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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From The Editor

文／秦海岩文／秦海岩

夯实技术基础，提升竞争层次

市
场的魅力在于竞争带来的改变，中国风电市场的发展很好地应验了这一点。尤其

近几年，我们欣喜地看到，竞争不仅促成了风电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加，还成就了

中国在全球风电市场的大国地位。但是，从风电强国的角度看，目前的中国风电

需要与更多技术竞争者切磋，因为技术竞争可以激励创新，让企业变得更强大，从而使风电

行业不断保持前进的动力，提升发展的质量。 

也正因如此，我们会在研究他人竞争方式的同时，挖掘和发挥自己的竞争优势，擅长用

竞争的方式来解决自身发展问题，这是一个不断寻求成长壮大的企业至关重要的品质。与国

际风电巨头占据的“高地”相比，中国风电企业要走的路还很长，庆幸的是，全球风电行业

几十年的发展让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一个产业的成长历程，为我们提供参照性目标。因此，

我们完全可以抓住机会，去尝试巨头们不敢做或来不及做的事情。在这方面，中国风电企业

已然取得了令人惊喜的成绩，比如低风速机组技术的突破，让低风速区域的风能资源也具备

了开发利用价值，创造了风电历史。

对风电巨头们来说，他们每年的目标可能是需要研发和推出哪

些风电产品，而对一些规模较小的风电企业来说，可能是要解决某一

项具体技术难题，而不是一味去拼规模或装机容量。尽管竞争方式各

有不同，但只要找到了可以实现的竞争方式也就拥有了竞争的力量。

近年来，中国新能源企业在海外市场上的遭遇是 ：当中国企业

拥有产品优势时，竞争对手挥舞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当中国企业

在技术上崛起时，竞争对手挥舞起知识产权的大棒。实质上，风电知

识产权已成为市场竞争的利器，专利不仅是一个法律概念，而已经成

为企业经营的基本理念和战略 ；专利更是风电发达国家企业在全球市

场竞争中的常规武器，这些企业用专利保护自己，并实现利益上的霸

权和扩张。对此，中国风电企业要更新观念，积极应对以知识产权为

手段的竞争博弈，要根据自身在专利战中所处的地位、研发能力和经

济实力选择实施专利战略的方式，主动、灵活地加以应用，力求赢得

专利战争的胜利。

值得中国风电企业思考的是，如果要在技术和产品领域真正成

为全球风电市场的领导者，就必须学会更好地应对来自国外竞争对手

以知识产权为发端的打压。有人说谋略是弱者的武器，从策略上学习

他人的智慧，是远比道义上的谴责更有效的防守和进攻手段。基于此

点，本期封面文章介绍了他人的案例，学习用竞争的方式来解决市场

竞争问题，这是一种大气和智慧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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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件

1
了加强风电建设和运行管理、保障风

电并网和消纳的有关要求。

2011 年度，全国风电弃风限电总

量超过 100 亿千瓦时，全国平均风电

利用小时数为 1920 小时，平均利用小

时数大幅减少，个别省（区）利用小

时数下降到 1600 小时左右，严重影响

了风电场运行的经济性。

针对这一现状，《通知》要求：把

保障风电运行作为当前风电管理的重要

工作，积极鼓励风能资源丰富地区开展

采用蓄热电锅炉、各类储能技术等促进

风电就地消纳的试点示范工作，加快建

立风电场与供热、高载能等大电力用户

和电力系统的协调运行机制；认真落实

并网接入等风电场建设条件，并指出今

后各省（区、市）风电并网运行情况将

作为新安排风电开发规模和项目布局的

重要参考指标，风电利用小时数明显偏

低的地区不得进一步扩大建设规模；进

一步做好风电场运行调度管理工作，电

网企业要进一步加强电力运行管理，保

障风电优先上网，确保风电特许权项目

的并网运行和所发电量的全额收购，并

加强新建风电项目的并网审查工作；着

力提高风电场建设和运行水平，包括进

一步加强前期设计、并网条件论证和电

力市场研究、可行性研究等风电场建设

前期工作，并协调项目开发与配套电网

建设进度，使风电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国家科技部：《智能
电网重大科技产业化工程
“十二五”专项规划》

5 月 4日，国家科技部发布了《智

能电网重大科技产业化工程“十二五”

专项规划》( 简称《规划》)，在对我

国电网建设面临的形势和需求分析基

础上，《规划》提出了我国智能电网重

大科技产业化“十二五”的发展目标，

并对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进行了部署。

我国智能电网重大科技产业化

“十二五”总体目标是突破大规模间歇

式新能源电源并网与储能、智能配用

电、大电网智能调度与控制、智能装

备等智能电网核心关键技术，形成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电网技术体系

和标准体系，建立较为完善的智能电

网产业链，基本建成以信息化、自动化、

互动化为特征的智能电网，推动我国

电网从传统电网向高效、经济、清洁、

互动的现代电网的升级和跨越。

《规划》指出，在示范工程和产

业培育方面，建成 20 ～ 30 项智能电

网技术专项示范工程和 3 ～ 5 项智能

电网综合示范工程，建设 5～ 10 个智

能电网示范城市、50 个智能电网示范

园区，并通过投资和技术辐射带动能

源、交通、制造、材料、信息、传感、

控制等产业的技术创新和发展，培育

2
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型企

业。建设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

名品牌、核心竞争力强、主业突出、

行业领先的大企业 (集团 )。

《规划》从 9个方面进一步指出了

智能电网产业化“十二五”期间的重

点任务，主要包括大规模间歇式新能

源并网技术、支撑电动汽车发展的电

网技术、大规模储能系统、智能配用

电技术、大电网智能运行与控制、智

能输变电技术与装备、电网信息与通

信技术、柔性输变电技术与装备、智

能电网集成综合示范等。

国家能源局：《关于加
强风电并网和消纳工作	

	 	 有关要求的通知》

为进一步做好风电发展工作，提

高风电开发利用效率，国家能源局 4

月 24 日下发了《关于加强风电并网和

消纳工作有关要求的通知》（简称《通

知》），将 2011 年各省（区、市）风电

年平均利用小时数予以公布，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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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A	wind	IA第69次实施
协议委员会议在挪威召开
								
5 月 22 日 至 24 日，IEA Wind 

IA( 国际能源署风能实施协议 ) 第 69

次实施协议委员会议在挪威特隆赫姆

市召开。IEA 风能协作组每年举行两

次实施协议委员会来监督项目执行情

况并促进成员交流，本次会议是 2012

国务院通过《“十二五”
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规划》

5 月 30 日，国务院召开的常务会

议上讨论通过了《“十二五”国家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简称《规划》）。

《规划》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大需求，提出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重点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一）

节能环保产业要突破能源高效与梯次

利用、污染物防治与安全处置、资源

回收与循环利用等关键核心技术，发

展高效节能、先进环保和资源循环利

用的新装备和新产品，推行清洁生产

和低碳技术，加快形成支柱产业。（二）

文 件

4

3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要加快建设下一

代信息网络，突破超高速光纤与无线

通信、先进半导体和新型显示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增强国际竞争力。（三）

生物产业要面向人民健康、农业发展、

资源环境保护等重大需求，强化生物

资源利用等共性关键技术和工艺装备

开发，加快构建现代生物产业体系。

（四）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要大力发展

现代航空装备、卫星及应用产业，提

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发展水平，加快

发展海洋工程装备，做大做强智能制

造装备，促进制造业智能化、精密化、

绿色化发展。（五）新能源产业要发

展技术成熟的核电、风电、太阳能光

伏和光热利用、生物质发电、沼气

等，积极推进可再生能源技术产业化。

（六）新材料产业要大力发展新型功

能材料、先进结构材料和复合材料，

开展共性基础材料研究和产业化，建

立认定和统计体系，引导材料工业结

构调整。（七）新能源汽车产业要加

快高性能动力电池、电机等关键零部

件和材料核心技术研发及推广应用，

形成产业化体系。《规划》还提出了

20 项重大工程。

会议强调，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

健康发展，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

的基础性作用，注重优化政策环境，

激发市场主体积极性；加强自主创新，

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加强国际交流合

作，走开放式创新和国际化发展道路。

年的第一次会议，有来自 16 个国家的

机构代表参加。

会议主要分为技术会议和国家报

告两部分，技术会议由各项目组负责人

介绍项目的基本情况、进展、成果和财

务等情况，国家报告由各成员国介绍自

己国家的风能发展情况。会议期间，参

会代表对中国风电发展表示了极大的关

注，课题 19、课题 26、课题 27、课

题 29及课题 32都积极邀请中国参加。

其中，课题 19和课题 25 分别计划于

2012 年和 2013 年在中国召开课题研

讨会。各国代表团表达了对河北保定风

光储能互补的系统的浓厚兴趣，美国

DOE代表还提议去参观河北保定的实

验室，因此 2013年下半年的执委会会

议也暂定在中国北京召开，并且拟考虑

跟北京国际风能大会时间协调。

美国 DOE 代表也提出了关于目

前中国海上风电场建成之后的环境评

价问题，并提出建立一个新的工作组，

就海上风电场的环境评估进行研究，

这表明国外目前对风电发展的环境影

响提高了重视。会后，代表团还参观

了挪威的 Ytre Vikna 风电场，该风电

场开发商为 Sarepta/NTE，目前还在

建设阶段。

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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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风电机组
仿真与设计整体
解决方案技术
研讨会”召开

6月 4日至 6日，由中

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

委员会和比利时LMS国际公

司共同举办的“2012风电机

组仿真与设计整体解决方案

技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来自国内外的风电企业、认

证中心和行业协会的代表参

加了会议。

会议包括一天技术讲

座和两天软件培训。6月 4

日，LMS 公司的技术专家

和在场参会代表分享了整机

“新能源6 + 1
沙龙“第一期举行

5 月 26 日，由中国资

源综合利用协会可再生能源

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可再生能

源学会产业工作委员会主办

的“新能源6+1沙龙”第一

期在中国职工之家如期举行。

第一期主题为“中国能

源战略与‘十二五’新能源

发展的核心问题思考”，由

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可再

生能源专委会主任李俊峰主

持，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

国家电监会办公厅主任俞燕

山、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

主任翟勇、国网能源研究院

会 议

拉美国家清洁能
源应用技术培训
在北京举行

6 月 18 日至 21 日，由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

经济研究院举办的拉丁美洲

国家清洁能源应用技术培训

活动在北京举行。

此次参加培训的主要是

拉丁美洲赤道几内亚、巴拿

马、多米尼加、哥斯达黎加、

墨西哥、尼加拉瓜、危地马

拉、阿根廷、秘鲁、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和乌拉

圭等 13 个国家，一共有 28

名代表，这些代表主要来自

风电机组设计及分析平台价

值、载荷计算及风电机组认

证、风电机组部件分析、整

机虚拟样机建模及高级分

析，以及机组模态实验及振

动噪声试验等方面的经验和

实例 , 金风科创、北京鉴衡

认证中心的代表也就相关话

题做了主题发言。6月 5 日

至 6日，参会者接受了风电

机组基础建模和海上风电机

组设计等相关软件的学习。

研讨会为风电机组制造

厂商和认证机构获得一个能

够充分考虑风电机组各个部

件之间相互作用的高精度且

一体化的仿真设计解决方案

提供了借鉴。      

趋势，中国农机机械工业协

会风能设备分会（风力机械

分会）副秘书长沈德昌介绍

了中国离网型风电的发展概

况及应用现状。6 月 19 日

的培训主要围绕风力发电基

本原理、应用方式以及中国

并网型（大型）风电发展等

内容展开，中国可再生能源

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施鹏飞介绍了中国并网型风

电发展概况和风电政策，美

国博力风能公司总经理都志

杰讲述了风力发电几本原理

及应用。由于参加培训的各

国代表大部分对风电没有很

深的概念，因此，这次设置

的课程重点内容主要以风电

知识普及性为特征，这样使

培训者对风电知识以及中国

风电发展的现况有一个大概

了解。

除了风电课程方面的培

训外，为了加深培训者对风

力发电知识的印象，20 日

至 21 日，主办方还安排了

中国风电发展的实地考察活

动。在主办方的组织下，各

国参加培训的人员参观了中

国风电设备制造企业金风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的生

产基地，并考察了风电开发

商京能集团在北京延庆的风

电场。

副院长蒋丽萍、国家发改委

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

中心副主任高虎等出席了沙

龙，此外还有来自龙源电力

等企业的代表参加。

“新能源 6+1 沙龙”的

启动仪式也同期举行。李

俊峰表示，希望“新能源

6+1 沙龙”能为政府、为

行业、为企业提供一个零

距离探讨交流，形式自由

灵活的新平台，每月一期，

每期都将根据行业发展中

存在的热点问题拟定主题，

邀请领导、专家和企业共

同商讨瓶颈问题及对策，

最终形成报告，以推动新

能源事业的健康发展。

5

76

各国的能源部、电力部、矿

业部、社会技术部、外交部

等主管部门，以及能源行业

协会、电力公司、高校和银

行等相关单位。整个培训为

期 5天，主要活动皆在北京

举行，包括课堂授课和实地

考察两种形式。

6 月 18 日、19 日两天

的培训是课堂授课。其中，

风能方面的授课内容主要

包括中国离网型（中小型）

风电发展和全球风能利用

情况。6 月 18 日，中国可

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

员会主任贺德馨介绍了全

球风电产业发展的现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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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两岸垂直轴小型
风电机组共通标
准工作组第四次
会议召开

4月 23日，“两岸垂直

轴小型风电机组共通标准”

工作组第四次会议在台湾花

莲市召开，本次会议由台湾

中小型风电机组发展协会主

办，来自两岸中小型风电机

组生产企业、研究机构、行

业协会和认证机构的 39名

代表参加会议。会议由全国

风电机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秘书长王建平和台湾经济部

标准检验局副局长黄来和主

持。对于两岸垂直轴小型风

电机组共通标准的最终目

标，王建平指出，不仅要把

垂直轴风电机组两岸共通标

准做成精品标准，更希望能

将该标准推向 IEC/ TC88。

因此，除了两岸工作组成员

4 月 24 日下午，两岸

参会代表召开了分组研讨

会，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副主

任孙晓康、国标委工业一部

主任殷明汉及台湾经济部标

检局副局长黄来和出席了两

岸中小风电机组标准合作研

讨会并致辞。

孙晓康表示，对于垂

直轴小型风电机组的技术研

究与标准的推动，大陆科技

项目将会继续积极支持，亦

包含经费上的支持。黄来和

认为，制定的标准如果没有

经过实际检测数据验证，在

国际会议上势必受到各国专

家挑战，因此须有强力的实

质数据作支撑，而且还需考

虑科技研发后的知识产权问

题。因此，小型风电机组两

岸标准制定的重要性尤为突

出。随后，王建平秘书长介

绍了“大陆小型风电机组

标准与产业发展现况”。台

湾中小风电机组发展协会秘

书长左俊德和顾问张钦然分

别就“台湾小型风电机组标

准与产业发展现况”和“两

岸垂直轴风电机组共通标准

发展方向与推动行程”做专

题报告，北京鉴衡认证中心

吕波博士做了关于 2011 年

中国中小风电产业发展的报

告，介绍了 2011 年我国中

小风电产业的最新数据，以

及大陆风电设备检测认证机

构情况等信息。

的共同努力，还需积极争取

国家质检总局与台湾标检局

的共同支持。

本次会议就工作组成

员对于标准草案 2012 年第

二版的不同意见进行逐条讨

论，并最终形成以下结论：

（1）两岸将实施范例风电机

组测试比对计划，第一版共

通标准将作为测试依据；（2）

以本次会议确定草案版本为

基础，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国

家标准技术委员会审议，并

将 201204 版草案英文化，

为提送 IEC/TC88 立项做准

备；（3）针对两岸垂直轴小

型风电机组共通标准，大陆

预计在 6月广泛征求行业专

家意见；（4）201204 版共

通标准定版后，台湾将征求

各界专家意见；（5）第五次

工作组会议预计 2012 年 9

月至 10 月在大陆召开。

会议还就工作组下一步

工作进行了部署：（1）建议

对本次会议报告中有关两岸

市场地域特色的风电机组额

外地域性差异项目，请两岸

专家加入相关试验技术研拟

并在下次会议上提出报告；

（2）垂直轴简易负载计算模

式的可靠度验证，仍须征求

更多数量、种类的两岸垂直

轴风电机组产品进行试算，

并建议进一步分配任务；（3）

完成两岸范例小型风电机组

实证计划第一期两台风电机

组甄选，以进行试验验证。

4月 24 日至 25 日，第

三届“2012 海峡两岸标准

检验验证认证消费品安全研

讨会”也在花莲市举行，国

家质检总局副局长孙大伟和

台湾经济部次长梁国新出席

开幕式并分别致辞。“垂直

轴风电机组标准工作组”作

为“两岸标准合作工作组”

下设专业组，参加了研讨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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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机

华锐风电亮相
土耳其国际能源展

近日，华锐风电首次参加了第 18

届土耳其国际能源与环境展览会，显

示了公司希望进一步开拓土耳其这一

新兴风电市场的愿望。

据华锐风电驻土耳其的负责人介

绍，华锐风电于 2011 年 5 月进入土

耳其市场，同年 11 月和 12 月与土耳

其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 Bereket 集团

分别签订了 YALOVA WPP 54 兆瓦和

USAK WPP 54 兆瓦两个项目的风电机

组供货合同，该合同已于今年 4月中

旬发货，预计年底完成测试并网。

今年 4 月，华锐风电又与土耳

其 Agaoglu 公司就 600 兆瓦风电机组

项目达成合作共识，并签署了框架性

战略协议，这是华锐风电在土耳其市

场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Agaoglu 总

裁 Ali Agaoglu 称，此次与华锐签署的

600兆瓦风电项目只是一个开始。他说，

与华锐风电合作开发土耳其风能资源，

可将其风电机组制造先进技术引入土

耳其，并希望华锐风电未来在土耳其

投资建厂。

据了解，目前华锐风电正在筹备

成立土耳其分公司，该分公司是华锐

风电中东地区唯一的海外机构。华锐

风电表示，公司将土耳其作为战略新

兴市场，并以土耳其为依托辐射包括

欧洲大陆在内的周边地区。

金风科技直驱永磁机组
总容量达1000万千瓦

5 月 10 日，金风科技宣布，随着

近期其美国 Shady Oaks 风电场项目

完成建设，其全球已有 6582 台直驱

永磁机组完成吊装，总容量已达 1000

万千瓦，中国区项目分布近 20 多个省

区，其中海外市场已有超过 200 台的

机组完成吊装，项目分布 10多个国家，

跨越全球 6大洲。

由于其直驱永磁机组的高可靠性、

度电成本优势和并网友好型特征，金

风科技的产品也获得了国际上知名权

威咨询机构 BTM、HIS ERR 报告和美

国麻省理工学院 Technology Review

杂志的高度评价。

对此，金风科技董事长兼首席执

行官武钢表示：“多年前，在金风科技

计划进行兆瓦级风电机组开发的时候，

果断选择从传统齿轮箱转向直驱永磁

风电技术，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风电

技术产品的发展趋势，就是要给市场、

给客户提供更有效率和更有价值的产

品。”

2011 年，金风科技率先实现了

GW87/1500 低风速、高海拔系列机组

的量产，目前已实现装机数量近 1400

台。在海上风电机组发展方面，公司

首台 6.0 兆瓦直驱永磁风电机组样机

近期将在公司江苏省大丰海上风电基

地下线。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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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阳风电与龙源电力签订
海上风电机组合作协议	

近日，中国明阳风电集团有限公

司（简称明阳风电）与中国风电运营商

龙源电力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龙源）签

订了 SCD（超紧凑）6兆瓦海上风电

机组的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预计今

年年底该型号风电机组将在江苏省如东

龙源的海上风电项目中进行吊装投运。

SCD风电机组是明阳风电与德国

Aerodyn 公司联合开发的超紧凑双叶

片机组，产品包括 2.5 兆瓦、2.75 兆瓦、

3兆瓦、5兆瓦及 6兆瓦系列，其传动

链由主轴承、两级行星齿轮和中速发

电机组成，相比三叶片机组，SCD 超

紧凑双叶片风电机组产品具有结构紧

凑、重量轻、少维护、成本优势明显

等特点，特别是在海上风电开发中具

有较强竞争优势。

自 SCD产品下线以来，明阳风电

经过不断的现场试验测试、技术完善

和产品优化，目前已进入全面产业化

和商业化推进阶段。据悉，其 3兆瓦

风电机组成功通过了风电接入的低电

压测试，这也是国内首台通过测试的

大型并网型 3兆瓦全功率变频接入式

风电机组。

在龙源如东海上风电项目基地，

明阳风电 100 米叶片的 2.5 兆瓦机组

已经完成相关技术测试，根据明阳与

龙源达成的共识，项目基地在 5月上

旬换上110米叶片的3兆瓦SCD机组，

并且继续进行技术测试，进一步加强

双方在 3兆瓦及其以上大型海上风电

机组的战略合作。

11

12

维斯塔斯风电机组
落户中国大陆最南端

5 月 21 日，维斯塔斯（中国）公

司宣布，近日首度牵手广东粤能风电，

共同签署了 49.4 兆瓦的维斯塔斯风电

机组合同。凭借维斯塔斯的 V90 机组，

广东粤能风电既满足了欧洲投资银行

对风电机组可靠性的严格要求，又满

足了沿海风况对机组的要求，完美利

整 机

用了欧洲投资银行的贷款，为三赢的

局面奠定了基础。预计今年 8月，25

台维斯塔斯 V90 机组将会落户中国大

陆最南端的广东徐闻灯楼角风场。

对于国内银行可用资金的收紧，

获取境外银行的低利率长期贷款可以

助力前期资金投入较大的风电场项

目。但是境外银行的贷款对风电投资

有严格的审核，对投资的可靠性和投

资回报的可确定性要求非常高。维斯

塔斯经验和技术给了广东粤能风电更

多选择。

此次的灯楼角项目订单内容包括

风电机组的交货、安装督导和调试，

同时包含一项维斯塔斯在线 ® SCADA

系统，以及一份为期两年的服务与维

护服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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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凯孚推出全新
鹦鹉螺轴承系列

5 月 4 日，斯凯孚（SKF）公司

在瑞典哥德堡宣布，其最近推出一种

鹦鹉螺（Nautilus）轴承系列扩展解决

方案，通过先进、多功能的综合解决

方案满足风电行业的市场需求。斯凯

孚鹦鹉螺轴承解决方案赋予设计者极

大的开发自由度，能够广泛运用于各

种风电机组，包括直驱式机组、带齿

轮箱机组，风电机组主轴轴承为外圈

或内圈旋转，轴承可直接安装于主轴

上或通过螺栓连接至机舱的结构件上。

斯凯孚鹦鹉螺轴承的新功能不仅

ABB通过收购
持续提升竞争力

5 月 17 日，ABB 集团宣布其近

期完成对北美低压产品市场领导企业

通贝（Thomas & Betts）公司的收购，

成为集团“跨产品、跨市场、跨区域

实施有计划的收购”战略计划的最新

包括可选的螺栓连接的内圈，还能够

消除轴承周边结构件对公差配合的影

响，减少预载荷变化，提高运行的可

靠性和安全性。该轴承采用集成式密

封和预填油脂，能够使润滑效果更优，

并降低润滑脂受污染和泄露的风险。

其设计目的是在必要时可在机舱里轻

松地更换主轴密封。

斯凯孚可再生能源业务工程师

Andreas Urban 表示：“斯凯孚鹦鹉

螺轴承新系列的推出，进一步确保了

斯凯孚处于行业创新队伍的前列地位，

新产品的开发能给整机厂带来收益，

同时发展维修、升级和改造等服务行

业，有效降低能源利用成本。” 

产品等领域的业务规模。通贝公司的

电气元件将与ABB的低压保护、控制、

测量产品形成互补，扩大 ABB的低压

产品组合，同时强化 ABB的市场领导

地位。收购后，ABB 低压产品业务在

北美地区的潜在市场将达到 240 亿美

元，ABB 的低压产品将通过通贝公司

现有的 6000 多分销和批发商网络扩大

在北美市场的覆盖率。

2011年，ABB完成了对北美、澳

大利亚、瑞士、匈牙利和瑞典等多个公

司的收购，这些公司的业务分别涉及工

业电机、企业资产管理（EAM）软件、

变压器和配电产品、城市轨道交通电气

设备以及制浆造纸等众多领域。

针对智能电网、可再生能源发电、

电动汽车、数据中心等重点新兴业务

领域，ABB 也在积极收购拥有领先技

术和市场地位的相关企业，为促进关

键领域业务发展奠定基础。

成就。该战略是ABB“2011～2015年”

中期发展计划 5大战略之一。2011 年

以来，ABB 在全球已实施 10 多项重

大收购，全方位提升了业务实力和竞

争优势。

此次，ABB收购通贝公司的交易

总额为 39 亿美元。通过收购，ABB

低压产品将扩大在不同区域、市场和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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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尼克斯电气获
HERMES技术创新奖

4 月 22 日，在 2012 年汉诺威工

业博览会 HERMES AWARD 2012 活

动中，菲尼克斯电气在 5个提名者中

脱颖而出，成为HERMES 技术创新奖

的唯一获奖者。

埃克森美孚推出新一代
高效节能工业润滑油

5 月 9 日，埃克森美孚（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埃克森美孚）宣

布在中国推出全新一代美孚 SHC高性

能合成润滑油，从而进一步完善其在

中国市场“高效节能” 型工业润滑油产

HERMES AWARD 每年在汉诺威

工业博览会期间揭晓，旨在表彰推动

技术进步、创造出具有杰出创新意义

的产品的公司，具有“工业界奥斯卡”

的美誉。

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董事局主席

Wolfram von Fritsch 表示：“菲尼克斯

电气在其 90 年的发展历程中，持之以

恒地坚持技术创新，推动科技的进步。

通过第 59 届汉诺威工业博览会，菲尼

克斯电气将展示其在全世界的创新研

发能力。”

菲尼克斯电气获得此项殊荣依靠

的产品是运用于风电行业的智能雷电

监测系统。雷击是造成风电机组叶片

损坏的主要原因，菲尼克斯电气智能

雷电监测系统能够实现连续监测雷电

闪击，简化系统的检修和维护工作。

雷电监测系统根据法拉第效应监控雷

电流，评估单元分析雷电特性的典型

参数，如最大电流强度、极性、雷电

流上升率、电载和能量等，可处理更

高层管理系统和评估这些信息。此外，

菲尼克斯电气智能雷电监测系统有助

于确保系统的继续运作，并增加电能

供应的可靠性，可以优化风电机组叶

片的维修方法，进而降低风电机组的

维修成本。

该产品系列主要包括全新升级的美孚

SHC 600 系列、美孚 SHC齿轮油系列

和美孚 SHC 齿轮油 OH 系列。“凭借

全新一代美孚 SHC合成润滑油系列的

出众性能和其带来的能效利益，埃克

森美孚可以在广泛的行业内帮助中国客

户极大程度地提高自己的生产率，让他

们更加接近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至于在风能领域的业务，Ian 

Davidson 指出，美孚公司在 1992 年

便已进入风能领域，也很重视在风电

领域的应用。凭借自身在行业的专业

知识、经验和专业服务，美孚可以针

对风能行业提供一套完整、全面的产

品和量身定制的专业服务。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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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组合，更好地满足国内企业的需求。

据称，埃克森美孚此次推出的新

一代美孚 SHC合成润滑油系列产品能

同时满足“提高生产力” 和“高效节

能” 的双重需求，在取得完美平衡的前

提下将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利益。埃克

森美孚润滑油及特种油品全球工业润

滑油市场经理 Ian Davidson博士表示，



风向 | Direction

16  风能 Wind Energy 

中科宇能叶片通过
金风科技校核计算

日前，中科宇能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简称中科宇能）SW1500-42.8 型

叶片顺利通过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在低风速、高转速、不同海拔（空气

天顺长城派克液压技术
中心在京成立
     

日前，北京天顺长城液压科技有

限公司（简称天顺长城）派克液压技

术中心授权开业典礼在天顺长城顺义

通过与国际知名的叶片设计公司

开展联合设计，中科宇能在发展过程

中加快经验积累，在消化吸收叶片设

计技术的基础上实现技术创新，目前

已完全掌握叶片气动设计方法，具备

独立的叶片气动设计、优化能力。在

结构设计方面，了解国内外主流的叶

片结构形式，并对有限元结构计算方

法进行了尝试。在叶片气动结构性能

计算方面，全面掌握国内主流计算软

件 Focus 和 Bladed，计算能力完全满

足对叶片生产工艺的指导、与整机厂

商叶片校核计算交流等各方面的需求。

目前，中科宇能已在甘肃白银、

河北保定、内蒙古乌拉特中旗建成了

三个大型叶片制造基地，先后承担多

项国家 836 计划和科技支撑计划。

就是通过分销渠道来实现业务增长。

为了进一步拓展在中国市场的业务，

我们要建立强大的分销网络，使分销

业务占我们总业务量的 50%。”派克汉

尼汾大中华区行政总裁王伟文表示。

自 1985 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

派克汉尼汾就非常注重在中国建立自

己的销售渠道。王伟文认为，公司的

更大发展离不开有实力的分销商的合

作。作为目前派克汉尼汾在中国最大

的分销商之一，天顺长城一直与其保

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此次该技术中

心的成立就是双方进一步开展合作的

最新成果。

据了解，派克液压技术中心通过

为客户提供系统集成和一站式采购，

不仅能为其降低成本，同时还能使用

户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内使用派克汉尼

汾最先进的技术和零部件。

工业园区举行。天顺长城、派克汉尼

汾流体传动产品（上海）有限公司（简

称派克汉尼汾）相关领导及近百位业

内同行一同参加了开业典礼。

“作为传动控制技术行业的领导

者，我们战略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17

18
密度在每立方米 0.88 千克 ～ 1.225 千

克）下所进行的理论计算。该理论计

算主要为满足金风科技提高转速后低

风速型机组要求，对叶片载荷性能具

有更高的要求。计算通过后，双方即

准备挂机试运行，为今年签订的亿元

订单的执行进行前期准备。

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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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泰米尔纳德邦风力
发电创纪录

2009 年以来，印度泰米尔纳德邦

一直为解决该邦的能源短缺问题而努

力，由于 2012 年发生的燃煤运输带火

灾事故，印度米特 840 兆瓦的火电计

划也以失败告终。印诺尔港火电站的

老化机器不能给予有效供给。

关键时刻，印度西南信风解了泰

米尔纳德邦的燃眉之急，该邦 7000

兆瓦的风电装机提供了大约 2800 兆

瓦～ 3500 兆瓦的可靠容量。从 2012

年 5 月 25 日 到 2012 年 6 月 5 日 的

连续 12 天当中，每天风电占泰米

尔纳德邦电力总需求的比例达到了

31%～ 35%。因此，计划内和计划外

的断电现象都得以避免，居民正常的

生活用电也得到了保障。

对于电力工程师而言，更重要的

是，在火电占绝对主导地位时一直被

当做备用电源的风电，现在变成了一

种主要电源，并且在夏季负荷过重的

这几个月中成为一种稳定可靠的电源。

在很多电力工程师看来，大约有 20%

的风电由于所谓的“不稳定性”影响

用电安全而不被电网接收。5月 25 日

至 6月 5日，风电在这 12 天的表现证

明，电网接收 30% ～ 35% 的风电可

以有效缓解社区用电压力，而且不会

对电网造成任何损害。

世界上，唯有丹麦的电网可以接收

高达40%的风电，泰米尔纳德邦可谓

是印度在这方面的先行者，并破纪录性

地使印度的风电占比达到35%的高水

平。西南信风将会持续到10月的第一周，

印度泰米尔的大风天气一般出现在7月

到8月，届时可能有新的纪录产生。

国 外

法国完成近200万千瓦
海上风电招标	

2011年 6月，法国启动第一轮海

上风电招标，总装机容量为 300 万千

瓦，共分为5个风电场，每个风电场装

机容量为 50万千瓦左右。共有来自法

国、丹麦、西班牙、德国和英国等9家

能源开发企业和设备制造企业组成的跨

国联合体参与了投标，如法国电力集团

（EDF）、法国阿尔斯通公司（Alstom）

和丹麦DONG Energy 联合体，西班牙

Iberdrola 公司、英国RES公司和法国

阿海珐公司（Areva）联合体等。

2012 年 4 月，法国公布了 4 个

项目的招标结果，总装机容量 192.8

万千瓦。法国电力集团联合体中标 3

个项目，总容量为 142.8 万千瓦，选

定法国阿尔斯通单机容量 6兆瓦的机

组。西班牙 Iberdrola 公司联合体中标

1个项目，总容量 50 万千瓦，选定法

国阿海珐单机容量 5兆瓦的机组。其

他项目因联合体报价过高尚未形成中

标结果。

此轮招标评标项目开发度电成本

占权重的 40%，潜在工业和社会效益

占权重的 40%，其他占权重的 20%。

中标人将与法国电力集团签订电力购

买协议，期限 20 年。同时标书规定，

投标人必须进行项目环境可行性研究，

所采购风电机组制造商必须在法国本

土设厂，并在当地创造 1万个直接就

业岗位，中标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海

上风电场开发任务。

此轮招标将加快推进法国海上风

电项目建设，第二轮招标拟在 2012 年

下半年进行。到 2020 年，法国计划

建成海上风电 600 万千瓦。

英国计划投巨资发展
风电等清洁能源

5 月 22 日，英国能源和气候变

化部 (DECC) 公布一项新的能源草案，

计划投巨资发展清洁能源，以减少碳

排放和保证国内能源供应。根据草案，

在 2020 年前，英国预计需投资 1100

亿英镑发展电力生产和输送设施，并

将重点投资低碳发电。

未来 10年，英国现有的 1/5 发电

设施将被关闭，主要是一些燃煤发电

厂。在 2050 年前，英国用电需求预

计增长一倍。

英国能源和气候变化部表示，政

府将增加发电容量，以弥补由于关闭

电厂所造成的供应不足，更重要的是

减少英国对燃气和煤炭等化石燃料进

口的依赖。

能源草案还包括有关支持电力市

场改革的措施，旨在保证国内电力供应，

建立一个更清洁、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

的电力供应结构。同时，英国还将建立

有关排放标准，防止二氧化碳排放严重

的新燃煤电厂的建设。英国能源大臣戴

维说，电力市场的改革将有助于经济发

展，并预计创造25万个就业机会。

根据英国官方数据，2011 年，

由于再生能源和核电生产的增加，英

国低碳电力产量的比重从 2010 年的

23% 上升至 28.5%。2011 年，英国

核电比重增加了3个百分点升至19%，

可再生能源比重增加 2.5 百分点升至

9%，为历史最高水平。其中，水力发

电增加 58%，风力发电增加 54%。这

两项发电量同比增长 55%。但是，煤

炭产量同比下降 0.5%，煤炭进口增长

23%。发电用煤需求增长 0.5%。

19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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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至中和风电软并网控制模块
■本刊记者︱赵靓

1994 年，当就职于新疆达坂城风电一场

和二场的武钢、路峰等人来到北京，在

中关村电子市场四处寻找风力发电机控

制模块时，科海公司柜台中的一块电路板令他

们的兴趣大增。通过与销售人员的交流，他们

获得了两个信息 ：一是这块半张 A4 纸大小的

电路板能力超群，不但能够作为电动机或整流

器控制模块使用，而且还具有控制风力发电机

软并网等 20 多种应用功能。二是该模块是一

个叫汪至中的人提供的。

实际上，彼时的汪至中已是北京交通大学

电气工程系的实验室主任。科海柜台里摆着的

那个模块，是他组织几家单位通过引进、吸收

国外先进技术后再创新的。而金风科技的前身，

新疆达坂城风电一场当时虽然还没有生产风电

机组，但已有一个研发部门，在乌鲁木齐由几

间小屋所组成的自控厂中，从电动机的软启动

开始着手进行风力发电机软并网的研究。

正是由于这个模块，汪至中结识了武钢、

路峰以及于午铭、王文启等一批中国风电的先

驱，与风电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正是由此开始，

早期的金风团队与北交大团队常常聚在一起，

深入交流，一同进行了异步电动机、600 千瓦、

750 千瓦和 1.2 兆瓦风电机组并网控制系统的

汪至中在北京交通大学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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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这是他第一次出国，在美国一个多月的学习、

考察使他眼界大开，也为他今后在国内采用先

进的工艺和质量管理打下了基础。。

“我在那里看到了美国的风电场，就在加

州旧金山的东边一点，风电机组漫山遍野，虽

然有许多还是桁架式的，但很壮观。第一次看

到风电场，令我感到震惊。”汪至中说，“那些

风电机组都在小山坡上，维护人员开着吉普车，

高高矮矮的就那么开，开到塔架底下，几个人

一起研究和讨论工作，我甚至觉得这种辛苦的

工作可以称作谓‘风情’，实在是有点浪漫！”

弗兰克在自己的工厂里利用一个 200 千瓦

电机对拖的台架试验，给汪至中演示了该模块

进行并网的过程——不冲击电网，也不冲击变

速箱和风轮，完全是“软的”。他甚至还向汪至

中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认为这个模块除了并网，

还能调节扭矩。弗兰克说：“失速型机组都是用

接触器直接接到网上的，风小的时候电网的电

动扭矩比较大，等于是靠电网的能力来转动机

组，不是靠风。如果用反并联的晶闸管替代接

触器来并网，并通过这个模块把电网的电动扭

矩调小，只提供适当的励磁，就可以使机组多

发一些电。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到风电机组并网

时扭矩调节的重要性。”

令汪至中感到更为满意的是，这个模块已

经在美国和欧洲的风电机组并网中得到了应用，

而且该模块因选用了全硬件设计，没有单片机，

不会出现死机和“看门狗”（专门用于监测微处

理器程序运行状态的软硬件）等问题。这一点

相当重要，因为微处理器很怕雷电和脉冲干扰，

虽然能通过“看门狗”复位，但再启动时间少

则几秒，多则数分钟。在此期间，风电机组很

有可能因失控时间过长而产生扭矩冲击，使故

障升级。

回国后，汪至中对国内风电发展情况进行

了解之后，还是感到有些失望。因为当时除了

浙江省机电研究院与沈阳工业大学在准备进行

200 千瓦风电机组的研发外，国内还没有一个

单位能生产大型风电机组。引进这个模块显然

还没到大量用于风电行业的时机。

好在汪至中有十多年现场工程师的经验，

实验和开发。汪至中也将风电机组的并网技术

作为了他的主要科研方向之一。

初入风电

汪至中清楚地记得，带着他第一次接触风

电的是个美籍德国人，而从他第一次接触风电

到如今刚好 20 年。

1992 年，美国一家小公司的高级电气工程

师兼老板弗兰克通过朋友与他取得了联系。曾

在 GE 做过工程师的弗兰克是个德国人。这位

老外搞风电的热情似火，吃饭、上厕所乃至于

睡觉，想的、看的、梦的都是风电机组。弗兰

克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研发出了一块大规模模

数混合型芯片，非常先进。汪至中说：“按照原理，

原来要在一尺见方的印刷电路板上用几十片中

小规模芯片才能完成的功能，被他集成到了一

块 40 引脚的芯片上。”弗兰克很有远见，十年

后，这种将系统集成到一片芯片上去的做法才

在我国被认识和推广，称为 SOC（System  On 
Chip）。该芯片用 12 伏直流电源、抗干扰性能

强、12 路驱动能力可达 2 毫安的输出，可以说

是当时电力电子的最高水平了。这是一块具有

自动同步锁相环控制功能的大规模 CMOS 集成

电路芯片。由这片主芯片和外围电路组成的模

块包括了软启、软停等功能，不管整流器也好，

还是风力发电机也好，这个模块可以有二十多

种用法，甚至还能控制火车。

“过去火车都是直流驱动，当时还没有

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都是用晶闸管（可

控硅）来实现控制的，所以我看晶闸管用这个

驱动太好了，风电、变电站后备直流电源、铁

路和电动汽车充电站都可以用。”汪至中说。

当然，弗兰克找到汪至中是希望能够将自

己的产品打入中国市场。

“他专门从美国跑来，说这个发明多好多

好，我一看他那个技术确实很好，我就跟他说

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用。”汪至中回忆道。

一个产品即使原理好、设计水平高，还必

须有相应的工艺和质量控制体系来保证，为此

汪至中决定去弗兰克的公司进行一次学习和考

一个产品即使原

理好、设计水平

高，还必须有相

应的工艺和质量

控制体系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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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先后与北京整流器厂、北京椿树整流器厂、

北京变压器厂等企业联系，将该模块进行本土

化改造后，首先运用于大功率整流器、电机软

启动和铁道行业。

一年后，汪至中在国内推广了数百个模块，

而国内市场对该模块的需求也日渐增加。一些

厂家纷纷希望他引进的模块能够降低价格，以

便大量应用。而当时的弗兰克给汪至中的价格

是每套近 4000 元，比计算机都贵。汪至中多次

向弗兰克建议，在中国按中国国情生产并降低

价格，但弗兰克提出的方案令他实在无法接受。

“弗兰克说让我先给他 5 万美金，他可以

以每片 5 美金的价格给我提供芯片，5 万美金

相当于芯片使用权。我说这很麻烦，我只是个

教授，去美国都是自费的，那个时候的月工资

才一百多块，想贷款都没处贷。我让他先赊给

我点，他不干，我没办法。”

事实上，如果没有经过汪至中的改造，该

模块很难进入中国市场。弗兰克只是用一些电

阻电容，通过模拟方式降低了主频，将该模块

由美国标准的 60 赫兹降为中国标准的 50 赫兹，

而由此带来的许多生产、调试、使用问题是只

有中国人自己才明白的。

在这种情况下，汪至中最终下定决心绕开

这个主芯片的版权保护，自己设计并改进核心

芯片，他把自己的方案告诉了弗兰克。“弗兰克

显然认为我国当时还没有这个能力，他说你要

是能做就试试看吧！”

 汪至中是电力电子方面的专家，虽然不是

微电子专家，但他对当时中小规模的模拟和数

字芯片极为熟悉，此前曾在美国加州理工和硅

谷了解了多芯片合成方法（MCM）和计算机仿

真设计，觉得这难不倒自己。因此，汪至中没

有采用“磨片”的考贝方法，而是采用了刚从

国外学来的先进方法完成了电路前端设计。此

后他找到了集成电路研究所，请那里的微电子

专家对芯片进行了后端设计、并流片。

“这是由我国完全自主设计研发的第一片

模数混合型大规模 CMOS 集成电路，和美国

的芯片相比，它在 50 赫兹和 60 赫兹电源变化

时可通过片内电子开关用数字方法改变电路来

实现同步，并且主频高、分辨率高而恒定不变。

此外，CMOS 芯片功耗低、电流小，要设计出

既要模拟又要数字集成，还要输出大电流驱动

的芯片的确有很大难度。所以这个芯片设计还

是请了很多单位帮忙，最终用一年的时间搞了

出来。”汪至中回忆道。

“芯片有了，而模块上的变压器我却做不

了，小小的一个电源变压器要做到 15 瓦，很小

的一个集成脉冲变压器要做到 3500 伏耐压。但

通过和国内零部件厂家的合作，现在我们做的

比进口的好，同样性能和体积的脉冲变压器我

们全部是 5000 伏耐压的。这是一个过程，现在

我们性能优于进口的控制模块，价格只有进口

的三分之一。”汪至中提到，“我觉得不要轻易

崇洋媚外，不要总觉得国外的就好，国外人家

是比咱们走的早，有很多优点要学，但很多东

西直接拿图纸过来是不行的，一定要根据中国

的人和国情来重新调整、完善。”

采用国产芯片组装的模块以性价比的绝对

优势推向市场，由于用国产模块生产的设备可

任意在 50 赫兹或 60 赫兹国家生产、到另一国

家使用，取消了过程中人为改焊元件及拨码开

关的不可靠因素，很快便替代进口，在电动汽

车充电电源、蓄电池化成电源、电厂后备电源、

电机软启动等领域推广应用，被越来越多的国

内外用户所接受。

实际上，该控制模块的成功国产并应用于

风电，与科技部高新司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当

时主管风电的李宝山得知风电软并网有一个独

立的模块在进行国产化研发时，曾多次到学校

了解情况。在实验室中，汪至中为李宝山在台

架上模拟了该模块的工作情况，并与国外模块

进行了对比。此后，科技部的相关领导不但支

持他申请了“九五”科技攻关项目“风力发电

机的软并网”，还陆续介绍他结识了许多风电界

的同仁，帮助他将新技术尽快地投入到我国风

电发展的实践中去。

因此，20 世纪 90 年代末，汪至中的软并

网控制模块很快便在浙江省机电研究院和沈阳

工业大学所研制的 200 千瓦风电机组中得到了

应用。此后的 250 千瓦风电机组中也全部安装

事实上，如果没

有经过汪至中的

改造，该模块很

难进入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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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该控制模块。当年在现场研究并网问题时，

多个单位的工作人员大家都混在一起，不分你

我，对硬件、甚至控制软件细节都是靠集体力

量一点一滴地讨论摸索和试验确定。企业和学

校之间的互相支持、协作，成为创新过程中极

为重要的一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掌

握这项新技术。

“企业与学校之间的合作很重要，也许是我

有一个在企业从工人、技术员到工程师的经历，

所以与企业技术人员都沟通得很好，互相联系

的也比较多。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合作，很多东

西是很难做成功的。另外自己也必须要喜欢这

些技术，而不是把这门技术说成是你的或是他

的。那时候工资虽然很低，但因为喜欢，钱不

够大家也愿意加班干，创新不那么容易，必须

要有兴趣，全身心投入。”

其实，汪至中的这些想法，是从自身经历

中体会到的。

学习和实践后才会有创新

按汪至中的话说，带电的机器他都喜欢。

而按了解他的人的说法，他从小就迷上了电子，

超强的动手能力是他在实践中检验自学知识时

形就的。汪至中从小学装矿石收音机、拆装自

己家的电子管收音机开始，到中学已开始装电

子管收音机，后来大学装半导体收音机。上班后，

汪至中自己装电视机，甚至连电路板和外壳都

是他动手设计制作的。在上大学的时候，汪至

中有一块万用表，是木制外壳的，令同学很羡慕。

一问才知道，这表的表芯和外壳都是他自己做

的。汪至中说，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像他

这样的青少年为数不少。

汪至中在北京交通大学主修的是运输专业，

但因为该校的运输专业所学知识广泛，包括了电

信、电工电子、机械和铁路工程等各个方面，再

加上汪至中对电子的兴趣浓厚，使他在电子控制

的机械和工程方面具有了独特的才干。

1968 年，本科毕业的汪至中主动要求到

最坚苦的地方去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在大兴

安岭修铁路。作为一个底层的养路工人，他和

当地铁路工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一年后，齐

齐哈尔铁路局甘河工务段的领导看到汪至中在

没有电灯的中间工区工棚里，用煤油灯烧电烙

铁头为工友们修半导体收音机，知道他精通电

子，就安排他去做钢轨探伤工作。大兴安岭的

冬季天寒地冻，钢轨如果有内部疲劳裂纹，严

寒时很容易被蒸汽机车的轮子砸断，极为危险。

可当时从瑞士进口的电子管仪器并不能发现这

种内部裂纹。1972 年，汪至中研究出了一种由

22 只晶体管组成的新型超声脉冲探伤仪，通过

高压、高速晶闸管发出强超声脉冲，深入钢轨

↑1995年在新疆科委召开
风电研讨会（三排左侧第
四位为汪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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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裂纹的反射波被接收放大后进入数字逻

辑电路分折来发现这类裂纹，从而解决了这个

难题。仅仅一个冬天，汪至中和他的工友们用

自己的仪器发现了 200 多根内部有横向裂纹的

钢轨，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1975 年，汪至中

被调往齐齐哈尔铁路局研究所，做无绝缘轨道

电路和铁道通信信号方面的研究工作。1980 年

之后他才回到母校任教。

“我在铁路现场工作了十多年，有些创新成

果几十年后现场仍在应用。现在回想起来，这

些创新无非是抓紧了六个字，就是一定要先‘学

习’和‘实践’透彻，然后在做事的时候要尽量‘超

前’使用最新的技术。有了这六个字，创新就

不难成功了。”

            

风电软并网模块的再创新

上世纪 90 年代末，金风开始制造 600 千

瓦风电机组，最初所采用的软并网控制模块是

国外一家知名公司提供的。由于发电机的功率

比原来 200 千瓦的大了 3 倍，并网模块控制的

电流大了，控制逻辑相对复杂，要求也高了许多。

因此，该软并网模块的电路板大了一倍，并采

用了 2 片微处理器来协调电路的工作。

汪至中去新疆出

差时，看到了这个模

块。因为采用的设计

思路基本相同，他很

清楚自己也能够做出

600 千瓦风电机组所

使用的模块。当得知

这个国外生产的控制

模块的天价时，汪至

中决心用国产化模块

来替代它。

“我们只需要进

口价的三分之一就能

把它做出来。它的原

理我们都很明白，和

200 千瓦的基本原理

一样，而上面就是加

了个电流传感器，加了点软件逻辑功能，有自身

电流控制，就是电流到某一个程度应该怎么样工

作。我请变压器厂研发了国产的电流传感器，又

加了一块微处理器在上面，就等于把美国的技术

和欧洲的技术合在了一起，解决了 600 千瓦机

组软并网模块的国产化问题。”汪至中回忆道。

汪至中与金风的科研人员共同合作，用台

架做实验，用示波器测试，最终研制出了完全

可以满足需要的控制模块。因为电流测试效果

非常满意，而成本和价格也达到了预期，双方

都认为可以进行大批量生产。

于是，汪至中让合作的厂家大批生产了近

千台该型号的控制模块，并大量装机。此后金

风所生产的一部分 750 千瓦风电机组也采用了

该模块。但令汪至中等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安装于山东半岛的几台 750 千瓦机组，在遇到

冬季极端天气时出现了故障。从表面看，故障

是由联轴器销子脱开造成的，深层原因则是风

电机组在极端天气并网时受冷风湍流的突然冲

击，控制模块在此种状况下没有完全实现软并

网。强大的扭矩冲击仍能使联轴器的销子脱扣，

从而使联轴器脱开。

汪至中立刻带着学生去查找问题，金风的

技术人员专门购买了无线扭矩传感器到现场检

测，重新修改了硬件和软件。

“学校是没能力这样做的，只有和企业进行

非常好的融合才能成事。‘产’、‘学’、‘研’合

作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我们的老师和学生都在实

际的现场条件下去测量，把扭矩传感器贴在联轴

器上，用无线信号发进我们的笔记本电脑里去，

到实验室不断分析不断修改，最后把软硬件都改

了。”汪至中说，“做完以后我们才完全清楚了，

原来的设计仅仅是电流波形‘软’，不一定能保

证特定情况下扭矩也‘软’。重新设计了模块软

硬件后，我们做了个计划，一批一批地更换。最

后把己经装机的几百台分几批全部撤换下来。旧

的产品基本上就报废了。那次损失虽然大，但也

有不少收获，等于交了学费，锻炼了队伍。”

这次经验说明，在进行科研成果转化的时

候，台阶不能上得太高。“台阶太高，跳都跳不

下来。”第一批产品应当少做一些，当确信成熟、

↓20世纪90年代安装在
南澳岛上的国产垂直轴
风电机组



Figure | 人物

2012年第06期  23  

可靠后，再大批量生产。此后金风安装的几千

台 750 千瓦风电机组，全部采用改良后的控制

模块，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情况。而汪至中则

在各类场合都积极建议建立良好的“产”、“学”、

“研”平台，扎实地培养风电人才。

“要把一个过程真正搞清楚，确实要下很多

功夫，不是买一张图纸就完事那么简单，还得

有一批人在机组上检查，有一批人去检测数据，

得有人在天很冷、风很大的时候，把那些数据

收集下来。此后在室内还要有一批人没日没夜

地做功课，也是要吃苦的。所以我现在有不少

研究生毕业了，他们也觉得吃苦吃得值。吃完

苦什么都能搞得很清楚，知道哪个软件动一动

会怎样，哪个硬件变一变会怎样，哪个开关拨

一下会如何。有这么一批人去带动下面的人，

就好多了。”汪至中总结道。

2003 年以后，汪至中的北交大团队与金风

共同承担了科技部“863”项目，兆瓦级直驱永

磁风力发电机组的科研工作。虽然当时的经费

并不多，但通过此项目研制出的 1.2 兆瓦直驱

永磁风电机组于 2005 年成功地安装于新疆达坂

城风电场。在该项目中，“产”、“学”、“研”团

队一起在国内和国外做了多项试验，其间所获

得的技术、经验，被运用于其后大批量生产的 1.5
兆瓦风电机组中。

作为风电“蛮荒”时代的开拓者之一，为

国内主要科研机构提供风电机组软并网支持的

汪至中目前已经退休。或许他所研制的控制模

块未来所能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小，但他还是

常常要求自己的学生，一定要不断学习，掌握

最新的技术，占领核心技术的制高点。

在进行另一个科研方向——电动汽车的相

关科研工作的同时，汪至中仍在利用经验极力

帮助风电企业解决各类问题。目前的现实情况

是，一些早期由国外厂商生产的风电机组近年

来出现了各类问题，但由于零配件供应问题，

这些机组的维修成为了一大难题。

“没地方修零部件，不少企业拿到我们实验

室。原来我们专门有一个地方帮大家解决这个

问题，但后来我们做不动了，也做不起了。为

了一个零配件所付出的成本太高。而且又拿不

到接口标准，很多东西都搞不清楚，所花的时

间也太多。”汪至中举例说，“比如汽车停产了，

零部件得保证供应 15 年甚至 20 年，否则保险

公司都不给保险。如果为一个阀门重新用车床

车一个不太可能，所以得将模具化生产的大批

量的配件储存充足。但电子配件就不能一下生

产出来等上 15 年了，因为那么长时间有些电子

零件如电解电容就失效了。所以厂家一定要考

虑一下社会责任感，要对业主有责任感。一些

人没有考虑到这些东西，以为产品卖出去就完

事了，但实际上 10 年、20 年后别人还可能导

出找这个零部件的出处呢！”

为此，汪至中常常教育自己的学生要有社

会责任感：“现在有的机组的质保期延长到 5 年

了，那 5 年以后怎么办？我告诉学生，别忘了

以前做过的那些工作，使用者还希望供应商能

维持 20 年甚至 25 年得供货。凭责任心也要维

持这几十年的备件供应。”

↑汪至中与南澳岛上的国
产200千瓦风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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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苏晓

在分工和技术路线愈发细化的市场经济时代，知识

产权之争往往很难避免。知识产权纠纷本身没有对

错，也不一定是侵权的代名词，它更是一种商业策

略，一项技术碰撞，甚至是一个企业在技术水平和

科研创新上的风向标。

风电知识产权棋局

2012年第06期  25  

自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充分发挥自身比

较优势，并通过融入全球经济破除资本、市场

和技术等要素约束，实现了贸易和宏观经济的

极大发展。有越来越多的民族企业依靠自主创新，积极地

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但是，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

贸易纷争，其中关于知识产权侵权的诉讼在近几年尤其引

人注目。据报道，2001 年以来，仅美国发起的知识产权

诉讼案中，就有 50% 和中国企业有关。

近几年，在中国取得了很好成绩的风电领域，知识

产权纠纷也常有发生。很多在国内市场如鱼得水的本土风

电企业刚走出国门时，就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挑战和困惑。

专利之争

风电技术的发展历程，一路伴随着因专利引发的各

种纠纷。

2007 年 5 月 25 日，福布斯网站报道，世界风电制

造业巨头维斯塔斯（Vestas）公司在德国赢了一场由爱

纳康（Enercon）公司发起的有关维斯塔斯公司侵犯风电

机组叶片防雷保护技术专利权的案子。早在 2005 年 8 月

19 日，维斯塔斯公司就被告知侵犯了爱纳康公司董事长

Aloys Wobben 先生的专利权，该专利涉及很多领域，最

多的是风电并网技术方面的，还有频率控制技术、电压

控制技术、转子相位角控制技术等。随后，维斯塔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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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爱纳康公司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争”，

而且战场延伸到德国、英国、苏格兰、荷兰、

加拿大、爱尔兰等国。尽管这起专利纠纷案的

判决大部分都有利于维斯塔斯，但纠纷本身却

在风电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

2008 年，美国通用电气控告日本三菱重

工专利侵权，并要求在美国地区禁止进口三

菱公司生产的风电机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

会 2008 年 3 月对此立案并展开调查。但是到

2010 年 5 月，之前的被告日本三菱重工针对

美国通用电气也提起了反垄断和专利侵权诉

讼，指控通用电气试图垄断美国变速风力发电

机市场，并侵犯了三菱公司的一项重要专利。

从 2008 年双方纠纷开始一直到 2011 年，通用

电气和三菱重工一直在互相指控对方侵权，这

段恩怨是非持续多年。

随着中国风电产业的迅速发展，与国内风

电企业相关的知识产权纠纷也越来越多。

凭借自身在技术上的不断突破和后发优势，

中国本土风电企业近几年在市场和技术上都取

得了骄人的成绩。据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

业委员会统计，2011 年，金风科技、华锐风电、

国电联合动力和明阳风电等 4 家中国风电企业

纷纷进入到世界新增风电装机的前十强名单。

羽翼渐丰的中国风电企业在完成原始积累

后，开始将目光锁定海外更广阔的市场。但是，

在主场占尽天时地利的中国企业，在“走出去”

的路途上却没有那么顺风顺水。昔日在技术上

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欧美企业，在面对日益强

大的中国企业时，自然把知识产权当作维护自

身利益、应对激烈竞争的有利武器。

华锐风电和美国超导的知识产权争端无疑

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了。

2011 年 9 月 14 日，美国超导公司宣布其

正在针对华锐风电采取一系列法律行动，其中

包括就盗窃知识产权和合同违约向华锐风电提

起刑事和民事诉讼。此外，美国超导还要求华

锐风电支付美国超导已发货物的货款，并根据

与美国超导现有的所有合同，接受所有合同约

定但尚未交付的核心电气部件和备件。华锐风

电则表示暂停对美国超导公司付款和收货工作

的主要原因是美国超导交付产品不符合合同规

定和中国电网的并网要求。并且，对于美国超

导的指控，华锐风电表示将积极应诉，并将适

时提出反诉，以捍卫公司的利益和自主知识产

权。昔日风电领域的合作伙伴一时反目成仇，

这场还在持续的争端也成为迄今为止中国最大

的知识产权诉讼案之一。

博弈之实

和其他行业一样，中国风电产业在国际化

的征途中常常遇到两种让人措手不及的遭遇 ：

一种是拥有产品优势的企业在欧美遭遇的贸易

保护，前不久美国针对中国风电塔筒以及光伏

产品发动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就是一例 ；二是

基于技术上发动的知识产权诉讼，华锐风电与

超导公司的纠纷为一例。在风电知识产权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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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后，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策略。

首先，在中国风电产业发展之初，“引进来”

是一条重要的渠道，早期很多国内企业的专利

技术，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与外企合作研发以

及授权使用国外技术和图纸的方式获得，这种

既竞争又合作的格局是中国风电企业的基本格

局。虽然这种与国外相关公司的技术合作可以

最直接也最快地提升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和打

开销售渠道，但同时对中国企业知识产权的运

用和保护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几年，随着

中国风电企业的不断壮大，当初以专利技术授

权为主的合作形式也为后来的纠纷埋下了隐患。

 其次，一直以来，知识产权都是欧美企业

惯用的一种商业竞争工具。对这些国家来说，知

识产权是很多企业巨额利润的核心动力，他们习

惯于将其各种专利租赁给其他国家，从中赚取丰

厚的回报。因此，欧美国家非常重视知识产权的

国际保护，并将其作为参与国际竞争的一大武器。

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风电企业由引进、模

仿生产向生产和销售自主品牌转变，其市场份额

与产品竞争力也逐年提升，很多企业在国际市场

的不断拓展已经严重威胁到欧美传统企业的利

益，甚至让一向以技术自居的欧美企业无所适从。

此时，知识产权便成为欧美企业打压竞争对手、

抢占市场的一张牌，对这些企业来说，赢得官司

不是终极目标，与侵权企业签订专利许可协议、

收取专利转让费或者阻止对方的市场扩张才是

企业专利发挥最大功效的体现。

专利争端的背后，实际上是一场技术的较

量。随着市场经济中技术分工的不断细化，很

少有公司能够只用自己的技术而不使用他人的

专利技术完成产品开发，因此技术转让和专利

交换是很多企业合作的一种方式。而技术上的

碰撞难免引起专利上的纠纷，知识产权诉讼也

成为了市场经济中企业之间的一种正常商业行

为和法律行为。

此次华锐风电与美国超导的专利之争，也

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风电行业的日益强大。

通过风电技术的不断创新，中国生产的风电机

组在技术上逐渐有了与国外企业相抗衡的实

力，尖端技术的碰触带来的纠纷只是竞争的一

种表现。当一家企业在经济、技术上不断进步

并领衔行业发展时，其诉讼纠纷数量往往也会

一路扶摇直上。对于知识产权纠纷，我国企业

需要有客观和正确的认识。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鲍红强调，世界未

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只要积极依

法合理应对，知识产权纠纷并不可怕。在中国

企业“走出去”的发展战略中，以平常心态面

对知识产权纠纷是关键的一步。

破局之道

一个新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完善的政

策和制度体系，知识产权工作也需要国家的顶

层支持和完善的制度设计。2008 年 6 月 5 日，

国务院颁布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按照“激励创造、有效运用、依法保护、科

学管理”的十六字方针对我国知识产权工作进

行了全面战略性部署。2012 年 5 月，国务院

办公厅又发布了《关于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知

识产权工作的若干意见》，表示未来将加快出

台战略新兴产业加强知识产权建设的一系列政

策，包括拓展知识产权投融资方式、实施产业

集聚区知识产权集群管理和创新知识产权转移

转化形式等，进一步促进相关产业发展。

不过，作为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企业才

是知识产权攻防战中的真正主角。在对知识产

权正确认知的基础上，中国风电企业必须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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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学会下好知识产权

这盘棋，在攻守之间，从容驾驭。

知识产权是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一

个立足于长远发展并且不断创新的企业，先要

尊重知识产权，包括他人的知识产权。中国可

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施鹏飞

表示：“风电是新兴产业，有许多创新，首先要

尊重知识产权，才能鼓励创新，通过专利保护

使创新成果为知识产权拥有者获得效益。”自主

创新是企业对知识产权尊重的一种表现。目前，

中国风电企业在叶片、发电机、控制系统和传

动系统等重要部件上尚未占据技术主导权，也

给了欧美国家动用知识产权武器的借口。金风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武钢表示：“知识产权

是中国企业未来走向国际市场必须要遵从并习

惯的一个做法，中国风电的快速发展，一方面

是靠自主创新，另一方面也确实得益于技术复

制而实现的跨越式发展。但是复制不能成为一

个企业的基因。企业若想在市场上有真正的竞

争力，仍需要长远的考虑，要基于自主开发。”

随着《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公布及

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中国企业大多已经意识

到知识产权的重要性，许多高新技术企业也身

体力行地进行专利申请和布局规划。但是，中

国企业整体上对专利的认识和运用还不够深

入，尤其是缺乏国际层面上的专利战略。

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的专家陶懿表示，

中国企业应重新审视自己所拥有的专利情况，

在细致规划后形成自己核心的、前瞻性的专利

布局网，逐步加大知识产权对于企业的附加值，

以“专利先行”的理念赢得国际市场的核心竞

争力。具体到风电行业，施鹏飞认为，每个风

电企业必须重视专利申请和拥有，保护自己，

提高竞争能力。国内风电企业应充分利用已有

专利资源，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生成更好的

专利技术，增加竞争中进行交叉许可的可能性。

当前风电发展面临着众多技术路线之争，海上

风电、高原风电、低风速风电等领域都有许多

技术问题需要解决，这些技术领域也将出现越

来越多的专利。对于“走出去”的风电企业，

要及时在目标市场国家注册自己的专利。

知识产权这张牌也不专属于欧美国家，我

国企业在与国外企业角力时完全可以将这张牌

为我所用。陶懿认为，除了“专利先行”，“专利

运营”也是很重要的一步棋。目前，我国企业在

专利布局上大多数还处于防御状态，而“专利运

营”阶段的企业，更多地将目光放在专利盈利上。

在他看来，“专利运营”可以分为专利授权、专

利合作和专利战略整合。这三种方式更多的是技

术利用与合作，打专利官司往往是其中企业盈利

的一种重要手段。反观中国传统企业，往往只局

限于自己企业内的专利实施情况，缺乏专利盈利

的战略意识。目前，欧美风电企业很多对中国风

电企业都运用了“专利运营”战略。陶懿认为，

随着我国风电技术的不断进步，国内风电企业

在“专利运营”上也需要学习这类商业运营模式，

由以往只要有侵权就一定要形成判决明确自己

专利地位的观念，转变为以专利维权诉讼为手段，

实现专利运营盈利的意识。

就诉讼本身而言，同济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专家夏楠楠认为，中国企业在应对诉讼时，要

尽量避免进入繁琐的司法程序，毕竟诉讼的成

本是高昂的，有时一个案件要经历多年才能解

决，等到解决时，权利的保护期限也即将届满，

对双方代价都太大。所以，对于追求利润最大

化的企业来说，有时达成和解协议也不失为一

种双赢的策略。不过对于避不开的纠纷，我国

企业应该不断熟悉相关的法律程序，积极应诉。

而且，“在与供应商合作时一定要明确合同的权

利和义务，涉及到知识产权的合同应特别注意

细节，避免发生歧义，建议在合同谈判时就聘

请熟悉知识产权业务的律师参与。”施鹏飞说到。

华锐风电与美国超导知识产权纠纷中的各

种瓜葛和结局到底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

逐渐走向国际市场的中国风电企业将面临越来

越多的“侵权诉讼”，知识产权竞争也必将成为

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说

在国内遵循的是中国象棋的棋道，那么，试着走

向国际市场的本土风电企业，在今后的发展中，

更需要懂得国际象棋的布局和攻防之道。

我国企业在专利

布局上大多数还

处 于 防 御 状 态，

而“ 专 利 运 营 ”

阶段的企业，更

多地将目光放在

专利盈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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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模式

2002 年 5 月，GE 收 购 了 安 然（Enron）

公司并接手该公司的所有风电技术，大大缩

短了其研发时间。2003 年，GE 风电方面的专

利申请数量猛增。2004 年，GE 研究开发了

WindRIDE-THRUTM 技术，并就此申请了专利。

该技术通过改变风电机组和变频器的控制和

保护功能，使得机组具备在电网故障时的穿

越能力 (LVRT)。2005 年年底，美国政府实施

风电生产税减免政策，大大刺激了风电需求，

同时也增强了包括 GE 在内的风电企业研发的

积极性，GE 在 2006 年的专利数量也因此达到

一个新的高峰。2006 年，GE 就“打入支承离

岸风涡轮的单柱桩的系统和方法”申请了专

利并获得授权 ；同年与新动力公司合作，将

发电机可变速技术专利授权给新动力公司，

新动力公司也将自己的部分专利许可给对方，

实现了技术共享。此外，GE 还与我国南京高

精齿轮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开发风电机组齿轮

箱。2007 年，GE 推出海上风电机组 GE3.6sl，

正式进军海上风电市场。作为 GE 的另一项

核心技术，Wind CONTROLTM 控制管理系统能

够调节其高压端或并网点的无功功率和电压，

并将其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提高了系统的

稳定性和安全性。

相对于世界其他老牌风电企业来说，GE

在风电领域起步较晚，在全球的专利申请状

况相比其他公司较为狭窄。但是，GE 在产品

销售的市场却积极采取专利权策略，以排挤

国外技术。GE 风电在行业进行着富有侵略性

的专利策略，并相信他们大力投资建设的知识

产权结构的价值体系需要得到体现。

通过收购安然获得了更为丰富的风电专利

技术，近年来 GE 在引领风力发电的主流技术

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公开的专利文献也就

成为了业界众多改良技术衍生的原材料，其被

引用较多的专利主要集中在双馈异步发电机、

风力机控制技术、提高并网效率与稳定性等技

术领域。双馈异步发电也是我国绝大多数风力

机所采用的技术，国内企业的研发方向也多是

基于此 ；风电机组控制技术则一直以来是我国

风电的弱势，因此对 GE 公司专利布局的潜在

威胁应予以高度重视。

在研发方面，GE 选择将重点放在关键技

术上。在北美市场，GE 在风电机组变速专利

中必要的电力电子技术上占据主导地位，其他

制造商若想进入北美市场，要么支付许可费，

要么研发绕过专利的新技术。因此，Vestas

的 Opti-Slip 技 术，Gamesa 的 RCC 发 电 机，

Enercon 的无齿轮箱直驱低转速永磁交流发电

机，都是以绕过 GE 专利，并保持较高的机组

效率为目标的新技术。虽然 GE 质疑 Enercon

的输出仍设定在 60Hz 曾一度引起法律纠纷，

但结果是 GE 授权 Enercon 变桨变速直驱产品

进入北美市场，之后有市场传闻 Enercon 在一

项限制美国生产商产品在德国市场销售的专利

上作出了一定让步。风力发电机组的控制系统

是风力发电机组的大脑，不仅承担了风电机组

的安全运行的任务，最主要的是通过适当的控

制方法及控制策略实现最大风能捕获，向电网

输送更多的电能，以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GE

对于知识产权的布局与防御，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和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的模式值得国内风电企业借鉴和参考。

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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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控制系统的研发十分重视，投入了大量的资

金和人力，并用专利将其技术成果保护，用于

市场开拓和防御。

GE 同时在如何确保电力输出稳定性的重

大课题上仔细钻研，符合风力发电技术降低成

本和提高系统稳定性、可靠性的发展方向。可

以预见，今后的风力发电设施将与其它电源混

合组成一个大系统以保持系统的稳定性，并且

还将大力发展风电机组制造技术、抗强台风、

雷击等设计，同时在实际工程中将运用故障预

测等智能化技术，以提高机组整体的安全运行

率。随着电气自动控制技术、大功率电子技术

的进一步发展，风电机组整体控制技术将得到

进一步广泛地应用。

在市场拓展方面，GE 采取积极的专利布

控和防御措施。频繁的公司并购让 GE 在风电

行业巧妙地获得了专利技术无形资产，为积极

快速拓展全球业务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合理配置公司资源及利用政府政策也是

GE 的一大策略。GE 风能目前的成功部分得益

于其擅于安排丰富的资源来支持风电机组制

造，当然这也倚仗其国际声望。另外一些间接

形式的政策支持包括联邦税务鼓励、州级的可

再生能源投资标准和可再生能源基金，也为 GE

风电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华为模式

如果说 GE 模式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欧美

企业的知识产权棋局，那么华为模式则让我们

可以更亲切地学习到国内民族企业的成功做

法。同样是中国企业，华为在知识产权上的投

入就很值得关注。相比进入通信领域已数十年

的西方企业，华为起步较晚。但是在华为公司

的创新理念中，首先就是肯定和承认他人的优

秀智力成果，避免闭门造车，在继承他人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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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基础上进行开放式创新。截至 2011 年 3

月，华为已累计在全球申请专利达到40148件，

其中中国专利累计申请 31869 件，已获得授权

14705 件 ；国外申请累计 8279 件，已获得授

权 3060 件，85% 的外国授权专利是在欧美发

达国家获得的。在国家专利局公布的 2010 年

发明专利授权量排行榜上，华为以 2776 项居

首位。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徐直军把创

新分成两个层面 ：一种是原创的发明，另一种

则是实现中的创新，即让现有的产品和技术发

挥更高的效应，同时拥有更低的成本。以市场

为导向的自主创新对企业来说更有价值，是华

为正在大步迈进的创新之路。在技术创新、企

业管理和国际标准上，华为积极与全球领先厂

商合作，并积极参与各项国际性活动。

在独立研发的基础上，华为与诺基亚、西

门子、赛门铁克、Global Marine 分别在 TD －

SCDMA 解决方案、安全存储设备及海底光缆

领域成立了合资公司。从 1997 年起，华为同

IBM、Hay Group、PwC 和 FhG 等世界一流管理

咨询公司合作，引进了集成产品开发（IPD）、

集成供应链（ISC）等流程，在人力资源管理、

财务管理和质量控制等方面进行了深刻变革，

引进业界最佳实践，建立了基于 IT 的管理体系。

此外，华为与英特尔、高通、微软及英飞凌等

世界一流公司建有联合实验室，并全面参与国

际电信技术的标准组织，共加入 123 个国际标

准组织。有 300 多名华为的员工活跃在这些组

织机构中，用他们的影响力为中国通信企业争

取更有力的话语权。

华为公司确立了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基本

战略，在选择技术和标准方向时，采取搭大船、

出大海策略，跟着行业主流方向走。通过对客

户需求的分析提出解决方案，以这些解决方案

引导开发出低成本、高质量的产品。为此，华

为一再强调产品的发展路标是客户需求导向，

以新的技术手段去实现客户的需求。

为确保企业的持续性创新，华为每年将不

少于 10% 的销售收入投入研发，并将研发经费

的 10% 投入新技术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

进步。目前，全公司有研发员工 5.1 万多名，

占公司总人数的 46%，其中有 1400 多专职从事

中长期技术研究工作，形成了持续创新发展的

有效机制。

知识产权战略已经成为华为的核心战略。

为完善创新的管理体系，华为建立了强大的知

识产权队伍。华为目前拥有 300 多名专门从事

知识产权相关工作的技术专家、专利工程师和

负责版权、商标、许可等业务的律师。华为知

识产权部于 1995 年成立，部门专业人员超过

230 名。同时，华为制定了全面、严格的知识

产权、版权保护制度和流程，以及管理公司知

识产权的操作指导书及手册，包括有关专利开

发及申请、版权及软件管理的流程。为激发企

业员工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华为出台了多

阶段奖励政策等一系列专利创新鼓励办法，保

证发明人全流程地关注其专利申请，每项有重

大贡献的专利可获得特别奖励。

华为的知识产权战略有三大抓手 ：一是在

核心领域不断积累自主知识产权，并进行全球

专利布局，以保持参与市场竞争所必需的知识

产权能力 ；二是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推

动自有技术方案纳入标准，积累基本专利 ；三

是始终以开放的态度学习、遵守和运用国际知

识产权规则，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来处理知识

产权事务。同时，以积极友好的态度，通过协

商谈判、产品合作等多种途径来解决知识产权

问题。

正因为其充足的准备，华为在国际市场上

应对外国公司的侵权诉讼时也有了很大底气。

2011 年最受关注的知识产权案——华为与摩托

罗拉之间的纠纷中，华为胜诉并获得了赔付。

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在新的形势和竞争环境

中，只要练好内功，掌握规则，对于侵权诉讼，

中国企业也可以应对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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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景早就看上低风速
■本刊记者︱薛辰

远
景打算开发低风速风电机组

产品的想法，萌发于远景首

席执行官张雷 2009 年初春

在北京参加的一次会议。张雷了解到

中国风能资源情况和国外不同，国外

机组也不是针对中国风况设计的，如

果把国外的机组安装在国内的低风速

地区，并没有特别好的经济效益。

当天晚上，在北京返回上海的航

班上，张雷问了自己一个问题 ：“中国

低风速地区真的不具有开发价值吗？”

虽然没有答案，但张雷有着强烈的质

疑，也正是他的质疑精神推进了远景

在低风速领域的技术突破。

2009 年 10 月，远景国际研发团

队完成了 87 米风轮直径 1.5 兆瓦低

风速机组设计稿，拉开了量产的序幕。

“在低风速区域也可以赚钱，风电并

网也不是问题，这款低风速机组，远

景有多少，龙源就要多少！”国电龙

源表示，“中国低风速地区具有开发

价值，改变了中国风能开发利用的格

局，结束了低风速地区无法有效开发

风电的历史。”

“远景 87 米风轮直径 1.5 兆瓦

低风速机组研制成功，是远景丹麦创

新中心和中国研发团队针对中国低风

速市场量身订制的产品。”研发总监

George 回忆道，“这款产品的设计是

从改变欧洲风电机组风轮的‘黄金比

例’概念开始的。”

简单说，在确定可利用风速目标

的条件下，风轮面积与功率之比有个

黄金比例。按照这个概念，1.5 兆瓦机

组风轮直径可以做到 82 米，但这是基

于欧洲 7 米 / 秒以上可利用风速所做

的设计。如果开发商把这样的机组安

装在中国 6.5 米 / 秒风速风场是不会赚

钱的。如何才能让机组在 6 米 / 秒风

速风场也可以为开发商赚钱呢？通常

来说，只要把风轮加大就可以了，但

能发电不等于可以赚到钱。有开发商

曾专门做过这方面的投资模型，计算

结果表明低风速区域不具有投资价值。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把 2 兆瓦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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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风轮安装到 1.5 兆瓦机组上，就

意味着 2 兆瓦的风轮发了 1.5 兆瓦的

电量，这种以牺牲成本为代价的发电

量不符合远景“持续降低度电成本”

的技术理念。

“必须保证大风轮风电机组载荷的

推力、弯矩，以及基础的倾覆力与常

规 1.5 兆瓦机组接近，同时还要把风

轮做得和 2 兆瓦机组一样大。”George
说，“这就是技术挑战，解决这些挑战，

就可以把人们认为不可开发的低风速

区域变得可以开发。”

为此，一个由远景丹麦创新中心

的顶级技术专家和中国研发中心的资

深产品开发小组所组成的国际研发团

队开始了技术攻关。George 说 ：“这

是一项令团队中每个人都兴奋不已的

技术挑战。”

风电机组的设计目标是尽可能多

地捕捉风中的能量，但根据基本力学

常识，机组在吸收风能的过程中，也

会产生机组载荷，吸收的能量越多，

对机组产生的载荷就越大。这些载荷

可以分为有效载荷和有害载荷。有效

载荷是直接推动风轮旋转进行能量转

化时对机组结构所产生的载荷，而有

害载荷则是由于叶片阻力和升力的轴

向分量引起的对能量转换没有贡献的

伴生载荷。“一般来说，有效载荷越

大，有害载荷也会相应增大。”George
强调，“我们的设计目标，就是通过叶

形气动设计和控制策略设计，寻找一

个最优的折中方案，最大限度地控制

机组在发电过程中所产生的有害载荷，

最大可能地增加有效载荷，以提高发

电量。而有效降低有害载荷则可以极

大地减少机组，包括塔筒和基础的结

构成本。”

George 戏称，他们是一群同风

电机组的有害载荷作斗争的战士，他

们手中的武器则是远景引以为傲的具

有极高开发效率的“风电机组载荷控

制软件在环仿真平台”。在这个平台

上，他们可以尝试各种各样的新颖控

制策略，一个新的控制想法和思路的

产生以及繁琐的大量控制参数的反复

调整就变得非常容易。“我们的控制工

程师一天可以验证几个不同的控制思

路，当天就能对其控制效果以及对载

荷在机组结构上分布变化的影响做出

评价。”

远景研发团队在做了大量的设计

和验证之后，专门针对低风速开发的

一系列全新、先进的控制技术最终被

应用于 87 米风轮直径 1.5 兆瓦机组。

这些控制技术包括具有远景专利的“动

态最优发电量捕获算法”以及远景独

有的 AdvCont 降载核心控制策略，真

正做到了在提高发电量的同时，卸掉

因超大风轮增加的机组结构载荷，达

到降低度电成本的目的。

George 解释，这些算法中还包

括独立变桨控制算法模块，以显著降

低因超大风轮增加的面外不平衡载荷。

在解释桨距角预测控制算法模块时，

George 说 ：“在风速剧烈变化的情况

下，超大风轮更容易发生过速问题，

该模块可以显著减少在极限风速下的

过速情况，并减小推力载荷。”

按照计划，这款风轮直径 87 米

的 1.5 兆瓦低风速机组要落户于龙源

来安风电场，还没有进场之前，龙源

来安项目的现场技术人员就对它充满

了好奇，出于未来运行和维护的需要，

他们对这款机组的技术很感兴趣。比

如叶片避振特殊控制模块，可以避免

超大风轮叶片挥舞、摆振和扭转方向

的振动耦合，减小疲劳载荷 ；特殊的

关机控制模块，能够避免超大风轮在

关机过程中的推力振荡和塔筒振动。

他们感兴趣的问题是，风轮直径

的增加势必会导致机组的载荷增加，

那么增加的这部分载荷究竟转移到哪

儿？传统方法是，根据载荷的增加情

况，对各个零部件做强度校核，如果

强度不够，增加材料、修改设计，这

种方法虽然较简单，但是会带来成本

的显著增加。

而远景的这款机组将增加的主

要载荷转移到对载荷不敏感或者成本

增加不大的零部件上，从而避免了

其他主要零部件成本的显著增加，减

小了机组总体成本的增加。其实，创

新设计不是把载荷彻底消解掉，而是

用智慧的方法把载荷转化和分化。否

则，多发的电量就要为载荷加大而增

加的成本埋单。相对传统风轮直径为

70 米～ 80 米的机组，在成本基本保

持不变的情况下，87 米风轮直径 1.5
兆瓦低风速机组可以有效增加发电量

7% ～ 11%。

2011 年 1 月 5 日，使用远景 87
米大风轮机组的来安风电场顺利并网

发电，标志着安徽省正式结束了风电

开发零的历史，这也引起行业持续的

关注。此前不受市场关注的低风速成

为开发商竞相追逐和储备的风能资源。

显然，因为 87 米风轮直径 1.5 兆瓦机

组技术的出现，远景创造了新市场的

价值。一位龙源高层人士说 ：“远景的

这款低风速机组产品，是我们还没想

到，而又正是我们继续投资风电、加

大开发风电力度所需要的产品。”

远景这家以做更好的产品来实现

“持续降低度电成本”理念 , 而不太揣

摩风电政策走向的公司，却在不经意

间影响了中国风电的开发风向。

2011 年 6 月，国家能源局透露，

国家能源局正在研究发展风电分散式

接入，以让中国风电发展突破电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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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滞后的瓶颈。同时，这种方式将使

得风能资源并不特别丰富的地区也具

有开发利用价值。这表明在经历 3 年

风电大基地建设之后，中国风电政策

在向集中开发与分散式接入相结合的

方向转变。

国家能源局一位人士在解释此项

变化时称 ：“我国风电机组设备制造商

已经可以制造适合在低风速区运行的

机组设备，而且目前正在研制适合风

速在 5.5 米 / 秒地区运行的风电机组，

这将扩大我国可开发的风电资源量。

如果这一机组技术取得突破，原来被

认为不能利用的风能资源，现在都将

得以利用！”

远景在 2011 年 10 月推出的 93
米风轮直径 1.5 兆瓦机组也印证了这

一说法。George说：“93米风轮直径1.5
兆瓦机组是基于 87 米风轮直径 1.5 兆

瓦机组开发出的一款风轮直径更大的

机组，和后者相比，其扫风面积增加

了 13.2%，每秒 5.5 米的平均风速下

发电量提升 9% 左右，在超低风速的

风场上更具有竞争力。”

2011 年 11 月 17 日，国家能源

局发布《分散式接入风电项目开发建

设指导意见》，将分散式接入风电项目

定位为“位于风电负荷中心附近，不

以大规模远距离输送电力为目的，所

产生的电力就近接入电网，并在当地

消纳的风电项目”。国家能源局人士称，

低风速机组技术的创新，将为分散式

风能资源开发提供技术支撑。“可以预

见的是，低风速地区会成为我国未来

风电开发的重点区域。”

2012 年 4 月 30 日，远景 93 米

风轮直径 1.5 兆瓦机组在来安风电场

并网发电，标志着远景继 2009 年自

主创新推出全球首款 87 米风轮直径

1.5 兆瓦低风速机组之后，继而向超

低风速风电机组技术领域挺进并再次

取得突破。远景丹麦创新中心研发总

监安德斯称，2011 年初，远景国际研

发团队就开始了这款机组的研制。他

说 ：“我们通过一系列专利技术，同

时凭借在低风速市场所获取的大量第

一手运行数据和对低风速风况独有特

点的准确把握，将这款 93 米风轮直

径机组推向最低风速 5.5 米 / 秒的广

大超低风速区域，并能为开发商带来

很好的收益。” 
中国低风速风电开发领军企业龙

源集团一位不愿具名的技术专家称 ：

“由于低风速风况的特有高湍流、变

风向特点，机组发电量在传统控制技

术下并不能随风轮直径增加而有效增

加”。远景在丹麦创新团队及中国研发

团队的共同努力下，采用先进传感技

术（AST）和控制系统优化技术，解

决了高湍流下风轮捕获效率下降、偏

航误差大等诸多低风速技术难题，使

该款机组发电能力远远超过简单增加

叶轮长度的传统方式，从而开辟了广

阔的超低风速区域的商业市场。

据远景丹麦创新中心 Stephan 博

士介绍 , 先进传感技术（AST）是一种

综合了各种先进传感器测量技术，如

载荷传感器、振动传感器、位移传感

器，以及软件在线估计器等技术，对

风电机组各部分的状态和外部环境进

行实时测量和估计，优化和监控风电

机组的各个部件状态，并通过控制系

统优化设计，使整个闭环控制系统动

态性能达到最优。相对于传统的控制

方法，先进传感技术使风电机组控制

系统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实

现了机组的透明化和智能化 , 即在控

制系统面前，各个部件的状态一目了

然，控制系统控制起来自然就能更得

心应手。Stephan 说 ：“通过先进传感

技术（AST）, 我们可以让机组控制系

统做到知己（控制系统优化）知彼（风

电机组系统状态），百战百胜。”

远景 93 米风轮直径 1.5 兆瓦机组

在来安风电场并网发电必将引发又一

轮的市场竞争。对此，张雷坦然地表示：

“远景愿意和同行分享远景在低风速机

组技术领域的创新成果，让更低的风

速资源变得具有开发价值。”在他看来，

竞争者可以带来风电市场容量的增加，

目前的中国风电需要更多技术开拓者

的进入，因为竞争可以激励创新，也

会让企业变得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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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欧洲风电装机统计
■欧洲风能协会（EWEA）

■编译︱苏晓

WIND IN POWER: 2009 EUROPEAN ST 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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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1年底欧洲风电累计装机情况（兆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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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1年风电装机总体情况

2011 年， 欧 洲 风 电 新 增 装 机 容 量 为

10281 兆瓦，其中欧盟国家装机 9616 兆瓦，

与 2010 年持平。欧盟新增装机中，陆上风电

为 8750 兆瓦，海上风电为 866 兆瓦。与前一

年相比，2011 年陆上风电发展保持平稳，海

上风电则出现轻微下滑（—1.9%）。  

图2	2011年欧盟
各国新增装机市场分布
（兆瓦）

图3		2011年欧盟
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分布
（兆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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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欧盟风电场投资额达到 126 亿

欧元，与 2010 年接近。其中陆上风电吸引了

102 亿欧元的投资，海上风电投资额为 24 亿

欧元（19%）。

在年装机容量上，目前为止德国是 2011
年最大的风电市场，新增装机大约 2100 兆

瓦 ；英国为 1300 兆瓦，排在第二位，其中包

括 752 兆瓦海上风电（58%）；接下来是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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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0年～2011年欧洲风电装机情况（兆瓦）

2010年新增 2010年累计 2011年新增 2011年累计
欧盟国家
奥地利 19 1014 73 1084
比利时 325 886 192 1078
保加利亚 322 500 112* 612*
塞浦路斯 82 82 52 134
捷克共和国 23 215 2 217
丹麦 315 3749 178 3871
爱沙尼亚 7 149 35 184
芬兰 52 197 0 197
法国 1,396 5,970 830* 6,800*
德国 1,493 27,191 2,086 29,060
希腊 238 1,323 311 1,629
匈牙利 94 295 34 329
爱尔兰 82 1,392 239 1,631
意大利 948 5,797 950* 6,747*
拉脱维亚 2 30 1 31
立陶宛 72 163 16 179
卢森堡 1 44 0 44
马耳他 0 0 0 0
荷兰 56 2,269 68 2,328
波兰 456 1,180 436 1,616
葡萄牙 171 3,706 377 4,083
罗马尼亚 448 462 520 982
斯洛伐克 0 3 0 3
斯洛文尼亚 0 0 0 0
西班牙 1,463 20,623 1,050 21,674
瑞典 604 2,163 763 2,907
英国 1,005 5,204 1,293 6,540

欧盟27国 9,648 84,650 9,616 93,957
欧盟15国 8,144 81,571 8,409 89,670
欧盟12国 1,504 3,079 1,208 4,287
海上及近海 883 2,944 866 3,810

欧盟候选国
克罗地亚 61 89 42 131
马其顿共和国 0 0 0 0
塞尔维亚 0 0 0 0
土耳其 528 1,329 470 1,799

合计 589 1,418 512 1,930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冰岛 0 0 0 0
列支敦斯登 0 0 0 0
挪威 18 436 84 520
瑞士 25 42 3 46

合计 43 478 87 565
海上及海岸附近 0 2 0 2

其他
法罗群岛 0 4 0 4
乌克兰 1 87 66 151
俄罗斯 0 9 n/a** n/a**

合计 1 101 66 164
欧洲总计 10,280 86,647 10,281 96,607

*	初步数据
**	未获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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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1050 兆瓦），之后是意大利（950 兆瓦）、

法国（830 兆瓦）、瑞典（763 兆瓦）和罗马尼

亚（520 兆瓦）。

新兴市场中，波兰新增装机量紧跟罗马尼

亚之后，排在第二位（436 兆瓦），而且这两

个国家蝉联了欧盟风电市场十强的榜位。

图4		2011年欧盟各种电
力装机量分布（兆瓦）

图5		各种电力新装机量
和退役容量（兆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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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欧盟各种电力装机情况

2011 年，海上风电在欧盟整个风电装机

中占了 8.9%。在 2011 年电力的所有新增装机

中，风电占了 21.4%，仅次于光伏（46.7%）

和天然气（21.6%），排在第三位。光伏新增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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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量为 21000 兆瓦（占总量的 46.7%），其次

是天然气 9718 兆瓦（21.6%），然后是风电

9616 兆瓦（21.4%）。在新增装机上，光伏、

天然气和风电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让其他可再生

能源技术望尘莫及。其中，大型水电 607 兆

瓦（1.3%），聚光太阳能发电 472 兆瓦（1.1%），

生物质能发电（234 兆瓦）、垃圾发电（69 兆

瓦）、地热发电（32 兆瓦）以及海洋技术发电

（4.5 兆瓦）各占新增装机量的 1% 不到。总体

而言，2011 年欧盟新增装机容量创了新纪录，

为 4500 万千瓦，同比增长 3.9%。

2011 年，共有 630 万千瓦核电以及超过

100 万千瓦的燃油发电站退役，天然气、煤电

和风电的退役容量分别为 934 兆瓦、840 兆瓦

和 216 兆瓦。煤电的新增装机容量（2147 兆瓦）

连续第二年超过其退役容量（840 兆瓦），这表

明为了实现 2020 年温室气体排放减少 30% 的

目标，很有必要引入一个排放绩效标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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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欧盟每年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所占份额（兆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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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2000年～2011年欧盟各种电力净装机（百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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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2000年
欧盟电力装机情况（兆瓦）								

图9		2011年
欧盟电力装机情况（兆瓦）

多年来对煤电建设及其燃料的补贴。

三、2000年～2011年可再生能源
发展趋势分析

2000 年，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总量为

350 万千瓦，到 2011 年这一数量达到 3200
万千瓦，11 年里几乎翻了 10 倍。可再生能源

新增装机量在总的新增电力中所占份额也在

上升，从 2000 年的 20.7% 上升到 2010 年的

53.8%，再到 2011 年的 71.3%。

2000 年以后，随着燃油、核电和煤电的

减少，天然气发电、风电和光伏发电净增长呈

现上升趋势，2011 年核电出现明显降幅。尽管

比风电和光伏发电的发展慢得多，其他一些可

再生能源，譬如水电、生物质发电、垃圾发电、

聚光太阳能发电、地热和海洋能等装机量都有

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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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欧盟风电历年
装机量（百万千瓦）

图11		丹麦、德国和西班牙
在欧盟风电市场中的
份额对比（百万千瓦）

过去 10 年，风电在总电力装机量中的份

额已经从 2000 年的 2.2% 上升到 2011 年的

10.5%，这一阶段，可再生能源的装机量则从

2000 年的 22.5% 增到 2011 年的 31.1%，增

长了 1/3。

过去 17 年，欧盟的风电年装机量一直

保持稳健增长，从 1996 的 814 兆瓦增长到

2011 年的 9616 兆瓦，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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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欧盟历年陆上风
电和海上风电装机量
（兆瓦）

图13		欧盟每年风电累
计装机量（百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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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机量排在欧盟前三名，占了整个欧盟风电装

机的 85%。2011 年，这一占比下降到 34%，

可以看出，欧盟的风电发展已经遍地开花。

2011 年，欧盟海上风电装机在风电总装

机中的占比为 9%，2010 年这一数据是 9.2%。

在累计装机容量中，德国排在第一位，其

次是西班牙、意大利和英国。还有 9 个国家的

累计装机量超过了 100 万千瓦，分别是葡萄牙、

丹麦、荷兰、瑞典、爱尔兰、瑞士、波兰、奥

地利和比利时。

海上风电 陆上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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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电量生产
从风电占欧盟各国电力总消费的份额来

看，丹麦依然保持第一，约 26%，其次是西

班牙（15.9%）、葡萄牙（15.6%）、爱尔兰（12%）

和德国（10.6%）。总之，按以前的情况估测，

从 2011 年末的风电累计装机容量来看，这些

风电产生的电量应该可以满足欧盟 6.3% 的电

力需求。

图13		2011年年底欧盟
各国风电装机比例
（总量9370万千瓦）

图14		欧盟各国风
电在总电力消费中
的比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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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风电产业近几年突飞猛进的发展直接拉动了国

内风电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量。2006 年，经教

育部批准增设风能与动力工程本科专业以来，华

北电力大学每年招收风能与动力工程专业的学生数量也在

不断增长，从 2006 年到 2011 年，该专业每年设置的班级

由 1 个增加到 3 个。今年 7 月，华北电力大学 2008 级风能

与动力工程专业的本科生也即将成为第三批毕业生，经历

人生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6 年时间里，华北电力大学一直在不断探索，进一步

完善与健全我国风电人才的培养模式，目前已经慢慢形成

了风能人才培养上的一定模式。

华北电力大学可再生能源学院风能与动力工程专业主

风能的未来
——我们将去向哪里
■华北电力大学风能与动力工程专业2012届毕业生

要培养具有能源与动力工程学科基础理论及风力发电工程

专门知识的专门人才，通过系统地学习机械设计、传热学、

工程热力学、空气动力学、机械制造、风力机原理、风力

发电场、风力发电机组、风力发电机组自动控制、风力发

电机设计与制造等专业课程，能够胜任风力发电场的规划、

风力发电机组的研究、设计、安装、调试、运行及管理工作。

与前两届毕业的师兄、师姐们一样，2008 级风能与动

力工程专业的同学从大一到大四，会经历认识实习、金工

实习、拆装实习、毕业实习和与专业相关的各种课程设计

任务。在 2012 年的毕业实习当中，同学们分别选择了不同

的单位来感受风能行业的环境与氛围。这些单位有国电联

合动力保定生产基地、北京金风科技、北京聚合电力、大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主任贺德馨
（前排右四）和2012届毕业生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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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国际河北风电场、大唐山西风电场、大唐丰宁风电场，

天津咨询公司等。在实习过程中，同学们不仅将课堂中学

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而且对风能界的发展现状和

方向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更坚定了在风能行业发展的信

心与动力。除此之外，学校还会组织同学们参加每年举办

的北京国际风能大会暨展览会，通过展会，大家可以得到

另外一种体验，获知风能发展的最新动态。

此次即将毕业的 61 名毕业生中，有 5 人顺利保送读研，

其中有 3 人保送学术型研究生，2 人保送专业型研究生。学

术型研究生和专业型研究生是华北电力大学在培养目标上

定位不同的两种模式，前者偏重理论和研究，主要培养高

校教师和科研机构研究人员，后者重视实践和应用，主要

培养市场紧缺人才。一位被顺利保送本校读研的同学表示 ：

“选择保送并非是为了免受考研过程的艰辛，只是将此作为

充分利用本校学术资源和提前进入研究生状态的体验过程。

而且，选择保送读研，可以第一时间主动联系优势专业的

知名导师，顺利攻读心仪的专业。”另外，此次毕业的两个

风能班共有 14 名学生通过自己努力考上了研究生。

 也有一部分学生选择出国攻读风能行业的硕士学位，

目的国以德国、美国等风能产业发展历史悠久、风电技术

领先的国家为主。对于以后的打算，一位出国深造的同学

认为，先要在国外保持良好的心态，学习并熟练掌握语言，

使自己尽快适应国外的学习和生活节奏。至于更进一步的

打算，他的目标很明确 ：“在国外学习并工作一段时间，然

后回国发展，扩大自己的发展空间”。

当然，除了以各种方式继续学习，更多的同学选择了

直接进入工作岗位。一共有 30 多名同学应聘到了风电制造

企业、电力集团风力发电公司和认证行业等不同企业，如

金风科技、明阳风电、广东粤电、新疆中电投、新疆特变

电工、河北大唐国际、龙源风电、浙江能源、华电怒江水

电和北京鉴衡认证中心等。

总体而言，从目前风能专业学生的就业情况来看，风

电行业对风电专业人才的需求量依然很大，就业前景较好，

但比前两年略有下降，综合看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

原因 ：

首先，2006 年起，我国风电行业发展非常迅速，人才

需求量大，随着这两年风电渐渐步入调整期，很多企业利润

下滑，开始收紧项目，在各方面包括人才招聘等都慢了下来。

其次，风能与动力工程专业是新增专业，不可避免会

存在专业课程设置不成熟的问题。目前，华北电力大学每学

年都在探索最佳的专业课程方案，这对风能专业学生的培

养不深入有较大影响 ；风能专业课本的缺乏和不成形，也

导致风能专业学生在风能专业知识学习时比较吃力，风电

知识掌握得不牢固。另外，风能专业所学课程较繁杂，但

对发电场和电网知识内容的学习较少，因此招聘单位更偏

向于招收电气专业学生，而不是风能专业的学生。

女生就业难也是今年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由于风电

行业工作性质的需要以及工作环境艰苦性，女生在生理条

件上略显劣势，相同的工作岗位，用人单位比较倾向于招

收男生。2008 级的风能毕业生中，女生占到了总数的 1/3，

因此这一问题在今年的就业过程中更加突出。

对于这些就业问题，华北电力大学可再生能源学院已

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具体包括优化风能专业课程设置、

帮助学生联系相关工作岗位，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通过这些举措，风能专业学生就业情况略有改善，但未能

弥补风能专业就业形势下降的趋势，所以学院还将采取进

一步的、有针对性的方案来真正解决风能专业学生就业难

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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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广义上的风电机组齿轮箱包括增

速齿轮箱、偏航、变桨齿轮箱等，通

常在业内屡被提及的“齿轮箱”或“主

齿轮箱”，一般特指增速齿轮箱。由于

风电机组风轮转速低，无法达到发电

机发电所需转速，因此需要齿轮箱通

过增速作用来解决该问题。

目前风电机组技术路线主要为两

种，即双馈和直驱型风电机组。直驱

型采用永磁体发电机，由叶片驱动发

电机直接发电。双馈式则必须通过叶

片驱动增速齿轮箱，使转速由风轮转

速提升至每分钟 1200 转进行发电 [1]。

该技术较为成熟，约占整机市场规模

的 70% 左右。因此，作为双馈型风力

发电机组中的关键零部件，除塔筒、

叶片外，增速齿轮箱是占有整机制造

成本最高的部分。

风电机组齿轮箱市场调研分析
	赵靓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北京	100013)

摘  要 ：本文介绍了目前风电机组齿轮箱的市场情况。外资品牌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原因是整机厂商对齿轮箱产品可靠性考

虑。随着生产成本的增加和产品价格的进一步压低，产品可靠性成为齿轮箱生产企业降本增效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关键词 ：增速齿轮箱 ；齿轮箱 ；市场 ；质量 ；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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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Market of Wind Turbine Gearbox 
Zhao Liang

（Chinese Wind Energy Association，Beijing 100013，China）

Abstract: �e thesis introduced the market of wind turbine gearbox in China. For more consideration to reliability of wind turbine gearbox, 

foreign brand accounts for a high market share in the domestic market. Along with the increase in production costs and the decrease 

in product prices, product reliability become an unavoidable issue.
Keywords: accelerating gearbox; gearbox; market; quality; market

1	国内厂商市场情况
事实上，2009 年以前，增速齿

轮箱长期被视为制约我国风电发展的

关键零部件，其原因是风电机组的运

行周期长、运行环境恶劣，对制造厂

商的技术水平有较高要求。[2] 汽车制

造业是齿轮行业最大的需求来源，但

国内风电产业的迅猛发展，对齿轮零

部件的需求增大，一些传动设备厂甚

至整机制造企业开始增加对风电机组

齿轮箱的投入，但增速齿轮箱的设计、

技术和产能等方面的提高，并非一朝

一夕就能办到，因此近些年的增速齿

轮箱市场份额主要集中在几个传统传

动大厂和外资企业手中。

目前，南高齿在增速齿轮箱领域

仍保持着较大优势，2011 年 1 月获

得 150 台用于 3 兆瓦海上风电机组的

齿轮箱订单 ；2011 年 2 月获得某整机

企业的 1000 台用于匹配 1.67 兆瓦机

组的齿轮箱订单 ；2011 年 5 月，南

高齿在一次合作中又获得用于 1.5 兆

瓦风电机组的 1200 台增速齿轮箱订

单。现在的情况是，南高齿不但国内

市场占有率领先，且已有越来越多的

外国整机制造企业订购其产品，如

GE、Nordex、Repower、Alstom、

Suzlon 等。

此外，重齿研发出了用于匹配 5
兆瓦机组的齿轮箱，目前正处于型式

评估阶段。大连重工研发出用于匹配

6 兆瓦机组的齿轮箱产品，并在北京

国际风能大会受到广泛关注。太重集

团也推出了运用于 3.6 兆瓦风电机组

的增速齿轮箱，并批量出口美国。

2	国外品牌厂商情况
据一位市场占有率靠前的企业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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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透露，目前我国国产增速齿轮箱

发展，与整机的发展速度相比仍较为

被动。我国风电机组整机功率发展迅

速，为配合整机厂商的需求，齿轮箱

生产厂家由设计、科研到生产需要一

定的周期，而这个周期便使国产增速

齿轮箱的发展与国外已经经受了市场

考验的产品相比，显得比较滞后。

因此，除少数几个传统大厂，外

资企业在我国增速齿轮箱市场仍占有

一定优势，例如汉森传动便向华锐交

付了匹配 6 兆瓦风电机组的增速齿轮

箱。该公司通过不断投入，已使位于

中国的工厂具备了相当强大的装备和

检测能力。而卓仑机械在继续拓展增

速齿轮箱市场份额的基础上，还将目

光转移到直驱型风电机组零配件领域，

将齿轮箱和电机进行结合。另外，博

世力士乐通过具有专利权的扭矩分流

技术提高了齿轮箱的稳定性，参与了

某整机企业 5 兆瓦齿轮箱的联合研发，

制造出来的 7 兆瓦齿轮箱比同类产品

的重量减轻了 10 吨。

3	质量不容忽视
实际上，一些整机厂商选用外资

品牌齿轮箱的原因，也可归结为是对齿

轮箱产品可靠性的考虑。由于风电机组

安装在环境较为恶劣的地区，常年受到

来自各个方向和风速不均的风力冲击，

以及极端气候的考验，其可靠性比一

般机械要求更高。[3] 而且由于齿轮箱多

数被安装于地处交通不便地区的 60 米

以上的狭小空间内，一旦出现运行故

障，对其修复往往需要动用 200 吨级

别的履带吊车，该型吊车的租用费极为

高昂，致使齿轮箱绝对“伤不起”。[4] 例

如国外一家领头的整机制造商，因为自

产齿轮箱在运行过程中大批次地出现

了问题，最终被同行并购。

进入 2011 年后，我国政府着手

整顿风电的质量和并网问题，以便引

导风电行业的健康发展，使不少整机

企业出现停工停产、产品积压等问题，

回收尾款越发困难，从而影响了齿轮

箱产品的销量。另外，由于近些年风

电齿轮箱产业的不断发展，产品销售

均价有所下调，使不少齿轮箱企业“腹

背受敌”，销售收入有所下降。

因此，目前的齿轮箱产业整体情

况处于比较微妙的阶段 ：一方面齿轮

箱产品“伤不起”，企业需要不断提高

产品的可靠性 ；另一方面是来自上游

轴承、铸件企业和下游整机企业的价

格压力，使得企业发展空间越发有限。

未来我国的风电行业将由相对无

序进入有序平稳发展阶段，因此有专家

认为，在这样的时期，企业更需“自强”。

“目前我们还是抓质量，做好质量才有

更大的市场，并且蛋糕就那么一块，只

有以质量来赢取更多的客户。”重齿风

电市场部部长漆建告诉本刊记者。

虽然一些公司希望并在进一步参

与风电齿轮箱市场，且销售方式更灵活，

但齿轮箱这种关键零部件一旦出现问

题，普通企业会因赔付能力有限而产生

比较严重的售后问题。“所以风电齿轮

箱这块一定要找有维修资质的，这个行

业不是普通企业想做就做的。”漆建说。

要建立优秀的技术团队和“高级

蓝领”力量，不断提高内部硬件装备和

产品检测能力，建立完整、可靠的供应

链，通过内部管理，将工作不断精细化，

用技术和管控趋势线价格、利润和客户

的认可，进一步确保齿轮箱产品在 20
年使用中的高可靠和高效率。

事实上，有实力的齿轮箱制造企

业还是很“怀念”优质高价的时期。“由

于行业的急速发展，出现了鱼龙混杂

的情况，使价格不断走低。但我们要

坚守价格，低了不做。这是对品质负责，

对客户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我们

在不断地进行对国外先进技术的消化

和吸收，不断提高自身创造力，用创

造力产生效益。”一位企业经理此前表

示。“国家也在逐渐提高行业门槛，这

对好的企业来说是机会，这些企业有

了质的底线，就可以在竞争中不断发

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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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部分齿轮箱制造商产品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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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森传动 1500、2000、6000

博世力士乐 850、2000、3000、5000、7000

杭齿 600、800、1300、1500、2000、2500、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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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在全球日益提倡低碳、

环保、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我国新

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作为最

成熟，最具大规模开发潜力的清洁能

源之一，风电行业更是得到了长足的

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能源结构和

生产布局的优化。为鼓励和支持风电

行业的发展，我国出台了有针对性的

税收优惠政策，同时在通用税收政策

方面，风电行业也有其自身的特点。

本文对此试做简单分析。

1	企业所得税三免三减半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简称《企业所得税法》）第四章税收

优惠第二十七条规定，企业“从事国

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

经营的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

得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实施条例》（简称《实施条例》）第

八十七条对上述规定进一步明确，上

述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

目，是指《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

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港口码头、机

场、铁路、公路、城市公共交通、电

力、水利等项目。同时规定，企业从

事前款规定的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

础设施项目投资经营所得，从项目取

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

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

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首先，风力发电作为一种新能源

发电行业，属于《企业所得税法》及《实

施条例》规定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可

以享受三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但须及

时办理事前备案手续，避免不必要的税

收损失。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

〈税收减免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国税发 [2005]129 号）[1]、《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减免税管理问题的

通知》（国税发 [2008]111 号）[2]、《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管

理问题的补充通知》（国税函 [2009]255
号）[3] 以及企业所得税优惠管理相关政

策规定，企业所得税优惠分为审批管理

和备案管理两种情况，备案管理又分为

事前备案和事后备案，实行事前备案管

理的纳税人应向税务机关报送相关资

风力发电行业税收政策解读
赵凤华

（华能利津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山东	东营	257000）

摘  要 ：风电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国家一系列优惠政策的支持，就税收政策来说，涉及风电行业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优惠

政策相继出台，在其他税收政策方面，风电行业也有其自身特点。本文通过对相关的税收政策进行梳理分析，为

风电行业的税务管理和税务遵从提供参考。

关键词 ：风电 ；税收 ；解读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2）06-0052-05

Analysis on the Tax Policies of Wind Industry in China
Zhao Fenghua

（Huaneng Lijin Wind Power Generation Co.，Ltd，Dongying 257000，China）

Abstract: Wind industry pro�ts from a series of preferential policies in China, including tax policies such as the enterprise income tax and 

value-added tax, etc. �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se tax policies related, the thesis may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tax admimistration 

and compliance of wind industry. 
Keywords: wind energy; tax; analysis



 Industry | 产业

2012年第06期  53  

料，提请备案，经税务机关登记备案后

执行，否则不得享受税收优惠。同时，

对列入备案管理的企业所得税减免的范

围、方式，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企

业所得税管理部门）自行研究确定。企

业在项目投产前应及时与当地税务机关

联系，了解当地政策，按规定办理相关

备案手续。尽管各省规定略有差异，但

风电行业作为基础设施项目，一般是按

事前备案管理。

其次，享受税收优惠的起始年份

为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包

括试运行收入）所属的纳税年度。准

备年末投产的企业项目若在年末投产，

即第一笔试运收入发生在年末，则当

年就计入三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期，

而当年实际享受的免税额可能非常小，

相当于免税期减少一年，税收损失非

常大。企业应根据实际情况，权衡当

年投产产生的效益能否超过由此造成

的税收损失，如果不能，从税收角度讲，

则可将试运行推至次年年初进行。

最后，税收优惠是按项目划分，

而不是按企业划分。项目分期开发的风

电企业，可向税务机关申请各期项目分

别享受三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但应注

意分开核算各期项目收入成本，并合理

分摊期间费用，以备税务机关审查。

2	CDM收入税收政策[4]

2005 年正式生效的《京都议定书》

引入了清洁发展机制（简称 CDM）。

清洁发展机制是发达国家缔约方为实

现其温室气体减排义务与发展中国家

缔约方进行项目合作的机制，通过项

目合作，促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最终目标的实现，并协助发展

中国家缔约方实现可持续发展，协助

发达国家缔约方实现其量化限制和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

2.1 CDM 项目所得税优惠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

的《关于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及清

洁发展机制项目实施企业有关企业所

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9]30
号），明确了我国关于开展 CDM 项目

的所得税优惠政策，CDM 项目实施

企业上缴国家收入准予在税前全额扣

除。《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

（修订）（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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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财政部 2011 年第 11 号令）明确

了不同的 CDM 项目温室气体减排量

转让额在国家和实施企业间的分配比

例，风力发电项目属于该办法规定的

其他类型项目，国家收取温室气体减

排量转让交易额的 2%。财税 [2009]30
号文件第二条第一款规定，CDM 项目

实施企业按照上述比例上缴给国家的

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

除。

2.2 CDM 收入是否交纳增值税或

营业税

风 电 企 业 的 CDM 收 入 是 指

CERs（Certificated Emissions 
Reductions）收入，即核证的减排量

转让收入。《京都议定书》规定，二

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

物、氟化碳和六氟化硫这 6 种气体未

使用的排放指标经过一系列计算、验

证、申请、批准等程序后，可以在国

际市场上交易。由此可见，风电企业

的 CDM 收入实际上是“碳减排指标”

转让收入。下面我们从增值税和营业

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

例》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

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

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

缴纳增值税。首先十分明确的是转让

“碳减排指标”不属于提供加工、修理

修配劳务，那么是否属于货物呢，中

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第二条规定，条例第一条所称货物

是指有形动产，包括电力、热力、气

体在内。显然“碳减排指标”也不属

于有无形动产。所以 CDM 收入不应

交纳增值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

例》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提供本条例规定的劳务、转让无

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

为营业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

缴纳营业税。

首先，转让“碳减排指标”是否

属于提供营业税劳务？外国企业出资

购买中国风电企业经核证的碳减排量，

目的只是为了获得该项目所产生的温

室气体减排量指标，而并不是为了获

得中国风电企业从事该项目所提供的

劳务。即在 CDM 交易过程中，外国

企业并没有接受中国风电企业提供的

任何劳务，因而对中国企业向外国企

业转让“碳减排指标”收取的款项不

能按销售应税劳务征收营业税。

其次，转让“碳减排指标”是否

属于转让无形资产？根据营业税税目

注释，转让无形资产税目的征收范围

包括 ：转让土地使用权、转让商标权、

转让专利权、转让非专利技术、转让

著作权、转让商誉。转让“碳减排指标”

显然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

综上分析，风电企业的 CDM 收

入也不应交纳营业税。

3	增值税优惠政策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

策的通知》（财税 [2008]156 号）[5]，

销售利用风力生产的电力实现的增值

税实行即征即退 50% 的政策。风电

行业虽然前期投资成本很高，但后期

运维成本却相对较低，在建设阶段投

资的设备进项税额抵扣完以后，每年

的运行材料、维修材料、备品备件等

形成的进项税额占比非常小，如果没

有相关优惠政策，风电企业的后期

增值税税负将会非常高。因此财税

[2008]156 号文的出台，为风电企业

的发展解决了“后顾之忧”，提高了风

电企业投资的积极性。

享受该优惠政策时需要注意两

点，一是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一样，

企业应先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备案手

续 ；二是随增值税上交的城市维护建

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

不能随退回的增值税一起退还。根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营

业税消费税实行先征后返等办法有关

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政策的通知》（财

税 [2005]72 号）[6] 规定，对“三税”

实行先征后返、先征后退、即征即退

办法的，除另有规定外，对随“三税”

附征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一律不予退（返）还。

4	财政性资金税收政策

目前风电行业涉及的财政性资金

主要包括节能减排资金、可再生能源

发展专项资金、风电企业增值税即征

即退 50% 税款、中央管理企业基建贷

款财政贴息资金以及地方性新能源和

可再生能源项目财政贴息资金等。这

类财政性资金的税收政策如下 ：

4.1 不计入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财

政性资金、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

基金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

（财税 [2008]151 号）[7] 规定，企业取

得的各类财政性资金，除属于国家投

资和资金使用后要求归还本金的，均

应计入企业当年收入总额。 即国家投

资和资金使用后要求归还本金的财政

性资金，不计入收入总额，不需交纳

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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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风电项目申请取得的节能减

排资金是符合上述条件的财政性资金。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节能减排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财企 [2011]92 号）[8]，海上

风电作为重点行业节能技术、低碳技

术及循环经济领域关键技术示范应用

项目之一，包括在节能减排资金申报

项目范围之内，其节能减排资金的核

定标准为按不超过项目实际投资额的

20% 注入资本金。风电企业取得这类

资金作为国家投资处理，不需要交纳

企业所得税。

4.2 计入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

根据有关政策规定，计入收入总

额的财政性资金符合一定条件的可以

作为不征税收入，否则应正常交纳企

业所得税。

2011 年 9 月 7 日，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下发了《关于专项用途财

政性资金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

（财税 [2011]70 号）[9]，就企业取得专

项用途财政性资金的企业所得税处理

进行了明确。企业从县级以上各级人

民政府财政部门及其他部门取得的应

计入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可以作

为不征税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但要同时符合

以下条件 ：

（1）企业能够提供规定资金专项

用途的资金拨付文件 ；

（2）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

政府部门对该资金有专门的资金管理

办法或具体管理要求 ；

（3）企业对该资金以及以该资金

发生的支出单独进行核算。

根据上述政策，可以对风电行业

相关的财政性收入分别分析 ：

（1）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和

风电企业贷款贴息资金

2006 年 5 月 30 日，财政部印发

了《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

行办法》（财建 [2007]371 号）[10]，文

件对专项资金的使用方式、开支范围

以及考核与监督都做了明确规定。风

电企业贷款贴息包括中央财政贴息和

地方财政贴息，这类资金的政策文件

一般都是对贴息期限、贴息资金财务

处理及监督办法做出明确规定，如《财

政部关于印发 < 中央管理企业基本建

设贷款财政贴息资金管理办法 > 的通

知》（财企 [2010]25 号）[11] 规定，原

则上按项目建设期限进行贴息，除特

大型项目外，贴息一般不超过 5 年 ；

同时又规定项目单位收到财政贴息资

金后分以下情况处理 ：在建项目应做

冲减工程成本处理，收到款项时已办

理竣工决算手续的项目冲减财务费用

处理。只要企业对这类资金单独核算，

取得上述资金的拨付文件一般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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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因此应作为不征税收入。

（2）风电企业增值税即征即退

50%
该政策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

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08]156 号）

予以规定，但文件对退税款如何退还

和管理并无说明，因此除非主管税务

机关同意出具专门的资金拨付文件，

并对退税资金使用和管理做出专项说

明，增值税退税款应作为征税收入，

并入收到退税款的当年收入总额，正

常交纳企业所得税。当然如果收到退

税款当年处在免税或减税期的，应一

并享受税收减免优惠。

5	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扣注
意事项

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我国实

施增值税转型改革，由生产型转为消

费型，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或者自

制固定资产发生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

而购建不动产以及用于不动产在建工

程的购进货物，其进项税额则不准抵

扣。风电企业由于设备投资占项目总

投资比例较高，受益更多。

对风电企业来说，在确定固定资

产的进项税额抵扣范围时，有两方面

尤其值得注意。

（1）对建筑物、构筑物和地上附

着物要进行准确划分。《增值税暂行条

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对不动产和

不动产在建工程进行了界定，即“不

动产是指不能移动或者移动后会引起

性质、形状改变的财产，包括建筑

物、构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纳税

人新建、改建、扩建、修缮、装饰不

动产，均属于不动产在建工程。”但

在实务工作中，有些资产性质很难区

分，如风电企业的集电线路和输电线

路，虽然按固定资产中的设备类管理，

但其构建既涉及土建又涉及设备，在

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时，很容易混淆

其究竟是属于动产还是不动产。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固定

资产进项税额抵扣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9]113 号）[12]，对相关问题进行

了明确，《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第二十三条第二款所称建筑物，是指

供人们在其内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

的房屋或者场所，具体为《固定资产

分类与代码》（GB/T14885 － 1994）
中代码前两位为“02”的房屋 ；所称

构筑物，是指人们不在其内生产、生

活的人工建造物，具体为《固定资产

分类与代码》（GB/T14885 － 1994）
中代码前两位为“03”的构筑物 ；所

称其他土地附着物，是指矿产资源及

土地上生长的植物。

根据上述规定内容，前面所述的集

电线路和输电线路，不在固定资产分类

的代码 02、03 范围内，也不属于地上

附着物，应属于专用设备，代码为 28。
据此，企业在构建该类资产时，取得相

关增值税进项税额按规定就可以抵扣。

（2）并不是所有除建筑物、构筑

物及地上附着物以外的固定资产相关

进项税额均可以抵扣。财税 [2009]113
号文件为此也明确了“以建筑物或者

构筑物为载体的附属设备和配套设施，

无论在会计处理上是否单独记账与核

算，均应作为建筑物或者构筑物的组

成部分，其进项税额不得在销项税额

中抵扣。附属设备和配套设施是指 ：

给排水、采暖、卫生、通风、照明、

通信、煤气、消防、中央空调、电梯、

电气、智能化楼宇设备和配套设施。”

因此风电企业在建设过程中购进的上

述设备进项税额不能抵扣，为节约投

资，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购进该类

设备也可以开具普通发票，从而争取

价格方面的优惠。

在包括税收优惠等一系列政策支

持下，我国风电行业发展迅速，截至

2011 年年末，我国风电装机容量达

6236 万千瓦，成为世界第一风电大国。

在未来的竞争中，我国风电产业的健康

发展仍然需要税收政策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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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一直以来，德国都是欧洲最重要

的风能市场之一，德国的风力发电装

机容量约占全欧洲发电总装机容量的

30%，占全球的 12%。2011 年，德

国以新增装机 2086 兆瓦的成绩排在

全球第四位，2011 年的总装机容量

为 29060 兆瓦，仅次于中国和美国，

排名第三。[1] 按照德国政府规划，到

2025 年，风电将达到全国发电总量的

25%。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德国政府

将积极采取扶持措施，大力开发陆上

和海上风电项目，风电将是德国未来

能源结构中最重要的技术之一。

从各个方面来说，德国风电产业

的发展都呈现出一些明显趋势和特点。

1	总体特征

2011 年，德国各个联邦州在发

展风电上出现了两个值得一提的变化。

首先，在全国风电装机排名前 5 名的

名单中，首次出现了南方的州区，其中，

莱茵兰－普法尔兹州排在第 3 位（258
兆瓦），巴伐利亚州排在第 5 位（165

兆瓦）。另外，截至目前，联邦州在风

电利用上所具有的分散性特征已不复

存在。

其次，德国新安装的风电机组和

轮毂高度也出现了一些变化。近年来，

德国新安装的叶轮直径超过 90 米的风

电机组越来越多（图 1）。2011 年，这

一级别的机组份额占到了大约 36%。

相比前几年，增长数量最多的是叶轮

直径 100 米甚至更长的机组，这个比

例从大约 6% 上升到 14%，而叶轮直

径 80 米和低于 60 米的机组份额却减

少了。因此，德国风电机组的平均功

德国风电发展新趋势与投资分析
	苏晓娟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	北京	10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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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也从 2.057 兆瓦（2010 年）上升到

2.243 兆瓦，这一趋势也归因于规格在

2.2 兆瓦到 2.7 兆瓦之间的机组数量的

增加（这类机型在新增装机中的占比

已经达到 54%）。和 2010 年相比，3
兆瓦风电机组的份额也有所上升，这

主要是因为 2011 年有两款新机组安装

数量较多。除了叶轮直径和装机容量，

德国风电机组轮毂高度也发生了一些

变化。2011 年，几乎 60% 新增机组

的轮毂高度超过了 100 米（图 2）。

2	风电政策

2012 年，德国风电政策被广泛

认同，多个联邦州都已经或即将推行

新的风电法令、能源概念和发展计划。

另外，对风电使用、项目翻新和预期

海上风电的安装都有一些优先区域。

之前，德国政府“2050 新能源规

划”的出台，加大了政府对风电行业

的扶持力度，明确了一系列海上风电

扶持方案，其中包括德国复兴信贷银

行（KfW）所设的“海上风电计划”，

提供 50 亿欧元专项贷款额度，全力支

持德国海上风电项目的建设。[2]

2012 年新修订的《可再生能源法》

（EEG）更是有效提升了风能产业的利

润空间，推动风电市场强劲迅猛发展。

对于 2013 年 1 月 1 日前完成安装调试

并投入使用的风电场，《可再生能源法》

将依据其地理位置与参考资金收益率，

提供每千瓦时 8.93 欧分到 4.87 欧分的

为期 20 年的平均上网补贴电价。

此外，电场加装并网技术设施给

予陆上风电每千瓦时0.48欧分的补贴，

对风电设施扩容改造给予每千瓦时 0.5
欧分的补贴。之后政府将补贴每年下

调 1.5%。但是对于运营商来说，安装

调试完成后，以当时入网的补贴价格

为准，保证《可再生能源法》规定中

的条件，20 年不变。德国政府的上网

电价政策惠及各大海上风电场。

《可再生能源法》将保障海上风电

场项目投产后 20 年内拥有补贴，可以

选择两种不同模型。如果选择普通模

型，则在第一个 12 年里，得到每千瓦

时 15 欧分的上网电价 ；如果选择压缩

模型，则在前 8 年内得到每千瓦时 19
欧分的上网电价，投产 12 年或 8 年后

该补贴是否可延长，则根据地理位置

另行计算。一般风电场水下基础埋地

越深、离岸越远，政府通过高价购电

所给予补贴的时间也会越久。之后的

电价按每千瓦时 3.5 欧分计算。海上

风力发电的电价及资助补贴自 2018 年

（投产日期）起，每年按7%的比例递减，

但是对于新入网的运营商来说，以当

时的入网补贴价格为准，保持 20 年不

变。德国海上风电场的另一突出亮点

是要求输电系统供应商提供海上风电

并网连接。这样，海上风电场运营商

便可直接将风电电力连入主电网。[2]
图2		2011年所装风电机组轮毂高度不同等级份额

图1		2011年装机容量中不同叶轮直径机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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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陆地风能的发展，2012 年修订

的德国《可再生能源法》增加了两项

额外奖金，一是改扩建奖金，为每千

瓦时 0.5 欧分。对于扩容改造，被更

换的风电机组仅限于同一地区 2002 年

1 月 1 日之前开始使用的机组 ；新安

装的风电机组容量必须为被替换风电

机组的 2 倍以上。二是 SDL 奖金，为

每千瓦时 0.48 欧分。如果风电机组技

术出现电压与频率调整及其他并网技

术的改进，仅限于 2015 年 1 月 1 日

前安装的设备。[4]

3	扩容改造[5]

2011 年，德国风电机组的扩容改

造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在过去一年，

德国总共有 180 台风电机组退役并被

新机组替代，总装机容量为 127 兆瓦。

20 世纪 90 年代安装的、主要型号为

500/600 千瓦的机组都被现有的 2 兆

瓦～ 2.3 兆瓦机组替代。扩容改造工

程不仅局限在石勒苏益格 - 荷尔斯泰

因州（石荷州）和下萨克森州，北莱茵 -
威斯特法伦州（北威州）、萨克森 - 安
哈尔特州（萨安州）、黑森州和汉堡州

的扩容改造也在进行。除了大量的小

型项目，在 Ahlen, Stolhamm-Inte/
Butjadingen, Nusbaum 和 Borne 这

些城市 , 也有扩容改造工程 。除了此

次扩容改造中的新增装机容量，通过

这些扩容完成的净增长容量也是很有

意思的。从图 5 可以看出，扩容改造

在石荷州和北威州甚至已经占到了所

有新增装机容量的 27%（除汉堡仅安

装了一台机组）。在其他联邦州，扩

容改造工程中的新增装机容量也占了

10% 以上。这些数据主要是由德国

DEWI 根据研究和调查，加上机组制

造商所提供的信息而得出。最后，由

图3	《可再生能源法》2012年修订版：海上风电风能发电入网电价[4]	（德国
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图样）

图4	《可再生能源法》2012年修订版：陆上风电风能发
电入网电价[4]（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图样）

陆上风电 离岸风电

投产年份 2012 年 2012 年

初始上网电价
8.93

投产后前 5年及以上

15.0

投产后前 12 年及以

上

19.0

投产后前 8年

最终上网电价 4.87 3.5 3.5

“扩容改造”补贴 0.5 - -

“并网”补贴 0.48 - -

逐年递减率 1.5%
0%

2017 年后：7%

资料来源 :《可再生能源》（EEG）（2012 年修订版）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及核能安全部 2012 年报告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图样）。

表1   2012年风电上网电价（单位：欧分/千瓦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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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2 年新修订的《德国可再生能源

法》（EEG）实施，对于扩容改造也出

现了一些新的政策。就风电机组数量

而言，旧的风电机组将以 1:1 的比例

替代。根据新修订的可再生能源法案，

之前扩容的限度，也就是新增容量必

须不高于之前 5 倍的规定已不再有效。

这就是说，每一台旧的风电机组可以

由一台新的替代。这样，在某些情况下，

某个风电场替代的风电机组可能会产

	图5	各州新增装机总量中扩容所占份额

生两个不同的扩容改造工程，如这个

例子所示 ：如果在之前的风电场有 10
台机组，而扩容后只能容纳 6 台新的

风电机组，则其他 4 台机组的扩容补

贴可以转移到另外一个风电场之前未

被使用的场地上，当然这两个风电场

所在区域应该相同或相邻。根据《德

国可再生能源法》，这意味着将牵涉到

两个扩容工程，之前的旧风电场和新

风电场两个区域。当然，这也使本来

就困难的数据搜集和评估更加复杂了。

4	海上风电[2][5]

德国正加紧沿海港口的扩建工作，

以满足海上风电产业的发展需求。欧

盟、德国联邦政府以及私营企业已投入

巨额资金，在邻近海上风电设备区域打

造重载港口码头。目前，德国已开放多

个大型岸边储存区，可在港区直接预安

图6	欧洲单位海洋面积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分布（单位：百万千瓦）[6]（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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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基座与风力发电机组件。此区域沿

海港口将提供现场离岸物流解决方案，

促进出入境供应链优化管理。

德国离岸海港的基础设施既能满

足德国海上风能的需求，还可以作为

理想的海上风能中心，服务于欧洲北

部所有海上风电场。“欧洲智能能源计

划”框架下的《2011 年“海上电网”

研究报告》明确指出，欧洲北部全网

海上风电场装机容量到 2020 年将达

4200 万千瓦，到 2030 年将达 1.16 亿

千瓦。到 2030 年，主要海上风电市

场将集中于英国、德国、荷兰和瑞典。

该研究报告预计，仅北海和波罗的海

两处海域的潜在海上风电将达 1 亿千

瓦，成为欧洲北部海上风电开发的主

要海域。

在德国，沿北海海岸线分布着下

萨克森州、不来梅 / 不来梅港、汉堡

港以及石荷州的港口。同时，石荷州

与梅克伦堡 - 前波莫瑞州在波罗的海

海岸线上也拥有港口。而世界上最繁

忙的人工运河“基尔运河”横贯北海

与波罗的海，成为沟通北海与波罗的

海的重要水道。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让德国位于北海与波罗的海的沿海港

口雄踞未来北欧海上风电产业带的中

心节点。

截至 2011 年年底，德国海上风

能的已装机容量约为 215 兆瓦，目前

正在开发的海上风力发电场项目有 80
多个。北海和波罗的海是欧洲 2030 年

之前海上风能的主要开发地区。[2]

在海上风电场，“巴尔德一号

海 上 风 电 场 ”（BARD Offshore 1）
从 2010 年 3 月开始就已在建设之

中，2011 年已经有 12 台机组接入电

网，另外还安装了 6 台风电机组。因

此，去年年底，总共有 16 台风电机

组开始发电，另外还有 3 台已安装

好的机组尚未投入运营。据巴尔德的

消 息，2011 年 年 底， 计 划 中 80 多

台风电机组中多半的三角桩基被安

装，巴尔德一号海上风电场在 2013
前有望接入 400 兆瓦的容量到公共电

网。另外，2011 年 9 月，北海地区

Trianel“Borkum West II” 风 电 场

也已进入建设阶段。2012 年，北海地

区将有好几个风电场都将进入收官阶

段。在专属经济区内（EEZ），“Nordsee 

Ost”(295 兆 瓦 )、“DanTysk” 和

“Meerwind”( 各 288 兆 瓦 )， 以 及

“Global Tech I”(400 兆瓦 ) 的工程都

将开始，而且在海上风电场附近 12 海

里的区域，还将建“Riffgat”风电项

目（108 兆瓦）。当然，这些工程是否

会按规划完成还有待观察，因为有可

能出现类似并网方面的问题。

德国首个位于波罗的海的海上

风 电 场“ 波 罗 的 海 一 号 ”（EnBW 
Baltic1）也在 2011 年 5 月初正式并

网发电，总装机容量近 50 兆瓦，其

具体位置设在 Darss/Zingst 半岛以北

16 公里处。2012 年夏季，“波罗的海

二号”项目将开始进行建设，总容量

为 288 兆瓦。

5	投资建议[2]	[7]

从上面的分析而言，德国的风电

产业在未来几年有着很大的投资潜力。

该国已是欧洲风电发展最成熟的国家

之一，而且其与生俱来的各种传统优

势也让国外投资者在各方面得到很好

的保障。这既包括德国一流的教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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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极具竞争力的劳动力，也有坚实

稳妥的投资保障和良好的市场环境，

还包括其高度成熟的供应链、先进的

研发机构和设备制造。

另外，德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研

发扶持措施，其中包括研发补助、低

息贷款和特殊合作项目。所有投资者

无论国别均可无差别地申请这些补助。

在所有研究领域中，可降低生产成本

的研究项目备受关注。降低成本的方

式很多，其中包括：创新型“塔楼结构”

概念、选用新型高效可持续材料以及

生产过程自动化等。而海上风电研发

领域关注的焦点则集中于提高风电场

的可用性与可靠性，具体包括 ：在离

岸条件下优化多兆瓦级风电机组、改

进海上风电机组安装技术以及提高海

上施工技术等。

最后，德国也有一套完善的融资

与激励措施。在德国，投资项目可通

过多种渠道获得财政资助，如私有资

金来源或面向各投资来源国所有企业

的公共激励计划。这些渠道可满足不

同投资阶段各类经济活动的所有需求。

（1）早期阶段投资项目融资

新兴高科技创新企业完全依赖风

险投资（VC）等股权投资。投资者

可通过德国私募股权与风险投资协会

（BVK）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此外，

德国资本论坛等也致力于为新兴企业

与潜在风险投资合作伙伴建立直接联

系创造机会。发展银行（国家级和州

级国有银行）等公共机构和公共风险

投资企业也会针对这一发展阶段提供

合作伙伴项目。

（2）后期阶段投资项目融资

在德国，债务融资属于中央融资

来源，是对股权融资的首选补充。债

务融资可为现有公司持续提供现金流。

贷款可用于开展日常业务（流动资金

贷款）、填补资金缺口（过桥贷款）或

为长期投资项目进行融资（投资贷款）。

除了商业银行提供的融资渠道，投资者

还可申请德国公共补贴贷款计划。此类

计划主要面向中小企业，通常提供低息

贷款，获得贷款后的最初几年无需还

款。此类贷款有国有发展银行德国复兴

信贷银行和地区发展银行提供。

（3）面向投资项目投资激励措施

德国面向设立生产或服务设施的

投资者推出了多项公共资助计划。此

类计划为投资项目提供补充资金。最

重要的资助计划是以无需偿还的拨款

形式提供的现金激励，该拨款用于为

新建筑、设备或机械等与投资相关的

支出领域提供补充资金。在德国东部

地区，除投资拨款之外还提供投资补

贴。此类补贴通常以税项减免的形式

划拨，也可免税现金支付的形式提供。

与劳动力相关的激励措施和研发

项目资助

启动投资项目后，企业可获得更

多补贴用于增加劳动力或实施研发项

目。与劳动力相关的激励措施在减少

新企业的运营成本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德国提供的此类项目主要面向三大领

域：招募支持、培训支持以及工资补贴。

众多激励计划通过为研发项目提供资

金降低运营成本。此类计划覆盖地区、

国家及欧洲三级，完全独立于投资激

励措施。在国家层面，面向研发项目

的所有资金均用于实施“高科技战略”

以此推动研发尖端技术。各类研发项

目每年可获得大量预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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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风电场场址地质勘察技术问题的探讨
兰艇雁

（龙源（北京）风电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北京	100034）

摘   要：目前，风电场工程地质勘察的阶段不明确，深度不明确，导致在风电场可行性研究审查过程中出现对区域稳定性、

阶段划分、各阶段应完成的主要任务、达到目的的分歧。为此，本文提出了风电场工程地质勘察和审查的建议。

关键词 ：风电场 ；场址地质 ；勘察技术规定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2)06-0066-05

A Discussion on the Technology of Wind Site 
Geological Investigation

 Lan Tingyan
(Longyuan (Beijing) Wind Power Engineering Design & Consultancy Co., Ltd., Beijing 100034, China)

Abstract: The undefined phases and uncertain depth of wind site geological investigation have often led to disagreements on regional 

stability, phasing, the primary tasks for each phase and the objectives when the feasibility study report is subjected to review. �is 

paper gives some proposals for wind site ge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examination. 
Key words: wind farm; wind site geology; investigation technology speci�cation

0	引言

《风电场场址工程地质勘察技术

规定》（以下简称技术规定）颁布近

10 年来，对规范风电场场址的工程地

质勘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面对风电

装机容量的高速增长，对风电场勘察

工作质量要求也不断提高，由于风电

行业相关技术标准的推出，使得现行

“技术规定”的适用性受到制约，不同

行业的地质专家对技术规定有不同的

理解，同一个风电场经不同行业的专

家审查，会出现截然不同的审查意见；

不同行业的勘察队伍对不同阶段的勘

察重点理解不同，各阶段的工作量往

往较随意，深度也没有严格界定，各

阶段勘察报告内容基本雷同。尤其是

技术规定仅适应于预可行性研究阶段

的工程地质勘察，对规范快速发展的

风电行业有一定难度，所以技术规定

有必要进一步修改、补充和完善，增

加不同勘察阶段的规定。下面结合目

前风电场勘察中的技术问题，谈一些

探讨性意见。

1	风电场勘察现状

可行性研究阶段地质勘察不投入

实物工作量，业主委托有资质的地质

勘察单位，在搜集资料的基础上，经

现场踏勘后编写地质报告，立项审查

通过后，进入详勘阶段。

初步确定建筑物位置后，进入详

细勘察阶段，每个机位做2～3个钻孔，

详勘地质报告来补充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地质部分，主要供可行性研究立项

审查。

  风电场工程地质条件简单，借鉴

附近已有风电场建设地质资料，补充

可行性研究勘察报告供审查。通过后，

进行地质详勘。

个别地质勘察单位，详细勘察也

不按规范和任务书规定工作量进行勘

察，施工中出现地质问题时，补充勘

探或对应处理。当施工中发现新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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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加速度。

（2）区域构造稳定性评价应量化

一般活动断裂发震引起地震，地

震烈度大小决定对建筑物的破坏程度，

因此是否可以按地震设防烈度和地震

加速度定量区域稳定性。例如规定地

震烈度≤ 6 度为稳定性好 ；＞ 6 度≤ 7
度为稳定性较好 ；＞ 7 度≤ 8 度为稳定

性较差 ；＞ 8 度≤ 9 度为稳定性差 ；＞

9 度为不稳定。这样量化评价，容易

达成共识，减少争议便于操作。[1]

2.2 勘察阶段、深度工作量和方法

的争议

2.2.1 勘察阶段和深度的争议

技术规定原则规定了预可行性研

究阶段的勘察工作量和深度，其他阶

段勘察工作量和深度没有规定，立项

地质详勘资料不符的情况时，进行补

充勘察或现场讨论，提出处理措施。

2	可行性研究审查争议

2.1 对区域构造稳定性评价的分歧

风电场可行性研究工程地质部分

审查中，区域稳定性评价分歧较大，

比如某风电场先后由两位专家审查，

一位认为区域稳定性较差，另一位则

认为稳定性较好。两个专家意见相反。

建议 ：

（1）区域构造稳定性评价内容应

明确

区域构造主要搜集资料，简要说

明场区位于与区域构造（或活断层）

的相对位置，提出地震设防烈度和地

审查时勘察深度不好把握。有的地质

专家认为风电场勘察可行性研究阶段

就是详勘阶段，审查时要求把每个风

电机组的情况都做出评价，显然不合

理，如果因非地质原因工程建设不能

通过时，已经进行了详细勘察会造成

不必要的浪费。不同行业的地质专家

审查风电场勘察深度尺度也不同，比

如水利工程对水文地质的勘察是对建

筑物渗透稳定性的评价，有时为了得

到渗透系数等参数，费用就比较大，

而风电场则主要搞清水位以及变化幅

度用以评价地下水对地基的影响。没

有必要为了某些参数投入过大。建议： 
（1）明确合并勘察的适用范围

技术规定是否可以规定，通过地

质踏勘，认为简单场地、中等复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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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以及进行了详细勘察阶段的工程地

质条件类似的临近风电场可合并勘察

阶段，或者可行性研究阶段勘察只进

行野外踏勘，提出报告供可行性研究

专家审查。审查通过后，按要求深度

进行详细地质勘察。

（2）明确各阶段勘察深度

对于工程地质较复杂的场地，则

表1 风电场各阶段的勘察目的、要求和主要方法

勘察阶段 预可行性研究阶段 可研阶段 施工图阶段（详勘） 施工勘察

设计要求 满足确定场址方案 满足初步设计 满足施工图设计

满足施工中具体问

题的设计，随勘察

对象不同而不同

勘察目的

对区域稳定性进行评价，对拟

选场址的稳定性和适宜性做出

初步评价

初步查明场内岩土条

件，进一步评价场地

的稳定性

查明场地岩土条件，提出设计施

工所需参数，对设计施工和不良

地质作用防治等提出建议

解决施工过程中出

现的工程地质问题

主要工作方法
搜集分析已有资料，进行现场

地质踏勘。

调查、必要时做轻型

山地工作

根据不同勘察对象和要求确定，

一般以勘探和进行室内外测试、

试验为主

施工验槽，钻探和

原位测试

根据风电场的特点规定不同勘察阶段

和勘察深度。

预可行性研究阶段，地质勘察重

点搜集区域地质和地震资料，主要目

的是论证区域稳定性。重点了解区域

内引发地质灾害滑坡、泥石流的范围、

规模以及地质成因。                     
可行性研究勘察阶段，引用预可

行性研究主要结论，主要是论证场区

稳定性。与区域滑坡、泥石流的地质

条件类比，评价场区是否有发生与区

域地质灾害类似的地质条件 ；分析在

相应地震烈度下是否有潜在滑坡、泥

石流发生的可能并评价对工程的影响。

通过有经验的工程地质人员现场踏勘，

借鉴附近已经建成风电场资料，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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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类别、地震效应、地基等级 ；提

出不同岩土地基的承载力、变形指标、

物理力学性质指标等经验数据、对主

要存在的工程地质问题提出预防和处

理的方案建议。明确下阶段勘察重点，

论证场地的可行性和适宜性。

详细地质勘察阶段，引用可行性

研究阶段主要结论，主要是论证地基稳

定性。根据风机、升压站、进场公路、

出线线路的具体位置和工程地质条件做

出评价。通过野外试验和室内实验提出

各类建筑物地基承载力、压缩模量、压

缩系数、内摩擦角等重要参数，提出基

础形式、基础埋深、开挖边坡和工程地

质问题的处理建议。所附工程地质图件

的地质界限应实测，数据必须准确。[2]

施工地质勘察，应由详细地质勘

察的单位进行，当与前期勘察存在较

大差异，或出现新的工程地质问题时，

则要补充勘探，同时要规定地勘单位

必须参加验槽。

2.2.2  对勘察工作量的争议

技术规定对于预可行性研究地质

工作量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在可行性

研究审查中，容易被专家提出没有地

质图、没有钻探工作量、深度不够而

报告不被通过。风电场一般都有风电

机组、出线线路、进场公路、升压站

等不同建筑物，目前风电场的可行性

研究阶段地质勘察中，一般都不投入

实物工作量，本阶段地质工程师参加

由业主主持的道路、土建、风能资源

和电气工程师一起进行踏勘在实地进

行放样，确定各类建筑物的位置，地

质踏勘主要作用是建筑物回避可能发

生的地质灾害，尽量避开明显不良地

质作用发育地段，发现各个建筑物地

基可能出现的工程地质问题，经过搜

集资料和现场踏勘，确定建筑物的位

置，编写可行性地质报告供专家审查。

建议 ：可行性研究以上阶段的地

质勘查，不宜投入过多实物工作量，

必要时增加一些人工露头，主要以搜

集区域资料为主，要求有经验的地质

工程师深入现场进行踏勘，发现其可

能存在的主要工程地质问题，提出处

理建议。编写出可行性研究地质报告，

根据不同建筑物和不同地质问题编制

出针对性强的地质勘查大纲和任务书。

主要勘察工作量和勘察重点应放到详

勘阶段（表 1）。
2.3 对天然建筑材料、施工用水调

查和附图的争议

技术规定，根据需要对天然建筑

材料、施工用水进行调查。有专家认为，

施工用水和饮用水、天然建筑材料应

该调查清楚，在地质报告中提供调查

成果。也有专家认为，风电场都是分

散建筑物，所需天然建筑材料相对较

少，附近有现成的粗细骨料或商品混

凝土直接购买比开采经济的多。附近

有天然水库或河流，可供施工和饮用

水。这实际上已经不属于地质勘察的

内容。

报告附图应根据实际情况提供，

包括工程地质剖面、工程地质平面图、

工程地质图。有专家提出，对于平原

单一地层或山区植被良好，露头很少

的风电场，在可行性研究阶段是否还

有必要的问题。建议 ：

（1）明确天然建筑材料、施工用

水地质调查的适用条件

对天然建筑材料和施工用水应规

定在什么情况下进行调查，例如在附

近没有开发料场和没有商品混凝土的

情况下，应进行天然料场的调查。调

查深度和适应规范应明确。

（2）工程地质附图

目前开发的陆上风电场主要是两

种，一种是剥蚀山区，大部分植被覆盖，

天然露头很少，能够反映工程地质条

件的工程地质测绘难度很大，另外一

种是第四纪覆盖层较厚河流相和近海

相地层，地质测绘工程意义不大，可

行性研究阶段应通过现场天然露头或

少量轻型山地工作，编制出与工程密

切相关的地层综合柱状图，提供各地

层的力学强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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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可行性研究报告对工程地质评

价的分歧

在风电场的可行性研究勘察阶段，

应能够发现主要工程地质问题，并且

在报告中表达出来，然而可行性研究

报告中，由于担心风电场的可行性和

适宜性，有时有意回避一些不良地质

问题，如某风电场审查中，地质报告

中真实反映了区域内存在滑坡、泥石

流、崩塌等不良地质作用，提出了风

电场潜在的工程地质问题有岩溶、断

层和风化差异造成地基不均匀沉降问

题，个别场地地形狭窄不能满足施工

的问题并有抗滑稳定的问题。审查中

专家质疑如此场地，风电场是否可行，

报告进行了重新编写才得以通过。

风电场建设以来，没有因为地质

条件不能满足要求而放弃建设。地质

条件适宜风电场的建设并不等于工程

地质问题不存在，对于较复杂的风电

场场地可以通过可行性研究发现存在

的关键性地质问题，规避处理难度和

费用大的滑坡、泥石流和强卸荷带。

风电场属于分散性建筑物，风电机组、

升压站，进场公路和出线线路，完全

有可能出现较多的工程地质问题，即

便是抗滑稳定的问题，挪动机位问题

就可能解决，其他问题也可以通过常

规的工程措施就得以解决。地质问题

的提出是需要详细勘察阶段重点关注，

施工中注意防范和避开。它不同于大

型水利工程的坝址选择，如果存在抗

滑稳定问题，渗透稳定问题，那么这

个坝址的可行性就应慎重考虑，如果

坝基（坝肩）有不利于稳定的软弱夹层，

即使是 2mm 厚的连续稳定的泥化夹

层，坝址都可能被否定。而风电场只

要对存在的地质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

处理，并不影响风电场整体稳定性和

适宜性评价。[3]

为了规范不同行业地质专家对技

术规定的理解和不同行业工程地质评

价的差异，建议明确风电场工程地质

评价中对区域稳定、场地稳定、地基

稳定评价的具体内容。比如区域稳定

性评价主要是通过区域构造、地震烈

度进行评价 ；场地稳定性主要论述场

地类别、地震效应、构造影响 ；地基

稳定性主要论述地基等级、基础类型、

持力层位置、基础埋深、抗滑稳定、

力学参数和开挖边坡等。

3	结语

《风电场场址工程地质勘察技术

规定》颁布以来，对加强风电场场址

工程地质勘察技术管理，统一和规范

工程地质勘察内容、工作方法和技术

要求，提高勘察成果质量起到了积极

作用，根据风电场建筑物分散的特点，

结合目前风电场勘察和审查不规范和

面临海上风电将要大规模开发的现状，

技术规定应充分征求意见，总结风电

场工程地质勘察成功和不足的经验，

做一些补充完善，或者参照《岩土工

程勘察规范》关于道路、线路、工民

建和高耸建筑物等的勘察要求编制适

合风电场工程地质勘察规范 [4]，必要

时做出一些强制性规定，以达到统一

风电场勘察阶段、勘察深度和勘察内

容，统一勘察审查依据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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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储能系统已被视为电力生产过程

中“采－发－输－配－用－储”六大

环节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系统中

引入储能环节后，不仅可以有效地进

行需求侧管理，削峰平谷，平滑负荷

功率，还可以更有效的提高电力设备

利用率，降低供电成本，同时还可以

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大量应用，尤其是

解决类似于风力发电这样的具有波动

性的新能源并网问题。除此以外，储

能系统的应用还可以提高电力系统运

行的稳定性和经济性，参与系统调峰

调频，配合电力系统统一调度。

1	设计思路

储能系统主要由变电站系统、能

量转换系统（PCS）、储能电池系统和

储能管理系统（SEMS）四部分组成 ：

1.1 风电场储能变电站系统

风电场储能变电站系统是储能系

统的接入点，可以实现并网后交流输

入、输出、效率等方面的在线统计，

本系统从机组箱变升压变 690V 低压

侧接入。

1.2 能量转换系统（PCS）

能量转换系统是实现直流储能

电池与交流电网之间双向能量传递，

风电场储能系统技术研究
李远

（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上海	200434）

摘  要 ：本文主要介绍风电场储能系统组成部分及工作原理。根据在实时数字仿真系统 RTDS 环境下搭建的系统模型，研究

投入储能系统前后，风电场有功功率间歇性波动和电压波动对电网的影响对比，为解决风力发电等新能源并网问

题提供借鉴。

关键词 ：储能 ；电池 ；变换器 ；仿真模型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2)06-0072-04

A Technical Analysis of Wind Energy Storage System
Li Yuan

(Shanghai Investigation, Design & Research Institute, Shanghai 200434, China)

Abstract: �e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components and working principle of wind farm energy storage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system 

model building in the real-time digital simulation system (RTDS), it researches the influence of intermittent active power 

�uctuations and voltage �uctuations of a wind farm on power grid. It puts forward the way and metho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wind power grid integration.
Keywords: Energy storage; Battery; Convertor; Simulation model

图1	百千瓦级储能系统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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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储能电池接入电力系统的关键设

备。PCS 既要与电池组接口完成充

放电管理，又要与电网接口实现并网

功能。在大规模储能电站中，并网只

是对 PCS 的基本要求，PCS 的更重

要任务是要与电网配合实现诸如削峰

填谷，调频调峰，动态无功支持以及

改善电能质量等多种系统级高级应用

功能。

1.2.1 能量转换系统的结构原理

如图所示，能量转换系统（PCS）
主要由三相并网变换器、交流侧 LCL
滤波器、4 组升降压 DC/DC 变换器、

直流侧 LC 滤波器以及储能电池单元

组成。

其中，三相并网变换器结构简单，

可实现四象限运行，具有维持直流母

线电压恒定以及调节网侧功率因数的

作用。由于采用 dq 坐标下的解耦控制

方法，实现了有功和无功的解耦控制，

可向电网提供一定的无功补偿。

DC/DC 斩波模块并联连接在直流

母线上，协调每组电池单元的充放电。

通过对电池单元的投切可轻松实现系

统储能容量的增减。

储能系统进行工作前，首先通过

预充电回路对母线支撑电容进行预充

电，从而抑制储能系统对电池和电网

的冲击。当储能系统充电时，并网变

换器工作在整流状态，DC/DC 斩波模

块形成 Buck 降压充电回路。当储能

系统放电时，并网变换器工作在逆变

状态，DC/DC 斩波模块形成 Boost 升
压放电回路。当储能系统处于待机状

态时，并网变换器还可以根据电网需

要发送一定量的容性或感性无功。

1.2.2 控制系统

如图 3 所示，控制系统选用 DSP
作为核心控制器，包含信号检测、脉

冲驱动、故障保护、上位机通讯等功能。

+电网

LCL滤波 PWM整流

DC/DC
斩波

模块

储能电池组

图2	储能系统主电路原理图

DSP控制器

三相半桥

变换器

DC/DC
变换器

LCL
滤波器

电网

16位
A/D

PWM
脉冲驱动

电池组

斩波

脉冲驱动

上位机

触摸屏
控制系统

BMS

图3	基于DSP的控制系统原理图

控制系统检测的电量包括有网侧

电压、变换器侧电流、电池电压以及

电池充放电电流等等，通过 16 位模

/ 数转换芯片送入 DSP，用于实现控

制算法以及系统过压过流等故障判

断。脉冲驱动模块根据 DSP 的控制

指令分别向三相变换器以及 DC/DC
变换器发送驱动脉冲，同时接收变换

器的故障反馈信号。DSP 综合判断

系统当前状态，响应各类系统故障。

控制系统包含多种类型通讯接口，如

CAN、RS485、光纤等，可实现与

上位机、BMS 以及风机主控系统的

数据交互。

控制系统可实现以下保护功能 ：

电网过压保护功能：当网侧电压

超出允许范围时，将储能系统停机切出。

功率器件保护功能 ：包括过压、

过流与过温保护。

电池保护功能 ：包括充放电电流

过流、电池过温保护。

1.3 储能电池系统

担任着能量存储的任务，其本身

除了包含串并联组成的电池模块以外，

还需具备用于监控保护电池模块状态

的电池管理系统（BMS）。电池管理

系统能监视电池单体的电压、电流、

容量状态，及时发现充电异常的电池

单体，并完成电池保护动作。本方案

采用钠硫电池作为储能单元。

1.3.1 钠硫电池

钠硫电池是以 Na_beta_ 氧化铝



风电场 | Wind Farm

74  风能 Wind Energy 

图4	配置储能装置的风电场仿真模型

图5	功率波动后储能系统输出有功功率平滑输出功率

为电解质和隔膜，并分别以金属钠和

多硫化钠为负极和正极的电池。正因

为钠硫电池采用的材料特殊，所以理

论上它能连续充电近两万次，且不需

要维护，不排放有害物质，也无二次

污染问题。钠硫电池是靠电子转移而

再生能量，所以它的充电时间短，放

电时间长。钠硫电池经热反应后所产

生的理论能量密度为 786Wh/kg，实

际能量密度为 300Wh/kg。这大约是

铅酸电池的十倍，镍镉电池的四倍，

锂电池的三倍。[1][2]

1.3.2 电池管理系统 BMS
电池模块配备电池管理系统

（BMS），BMS 电池测试控制系统主

要用于电池储能过程中电池电压、电

流、温度以及绝缘电阻等参数的测量、

记录，并参与控制储能充放电过程 ；

对储能过程中的电池状态进行监控，

为衡量电池质量提供依据，对异常状

况进行报警等处理。

1.4 储能管理系统（SEMS）

可以实现电池，模块与并网运行

的实时监控，储能系统的实时状态纳

入风电场主控系统，SCADA信息系统。

能量转换系统与储能管理系统协调控

制，实现储能系统与电网互动的高级

功能，随时响应自动发电控制（AGC），

自动电压控制（AVC）等系统指令，

参与系统调度。

2	仿真实验

为验证储能系统在风电机组并

网中发挥的作用，根据上海崇明前卫

风储示范项目在实时数字仿真系统

RTDS 环境下搭建了系统模型，系统

仿真模型涉及风电场主要构成部分，

包括风电机组，变流器系统，主控系

统和储能系统。仿真模型中，风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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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加装400kW储能系统后的电压波形

图7	加装200kW储能系统后的电压波形

图6	不加储能系统的电压跌落

组通过变压器升压后与系统并网，储

能系统并联在一组风机的升压变压器

低压侧。[3] 风电机组变流器组容量为

2MW，储能系统容量为 200kW。系

统整体仿真模型如下 :
图 5 是模拟的风速下降情况下，

风电机组有功功率下降 10% 左右储能

系统根据检测到的输出功率降低情况

迅速做出反应，向电网放电输出有功，

弥补由于风速变化造成的功率波动，

维持电网侧输出功率基本恒定。

电力系统电压处于时刻变化之中，

储能系统通过发出或者吸收无功电流

可以实现风电机组（风电场）无功就

地平衡，维持电压稳定，降低网损，

提高风电设备利用率。图 6 表示如果

不加储能系统，风电场受到扰动后电

压波形，安装储能系统后，储能系统

检测到的电压降落，最大限度地发出

无功电流支撑系统电压，提高电网的

抗干扰能力（如图 7 所示）。

由于本示范项目采用的储能系统

容量较小，如需在更大的电压跌落范

围内维持电压稳定，需加大安装容量。

图 8 是仿真采用 400kW 的储能系统

的后电压波形情况，可见随着储能系

统容量的加大，储能系统对电压支撑

作用明显。

3	结论

根据以上论述，利用储能装置来

平衡间歇性负荷波动对电网的影响，

是解决集中式新能源发电并网问题的

根本途径。如配置风电机组装机容量

20% 的储能，则能保证 85% 以上情

况下机组发电的平滑输出，有效减轻

电网调峰调频和无功控制的压力，此

外还可节约至少 20% 的输电、变电容

量的配置，提高资产利用率。合适的

储能系统能实现电网与风电场的双赢。

在电力市场环境下，风电的竞争力较

差，采用储能系统配合风电机组运行，

能够实现风电效益最大化。

参考文献

[1] 温兆银 . 钠硫电池及其储能应用 [J]. 上海节 , 

2007(2):11-14.

[2] 袁志强 , 张征 , 祝达康 . 钠硫电池储能系统在上

海电网的应用研究 [J]. 供用电 , 2010(3):06-09. 

[3] 胡春雨 , 陈强 , 李武峰 , 余英 . 大容量电池储

能技术在风电中的应用 // 第十三届中国科协

年会第 15 分会场—大规模储能技术的发展

与应用研讨会论文集 .

收稿日期：2012-05-24。

作者简介：

李远（1979 年 -），男，本科，电气工程专业，

工程师，主要从事风电场电气一次设计工作。



技术 | Technology

76  风能 Wind Energy 

0	引言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传统化石能源的日趋枯竭，包

括风能在内的可再生能源凭借建设周期短、装机规模灵

活、不消耗燃料、无污染等优点逐渐被人们所关注。风力

机的效率由桨叶决定，翼型作为桨叶的基本要素，其性能

好坏直接影响桨叶的气动性能。当前，影响翼型气动性能

的因素主要有 ：翼型的弯度、表面粗糙度、厚度、扭角等。

Gurney 襟翼由于简单、经济的优点，加装 Gurney 襟翼成

为提高翼型气动性能的重要因素，而 Gurney 襟翼的高度

以及宽度会对翼型气动性能产生很大影响。

目前，国内外对于 Gurney 襟翼的研究，大多有风洞

试验 [1-3] 和数值计算 [4-6] 两种方法，其研究内容多集中于对

Gurney 襟翼的高度、角度、安装位置进行探讨，并认为

Gurney 襟翼的高度、角度、安装位置对翼型的升力、升阻

比均会有所影响。值得提出的是，上述研究尽管对襟翼设

计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却没有对此进行最优设计。对于

襟翼宽度，公开文献更是鲜有论述。

本文通过分析，建立 Gurney 高度和宽度的解析式，

    基于Isight平台对翼型Gurney襟翼的
优化设计＊

王臣，余莉，程涵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宇航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6）

摘  要 ：为了获得风力机襟翼的优化结构，本文采用多学科设计优化框架软件 ISIGHT、CFD 软件 Fluent 以及遗传算法，

针对加装襟翼式结构的气动性能进行了优化设计。软件集成了襟翼的参数化表达、网格划分、流场分析、结构优

化设计四个模块，实现了多学科领域的精确分析和整个优化循环过程的自动化运行。优化结果表明 ：Gurney 襟翼

的设计高度为弦长的 2%、设计宽度为弦长 0.2% 将得到最大的升阻比，上述研究结果和实验结果一致。本文的研

究方法可为襟翼及其他气动外形优化设计提供参考。   

关键词 ：遗传算法 ；气动优化 ；Gurney 襟翼 ；Isight 平台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2)06-0076-03

  Optimization Design of the Gurney Flap of the Airfoil 
Based on Isight 
Wang Chen, Yu Li, Cheng Han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stronautics, Nanjing 210016,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obtain the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of the flaps of wind turbine ,to establish the airfoil model with Gurney flap, 

optimization the 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urney �ap design,based on multidisciplinary design optimization framework 

Isight,CFD so�ware,and genetic optimization algorithm .�e so�ware integrates four modules about the �aps,such as parameter 

expression, mesheration, �ow �eld analysis,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design,and achieves precise analysis of the multi-disciplinary 

�eld and automated operation of the entire optimization cycle. �e conclusions suggest that the Gurney �ap with 2% of the chord 

length and 0.2% of the chord length will get the biggest li�-drag ratio. At last,the research methods can be referenced by others .
Key words: genetic algorithm; aerodynamic optimization; Gurney flap; Isight framework

＊基金项目：国家 973 项目 - 大型风力机气动特性研究（项目编号 2007CB714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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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翼型参数化方法（如解析函数迭加法）并不适应用于

翼型局部优化的问题，利用 Isight 平台，在 8 核、16G 内

存的曙光服务器上，将自编程序、CFD 流场计算软件进行

集成，实现了 Gurney 襟翼高度、宽度的优化设计和优化

流程的自动运行。

1	Gurney襟翼参数化表达
优化设计中，选择恰当的气动外形的参数化表达是进

行优化的先决条件。一般情况下，翼型大多采用多项式拟

合或解析函数线性叠加等多种方法来表示。本文结合实际，

最终提出以下表达式 ：

Gurney 襟翼高度表达式（宽度一定）：

                   （1）  
Gurney 襟翼宽度表达式（高度一定）：

                   （2）
上两式中，翼型前缘为坐标原点。常数－ 0.005和 0.998

分别为 Gurney 襟翼高度参考点纵坐标及襟翼宽度初始位

置的横坐标 ； 1k 、 2k 为设计变量。 

2	流场气动分析
2.1 流场模型

本文对加装襟翼式结构进行研究，流场网格采用结构

化C型网格，利用Gambit软件对加装襟翼进行网格划分（图

1）。其中，Gurney 襟翼附近局部网格如图 2 所示，网格数

量为 5 万个。

由于风力机翼型的切向速度范围为 45m/s ～ 68m/s，
雷诺数范围是 0.7×106 ～ 10×106，属于低雷诺数绕流问

题，因此基本控制方程为不可压缩 N － S 方程，湍流模型

为了验证本方法的正确性，采用 NACA0015 作为验

证模型，取襟翼高度为弦长 2%，

计算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1 数值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对比

气动特性 升力系数 cl 阻力系数 cd 升阻比 cl/cd

实验结果 0.58101 0.0196539 29.562

数值结果 0.59312382 0.033699522 17.60036299

从表 1 可以看出，升力系数与实验结果的误差为 2.1%，

阻力系数误差则较大，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 Fluent 软件

对阻力系数的计算不够精确造成的。

3	优化流程
本文优化计算流程如图 3 所示，采用的优化算法为

Isight 自带的多岛遗传算法。遗传算法（GA）是一种模拟

生物界自然进化过程搜索最优解的算法，它所特有的由选

择、交叉、变异等操作构成的机制使得优化具有很强的鲁

棒性。

多岛遗传算法除了具有一般遗传算法的特点外，还能

够维持种群的多样性，抑制早熟现象，更好的在优化设计

中寻找全局最优解。

图3	优化计算流程图	

本文在 Isight 平台下集成以下四个模块（图 3）： （1）
翼型生成程序模块，利用 VC++ 编写翼型以及襟翼关键点

的生成程序，可变系数作为设计变量写入输入文件，将程

序生成的翼型关键点写入输出文件 ；（2）翼型网格自动划

分模块，将（1）模块中的输出文件作为翼型划分网格的输

入文件，该模块生成的翼型网格文件 .msh 文件作为输出文

件 ；（3）翼型气动性能自动计算模块，将（2）模块中输出

文件作为该模块的气动性能计算的输入文件，该模块生成

的升力、阻力系数写入输出文件。（4）Isight 遗传算法优

图1		翼型网格图						图2	Gurney襟翼局部网格图

选择 RNG k －ε 两方程模型。对上述模型进行二阶迎风

格式离散，经验常数取默认值。其中来流速度为速度入口

边界条件，自由出流为出口边界条件，壁面为无滑移边界

条件。

2.2 算例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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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模块，根据来自模块（3）中输出每代种群个体的升力、

阻力、升阻比系数，利用多岛遗传算法运算后生成新一代

的种群个体。根据新的种群个体，重复（1）～（4）步骤，

直至实现整个优化代数的计算。

在上述四个计算模块中，（2）～（3）会产生巨大计算

消耗，其中 Fluent 流场计算模块中所耗费的计算自然最多，

为此本文采用二维翼型进行优化设计 ；同时，整个优化流

程在 8 核、16G 内存的曙光服务器上进行计算。

4	优化算例
本论文采用 NACA0015 低速翼型作为初始翼型，以

获取最大的升阻比作为优化设计的目标。

采用无穷远处来流速度 v=35m/s 作为进口边界条件，

自由出流为出口边界条件，来流攻角 3°，计算网格采用结

构化 C 型网格。

对 Gurney 襟翼进行优化设计时，初始外形 ：Gurney
襟翼的宽度为弦长的 0.5%，高度为弦长的 1% 。再根据优

化结果，将优化后的高度作为固定值，然后对 Gurney 襟

翼的宽度进行优化设计。

多岛遗传算法参数选择为，子种群体规模 ：5，子种群

体个数：10，进化代数：15，复制概率：0.8，杂交概率：0.8，
变异概率 ：0.01，迁移率 ：0.3，迁移间隔 ：4。  

表2 优化气动数据表

襟翼状态 Cl Cd Cl/Cd

襟翼优化前 0.39813183 0.02657976 14.9798

襟翼优化后 0.59312382 0.033699522 17.60036

表 2 可以看出，对 Gurney 襟翼高、宽度进行优化设

计后，升力提高了 48.97%，升阻比提高了 17.49%。

从图 4 可以看出，升力随着高度的增加会大幅度提升，

升阻比在高度到达弦长 2% 的时候达到最大，随着高度的继

续增加，升阻比会降低。

图 5 可以看出，在基于高度优化的基础之上，选取了

最佳高度，优化后发现，当宽度为 0.2% 弦长的时候，升

阻比是最大的，随着宽度的增加，升阻比会逐渐降低，究

其原因，应该是随着宽度的增加，其翼型的弯度有所减小，

从而造成升阻比的降低。

5	结论
本文基于 Isight 平台，通过自编程序，建立 Guney

襟翼高度、宽度的表达式以及 CFD 软件进行集成，实现了

整个优化循环过程的自动化运行，并解决了基于几何参数

法不适用与翼型局部参数化的问题。 对前人未曾研究过的

Gurney 襟翼的宽度进行了气动性能研究以及优化设计。通

过与实验对照以及文献的对比，证明此方法是可靠且有效

的，可以为襟翼及气体气动外形优化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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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引起风电机组火灾事故的原因是复杂的，为此，华翼

风电叶片研究开发有限公司和石家庄市油漆厂组成了课题

攻关组，共同研究开发叶片表面阻燃涂层材料，初步确定

在叶片的特殊部位进行应用。

风电机组容易发生火灾部位包括 ：机舱中的润滑散热

系统、齿轮箱、刹车系统、机舱底座、传输电缆、控制柜

等部位 ；叶轮中的叶片、整流罩、轮毂、叶片调节电机与

控制系统。[1] 整个机舱布置密集空间窄小，火灾危险性最高，

如果发生火灾，对叶片根部直接产生威胁另外，雷击对叶

尖和接闪器也将产生直接危害。因此，如何对叶片的特殊

部位加以保护是本课题研究的目的所在。

风电机组叶片表面阻燃涂层材料的研制
杨惠凡1，2，曹瑞芳1，2，田影1，2，张鹏3，赵庆军3，姚海龙3

（1.	保定华翼风电叶片研究开发有限公司，河北	保定	071000；

2.	河北省风电叶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河北	石家庄	050000；3.	石家庄市油漆厂，河北	石家庄	050051）

摘  要 ：当风电机组叶片所处的工作环境中发生火灾事故时，涂在叶片表面的阻燃涂层可阻止火源将燃烧传递至叶片，或

减缓叶片燃烧的趋势。本项研究是在现有风电机组叶片的原有结构特殊部位的基础上增加阻燃涂层，将火源与叶

片隔离，有效防止叶片延续燃烧现象，达到延长叶片使用寿命为目的。

关键词 ：风电机组叶片 ；阻燃涂层 ；防火机理 ；耐火时间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2)06-0080-03

The Development on Fire-retardant Coating Material of 
Wind Turbine Blade

Yang Huifan1,2,Cao Ruifang1,2,Tian Ying1,2 ,Zhang Peng3 ,Zhao Qingjun3,Yao Hailong3

(1. Baoding HuaYi Wind Turbine Blade R ＆ D Co.,Ltd., Baoding 071000, China;

2. Hebei Wind Turbine Blade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Shijiazhuang 050000, China; 

3. Shijiazhuang Paint Factory, Shijiazhuang 050051, China)

Abstract: �is paper takes the wind turbine blade surface �re-retardant coating material as the research object. When �re accident happens 

during turbine blade in operation, the �re-retardant coating can prevent the blade from being burnt, or can slow down the burning 

trend. In this research, the fire-retardant coating is added on the special parts of the wind turbine blade based on its original 

structure in order to isolate the blade from the �re sources. As a result, the wind turbine blade can be e�ectively prevented from 

burning and its service life can be prolonged.
Key Words: wind turbine blade; fire-retardant coating; fireproofing mechanism; fire-retarding period

风电叶片主要由高分子聚合物、纤维、夹层材料组成，

具有可燃易燃的特性。叶片直接与轮毂相连，叶片根部内

外表面设计涂刷阻燃涂层，当叶片所处的工作环境中发生

火灾事故时，位于叶片表面的阻燃涂层阻止火源将燃烧传

递至叶片，能够直接保护叶片，防止叶片延续燃烧。 

1	风电叶片表面阻燃涂层的防火原理

叶片表面阻燃涂层就是将阻燃涂料涂覆于叶片表面形

成的涂层，遇火受热膨胀形成隔热层以达到防火阻燃的目

的。其具有降低叶片表面的可燃性、阻滞火灾迅速蔓延等

作用。

阻燃涂层通常分为非膨胀性和膨胀性。非膨胀性阻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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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层是依靠其自身的难燃或不燃性，在遇火或强热时自身

释放出不燃性气体并形成釉状的无机保护层，隔绝氧气，

以达到保护的目的。但由于其热导率较高，隔热性能较差，

对叶片基材防火阻燃的保护性能有限。

膨胀性阻燃涂层在遇火或强热时受热熔融并释放出不

燃性气体，在叶片表面形成具有良好隔热性能的致密且均

匀的蜂窝状炭化泡沫层，可有效的保护叶片基材。通过热

传导公式（1）：

Q=S · λ · ΔT/ΔL                         （1）
式中，Q 为传热量 ；S 为炭化层的面积 ；λ 为炭化层

的热传导率 ；ΔT 为炭化层表面与叶片基材的温度差 ；ΔL
为炭化层的膨胀厚度。[2]

由式（1）可知，当 ΔT 一定时，叶片表面的阻燃涂

层遇火膨胀，其热电导率 λ 随之下降 ；炭化层厚度 ΔL 随

之增加 ；阻燃涂层的传热量 Q 必然减少。从而起到隔热防

火阻燃的效果。

2	实验部分

2.1 实验原材料

树脂基料 ；复配阻燃剂〔包括 ：微胶囊化聚磷酸铵

（MCAPP）；双季戊四醇（DPER）；三聚氰胺（MEL）〕；颜料：

〔包括 ：玻璃微珠 ；膨胀石墨 ；硫酸钡〕； 助剂 ；填料和固

化剂等。

2.2 配方设计

表1 叶片阻燃涂料的配方组成

原料 规格 wt%

甲组分

树脂 羟基丙烯酸树脂 进口 20～ 30

颜料 颜料 进口 10～ 20

阻燃剂

微胶囊化聚磷酸铵 国产 20～ 25

双季戊四醇 国产 10～ 15

三聚氰胺 国产 10～ 15

填料

玻璃微珠 国产 10～ 15

膨胀石墨 国产 5～ 10

硫酸钡 国产 5～ 10

助剂

分散剂 进口 0～ 1

消泡剂 进口 0～ 1

流平剂 进口 0～ 1

光吸收剂 进口 0～ 1

光稳定剂 进口 0～ 1

催干剂 进口 0～ 1

溶剂 溶剂 工业级 0～ 10

乙组分 固化剂 N-3390 Bayer 定量

3	结果分析

3.1 树脂的选择

树脂基料是阻燃涂料中的重要部分，它对涂料的机械

性能、保护性能起主要作用，同时对体系的膨胀与否有决

定性影响。它与颜填料相互配合以保证涂层在正常工作状

态下具有优异的附着力和机械性能，又能在遇火或强热时

使涂膜拥有难燃性和优异的膨胀效果。要得到较好的膨胀

效果，就要求涂层中的有机树脂的熔融温度、发泡剂的分

解温度、成炭剂的炭化温度必须配合恰当。[3-5]

通过对多种树脂进行试验，选用相同的阻燃体系、配

方配比、工艺流程、检测方法对实验结果进行综合性的分

析判定。

表2 不同树脂对叶片阻燃涂料的影响

树脂基料 附着力 柔韧性
发泡

能力
致密性

质量

损失

耐老化

性能

环氧树脂 5 2 3 4 5 1

丙烯酸树脂 4 3 4 5 4 5

聚氨酯树脂 4 4 4 3 3 4

有机硅树脂 3 1 4 5 5 5

醇酸树脂 2 3 2 2 3 2

注：表中数值 5 代表附着力最好、柔韧性最好、发泡能力最好、致密性最好、
质量损失最少、耐老化性能最好，1 则反之。

由表 2 可见，当选用性能相对均衡的丙烯酸树脂配上

含有异氰酸酯的固化剂形成丙烯酸聚氨酯体系，其具有较

好的附着力、柔韧性、发泡能力强、致密性好、质量损失

小、耐老化性能佳，是制备风电叶片阻燃涂层的最佳方案。

从环保和原料成本角度考虑在树脂基料中不加入阻燃树脂

成分。

3.2 助燃剂的选择

3.2.1 发泡剂的选择

膨胀型的阻燃涂料的特点是遇火或强热时，释放出不

燃性的气体，如氨气、二氧化碳、水蒸气、卤化氢等，使

涂膜膨胀形成蜂窝状泡沫结构。发泡剂选用的是否适当，

其分解温度是关键。分解温度过低，释放的气体在涂膜成

炭前溢出，起不到作用 ；分解温度过高，产生的气体会把

炭层顶起或吹掉，不能形成良好的炭质泡沫层，一般选用

胺类化合物做发泡剂。

3.2.2 成炭剂的选择

成炭剂的作用是将涂层在遇火或强热时形成三维空间

结构的泡沫炭化层。一般选用含碳量高的多羟基化合物（如

淀粉、季戊四醇、双季戊四醇、三季戊四醇、含羟基树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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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脱水成炭的作用下形成具有多孔泡沫结构的炭化层。

3.2.3 成炭催化剂的选择

成炭催化剂的作用是促进和改变涂层的热分解进程，

加速涂层内含羟基的有机物脱水炭化生成非易燃的炭质层，

有效地阻止或延缓火灾延续的作用。[6] 成炭催化剂主要有

聚磷酸铵、磷酸氢铵、磷酸二氢铵等磷酸铵类。

聚磷酸铵具有脱水催化和发泡还是阻（难）燃剂三重

作用。选用微胶囊化的聚磷酸铵可降低其水溶解性，提高

涂层的耐水性能。

在遇火或强热的作用下，阻燃剂相互作用。发泡剂在

较低的温度下分解、膨胀、形成立体的炭质泡沫层。成炭

剂在阻燃涂层中提供框架是形成泡沫炭化层的基础，在催

化剂和发泡剂的作用下，与提供的高碳化合物作用，使正

常的燃烧反应转化为脱水反应，形成不燃的泡沫炭质层。[7]

采用选定的丙烯酸聚氨酯体系，通过调整阻燃剂三组

分的不同比例制成涂料，在瓦楞纸板上涂刷至干膜厚度达

到 2mm，养护 10d 后进行阻燃试验，确定三组分的最优配

比，使耐火极限达到最佳值，实验数据列于表 3 中。

表3 不同发泡膨胀体系对阻燃涂料的影响

w（MCAPP）

（%）

w（MEL）

（%）

w（DPER）

（%）

膨胀高度

（cm）

耐火

时间

（min）

炭化层状态

20～ 25 5～ 10 5～ 10 0.5～ 1 32

炭化层较

薄，泡少，

有裂纹

20～ 25 5～ 10 10～ 15 1～ 2 57

炭化层较

厚，泡少，

有裂纹

20～ 25 10～ 15 10～ 15 3～ 4 78

炭化层较

厚，泡多，

均匀，致密

20～ 25 10～ 15 5～ 15 1～ 2 45

炭化层较

薄，泡多，

有裂纹

25～ 30 10～ 15 10～ 15 3～ 4 63

炭化层较

厚，泡多，

较大

由表 3 可知，当阻燃剂三组分的比例为 20 ～ 25、
10 ～ 15、10 ～ 15 时，其发泡较多，且均匀致密、炭化层

较厚，耐火时间最长。

3.3 填料的选择

通常选取耐热、能增加膨胀层致密性、提高膨胀层硬

度的无机物为填料。玻璃微珠可提高阻燃涂料耐火阶段前

期、中期的隔热效果 ；膨胀石墨能延长耐火的时间 ；玻璃

粉可提高涂层及炭化层的强度，使耐火时间延长。

3.4 助剂的选择

由于阻燃剂中颜填料所占比例较大，为保证涂料体系

的稳定性和良好的施工性，选用有效的高分子润湿分散剂

可帮助颜填料进行润湿分散并缩短研磨时间，并对改善涂

料的储存稳定性起到重要的作用 ；选用具有抑泡和消泡作

用的有机硅类消泡剂，可消除生产和施工过程中所形成的

气泡 ；流平剂具有改善干燥过程中涂膜的流动性，提高涂

膜的表观效果 ；为提高阻燃涂料的使用寿命，我们采用添

加紫外线吸收剂对漆膜的耐老化性能进行加强。

4	总结

选取丙烯酸树脂配上异氰酸酯固化剂形成的丙烯酸聚

氨酯体系，具有较好的附着力、柔韧性、发泡能力强、致

密性好、质量损失小、耐老化性能佳，是制备风电叶片阻

燃涂层的最佳方案。

当阻燃剂采用微胶囊化聚磷酸铵、双季戊四醇、三聚

氰胺体系时，微胶囊化聚磷酸铵占总质量的 20% ～ 25% ：

双季戊四醇占 10% ～ 15% ：三聚氰胺占 10% ～ 15%，得

到的炭化层较厚、发泡均匀致密、耐火时间长达 1 小时以上，

并且炭化层致密。

选用适当的助剂可提高涂料的机械性能、表观效果、

储存稳定性以及施工性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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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目前，我国风电场多集中在内蒙古、东北和东南沿海

一带，气候条件恶劣。在风电机组运行过程中，夏季需要

对设备和机舱内空气进行通风冷却，冬季需要对设备和机

舱内空气进行加热保温。现有通风冷却系统很难同时保证

夏季的通风效果和冬季的保温效果。而且现有机舱和舱内

设备的冷却多采用强制风冷，从而形成机舱内噪声大，系

统耗能多的弊端。

风电机组运行于风电场 80m 左右的高空，自然风能资

源丰富。由于风电场自然风温度比机舱内空气温度低，如

能利用自然通风对风电机组进行冷却，不仅可以提高冷却

效果，还可以减少机械风扇的能耗和噪声。本文对风电机

组进行了自然通风的设计计算，进行了简化模型的 Fluent
模拟，验证了设计方案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采取措施保

证了冬季机舱的保温效果。

1	系统介绍

兆瓦级风电机组的热量主要产生于齿轮箱和发电机两

大部件。冷却系统的任务是将他们产生的热量及时释放到

外界环境，确保机组安全高效运行。目前风冷系统的形式

自然通风系统在风电机组中的应用
张永艳

（沈阳中科天道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辽宁	沈阳	110001）

摘  要：  随着国内风电行业快速发展，如何有效解决风电就机舱罩的冷却和保温问题，保证机舱内温度，提高设备利用率，

延长设备使用寿命已经成为风电技术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根据自然通风原理，对机舱内进行了自然通风系统的

设计，并用 Fluent 软件行了模拟。通过在机舱罩风口处设置风阀、在侧壁上设置阳光板来提高冬季机舱的保温

性能。本文充分利用了自然资源对风力发电机进行冷却和保温，达到了节能环保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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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omestic wind power industry, how to solve the cooling and heating problem of the nacelle, 

ensure the temperature inside the nacelle,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the equipment and extend the life of the equipment 

become one of the focuses of wind power technology.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natural ventilation, the natural ventilation 

system of the nacelle is designed and the simulation is also done by Fluent. �rough se�ing air valve on the vent and se�ing sunlight 

sheet on the side wall of the nacelle, the thermal insulation performance is improved. In this paper, the natural resources are fully 

used to keep the nacelle cool and warm, and the e�ect of energy sav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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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为齿轮箱和发电机单独设置冷却装置，吹风机吸取

机舱内空气吹向换热器，经过换热器的空气直接排到机舱

外部（图 1）。

图1	目前风电机组风冷系统示意图

经过实际调研发现某风电齿轮箱的换热器要求入口处

温度小于 40℃，风量 15600m3/h，发电机换热器要求入口

处温度小于 55℃，风量 11880m3/h。经过计算，空气在经

过齿轮箱换热器后温度约上升 11℃。假设风电场空气温度

为 30℃，那么机舱外空气在经过齿轮箱散热器后的温度和

风量仍可以满足发电机的要求。因此可以将齿轮箱和发电

机的换热器串联，设备之间用软管连接，用齿轮箱的风扇

直接从机舱外吸风，冷空气先后吹过齿轮箱和发电机的换

热器后排出机舱外，整个过程中用于冷却设备的空气不与

机舱内空气接触（图 2）。

图2	改进后的风电机组风冷系统示意图

设备的换热器虽然可以带走大部分热量，但仍需要对

机舱进行通风冷却，否则机舱内温度将会超标（一般机舱

内环境温度超过 50℃时，机组将会报警）。由于风电机组

具有偏航装置，因此机舱前方始终正对着风向，为正压。

机舱后方为负压。所以在机舱前方开口，将机舱外空气引

入机舱内，再从机舱后部排出。冬季将风口处设置的风阀

关闭，这会大大减少冷风渗入造成的热负荷，增强机舱的

保温性能。

2	自然通风的计算

2.1 负荷计算

夏季机舱内的冷负荷主要是机舱内设备的散热量，由

于机舱罩内表面有保温棉，传热系数较低，因此可以忽略

通过机舱罩所传递的热量。

机舱内设备所形成的冷负荷主要是发电机和齿轮箱表

面与机舱内空气对流换热形成，可用公式（1）计算 ：

Q=αA（t1 － t2）                                  （1）
式中 ：Q—对流换热量，W

α—表面换热系数，W/m2℃

A—箱体的换热面积，m2

t1—设备表面温度，℃

t2—机舱内环境温度，℃

其中 α 可根据公式（2）计算 [1] ：

α=f*[10+0.07*(t2 － t1)](1/h)0.15  （2）
式中 ：f—传热系数，与风速有关，此处取 1.6

h—设备高度，m
已知机舱内设备参数 ：机舱内温度 35℃，齿箱表面温

度 60℃，发电机表面温度 80℃，齿轮箱长宽高 1.3*1.7*1.7，
发电机长宽高 1.8*1.2*1.7，机舱内空气流通速度 3m/s。计

算得 ：

α=1.6*[10+0.07*(60-35)]*(1/1.7)0.15=17.3W/m2k
发电机热负荷 ：

Q1=17.3*（80－35）*2*（2.04+2.16+3.06）=11303W
齿轮箱热负荷 ：

Q2=17.3*（60－35）*2*（2.21+2.21+2.89）=6323W
总负荷 ：Q=1.1*（6323+10303）=19389W
2.2 窗孔面积计算

自然通风产生的动力来源于风压和热压。风压主要指

室外风作用在建筑外围护结构造成室内外静压差，热压主

要产生在室内外温度存在差异的环境空间。窗口两侧存在

压差就会有空气流过该窗孔。在机舱前部迎风面开设窗孔

可以利用风压使空气进入机舱内部。

在有强热源的机舱内，空气温度沿高度方向的分布是

比较复杂的。热源上部的热射流在上升过程中，周围空气

不断卷入，热射流的温度逐渐下降。热射流上升到顶部后，

一部分由天窗排出，一部分沿四周外墙向下流，返回工作区。

返回工作区的那部分气流与从入口流入机舱内的室外气流

混合后，一起进入工作区 [2]。

机舱内的排风温度可以由公式（3）计算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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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式中 ：tp—机舱内上部排风温度，℃

tn—机舱内工作区温度，℃

tw—夏季通风室外计算温度，℃

m—有效热量系数，查表得 0.5。
通风量可由公式（4）计算 ：

G=Q/c（tp － tw）                                      （4）
式中 ：G—通风风量，kg/s

c —空气的比热，1006J/kgk
由于机舱前部没有散热设备，因此忽略热压的作用，

仅计算风压。风压可由公式（5）计算

      （5）
式中 ：   Pf—某一点的风压，Pa

K—空气动力系数，此处取 0.4
ρw—空气密度，kg/m3，此处取 1.134
vw—空气流速，m/s，此处取 8
通风口面积 可由公式（6）计算 ;

      （6）
式中 ：F—窗孔面积，m2

μ—窗孔流量系数，取 0.4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得到 ：

tp=30+（35 － 30）/0.5=40℃
G=1.92kg/s
Pf=0.4*8*8*1.134/2=14.72Pa
F=3.32/[0.4*(2*14.72*1.134)0.5]=0.8m2

由于机舱只有一个进风口和排风口，因此进风口和排

风口的面积都取 0.8m2 即可。

2.3 Fluent 数值模拟

根据上述计算，建立一个长宽高为 9.0*4.0*4.0 的机舱

模型，在前端设置两个 0.65*0.65 的进风口，在尾部设置

一个 3.5*0.25 的排风口。机舱内齿轮箱和发电机模型用长

方体代替。模型如图 3 所示。

将模型放入长宽高为 20*12*12，风速为 8m/s 的风域

内进行模拟，模拟结果如图 4 和图 5 所示。

图4 Fluent模拟x截面速度分布云图

图5	Fluent模拟y截面速度分布云图

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机舱内平均风速在 2.3m/s 左右，

且机舱上部风速较大，这有利于将由于受热而上升的空气

排出机舱外，降低机舱内温度。

3	冬季保温及计算

冬季机舱热负荷主要由冷风渗入和通过机舱壁向外传递

的热负荷组成。冬季风电场风速比较大，取 12m/s，经计算

得到如下数据：前部进风口风压 32.66Pa，风量 2.75kg/s。
假设机舱外温度为－40℃，维持机舱内温度为 0℃，那么机

舱冬季热负荷可由公式（7）计算。

Q1=cG（t2 －t1）                                     （7）
式中 ：Q1—热负荷，kW

G—冷风进入风量，kg/s
t2—机舱内温度，取 0℃
t1—机舱内温度，取－40℃
计算得 Q1=1006*2.75*40=110kW
通过机舱壁的导热量可由公式（8）计算。图3	Fluent模拟机舱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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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kA（t2 － t1）                                 （8）
式中 ：Q2—通过机舱壁的传热量

K—机舱壁的导热系数，取 0.72W/m2K
计算得 Q2=0.72*40*2*(9*4+4*4+9*4)=5kW
可见，冷风渗入负荷占了冬季机舱热负荷的比例非常

大。因此在风口处设置风量调节阀，冬季将阀门关闭，阻

止冷空气进入，将会大大节省机舱加热器的能耗 [3]。

此外，风电场一般在比较空旷的野外，白天日照条件

比较好，可以在机舱罩两侧设置透明的阳光板，充分利用

太阳能采光和供热。

冬季内蒙古地区太阳辐射强度为 ：南向 123W/m2, 北
向 38W/m2 ；冬季盛行风向为西北风，因此平均辐射强度为

0.5*（109+35）=80W/m2。[4]

如机舱两侧侧壁各设置面积为 3m2 的阳光板，则辐射

得热量为 480W。

4		结语

随着风电行业的快速发展，我们更应该重视运行环境

对风电机组的影响，努力保障机组运行所需的环境条件。

本文介绍了一种利用自然通风原理的风机通风冷却系统，

并对系统进行了理论计算和数值模拟。该冷却系统充分利

用风电场的自然资源，整个系统只设一个风扇来对齿轮箱

和发电机进行强制风冷，减少了冷却系统的耗能和噪声。

同时利用风阀和阳光板减少冬季机舱的热负荷。整个系统

充分体现了节能环保的理念，对今后风电机组空气冷却系

统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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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随着常规能源的日益稀缺，风力发电作为新

兴产业蓬勃发展 [1]。风能资源成为各国重要的可替代能源。

中国具有丰富风能资源的 I 类和 II 类地区 [2] 相继开发殆尽，

如何合理利用Ⅲ类风能资源成为业界关注焦点。为充分利

用有限的风能资源，获取最大收益，众多业内人士和学者

开始研究风能资源评估技术 [3-5]、风电场风电机组选型方案
[6-7] 及其与电价收益之间的关系。设备选型的好坏不仅影响

建设造价，还影响投产后的发电量和运营成本，最终影响

基于海坨风电项目的国产风电机组选型
实践与探索

郭维平，高平

（中机国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上海	200061)

摘  要 ：如何依据风场特征完成风电机组选型，确保运行维护的便利，同时满足风电开发商的收益要求，成为从业人员的

重大课题。本文基于吉林大安海坨 49.5 MW 风电项目的选型实践，对国内三家风电机组厂商的 82/1500 机组技术

参数和性能指标进行比较，通过调研和评估其在实际风电场的表现，探索Ⅲ类风场风电机组选型的应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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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lection of the right supplier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ind sites has become a major issue of power plant developer. 

Both the convenience of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and the returns shall be realized.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49.5MW Haituo 

project developed in Jilin Provinc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echnical speci�cations of three domestic manufacturers of wind turbine 

generators and evaluate their performances through due diligence on operating projects to explore the strategy and program of wind 

turbine generator selection for the class III wind sites.
Key Words: Class III wind sites; 82/1500 wind turbine generator; Haituo project ; Wind turbine type selection

上网电价。因此，在风电场设计和建设中，风电机组的选

型就显得很重要 [8][9]。 
国产风电机组技术日渐成熟，应用业绩不断增加，与

进口风电机组相比，有着无可比拟的成本优势。国内风电

机组生产商（后文用 WTG-SA/WTG-SB/WTG-SC 表示），

在 2008 年底至 2009 年初，相继推出 82/1500 型风电机组，

具有耐低温、叶片长等特点，为Ⅲ类风能资源电场的开发

和利用提供了技术可行性。此外，国内其他厂家也生产同

类型风电机组，但性能指标各有优劣。如何依据风场特征

完成 82/1500 风电机组选型，降低运行维护成本，提高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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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开发商全周期收益，成为从业人员的重大课题。

本文基于吉林大安海坨 49.5 MW 风电项目的选型实

践，对国内厂商生产的 82/1500 机组技术参数及性能指标

进行比较，通过调研和评估其在实际风电场的表现，探索

Ⅲ类风场的风电机组选型方案。

1	吉林大安海坨49.5	MW风电项目背景

吉林大安海坨风电场一期 49.5 MW 工程场址位于吉林

省大安市海坨乡，地处吉林省西部平原，属温带半干旱气候。

该区位于松辽沉降带的西南，无活动断层通过，地质构造

稳定。场区地势平坦，相对高差较小，无内外动力作用形

成的地质灾害，属相对完整的稳定地块区。

根据风电场内的测风塔数据，70 m、60 m、50 m、

10 m 高度上的年平均风速分别为 7.08 m/s、6.90 m/s、
6.50 m/s、4.72 m/s。上述高度的年平均风功率密度分别

为 355.5 W/m2、325.9 W/m2、274.9 W/m2、119.6 W/m2。

风电场主风能的方向为 SSW。根据《风电场风能资源评估

办法》GB/T 18710-2002，海坨风电场属于Ⅲ类风场，风

能资源较好，具有开发价值。

整个风电场占地面积为 235.5 km2，规划容量为 200 
MW。一期工程计划安装 33 台 1500 kW 的机组，总容量

为 49.5 MW。风电机组发电经场内 35 kV 集电线路，通过

新建的 220 kV 升压站，并入吉林电网。

2		82/1500型风电机组的技术参数

风电机组功率曲线的优劣，表征相同风速下发电量的

大小，决定了整个风电场的收益。风电机组可用率的高低，

直意味着响投产后的发电量和运营成本的大小。此外，风

电机组的技术特点和设计构造也是影响风力发电全生命周

期成本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从功率曲线、可用率及设

计参数与运行维护等多方面来比较 WTG-SA、WTG-SB 及

WTG-SC 的 82/1500 型风电机组的技术特点。

2.1 功率曲线

由于Ⅲ类风场 10 m/s 以上的大风较少，低风速下风

电机组的发电功率直接决定了发电量的高低。依据风电机

组供应商公布或提供的 82/1500 型机组总体技术参数 [9-10]，

对发电的主要风速区域对应的标准发电功率进行了比较，

如表 1 所示（以 SC 的功率曲线为基准 100%）。

表1 WTG-SA、WTG-SB和WTG-SC的82/1500机组等风速下

发电功率比较

风速 82/1500型风电机组发电功率

（m/s） WTG-SC WTG-SB WTG-SA

3 100% 540.0% 89.3%

4 100% 147.5% 118.3%

5 100% 118.8% 106.9%

6 100% 111.4% 103.5%

7 100% 107.7% 101.5%

8 100% 105.4% 101.5%

9 100% 102.9% 100.8%

10 100% 100.1% 98.7%

82/1500型风机标准功率曲线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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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WTG-SA、WTG-SB和WTG-SC的
82/1500风电机组标准功率曲线比较

从表 1 和图 1 可以清楚地观察到，WTG-SB 的标准功

率曲线最具优势，而 WTG-SA 和 WTG-SC 的机组次之。

依据大安海坨风电项目风速分布，表 2 计算的理论发电量

的比较与功率曲线的结论相同。

表2 WTG-SA、WTG-SB和WTG-SC的82/1500理论发电量比较

风速 82/1500 计算理论发电量 (kW·h)

 (m/s) WTG-SC WTG-SB WTG-SA

3 0.3 1.7 0.3

4 5.2 7.7 6.2

5 17.2 20.4 18.4

6 36.5 40.6 37.7

7 59.8 64.4 60.7

8 83.7 88.2 84.9

9 92.8 95.5 93.6

10 117.3 117.4 115.7

 11 - 19 219.2 219.2 219.2

年理论发电量

(kW·h/ 台 )
5535518 5738442 5576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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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可用率

风电机组可用率是指风电机组可用小时数除以统计

期间小时数。可用小时数通过在统计周期内扣除风电机组

计划检修停机小时数和强迫故障停机小时数来进行计算。

WTG-SA、WTG-SB 及 WTG-SC 三家供应商的保证可用

率均为 95%。

风电机组本身的技术特点和设计构造是影响风电机组

长期运行后可用率的关键因素。WTG-SA 和 WTG-SC 的

82/1500 风电机组属于双馈异步式，使用国产齿轮箱，其

质量问题给风电机组可用率带来较大风险。而 WTG-SB 的

82/1500 风电机组属于永磁直驱式，长期运行后永磁体的蜕

变也是影响风电机组可用率的不确定因素。

2.3 设计参数与运行维护特点

风电机组的设计和制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设

计原理、零配件制造及组装都会影响风电机组的最终性能

表现。

表3 WTG-SA、WTG-SB和WTG-SC的82/1500技术特点比较

设备组装件 WTG-SB WTG-SC WTG-SA

叶轮

叶轮直径 (m) 82 82 82

扫风面积 (m2) 5324 5329 5398

转速 (r/min) 9～ 17.3 10.6～ 19 9.7～ 19

功率调节方式 变桨变速 变桨变速 变桨变速

切入风速 (m/s) 2.5 3 3

切出风速 (m/s) 22 25 20

额定风速 (m/s) 10.3 10.5 10.5

发电机

型式 直驱永磁同步 双馈异步 双馈异步

额定功率 (kW) 1500 1500 1500

电压 (V) 690 690 690

额定频率 (Hz) 50 50 50

额定转速 (r/min) 17.3 1800 1800

功率因数 -1.9 -1.9 -1.85

齿轮箱 变速比 — 1/94.7 1/104.5

塔架 形式 筒状 筒状 筒状

刹车系统 第二刹车 发电机刹车 碟式刹车 机械制动

塔筒重量 （70m）(t) 117.026 122.8 116.26

表4 WTG-SA、WTG-SB和WTG-SC的82/1500运行维护比较

风电

机组
WTG-SA WTG-SB WTG-SC

运行

维护

双馈异步发电机，

齿轮箱传动，1/3

功率变频。系统相

对复杂，可能出现

齿轮箱、并网开关

故障更换等事故，

大件损坏及换油

等维护成本高。

永磁直趋同步发

电机，无齿轮箱，

全功率变频。系

统相对简单，无

齿轮箱损坏风

险、无换油等成

本，维护工作成

本低。

双馈异步发电

机，齿轮箱传

动，1/3 功率

变频。系统相

对复杂，可能

出现齿轮箱、

并网开关故障

更换等事故，

大件损坏及换

油等维护成本

高。

通过表 4 可以看出，基于双馈异步风电机组和永磁直

驱风电机组设计原理，在运行维护方面 WTG-SB 82/1500
具有独特的优势。

3	82/1500型风电机组性能的实际表现

为研究和验证 WTG-SA、WTG-SB 及 WTG-SC 的

82/1500 型风电机组性能的实际表现是否满足其总体技术参

数及三者的售后服务情况和用户评价，笔者考察了齐齐哈

尔富裕风电场（WTG-SA 机组）、大唐双辽风电场（WTG-SB
机组）及内蒙古汇德风电场（WTG-SC 机组），与电厂工程

技术人员及运行维护人员进行了充分交流，并索取了相关

资料。

3.1 功率曲线

风电场风电机组的考核功率曲线的数值一般为标准功

率曲线 95%，WTG-SA、WTG-SB 及 WTG-SC 实际运行

的功率曲线均优于考核曲线，但三家的优化幅度不尽相同。

WTG-SC 幅度最大，WTG-SA 次之，而 WTG-SB 的优化

幅度相对最小。不同风电场所在地的空气密度与标准偏差

是影响实际功率曲线的重要因素，而业主工程师对功率曲

线考核要求也会导致风电机组厂家在调试期间对功率曲线

的优化幅度。

3.2 可用率

风电场风电机组的保证可用率数值一般为 95%。

82/1500 型机组为在原 77/1500 基础上进行改进，实际投

运时间不长，尚无长期可用率统计。表 5 统计了考察的 3
家风电场近年可用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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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WTG-SA、WTG-SB和WTG-SC的82/1500

机组实际可用率比较

风电机组 WTG-SC WTG-SB WTG-SA

统计期间
2009.7～

2009.11

2009.6～

2009.11

2009.6～

2009.11

实际平均可用率（%） 98.3 98.2 98.0

可以看出，3 家风电机组的实际平均可用率均达到

98% 以上，超过其保证值 95%。其中，WTG-SC 的机组在

短期内表现最好，可用率达到了 98.3%。

3.3 运行维护

截至考察时间，82/1500 型机组的运行维护的表现迥

异。WTG-SA 和 WTG-SC 作为双馈异步风电机组，因国

产齿轮箱问题而导致更换传动链的情况时有发生。故障发

生时需停机检修，加大运行维护的工作量，对整个风电场

的可用率和发电收益造成负面影响。而 WTG-SB 生产的

永磁直驱式风电机组因不需齿轮传动、转速较慢、内部结

构相对简单，运行维护工作量小，维护成本低。但由于实

际运行时间较短，永磁同步电机的失磁风险是未来可能影

响运行维护的不确定因素。设计专家正努力通过设计和制

造过程，对造成失磁的主要因素，如电枢短路电流、高温、

振动冲击和化学腐蚀等问题加以防范。

4	Ⅲ类风场的风电机组选型实践经验总结与
探索

吉林大安海坨 49.5 MW 风电项目风电机组选型的

实践，比较了国内风电机组厂商 WTG-SA、WTG-SB 及

WTG-SC 的 82/1500 型机组技术参数的相对优劣，通过现

场调研评估其实际性能指标的表现。WTG-SB 机组的标准

功率曲线最具优势，而 WTG-SC 机组的功率曲线最具优化

调整潜力。双馈异步电机的代表 WTG-SA 机组和 WTG-
SC 机组由于国产齿轮箱的质量问题，导致运行维护成本

增加，并对风电场收益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永磁直驱的

WTG-SB 机组的运行维护表现得到了用户的认可，但长期

来看，永磁体的失磁仍是一个不确定因素，有待时间验证

和设计优化。风电机组的最终选型还取决于对风电机组价

格、供货周期及全生命周期成本的比较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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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风电机组增速箱是风电机组的关键部件，位于叶轮

和发电机之间，将叶轮受风力作用而产生的扭矩传递给发

电机，同时将叶轮较低的输入转速 ( 兆瓦级机组一般低于

20r/min) 变速为满足发电机发电所需的转速。因此，风电

机组增速箱是一种受随机载荷的风力作用及在强阵风的冲

击载荷条件下工作的低速、重载、增速齿轮传动装置。风

电机组一般安装在风力较大且周围无遮挡物之处，发电机、

增速箱等安装在机组塔架之上狭小的机舱内，距地面几十

米甚至 100 多米高，常年经受酷暑严寒和极端温差的影响，

自然环境恶劣，交通不便，修复十分困难，而且故障期一

般出现在发电的高峰期，增速箱一旦出现故障，将严重影

响到风电场的经济效益，因此，对增速箱的可靠性和工作

寿命有很高的要求 [1]。

对增速箱中齿轮出现的故障，国内外的观察结果或报

告都基本一致，即发生最多的仍为齿面的损坏，从应用初

期的微点蚀，到逐步扩展的大面积点蚀、剥落或磨损。其

原因一般认为是和增速箱的工作状态如速度及载荷变化频

繁有关，此外齿面的粗糙度及油液的清洁度、含水量、粘性、

油性等也对微点蚀的产生有直接影响。齿面润滑的不充分

也往往恶化齿面间的润滑状态，进而加剧齿面摩擦和微点

蚀的发生。

我国风电机组增速箱的设计、制造及应用的时间都比

较短，应属起步阶段，各方面积累的经验还十分有限。近

几年装机的国产增速箱还未经历较长时间的考验，其长期

运行效果有待观察。由于我国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产品水

平要想尽快赶上国外先进工业国家的产品水平，还需艰苦

的探索和努力，如何保证 20 年的运行寿命，如何使其安全、

可靠、高效运行，这不仅需要从设计、制造方面不断改进、

完善、提高，同时也需要从产品的安装、使用及维护方面

予以充分的重视 [2]。

风电机组增速箱齿面黑线形成原因分析
刘高辉

（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风电事业部，湖南	株洲	412001）

摘  要 ：针对风电机组增速箱齿面存在黑线的现象，结合风电机组的基本结构及运用特点，运用冲击理论解释了齿面出现

黑线的可能，同时强调正确维护风电机组的必要性。

关键词 ：风电机组 ；增速箱 ；齿面黑线 ；冲击理论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2)06-0092-03

Analysis of the Formation of 
Wind Turbine Gearbox Tooth Surface Black Line

Liu Gaohui
(CSR Zhuzhou Electric Locomotive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 Wind Power Business Unit, Zhuzhou 412001, China)

Abstract: Regarding the phenomenon of black lines existing on the wind turbine gearbox tooth surface, this article illustrates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black lines formation by application of impact theory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basic struc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wind 

turbine, and moreover, it also stresses the need for proper maintenance of wind turbine. 
Key words: Wind turbine; Gearbox; Tooth surface black line; Impact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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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增速箱的结构与载荷

风电机组增速箱的结构如图 1 所示。该增速箱传动比

为 1/98，额定输入扭矩 930kNm，采用主轴与变速箱一体

的结构形式，叶轮通过结构螺栓与主轴相连接，增速箱变

速部分为二级行星 + 一级平行轴的方式，增速箱输出轴通

过弹性联轴器与发电机相联接，联轴器靠增速箱侧带有制

动盘和制动器。制动器为失效安全方式，即风电机组运行

时制动钳松开，停机或失效时制动钳制动。风轮锁的作用

在于锁住风轮，使主轴保持静止，不能转动。增速箱通过

减震装置放置在风电机组主框架上。

图1	增速箱的结构示意图

风电机组的极限载荷计算是依据 IEC61400-1 指定的

载荷工况，利用风电机组设计软件 BLADED 计算得到，安

全系数取 1.35。轮毂载荷坐标系如图 2 所示 [3]。

图2	轮毂载荷坐标系

轮毂载荷分量的描述如表 1 所示。

表1  轮毂载荷分量

载荷分量 载荷分量描述

Fx 沿 XNF轴方向的推力

Fy 沿 YNF轴方向的推力

Fz 沿 ZNF轴方向的重力

Fyz Fy和 Fz的合力

Mx 沿 XNF轴方向的扭矩

My 沿 YNF轴方向的扭矩

Mz 沿 ZNF轴方向的扭矩

Myz My和 Mz的合力矩

分析增速箱的结构和载荷情况，沿 XNF 轴方向的扭矩

载荷 Mx 对增速箱齿轮起主导作用，其他方向的作用力可

以忽略不计。风电机组在停机工况下，经计算 Mx 最大值

可达 250 kNm。 

2	增速箱齿面损坏现象

经增速箱解体或内窥检查，发现少数风电齿轮箱齿面

存在黑线，高速轴部分较为明显，数量相对较多且颜色较

深，齿轮啮合面与非啮合面都存在，黑线沿齿轮啮合线，

宽 3mm~5mm， 典型齿面黑线现象如图 2 所示。

图3	齿面典型黑线现象

经初步对比分析，黑线为烧伤可能性比较大，是齿轮

箱齿轮的主要失效形式。烧伤发生在由于重载、高速及润

滑剂短时失效造成齿面间产生局部高温而引起齿面变色或

齿面硬度降低的情况。如果不及时发现及排除，进而会发

展为胶合，会严重影响齿轮箱的寿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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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冲击分析及结果

当某物体以一定的速度撞击另一个静止的物体时，后

者在瞬间使前者停止运动，因而引起了两者间的冲击作用。

运动物体称为冲击物，受到撞击的物体称为被冲击物，他

们之间产生的作用力称为冲击载荷或冲击力。典型的冲击

如图 4 所示。

在冲击过程中，由于冲击物和被冲击物间相互作用的

时间极短，冲击物的速度变化发生于一瞬间，其加速度难

以测定，用惯性力法无法计算，工程上常根据能量守恒概

念进行简化计算，并以下列假设为基础。

（1）视冲击物为刚体，在冲击过程中它不变形。被冲

击物为弹性体，忽略冲击接触表面可能产生的局部塑性变

形，认为冲击过程材料服从虎克定律，且比例常数与静载

下相同。如图 5 所示。

（2）被冲击物内由冲击力引起的引力及变形，在冲击

瞬间由冲击点传播到物体各部分，同时达到最大值，不计

冲击过程的能量损耗。

（3）冲击物的重量大于被冲击物，且不考虑冲击物的

回跳和被冲击物的振动，即冲击物一旦与被冲击物接触后，

就相互附着成一体，到被冲击物变形至最大位置时，冲击

物速度随之减为零 [5]。

式中 ：△ j 为 Q 作用下冲击点的静位移

Kd 为自由落体冲击的动载荷系数，代表冲击载荷 Pd

与静载荷 Q 之比，Pd=KdQ
与受冲击的拉杆相类似，风电机组在停机期间，当风

轮锁未被锁死时，由于制动器处于制动工况，主齿轮箱高

速轴被制动，当风电机组叶片受到不确定的风力作用，带

动风轮，通过增速箱，对高速轴上的齿轮就形成了反复冲

击。由于齿轮箱为增速箱，相对高速轴，总的空程实测

累积可达 25°（相当于 H），增速箱在传递停机最大功率

250 kNm 时高速轴的转角为 0.2°（相当于△ j），则可求

得增速箱的动载荷系数 Kd 为 16，增速箱冲击载荷 Pd 为

4000kNm，远远超出额定载荷 930kNm。

4	结语

由于风电机组存在如下结构特点 ：叶片巨大且为柔性

结构 ；风电机组变速箱为增速箱，相对增速箱高速轴累积

空程达 25°。这些都是齿面形成冲击的必要条件。当制动

器处于制动工况，风轮锁处于打开状态，风轮在风力作用

下通过齿轮箱有可能反复冲击高速轴齿轮形成齿面黑线。

风电机组在未运行工况下，特别在上电调试前，因风

电机组增速箱没有设计有机械泵，增速箱附带电动油泵无

法运行，增速箱润滑严重不足，遇到冲击时齿面损伤更大，

形成齿面黑线的概率更高。

风电机组在长时间停机工况下，把风轮锁锁死，将高

速轴处制动器松开，能最大限度减小增速箱齿面受到冲击

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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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假设可求得如下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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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国内，风电机组基础设计计算目前多采用规范及配套

设计软件。其计算基于多次近似的弹性计算的工程算法，是

广义计算方法，具普遍意义。风电机组基础具有其本身的特

点，如机组荷载为振动荷载，基础体型较大，大弯矩等。通

过规范推荐的计算方法能够计算最危险截面受力，但是对于

基础的精确模拟很难达到。这样使工程算法的计算偏于保守，

实际在很大程度上，配筋截面的结果并非最危险截面，这导

致了工程量的提升。如能精确模拟实际的受力状态，则能获

得最经济安全的工程量数据。在国外风电机组基础计算中，

通常通过有限单元法进行基础机构的内力计算。

有限单元法在风电机组基础设计中的
应用分析

张超1，王金亮2

（1.中国华电集团国电南自股份有限公司，江苏	南京	211100；

2.中节能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北京	100082）

摘  要 ：本文将国外主流计算方法－有限单元法引入风电机组基础设计阶段，在中节能某项目采用 ANSYS 计算，同规范计

算进行对比分析。通过有限元技术对基础的精确受力模拟进行基础整体变形分析以及应力分析，并通过基本力学

原理获得截面力，以进行配筋和设计校核。

关键词 ：风电机组 ；有限单元法 ；基础设计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2)06-0096-04

Application Analysis of Finite Element Method in Wind 
Turbine Foundation Design

Zhang Chao1, Wang Jinliang2

(1.GuoDian NanJing Automation Co.Ltd., Nanjing 211100,China; 2. CECEP Wind-Power Corporation, Beijing 100082, China)

Abstract: �e integral deformation analysis and stress analysis are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precise loading simulation of the foundation using 

�nite element method, and section force is acquired through basic mechanical principles for reinforcement arrangement and design 

checking. New approach is developed for turbine foundation design and calculation with the �nite element analysis method.
Key words: wind turbine; finite element method foundation design

1	有限单元法介绍（FEM）

有限单元法 (finite element method, FEM)，属于力

学分析中的数值法，起源于航空工程中的矩阵分析，它是

把一个连续的介质 ( 或构件 ) 看成是由有限数目的单元组成

的集合体，在各单元内假定具有一定的理想化的位移和应

力分布模式，各单元间通过节点相连接，并藉以实现应力

的传递，各单元之间的交接面要求位移协调，通过力的平

衡条件，建立一套线性方程组，求解这些方程组，便可得

到各单元和结点的位移、应力。简言之，就是化整为零分析，

积零为整研究。　　    
FEM 的解题思路可简述为 ：从结构的位移出发，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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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位移和应变，应变与应力，应力与内力，内力与外力

的关系，建立相应的方程组，从而由已知的外力求出结构

的内应力和位移。有限元分析过程由其基本代数方程组成 ：

[K] {V}={Q}，[K] 为整个结构的刚变矩阵，{V} 为未知位移

量，{Q} 为载荷向量。 这些量是不确定的，依靠所需解决

的问题进行定量描述。上述结构方程是通过应用边界条件，

将结构离散化成小单元，从综合平衡方程中获得。FEM 是

通过单元划分， 在某种程度上模拟真实结构，并由数字对结

构诸方面 ( 如载荷，几何形状，材料力学性能， 边界条件和

界面条件 ) 进行描述。

商 业 有 限 元 分 析 软 件 目 前 流 行 的 有 ：ANSYS、
ADINA、ABAQUS、MSC。目前在风电行业应用较多的

为 ANSYS 以及 ABAQUS。作为基础计算软件，同时考虑

到非线性土壤耦合作用，则 ANSYS 以及 ABAQUS 作为

首选。本计算采用 ANSYS 作为计算工具。

实际在计算基础时，采用规范公式具有普遍意义，但

是针对于在大弯矩下的风电机组基础，受力特点稍有不同，

这一点通过工程计算是无法得知的，必须通过有限元模拟

才能得到精确的结果。笔者在参与大量的国外项目过程中，

注意比较有限元同实际工程算法的差异性，在大量的工程

实际以及同国外同行交流过程中认为 ：在模型正确以及单

元划分合理的情况下，有限元计算完全可以取代工程计算，

通过此计算结果进行钢筋配置，更加安全以及经济。值得

在国内推广此种计算方法。本文以中节能某项目进行有限

元分析并且同设计院提供实际配筋结果比较，安全性较工

程算法高，同时认为实际的工程量还有降低的空间。

2	工程实例分析

2.1 外部地质条件以及荷载

某项目天然地基持力层为弱风化岩石，承载力特征值大

于等于 300kPa，地下水位较深，可以不考虑地下水的影响。

地震的基本烈度为Ⅵ，地震峰值加速度为 0.05g，建筑场地

冻结深度 1.2m。荷载组合安全系数采用欧洲规范，竖向采

用 1.35 ／ 0.9，其他采用 1.5。采用的极端荷载工况如表 1 ：

表1 极端载荷工况

Fx (KN) Fy (KN) Fz (KN) Mx (KNm) My (KNm) Mz (KNm)

-739.88 -29.562 -2692.4 90.341 -56572.503 -290.081

2.2 有限元模型建立

基础采用扩展重力基础形式具体尺寸如图１所示。

图1	基础结构尺寸

采用 ANSYS 建立模型，为确保精确性，使用六面体

二十节点单元，被动土压力以及底部摩擦力采用线性弹簧

模拟，底部土体采用非线性弹簧模拟。主动土压力以及土

压力采用面压力施加。在计算中需要根据实际的土壤情况

设置弹簧刚度以及非线性弹簧的特定值。图 2-1 为有限元

网格划分，图 2-2 为施加荷载以及约束条件后模型。

图2-1	有限元网格划分

图2-2	施加荷载及约束后模型

2.3 结果分析

2.3.1 基础变形

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到，在极端荷载条件下基础整体的

变形趋势，其结果在右图中显示为最大 0.9mm，基础的基

床系数为 300MN ／ m3, 则基础底部最大应力为 300MN ／

m3*0.9mm ＝ 269kPa，小于 300kPa，满足安全要求。底

部同凸台垂直某处靠外边沿是最不利位置，可以看到底部

凸出部分较大。

相对于传统的计算方式，有限元结果可以直观的得到

整体变形趋势，明确最容易破坏位置。并且可以据此调节

基础尺寸，达到优化设计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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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基础变形结果

图4	脱开面积

2.3.2 结构配筋的计算

根据基本的力学原理，在单位面积上的应力由此截面

位置处配置的钢筋抵抗。则可根据有限元计算结果，找到

最不利截面继而通过高斯迭代法计算得到应力大小从而配

置钢筋。同时，可以根据此种方式，分析不同截面的应力

变化，找到最优配筋方式，优化设计方案。本文仅仅计算

截面位置的应力大小。

基础底板配置钢筋在此项目中为首先径向布置，然后

布置双向四边形加强钢筋。计算两个截面，应力最大截面

以及钢筋截面改变的地方，因为此位置是最危险截面。应

力最大截面坐标通过有限元计算输出结果可以很容易得到。

不同截面的应力云图如下所示 ：

图6	受力最大处应力云图

图7	钢筋改变处应力云图

 通过高斯迭代法计算得到结果同设计院实际配置钢筋

比较如表２ ：

表2　计算结果与实际配置比较结果

截面位置 有限元结果（mm2） 实配面积（mm2）安全系数

受力最大 6014 8722 1.45

钢筋改变 1697 3437 2.03

据此分析在钢筋改变处的安全系数偏高，通过合理的

应力变化分析，可以降低其布置的范围，从而使其安全系

数满足经济与安全的要求。

底部以及顶部环向径向钢筋同样也是可以采用此种方

法进行计算，如图所示所选取截面位置以及应力分布图 ：

图8	截面位置图图5	基础底部以及尺寸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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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底部环向应力分布

                                   
	图10	顶部径向应力分布

图11	顶部环向应力

同理，根据高斯迭代计算各个节点应力，得到结果如

表 3 所示 ：

表3 根据高斯迭代计算各节点应力结果

截面位置 有限元结果（MN） 实配结果（MN） 安全系数

底部环向 0.926 1.235 1.3

顶部径向 1.584 2.217 1.4

顶部环向 1.607 0.857 0.53

根据计算，顶部环向配筋不够，则需要重新进行计算

配筋。通过以上计算可以得到，实际在计算顶部配筋时候，

规范是没有相关的计算公式用于精确参考的，唯有通过有

限元模拟才能得到结果 。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规范中指出的组合系数为 1.2 ／ 1，

在此有限元计算中采用组合系数为欧标，大于规范的要求。

则实际得到的结果在国内采用对于实际应用还是偏保守的。

3	总结

以上算例仅仅考虑基础很少一部分计算，实际有限元

算法可以计算基础形式任意截面的应力，基础整体的变形，

疲劳工况应力以及整体刚度等结果。其得到的结果相对于

工程算法更加精确，更能体现基础的实际受力特点。这一

点已经在国外众多项目中得到证实。通过对有限元算法的

引入，能够扩宽国内基础计算的深度以及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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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兆瓦级风电增速齿轮箱大多数采用一级行星两级平

行轴或两级行星一级平行轴结构。在增大功率的同时，

还要做到体积小、重量轻、安全可靠。采用行星差动结构，

有效地进行功率分流，使流经单级行星排中的功率得以

分流，从而使行星结构齿轮箱功率密度增大，安全可靠

性提高。[1]

1	结构简图

图 1 中参数说明如下 ：

n– 输入转速 ；

行星差动结构风电增速箱传动比及功率
分流计算分析

陈甲虎，冯仲，高进，陈华平

（陕西秦川机床工具集团有限公司江苏风电分公司，江苏	盐城	224000）

摘  要 ：本文通过对三级行星差动结构的风电增速箱传动比，功率分流的分析，进而推导出传动比，功率分流比公式。这

为设计，校核行星差动结构风电增速箱产品提供了理论参考，也为进一步优化风电增速箱的内部结构、减小风电

增速箱体积、减轻重量、增大功率密度提供了一种思路。

关键词 ：行星差动 ；风电增速箱 ；功率分流 ；传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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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ulation and Analysis of Planetary Differential Wind 
Power Gear Box Transmission Ratio and Power Flow 

Chen Jiahu, Feng Zhong, Gao Jin, Chen Huaping
(Shaanxi Qinchuan Machine Tool Group Co., Ltd., Wind Power Branch, Yancheng 224000,China)

Abstract: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three-level planetary differential wind power gear box transmission ratio and power split, and get the 

formula of transmission ratio and power split. This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and checking of planetary 

di�erential wind power gear box products, as well as provides an idea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internal structure, reduce the size and 

weight, and increase power density of wind power gear box.
Keywords: planetary di�erential ；wind power gear box ； power �ow ；transmission ratio  

Za1– 第一级太阳轮齿数 ；Zb1 – 第一级行星轮齿数 ；

Zc1– 第一级内齿圈齿数 ；

Za2 – 第二级太阳轮齿数 ；Zb2 – 第二级行星轮齿数 ；

Zc2– 第二级内齿圈齿数 ；

Za3 – 第三级太阳轮齿数 ；Zb3 – 第三级行星轮齿数 ；

Zc3– 第三级内齿圈齿数。

2	结构描述

一级行星架与二级齿圈固联，并同时将功率分流输入；

一级齿圈、二级行星架固定 ；一级太阳轮、二级太阳轮分

别将功率及运动传递至第三级行星架及三级齿圈合成并由

三级太阳轮输出 ；再经一对平行齿轮增速输出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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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级行星轮系 [6] ：

  （1）

nc1=0，nH1=n （2）
由上述可得 ： （3）

（2）二级行星轮系 ：

                            （4）

nc2=n，nH2=0                                                （5）
由上述可得 ：  （6）

（3）三级行星轮系 ：

                           （7）

na2=nc3， na1= nH3                                            （8）
由上述可得 ：  （9）

  
                 

 （10）

i– 行星级总传动比 ：

nH1– 第一级行星架转速 ；na1– 第一级太阳轮转速 ；

nc1– 第一级内齿圈转速 ； 
nH2– 第二级行星架转速 ；na2– 第二级太阳轮转速 ；

nc2– 第二级内齿圈转速 ；

nH3– 第三级行星架转速 ；na3– 第三级太阳轮转速 ；

nc3– 第三级内齿圈转速。 

3	功率流分析

（1）功率流框图 [2]

 

PH1 Pa1 

 

PH3 

 

PC2 

 

Pa2 

 

PC3 

 

Pa3 

 

 

P 

图3	功率流框图

P– 输入总功率 ；   PH1– 第一级行星架传递的功率 ：  
Pc2– 第二级内齿圈传递的功率 ； Pa1– 第一级太阳轮

传递的功率 ；

PH3– 第三级行星架传递的功率 ；Pa2– 第二级太阳轮

传递的功率 ；

Pc3– 第三级内齿圈传递的功率 ；Pa3– 第三级太阳轮

传递的功率。

（2）功率流计算

对于功率有以下公式 [7] ：

P=F · v= F · ωr                                                   （11）
三级太阳轮输出总功率 ：

Pa3=Ft3 · ωa3 · ra3                                             （12）
一级行星架，二级齿圈的功率流分别为

PH1= Ft1·ωH1·rH1= Ft1·ωH1·(ra1+ rc1)                    （13）
Pc2= Ft2 · ωc2 · r c2                                            （14） 
所以一级行星架与二级齿圈分别分流的功率占总功率

的百分比为 ：

     （15）

            （16）

由于一级太阳轮、二级太阳轮分别与三级行星架及三

n

Za1

Zb1

Zc1

Zc2
Zb2

Za2

Zc3
Zb3

Za3

图1	行星差动结构风电增速箱结构简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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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内齿圈固联，所以它们之间的扭矩分别相等［8］。

即有 ：Ft1 · ra1=Ft3 ·（ra3+rc3）                             （17）
       Ft2 · ra2=Ft3 · rc3                                          （18）
在行星轮系中有 ：                                           （19）                

根据以上各式，化简可得 ：

   （20）

=                                                      （21）
上述计算中参数说明如下 ：

P– 功率 ； Ft– 齿轮所受切向力 ；ω– 齿轮角速度 ；

r–齿轮节圆半径（各下标参见第 4 节关于功率的说明）

4	计算实例

当 Za1=35，Zc1=115，Za2=38，Zc2=109，Za3=27，Z 

=117
 （22）

一级行星架分流功率百分比 ：

                （23）

二级齿圈分流功率百分比 ：

                                                     （24）

5	总结

本文通过对三级行星差动齿轮箱结构的分析，利用

NGW 型行星结构公式对此结构进行了公式推导，给出了此

差动结构传动比公式。

通过对结构分析，画出了功率流传递路线框图，进而

推导出各行星系传递功率的百分比。为设计、校核、分析

此类结构的齿轮箱提供了参考公式。

通过算例可以看出，此类结构齿轮箱分流效果很显著，

因此可以大大减小齿轮箱直径，提高功率密度，提高齿轮

箱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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