（1）通过分析 Lillgrund海上风
电场算例，得出不同风向下 Jensen模
型预测的风电机组输出功率与真实值

较吻合，验证了该尾流模型可较精准
地评估风电场中风电机组之间尾流干
扰程度。

（2）利用 Python语言程序可实
现海上风电场网格型排布方案的自动
优化，且可在合理的时间内得到发电
量最优的排布方案，算例结果显示最
优网格型排布方案中各排风电机组的
连线均大致与主风向垂直。

（3）改进的 Esau-Williams算法
可实现海上风电场输电线路的自动规
划且能高效寻得线缆成本最低的规划
方案。
（作者单位：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表3 电缆规划方案成本

规划
方案

35 kV（3×70）mm2

电缆长度 /km
35 kV （3×150）mm2

电缆长度 /km
35 kV （3×300）mm2

电缆长度 /km
35 kV （3×400）mm2

电缆长度 /km
线缆总成本

/ 万元
方案一 14.09 11.27 8.81 10.98 6039.73
方案二 20.25 9.25 10.04 8.70 6092.55
方案三 19.32 9.31 11.71 7.40 6064.82

摄影：赵晓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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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轮叶片防雷金属网等效截面积研究    

文 | 梁鹏程，肖琼，周家东，熊秀

随着新一代风电机组轮毂高度和风轮直径尺寸的增加，
为了提供更高的发电功率，必须增加叶片刚度，使用更多的
碳纤维复合材料。然而，碳纤维复合材料是导体，因此必须
对碳纤维叶片进行雷电防护，以防止碳纤维叶片之间产生内
部电弧以及碳纤维叶片遭受直接雷击。同时，电加热除冰叶
片由于使用碳纤维或其他导电材料作为加热组件，比传统的
玻璃纤维叶片更容易遭受雷击。

得益于防雷金属网在飞机碳纤维复合材料上的成功应
用，碳纤维叶片和电加热除冰叶片等含有导电组件的风轮叶
片也越来越多地采用防雷金属网进行雷电防护。然而，无论
是叶片制造厂、整机厂，还是业主对叶片防雷知识还不够了
解，选取防雷金属网时也没有可参考的依据，造成很多在叶
片上使用的金属网达不到雷电防护的要求，叶片遭受雷击后
同样会造成损伤。本文通过理论计算、仿真分析以及试验相
结合的方法对防雷金属网等效截面积进行研究，为碳纤维叶
片和电加热除冰叶片选择合适的防雷金属网提供了依据。

雷电防护金属网等效截面积计算方法

根据研究，防雷金属网宜选用具有较多优点的延性金

属网。防雷金属网在风电叶片雷电防护中同时起接闪雷电流
和传导雷电流的双重作用，根据 IEC 62305-3和 IEC 61400-

24的要求，使用铜导线作为引下线传导 200kA的雷电流，
当机械强度不是必备要求时，导线的最小截面积为 25mm2；
当机械强度是必备要求时，导线的最小截面积为 50mm2。
当用铝导线作为引下线时，导线的最小截面积为 50mm2。
由于防雷金属网粘贴于风电叶片外表面，使用时不必考虑金
属网的机械强度，因此按照 IEC 61400-24的要求，防雷铜
网作为引下线的最小截面积要求为 25mm2，防雷铝网作为
引下线的最小截面积要求为 50mm2。通常风电技术人员即
根据该标准要求进行金属网截面积选择，但该标准所规定的
导线最小截面积要求是否适用于防雷金属网，以及如何计算
防雷金属网的等效截面积却并没有理论依据。

本文提出了一个计算金属网等效截面积的理论模型，
并总结出防雷金属网等效截面积的计算公式。防雷金属网的
等效截面积与金属网的接地方式有关，假设金属网只采用叶
尖接地或者叶根接地的方式，则金属网上电流只会沿着一个
方向传导。金属网的电流传导模型如图 1所示。

假设防雷金属网的电流从左侧流入，电流在菱形金属
网上的传导方向如图 1中红色箭头所示，电流传导截面垂直

图1 单侧接地金属网传导电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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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电流方向。如图中绿色线所示，沿着电流方向做垂线，所
有绿色线与菱形金属网重叠面积之和，即为防雷金属网的等
效截面积。

防雷金属网的网格为菱形，长节距为 Lt，短节距为
St，梗宽为 h，厚度为 d，金属网的总宽度为 w，垂直于电
流方向金属梗丝的根数为 n，相邻两根金属梗丝之间的距离
为 r。

结合图示可知，垂直于电流方向金属梗丝根数 n的计
算公式为：

                         n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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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sin r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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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编织金属网沿一个方向的截面积为 d、h、n三者的
乘积，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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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如果防雷金属网采用叶尖和叶根同时接地的方式，则

金属网上电流会沿着两个方向传导，电流传导模型如图 2所
示。向右传导电流如红色箭头所示，向左传导电流如蓝色箭
头所示。

假设沿着两个方向传导的雷电流大小相同，则防雷金
属网的等效截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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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实际即使采用双侧接地的方式，由于两侧接地电阻大

小不同，沿着两侧传导的雷电流大小不可能相同，因此双侧
接地防雷金属网的等效截面积小于 2·d·h·n。

雷电防护金属网等效截面积计算方法的验证

一、仿真算法的可靠性验证
本文采用了数值仿真软件 COMSOL Multiphysics来计

算金属网的电阻热效应，雷电流分量为 ICE 61400-24规定
的标准 10/350雷电流波形，如果防雷铜网的最高温度超过
铜的熔点 1083℃，则认为防雷铜网会出现熔断性损坏。为
了证明仿真模型的可靠性，选用不同宽度的 ABEMM-Cu220

防雷铜网进行传导电流仿真，并与雷电试验结果进行对比。
雷击试验为短冲击电弧注入电流试验，一端接地，注入
200kA、10MJ/Ω的电流后，观察雷电流传导路径中有无铜
网熔断损伤。

如图 3（a）所示，宽度为 550mm的 ABEMM-Cu220

防雷铜网在 150kA的雷电流作用后，其仿真结果显示铜网
的最高温度为 1250℃，超过了铜网的熔点，会出现防雷铜
网熔断现象；雷电试验结果也表明防雷铜网发生大范围熔
断，如图 3（b）所示。但如图 3（c）所示，当防雷铜网的

图2 双侧接地金属网传导电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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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增加到 600mm，ABEMM-Cu220防雷铜网在 150kA雷
电流作用下，其温升只有 870℃，不会超过铜网熔点；雷电
试验结果也表明防雷铜网不会出现熔断现象，如图 3（d）
所示。图 3仿真和试验结果的一致性说明了仿真模型的可
靠性。

二、等效截面积算法的仿真验证
为了验证上述防雷金属网等效截面积计算理论公式（2）

和（3）的正确性，选用不同宽度的 ABEMM-Cu420防雷铜
网进行传导电流仿真。

不同宽度的 ABEMM-Cu420防雷铜网传导 200kA、

10MJ/Ω的雷电流，其温度分布如图 4所示。由图 4可以看出，
防雷铜网的梗丝处温度最高，节点处温度最低，因此防雷铜
网断裂时梗丝处先熔断。当铜网的宽度为 440mm时，铜网
会熔断，而当铜网的宽度增大到 460mm时，铜网不会熔断。

ABEMM防雷金属网的尺寸参数如表 1所示，根据公
式（2）计算的不同宽度 ABEMM-Cu420防雷铜网的等效
截面积及最高温度如表 2和图 5（a）所示，当 ABEMM-

Cu420防雷铜网的宽度为 440mm时，其金属网的截面积是
24.25mm2，金属网会熔断；而当其宽度增加到 460mm时，
截面积为 25.35mm2，金属网不会熔断。

图3 ABEMM-Cu220防雷铜网150kA雷电流作用下仿真和试验结果

（a）宽度为550mm，仿真结果 

  （b）宽度为550mm，试验结果

（c）宽度为600mm，仿真结果

（d）宽度为600mm，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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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宽度为440mm    （b）宽度为460mm

图4 不同宽度的ABEMM-Cu420防雷铜网温度分布

表1 不同型号ABEMM防雷铜网的尺寸参数

型号 长节距 Lt 短节距 St 厚度 d 梗宽 h
ABEMM-Cu420 2.4mm 1.3mm 0.15mm 0.2mm
ABEMM-Cu220 2.8mm 1.2mm 0.1mm 0.17mm

表2 不同宽度ABEMM-Cu420防雷铜网的等效截面积及
最高温度

序号 金属网的宽度
（mm）

金属网的截面积
（mm2）

金属网的最高温
度（℃）

1 300 16.53 11659
2 350 19.29 3993
3 400 22.04 1970
4 420 23.14 1562
5 440 24.25 1270
6 460 25.35 1056
7 480 26.45 891
8 500 27.55 762
9 550 30.31 545

10 600 33.06 413
11 700 38.57 268
12 800 44.08 192
13 900 49.59 145
14 1000 55.10 117

由图5（b）可以看出，当按公式（2）计算的ABEMM-

Cu220防雷铜网的截面积大于25mm²时，防雷铜网的最高温
度也低于铜的熔点1083℃，即铜网不会出现熔断现象。而
防雷铜网传导一次200kA、10MJ/Ω的雷电流，其最小截面
积要求在25mm2左右，这说明按照公式（2）计算防雷金属
网的等效截面积是正确的。

防雷铝网的最小截面积要求

一、防雷铝网的等效截面积计算
防雷铜网仿真结果证明了防雷金属网等效截面积理论

公式（2）的正确性。因此，可以用该公式来计算不同型号
防雷铝网的等效截面积，并用仿真软件计算不同截面积防雷
铝网的最高温度，以找到防雷铝网传导一次 200kA、10MJ/

Ω雷电流的最小截面积要求。
在 本 计 算 中， 选 用 了 ABEMM-Al135、ABEMM-

Al187、ABEMM-Al220三种不同面密度型号的防雷铝网进
行最小截面积计算，根据公式（2）计算不同宽度 ABEMM

防雷铝网的等效截面积，并用仿真软件计算不同宽度防雷
铝网的温度分布。取不同截面积防雷铝网的最高温度进行
绘图，结果如图 6所示。由图 6可以看出，对于不同型号
ABEMM防雷铝网，当防雷铝网的截面积大于 35mm²时，
防雷铝网的最高温度均低于铝的熔点 660℃，即金属铝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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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0kA传导电流作用下不同型号ABEMM防雷铜网的最高温度

图6 200kA传导电流作用下不同型号ABEMM防雷铝网的最高温度

（a）不同截面积ABEMM-Cu420防雷铜网的最高温度

（a）不同截面积ABEMM-Al135防雷铝网的最高温度

（b）不同截面积ABEMM-Cu220防雷铜网的最高温度

（b）不同截面积ABEMM-Al187防雷铝网的最高温度

（c）不同截面积ABEMM-Al220防雷铝网的最高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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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出现熔断现象。因此，对于防雷铝网，其最小截面积达到
35mm2左右时，即可满足传导一次 200kA、10MJ/Ω雷电流
的防护要求。

二、防雷铝网等效截面积的验证
为了验证 35mm2的最小截面积要求是否合理，本文选

择了两种不同型号的防雷铝网进行仿真和试验验证，这两种
不同型号的防雷铝网等效截面积分别分布于 35mm2两侧。
如图 7（a）所示，仿真结果表明，截面积为 32.83mm2的

ABEMM-Al135-650防雷铝网传导一次 200kA雷电流时，
其最高温升为 719℃，高于金属铝的熔点 660℃，ABEMM-

Al135-650防雷铝网会出现断裂现象。电流试验结果也表明，
在雷电流传导路径中，金属铝网出现大范围熔断现象，如图
7（b）红色箭头所示。结果表明，当防雷铝网的截面积为
32.83mm2时，达不到传导 200kA雷电流的雷电防护要求。

如图 8（a）所示，仿真分析结果表明，截面积
为 37.88mm2（超过 35mm2 的极限截面积）的 ABEMM-

图7 ABEMM-Al135-650防雷铝网200kA雷电流作用后

图8 ABEMM-Al187-500防雷铝网200kA雷电流作用后

（a）截面积为32.83mm2，仿真结果 

（a）截面积为37.88mm2，仿真结果 

（b）截面积为32.83mm2，试验结果

（b）截面积为37.88mm2，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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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187-500防雷铝网传导 200kA雷电流时，其最高温升为
425℃，小于金属铝的熔点 660℃，ABEMM-Al187-500防雷
铝网不会出现断裂现象，满足 200kA的雷电防护要求。电
流引弧试验结果也表明，除了引弧区防雷铝网有部分熔化现

象，在雷电流传导路径中，没有出现金属网熔断现象，如图
8（b）所示。结果表明，当防雷铝网的截面积为 37.88mm2

时，可满足传导一次 200kA、10MJ/Ω雷电流的雷电防护要
求。因此，防雷铝网传导一次 200kA、10MJ/Ω的雷电流，

表3 不同型号防雷铝网的雷电试验结果对比

防雷铝网型号 宽度 等效截面积 仿真最高温度 试验结果
ABEMM-Al135-650 650mm 32.83mm2 719℃ 金属网传导截面断裂
ABEMM-Al187-500 500mm 37.88mm2 425℃ 金属网传导截面完好

图9 截面积为25mm2的防雷铜网传导200kA雷电流后金属网损伤

图10 防雷金属网传导3次200kA雷电流后金属网损伤

（a）传导1次200kA雷电流 

（a）截面积为30mm2的防雷铜网

（b）传导2次200kA雷电流

（b）截面积为42mm2的防雷铝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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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mm2左右的最小截面积要求是合理的。

防雷金属网的安全截面积要求

根据 ICE 61400-24要求，防雷金属网做鉴定试验时，
需传导 3次 200kA、10MJ/Ω 的短冲击雷电流和三次 200C

的长冲击雷电流，其中影响防雷金属网等效截面积的主要是
短冲击雷电流。在进行防雷金属网短冲击雷电流试验时，如
图 9所示，截面积为 25mm2的 ABEMM-Cu220-760防雷铜
网传导一次 200kA雷电流时，铜网传导截面无断裂，但当
该铜网传导第二次 200kA雷电流时，铜网传导截面断裂。
这主要是由于损伤的累加所致，传导第一次雷电流时，由于
铜网的趋肤效应，铜网丝梗表面的温度高于内部，造成铜网
丝梗表面温度可能会超过熔点，因此会有部分熔化，造成表
面铜网丝梗变细，相当于等效截面积变小，所以第二次传导
雷电流时会造成铜网熔断。

因此，为了保证防雷金属网能安全传导 3次 200kA、
10MJ/Ω的短冲击雷电流，在防雷金属网最小截面积要求的
基础上，应适当增加金属网截面积。

通过图 5和图 6中金属网的截面积和金属网最高温度
关系图可以看出，在金属网极限截面积附近，即金属网的熔
点附近，截面积对熔点的影响很大，超过金属网极限截面积

20%之后，金属网的最高温度已远低于金属网的熔点，铜
网丝梗不会出现熔断变细现象。因此对于防雷金属网而言，
为了能传导 3次 200kA的雷电流，应保证 20%的最小传导
截面积余量。对防雷铜网而言，30mm2是防雷铜网能传导 3

次 200kA雷电流的安全截面积要求，42mm2是防雷铝网传
导 3次 200kA雷电流的安全截面积要求，防雷金属网在安
全截面积附近，肯定不会出现熔断。如图 10所示，处于安
全截面积的防雷金属网经过 3次 200kA、10MJ/Ω雷电流作
用后，传导区金属网无断裂现象。

结论

根据本文所提出的防雷金属网等效截面积计算方法可
判断防雷金属网是否满足 200kA、10MJ/Ω雷电流的雷电防
护要求。

对于防雷金属网而言，传导一次 200kA、10MJ/Ω的雷
电流，防雷铜网的最小截面积要求为 25mm2，防雷铝网的
最小截面积要求为 35mm2。为了保证能传导 3次 200kA、
10MJ/Ω的雷电流，30mm2为防雷铜网的安全截面积要求，
42mm2为防雷铝网的安全截面积要求。
（作者单位：梁鹏程，肖琼：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周家东，熊秀：西安爱邦电磁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摄影：吕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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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机组叶片气动弹性与颤振抑制
文 | 王明军

随着风电机组大型化趋势的发展，叶片长度也不断增加，
叶片断裂事故时有发生。更有甚者，个别机组在并网风速远
低于切除风速的情况下，投运不久就出现了叶片断裂。

大型风电机组是一个复杂的流 -固耦合系统，在自然风
条件下运行时，作用在机组上的空气动力、自身惯性力和弹
性力等交变载荷会使结构产生变形或振动，进而对来流产生
影响。因此，在叶片结构设计时，不仅需要满足强度和刚度
要求，还必须考虑叶片颤振问题。颤振是当升力面在气流中
以一定速度运动时，在气动力、惯性力及弹性力耦合作用下，
刚好使物体维持等幅振荡的一种自激振动。风速较高时，气
流攻角会很大，机组叶片发生颤振的可能性较大。然而，由
于叶片受力复杂，叶片颤振涉及气动力特性和叶片固体动力
特性，目前对于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颤振临界速度及
颤振频率等，国内外对叶片动气动弹性问题的研究尚不多。

本文将就叶片受力、叶片振动的基本原理及抑制叶片
颤振的方法进行阐述。

叶片气动弹性和颤振问题

叶片在气动力、重力和离心力作用下，其主要振动形
式有：挥舞、摆振和扭转。挥舞是指叶片在垂直于旋转平面
方向上的弯曲振动；摆振是指叶片在旋转平面内的弯曲振
动；扭转是指叶片绕其变距轴的扭转振动。这三种机械振动
和气动力交织作用，形成气动弹性问题。如果这种相互作用
是减弱的，则振动稳定，否则会出现颤振和发散。气动弹性
不稳定主要分成两类：第一类是气动弹性静态不稳定问题，
称为发散，这类问题可以通过分析叶型的升力阻力曲线和叶
片的扭转弹性力来进行研究，分析起来较为简单；第二类是
气动弹性动态不稳定性问题，也就是颤振问题。

一、叶片坐标系与叶片振动
根据 GL规范建立叶片坐标系，叶片坐标系的原点位于

叶片根部，随风轮旋转，其三个坐标轴分别记为 XB、YB、
ZB，其中ZB与叶片变桨轴重合；XB垂直于ZB，对于上风向机组，

正向指向塔架方向，与叶轮轴线平行，也称作叶片挥舞方向；
YB垂直于XB和 ZB，按右手定则确定，又称作叶片摆振方向。
叶片振动主要有挥舞、摆振、扭转，以及三者之间的耦合。
在低阶，以 XB方向挥舞为主，挥舞变形是叶片振动变形的主
要形式，也是造成叶片破坏的主要原因。

二、叶片颤振及特点
由于大自然风的随机性、叶片动力激扰的多样性、叶片

变形之间及变形与气动力之间的耦合性，风电机组叶片气动
弹性问题，属于非线性结构与气流相互作用的多场耦合结构
动力学研究的范畴，涉及多门前沿学科的交叉与融合。

风电机组叶片经常要在失速工况下运行的特点决定了
它的动力学失效与普通叶轮机叶片不同。风电机组叶片进口
气流的相对速度W，远小于进口马赫数M，叶片由于进气
攻角过大而失速，形成弯扭耦合振型的颤振。颤振的重要特
征是存在颤振临界状态，即颤振临界风速和颤振临界频率。
当风速低于颤振临界风速时，叶片对外界扰动的响应因受到
阻尼作用而衰减；但当风速高于颤振临界风速时，叶片出现
发散振动或振幅随风速增加的等幅振动。

风电机组叶片的颤振通常分为：线性经典颤振（经典
颤振）和失速非线性颤振（失速颤振）两大类，这两大类颤
振经常表现在叶片的挥舞方向和扭转方向耦合（弯扭耦合）
的振动过程中，其中挥舞方向的失速颤振造成的发散不稳定
是叶片断裂失效的重要原因。前者主要是流 -固耦合引起的
叶片扭转振动，它通常发生在叶片处于附着流的情况下；后
者主要是叶片在气动失速情况下发生的振动。

（1）经典颤振：是叶片扭转和挥舞产生的自激不稳定
振动，其特点是流动基本附着，无明显分离。它发生的条件
是结构上的瞬时流体动力与弹性位移之间有相位差，因而使
振动的结构有可能从气流中吸收能量而扩大振幅。影响叶片
颤振的因素很多，主要包括叶片的结构动力参数、来流特性
和叶片所受的气动力。

（2）失速颤振：与气流分离和旋涡形成有关。这类颤
振是由于风电机组的升力系统处于失速攻角附近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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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动弹性失稳现象。
经典颤振与失速颤振相比，是一类更加强烈的气弹不

稳定现象，与叶片的弯扭耦合有关，表现为叶片按照摆振固
有频率进行挥舞 /摆振 /扭转的耦合振动。

近年来，在极端风速状态下，经常能检测到另外一种
处于经典颤振和失速颤振临界状态的临界颤振，该颤振发生
时叶片处于一种准稳态响应状态。其中挥舞方向的临界颤振
引起的发散不稳定，不仅能造成叶片断裂失效，还经常造成
塔体拦腰折断。

由于大型风电机组叶片具有展向长和刚度低的特点，
经典颤振问题成为叶片动力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颤振分
析一般涉及弹性叶片的复杂结构特征与叶片周围非定常气
流场，以及二者之间相互耦合机理。

三、两类颤振的产生
当叶片受扰动向上偏离平衡位置后，弹性恢复力使它

向下方平衡位置运动，同时产生作用于叶片重心的向上惯性
力，因叶片重心在扭心之后，惯性力产生对扭心的力矩使叶
片攻角减小，引起向下的附加气动力，加快叶片向下运动；
当叶片运动到下方极限位置而返回向上运动后，出现相反的
情况。整个过程中，空气动力是激振力，与叶片转动速度的
二次方成正比，与空气对叶片的阻尼力成反比。因此，防止
叶片颤振的最有效方法是使叶片重心前移以减小惯性力矩。              

当气流沿某个方向吹向叶片时，会出现两种情况：一
种情况是，当气流攻角比较小时，气流贴着叶片的上下表面
流过；另一种情况是，当气流攻角很大时，通过叶片下表面
的气流仍是贴壁流动，而流过上表面的气流出现分离。空气
动力学把这种现象称为失速，将对应失速点的攻角称为临界
攻角。在风的作用下叶片会产生升力。在两种情况中，叶片
升力大小随攻角的变化而变化。当气流攻角小于临界攻角
时，攻角愈大，升力愈大；当超过临界攻角时，则攻角愈大，
升力愈小，这是叶片失速后的最大特点。

再者，当叶尖以一定的速度相对根部做向上的弯曲运
动时，原来流场中的气流相对于叶片的新位置就有了一个
很小的角度差。这种攻角的变化会引起力的变化。若攻角
小于临界攻角，当叶片向上做弯曲运动时升力变小。这种
变小的升力对于叶片尖部向上的弯曲起到抑制作用。然而，
若攻角大于临界攻角，当叶片向上做弯曲运动时，升力是
增加的。这种增大的升力对于叶片的向上弯曲运动起到了
加强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叶片的振动会愈来愈强烈。通
过颤振发生过程可以看出，颤振是由气动力、惯性力和弹

性力交互作用的结果。

抑制叶片颤振

由于叶片颤振属于流体诱发振动中的气动弹性耦合自
激振动， 涉及叶片的气动力与叶片结构动力两方面的问题， 

又与叶片造型、工艺等因素有关， 因此，抑制叶片颤振是
一项十分复杂的研究工作。目前主要是利用叶片型面设计、
结构设计以及利用复合材料叶片的振动特性与气动弹性剪
裁技术抑制颤振。

一、利用三心设计原理抑制颤振
叶片的三心设计与叶片颤振密切相关。叶片气动参数

变化与叶型几何参数变化对颤振特性影响的研究表明：前重
心叶片的稳定性较好，前扭心叶片的稳定性较差。因此，在
设计叶片时，在满足其他条件的情况下， 应使叶型重心尽
可能靠近叶片前缘。

叶片三心的变化对叶片稳定性有很大的影响，因此，
叶片防颤可从三心角度进行调整；叶型的扭心靠近叶片前缘
要比扭心靠后更容易失稳，即扭心后置叶片较好。但在将叶
片扭心后置时，其重心也将随之后移，而重心前置叶片的稳
定性较好，显然，重心位于扭心之前更为有益。此种情况下，
如果非定常气动力心位于重心和扭心之间，叶片稳定性较
差，所以，沿叶尖到叶根方向形成气动力心、重心、扭心的
分布，叶片有更好的稳定性。对于扭心前置叶片，如果非定
常气动力心位于重心之后， 则对叶片的稳定性不利，而位
于扭心和重心之间，叶片有较强的稳定性。

因此，对具体叶片来说，不能简单地认为气动力心离
扭心、重心越远越好。对于前扭心叶片而言，气动力心靠近
扭心较好；而对于后扭心叶片，气动力心远离扭心、重心而
靠前些更好。

二、阻尼叶片抑制颤振
当前，风电机组的叶片材料主要为纤维增强树脂

基复合材料（利用如 GRP），其阻尼性能是金属材料的
10～ 100倍，但是，在复杂交变应力的作用下，普通复合
材料叶片往往因颤振而遭到破坏。

目前，纤维增强树脂基复合材料，包括玻璃纤维增
强树脂基复合材料（GFRP）和碳纤维增强树脂基复合材
料（CFRP），其中 GFRP 较为常用。纤维增强树脂基复合
材料具有良好的比刚度、比强度以及耐腐蚀性和良好的阻尼
特性等优点，但随着风电机组叶片尺寸的不断增大，传统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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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自身阻尼已不能对叶片颤振进行有效抑制，因此，有必要
对叶片做进一步的阻尼处理。常用的阻尼处理方法有自由阻
尼结构层和约束阻尼结构层。这两种方法都属于事后被动处
理，会受到叶片尺寸、重量以及阻尼层剥落等因素的制约。

共固化阻尼层复合材料可以解决以上两种阻尼处理方
法存在的问题。该材料是直接将粘弹性阻尼材料作为铺层嵌
入到复合材料结构中，如图 1所示。这样既保证了材料有较
高的结构阻尼，又不易出现阻尼层剥落现象。阻尼叶片是将
共固化粘弹性阻尼层复合材料用于风电机组叶片，这样可在
满足叶片比强度和比刚度要求的基础上提高叶片的阻尼特
性，有效地提高叶片抑颤能力。图 2为阻尼叶片截面示意图。
阻尼叶片的抑颤效果明显，对摆振方向的抑颤效果优于挥舞
方向，这是由于共固化粘弹性阻尼层复合材料中阻尼层通过
内摩擦耗散掉部分摆振动能，且摆振方向的颤振频率接近阻
尼材料的最优频率。

三、利用气动弹性剪裁技术抑制颤振
利用复合材料的可塑性、铺层剪裁性和非线性振动特

性，可以实现叶片气动弹性剪裁，以抑制颤振。叶片气动弹
性剪裁就是利用复合材料改变叶片的固有振动特性以及利
用叶片的变形改变气动力特性，进行叶片抑颤。

（一）利用复合材料改变叶片的固有振动特性
复合材料叶片的振动特性有如下几点：
（1）复合材料的铺层方向与次序，对叶片的振动特性

有很大的影响，即利用不同的铺层方法，可以改变叶片的频
率、振型出现次序等。

（2）0°和较小角度（< 30°）的铺层，具有较高的抗弯
刚度；±45°的铺层抗扭刚度最高；90°以及非纯 45°交替铺层，
具有很好的抗横向振动性能。

（3）复合材料叶片外铺层比内铺层对振动特性变化的
影响大。对称铺层叶片，具有较强的弯扭耦合特性，同时叶
片会产生较大的静变形。

（4）与同型钢叶片相比，复合材料叶片的刚性强、频
率高、模态阻尼高，即抗振性较好。

（二）利用叶片变形改变气动力特性
设计具有优良弯扭耦合性能的风电机组叶片，利用复

合材料铺层实现叶片气动弹性剪裁，可以通过弯扭耦合效应
改变叶片的气动性能。发生弯扭耦合效应时，叶片攻角也会
改变。根据叶素动量理论，攻角变化直接影响叶片运行过程
中的合速度。叶片在达到顺桨状态的过程中，弯扭耦合效应
可降低叶片所受载荷，延长机组寿命。

因此，镜像对称铺层结构可实现叶片弯扭耦合；在气
动载荷作用下，叶片出现弯曲和扭转变形，沿叶片展向弯扭
耦合变形量增加，且与截面相对位置呈非线性关系；叶片弯
扭耦合性能随蒙皮偏轴夹角的变化而改变。

（1）Ansys复合材料模块可实现复杂大型风电机组
的叶片结构铺层，建立的叶片模型精度高、误差小。通过
CFD方法获得的叶片气动载荷能细致描述叶片表面的受力
情况，可提高数值模拟精度。

（2）随着蒙皮偏轴夹角的增大，叶片弯扭耦合系数先
增大后减小。当蒙皮偏轴夹角为 15°时，叶片具有足够的挥舞
刚度和摆振刚度，且弯扭耦合性能最佳，弯扭耦合系数达0.426。

结语

随着新增机组的叶片长度和柔性不断增加，叶片损坏、
断裂概率也有所增加，可能带来的损失巨大。而目前国内对
风电机组叶片气动弹性、振动问题及颤振产生的机理研究较
少，因此，有必要对叶片振动的相关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研究。
在叶片设计和制造时，应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抑制叶片颤振，
避免因颤振导致叶片断裂事故发生。
（作者单位：东方电气风电有限公司）

图1 共固化粘弹性阻尼层结构示意图 

  图2 阻尼叶片结构示意图

复合材料层 粘弹性材料层

复合材料层

粘弹性材料层

主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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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风电机组用环保型交流66kV
电气系统方案设计与应用

文 | 李德军，张旭，吕熹阳，钟孝泰

受 2019年 1月开始实施的风电竞价上网政策的影响，
海上风电市场迫切需要优化风电场开发成本，尤其是进一步
降低度电成本。数据和经验表明，风电场在同样的装机规模
下，采用大功率、大兆瓦级机型能够减少风电机组的台数，
带来总体建设成本（设备购置成本、建设安装成本等）的有
效降低；同时风电机组功率提升后，年发电量的增加和总运
维成本的降低也会降低整个风电场的度电成本。因此海上风
电市场将青睐单机容量更大的风电机组，尤其是对 8MW及
以上大功率风电机组的本地化开发和应用将成为必然趋势。

为了承载日益增长的单机容量规模，未来几年海上风
电场现有主流的交流 33kV场内集电系统也将逐步转向交流
66kV电压等级。

国内外许多相关的交流 66kV场内集电系统应用的调
研结果表明，对于大部分深远海风电场来说，与现有交流
33kV系统相比，虽然交流 66kV电压等级的电气配套组件
单价有所增加，但整个系统技术方案具有更低的综合成本优
势和系统延展性，这主要归功于 66kV技术方案具有：（1）
更灵活的风电机组拓扑路线设计，能显著减少集电海缆总的
用量，从而减轻后续敷设的工作量和敷设难度（更少的电缆
交错敷设和 J-tube的使用）；同时也能降低集电海缆用海面
积，这也意味着海缆路由的审批更加容易；（2）更高的线
路电压，带来更低的线路有功损耗，系统长期运行产生的总
线损显著减低，从而提升了风电场的电能送出效率和效益；
（3）更大的系统承载容量，对于大容量风电场来说，可以
采用更少的海上升压平台来满足风电机组电力的汇聚和送
出（预计 700MW以内的风电场可通过单个 66kV/220kV海
上升压变电站向陆上电网传输）。

但对于交流 66kV系统的开发和应用还存在明显的局限
性。目前国内该系统只在东北地区的陆上电网有一定的应

用，相关的电气设备缺乏在海上工况下的运行经验。而在国
际上，一些设备制造商陆续推出了用于海上风电集电系统的
66kV电气系统设备，但主要还是采用常规的矿物油绝缘技
术、SF6灭弧和绝缘技术等非环保型技术方案。随着人们环
保意识的增强和各国政府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日益严苛，
环保型交流 66kV集电系统设备具有较大的市场需求。

本文就某结合多年的研究和试验推出、基于环保设计
理念、专门用于大功率风电机组的交流 66kV电气系统技术
方案进行解析。该技术方案包括了一款可装于风电机组机舱
或风塔内部的 66kV/8-12MW的油浸式变压器和一台可安装
在风塔内部的 66kV/25kA紧凑的 GIS开关设备。其中变压
器采用了可自然降解的合成酯，而不是常规矿物油作为绝缘
介质；而GIS开关设备也与传统的基于SF6技术的GIS不同，
它采用了洁净空气（79.5% N2 + 20.5% O2）绝缘技术和真空
断路器灭弧技术，不会产生任何温室气体的排放和泄漏，这
些环境友好型的设计使得整个电气系统契合了风电作为一
种清洁能源的环保理念。

66kV 油浸式变压器

对于 66kV的干式变压器来说，其体积和重量都远远超
过目前风电机组系统常用的 35kV干式变压器，这使得 66kV

干式变压器很难在风电机组系统有限的空间内进行布置，而
轻量化和紧凑型 66kV油浸式变压器（图 2为一台 8.7MW

油浸式变压器）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油浸式变压器的
容量可以依据所接入风电机组容量的不同进行设计调整，
目前最大额定功率已达到 12MW。在产品功能方面，新型
66kV油浸式变压器不仅通过了 IEC 60076-1规定的型式试验
的认证，还通过了 IEC 60076-1所列所有特殊试验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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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的设计和技术特点如下：
一、空间紧凑型设计
通常来说，风电机组的机舱和塔筒内的空间都非常有

限，因此变压器的尺寸需要设计得尽可能小，空间体积尽可
能紧凑。新一代的油浸式变压器不仅可以安装在风塔中，也
可以悬挂安装在风电机组机舱中，从而可进一步优化塔筒内
的设备布置空间。

二、耐高温和环保型设计
 结合强油冷却（KFWF）技术，绝缘材料采用芳纶基

高温绝缘材料，而不是绝缘纸来增强变压器的高温绝缘性
能是新型油浸式变压器的另一个特点。新型油浸式变压器

采用 IEC 61100/61039规定的 K级防火合成酯，其燃点超过
300°C，可以比矿物油在更高的温度下运行，且变压器运行
时酯油不易转化成气体，油箱爆裂的风险几乎为零，因此提
高了产品的耐高温性能和使用寿命。图 3给出了合成酯、天
然酯和矿物油的闪点及燃点，可以看出酯类油比矿物油的闪
点和燃点温度分别高出近一倍，因此具有更优的耐高温性能
和防爆防火性能。

近些年，合成酯或天然酯已在国内外高电压大容量的
电力变压器上有广泛的应用（图 4为容量为 300MVA、电压
为 420kV的酯类油变压器），其技术和安全可靠性得到了
实践的检验。与常规变压器采用的矿物绝缘油相比，酯类绝

图1 66kV变压器和GIS开关设备典型布置和单线图示例

图2 8.7MW FITformer REN变压器 图3  酯类绝缘油与矿物油的闪点与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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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油在自然环境下可降解，即使泄漏也不会对环境产生污
染。图 5显示了合成酯、天然酯和矿物油的降解周期比较，
酯类油在 30天内基本可完全降解，而矿物油则只降解了不
到 20%。所以与传统矿物绝缘油变压器相比，新型油浸式
变压器的环境适应性更强，也更环保。

三、兼顾海洋工况的增强型功能设计
尽管安装在户内（机舱或塔筒内），但在设计上，变

压器仍须具有耐受海上恶劣环境的能力，如抗高盐度和高湿
度空气腐蚀的能力、抗风和海浪引起的风电机组振动及摆动
的能力等。采用全密封型的外壳设计、严格的壳体焊接加工、
全面的箱体探伤测试和增强的表面涂装等改善工艺，能够加
强海上变压器的防腐和抗振性能，并使其满足 ISO的 C4H

级要求。同时通过额外的振动试验也可进一步验证变压器的
抗振性能，如新型 66kV油浸式变压器顺利通过的 1500次
X-Y-Z方向上 3g的振动台加速度试验。

此外，水分是影响变压器绝缘性能及寿命的关键因素。
绝缘材料在生产和使用中不可避免地会吸收水分，而绝缘材
料中的水分越高，越容易使其加速老化。酯类绝缘油具有很
强的吸水性（图 6为酯类油和矿物油吸水速度的对比），能
够吸收依附在绝缘材料中的水分，使绝缘材料保持干燥，降
低绝缘材料的老化速度；虽然这些水分会造成酯类绝缘油本
身的含水量上升，但这对其击穿电压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
计。如图 7所示，只有当含水量接近 600ppm，酯类绝缘油
的击穿电压才会有显著下降，而这个值已经远远超过相关标
准里对含水量的要求；与在矿物油中相比，酯类油中绝缘纸
的老化速度慢了近 45%（图 8）；经验表明，与传统采用矿

物油的变压器相比，采用酯类绝缘油的变压器的维护需求更
低，使用寿命更长，更适用于海上工况。此外，变压器还配
备了免维护呼吸器，所以即便在全密封失效后，呼吸器还能
保证变压器油不受潮，从而保证变压器的寿命。

66kV GIS 开关设备

风电机组内66kV开关设备主要用于升压变压器和风电
机组集电电缆之间的连接，对风电机组电气主回路进行投
切、控制和保护。由于SF6具有卓越的绝缘性能和灭弧性
能，因此在传统高压开关产品（≥52kV）中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尤其是在GIS开关产品中。但同时作为一种全球变暖潜
能GWP高达23900的温室气体，SF6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也为
人们所诟病。推进电力开关设备SF6气体替代技术也被中国
政府纳入非CO2类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措施中；在国际上，
出于环保考虑，各国政府也都在限制含氟类气体，尤其是

图4 420kV/300MVA 酯类油变压器应用 

图5  酯类绝缘油与矿物油的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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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6的使用。因此为了满足风电场的系统电压升级需求和日
益严苛的环保减排要求，该66kV GIS开关采用了洁净空气
绝缘和真空断路器灭弧技术，其设计考量和技术特点主要
有如下几点：  

一、环保型设计理念
作为GIS开关设备绝缘介质的洁净空气是由79.5%的N2

和20.5%的O2组成的合成气体。表1给出了洁净空气与SF6主
要气体特性的比较：与SF6相比，洁净空气的全球变暖潜值
GWP（Global Warming Potential）为零，实现了真正意义上
的CO2零排放，同时其臭氧消耗潜值ODP（Ozone Depletion 

Potential）也为零；可以保持长期运行的化学稳定性（灭弧
时伴随高可逆的电离分解，使得隔离开关和接地开关始终
具有足够的灭弧性能和绝缘性能）；其低温适应性强，在
低至－55ºC的环境低温下不液化；自身不易燃，带来更低的
防火成本；材料兼容性优异，不会给设备的其他部件带来

图7 不同绝缘油击穿电压与含水量关系比较

   图8 绝缘纸在酯类油与矿物油中的寿命比较

图6 酯类油与矿物油吸水特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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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影响；无气体回收需求，处理更便捷，回收成本低；
此外其自身和燃弧后的化学分解物均无物理毒性，无通风
要求，更安全环保。虽然同等气压下洁净空气只具备约43%

的SF6绝缘强度，但通过对充气压力和部件尺寸的设计优化
以及电场的精准控制，就能够获得足够的绝缘配合水平，
从而满足GIS设备的绝缘性能要求。

二、成熟可靠的真空灭弧技术
从 20世纪 70年代开始，由于优异的灭弧性能、高机

械寿命和高可靠的免维护性能，真空灭弧室逐步在中压配
网领域（≤40.5kV）成为主流应用。近些年，随着产品设
计软件能力增强、零部件材料改进和生产工艺优化，单断
口高压真空灭弧室也逐步被开发和应用于高压输电电网。
图 9比较了常规 SF6自能式灭弧室与真空灭弧室在触头结
构和燃弧时的不同。与 SF6灭弧室相比，真空灭弧室主要
优点有：

（1）高可靠性：使用了密封封装的真空断路器消除了
来自外部的影响，没有任何分解物，从而不会引起系统绝缘
的劣化。

（2）高短路开断次数：燃弧时间短、电弧扩散且弧电

压低，对触头的烧蚀少，因此在产品全寿命周期内对额定电
流的开断和额定短路电流的开断次数更高 。

（3）尤其适用于低温环境和需频繁操作的应用场景。
（4） 因为真空状态下触头不会氧化，触头系统的接触

电阻非常小，通流后的温升小。
（5）高可利用性：高自动化的批量生产工艺，排除人

为的装配失误。
三、紧凑型的结构设计

表1 洁净空气与SF6主要气体特性比较

SF6 洁净空气

分子式 SF6 N2/O2

 (79.5%/20.5%)
GWP 23900 0

沸点（° C） － 64 < － 183
相同压力下的绝缘强度 1（标称值） 约 0.43

电离 / 分解 
（化学平衡常数）

可逆
（约 2000 K）

可逆 （N2 约 7000 K，
O2 约 4000 K）

分解物 HF，SO2，
硫化物

如果放电：氮氧化合
物，臭氧

图10 首个66kV风电场项目安装运行图9 SF6自能式灭弧室与真空灭弧室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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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66kV环保型 GIS是专门为了满足大功率风电机组
的应用而设计的。为了适应风电塔内有限的安装空间，其被
设计得非常紧凑：首先采用了体积较小（高度更低）的真空
灭弧室，而不是常规的 SF6灭弧室来降低整个 GIS间隔的
高度；其次将隔离开关和接地开关等所有功能模块都整合在
断路器气室中，形成单一的气室结构，这样设计不仅减少了
设备零部件的数量和整体重量，减少了设备部件间拼接面的
数量（从而降低了整间隔漏气的风险），而且可实现整间隔
生产和试验，便于设备的后续运输和现场安装。

四、兼顾功能和安全的组件设计
风电机组内开关设备主要是电缆进出线，分别连接发

电侧的变压器和网侧的集电电缆，因此本 66kV GIS采用变
换多样的电缆进出线布置来满足风电场内电缆的连接需求。
断路器采用电动弹簧储能机构作为操作动力，同时考虑到风
电机组间集电电缆的长度（几百米到几公里不等）及其较高
的对地电容（约为同等长度常规陆上架空线路的十几倍），
其电缆充电电流开合水平和延长电寿命设计水平分别达到
C2和 E2等级要求，功能上完全契合了风电系统的特殊运
行工况。整合在断路器气室中的隔离开关和接地开关均采用
三工位结构，可配置多达 3个三工位开关，其中下部接地开
关配有电动弹簧储能机构，在下部网侧线路发生故障时可对
设备提供快速的接地保护。此外气室顶部还配备了一个防爆
膜作为压力释放装置，进一步提升了设备整体的安全性能。
所有电缆舱采用了与中压环网柜电缆舱相似的设计，每个舱
室中每相可并联安装多达 3个用于电缆和 /或避雷器连接的
F3型 T接插头，满足多样的集电电缆拓扑结构及其接线要
求，并依照 IEC 62271-200的试验要求进行了电缆舱内部燃
弧型式试验（25kA/1s）来进一步验证设计的安全性。此外
在电缆舱室中还可以安装用于系统测量和保护的电流互感
器和电压指示装置。

与变压器的设计理念一样，为了满足海上特殊运行工
况要求，通过对 GIS零部件涂层厚度（如壳体油漆）和对
材料（如控制柜不锈钢）等的特殊要求、在工厂部件装配
过程中对密封拼接面和外露金属部件等的特殊防腐工艺要
求和控制、工厂出运前 /现场安装后的涂层修补措施等来
保证 GIS的防腐性能。在防腐性能方面除了满足相关 IEC

标准的要求，其保护等级也达到了 ISO C4H级，并通过了

ISO标准要求的诸如盐雾腐蚀试验、样块冷凝水气候测定、
耐含二氧化硫潮湿空气测定以及油漆附着力检测等多项验
证试验。

对于抗振性能，通过在产品设计初期对该 GIS的布置
结构进行相关的受力计算来确定 GIS安装基础、钢结构支
撑等所需的设计强度及后续安装固定工艺要求。如断路器底
座钢结构基础的受力计算需要考虑开关设备自身重量的静
载荷、热膨胀载荷、导体张力、断路器操作力、摆动 /振动
三维受力载荷，甚至是内部燃弧故障作用力等各种因素。这
些考量和设计计算都保证了该 66kV GIS设备具有足够的机
械强度和抗振性能。此外还通过 X-Y-Z方向上的 0.5g振动
试验验证了其抗振可靠性。

现场运行实例

2017年 9月，丹麦的 Nissum Brodning Vind风电场安
装了 4套该 66kV电气系统。由于风电场离岸距离近，4台
7MW风电机组，通过与该 66kV电气系统环接后再与岸上
变电站直连（图 10中两个红圈设备分别是 66kV油浸式变
压器和 66kV环保型 GIS）。此外在英国的 East Anglia I和
荷兰的 Borssele I+II风电场，该环保型的 66kV系统设备也
在陆续交付使用，并实现部分送电。

结论

本文所述基于先进环保技术、为大功率风电机组设
计、紧凑型 66kV电气系统已成功开发并投放市场。与常规
66kV电气系统相比，其所采用的合成酯绝缘技术、洁净空
气绝缘技术以及高压真空灭弧技术等在保证或提升设备性
能的同时，在设计和运维上实现了环境友好，契合了风电作
为可再生能源的绿色环保理念。同时首个 66kV风电场项目
经验表明，该 66kV电气系统现场安装简单、运行操作安全
可靠。随着政府和社会环保减排意识的增强和对海上风电开
发力度的增加，国内深远海风电场对场内 66kV电气系统的
需求也将变得更加迫切，因此该环保型 66kV电气系统具有
巨大的应用前景。 

［作者单位：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技术 | Technology

82  风能 Wind Energy 

基于失效-安全拓扑优化的风电机组
塔架概念设计

文 | 吉亮

风能作为一种具有巨大开发潜力的可再生能源，近年
来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为了追求更高的风能利用系数，目
前对风电机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提高叶轮气动性能，针对机
组其他承载部件的研究相对较少，忽视了机组重要承载部件
对整机可靠性的影响。以塔筒为例，其作为重要的承载部件，
承受着机舱和叶轮的重力载荷，以及叶轮和自身的推力载
荷。然而，近年来风电机组倒塌事件时有发生。因此塔筒结
构的可靠性能对于风电机组的正常运行至关重要。

针对塔筒的强度问题，目前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塔
筒门洞、塔筒法兰、法兰连接螺栓等关键部件。较典型的研
究包括：塔筒门洞形状参数对塔筒门洞周围应力的影响；针
对塔筒门洞的综合工程算法与有限元法的屈曲分析方法；相
较于传统厚型法兰钢材用量更少、加工难度更低的反向平衡
法兰；法兰连接螺栓的疲劳特性。这些研究都是通过提高部
件的强度，来减少塔筒失效倒塌的可能性，不能保证在塔筒
部分区域失效之后维修人员有足够的时间发现失效区域，并
对失效区域进行修复，从而避免塔筒倒塌事件的发生。

基于此，本文将航空工业中的“失效 -安全”（ 结构
在部分区域失效之后，不发生灾难性破坏事件）理念引入到
风电机组塔筒的设计中，提出一种具有失效 -安全性能的钢
构式风电机组塔架概念设计。

拓扑优化列式

结构优化按照层次可分为三类：拓扑优化、尺寸优化
和形貌优化。尺寸优化和形貌优化作为十分成熟的结构优化
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工业产品的设计，但是一般只在结构
后期设计阶段应用，不能对结构整体的布局进行优化，其优
化空间有限。而拓扑优化作为一种先进的设计方法，因其能

在产品概念设计阶段就给出一个很好的传力路径，近年来也
逐步在工业产品的设计中得到推广应用。传统的拓扑优化列
式如式（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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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为单元相对密度向量；c为柔顺度；Vf为目标
体积分数；K为整体刚度矩阵；U为节点位移矢量；F为节
点力矢量；xmin为单元最小相对密度；NE为设计区域的单
元总数。

失效 -安全拓扑优化方法，通过事先假设失效区域，将
每一个失效区域作为一种失效模式，在分析的时候认为该部
位的材料不存在，优化列式如式（2）所示。其以各失效模
式下的最大柔顺度值最小化为优化目标、材料体积为约束，
提高结构在任意失效模式下的结构刚度，从而保证结构具有
良好的失效 -安全性能。为了方便在优化过程中求取敏度参
数，采用如式（3）的 k次方包络函数对目标函数进行包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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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j为失效情况编号。

                         ( ) ( )f x c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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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k为包络常数，取为 5；D为失效模式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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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筒优化程序与模型

为获得具有失效 -安全性能的塔架结构，采用失效 -安
全拓扑优化方法对风电机组塔架结构进行优化。现有商业结
构优化软件中，仅 OptiStruct具有失效 -安全拓扑优化功能，
但是用户不能够自己定义失效区域，且要求用户计算机处理
器的核心数量大于失效模式数量。因需要根据塔架的受力特
点定义失效区域，且失效模式数量也远大于工作计算机处理
器的核心数量，故需要自行开发失效 -安全拓扑优化程序。
本文基于 Ansys强大的有限元分析能力和良好的二次开发环

境，以Ansys为敏度计算的黑箱子，开发了塔架结构的失效 -

安全拓扑优化程序。其优化流程如图 1所示，主要分为两个
部分，第一部分为Matlab调用 Ansys读取网格基本信息，
为优化迭代做好准备，第二部分为优化迭代。

失效 -安全拓扑优化在每一个迭代步都需要对每一种失
效模式进行有限元分析，总的有限元分析次数多达几千次。
根据计算机的计算能力以及可以获得的塔架载荷数据，本文
选取了某一规模较小的风电机组塔架作为研究对象，建立
如图 2（a）所示棱柱壳体模型，模型高度 49.3m，底部宽度
9.6m，顶部宽度 5.6m，壳体厚度 30mm。完成网格划分的

图1 优化程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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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传统拓扑优化            （b） 失效-安全拓扑优化

图3 拓扑优化构型

表1 塔架顶部载荷

阻力 Fx(N) 重力 Fz(N) 弯矩 My(Nm)
5.4802×105 1.5000×106 1.2281×107

模型如图 2（b）所示，总单元数量为 92492，总节点数量为
92753，共设置 64种失效模式，除了顶部绿色区域，每一个
色块都代表了一种失效模式，在对应的失效模式下该区域材
料被去除。为了图示的简洁，在图 2（b）上仅标注了底部
三层失效模式的编号。模型的边界条件为：固定底部所有自
由度，顶部受到风电机组传递过来的阻力 Fx、重力 Fz、弯
矩My，力的大小如表 1所示。

优化结果

考虑到风电机组在实际工作中载荷方向会发生改变，
在优化过程中通过平均每个面单元的敏度参数，强制棱柱四
个面具有相同的结构，同时每个面的结构对称。整个塔筒模
型均作为优化设计区域，优化体积分数约束为 0.45，材料弹
性模量为 210000MPa，泊松比为 0.3。采用非失效 -安全拓
扑优化获得的结构如图 3（a）所示，采用失效 -安全拓扑优
化方法获得的结构如图 3（b）所示。由图可知，通过失效 -

安全拓扑优化方法获得的塔架结构相较于非失效 -安全拓扑

（a）模型简图                                              

（b）网格模型

图2 待优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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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底部宽度11.6m      （b）底部宽度7.6m

图5 不同底部宽度的拓扑构型

图4 各失效情况下的柔顺度值对比

表2 优化结果柔顺度值统计

类别 完整结构柔顺度 最大失效柔顺度
非失效 - 安全拓扑优化 20053784.9 43626441.2

失效 - 安全拓扑优化 22522022.7 30198496.0

优化，部件尺寸变得更小，部件数量变得更多，在某一区域
出现失效后，结构的传力路径不会完全遭到破坏，仍然能够
提供支撑。失效 -安全拓扑优化获得的塔架结构在直角边旁
增加了两根纵向的部件，因此，在直角处的部件被破坏之后
仍然能够由旁边的部件承受载荷。非失效 -安全和失效 -安
全拓扑优化的柔顺度值如表 2所示，二者在部分区域失效之
后的柔顺度如图 4所示。虽然采用失效 -安全拓扑优化在结
构完整状态下柔顺度值有一定的提升，但是各失效模式下的
最大柔顺度值降低了许多，提高了塔架的失效 -安全性能。
无论是从最终的拓扑结构，还是柔顺度值都可以发现塔架顶
部结构的设计对塔架的失效 -安全性能影响相对较小。

为了考察不同底部宽度情况下拓扑构型是否相似，在
保证材料用量一致的情况下，分别对底部宽度为 11.6m、7.6m

的塔架结构进行了拓扑分析，获得的拓扑构型如图 5所示。
由图可知，不同的底部宽度获得的拓扑构型类似，均在四个
角落增加了两根纵向的部件，以保证直角处纵向结构遭到破
坏以后仍然能够由旁边的部件承受载荷，提高了塔架结构的
失效 -安全性能。

结论

为了保证风电机组塔架在部分区域破坏之后仍然能够
支撑起整个风电机组，不发生灾难性的事故，本文基于失效 -

安全拓扑优化方法，以风电机组在各失效模式下的最大柔顺
度值最小化为目标，完成了一种具有失效 -安全性能的风电
机组钢构塔架概念设计。该塔架结构通过在直角处增加额外
的纵向部件提高了塔架的失效 -安全性能，为设计具有高失
效 -安全性能的风电机组塔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限于计算
机的计算能力以及可以获得的塔架载荷数据的准确性，本文
仅选取了某一规模较小的风电机组塔架作为研究对象（仅考
虑了塔架的刚度性能，塔架的强度、屈曲以及各部件连接处
的疲劳作为塔架的重要校核项目，均未在优化过程中给予考
虑，这些都将作为今后的研究重点），但是根据风电机组塔
架结构受力的相似性，相信经过进一步的研究验证，可以将
该结构与方法推广至大型风电机组塔架上。
（作者单位：华北电力大学可再生能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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