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The Editor 卷首语

价格 竞争 发展
◎ 文/秦海岩

中国风电产业的快速发展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五年前，我国风电机组基本依赖进口，
国内大多数风电场树立的都是国外品牌的机组，而五年后的 2009 年，国内市场上，中国自
主品牌风电机组的市场份额已经达到 80%，远远超过了国外品牌。在欣喜的同时，另一个
问题随之而来，有信息表明，风电设备市场竞争已经呈现白热化，低价竞争甚至演变为一
些厂商的主要销售手段，对于低价导致低质的担心和质疑越来越多。
问题确实存在，但比问题本身更重要的是如何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首先，任何一个产业在其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充分竞争都是一个必经的环节，在这个
过程中，质量往往成为被争议和关注的焦点。回顾 20 年前，我国家电制造业方兴未艾，国
产冰箱、彩电产品良莠不齐，竞争激烈，各种质量问题是消费者投诉的重灾区。而现在看，
国产家电已经树立起自己的品牌，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得到顾客的认可，家电业关注的重
点已经从质量和可靠性转移到核心技术研发和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中国的家电业完成了从
起步到成熟，从刀兵四起到竞争学习的发展蜕变。同样，中国汽车产业也经历了相似的发
展历程。那么，我们是否不必过于担心当下的竞争问题，再给中国风电设备制造业一点时间？
其次，风电产业通过竞争，促使成本的降低是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风电成本只有降
低到常规能源的价格水平，才能实现风电对于常规能源的替代，真正成就新能源革命。当然，
低价不等于低质，不等同于以牺牲质量为代价的恶性竞争。风电产业发展必定要经历以追
求高质量、低成本为目标的良性竞争才能实现产业内部的奖优罚劣、去伪存真，实现风电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必须警惕已经出现或潜在的风电设备市场的恶性竞争。低价
恶性竞争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发生。正如 2001 年诺贝尔经济
学奖获得者阿克罗夫在其《柠檬市场 : 产品质量的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
中所指出的那样 ：在二手车市场，卖家显然比买家拥有更多的信息，两
者之间的信息是非对称的。买者肯定不会相信卖者的话，即使卖家说得
天花乱坠。买者惟一的办法就是压低价格以避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
损失。买者过低的价格也使得卖者不愿意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从而低质
品充斥市场，高质品被逐出市场，最后导致二手车市场萎缩。
因此，在目前的竞争态势下，业内需要特别警惕风电设备市场交易
中，由于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和恶性竞争所引起的“逆向选择”现象的
出现。所以，应对风电设备市场的恶性竞争，必须采取措施，彻底杜绝“劣
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发生。其中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完善风电工业的质
量标准，使有关产品的质量信息明确化、具体化，并通过检测认证等第
三方评价制度，贯彻落实标准的执行。这是防止出现柠檬市场和制止企
业间相互压价、粗制滥造、恶性竞争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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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10年计划
即将公布

2

据中国日报消息，3 月初，国家发

张国宝
视察华锐风电科技集团
本刊讯 3 月初，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中电集团表示，会考虑出售内地燃煤发
电厂资产，未来集中投资内地风电项目。
中电集团旗下中华电力副主席阮苏
少媚介绍说，公司将迈向低碳发电业务，

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表

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视察了华锐风电科

因此会考虑出售中电没有营运权的燃煤

示，为推动实现我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大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电厂资产。中电行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会上承诺的 2020 年减排 40%~45% 的

张国宝来到华锐风电研发中心和远

包立贤补充说，中电不会一次性的全部

目标，相关部门已经起草了一个为期 10

程监控中心，详细了解了华锐风电在研

出售，而是会在合适价位，通过合作伙

年 的 清 洁 能 源 计 划， 提 出 到 2020 年，

发、生产、客户服务等方面的发展状况，

伴回购的方式逐步退出燃煤发电。他介

清洁能源将占总能源消费结构的 15%。

并通过远程监控观摩了各风场的运行情

绍，
目前共有 4 个与内地合营的燃煤电厂，

况。

不过中电所占权益均不大。他表示很难预

张国宝表示，该计划很快就会向公众
公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将投资数

张国宝指出，
风电行业竞争日益激烈，

测未来在中国内地的资本性开支。

十亿元，用于建设核电站、风电场、太阳

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他敦促华锐风电

能设施以及研发可再生能源技术。张国宝

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众多先行行业的经验教

指出，在未来 5 年中，可再生能源基础设

训，增强危机意识，要如临深渊、如履薄

增加投资占少数股权的风电项目，并参

施将涌现一波建设热潮，以实现温总理出

冰，继续保持技术先进性，扩大国际视野，

与投资中广核风电项目。

席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时向各国领导所

在稳健立足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大力开拓国

承诺的目标。
“能源项目建成和运营耗时颇

际市场，把公司打造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

长，尽管这是个 10 年期的项目，但是我们

的风电设备企业。

基本上给 5 年时间来完成它。
”他说，
“否则，
这些设施无法在 2020 年之前投入使用。
”
张国宝表示，所有这些努力都反映出
可再生能源行业的战略重要性，清洁能源
政策也将给全球合作伙伴提供更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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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电集团未来重点
投资内地风电项目
据机电商报消息，2 月 25 日，香港

阮苏少媚还表示，中电未来会重点
发展内地风电项目，扩充现有风电场，

4

东海大桥海上风电场
完成全部机组安装
本刊讯 2 月 27 日，上海东海大桥

10.2 万 kW 海上风电场全部 34 台机组
吊装完成。东海大桥风电场是我国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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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建造的首座大型海上风电场，也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

是亚洲首座大型海上风电场，项目总投

书记曹广晶说，集团公司力争今年使风电

资 23.65 亿元人民币。风电场共吊装 34

在建装机达到 60 万 kW，建成投产 40 万

台华锐风电 3MW 风电机组，总装机容

kW，并启动 100 万 kW 风电前期工作 ；

量 10.2 万 kW，设计年发电利用小时数

2012 年风电装机超过 200 万 kW ；2020

2624h，预计年发电量 2.67 亿 kW·h，

年突破 2000 万 kW。

6

国家电网
成功研发国内首个大型
集群风电智能控制系统
据国家电网消息，近日，甘肃省电

力公司和国网电科院共同研发的国内首个

可供上海 20 多万户居民使用一年，相当

去年，三峡集团与内蒙古自治区政

大型集群风电智能控制系统在甘肃投入运

于每年节约燃煤 10 万 t，每年减排二氧

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获取了内蒙古

行，通过研制针对风电控制模式的成套装

化碳 20 万 t。

449 万 kW 风电场资源。今年，公司将加

置，实现了风电有功功率实时控制，在确

快以内蒙古为重点的风电开发，抓紧项目

保安全稳定运行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升了电

前期工作。

网输送能力。

该项目首批 3 台风电机组已成功实
现并网发电，并通过 240h 考核。截至 2
月 26 日 24 时，3 台机组累计发电 735

曹广晶说，
集团公司将争取在内蒙古、

酒泉地区风能资源丰富，是我国规划

万 kW·h。该风电场将于 2010 年上海

新疆、甘肃、青海、吉林、江苏等地区占

建设的首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为充分

世博会前实现全部风电机组并网发电，

有更多的优质风电场资源。抓紧完成江苏

利用该地区风能资源，国家电网公司在加

为世博会奉献清洁能源。

响水风电场机组（包括试验机组）安装投

快推动相关电力外送通道建设、努力提高

产、浙江杭州湾和响水示范海上风电场的

风电接纳能力的同时，组织研发了“大型

5

三峡集团确立
风电为第二主业

项目可研审查，落实响水潮间带风电场开

集群风电有功智能控制系统”
，旨在确保

发权，积极做好海上风电开发的前期准备

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提

工作。

高电网输送能力，力争达到地区风电场出

据新华社消息，3 月初，中国长江三

据介绍，集团公司还将积极开展位

力整体最优化的目标。

峡集团公司 2010 年工作会议决定，集团

于呼和浩特等地的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并

目前，该系统一期工程已应用于酒泉

公司将抓住国家能源结构调整机遇，加快

选择合适的太阳能电站试点项目进行投

地区 9 座风电场，可根据电网接纳能力自

以风电为主的新能源开发，把风电作为水

资，为开发光伏产业积累技术经验和管理

动控制风电场出力，实现了对风电的智能

电之后的第二主业进行培育。

经验。

控制，对可再生能源的充分利用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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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能源署（IEA）瑞典
总代表Göran Ronsten
访问CWEA
本刊讯 2 月 20 日，中国可再生能

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CWEA）主任贺

对于此次募集资金规模，蔡晓梅表

员国的风电装机容量占世界风电总装机容
量的 75%。中国目前还没有加入该项目，

示目前并没有确切数字。至于上市时间

Göran Ronsten 希望未来能够在诸如大规

表，她也坦言现在并不能确定，“之前公

模风电并网、优化经济激励机制、扩大风

司希望能在今年上半年做完这件事，但

电的社会接受程度以及极端环境应对策略

确切时间现在真的不好说。”

等方面同中方开展紧密合作。

按照公司此前公告，金风科技此次

德馨及秘书长秦海岩接待了到访的国际能

发行募得资金将用于两方面 ：大功率风

源署瑞典总代表、瑞典 VindRen 风电技术

电机组产能建设项目，包括南京产能基

公司首席执行官、瑞典航空与航天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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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风科技将赴港上市

地项目、北京亦庄综合基地项目、新疆
定子生产基地项目以及国际化业务拓展、

顾问 Göran Ronsten 一行。作为“IEA 风电
项目（IEA Wind）
”中“寒冷气候条件下

据证券日报消息，A 股风电整机龙

新产品新技术研发、市场推广、偿还部

风电技术与研究”课题的负责人，Göran

头金风科技发行 H 股一事终于有了实质

分银行贷款、相关业务收购整合、业务

Ronsten 向 大 家 介 绍 了“IEA 风 电 项 目 ”

性进展，公司方面日前已向港交所提交

链优化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等。

的总体情况，传递了国际能源署希望中国

了上市申请。分析人士表示，如公司赴

的非官方组织及企业参与“IEA 风电项目”

港成功上市，A 股将受到双重影响。

合作的信号，同时重点就低温条件下风电

3 月 3 日下午，金风科技董事会秘

机组叶片冰冻问题的研究现状与中方人员

书蔡晓梅证实，公司确实已向港交所提

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交了上市申请。这意味着经过约半年时

“IEA 风电项目”是国际能源署发起
的国家间风电合作平台，通过信息交流和

9

重庆海装启动5MW海上
风电机组研制工作
本刊讯 2 月 24 日，中船重工集团

间的准备，金风科技赴港上市计划终于

科技部在海装公司隆重召开“国家海上

有了实质性进展。

风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暨 5MW 海上风

联合研发的形式，为各国风电项目的开发

金风科技此次谋求在港上市的一个

提供技术和政策支持。目前，
“IEA 风电

重要目的是希望能提升品牌形象，从而

电机组研制启动大会”。
据悉，重庆海装国家海上风电工程

项目”成员包括丹麦、德国、荷兰、西

更好地拓展海外市场。蔡晓梅表示，公

技术研究中心以海上大功率风电机组和

班牙、英国等 14 个欧洲国家和欧盟委员

司在国际市场上的定位依然是“产品提

中国海洋环境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海装

会，以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澳大

供者”，但在实际业务开展中，预计仍将

风电为主体和依托，以陆上风电机组的

利亚、日本和韩国。
“IEA 风电项目”成

采取国内风电场培育模式。

系统设计、控制、工艺等技术和海洋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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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技术为基础，以建设技术创新、成果

中风电设备产值占总产值的比例达到

键技术和设计的瓶颈，成功研制出具有

转化、信息与技术交流、人才培训四大

25%， 同比 提高 12 个百 分点， 已 超过

自主知识产权的 2MW 永磁直驱风力发
电变流器。

功能的海上风电核心基地为目标，在重

水电产值，成为集团第二大产业 ；核电

庆市风力发电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

设备产值所占比例超过 5% ；火电设备产

基础上，将海装风电与中船重工相关专

值所占比例同比下降 6 个百分点。2009

适应恶劣运行环境，可与相应永磁直驱

业研究所组建的“海洋动力研发中心”、

年全年新增订单 600 亿元人民币（其中

式风电机组直接配套，还可提供符合标

“海洋风电装备防腐研究中心”、“海洋风

国际订单超过 19 亿美元），其中火电占

准的高品质工频电源。

电机组检测研究中心”整体并入“海上

45%，核电占 22%，风电占 15%，水电

风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新“中心”

占 6%，其他占 12%。

的统筹规划下，打造我国海上风电机组
研制、海上风电场建设技术创新平台。

2009 年，东方电气完成发电设备

该产品运行性能高、功率密度大、

据介绍，该产品不仅可以满足未来
直驱式风力发电应用的需求，还可以拓
展到船舶、航空等其他应用领域，对于

产量 3133 万 kW，实现营业收入 374.1

推进新能源发展和分布式发电技术国产

海装 5MW 双馈式变速恒频近海风

亿元，同比增长 9.9% ；完成工业总产值

化具有积极作用。

电机组的研制预计投资 1.5 亿元，3 年

397.8 亿元，同比增长 17.1% ；完成工

后完成。将在载荷计算和性能仿真分析、

业增加值 61.8 亿元，同比增长 9%。

安全性 / 控制系统等核心设计技术、风
电 机 组 海 上 防 腐、 风 电 机 组 系 统 稳 定
性、运行安全性、结构可靠性及近海风
电机组高可靠性、高可维性等方面进行
攻关，提高我国海上风电机组开发能力。

10

东方电气2009年
风电设备产值超水电

11

江苏大全集团成功研发
2MW风电变流器

盐城建成
“国家海上风电高新基地”

12

据新华网消息，3 月下旬，盐城市被
科技部认定为首家“国家海上风电高新技

本刊讯 江苏大全集团 2MW 永磁直

术产业化基地”
。盐城先后引进了华锐风

驱风力发电变流器日前通过有关部门的

电、神山风电、汉德风电、泰胜电力等企

鉴定，成为我国大功率直驱风力发电变流

业，投资 5.12 亿元人民币，建立了国家

器技术国产化与产业化提供了技术支撑。

能源海上风电技术装备研发中心，涵盖大

2007 年，大全集团与海军工程技

型海上及潮间带风电技术装备实验中心、

术大学、湘电股份有限公司联合，自主

超大型风电机组试验台、移动式风电机组

息显示，2009 年东方电气集团风电、核

研发大功率永磁直驱风力发电变流器。

测试分析系统等 6 个研发平台，年内将实

电等新能源设备产值比重大幅上升，其

经过艰难攻关，突破了大功率变流器关

现 5MW 风电机组的总装生产试验能力。

根据 3 月初东方电气公布的收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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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现代重工与大唐联合投资
风电设备制造项目

13

及韩国市场需求。上海叶片厂主要作为叶片及模具研发、生产
中心，为客户提供从订制模具到叶片生产的量身服务，并出口
供应海外市场。

据大唐公司消息，3 月 20 日，韩国现代重工业与大唐山

红叶集团目前的四个叶片生产工厂均战略性分布在我

东公司联合投资的风电设备制造项目暨香港世威控股有限公司

国 重 点 风 电 市 场。 酒 泉 工 厂 投 产 后， 将 形 成 年 供 1200 套

南海明珠岛项目签字仪式在文登举行。

1.5MW~2MW 风电机组叶片规模，跻身我国产量与质量兼优

韩国现代重工业与大唐山东公司联合投资的风电设备制造

的叶片大厂。

项目一期投资 8000 万美元，主要生产 2MW 以上风电机组，
一期生产规模为 600MW。计划于今年 5 月动工建设，11 月
竣工，2011 年 1 月投产。

15

中材科技2亿元投资
3MW叶片生产线

韩国现代重工的造船业、海洋平台享誉世界，风电、太阳
能是其新涉足领域。

本刊讯 3 月 20 日，中材科技公布了一项风电叶片投资计
划，其子公司中材叶片将投资 2.22 亿元人民币建设 3MW 海上

14

台湾红叶风电集团正式落户
酒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
本刊讯 3 月 10 日，台资企业红叶风电集团酒泉叶片工厂

动工兴建。 这是红叶风电集团第四个叶片工厂。

风电机组叶片生产线，预计年内投产。
中材科技表示，此次投资的“北京八达岭 3MW 复合材料
风电叶片产业化建设项目”，建设期 7 个月，预计投产后年销
售收入 4.15 亿元人民币，年均利润 3196.25 万元人民币，但
具体盈利能力如何，要看整机企业 3MW 机型的量产进度。

红叶总经理吴明隆表示 ：
“这是红叶设立的第四个叶片生

2009 年底，中材叶片已基本形成年产 1300 套 1.5MW

产厂，显示集团发展风电产业的决心。作为第一家在当地大规

风电机组叶片的产能。此次投资建设的项目完成后，将形成

模投资的台资企业，我们更有信心能够成为酒泉产业园区的新

3MW 叶片批量生产能力。

亮点。”

我国陆上风电机组以 1.5MW 为主，3MW 机型多应用于

红叶酒泉叶片厂总投资 3000 万美元，年产 1.5MW~3MW

海上风电场，以及新疆等风能资源相当丰富的地区。目前我国

叶片 600 套 ~800 套，预计今年 6 月投产，主要供应我国西

多家整机企业都在开发海上风电机组，部分机组已分别在上海

北风电市场。3 月底投产的辽宁营口红叶三厂则供应我国东北

东海大桥海上风电项目和新疆达坂城风电场装机试运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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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风电机组的运行环境恶劣而又复杂多变，
奥地利NKE为风力发电提供广泛系列的
优质轴承，应用范围包括齿轮箱、发电
机、主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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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电CDM项目遭拒的背后
全球风能理事会（GWEC） 乔黎明

2

然而，鲜有人关注的是，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开幕

球都沸腾了。会议结束后，网络直播了一个简短的

一周前，进行了另一个重要会议──清洁发展机制

执行委员会与非政府代表的问答环节，一些非政府

009 年 12 月，全球的目光聚焦在丹麦首

都哥本哈根的贝拉会议中心，关注 2012

场中传来消息，10 个中国风电项目全军覆没，全

年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协议是否能够达成。

部被执行委员会拒绝注册。立时，会议现场乃至全

执行委员会第 51 次会议。这次会议引起了诸多清

产业代表表达了对这一决定的震惊和不满。当晚，

洁发展机制项目相关者的关注，会议除讨论有关清

风电产业界和排放贸易产业界对清洁发展机制执行

洁发展机制改革的问题外，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十个

委员做出的这一决定进行了严厉批评，引得媒体一

中国风电项目的注册问题。关于这十个风电项目的

片哗然。

争论已经持续了近半年时间，这次会议将决定这十
个风电项目能否成功注册成为清洁发展机制项目。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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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4 日下午 5 点，闭门会议正式结束。会

对这一事件的关注一直持续到哥本哈根气
候变化缔约国第十五次大会开幕。12 月 8 日，

特稿 | Feature

清洁发展机制执行委员会举行边会，即执行委

历了连续四年超过 100% 的高速增长。中国风

员会与观众的问答会议。在短短的两个小时的

电行业的大规模发展既有《可再生能源法》及

边 会 上，70% 的 观 众 问 题 都 与 执 行 委 员 会 拒

其相关法律法规的重要推动作用，也在很大程

在过去的半年时间

绝这十个风电项目的决定有关。风电产业界在

度上得益于清洁发展机制所提供的项目融资。

里，中国风电项目在

会场上再次对执行委员会的决议表示公开的质

目前，几乎 90% 的中国风电项目都在申请成

疑，并对这一决定的决策过程的公开、公正和

为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截至 2009 年 11 月底，中

公平表示了强烈的怀疑。

国已注册的风电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为 130 个，占

这十个风电项目究竟为何引发了全球如此多

中国总项目注册数量的 20%，其中有一半的项

的关注？这十个项目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讨论？

目已经产生了核准减排量，共产生核准减排量

本文将详细介绍这些项目被执行委员会审查过程的

6940×10 ３ 单位，相当于中国所有清洁发展机

来龙去脉，以及这一决定所引发的对于清洁发展机

制已经产生的总核准减排量的 3.6%。

制和对中国风电项目的思考。

清洁发展机制执行委
员会注册的过程中屡
屡受挫。

风电等可再生能源项目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
间都是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所青睐的项目类型，也

清洁发展机制和中国风电产业
清 洁 发 展 机 制（CDM，Clean Development

因为其所带来的环境和社会效益受到买家的青睐。
然而，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中国风电项目在清
洁发展机制执行委员会注册的过程中却屡屡受挫。

Mechanism）作为《京都议定书》三个灵活机制
之一１，旨在为发达国家实现减排目标提供成本低
廉的经济手段，同时促进发展中国家的低碳和可

风电项目注册受阻

持续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项目申请成为清洁

“额外性”是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设计过程中的

发展机制项目，产生“经核准的减排量”
（Certified

一个重要概念。清洁发展机制发生在两类国家之

Emission Reduction，CER），这些减排量被发达国

间，这两类国家在《京都议定书》下具备不同减

家购买，用于冲抵其在《京都议定书》中所设定

排义务，即在《京都议定书》下承担法定减排目

的减排目标。由于在发展中国家减排项目的成本

标的发达国家和未承担法定减排目标的发展中国

比较低，购买减排量成为发达国家达到减排目标

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产生的每一个单位的“可核

的一种经济手段。

准减排量”都将冲抵发达国家每一个单位减排目
２

2005 年《京都议定书》生效 ，清洁发展

标。额外性规定，如果一个项目在发展中国家原

机制立即启动。在过去的四年时间里，清洁发展

本是要照常发生的，那么这样的项目就不应该被

机制成为发展中国家清洁能源项目的重要融资渠

发达国家买来充抵其减排量。这样做是为了保证

道。可再生能源一向是清洁发展机制非常青睐

清洁发展机制的环境完整性，不在整个系统中引

的项目类型。在目前的项目管道３ 中，可再生能

进不代表真正减排意义的“热空气”４。 清洁发

源项目数量占总项目数量的比例高达 60%。

展机制要求项目必须具有额外性，即该项目如果

清洁发展机制的启动时期恰与中国风电产业

不是因为清洁发展机制的帮助则不可能发生。换

呈现爆发式发展的时期相吻合。自从 2006 年

言之，项目必须是因为清洁发展机制所带来的资

《可再生能源法》实施以来，中国的风电发展经

1 灵活机制
灵 活 机 制（flexible mechanism）,
又 称 市 场 机 制。《 京 都 议 定 书 》 下 设
三个灵活机制，即市场机制。 这三个
机 制 通 过 引 入 市 场 的 作 用， 使 得 排 放
权、经核准的减排量等排放单位可以进
行 市 场 交 易， 从 而 使 发 达 国 家 能 够 通
过较为经济的方式达到减排。 另外两
个灵活机制分别是联合履行（JI, Joint
Implementation）和 国际排放贸易（IET,
International Emission Trading）
。

金和推动作用而“额外”发生的。

2《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于
2005 年 2 月 正 式 生 效
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国
际 法， 其 第 一 承 诺 期 为
2008 年 ~2012 年。

3 项目管道
项目管道指正在等
待注册 , 已经注册和已
经注册并且已经产生减
排量的所有项目。

4 热空气（hot air）
热空气（hot air）, 即不代表真正减排效益的减排量。
这一概念源于中东欧转型国家，这些国家由于经济衰退等原
因带来的国家总排放的降低。在这种情况下，会产生多余的
“排放单位”。然而，这种排放量并不是由于主动的减排行动
带来的，而是由于经济衰退而被动产生的，所以并不能代表
真正意义的减排量。这些不能代表真实减排行动的被动减排
量被称为“热空气”。目前，热空气也被用于形容所有并不
代表真正减排行动的减排量，这些减排量往往是通过经济衰
退等原因或因为钻制度的空子而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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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验证项目的额外性的存在，项目需要通
过“额外性验证工具”
（additionality tool）来证明
其额外性。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额外性验证工

中国风电电价问题历来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

具就是对资金的额外性验证（financial additionality

题，在这次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注册过程中又一次

test）
。中国的风电项目目前是通过资金的额外性

成为问题的主要根源。执行委员会始终没有对中

验证，计算项目的投资内部回报率，并与传统发

国风电电价变动趋势进行分析，大部分执行委员

电产业的标杆内部回报率相比（目前，通认 8%

会所得来的电价信息来自项目开发商和 DOE，并

为标杆内部回报率）。如果项目在没有 CDM 融资

且在这个过程中草率地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政府

情况下，回报率低于标杆回报率，并且加入 CDM

故意降低风电电价水平，使项目人为地获得额外

后的融资回报率高于标杆回报率，则项目具有额

性。然而，在执行委员会得出这样结论的过程中，

外性。在这一过程中，项目的电价、固定投资总额、

有几个问题值得指出。

总运行年限和运营维护成本等各项财务指标被带
入运算得出内部回报率。
从２００９年上半年，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

明确的风电电价政策，因此会出现很多示范项目
或特殊项目，某些项目电价高达 0.9 元 /kW·h。
执行委员会不应该考虑这些项目，如果将这些项

些项目在项目开发文件中所使用的电价存在问

目较高的电价水平记入考虑，那么自然会认为电

题。并引发了执行委员会对于中国电价问题和

价的变动趋势是下降的。

调查。
问题肇始于执行委员会发现中国风电清洁发

第二，执行委员会并没有区分特许权项目的
电价和非特许权项目的电价。特许权项目的定价
方式和国家审批电价的定价方式有着根本的不同。

展机制项目开发文件（Project Design Document,

同时两者的变动趋势也不相同，在很多省份，特

PDD）与可研报告上的电价不符，并怀疑项目开

许权项目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并且特许权项

发商人为修改电价，降低 CDM 项目开发文件中的

目的电价在某些省份比政府审批的电价低，如果

电价水平，以使项目人为具有额外性。项目可研

将两者混淆在一起进行比较，某些电价较低的特

报告和项目实际电价不符的现象在中国风电项目

许权项目就会给人留下该省的电价被人为压低的

中普遍存在，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电价在过去几

印象。

年时间里一直没有采取固定电价的政策。很多项

第三，执行委员会对于中国风电行业在过去

目在进行可研报告阶段，都希望能够向政府“要”

几年的发展缺乏深刻的了解，而中国的电价政策

一个高一点的电价，因此在可研报告中会出现一

又非常复杂。即使在 2006 年以后，许多项目也

个较高的电价水平。然而，实际上政府所批复的

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而获得特殊的电价，这种现

电价往往比可研报告的电价低。这就造成了可研

象只集中在某些特例中。然而执行委员会既没有

报告电价高，项目实际电价低的现实情况。清洁

对中国的电价政策进行深入分析，也没有对中国

发展机制执行委员会的国际专家并不了解这些情

电价水平进行全面、定量的分析，更没有将某些

况，认为这些项目在申请清洁发展机制过程中被

特例情况从整个项目管道中剥离出来单独考虑。

人为地“做了手脚”，故意降低电价以获取项目额
外性。
经过国内项目开发商一番解释，执行委员会

如果将焦点集中在 2006 年以后的项目，并
且区别特许权项目和非特许权项目的定价水平，
同时将一些特例情况剔除，实际上中国的电价水

最后终于承认了 PDD 中所使用电价是最终电价，

平是一个相对平稳的变动过程，并没有出现执行

并且放过了出现问题的项目。但是，对于中国风

委员会所提出的电价水平明显大幅下降的现象。

电电价水平的怀疑却从这里开始。
在这之后，执行委员会要求风电项目开发商

风能 Wind Energy

第一，《可再生能源法》实施前，中国并没有

会就开始对中国的风电项目进行审查，认为某

项目东道国对于电价的控制问题等长达半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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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电电价问题

然而，执行委员会并没有进行这样的分析。
相反，执行委员会采取了一个方法 ：用历史最高

提供以往各省风电电价信息，并从这个过程中得

电价替代项目电价，来计算项目的内部回报率，

出结论，认为中国风电电价一直呈下降趋势，并

并验证额外性。这种方法是什么含义呢？前面提

且认为这种电价下降的趋势是中国政府为了使项

到，资金额外性的验证是通过计算该项目的内部

目获取额外性而人为地压低电价，于是引发了关

回报率，并与 8% 的标杆回报率相比较。如果在

于中国风电电价的一连串讨论。

未加入 CDM 之前低于 8%，在加入 CDM 后高于

特稿 | Feature

8%，则认为该项目具有额外性。执行委员会使用
历史电价的方法是指在计算项目内部回报率的过
程中，项目的电价被其所在省份的“历史最高电价”
替代，再按照常规方式比较计算出的内部回报率，
如果高于 8%，则不具备额外性。项目所在省份的
“历史最高电价”是由项目开发商和 DOE 在回答
问题的环节所提供的。
这种方式在清洁发展机制的历史上前所未有，
也没有相关的规定，同时这种做法也存在很大的
不科学性。第一，有些项目所在省份历史最高电
价只来自于一个项目，除了该项目之外，再无其
他项目给过如此高的电价，这样的电价不具任何
代表性，比如执行委员会选定内蒙古西部历史最
高电价为 0.579 元 /kW·h，这个电价来自 2006
年的一个省内招标项目，自此之后再无这样高的
电价，很多省份的历史最高电价也不具有代表性 ；

2009年12月14日，中国风电CDM开发若干问题媒体见面会在北京新大都饭店召开。会
上，来自国内九大风电开发企业代表在一份名为《关于就“联合国CDM理事会51次会议
拒绝10个中国风电CDM项目”事宜发表的声明》上联合签名，要求EB重审中国风电项目
CDM的注册资格。这份声明将很快递交到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中国代表手中，成为我国代
表与EB方面交涉的正式材料。（图片来源：中国清洁能源网）

第二，每个项目应该用自己所代表的电价水平来

的减排量是额外发生的，同时也要求这个额外性

计算投资回报率，而不应该用一个历史上曾经出

是真实的而非由人为操纵政策所发生的，这就与

现过、但不可能再次出现的电价水平。这次被拒

东道国的国内政策产生了矛盾。最明显的例子就

绝注册的十个项目就是使用了这样的方法而无法

是额外性会对东道国出台激进的低排放政策产生

通过额外性验证。

“负面激励”（Perverse Incentive），即因为害怕失
去项目额外性，东道国不愿意出台激进的减排政

中国风电CDM项目面临的困境

策。本次发生的中国风电项目被拒的案例再次显
示出额外性要求与东道国政策之间的冲突。

额外性要求项目所产
生的减排量是额外发
生的，同时也要求这
个额外性是真实的而
非由于人为操纵政策
所发生的，这就与东

中国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数量达到发展中国

执行委员会认为中国政府故意将电价水平降

家总项目数量的 52%，成为全球数一数二的清洁

低，用清洁发展机制的资金来替代政府对风电的补

道国的国内政策产生

发展机制东道国。此次风电项目注册受阻，内部

贴。执行委员会对中国政府的这个指控包含两个内

了矛盾。

人士分析是因为执行委员会中很多来自发展中国

容 ：第一，认为中国政府人为压低了电价，使项目

家的很多专家看到中国项目发展得太多太快而十

获得额外性。这种说法并不科学，如前所说，如果

分眼红，因此千方百计地寻找中国项目的毛病。

对中国 2006 年以后的电价政策分门别类地进行分

在 2009 年夏天，风电项目因为另一个技术原因

析，则发现电价水平是相对平稳的。第二，认为清

受阻 5，当时就有一个项目被拒绝注册。

洁发展机制的资金被用来替代政府对风电的补贴。

5

然而，我们也需要自我反省，以避免未来遭

然而，事实是，中国政府给予风电行业的补贴一直

遇同样的困境。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风电电价政

呈很明显的上升趋势，根据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

策在过去几年处于一个相对混乱的阶段，各种不

能专业委员会的统计，2002 年 ~2008 年，国家

2209）因为在项目开发文件

同的定价方式并行存在。中国风电电价问题出现

对风电的补贴额从 1.38 亿元上升至 23.77 亿元，

中使用折损率这一概念而被

之初所暴露出来的可研报告与 PDD 电价不符的问

每年都在大幅度增长。2005 年 ~2009 年，平均

EB拒绝注册。折损率是风

题，在其他国家很少发生，也很难让执行委员会

每年的补贴额高达 13.14 亿元。与此对应的是，

的国际专家们理解，所以对这些问题提出质疑也

2005 年 ~2008 年清洁发展机制给风电所带来的

员会因为对这一概念比较陌

是很自然的。当然，经历了近几年的政策磨合，

总收益仅为 7 亿元 ~10 亿元。实际上，中国风电

生，认为项目开发商在人为

中国的风电电价政策日趋稳定，2009 年 7 月出

项目恰恰实现了清洁发展机制设计时的一个初衷，

台了固定电价的政策，这将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中

即清洁发展机制的少量资金撬动投资者的投资决

目。随后经过项目开发商和

国的风电电价水平，并且将避免类似的问题发生。

定。换句话说，就是用小钱办大事。用这个标准来

专家的一再解释，执行委员

同时，这次风电项目被拒也反映出清洁发展

衡量，中国的风电项目不应该被清洁发展机制执行

会终于了解到这一概念是行

机制设计上的问题，即额外性要求与东道国国内

委员会拒绝，相反这个行业的发展恰恰应该成为清

政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额外性要求项目所产生

洁发展机制刺激低碳产业发展的成功案例。

该项目为大连土城子风电
项目（CDM 项目注册号

电行业对实际发电量进行评
估的常规操作，然而执行委

操纵数据，以使项目获得额
外性，因此拒绝注册该项

业内部常规注册，并且允许
存在类似问题的后来项目注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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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风电消纳能力
推进风电规划实施
——专访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杨建设
本刊记者

牟

迈

2008 年起，国家选择并推动了在内蒙古、甘肃、新疆、河北、江苏和吉林等风能资源丰富地区，开展七个千万千瓦
级风电基地的规划和建设工作。建设若干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是落实国家“建设大基地，融入大电网”风电发展思路
的重要举措，是发展清洁能源和实现节能减排战略目标的重要任务。目前，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的建设进度如何？存在哪
些问题？带着这些疑问，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杨建设，请他谈谈蒙东地区
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的规划工作和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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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内蒙古蒙东千万千瓦
级风电基地规划工作启动
《风能》：您参与了蒙东地区千万千瓦级风电
基地的规划工作，能否介绍一下该基地规划的背
景以及具体内容？

发利用内蒙古风能资源，指导全区风电产业规模
化发展，特委托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牵头编制
内蒙古自治区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建设规划，内
蒙古绿能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配合。规划应提出
阶段性装机目标和电网送出建议方案。
根据工作安排，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负责

杨建设 ：蒙东地区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的规

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规划管理工作，水电水利规

划工作是 2008 年 7 月启动的。当时，为促进我

划设计总院负责规划的指导、质量监督和成果验

国风电建设统筹规划、有序开发、分步实施、持

收，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简

续发展工作目标的进一步落实，国家计划在风能

称北京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简称贵阳院）

资源丰富的地区，如内蒙古、甘肃西部、河北北

和内蒙古绿能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承担具体规划

部、江苏沿海等地建设数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

设计工作。其中，北京院负责蒙东地区风电基地

为推进内蒙古地区风电产业的持续、有序、健康

的规划设计工作，贵阳院负责蒙西地区风电基地

发展，促进当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顺利转化，

的规划设计工作。

内蒙古自治区参照国家大规模风电基地建设的发

根据文件提出的项目委托和工作安排，参照

展思路，决定开展区一级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的

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及有关风电场规划设计的有关

规划研究。

规定，在当地有关风能资源测量及其他前期工作

2008 年 7 月 18 日，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向

成果基础上，根据风电基地各风电场场址的建设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和内蒙古绿能新能源有限

条件，初步确定风电基地的规划容量，同时在综

责任公司发函提出 ：内蒙古自治区风能富集区靠

合考虑电网条件和电价分摊机制等各方面因素后，

近华北电网、东北电网和西北电网电力负荷中心，

提出 2010 年、2015 年及 2020 年三个阶段性的

具备建设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的条件。为充分开

规划目标和开发顺序，并对风电基地的开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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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工作的初步安排等提出意见和建议。北京院

家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支持。其次，可再生能源的

负责的蒙东规划地区包括赤峰、通辽、呼兴电网

技术潜力和国家清洁能源发展战略要求为风电发

覆盖的区域，涉及地域包括赤峰市、通辽市、兴

展提供了强大后劲。目前我国的电力总装机容量

安盟、呼伦贝尔市和满洲里市，总面积约 46.24

为 9 亿 kW，预计到 2020 年可达到约 14 亿 kW，

2

万 km 。

按照风电在电网中占比的理想目标以及内蒙古及
其东部地区风能资源量在全国的占比数额，2020

电网接入和消纳风电的能力是重要
问题
《风能》：您能否就风电基地在建设中可能遇
到的问题作一下前瞻性的判断？如何应对？

年蒙东地区风电装机目标是有根据的，是可以实
现的。
但也需要认真研究以下一些问题，为全面推
动规划的实施做好准备。
从初步估算的财务指标来看，本规划中只有

杨建设 ：首先，电网的接入和消纳能力是重

一部分风电场的上网电价较高，不能满足基本的

要问题。我国风电发展之初曾经有过摸索性地按

还贷要求。建议研究蒙东地区的风电场不简单实

照 5% 电网容量计算消纳能力的过程。实际上，

行单一上网电价的可行性，同时坚持用同资源同

风电在电网中的合理占比或电网能够接受多少风

电价的模式。

电容量，是由电网中的电源构成、运行方式以及

已有测风数据还不充分，不能很好地满足下

技术能力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的，风电的消纳能力

一步预可行性研究和可行性研究设计要求。应及

会因电网不同而不同，而且一定会随着电网的技

早增设更多的测风装置，收集更详实的测风资料。

术进步而提高。我国现有以火电为主构成的电网

在本规划区域范围内，一些大块成片区域风

企业，会随着新技术的应用，通过增大抽水蓄能

电场规划容量大，各风电场之间势必存在相互影

电站比重以及挖掘电网间合作效能等措施，在提

响，研究风电场之间的影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高风电接纳比例、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发展方

因此，政府管理部门等有关机构应及早组织启动

面作出更多的贡献。

关于风电场开发相互影响，以及诸如大容量风电

其次是风电机组设备技术创新及其知识产权
的自主化问题。目前我国的机组设备应用技术，

送出对于电网影响等科研专题的立项研究。
风电建成规模后，必将对电力系统的运行产

主要还靠国外引进，这对于我们保证风电开发的

生较大影响。为准确预报日发电能力曲线，降低

长久健康发展是不利的。完全掌握风电机组设备

对系统运行冲击的影响，结合风电场建设开展风

的核心技术，有利于我们占据风能利用技术发展

能预测研究工作十分必要，建议在各市、旗（县）

的主导权，也有利于进一步降低风电机组设备价

一级风电集中区域设置风能发电预测中心，中心

格，进而降低工程成本，并以此保持风电发展的

将根据天气预测结果制定地区发电曲线并通报电

长远优势。

网公司。预测中心负责对地区内风电场风向、风速、
气温等有关资料进行实时收集、分析，并绘制地

2020年的蒙东地区风电装机目标是
可以实现的

谐波等带来一定影响，除做专题研究外，加强风
电场电能质量监督管理十分必要。为此，各风电

风电基地 2020 年的装机目标能否如期实现？能

场内应安装电能质量检测装置，实现对相关信息

否对规划实施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其对策谈谈看

的采集和远传。
另外，要根据内蒙古东部地区千万千瓦级风

杨建设 ：我认为可以实现。首先，投资方面
问题不大，开发企业的投资积极性很高，而且国

风能 Wind Energy

风电接入电网运行后将对电网电压、频率、闪变、

《风能》：按照目前的建设进度，您预计蒙东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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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风电曲线。各风电场内设置采集装置。大规模

电基地规划的发展目标和要求，及早开展相应风
电输电系统的规划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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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风电开发纳入
电力系统的整体发展规划
—— 专 访 国 网能源研究院副总经济师白建华博士
本刊记者 于贵勇

随着国家在六省区开展七大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的规划和建设，我国风电产业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随之而
来的大基地风电如何“融入大电网”的问题也越来越受到相关方面的高度关注。电网公司于一片争议声中同时又肩负着期
待。就目前国家电网的规划情况，记者日前采访了国网能源研究院副总经济师、能源战略与规划研究所所长白建华博士。
记者到达白博士的办公室时，他正在与团队的其他成员为即将召开的主题为“电网与新能源”的“能源·经济·发展”论
坛而紧张忙碌着。据他介绍，从 2006 年至今，他们一直开展和滚动更新能源基地建设及电力发展规划深化研究。在他看来，
风电和电网不是一对矛盾，目前的问题不过是发展阶段中的问题，相信未来一定能解决，国网在这方面也一直在努力，主
动做了很多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及时提交国家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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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关于风电并网难题，业界普遍认为

电容量，而损失的风电电量不到 1%，在保证消

原因是风电发展与电网建设情况不匹配，您能否

纳绝大部分风电电量的情况下，也提高了输电线

分析一下具体情况？

路的利用率。由于风电反调峰特性明显，风电“有

白建华 ：自 2005 年以来，我国风电装机容

效出力”可用于衡量在负荷低谷时段风电大发时

量快速增长，年均增长速度超过 90%，且分布非

对系统的调峰容量需求。我们联合中国水电工程

常集中。截至 2009 年底，我国风电并网装机达

顾问集团公司，对全国七大风电基地的出力特性

1600 万 kW 以上，集中分布在“三北”以及东

进行了详细分析，得出两条主要结论 ：一是我国

部沿海省区，其中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

多数风电基地的风电保证容量很低，可替代火电

河北五省区的风电并网装机容量都突破 100 万

装机很少，如哈密、酒泉、河北、江苏沿海的风

kW，内蒙古达到 500 万 kW 以上。而与此不相适

电保证容量都不到 2%，也就是说，100 万 kW

应的是，我国电力发展目前存在两方面的问题 ：

的风电只能替代不到二万 kW 的火电装机，风电

一是电源结构以煤电为主，系统调峰能力不足。
“三

大规模并网将导致电力系统总装机和总投资的增

北”地区供热机组所占比重大，系统调峰能力有限，

加。二是在同一电网中，风电分散布局，可提高

目前已有部分地区在系统负荷低谷时段出现限制

整体风电“保证容量”，降低“有效出力”，提高

风电出力的现象。二是电网建设滞后于电源建设，

系统接纳风电能力。例如，把蒙东和吉林风电统

尤其是跨区电网互联规模较小，不利于风电在更

一考虑，其保证容量接近 6%，比蒙东和吉林各

大范围内消纳。目前内蒙古已向华北电网输送风

自的风电保证容量高二个百分点以上 ；其“有效

电，但仍然“夜夜弃风”，主要是因为内蒙古风电

出力”不到 60%，比蒙东和吉林各自的风电“有

发展迅猛，投产容量远远超过规划容量 ；系统规

效出力”低三个百分点左右。这些研究成果，为

模小、跨区联网规模小、调峰能力不足。未来内
蒙古风电的大规模开发，需要统筹规划，优化配
置送 / 受端电网的调峰能力，并兼顾华北电网内
河北风电基地的开发，把内蒙古风电送入整个“三
华”电网（华北、华中、华东电网）进行消纳。
《风能》：您如何评价风电的出力特性，评价
的结论有何意义？
白建华 ：从电力系统规划和运行的角度，要
构建风电出力特性的评价指标，其中有两个指标
很重要，一个是“保证容量”，另一个是“有效出
力”。“保证容量”，即把负荷高峰时段的风电出
力按从大到小排序，在某一保证率下（如 95%）
风电的最小出力。该指标主要用于衡量在进行电
力平衡分析时风电可为系统提供的容量，也就是
风电可替代的火电装机容量。“有效出力”，即把
风电出力按从大到小排序，在某一保证率下（如
5%）风电的最小出力 ；由于大型风电场满发或接
近满发的概率很低，在保证绝大部分风电电量上
网的前提下，对负荷低谷时段的少数风电尖峰出
力（如 5% 的极端情况）按“有效出力”进行适
当限制，能显著提高风电的开发规模和输送效率。
例如，哈密风电最大出力可达到满发，但超过装
机容量 78% 的概率仅为 5%，若将哈密风电出力
限制在 78%，可节省风电装机的 20% 以上的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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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结合风电的特
性，要解决大规模风
电并网，必须优化电
源结构，加大调峰电

未来风电的规划布局以及电源结构的优化，提供

说，一是结合风电的特性，要解决大规模风电并

了坚实的基础。

网，必须优化电源结构，加大调峰电源建设规模。
对西北、内蒙古、东北等风电富集地区，加快抽

《风能》：据您研究，未来风电的输送需求有
多大？
白建华 ：国网能源研究院自主开发了风电与

水蓄能站址普查，推进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提高
当地电网风电消纳能力和外送规模 ；对华北、华
东等受端地区，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保证受

电力系统整体规划模型，对全国电力发展规划若干

端地区风电、核电与大规模区外来电的协调运行 ；

源建设规模 ；二是建

重大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确定各规划水平年风

由于输电曲线与送 / 受端调峰能力需求密切相关，

设坚强的跨区大电

电基地的开发规模、消纳市场及跨省跨区输送需

电力规划中应将调峰电源的布局、输电曲线、风

网，扩大风电的消纳

求。该规划模型在保证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前

电的开发布局三者统筹考虑。二是建设坚强的跨

市场和规模 ；三是将

提下，以全社会电力供应总成本最低为目标，并考

区大电网，扩大风电的消纳市场和规模。在我国

风电、火电、水电（含

虑风电等清洁能源的节能减排效益，尽可能利用其

规划建设的几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中，除受端

抽蓄）
、太阳能发电等

他电源的调节能力加大风电等清洁能源的开发规

电网中的风电基地外，其他基地所在地区负荷水

多 种 电 源 联 合 运 行、

模。通过规划模型计算，预计 2020 年我国电力总

平低、电网规模小、风电就地消纳能力十分有限，

打捆外送。

装机将达 17.1 亿 kW 左右，其中风电并网规模可

大规模风电必须送到区域电网内甚至其他区域电

达到 1.02 亿 kW，4800 万 kW 的风电在各省电网

网消纳。我们的初步研究结果表明，吉林风电主

消纳，5400 万 kW 风电需要通过跨区大电网在更

要在东北电网内消纳 ；河北风电主要在华北电网

大范围内消纳，坚强的跨区互联电网对促进风电大

内消纳 ；江苏风电主要在华东电网内消纳 ；蒙西

规模开发的作用十分明显。以上开发规模确定的依

风电要在“三华”电网消纳 ；蒙东风电在东北电

据是 ：在风电消纳能力最低的月份，满足负荷低谷

网消纳，并与火电打捆送入“三华”电网 ；甘肃

时段 95% 情况下的风电发电量全额上网，在风电

风电在西北主网消纳，并与火电打捆送入“三华”

出力大于“有效出力”的 5% 极端情况下，对风电

电网 ；新疆大规模风电需要与火电打捆后通过特

出力进行适当限制 ；在其他月份基本满足风电的全

高压直流送入“三华”电网。三是将风电、火电、

额上网。若按照 2020 年我国风电装机达到 1.5 亿

水电（含抽蓄）
、太阳能发电等多种电源联合运行、

kW，必须进一步加大调峰电源的建设规模，增强

打捆外送。单独远距离输送风电的技术难度很大，

区域电网间的联网强度，否则将在更多月份、更多

经济性很差，比如，西北风电单独输送到我国中

时段出现限制风电出力的情况，降低风电开发的经

东部受端地区的落地电价是受端火电标杆电价的

济性。同时，与 2020 年 1 亿 kW 的风电开发方案

两倍以上。风电与火电打捆外送，可以提高输电

相比，1.5 亿 kW 开发方案带来的节能减排、煤炭

线路的利用效率，降低受端电力供应成本。将未

消耗量减少、替代少量煤电装机等效益，不足以抵

来新增煤电主要布局在我国西部和北部煤炭产区，

消风电开发规模过大带来的风电投资、调峰电源投

与当地风电共用特高压外送通道，能够有效扩大

资、电网投资及系统运行成本的增加。综合考虑整

风电的消纳市场，提高风电开发规模，促进我国

体电力系统经济性和促进清洁能源开发，1 亿 kW

能源和电力的绿色发展、低碳发展，丰富我国能

是我国 2020 年较为合理的风电开发规模。我们将

源供应和输送体系的内涵。从系统运行看，通过

结合“十二五”能源规划和电力规划研究工作的最

风电功率预测、电力系统优化调度，在提前预知

新进展情况，进一步深入研究我国各省区的风电开

的风电出力快速大幅变动时段，调用系统水电等

发规模和消纳市场，为未来我国风电的统一规划、

快速调节电源，保证系统安全、稳定、经济、高

科学开发做好支撑。

效运行。从能量流动看，实际外送的电量主要是
风电电量和火电电量（风火打捆）
。在 2020 年前，

《风能》：您能否谈谈未来几年电网方面的规
划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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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考虑风电与火电打捆外送 ；2020 年以后，随
着太阳能发电经济性的大幅提高，西部丰富的太

白建华 ：要将风电纳入到电力系统整体规划

阳能资源将进入大规模开发阶段，受当地消纳能

中来，通盘考虑。将风电开发与其他能源开发相

力的限制，可考虑通过风、光、火三种电源打捆

结合，统筹规划，联合开发，联合输送。具体来

外送的方式扩大风电、太阳能发电的开发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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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基地建设：
催动中国风电强国之梦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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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者了解，截至今年 2 月 28 日，除吉林外，甘肃、内蒙古、新疆、河北、江苏的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规划报告均已报送
国家能源局审批。其实，早在去年 8 月 8 日，甘肃酒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就已率先开工，拉开了风电大基地的建设序幕。国家
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将此举定义为“我国风电建设进入规模化发展新阶段”的标志性事件。
业内分析人士称，建设风电大基地是具有中国能源特色的一种战略性选择。“目前，我国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
仅为 7%，要实现 2020 年 15% 的目标，起码要在现有的基础上翻一番，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有关部门认为，“现在，水电开
发的位置越来越偏远，建设难度越来越大，遗留问题越来越多；而核电的建设周期比较长，从选址到建设，再到最后运营并产生效益，
一般需要五年至七年时间。那么，大规模发展风电就成为一种现实而有效的选择。”
建设风电大基地是我国充分开发利用风能资源的特有模式，专家称其为“国家层面”的战略共识和决策。据有关风能资源评
估报告，离地面 50m 高度，七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的风能资源总储量约占全国陆地风能资源总储量的 80%。足见这七个风电
大基地在我国风能产业发展进程中的分量。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强调 ：
“七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的建设，理应成为我国缩短与风电发达国
家差距乃至赶超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载体，这也是相关方面不能错失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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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子王旗风电基地
通辽风电基地

包头风电基地

赤峰风电基地

巴彦淖儿乌拉特中旗风电基地
辉腾锡勒风电基地

锡盟辉腾梁风电基地

吉林风电基地
蒙东风电基地
阜新风电基地
承德风电基地
张家口风电基地
新疆哈密风电基地
甘肃酒泉风电基地

蒙西风电基地

河北风电基地

江苏沿海风电基地
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
百万千瓦级风电基地

我国七大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规划示意图（来源：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

风电大规模输送和消纳是技术挑
战，更是利益机制问题
从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的规划报告看，到

想。“提出设想是必须的，否则如何解决送出和消
纳问题就会变成一场踢球游戏。”据这位专家介绍，
目前国家能源局组织了“一个更大的班子，进行

kW，而每个风电基地都需要跨省区消纳，只是程

电网接纳风电的研究，将制定一个很细的方案。”

度不同，尤其是位于西北和北部省区的风电基地

有电网方面的专家认为风电大基地的规划“没

所在地区负荷水平低、电网规模小、风电就地消

规划好”。这位专家向记者解释，规划报告更多是

纳能力十分有限，大规模风电必须送到其他省区

根据资源和建设条件编制的，对电网的系统考虑

消纳。

则显得不够。电网系统在不同的时间阶段有相应
的搭配，能发展多少风电实际取决于系统。
“如果

全国“通过区域电网和跨大区输送，风电开发规

仅讲风电建设，七个风电基地在 2015 年就可以

模可达到 1.02 亿 kW。”按照电网方面有关专家的

建成 1.26 亿 kW 的装机规模，但电网接受不了。

解释，“1.02 亿 kW 是全国的并网装机容量，而

风电大基地的发展必须与电网和电源结构在时间

七个基地占 80%，也就是 8000 万 kW。”以此测

和地点上相互协调。”

算，到 2020 年，七个基地将有 0.56 亿 kW 的装

对此，有专家认为，电网作为垄断性企业如

机无法并网。当然，这只是基地规划报告方“规划”

此“低调”，可能是在为风电大基地规划和建设中

与电网方“研究结果”上的差异，而非国家发改

的利益博弈做铺垫。国网能源研究院在“电网与

委审批后的“审批结果”。

清洁能源协调发展系列研究”项目中，建议“在

承担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规划报告编制工作
风能 Wind Energy

的风电输送和消纳方案仅仅是规划方面的一个设

2020 年， 七 个 风 电 基 地 并 网 规 模 达 到 1.36 亿

据国网能源研究院的研究结果，到 2020 年，

26

的有关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七个大基地

可再生能源专项基金中增加可再生能源发电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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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费，完善清洁能源接入系统及输电投资回收

建立风电辅助服务的定价和补偿以及接入系统及

机制”。显然，这是电网方面的利益诉求。有业内

输电投资回报机制。这样，风电大基地建设对电

分析人士强调，对于大规模风电并网技术问题掩

网带来的技术挑战和问题，就成为能够应对和解

盖利益和垄断的问题，有关部门应予以重视。

决的问题。

电网方面的“低调”，也不排除出于对电网
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考虑。有专家称，这与电网
方面的“风电接入观”有关。欧洲的很多研究和
实践均表明，电网中风电比例在 20% 以下，不
会带来技术和操作上的问题，而且并不会增加太

有关部门应主导风电送出通道、消纳
及调峰电源总体规划的制定和落实
从七大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的规划报告看，

多的成本。据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公司总经

这些基地的风电送出通道、消纳以及调峰电源的

理 张 福 生 介 绍， 截 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内

建设计划情况与相关课题研究成果有所不同。有

蒙古电网（不含东部四盟市）内已接入风电装机

业内分析人士称，这种不同与各自设定的边界条

容量 430.2 万 kW，占电网开机容量的 20%，占

件及规划或研究诉求有关。这需要从国家层面统

电网最大发电负荷的 23.6%，占最高供电负荷的

筹考虑有关问题，也就是说有关部门应主导风电

27.6%，占最低供电负荷的 34.7%。“这种现状应

送出方式、通道、消纳及调峰电源总体规划的制

对国网规划风电大基地的风电接入有所启示。”

定和落实，发挥积极的统筹作用。

“风电远距离输送和大范围消纳是技术挑战，

①

②

④

⑤

⑥

③

⑦

①河北张北风电场
②吉林通榆风电场
③甘肃酒泉玉门风电场
④内蒙古赤峰赛罕坝风电场
⑤内蒙古辉腾锡勒风电场
⑥江苏如东一期风电场
⑦新疆达坂城风电场

国网能源研究院院长张运洲强调，经研究，

更是利益机制问题。无论挑战还是利益机制问题，

如果送端具备建设大型坑口电站条件，采用风电

都不应成为建设风电大基地的阻碍。”专家强调，

和火电联合输送，输电通道的利用率可大幅提高 ；

风电的大规模开发、远距离及大范围消纳，必须

与单独输送风电相比，其经济性明显占优，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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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流效应（来源：GH）

有效提高系统运行的安全性和灵活性。
国网能源研究院白建华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风电、火电、水电等多种电源联合运行、
打捆外送在技术上可行，经济上也是合理的。在

5300 万 kW。但这也只是一个概念，有的省区没
有建设抽水蓄能的条件，在受端建设抽水蓄能，
将调峰的作用转移到受端，也是一种思路。
一些专家建议建立全国电力市场消纳风电的

不增加全国煤电装机容量的前提下，将新增煤电

机制，尤其是有关部门要充分考虑资源、环境、

布局在西部和北部煤炭产区，与当地风电共用特

需求、成本以及调峰电源建设规模等因素，主导

高压外送通道，能够有效扩大风电消纳市场。

研究和制定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的风电送出方式、

据电网方面的初步分析结果，七大千万千瓦

通道、调峰电源建设以及全国大范围消纳风电的

级风电基地的风电消纳市场为 ：河北风电在华北

总体规划。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地推进风电的大

电网消纳，江苏风电在华东电网消纳，蒙西风电

规模应用和发展。

在“三华”电网消纳，蒙东风电在东北电网消纳
并与火电打捆送入“三华”电网，新疆风电需要
与火电打捆后通过特高压直流送入“三华”电网。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福生
建议借鉴当年三峡水电站的建设经验。十多年前，

际上较为流行的风电场设计软件 WAsP 及 Wind
Farmer 进行风况建模，但其应用效果不如在欧洲

区分配电力指标，提前规划设计送出通道，才保

的反映那么乐观。专家称，采用标准线性模型（如

证了三峡水电站电力的可靠送出。

WAsP 软件）模拟风电场条件，就不能充分地再

关于优化调峰电源结构，国网能源研究院白

现复杂地形的风况条件。
中国气象局风能太阳能资源评估中心副主任

内蒙古等抽水蓄能站址普查，推进抽水蓄能电站

杨振斌表示，目前我国在小规模风电场的微观选

建设，促进风电大规模开发 ；二是加快华北、华

址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对大规模、大尺

东等受端地区风电与区外来电的协调运行。
有关方面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出于调峰的
需要，到 2020 年，全国抽水蓄能电站至少需要
风能 Wind Energy

据了解，我国风电场微观选址通常采用国

国家在规划建设三峡水电站的同时，提前向各省

建华博士提出两点建议 ：一是加快西北、东北、

28

风电场微观选址技术有待实质性突破

度的风电场选址还缺乏认知度，目前使用的软件
或模型还不能完全解决这一问题。
如何依据风资源数据将风电机组安装在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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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保证机组在二十多年的使用寿命期间，获

过风电场的实地风况测量，统计不同风速、不同

得最大的风能利用效果，这是微观选址要解决的

机组类型、不同距离条件下由尾流引起的湍流强

课题。而此前的种种迹象显示，由于风电场微观

度变化 ；三是加大风洞实验力度，开发计算尾流

选址工作不到位，一些风电场安装的机组无法达

效应的数学模型，以支持大型风电场尾流效应研

到预期发电量，从而影响风电场的经济效益。这

究工作取得实质性突破。

应是风电大基地建设必须注意的大问题。
在谈到风电大基地风电场微观选址的困惑时，
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新能源处工程师王霁
雪强调，微观选址除了技术问题还涉及管理体制。
对于一个项目，由谁对微观选址的结果负责，这

“特色”机组选型为整机制造商带
来创新契机
“不同的地形或不同的风能资源，应该有与之

是一个必须界定的问题。比如在实际微观选址工

相适应的风电机组。”谈到风电大基地风电场机组

作中，作为独立的咨询机构拿出的方案，还要得

选型时，杨振斌强调，风电机组选型非常重要，
“在

到整机厂商的认可。可能仅是由于手段工具的不

一个风况条件下可能是最好、最适应的机组，到

一致，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就技术而言，无论

另一个风电场却不一定是最好的，这两者之间有

咨询机构，还是整机厂商，都是在应用国外成型

匹配问题，所以不能盲目选用某一种机型。”

的公式，而且很多是经验公式，这不一定符合我

一些开发商在接受记者有关风电大基地建设

国的情况。以往的经验证明，对于明显的偏差，

问题的采访时，均把风电大基地的风电场机组选

也缺乏有效的解决办法。这种情形还会在大基地

型作为重要问题来对待。具体而言：选用风电机组，

的微观选址中出现，这需要从管理体制上解决问

一要看整机制造商为某个风电场量身定制机组的

题，体制问题解决了，微观选址技术研发才会有

能力 ；二要看整机制造商以往的产品质量问题是

实质性突破。

否在可接受的范围。“可以说，这是近五年风电场
建设经验与教训的总结，是风电大基地建设中必

应规避尾流效应对大规模风电场造
成致命影响
据专家介绍，美国加州风电场的运行经验表
明，尾流造成损失的典型值是 10%。根据地形地貌、

须要汲取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整机制造商能否满足开发
商的诉求就成为风电大基地建设中的一个核心问
题。
”专家强调，
“七
大风电基地处于六

机组间的距离和风的湍流不同，尾流损失最小是

个 省 区， 风 况 以

2%，最大可达 30%。

及气候特点各有不

通常情况下，尾流不仅对机组的功率特性和

同，这也为制造商

动力特性产生影响，而且将使风向下游的风电机

设计和制造满足风

组承受更高的湍流强度，从而引起机组结构部件

电场需求的机组提

更高的疲劳载荷，导致疲劳破坏，这对风电机组

供了目标落点。
”

的安全运行不利。因此，对于风电大基地而言，

经历几年技

尾流效应更是一个必须慎重考虑的因素。因为，

术消化和吸收，国

尾流效应在大规模风电基地中尤为突出，其造成

内风电机组排头

的能量损失对风电场的运行及经济性有着重要的

兵企业均建立了

影响，甚至是致命的影响。
目前，我国对风电场尾流效应影响的研究仍

自己的研发队伍
和 研 发 平 台， 初

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风电场对尾流效应的影响

步掌握了整机设

不够重视，这也造成我国在这方面欠缺技术积累。

计、载荷计算、控

在谈到尾流效应对大规模风电场的影响时，王霁

制策略、结构强度

雪坦承，相关方在这方面的研究结果不理想，和

分析等方面的关

实际情况有一定的出入，还要有更深入的研究。

键技术，少部分企

有专家提出三条建议 ：一是结合风电大基地

业已经初步具备

的情况，针对特定场址进行尾流分析和仿真，评

自主开发能力。专

估尾流对发电量和风电机组载荷的影响 ；二是通

家称，风电大基地

机组吊装

摄影／张国和

2010年第2期

封面 | Cover Article

“特色”机组选型无疑为这些整机制造商带来更大的
发展机遇，也为制造业整体创新带来契机。

对绝大多数整机
制 造 商 而 言， 为
大基地的某个风
电场量身定制风
电机组的确是个
严峻的挑战。

专家称，“对绝大多数整机制造商而言，为大基
地的风电场量身定制风电机组的确是个严峻的挑战。”

电场建设。与陆上风电相比，大规模的潮间带及近

计整机能力的制造商不足 5%。有经济实力的制造商

海风电场建设，更需要相应施工设备及设施的配合。

会选择与国外设计公司联合设计的方式为风电大基地

换句话说，施工设备满足需要的程度，决定了潮间

的某个风电场量身定制机组，以争食风电大基地的整

带及海上基地建设的进展。有专家强调，潮间带及

机市场“大蛋糕”。但是，联合设计形成的高成本很

海上风电场项目开发要为其施工设备研发制造创造

可能会降低其机组在市场性价比方面的竞争力。如何

市场条件。

总体看，风电大基地建设为整机制造产业发展和

目前，国内近海风电场处于示范性项目建设阶
段，安装设备主要依靠大型起重船，但此种施工设

技术创新提供了市场条件。这是挑战，更是创新发展

备稳定性较差，受海况影响大，致使施工有效期短、

的机遇。

效率低、成本高。由于海底地质情况不同，国外风

在分析挑战与机遇的问题时，金风科技副总裁王

电安装专用船不适应中国海域。与海上风电场施工

相明表示，大基地建设给制造商带来的机遇体现在三

相比，潮间带风电场施工独具特色，更是没有现成

点 ：一是能够使设备制造商扩大产能，实现批量化生

的国际经验可以借鉴。据了解，潮间带风电场施工

产，降低单机成本 ；二是设备生产模式从原来的单件

目前采用围堰方式，但该方式投资大、时间长、成

式生产，逐步发展成为批量式生产，降低了人工成本，

本高，且随意围堰对环境破坏严重，受到很大限制，

提高了生产效率 ；三是促进了设备的本地化生产，拉

而且潮差大的地方无法进行围堰。由此可见，相应

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施工设备已成为制约潮间带及海上风电大基地建设

王相明强调，“挑战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

的重要因素。

在两点 ：一是大基地开发规模的时间和空间相对不集

值得欣慰的是，三一电气公司经过近两年的努

中，这不便于制造商安排生产节奏。比如，一个基地

力，终于开发出一整套适合我国沿海潮间带和近海

中有很多个风电场，不同风电场有不同的业主，他们

风电场施工的专用设备。主要包括 ：两栖重型四履

对设备的交货时间要求不一样，有时订单很紧，需要

带运输车、两栖四履带伸缩立柱式起重机、两栖四

加班加点赶制设备，使得库存严重不足 ；订单宽松时，

履带伸缩臂式起重机和两栖特种桩机，设备具有无

又可能使得库存积压。因此，如何协调生产计划与市

水和水深 2.5m 以下正常施工以及 2.5m 以上生存

场需求之间的关系是一大挑战。二是风电场发电效率

能力，满足 3MW 及以下风电机组基础施工及机组

方面的挑战。我国的大基地与欧洲的风电场不同，欧

安装施工要求。该套设备现已进入样机试制阶段，

洲的风电场较为分散，每台机组都是一个独立的单元，

年内投入市场使用。

相互影响不大，发电效率很高。而我国大基地的机组
很密集，相互有一定影响，发电效率不如单个机组高。

据三一电气公司孙家军介绍，近海专用施工
设备包括多用途基础施工平台、机组运输安装平

因此，如何根据风电场实际情况，调整风电机组的各

台，设备具有 5MW 及以下近海风电机组基础施

项指标，使其发电效率实现最大化，同时降低业主的

工及吊装能力，设备采用支腿系统和数控作业系

开发成本，这对制造商也是一大挑战。
王相明还表示，大基地中高密度的机组使得吊装
的难度加大，对塔筒和基础的要求也更高，这意味着

风能 Wind Energy

江苏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涉及潮间带及近海风

专家解释，在现有的整机制造商中，真正具有自主设

降低创新成本也就成为制造商必须解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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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间带及海上基地建设催生施工设
备制造业发展

统，施工稳定性高、作业窗口期长，施工效率高，
解决了通用施工设备的施工窗口期短和自动化程
度低的难题。

塔筒和基础设备的生产要求也更加严格。机组的密度

有业内分析人士称，潮间带及近海风电场施工

越高，单个机组的精确定位和安装要求也越高，因此

专用设备的研制成功，无疑对大幅降低潮间带及近

也相应提高了对吊装设备的要求。这些势必需要增加

海风电大基地建设的施工成本，以及有效推动该基

成本。“大规模的风电开发也对制造商的设备维护提

地建设进程具有积极意义。但这些施工设备究竟能

出了更高要求。”制造商需要研发更利于设备故障检

否达到潮间带以及近海风电大基地建设的要求，并

测的辅助设备，以尽可能提高维护效率。

满足其需求，还是一个待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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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积极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和提倡低碳经济大背景下，近年我国风电产业保持着高速增长
的大好局面，面临极好的发展机遇。在未来替代能源中，风电究竟能够发挥多大作用，风能资源
的实际可开发量无疑是决定性的因素。因此，尽快摸清我国陆地与海上风能资源，并根据资源状
况制定科学合理的开发规划，指导工程建设，是当前亟须解决的全局性与基础性问题。只有掌握
了较明确的数量概念，才能对风电产业发展给出准确合理的战略定位。

风能资源估算与风电规划——从新疆说起
国家风力发电工程技术中心

于午铭

王 哲

付 江

一、关于风能资源估算
（一）关于风能资源的定义
对风能资源进行估算，首先应该理清“风能

继续探讨。
“风电可装机容量”在概念上类同于风能资源

资源”的定义。目前风电界对此概念有不同称谓，

技术可开发量、实际可开发量等提法，但更接近
工程实际。这是比“理论蕴藏量”更重要、更能

技术可开发量、实际可开发量、风电可装机容量、

指导工程实践、更需要花力气搞清楚的问题。建

经济可开发量、风能资源潜在开发量等等，对这

议把在当代工程技术经济合理条件下，全国风电

些概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因此，探讨风能资源，

可装机容量（kW）以及相应的发电量（kW·h）

首先有必要确定研究对象的准确定义。

定义为风能资源的可开发量，明确为研究目标，

笔者认为，在以上概念中，“风能资源理论蕴

采取各种技术路线，锲而不舍地得出比较可靠的

藏量”与“风电可装机容量”较为适合做统一的

结论，这将对制定我国风电发展规划以及指导工

定义和研究对象。

程实践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确定“风电可装机容量”，第一要素是风能资

种是以千瓦时数表示，如世界能源协会（1994

源，第二要素是可安装风电机组的地域（或海域）

年）提出的全球风能蕴藏量为每年 20000TW·h

面积。地域面积直接决定可规划建设风电场的功

（20 万亿 kW·h）。而欧洲风能协会与绿色和平

率，不同的风能资源状况将决定不同的发电量。

组织提出，地球风能资源是水能资源的 10 倍，

在现阶段，合理的技术可开发量可按照预期等效

达 每 年 53×1012kW·h（53 万 亿 kW·h）
，中

满负荷上网小时数不少于 2000h 来测算 ；从长远

国风能资源为每年 4600TW·h，即每年 4.6 万

看，大于 1600h 的风电场可能都在开发之列。合

亿 kW·h。另一种是以功率表示，如 Molly《风

理经济开发量则与上网电价、建设成本等密切相

能理论、应用与测试》中所说的全球风能资源为

关，需根据具体工程的经济效益分析决定。

12

4.3×10 （4300 亿）kW。王承煦等编著的《风

（二）新疆风能资源的历史数据

力发电》中介绍了两种估算数据，一是大气总能

在 20 世 纪 90 年 代， 一 些 气 象 学 者 提 出，

7

量中有 1×10 MW（100 亿 kW）为可利用的风

新 疆 风 能 年 理 论 蕴 藏 量 为 3PW·h， 即 3 万 亿

能，一是大气边界层可获得的风能为 13000 亿

kW·h，其中仅合计面积为 15.58 万 km2 的九大

kW。我国经过第二、第三次风能资源普查，得出

风区风能年蕴藏量有 0.809PW·h，即 8090 亿

了陆地 10m 高度风能资源理论储量分别为 32.26

kW·h，可开发转换电能为 2449 亿 kW·h，按

亿 kW 和 43.5 亿 kW 的初步结论。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世界范围内对风能资

风能 Wind Energy

的认识不一，无论是分析方法还是结果，都需要

如 ：风能资源理论蕴藏量、可开发风能资源储量、

“风能资源理论蕴藏量”有两种表示方法 ：一

32

源理论蕴蓄量的估算差别很大，反映出对此问题

年等效满发小时 2000 推算，可装风电机组约 1.2
亿 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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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等单位 2006 年 12

等技术手段，把上述信息统一到风区地理信息图

月公布的《中国风能资源评价报告》数据，全国

中，确定出风区的地理边界，并据此计算出较准

10m 高度风能资源总储量为 43.5 亿 kW，技术可

确的可用于安装风电机组的地域面积，进而得出

开发量为 2.97 亿 kW。其中新疆风能资源总储量

较可靠的风区装机千瓦数，再根据风资源数据估

为 8.86 亿 kW，占全国的 20.4％ ；技术可开发量

算出预计发电量。

为 1.20 亿 kW，占全国的 40.4％。在各省区中仅

根据风区可装机地域面积确定可装机千瓦
数，这与风能工程、技术发展水平、政策条件等

次于内蒙古，位居全国第二位。
2005 年 新 疆 气 象 局 等 单 位 组 织 研 究 并 编

密切相关，其中风电机组布置方案是最关键的因

制的《新疆风能资源评价报告》提出，新疆的

素。在当前风能工程常规设计情况下，对开阔平

风能储量为 9.57 亿 kW，技术可开发量为 2.57

坦地形风区，如采用 4D×8D 布置，每平方公里

亿 kW。

风电场面积可安装约 1 万 kW 风电机组 ；如采用

从以上数据可见，对新疆风能资源的认识多

5D×10D 布置，只能安装 6400kW ；如采用横向

年来不断深化，取得许多研究成果，但目前仍有

加密即 2D×10D 布置，就能安装 1.6 万 kW。在

不同的观点和数据。

一些主导风向集中、风能资源及其它建设条件都

（三）对新疆风能资源的新估算

很好的风区，如新疆达坂城和内蒙古等地的一些

从 2006 年，国家风力发电工程技术中心、

风区，采用加密布置，虽然因尾流影响加大可能

新疆风能公司、北京金达坂公司等单位开展了“新

损失一些发电量，但节省建设投资以及维护管理

疆九大风区风资源工程性普查”项目，经过几年

成本，综合技术经济效益肯定是比较好。因地制

工作，现已基本完成达坂城风区普查，正在进行

宜地提倡适当加大风区排布密度，是对土地以及

塔城老风口、十三间房、额尔齐斯河谷三风区普查。

风能资源的集约化利用，是应该引起重视的问题。

这个项目的技术路线是 ：在气象部门提出的风区

为了较准确地估算新疆的风电可装机容量，

范围基础上，收集风区内已有的测风资料，同时

为制定新疆风电发展规划提供较可靠的依据，我

进行补充测风，力求从点到面地掌握全风区风资

们按照上述思路做了一些工作，如达坂城、塔城

源概况。工作重点是收集风区各类地理信息，包

老风口基本完成了风能资源工程性普查，其他风

括地形地貌、交通设施、居民村落、各种制约风

区进行了实地踏勘、测风或者图上作业，估算得

电装机地域（如保护区、山地、河流、湖泊、湿地）

出了新疆九大风区可装机容量的初步结果，见表 1。

等。借助于地理信息系统、卫星定位、遥感遥测

表中九大风区合计地域面积约为 7.8 万 km2，

表1 新疆九大风区可装机容量的初步结果

风区名称

风区地
域面积
(km 2 )

年平均
风速
(m/s)

50 年一遇
最大风速
（m/s）

中心区
风功率
密度
(W/m 2 )

有效风
速小时
(h/y)

近地面风能
蕴藏量
( 亿 kW·h)

可安装机组
的地面面积
(km 2 )

可装机容
量 ( 万 kW)

达坂城谷地

2118

6.0

34.8

329

6256

340

1545

1545

塔城－老风口

4013

6.0

40.0

387

6410

800

2810

2810

吐鲁番－小草湖

982

6.0

51.9

278

6200

100

490

490

三塘湖－淖毛湖

34007

6.3

37.6

370

7344

1700

23800

23800

哈密东南部

11657

5.0

32.7

200

6800

1250

8160

8160

十三间房百里风区

5905

8.7

40.7

734

6888

370

4130

4130

额尔齐斯河谷

4276

5.0

24.9

200

5995

780

2990

2990

阿拉山口－艾比湖

3311

6.0

44.9

568

5673

543

2310

2310

罗布泊风区

11708

5.0

23.0

200

5829

2300

8190

8190

合计

77977

8183

54425

54425

注：
1、达坂城风区全部数据采用已初步完成的该风区普查成果，相对比较可靠 ；
2、其它风区“近地面风能储藏量”一栏采用 20 世纪末新疆气象专家的研究成果 ；
3、各风区可安装机组的地面面积与可装机容量，采用新疆九大风区风资源工程性普查初步成果，或者采用类比估算。考虑到土地的集约化利用，同时
便于估算，暂按每平方公里装机 1 万 kW 估列 ；
4、其它数据采用新疆气象局 2006 年《新疆风能资源评价报告》中的有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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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乌鲁木齐达坂城风区

图3 十三间房风区

图2 吐鲁番小草湖风区

图4 三塘湖-淖毛湖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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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哈密东南部风区

图6 额尔齐斯河河谷风区

图7 塔城老风口风区

图8 阿拉山口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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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装风电机组面积估算约为 5.4 万 km2，可装机

的七个规划。合计规划装机 650 万 kW。再加上

容量约 5.4 亿 kW。笔者认为，这是偏于保守的较

此前已经过审查的哈密三塘湖淖毛湖（1000 万

可靠数字，建议可作为风区规划的初步依据。同

kW）、哈密东南部（800 万 kW）两个风区，共

时应该尽快继续进行风能资源工程性普查，像达

规划了到 2020 年，建设 2450 万 kW 风电场的

坂城风区那样，较准确地说清楚新疆其他八个风

建设规模。应该看到，这样的发展规模是宏伟的，

区可装机容量的数据，以指导规划制定与工程开

但就新疆全部风能资源可开发量而言，仅仅是很

发实践。

小的一部分。制定新疆风电远景规划的任务还需

根据现有初步成果给出的新疆八大风区示意
图（图 1~ 图 8，罗布泊风区尚未做任何工作，故
未包括）。需要说明，这些示意图，除达坂城风区
塔城风区相对比较准确外，其他风区均为初步成
果，风区的全面风况、准确边界以及面积等还需

要继续做工作。
通过参加上述规划审查，对风电规划有几点
看法与建议 ：

（一）要更充分地了解和掌握规划区的风
能资源状况

要进一步踏勘论证，因此应该继续开展工程性普

本次工程规划在风能资源方面主要使用了各

查，完成其余风区余留工作，才能得出较准确的

建设业主单位的测风塔资料。这些测风塔是为了

结论。图中标注的测风塔仅为我们所掌握的已建

风电场宏观选址设立的，有很多是新的测风点。

数量，还有一些已建测风塔未能标出。如能综合

资料是可贵的，但对于整个风区规划而言，是不

使用全部已建测风塔数据，对完成风资源工程性

够充分的。尤其是对确定风区范围所需的边界测

普查肯定有很大帮助。

风点，还需要做补充测风，才能较准确地划定风
区范围。

二、关于风电规划

（二）必须与电网规划进行衔接
风电规划如果不与当地电网规划对接，将可

2009 年 8 月， 受 新 疆 自 治 区 发 改 委 委 托，

能成为无效规划。因此进行风电规划时，应该同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在乌鲁木齐主持召开了新

时考虑接入电网的初步方案，起码应论证风电场

疆七个风区工程规划报告的审查会议。这七个规

接入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对当地电网暂时还不具

划报告是自治区发改委委托不同的建设业主与勘

备接纳风电条件的，应该提出规划风电容量接入

测设计单位分别编制的。这次工程规划及其审查

电网、需要建设输变电工程的建议性方案，以供

是为了落实自治区 2020 年风电发展目标、并为

电力部门在规划时参考。本次新疆发改委规划评

近期风电项目的审批提供参考依据而进行的，共

审邀请了电力部门专家参加，对规划容量接入电

审查了达坂城（100 万 kW）、塔城老风口与玛依

网的可能方案进行了探讨，是规划可能得以实现

塔斯（各 50 万，合计 100 万 kW）、小草湖（150

的一个重要因素。

万 kW）、十三间房（100 万 kW）、额尔齐斯河谷

（三）要切实注意土地资源集约化利用问题

（100 万 kW）、阿拉山口（100 万 kW）六个风区

2009 年 8 月 新 疆 审 查 的 七 个（ 实 际 为 六

表2 2009年8月审查的风区数据

风区名称

规划面积（km 2 ）

规划容量
（万 kW）

全部规划
全部风区
容量（万
面积（km 2 ）
kW）

规划面积占
比 (％ )

规划容量占
比 (％ )

达坂城谷地

240

100

塔城－老风口

131

50

2118

1545

11.3

6.5

塔城－玛依塔斯

156

50

4013

2810

3.9

1.8

吐鲁番小草湖

439

150

十三间房风区

640

100

982

490

44.7

30.6

5905

4130

10.8

额尔齐斯河谷

1102

100

4276

2.4

2990

25.8

3.3

阿拉山口

228

100

3311

2310

6.9

4.3

合计

2936

650

20605

14275

14.2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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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因玛依塔斯与老风口同属塔城老风
口 风 区 ） 风 区（ 具 体 数 据 见 表 2）， 规

风速频率

频率（％）

风能频率

14

划 容 量 合 计 650 万 kW， 规 划 面 积 合
计 2936km2， 仅 占 所 属 风 区 全 部 面 积

12

（20605 km2）的 14.2％，占风区全部可

10
8

开发容量（14275 万 kW）的 4.6％，都

6

只是所在风区中的一小部分。

4

由表 2 中数据可以看出两个问题，

2

一是本次规划范围，无论是风区面积还

0

是可装机容量，都是所在风区的一小部

1

3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25 27

分，发展余地还很大，对风区的整体规

29 31 33 35

37 39

风速（m ／ s）

划，还应该从更大范围统筹考虑 ；二是

图9

本次规划用地，各风区都未能贯彻集约

A风区风速与风能频率分布直方图

化原则，占地偏大，远超出国家相关规
定中的规划阶段每平方公里可布置装机
5000kW 的标准。七风区实际规划装机

风速频率

频率（％）
16

平均为 2200kW/km2，其中额河风区仅
为 900kW。

风能频率

14

项目开发商倾向于扩大规划面积，
保留较多的可选择余地，但土地面积以

12

及与其不可分割的风能资源，即使对中

10

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也是十分宝贵

8

并必须提倡集约化使用的。因此作为政

6

府部门，有必要在主持制定与审查风电
规划时大力强调节约用地原则。建议针

4

对不同风区具体情况，规定每平方公里

2

地域的最小装机容量，避免宽松布置、

0

占地过多、造成土地与风能资源难以挽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34 36 38 40

风速（m ／ s）

回的损失浪费。

图10

（四）建议在《风电场风能资源

B风区风速与风能频率分布直方图

评估方法》标准中，增加对“有效风
功率密度年平均值”的评估规定
在规划审查中发现，新疆有的风区，

电场风能资源评估方法》中，目前还没

争取尽快得出可信成果。

仅看全年平均风功率密度数值很大，似

有这方面的规定，建议在适当时对此予

乎风能资源很好，但其中很大一部分（约

以考虑。

了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存在不同看法。

三、结论

提出了“新疆九大风区风资源工程性普

50%）是在超过 25m/s 的高风速区形成
的（图 9 为两个风区风能直方图），这部
分风能至少在目前技术条件下是无法利
用的，属无效风功率时段，应在评价风

新疆的风能资源与全国一样，经过
国家风力发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单位

风能资源量是决定在未来替代能源

查”课题，经过努力，取得一些数据，经
估算得出了新疆九大风区面积共约 7.8 万

区发电效益时予以剔除。为了客观对比

中，风能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的根本性、

km 2，可安装风电机组 5.4 亿 kW 的初步

不同风区风能资源情况，需要计算各风

基础性问题。这一问题，目前在国内外

结果，但需要进一步调查分析论证。

区的有效风功率密度的全年平均值，即

还存在着各种不同数据与观点。我国的

统计有效风速（3m/s~25m/s）时段的

风能资源量、尤其是指导工程实际的风

风电规划与风能资源认定密不可分。
进行风区规划时，应注意充分掌握风区

风功率密度累加值，除以全年日历小时

电机组可装机容量，目前尚没有能为各

风资源状况，与电网规划做好衔接 ；强

8760，这个数字才能真正反映风区风能

方面认同的较可靠数据，亟须给予高度

调对土地与风能资源的集约化利用 ；关

资源的优劣。在 GB/T 18710-2002《风

重视，鼓励采取各种技术路线协力探讨，

注有效风功率密度全年平均值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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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rad Hassan & Partners Ltd-加勒德哈森伙伴有限公司（简称GH 公司），于1984 年在英国成立，是一家世界领先的
独立可再生能源咨询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为风能、太阳能及海洋可再生能源提供技术咨询服务。我们为业主、银行和风电
机组制造商提供广泛的技术与工程服务、符合行业标准的技术产品以及专业的培训课程。目前在全世界18 个国家设立了
办事机构。GH 公司北京代表处于2005 年成立，2009 年加勒德哈森（北京）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成立。加勒德哈森集团在
2009 年8 月加入了Germanischer Lloyd (德国劳埃德船级社)集团，成为全球权威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咨询公司。

现加勒德哈森（北京）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正在招聘以下职位：有意应聘者，请将中/英文简历以及薪资要求发送到：
info.cn@garradhassan.com; Chun.Wan@gl-group.com

-- 测试和检验工程师- 上海/ 北京
工业工程(电气或机械)专业学士学位；至少一年的风机测试和监理工作经验；能适应各种环境并在压力下工作；优秀的英
文听说读写能力；良好的沟通技巧及团队合作能力。优先录用有检验工作经验或风电机组及其部件的测试经验者；优先录
用了解IEC 或GL 设计指南者；薪酬取决于经验和能力。

-- 高级业务发展及风电机组产品尽职调查经理 - 北京
工科，理科或商科学位；有2～5 年的风能行业经验；熟悉风电产品及其供应链；能用流利的中、英文沟通并撰写报告。
熟悉风力发电机组及其供应链；熟悉中国风能市场及关键企业的情况；有风电场项目开发经验；有电气工程方面的经验，
通晓电网规范。

2010年第2期

产业 | Industry

江苏海上风电发展分析及展望
江苏省可再生能源发展项目办公室

许瑞林

费总量已超过 2 亿 t 标准煤（ce）。近年来，伴随

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在沿海地市政

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府和各方面的支持下，经过一年多的努

高，能源消费量节节攀升，能源供应与环境保护

江

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中国水电顾问

力，完成了江苏省海上风电场工程规划。

已成为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江

一、江苏迫切需要开发利用海上风
能资源

上依靠省外调入，但可再生能源资源较为丰富，
尤其是海上的风能资源丰富。江苏各级政府已把

江苏是能源消费大省，2008 年全省能源消

实科学发展观，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

苏能源矿产资源匮乏，一次能源需求量的 80% 以

图1 江苏省沿海滩涂和浅海沙洲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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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资源和海上风能资源的开发利用与落

图2 江苏省沿海滩涂和浅海沙洲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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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源法》，缓解江苏能源供应紧张局势，推进低

候特征，一年内风向交替变化，秋冬季节盛行北

碳经济发展，实现“两个率先”的战略目标紧密

风和东北风，春夏季以东南风为主，全年以北风、

地联系在一起。近年来，江苏省可再生能源（包

东北风和东南风为主，白天风速大，风功率密度高，

括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开发利用形势较好，

夜晚相对小一些。该地区受地表粗糙度的影响小，

开发利用量不断增加。

越靠近海边，风速越大（图 3）。

二、江苏海上具有得天独厚的风能
开发利用条件

（二）气象、水文条件适宜建设风电场
根据气象部门和有关专家提供的资料，江苏
近海区域的气象、水文条件能满足风电场建设的

（一）地形条件优越，风能资源丰富

要求，且受台风的影响较小，沿海受台风外围影

江苏省东部沿海拥有 954km 海岸线，滩涂

响年均 2~3 次，期间一般不需要风电机组停机，

2

6500km ，占全国滩涂总面积的 1/4。海域面积

正面登陆或影响严重的台风不多，年均 0.1 次。

广阔，海底地形平缓，离岸 100km 范围内水深不
超过 25m。拥有约 2667km2 潮间带和 1267km2
辐射沙洲。地形、地貌示意见图 1 及图 2。
江苏海上海域 70m 高度层平均风速 7.2m/s，

（三）海上风电场紧靠电力负荷中心，电
力的接入与消纳条件较好
江苏海上风电场均属于华东电网覆盖范围，

年平均风功率密度 320W/m2。离岸 20km 可开

紧靠电力负荷中心，电力可以直接并入华东电网，

发面积 7614km2，风能技术可开发量约 3800 万

电力市场和消纳条件较好。

kW ；离岸 50km 可开发面积 19035km2，风能技
术可开发量约 9500 万 kW。具有典型的季风气

（四）江苏风电产业基础好，配套能力强

省会
边界
<5.5
5.5-6.0
6.0-6.5
6.5-7.0
>7.0

年平均风速（m／s）
（a）

省会
边界
<250
250-300
300-350
350-400
>400

年平均风功率密度（W／m2）
（b）

图3 江苏海上70m高度年平均风速和风功率密度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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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已有风电开发和设备制造企业 200 多

以资源定规划，以规划定项目的原则。江苏海上

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整机制造企业数

风电场相当大的比重是在潮间带和潮下带，对地

量居全国首位，制造能力已达 100 万 kW，发电机、

理、地质和施工组织等方面有特殊的要求，建议

高速齿轮箱、回转支承等关键零部件国内市场占

有计划地选择几个项目开展前期研究和探索，有

有率已达 50％。1.5MW 机组已批量生产，2MW

序地推进项目的开发建设，防止一哄而上，造成

机组试制成功，3MW 机组已在东海大桥风电场安

无序发展。

装并运行，5MW 机组的研制也在开展前期工作。

2. 据了解，江苏电网目前接入和消纳 300 万 kW
的风电没有多大问题，随着风电规模的扩大和海

三、江苏海上风电发展目标

上风电的发展，大规模风电的接入、消纳、调峰
等问题值得研究。

根据《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和《江苏省

3. 我国海上风电场建设刚刚起步，基础数据

风力发电发展规划（2006~2020 年）》，结合风

资料缺乏，标准体系尚不健全，建议通过若干个

电场规划布局和建设条件，江苏海上风电发展目

示范项目的实施，积累相关资料和经验，尽快建

标 为 ：2010 年 建 成 170 万 kW ；2015 年 建 成

立海上风电建设的标准化体系。

580 万 kW ；2020 年建成 1000 万 kW ；远期建
成 2100kW。

4. 海上风电除需加强前期研究工作外，建议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统筹考虑，开展海洋区划功能
研究，在海洋功能区划中增加海上风电场的内容，

四、江苏海上风电场的空间布局

并协调解决海上风电与其它方面的用海关系。

根据《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和《江苏省
风力发电发展规划（2006~2020 年）》，陆地风
电场大部分位于连云港、盐城、南通沿海三市的
滩涂 ；潮间带风电场分布在岸外的辐射沙洲 ；海
上风电场分布在海州湾及其南部海上海域。海上
风电场规划总面积为 9295km2，涉及江苏海域面
积的四分之一。
根据风电场拟选场址，江苏省海上风电场划
分为四个风电基地，自北向南分别为连云港及盐
城北部、盐城东部、盐城南部和南通基地。连云
港及盐城北部基地主要指滨海废黄河口及其北部
的陆地及海上，盐城东部基地主要指废黄河口至
射阳河口之间陆地及海上，盐城南部基地主要指
射阳河口至东台之间陆地及海上，南通基地主要
指海安及其南部的陆地及海上（图 4）
。

五、江苏海上风电发展的建议
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江苏省陆上风电在
建设技术、设备制造、风电场运行等方面积累了
一定的经验，但海上风电场环境复杂，建设条件
与陆地有很大差别，为了保证海上风电健康有序
地发展，建议如下 ：
1. 我国海上风电场工程的预可研、可研报告
编制办法已经完成。要求项目前期工作必须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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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
面临的巨大挑战及应对措施
甘肃省电力公司风电技术中心

汪宁渤

一、甘肃酒泉风电基地的基本情况
（一）酒泉风能资源情况

划及前期工作。

（三）酒泉风电基地的主要特点

甘肃省是全国风能资源较丰富的省区之一，

2010 年 底， 酒 泉 风 电 基 地 计 划 建 成 投 产

风能资源理论储量为 2.37 亿 kW，居全国第五位，

风 电 项 目 516 万 kW，2015 年 前 投 产 1271

10m 高度的风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约为 4000 万

万 kW，2020 年 风 电 装 机 增 加 到 2000 万 kW，

kW，可开发利用的风能资源居全国第三位。甘肃

2020 年以后达到 3000 万 kW 以上。酒泉千万千

省的风能资源主要集中在酒泉地区，酒泉地区位

瓦级风电基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风电基地，仅

于甘肃省河西走廊西端，占甘肃省面积的 42%，

考虑已经批复的 2015 年规划装机容量，已经比

酒泉地区南部为祁连山脉，北部以马鬃山为代表

2008 年底全国风电总装机容量还多，因此，总规

的北山山系，中部为平坦的沙漠戈壁，形成两山

模巨大是酒泉风电基地基本特点。

夹一谷的有利地形，成为东西风的通道，风能资

酒泉风电基地的风能开发利用主要集中在

源比较丰富。酒泉风电基地的风能开发利用主要

玉 门、 瓜 州、 马 鬃 山 三 个 区 域 内， 其 中 玉 门 风

集中在玉门、瓜州、马鬃山三个区域内。该地区

电群距离兰州负荷中心的平均距离约为 900km，

风速频率主要集中在 4.0m/s~12m/s，年平均风

瓜州风电群距离兰州负荷中心的平均距离约为

速大部分区域都在 5.0m/s~6.5m/s，风能密度均

1000km，马鬃山风电群距离兰州负荷中心的平

超过 150W/m2，是国内适宜建设大型风电场的

均距离约为 1100km，整个酒泉风电群距离兰州

区域之一。

负荷中心的平均距离约为 1000km，如果考虑在
西北区域内消纳风电，距离负荷中心的平均距离

（二）酒泉风电基地概况

更远，距离负荷中心 1000km 以上是目前已知的

根据《甘肃酒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规划报

距离最远的风电场。考虑到 2015 年 1271 万 kW

告》，到 2010 年，酒泉地区总装机容量将达 516

风电必须在全国电力市场消纳，其距离负荷中心

万 kW，其中瓜州 405 万 kW，玉门 111 万 kW ；

的距离更远，因此距离负荷中心最远、输电线路

2015 年酒泉地区风电装机容量达到 1271 万 kW，

最长是甘肃酒泉风电基地基本特点。

其中瓜州 640 万 kW，马鬃山 400 万 kW，玉门

为了满足 2010 年建成投产的 516 万 kW 风

231 万 kW ；另外，2020 年装机容量达到 2000

电的送出需要，2009 年初开工建设的酒泉千万千

万 kW 以上及 2020 年以后装机容量 3000 万 kW

瓦级风电基地配套电网工程── 750kV 永登—金

以上的规划也已经基本编制完成，届时酒泉将建

昌—酒泉—安西输变电工程，建设规模为 750kV

成全世界最大的风电基地。目前，酒泉风电基地

双回输电线路近 2×848km、750kV 变电站四座，

已经建成投产 55 万 kW，另外 461 万 kW 已全部

变电总容量 840 万 kVA，河西 750kV 电网以及风

具备开工条件，二期工程 755 万 kW 正在开展规

电汇集工程总投资约 115 亿元。酒泉风电基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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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风电项目直接或间接通过 750kV 电压等级接入

而变化。由于风电具有间歇性、波动性和随机性

系统，考虑 2015 年 1271 万 kW 风电必须在全

的特点，风电的发电负荷难以保持稳定。为了满

国电力市场消纳，需要建设电压等级更高的特高

足发、供、用同时完成的电力系统基本要求，必

压直流输电工程。酒泉风电基地风电的接入系统

须有其他电源承担起适应风电发电负荷变化要求

电压等级世界最高，送出工程建设规模和投资世

而相应反向变化的发电负荷调整能力。

界最大。

为了满足 2010 年底计划建成投产 516 万 kW
风电项目的调峰需要，对于全省最大用电负荷仅

二、酒泉风电面临的主要问题

有 803 万 kW 的甘肃电力系统的调峰能力是一项
严峻的考验 ；尽管截至 2008 年底甘肃电网统调

在距离负荷中心 1000 多 km 以外的电网末

装机容量为 1496 万 kW，考虑水电、火电机组运

端，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在

行方式以及检修等因素的影响，能够承担风电调

为酒泉风电发展感到欢欣鼓舞的同时，也应该冷

峰的发电能力仅为约 150 万 kW，根本无法满足

静地看到可能面临的巨大挑战。

2010 年 516 万 kW 风电所需调峰能力的要求。
依靠甘肃自有的水火电机组调峰是远远不够

（一）输送能力问题

的，必须考虑西北五省区尤其用黄河中上游水电参

甘肃河西是目前国内输电距离最长、串联变

与调峰，但其中涉及到黄河水资源的综合利用，大

电所最多的 330kV 电网，受到电网结构的限制西

规模跨省调峰的调度管理模式和电费交易管理办法

电东送的能力仅为 70 万 kW 左右，不仅无法满

等一系列管理问题，另外还存在水火电机组能否适

足酒泉陆上“三峡”风电基地的送出需要，考虑

应频繁调峰、电网能否适应系统潮流频繁大范围波

到张掖黑河等水电占用一部分电网送出能力以后，

动等技术问题。2015 年 1271 万 kW 以及 2020

无法满足现有的 50 万 kW 左右风电的送出需要。

年增加到 2000 万 kW 以上装机容量的风电项目，

尽管甘肃省电力公司计划投资 115 亿元左右

即使不考虑电力电量能否在甘肃电网消纳的问题，

建设河西 750kV 电网以及风电汇集工程，但经过

在现有技术水平下西北电网的总体调峰能力已经

分析计算常规河西 750kV 电网西电东送的能力仅

无法满足要求，需要在更大范围内或采用新的调

为 180 万 kW 左右，为了提高输送能力，与国内

峰技术才能解决调峰问题。

有关研究院所合作开展了深入研究后，采取国内
外最先进的 750kV 串补和 750kV 可控高抗等多

（三）电力电量消纳问题

项最先进的技术措施，同时通过 750kV 电网与新

2010 年 底 酒 泉 风 电 装 机 容 量 达 到 516 万

疆联网以提高系统稳定水平和输送能力，将河西

kW，年上网电量约为 103 亿 kW·h，2008 年全

750kV 电网西电东送的能力提高到 318 万 kW，

省统调范围内最大负荷 803 万 kW，省公司售电量

考虑到风电机组发电的同时率和就近消纳部分用

529.22 亿 kW·h，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全

电负荷，勉强能够满足 94% 以上概率条件下的

省用电需求增长趋缓，预计到 2010 年全省统调范

516 万 kW 风电送出，仍然有 6% 的时间风电无

围内最大负荷 950 万 kW，省公司售电量 560 亿

法全额送出。

kW·h。全省用电最大负荷仅为 950 万 kW，要

2015 年 1271 万 kW 以 及 2020 年 增 加 到

消纳 516 万 kW 风电，从电力平衡的角度考虑几

2000 万 kW 以上装机容量的风电项目，依靠常规

乎是不可能的。省电力公司售电量 560 亿 kW·h

的交流电在目前技术水平已经无法送出。由于相

中要消纳 103 亿 kW·h 的风电发电量，从电量

关的技术研究工作开展的时间较短，各种不确定

平衡看似乎可能，但考虑到面临着水电、火电建

因素难以充分考虑，即使采用了全世界最先进的

设项目大批投产，全省用电需求增长减缓的实际，

正负 800kV 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能否有效地解

如果 516 万 kW 的风电发电量全部在甘肃省内消

决 2015 年以后的风电送出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

纳，火电机组的利用小时数将下降到 3500h 以下。

研究。

因此无论从电力平衡、电量平衡方面考虑，2010
年 516 万 kW 风电在省内难以消纳，必须依靠整

（二）调频调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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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西北电网进行消纳。

发电、供电和用电必须同时完成，决定了整

2015 年 1271 万 kW 及 2020 年增加到 2000

个电力系统的总发电负荷必须随用电负荷的变化

万 kW 以上装机容量的风电项目，所对应的风电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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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量分别约为 250 亿 kW·h 和 420 亿 kW·h，必

古、新疆煤炭资源无法远距离外运的优势，努力

须依靠全国电力市场消纳，因此风电消纳存在较

克服河西水资源短缺的劣势，加快河西地区电源

大的不确定性。

规划的调整，争取配合风电基地建设同步建成一
批新的火电项目，努力建成以风电、火电为特征

（四）系统稳定问题

的河西电源基地。

风电规模越来越大，接入电压等级越来越高，
风力发电的间歇性将导致输出线路的输送功率大
幅度变化，进而引起线路充电功率的大起大落，

（二）统筹兼顾风电与电网发展，促进电
网发展方式的转变

电网必须具备足够的、动态的感性和容性无功调

加快电网建设是解决风电送出矛盾的有效途

节能力，才可能实现电网电压的有效控制。为了

径，力争 2010 年年底前建成投产河西 750kV 双

满足送出能力的要求，河西 750kV 电网必须同时

回输电线路和风电配套送出工程，同时加快建设

采取 750kV 串补和可控高抗等多项最先进的柔性

750kV 与新疆联网工程，基本解决酒泉风电基地

输电技术。另外，为了适应间歇性风电的需要，

一期工程的送出问题。适应酒泉风电基地二期风

风电场升压站必须安装 15%~20% 的动态无功补

电送出的需求，开展以电网结构优化为目的的电

偿设备（SVC 或 SVG）
，串补、可控高抗和动态无

网规划调整，建成以坚强的超高压送端电网和跨

功补偿设备等柔性输电技术在河西电网同时应用，

大区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为特征的甘肃电网，实

不仅可能产生次同步谐振等问题，还需要综合研

现甘肃电网发展方式的转变。

究柔性输电的控制策略问题。由于超大规模风电
场数学模型不完善，面对超大规模风电的远距离
输电问题，不仅缺乏实际运行管理经验，理论分
析计算的结论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因此酒泉风电
基地可能存在较大的系统稳定问题。
2015 年 1271 万 kW 以 及 2020 年 增 加 到

（三）统筹兼顾省内与省外电力市场，促
进甘肃电力外送
受到资源条件和地理位置的限制，甘肃一直
未纳入国家“西电东送”电源规划。甘肃建成以
风电、火电为特征的河西电源基地，有了稳定的

2000 万 kW 以上装机容量的风电项目，必须通过

电源保证，在甘肃乃至西北难以消纳酒泉风电基

特高压直流输电输送到华东或华北。750kV 超高

地电力电量的情况下，将甘肃河西走廊建设成为

压交流与超远距离特高压直流的组合，不仅在国

国家“西电东送”电源基地 ；积极争取消纳可再

内外缺乏建设与运行管理经验，而且还缺乏成熟

生能源的有关政策，落实华东、华中或华北电力

的电网技术理论支撑，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的现

消纳市场，在满足省内电力供应的基础上，实现

状决定了酒泉风电基地可能存在较大的系统稳定

河西电源基地电力电量跨大区外送。

问题。

（四）统筹兼顾近期与远期发展，提高可

三、应对挑战的措施

持续发展能力
面对大规模风电接入系统所引起的输送能力、

面对输送能力、调峰能力、电力消纳和系统

调峰能力、电力消纳和系统稳定等方面的一系列难

稳定等方面的巨大挑战，化“危”为“机”，在迎

题，甘肃电力通过与国内外高水平研究机构、大学

接挑战、破解风电发展难题的同时，促进甘肃电

的广泛合作，组建高水平研发团队，借助于酒泉风

力又好又快的发展。

电有关的关键技术问题的研究平台，培养高水平人
才、提高创新能力，在促进风电健康、科学发展的

（一）统筹兼顾风电与火电发展，促进河
西电源基地的建设
为了满足酒泉风电基地调峰的需要，按照国

同时，提高甘肃电力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十年前，采用发展负荷和建设送出工程相
结合的方法，在成功解决刘家峡水电站送出问题

际上公认的火电与风电的结构比例应该在 1:5 以

的同时，建成了全国第一个百万千瓦级电厂和全

上 ；不考虑省内其他电源参与电力电量平衡，同

国最高电压等级的电网，确立了甘肃电力的历史

时保证酒泉风电全额、稳定、经济、远距离送出，

地位。今天，我们有信心将酒泉风电基地建设的

应该按照 1:2 的比例配备风电和火电装机容量。

挑战，转化为甘肃电力发展的动力，把握历史性

在加快酒泉风电基地建设的同时，充分发挥外蒙

的机遇，促进甘肃电力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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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一百万 四年连翻番
——乌兰察布市风电产业发展现状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风电办

赵 逵

内

郭少军

陈晓清

蒙古乌兰察布市地处中纬度西风带，是

兰察布市风能资源不仅储量大，而且质量好，据

西伯利亚冷高压空气和蒙古气旋流向内

规划风电场内 263 座 70m 高测风塔的详测数据

地的必经之地。全市平均海拔 1260m，

显示，85% 以上的风电场达到或超过五个“7”

其占总面积 80% 的后山地区海拔在 1460m 以上。 （70m 高度年平均风速≥ 7.7m/s，年有效风小时
地形自北向南由内蒙高平原和乌兰察布丘陵组成。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造就了乌兰察布市得

数≥ 7700）的优良风电场标准。
乌兰察布由于风能富集，早在二十世纪八、

天独厚的风能资源。据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测

九十年代就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从九十年代初

算，内蒙古地表 10m 高度风能总功率为 10.1 亿

起，在国家计委和电力部的支持下，内蒙古电管局

kW，地表 70m 高可利用的有 2.1 亿 kW，占全国

就在乌兰察布市先后建起两处风电场，其中辉腾锡

陆上可利用风能资源的 30%，其中乌兰察布市可

勒风电场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选为全球

利用的有 7000 万 kW，占内蒙古的三分之一。乌

风力发电场示范案例，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为之做
了 4GW 规模的可研，世界银行同意给予长期贷款。
由于当时人们认识上的差异，特别是产业政策的滞
后，我国的风力发电项目仅限于示范，发展较为缓
慢，直至 2000 年我国风电装机在全球排名第九位。
2005 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
颁布不久，乌兰察布市市委、市政府以超前的意
识和正确的决策，把开发利用风能资源列为学习
实践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
谐社会的重点，把风电产业列为发挥资源优势，
拉动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提出了“开发空中三峡，
构筑风电之都”的发展战略，号召各级干部下大
力气发展风电。上述决策经 2006 年全市“两会”
一致通过作为地方经济发展战略，载入了本市经
济发展的中长期规划。
在认真落实《规划》目标的过程中，几年来，
全市主要抓了以下工作 ：
一是制定《乌兰察布市风电发展规划》，确
保风电产业可持续发展。鉴于风电是新能源新产
业，要科学有序发展必须先有规划。为此市政府
首先聘请专家进行实地踏勘和气象资料的搜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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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在此基础上又委托甲级设计院编制了《乌兰察布市风电发展中长期规划》
（该规划为当时全国首例）。全市规划风电场 16 个，总面积 12500km2，远
景 可 开 发 量 7000 万 kW，2010 年 装 机 280 万 kW，2015 年 800 万 kW，
2020 年达到 2000 万 kW。本市风电与煤电的装机比重 2010 年基本达到 1:2，
2015 年 1:1，2020 年达到 2:1。
二是设立市县两级风电办，为投资商做好服务。2005 年 4 月，乌兰察
布市成立了风电领导小组，市长任组长，分管副市长任副组长，相关委办局
处一把手、各旗县长和在聘专家为成员，
领导小组下设风电办公室。与此同时，
全市 11 个旗县（市）区都相应成立了风电办。风电办多数设在发改委或工
业经济委，配备了专人专车及必要的设备。风电办的主要职责是 ：落实“规
划”目标，制定分阶段实施方案，筹备风电项目的前期工作、负责招商引资、
协助开发商办理报批项目手续和风电场项目的跟踪服务。
三是起草出台风电开发文件，规范风电场建设程序。由于风力发电是新
的产业，且科技含量高，资金投入大，当时除了《可再生能源法》外 , 尚缺
产业政策指导，为了不失时机做好前期工作，乌兰察布市风电办及时起草下
发了《乌兰察布市风电场建设前期工作程序》、《风电场测风协议》、《风电场
开发建设协议》以及《外资开发建设风电场协议》等规范性文件。这些文件
的出台保证了全市风电开发的有序推进。
四是立塔测风，招商引“凤”。自 2005 年下半年，随着《可再生能源
法》的深入宣传和国家产业政策的陆续出台，到乌兰察布市投资的风电投资
商接踵而至。投资商最关心的是风能数据。面对这种情况，市风电办及时提
出了四个方面的解决办法 ：首先，是全面掌握当地长期气象资料。协调市气
象局把全市十二个气象台站自建站以来的（建站均在 45 年以上）气象资料
进行整理，以供全市各风电场推算出所在地年均风速、风向的长期资料。其次，
是取得现有风电场的实测数据供开发商参考。乌兰察布市规划的 16 个风电
场，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风能区 ：一个是以 1995 年建场发电的辉腾锡勒风电
场为中心的辉腾锡勒风能区 ；一个是以 1993 年建场发电的商都风电场为中
心的吉庆风能区 ；一个是占全市风电场总面积 50% 的四子王旗风能区。辉
腾锡勒风电场、商都风电场的数据可为这两个风能区的风电开发提供完整可
靠的资料。再次，是支持四子王旗政府自筹资金立塔测风。四子王旗是边疆
少数民族贫困旗，2005 年财政收入不足两亿元，政府财政十分困难。为了
抢抓机遇，旗政府拿出 40 万元在巴音风电场、幸福风电场、夏日风电场立
了 10 座 10m、40m、70m 高的测风塔。到 2006 年初，实测满半年时发现
数据不错，
40m 高度平均风速 6.6m/s~7.6m/s。
“栽了梧桐树，引来金凤凰”。
到 2007 年底就有 15 家投资商先后在四子王旗立了 98 座 40m~70m 高的
测风塔。
五是鼓励和支持投资商立塔测风。建设风电场的基础是风能资源的完整
可靠数据，而且设计要求实测数据必须满一年。为了加快开发进程，又要避
免投资商的风险，2006 年市风电办规定，凡来本市投资风电的企业必须自
己立塔测风，否则不得“圈风”
，这样到 2008 年全市累计建测风塔 236 座。
这些措施及时有效的解决了数据问题，而完整可靠的数据又牵动了开发商的
心。据统计，到 2009 年底，先后有国电龙源、大唐、华电、华能、航天万源、
北京京能、中广核、中水投、中海油、金风、天润、华润、君达、三峡集团、
香港新能源等 20 多家投资商落户乌兰察布市，总投资超过 200 亿元人民币，
装机容量达到了 200 万 kW。实现了连续四年翻番，即 ：2005 年全市累计
装 机 7.21 万 kW，2006 年 16.84 万 kW，2007 年 37.81 万 kW，2008 年

2010年第2期

产业 | Industry

表1 乌兰察布市风电送出“点对点”打捆外送参考方案

输电线路（线
路起止点）

输电
距离
（km）

输电
容量
（GW）

交流
/ 直流
（AC/DC）

电压
等级
（kV）

预算
投资
( 亿元 )

旗下营—宜昌

1660

7

DC

±800

集宁—南京

1596

8

DC

丰镇—长治

840

3

AC

年送出电量
测算电价
（亿 kW·h） （元 /kW·h）

年利税
（亿元）

工程
还本期
（年）

上网

下网

上网

下网

168

539

490

0.39

0.5

30

6

±800

171

610

566

0.39

0.51

31

6

1000

75

227

210

0.39

0.49

14

6

注 ：三峡集团总公司已和乌兰察布市政府签定了到 2020 年在四子王旗建设 1000 万 kW 风电项目的议向。

84.1 万 kW，
2009 年 200 万 kW；
突破了三个 100 万，
即 ：2009 年全市当年新增装机 118 万 kW，辉腾

但是，无论什么方案或建议，都只是一个参考，

锡勒风电场单场装机达到 120.9 万 kW，察右中旗

建设特高压电网必须由国家电网规划实施。

（县）风电装机达到 108.5 万 kW。风力发电很快
就会成为乌兰察布市的支柱产业。
为了使风电产业能够健康持续发展，落实构
筑“风电之都”的发展战略，乌兰察布市在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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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风电产业地方税收的问题，同样是地方
政府十分关切的问题。2009 年 1 月 1 日起，全
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
税制改革后，企业购置设备、配件、材料的进项

推进风电场建设的同时，积极引进风电制造业。

税可抵扣增值税，作为风电企业这是好事，但是

为了吸引制造商在本市落户，市县两级主要领导

作为地方政府却无税可收。例如一个装机 10 万

亲自出马，多次登门拜访。 2008 年中国航天万

kW 的风电场，年发电量按 2.5 亿 kW·h 计算 ：

源国际集团在兴和县建厂，2009 年 6 月 22 日第

产 值 1.275 亿 元， 减 半 征 收 增 值 税 为 1083.75

一批航天 900kW 直躯风电机组下线，到年底整

万元，而风电机组设备约占项目总投资的 85%，

机出厂已超过百台。与此同时，北京京能风电机

即 8.5 亿 元，8.5 亿 元 的 设 备 进 项 税 是 8.5 亿

组制造厂 2008 年落户市科技园区，样机也已下

元 ×17%=1.445 亿 元， 若 每 年 增 值 税 平 均 按

线。此外，市政府还与歌美萨、金风科技、保定

1083.7 万 元 抵 扣， 则 需 13.34 年。 也 就 是 说 无

天威签定了建厂意向。

论风电项目大小，地方政府 13 年内没有任何收

综上所述，从制定规划到快速推进，从风电

益，可见地方政府的关切不无道理。据了解，风

场建设到制造业落户，乌兰察布市的风电产业在

电的发展必须调动四方面的积极性 ：一是投资业

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正在步入健康有序，可持

主，二是设备制造企业，三是地方政府，四是电

续发展的轨道。但是任何新生事物的诞生和成长

网，四方面缺一不可。地方政府把发展风电产业

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要经受挫折和磨难，特别

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拉动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

是新型能源产业。目前，困扰该市风电发展的，

并倾其全力，寄于厚望，结果这税制一改，希望

一是风电并网送出问题，二是地方税收问题。到

变成了失望。为此，地方政府建议，风电应对比

2009 年底该市风电装机容量累计超过 200 万 kW，

煤炭等矿产资源开发的相关政策，开征风能资源

然而并网发电的仅有 113.57 万 kW，占 56.8%，

税或资源费，以保证地方财政的正当收益。特别

就是已经并网的电场也会随时面临拉闸限电的尴

应该引起重视的是，风能资源好的地方大多数是

尬，严重影响了开发进程和投资环境。为了摆脱

偏远落后、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尤其需要税源支持。

制约，寻求出路，2008 年市政府邀请有关专家调

最后，希望这些问题能够引起国家相关决策部门

研论证，提出了“点对点”、特高压打捆外送的风

和领导的重视。在全球共同应对气侯变化的大环

电送出方案，并以建议和议案报送了自治区和全

境下，权衡各方面的利益和义务，调动全社会的

国两会，引起了业内的广泛关注。最近市风电办

积极性，保证风力发电等可再生能源的健康有序

的专家结合三峡集团等投资企业的优势条件，又

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提出了转变“就地平衡”的电力格局，实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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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共济”、“多能互补”的外送方案（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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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坝上风电基地的现实意义
张家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赵素军

张

家口市位于河北省西北部，阴山山脉横
贯中部，将全市划分为坝上和坝下两个

一、张家口坝上百万千瓦级风电基
地推进过程

自然地理区域。坝上地区位于蒙古高原

的东南侧，海拔高度约为 1500m~1600m，为蒙

张家口坝上地区风能资源丰富，是我国重要

古高原冷空气进入华北平原的主要气流通道，气流

的风电基地，也是河北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的重

在这里提升。根据国家坝上地区百万千瓦级风电基

要组成部分。开发利用张家口坝上地区风能资源，

地规划，坝上地区风能储量为 1700 万 kW，可开

加快张家口坝上地区百万千瓦级风电示范基地建

发量 700 万 kW，占全市风能资源的 90%。据测风

设，对培育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风电设备制

点测试，10m 高度年平均风速为6.3m/s~8m/s，

造能力，促进风电的产业化、规模化，提高风电

10m 高度平均风功率密度 210W/m ~480W/m 。

设备的国产化率，调整我国能源结构，实现节能

同时，张家口地处京津唐地区的电力负荷中心，

减排目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

2

交通条件优越，风电场所在地大多为山坡或荒地，
风电开发前景广阔。

张家口坝上地区百万千瓦级风电示范基地的
推进和建设得到了国家发改委、国家电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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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中设招标公司、中

规模效益，兼顾了各县（区）均衡发展及企业的

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和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

实力和积极性，形成了张家口坝上地区风电开发

业委员会等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同时，联合国

的基本框架。张家口以基地中心风电场扩大开发

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美国国家可再

规模，百万基地二期安排 14 个项目，总装机容

生能源研究室的专家为基地的推进提供了技术支

量 150 万 kW，各风电场布局和规模更加合理，

持。

一些分散的小型风电场逐渐被整合到中心风电场，
为有力地推进张家口坝上地区百万千瓦级风

电示范基地的建设进程，2005 年 ~2007 年，国

使张家口坝上基地开发进入科学、有序的阶段，
促进了张家口坝上地区风电长远、科学发展。

家发改委多次召开示范基地工作会议。2005 年
10 月 15 日，原国家发改委能源局组织有关部门
在尚义县召开了坝上百万千瓦风电示范基地工作
会 议， 提 出 了 基 地 建 设 的 原 则 ；2006 年 9 月，
经公开招标，确定了张北单晶河 20 万 kW 风电
场开发权和设备中标单位 ；2007 年 4 月 29 日，

三、带动风电产业发展
（一）风电发展速度加快
张家口风电发展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张家
口长城风电有限公司长城风电场从 1996 年 2 月

张北单晶河风电特许权项目开工建设 ；2007 年

开始装机，至 1998 年 12 月共安装 24 台机组，

6 月 13 日，国家发改委批复了河北省发改委上

机组来自三个国家的五家制造商，十年来取得了

报的张家口坝上地区百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开发方

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张家口风电的发

案 ；2007 年 6 月 29 日，国家发改委在北京召开

展奠定了基础。

张家口坝上百万千瓦风电基地推进工作会议，坝

坝上地区百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的建设，推动

上地区第一个百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建设正式启动 ；

了张家口风电的快速发展。目前，全市累计风电

2009 年 1 月 18 日，国家能源局批复了张家口坝

装机容量达到 178 万 kW，年内有望成为全国风

上地区百万千瓦级风电基地二期开发方案。

电装机最多的城市。其中，坝上第一个百万基地

二、促进风能资源的科学开发

河特许权项目 20 万 kW，龙源尚义麒麟山风电

完成装机 137 万 kW，新核准的中节能张北单晶
场 15 万 kW、中广核察北白塔风电场 10 万 kW、

张家口坝上地区风能资源开发具备许多优

国投电力康保牧场风电场 10 万 kW、中水顾问张

势。从 2001 年开始，先后有国华能源、中节能

北坝头风电场 10 万 kW、华电沽源大脑包风电场

等公司进行风能资源的开发，同时，由于各县（区）

10 万 kW 等五个中心风电场年内完成全部装机，

招商引资的需要，先后引进了一批不具实力的民

坝上风电基地装机容量年内将达到 138 万 kW。

营企业，风电开发缺乏统一规划，出现了一个风

百万基地二期项目已进行前期工作，争取尽快核

电场由多家公司开发的现象，不仅造成风能资源

准开工。

的浪费，而且导致风电项目的无序开发。
国家按照统一规划、分期有序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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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风电设备制造有了新突破

原则，委托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对

张家口坝上地区百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的建

张家口坝上百万千瓦级基地进行了统一规

设，带动了张家口风电设备及零配件制造业的发

划，风电基地各中心风电场严格按照国家

展。目前，通过国家第四期特许捆绑招标的浙江

发改委审定的规划报告安排和开发建设，

运达风力发电工程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张北风电

对前期工作比较扎实、风能资源等建设条

生产基地一期已竣工投产，批量风电机组已下线，

件较好的风电场优先配置有实力的企业，

年生产兆瓦级风电机组能力达到 30 万 kW ；张家

优质风能资源得到合理利用，有效地保护

口坤源风电设备有限公司兆瓦级风电叶片年制造

和利用了风能资源。

能力达到 800 套 ；三北拉发克锅炉有限公司、河

张家口坝上地区第一个百万千瓦级风

北雷沃电力设备有限公司等四家塔筒制造企业年

电基地开发方案一期新安排 9 个项目，总

生产能力达到 1000 套。三一电气有限公司五年

装机容量为 110 万 kW。该项目考虑了风

内 投 资 80 亿元， 建 设 年 产 800 套 整 机、1000

能资源和接入电力系统送出和风电场工程

套叶片（含 700 套 ~1000 套机舱罩、导流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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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套塔筒、800 套后机舱底架的风电产业园，
项目首期工程已开工建设。

四、有效解决了风电输出系统
为合理开发张家口丰富的风能资源，按照统
一规划、分期建设、有序开发的原则，电网公司
根据张家口坝上地区百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的风电
场规划统一进行电网输出系统规划。
张家口坝上地区百万千瓦风电输出工程包
括 十 二 个 220kV 输 变 电 工 程 和 一 个 500kV 开
关站扩建项目，包括新建察北 220kV 变电所一
座， 新 建 察 北 到 沽 源 220kV 线 路 65km ；新 建
康保 220kV 开关站一座，康保到察北 220kV 线
路 69km ；新建尚义 220kV 开关站一座，尚义到
察北 220kV 线路 108km ；新建九个中心风电场

业预计年实现利税 1.2 亿元。坝上地区各县将实

220kV 送出工程线路九条，长度 315km ；扩建沽

现脱贫。

源 500kV 开关站为变电站。目前各项目都已开工

不仅如此，坝上地区百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的

建设，将于 2010 年全部竣工。项目建成后，张

实施，提高了张家口在国内乃至世界的知名度，

家口坝上地区风电输出能力由 72 万 kW 提高到

一些与风电有关的研究项目落户张家口。由国家

187 万 kW。同时，张家口坝上百万千瓦基地二

电网公司出资建设的大型风光储示范项目估算总

期开发方案已由国家能源局批复，根据这一规划，

投资 120 亿元左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建设

电网部门已进行输出系统的规划和消纳能力的研

50 万 kW 风 电 场、10 万 kW 光 伏 发 电 站、7 万

究，将更有效地解决坝上地区大规模风电的输出。

kW~11 万 kW 的储能电站和超百万千瓦风电集中
输出检测系统，一期项目已完成前期工作，配套

五、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建设的 10 万 kW 风电研究检测中心实验基地也
已开工建设。

张家口坝上地区的四县两区都为国家级重点

国家风光储示范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世界上最

扶贫县区，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五十多年来没

大的太阳能光伏发电场、最大的风光储实验中心、

有解决贫困问题，多个县的财政收入不过 6000

第一个超百万千瓦风电集中输出检测基地以及世

万元。近几年来，国家鼓励开发风能资源，当地

界最先进的风电研究和试验中心之一，并具备风

的政府均将发展风电作为“脱贫致富”、
“富民强县”

电仿真研究、风电预测和风电调度控制的研究和

的重要出路。国家在“十五”期间就将张北县作

试验及国际标准的风电机组认证和风电并网检测

为风力发电的重点开发区，特别是国家将张家口

两种能力的风电检测实验基地。实现四项世界第

坝上地区确定为第一个百万千瓦级风电示范基地，

一 ：世界第一个具备电网适应性检测的风电试验

带动了全市风电产业的大发展，加快了各县区“富

基地，第一个具备低电压穿越特性检测的风电试

民强县”的步伐，目前已初显成效。

验基地，第一个具备低频风电机组研发和试验能

到 2008 年底，坝上地区风电装机容量达到
62 万 kW，年上网电量 9.03 亿 kW·h，仅运行
的部分风电场实现利税 1.83 亿元。第一个百万千

力的风电试验基地，第一个具备多种储能与风电
联合运行研究和试验的风电试验基地。
总结张家口坝上地区百万千瓦级风电示范基

瓦级风电基地建成后，预计年实现利税 4.4 亿元，

地的发展历程，按照国家统一规划、分步有序实

将形成 150 多亿元的投资，必将有力地拉动全市

施是风电产业科学快速发展的前提。相信张家口

金融、保险、旅游业等行业的发展。同时，预计

坝上地区百万千瓦级风电示范基地的建设，一定

解决一万个以上的就业岗位。浙江运达风力发电

会对我国的风电产业发展起到示范作用，为调整

工程有限公司张北风电生产基地及叶片、塔筒企

能源结构、实现节能减排目标作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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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风电行业专利情况分析
风能信息中心

满翔宇

杨 洋

一、我国风电专利申请基本情况
3000

（一）专利申请类别
通过对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库中数据进
行 检 索 得 出， 截 至 2009 年 12 月 15 日， 与 风
电领域相关专利共计 4608 件。其中，发明专利
2654 件，占总申请量的 57.6% ；实用新型专利
1949 件，占总申请量的 42.3% ；外观设计专利 5
件，占总申请量的 0.1%（见图 1）。发明专利与

2654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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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申请件数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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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发明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实用新型专利仍为我国风电专利申请的主要方向。
图1 2009年风电领域专利类别分布

（二）专利年度申请情况
对检索所得数据做进一步分析可知，1985
年 ~1999 年共申请专利 428 件，平均年申请量

1200

不到 30 件 ；从 2000 年开始，专利申请量成倍

1000

增长，2000 年至 2009 年 12 月份，近 9 年的时

800

间里，共申请专利 4180 件，仅 2008 年一年申
请的专利数已达 1178 件，超过 1985 年 ~2005
年 20 年申请量的总和。（注 ：截至报告撰写结束，
2009 年所申请的专利尚有相当部分未能公开，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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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不做比较）

600

我国风电装机自 2005 年开始增长势头迅猛，
保持每年翻倍的高增长率。截至 2008 年，我国
装机容量约为 1215.3 万 kW。对比图 2 和图 3 发

图2 年度申请量统计

现，我国风电行业专利情况与我国风电产业发展
情况总体而言是相匹配的。

二、我国风电专利申请主要技术分
布情况
（一）风电专利 IPC 分布情况
分析检索所得风电专利的 IPC 号可知，我国
风电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 IPC 类别 ：B

14000
12000
10000
8000
装机量

4000
2000
0

（来源 ：CWEA）

图3 我国年度风电装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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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附件 ：叶片气动及声学等方面的附件主要有涡流发生器
的应用，声学多孔表面、防叶片污染的蔬水表面、降低噪声的
尾缘柔性刷毛，声学折翼等，粗糙表面减阻的应用等。

Industry | 产业

类（作业、运输类，占总申请量的 2.23%）、E 类
（固定建筑类，占总申请量的 0.91%）
、F 类（机
械工程类，占总申请量的 82.34%）、G 类（物理类，

三、我国风电专利申请人情况分析
经过分析我国风电专利申请人的有关数据，

占总申请量的 1.35%）、H 类（电学类，占总申请

得出以下 15 位申请量居于前列的专利申请人（见

量的 12.82%），除上述类别外，A 类（人类生活

表 1）。对这前 15 位专利申请人进行排序可以清

必须类）、C 类（化学冶金类）以及 D 类（纺织类）

楚的看出，前五位申请人中全部为国外风电行业

也有极少量分布（见图 4）。

巨头，分别为通用电气公司（GE）、Enercon、维

（二）不同机型、部件专利申请情况

斯塔斯、歌美飒、西门子。进一步分析可知，这

从不同类型风电机组角度分析所得数据，水

5 位国外申请人共申请专利 473 件，且除 3 件外

平轴风电机组的专利为我国风电专利申请的主要

观设计专利外，全部为发明专利，占据了前 15 位

方 向， 共 计 4194 件， 占 总 数 的 91.02%， 其 中
并网型风电机组相关专利占水平轴专利总数的
99.18%，为我国风电专利申请的主要集中区域。
对并网型水平轴风电机组相关专利数据进
行统计可知，风电机组相关专利占专利总数的
24%，发电机专利占总数的 7%，叶片专利占总
数的 13%，齿轮箱专利占总数的 2%，控制系统
专利占总数的 9%，偏航与变桨系统专利占总数的
3%，传动系统相关专利占总数的 4%（齿轮箱除
外），塔架相关专利占总数的 2%，其他项目专利

图4 IPC技术分布

占 36%，主要关于结构件、安装与运输方法等方
面（见图 5）。其中，在发电机相关专利中，永磁
发电机相关专利高达 68.89%，说明直驱型风电机
组已经成为开发热点 ；在风电机组叶片相关专利
中结构设计方面专利占 56%，附件 1 方面专利占
14% ；在雷电保护方面专利占 3%，其他方面专利
占 27% ；在叶片专利中，结构设计专利为大多数。
从目前行业发展情况看，未来该领域将可能产生
大量专利。
图5 水平轴风电机组（并网型）关键部件专利分布

表1 前15位专利申请人统计表
申请人

申请量

授权量

发明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发明人数

通用电气公司
Enercon
维斯塔斯
歌美飒
西门子
黄金伦
上海电气风电设备有限公司
诺德克斯能源有限公司
天津新源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再生动力系统股份公司
LM
苏州市南极风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西城区新开通用试验厂
华锐风电
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
合计

193
95
89
49
47
36
36
31
31
31
30
28
26
24
24
770

7
41
13
0
2
0
19
0
14
0
8
0
17
20
2
143

193
92
89
49
47
36
17
31
17
31
30
28
13
4
24
701

0
0
0
0
0
0
19
0
14
0
0
0
13
20
0
66

0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326
4
80
65
47
1
18
39
3
40
35
4
1
27
30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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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申请专利总数的一半以上。
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 Enercon 公司。该公司并
未在我国具体部署市场，而是以专利为手段，为下一
步抢占我国风电市场做准备。目前，该公司专利授权
量为前五位申请人之首。由此可见，国外企业对知识
产权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国内企业，其专利申请与市
场战略紧密配合。此现象也充分说明了国外企业“产
品未动、专利先行”的市场策略。

四、中国风电专利存活期2、法律状态
与技术生命周期概况

图6 法律状态分析

专利数量

在 检 索 出 的 4608 件 专 利 数 据 中， 授 权 专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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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状态

1707 件，约占申请量的 37.04%；公开专利 1445 件，
约占申请量的 31.36% ；处于实审状态的专利为 748
件，约占申请量的 16.23% ；期限届满的专利共 15
件，约占申请量的 0.32% ；被驳回的专利 20 件，约
占申请量的 0.43% ；终止专利 454 件，约占申请量
的 9.85% ；视撤状态下的专利 214 件，约占申请量
的 4.64%。从以上数据得出，从 1985 年至今，被驳
回的专利仅为全部申请量的 0.43%，可见风电专利申
请成功的几率还是很高的（见图 6）。

图7 法律状态存活期对比

将不同法律状态的专利存活期进行比较（见图 7）
可知，风电专利的存活期绝大多数小于 6 年，由此可
见，该领域技术发展是非常活跃的。

申请量
1400

另外，结合风电专利技术生命周期走势图（见图
2008

1200
1000

8）
，我们可以看出，我国风电专利申请人数和申请量
总体呈线性增长趋势（注 ：2009 年数据公开有限，故

2007

未做比较）
，由此可以说明，随着我国风电产业的快速

800

发展，相应技术也经历了从萌芽到成熟的快速增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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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这一时期产业发展与技术进步速度都较快，如何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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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知识产权的工作，对于国内风电企业的发展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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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技术生命周期走势

五、2009年公开的专利情况分析
公 开 于 2009 年 1 月 1 日 至 2009 年 12 月 15

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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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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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步都是十分重要的。

日间的专利数量为 1625 件，其中发明专利 981 件，
641

占总数的 60.37% ；实用新型专利 641 件，占总数的
39.45% ；外观专利 3 件，占总数的 0.18%，发明专
利与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居于主导地位（见图 9）。
3

发明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专利数量

公开于本年度的专利绝大多数申请于 2006 年之
后（见图 10）
，这是我国风电产业迅速发展的时期。
通过分析此段时间申请的专利，我们可以看出，随着

图9 2009年公开专利类别分布

产业的发展，我国风电企业在知识产权方面也做出了
相关部署，华锐风电、上海电气纷纷跻身申请人的前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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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位（见表 2）产业的发展带动了技术的进步，
也促使企业在关注生产的同时，注意到知识产权

1200

申请件数
1017

1000

对企业未来的重要意义。

800
600

六、结论

400

综合以上统计分析，我国风电行业的快速

200

发展带动了国内风电技术的整体提高，特别是在

0

2005 年以后，
风电技术发展随市场发展迅速走强，
相关专利申请也出现了爆发式增长。
在专利申请类别方面，发明与实用新型为我
国风电专利申请的主要方向所在。随着我国风电
产业的发展以及风电技术的不断进步，发明专利
在总申请量中所占比重逐步增加。
在专利申请人方面，国外申请人与国内申请

234
2

3

9

25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图10 2009年公开专利年度申请量统计3

意识薄弱，关键技术占有情况不甚乐观，这对未
来产业发展的桎梏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对比公开于 2009 年的专利数据我们
欣喜地发现，国内专利申请人相较从前有明显的
进步，其中华锐风电、上海电气、广东明阳等主

人比较，其专利申请数量与质量都占据显著优势。

要风电企业已然在技术研发与知识产权保护方面

国内申请人发明专利的数量明显少于国外申请人，

做出自己的部署。相信未来我国风电企业在主流

专利申请主要集中于实用新型，即对产品实用性

风电技术方面必将随产业进步而大有作为。

2 存活期 ：又称生命周期，
是衡量专利价值的重要手段，
用以衡量专利技术创新水平与
技术市场情况。一个行业专利
总体存活期较短（小于 10 年
的专利占大多数）
，通常意味
着该行业技术创新活跃，技术
发展较快。
3 2009 年当年申请的专
利，尚未得到全部公开，故暂
不做比较

的改进多于创造性发明。由于国内企业知识产权

表2 2009年公布专利前15位申请人统计

关于本文的几项说明
编写说明
本文的编写，旨在介绍我国风电专利知识产权保护情况及技
术分布情况。受杂志篇幅所限，本文仅为基于此主题的简要分析，
后续将会推出详细报告 --《中国风电专利综述 2009》
，以补文章
不足。除《综述》报告外，还将根据国外风电行业技术动向和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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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15 日。
数据采集方式
专利数据采集的过程中，主要采用的方法是关键字检索与
IPC 检索相结合，并辅助以专利申请人等相关信息为检索条件的
多表达式检索方式。

局限性
因我国专利审查制度对专利公开的特殊规定，专利从提出申
请到公布的过程具有延后性，而报告分析多以专利申请时间为分
析对象。因此，专利申请的时间越接近报告完成的时间，数据的
全面性就会受到越大影响。同时在本报告完成过程中，受时间、
篇幅、作者水平以及专利数据采集方式的局限，报告中所引用和
分析的数据尚有不够全面及数据范围不够准确等问题，敬请见谅。
分析工具
以 PatentEx 专利分析软件为分析工具。
分析方法说明
本文完成过程中主要运用了定量统计分析与定性技术分析相
结合的方法。
声明
本文所作风电专利申请统计与简析，仅供关心风电产业发展
人士用于了解风电专利技术在我国的申请情况，不做权威依据，
如需更为专业的知识产权方面的咨询与服务，请联系中国国家知
识产权局或相关专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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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机组机位
有效湍流强度计算方法归纳分析
中国福霖风能工程有限公司 孙嘉兴

1 引言

风电场内，风电机组呈单排分布，并且近似垂直主风向，如图
1、图 2 所示，此时环境湍流一定程度上反映风电机组机位湍

风电机组机位湍流强度计算是风电场机型选择的重要指
标，关乎风电场宏观收益和机组安全。不同的风电场，风况和
地形条件各有差异。风电场条件不同，描述和计算湍流的方法

流强度的大小。
图 1 为中国东南沿海某风电场风向风能玫瑰，该风电场
可近似归类于上述情况。

也应有所区别，不能笼统地将某一种方法应用到所有风电场。
本文通过归纳几种湍流强度的计算方法，并根据其计算方法输
入计算条件，分析指出不同方法适用的风电场种类，为风电场
设计评估提供借鉴。

2 风电机组机位湍流强度计算方法及其所适
用的风电场
2.1 环境湍流

50.0%

空气中湍流是指风速、风向及其垂直分量的迅速扰动或
不规律性。湍流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地形差异（例如山峰），

图１ 中国东南沿海某风电场风向风能玫瑰

当空气流动时与地表的“摩擦”以及由于空气密度差异和气温
变化的热效应。湍流强度是脉动风速（瞬时风速与平均风速的
差）的均方差 σ 与平均风速 v 的比值 ：

IT

v

（1）

根据最新 IEC 标准，当 IT >0.18 时，表明湍流处于较高水平；
当 IT<0.14 时，湍流处于较低水平。由于在此计算中完全采用
测风塔数据计算风电场湍流强度，而没有考虑风电机组之间的
影响，甚至也不考虑风电机组所处地形条件影响，因此在风电
场评估中这里的 IT 叫做环境湍流。
一个风电场，通常由几台、几十台甚至上百台风电机组
组成，通过风电场微观选址，所有机位被固定下来。然后根据
风况条件，通常要对这些机位进行安全性分析，包括极大风速、
湍流等，这些指标通常为风电机组生产厂家所重视。因此，不
考虑机组之间的影响，以环境湍流的大小来说明风电机组机位
湍流实际上只适用于个别情况。在一些地形平坦、风向单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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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风向及风电机组布置示意图

65.0%

Technology | 技术

2.2 厂商对风电机组机位湍流强度的计算方法
风电机组生产厂商出于对机组的安全性考虑，通常要对机
位湍流强度进行复核计算，作为是否适合此类风电机组的依据。
这里介绍某大型风电机组制造商关于湍流强度的计算方法。
根据 IEC61400-1（ED3），最小机组间距大于 10D，机位
有效湍流强度如下所示 ：

I eff =

σˆ

（2）

Vhub

图3 环境湍流与IEC标准比较曲线

为环境湍流标准偏差。
最小机组间距小于 10D，机位有效湍流强度如下所示 ：

（3）

其中

为轮毂高度湍流标准偏差 ；

di 为机组间距 ；
c 为常数 ；

图4 各机位有效湍流与IEC标准比较曲线

Ieff 为有效湍流强度 ；
n 为计算范围内相邻风电机组台数 ；
m 为 SN-curve 曲线指数 ；
Pw 为风速在某一风向的概率密度函数。

2.3 WAsP Engineering与WAT计算有效湍流强度
WAsP Engineering 也是我们在风资源评估中经常用到的
软 件 工 具 之 一。WAsP Engineering 与 WAT 能 够 对 整 个 风 电
场风电机组机位的湍流强度进行计算。WAsP Engineering 计

计算软件在设置输入条件时，主要考虑了这样几个方面 ：

算湍流过程中使用的是中性稳定度的风流模型，而非实际的

1）风电机组平面位置坐标 ；

观 测 数 据，WAT（Windfarm Assessment Tool） 根 据 WAsP

2）风向风速频率统计文件（*.tab 文件）；

Engineering 的结果在高风速段加以校正。这种方法大致分为

3）风电机组 CT 曲线 ；

两个步骤：第一，WAsP Engineering 加载地形粗糙度信息文件，

4）10min 平均风速和标准偏差 ；

利用 WAsP 中导出 wind atlas.lib（包含测风塔信息和风况信息）

5）测风高度和环境湍流强度。

文件及风电机组位置坐标和轮毂高度，计算机位最大风速和
三个不同方向的环境湍流；第二，WAT 根据风电机组推力曲线，

计算软件根据风电机组平面位置坐标（不包括海拔高程信

利用 WAsP Engineering 导出的地形信息和初步成果计算机位

息），可以计算得到风电机组相对位置排布和间距 ；由 10min

的有效湍流。从输入条件看，WAsP Engineering 并没有使用

平均风速和标准偏差可以计算得到风电场的环境湍流强度 ；由
tab 文件及风电机组的 CT 曲线根据上述原理最终可计算出机位
的有效湍流强度。图 3、图 4 为计算输出的湍流结果。

观测塔的湍流数据。而由下面的附加湍流 Iadded 和尾流区湍流

Iwake 的公式可知，WAsP Engineering 与 WAT 计算有效湍流的
依据也是根据 IEC 标准。

从输入条件来看，通常跟计算风电机组位有效湍流有关的
地形及地表粗糙度文件、风电机组的相对位置高度信息没有输
入到湍流计算当中，因此在地形平坦、地表情况不复杂的地区

（4）

较为实用。而对于复杂的山区风场而言，10 倍叶轮直径距离可
能超过 500m~800m，风电机组落差及地形、地表情况将影响

（5）

到风电机组位湍流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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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WAsP Engineering输出结果表（截取部分扇区）
Direction

Vref

alpha

Flow Ang

slope

A

k

fr

Iu

Iv

Iw

[° ]

[m/s]

[-]

[Deg]

[Deg]

[m/s]

[-]

[%]

[%]

[%]

[%]

0

15.29

0.123

-5.7

-8.3

4.7

2.21

1.9

11.4

9.03

5.94

22.5

11.74

0.132

-5.3

-7.4

4.1

2.4

0.7

11.4

9.03

5.94

45

11.43

0.127

-3.9

-5.5

4.2

2.85

0.6

10.8

8.55

5.63

67.5

10.89

0.118

-1.9

-2.6

4

2.3

0.8

10

7.92

5.21

90

15.79

0.108

0

0.6

5.7

2.38

2

9.2

7.28

4.79

112.5

21.86

0.101

1.9

3.7

7.2

2.58

4.9

9.2

7.28

4.79

135

22.01

0.104

3.7

6.3

7.1

2.24

6.6

9.9

7.84

5.16

157.5

22.6

0.116

5.1

7.9

7.5

2.07

3.9

10.4

8.23

5.42

……

……

……

……

……

……

……

……

……

……

……

表2 WAT输出结果表（截取部分风速段）
m=4

m=6

m=10

m=12

m=9

Ieff

Ieff

Ieff

Ieff

Ieff

31.7

28

28.2

28.5

28.7

21.7

19.1

19.2

19.5

19.6

6.18

35.3

20.1

22.8

26.7

27.9

8.27

32.2

17.7

20.2

24

25.1

uHi

p(u)

Imax

1

1.05

2

3.6

3
4

Idesign

Pdesign

28.4

63

2.15

19.4

36.8

4.16

25.9

28

5.91

23.2

23.6

7.31

5

9.59

30

15.9

18.3

21.9

23.1

21.2

21

8.28

6

10.12

28.2

14.4

16.7

20.3

21.4

19.6

19.2

8.82

7

……

……

……

……

……

……

……

……

……

表 1 中 alpha 值含义参照 Gumbel 极值 I 型概率分布中的描

也可以称之为湍流）叠加而成。Meteodyn WT 软件在定向结果
计算中，采用标准理论在不同的方向对整个场区进行流体力学

述；
Flow angle 为入流角 ；slope 为地形坡度 ；

模拟计算，得到湍流强度值，即使在极其复杂地形条件下仍能

Weibull-A、k 即威布尔分布的尺度、形状参数。

得到更为准确的结果，这也是其与一些线性模型软件的最大区

表 2 中，Ieff 在不同风速段与 Idesign 比较得出机位湍流强度是

别。在 WT 软件综合过程中可以直接结合风流的时间序列数据

否超出范围。
WAsP Engineering 与 WAT 计 算 有 效 湍 流 强 度 是 经 常 用

得到最终的湍流值，下面对其过程进行说明。
整个风电场中，在考虑风电机组尾流影响后，可以得到每

到 的 方 法 之 一， 适 合 任 何 地 形 条 件 风 场 的 计 算。 但 WAsP

一个方向扇区的附加湍流强度，然后再与每个扇区的湍流强度

Engineering 并没有将观测塔的湍流数据输入并加以有效地运用，

进行整合 ：

这样做不但浪费了资源，对计算结果也可能会产生一定影响。

Idirtot(idir)=sqrt（（Idiramb(idir)）2+（Idiradd(idir))2））

2.4 Meteodyn WT 软件计算湍流

其中 ：Idirtot(idir) ：每个扇区整合之后的湍流强度 ；

Meteodyn WT 的不同之处在于该软件是基于计算流体力学

Idiramb(idir) ：每个扇区得出的环境湍流强度 ；

技术（CFD）的风资源评估工具。WT 中采用的是 RANS 方法

Idiradd(idir) ：每个扇区的附加湍流强度 ；

对风流进行模拟，也称之为平均雷诺兹 Navier-Stokes 方程。在

Sqrt ：表示开平方。

Meteodyn WT 计算模型中，湍流强度被定义为湍流动能平方根

每个扇区的湍流强度与总的平均湍流强度之间的关系如

与流体局部平均风速之比。风电场空间任一点处的风速都是由
平均风速（随时间变化很慢）与随机分量（随时间变化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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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Imoy =SOMME(f (idir)*I(id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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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moy ：平均湍流强度 ；

风加速因数 ；

Cm(dir) /Cp(dir)

f(idir) ：某一个方向扇区的频率 ；

Cm ：在测风塔处计算的风加速因数 ；

其中，Imes(bin，dir) ：测风塔处实际测量的湍

I(idir) ：某一个方向扇区的湍流强度 ；

Imes ：在测风塔处测量的湍流强度 ；

流强度矩阵 ；

SOMME ：表示加总。

Icalcm ：在测风塔处计算的湍流强度 ；

在 Meteodyn WT 软件中提供两种方

Icalcp ：在结果点（机组位置）计算的

式的湍流校正，一种称之为“定向湍流
校正”，第二种称之为“湍流矩阵校正”。
定向湍流校正的公式 ：

湍流强度 ；

Icorp ：在结果点（机组位置）校正的
湍流强度。
湍流矩阵校正的公式 ：

DELTA_I(dir)=Imes(dir)–Icalcm(dir)

Icorp(dir) =Icalcp(dir) +DELTA_I(dir) *Cm(dir) /Cp(dir)
其中，Cp ：结果点（机组位置）计算的

DELTA_I(bin，dir)=Imes(bin，dir)–Icalcm(dir)

Icorp(bin，dir)=Icalcp(dir)+DELTA_I(bin，dir)*

Icalcm(dir) ：测风塔处计算得到的定向
湍流强度 ；

Icalcp(dir) ：结果点处计算得到的定向
湍流强度 ；

Cm(dir) ：测风塔处计算得到的定向风
加速因数 ；

Cp(dir) ：结果点处计算得到的定向风
加速因数。
表 3 ~ 表 5 分别为 WT 软件通过实

表3 湍流校正之后的环境湍流矩阵

际测风塔湍流强度校正之后的环境湍流
矩阵，与考虑尾流影响的附加湍流矩阵，
以及二者叠加综合考虑的有效湍流矩阵，
这样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出在各风速段以
及各个方向扇区的湍流强度，以方便工
程设计人员进行比对，并选择合适的风
电机组类型。
以上过程中，Meteodyn WT 首先根
据地形及粗糙度文件、热稳定度参数对
整个风电场区进行模拟计算，通过求解
NS 方程，得到空间每一点处的湍流强
度，然后再根据实际风流的时间序列数

表4 考虑尾流影响的附加湍流矩阵

据（风速、风向以及标准偏差）对模拟
计算得到的湍流进行校正，再结合风电
机组 CT 曲线，风电机组坐标及轮毂高
度得到上面我们所见到的不同湍流矩阵。
Meteodyn WT 更适用于复杂地形以及其
他的复杂环境，与 WAsP Engineering 比
较， 在 适 用 条 件 方 面 不 完 全 相 同。 两
种 软 件 的 计 算 原 理 也 是 完 全 不 同 的，
WT 是 基 于 计 算 流 体 力 学， 而 WAsP
Engineering 是基于线性模型。

3 总结
表5 有效湍流矩阵
风电事业的突飞猛进直接促进了各
种风电场评估软件的发展。关于风电机
组机位湍流强度的计算，除了上述几种，
还 有 其 他 算 法， 例 如 GH windfarmer 也
有关于湍流强度的计算，感兴趣的读者
可以进行总结。但无论哪种软件的算法
都有其特长的一面，并基于不同的适用
条件，使用时应区别对待，其目的是提
高风电场设计评估中的准确性，有效降
低评估时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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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机组结构抗震研究现状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

祝 磊

1 引言
风电机组的结构特点是 ：
（1） 结 构 高 度 大， 体 型 细 长 ；
（2）
机舱重量大，集中在塔架顶部 ；
（3）叶
轮具有分布质量和刚度 ；
（4）运转时叶
轮旋转产生动力效应。
从结构抗震的角度看，特点（1）和（2）

概念。建筑结构的抗震研究方法主要分
为两种 ：一种是动力分析方法，一种是
等效静力分析方法。风电机组的抗震也
沿用了这两种方法。
风电机组地震动力分析一般采用有
限 元 方 法， 需 要 风 电 机 组 叶 片、 机 舱、

特点（3）和（4）也是风力发电机组与

塔架的细节信息，但这些信息通常由风

高层建筑物的不同之处。叶轮叶片位于

电机组制造商掌握，研究者难以获得。

塔架顶部，而且刚度较小，在地震作用

Lavassas 采用 shell 和 brick 单元研究了一

下容易产生端部的“鞭梢效应”，放大叶

台 1MW 风电机组原型，但没有考虑叶

片的地震响应，这对叶片的安全性不利。

轮的详细建模以及旋转。Ahlstrom 采用

而叶轮的旋转也是风力发电机组不同于

beam 单元建立完整的风电机组模型，用

高层建筑物的一个显著特点，叶轮在运

于风电机组在叶片破坏等极端情况下的

转时遇到地震的工况，是建筑结构抗震

动力学模拟。该模型也可用于风电机组的

中不会涉及到的。

风能 Wind Energy

传统上，抗震是建筑结构工程里的

对抗震不利。高层建筑物要求具有合适
电机组由于发电功能的需要，违反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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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风电机组抗震研究方法及
抗震设计标准

的高宽比和比较均匀的质量分布，而风
两点，决定了它在先天上的抗震缺陷。

文中提到的三菱重工风电机组

研究提出初步的建议。

地震响应分析。从风电机组的结构特点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风电机组的

看，用 beam 单元可以足够准确地进行数

抗震性能是其结构安全设计中值得关注

值离散，而且可以节省计算时间。对于停

的课题。如果忽略风电机组的抗震设计，

机的情况，用 beam 单元模拟风电机组的

可能危及其结构安全。而目前风电机组

地震动力响应已无技术上的问题，只是由

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在地震区也有应

于风电机组原型数据的非公开性，导致接

用，但世界各国的风电机组设计标准，

近真实的有限元模型难以建立 ；对于运转

大多对抗震设计这一内容规定较少。而

的情况，由于叶轮的旋转，其中涉及机械

日本则由于地震多发，针对风电机组的

控制等学科，通常的有限元模型还难以

抗震，制定了设计规范。本文总结目前

模拟复杂的运转工况。GH Bladed 也采用

风电机组抗震研究现状，介绍欧洲、日

beam 单元，但是把叶轮和机舱、塔架分

本的风电机组相关抗震标准，并结合中

开建模，分别计算其模态特性，然后耦合，

国的实际情况，对中国的风电机组抗震

在频域上计算，而不是采用有限元方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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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域直接积分方法。理论上说，频域方

和塔架的风电机组的有限元模型，通过

是从欧洲发展起来的，而欧洲是地震发

法也是可行的，但 GH Bladed 使用的模态

数值方法计算其地震响应。对风电机组

生比较少的地区，地震力不是控制荷载 ；

数量有限，而且计算结果与通用有限元软

在静止状态下，结合建筑抗震规范中的

二是风电机组一般是作为大型机械，主

件的计算结果存在一定差异，推测与其耦

振型分解反应谱方法和地震剪力分布概

要考虑风荷载和机械强度设计，对地震

合的机制有关。

念，提出了修正后的底部剪力和剪力分

的关注不够。但是如引言所述，风电机

而风电机组在结构设计时，一般采

布计算公式 ；对风电机组在运转状态下，

组作为一个纤细且头重脚轻的建筑物，

用等效静力分析方法。该方法的好处是

计算其空气阻尼，并与结构阻尼相加，

其抗震性能是值得研究的。特别是中国

不需要精细的风电机组模型，使用形式简

再根据设计反应谱求得机组的地震响应。

单的计算公式，方便工程设计人员运用。 这些研究成果反映在《风力发电设备支
风电机组的设计标准通常规定用等效静
力分析方法，典型的标准如 IEC61400-1

持物构造设计指针·同解说》中。
原则上讲，《风力发电设备支持物

和日本《风力发电设备支持物构造设计

构造设计指针·同解说》已经建立了风

指针·同解说》。

电机组抗震设计的一般方法，世界各地

在地震高烈度区如北京、广东南澳等地
都建立了风电场，必须对这些地区的风
电机组作抗震安全性的审查。
目前中国尚需在以下几个方面对风
电机组的抗震性能作研究 ：
（1）风电机组的结构动力特性。这

从风电的发展历史看，风电机组的

都可以参照采用。但这一标准也存在一

是研究风电机组地震响应的基础工作，

结构安全性主要是从风工程和机械工程

定的不足 ：一是数值计算选用的实际风

必须基于实际的风电机组原型，通过数

的角度进行考虑，因此通常的风电机组

电机组原型数量有限，只有 6 台（三菱

值计算和现场实测掌握其自振周期、振

设计标准中对风荷载和机械强度的规定

重工风电机组），导致其计算结果可能仅

动模态特性。风电机组的结构阻尼是另

较详细，而对抗震设计则规定很少。如

仅适用于日本的风电机组，而不能涵盖

外一个需要研究的方面，需要通过现场

IEC61400-1 规定风电机组在地震作用下

欧洲、美国、中国等国家的情况 ；二是

实测来确定。目前中国的风电机组分布

的剪力从上到下为均匀分布，底部剪力计

该标准的限定对象是塔架，未考虑叶片

地域广、类型多，因此需要大量的数据

算则是假定将塔架的质量取一半，与叶轮、 的抗震设计 ；三是在风荷载与地震荷载

样本来实施这一研究。这一工作的困难

机舱一起集中到塔架顶部，建立单自由度

的组合上，只考虑了均 一风速和地震在

在于实际的风电机组参数难于获得，有

模型，然后运用地震工程中常用的设计反

同一直线叠加的情况，没有包括风速沿

必要联合制造商、施工方和运营方，共

应谱来计算塔架底部的剪力。这种模型从

叶轮高度的分布以及风向与地震不同向

同进行研究。

建筑结构抗震的观点看，是不够准确的， 的情况。虽然初步的数值计算表明，风

（2）风电机组的有限元模型。如前

它无法反映风电机组各部分质量、刚度分

与地震同向是最危险的工况，但由于风

所述，用 beam 单元即可准确模拟其在停

布对地震响应的影响。GL Wind 2003 建

电机组原型数量的不足，这一结论尚待

机状况下的地震响应。但对风电机组运

议采用风力发电机组所在地的抗震规范， 进一步验证 ；四是风电机在受到地震激
在当地缺乏相应规范的情况下，可以基于

励而产生剧烈振动，可能触发停机操作，

转的状况，存在风荷载、机械控制荷载
和地震荷载的联合作用，这一方面尚需

欧洲 Eurocode 8（陆地）或者美国石油学

这一工况也未在《风力发电设备支持物

更加精细的工作，必须联合空气动力学、

会 API（近海）进行抗震计算。

构造设计指针·同解说》中反映。

机电控制和地震工程方面的专家攻关。

3 研究建议

响应。在（1）解决的前提下，这一工作

如果直接采用建筑结构中的抗震设
计标准，原则上是可行的。在结构抗震
设计标准中（如 Eurocode 8），通常运用
振型分解反应谱法计算结构的地震响应，

（3）风电机组在停机状态下的地震

中国也是一个地震多发国家，1976

这种方法是将结构简化成多质点组成的

年唐山大地震、2008 年汶川大地震都导

“糖葫芦串”模型，通过多模态叠加的方

致大量的建筑物破坏倒塌，给人民群众

即不存在技术难度。完全可以沿用建筑
结构抗震的方法，并考虑叶片分布质量
的影响，即可解决这一问题。
（4）风电机组在运转状态下的地震

式计算结构的地震力。典型的国际规范

带来巨大损失。自唐山大地震后，中国

响应。要解决这一问题，其关键是完成

有 Uniform Building Code ，国内则是《建

的《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历经修订，已

工作（2）。需要解决风和地震以任意方

筑抗震设计规范》。但这种方法应用到风

经相对完善。同时，在构筑物如电塔、

向组合的荷载计算问题，以及地震时临

电机组上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它无法考

烟囱、灯塔等抗震方面，基本上袭用《建

时停机的荷载计算问题。

虑叶轮的分布质量，因为该方法是将叶

筑抗震设计规范》的相关规定，设计方

轮简化成一个质点加到机舱上 ；二是它

法基本成熟。但风电机组的抗震设计，

不能计算叶轮旋转时的地震响应。
为解决这两个困难，日本东京大学

在这四个方面的问题都解决之后，
可以根据工程需要，编写中国的风电机

则是个空白。中国的《风力机械标准汇

组抗震设计标准，其体例可以沿用《建

编》，主要沿用 IEC61400-1，指出需要

筑抗震设计规范》，对风和地震的联合作

土木工程系风能研究组根据日本的典型

考虑地震力，但缺少具体计算方法。原

用，则需要在数值模拟的基础上，提出

风电机组参数，建立了包括叶片、机舱

因主要有二 ：一是现代的风力发电最早

简单易用的设计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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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机组传动链疲劳分析
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基础力学研究所 N. Ghareeb
杜瑛卓 柴玉梅 陈恩灵 译

1 介绍
设计机械和结构零件时，最主要的有两个载荷源 ：极限载

运行载荷循环

零件尺寸相关的载荷循环

Wöhler 曲线

荷和疲劳载荷。极限载荷是由于载荷超过材料的屈服强度或者
是超过了材料的最大强度而引起结构破坏的载荷。疲劳载荷是
循环载荷，每个疲劳载荷大体上都低于材料的额定屈服强度，
但达到足够次数的波动后会导致断裂。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循
环载荷，还有非静态空气动力产生的载荷。另外，由于运行的
风速区间大，可能会激发一些频率下的共振。一般来说，疲劳
损伤

裂纹会在最大局部应力的一点或几点处形成，载荷在循环应力
作用下通过材料扩展直到完全断裂。

图1 根据Miner法则的载荷循环分类

疲劳性能受到许多变量的影响，包括载荷类型（轴向，弯
曲和扭转）、载荷曲线形状、零件尺寸、零件后处理、运行温度
和环境。由于因素众多，且材料非常容易受到这些因素和载荷
工况微小变化的影响，对材料的疲劳寿命进行预测是很复杂的。
为了计算可变载荷下零件的寿命，需要使用某种方法，把
恒幅疲劳测试数据和随机应力联系起来。麦纳损伤累积法则
（Palmgren-Miner cumulative damage rule）为此提供了一个简化
的方法（图 1）。该方法假设，在波动载荷下机械零件的破坏随
着载荷循环次数线性增加，当 D=1 时零件破坏（Eq.1）。此外，
在变幅载荷情况下，不同应力响应 бai 对应的损伤应进行累积，
因此 ：

D= ∑ D i = ∑
i

i

ni
( Eq
.1)
Eq.1)
Ni

2 风电机组疲劳分析
由于风的湍流特性以及风电机组使用期间载荷高循环次
数，设计风电机组时必须考虑疲劳。各自的载荷谱——包括载
荷幅值和相应的载荷循环，主要取决于风电机组所有零件的动
力特性。因此，为了确定这些载荷，必须对整个系统进行建模
和模拟。为使模拟结果产生精确而可靠的应力估计，所用的工
具和模型必须满足较高标准和要求。
尽管轴承上的损坏是风电机组上发生故障的主要根源，但
其他零件也容易发生破坏。
为了方便起见，以 660kW 的风电机组为例进行分析。齿
轮箱的中轴断裂，机组无法运转（图 2）。

式中 ni 表示载荷工况 бai 载荷循环预期次数，Ni 为载荷循
环 бai 下发生破坏时载荷循环次数，根据 Wöhler 曲线或 Haigh
图确定。
计算终身循环次数有几种方法。最简单的方法，即本文分
析中所用的方法，是使用“雨流法”计算等效应力。其他方法
包括最大剪应力平面确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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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风电机组齿轮箱中间位置的断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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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对短轴进行宏观检查，然后做出三维模型以找
出破坏的原因，最后计算出寿命周期。

3 宏观检查
将 660kW 风电机组齿轮箱中的断轴放在显微镜下（图 3），
在表面上能够清楚地看到破坏起始点的贝纹，表明系疲劳损坏。
贝纹甚至显示疲劳断裂始于键槽两侧而非转角处。裂纹产生后，
沿着轴的横截面扩展直到断裂。所见的贝纹线非常接近，这表
明轴不是连续转动，所以疲劳断裂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断裂
发生的表面覆盖着由于轴旋转时裂缝一开一合形成的氧化层，
这是循环加载的结果。最后看到键槽的下表面变形，表明键沿
着键槽移动，导致了断裂的发生。通过这些观察可以看出轴的
损坏是由于单向弯曲引起的低名义应力疲劳载荷。

图3 发生破坏的轴截面

4 有限元分析
我们做了一种简单的 3D 有限元分析以验证这种方法。我
们模仿了轴的一部分包括键槽，并且对键和齿轮都进行了建模
以应用边界条件（图 4 及图 5）。
对于模型的边界条件，做适当假设。假设轴的输入面为
刚性，且通过中心并横向限制。输出面也被用作刚性元素，且
从各个方向限制。为了模拟滚轴，阻止沿横向和纵向轴的旋转。

图4 轴的几何外形

图5 齿轮和键的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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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的一面在外围方向上也要进行阻止（图 6）。
将齿轮和键作为一体进行网格划分（图 7）。键和键槽
之间施加接触条件。在轴的输入部分上输入转矩参数。运用

行。两种应力应该作用在同一材料面上，因此垂直于轴心线。
根据有限元分析，按照两种不同的载荷工况计算主要应力。然
后，根据方程式

SANTECH 的有限元程序 SAMCEF 进行模拟，读出应力分析的
结果（图 8）。根据分析结果，发现在轴的某些地方，最大应

 eq   2  3 2

力超过了屈服应力。这能够说明轴最终断裂的原因。

计算每一时间步长的主要应力。模拟中使用的时间信号是 600
秒。这会产生一个与时间有关的、相应的应力曲线。然后，在
这个曲线上使用“雨流法”程序获得相应的循环。对于每一个
循环，计算每一个载荷循环的断裂损伤（Eq.1）
。根据 Wöhler
图或者 S-N 线（也称作 Haigh 图）找出相应载荷循环次数。然
后把损伤累加起来以得到所用时间信号内的总损伤。最后预测
给定部分的使用寿命。
图6 转矩、反力和输入面支持

图9 扭转应力随时间变化曲线（SAMCEF Mecano）

对于轴这个简单例子，发现每 600 秒 100792 次循
图7 轴和键槽上的网格

环造成的总损伤为 9.92e-6。必须强调循环的次数与损伤
成反比（N=1/D）。因为当 D=1 时，发生断裂，这就是
说风电机组在三年半后发生损坏。另外一个假设，在既
定循环次数下风电机组每年运转 200 天。
当然，例子中的简化使所得数值过于保守。首先，
转矩载荷中本应该有摩擦；其次，使用 S-N 曲线比较保守；
第三，假设风速恒定为 16m/s，应该使用的风速范围为
3m/s~25m/s，同时还要考虑这些系列的时间分布。

6 结论

图8 应力结果

本文显示，标准有限元分析适合预测零件的寿命。

5 疲劳过程

将来可以根据上述分析，运用结合最大剪应力平面方法
的全应力张量预测整个零件的疲劳寿命。当局部应力为

为了能够计算使用寿命，必须获取轴上每一节点应力张

塑性时，强烈推荐使用 ε-N 曲线。为了预估风电机组的

量的历史。在这个简单的介绍中，假设扭转应力随着既定的时

总寿命，必须进行全面的风况分析。

间信号变化（图 9）。
弯曲应力也随着相同的时间信号变化，且与转矩交替进

（本文英文版原载于 DEWI 杂志第 35 期）

更正并致歉
尊敬的读者，由于我们的疏忽，2010 年 3 月号《风能》刊载文章发生以下错误，在此予以更正，并向广大读者致歉。
第 8 页，右上栏倒数第 2 行“越办越办好”应为“越办越好”；第 24 页，左栏第 4 段第 1 行第 2 个“目前”为多余词语 ；右栏第 2 段第 3 行“技企业标准”应为“企
业标准”；第 29 页，图 1 中新增“138.3.2”应为“13803.2”；图 2 横坐标第 4 个地区“华北”，应为“华东”；封 2，文字第 3 行“风力打点”应为“风力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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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汽FD70/FD77风电机组
变流器系统原理及应用
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风电事业部 杨雄杰

1 变速恒频发电系统的工作原理

场方向为从左至右方向→。电流变化一个周期，两个绕组合成
的磁场旋转一周。

1.1 交流电机的旋转磁场

旋转磁场的转速为 n=60f/p。

以单相交流电机为例，单相交流电机有 2 个绕组，它们

同理，如果三相绕组在空间上按 120˚ 对称分布，三相绕

在空间上相差 90˚ 正交分布，分别给 2 个绕组加入时间上相

组在时间上分别加上相位相差 120˚ 的三相交流电。同样要在

差 90˚ 的交流电。如图 1（a）所示，发电机定子上正交分布

转子铁芯周围形成一个旋转磁场。

有 2 个绕组，一个是 AX ，另一个是 BY 。2 个绕组加上的电
流波形如图 1（b）所示。我们规定从 A 流进 X 流出或从 B 流

旋转磁场的转速 n=60f/p。
其中，f 为三相交流电频率。

进 Y 流出为正方向 ；从 X 流进 A 流出或从 Y 流进 B 流出为负

P 为磁极对数。

方向。

若定子或转子绕组，在任一时刻合成的磁场只有一对磁
极（磁极对数 p=1）
，即只有两个磁极，对旋转磁场而言 , 三
相电流变化一周 , 合成磁场也随之旋转一周，如果是 50Hz 的
交流电，旋转磁场的同步转速就是 3000r/min。
如果定子绕组合成的磁场有两对磁极（磁极对数 p=2），
即有四个磁极，可以证明，电流变化一个周期，合成磁场在空
(a)

(b)

图1 单项交流电机绕组

间旋转 180˚，由此可以推导得出 ：p 对磁极旋转磁场每分钟
的同步转速为 n=60f/p。
当磁极对数一定时，如果改变交流电的频率，则可改变
旋转磁场的同步转速，这就是变频调速的基本原理。1.5MW

在 t0 时刻，A 绕组上通过的电流为零 ；B 绕组上通过的

风电机组的同步转速是 1500r/min, 所以双馈发电机的定子 /

电流为负的最大值。根据电磁定律，t0 时刻，两个绕组合成

转子绕组磁极对数是 2，即旋转磁场每分钟的转速为 n=30f。

的磁场方向为从左至右方向→。

也即频率 f=50Hz，同步转速 n0=30×50=1500r/min。

在 t1 时刻，A 绕组上通过的电流为正的最大值，B 绕组
上通过的电流为零，根据电磁定律，t0 时刻，两个绕组合成
的磁场方向为从上至下方向↓。
在 t2 时刻，A 绕组上通过的电流为零，B 绕组上通过的
电流为正的最大值，根据电磁定律，t2 时刻，两个绕组合成
的磁场方向为从右至左方向←。
在 t3 时刻，A 绕组上通过的电流为负的最大值，B 绕组
上通过的电流为零，根据电磁定律，t3 时刻，两个绕组合成
的磁场方向为从下至上方向↑。
在 t4 时刻，正好回到 t0 时刻的状态，两个绕组合成的磁

图2 转子与定子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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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变速恒频发电机结构和原理
双馈发电机的定子通过开关和电网连接，转子通过碳刷

的交流电压加到转子绕组上。
当风速较大，发电机的转速大于同步转速时，转子绕组

引出和变频器输出连接。如图 2 所示，观察方向从左至右，

要对外发电，首先经过机侧 IGBT 把发电机转子绕组发出的变

转子旋转方向为顺时针旋转 ；相对定子不动，转子转速为 n。

频交流电压整流成直流母线电压，再通过网侧 IGBT 将直流母

风电机组转速小于同步转速 1500r/min 时，在转子绕组

线电压逆变成工频 50Hz 的 690V 电源电压反馈回电网。因为

上加上低频交流电，在转子线圈周围就会形成旋转磁场。这个

发电机的定子绕组和转子绕组都在同时发电，所以称为双馈发

旋转磁场的转速，相对于转子轴（相当于转子不动）来定义，

电机。

转速为 n1，方向与转子旋转方向 n 相同。n 和 n1 方向相同，
两者同向相加，合成为转子旋转磁场 n0。转子绕组旋转磁场，
相对于转子轴而旋转；转子旋转磁场，相对于定子绕组而旋转。
风电机组转速大于同步转速 1500r/min 时，改变转子电
流的相序，可以改变转子绕组旋转磁场的方向，使得转子绕

2 FD70/FD77风电机组变流器电路分析
2.1 变流器主电路
箱变低压侧 3/PE AC 690V 电源电压，通过 4mm×240mm

组旋转磁场的方向 n2 与转子旋转方向 n 相反。改变转子电流

电缆（其中一根作为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线）进入塔筒底部，3

的频率可以改变转子绕组旋转磁场的速度，n 和 n2 方向相反，

相电缆与变流器交流母线排联接，变压器中性点 PE 线电缆与

两者反向相减，合成为转子旋转磁场 n0=1500r/min。

塔筒等电位板联接。

例如 ：当风电机组转速为 1200r/min 时，在转子绕组

发 电 机 定 子 输 出 电 压 经 过 并 网 接 触 器 E007K2 以 及 并

上加上一个正向旋转的三相交流电，频率为 10Hz，则转子

网断路器 D002Q5 再联接到变流器交流母排上，反馈回电

旋 转 磁 场 的 转 速 n0=n+n1=1200+30×10=1500r/min。 以

网。即在发电机定子输出端与变流器交流母排之间串联了并

1500r/min 的旋转磁场切割定子绕组，则在定子绕组上感应

网接触器 E007K2 以及并网断路器 D002Q5。当并网接触器

出 50Hz 的交流电。当风电机组转速为 1800r/min 时，在转

E007K2 以及并网断路器 D002Q5 处于合闸状态时，发电机

子绕组上加上一个反向旋转的三相交流电，频率为 -10Hz，则

处于并网发电状态。断路器 D002Q5 在主电路中起事故跳闸

转子旋转磁场的转速 n0=n+n2=1200+30×10=1500r/min。

保护作用，接触器 E007K2 在主电路中起风电机组并网 / 脱

变流器通过实时跟踪发电机转子的转速，从而实时调整

网的开关作用。

变流器输出的转子电流频率和相序，可以保证转子旋转磁场的
转速始终保持为同步转速 1500r/min，从而保证发电机发出
的电压频率为工频 50Hz，无论发电机的转速是多少（1100r/
min~1800r/min），发电机输出电压频率都是 50Hz，实现变
速恒频发电。
变流器主要完成电源频率的变换，网侧 NPR IGBT 负责将
690V 电源电压整流成 1000V 以上的直流母线电压或者将直
流母线电压逆变成工频 50Hz 的 690V 电源电压反馈回电网 ；
机侧 MPR IGBT 负责将直流母线电压逆变成频率（0Hz~40Hz）
可调、幅值和相位可调的交流电压加到转子绕组上，或者将发
图4 变流器主电路

电机转子绕组发出的变频交流电压整流成直流母线电压，再由
网侧 IGBT 将直流母线电压逆变成工频 50Hz 的 690V 电源电
压反馈回电网（图 3）。

2.2 变流器励磁电路
变 流器 正常 运 行时， 并网 断路 器 D002Q5 处 于 合 闸 状
态，给发电机转子回路提供励磁支持。来自电网的 690V 电源
电压，通过并网断路器 D002Q5 到快速熔断器 D010F2，经
过滤波环节 D010K2 到主励磁接触器 E014K4，再经过电抗

图3 电源频率变换示意图

器 D012R2 到 网 侧 NPR IGBT 变 流 模 块。 即 690V--D002Q5-D010F2--D010K2--E014K4--D012R2--NPR IGBT， 这 条 回 路 称

当风速较小，发电机的转速小于同步转速时，转子绕组
需要励磁。能量从电网到变流器再到转子绕组线圈，通过网侧
IGBT-- 直流母线电压 -- 机侧 IGBT 变换成频率、幅值和相位可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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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励磁回路。
因为交直交变流系统，直流母线电压含有大容量的滤波
电容。在变流器启动过程中，刚开始时直流母线上的电压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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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直接闭合励磁接触器 E014K4，则相当于 690V 直接对
地短路，将对电网或网侧 IGBT 整流模块造成很大冲击。所以
变流器设置了一条对直流母线的预充电回路。
690V 电 源 电 压 经 过 开 关 熔 断 器 E001Q2 到 开 关 熔 断
器 D010Q5，然后到继电器 E010Q3，再经过加热限流电阻
R 到继电器 K016K3，再到开关熔断器 E011Q2，之后连接
到电抗器 D012R2，最后到网侧 IGBT。如图 5 红色路径所
示，690V--E001Q2--D010Q5--E010Q3--R--K016K3--E011Q2-D012R2--NPR IGBT，这条回路与励磁接触器 E014K4 是并联
的。因为回路中串联了加热电阻 R，当中间继电器 K016K3
合上时，通过网侧 IGBT 给直流母线电容进行限流预充电。当
直流母线电压达到额定电压的 80% 左右时，K016K3 与主励
磁接触器 E014K4 相互切换，实现预充电和主励磁电路的切
换过渡。限流电阻安装在 IGBT 内部，当环境温度小于 5℃时，
为了保护 IGBT 模块，需要加热保温。K116K3 合上时，三相
限流电阻自动结成三角形连接负载，IGBT 开始加热。

图5 变流器励磁电路

2.3 变流器与风电机组主控制器的通信控制
以 MITA 风电机组控制器和 Alstom 变流器为例，变流器 -发电机系统的启动与停止，需要主控制器的指令控制。变流
器与风电机组主控制器的通信用于实现变流器 -- 发电机系统
的启动与停止控制过程。
变流器加热完成，控制板和 IGBT 功率模块温度在 5℃以
上，变流器给出“运行准备好”信号 X9:18 置 1 ；
如果环境温度低，变流器正在加热，变流器给出“加热
激活”信号 X9:19 置 1 ；
当机组控制器系统正常时，机组控制器给出“主控 OK
信号”conv wp3100 ok X9:11 置 1，由风电机组控制器 MITA
发送给变流器 ；
当系统正常，风速达到启动风速时，风电机组开始启动，
变流器实时在线监测发电机转速，当转速趋近 1200r/min，
变流器监测到发电机转速进入 1200±1200×10％范围时，
变流器给出“进入操作范围”信号，operation range X9:30 置 1，
MITA 输入端子 M120=1 ；
机组控制器 MITA 收到 M120 信号后，向变流器发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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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励磁信号 conv start excit X9:12 置 1 M517=1，变流器开始

查看 343E（H），IGBT 温度最高 22℃，最低 -10℃，最低温

直流母线充电、励磁同步操作 ；

度一直不变，估计加热器回路有故障 ；

当变流器完成同步操作后，变流器给出“并网准备好”
信 号，conv ready for connection X9:34 置 1，MITA 输 入 端 子
M121=1，反馈给机组控制器 ；

用手触摸 IGBT 散热器，中间 2 组 IGBT 散热器冰冷，说
明没有加热 ；其余旁边 2 相略有温度，说明加热器已经工作 ；
用万用表电压档，测 IGBT 加热线插头处，正常的 2 相有

机组控制器 MITA 收到 M121 信号后，向变流器发出“变
流 器 加 载 要 求 ”conv start prod X9:13 置 1，MITA 输 出 端 子
M519=1，变流器并网接触器合闸，风电机组并网 ；
并网完成后，变流器向机组控制器 MITA 报告“电网联
接”信号，grid connection X9:35 置 1，M123=1。机组控制

256V 左右，中间这一相的电压为零 ；
断开 E010Q3，设置变流器手动加热，K116K3 自动吸合。
用万用表电阻档测得 K116K3 的③④脚开路，其他 2 相是到
通的，说明 K116K3 硬件故障 ；
更换 K116K3 后，NTC 故障消除。

器 MITA 开始放开叶片，机组转速提高，力矩加大，发电机发
出的功率提高，直到与叶片吸收的能量到达一个动平衡，风电

3.3 故障现象：4mA~20mA信号中断

机组稳定运行 ；

更换 WP3035，4m A~20mA 信号转换板后，故障不变 ；

变流器出现故障时，
变流器要向机组控制器 MITA 发出“变
流器错误信号”conv error X9:33 置 1，M122=1。
机组控制器 MITA 收到 M122 信号后，以刹车程序 75 开

更换 WP3100 后，故障不变 ；
重 新 压 接 WP3100 接 线 端 711 和 713，MITA 接 线 端
X1 ：214 和 X1 ：215 及联接线后，故障消除。

始停机。5 分钟后，机组控制器 MITA 给变流器发出“变流器
复 位 ” 信 号 conv reset error X9:14 置 1，M516=1。 连 续 3

3.4 故障现象：变流器反馈的4mA~20mA电流不正常

次自动复位不能成功后，机组停机，报变流器错误故障。

给定变流器力矩 9030，-970 时，MITA 显示正常 ；

变流器与风电机组主控制器的通信控制可以归纳总结如
下表 :

给定 4030 时，MITA 显示 2182。
检 查 变 流 器 A311A10 ：15.33，15.36 输 出 电 压 为 5V，

变流器端子号

定义

x9:11

主控 OK

X9:18

变流器运行准备好

X9:19

变流器加热激活

X9:30

进入操作范围

X9:12

变流器励磁

X9:34

变流器并网准备好

X9:13

加载请求

X9:35

并网 OK

X9:33

变流器故障

X9:14

变流器复位

3 FD70/FD77 风电机组变流器典型故障
案例
3.1 故障现象：直流母线充电失败
进入 NPR 按 F5 读取网侧变量数据，查看 4F06H 直流母

正常 ；
断 开 N112T2 输 出 脚 ⑤ ⑥， 串 接 ma 表， 测 得 结 果 为
11.97ma，接上负载后只有 10.89ma ；
在 MITA 柜上，断开 731、733 插头，直接串接 ma 表，
测出结果也是 11.97ma 初步判断为电流转换板 WP3034 故
障；
在 MITA 柜上，更换 WP3034，4mA~20mA 信号转换板后，
故障消除。

3.5 故障现象：一投励磁，D010Q5保险即烧断
经检查，有人把 D010Q5 的保险盒误插到 D014Q2 保险
的位置上 ；
D010Q5 保险是 10A 的，D014Q2 保险是 160A 的，将
它们更换到正常位置 ；
更换 D010Q5 保险熔断器后，故障消除，恢复正常。

线电压从 890V~1016V 之间来回跳动，不能稳定在 1005V ；
用示波器读 4F25、4F26 电压波形，发现 4F26 的幅值
只有 4F25 的 60%~70% 左右 ；
更换网侧电压检测板 A301A60 后，4F25、4F26 波形正
常，直流母线充电正常，故障消除。

3.6 故障现象：变流器励磁调试时，一投励磁就跳
闸，没有励磁电流输出
MITA 柜屏蔽了变流器故障 1409 ；
MITA 柜变流器超速信号 intup118 要求取反，实际未取反，
因为 MITA 柜屏蔽了变流器故障 1409，虽然 intup118 未取反，

3.2 故障现象：变流器报NTC故障
变流器手动加热。进入 MPR 按 F5 读取机侧变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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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报变流器故障，所以一投励磁即报变频器超速 ；
将 MITA 柜变频器超速信号 intup118 取反后，故障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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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风电机组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试行） 的一点疑问
上海电气风电设备有限公司 许移庆

1 概述

定义的。所以，如果 FD003-2007 规范对正常运行荷载的
定 义 采 用 的 是 GB-T 18451.1-2001 或 IEC 61400-1 或 GL

国内风电市场发展迅猛，但相关的风电标准制定却远远落

规范的定义方法，那么这里的“正常运行荷载”就应该是

后于风电市场的发展。值得庆幸的是，相关部门已经开始关注风

极端荷载的一部分。同时，FD003-2007 规范对极端荷载

电标准的制定，并已经制定或开始制定了一些标准。标准的制

也有定义 ：为 GB 18451.1 中除运输安装外的其他设计荷

定和运用需要在实际的设计中不断地修改和完善，这需要各方面

载状况（DLC）中的最不利荷载效应。根据这里的定义，那

的共同参与。《风电机组地基基础设计规范》（试行）（标准号为

么“正常运行荷载”的最大值是有可能大于或接近“极端

FD003-2007）是由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于 2007 年组织编制

荷载”的。

并发布的一个指导风电机组基础设计的规范，目前被各设计院普

在 FD003-2007 规 范 中， 根 据 其 第 23 页 的 表 8.1.4

遍采用。荷载是基础设计的首要输入条件之一，也决定了基础设

可知，正常运行荷载（若有地震，还需叠加多遇地震荷载）

计的大小和品质。也许是翻译上的不同或者此规范本身对荷载的

是用于验证基础的基底不允许与地面脱开，而极端荷载是

一些要求不同，作者对其中“正常运行荷载工况”等有一点疑问，

用于验证基础的基底可以有 25％的面积与地面脱开。根据

希望能与同行进行交流。

整机载荷计算的经验，
极限荷载经常可能出现在 DLC1.3（方

2 FD003-2007规范对基础设计的几点要求

网故障）、DLC1.6（50 年一遇工作阵风）、DLC6.1（50 年

向变化的极端相干阵风）、DLC1.5（一年一遇工作阵风＋电

FD003-2007 规范把上部结构传递给基础的荷载分为正常运

一遇极端风速）、DLC6.2（轮毂中心高度风速＜ 0.7 倍参考
风速＋湍流）等设计工况（即使极端荷载不出现在这些工况，

行荷载、极端荷载和疲劳荷载三类，其中正常运行荷载定义为风

那这几个工况的荷载也是相当大），而根据 FD003-2007 规

电机组正常运行时的最不利荷载效应。在此，对“正常运行”的

范对正常运行的定义，DLC1.3、DLC1.5、DLC1.6 均属于正

定义好像不是很清楚。若根据国家标准《风力发电机组安全要

常运行工况。这样，正常运行时的最不利荷载效应和极端

求》（GB-T 18451.1-2001），其对正常运行的定义是“要频繁出现

荷载最不利荷载效应有可能就是同一个值，那么用于验证

的，此时风力机经常处于正常状态或仅出现短时的异常或轻微的

基础的基底是否脱开地面的荷载就是一样的值了，那基础

故障”，而且此处的正常运行是包含在极端荷载里面的。实际上，

就必然要做得更大些才能满足要求。另外，如果有地震叠加，

GB-T 18451.1-2001 标准对荷载分为了两大类 ：一是疲劳荷载 ；

那正常运行荷载就有可能比极端荷载还大，基础就更要设

一是极端荷载，极端荷载中才分为正常荷载、非正常荷载、运输

计得大了。所以，用 FD003-2007 规范定义的正常运行荷

和安装荷载。另外，不管是 IEC 61400-1 还是 GL 规范，均是这样

载去验证基础基底不允许脱开地面可能太过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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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IN 1054标准对基础设计的几点要求
DIN 1054 标准是德国风电机组基础设计采用的标准之一。
目前，在国内大批量生产的一些机组仍然主要是生产许可引进
的机组，这些机组大部分出自德国，而这些机组的标准基础设

to the centre of gravity of the bottom area of the foundation.
(5) For loads of load case 3 (see Table 6.7.1,γF=1.0), the
safety against bearing capacity failure on the residual contact area
shall be verified withγGr=1.5.
从以上描述我们知道，第一组荷载用于验证基础的基底不

计一般采用的都是这个标准。按德国多年来的风电机组设计、

允许与地面脱开 ；第二组荷载用于验证基础的基底允许与地面

生产的经验，采用 DIN 1054 设计基础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脱开，脱开距离可以达到基础重心，这里可以近似理解为允许

另外，在风电行业比较权威的风电机组认证机构之一，德国 GL

50％的基底面积与地面脱开 ；第三组荷载用于验证承载力失效。

认证（即德国劳埃德船级社认证）对基础的设计要求也是引用

GL 认证规范中的第一组荷载一般要比 FD003-2007 规范

的这个标准。GL 对陆上机组的认证规范——Guideline for the

中的“正常运行荷载”小很多，特别是对风轮直径很大的机

Certification of Wind Turbines Edition 2003 with Suppl 2004 中第

组。GL 认证规范中的第二组荷载一般也比 FD003-2007 规范

6 章第 26 页对用于基础设计的荷载有如下描述 ：

中的“极端荷载”小，但是 GL 认证规范允许有 50％的面积脱

Table 6.7.1 Assignment of combinations of actions according
to Table 4.3.1 to the load cases according to DIN 1054:2003-01

开，而 FD003-2007 规范中只允许有 25％的面积脱开，也就
是 FD003-2007 规范对荷载和允许脱开面积同时提高要求，这
样势必导致基础设计变大，这里还没有考虑两个标准对安全系

Combination of actions according to
Table 4.3.1 (DLC)

Load case
according to DIN
1054

1.0, 3.1, 4.1

1

6.0, 8.1

2

N, A, T (all without F)

3

数的选取差异。

4 两种标准的差异
在这里，我们总结一下两个标准的差异，但只对基底允许
脱开面积指标进行对比，各项指标如表 1 和表 2 所示。

另外，对如何运用这三组荷载，GL 也有这样的描述 ：

表1 FD003-2007规范

(3) For the analyses in the ultimate and serviceability limit
states as per DIN 1054:2003-01, Section 7, the following
procedure shall be observed:
– Permanent loads in the sense of DIN 1054:2003-01,
Section 7.6.1 are the loads of load case 1 (see Table 6.7.1).
– Under permanent loads (γF=1.0), no ground gap may

基底脱开面积 AT/ 基底面积 A

计算工况

（100％）

正常运行荷载工况
多遇地震工况

不允许脱开

极端荷载工况

25%

occur.
(4) The force resulting from the loads of load case 2 (see

表2 DIN 1054 标准

Table 6.7.1,γF=1.0) is permitted to cause a ground gap only up
计算工况

基底脱开面积 AT/ 基底面积 A（100％）

DLC1.0/3.1/4.1

不允许脱开

DLC6.0/8.1

50%（近似理解）

对比表 1 和表 2 可以明显看出，FD003-2007 规范对荷载
和允许脱开面积的要求均比 DIN 1054 标准要高，因此基础设
计相对于 DIN 1054 标准来说是偏于保守的、甚至有时非常保
守。前面提到，DIN 1054 标准是德国风电机组基础设计时引
用的标准，应该经过了很多年、很多机型基础的验证，是可以
被实际设计接受的。因此，FD003-2007 规范采用表 1 的方法
来验证允许脱开面积的指标是否合适及是否需要做适当的调整
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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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能源的先行者
Pioneer in Green Energy

1996 年 率先推出兆瓦级风电机组

1987 年 率先推出N27/250kW风电机组
2000 年 率先推出2.5MW风电机组
2000 年 开始在中国建立风电场

1985年 Nordex 公司成立
2006 年 在德国推出海上风电机组

2010 年 N系列风电机组下线

自1985 ，源自德国的精湛工艺；自1995 ，扎根于中国的成熟科技。
我们以满足客户的需求为我们前进的动力和目标，以推广绿色能源为我们的使命。
Nordex 中国不仅生产高效能的风力发电设备，而且为客户提供风电场的整套解决方案。

1.5MW系列风电机组 (70/77/82)可满足中国各类风电场及不同气候环境的需求
Nordex 中国（北京·银川·东营）
地址：中国北京朝阳区亮马桥路39号
第一上海中心808室
电话：+86-10-84535188
传真：+86-10-84535158
邮编：100125
网站: www.nordex-onlin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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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丹麦尝新能源之“先”
本刊特约记者／王颖春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生产的波浪能发电机Pelamis（Statoil供图）

止这些。核聚变、生物柴油以及建筑节
能等，也包括其中。
其中有些内容，即使是笔者这个长
期关注能源的记者，也倍感新鲜，对现场
这些学生也不禁暗生敬佩。丹麦科技大学
的学生用并非母语的英语，娓娓解释各个
项目的工作原理，而这些项目，并非是课
本上的知识，也非商业化运作的成熟产
品，而是在业内人士看来也算前沿的最新
科技成果──新能源中的“新新能源”
。

本哈根会议召开前夕，笔者前

据了解，迈秦能源现在已经开始接

“传统风电机组笨重、丑陋，占用土

往丹麦采访。于片刻闲暇中在

受 100kW 容量的订单，预计 2010 年到

地。
”学生 Christian 明显表示出对高空风

哥市中心闲逛，所见所闻使笔

2012 年间，MARS 就可实现商业化。另

电机组的偏爱。这无疑是执牛耳者的姿态。

哥

者受益匪浅。
笔者到市政广场之时，日已西斜，

一个吸引笔者的，是挪威国家石油公司
生产的 Pelamis 波浪发电机。

原本开阔的广场被几盏白色的大帐篷覆

从 2002 年开始，挪威国家石油公

在新能源领域，丹麦是不断提速的
领跑者。看到这些学生，笔者认识到，
那些在我们看来是新能源的东西，在他

盖。帐篷里外，摆满了介绍各类新能源

司就开始了波浪能发电的研发。Pelamis

技术的样品与展板。来自丹麦科技大学

由几节悬浮于海上的巨大机身构成，这几

的学生们，正在向行人卖力推介。

节机身随波浪波动，在连接处产生此上彼

一日千里。而我们在“低头走路”的时候，

首先吸引笔者的是迈秦能源公司研制

下的不规则运动，从而产生电力。远远看

不妨也“抬头看天”。奥巴马新能源政策

的高空风力发电机 MARS。该公司是一家

去，这个浮于海上长 150m、直径 3m 的

一出，国内专家、媒体便高呼要抢占新

位于渥太华和华盛顿的新能源公司。早在

巨大发电机，比一艘巡洋舰还要大。

能源制高点。

们新一代眼中，或许已经落后于时代。
近 5 年，风电、太阳能在中国发展

设 计 容 量 为 2.25MW 的 Pelamis，

但如何抢占？政府的政策支持，仅

一年可以产生 2.7GW 电力。这些电力，

仅是屋檐一角。没有领先于世界的研发

气的机身以及叶片组成。由于氦气比空

将通过海底电缆传送到陆地，可以解决

实力，我们只能重复别人走过的老路。

气轻，因此整个机组无需塔桶，就可悬

1.5 万户居民的用电。从 2008 年 9 月开

浮在海拔 150m~300m 的高空。

始，Pelamis 已在葡萄牙海域投入使用。

2006 年就开始了高空风机的原型测试。
从外面望去，MARS 由一个充满氦

风电机组的控制系统，多晶硅制造
的核心技术，仍未被国内完全掌握。核

如此高的海拔，大大扩展了 MARS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在潮汐能发电研

的 风 速 适 用 范 围。MARS 可 以 在 3m/

发上，同样卓有成效。这种发电机像树

s~28m/s 的风速范围内，源源不断地产

立在海底的风电机组，不同的是，推动

生电力。通过与陆地连接的电线，这些

叶片转动的不是风，而是来自于大洋深

的能力，则在于又有多少人才提供智力

电力将被传输下来。

处暗潮涌动的洋流。

支持。有多少人才，要看我们的科技教育。

心技术，仅仅靠政策支持，是很难引进的，
即便引进了，也永远是步于人后。
关键还在于自主创新。而自主创新

较传统风电机组，MARS 不仅大大

从 2003 年开始，由挪威国家石油

拓展了选址余地，与传统柴油发电 0.5

公司生产的世界上第一台 300kW 潮汐能

美分到 1 美分的价格相比，其成本只有

发电机，已经在挪威海中投入运行，目

于是，我们最终又回到“科教兴国”这

0.2 美分。还可以广泛适用于小岛、沙漠

前各项数据运行良好。

个老话题上来。

等偏远无电地区，也可以运用在医疗急
救、油气开采和军事活动中。
而这个高度，对于大部分鸟类而言，
也是“环境友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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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只是市政广场新能源展示的
部分内容。不远处，两辆纯电动迷你悍
马和名贵跑车，同样被人群簇拥。
整个展示中，所涉及的内容，远不

那么，在振兴十大产业的时候，或
许也该想想怎么去振兴我们的科技教育。

何时，我国培养出的学生，也能像
Christian 一样，为外国能源记者“科普”
能源？我们动辄提到的那个“制高点”，
才可能真正被我们占领。

Essay | 漫话

1
2
3

4

1.已经在挪威海域运行了数年的海底潮汐能发电机模拟图（Statoil供图）
2.未来可能会广泛适用于钻井平台、荒漠、小岛等偏远无电地区的风电机组(Magenn Power供图)
3.迈秦公司制造的MARS高空风电机组示意图(Magenn Power供图)
4.哥本哈根市政广场正在展出的电动跑车，充电一次可跑300公里，百公里加速仅需2.8秒(王颖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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