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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过去的30年，经过全体风能人艰苦卓绝的努力，风电成为我国少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之一，

在产生良好经济社会价值的同时，也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贡献出“中国力量”。而勇于创新则是整个发展过程中呈

现出的最鲜明特征。对于我国风电产业而言，过往30年的发展既是一部奋进的创业史，更是一部生动的创新史。

依靠大力创新，我国风电产业综合实力保持稳步提升。目前，我国已经具备大兆瓦级风电整机自主研发能力，

陆上风电机组和海上风电机组的最大单机容量分别达到5兆瓦、11兆瓦级别，风轮直径、轮毂高度等关键指标也处

于全球先进水平。机型不断丰富，能够很好地满足低风速、高海拔、低温、高温等各种环境和风况条件的开发需求，

让更广阔地区的风能资源开发成为可能。同时，借助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风电机组与风

电场运维正朝着智能化方向演进。在技术进步的带动下，我国风电的成本大幅降低，陆上风电的度电成本在过去的

10年中下降了40%，大部分地区的新建陆上风电项目已经实现了平价上网。此外，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显著增强。

统计数据显示，在2019年全球排名前十五的风电机组制造企业中，中国占据八席。更多的国内企业选择走出“国门”。

2019年，我国出口的风电机组装机容量较2018年增长 326.9%，累计出口到34个国家；开发企业的对外投资规模同

样逐年增加。一条覆盖技术研发、开发建设、设备供应、检测认证、配套服务的国际业务链基本成型。

上述成果的取得，离不开所有风电企业的共同努力。本期“封面故事”以中国海装为样本，深入探究其如何基

于广泛的创新活动以及严格的标准体系打造高品质的风电产品。自2004年成立以来，这家企业将掌握核心技术视

作安身立命之本，背靠中国船舶集团的强大研发实力，依托国家海上风力发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技术积累上坚

持自主创新。同时，通过引入军工领域的标准，不断打磨风电机组与运维服务的质量，凭借良好的口碑在市场中赢

得一席之地。当前，中国海装正在针对智慧浮岛群等展开研究，并联合集团内的单位推出专业化的海上风电安装船

与运维船，致力于推动风电的降本增效。

2021年，“十四五”周期就将开启，我国风电产业面临新的发展任务，各方仍需围绕再创新下功夫。一是加快

体制机制创新。着重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加快电力现货市场建设，还原电力的商品属性，使可再生能源电力能够

利用边际成本为零的优势，实现优先上网。二是强化基础研发工作。一方面，持续发展检测验证技术，为精细化和

定制化设计提供依据，更深入地挖掘产品和项目的潜力，促使越来越多的长寿命项目和更极致的产品设计的出现。

另一方面，加快开展漂浮式基础、新材料应用等前沿领域的研究，为未来的产业所需储备技术。三是与数字化技术

深度融合。借助更广泛的监测传感、物联技术应用以及建模仿真能力提升，逐步促成数字孪生技术的实现，让风电

资产的运营和改造从中受益。此外，通过数字化信息技术整合行业资源、改变产业链互动和资源调配方式，将进一

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这需要行业重新审视，并改变现有的合作模式。四是推动商业模式创新。探索以土地入股、

PPP等方式，吸引更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参与进来，让更多人分享风电发展的红利，从而充分激发市场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充分认识创新是第一动力，提供高质量科技供给，着力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作为

技术密集型产业，风电发展质量的提升更是始终离不开创新的支撑。通过连续创新，让可再生能源电力获得高于其

他能源品种的竞争力，既是行业发展的出路，也是能源转型的方向。  

让创新成为驱动风电高质量发展的
第一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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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需要为出力波动
付出多大程度的“代价”

1:http://www.xinhuanet.com/energy/2020-07/03/c_1126190823.htm

光 行业的竞价结果之低，一再
刷新人们的认知。2020年，我国补
项目竞价结果显示 1：单个项目的

最低电价为 0.2427元 /千瓦时，加权
平均电价为 0.3720元 /千瓦时，低于
经常作为标杆的 电行政定价水平。
国际上，在 2019年突尼 50万千瓦
光 项目招标中，出现了非洲地区的
最低价⸺�0.024美元 /千瓦时（约
合人 0.164元 /千瓦时）。

然而，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光
设备只能在有太 的时候发电，这对
于需要随时应对打开电 或者开 生
产线的连续电力供应需求来说，显然

“可再生能源时代的电力市场与数字化”专题

不是优点。比如，给定光 设备只能
务于白天的供电，意 着无论发展

多大规模的光 装机，超过最高负荷
的多少倍，也并不能解决 晚的供电
问题。

关键在于，对于这个特点，需要
多大程度的 需要付出多大代价
才是合理的 这在我国能源行业的
论中尤其重要。因为，一方面，在我
国的公 ，特别是 体 论中或多或
少存在着“讲个优点，评劳模；说个
点，重复 ”的不精确论证模式，

往往只说性质、不讲程度；另一方面，
由于 短期竞争性市场，也不存在
以市场定价的精确方式来显示这种“正
确”的 程度作为 明的标杆，从
而很难 普通大 感知其程度。

那么，从“ ”来看，至少有
如下几个程度上的“台阶”：

第一阶：光 是典型的“ 电”。
来片 ，出力就能波动 80%。系统完
全不需要这种电源，不应该发展光 。

：停 发展。
第二阶：光 设备出力波动如此
，完全不 指挥，因此，必须加

装储能设施， 光 出力多少就必须
出力多少。所以，储能应该按 1:1的
比例进行配置，存储周期最好是基于
月度。 ：每千瓦时电量 +0.05元
的储放成本。

第三阶：在 使用空调的高峰
期，光 是不是也得做点 可是
太 一落，人们 回家 空调时，
光 设备也停发了。那么，光 是不
是应该加装 20%的储能， 个日存储
的储能 ：每千瓦时电量 +0.01

（北京）中心主
国能源转型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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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的度电收益往往高于 电或核电
等传统发电机组。

光伏装机容量远超最大负荷
的情况

那么，如果光 的装机持续增长，
是出于节能减排而非系统平衡的目的
（这仍旧是必要的，因此，要不断替代
其他电源才行），就有可能出现光 设
备的出力超过最大负荷的情况，从而
将过去的高峰变成现在的低谷。美国
加利福尼 州 2020年 8月中 发生
的 热天气下的拉 限电提供了观察
这一情况的机会。

8月 14日，加利福尼 州电力系
统因为系统充足性不足，进行了三级
切除负荷响应，而同期的市场电价超
过 1美元 /千瓦时（见图 1）。但是很
显然，光 捕捉不到这样的高价机会，
因为 的出力在这个时候是越来越低
的。因此，从平均上来看，其市场价
值会 落至其他机组的 80%、50%，
至更低（但不会无限降低）。
为何出现系统充足性不足 除了

风电与天然气发电机组的意外停机，
加利福尼 州的半计划、半市场电力
体制也是重要的原因。政 监管部门
仍旧使用方法论 旧、不能考虑完整
不确定性的“综合资源规划”（IRP）
确定未来的装机节奏，是一个重要的
体制性原因。

2019年，加利福尼 州监管机
构预测 2020年的电力需求只有 4500
万千瓦左右。但事实上，因高温天气，
其需求一度超过 4700万千瓦，使得系
统备用率下降到 5%⸺�一个不可接受
的低水平。

元的额外长期平均成本。
第四阶：光 设备装了那么多，

达到最高负荷的 1.5倍，原来的中
高峰变成了低谷， 晚的高峰却更高。
光 的电力价格是不是要打个折
如果 电电价是 0.3元 /千瓦时，光
在中 时段所发电量的电价就只能按
0.15元 /千瓦时计算。这意 着，如
果光 还享受着补 ，其强度要远高
于大家之前的认知。 ：每千瓦时
电量少收益 50%，但起码不用受到额
外 。

第五阶： 开 光
设备在 间无法供电，出力下来了，
也不能获得相应收入。如果 间电价
变高，光 的平均收益就远远低于可
控机组，这样的 还不够 ：
间没有收入，已经算是自动 了，

不需要再进行二次 。
第六阶：市场应该时 保持开放

性，发展光 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实
现系统平衡，而是基于节能减排的需
要，完全不应该被 ，反而需要 。

：负的 ， 其具有的环境
减排价值。

那么，到底 个是更合理的 本
期专 将 论这个问题。

最初上网的光伏发电

一般而言，大部分地区的中 时
段都是相对的用电高峰期，特别是在
低 度地区， 的中 往往意 着
巨大的空调负荷。因此，此时的光
发电恰恰能够 补负荷高峰、捕捉市
场的高价格。到了晚上，负荷进入低谷，
光 设备不发电，但这时的电价往往
很低。因此，从平均上来看（比如 1年），

果光 的装机持 ，
出于 能减 系统平 的
目的， 有 能 的高
变成现在的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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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装储能设施会改变什么

从以上的两个极端来看，光 具
有“自我 ”的性质，最初其单位
发电价值往往高于其他可控电源，但

越过一定阶段，在将剩余净负荷的峰
值转移到 晚之后，其价值通常会迅
速 落。这意 着，基于平准化度电
成本（LCOE）比较各种电源的竞争
力，已经很难有比较确切的含义。当然，

 

 

2:来源：加利福尼亚州独立电力系统运营（ISO）
3:来源：DNL Seasonal storage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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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有 的 预 能
力，“ 能 + 储能”的
系统 能 “ — ”

样的

这种情况与我国的现状存在很大差异，
并且 只是一个特点，并非 点，很
多事物都有这个特点。

那么，光 加装储能设施后，会
有何种变化

储能在市场中无疑 演着“套利”
的角色，在低谷低价时段，作为用电者；
在高峰高价时段，作为发电者。类似
地， 必然也具有“自我 ”的性质，
其实现收益的过程就是消 电价波动
的过程（图 2显示的日存储情况）。若
电价没有了足够的波动，新增的储能
设施自然就不存在盈利的空间。

因此，如果没有足够的未来预见
能力，“可再生能源 +储能”的系统，
可能会经历与资本主义经济 机类似
的“繁 ― 条”周期。

最初，接近零成本的光 加上
价的储能，在此 的电源结构下盈利
丰，吸引了大量的投资与新设施的

建设。随着 们进入系统，电价变得
越来越低，峰谷差也在缩小。很 ，
最终电价的差别下降到这些“光储系
统”的经济平衡点， 使 最终 ，
很多建成的资产成为“ 置资产”。

后，建成的储能设施只
能 强维持运转。高峰电价不够高，
从而无法吸引新的储能设施建设；平
均电价水平又太低，无法吸引独立的
光 以及任何其他新的电源。直到有
一天，人们开始在部分时段 电（比
如 晚），电价突然上 ，从而进入新
一轮的 环。

可以想象，这其中必然包含各种
投资的 配 机以及反周期政策的干

预，并不会出现线性发展。市场似
远无法解决系统的容量充足性与周

期性波动问题。
当然，如果电力价格仍旧没有一

个高的时间分辨率，那么，以上的发
展变化只能是“ 流 动”。 一表现
出来的只是各种装机的过剩、某些时
段的平衡 难以及某些机组的严重限
电。类似于我国风电装机规模自 2005
年 速增长后，在 2010―2015年间
出现的严重 风限电问题。

所以，到底是光 的发展改变电
力系统的平衡方式，还是电力系统的
平衡范式将光 “改造”得与传统能
源一样⸺�这往往意 着减排目的将
大打折 ，系于我国的政 经济学。
对于二者的互动与相互适应如何随着
时间进化，本专 将持续关注。

小结

过去，我国 长期处于 电状态，
并且可再生能源所占的份额小。因此，
系统在“电力价值”上的区分与否误
差不大， 电的行政定价水平成为标
杆。未来，随着系统的容量过剩问题（特
别是 电过剩） 发突出，以及可再
生能源所占的份额不断增加，各种电
源的系统价值会更加分化。

通过行政手段确定的电力价格、
自由量 而非交易决定的粗尺度调度
方式，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否则，
系统的电能质量与安全保障都可能随
着系统的复杂化，“ ”风险将日
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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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未来可期，
中国海装已做好准备

王

海

在 ， 平价上网的压力， 在 等利 因
的加持下，风电 业势 加广 的发 前 为， 略
整， 发 自 在技 与 验上的 积 以及 集 化的 势，中国海
装 在 的发 中大有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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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是低价上网。眼下，在大 瓦机组、施工及
运维船只、新材料替代、数 化应用等方面，
仍然存在很大的创新空间，这些都会是未来 5
年我国海上风电产业走向平价上网的突 。

Q ： 对 业 的 化，中国海

调整

A ：2018年年底，通过对内、外部两方
面环境的分析，中国海装确立了“三年三步走”
的工作思路，即 2019年， 实中国海装高质量
发展根基；2020年，重整装再出发；2021年，
取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 利。为此，我们围

绕技术、管理、市场、人才等方面 实地做
了大量工作。

以管理为例，中国海装依托中国船舶集
强大的装备研发和制造能力，按照 工品质打
造风电产品和 务，在市场上 得了 好的
。 所周知， 工企业以管理严 著称，我

们完全沿用了其中的方法与经验， 研发、
工作程序管理、质量管理等环节。今年以来，
集 专门针对精细化质量管理编制了指导手
册，中国海装就据此制定了自己的落地细则。
同时，对于出现的问题，集 要求各个机构“一
把手”必须从技术与管理两个角度找准问题，
深入 析发生的机理，明确责任人，并提出整
改措施，做到举一反三，最终实现问题“归零”。

再比如在人才培养上，我们始终坚持 管
干部、 管人才的原则。对 人才，我们有海

的 ， 能与更多的有 之 合作。
中国海装不仅可以 助员工进步，还能带领
一起走。同时，我们也力争做到因材施用，

并建立起完善的考核和 机制，做到干部能
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 能高能低。

Q ：平价 ，风电 场的

改 ，对于参与 的要 ，中国海

Q ：结 目 的全 ， 风

电的

A ：当前，风电产业的发展 来重大机
遇。面对新 情造成的 重打 ，各国
都在积极寻找后 情时代重振经济社会的最佳
路径。“ 色复苏”成为 多国家的战略性选择，
在以 色经济为核心实施 激计划，将经济

复苏与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目标紧密结合，为
经济社会的长 健康发展 定基础。此外，在
演 烈的环境和生态 机下，加大碳减排力

度被各国列为关键议程，中国也在加 推进这
方面的工作，发出了向零碳社会转型的长期政
策信号，经济社会将 来全面变 。

在这种情况下，加 构建以可再生能源为
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系变得更为紧迫和重要，
风电产业将由此 来新一轮发展机遇期。

Q ：平价 网 “ 五” 业

的 中 ， 的平价

A ：任何一个行业都是 着高质量、低成
本的方向发展，风电也不例外。因为，市场是
检验竞争力的最终标准，所有产业的发展都必
须符合市场导向和商业规 。市场需要清洁能
源，同时也要求价格低。

只不过是在向平价上网过渡时，我们感到
了“ 痛”，“痛感”取决于产业的成熟度以及
产业政策的出台时机。陆上风电经历过相对平
稳的发展周期，在广泛创新的推动下，过去 10
年间成本下降了接近 40%，产业已经较为成熟，
对于平价上网，大家基本做好了准备，所以更
容易接受。当然，看似平稳，其发展历程也是
波 的。

现在大家在心理上仍难以接受的，更多是
海上风电的平价上网时间节点选择。当然，从
长远来看，海上风电一定会实现平价上网，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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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系统 配与参数优化设计方法，并创建风电
机组研究开发平台，建立了风电机组设计的理
论和技术体系。得益于此，中国海装实现了包
括正向设计能力、与供应链协同设计能力、设
计管理能力及设计验证能力在内的综合系统集
成能力等。在很多风电机组关键零部件的制造
上，中国海装坚持使其与 工产品做到“生产
同线”，从而将 工产品制造中的理念 到
风电中。同时，在可靠性验证上，我们充分利
用集 建立起的完善 工产品试验验证条件，
使风电机组具备稳定、可靠、安全的优势。

近几年，集 还在不断强化这方面的工作，
将新能源板块提升到了更高的层次。今年 6月，
集 正式发布《高质量发展战略 要》，明确提
出重点发展 务、船海、应用、船海 务四大
产业，风电属于应用产业，并被归入需要“
大一批”的业务板块之列。为此，中国船舶集
加大了推动系统内的资源整合、协同创新力

度：一是由中国海装牵头在集 内成立风电事
业群，以风电装备制造为 头，带动集 内各
个相关业务单元，在技术研发、供应链配套等
环节开展合作。二是成立风电建设公司，主要
从事资源开发、投 资等，与装备制造形成合力。

Q ：海 风电 我国风电 业 一

的 要 场， 要在

实 平价 网，中国海 对 一

工

A ：对整机企业来说，要实现海上风电的

一 机

A ：我们坚信，中国海装能够借助自己
多年来积累的核心优势在新的发展周期中有所
作为。

其一，中国海装已经具备提供与环境、电
网、人文相和 的定制化最优技术经济性整体解
决方案的能力。在机型方面，陆上风电机组覆
2.X~5MW，海上风电机组覆 5.X~10.X MW，
们具有高设计安全性、高运行稳定性、高智

能性等特点，可以很好地满足不同风能资源区
的开发需求。在运维方面，中国海装打造了专
业的海上风电工程安装公司、海上风电运维事
业部，并结合集 内企业、各基地的当地 务
资源等，组建起较为完善的运维体系。此外，
我们还推出了基于大数据的 LiGa智 系统，
具备风电场风能资源评估、地理信息系统（GIS）
综合分析、全场尾流控制、并网条件优化、风
能资源条件优化管理、智能运维等功能，能够
实现风电场智能评估、智能 断、智能决策、
智能运维。

其二，中国海装具有 的研发实力。目
前，我们依托“两个中心”构建了完善的研发
体系。早在 2009年，科技部就批准中国海装
成立国家海上风力发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着
眼于海上风电装备技术研究、系统设计、集
成制造及海上风电场工程技术研究。2019年，
中国海装又被认定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开
了中国海装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双子星”时
代。同时，我们 靠的中国船舶集 拥有多年
的海洋装备研发历史，对海洋及海洋工程的理
解非常深 ，这些积累均为中国海装从事海上
风电机组研发 定了坚实基础。

其三，我们拥有 合的协同能力。由
于在诸多环节上存在“技术同源”的特征，中
国海装可以在集 内构建起完备的供应链体
系，开展协同创新。作为 单位， 此间长
期以来建立的高度互信，为我们与供应链开展
更加高效的协作创造条件。我们联合集 内的
相关 所和关键零部件供应商，提出了风电机

成立国 海上风力发电工程技术 中
心 及 定 国 技术中心，

中国海装国 科技创新平台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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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价上网，就必须考虑如何更好地研制出符合
中国海上环境特点的产品，并为未来发展做好
技术储备。越是行业发展的关键时 ，越需要
加大技术创新力度。目前，中国海装着重从以
下几个方面推进创新：

一是加 关键装备的研制。大型化是海上
风电机组技术发展的主线之一，中国海装基于
成熟的 5MW以及 6.X MW平台设计与运行经
验，相继推出了 8MW、10MW机组，助力于
风能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综合成本的降低。
此外，考虑到当下国内海上风电专业施工、运
维船只严重不足，我们与集 内的相关机构一
道努力补足这些短板。由中船海工自主投资的
“中船海工 101”风电安装平台，已经在 能大
连 海上风电项目完成“首 ”。目前，我
们还在打造一 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专业运维
船，预计于 2021年年底下水。

二是针对深远海储备前沿技术。开发深远海
风能资源是海上风电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在多
年前就 动了相关布局。2019年，中国海装
报的“海上浮式风电装备研制”项目获得工信部
立项， 在通过开展海上漂浮式风电装备总体设
计、系泊系统设计、制造与调试等关键共性技术
研究，完成大功率海上漂浮式风电装备研制，并
实现海上漂浮式风电装备的工程示范应用。该项
目已经在浮体设计、一体化仿真等方面取得突出
进展，正在广东湛江部署示范工程。

三是与其他领域紧密结合，深 海上风电
的综合价值，包括探索与海洋 业的结合，打
造移动式海上 场；研究海上风电制氢；推进

清洁能源的综合利用。

Q ：要 机 ，对于我国风电 业

的 ， 建

A ：从中长期来看，为了使风电成为应对
气候变化国家战略以及经济转型升级目标逐步
落地的关键支撑，政策制定者与产业界依然需
要通力合作，通过出台支持性政策，优化发展
环境，来推动产业更 、更高质量发展。

在政策层面，一方面，国家应当推出更
加积极的中长期产业发展规划，释放出加
风电发展的强烈信号，以此提振市场信心，
吸引更多的资金投入其中；另一方面，建议
尽 推行强制性的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
色电力证 交易等配套机制，不断提高各

个领域的 色电力消费比重，为产业发展打
开新的空间。

在产业链合作方面，上、下游企业应当将
此视为全方位的合作者，形成利益共同体，

在设计、研发、制造、 务等环节紧密合作，
甚至分 资方面的压力。行业越开放，就越
有生命力。企业之间增加技术互动，有助于增
进对整个体系的理解， 进全行业成本的降低、
质量的提升。

在这里，我还 呼 风电同行认真思
考质量与创新的命题， 立高度的风险意识。
尤其是海上风电，相对年轻，我们决不能把风
电场当成试验场，没有经过充分检验就批量装
机。中国海装在研发新机型时，严格 “样
机验证―小批量―规模化”的过程。我们的
5MW机型从 2012年安装样机，到 2017年
才批量装机，经过长达 5年的反复优化，确保
了其此后在三 福清 化 样机试验风电场、
能江苏如东 角海上风电场等项目中保持

高效、可靠运行。我们的 10MW机型于 2017
年立项，计划在 2021年下线，仅研发就用时
4年。我们认为，这是所有参与者在风电这样
不容许出现任何批量事故的行业中求发展必须
坚守的底线。  

风电同 应 质量与创新
， 立高度 风 ，决不能 风

电 成 ， 有 分
批量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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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装：
以军工标准定义风电品质

围 效率与 ，在 求极 发 质量的 上，风电 业
中国海装的加 ，为风电 质的提 工底 ， 场“ ”变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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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装：
以军工标准定义风电品质

22 中国海装发 大

24 心技 势

28 加 质量 理， 力 本 效

32 论风电后 场“ ”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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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当中国船舶重工集 有限公司（后
于 2019年与中国船舶工业集 有限公司重组为
中国船舶集 有限公司，下称“中国船舶集 ”）
决定涉足风电业务，并组建中船重工（重庆）
海装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集 海装风
电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下称“中国海装”）时，
没有人能预见这个新入局者将会走多远。

回过头来看，这步 走得可 精准，而决
策的底层逻辑则是，船舶技术与风电技术具有
“有限相关性”，且风电产业属于国家支持发展
的 产业，这使得中国船舶集 将自身的

工技术延伸至 品领域成为可能。
借“技术同源”的特点，一方面，中国

海装可以充分利用中国船舶集 的强大科研体
系，开展协同创新，从而在短短几年时间中完
成必要的技术积累， 速由技术引进走向自主
研发。另一方面，中国海装还能够依托中国船
舶集 的成熟供应链体系，实现“生产同线”，
形成集 化的全产业链优势。中国船舶集 为
中国海装整机提供的配套率可达到 90%，覆
叶片、齿轮箱、发电机、主控、变桨、轮毂、
机架、主轴等。

靠国家级 工企业，中国海装深深 得
质量是自己 竞争力的根本。通过引入中国
船舶集 的标准化生产管理体系以及试验验证
体系，中国海装坚持以 工标准打造高品质的
风电设备与 务。已投运机组的平均可利用率
超过 99%，创造三类海上风能资源区单台机组
年利用小时数接近 4000小时的 录， 获“重
庆市市长质量管理 ” 都很好地 证了中
国海装在质量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效。

依靠 好的 ，这家企业得以在市场的
起 落中稳步前行。时至今日，中国海装已

是集风能资源评估、风电场开发、风电机组研
发设计、整机生产交付、安装运维于一体的风

电全生命周期解决方案提供商，拥有十大总装
基地，整机年产能超过 1000万千瓦。风电更是
成为中国船舶集 实施 合战略结出的最
重要“ 果”之一，仅在重庆地区就培育出规
模超 元的风电产业集群。

来到新的起点，面对 而来的 色发
展大 ，中国海装在继续大力开拓陆上风电的
同时，也加 了对海上风电的布局。从推出
8MW、10MW机型引领大 瓦机组技术发展，
到基于 LiGa大数据平台构建高效运维 务机
制，再到整合集 资源建造专业化安装船与运
维船，中国海装紧 产业 ，为 接新的发
展机遇做好了准备。

未来，中国海装将一如既往 持合作共
的理念，视实现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为第一要务。
正如中国海装 事长 满 所言，“我们会始终
保持开放的 态，以海 之 ，广 才，
并 行业同 与我们开展全方位的合作
交流，共同推动行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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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装发展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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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何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言，研发能力是
决定产业发展走势和企业竞争力的一大关键因素，
风电也不例外。注重自主创新的中国海装，对此
有着深 的理解。

中国海装研究 长张 在接受本 记者采
时多次言及，风电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企

业要想站稳 跟，就必须掌握属于自己的核心关
键技术。

基于这样的认识，自成立之日起，中国海装
执着于打 研发体系，依托国家级科研创新平台
的建设以及重大科研项目的实施，不断增强自身
的技术实力。

始于引进，着眼实现自主研发

与其他风电企业的发展轨迹相似，成立 始，
中国海装的技术主要依靠从国外引进。然而，
于 工系统的天然属性 使其十分清 自主掌

握核心技术的重要性。因此，在引进的同时，这
家企业积极进行同步开发，围绕 2MW机组开展加
大风轮直径、扩展应用范围等工作，迅速增进对
风电技术的认知。
“引进―消化―吸收，固然可以 速提升自己

短期的技术能力，但要真正实现持续创新的 性
环，关键技术的掌握是必不可少的。”张 指出，

“企业必须结合自身的能力开展科技 关，来提高
自己的市场竞争力。尤其是对重大科研项目的
关，有助于完善研发体系，能够很好地培养高素
质的研发 。应该说，一路走来，我们都在
着这个方向前行。”

经过 17年的发展，中国海装已经具备陆上与
海上风电机组的正向设计能力，并确立“市场引领、
技术 动”的发展思路，实现从引进向自主设计
的 变。

这 后，离不开人才、机制等方面的保障。

始于引进，着眼实现自主研发

与其他风电企业的发展轨迹相似，成立 始，
中国海装的技术主要依靠从国外引进。然而，
于 工系统的天然属性 使其十分清 自主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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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海装拥有近 230名研发人员。其
中，研究生的比例为 52%，获得中高级职称的约
占 40%。该公司还通过由高 和中国船舶集 联
合设立的 生培养点和 后工作站，培养和引
进高水平人才。

此外，中国海装将研发、生产制造、运维环
节打通，形成闭环。研发人员承 着市场推广、
生产技术支持、 后技术支持的任务，需要深入
生产制造、风电场一线，去解决问题。生产制造
中或者面向市场时出现的问题，也会及时被反馈
给研发部门。

十多年来，依托这套体系，中国海装完成了
多款陆上与海上风电机型的自主设计，取得并网控
制、整机控制等方面的一批重要研究成果，在相应
领域积聚起优势。

张 认为，中国海装的核心优势主要体现在整
机的系统集成上，即系统设计技术和运行控制技术。
“我们在这两方面有一些独特的东西，基于对风电
机组传动机制、发电理论的理解，搭建了全工况的
载荷仿真和智能控制等专用设计平台；掌握了从整
机的载荷计算到零部件 配设计的开发链条，通过

自主研发的整机智能控制和并网控制技术相结合，
进而实现机组的最优 配设计和高效运行。”

这也 中国海装在一些产品的开发上走在了
行业的前列，比如大风轮直径机组，其 就在
于单机的降载控制技术。中国海装的科研 围
绕变桨的控制算法、塔筒阻尼和传动链阻尼的控
制算法做了大量研究工作，由此获得的一系列专
利还 获中国船舶集 的发明专利大 。

两大中心，开启双子星时代

2019年年底，中国海装的研发体系建设步入
新的阶段，其被认定为 2019年（第 26批）国家
企业技术中心。

据悉，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是国家根据创新
动发展要求和经济结构调整需要，对创新能力强、
创新机制好、引领示范作用大、符合条件的企业
技术中心予以认定，同时对企业的创新技术研究、
生产经营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 引导行业
干企业带动产业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提高，发挥

海 承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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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建立健全企业主
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

梳理相关要求可以看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的 报门 高、难度大，每个省份的推荐名额不
超过 6个。中国海装与重庆市的 50余家企业展开
同台竞争，最终得以入围。在全国竞争中，通过
国家发展改 委核分修正、国家统计局科技报表
修订备案、国家各相关部委对企业经营合规性
查等评 后，中国海装于 2019年 12月获得国家
发展改 委的网上认定文件。

张 表示，“被认定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既
是对中国海装科技创新能力和自主研发水平的充
分认可，也是 通过该中心带动整个产业链和
行业的发展。”

为达成建设目标，中国海装正在有序推进技
术中心的规划性工作。

需要注意的是，这是中国海装继 2014年建成
国家海上风力发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之后，再次
获批建设国家级研发平台，开 了中国海装国家
级科技创新平台的“双子星”时代。

事实上，早在 2010年 1月，科技部就正式
对国家海上风力发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立项批复，
由中国海装负责建设。该中心是海上风电装备技
术研究、系统设计、集成制造及海上风电场工程

技术研究的专业机构， 在形成海上风电整机核心
技术体系，实现海上风电核心技术领域的创新。

张 认为，投用至今，这一中心发挥出多重
价值：将优质资源整合起来，包括 专家定期参
加研 会，为行业建言 策，指明技术的发展方向；
实施国家的重大课题，比如“5MW海上风电机组
整机设计、集成示范及产业化应用”等。

目前，国家海上风力发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已初步形成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信息交流、人才
培养四大功能；先后承 国家、地方科研项目 30
余项，包括 7项国家级项目，19项省部级项目，4
项集 项目，10余项科技成果获得国家及省部级
项；主持编制海上风电国家标准 2项，参与编

制国际标准 7项、行业标准 10余项。

深度合作，共同开展协同创新

当下，进行广泛的产学研合作成为多数行业
技术创新的主流模式，这一点在风电行业表现得尤
为明显。一方面，风电涉及 多学科和环节，有
于所有参与者的紧密协作；另一方面，中国风电产
业发展经历了“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演
变，全球合作 其中。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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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认为，“风电必须进行协同，没有 家整
机企业可以把所有 全部干完，这也不符合行业
发展的趋势。”

他指出，中国海装的 生是 合的产物，
最初就建基于中国船舶集 的技术实力以及研发
体系。“我们与生 来有这样的 好条件，大家在
一个集 里，是一家人，比较容易协调。”

双 风电叶片有限公司总经理史
以其为中国海装 5MW机型配套研制、长度达
83.6m的叶片为例介绍说，从论证到选型，再到
中间的反复 代，双方互动得十分频繁。

据了解，这家成立于 2008年的企业，主要从
事风电叶片、机舱 和特种非金属复合材料制品
的研制、生产、销 和 务，以及产品、技术的
进出 业务。目前，其拥有 8个生产基地，叶片
年产能达到 1500套，年产值超过 20 元。

为了进一步整合资源，中国船舶集 专门建
立了风电事业群，联合所属的 31家机构，由中国
海装作为牵头单位，确定年度研发规划，从设计
阶段即开始协同。

目前，这套机制有效加速着新产品的研发，
其推出的 10MW海上风电机组就是由中国船舶集
立项。
与此同时，中国海装还不断深化全球合作。

“我们与国外机构的合作非常广泛， 机组设计、
关键部件供应、核心软件开发、前沿技术探索等。”
张 说。

大中 区工业事业部南区销 总监
告 记者，2007年至今， 与中国海装持

续密切合作，成为后者轴承解决方案的主要供应商。
“从最初的 2MW机组开始，我们就建立起很

好的合作基础。在后续的机组研发中， 也
给予了全方位的支持。”他表示，“这同样是一个
此学习与提升的过程，不单 是技术层面，我

们也能够吸收中国海装在海上风电、供应链管理
等方面的丰富经验，他们的供应链管理非常成熟。”

2019年10月，基于双方长期建立的高度互信，
中国海装与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将利用
双方的核心竞争力建立全面战略合作 关系。

布局未来，创新空间依然可观

虽然风电技术取得过长足进步，但在张 看
来，从子系统到整机，未来的创新空间仍十分广 ，
比如轴承、齿轮箱等部件的可靠性提升以及主控
软件、变桨 动软件的开发。
“特别是在国产化的过程中，无论是部分关

键部件的可靠性，还是核心软件的自主设计能力，
都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他说。

为此，张 建议，企业应当加大投入，国家
也有必要联合第三方推动公共测试平台等基础设
施的建设，为满足行业的共性需求提供支撑。

而作为风电机组制造企业，中国海装始终将
研发的重心放在整机的系统集成上。其中，海上
风电无疑是未来的重点方向之一，基于“装备一代、
研制一代、预研一代、探索一代”的策略，在拥
有 5MW、6.X MW等成熟平台的基础上，这家企
业又相继推出 8MW、10MW机型。

针对海上风电即将走向平价上网的现实，中
国海装正在与相关设计 进行海上风电一体化设
计的探索。记者了解到，由于在海上风电项目中，
基础成本所占的比重较大，因此，通过对整机和
基础进行一体化仿真，能够有效减小整体的 余
设计，降本效果更为明显。

此外，为了适应未来深远海开发的需要，充
分释放海上风电的价值，中国海装还围绕漂浮式
风电、海上风电制氢等前沿领域开展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中国海装 报的“海
上浮式风电装备研制”项目获得工信部立项，这
是风电领域国家 款规模最大的科研项目。目前，
已经在示范工程、浮体设计、一体化仿真等方面
取得突 。
“只有持续开展原创性、高起点、高水平、

前 性的科技创新 动，才能保持企业的创新
力， 企业在行业内保持领先地位。只有加强科
技成果的转化和对行业的带动作用，打通产业链
进行协同创新，才能更好地引领行业前进。”张
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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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十 大报告做出一个全新的 断：“我国
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
于高端制造业来说，高质量不仅意 着先进的生
产技术，还包括成熟的企业战略，较高的产品附
加值和竞争力，以及 好的 务，精益求精的工
作态度等多方面的质量管理要素。为适应更高的
质量要求，中国海装传承 工底色，展开了从理念、
制度、工具、文化，到工作细节的全方位质量变 ，
进一步 造中国海装的品牌价值。

传承军工底色

质量发挥着 样的作用 正如中国海装 事

长 满 强调的那样，“质量就是生命，质量就是
算，质量就是效益。”可以说，质量问题决定了

企业的生 存 。
近两年，我国风电行业进入了抢装期，企业

面临高产量与高质量的双重挑战。同时，由于平
价上网的来临，企业承受着巨大的降本压力。在
此情形下，中国海装反复强调：“质量第一是对客
户的承 ，绝不能以 质量来降低成本，要坚
持降本不降质量。”

这是中国海装对市场做出的 重承 ，更是
身为 工企业，将“质量至上”“质量第一”作为
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

所周知，无论是设计、材质，还是制造，
工企业无不在质量上精益求精，并以管理严 著

称。“ 工品质”并非单从企业 景来看，其产品
后是整个制造体系、制造工艺、制造标准、技

术实力的集中展现，当然更少不了质量管理体系
其中。
中国海装自 生之日起，便将集 成熟的质

量管理体系引入风电制造全产业链，执行 品的
质量管理要求，从职责、体系、监 、问题处理、
信息管理、设计质量、质量标准、检验管理、供
应商管理、外协外包、管理创新、人才培养和质
量文化等方面详尽规范并开展各项工作。

例如，按照《 工产品质量管理条例》规范
产品质量控制和关重零部件监造管理。本 记者
在走 中了解到，中国海装很早就实施了质量问
题“归零”的管理标准，要求各个机构“一把手”

 | 王

加强质量管理，助力降本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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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从技术与管理两个角度找准问题，深 质量
问题 后的原因，明确责任人，并提出整改措施，
从设计源头、管理源头杜绝问题再次发生，做到
举一反三，最终实现问题“归零”。即便是新员工
入职，也要经过系统的 事 ，做到 严明，
行 。可以说， 工企业特有的质量管理理

念与方法已经 到企业 之中。
今年以来，中国船舶集 发了《高质量发

展战略 要》，组织制定了《 船精细化质量管理
要求》，提出了强化质量体系运行、强化科研生产
过程质量管控、加强外协外包和外购产品质量管
理、 实质量基础建设等四方面的 30条管控要求
和具体措施。中国海装以 工精 对标精细化要
求，找差距，面向各级人员组织专题培 ，并
逐项分解任务，制定了具体的落地细则，为高质
量地完成生产任务提供坚实保障。

强化质量责任制

为提升全员品质意识，明确质量责任，中国
海装建立了各主要业务过程的管理制度，制定完备
科学的《质量激 及质量责任 究管理办法》和《内
部索 管理办法》， 抓制度执行，层层传递压力，
不断提升各单位质量管理水平。

第一， 立 抓共管大质量观，通过过程图，
明确业务与部门 位的质量管理职责；同时优化
位说明 ，完善 位质量职责；开展质量目标管理，
制定质量总目标并逐层分解，形成“业务工作
主管，质量工作 负责”的质量工作格局。

第二，建立内部 客结算机制，通过推行内
部索 ，理清内部各环节质量损失归结和独立子
公司结算 道，由部门向其所属的流程环节传递
质量压力， 每个人形成主动减少损失和自主改
进产品的意识。

第三，建立质量责任 究制度，并开展专项
查与质量通报，紧抓制度执行落实，分层落实质

量责任，强化全员质量意识。完善总体单位对产
品质量总责、配套单位逐级负责，细化落实各层级、

各 位、各类人员质量责任“纵向到底，横向到
边”的责任体系。严格实施考核问责，有权就有责、
权责对等、失责必究，并将质量工作 入年度绩
效评价。

此外，中国海装还建立了完备的质量激 制
度，明确对发现质量隐患或规避质量风险人员、对
质量专项改进 动优 者的 标准和路径，通
过正向激 ，增强员工的主动性和责任心。

完善质量管理工具

为全面提高产品和 务质量，适应不同时期
产业发展需求，中国海装对标国际标准，引入世
界先进且适宜的质量管理工具与模式，不断深
内部潜力，加强企业现代化管理体系建设，为风
电产业品质升级提供中国海装的解决方案与经验。

中国海装质量安全环保处负责人 波向记
者介绍，2006年，公司导入 ISO9001（质量）、
ISO14001（环境）和 OHSAS18001（职业健康
安全）管理体系，通过认证 核，这些体系覆
风电机组的设计开发、制造、安装与 务全过程。
2009年，引进 6S工程现场管理方法，推进精益
化管理。2012年，导入 越绩效模式，通过专家
评 、建立自评 等过程，推动改进实施，并
获重庆市市长质量 。2015年，引入汽车行业

APQP（产品质量先期策划）、PPAP、VDA6.3和 6.5
等系列工具，以强化产品质量保证能力。2017年，
按新 质量管理体系标准，梳理搭建了一套基于过
程方法和风险思维模式的管理系统，完成质量管理
体系的一次全面改进。2019年，完成环境、职业
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换 和三体系的整合认证工作。
2020年，又参照《 船精细化质量管理要求》，引
入风电行业的 APQP 4 Wind工具。

此外，在引进―吸收―消化的基础上，中国
海装结合行业需求，形成以客户需求为中心，“一
把手”为第一负责人，全员参与，全过程控制，系
统化、标准化持续改进，实现全产业链互利共
的质量管理系统，推进公司质量管理与国际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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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接轨。
质量管理已经有上 年的历史，原则在不停

变化。其中，以客户需求为中心，始终不变。
波解释说：“以客户为中心并不意 着客户的所有
需求都要满足。企业要清 产品和 务的范围，
精准地定位自己的客户，有针对性地推出具有质
量特性的产品，引导和扩大客户的需求，从而获
得市场的认可。”例如中国海装在 2015―2016年，
准低风速市场需求，推出超长叶片的风电机组，

很 在细分市场上占据领先地位。
持续改进的 PDCA 环是质量管理的基本方

法，即从产品的策划（Plan）、执行（Do）、检查
（Check）、改进（Action），到新方法，形成流程
管控的闭环系统。“对 多企业来说，质量的优 ，
不在于产品出现多少问题，而在于其改进的程度和
速度。尤其是通过信息化手段，加 PDCA的 环，
更能加速质量的提升，不断提升客户的体验。”

波总结道。
对于质量的全过程控制， 波表示：“做质量

工程不能只看最终结果，还要关注过程。如果出现
的结果，一定是过程出了问题。因此，一定要

把每个细节抓 ，提前对产品质量方法进行控制。”
产业协同、互利共 是中国海装 的另一

条重要原则，这一条同样适用于质量控制。在平价
上网 景下，中国海装坚持一 的做法：基于成本
核算体系，为供应商和客户留出充足的利润空间，
避免因压缩上、下游利润影响产品质量；产品有
问题积极主动 回或更新，避免产生不 影响。

波向记者讲述了一个故事，“ 经有位开发
商客户，机组性能在并网时出现较大的波动，虽
然并不是我们产品的问题，但我们主动测试分析，
使整个设备适应了电网的特殊环境，顺利实现并
网运行。客户非常认可，还特意发来感 信。此后，
我们建立了 好的互信合作关系。”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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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质量与数字化融合

品质提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最好 径。只
有通过提高品牌附加值，才能 向全球价值链的
中高端，而数 化技术无疑是未来提升制造业发
展质量水平的关键抓手。

如今，数 化技术已经在提质增效方面展现
出巨大潜力。就 工序来说，以往需要多
名熟 工使用 压 手同时操作，耗时 2小时以上。
如今，通过“偏航轴承 智能系统”的机器
人，同样的工作量只需要 40分钟，且完成的质量
更高⸺�激光自动识别、系统智能 准位置、机
械 控制力度，而整个过程都被记录下来形成大
数据，为以后的智能化生产提供参考。

利用大数据技术，中国海装将持续改进质量
管理信息系统，确保质量信息数据的完整性和

一性，提高全过程量化控制比例，提升质量决策的信
息化支持能力。

文化建设让质量深入人心

话说，“把别人的 放到自己的 容易，把
自己的思想放进别人的 难得多。”要想质量观念
入 、入心、入行动，并非易事。为此，在完善质量
管理体系的基础上，中国海装着力推动质量文化建
设，强化软约束力。

从 2008 年起，中国海装每年定期开展“质量
月”“质量改进 100天”，评选“信得过 组”“QC
小组 动”等 动。“ 带 ”、自查自 、知识竞 、
合理化建议、征文 从总公司到各项目基地，形式
不断 新、内容生动有 的文化 动风风 地开展
了 13年，使质量观念、质量文化潜移 化为员工的
日常行为。
“当员工 打工的心态，把公司的事当成自家

的事，有自主意识、归属感、 感，员工的质量
意识自然会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战 力、竞争力、
创新力也会更强。” 波深有体会地说。

此外，中国海装还通过提升员工的住房、
等福利 遇，细化 升 级的通道，提高全体员工的
主人 意识， 风电领域 现越来越多的大国工 ，
传承工 精 。

质量管理体系为企业带来全方位的降本增效。
波向记者介绍，目前，新机型设计开发周期已由

原来的 3年降到 1年；新供应商开发的周期由 2年
降低到 1年；产品可靠性指标，如MTBF（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平均无故障间隔运行时间）
由原来的 200小时提升到现在的近 400小时；产品
成本逐年降低

未来，中国海装将进一步提高产品的可靠性，
实现风电场的无人值守、定期维护。 波表示，应
建立可靠性工作体系结构，建设一批试验验证设施
设备，从设计、管理和验证方面减少产品质量风险，
进产品可靠性提升，进一步降低后期运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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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形成往往是一个漫长且不易察觉的过
程，在大家的目光还主要停留在新增市场的时候，
一个复杂且体量 大的风电机组存量市场已 然
形成。相关机构的数据显示，目前仅运维 务市
场的规模就接近 300 元。近几年， 多企业
加 布局风电后市场。
市场主体的 速增多并不一定算是一个好现

象。随着我国风电平价上网时代的到来，深 后
市场， 存量机组的潜力成为产业进一步降低
度电成本，提高竞争力的主要抓手。可以说，后
市场成为推动风电持续发展的重要突 。企业
没有深 的积累就 然进入市场，粗放式运维会
加剧市场的不稳定性。因此，后市场 务 的

专业性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在市场发展的初期
阶段，存在着诸多 解的难题，专业 的加入
对产业理清现状，探索发展路径大有 益。

运维 的专业性体现在其为业主提供 务
的能力上。在传统 务行业，“金牌 务”是对工
作的最高要求。如今其作为业务的标准，被中国
海装带到了风电后市场。

2014 年，中国海装基于拥有近 10 年风电
工程建设和运维经验的工程部，成立了中国海装
工程技术公司（下称“工程技术公司”），以“金
牌 务、全面维护”为准则，为客户提供整体运
维方案，创造更大价值。

所 “金牌 务”，是要提供全面、精细、及

 | 

论风电后市场“金牌服务”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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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高效，并以客户为中心的 务。以此为标准，
工程技术公司的运维工作 获好评，连续 3年
获得国际知名认证机构 发的五星级风电运维
务证 。
我们可以通过 析中国海装的做法，找到

专业运维 提供优质 务保障的 。

数字化赋能，精细化运维

数 化技术为风电运维带来了无限可能，
是开 极简操作达到至精管理的 。

中国海装深 此道。自 2014年开始，该
公司就开始建设大数据的资料 ，并于 2016
年在重庆市科委的支持下， 动 LiGa智 运
维平台的建设。2019年，该平台成功入选重
庆市第二批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

据中国海装工程技术公司执行 事 兰介
绍，LiGa智 运维平台具备大数据平台、智
能排程系统和调度管理系统，结合风电场所有
运行数据，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及智 运维
对风电场进行智 化运营维护。

目前，中国海装借助该平台已完成上千台
风电机组的数据接入，完成风电机组所有大部
件智能故障 断与预测模型的开发应用与实时
反馈。同期，该公司还在平台上逐步优化机组
二级、三级零部件的模型，以实现风电机组的
主动性及预 性维护。

据测算，利用 LiGa平台，结合现场运维
人员操作，单台机组的年利用小时数可提高 50
小时，关键零部件计划外维护次数减少 70%
以上，风电整机平均使用寿命预测值至少提高
2年。
“作为整机厂商，中国海装接入自己的数

据，对其展开分析，通过这些方式提升风电场
全生命周期的发电量。这是我们目前正在做的，
但还远远不够。” 兰表示，“未来，随着后市
场业务精细化程度越来越高，对风电场运行数
据的需求也会随之增大。在这方面，需要行业

尽 研究出可行的标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推动数据共享。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探索出风
电的全生命周期最佳运行模式。”

多中心覆盖，提高响应速度

“金牌 务”的一大特点就是需求响应的
及时性。中国海装明确制定出“处理一般故障
时间不超过 8小时，常用备件故障处理不超过
24小时，非常用备件不超过 48小时，大部件
更换从运输到 复发电不得超过12天”的规定。
“对故障处理的 速响应，依 备件 储

管理以及供应链资源整合能力。” 兰表示，“这
是高效开展运维工作的基础。”

中国海装结合多年积累的风电场运行数据
和分布情况，不断完善全国备件 储和物流
务，在全国设立东北、东南、西南、 北、西北、
新疆六大区域运维中心及海上运维中心，中心
下设三级 房，各级 房实现信息的联通，在
保证备件供应的同时，确保工程设备，如大型
吊车、索具等随时 命，从人力、物力、财力
各方面实现区域内的 速响应。

在确保中心覆 全国的风电场后，该公司
通过对在运机组以及近几年故障部件的数据分
析，了解风电场运行所需备件的消耗情况，为
每个风电场建立备品备件预测模型，从而提前
配置 存。“这是一个动态的数 ，我们每个
月会对 存进行 点，每年针对核定量进行至
少两次重新预测和调整，以达到备件 整体状
态的最优。”

对供应链资源的整合显然是为了满足行业
发展的需要。中国海装工程技术公司总经理助
理 营销中心总经理 表示，近几年，业
主多采用集采招标模式，将全国范围内风电场
在运机组的大部件统一委托给专业 务商，节
约人力、物力、财力。中国海装可以利用经过
多年整机制造打 出来的成熟、稳定、高效的
供应链体系，专业的技术支持以及运输、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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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提供高质量的整体解决方案，为业主带来更
多收益。

人才培育，支撑高质量发展

人才是提供“金牌 务”的主体，“以人为本”
也是中国海装作为一家国企的基本理念。但不可
否认的是，当前风电后市场发展面临的最主要问
题就是人才 ，人员流失严重。

风电作为高度集成的行业，其运维工作离不
开对机组有深 理解的人才。为此，中国海装有
两手准备：一是培养新人，和各大高 签订定向
培养协议。在 学生从大二开始就能够参与学习
风电相关知识的培 课程，可以到中国海装的工
厂学习安装和调试的实操课程。这些学生在 业
之后若选择留在公司，可在考取 高证和电工证
后，在吊装、调试、运维等各个 位进行轮
，由经验丰富的一线人员对其进一步培 。每个

阶段都有严格的考核制度，全部通过方能正式上
作业。二是针对不同 位员工进行差异化培 ，

还会定期举办“风电场员工运检技能大 ”，全面
检验公司风电运维板块整体业务水平的创新实践，
打造“金牌运维” 务 。

此外，作为重庆市的高新技术企业，中国海
装每年会有一定数量的科研项目， 员工参与
内部技术专 的投 和技术课题的研究，以全面
提升自身的技术能力。
“针对风电后市场人员流动大的行业现状，我

们主要通过 激 、绩效管理等方式，从管理机
制上提升员工积极性。” 兰表示，“此外，公司
也会展开很多 建设 动，来丰富大家的日常
生 ，从文化的角度提升企业员工的凝聚力，近
几年人员离职率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公司整体
凝聚力比较强。”
“以人为本”的另一个体现是保障人员安全，

中国海装一向视一线人员的安全为一切工作的底
线。为避免出现问题，安全培 于中国海装业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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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各个阶段， 每个人员对安全问题“学习到位、
理解到位、认识到位、运用到位”。该公司在现场
安排有国家资质的安全员，指导、检查现场工作的
安全开展。在 件保障方面，现场严格 守国家相
关规定，定期 查和更换安全 带、安全 及 生
装置等设备。

抓住机遇，顺势而为

随着后市场的逐渐成长，业主意识到原有年
度招投标的模式难以保证机组维护信息和维护资
源的连 性，签订长期合同的趋势开始显现。

兰指出，“对运维方来讲，我们非常 能
给业主提供长期的 务。若能长期持有项目，对于
熟悉的风电场和风电机组，运维 更有把握能够
保障其发电效益和运行可靠性，并且可以依据客观
需要加大对风电场的投入力度，为业主带来更多收
益。业主也能通过新模式看到风电场长期收益的提

升，实现双 。”
相较陆上风电，海上风电运维面对着更加

的外部环境、更短的时间 期，对于人员资质、
设备稳定性的要求更高。近两年，海上风电处于装
机的 速增长期，运维需求将在未来几年迅速增长。
“这给了我们修 内功的机会。” 兰表示，“一

方面，中国海装目前正在联合中国船舶集 的力量
研制海上风电专业运维船，以保障人员的安全性、
适性以及设备运行的稳定性。另一方面，我们

也在加紧储备专业的海上风电运维人才，以推动
海上运维 更专业、高效的方向发展。”

为了抓住更多机遇， 兰表示，下一步，
中国海装将持续加大技术投入，做工程总包，
发挥风电机组整体设计及建设的优势，在提升
运维品质方面做出积极探索。同时，加大对智
能化运维的投入。近几年，中国海装不断加
对 LiGa 智 运维平台的建设，已经初见成效，
但还需开发更多模块，为业主提供更多个性化、
定制化的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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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余年探索，我国海上风电
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基
本具备规模化开发的条件，对我国，
特别是沿海地区能源结构调整和经济
社会转型升级具有重大意义。然而，
完整不意 着完善。我国海上风电开
发起步晚，行业 足够的经验，风
电机组 少长时间的运行验证。同时，
专业安装船、运维船等配套设备的设
计和建造，以及安装、运维技术人才
培养都落后于产业发展的步 。这些
都是海上风电进入平价时代，走向规
模化发展必须 过的门 。

为实现海上风电的持续发展，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需做好长期 的
准备。中国海装对此 若观 ，形成
了自身独有的发展节奏，用“ 思维”
与“ 功力”引领行业行稳致远。

十年磨一剑，利刃出击

中国海装的海上风电业务可以
至 2008年。据中国海装工程技术公

司 总经理 回 ，2008年 9月，

海上风电的“慢思维”与“快功力”

 | 

中国海装正式 动海上风电业务布局，
随后成立了科技部批准的“国家海上
风力发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经过大
量试验和调研，于 2011年 8月完成了
5MW机组的整体设计。2012年 7月，
首台 H128-5MW样机下线。2017年
10月，该机组在 能如东 角海上
风电项目实现批量运行。这样看来，
面对全球海上风电的“加急时代”，虽

然该公司起步较早，但发展却似 并
未占得先机。然而事实真的如此

早期，我国海上风电发展并不明
，产业链 未成形，较欧洲部分国

家有较大差距，未经长期验证的机型
然进行批量装机会带来极大的风险。

对风险的权衡， 中国海装有意放
了发展的步调。
“可靠性是设计出来的，也是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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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而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
表示，“在设计阶段，即使机组整体

通过了各方面的可靠性试验，包括满
载试验、寿命试验以及一些 环境
模拟试验，如 、 、高低温试
验等，安装后在基础运行阶段也会
一些问题。”
通过样机的长时间运行，不仅验

证了结构设计的可靠性、关键零部件
的质量等，也 中国海装能够不断优
化机型，为此后的机组小批量商业化
投运 定基础。

重则必成。中国海装海上风电
机组的研发严格 “样机验证―小批
量―规模化”这一过程，如此“十年
一 ”得到的机组质量自然能得到保
障。据了解，由中国海装研发的 5MW
系列机组自 2012年装机以来，至今已
稳定运行 8年有余。H171-5MW机组
还创造了海上三类风能资源区年利用
小时达到 3900+小时的 录。

2019年，该公司推出基于 5MW
成熟平台研发的 6MW级海上机组。
该款机型继承了 5MW机型的所有优
点，机舱采用全密 结构和独立内 /外
环 却的整体 环境技术，布

局紧凑、重量轻；齿轮箱和发电机的
二次 却系统采用与机舱隔离的自然
风 ，可靠性高，自耗电低；变桨则
采用高压集成式控制系统，能大幅降
低变桨控制系统故障率，极大提高机
组的适应性，可进一步有效降低度电
成本，实现 3000+的年利用小时数。

该公司最新推出的 8MW 以及
10MW机型已获得设计认证，计划
于 2021年安装样机。据 介绍，
H210-10MW机组 配了目前国内最

长碳 维叶片，在捕获更多风能的同
时，降低叶片载荷，减轻叶片重量，
实现机组功率和叶片最优 配。齿轮
箱和发电机易拆 集成式设计，结构
紧凑，可靠性高，平均成本低，利
出 海上风电后补 时代。

中国海装 靠的中国船舶集 拥
有丰富的海洋装备研发历史，深 的
积 使该公司的海上风电机组研发拥
有同国际一流企业同台竞技的水平。

海上风电机组与船舶在运行原理
上存在诸多相通之处，由此，中国船
舶集 内部高度互信的供应链体系为
中国海装的技术创新提供了条件。联
合集 内部的相关 所和关键零部件
供应商，中国海装提出了风电机组系
统 配与参数优化设计方法，并创建
风电机组研究开发平台，建立了风电
机组设计的理论和技术体系。依托于
此，中国海装海上机组的正向设计能
力、与供应链协同设计能力、设计管
理能力及设计验证能力在内的综合系
统集成能力得到 速提升。

与此同时，“技术同源”的特征使
得中国海装能够充分借助集 的供应
链资源。以 H171-5MW海上机组为
例， 细数了其关键零部件的来源：
叶片来自中国船舶集 第七二五研究
所，齿轮箱来自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
公司，发电机来自中国船舶集 884
厂，电气控制系统来自重庆前卫科技
集

在此过程中，中国海装还将集
的 工理念 到机组研制的每一个
环节中，严 、完善的 工产品生产
标准使机组达到制造工艺的高度一致
性和稳定性，“可靠”成为中国海装风

电机组的底色。

快马更加鞭，多措并举

“ 思维” 后是对技术认真、
和科学的打 ，而“ 功力”则表现
在对产业各个环节的效率提升上。随着
海上风电产业走向规模化发展，产业
链不 配的问题逐渐 显，设计、研发、
安装、运维等多个环节 理顺。
认为，各方应合力做好基础性工作，

打造坚强产业链，支撑行业走向平价上
网。中国海装一直在为此展开布局。

精细化的前期规划设计是确保风
电项目高效运营的基础。在风能资源
评估方面，该公司与国家气候中心合
作，自主开发了 LiGa大数据平台，
探索更加 速化、精准化的风电场规
划和方案设计，从而实现更高的效益。

由于海上施工条件复杂，但相应
的船机设备配套跟不上，海上风电的
建设安装成本一直 高不下，成为产
业走向平价的一大阻 。中国海装通
过发挥集 优势在积极探索解决之道。

2020年 3月，由中船海工自主投
资、中船重工设计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设计、大船集 山船重工承建的自升
式海上风电安装平台“中船海工 101”
在山海关顺利下水。据悉，该平台船
配置一台起重能力为 1000 的绕桩
式主吊机，一台起重能力为 350 的
绕桩式辅吊机，单桩作业支持能力为
6000 ，可搭载 3套 7MW风电机组
部件或 4套 5MW风电机组部件，具
备 5MW和 7MW海上风电机组的安
装能力。

一 投运，运维就成为决定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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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运行表现的关键所在。中国海装抽
调陆上风电工程的精 干重点培养，
于 2016年成立了海上运维中心，主要
负责海上风电机组出厂后的运输、吊
装和运维等工作。中心通过大量的测
试、技改，积累了大量的海上风电运
维数据，掌握了海上运维的关键点，
以 LiGa大数据平台为基础形成包含
大数据平台、智能排程系统、调度管
理系统三大系统的智能运维系统。一
方面，可以实现对安装、运维过程中
机组实时状态的监测和工作计划的安
排；另一方面，能够对风电场运行情
况进行智能预警 断，实现预 性运
维，并通过 断模型给出故障 断结
果和解决方案等。

有业内人 表示，在海上风电产
业大规模发展之际， 需加 人员培
体系建设和相关标准的制定，通过

周密的人才培 计划结合智能运维系
统，实现人员的合理安排是提升运维
效率、确保安全的核心。

在中国海装，所有人员执行运维
工作都需经过严格的培 ，并持证上
。海上风电运维人员必须取得海员

的“四小证”以及 高证、电工证等。
同时，还需要参加基础知识系统培 、
车间实体培 、轮 等，每个阶
段都会有严格的考核制度，全部通过
方能正式上 作业。

运维船作为海上风电场运行和维
护的重要工具，目前在国内以改装船
为主，航速低，装载能力弱。专业运
维船成为海上风电走向规模化发展的
性需求。中国海装 地捕捉到了

这点，并联合集 力量开展研制。
，目前集 内部已完成

立项，正在进行运维船的前期招标
动工作，计划在 2021年年底，国内

第一 专业双体 合金运维船将投入
使用。结合公司对直升机运维的探索，
中国海装将形成更加立体、科学的运
维方案，推动产业 着更加专业、更
高效的方向发展。

此外，中国海装率先提出“海上
风电运维 中心”整体解决方案。
据介绍， 中心是海上风电运维的
交汇点，供区域性海上风电场共享使
用，是交通运输、风电运维等船舶中转、
换 、换装与集散的场所，也是各种

运输方式 接和联运的主要基地，从
物资保障、生 保障、人员培 等方
面为海上运维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同
时，集约化的管理方式能有效降低运
维成本。

聚焦最前沿，拔新领异

随着能源转型进程的加速，开发
深远海资源将成为海上风电发展的必
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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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理念在深远海海上风电
项目开发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表
示，以漂浮式海上风电场为中心，成
熟应用后可与光 和 能发电、储
能装置作为能源供应基础，形成分布
式多能互补，打造能源自给自足、

一体化的智 浮 群，用于海
上风电制氢、海洋监测站、深海养 、
海水 化、供水系统、生 用电、
感负载等，推动我国海洋探索走向深
远海。

目前来看，一如十年前独具 眼
将发展重点定位在海上风电时的果断，
中国海装而今正聚 深远海，加紧储
备前沿技术。

2019年，该公司 报的“海上浮
式风电装备研制”项目成功获得工信部
立项，该项目拟通过开展海上漂浮式风
电装备总体设计、系泊系统设计、制造
与调试等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完成大功
率海上漂浮式风电装备研制，并实现
海上漂浮式风电装备的工程示范应用。

预计将于 2021年年底安装第一台漂浮
式机组。

走向深远海，海上风电将进入全
新的领域，面对更多未知的挑战。但无
论如何， “ 功力”加速创新，以“
思维” 论证，我国海上风电未来
将一片坦 ，中国海装也将 程前进，
引领海上风电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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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八仙角海上风电场——
“海装造”缘何创造海上三类风区的发电佳绩

经过数年的培育，我国海上风电步入了规模化
发展的 车道，被视为新能源开发的下一个“风 ”，
成为各地布局的重点产业。在这方面，拥有 106千米
海岸线、风能资源丰富的江苏如东 无疑走在全国的
前列，建成一批对我国海上风电发展进程产生过重要
影响的项目。由中国海装与 能联手打造的如东
角海上风电场（下称“ 角海上风电场”），就是其

中的典型代表。
自投运以来，在不足 7m/s的年平均风速下，

这个风电场的全部机组保持着稳定运行，20台“海
装造”更是领跑全场，创造了接近 4000小时的三
类海上风能资源区单台机组年利用小时数 录。

日前，本 记者走进位于黄海之 的 角海
上风电场，实地探寻 的成功之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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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华能江 东 角海上风电场
装机 量 30万

国 批量化 用5 海上风电机组， 造三 海上风能 区单台机组年利用小时数接 4000小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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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风电的黄埔军校

角海上风电场是由 能江苏清洁能源分公司投资建设，
总装机容量为 30万千瓦，共安装了 3个厂家的 70台海上风电
机组，于 2017年 9月全部并网发电。

投运以来，全场运行表现大大超出预期。2018 年，在
6.7m/s 的年平均风速下，年发电量突 9 千瓦时，年利用小
时数超过 3000小时。2019年，面对年平均风速为 5.96m/s的
条件，年发电量达到 6.6 千瓦时，年利用小时数超过 2200小时。

在 好的经济效益之外， 角海上风电场开发产生的更
广泛价值在于，各个参与方从中 取了大量的实践经验，为他
们加 进 海上风电市场 平道路。
“这是 能集 首个投产的海上风电场，实现集 在海上风

电开发方面从零到一、从无到有的突 。” 能江苏清洁能源分
公司相关负责人此前在接受本 记者采 时表示，“ 我们在海
上风电项目施工建设、海洋生态环境修复、运维计划制定和资
源调配等方面积累了 经验。”

作为关键的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在中国海装的海上风电
业务发展历程中， 角海上风电场同样占据着特殊的地位。

中国海装海上运维中心 总经理温 森认为，这个项目的
建设，标 着中国海装在推进海上风电业务上取得重要突 ：
首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海上风电机组从样机运行，进入批量
化装机阶段；项目运营上，从前期在 间带时，只能通过坐拖
拉机、小船等，根据 位来进行运维，转变为以专业化、数 化、
标准化为特征的近海风电运维模式。
“几年来，我们学到了很多，比如说机组的设计优化，因为

批量化装机后，会发现一些设计上需要逐步改进的地方。”他介
绍道，“基于实际运维中发现的问题，我们开发了智能运维系统，
建立起标准化的海上运维 务体系，并打造出一支 打 的
务 ，为后续订单的获取提供坚实支撑。”
有意思的是，依托于该项目，中国海装在如东成立了江苏

海装风电设备有限公司，集整机制造、运维培 于一体，这也
使得 角海上风电场在这家企业的内部有了海上风电工程
的“黄 ”之称。新员工入职后，通常会在这里接受培 ，
内容覆 安全认知、制造流程、运维实操等。

目前，江苏海装风电设备有限公司能够年生产风电整机超
过 50万千瓦，同时具备大部件的 后 务和风电项目的 EPC
能力，主要辐射 南、 中、 东地区和海外市场。安装于 东 角海上风电场的中国海装5MW海上风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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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打磨的拳头产品

角海上风电场广受关注的一个原因是，项目安装了中国海
装的 19台 H151-5MW机组以及 1台 H171-5MW机组，开创国内
批量化应用 5 瓦海上风电机组的先 。

3年来，20台机组运行表现抢眼，2018年共计发电 3.2351
千瓦时，年利用小时数为 3235小时，可利用率达到 98.8%，在全
场对标中排名第一。2019年，这一 好势头得以延续，全年发电
量达到 2.42 千瓦时，年利用小时数为 2420小时，可利用率超过
99.49%。

能取得如此成绩，首先得益于设计上的多重保障。
温 森举例说，传感器采用 余设计，确保机组可以保持可靠

运行；发电系统采用双绕组设计，当一套绕组或一个变频器失效时，
能够 机组限功率运行，最大限度降低停机造成的损失。

此外，为了提高可靠性，中国海装还对 5MW机组进行了长时
间验证以及持续优化。

据悉，早在 2010年，中国海装即 动 5MW机组的设计。
2012年，2台样机并网发电，而到 角海上风电场投运，已经历
时 5年。期间，根据样机运行中发现的问题，技术人员对该机型的
齿轮箱、扭缆、状态监控系统（CMS）等开展过多项技改。
“只有我们认为一款产品已经成熟，部件性能非常稳定了，才

会选择批量装机。”中国海装相关负责人强调。
值得注意的是，H171-5MW机组的风轮直径达到 171米，创

造了当时的全球之最。 的单位千瓦扫风面积为 4.59m2，比主流海
上风电机组增加 30%以上。

温 森指出，长江以北的广大海域年平均风速较低，增加机组
的扫风面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发电量，给业主创造更高的收益。

同时，在继承 H151-5MW机组优点的基础上，H171-5MW机
组还吸收了多项最新的技术创新成果，包括叶根分离载荷、 疲
劳载荷计算、变桨轴承设计 代分析方法、系统分解等。该机型采
用了当时全球 5MW机组中重量最轻的叶片，主 为碳 维真空
注， 度及长度均为全球第一。此外，技术人员还优化了增速箱和
变桨、偏航轴承齿轮的安全系数。

实际运行中，H171-5MW机组不负 。2018年，其年利用
小时数高达 3957小时。2019年，虽然风速较低，该机组的年利用
小时数依然突 3000小时。
“这就为中低风速海上风电市场提供一个新的选择，相应拓宽

了海上风电降本的空间。”温 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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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运维的智慧未来

总装机 30万千瓦，为国内投产规模最大的海上风电项目；平均离岸
距离达 23千米，被业内称为“中国远海风电项目的领跑者”， 角海
上风电场所具有的这两个显著特征都给运维工作造成巨大挑战。

温 森坦言，海上风电运维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可达性差，经验积
累也不足，“ 从提高运维船只的专业化程度与运维环节的数 化水平
着手加以解决”。

据悉，当前，国内海上风电运维船仍以普通运维船为主， 波性、靠
泊能力、装载能力、安全性等较差，对专业运维船、运维 船的需求日益
迫切。为此，中国海装正在联合中国船舶集 内的 单位加 建造专业
运维船。

在数 化运维平台的部署方面，这家企业的探索已经初见成效。从
项目现场到重庆总部，一个基于 LiGa大数据平台的智能运维体系初步搭
建起来。

温 森指出，设计这套系统的初 是，提前发现问题，通过智能排程，
以最小的成本处理故障。

记者了解到，借助这套系统，整个运维过程形成了闭环。
首先，机组的运行状态数据会上传至 LiGa大数据平台，经过解析后，

们紧接着被输入到智能预警平台，由相应的模型对故障进行 断，再
结合专家 给出解决方案。

随后，工作任务被发送到智能排程系统中，由系统综合任务要求，
气象、人员、船舶等条件，形成一个最优的执行方案， 出海路径、时间、
人员、物资等方面的详细安排。再将相关结果下发到调度系统进行分配，
并推送到现场运维人员的手机客户端上，通知他们执行任务。

任务结束后，运维人员需要回 工作内容，并自动推送到故障 断
和智能排程平台，作为经验数据供模型不断自学习，使之运行得越来越
准确。

在温 森看来，产业发展的规模化、运维装备的专业化、运维过程
的数 化，将是推动海上风电成本进一步下降的主要 动力。

运维过程中，安全是另一个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方面。
在 角海上风电场，运维人员均接受过严格的海上应急 生、急

等培 。出海前，以 组为单位对任务进行分析，开展安全 育。执
行任务过程中，会通过智能运维系统推送安全隐患信息，提 运维人员
注意。
“安全问题出现的根源还是思想上的 ，如果大家严格 守规 制

度，风险就会被降到最低。”温 森指出，“我们通过不断增强现场人员
的安全意识，使他们养成规范化操作的习惯，来降低发生事故的概率。”

上图 中国海装5MW海上风电机组叶片吊装
下图 成工 后 在 的后 场运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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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著名思想家西 说：“生
的全部高 于对责任的高度重视，

生 的 在于对责任的 忽。”一家
成功的企业，并非是 求利润最大化
的机器，具有 高 求、 于承 社
会责任是其不可或 的价值理念。企
业精 ， 大任。中国海装 一成
立，就在中国船舶集 的指导下，积
极 行社会责任，解 助 ，扶 济弱；
及至近日，中国海装 委 记、 事
长 满 还带 远 南 开展
育 扶，用“红色” 心持续温

着社会大家 。同时，该公司根据风
电产业特点，构建 色环保生产线，
用“ 色” 心源源不断产出 色能源，
建设美 国家。

暗室逢灯，照亮深山

2018年 节前的一天晚上，回

过年的 文天 地发现， 里
路边有了点点 光。“那天回来都晚上
了，以前 里面都是 的，想不
到这次回来路 都装好了，特别 。” 

文天 所在的三义 ，位于
交界的 水 土家 自 ，是重
庆市 18个深度 之一。这里地处
高 山区，基础条件落后，产业结构
单一，文化 育 。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 。”
的十 大以来， 坚成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 性指

标， 中 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
一场 坚战由此打响。

中国船舶集 从 和 群
发展 需出发，按照“既解急难、

又 长远”的原则，持续开展精准
扶。这场 坚战，也将中国海装与重
庆市 水 三义 的情 紧紧连在一
起。2017年，中国海装 委通过精准
扶三义 的决议，随即成立精准扶
工作小组。通过调研，中国海装聚
基础设施短板，投入 200多万元，

分两期为三义 下 的多个 安装
了 400多 光 路 。同时，还建设
一座装机容量为 150千瓦的光 电
站，解决 户大 种 用电问题。
光照 了 的山路，也照 了近

1700户、6300多 们的生 。
同样 们感到 心的，还有

三义 易地扶 安置小区那 17
面高大的文化 ，这些 作是中国海

 | 王

爱心匠心，不忘初心报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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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专业 精心 制。一排排
新的二层 房，搭配上色 明、
土气息 的巨幅 作， 人仿 走
进度假 。

解危助困，造福边疆

在 坚的 大征程上，身处
边疆地区的分公司员工，更能深切地
感受到当地同 的 。

从 2017年至今，中国海装新疆
公司每年都组织“ 结一家 ”
动，20名干部职工与哈密市 州区
处 20名少数 同 结对 扶，

定期到结对家 走 问、 问 ，
助他们解决实际 难。
多年来，内蒙古公司在 务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积极吸 当地
劳动力就业。2019年，该公司投入 7.6
万元，为白 高 查 日 一
家购 了 38只基础 ，用实际行
动支持 区养 产业发展。而 问
老人、 助学、向重 地区的
款更是该公司长期坚持的常规公益
动。
为 助 地区 产品打开销路，

2018年至 2020年，中国海装多次参
加集 公司和重庆两江新区组织的消
费扶 行动，在 南 北 和 水自

采购 产品 100余万元，助力
当地 致富。

教育扶贫，点燃希望

知识改变命运， 育 断 根，
为 助 学子圆 ，阻断 代际
传递，近日，中国海装 委 记、
事长 满 带 南 开展了

育 扶工作，向 第一中学
了 30台价值 80万元的 学设备一

体机，向该 的 30名 学生发放了
共计 7.6万元的助学基金。同时，中国
海装还承 ，将以此次 扶 动为
机，继续 行好 企职责，结合企业
发展情况，适时开展更多的 扶工作，
为 固 成果尽一份力。

坚， 育先行。
从 2011起，中国海装便长期对

资助重庆万 南天门风电场附近的
多名 学生， 助他们顺利完成了
阶段性学业。

2017年 10月，中国海装 委组
织开展了向集 公司定点扶 地区
南 的 资助学 动，中国海装包括
新疆公司、内蒙古公司和江苏公司及风
电场的 200余名 员、员工及 员
年 伸出 手，共 款 6万余元。

企业率先垂范，员工们也积极响
应。中国海装工程技术公司（下称“工
程技术公司”）员工 从 2015年
起陆续资助 南 1名 学生和 州
3名品学 优，同时又是精准扶
难户的中学生，为他们提供生 费，
解决上学的后 之 。

工程技术公司 总支 记 晓 ，
自 2006年加入 善基金会起，就长期

于各大公益 助平台，影响带动
身边同事陆续加入 心公益事业，多
次为偏远山区 子们送去学习用具和
物， 助数名 子圆了上学 。

扶危济弱，温暖孤独的心灵

“对 弱者的态度，是衡量社会文
明程度的标尺。”多年来，中国海装从
细 之处，长期对弱势群体给予更多

关 。
重庆 一 合特殊 育学 里，

身患自闭症的 子们 着 与温
。2019年 11月 10日一大早，工程

技术公司的 年 者们就 到 区，
布置现场，为 子们准备了 包、 、
图 册等学习用品和美 。 者们
与 子们一起 出心中理想的 色家
，用 纸 出风车叶片，共同完成

一幅幅“ 色世界”，又一同来到操场
上 球、套 、游 。

说 者们要来，重庆宏善养
老中心的老人们很早就起来，把头发
梳好，收 好房间。每年，中国海装
的 年 者们都会带着水果、
和日用品看 他们，与他们 心，
为他们拖地板、 子、修指 、
头发。

留守 也是中国海装长年牵
的对象。每年的“六一” 节，中
国海装都会开展留守 “关 行动”，
为 在中国海装工作、生 在
的留守 上 心、送上温 。在
开展的这些公益 动中，中国海装还
结合企业特色，向小 们讲述
的“风车”如何发电，在他们心中种
下科学的小种子。

 “公益 动虽小，但我们从未
，一直坚持。”中国海装 群工作处

处长 对此深有感 。

用“绿色”匠心产出绿色能源

大任者，必先强其力。作为
一家自带“ 色属性”的新能源企业，
中国海装以“造福人类、共享 天”
为己任，不断加强风电技术研究，提
升风电制造质量和运行效率，切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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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节能减排作 。截至 2019年年
底，中国海装累计装机容量相当于每
年节约标准 670万 ，减少二 化
碳排放 1600万 ，再造森 约 50万
平方千米，与西 的国土面积大致
相当。

在利用风能带来 色清洁能源
的同时，中国海装坚持“以政策为
主导、发展 社会责任”的原则，
引入全生命周期概念，推进 色设
计、 色制造，打造 色工厂，努
力把企业的运营和发展对环境造成
的影响降至最低。

在 色设计上，中国海装通过对
关键技术的研究，牵头建设 色设计
平台并集成示范，在提高大型风电装
备的可靠性和 性、降低运行成本、
提高风能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与环境协
调方面形成了系列研究成果，牵头或
参与制定标准 76项，主编国标 1项，
参编国标 9项，主编地方标准 1项。
权风电整机及零部件有效专利 138

项，其中美国 权发明 3项，欧洲
权发明 1项，中国 权发明专利 35项，
外观设计 3项，实用新型专利 96项。

在 色制造上，中国海装于 2017 
年获得工信部 色集成项目支持，通
过构建大型风电装备全生命周期管理
与评价体系，突 一批 色设计共性
关键技术，研制出一批典型 色产品；
2018年，成为中国 色供应链联
理事长单位，并获得由商务部、新
社联合发布的“2018首批最具影响力
色企业品牌” 称号；2019年9月，

入选工信部第四批“ 色工厂”名单，
今年又入选工信部“ 色供应链管理
企业”名单。

由此，中国海装将 色环保 注

到每一个生产环节，打造出一条条
的“ 色生产线”。
今年，受 情影响，中国海装认

真做好“六稳六保”，不但没有 员，
还新招收了 120名应 业生。

到对社会责任的理解， 表
示，“一个企业除了 取利润、实现与

利益相关方的共生，还要做一个对社
会有益的美好企业，要对员工、消费者、
供应商、社区、环境等一系列对象负责，
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和环境可持续发展，
企业才会走得更长远。”

这，也是中国海装不 初心、回
报家国的最好方式。

上图 中国海装 、 教育
下图 中国海装 组 的“ 结一 ” 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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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风电机组可以开 说话，言及自己
的生存条件时 或许会感 ，“我太难了”。身
处 原 之中，风总是 忽不定，其他影响
因素又复杂多变。在超过 20年的生命周期中，
为保持稳定运行以及高效产出，风电机组必须
时 感知环境变化，迅速做出调整。这既
离不开各类高精度传感器，更需要一个“ 明
的大 ”，主控系统就 演着后者的角色。
是风电机组整个控制系统的核心，通过与监控
系统、变桨系统、变流器系统互联，监测风况、
机组运行状态、电网，在综合分析数据的基础
上发出控制指 ，完成系统 停、并网与 网、
开桨与收桨、偏航与解缆等动作。

历经数十年的发展，风电机组主控技术获
得长足进步，持续 动整机的智能化升级，而
这 后凝结着几代控制技术人员的努力与智 。

⸺�中国海装研究 智能控制技术研
究所所长，拥有典型“80后” 实、 的性
格特征以及“技术 ”严 、专注的做事风格。
进入中国海装的 14年间，他将全部精力放在
控制技术的开发与优化上，带领 取得一系
列重要突 。在 的世界里，这已经成为不
可或 的一部分，“如果能把主控系统与智能
化两个方向的工作进一步做 实，我也没 么

了”。

小白的快速进阶路

虽然早已是同事们眼中的技术“大 ”，
但 心里很清 ，一路走来自己经历了 么。

2006 年，在西 大学顺利完成学业后，
想进入位于山 重庆的中国海装。

考虑到主修的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学

 | 

刘

海

，

刘杰：我的使命是
让风电机组更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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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控制”，他的 位自然而然被定在了风
电机组主控软件开发，成为公司的第一批“技
术 ”。
“当时，风电属于新 产业，自己比较感
。面试后，我了解到，公司人员整体比较

年轻，很有 力， 围也非常好，所以决定加
入这个 。”被问及最初的选择动机时，
如是说。
然而，眼前的现实却不容 观。 时，

中国风电刚刚开 大规模开发，产业链十分不
成熟。中国海装也仅仅成立 2年时间，没有
形成核心产品，更 不上具备关键技术的自主
研发能力，只得依靠与国外企业开展合作，引
进技术。

更 倍感压力的是，自己属于风电“小
白”，此前从未接 过这一领域。而设计主控
软件时，既需深入理解风的特性，也要掌握机
械、电气方面的原理知识。

为了尽 难题， 公司真正掌握风电
核心技术， 决定采用“土办法”⸺� 本，
大量查 国内外的文 资料，并利用各种 径
与国外专家交流，从零开始学习风电知识。

在他看来，这段经历很有 念意义，“我
过得特别充实、 ，完全 在技术 关的
围中，没有其他的杂念”。

2007年，经过一年的积累， 来职
业生 的第一次重大挑战⸺�参与研发 2MW
风电机组。据悉，这是中国海装开发的首个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瓦级风电机组，也是这家
企业日后在市场中 略地的主打产品之一。
针对该机型，公司层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
力资源。

主要负责主控软件的开发，以及样机

软件在车间与风电场现场的测试。他至今仍对
期间的 记 新，“在车间与电气人员一
起进行调试时，为了保证质量和进度，我们经
常通 达 干 ，工作做得很细致”。

尤其是现场调试，更是 他这个土生土长
的南方人对北方的 有了真切体会。样机调
试的地点位于内蒙古 兰察布 风电场，
当时正值 时节，最低气温接近 -30 。有时
为了充分利用满足条件的有利风况，只能连
组织测试。
“现场非常 ，大家都 着 的连体 ，

行动不方便。一 塔， 里全是 水；停下来，
又会觉得很 。” 回 道。

重重 难，2008年 3月，中国海装
的 2MW机组顺利并网发电。那一 ， 身
上的疲劳感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内心满满
的自 感。

此后，他相继 “风电机组转矩控制技
术”“风电机组偏航控制技术”“风电机组转速
稳定性技术”等关键技术，并建立了软件编写
制度以及车间、风电场调试流程，为后续风电
机组设计 定坚实基础，也由此被 为中国海
装风电机组主控软件设计第一人。

四天完成低穿测试

由于表现突出， 迅速 升为技术部主
管工程 ， 解技术难题则成为他的工作常态。

2011年，一个 手的紧急任务 到
的案头。

这一年，全国部分地区发生风电机组大规
模 网事故，风电机组低电压 越能力 问
题引发广泛关注。随后，国家能源局下文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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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核准并网的风电机组应具备低电压 越能力，并通
过有关机构的检测认证。已并网运行的风电机组和风
电场，具备低电压 越能力的应在当年年底前完成调
试，确保该功能正常开放；不具备低电压 越能力的
机组和风电场，相关企业必须限期完成改造，未按照
规定完成改造的机组和风电场，不得并网运行。

这意 着，如果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前尽 完成认
证，整机厂商的机组将 失参加项目投标的资格，直
接关 企业的生 存 。

解决问题的一大关键就在于整机控制技术，
当 不 当起低电压 越小组的主控软件负责人。

但是，对于当时的多数风电企业而言，低电压
越都是一项全新的课题。
“技术难度大，我们对 完全没 么概念，也无

太多经验可供借鉴。” 指出。
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与 从基础做起，细

致研究国内外的先进技术，共同探 低电压 越技术
的实施方案。由于无法开展实物测试，小组只能通过
假设多种低电压 越运行工况，模拟控制运行，并提
前分析、处理仿真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将之解决在设
计初期。由于前期准备充分，现场测试时，中国海装
仅用时 4天就完成了 2MW机组全部型式的检测项
目， 也成为国内最 通过低电压 越并网检测的整
机企业。
“测试要求非常严格，期间不 许对机组性能做

任何修改，塔筒也被 起来。出现任何问题都算测试
失 ，必须一次性通过。” 说，“时间也特别紧张，
测试设备只有两三套，其他厂家都在排 等着用。”

及时 到低电压 越认证证 ，确保了中国海
装风电机组具备参与风电项目投标的资格，间接实现
经济效益上 元。 的 据此 获集 公司科学
技术三等 。

让团队保持愉悦性

实际上，在十多年的科研生 中， 获过诸
多 ，“2MW双馈式风电机组关键技术及系列产品

产业化”“2MW风电机组关键技术研究及再工程化设
计”“在 风电机组发电量提升控制技术研究”等项目，
先后获得重庆市、集 公司的多个科学技术 。此外，
他还被中国海装连续评为年度“标 ”。

认为，这一切均归功于公司营造的 好工作
围以及 成员间的密切合作。
每每回想起最初的抉择，他总是觉得很 ，“

好当时选择进入中国海装，有 见证了公司的发展历
程和创造的多个行业第一”。

作为中国船舶集 下专注于风力发电的企业，
中国海装的产品与 务所具有的 工品质一直为业界
称道。自 2004年成立以来， 依靠持续的创新，始终
身于国内风电市场重要参与者之列。在 的眼中，

这是“一家非常上进、 实的公司，我个人算是跟着
中国海装成长，也被改变了很多”。

他认为，一方面，自己属于 难而上的那类人，“无
论是在最初的 2MW样机现场调试过程中，还是为了

低电压 越技术，该加 的加 ，该 的 ，
我和 没有任何 言”。

另一方面，自己做事比较 实，“每个环节都要做
好、做细致，也不会半 手不干”。

细致，可以说是编程人员必须坚持的基本职业操
守。如果因为 忽大意导致主控程序存在 ，批量
应用于风电场后导致机组频繁误报故障，就只能进行
分析，找出根源的过程会 费不少时间。
“原本在编程中或许只用一分钟就可以处理的问

题，到风电场后常常得耗费几天的时间，这还取决于
现场条件是否满足测试要求。” 表示。

走上管理 位后， 建设成为 关注的一个
重点。目前，其领导的智能控制技术研究所，共有接
近 30名员工。如何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是他不得不
思考的问题。

的 就在于， 大家更 地 入 ，在
其中找准各自的定位，发挥所长。“只有不断在工作中
体会到 性， 员才有持 的动力。一 他们觉得
工作只是按部就 的事情，就会感到很枯 ，从而失
去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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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考虑到大家的出差任务多， 还经
常与 员 心，并 助他们与家 成员加强沟通，
增进 此之间的理解包容。

风机还可以更聪明

交 中， 坦承，面对主控技术的日益成熟，
自己 经历过一段 期，“内心始终感觉有一股
使不上来”。对此，他经常与 成员 心 天，
在交流中 改变自己的想法，重新 定前行方向。

目前，根据公司的整体战略规划， 与
确立了下一个 目标⸺�研发智能风电机组

平台。
本质上，风电机组是一种高度集成的自动化

装备，已经具有智能化的基础。近几年， 随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的 起，开发智能风
电机组成为各家整机企业的发力点。

深知这项工作的关键所在，“应该一步步
把技术做得更加 实，要能落地。推动机组的智
能化，主要围绕降低成本和提升发电量两个方面；
同时，对于制造业而言，还必须 投入与产出
的平衡。”

任务明确后，他带领 展开全面研究，并
结合公司特点定义了智能风电机组的内 ，确定
全域感知、智 学习、智能控制、环境 好等四
大智能方向，致力于打造具有自感知、自适应、
自学习和自控能力的“高智商”风电机组， 在
为客户提供更高收益、更高安全性、更高可靠性
的风电机组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在单机级的基础上，中国海
装还着手探索场站级的数 化解决方案，加 建
设智 风电场的技术储备，“不少技术已经初显出
来，未来还需要解决适用性的问题， 们能够
应用于各种环境中，这个过程或许会较为漫长。”

强调。
坚信，虽然任务依然十分 巨，但只要

实走好每一步，路就会越走越宽。  

2006 5 200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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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后 务工程 到技术总监，再到采购
部长，现在，他是中国海装工程技术公司（下
称“工程技术公司”）总经理助理 营销中心
总经理。

作为中国海装公认的“营销大 ”，
初期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技术人员：“我们
技术，知道 么以最少的投入给风电场创

造最大收益。”可以说与专业的营销管理相去
甚远，但这一思路恰好符合了营销工作的内
核⸺�发现、创造并交付价值，以满足市场的
需求。

然而，要 就这样的能力却非 之事。
一方面，风电本身属于高度集成的行业，涉及
工程、电气、电子等多学科的专业知识，凝结
了很多行业的精尖技术。另一方面，风电机组
往往运行在大风、 、极端温度等非常
且变化频繁的环境中，实验室的预设环境不能
模拟出真实情况，必得掌握其中规 ，深入其
中， 日累时，才能成为个中高手。

实际上，早前几 每个中国海装人都在一
线历 过。这家企业信 技术至上，最 纸上

。风电场就 他们的“新手 ”，不管
未来走向何处，都得在此千 一番才行。
“新手 ”里有老 带 ，他会告 ：吃
不了 的人做不了风电这一行。这算老生常
了，但坚持不易。

如今说这话的人是 ，他虽早就不驻
守在外，但所有人都能在风电场“ 遇”他。

积累

2009年， 从学 业，不同于其

 | 

忠

海

            

陈忠林：坚守一线的

为 ，
， 为

为

“营销大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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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在 路 的 ，他没有太多 就选择
了中国海装。他是个务实的人，国企的稳定工
作在那个年代是人人争抢的 。他也是个
浪漫的人，几十米长的叶片、数十米高的塔筒，

对此充满好 。 头 着 入 的机
组，他直觉这东西能转出不一样的天地。

如今回头看，他的直觉很准。近十年，中
国风电的发展成绩有目共 ，其中 含着他的
光热，不过这都是后话。风电在中国起步较晚，
早期既没有可供系统学习的课程，也没有规范
的操作指南， 压系统 么运行 润滑剂是
么 除了有一些电气自动化的基础，初入行
的 是个典型的门外 。

行之力则知 进，知之深则行 达。为了
大家尽 适应一线的生 ，掌握机组的原理，

的 要求大家白天去调试机组，晚上
围坐一起分享、总结经验。

工作不 ， 就遇到了一个 人
的情况，系统提示某个部件出现故障，检修时
发现该部件运行如常。最后 细寻因，发现是
滑环出现故障，发出了 误的信号。“滑环负
责整个系统控制信号及数据的传输，十分重要。
但最初大家对滑环一类的设备都不太熟悉，关
注度也不够，没有定期保养的意识。”这
出初期风电运维工作的不足，往往以故障导向，
不够精细。

他把这个问题记在 记本上，分享会时和
大家详细分析了故障成因。 每个成员都有
一个本子，里面密密 地记录着遇到的故障，
与之相关的部件，以及各种解决方案。这一本
本经验和思考的记录也为工程技术公司运维体
系的优化提供了依据。

回 ：“类似问题出现得多了，我
们就渐渐形成预 性运维的概念，清 些设
备需要定期换油，定期清 保养，并编写了维
护手册。”

两年后， 被任命为 法 风电项
目经理，这是中国海装第一个批量使用 KK主
控系统的项目。KK系统是重庆科 前卫风电
设备有限公司研发的主控系统。
“新系统能存储 秒级装机运行数据，并

能在现场直接 取数据，对于我们给风电机组
进行优化故障处理提供了极大的 助。”他表
示，“系统还设置了独立的安全控制器，不受
其他部分运行的影响， 速响应出现的问题，
最大程度保证安全性。”

运维人员需要与新系统进行 合，才能
达到最好的效果。 还记得刚加入这个项
目时遇到的 境。在调试过程中突然有 4台机
组停机，他连 与同事 看图纸资料，用 件、
电话联系厂家 ，反复测试，最终在 排
除了故障。经此一 ， 加深了对新系统
的理解，主导 优化了 KK系统故障手册，
还获得中国海装“质量改进 100天” 动二
等 。

就这样，每天与机组、 风为 ，同战 、
星月相 。 年 意 ， 取知识，而立之
年的 用“人生中一段美好的时光”来形
容那段日子，他已经 风 划过 的

感， 水入 在 里的 痛，被 水
湿的 里和 ，那些大 里走过的路， 留
下专注、坚 的品质和 实的业务能力。

自然还有为风电场创造的价值。2013年，
组织实施的中国海装首个“机组深度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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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维护方案”， 风电机组的平均可利用率从 95%提
升到 99%。

释放

4年的风电场一线工作经历 成为技术高
手，系统报故障后，他仅 数据就能将情况分析得

不离十， 觉得这似 成为了自己的本能。
而法 风电项目经理的工作， 他能接 到更多

的市场主体，与业主和供应商打交道。于是，他开始
关注提高工作效率的 径。也是在此期间，他的角色
开始逐步转变。

细查看 的简历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情况，
他于 2014年 任工程技术公司营销部技术总监，主导
推进了某进 品牌老旧机组的国产化技术改造。再到
现在成为营销中心总经理，期间于 2016年至 2018年
还做过一段时间的采购部长。

解释说，起初没有专门的采购部门，但是
随着公司对后市场的进一步 ，需要更成熟、稳定、
高效的供应链体系去支撑自身 务的提升。他这个做
过一段时间营销的“技术人员”便承 了这项工作。
“我在与供应商的交流沟通中，能接 到一些新

的技术，将 们引入公司，结合我们的技术进行优化
和再开发，能有效地提高生产效率。” 转战采
购 ，有一个好处是可以持续打 技术。于是两年内，
他取得了多项专利：一种胀紧套内 拆 工装及拆
CN201811621423.X；一种高稳定性风力发电机组滑
环电路及装置 CN109510047A；一种风场气象 杆
CN2091322889U。

当然，这主要还是为了优化流程。他算了一 账，
以变流器为例， 一台变流器设备的价格是 其中所
有备件价格的 1/2。也就是说，当机组变流器出现故障
时，从单台变流器备件中拆 需要更换的备件用于运
维 务，剩余备件用于销 ，成本能大幅下降。他和

将这种模式 做“采整分零”。通过推广这种模式，
他为公司节约采购成本 500余万元。

带领采购 构建更加完善的供应体系后，无论

是公司领导，还是 本人，都认为他在营销的
位上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常年守在一线，又 市场，
符合公司打造“技术型营销”的设想，而他也逐渐意
识到自己“为风电场创造更大收益”的理想与市场需
求的高度 合，他和 在技术上的积累能应用于更
多的风电场。

但要实现这些，并非易事，这涉及整合现有资源、
协调各个部门，报名、投标、签合同、供货，各项流
程非常繁琐，与他之前关注的重点并不在一个 度。
后期为了开拓更多的市场， 付出过很多。“我不
是专业的营销人员，出现问题只能一遍一遍地去沟通。”

的 气很平稳， 人难以察觉 后的 。
事实上，他通晓手下业务 在技术上取得的进

展，了解所接 的项目业主的需求。为了把控项目质
量和成本，业务往往都是由工程技术公司的技术人员
直接完成。而出于责任和热 ，在项目执行上，
常常 力 为。用同事的话来说就是， 比原

先更 了，在 个项目上都能 到他。
从 州到重庆，再到 ， 从深山而来，

又走到山里去，如今天南海北各地跑， 步从没停下。

管理

要从执行者升级为管理者，这之间除了工作内容
和技能的转变，更重要的是思维模式的转变。在不断
完善本部门业务的同时， 也要站在公司战略的
高度去 划未来。

坦承，工程技术公司的营销业务存在一个
比较突出的问题，“公司的营销人才储备并不深 。营
销 的人都来自一线，虽说技术过 ，与合作方也
能保持稳定的关系，但这远远不够。” 

随着后市场规模的逐步扩大，面对激烈的竞争，
要想通过现有资源创造更多价值，就必须依托内

部管理，改善内部环境，推动管理转型升级。
为此， 了大量资料，说起来这还是他

在一线时就养成的习惯。从 中，他提 出“市场推
动管理，管理创造利润”的理念，从源头优化经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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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制度，将 范风险和提高 及投标决策的及时
性作为管理重点，降低合同风险。为了激发 的
积极性，他基于“多劳多得，科学分配”的理念，
推广营销整体承包模式。
“最重要的是，我的 始终以技术为重，这

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动摇。” 强调，“每个人
还要 得市场调研，通过分析市场及区域发展情
况、政策及发展规划，对风电后市场的现状、业
主需求进行研 ，以为业主创造更大价值为
制定方案。”

他的品质、他的特质潜移 化地影响着他的
，“ 实”“靠谱”是客户对其 的评价。
2020年，新 情突然来 ， 和
住压力，深入各个风电场了解业主需求，先

后实施了 南能投 项目的 40台机组叶片增效
技改、江西大 门山项目的变流器技术升级改造、
电连 港项目的大部件检修框架、新疆大 创

机组技术改造及备件销 等一批重点项目。

价值

除了带领营销 创造并实现价值外，
还有一个不太常被提到的身份，用别人的话说就

是“ 心大 ”。
2015年，他通过在 州家 的 得知，

上有个 子成绩很好，但是家 条件无法支持他
继续 ， 决定为此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前前后后与 一起资助了 4个 子的学业，有时
还会和其他同事共同 一些复 机和 包等学习
用品。

对于这些事，他本人不 意 太多，只是在
提到自己 助的 子考上了理想大学的时候，言
间才 出一 满足：“那个 子以后想当一名 生，
这和他的经历有关。且不论他以后是否能走上
扶 这条路，只要我的一些举动能对他的生 产生
正面的影响就好。”

对于 而言，这就是另一种人生价值的
体现。

小

2011 6 2013 3

2014 4 201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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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上半年
德国海上风电开发速度大幅放缓

 | 

日 前， 机 构 D e u t s c h e  
Wi n d G u a r d 发布的最新 《
国海上风能开发现状》（Status of 
Offshore Wind Energy Development 
in Germany）报告显示，在 2020年
前 6个月中， 国海上风电仅新增并
网容量 244MW，远低于上一年的同
期水平。

装机情况及地域分布

1―6月， 国共有 32台海上风
电机组实现首次并网，总装机容量为
219MW。其中，15台机组（101MW）
于今年上半年完成安装，剩下的机组
在 2019年已经完成安装。此外，另
有 71台机组进行了扩容，合计新增
25MW的装机容量。2020年前 6个月，
国海域并未安装任何新的海上风电

机组基础。
截至 2020年 6月底， 国海域

合计投运 1501台风电机组，累计并网
容量为 7760MW。然而，受一系列不
利因素的影响，2020年上半年 国海
上风电新增规模同比严重 缩，累计
并网容量也仅比 2019年年底的水平增
长 3%。

按照每台投运机组的并网点所
在位置统计， 国海上风电的大部
分装机（4906MW）位于下 森
州，石 苏益格―荷 因州的累
计并网容量为 1778MW，这使得
国在北海的海上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

表1 2020年上半年德国海上风电开发现状

类型 机 数

2020 年 6 月底

网机组 219 32

有机组的 25 71

安装 网的机组 0 0

安装的基础 0

2020 年 6 月底 计

网机组 7760 1501

安装 网的机组 0 0

安装的基础 0

2020年上半年
德国海上风电开发速度大幅放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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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8—2020年上 年 国海上风电 网 量 势

到 6684MW。 - 前波美拉
尼 州的海上风电累计并网容量为
1076MW，这也是 国在波 的海的
全部风电装机。

项目开发现状

2020年上半年，EnBW Albatros、
Trianel Windpark Borkum II两个项
目均实现全场并网，后者的部分机组
已于 2019年投运；EnBW Hohe See
项目的机组得到改造升级；示范项目
Deutsche Bucht则因遇到技术难题而
被终 。截至 2020年 6月底， 国

表2 2020年上半年德国海上风电装机的地域分布

类型

海 波 的海

机
数

机
数

2020 年
6 月底

网机组 219 32 0 0

有机组的 25 71 0 0

安装 网的机组 0 0 0 0

安装的基础 0 0

2020 年
6 月底 计

网机组 6684 1269 1076 232

安装 网的机组 0 0 0 0

安装的基础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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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海与波 的海共运营着 27个海上
风电项目。

下一阶段开始建设的，将是在
2017―2018 年期间 国组织的招
标中中标的海上风电项目。到 2025
年，共计 7个项目有 投运。其中，
Kaskasi项目的最终投资决定（final 
investment decision）已经达成，按
计划会在 2022年并网。Arcadis Ost 
1与Wikinger Süd项目按计划将在
2023年投运，但目前 们的最终投资
决定 未做出。Baltic Eagle项目预
计在 2024年投运。Gode Wind 3项
目计划于 2024年并入电网；Borkum 
Riffgrund 3、EnBW He Dreiht两个
项目则预计在 2025年投运。

在 波 的 海， 已 获 核 准 的

表3 2020年上半年德国已并网海上风电机组的平均配置

计

平 单机 量（kW） 6840 5170

平 风轮 （m） 153 133

平 轮毂高度（m） 105 95

平 比功率（W/m²） 372 370

表4 2020年上半年德国已并网海上风电机组的水深与离岸距离

计

平 （m） 34 30

平 离岸 离（km） 89 66

图2 国 网海上风电机组的平 置发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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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19年和2020年上 年 国海上风电的发电量 势

Gennaker项目以及规划中的试验风
电场 未得到并网许可。

机组与项目参数

2020年上半年 国新增并网海上
风电机组的平均单机容量为 6.84MW，
平均风轮直径为 153m，平均轮毂高
度为 105m，平均比功率（specific 
power）达到 372W/m²，这些指标都
只较 2019年略有变化。

尽管各个时期海上风电项目所用
机组的配置存在差异，但整体上呈现
着大型化方向发展的趋势，特别是

对于单机容量而言，这一点表现得尤
为明显。到 2025年，单机容量超过 图4 国海上风电的月度 场电价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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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MW的机型有 投运，风轮直径与
轮毂高度两项指标也会进一步提升，
分别有 达到 200m以上和 125m。
然而，考虑到单机容量的增大，机组
的比功率会基本保持不变。

2020年 1―6月实现首次并网的
海上风电机组的平均水深为 34m、平
均离岸距离为 89km。

发电量与电价

输电系统运营商（TSO）的预测
数据显示，1―6月， 国海上风电累
计发电 15TWh，较 2019年的同期水
平提高约 19个 分点。

受新 情的影响，自 2020
年 开始， 国海上风电的月度市

图5 国2025年、2030年和2040年海上风电发 目标的推 况

场电价一路走低，在 4月更是降至
0.012欧元 /千瓦时（约合人 0.099
元 /千瓦时）。虽然电价在此后逐步回
升，但仍远低于 情 发前的水平。
2018年， 国海上风电的市场电价
于高位，2019年则有所下降，保持

在 0.03欧元 /千瓦时左右。2020年
上半年， 国海上风电的成交量加权
市场电价（volume-weighted market 
value）为 0.021欧元 /千瓦时，比上
一年降低 38%。

开发目标

今年 6 月 3 日， 国联 政
通过的《海上风能法案》（Offshore 
Wind Energy Act）修正案 案，将

2030年海上风电发展目标由原先《可
再生能源法》（EEG）确定的 15GW
提高至 20GW，到 2040年进一步增
加到 40GW。

已安装的机组，加上在 2017―
2018年招标中中标、即将建设的项目
装机，到 2025年 国海上风电累计
并网容量预计会达到 10.8GW。其中，
已经达成最终投资决定的包括：装机
容量为 325MW的 Kaskasi项目、总
装机容量为 17MW的试验机组。仍未
达成最终投资决定的中标装机容量达
到 2.8GW。

结合现状来看， 国要实现新设
定的发展目标，在 2040年前的各轮
招标中必须确保新增 29.2GW的中标
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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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上半年，美国国会、财政
部以及国家 务局为应对新
情都出台了非常积极的政策。国会通
过了 3项 激计划，以支持美国 、

行业和企业 情，减缓 情
对经济造成的冲 。尽管能源行业的
企业因此享受到部分 收减免，但事
实上，美国并未针对能源行业受 情
的影响给予相应支持。

针对这一情况，进入 6月，在美
国国会 论制定第四套经济 激方案
时，很多议员提议为能源行业提供专
项 扶政策。作为 1.5万 美元基础
设施一 子计划中的一部分（该计
划被称为《前进法案》，即“Moving 
Forward Act”），《 不 断 增 长 的 可
再生能源和效率法案》（Growing 
Renewable Energy and Efficiency 
Now Act）于 6月 25 日，由加利福
尼 州国会议员 · 普森（Mike 
Thompson）、 诸 州国会议员理
查 · 尼 （Richard Neal）和其他
46名国会 主 议员共同发布， 也
被称作《 色法案》（GREEN Act）。

据悉，《 色法案》首次于 2019
年 11月提出。 普森表示：“法案主

要通过扩展联 收激 措施，来推
广清洁能源技术，并支持零碳排放车
的发展，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 。”

当然，该法案在新 情 的
大 景下将发挥更显著的作用。
《 色法案》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内容：以当前成功推动 色能源技术
创新和产业发展的 收优 政策为基
础进行拓展，同时为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的措施提供新的激 政策；
选择 色能源和节能设备；通过更

新标准，增加对家 节能和建 节能
的激 ；提高零排放汽车、货车和公
共汽车的购置 优 ，推动公共车
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利用学术项目
的 收抵免来推进环境保护；为温室
气体排放定价等。

可再生能源发电

《 色法案》结合现实情况，对
美 国《 国 内 收 法 典 》（Internal 
Revenue Code）内的一些条款，比
如针对可再生能源的生产 收抵免
（PTC）和投资 收抵免（ITC）的限
制时间和条件进行了调整。

法典第 45条规定， 许 人在
合格项目发电的 10年期间（从项目投
入使用之日起算），从联 所得 中
除相应 款，即 PTC。其中所说的合
格项目包括风电、太 能光 、废物利
用和水电。PTC标准为 1.5美分 /千瓦
时（根据 2020年通货膨胀率，该标准
调整为 2.5美分 /千瓦时）。风电项目
的抵免额度将逐渐减少，2017年开工
建设的项目，其 PTC降低 20%；2018
年降低 40%；2019年降低 60%。

过去几年间，风电项目适用的
PTC期限已经被延长过数次。最近的
一次是 2019年 12月 20日，美国总
统特 普签署了一 子《延 法案》
（Extenders Bill）， 许 2020年开始
建设的风电项目的 PTC以降低 40%
的额度延续。该 《 色法案》规定，
将 2019年和 2020年风电项目的 PTC
保持在当前的递减水平（分别为 60%
和 40%），然后以 60%的水平延长到
2025年年底。

法典第 48 条规定，在应
年度内 的能源资产（energy 
property）获得 ITC，即在项目正式
投运后，其资本性投资总额的一定

美国的绿色税改
 | 

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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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比可以抵 人的应 额，相
当于为项目提供了一次性投资补 。
目前，2020年 1月前 动的项目的抵
额度为 30%，2020年开始建设的项

目的额度降低至 26%，2021年开始建
设的项目为 22%。上述每种情况都要
求项目在 2024年 1月 1日前并网发
电。对于 2022年 1月 1日前开始施工，
但并未在限期内并网的项目，以及在
2021年 12月 31日后开始施工的商用
太 能光 项目，其 ITC降至 10%。
《 色法案》提出将太 能光 、

小型风电、 料电池、地热热 项目
的 ITC以 30%的额度延长至 2025年
年底，从 2026年逐步下降到 26%，
2027年下降到 22%，此后建设的项目
下调至 10%。同时，《 色法案》要求
扩大能源资产的定义范围，将储能技
术和能源废物回收技术等项目也 入
能源资产的范围。

至于风电项目， 人可以选
择将项目视作能源资产，放 PTC，

享受 ITC。《延 法案》规定对
2020年动工并选择享受 ITC的风电
项目的补 额度为 40%，《 色法案》
将这一时限延长至2026年1月1日前。
类似于 PTC的逐步降低，风电项目的
ITC也将逐步降低。然而，《 色法案》
为美国海上风电发展开了“ ”，选
择享受 ITC优 的海上风电项目将始
终保持最初额度。

碳捕集与封存技术

法典第 45Q节为 人提供了
以 计算的碳捕集设备捕集碳 化
物 收抵免。不同设备的抵免额度不
同，2008―2018年，采用地质 存
方式的每 二 化碳 20美元，用

于提高石油采收率（EOR）和天然气
采收率（EGR）的每 二 化碳
10美元。此条款 收抵免额上限为
7500万 。2014年，美国国 局报
告称，已有 3500万 被 。2018
年 2月，随着《2018年两 预算法案》
（Bipartisan Budget Act of 2018）的
通过，该条款得到更新。对于 2024年
1月 1日前开始的项目，将提高 EOR
的 收抵免增加到 35美元 / ，地质
储存的 收抵免增加到 50美元 / 。
同时，35美元 / 的 收抵免也适用
于非 EOR项目的二 化碳利用和直接
空气捕捉项目。
《 色法案》则将项目 动建设期

限延长至 2026年 1月 1日。

现金替代抵免

此外，《 色法案》还 许符合上
述条款条件的 人选择“直接支付”，
即获得约抵免金额 85%的现金补 。

用现金代替 收抵免是有先例的。
2008年，为应对金 机，美国国会

布一项临时法案，符合条件的
人可以从财政部获得约免 额 30%

的现金。与当年不同的是，此次执行
政策的部门变成了国家 务局。

节能

《 色法案》通过将符合条件的为
节能改造所付 款的减免额，由 10%
提升至 20%，并且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限制，以 选择可再生能源和
节能设备。

此外， 还更新了其他的节能
收抵免标准。

法典第 25D条规定符合 住

抵 标准的设备包括太 能光 发电、
太 能热水器、地热热 、小型风电
机组和 料电池。《 色法案》增加了
生物质 料和储能等相关设备。原定
2021年 12月 31日后投入使用的设备
将无法享受优 ，该截 日期也被延
长到 2027年 12月 31日。

法典第 179D条要求参与商业建
节能 减免的建 必须在 2020年

12月 31日前投入使用，《 色法案》
将这个日期延长到2025年12月31日。
减免额度也由当前的 1.80美元 /平方
尺增至 3美元 /平方 尺（约合 0.279

美元 /平方米）。

电动汽车

《 色法案》不仅扩展了各类
收激 条款，以 进清洁能源技术的
发展，还利用扩大电动汽车 收抵免、
为二手电动汽车购 者更新 收抵免
信息，来支持电 技术在 家车、货
车和公共汽车上的广泛应用。

其还推出二手车 收抵免和重型
零碳排放汽车抵免政策。

二手车 收抵免要符合如下几个
标准：一、车 型号比购车年份至少
要早两年；二、索取抵免额的 人
不能是 用车主；三、该二手车 必
须是通过购 方式获得的；四、该车
的销 地点要在美国境内；五、符

合其他法 规定的 收抵免要求。相
关抵免金额将根据法定公式计算，原
则上最高不超过汽车 价的 30%。

重型零排放汽车抵免将为重 7
以上，没有内 机 动或充电，仅由
电力 动的车 提供 收抵免。抵免
金额为该车 价的 10%，车 价
超过 100万美元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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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风电场技改经济评价方法分析   
文 | 万宇婷

我国早期应用的风电机组以 1MW

以下（含）的机组为主。根据中电联
的统计数据，从 1993年到 2016年年底，
1MW以下（含）机组共计装机 11869

台。特别是 2006年至 2010年，1MW

以下（含）机组大量吊装。相对于近
些年吊装的机组，这些 1MW以下（含）
的机组可以被归类为老、旧机组。

早期风电场占据了诸多优势：首
先是风能资源的优势，风电场的平均
风速较高；其次是地形的优势，风电
场道路等的造价相对较低；此外，早
期风电场也有一定的政策优势，一些
风电场执行的上网电价相对较高。然
而，老、旧机组性能表现欠佳，年利
用小时数较少，风电场每年的发电收
益有限。据统计，老、旧机组在 II类
风能资源区的年平均利用小时数约为
1700h，在 III类风能资源区的年利用
小时数约为 1200h。另外，机组主要部
件的故障率逐年增高，运维成本高。
加上有些机组的生产企业已经倒闭，
备件的供应也成了比较难解决的问题。
这些问题导致老、旧风电场的收益低、
运维成本高，需要通过技改来解决上
述痛点。通过对老、旧风电场实施技改，
以增量带动存量，可以提高风电场的
发电能力、提升机组的可靠性、降低
风电场的运维成本，进而改善风电场
收益。对一些风电场来说，通过技改
甚至可以达到延寿运行的效果，存在
进一步提高项目收益的可能性。

为确定老、旧风电场是否具备技
改条件，需要评估技术方面的许多关
键因素，例如，采取整机技改方案时，
需评估原风电机组塔架的状况、基础
的完整性以及技改对升压站的影响等。
技改方案不仅应具有技术上的可行性，
亦要有经济上的可行性。本文对用于
风电场技改项目经济评价的总量法和
增量法进行对比分析，探寻适合风电
场技改项目的经评方法，为风电场技
改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风电场整机技改方案的确定

针对运行状况不佳的老、旧风电
场，对原有机组进行机头替换是可操
作性较强的技改方案。确定技改方案
之前，需对风能资源、机组、塔架、
基础以及升压站、道路及线路等做出
合理评估。

一、风能资源评估
对有技改需求的老、旧风电场进

行风能资源评估，可降低技改后预测
发电量和估算相关收入的不确定性。
为了从风中捕获更多能量以提升机组
的发电能力，在对老、旧风电场整机
技改时，推荐使用较长叶片替换现有
叶片，但长叶片也可能导致尾流损失
的增加和尾流诱导的湍流。因此，在
对老、旧风电场制定技改方案时，应
使用风能资源评估软件确定原始机组
和新机组配置之间的尾流损失差异，

确认技改后尾流对发电量的影响。
二、机组适用性评估
根据风能资源评估的结果，对有

技改需求的风电场所属的风能资源区
做出分析，按照风能资源区特点初步
选择合适的技改机型，并将机头装配
到项目原有塔架上，根据项目风参对
其进行适用性评估。

原有基础的完好性和承载能力是
机组整机技改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
在技改前要对更换机头前后现有基础
的极限载荷和疲劳载荷进行全面对比，
保证换机头后的基础载荷可被原来载
荷包络。如包络不住，需评估具体使
用年限。如确定更换后，还需基础设
计单位根据新计算的基础载荷，结合
现场情况，对基础进行详细评估，从
而明确现有基础是否能够适用于技改
后的机组。

更换机头的技改方案需要对原有
塔架计划保留的部分进行评估，以明
确其是否满足强度要求。不必评估计
划更换的塔架部分的强度，但是要对
该段塔架进行重新设计。此外，若要
实现延寿的效果，还需对塔架按照技
改后新机组的载荷进行计算，分析其
寿命能否达到延寿的要求。

三、风电场原有升压站的评估
对于整机技改项目，继续使用老、

旧风电场原有的升压站可以节省大量
的投资，但对项目来说并非没有风险。
为此，应进行独立的工程评估，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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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增投资一起计入“有”项目的投
资。针对未利用资产的处置问题，如
果可以变卖，则其回收价值要在变卖
当期按照变现价值计入现金流入，不
能直接冲减新增投资；如果没有立即
变卖或者报废，在后续风电场运营期
中，仍然将该部分资产作为账面资产，
但是不能参与折旧。停产价值损失在
估算投资时不必计入，但是需要在现
金流量表中有所体现。

综上，“无”项目的投资 =原有
资产的估值 =可利用资产的估值 +不
可利用资产的估值。“有”项目的投
资 =原有资产的估值 +新增投资 =可
利用资产的估值 +不可利用资产的估
值 +新增投资。

（二）总量法的决策建议
用总量法对风电场技改项目与

对新建风电场项目进行经济评价很相
似，只不过在对后者进行经济评价时，
指标所参考的评价基准为行业基准或
者企业自身要求的基准。而风电场改
造项目的评价基准除了行业或企业本
身要求的基准，还需对技改前、后的
指标进行对比。总量法的评价应该以
绝对指标为主，以全投资内部净现值

定现有升压站是否适用于新的风电机
组，以及延长使用年限对设备的影响。
评估内容应包括对图纸、报告的详细
分析以及项目现场考察，以确保变电
站、集电系统、控制系统和输电线路
的适应性。

风电场技改项目经济评价方法

在技改方案具有技术可行性的基
础上，要对风电场技改项目开展经济
性分析。风电场技改项目的经济评价
按照“有无对比”原则，即进行技改
的方案为“有”方案，不进行技改按
照项目现有状态继续运行至寿命期结
束的为“无”方案，将两个方案进行
对比。以下分别采用总量法和增量法
对风电场技改项目进行经济评价。

一、总量法
总量法是指将风电场的总体经济

效益作为评价对象的分析方法。按照
“有无对比”原则，在采用总量法对
风电场改造项目进行经济评价时，需
要将风电场作为一个整体考虑投入与
产出，对比技改前、后的经济性指标。

（一）总量法参数

在应用总量法对技改项目进行经
济评价时，“无”项目对应的投资应
该采用原有资产的估值。一般估值的
方案包括市场法、成本法和收益法，
可以结合风电场的实际情况来选取合
适的评估办法。风电场的估值较为繁
琐复杂，以成本法为例，其估值模型
架构如图 1所示：在前期宏观环境分
析的基础之上，对风电场采用该法进
行估值可重点着眼于财务数据部分。
在具体估值时，需要选择财务报表中
有数据的科目，比较资产原值、资产
净值以及资产评估值，并对其按类别
汇总，得到总汇总表，进而完成对总
资产与负债、股权价值的评估。

“有”项目对应的投资包含新增
投资与原有资产估值。在对风电场项
目进行技改时，原有资产会有一部分
（比如部分塔架、基础等）在技改后
仍然被利用，部分原有固定资产会在
技改过程中被拆除，不再利用。显然，
原有资产的估值等于“可利用资产”
估值与“不可利用资产”估值之和，
也就是“无”项目的投资。这里需要
注意的是，在对风电场进行技改时，
原有资产无论在技改后利用与否都应

图1 成本法估值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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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V(ic)为例，风电场技改项目按照“有
无对比”原则，可以分别得到 NPV(ic)无
和 NPV(ic)有两个总量指标，指标对比会
出现如表 1所示的 4种情形。

针对第 1种情形，指标情况说明
技改后风电场的收益有所提升，且达
到了基准收益率要求，风电场应该进
行技术改造。针对第 2种情形，指标
情况说明风电场目前的收益率超过了
基准值，但是技改后收益反而降低，
风电场应该维持现有状态继续运行，
不应该进行技改。针对第 3种情形，
指标情况说明技改后风电场的收益有
所提升，但是未达到基准收益率要求，
根据总量法评价规则不推荐技改。在
这种情况下，风电场不技改时的收益
极低，技改带来的收益提升有限。此
时，要考虑能否通过对技改方案进行
优化，将技改后的收益率提升至基准
收益率之上。如技改方案无法再优化，
虽然技改后的收益率仍然低于基准收
益率要求，但目前的技改方案对收益
的提升又确实有效，技改可以起到一
定的减亏作用，理应对风电场做出技
改决策。可见在此情形下，采用总量
法对风电场技改前、后进行“有无对比”
无法得出正确的决策。针对第4种情形，
风电场现有收益率未达到基准要求，
但是技改后收益进一步降低，不推荐
技改。在第 3、4种情形下，从经济性
的角度考虑，风电场以现有状态继续
运营的话收益率已经低于基准收益率
要求。如果风电场继续运营，则存在
NPV(ic)无，可以按照上述方法进行指
标对比；如风电场不继续运行，即涉
及风电场的关停问题，不能按照上述
方法进行经济评价，需要对风电场按
照清算价值法进行估算，以清算估值
作为目前资产净值与风电场技改后的
净现值进行比较，以做出关停或者技

改的决策。
二、增量法
增量法是指将风电场的增量效益

作为评价对象的评价方法。按照“有
无对比”原则，在采用增量法对风电
场技改项目进行经济评价时，需要分
析技改前、后的增量现金流，进而得
出增量经济指标。

（一）增量法参数
按照“有无对比”原则，增量法

的投资为“有”项目投资与“无”项
目投资之差，即增量投资 =“有”项目
投资－“无”项目投资 =原有资产的
估值 +新增投资－原有资产的估值 =

新增投资。可见，利用增量法对风电
技改项目进行经济评价时，可以省去
对原有资产复杂的评估环节，只需要
对新增投资部分进行估算。

（二）增量法的决策建议
利用增量法得到的指标需要与行

业基准或企业本身要求的基准相比较，
从而做出投资决策。评价指标可以参
考内部收益率、净现值、投资回收期、
贷款偿还期等。当项目的增量内部收益
率 ≥基准收益率 ic时，技改在经济评价
上可行；投资回收期是指技改的新增收

表1 风电场技改项目经济评价总量法指标举例

序号 指标情况 技改决策建议
1 NPV(ic) 有  >  NPV(ic) 无  ,  NPV(ic) 有 > 0 技改 
2 NPV(ic) 有  <  NPV(ic) 无  , NPV(ic) 无 > 0 不技改，维持现状
3 NPV(ic) 有  >  NPV(ic) 无  , NPV(ic) 有 < 0 不技改
4 NPV(ic) 有  <  NPV(ic) 无  ,  NPV(ic) 无 < 0 不技改

益抵偿新增投资的时间，该指标应作为
技改决策的辅助评价指标，当项目的
投资回收期不大于要求的回收期限时，
技改在经济评价上可行。同样，贷款偿
还期也是辅助决策指标，技改投资若存
在贷款，则其偿还期应不大于贷方要
求的偿还期限。净现值应作为主要考察
指标，当ΔNPV(ic)< 0时，按照增量法
评价标准，技改在经济评价上不可行；
当ΔNPV(ic)≥ 0 时，按照增量法评价标
准，技改在经济评价上可行。

三、增量法与总量法比较
针对风电场技改项目的经济评价，

总量法和增量法在投资估算上有所区
别：运用总量法进行经济评价时，需
要对原有资产采用合理的方法估值，
也需要对新增投资进行估算。而运用
增量法则只需要对新增投资部分进行
估算，因此，可以省去对风电场原有
资产繁琐的估值过程。

依据总量法和增量法得到的经济
性指标都可以为是否开展技改工作提
供决策参考。采用总量法时，不仅要
将通过该法得到的指标与基准收益做
比较，也要对技改前、后的指标做比较。
增量法得到的指标则只需要与基准收

表2 风电场技改项目经济评价增量法指标举例

指标情况 技改决策建议
ΔNPV(ic) ≥ 0 技改
ΔNPV (ic)  <  0 不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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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要求做比较。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的
不同，依据增量法和总量法得到的是
否进行技改的决策建议却不完全一致。
以净现值指标为例，对同一个风电场
技改项目分别进行增量法和总量法分
析，可能会得出如表 3所示的不同指
标情形。

由此可见，在第 1、3、4 种情形下，
无论采用增量法还是总量法得出的技
改决策建议是一致的。在第2种情形下，
按照增量法可以得出应该技改的决策
建议，而采用总量法却得出不应该技
改的决策建议。实际上，除非用于技
改的资金可以投资一个盈利能力极好
的其他项目，否则根据前文对总量法
的分析，在这种情况下是应该开展技
改工作的。所以，按照增量法的评价
方法可以对风电场是否进行技术改造

表3 风电场技改项目增量法与总量法比较指标举例

序号 增量指标情况 总量指标情况 增量法技改
决策建议

总量法技改
决策建议

1 ΔNPV(ic)  ≥ 0 NPV(ic) 有  >  NPV(ic) 无 ,
 NPV(ic) 有 > 0 技改 技改

2 ΔNPV(ic)  ≥ 0 NPV(ic) 有  >  NPV(ic) 无 ,  
NPV(ic) 有  < 0 技改 不技改

3 ΔNPV(ic) < 0 NPV(ic) 有  <  NPV(ic) 无 , 
NPV(ic) 无 > 0 不技改 不技改

4 ΔNPV(ic)  < 0 NPV(ic) 有  <  NPV(ic) 无 ,  
NPV(ic) 无 < 0 不技改 不技改

表4 某风电场技改增量法与总量法主要经济指标对比

项目指标 单位 不技改 技改总量算法 技改增量算法
装机容量 MW 49.5 49.5 49.5

年利用小时数 h 800 2400 1600
项目总投资 万元 19522.75 39322.75 19800

全部投资内部收益率（税后） -11.82% 0.58% 10.09%
全部投资财务净现值（税后） 万元 -11070.89 -8719.38 1309.24

得出正确的结论。在对风电场技改项
目进行经济评价时，推荐使用该方法。

风电场技改项目经济评价实例

鉴于表 3中只有第 2种情形会在
增量法和总量法的技改决策建议上出
现分歧，现就该种情形举例分析以增
量法作为评价方法的合理性。

某风电场在 2006年年底投运一批
850kW机组，总容量为 49.5MW。风
电场批复电价为 0.5523元 /千瓦时，
固定资产净值为 19522.75万元。由于
现有风电机组的设备老化，可利用率
降低，年利用小时数仅为 800h，在进
行相关技术评估后，提出技改方案。
技改投资为 4000元 /千瓦，投资来源
为资本金投入。经过技改，年利用小

时数提升至 2400h。经载荷适应性分析，
该项目的机组在技改前、后均可以运
行 7年，技改后的上网电价按照批复
电价执行。

根据表 4中的指标，在采用增
量法分析时，按照风电行业基准收益
率要求，该技改方案的 ΔNPV(ic)＝
1309.24万元 >0，达到了要求，应对项
目进行技改。但是在按照总量法进行
技改经济性分析时，技改后的 NPV(ic)

＝ -8719.38万元，项目不应进行技改。
从全投资财务净现值的角度来看，按
照总量法分析，技改前、后的净现值
可由 -11070.89万元减亏至 -8719.38万
元。假设新增投资未用于技改，而用
于其他风电场项目 S，且该项目恰好
达到基准收益率要求，则 NPV(ic)无＋
NPV(ic)S ＝ -11070.89 万 元 <-8719.38

万元。可见，对于该项目来说，开展
技改是一个更合理的选择，按照增量
法的评价标准进行决策分析更为合理。

结论

老、旧风电场的装机容量较多，
且占据了较好的资源优势，但运行至
今普遍存在机组可靠性低、发电量少、
运维成本高、运维难度大的问题。实
施技改可以有效缓解这些问题，提升
风电机组的可靠性和风电场的收益。
风电场技改项目的经济效果不取决于
技改开始前已经支出多少费用，而仅
取决于技改过程中新增的投资，技改
项目的效益也只能是超出原有风电场
收益之上的部分，只有增量法才能反
映出当前技改决策的性质。可见，在
进行风电技改项目的经济评价时，采
用增量法作为经济评价方法可提供合
理的评价参考。
（作者单位：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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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部制在中车兰州公司风电塔架
业务中的运用   

文 | 周颜忠，马志文，王红军

中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下称“兰
州公司”）是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所属全资子公司。建厂 60多年来，
以机车检修、铁路工程起重机检修新
制、工矿机车制造为主营业务。为扭
转主营业务单一、盈利水平低的局面，
2009年 5月，兰州公司利用地域优势
进入风电塔架装备制造领域，先后在
甘肃玉门、新疆哈密投资建厂，在新
疆吐鲁番、内蒙古呼和浩特租赁建厂，
在全国范围内合作生产。经过近十年
的发展，目前已在风电塔架装备制造
行业创出“中车兰州（兰州风电）”
塔架制造品牌。

在进入该行业之初，兰州公司对
风电塔架各项运营管理的认识还是一
片空白，只能亦步亦趋地跟着同行业
单位开展运营管理工作：根据大体预
算投资建厂；跟着市场感觉投标报价；
根据使用进度现采现用物料，生产节
奏和产品质量由加工方全程控制；根
据领导安排临时决断基础管理工作，
项目完工后才能知晓经营结果。由于
无法实现对整个运营过程的有效管控，
兰州公司所开发的新产品业务面临极
大挑战。

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
如何通过管理创新，建立一套自成体

系的风电塔架运营管理模式，改变这
种被动局面，成为兰州公司急需解决
的迫切任务。为此，兰州公司针对风
电塔架业务是公司独立业务板块的特
点，率先采用事业部制架构，并通过
几年来的摸索，总结出“五统一（统
一人力资源、统一设备资源、统一市
场资源、统一技术资源、统一资金资
源）、六集中（集中市场营销、集中
招标采购、集中项目执行、集中技术
质量管理、集中经营管理、集中绩效
考核）”的运营管理机制及“七大模块”
的系统化运营管理模式，为风电塔架
业务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五统一，六集中”运营管
理机制

为了适应风电产业发展的新形势，
经过两年的探索和实践，2019年，兰
州公司改变组织机构设置，将原来风
电事业部与各子分公司平行分散的运
营管理结构转变为风电事业部垂直管
理各子分公司的集中运营管理结构，
调整相关单位职责分工，建立新的绩
效考核机制，采用“五统一”和“六集中”
的运营管理机制，将风电事业部打造
成一个独立核算的风电业务经营实体，

将各子分公司自有基地及驻外基地打
造成为执行能力强的生产车间。

一、“五统一”的内涵
一是统一人力资源。由风电事业

部对各子分公司的自有基地和驻外基
地人员配置进行统一调动。二是统一设
备资源。由风电事业部对各子分公司
的设备资源进行统筹调配、使用、租
赁和处置。三是统一市场资源。由风
电事业部对业务板块的各产品营销资
源进行集中管理，实现信息共享，开
拓不同产品市场订单。四是统一技术
资源。由风电事业部对各子分公司的
技术资源进行整合，集中负责风电业
务所有项目技术质量的管理工作。五
是统一资金资源。由风电事业部对各
项目根据轻重缓急统一安排资金支付。

二、“六集中”的内涵
一是集中市场营销。成立市场营

销部，优化营销人员配置，对营销人
员进行统一管理，实现市场集中营销
业绩最大化。二是集中招标采购。成
立招标采购部，负责风电业务的集中
招标采购工作，统筹安排资金支付，
降低采购成本。三是集中项目执行。
成立项目执行部，对各生产基地项目
执行人员进行搭配组合，提高项目生
产执行效率。四是集中技术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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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技术质量部，整合技术人力资源，
对风电业务各产品技术质量进行系统
化和集中化管理。五是集中经营管理。
成立经营管理部，对风电业务板块生
产经营工作进行集中经营核算。六是
集中绩效考核。对风电业务板块的绩
效指标进行集中考核，提高整体绩效
管理水平。

“七大模块”系统化管理模式

一、投资合作模块
（1）重资产投资，即自建厂房，

自购设备。2009－ 2012年，我国风电
项目主要集中在甘肃和新疆地区，兰
州公司为抢抓机遇，在甘肃玉门和新
疆哈密投资建厂，购置设备，开展风
电塔架生产制造业务。

（2）轻资产投资，即租赁厂房，
自购设备。2015年起，为了进一步扩
大生产经营规模，减少投资，兰州公
司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租赁生产厂房，
自购部分设备，尝试新的投资合作方
式，开展风电塔架生产制造业务。

（3）零资产投资，即委托加工，
厂房设备零投入。2016年起，新疆和
甘肃地区被国家能源局列为风电红色
预警区域，自有基地无订单。为了改
变这种被动局面，兰州公司再次创新
投资合作模式，即取得订单后，在项
目所在地就近选择生产合作厂家，采
用自购原材料委托加工的方式完成风
电塔架生产制造。

二、市场营销模块
（1）起步阶段，重点客户培养。

兰州公司于2009年刚进入风电行业时，
首要的目标是取得订单，所以，市场
营销模式也以客户关系培养为主。

（2）高峰阶段，卖方市场营销。
2015年左右，随着兰州公司在行业内

创出 “北车兰州”风电塔架制造品牌，
以及受国家风电“6·30”政策的影响，
市场订单供不应求，市场营销工作重
点以回款以及维护老客户和开发新客
户为主。

（3）低谷阶段，精准测算投标。
2016年起，兰州公司自有风电塔架生
产基地无订单，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取
得订单项目，并委托所在地生产合作
厂家加工。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所以，
在投标前必须进行精准测算，既要取
得订单，又要保证订单利润。

三、物料采购模块
（1）代理商采购。业务开展初始

阶段，由于对各项业务还不太熟悉，
主要采用代理商采购，物料采购成本
较高，采购风险较大。

（2）厂家直销采购。业务开展成
熟阶段，与钢板、法兰等主要生产供
货厂家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培育优质
供应商，主要采用厂家直销采购，降
低了采购成本和采购风险。

（3）中车供应链线上采购。近期，
兰州公司继续创新采购模式，积极对
接实施中车供应链线上采购事宜，进
一步降低采购成本和风险。

四、生产加工模块
（1）整体外包。业务起步阶段，

因对生产加工制造过程控制不熟悉，
项目生产加工制造主要采用整体外包
模式，即除了加工劳务，还将焊材焊剂、
工业气体、水电等辅材耗材整体外包，
外包价格高，成本支出较大。

（2）劳务外包。业务成熟阶段，
将加工劳务与辅材耗材分离，只将加
工劳务外包，辅材耗材自主采购，用
量定额控制，较大幅度地降低了加工
价格，减少生产成本支出。

（3）委托加工。在自有生产基地
以外取得的项目订单，为了节省运输

成本，就近寻找加工合作厂家，自己
采购钢板、法兰、门框等原材料，采
用委托加工模式开展生产制造业务。

五、质量管控模块
（1）生产管控。在生产制造整体

外包阶段，因对产品技术质量标准和过
程控制不熟悉，项目产品质量主要由生
产方控制，即兰州公司对质量管理处于
失控状态，质量控制存在较大风险。

（2）自主管控。掌握了产品技术
质量标准，熟悉技术工艺要求和质量
过程控制，产品质量管控模式逐步过
渡为由生产方与兰州公司联合管控模
式，确保产品质量，杜绝质量隐患和
风险。

（3）项目监造。在自有基地以
外的生产加工项目，为了确保产品质
量，主要采用派常驻人员现场监造的
管控模式，与生产方、项目监理方一
同对产品质量进行管控，确保产品质
量水平。

六、经营管理模块
（1）订单利润测算模板。在项目

投标报价前，创新制作订单利润测算
模板，对项目利润进行测算，在保证
目标利润的基础上，合理确定投标价
格，最大限度地确定好利润平衡点，
尽最大努力取得项目订单。以国投白
银东汽 1.5MW 13套塔筒项目为例（测
算结果如表 1所示）。在投标前，根
据项目招标资料提供的相关信息，对
项目主材料、内附件、外包项目、制
造费用等制造成本，根据当时市场价
格进行预测算，得出项目制造成本合
计 1237.73万元，再根据项目的目标毛
利率 8.69%，最终确定项目投标价格
1586万元。

（2）成本控制分析模板。在项目
执行过程中，根据订单利润测算模板
对实际发生的成本进行控制，对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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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本支出偏差，及时分析并采取有
效措施，确保项目测算成本准确分摊。
仍以上述项目为例，其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该项目测算制造成本合计 1237.73

万元，测算目标毛利率为 8.69%，但在
执行过程中，各项采购成本略有偏差，
加上部分成本费用分摊出现差异，致
使实际发生的制造成本合计 1259.40万
元，实际毛利率为 7.09%，毛利润减少
21.62万元，毛利率也减少 1.6%。通过

分析得出成本偏差原因后，对症下药
提出改进措施，如与材料供应厂家沟
通，严格按照钢板、法兰等原材料图
纸要求尺寸和重量生产，减少重量偏
差，控制材料成本；及时分摊当期项
目成本，避免前期项目成本分摊到后
期项目上，造成成本超支。

（3）当期经营结果分析模板。在
当期各项目整体完工后，参照各项目
投标测算利润和分摊成本，对当期完
工项目整体经营结果进行分析，从而

表1 国投白银东汽1.5MW 13套塔筒项目订单测算

项目 成本费用名称 材质、规格 计量单位 数量 单套金额（万元） 总金额（万元）

销售合同 套 13 122.00 1586

销售收入 套 13 104.27 1355.51

主材料

塔筒钢板 Q345E、12~26mm 套 13 45.62 593.06

基础环钢板 Q345E、44mm 套 13 3.66 47.58

连接法兰 锻造 Q345E-Z25 套 13 11.97 155.61

基础环法兰 Q345E-Z25 套 13 2.39 31.07

塔筒门框 Q345E-Z35 个 13 1.62 21.06

小计 套 13 65.26 848.38

内附件

铁件 镀锌件、不锈钢件 套 13 4.12 53.56

电器件、密封件 套 13 1.71 22.23

标准件 套 13 0.09 1.17

滑轨 套 13 0.55 7.15

小计 套 13 6.47 84.11

外包项目

加工费 ( 含防腐、检测、包装、吊装费 ) 套 13 17.64 229.32

运保费 套 13 4.37 56.81

小计 套 13 22.01 286.13

制造费用

城建及教育费附加 套 13 0.50 6.5

厂房设备折旧 按 5100 万元计算 套 13 0.97 12.61

小计 套 13 1.47 19.11

制造成本合计 套 13 95.21 1237.73

毛利 套 13 9.06 117.78

毛利率 8.69%

得出当期生产经营成果情况。
七、基础管理模块
（1）集中化管理：改变以往以各

子分公司为主体的分散管理模式，实
行大事业部制架构，统一资源，集中
调配，最大限度发挥各种资源的优势
作用。

（2）制度化管理：通过多年来的
补充、修订和完善，制定了风电业务
板块统一的管理制度和管理办法，为
开展各项基础管理工作提供依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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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国投白银东汽1.5MW 13套塔筒投标测算与成本核算对比分析

项目 成本费用名称 计量
单位 数量 单套金额

（万元）
测算总金额

（万元）
实际总金额

（万元）
差额

（万元） 分析

销售合同 套 13 122.00 1586 1586

销售收入 套 13 104.27 1355.51 1355.51

材料

塔筒钢板 套 13 45.62 593.06 590.68 -2.38 采购价略低

基础环钢板 套 13 3.66 47.58 46.07 -1.51 采购价略低

连接法兰 套 13 11.97 155.61 154.60 -1.01 采购价略低

基础环法兰 套 13 2.39 31.07 30.22 -0.85 重量略减

塔筒门框 个 13 1.62 21.06 20.56 -0.5 重量略减

小计 套 13 65.26 848.38 842.13 -6.25

内附件

铁件 套 13 4.12 53.56 55.90 2.34 摊销附件整改费

电器件 套 13 1.71 22.23 20.11 -2.12 摊销附件整改费

标准件 套 13 0.09 1.17 1.09 -0.08 兰州海达

爬梯 套 13 - - 0.00 含在铁件里

滑轨 套 64.21 0.55 7.15 7.15 0.00 上海东锐

LED 灯 套 13 8.20 8.20 因业主要求采购

小计 套 13 6.47 84.11 92.43 8.32

外包项目

加工费 套 13 17.64 229.32 227.61 -1.71 扣减油漆费

运保费 套 13 4.37 56.81 52.00 -4.81

小计 套 13 22.01 286.13 279.61 -6.52

制造费用

城建及教育费附加 套 13 0.50 6.5 5.23 -1.27

厂房设备折旧 套 13 0.97 12.61 40.00 27.39

小计 套 13 1.47 19.11 45.23 26.12

制造成本合计 套 13 95.21 1237.73 1259.40 21.67

毛利 套 13 9.06 117.78 96.16 -21.62

毛利率 8.69% 7.09% -1.6%

了规范项目执行，编制了项目经理手
册，明确了项目经理的职责。

（3）流程化管理：将管理制度规
定转化成流程图，解决了办事流程标
准化的问题。

（4）表单化管理：根据办事流程
图，利用表单具体落实管理制度规定。

结论

兰州公司在风电塔架业务上历
经近十年的发展，在不断总结实践
经验基础上提出的各项创新管理模
式，在不同运营管理时期发挥了不
同的作用，使得公司的运营管理水

平不断提高，取得突出的经济效益。
本文所述的各种管理模式，不仅可
为风电塔架业务运营管理提供一种
可复制的创新方案，也可为其他新
产品开发的运营管理工作，提供可
参考的思路。
( 作者单位：中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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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实际工程的风电场尾流模型分析
文 | 王先阳，杨玉，刘天胜

 

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世
界各国都在为节能减排采取积极措施，
清洁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越来越
大。十几年来，我国风电市场得到迅
猛的发展，基于趋于成熟的行业标准
和规范，风电项目的开发逐渐走向规
模化和商业化，在开发前期对于风能
资源的利用也越来越精细化。

尾流是造成风电场发电量损失的
重要因素之一，准确评估风电场的尾流
效应，对于优化排布、机组选型、风
电场设计等方面至关重要。因此，在
进行风电机组排布等前期开发设计工
作时，机组间的尾流影响也受到人们
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行业内已有
大量成熟的尾流模型，如风能资源分
析软件WAsP中较为常见的 Park尾流
模型和 Fuga尾流模型，丹麦WindPRO

软件中的 EVM模型（EddY Viscosity 

Model）以及风电场设计软件 Openwind

中适用于大基地风电场的 DAWM模型
（Deep Array Wake Model）等。

本文基于某风电场内测风塔 10

分钟测风数据，按照行业标准 NB/T 

31147－ 2018《风电场工程风能资源测
量与评估技术规范》及 IEC 61400-1－
2019《Wind energy generation systems》
关于测风数据处理部分的要求，使用
Windographer软件对测风数据进行处理
分析，通过对同一座测风塔不同高度层
风速的相关性进行分析，首先还原测风
塔 105m高度自由流风速，然后采用实

际工程中使用较多的Modified Park 尾流
模型和 EVM尾流模型，计算得出 4个
典型时间段不同尾流模型下的风速结果。
通过将受尾流影响的风速与同时段还原
后的自由流风速进行对比，探究 2个尾
流模型对尾流影响程度的评估效果。

尾流模型介绍

一、 Modified Park尾流模型
Park尾流模型是丹麦 Risø实验室

的 Katic和 N.O.Jensen基于理想风力机
一维动量守恒原理提出的适用于平坦
地形的线性尾流模型，是一种一维线
性尾流模型，不考虑湍流效应带来的
影响。该模型假设：（1）尾流区从风
轮后开始，初始直径即为风轮直径；（2）
尾流速率按照线性关系增长；（3）截
面上尾流流速分布均匀。

在实际工程中，风电机组的功率
系数达不到理想模型的数值，于是延
伸出更符合实际工程的改进的 Park尾
流模型，即 Modified Park尾流模型。
该模型广泛应用于WAsP、WindPRO、
WindFarmer、WindSim 和 WT 等。 该
模型假设尾流边界线性扩张，边界宽
度为 D+2kx。模型表达式如下：

V V 1 1 1 2C D kx
D

down up

2

T= - - -
+

a dk n> H   

                                                            （1）
式中，Vdown为下风向风速，单位

为m/s；Vup为上风向风速，单位为m/s；

CT为风电机组的推力系数；D为风电
机组的风轮直径，单位为 m；x为与风
电机组的距离；k为尾流衰减系数，其
表达式为：

          k 1/ 21n Z/Z0= b ` jl          （2）

式中，Z为风电机组的轮毂高度，
Z0为地表粗糙度。

二、 EVM尾流模型 
Ainslie提出的二维轴对称涡流

理论模型（EVM尾流模型）假定尾
流区为二维轴对称，坐标系采用柱坐
标，利用涡流黏度约束以及时间平均
RANS公式计算轴对称结构的风电机
组的尾流。该模型加入了流场中流体
湍流效应带来的影响，风速在截面方
向上呈非线性分布，并假定气流是不
可压缩的。模型将尾流区域分为近尾
流区、过渡区和远尾流区，其表达式为：

    1 3.56U
U D exp b

r
0

2

M- = - d n* 4      （3）

式中，U0是自由气流平均风速，
U是尾流中心线距离 r处的风速；DM

是尾流中心线处的初始风速衰减；b是
尾流宽度参数，公式如下：

     
b 8D (1 0.5D )

3.56C
M M

T
=

-

      
（4）

DM与推力系数 CT和湍流强度相
关，表达式如下：
   

D C 0.05 16C 0.5 1000
I

M T T= - - -` j
                                                            

                                                             （5）
式中，I为环境湍流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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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况

本文所选的研究项目位于天津市大
港区，机组均为 G132-5.0MW型，叶片
长度为 64.5m，扫风面直径为 132m，轮
毂高度为 105m。

机组与测风塔（记录仪为 NRG）
的相对位置如图 1所示：1#机组位于测
风塔南偏西 50°（230º）190m处；2#机
组位于测风塔东偏南15°（105º）570m处。

测风塔位于平原地区，塔高
105m，采样间隔为 1s，测风设备为
NRG风速传感器。目前收集到测风塔
2018年的 10分钟测风数据，测风塔配
备信息及结构如表 1及图 2所示。

如图 2所示，测风塔在 105m、
85m、65m、50m和 30m处均安装有
风速仪和风向标，在 8m高度上安装有
温度计、气压计和数据的记录仪。

尾流分析及验证

首先，确定测风塔受尾流影响的
高度和角度，对 30m和 105m高度实
测数据进行合理性检验，将无效数据
剔除后，得到 2个高度有效数据时间
序列，采用MCP（测量―相关―预测）
的方法还原得出一套 105m高度处的自
由流风速，作为本文尾流模型验证部
分对比数据的来源。

一、尾流影响角度确定
根据 IEC 61400-12-1：2017标准中

给出的影响扇区的计算公式，确定风电
机组对测风塔的影响扇区范围（如图3）：

1.3arctan 2.5 / 0.15 10D Ln ni = + +` j   （6）
式中，Dn为风轮直径，Ln为机组

与测风塔的直线距离。
根据实例中测风塔与风电机组

的实际距离计算影响角度，则 Dn＝
132m，L1n＝ 190m，L2n＝ 570m，可得：

表1 测风数据传感器高度

传感器高度
风速 / 风向 30m 65m 85m 105m
温度 / 气压 8m

数据时间段 2018 年 1 月 8 日—2018 年 12 月 15 日

图1 测风塔与风电机组相对位置

图2 测风塔结构示意图

陆地

海面

测风塔

1# 风电机组

190m

2# 风电机组

570m

北

1#机组位于测风塔南偏西 50 °
（230º）处；2#机组位于测风塔东偏
南 15°（105º）处。1#机组对测风塔的

尾流影响区域大小为 90°，即尾流区域
范围为 185º~275º；2#机组对测风塔的
尾流影响区域大小为 57°，即尾流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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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为 76.5º~133.5º。
二、尾流影响高度确定
1# 与 2# 机组的轮毂高度均为

105m，叶片长度为 64.5m，即叶尖距
离地面最低高度为 40.5m，最高点距地

面高度为 169.5m。
从西南及东南方向的来流风速经

过 1#、2#风电机组时，在机组后方形
成尾流区。本文选取受风电机组影响典
型时间段的风速曲线如图 4、图 5所示。

如 图 4 所 示，8 月 27 日 15 时
至 21 时，风向为东南方向，介于
105° ~125°，测风塔位于 2#风电机组尾
流影响区。此时 30m高度风速明显高
于测风塔其他高度层风速。

图3 Ln/Dn和影响角度范围的关系

图4 测风塔受2#风电机组影响风速风向曲线
（2018/8/27 15:00－21:00）

1.3arctan 2.5 0.15/ 10 or 1.3arctan 2.5 / 0.15 10D L D Le e n ni i= + + = + +` `j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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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测风塔处于尾流影响区时，65m、
85m、105m高度处的风速下降趋势
明显，而 30m高度处的风速受影响较
小，且风电机组叶片最低点距离地面
40.5m，高于风速仪安装的 30m高度。

为最大程度利用实测数据，将测

风塔 30m高度处的实际测风数据作为
本文对尾流影响程度计算的参考值。
受尾流影响的测风数据高度包括：
65m、85m、105m。利用 30m高度的
实测数据在Windographer软件中采用
MCP（测量―相关―预测）的方法还

图5 测风塔受1#风电机组影响风速风向曲线
（2018/12/12 11:00－22:00）

如图 5所示，12月 12日 11时至 22

时，风向为西西南，介于 240° ~260°，
测风塔位于 1#风电机组尾流影响区。
此时 30m高度风速明显高于测风塔其
他高度层风速。

根据对实测数据的分析结果，

图6 各尾流模型计算对比
（典型时段一 2018/9/16 15:2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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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各尾流模型计算对比
（典型时段二 2018/12/12 12:00－22:50）

原 105m高度处的风速数据。
三、尾流模型验证
将上述还原所得的 105m 高度

自由流风速序列作为自然风速导入
Openwind软件，使用各尾流模型计算
得到测风塔 105m高度处的风速，将其

与测风塔实测风速进行对比，验证尾
流模型的适用性。选取 2台风电机组
影响扇区角度范围内 2个典型时段，
作为本文尾流模型验证数据的基础。
以下为选取 4个典型时段尾流模型计
算结果与实测风速的对比。其中，图 6

和图 7分别为典型时段一和二，位于
1#尾流区；图 8和图 9分别为典型时
段三和四，位于 2#尾流区。从图中可
以看出，EVM模型计算得出的尾流后
风速更接近于实测尾流风速值。

如图 6所示，选取 2018年 9月

图8 各尾流模型计算对比
（典型时段三 2018/8/27 14:00－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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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各尾流模型计算对比
（典型时段四 2018/10/15 14:40－19:40）

16日 15:20－ 22:00近 7个小时的风速
风向数据，此时风向介于 230° ~267°，
测风塔位于 1#风电机组尾流区。

如图 7所示，选取 2018年 12月
12日 12:00－ 22:50近 11个小时的风速
风向数据，此时风向介于 240° ~260°，
测风塔位于 1#风电机组尾流区。 

如图 8所示，选取 2018年 8月
27日 14:00－ 21:50近 8个小时的风速
风向数据，此时风向介于 105° ~130°，
测风塔位于 2#风电机组尾流区。

如图 9所示，选取 2018年 10月

15日 14:40－ 19:40 5个小时的风速风
向数据，此时风向介于 108° ~125°，测
风塔位于 2#风电机组尾流区。

结论

本文简单介绍了Modified Park尾
流模型和 EVM尾流模型的原理，并在
Openwind软件中对各尾流模型进行验
证。对比结果显示，各尾流模型均存
在对测风塔受风电机组尾流影响程度
低估的情况。与Modified Park尾流模

型相比，EVM尾流模型计算得到的风
速更趋近实测风速。但需要注意的是，
本文为便于对尾流影响程度进行定量
分析，将测风塔 30m高度处的实测数
据视为未受尾流影响的数值，具有一
定的误差和不确定性。同时，基于 1

座测风塔的尾流分析不具备规模风电
场尾流的普遍性。此外，受限于软件，
本文分析的模型种类较少，后续可对
其他软件尾流模型进行对比分析。
（作者单位：北京瑞科同创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表2 各尾流模型轮毂105m高度处风速计算对比

测风塔选取时间段 时段一 时段二 时段三 时段四
尾流区 1# 风电机组尾流区 2# 风电机组尾流区

105m 高度实测尾流风速 （m/s） 3.25 3.62 4.36 3.19
105m 高度还原自由流风速（m/s） 5.25 7.81 5.64 5.97
实测风速与自由流风速差值百分比 38% 54% 23% 47%

Modified Park 尾流模型计算风速（m/s） 4.08 6.89 5.12 5.17
Modified Park 尾流模型计算与自由流风速差值百分比 22% 12% 9% 13%

EVM 尾流模型计算风速（m/s） 3.76 6.69 5.07 5.08
EVM 尾流模型计算与自由流风速差值百分比 28% 14% 1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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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波浪载荷计算方法对漂浮式风电
机组动态响应影响分析

文 | 李辉，蔡梅园，侯承宇，尹为刚

在全球高度关注低碳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下，风能作为
一种清洁和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全球热点。随着陆地可开发
风能资源日益减少，风电开发向海上扩展成为必然。然而，
随着海上风电开发的推进，风电项目将由近海走向远海，水
深的增加对风电机组基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采用近海
风电场固定于海底的桩结构，整个风电机组基础的成本将随
着海水深度的增加急剧上升，使深海风电场建设在经济上变
得不可行，而将风电机组安装在漂浮式平台上则可以很好地
解决这一问题。

漂浮式风电机组所受载荷复杂，风电机组、浮体和系
泊系统非线性耦合强，开展一体化设计显得十分必要。在风
电机组一体化设计中，一体化仿真分析是重中之重。由于漂
浮式风电机组与固定式风电机组不同，整机载荷受基础型式
和运动响应影响明显。因此，能否准确地将气动载荷、水动
载荷、系泊系统和风电机组控制系统耦合到一起进行仿真是
当前比较关键的问题。目前，行业针对漂浮式风电机组一体
化仿真开展了很多研究工作，包括一体化仿真软件的准确性
和通用性、一体化仿真的工况定义、固定式风电机组气动载
荷计算方法在漂浮式风电机组上的优化改进、不同水动力载
荷计算方法对漂浮式风电机组整体响应的影响以及漂浮式
风电机组控制策略优化等。

在使用一体化仿真软件进行分析时可以发现，关于风
电机组基础波浪载荷计算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势流理论方
法，另一种是莫里森方法，两种方法各有特点。本文主要研
究采用不同波浪载荷计算方法对机组整体运动响应和载荷
的影响，为漂浮式风电机组一体化仿真分析时波浪载荷计算
方法的选择提供借鉴。

基本理论

作用在物体上的波浪载荷是由波浪产生的压力场引起
的，一般将波浪载荷分为拖曳力、惯性力和绕射力。拖曳力
是物体造成水流的扰动引起的；惯性力包括两个部分，一
是入射波压力场引起的作用力，二是流体的惯性引起的附加
质量力；绕射力是波浪受物体影响发生绕射引起的作用力。
波浪载荷各分量对于具体的结构物而言并非同等重要，其影
响程度取决于结构物的型式和尺度，以及所选取的波浪状况
等。通常对大尺度结构和小尺度结构采取不同的方法计算波
浪载荷：对于小尺度结构物，波浪的拖曳力和惯性力是主要
分量，波浪载荷可以用莫里森公式计算；对于大尺度结构物，
波浪的惯性力和绕射力是主要分量，波浪载荷采用线性绕射
理论计算。

近代，由于海洋结构物尺度的大型化、形状的复杂化
以及环境因素的极端化，建立在势流理论上的三维源汇分布
法或Green函数法得以开发与应用。根据三维源汇分布理论，
特定的 Green函数和相应的面元数值方法，是三维物体在波
浪中遭遇荷载与运动的基本计算方法，即势流理论方法。对
于海洋结构物的各组成部分，又可以根据其形状与流场的不
同分别应用相应的计算方法，最大限度地简化计算。鉴于对
高海况的关注，上述各种在频域中的计算分析方法的应用受
到了限制，因而基于这些理论的时域直接计算方法也获得发
展机遇。在现行的船级社规范中，对一般的船舶与小尺度结
构物运动与荷载的计算，莫里森方法与切片法仍然是被推荐
的方法，然而对于大型船舶与海洋平台的计算，有的设计规
范已规定必须应用三维算法。



Technology | 技术

  83  

一、莫里森方法
莫里森方法通常用来计算细长结构物受到的波浪载荷，

广泛应用在早期海洋工程领域，是建立在半经验、半理论上
的对于固定细长构件遭遇波浪荷载的一种行之有效的二维
计算方法。该方法基于绕流理论，假定结构的存在对波浪没
有显著影响，波浪力的组成包括惯性力和拖曳力。业界普遍
认为该方法适用于 D/L<0.2的情况，D为结构直径，L为波
长。该方法基于线性化的自由面边界条件假设，只有在运动
幅度相对较小时才适用。采用莫里森方法计算波浪力时，选
取合适的拖曳力系数和惯性力系数是关键所在。

设有一圆柱体，立于水深为 d的海底处，入射波沿 x

正方向传播，波高为 H，圆柱轴心和海底水平线的交点为坐
标原点，如图 1所示。作用在直立柱体任意高度处的单位柱
高上的水平波浪力为：

2
1f f f C Au u V dt

du
V dt

du
C0 0H D L D x x

x
m

x
t tt= + = + +

   
（1）

式中，fD为水平拖曳力，fL为水平惯性力，CD为与柱
体轴线方向垂直的拖曳力系数，A为单位柱高垂直于波向的
投影面积，ux为柱体中心轴上任意高度 z处波浪水质点的水
平速度，V0为单位柱高的排水体积， dt

dux 为柱体的轴中心
位置任意高度 z处波浪水质点的水平加速度，Cm为附加质
量系数。

该方法在海上固定式油气平台和风电机组基础（尤其
是导管架平台、自升式平台、直径较小的单桩基础等）设计
中应用较为广泛。对于大直径单桩基础、重力式基础等，需
要对莫里森方法进行修正，或者基于Mac Camy&Fuchs提
出的绕射理论进行修正计算。

二、势流理论
对于一些较大的浮式结构物，如 FPSO、半潜式平台、

驳船、漂浮式风电机组等，结构物的存在使得入射波发生较
大的反射和绕射现象，所以，在计算波浪载荷时，绕射力不
能忽略。目前，针对大型浮体波浪载荷的计算，主要是采用
三维势流理论方法。该方法假定流体无粘、有势无旋、不可
压缩，在波高与波长之比较小时，可进一步简化求解；认为
波浪载荷以惯性力和绕射力为主，粘性力相对较小。当然，
对于一些大尺度和小尺度共存的浮体，如桁架式 Spar、斜
撑较多的半潜平台等，需要同时考虑大尺度构件绕射波浪载
荷和小尺度构件的粘性载荷。

根据势流理论，在流域范围内的速度势满足 Laplace

方程：

z

c

d
dz

fH

z

x

图1 莫里森方法计算波浪载荷示意图

                                   02d z =                                        （2）
而速度势可以分解为绕射势和辐射势，表示如下：
                     0 7R D Rz z z z zz = + = + +                      （3）
                           i 1 6R j j jz z~ f= = -|                            （4）
                               0 7Dz z z= +                                    （5）
式中，ω为波浪圆频率，εj为物体六自由度运动幅值（刚

体假定），ϕj为单位辐射势，ϕ0为入射波速度势，ϕ7为绕射势。
通过在物体湿表面分布源汇来确定流场速度势，采用

Green函数求解上述边界条件得到总速度势，进而求得物体
表面上的压强分布，积分即可得到物体上的总波浪力和力矩。

对于漂浮式风电机组一体化仿真软件，由于同时考虑
气动载荷、水动载荷、控制系统与锚泊系统的耦合，软件计
算时间较长，在前期基础方案没有完全确定时，经常会采用
简化的基础模型进行初步的一体化载荷仿真，用于评估漂浮
式风电机组总体方案的可行性。另外，由于很多漂浮式风电
机组基础型式由细长杆件和大型立柱组成，很多基础结构尺
寸满足莫里森方程的假定，所以，目前开发的漂浮式风电机
组一体化仿真软件，可以同时采用莫里森方法和势流理论方
法计算波浪载荷。

算例主要参数

为了研究不同波浪载荷计算方法对漂浮式风电机组总
体响应与机组载荷的影响，本文选用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
实验室（NREL）公开的 5MW风电机组参数和 OC4公开
的半潜式风电机组基础进行建模，各项主要参数如表 1－
表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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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莫里森方法的水动力系数

位置 横向 Cd 横向 Cm 竖向 Cd 竖向 Cm
上部立柱 1.77 1.65 - -
下部立柱 1.85 1.65 12 2.8
中心立柱 1.52 1.65 - 1.0
中间斜撑 0.945 1.2 - 1.0

表1 NREL 5MW风电机组的主要参数

额定功率 5MW
风电机组型式 上风向、3 叶片、双馈机组

控制策略 变桨变速
传动链 高速齿轮箱式

轮毂高度 90m
风轮直径 126m

切入 / 额定 / 切出风速 3m/s、11.4m/s、25m/s
切入 / 切出风轮转速 6.9rpm、12.1rpm

风轮质量 110000kg
机舱质量 240000kg
塔架质量 347460kg

风电机组重心（含塔架） （-0.2，0，64）m

表2 OC4半潜型漂浮式基础的主要参数

基础吃水 20m
塔底到水线面距离 10m

立柱顶部到水线面距离 12m
立柱间距 50m

上部立柱高度 26m
下部立柱高度 6m

下部立柱顶到水线面距离 14m
中心立柱直径 6.5m
上部立柱直径 12m
下部立柱直径 24m

立柱间斜撑直径 1.6m
总重量 13473t

整体重心（含风电机组） (0，0，-13.46)m

表3 系泊系统参数

系泊线根数 3
系泊线夹角 120deg
锚固点水深 200m

导缆孔到水线面距离 14m
系泊半径 837.6m

系泊线长度 835.5m
系泊线等效直径 76.6mm
系泊线等效干重 113.35kg/m
系泊线等效湿重 108.63kg/m

系泊线拖曳力系数 1.1
系泊线附加质量系数 1.0

海底摩擦系数 1.0
结构阻尼比 2.0%

塔顶

77.6m

10m

26m
20m

6m

塔底

干弦

SWL

图2 OC4项目漂浮式风电机组示意图  

图3 系泊系统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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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要采用不同方法计算波浪载荷，所以，在进行时
域分析之前需确定两种分析方法的水动力系数。本文直接使
用 OC4项目验证过的水动力系数，分别如表 4和图 4、图 5

所示。

算例结果分析

为了进行对比分析，本文选用了 Deeplines软件进行一
体化仿真分析。该软件在气动载荷和水动载荷计算方面均有
较强的功能。根据上述参数，基于不同波浪载荷计算方法建
立一体化仿真模型如图 6、图 7所示。仿真中虽然采用不同

图4 平动自由度附加质量系数  图5 平动自由度阻尼系数

的波浪载荷计算方法，但是整个系统的六自由度衰减周期和
阻尼是接近的。

为了消除海流载荷对结果的影响，本次对比选用的
环境条件组合只包含方向相同的风和波浪。针对漂浮式风
电机组的特点，本文分别对发电工况和空转工况进行了分
析，每个工况选择的分析时间是 1h，仿真工况参数定义
如表 5所示。

根据漂浮式风电机组的特点，分别选取具有代表性的
基础指标和风电机组载荷进行输出和对比（结果见表 6－表
8及图 8－图 12）。通过表 6－表 8给出的统计结果可以看
出，不同波浪载荷计算方法对漂浮式风电机组基础运动响应

图6 势流理论方法的一体化模型 图7 莫里森方法的一体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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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塔底载荷影响明显，最大差异可以达到 1倍以上，但是对
风电机组叶片、轮毂、偏航载荷结果影响不大，差异最大不
高于 10%。因此，选用合适的波浪载荷计算方法对漂浮式
风电机组运动响应和机组载荷评估十分关键。

通过表 6和表 7的对比结果可以看出，采用不同波浪
载荷计算方法所得不规则波作用下的差异要比规则波作用下
明显，说明整个系统的非线性较强。由于采用莫里森方法时，

基础构件与风电机组塔架之间的耦合和相对变形更大，所
以，采用该方法计算得到的机舱加速度更大。

对比表 7和表 8的结果可以看出，随着波高的增大，
不同波浪载荷计算方法对系泊系统有效张力的影响增大。但
是由于本次一体化仿真分析中没有考虑二阶波浪力作用，而
二阶力对系泊系统影响较大，所以，不同波浪载荷计算方法
对系泊系统的影响没有预期那么大。

表6 发电工况1和2的统计结果

特征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编
号 变量 单位 势流理论

方法
莫里森

方法 差值 势流理论
方法

莫里森
方法 差值 势流理论

方法
莫里森

方法 差值

发电工况规则波
1 锚链 1 有效张力 kN 949.8067 1048.001 10% 1783.024 1826.828 2% 1342.205 1424.826 6%
2 锚链 3 有效张力 kN 933.6952 1045.606 12% 1761.908 1806.781 3% 1341.64 1427.971 6%
3 纵荡 m -15.420371 -17.39043 13% 1.586149 1.192304 -25% -7.712263 -11.755662 52%
4 纵摇 deg -9.794637 -6.616952 -32% 1.480423 2.230143 51% -5.475875 -2.825548 -48%
5 垂荡 m -2.902901 -2.645884 -9% 2.755492 2.424188 -12% -0.066166 -0.091097 38%
6 艏摇 deg -0.795731 -0.683807 -14% 1.208892 0.985746 -18% 0.185252 0.114271 -38%
7 机舱前后加速度 m/s² -0.977183 -0.873628 -11% 0.986058 0.895666 -9% -0.000245 -0.000118 -52%
8 机舱摇摆加速度 deg/s² -0.991296 -1.006297 2% 0.791005 0.712754 -10% 8.75437E-05 0.00008 9%

发电工况不规则波
1 锚链 1 有效张力 kN 1044.375 1019.731 -2% 1343.682 1253.148 -7% 1162.702 1126.161 -3%
2 锚链 3 有效张力 kN 1044.376 1019.098 -2% 1343.702 1252.516 -7% 1162.704 1126.167 -3%
3 纵荡 m -5.337868 -2.561438 -52% 3.413179 0.867312 -75% -0.645089 -0.81233 26%
4 纵摇 deg -0.832581 -2.04341 145% 1.623534 2.175273 34% 0.380508 0.131547 -65%
5 垂荡 m -0.305601 -0.682034 123% 0.296968 0.477172 61% -0.005276 -0.0057167 -8%
6 艏摇 deg -0.000428 -0.000676 58% 0.000592 0.001312 122% 7.84238E-05 0.000294 275%
7 机舱前后加速度 m/s² -1.399587 -1.647721 -18% 1.280553 1.436142 -12% 0.001414 0.00284 -101%
8 机舱摇摆加速度 deg/s² -0.984479 -1.495024 -52% 0.95307 1.546072 -62% 0.000913 0.001924 -111%

表5 工况参数定义

工况名称 工况描述 风速（m/s） 风向（deg） 波高（m） 周期（s） 浪向（deg）
发电工况 1 无风规则波 - - 10 15.5 180
发电工况 2 无风不规则波 - - 5 8 180
发电工况 3 不规则波 &3 维湍流风 11.4 180 5 8 180
空转工况 不规则波 &API 风谱 50 180 10 15.5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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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发电工况3的统计结果

特征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编
号 变量 单位 势流理论

方法
莫里森

方法 差值 势流理论
方法

莫里森
方法 差值 势流理论

方法
莫里森

方法 差值

1 锚链 1 有效张力 kN 1.05E+03 1.00E+03 -5% 1.81E+03 1.65E+03 -9% 1.45E+03 1.42E+03 -2%

2 锚链 3 有效张力 kN 1.05E+03 1.00E+03 -5% 1.74E+03 1.66E+03 -4% 1.45E+03 1.41E+03 -2%

3 纵荡 m -14.981998 -15.86312 6% 3.85548 3.407976 -12% -8.659488 -11.39971 32%

4 纵摇 deg -11.243167 -7.2473 -36% 0.527703 1.855087 252% -6.031061 -2.971419 -51%

5 垂荡 m -0.501932 -0.726675 45% 0.577293 0.742217 29% -0.102461 -0.236118 130%

6 艏摇 deg -2.390838 -1.999897 -16% 2.208581 1.861795 -16% 0.08258 0.006751 -92%

7 机舱前后加速度 m/s² -1.713095 -2.685151 57% 1.309954 2.529886 93% 0.000288 0.000563 95%

8 机舱摇摆加速度 deg/s² -1.266857 -2.098378 66% 1.150476 1.833064 59% 0.000243 0.000471 94%

9 塔底 Fx kN -2.12E+03 -2.12E+03 0% 3.34E+02 6.39E+02 91% -1.22E+03 -9.13E+02 -25%

10 塔底 My kN·m -1.41E+05 -1.47E+05 4% 2.36E+04 4.37E+04 85% -8.27E+04 -6.47E+04 -22%

11 偏航 Fx kN -1.68E+03 -1.74E+03 4% 2.39E+02 4.56E+02 91% -1.01E+03 -8.22E+02 -19%

12 偏航 My kN·m -5.61E+03 -5.97E+03 7% 4.65E+03 4.93E+03 6% -1.18E+03 -1.00E+03 -15%

13 轮毂 Fz kN -1.16E+03 -1.15E+03 -1% -8.55E+01 -8.67E+01 1% -8.36E+02 -7.76E+02 -7%

14 轮毂 My kN·m -4.62E+03 -4.42E+03 -4% 5.45E+03 5.22E+03 -4% 9.480895146 1.04E+01 9%

15 叶根 Fx kN -1.09E+03 -1.03E+03 -5% 1.49E+02 1.47E+02 -1% -5.77E+02 -5.85E+02 1%

16 叶根 My kN·m -1.40E+04 -1.43E+04 2% -3.21E+02 -3.39E+02 6% -9.18E+03 -8.97E+03 -2%

17 变桨角度 deg -9.0351 -9.0376 0% 0 0 0% -0.98873766 -1.333633 35%

18 发电功率 kW 0 0 0% 6081.4 5894.6 -3% 4098.333701 4229.7148 3%

表8 空转工况的统计结果

特征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编
号 变量 单位 势流理论

方法
莫里森

方法 误差 势流理论
方法

莫里森
方法 误差 势流理论

方法
莫里森

方法 误差

1 锚链 1 有效张力 N 8.33E+02 5.53E+02 -34% 3.36E+03 3.99E+03 19% 2.10E+03 2.20E+03 5%

2 锚链 3 有效张力 N 8.29E+02 5.45E+02 -34% 3.39E+03 4.01E+03 18% 2.10E+03 2.20E+03 4%

3 纵荡 m -21.890153 -31.94691 46% 0.000001 0.000001 0% -15.130937 -21.31877 41%

4 纵摇 deg -23.915317 -14.49704 -39% -1.868359 0.257395 -114% -14.102315 -7.18395 -49%

5 垂荡 m -3.153022 -4.834837 53% 3.641778 4.488519 23% 0.308033 -0.058993 -119%

6 艏摇 deg -0.033816 -0.099147 193% 0.654483 0.571222 -13% 0.309684 0.201996 -35%

7 机舱前后加速度 m/s² -3.359315 -3.259222 -3% 2.845255 2.707155 -5% 0.000586 0.000897 53%

8 机舱摇摆加速度 deg/s² -4.117958 -3.945556 -4% 3.644541 3.794431 4% 0.001027 0.001312 28%

9 塔底 Fx N -5.35E+03 -4.74E+03 -11% -4.65E+02 -2.73E+02 -41% -2.96E+03 -2.38E+03 -20%

10 塔底 My N·m -3.49E+05 -3.14E+05 -10% -2.09E+04 -1.14E+04 -46% -1.89E+05 -1.54E+05 -19%

11 风轮推力 N 497.021 571.652 15% 2224.6 2520.56 13% 1243.922246 1297.955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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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发电工况3锚链1有效张力对比时域曲线

图10 发电工况3塔底弯矩对比时域曲线

图9 发电工况3基础纵荡位移对比时域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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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发电工况3叶根剪力对比时域曲线

图12 空转工况机舱前后加速度对比时域曲线

结论

莫里森方法和势流理论方法都是漂浮式风电机组一体
化仿真分析中重要的波浪载荷计算方法，只有针对不同的基
础型式采用合适的计算方法，才能保证计算准确，并节省时
间。本文通过对比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分析不同的波浪载荷计算方法对 OC4项目半潜
式风电机组基础运动响应的影响，不规则波的影响要比规则
波明显，随着波高的增加，二者的差异会增大。莫里森方法
计算所得机舱加速度要比势流理论方法大一些，主要原因为
采用莫里森方法建模时，基础结构不再是刚体，构件之间具
有相对变形，基础与风电机组塔架之间耦合和变形更大。

（2）不同的波浪载荷计算方法在发电工况和空转工况

下对机组塔底载荷影响明显，但是对叶根、轮毂和偏航载荷
影响不明显，差异大多在 10%以内。说明叶片和传动链部
件载荷主要受风况影响，而塔架载荷和浮体载荷受波浪载荷
计算方法影响明显。

（3）在未考虑二阶波浪力作用的情形下，不同波浪载荷
计算方法对系泊系统有效张力的影响明显。如果考虑二阶力作
用，不同波浪载荷计算方法对系泊系统的影响可能会更加明显。

（4）在概念设计或者基础方案没有完全确定时，采用
莫里森方法或者势流理论方法进行一体化仿真评估载荷都
是可行的。但在进入基本设计尤其是详细设计阶段，需要
根据基础的型式选择合适的波浪载荷计算方法，必要时还
应该采用势流理论和莫里森方法组合的方式。
（作者单位：中国船舶集团海装风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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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馈风电机组单机参与
电网调频的研究   

文 | 李德才，蔡梅园，李海波，尹为刚，柯余东 

随着化石能源日益枯竭，能源问题已经成为限制社会
发展的重要问题。风力发电以其技术成熟、成本较低和可
大规模开发利用的优势，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发展方向。但
受气候条件的制约，风电出力具有间歇性和波动性的特点，
在常规控制方式下，风电机组的机械旋转与电网频率解耦
合，使得风电机组无法为电力系统提供惯性。随着风电机
组并网容量的增加，电力系统的调频、调峰问题日益突出，
因此，风电机组需要具备功率调节和频率调控的综合控制
能力。

近些年，国内外学者对风电场参与电网调频做了大量
研究。根据相关研究成果，现有的解决方法主要有虚拟惯量
法、桨距角控制法和储能法。其中，虚拟惯量法是通过释放
储存在风电机组转子中的机械能，来实现机组输出功率的提
高；桨距角控制法是通过预留部分功率，来实现机组输出功
率的改变；风电机组与储能系统相互配合的方法，可以响应
电网频率的波动，使机组具备参与电网调频的能力。

为研究双馈风电机组调频的可行性以及控制策略，本

文以中国海装 3.2MW双馈风电机组为研究对象，根据机组
参数，在Matlab/Simulink仿真平台上搭建仿真模型，对上
述 3种调频方法进行对比分析。

双馈风电机组建模

双馈风电机组主要由叶片、塔筒、主轴、变速箱、双
馈发电机、变流器等组成，结构如图 1所示。叶片将风能转
化为机械能，双馈发电机则把机械能转变为电能，并由变压
器输送到电网。3.2MW机组的基本参数如表 1所示。

一、机械模型
叶片的作用是将风能转化为机械能，根据空气动力学

原理，叶片捕捉到的功率（Pw）可表示为：
                         

2
1 ,P Au C3

w pt m i= ` j
                   

（1）

式中，ρ为空气密度；A为扫风面积；u为风速；风能
利用系数（Cp）与叶尖速比（λ）和桨距角（θ）有关，不同

图1 双馈风电机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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桨距角的风能利用系数与叶尖速比的关系如图 2所示。
传动链部分模型由以下两个公式给出：

             T T 2H dt
dw

wt m
r

- =                   （2）
  

          
T w wD w w K dtm m r g m r g= - + -` `j j#

                 
（3）

式中，Twt为风轮机械转矩；Tm为发电机输入转矩； H

为转动惯量； wr为风轮转速；Dm为阻尼；Km为刚度； wg

为发电机转速。
二、电气模型
双馈发电机的主要功能是实现机械能到电能的转换。

电机模型使用的是 Simulink中的异步电机模型，电机 d-q轴
定转子电压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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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式中，U为电压，R为电阻，i为电流，φ为磁链，w

为转速，下标 s表示定子，下标 r表示转子。
根据有功、无功功率原理，双馈发电机在同步旋转坐

标系下的有功功率（P）、无功功率（Q）可写为：

                       P U i U i

Q U i U i
d d q q

q d d q

= +

= -
*                       （5）

根据公式（5）可以推导出变流器控制策略（如图 3）：

表1 3.2MW机组参数

指标 数值 单位
额定功率 3.2 MW
额定电压 690 V
额定转速 10.9 rpm
转速范围 6.7~12.2 rpm
额定风速 9.4 m/s
切入风速 3 m/s
切出风速 20 m/s
风轮直径 140 m
风轮惯量 4.324×107 kg·m2

额定频率 50 Hz
图2 风能利用系数曲线

网侧、转子侧变流器的控制都将有功、无功功率解耦，变流
器的内外环控制均选用标准的 PI控制。

三、变桨模型
当风速未达到额定值时，风电机组的输出功率在额定

值之下，此时机组保持最佳桨距角；当风速超过额定风速
时，需通过变桨控制系统改变桨距角，以此降低风能利用系
数，使风电机组的输出功率维持在额定值，机组进入定功率
状态。变桨控制原理如图 4所示，其中，Tp为变桨系统等
效惯性时间常数。

3种调频方法的对比研究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风电机组一次调频的技术要求与
测试规程》要求，风电机组应实现有功功率的连续平滑调节，
参与一次调频，并要求：当频率下降时，机组应增加有功功
率，有功增加量上限宜在 6%~10%Pn范围内；机组响应时
间应不大于 5s，持续时间不小于 10s。但是在常规风电机组
控制方式下，风电机组与电网完全解耦，机组出力与电网频
率无关，不能满足机组参与系统一次调频的需求。风电机组
常常工作在不同风速条件下，本文选取 8.5 m/s作为代表风
速来验证不同方法实现风电机组调频的可行性，并展示机组
的动态特性。仿真系统的初始负荷和发电量平衡，即系统的
初始频率 f＝ 50Hz。如图 5所示，在 4s时，电网负荷增加，
而后电网频率从 50Hz下降到 49.8Hz。风电机组在检测到电
网频率下降后，将改变控制策略，实现输出功率的提高。

一、虚拟惯量法

C
p

叶尖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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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机组具有很大的转动惯量，并且双馈电机可以变
转速发电，这些特性给予了风电机组一次调频的能力。

当电网频率低于 50Hz时，风电机组的发电量及转速
将共同用于计算变流器的输出电压（如图 6）。在此过程中，
由于电磁转矩大于输入的机械转矩，风轮的转速将持续下
降。为保持系统的稳定、减少振荡，该方法将转速也作为输
入量与机组功率一起用于电流环控制。本文利用虚拟惯量
法进行风电机组参与电网调频仿真时，假设风速保持 8.5m/s

不变，并且桨距角始终为 0º。
当检测到电网频率下降时，变流器将改变控制，并增

加电磁转矩的输出，使得机组的输出功率增加 10%，以满
足电网对于风电机组一次调频的要求。风电机组输出功率
如图 7（a）所示，4s后机组的输出功率从 2.5MW增加到

（a）网侧变流器                                                                                                        （b）转子侧变流器

图3 变流器控制原理

图4 变桨控制原理

图5 电网频率仿真变化

图6 转子侧变流器控制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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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输出功率 (b) 风轮转速

图7 输出功率与风轮转速仿真结果

2.82MW，并保持稳定。但如图 7（b）所示，在此过程中，
风轮转速持续下降，所以，此方法只可作为短期的一次调频
使用。同时，转子的转差率也在下降，为保证定子频率与电
网一致，转子电流的频率也需降低（如图 8）。

二、桨距角控制法
通过变桨控制可实现机组减载，进而满足电网对机组

限负荷与调频的需求。当电网负荷增加时，可通过减小桨
距角来捕获更多的风能，提高发电量，从而为系统提供频
率支持。

风电机组输出功率如图 9（a）所示，4s后机组的输出
功率从 2.18MW增加到 2.5MW，并保持稳定。如图 9（b）

所示，桨距角从 2.66º减小到 0º，风能利用系数从 0.41增加
到 0.47。此方法可以长时间提高风电机组的输出功率，能够
满足风电机组参与一次调频的需要。但是此方法会导致机组
满发时间减少，影响风电场收益。

三、储能法
储能方法主要有抽水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电池储能、

飞轮储能、超级电容储能、超导储能、储氢、储热等。考虑
到风电机组所处的地理位置与气候条件，压缩空气储能被认
为是一种适合风电机组的储能方法。

当前，国内外已有多位学者提出了多种形式的风电机
组与压缩空气储能结合的方法。结合现有技术，如图 10所示，

（a）2.5~3.5s                                                                                                         （b）19~20s

图8 转子单相电流仿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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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虚拟惯量的方法，在保证系统稳定的同时，机组可以维
持 10s以上 10%的功率输出增加。但是由于该方法通过转
化转子动能的方式来增加输出功率，在调频过程中，机组
转速将会持续下降，所以，此方法只可作为短期的一次调
频使用。桨距角控制法可以预留部分功率，当电网频率下
降时，通过减小桨距角来增大风能利用系数，进而提高风
电机组的输出功率。但是此方法会导致机组满发时间减少，
影响风电场收益。此外，风电机组与储能结合的方法可以
使机组充分利用风能，而电网对机组频率响应的要求则由
储能系统实现，但是增加储能设备会导致成本的增加。
（作者单位：中国船舶集团海装风电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建议在变速箱高速端增加单级平行齿轮传动轴，通过将
部分转矩传送到压缩机，并将机械能以压缩空气的形式储存
在储气罐中。当电网频率下降时，储存的压缩空气将被释放
出来，并在膨胀机中膨胀做功，所产生的转矩由齿轮箱传递
到双馈电机用于提高机组发电量。

结论

对于双馈风电机组单机一次调频的难题，本文介绍了
虚拟惯量法、桨距角控制法和储能法三种解决方法。其中，
对虚拟惯量法和桨距角控制法进行仿真研究的结果表明，采

（a）输出功率                                                                                                         （b）风能利用系数

图9 输出功率与风能利用系数仿真结果

图10 风电机组与压缩空气储能结合

C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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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全域感知的智能风电机组平台
应用研究

文 | 廖雪松，刘楠，董燕，邓雨，莫蕊瑜 

风电行业进入平价时代后，需要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
高的发电量，“长叶片、大功率、高塔筒”成为风电机组的
发展趋势。如何在更长、更大、更高的条件下控制成本与可
靠性，成为目前行业面临的共同课题。

叶片是风电机组主要的受力载体，为满足行业发展的
需求，其加长和轻柔设计成为风电机组设计的主要方向。但
是风轮直径越大，塔影效应对载荷的影响也越明显，影响风
轮旋转的不平衡度，对叶片、轮毂、主轴、偏航轴承、塔架
等风电机组关键部件造成很大的疲劳载荷。而随着叶片柔性
的增加，产生的形变越来越大，降低了风电机组的净空值，
在某些极端工况下，可能会引发扫塔的风险。此外，还存在
诸如尾流、塔筒方位标定精度不高、塔筒固有频率偏离等问
题。受这些问题的影响，传统控制方式无法使机组性能达到
最优。

有鉴于此，中国海装从系统角度出发针对风电机组的
感知能力进行了专项研究，在风电机组全域感知的基础上，
设计了一套智能风电机组平台。通过该平台可以监测叶片净
空、计算塔筒固有频率、控制尾流，从而系统解决大型化机
组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提高机组运行的安全性、可靠性、稳
定性。

基于全域感知的智能风电机组平台

智能风电机组平台的结构与拓扑如图 1、图 2所示。该
平台不仅可以打造具有自感知、自适应、自学习、自控制能
力的智能风电机组，同时还可搭配场站级协同控制系统，实
现风电场内机组间的协同控制，其具备的主要功能如下：
（1）全域传感系统：主控系统部署实时数据预处理逻辑，

并通过总线与传感系统实时通信，实现对机组实时状态或环

图1 智能风电机组平台结构

境的检测，保证机组稳定运行。
（2）单机智能控制平台：部署用于单机高密度数据分

析的复杂模型，单机智能控制平台与主控系统直接通信，根
据模型计算结果向主控传输预警信息，主控系统根据预警级
别执行对应逻辑。
（3）场站协同控制系统：通过 SCADA秒级数据，利

用相邻或区域机组数据的相关性，实现风电机组数据补偿及
数据共享。

 

智能风电机组平台技术

智能风电机组平台由单机智能控制系统和场站协同控
制系统构成。其中，单机智能控制系统主要包含叶片智能感
知、机舱智能感知、CMS系统监测等全域感知预警技术以
及单机智能控制技术等；场站协同控制系统主要包含尾流控
制技术等。

一、叶片智能感知系统
（一）叶片净空测量
针对叶片柔性增加带来的叶片净空问题，平台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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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净空监测的控制技术，保证叶片净空的安全。
净空测量基于雷达波测量距离的原理，建立了塔筒中

线的坐标轴，实现对风电机组净空的测量，其原理如图 3所

示。通过对传感器进行现场测试和标定，为风电机组新增了
监测叶片与塔筒间距离的功能，系统的测量精度为 0.33m，
极大避免了机组出现叶片扫塔的可能，提高机组的可靠性。

图2 智能风电机组平台拓扑

图3 净空测量原理 图4 净空测量扫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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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4所示，在广西某风电场开展了叶片净空测试。测
试结果表明，该净空监测方案准确实现了对净空的安全监测。
（二）叶根载荷测量
为降低机组载荷，提高机组的安全性，平台基于中国

海装对风电机组降载控制技术的研究，提供了基于叶根载荷
传感器载荷信号的极限载荷控制策略。其原理如图 5所示。

通过叶根载荷传感器引入叶根载荷信号，将叶片挥舞
力矩解耦到轮毂上，对点头和倾覆力矩分别实现闭环控制，
最终输出 3支叶片各自的变桨角度，实现 3支叶片间的差异
化变桨，进而有效减小风轮面内不平衡载荷，实现叶根载荷
的降低。

如图 6所示，在新疆某风电场开展了叶根载荷传感器

图5 基于叶根载荷的极限载荷控制原理

（a）1号叶片                                （b）2号叶片

（c） 3号叶片                                （d） 集线器

图6 叶根载荷传感器现场安装图

图7 卫星信号采集器现场安装图

测试。测试结果表明，该叶根载荷传感器方案准确实现了对
叶根载荷的监测。

同时，在风电场对叶根极限载荷控制技术进行了现场
测试。测试结果表明，该控制技术可降低机组载荷，提高机
组的安全性。具体测试结果为：
（1）极限载荷：轮毂Myz降低 12%，叶根Mxy降低 6%。
（2）疲劳载荷：固定轮毂My降低 12%，旋转轮毂My

降低 25%，叶根载荷My降低 15%。
二、机舱智能感知系统
（一）卫星信号应用
为了解决扇区管理、尾流控制中机舱绝对方位和坐标

测量精度不高的问题，平台通过在风电机组上应用卫星定位

图8 塔顶位移

塔
顶

位
移

幅
值

（
m
）

时间（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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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实现了对机舱的高精准定位。
通过卫星系统的现场标定，对机组进行±360°旋转后，

可以将塔筒中心位置与卫星信号进行关联，将卫星信号转换
为塔筒中心位移，实现对机组塔筒中心位移距离的直接测量。

如图 7所示，在重庆某风电场开展了卫星信号应用现
场测试。测试结果（如图 8）表明，该卫星信号应用方案准
确实现了对塔筒中心点轨迹的监测。

通过卫星信号的应用，将机组中心轨迹测量分辨率提
高到厘米级、机舱方位监视分辨率提高到 0.1°，有效提高了
扇区管理控制、尾流控制的可靠性，并为机组的塔架载荷反

图9 中心轨迹

图10 激光雷达控制原理

图11 前馈控制效果示意图

图12 偏航策略仿真对比

演计算提供了高分辨率、高精度的中心轨迹信号（如图 9）。
（二）激光雷达前馈
平台利用激光雷达测量技术，解决风速仪被动感知且

滞后于实际来流的风速测量问题。其控制原理如图 10所示。
基于风轮前端不同距离、多个位置上的风速变化信息，

使用重构算法准确得到机组未来即将面临的风况，在不改变
原有控制逻辑的基础上，根据激光雷达测量的超前风况数
据，充分考虑机组模型与实际情况存在的差别等情况，采用
变桨角度增量补偿、偏航角度增量补偿等方式进行控制，对
目前控制参数进行优化，进而提高机组安全性及稳定性，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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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机组寿命，提高全寿命周期内收益。
在新疆某风电场开展了激光雷达测量的现场测试。测

试结果表明，该激光雷达测量方案准确实现了对超前风况的
监测。同时，对激光雷达前馈控制技术进行的现场测试结果
（如图 11）表明，该技术可综合降低机组关键点载荷 5%~10%，
提升机组发电量水平 1%~3%。

三、智能控制技术
（一）偏航自适应控制
智能风电机组平台基于中国海装研发的一种偏航自适

应控制技术，可根据机组历史运行数据，通过自学习功能，
对单台机组的实际运行状态采用峰值寻优的控制策略。通过
修订及智能对比偏航控制参数，将优化后的参数自动下发到
主控系统，更新主控系统的实时运行参数，实现偏航控制的
自适应及对机组的精确控制。

在山西某山地风电场进行偏航自适应控制测试，通过
同期数据分析得到原偏航策略和自适应偏航策略控制精度
对比结果。测试结果（如图 12）表明，自适应偏航策略在
低风向偏差处对风精度有较高的提升。此外，优化后偏航次

表1 偏航次数对比

风速（m/s） 原偏航策略 自适应偏航策略 对比

3 ≤ V<5 2010 1339 66.62%
5 ≤ V<8 1612 1794 111.29%

8 ≤ V<10 394 477 121.07%
10 ≤ V<12 123 107 86.99%

>12 35 10 28.57%
合计 4174 3727 89.29%

图13 塔筒频率智能提取结果

数也得到一定的降低（见表 1）。
（二）塔筒频率在线计算
海上风电机组的基础与陆上风电机组基础不同，其受

安装环境，如海水冲刷、洋流方向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较大，
海上风电机组塔筒固有频率通常与设计值有一定的偏差。平
台基于中国海装开发的一种塔筒振动频率在线计算及机组
特征频率提取技术，通过识别出频谱图中的区域性峰值，自
动计算并查找出塔筒振动的特征频率，实现塔筒频率在线计
算及自动提取（如图 13）的功能。

通过塔筒频率自动提取功能，能顺利找到机组的塔筒
固有频率、传动链固有频率等特征频率值，准确度能达到
0.01Hz，分析最高频率为 5Hz，并通过智能对比算法，准确
利用提取的特征频率值对控制参数进行在线自动修正，提高
了机组运行的稳定性。

四、场群尾流控制
尾流是由于风轮阻挡了气流流动，导致机组下游风速

有一定程度的减弱，湍流强度有一定的增加，影响下游机组
的发电能效。为解决尾流给风电机组带来的问题，平台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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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风电场尾流影响 图15 主动偏航下的尾流偏转

中国海装开发的一种风电机组场群尾流控制技术，采用主动
偏航的方式，对风电机组尾流进行控制，实现全场发电量最
大化。

当上游风电机组的偏航发生改变，其尾流将会发生一
定的偏移（如图 15），下游机组将避开上游机组的尾流中心
线，这将明显降低上游机组尾流对下游机组的直接影响，提
高下游机组的功率表现。改变上游机组变桨角度主要能够降
低下游尾流风速溃缩的情况（如图 16），提高下游机组入流
风速，降低下游机组受到的尾流影响。

在新疆某风电场开展了场群尾流控制的现场测试。测
试结果表明，风电场尾流控制方法能有效降低尾流损失，使
发电量提升超过 10%。

总结

通过基于全域感知的智能风电机组平台的搭建，实现
了智能技术的扩展，包括叶片净空监测、基于卫星测量塔筒
中心位移、激光雷达控制、尾流控制等功能，提高了机组的
全域感知能力，增加了机组对各种运行状态的识别能力；并
通过引入智能控制策略，结合先进控制算法实现了机组智能
化的目标。基于以上全方位的智能解决方案，打造了具有自
感知、自适应、自学习、自控制能力的智能风电机组，从而
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发电效率，降低人力和运维成本，提升业
主收益。
（作者单位：中国船舶集团海装风电股份有限公司）

图16“载荷地图”风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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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域漂浮式风电机组基础
适用性分析

文 | 周昊，侯承宇，李辉，董晔弘 

深海风电场具有风速高、风切变低、湍流程度小等优
势，对海上航道的影响也较小。近年来，欧、美、日等地区
和国家逐步将漂浮式海上风电技术作为研发重点。在国外，
漂浮式海上风电市场正从小规模单台样机（2009―2015年）
向小型示范风电场转变。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已建成并具有
一定知名度的漂浮式样机和小型漂浮式示范风电场如表 1所
示。此外，欧洲还有数十个漂浮式风电示范项目正在建造和
核准中。可见，漂浮式风电技术正在成为领跑海上风电领域
的前沿技术和研究热点。

我国漂浮式风电机组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目前国内
还未见样机。从 2013年开始，在经历了国家 863计划支持

的由湘电风能开展的“钢筯混凝土结构浮式基础研制”和由
金风科技牵头开展的“漂浮式海上风电机组基础关键技术研
究及应用示范”之后，国内积累了一些技术储备。随着国家
加大政策的支持力度，“十三五”期间国内漂浮式风电机组
的研究热度逐渐提升。据统计，目前，国内潜在的样机示范
项目如表 2所示。

漂浮式风电机组基础是漂浮式风电机组设计中的重要
组成内容。漂浮式风电机组由于体型巨大，且长期承受风、
浪、流等各种复杂载荷的作用，因而对漂浮式风电机组基础
的各方面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结合我国海域漂浮式
风电场适用区域和漂浮式风电机组基础选型需要考虑的因

表1 全球漂浮式样机和小型漂浮式示范风电场统计

类型 国家 项目名称 示范年份 容量 基础型式
单台样机 挪威 Hywind demo 2009 2.3MW Spar
单台样机 葡萄牙 WindFloat demo 2011 2MW Semi
单台样机 法国 Ideol 2018 2MW Barge
单台样机 日本 GOTO 2011 2MW Spar
单台样机 日本 Fukushima Forward 2013 2MW Semi
单台样机 日本 Fukushima Forward 2016 7MW Semi
单台样机 日本 Fukushima Forward 2017 5MW Spar
单台样机 日本 Ideol 2018 3.2MW Barge

小批量 英国 Hywind Scotland 2017 30MW Spar
小批量 葡萄牙 WindFloat 2020 25.2MW Semi

表2 国内漂浮式示范样机项目统计

开发商 整机厂商 机位点 机组功率 计划示范年份 基础型式
三峡 明阳智能 广东阳江海域 5.5MW 2021 Semi

龙源电力 上海电气 福建莆田海域 4MW 2021 Semi
上海绿能 华锐风电 & 上海电气 东海海域 6MW&3.6MW 2021 TLP&Semi
中国海装 中国海装 广东湛江海域 5MW 2021 Se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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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对我国海域漂浮式风电机组基础适用性进行分析，以期
为漂浮式风电机组在方案设计阶段选出合适的基础型式。

我国海域漂浮式风电场适用区域分析

我国拥有丰富的海上风能资源，其中绝大部分都在深
远海域。通过漂浮式风电机组技术带动深远海风电产业的发
展是必然选择。

水深是决定漂浮式风电机组基础型式选择的最重要因
素之一。目前，行业内的共识是 35~50m水深是采用固定式
基础和漂浮式基础的分水岭，具体可以通过经济性和技术可
行性对比进行抉择。在水深 50m以上，固定式基础经济性
降低，此时采用漂浮式基础则显示出一定的经济性优势。我
国大陆架绵延漫长，水深基本在 100m以内，且坡度较缓，
水深超过 100m的水域离岸很远。我国海域主要包括渤海、
黄海、东海、南海，其平均水深分别是 18m、44m、370m、
1212m左右。由此可见，黄海、东海和南海海域有很大的
漂浮式风电机组适用范围。据统计，在水深 35~50m和水深
50m以上，我国沿海海域的离岸距离分省份统计结果如表 3

和表 4所示。目前，国内固定式海上风电场离岸距离最远已
达 55km，最深已超 40m，因此，从离岸距离来说，我国建
设漂浮式风电场在可接受范围内，山东、江苏、浙江、福建、
广东、海南等省份具有较好的漂浮式风电场市场前景。

漂浮式风电机组基础分类及基本特点

常见的漂浮式风电机组基础型式有 Barge（驳船式）、
Semi（半潜式）、Spar（单立柱式）、TLP（张力腿式）。目
前，前 3种都已经有示范样机，分别是 Ideol的 FloatGen、
WindFloat的WindFloat Atlantic、Equinor的Hywind Scotland，而
TLP型式还未见样机。 

Barge（驳船式）：驳船式基础目前主要以 Ideol公司的
Damping-Pool为主流型式，是四边形中间镂空的结构。方
形镂空结构类似于月池，在使得整体水线面面积较小的同
时，还能起到阻尼作用，从而改善整体运动性能。基础材质
为混凝土或钢材，采用系泊定位。相对于陆上风电和其他漂
浮式基础型式，该基础装配可在码头完成，更加容易实现批
量化，成本较低；同时，以混凝土为风电机组基础材料，使
得基础建造场地临近目标风电场，可进一步减少运输成本。

Semi（半潜式）：主体多为三浮筒或四浮筒结构，设垂

表3 我国50m水深以上区域离岸距离统计

省份 满足区域

山东 离岸 30km 以上区域

江苏 离岸 40km 以上区域

浙江 离岸 50km 以上区域
福建 离岸 40km 以上区域
广东 离岸 70km 以上区域
海南 东岸离岸 10km 以上区域、西岸离岸 40km 以上区域

表4 我国35~50m水深区域离岸距离统计

省份 满足区域

山东 离岸 20~30km 区域

江苏 离岸 30~40km 区域

浙江 离岸 40~50km 区域
福建 离岸 30~40km 以上区域
广东 离岸 50km 以上区域
海南 西岸离岸 30~40km 区域

荡板、系泊锚固系统及压舱系统。通过调整各浮筒压舱程度
形成合理的浮力、重力分布，以此维持平衡。吃水较浅，机
组运输安装难度小。可在船坞内完成整个风电机组和浮动平
台组装，坞内放水起浮，出坞，拖航，整体拖拽到机位点进
行系泊锚固。

Spar（单立柱式）：单立柱式基础由过渡段、浮力舱、
压载舱以及系泊系统构成，通过压载舱使平台的重心低于
浮心，以此保证结构稳定。该结构基础的主体是一个空腔
钢制圆筒，下部为压载舱，中上部为浮力舱。浮力舱的作
用是提供足够的浮力以支撑上部风力机和系泊缆的重量，
通过底部压载舱可使浮体重心低于浮心，使平台及上部结
构保持稳定。Spar底部压载舱分为固定压载舱和临时浮舱，
平台系统的大部分压载是由固定压载舱提供的。临时浮舱
可以在将浮体结构拖航至指定海域后，注入压载水使浮体
自行扶正竖立。

TLP（张力腿式）：张力腿式平台由中间浮体和系泊系
统构成，通过张力腱系统使结构保持稳态，结构较 Spar更
紧凑，较 Semi更简单。平台通过自身结构产生的浮力远大
于重力，剩余浮力与张力腿的预张力平衡。张力腿的预张力
使平台平面外的运动（横摇、纵摇和垂荡）较小，但由于水
平方向受到波浪和水流作用力，会产生面内运动（横荡、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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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和首摇）。可以在码头完成整个风电机组和浮动平台的组
装，但是在连接张力筋之前，张力腿平台自稳性较差，需采
取一定工程措施才能进行整体运输。

漂浮式风电机组基础适用性分析

漂浮式风电机组基础适用性分析即选型分析，需要考
虑的因素主要有：水深适应性、运动性能适应性、技术成熟
度、建造复杂度、运输安装难度、系泊锚固系统设计及安装
难度等。

一、水深适应性
统计目前已有的样机设计方案，4种漂浮式风电机组

基础型式的适用水深如表 5所示。由表可知，Barge平台的
水深适应能力最强，能满足 30m以上的水深。这得益于以
Ideol为代表的 Damping-Pool混凝土漂浮式平台，该类型平
台的吃水深度为 7m左右，具有优越的吃水性能，是一种
具有较大应用潜力的基础型式。其次为半潜式型式，具有
50m以上水深适应能力。驳船式和半潜式平台由于浮体吃
水较小，其工作水深可以比其他类型的平台更浅，这对开
发 30~50m水深的近海风电场具有巨大作用。因此，Barge

和 Semi是适用于中国海域最具潜力的两种漂浮式基础型式。
对于 TLP平台，由于系泊和锚固系统上的特殊要求，其需
要的水深稍大。鉴于 Spar平台对运动和稳定性的要求，其
所需要的水深较大，一般来讲至少需要 100m的水深。Spar

型式较大的吃水对于大陆架延伸范围广、坡度缓的我国海域
适应能力有限。

二、运动性能适应性
以上所述 4种漂浮式基础类型，其运动响应特点完全

不同。针对 TLP 型式，其平面内刚度很小，故其横荡、纵
荡和首摇运动幅值较大，但是其平面外运动幅值很小。漂
浮式风电平台对平面外的要求较高，如果从运动角度考虑，
TLP 平台无疑是最优的漂浮式基础型式。Spar式基础由于
遭受较小的载荷，其运动固有周期也不在波浪能量周期范围
内，故此，其运动幅值较小，但是较 TLP 平台还有一定差距。
针对 Semi和 Barge式基础，由于要保证稳定性，其结构尺
寸都较大，遭受较大的波浪载荷，且其运动比较靠近波浪能
量范围，因此，其运动幅度较大。

三、技术成熟度
针对海上漂浮式风电机组，国际上对技术成熟度（TRL）

的定义如表 6所示。

表5 水深适应性

名称 Barge Semi Spar TLP

适用水深 >30m >50m >100m >60m

表6 技术成熟度（TRL）定义

等级 等级描述 典型特征表现

1 概念设计 想法 / 专利等
2 验证方案 验证概念设计方案
3 数值模拟 数值计算验证
4 模型试验 模型试验验证
5 小比例样机测试 小于 1MW 样机测试
6 样机测试 1~5MW 现场尺度验证
7 大样机测试 全尺度 5MW 以上样机尺度验证
8 风电场运营测试 10~50MW 小批量示范风电场运营测试
9 预商业化 50~200MW 预商业化风电场运营

目前阶段，Spar和 Semi型式是技术成熟度最高的 2种
型式，已经具有小批量的示范风电场，具备商业化条件和基
础。Barge型式次之，目前处于单样机试验验证阶段。TLP

的方案目前处于水池试验验证阶段，还未见示范样机。不
过据报道，全球首个 TLP型式漂浮式风电项目正在实施，
由 SBM offshore 和 IFP Energies Nouvelles设计，项目名为
Provence Grand Large（PGL），预计在 2022年下半年建成投运。

四、建造复杂度
从建造复杂性考虑，TLP和 Spar型式的结构简单，建

造工艺容易满足。Barge和 Semi型式的结构尺寸大，结构
相对复杂，建造难度要高于 TLP和 Spar型式。4种型式的
建造复杂度如表 7所示。

五、运输安装难度
TLP是 4种平台中安装难度最大的型式，由于需要进

行张力腱系统的张拉，对水下作业要求高。另外，聚酯材质
的张力腱还没有实现真正的工业应用。在所有漂浮式基础
类型中，Spar型式的运输安装难度仅次于 TLP型式，由于
Spar型式需要从建造场地干拖至总装场地，总装完成后需
湿拖至作业地点并扶正。机组和平台的安装均在外海完成，
受环境条件影响明显。Barge和 Semi型式的运输安装难度
较低，基本都是在建造场地建造和总装完成后，整体拖航至
指定海域。4种型式的运输安装难度如表 8所示。

六、系泊锚固系统设计及安装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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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泊锚固系统是漂浮式风电机组中成本占比较大的部
分。不同漂浮式基础型式的系泊锚固系统有所差异。系泊型
式与基础型式直接相关，其主要有悬链线系泊、半张紧系泊、
张力腿系泊。锚固基础型式的选择要结合具体海域的地质条
件，我国海域海底地质的初步统计情况如表 9所示。锚固型
式主要有大抓力锚、桩锚、吸力锚以及垂直载荷锚，可结合
不同的地质条件进行选择使用。如表 10所示，TLP是 4种
基础型式中系泊锚固系统设计及安装难度最大的型式。

应用实例分析

目前，没有任何一种基础型式会适用于所有环境，故
需根据目标海域条件选定基础方案。本文以广东湛江某机位
点的海域为应用实例，结合如上所述需考虑的因素，使用适
用性分析量化表（见表 11）进行适用性分析，给出分析结
果建议。该海域平均水深 65m左右，海底地质条件为砂土
及粘性土，最大有义波高 5.76m，流速较高，达 3~4m/s左右。
表 11中的量化对应关系为，10分⸺�适用性高，7分⸺�
适用性较高，4分⸺�适用性一般，1分⸺�适用性差，综
合得分排序即为适应性分析的评价结果。

由表 11可知，Semi型式为首选基础型式，其次为 Barge

型式，而 Spar和 TLP型式的适用性较差，不作为推荐型式。

结论

本文对目前国内外漂浮式风电机组基础的应用现状进
行了梳理；结合我国海域的风能资源和水深特点进行了漂浮
式风电场适用区域分析；基于 4种漂浮式风电机组基础型式
的特点，阐述了漂浮式风电机组基础选型需要考虑的因素；
以某机位点海域为应用实例，进行漂浮式风电机组基础适用
性分析，给出了基础型式选择建议。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我国海域漂浮式风电机组基础的适用区域将以山

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省份附近海域为主，
具有较好的漂浮式风电场市场前景。35~50m是漂浮式风电
机组基础的价值洼地，未来在技术和产业链成熟的情况下，
是具有极大开发价值的潜在区域。
（2）4种基础型式各有其特点，漂浮式风电机组基础适

用性分析时需要考虑 6个因素，分别为水深适应性、运动性
能适应性、技术成熟度、建造复杂度、运输安装难度、系泊
锚固系统设计及安装难度。

表7 建造复杂度

名称 Barge Semi Spar TLP

建造复杂度 较高 较高 较低 较低

表8 运输安装难度

名称 Barge Semi Spar TLP

运输安装难度 较低 较低 较高 高

表9 我国海域海底地质情况初步统计

区域 地质条件

辽宁、河北 粉砂淤泥质、沙质、基岩
山东、江苏 粉砂淤泥质
上海、浙江 沉积岩层

福建 多为岩石
广东 岩层或淤泥质
海南 礁石或淤泥质
广西 淤泥质

表10 系泊锚固系统设计及安装难度

名称 Barge Semi Spar TLP

系泊锚固系统设计及安装难度 较低 较低 较低 高

表11 适用性分析量化

考虑因素 Barge Semi Spar TLP

水深 10 10 1 7
运动性能适应性 7 7 10 10

技术成熟度 7 10 10 1
建造复杂性 4 4 7 7

运输安装难度 7 7 1 1
系泊锚固系统设计及安装难度 7 7 7 3

总计 42 45 36 29

（3）构建了我国海域漂浮式风电机组基础适用性分析
评价方法，并以广东湛江某海域为应用实例进行了具体分
析，给出了首选半潜式型式的评价建议。
（作者单位：周昊：中国船舶集团海装风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大

学土木工程学院；侯承宇，李辉，董晔弘：中国船舶集团海装风电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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