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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From The Editor

文／秦海岩文／秦海岩

行业需要多一点“正能量”

盛
夏时节，2012年的风电行业却已是冬气袭人。开发商风电场项目开工率的

下降开始导致风电机组市场的需求疲软，进而波及到上游产业链条，行业

陷入所谓的“调整期”。有人将这种窘境的出现归咎于风电项目核准制度的

改变，认为是政府有意限制风电发展速度。实际上，国家一直未停止提振风电产业发展和

理顺各种利益关系的努力。截止到今年年初，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核准和拟核准项目总容量

达到了4800万千瓦以上。从理论上讲，即使 2013年没有新的“拟核准项目”，现有的规划

仍然可以支持未来 3年年均 1600 万千瓦的新增装机。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阻碍着行业的

发展？

首要的原因还是并网难题，风电并网运行和消纳问题依然是制约我国风电健康快速发

展的最重要因素。弃风限电问题导致的风电场运行经济性下降，2011 年度，全国风电弃风

限电总量达到 100亿千瓦时，直接经济损失在 50亿元以上。其次是风电机组并网检测能力

不足，致使整机企业出现排队等待检测的情况，严重影响了并网进度。此外还有金融大环

境下的资金紧张问题。这三个原因使开发商的投资热情大减，项目的开工率严重不足。

要从根本上解决风电等可再生能源上网问题，必须要改革电力体制，理顺各种利益关系，

以改革促发展。这需要一个过程。不过，短期内激活已核准风电项目的建设更现实和可行。

为提高风电开发利用效率，提振开发企业投资信心，国家能源局于 2012年 4月下发“关于

加强风电并网和消纳工作有关要求的通知”，对日趋严重的弃风限电问题亮起红灯。为解决

机组检测过程中的矛盾，国家能源局在今年 5月召开了风电机组并网检测协调会，并以会

议纪要的形式下发文件，对现实中暴露出的问题进行了调整。这些措施是及时的，也是必

要的，但政府还应不断修订和完善相关政策措施，进一步加大管控的力度：

一是要制定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风电项目开发中的协调和管理功能的具体措施，督促

其协调电网、开发企业和市场消纳的关系，如开工率不达标，可削减该地区新项目指标；

二是要确保电网方面严格执行国家关于加强风电并网和消纳工作的有关要求以及风电机组

并网检测协调会议纪要的各项规定，不得做出超出规定范围的额外要求。对于核准项目，

电网公司要按规定及时接纳入网，不干预项目的正常运行。同时加快检测能力建设，使具

备资质的检测机构参与竞争，提高效率，促进公平。三是出台具体措施，保证开发商手中

已核准项目顺利建设。在规定时间内无故不开工的项目，应一律收回，并对该企业的新项

目申请做出限制。四是出台办法促进资金来源的多元化，通过引导社会资金走向，多渠道

解决企业的资金压力。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确保风电项目的开工率。

作为新兴产业，风电行业的成熟和技术的进步都需要以市场规模为基础的支撑。而要保

持一定的增速和市场规模，则必须辅以完善的政策支持。面对困难，我们既要坚定信念，又

要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措施推动产业的不断发展，不断增加产业发展所需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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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最好的自己”是武钢在 2011 年初为金风科技定下的基调。言外之意，是金风在虚心向竞

争对手学习的同时，更关注的是自己的战略实施。2011 年的风电市场不那么使人乐观，但这

家企业却再次成为龙头老大——是埋头苦干也好，不惧竞争也罢，我们想知道的是，金风科技

在这一年里到底做了什么。

24 封面
Cover Article
封面
Cover Article

34
巴西风电市场发展
现况和趋势

金风科技要做最好的自己

国际
International



4  风能 Wind Energy 

目录／ CONTENTS 2012年第07期

    卷首语/ From The Editor

01  行业需要多一点“正能量”／秦海岩

08  风向/ Direction 

    人物/ Figure

18  孙如林：从旋翼到风轮／赵靓

    封面/ Cover Article

24  金风科技要做最好的自己／赵靓，薛辰

广告索引

封二		 奥特科技

扉页 1	 中国南车

扉页 2	 艾尔姆

扉页 3	 天威卓创

扉页 4	 上海电气

扉页 5	 舍弗勒

扉页 6	 科诺伟业

扉页 7	 鉴衡认证

卷首语对页	 远景能源

目录对页 1	 敏态液压

目录对页 2	 ABB 中国

版权对页	 亚什兰

P23	 	 CWP2012

P31	 	 菲尼克斯

P41	 	 贝奇尔

P45	 	 合肥阳光

P49	 	 西西延森

P59	 	 歌美飒

    公司/ Company

32  中科宇能：技术强者的“超能力”／赵靓

    国际/ International

34  巴西风电市场发展现况和趋势

       ／P.Chaves-Schwintech

   

    调研/ Survey

38  直驱型风电机组市场近况／赵靓

     

      产业/ Industry

42  中国在巴基斯坦的风电投资机遇／朱轩彤

46  中国风电叶片产业发展的回顾与反思／姜兆民

    风电场/ Wind Farm

50  风电场平均风速变化对利用小时数的影响研究／郭辰

60  风电场调度自动化系统的设计与应用／孙蕾，沈石水

   

    技术/ Technology

66  大容量风电机组技术发展动态研究／高辉

74  桁架式支撑结构海上风电机组研究／黄志文，张宇

78  基于有限元分析的风电机组塔架结构正交试验设计

       ／顾岳飞

84  高强预应力锚杆在新疆达坂城风电项目中的应用实例分析

       ／李蒙，James A. Hussin

88  风电机组的功率模糊控制系统研究／靳晓飞，席东民

92  复合材料风电叶片检查维护及维修／薛岭，张杰

96  风电机组振动监测系统对齿轮箱故障的检测与诊断

    ／J.Hanna, C.Hatch, M.Kalb, 卞文状

P65	 	 尚能科技

P73	 	 铁姆肯

P87	 	 迈科润滑油

P99	 	 壳牌润滑油

后彩一	 国电联合动力

封三		 重齿风电

封底		 罗特艾德

18 人物
Figure       

孙如林：从旋翼到风轮



顾问
石定寰  史立山  杜祥琬  黄其励

   徐建中  倪维斗  胡文瑞  杨裕生

  李宝山  韩文科  朱俊生  贺德馨 

王承煦  朱瑞兆  戴慧珠  马学禄 

王斯永  吴运东  齐同庆  于午铭 

宫靖远

社长：卢  山

主编：施鹏飞

执行主编：秦海岩 

副主编：王仲颖  夏丽华

编辑部主任：秦海岩（兼）

编辑部副主任：薛  辰  蔡丰波 

本期责编：苏  晓

编 辑：于贵勇  赵  靓  苏  晓  

视觉设计：荆  莹

广告及发行：王  艳  徐晓英

声 明
◆本刊图文版权所有，如需转载，请与本刊编辑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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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刊已被国内多个数据库收录，并在相关网站提供

在线阅读和下载服务。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或数字出版，请在来稿时向本刊书面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主管： 工业和信息化部  主办：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

编辑制作：《风能》杂志社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东路28号

易亨大厦1108

邮编：100013

电话：010-59796665-3953（编辑部）

      010-64405232-3501（广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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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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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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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itorial Director: Qin Haiyan
Deputy Editorial Director: Xue Chen Cai Fengbo
Duty Editor: Su Xiao
Editor: Yu Guiyong  Zhao Liang  Su Xiao
Visual design: Jing Ying
Advertising & Distribution: Wang Yan  Xu Xiaoying

Produced by: Wind Energy 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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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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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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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64405232 -3501（Advertising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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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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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字第8245号

                 印刷：北京昊天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每月6日出版

国内定价：人民币25元

2012年第07期



风向 | Direction

8  风能 Wind Energy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
在巴西召开

据新华社报道，6月20日至22日，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

内卢召开，出席会议的 5万名代表来

自 19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上

百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本届大会

旨在就全球可持续发展、环保及扶贫计

划等问题达成共识。

在三天的大会期间，各国领导人

和代表围绕“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

背景下的绿色经济”和“促进可持续

发展的机制框架”两大主题展开讨论。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率团出席了会

议，并代表中国政府发言，表达了中

国将与国际社会一道推进人类可持续

会 议

1

发展事业的意愿和决心。会后，中国

代表团还对巴西、乌拉圭、阿根廷和

智利进行了正式访问，并就中国与各

国的合作展开讨论与交流。温家宝总

理在与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举行会

谈时表示，愿全面参与阿根廷和拉美

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同阿方在

石油和天然气上中下游、核电、风能、

太阳能领域合作，扩大本币互换规模，

开展双边贸易本币结算。

22 日晚，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

闭幕，并通过最终成果文件——《我

们憧憬的未来》。文件重申了“共同但

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决定发起可持

续发展目标讨论进程，并肯定绿色经

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2012美国风能大会关注
风电制造和就业

由美国风能协会（AWEA）主

办的美国国际风能大会暨展览会

（WindPower2012）在亚特兰大举办，

此次风能展从6月3日持续到6月6日，

共吸引了国内外风电行业约 1.6 万名

参观者和 900 多家参展商。本届展会

吸引了风能领域的所有领军企业，展

会给参观者和参展者提供了认识新产

品和了解新技术的机会。

2

WindPower2012 的主要议题是风

电制造业和就业问题。美国风能协会

主席 Denise Bode 在开幕式致辞中表

示， 美国联邦生产税收抵免政策（PTC）

至少还会延长一年，并呼吁大家进一

步采取坚实步骤发展风电。由于近期

市场的不确定性，参会者对美国风电

市场的发展趋势充满了期望。因此，

在题为“风电供应、需求和成本—

2012 美国风电市场”的分会上，整个

会场座无虚席。根据会场宣读的最新

市场咨询报告预测，到 2030 年，美

国风电平均每年新增装机容量将达到

500 万千瓦 ~600 万千瓦。当然，由于

生产税收抵免政策的不确定性，期间

市场还会有一些大的起伏，这些也会

影响中国风电企业在美国的投资步伐

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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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海上风电联合开发
公司成立

6 月 20 日，由南方电网能源公司

牵头，联手明阳风电、粤电集团等国

内相关领域 8家企业共同出资成立的

南方海上风电联合开发有限公司在广

州正式成立，这一联合体成立的目的

是促进广东海上风电有序开发、保障

海岛民生改善。

日前，国家能源局批准南方电网

和粤电集团开展海上风电项目，涉及

的两个项目分别位于广东珠海和湛江。

珠海项目位于广东珠海桂山，装机总

规模 19.8 万千瓦，加上海岛智能微电

网工程，项目总投资 44.5 亿元，预计

刘铁男表示“十二五”
我国将大力发展非化石
能源

7 月 1 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在《求是》杂

志撰文，阐述了“十二五”期间我国

能源发展的总体思路。

刘铁男指出，十年来，我国能源

工业发展迅速，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迅猛发展，水电装机超过 2 亿千瓦，

风电装机超过 5000 万千瓦，太阳能

热利用规模稳居世界首位，“十一五”

期间单位GDP能耗下降 19.1%。

“十二五”期间，我国将构建安全、

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

观 点

3

其中，将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积极

发展非常规能源，抓好页岩气发展规

划的落实，加大煤层气勘探开发力度。

大力发展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在做

好环境保护和移民安置的前提下积极

发展水电，安全高效发展核电，有序

发展风电，加快太阳能多元化利用，

积极发展生物质能、地热能等其他新

能源，促进分布式能源系统的推广应

用，让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

构调整中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

同时，加强大型能源基地建设，

打造山西、鄂尔多斯盆地、蒙东、西南、

新疆等五大国家综合能源基地。综合

考虑目标市场，产业布局调整，煤电、

风电、核电、天然气发电、抽水蓄能

等电源点建设和进口能源，以及资源

地的水和生态环境承载力等因素，加

快西煤东运、北煤南运铁路运输能力

建设，发展适应大规模跨区输电和新

能源发电并网要求的现代电网体系，

完善国内油气区域主干管网，推进油

气进口战略通道建设。

另外，发展农村可再生能源，因

地制宜建设绿色能源示范县和太阳能

示范村；实施能源总量强度双控制，

建设节能型国家；除加强与俄罗斯、

中亚、中东、非洲、南美等周边国家

和重要资源国的合作，还须与欧盟、

美国、日本等国保持合作，引进借鉴

先进的能源技术。

4

2014 年建成投产。该项目是广东省第

一个海上风电场示范项目，将于年内

动工。该项目将与大陆电网联接东澳、

桂山、大万山岛项目，为广东新能源

开发利用所服务。作为该项目的投资

主体，南网能源公司负责牵头组建项

目公司，以及项目的前期与施工工作。

截至目前，已完成风电机组选型及机

组基础方案等初步仿真计算，全面开

开 发

展风电项目可研 15 项专项工作，以及

18 项核准相关专题中的 11 项，并全

力推进海洋环评、海域使用论证等关

键核准专题工作。

另一个项目位于湛江徐闻县新寮

岛。2009 年，粤电集团就获得湛江徐

闻海上风电项目 4.8 万千瓦海上风电

场开发权，该项目主要采用的是明阳

风电超紧凑型风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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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制定《风力发电离
岸系统示范奖励办法》

7 月 3 日，台湾经济部门制定了

《风力发电离岸系统示范奖励办法》（简

称《办法》），对海上示范风电场和示

范机组的奖励条件和奖励标准作了详

细解释。

《办法》规定，装机总规模为 10

万千瓦 ~20 万千瓦的示范风电场，2

台单机容量为 3 兆瓦以上、安装于 5

米水深等深线以外海域且属于新出厂

的示范风电机组可以获得奖励；另外，

风电场建设区域必须是该《办法》施

行后新设或扩建区域。

示范机组的奖励金额以《办法》

公告年度海上风电机组采购费率每千

瓦装机容量初期建设成本的 50%为上

限，且不得超过示范机组实际建设总

费用的 50%；示范风电场奖励金额则

以新台币 2亿 5 千万元为上限。根据

《办法》受到奖励的示范风电场和示范

机组，如果之前曾获得过补助、优惠

或示范奖励的，主管部门将扣除重复

补助部分。

《办法》规定，符合奖励资格的申

请人，需要完成提出申请、资格审核、

办理签约、执行、审核拨款、完工并

投入运营以及配合提供相关资料等一

系列步骤方可获得奖励。

6

三部委公布可再生能源
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录
        
为了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

2012 年 4 月， 国家财政部、国家发改

委、国家能源局印发了《可再生能源

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简

称《管理办法》），明确了可再生能源

发电项目上网电量的补助标准，针对

5
可再生能源发电补助的管理和使用，清

楚描绘了补助资金来源和使用的路线，

对项目并网发电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6月 12 日，国家财政部、国家发

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了《关于公布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录（第

一批）的通知》（简称《通知》）。

根据《管理办法》的要求，《通

知》公布了 2012 年第一批可再生能源

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录，目录涉及共

计 10个省市 219 个项目，总装机容量

990.68 万千瓦。其中，内蒙古最多，

有 104 个项目，共 617.49 万千瓦；其

次是黑龙江 48 个项目，共计 173.35

万千瓦；新疆 20 个项目，共计 79.6

万千瓦；其余河南（14个）、广东（10

个）、安徽（7个）、江西 (7 个 )、湖北 (4

个 )、湖南 (3 个 )、辽宁 (2 个 ) 等省份

的项目也被列入其中。

近年来，可再生能源上网一直是

关注的焦点，尤其是风电的并网和消纳。

而这次补助目录中，风电项目也是占比

最大的，在219个补助项目中，风电项

目有 172 个，共 914.04 万千瓦，装机

容量占比约92.3%；生物质能发电项目

46 个，共 76.62 万千瓦；而太阳能发

电只有内蒙古鄂尔多斯一个项目。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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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斯塔斯续签1897兆瓦
服务合同

6月 27日，维斯塔斯（北京）公

司宣布，维斯塔斯近日与葡电可再生

能源集团 (EDPR) 签订了其有史以来最

大的一项服务和维护续约协议，为美

国和欧洲 30家风电场的 1100 台风电

东方电气自主研发5.5兆
瓦机组近日将下线

6 月末，东方电气所属的东方汽

轮机有限公司表示，该公司研发的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5.5 兆瓦风电机组，将

于近期内在公司的6兆瓦实验平台上下

线。6兆瓦实验平台的建成以及 5.5 兆

瓦机组的下线，标志着东方电气正式迈

入“6兆瓦俱乐部”。该风电机组下线

后将在年内运送至江苏南通风场安装，

用于海上风力发电。

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风电事业部

总经理安辉介绍，5.5 兆瓦风电机组的

下线，标志着东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风电机组研发与制造达到了新的高度。

域的性能诊断和监测中心，充分展现了

维斯塔斯的服务能力。

维斯塔斯销售执行副总裁胡安 •
阿拉卢塞（Juan Araluce）表示：“我

们非常高兴能继续加强与世界上最大的

可再生能源公司的合作伙伴关系。正是

我们遍布全球的服务团队的卓越表现，

使维斯塔斯能为葡电可再生能源集团 

(EDPR) 提供优质的服务。”他还表示，

这项协议也为维护这些风电机组的维斯

塔斯员工提供了一份长期稳定的工作。

该合同涵盖了多项服务产品，例

如有功功率输出管理AOM 4000。AOM 

4000 是由定期和不定期的维护及耗材

组成的全托管式服务合同，可以为客户

提供可靠的风险管理，就双方达成的共

识确保风电机组的可利用率。它为客户

提供维斯塔斯有据可查的服务，避免不

可预见的运营成本。

机组提供长达7年的服务。

该协议涉及的机组总容量为 1897

兆瓦，其中超过70%的机组位于美国，

其余位于西班牙、法国、罗马尼亚、葡

萄牙和意大利的风电场。

该协议通过维斯塔斯本地化的服

务团队监控全球将近 2.2 万台、共计

3750 万千瓦的装机容量、位于 6个区

这也是公司未来占领技术制高点的一个

重要产品，为公司未来谋取高端风电机

组市场添加了一个重要的砝码。

根据目前的发展战略，东方电气

风电业务正在大力谋求南方和海上风电

机组市场的发展，由于区域性地理特征，

大功率机组将成为趋势。由此，5.5 兆

瓦机组的下线，是公司谋求高端市场的

重要一步。

对于之前舆论所反映的关于东汽

风电出现大规模库存积压事件，安辉

表示，目前公司没有大规模的库存，

也不可能出现较大的资产减值风险。

“十二五”期间，公司预计风电机组业

务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将由目前的11%

提升到15%。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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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车风电WT1650型机
组成功通过低电压穿越
测试

6 月 14 日，中国南车株洲电力研

究所风电事业部（简称南车风电）传

来消息，该公司WT1650 型风电机组

成功通过低电压穿越测试，其中包括

小功率输出、大功率输出、电网三相

短路、相间短路以及不同电压跌落深

度（20%、35%、50%、75% 和 90%

共 20 个点）的工况测试。测试结果表

明，WT1650 型风电机组完全符合上

述多重环境的严苛要求，性能表现良

好，已经具备低电压穿越能力，在电

网友好型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低电压穿越（LVRT），指在风力

发电机并网点电压跌落的时候，风电

机组能够保持并网，甚至向电网提供

一定的无功功率，支持电网恢复，直

到电网恢复正常，从而“穿越”这个

低电压时间 ( 区域 )。LVRT 是对并网

风电机组在电网出现电压跌落时仍保

持并网的一种特定的运行功能要求。

低电压穿越试验对整机电气系统、

变流器及相关配套设施要求极高，危

险性较大，属风电技术领域的一大瓶

颈。南车风电充分发挥技术优势，潜

心攻关，攻克各种技术难题，最终圆

满完成了测试任务。

金风科技2.5兆瓦机组
首次登陆澳大利亚市场

7 月 4 日，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 简称金风科技 ) 传来消息，其

投资建设的澳大利亚 Gullen Range

风电场已与澳大利亚本地电网公司

TransGrid 签订并网协议，获得并网

许可。金风科技最新成熟技术产品 2.5

兆瓦直驱永磁风电机组将首次亮相澳

大利亚市场，这再次显示了金风科技

强大的研发实力及其机组优越的并网

友好性能。

Gullen Range 风电场位于澳大利

9

10

亚新南威尔士州南部高原地区，将容

纳总计 73 台金风科技直驱永磁风电

机组，项目计划于 2012 年年底前开

工建设，并于 2013 年内实现并网运

行。该项目也是 2010 以来首个获得

Transgrid 电网公司并网许可的大型风

电场项目。

澳大利亚金风有限公司（金风澳

洲）执行董事 John Titchen 说：“Gullen 

Range 项目是金风科技在澳洲开发的

第二个大型风电项目，也是澳洲市场

首次采用金风科技 2.5 兆瓦直驱永磁

机组，该项目已成功获得并网协议和

电力销售协议，我们非常期待该项目

成功投入运行。”

近期，金风科技在美国伊利诺伊

斯州的 Shady Oaks 风电场和埃塞俄

比亚的 Adama 风电场均已完成建设，

目前正在进行并网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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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齿公司5兆瓦海上风电
齿轮箱下线 

6 月 9 日，由重庆齿轮箱有限责

任公司（简称重齿公司）自主研发生

产的 5 兆瓦海上风电增速齿轮箱成功

下线。

该款 5 兆瓦海上风电增速齿轮箱

由重齿公司独立研发，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填补了国内相关技术的空白。

齿轮箱设计按照国际标准规范，吸收

了重齿公司 10 多年风电齿轮箱的设

计、制造、运行经验。行星传动采用

了多分流技术，使齿轮箱具备了结构

紧凑、体积小、重量轻等优势。5 兆

瓦海上风电增速齿轮箱的成功下线，

代表了我国目前大功率风力发电增速

齿轮箱制造技术的最高水平。

重齿公司一直致力于风电领域

增速齿轮箱等关键零部件的研发和生

12

国电联合动力亮相美国
亚特兰大风能展

6月 6日，由AWEA（美国风能协

会）主办的全球性风能专业展会在美国

亚特兰大落下帷幕。国电联合动力技术

有限公司（简称国电联合动力）作为中

11
国领先的风电设备制造企业及风力发电

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参加了展会，并展

示了目前国内单机容量最大的6兆瓦海

上风电机组，获得业界及国际运营商的

高度评价。

作为中国业界风电技术领域成长

最快的企业之一，国电联合动力目前已

零部件

成长为全国第三、世界第八的风电整机

制造企业，其生产的风电机组已遍布全

国各地，第一批海外项目的顺利并网验

收，为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起到了积极

的示范效应。

通过近五年的时间，公司通过对国

际先进的双馈风电机组技术的消化吸收，

掌握了双馈机组的关键设计技术，形成

了稳定高效的科研体系。国电联合动力

在整机概念设计、叶片翼型及气动结构

设计技术、风电机组控制器及控制程序

设计等方面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集成技术创新体系。最新的6兆瓦机型

是在消化吸收1.5兆瓦、2兆瓦和3兆

瓦技术以及公司3000多台风电机组成

功运行的基础上，自主设计研发的、具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变速变桨恒频双

馈风力发电机组。目前该公司12兆瓦

海上风力发电机组也处于研发设计中。

产，也是国内最早进入该行业的专业

齿轮箱制造商之一。目前，重齿公司

研发出了共 30 余种型号的系列风力

发电机组增速齿轮箱产品，6 兆瓦及

以上的增速齿轮箱也在研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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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150亿美元投资
风电场并网建设

德国电网项目运营商 TenneT 近

日透露，将北海风电场的电力输送到

德国的电网通道建设项目成本将达到

120 亿欧元（932 亿人民币）。

TenneT 公 司 表 示， 他 们 正 就

项目投资问题同德国政府进行商谈。

TenneT 已经投资了 60 亿欧元，他们

希望剩余投资也能得到保障。

该项目负责人马丁·鲁斯称，同

政府商谈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德国政府

能帮助他们寻找更多投资方。“我们对

项目融资前景十分乐观，所有问题都

日本上网电价政策刺激
新能源投资

7 月 1 日起，日本将实施上网电

价政策，即以固定价格购买可再生能

源所发电力的制度。为此，日本国内

掀起了可再生能源发电事业的新高潮。

目前，日本新建或计划建设的太阳能、

会得到解决。”

德国计划到 2030 年前海上风电

装机容量达到 2500 万千瓦。许多电力

公司都呼吁政府尽快解决风电场的并

网问题。由于缺乏资金，风电场的并

币 )，预计政府批准日期为 10 月，今

后资金规模会继续扩大为 200 亿日元

（16.34 亿人民币）。该公司首席执行官

Shuhei Abe 表示：“该基金将主要投资

包括兆瓦级光伏、风电场在内的日本可

再生能源项目，也可能将资产的 15%

用来投资智能电网技术公司。”

该资金未来 15年的预期投资回报

率是 6％至 8％，此外，Sparx 打算从

国内外个人基金、个人投资者和全球

主权财富基金为可再生能源基金融资。

相关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制定的

上网电价政策已经开始刺激国内的可

再生能源投资。未来几年，日本的可

再生能源投资有望翻番。彭博新能源

财经分析师表示，随着上网电价政策

的出台，日本在光伏、风电和其他清

洁能源方面的投资有望从 2011 年的

86 亿美元上升至 171 亿美元。

风能发电项目的合计发电装机超过

200 万千瓦，规模相当于 2座核电站。

电价政策的实施促进了日本国内可再

生能源的投资热潮。

日本资产管理公司 Sparx Group

就赢得了日本东京都政府的首份有关

投资日本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合同。该合

同首批资金为 15亿日元 (1.23 亿人民

13

14

国 外

网和电力运输进展缓慢，许多投资风

电场的企业都对此表示担忧。如果德

国政府想要达成其宏伟的可再生能源

目标，就不能忽视电网连接等基础设

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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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风电补贴消减
逾20%

保加利亚是近几年新能源发展的

新兴市场，得益于其绿色能源补贴政

策，很快成为被奥地利、德国、日本、

中国和美国等多个国家企业看好的风

阿根廷Geassa与北京
建工签35亿元合同

6 月，阿根廷电力开发商Geassa

与北京建工集团签订了一项 35 亿元人

民币合同，用于在阿根廷巴塔哥尼亚

地区建设一个总装机为 135 万千瓦的

风电项目。

该项目有望获得中国银行的融资，

并且使用中国生产的风电机组，据说

很有可能将由金风科技提供相应的机

组产品。

Geassa 正在和电力批发市场管

理公司（Cammesa）协商一份长达

15 年的电力购买协议，按照阿根廷

电投资市场。但是，据外媒报道，由

于担心电价激增，保加利亚电力监管

部门在 6月中旬宣布大幅降低风能和

太阳能电力优惠价格，令该国的可再

生能源开发商再度陷入不安。

该监管机构削减风电优惠上网电

价补贴达到 22%。新的补贴制度将

从 7月 1 日开始生效，对象是那些在

2013 年 7月之前接入电网的风电场。

保加利亚电力监管部门还提高了

消费者电力价格，自 7月 1 日起上涨

13%。该机构表示，价格上涨的绝大

部分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电力来自昂贵

的可再生能源。

另外，保加利亚还提高了电力传

输费，涨幅为 50%，该项措施自 7月

开始执行。业内认为此举将重创电力

出口。

计划于 7月在保加利亚北部开工

建设 120 兆瓦风电项目的中国明阳风

电正考虑取消这个价值 1.5 亿欧元的

项目。负责该项目的W Power Group

首席执行官 Jonathan Mann 表示：“我

们可能将控诉保加利亚政府把我们引

到这里，我们本来准备好投资了，却

被新的状况‘剔’出这个市场。”

两个变电站，一个规模为 500 千伏，

另一个规模为 132 千伏。另外，该项

目还包括一项接入到阿古里亚·普德

尔现有配电站的 500 千伏的超高压输

变电路线工程。

建设工程将在2012年 12月开始，

整个工程估计将花费 4年零 9 个月的

时间完成。第一个阶段的工程须在 27

个月内完成，其中包括高压输变电路

线工程。接下来，每半年会连续推进

一个规模为 300 兆瓦的工程项目。阿

根廷电力监管部门已经批准了Geassa

公司建设高压输变电路线和风电并网

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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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规定，电力开发商允许直接向

Cammesa 出售电力。

Geassa 公 司 的 执 行 副 总 裁

Eduardo Restuccia 先生表示，之所

以选择北京建工集团这家中国国有建

设集团为合作对象，是因为该集团不

仅表现积极主动，行动迅速，而且致

力于寻求中国银行的贷款支持，这对

Geassa 来说是个很有吸引力的因素。

据悉，双方已经在 2010 年 8月就签订

了合作备忘录。

来自中国方面的融资将覆盖该项

目总投资额的 85%，剩余部分的资金

将来自股权投资人和 9个项目阶段中

的投资收益。丘布特省的项目将包括

国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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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届世界风能大会在德国召开
2012 年 7 月 3 日 ~7 月 5 日， 由 世 界 风 能 协 会

（WWEA）和德国风能协会 (BWE) 共同举办的第 11 届世界

风能大会（WWEC2012）在德国波恩世界会议中心召开。

WWEC2012 会议内容覆盖了风电开发、应用的各个领域，

主题是“社区能源——公民电力”。本次会议设 1 个主会场

和 3 个分会场，总计 40 个议题涵盖了 200 个演讲题目，来

自全球 45 个国家的约 500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在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的组织下，来自

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风能设备分会、上海电气风电公司、

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国家电

网电力研究院、国家气象研究院、中山大学、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浙江运达等单位的 20 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与世界同

行进行了技术交流，并有 15 篇论文在各分会场中宣读。

在 7 月 3 日的大会开幕式上，世界风能协会主席、中

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主任贺德馨先生和德国

风能协会主席 Hermann Albers 先生分别向大会致欢迎词。

贺德馨表示 ：“自第一次世界风能大会在德国柏林举办后，

时隔十年，今年的会议又在德国波恩召开。当前世界能源体

系正在经历一次历史性的变革，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能源

体系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次会议的重点是社区风电，

社区风电为风能发展展示了一个新的前景，因为它涉及到

广泛的参与者，也更适应风电的特征，并对社区能源发展

有重要的影响。作为推动社区风电场发展的领先国家，德

国的社区风电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为全球社区风电的发

展树立了榜样，积累了丰富的经验。WWEC2012 将提供一

个平台展示和讨论在社区风电和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同

时也将展示供应商和制造商所提供的新技术和新产品。”

Hermann Albers 表示 ：“德国能源合作和社区风电场

的强势增长反映出本次会议主题抓住了时代精神。非常乐

观的一点是，公民手中已经拥有了能源供应权。当前，有

关《德国可再生能源法》（EEG）的片面讨论显示出，部

分保守－自由联盟的步伐远远落后于那些想快速向可再生

能源转型的公民 , 这种情形和去年核电分阶段淘汰有点类

似。《德国可再生能源法》被证明是一项极好的、灵活的工

具，这一工具在过去几十年已经成功地推动了德国能源的

转变。”德国风能协会认为，公众参与是能源转变的核心因

素。因此，德国风能协会已经正式发布了一份德、英双语

版本的出版物，该出版物题为《社区风电——地区电力服

务于地区居民》，综合介绍了社区风电场的不同投资模式和

项目规划。

大会期间，世界风能协会理事会把“2012 世界风能奖”

颁给了澳大利亚赫伯恩社区风电场和他的发起者，以表彰

他们在大规模推动社区风电这一工作中的贡献。世界风能

协会理事会尤其感谢澳大利亚其他社区正在制定方案运用

赫伯恩模式来发展自身的社区电力项目，同时也希望和期

待未来这些方案大部分可以具体化。

另外，大会宣读了第 11 届世界风能大会的会议决议，

并确定第 12 届世界风能大会将于 2013 年 6 月 3 日至 5 日

在古巴哈瓦那举行，古巴代表热情地介绍了 2013 年世界风

能大会的筹备情况，热烈欢迎全球所有风电行业人士参加

明年的世界风电盛会。会后，大会举办方组织部分代表参

观了德国典型的社区风电场和有关科学研究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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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届世界风能大会决议

世界风能协会和德国风能协会欢迎来自世界上 45 个国

家风能行业及其他可再生能源行业的 500 名代表参加第 11
届世界风能大会。此次大会的召开，正值各国将推动传统

能源体系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列为头等政治任务之时，正值

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之际。

此次大会的议题不仅包括风能利用、相关政策、制造、

开发、运行的各个方面，同时涵盖经济和社会议题，其中

有一项专项议题是“如何使公众广泛参与到可再生能源行

业中来，并成为主动的受益者”。

大会对相关政府和政府组织的帮助表示由衷的感谢，

尤其是德国波恩市，德国北莱茵 - 威斯特法伦州气候保护、

环境、农业、自然保护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多个部门，以

及欧洲联邦事务部，媒体，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与核

安全部，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欧盟，德国国际合

作机构，波恩储蓄银行国际对话基金会，国际可再生能源

联盟和 21 世纪可再生能源网（REN21），也对所有为本次

大会做出努力的组织和个人表示感谢。

大会尤其欢迎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对本次大会的大力

支持和重要贡献。

大会达成了基本共识，认为通过实施一系列综合战略

和政策，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全球范围内 100% 可再生

能源供应，尤其赞同德国莱茵兰 - 普法尔兹州在 2020 年前

实现 100% 可再生电力供应的决定。

大会授予澳大利亚赫伯恩社区风电场及其发起者

“2012 年世界风能奖”，以表彰该集团在澳大利亚建立了第

一个具开创意义的、拥有风电场的社区。

大会呼吁德国政府和欧盟继续实施诸如上网电价法案

等成功的政策，并发展包括社区电力和可再生能源地区融

合等关键因素在内的一系列综合性的长远策略。最近的决

议已经导致了潜在投资者的不确定性，尤其还会对基于社

区的投资造成不利影响。

大会对社区电力的概念得到全球越来越多的支持表示

欢迎，这次会议吸引了全球多个社区参与的事实也充分反

映了这一点。

大会鼓励全球各个社区通过利用可再生能源而成为可再

生能源发展的主力军，同时呼吁政府应对这些社区给予支持。

大会承认培训和教育已经成为旨在实现社区电力主流

化的一个关键因素。

此外，对以下目标、政策和措施，大会也给予支持 ：

逐步取消所有补贴，并将外部成本内部化，以营造公

平的竞争环境 ；

寻求类似充分有效的上网电价法规的补偿性法规框架，

鼓励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以保证提供充分的金融安全来鼓

励长期投资，尤其针对小型投资商 ；

为在不久的将来达到 100% 的可再生能源并网，在地

方和社区层面提高风电并入现有电网的能力，发展智能电

网，并加强各种可再生能源之间的协同效应 ；

与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紧密合作，以保证其工作计划的

执行和不断改善 ；

加强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地方社区在可再生能源应用方

面的意识，使他们能够更好地了解风电基本知识和技术 ；

在现有政府、国际、教育、研究和金融部门之间形成

一股更加关注社区电力的力量 ；

通过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份额降低能源供应体系的

整体成本 ；

建立和扩展国家、区域和全球范围内的可再生能源融

资机制，尤其是利用好作为全球气候变化磋商而提供的部

分基金，确保全球绿色气候基金对可再生能源的优先支持 ；

帮助发展中国家获得可再生能源先进技术，并带动当

地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 ；

鼓励所有的风电行业利益相关方参加将于 2013 年 6
月 3 日至 5 日在古巴哈瓦那举办的第 12 届世界风能大会。

2012 年 7 月 5 日于波恩
2012 世界风能大会主席

贺德馨，世界风能协会主席
Hermann Albers，德国风能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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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如林：从旋翼到风轮
■本刊记者︱赵靓

接触风电事业

将孙如林的注意力，从平行地面旋转的直

升机旋翼和桨叶，引入到垂直地面旋转的风电

机组风轮和叶片上的一次“标志性事件”，是

1978 年，福建省电力局想用直升机退役旋翼

桨叶改为风电机组风轮叶片。

彼时的孙如林正在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

（以下简称中国直升机所）总师系统办公室任

副总师。按矩阵管理模式，纵向分工负责预先

性课题研究，即预研总师 ；横向按专业能力负

责直升机旋翼系统技术把关。

1978 年以前，我国还难以自主研制专用

于风电机组的叶片，因此，福建省电力局研制

FD21 － 55 千瓦风电机组时，希望能够利用

直升机退役桨叶改为叶片，这项任务由中国直

升机所承担。

作为国家“六五”科技计划科研项目的

FD21 － 55 千瓦风电机组于 1982 年 5 月在福

建平潭风力发电试验站并网运行成功。这款机

组由福建省电力中心实验所、福建省机械研究

所等单位联合设计，福州发电设备厂完成样机

试制。该机组最明显的特征是高 16.2 米的水

泥制塔架，另一明显的特征是叶片。它的风轮

为水平轴下风向布置，自动调速调向。叶片采

用直－ 5 型直升机退役桨叶，并由孙如林通过

旋翼和风轮，这两种分别运用在直升机和风电机组上的空气动力产生装置，组成了孙如林一生的学习、研究、工作线索。虽然他们时常交织一处，又偶尔各有偏重，但沿着这条脉络我们可以清晰地管窥到，风电技术是如何从军工惠泽于民用，由保护家园向造福人类蜕变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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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其结果也达到了攻关任务书的要求。

实际上，北方单位研制的 3 千瓦样机也装

在平潭岛风电场，其机型为失速型，但由于启

动等方面出现了问题，仅将中国直升机所的科

研成果列为推广生产项目。

“按边防哨所、海岛和邮电局话务中转站

需求生产 20余台，其中在珠海桂山岛安装 3台。

桂山岛设有东南亚各国与中国话务中转站，由

于当时无法连接内陆电网，只能使用风能和太

阳能。”孙如林回忆。

读到 3 千瓦机组研制项目的收获，孙如林

认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培养了一批

人才，其次是积累了运维经验。但该机组也并

不是完美无缺的。气动部分虽获得了一致的好

评，但电控系统却屡屡出现原件老化现象，经

常需要更换零部件。

“当时我就深有体会，我们之所以走不下

去，主要是电控系统、电子元件不过关，经常坏。

直升机是进口的，可以不计成本，风电机组上

的是民品，只能买国产的，但当时国产元件确

实不太过关。”孙如林总结到。

理论联系实际

在完成 3 千瓦机组的科研工作后，我国引

进了比利时生产的 200 千瓦风电机组。此次合

作项目的内容包括比利时为我国培养风电相关

专业的研究生。于是，孙如林受国家科委委派，

于 1985 年底赴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学习

风电机组设计，成为我国最早被公派出国搞风

电机组设计的访问学者。

布 鲁 塞 尔 自 由 大 学（Vrije Universiteit 
Brussel 简称 VUB）是一所设有理工科、地质、

考古、天文、国际法等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孙

如林在流体动力学系学习，他的教授查尔斯 •赫

思（CH·HIRSCH），是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

在流体动力学（CFD）计算方面赫赫有名。

在比利时最初的 3 个月，孙如林并没有

得到教授安排的科研任务，而是踏踏实实地在

图书馆翻看关于风电机组的资料。直到 3 个月

后，查尔斯 •赫思教授找到孙如林，安排其设

计算，将风轮直径由 21 米改为 18 米。

“实验结果是可以发电，但是 Cp 值很低，

只有 0.22。因为直升机旋翼是受发动机驱动旋

转产生需要的气动力，而风轮是吸收风能而旋

转带动发电机旋转。从轴向动量理论看，气流

穿过旋翼后是收敛的，而风轮是发散的，所以

选用直升机桨叶做风轮叶片效率较低。”孙如

林解释。

但直升机却有一种飞行状态，即当直升机

发动机出现故障不能工作时，旋翼旋转是利用

下降的相对气流，使用自转产生升力平衡直升

机重量缓慢下降，这种状态称直升机自转下滑

状态，即风车状态。孙如林认为，正是由于该

状态与风轮气动原理是相同的，都是从风中获

取能量。所以在技术上，直升机专业人员进入

风电叶片行业较为容易。

“六五”期间（1981 年至 1985 年），国家

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科委）安排了

对 3 千瓦风电机组的科研攻关、推广工作，并

采用招标方式，确定攻关单位。中标单位最终

确定为两个，北方中标的是太原一家企业，南

方则是中国直升机所。

中国直升机所任命孙如林为该攻关项目总

设计师。他的团队共用近 3 年时间，完全按照

直升机设计流程自主完成了3千瓦机组的设计、

制造，以及主要部件的地面试验、整机吹风实

验和外场运转测试。

“设计采用水平轴，上风向型式，风轮直

径 6.6 米，塔高分别为 10 米、12 米。采用离

心变距系统，大风保护采用折尾系统。完成地

面试验后，整机安装在四川 29 基地低速风动

所，8 乘 6 米风洞进行 1 个月吹风试验。受到

时任低风速所长贺德馨的不少帮助和支持，吹

风经费由国家科委直接支付。”孙如林回忆，“经

过测试，该机组风轮的 Cp 值等于 0.44，并能

够在不到每秒 3 米的风速下启动。各种试验工

况机组平稳，变距系统、变桨过程的性能达到

设计要求。其风洞实验最大风速达每秒 18 米，

大风保护系统达到设计要求。”

这是我国风电机组首次进入风洞试验。此

后该样机安装在福建平潭岛风电场，进行运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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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200 千瓦风轮叶片的气动外形，然后计算其

气动载荷。

此时的孙如林才真正感到了时间压力。因

为此次海外学习计划的时间为 1 年，利用仅剩

的 9 个月完成 200 千瓦风轮叶片的设计，难度

颇高。

孙如林在接到这项研究任务后，用一个月

时间完成其叶片气动外形设计，并被教授审核

通过。此后开始建立计算力学模型，编计算程

序、试通程序，最后写报告。在这个阶段，试

通程序是花费时间和精力最多的过程，为达到

要求，孙如林有时需要通宵达旦。直到如今，

但凡提起比利时发明的吗丁啉，孙如林仍是赞

不绝口，起因便是他在研究 200 千瓦项目时，

累到屡犯胃病，直至吃了该药才有所缓解。

“VUB 计算机中心下设几个计算室，每个

计算室有近百台计算机，只要拥有上机钥匙号

就可免费上机。计算室 24 小时开放。既然这

项任务时间少，一般我双休日很少休息，还是

提前完成研究任务，教授也很满意这份计算报

告。”孙如林回忆。

在比利时，凡是获得其资助的外国留学

生的研究成果都要经过审查。这份载荷计算研

究报告送到比利时首相技术政策部（相当于我

国的国家科委）。正当孙如林准备回国时，查

尔斯 • 赫思教授突然找到他并告诉他，200 千

瓦叶片气动外形设计的研究报告经审查后，得

到一致认可，并希望孙如林延长一年学习时间。

从第二年开始，孙如林开始做垂直轴风电

机组的气弹稳定性研究。虽然该课题难度更大，

但由于此前已有 3 个月的理论积累和 9 个月的

研究经验，同时相关人员也较为熟识，他的精

神压力有所减小。

“承担气弹稳定性研究课题的同时有两个

人，其中我负责垂直轴的，另一个英国学者负

责水平轴的。我们也经常沟通，并达成互相交

换论文的约定。”孙如林回忆，“英国留学生双

休日一般不学习、不工作，但我多半利用双休

日上机。当我的研究完成并审查通过时，那位

英国学者只完成了方程式推导。即便如此，我

们仍做了论文交换。”

搞风电设计的人员都明白，风轮叶片的载

荷大小，直接涉及机组各部件的载荷大小，因

此，在设计风轮叶片时，不仅要追求更大的

Cp 值，而且也需要考虑 CT 值要尽量小。

“实际上，风轮叶片设计是一个多目标多

约束的优化过程。如果风轮载荷大，则会增加

整机重量和成本。如果载荷计算方法不准，获

得值小于实际运行载荷，会影响整机的安全和

可靠性。”孙如林说，“另外，关于气弹稳定性

分析，目前各国仍采用组合模态法。对水平轴

型式而言，即将风电机组分成风轮（叶片和轮

毂）、机械部分、塔架三部动力特性分别计算，

一般计算到 20 阶，用能量法推导出拉格朗日

方程式，方程式中包含质量矩阵、刚度矩阵、

结构阻尼和气动阻尼矩阵。”

孙如林认为，作为风电机组总体设计，其

稳定性是首要的。总体设计实际上是一个集成

优化的过程，除考虑性能、可靠性、重量和成

本外，机组在各种风况下的稳定性是首先需要

得以保证的。

“八五”（1991—1995）期间，孙如林参

与了由中国风能中心组织，以浙江省机电研究

院、杭州发电设备厂、上海玻璃钢研究所、杭

州齿轮箱厂等 8 家单位承担的“200 千瓦风力

发电机组研制”项目。在消化吸收国外技术的

基础上，自主设计研发出风轮直径 24 米的失速

型 200 千瓦风电机组。此后，也参与了对该机组

↓3千瓦机组整机
风洞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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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型——250 千瓦机组的部分工作。

为实现以市场换技术、立足于高起点发

展我国风力发电机制造业的目标，国家计委于

1996 年 3 月提出了“乘风计划”。作为专家组

成员，总体设计主要技术负责人，孙如林将不

少时间和精力投在该项目上。

“乘风计划”以 600 千瓦级机组国产化为

目标，分别引进丹麦厂家和西班牙厂家的 600
千瓦机组，以公开招标的方法，确定了总体设

计由中国直升机所、总装由西安 430 航空发动

机厂和洛阳第一拖拉机厂、电控系统由中科院

电工所、风轮叶片由保定惠阳厂、电机由兰州

电机厂等几家电机厂、齿轮箱由川齿等几家齿

轮箱厂共同承担该任务。

“经过这次攻关，关键部件的生产、设计

能力都有提高。”孙如林回忆，“‘九五’、‘十五’

期间好多单位的设计和生产能力的建立，很多

得益于那 5 年的成果。例如，之前我们不舍得

买国外叶片，而从内蒙古买一个 600 千瓦桨尖

遭雷击损坏的叶片，花了 130 万元。后来我们

生产的价格也就是它的 70%，80 多万元。”孙

如林说。

同时他还认为，掌握自主技术对国家或企

业引进新技术也有一定的好处。例如他在 1996
年离开直升机研究所前，预研了一副升力系统。

“之后与外国合作搞旋翼系统，本来要价特别高，

但过去一谈，对方发现我们知道好多关键技术，

价格就便宜了不少。风电也一样，自己知道的

越多买技术就越便宜。有了‘乘风计划’的成果，

我们买国外的东西就便宜多了。”

但孙如林也提到，自己能有这样的思路，

并不是灵光一现的结果。“我们做了很多工作

都不是盲目的，是国家全局性考虑后所赋予我

们的使命。”“乘风计划”最初由国家计委组织，

之后改至国家发改委，后期由国家科委承担，

在风电机组的国产化过程中，“这些单位都是

功不可没的”。

助力中航惠腾

1999 年，作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研究员，被推迟到 62 岁退休的孙如林，退休

后开始担任中航惠腾的总工程师。

“那时候力量很小，就两个设计，人手不

够。”孙如林决定不能仅仅依靠公司的力量，

而是要利用各方优势获得设计能力。“我们采

取借用力量，结合研究所、院校的技术资源，

要求及原始数据是我们提出，其分析计算结果

准确性由我们确定，这样动力特性等一些报告

协作完成。另外，我们手中的国外翼型特性数

据不准，我便采用中国直升机所‘九五’期间

在西北工业大学翼型研究中心 NF － 3 风洞对

FFA － W3 族翼型做吹风试验时得到的三种翼

型的启动特性曲线和数据。可见吸收利用国外

技术优势也需要做些必要的研究。”

600 千瓦风轮叶片商品化生产及研发工

作，立足于惠腾公司内部、国际技术资源和

国内技术成果，研发经费也比较少。2002 年，

中航惠腾 600 千瓦风电叶片实现了大批量生

产，一举打破国外企业在中国风电叶片市场中

的绝对优势，至 2005 年，中航惠腾占有叶片

市场中 50% 以上的份额。

在人才与经验获得一定积累后，中航惠腾

的主流产品 750 千瓦、1.2 兆瓦和 1.5 兆瓦型

↑1986年，孙如林在
比利时做访问学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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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已完全由内部力量设计。这些叶片中的一

部分采用了“参考样机设计法”，即使用成熟

的样品，进一步对其进行优化和改进，最终达

到设计要求。

例如 750 千瓦风轮叶片便是参考国外 750
千瓦风轮叶片，在气动外形上做了部分更改和

完善，结构设计在 600 千瓦风轮叶片结构基

础上进行设计的。其国外原型产品，在运行中

出现振动现象，孙如林等人在结构设计中增加

结构阻尼器，成功解决了振动问题。这项结构

的改进，即结构阻尼器获得了国家专利。作为

“863”项目，1.2 兆瓦风轮叶片下线则标志着

我国风轮叶片研发能力进入了兆瓦级区间。

“1.2 兆瓦风轮叶片研发项目，属国家 863
任务，也是采用参考样机设计法，在 2005 年

完成其样机研制，装于金风科技 1.2 兆瓦直驱

型机组上，运行良好，为金风科技 1.5 兆瓦机

组的研发做了技术准备。”孙如林说。

通过“参考样机设计法”实现风电叶片的

本土化生产，除了是从可靠性和成本上考虑外，

市场环境的适应性也极为重要。孙如林指出 ：

“根据中国的风况，在每秒 7.5 米以下的占到

70%，使中国风能具有自己的特点。当年国外

厂商的机组二类、三类风区的有，三类风区以

下的怎么办？我们需要赶紧改型。自己不懂怎

么改？像 1.5 兆瓦的，一类是 67 米直径，此

后有 70 米的、77 米的、82 米、93 米的，现

在还有 102 米的。从 82 米开始到 100 米以上，

自己没有研发改型能力是不行的。再加上高原、

高温、沿海等等的需求，都需要自主研发能力

来解决。”

据孙如林回忆，中航惠腾的 1.0 兆瓦型叶

片是参考自身 750 千瓦叶片改进设计的，并随

整机出口美国。2.0 兆瓦叶片则是该公司自主

研制，装于重庆海装机组上，运行情况良好。

而销量较大的 1.5 兆瓦风轮叶片则是与荷兰复

合材料技术中心（以下简称 CTC）合作设计。

在收购 CTC 后，中航惠腾又完成了 2.5 兆瓦、

3.0 兆瓦风轮叶片的研发。

“这期间我们深深体会到，收购国外设计

公司，要学习到核心技术，必须派中国技术人

员参与到他们的设计当中去，至少要一起完成

1-2 个型号设计的全过程。否则，会造成中国

虽有产权，但没有掌握知识的情况。”孙如林说。

目前，中航惠腾经历十多年的艰辛历程，

培养造就了一支技术队伍，具有一定的自主研

发能力，根据中国风况及市场要求，可以自主

研发 3 兆瓦和 3 兆瓦以下各种型号的产品。

实际上，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中航惠腾

在叶片市场都扮演着龙头企业的角色。孙如林

认为，这应该感谢时代、感谢机遇，使中航惠

腾的叶片从我国风电大规模开发的初期，便推

出了较为先进的产品。同时，也应该看到中航

惠腾初创时的机制具有一定的先进性，能够借

助各方优势迅速发展壮大。

但孙如林还认为，叶片市场近些年的表现

低迷，值得从各层面进行深思。“看到惠腾效

益好的时候，很多厂家纷纷都上了风电叶片业

务。导致恶性竞争，产品价格屡创新低。”究

其根源，首先地方保护，为了财政效益用风能

资源换投资。同时银行也未能做好把关工作，

无节制地对外贷款。但他仍认为市场经历这样

一个阶段是正常的 ：“电冰箱、电视机等都经

过这样的恶性竞争阶段。中国还好，中央能控

制一下，国外更是如此。出现问题不怕，要扎

扎实实的处理问题，最终由风电大国变成风电

强国。”

2011 年 1 月 18 日，是中航惠腾公司成立

10 周年的纪念日。孙如林作为在该公司成立初

期便不断耕耘的总工程师，被选为两名功勋人

物之一。除参加了许多风电项目研发工作外，

孙如林还曾担任中国农业机械协会风力发电设

备分会副理事长，中国风力机械标准化委员会

副主任等职，为行业做出过大量有益的工作。

2012 年 1 月，75 岁的孙如林从中航惠腾卸任，

将自己曾遇到的技术问题通过理论研究分析写

出技术文章，并整理成册，取名《风力发电系

统风轮技术文集》。

孙如林说 ：“我不是为写文章而写文章，

而是向年轻人讲在碰到问题时该做些什么。只

有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才能改，才能变动，最

终把一个型号做好，做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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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赵靓		薛辰

金风科技

要做最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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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最好的自己”

是武钢在 2011 年初

为金风科技定下的基

调。言外之意，是金

风在虚心向竞争对手

学习的同时，更关注

的是自己的战略实施。

2011 年的风电市场不

那么使人乐观，但这

家企业却再次成为龙

头老大——是埋头苦

干也好，不惧竞争也

罢，我们想知道的是，

金风科技在这一年里

到底做了什么。

从
2011 年秋开始，新疆金风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风科技）便连连接到各机

构给予的好评，让这家正埋头苦干的企业，

略获欣慰之喜。先是国家质检总局为其颁发

了“2009 － 2010 年度全国质量工作先进单

位”的称号，其后又再度入选了美国麻省理

工学院《技术评论》杂志评选出的“2012 年

度全球最具创新力企业 50 强”，最引人瞩目

的是，2011 年金风科技以 2494 台、3789
兆瓦的装机容量重返全国整机制造商之首。

金风科技埃塞俄比亚Adama风电场项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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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于金风科技的董事长武钢来说，

屡获殊荣的背后，只是一次次验证了管理团队

长久以来所坚持的战略是有成效的——风电是

一项长跑，一时的得失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

坚持跑到最后。

“要衡量一个企业，有现金流管理、盈利

能力、研发能力、商业模式等很多经营指标需

要考量，而装机容量只是一个数字。”武钢说，

“回到了第一，就是说明生产的多一点，仅此而

已，事实上，金风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但金风科技的 2011，与其他整机制造商

的 2011 一样，都不只是一句话那么轻松。

金融危机、市场竞争加剧、并网检测方面

的苛刻、政府管理趋紧等诸多因素叠加在一起

所产生的结果是，2011 年全国装机容量增幅有

所降低。在 2010 年净利润达 23 亿元的辉煌业

绩还历历在目之时，金风科技 2011 年的净利润

为6亿元，客观地反映了整个行业进入了调整期。

更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通货膨胀及银根紧

缩，开发商们手中的资金也非常有限。支付能

力的减弱促使金风科技的应收账款达 100 亿元

以上，但该公司却已为供应商支付了 90% 的货

款，仅垫付利息便高达数亿元。这样的净支出

直接影响了该公司的纯利润，致使年底的报表

并不那么好看，但“保住了一个企业的诚信，

在寒冬的时候不能只顾自己”。武钢说。

能与供应商同甘共苦并不是因为金风科技

在扮演老好人的角色，而是实力的体现。除此

之外，这家企业也有自己的打算。稳定供应商

就是稳定供应链，使其坚持保障的产品质量及

交货时间不受伤筋动骨般的影响，从而为下一

步发展赢得先发优势。更何况，作为直驱型风

电机组的主要供应商，对整个直驱产业链发展

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力。这一点能够比较明确

的显示出，金风科技无论是在发展期还是在调

整期，都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一套做事准则。

“我们向社会提供的不只是经济上的财富，

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责任。”早在 2011 年初武

钢就对自己的员工们说。企业个性与技术路线

的不同，使金风科技在埋头苦干的同时，对市

场竞争拥有更加不同的理解。

“虽然前些年过得比较艰苦，但总体来说

还是比较顺。可金风科技团队一直在潜意识中

觉得这样下去可能要出问题。我们看到，世界

上最好的企业都曾经历过低落期，曾出现亏损，

凭什么中国企业就会一路高歌，一下子做到世

界前几？”武钢坦言，“2011 年让我们回到了

现实中，很多管理层和员工都说，现在的竞争

局面才是企业正常的生存状态，才是回到风电

制造业的本质。风电整机企业属于制造业，制

造业本身就具有产能过剩和竞争惨烈的特点。

大家对市场能有这样的认识，是一个进步。有

低谷还会有新的高峰，关键看我们能不能扛过

这个阶段。”

武钢所述的这个阶段对金风科技来说，并

不是只有坏处而无一点好处的。“在市场调整

期，企业更容易推行变革，改进管理，运营效

率会更高，而且大浪淘沙，让全体干部和员工

↓金风科技智能微网
项目中的2.5兆瓦风
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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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一次生与死的磨练与考验，最后留下来的

员工才会更加健康成长。我很感谢那些不离不

弃，无怨无悔的坚守的员工，他们是金风、也

是风电产业的脊梁。”武钢诚恳地说。

因此，金风科技并不担心市场萎缩或竞争

加剧，而是将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

显然，金风科技的管理层还是深谙“战略

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个道理的，

因此，在符合企业长远战略发展的同时，该公

司除加强成本管理外，将科技与产品创新和推

进国际化作为当年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产品创新方面，金风科技的 1.5 兆瓦永

磁直驱型风电机组新增了高海拔机型，并进入

批量生产阶段，以适应空气密度低、雷电频繁

以及阳光辐射强等运行环境。

金风科技中标的国家“风光储输”示范项

目 15 台 2.5 兆瓦直驱永磁风力发电机组已成功

并网运行。该项目展示了金风科技直驱永磁机

组出众的并网友好性能，又一次印证了金风科

技强大的研发实力。2012 年 4 月 19 日，金风

科技又为 1.5 兆瓦机型推出了 93 米叶片的机型，

使自己的机组能够在超低风速地区发电。

在金风科技 2011 年推出的产品和科技创

新成果中，智能微网占有特殊地位。作为未来

电网的一个发展方向，对智能微网的研究，主

要目的就是进行长期的技术储备。武钢称，“风

电发展的大方向，一是并网，另一个就是用自

己发出的电给特殊的负荷去使用，比如用风力

发电来做海水淡化等。我们把这个叫做蓝海战

略。路很难，因为成本很高，但这可能是未来

发展的一个方向。”

金风科技的智能微网主要由电源系统、储

能系统和控制系统组成。电源系统包括一台 2.5
兆瓦风电机组和位于基地办公楼顶的 503 千瓦

光伏系统。储能系统则分为能量型和功率型两

种，能量型储能系统的作用更像是我们常接触

的电池，包括钒液流电池和锂电池 ；功率型储

能系统则主要用作瞬间功率调节，其中包括超

级电容和飞轮。控制系统则是智能微网的关键，

被称为能量管理平台。由于金风科技的储能系

统多达 4 种，因此其具有更强大的管理控制能

力，从而使整个电网获得瞬间功率平滑，短期

削峰填谷的目的。

金风科技的智能微网项目所发出、储存的

电，还将用于与电动汽车研究有关的应用。目

前的思路是通过建设 2 个直流快速充电桩，2
个直流慢速充电桩和 2 个交流充电桩，为电动

汽车充电。这些电动汽车还可能用于金风科技

员工在亦庄开发区两个基地之间的通勤摆渡。

据有关报道，目前我国除国家电网、南方

电网等公司已经开展了智能电网的试点工程建

设外，只有极少的企业在做这项工作，而这类

工程所带来的是丰富的技术储备和收益。金风

科技不但可以从中获得不少针对可再生能源、

←伊利诺伊州副州长
（左三）到访金风科技
美国Shady	oaks风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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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系统以及电网调峰、适应性等互通项目的

实验能力，还能够为下一步参与北京海水淡化

项目提供有力的支持。相应地，参与该项目的

其他设备提供商也获得了不可多得的实验数

据，为建立未来与智能微网相关，如风光储能、

可再生能源并网、海水淡化等产业链打下一定

基础。

截至目前，金风科技智能微网项目的电源

系统建设已经完成，并顺利并网。储能系统只

有飞轮还尚未安装。能量管理平台则仍在建设

当中。

几年前，金风科技参与海外市场的消息并

不时常现于报端，因此但凡有这类消息出现，

业内便热议一番。进入 2011 年后，由于信息

数量的陡增，人们已渐渐开始认同这样一种观

念，这家公司似乎正在变成“世界的金风科技”。

这显然与金风科技在 2011 年提出的加强国际

化战略有直接的关系。

实际上，金风科技对国际化的理解，早已

提升至极高的层面，将其列为第三次创业的根

本目标。据武钢介绍，金风科技第一次创业的

标志是由风电场运营、开发，进入风电机组制

造业，完成了 600 千瓦、750 千瓦机型的生产

制造。第二次创业则是金风科技为 1.5 兆瓦以

上机型选择了直驱路线，在北京和德国创办了

全球研发中心，并形成了投资、服务、制造三

位一体的商业模式，完成了资本运营。

 “从 2011 年开始，我们希望用 3 年至 5
年的时间使国际业务占公司总业务的 30%。”

武钢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透露。

2011 年的实际情况是，在全国出口的风

电机组中金风科技的产品占 70% 以上，金风科

技的国际业务量已经占到公司总业务的 10% 以

上。作为“储备的一年”，2011 年的国际业务

量在武钢看来并不是关键。实际上，金风科技

并没有简单地将国际业务的增长看做衡量国际

化的唯一指标，而是采取了一整套策略来稳步

实现目标。

“金风科技做国际化是一个系统的方案。”

武钢总结到 ：“第一个是技术和产品的国际化，

第二个是人力资源的国际化，第三个是市场的

国际化，第四个就是资本运营的国际化。今年

公司管理层还提出了第五个——实现管理的国

际化。”

值得关注的是，2011 年金风科技在人力

资源国际化上的探索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方

案。除了接受人力成本相对比较低的外国本科

生和研究生、招聘年轻的外籍员工以及国外顶

级的行业专家或“海归”，金风科技在海外有一

些子公司的优秀员工也被安排到金风科技在北

京的总部工作，这样的交流可以促进金风科技

整体国际化的进程。“最近，公司管理层提到要

用德国 Vensys、美国金风、澳大利亚金风的先

进管理理念来提升中国团队相关能力。”武钢谈

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因为发达国家

都有先进的管理体系，每一个项目都非常严谨，

比我们国内做的要更加规范。同时，我们也在

策划邀请美国金风、澳大利亚金风的工作人员

来中国工作，并将很快实现。”

金风科技的海外市场分布较广，主要集中

在非洲、南美、澳大利亚及美国。

2011 年 7 月，金风科技宣布将在南非的

开普敦和南美的厄瓜多尔设立代表处。8 月，

又与厄瓜多尔 CELEC EP 电力集团签约，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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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国 Villonaco 风电项目提供工程设计、施工、

验收、设备供应、运输、安装和调试以及建成

后的运行维护等“一站式”服务。10 月底，金

风科技在埃塞俄比亚 Adama 风电场吊装了中

国在非洲安装的首台风电机组。据悉，该项目

包括 34 台 1.5 兆瓦直驱永磁型风电机组，并包

括 5 年的运维服务合同。

2012 年初，在由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爱

尔兰共和国总理 Enda Kenny 共同出席的“爱

尔兰－中国贸易和投资论坛”上，金风科技与

Mainstream Renewable Power 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联合开发位于智利北部的 Ckani 风电场

项目，一期工程总装机容量约为 70 兆瓦。

在这些项目实施的同时，金风科技也赚

足了“人气”。今年 3 月底，因埃塞俄比亚

Adama 风电场项目对非洲可再生能源发展起

到了示范作用，金风科技获得了“非洲能源奖”

中的“2011 年度非洲风能项目奖”。

在开发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同时，北美市

场的快速成长，是金风科技国际化中更重要的

一环。

其实，由于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我国生

产的双馈型风电机组无法直接进入美国市场。

对于金风科技来说，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

金风科技在美国市场中可以摆脱大多数中国整

机厂商的竞争，并且依托先进的直驱永磁技术

还能同国际厂商同台竞技，从而充分发挥优势。

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厂商只有少数可以参与美

国市场，使金风科技缺乏探索、开拓、获得美

国市场份额的现成经验，令这家公司需要在充

分参与该市场前付出更多努力以及之前积累的

国际市场开拓经验。

事实证明，金风科技并不缺乏这样的勇气

和能力。为了方便业务的顺利开展，早在 2010
年美国金风科技便已挂牌营运，尝试雇佣美国

当地员工，建立国际化管理团队。并自当年起，

连续 3 年参加美国国际风能展，以便向当地企

业展示自己的产品。

金风科技的第一个海外项目——美国明

尼苏达州 UILK 风电场的 3 台 1.5 兆瓦机组自

2010 年初便已经实现了并网运行至今，金风科

技已向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伊利诺伊州、艾奥

瓦州、马萨诸塞州、明尼苏达州、纽约州等地

的多个风电场提供风电机组。截至目前，金风

科技已经在海外市场吊装了超过 200 台机组，

位于美洲的项目总容量达 288 兆瓦以上。

在国际化的过程中，无论是技术和产品还

是人力资源、市场开拓、资本运营都是一项基

础“功课”。运用资本的能力，通常能够更深入

地体现一个企业的“生存态度”。资本运用得好，

往往产生“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令企业如虎

添翼 ；运用得稍欠火候，则容易使企业错失发

展良机。“企业的规模化发展离不开资本的力

量，产品、资本、服务是创造价值的基本形态，

是金风科技未来创造财富的方式。”武钢认为，

“积极探索金融租赁、债券、基金等各种金融产

品，要充分利用风电机组产品创造的市场平台，

让资本运营加盟唱戏，在获取更多回报的同时，

为客户创造更多的选择机会。”

金风科技早在 2010 年 5 月便与国家开发

银行（以下简称国开行）签署了一项名为《开

发性金融规划发展与战略合作协议》，从而获

得该银行提供的 60 亿美元融资合作额度，为

拓展国际市场实施国际化战略打下了一定的基

美国shady	oaks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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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经过两年时间的合作，至 2012 年初，金

风科技全资子公司北京天润新能源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天润）再度与国开行签署《开发

性金融合作协议》，以进一步巩固其国内风电场

投资运营等业务的资本实力。

与此同时，金风科技分别于 2011 年 11 月

和 2012 年 2 月，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

口银行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中国工商银行在未来 2 至 3 年

内，为金风科技提供 100 亿元等值人民币的意

向性融资额度，用于其在固定资产贷款、流动

资金贷款、贸易融资、并购贷款、票据承兑和

贴现、境外项目融资、出口信贷等工作。虽然

未透露具体的资金规模，但中国进出口银行与

金风科技的合作期限确定为 5 年，范围包括信

贷支持，如境外投资、对外承包工程等“走出去”

项目；成套设备等资本性货物及相应服务出口、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等项目 ；重要资源、关键技

术和设备进口项目等。非融资类金融业务方面

则包括了对外担保、承销业务、即期和远期外

汇买卖以及其他金融衍生产品等。

在与银行合作的同时，金风科技也在通过

债券、基金等获得资金保障。如 2012 年初，

其发行了规模为 30 亿元、数量 3000 万张、期

限为 3 年的债券产品。而 2012 年 6 月，金风

科技又发布公告称，天润拟出资 5 亿元人民币

投资骥达基金，所投资金仅用于天润旗下的风

电场项目。根据约定，天润可不实际出资，直

接通过项目交易时部分权益价值出资的方式来

体现。金风科技称，通过投资骥达基金，可为

天润项目投资与开发培育市场化的退出渠道及

新的合作伙伴，并获取基金投资收益，拓展新

的、稳定的利润来源。

经过多年发展，金风科技的“家底”已相

当殷实，旗下的子公司、孙公司数量众多，在

行业发展的高速增长期所涉及的产业链也逐渐

细分化、专业化。但凡事需从两个方向考量，

过于细分而专业化的子公司、孙公司，对于这

家以整机技术为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来说，不一

定能“吃得透、嚼得烂”，久而久之，双方的能

力都难以完全发挥，极易进入规模过剩、效益

低下的怪圈。

这也是金风科技目前在尝试解决的问题。

金风科技下属公司天润于 2011 年底将其全资

子公司朔州市平鲁区天汇风电有限公司的 49%
股权转让给平安信托，价格为 1.3 亿元左右，

溢价高达 6755.5 万元。此外，天润还将其全

资子公司商都县天润风电有限公司和青岛润莱

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各 50% 的股权转让给三峡新

能源，总价款合计 1.67 亿元。

除了转让风电场资产外，金风科技还将专

业的工作，交给更专业的公司去做，回收大量

资金并且加强与供应商的战略合作。今年 6 月，

金风科技下属企业金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

称金风投资）与中材叶片签订了《增资扩股协

议》及《股权转让协议》。金风投资以 1.45 亿

元认购中材叶片增资发行的 3713.55 万股，从

而成为中材叶片的股东。此外，中材叶片以现

金收购金风投资持有的天和叶片全部股权，最

终收购成交价格为标的资产评估价值即 2.15 亿

元加期间损益。

“行业调整过程中，金风科技的产能相对

于目前国内市场需求确实也有过剩，”武钢谈

到，“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公司去做，是一种

市场化的合作方式，不仅效率会更高而且双赢。

比如天和叶片，金风去直接管效率不是太高，

交给专业的叶片厂管会更好一些。”

武钢已经料到 2012 年的行业“寒冬”效

应比 2011 年来得更加猛烈，并且还会向更艰

难的方向延续。金风科技 2012 年 1 季度的净

利润同比下滑 97% 至 618 万元。但也有机构

预计，金风科技的毛利将从 3 季度开始改善。

作为龙头企业，金风科技在 2012 年的成

绩单似乎颇具行业的代表性。虽然未来具有很

多不确定的因素，但可以确定的是，金风科技

始终视质量如同生命，为了投资商 20 至 25 年

的回报，武钢提出“越是困难越不能丢掉质量”。

同时，仰仗着 2011 年以前的战略调整，

以及在行业快速增长期所积累的过硬基础，金

风科技显然仍有着较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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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宇能：技术强者的“超能力”
■本刊记者︱赵靓

重大型订单
2012 年 2 月下旬，当中科宇能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中科宇能）接

到了金风科技所抛出的“橄榄枝”——

一项价值亿元人民币订单的时候，该

公司就相当于得到了风电企业在“抱

团取暖”期间能收到的最重大礼 ：中

国最大整机生产商对一家专业叶片生

产商研发实力、产品质量的认可。

这在近两年显得难能可贵。

“2009 年底统计国内的风电叶片

制造企业达 60 多家，品牌分散，产能、

质量良莠不齐。2011 年到 2012 年是

调整的两年，产能低、技术落后的叶片

厂会逐渐被淘汰或整合。”中科宇能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赵晓路提到。

产能过剩是最近几年叶片厂商所

面临的最大问题，却不是唯一问题。

因处于薄利甚至亏本的状态，有的厂

商为了提高生存能力而损害发展潜力，

冒险更换主材，造成了叶片质量的下

滑，使叶片市场雪上加霜。这并不是

耸人听闻，因为叶片生产商的压力还

来自另外两个方面，一个是通货膨胀，

一个是压价行为。通货膨胀导致了叶

片制造成本的增加，而下游整机厂家

因竞争激烈所采取的压价行为，致使

叶片制造商腹背受敌。

而整机企业自产叶片，更像压倒

小型叶片企业的“最后那根稻草”。但“这

根稻草”似乎并不能对中科宇能这一类

的企业构成实质威胁。因为整机厂选择

自产叶片主要处于两种原因。

一是从成本与产品质量出发，一

些企业进行了叶片厂建设。这类整机

企业是为了更好的了解叶片设计理论，

从而实现叶片与整机更好地匹配，并

合理控制成本。而如今的叶片技术在

逐步成熟，叶片企业与整机生产企业

间也在进行技术上的沟通与合作，采

购有自主设计能力的叶片，对于整机

厂的技术优化和成本高控制将是更有

利的选择。因此这类企业是中科宇能

在叶片供应市场主要争取的客户。

另一个原因则是企业布局的需要。

部分整机企业在建立之初就有叶片自

行配套的打算，并已实现规模化生产

运行。其市场短时间内根本不会向外

围叶片厂展开，因此与这类企业展开

合作的路线并不是在叶片提供上，而

是在叶片技术上。这点恰好是中科宇

能的优势所在。

适应性产品
中科宇能以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

理研究所为技术依托，是国内少数全

面掌握了从叶片气动设计、结构设计、

模芯与模具设计制造、叶片生产到产

品检测、认证全过程的大型风电叶片

设计制造企业之一。作为一家有科研

背景的本土企业，中科宇能所努力的

方向一直是提供贴近中国风资源特点

的差异化叶片产品，通过联合设计、

自主设计等方式，充分掌握了 850 兆

瓦、1.0 兆瓦、1.5 兆瓦、2.0 兆瓦、2.5
兆瓦、3.0 兆瓦等多个风电机组叶片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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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设计能力。

在满足叶片市场上主流需求的同

时，中科宇能针对中国特有的风资源

环境，研究不同技术策略及技术解决

方案，优化设计流程和设计方法，以

确保所设计的叶片达到设计要求。

例如在我国高海拔低空气密度区，

由于对叶片的极限和疲劳载荷要求较

低，在设计中考虑优化叶片厚度分布，

以提高叶片的风能捕获。而针对我国

低温易结冰风区和多风沙区，中科宇

能充分考虑采用抗结冰、防风沙的叶

片材料，以确保叶片运行寿命。针对

我国沿海台风区域，该公司在叶片设

计中，考虑发展并采用钝尾缘翼型，

提高叶片强度，达到提高叶片抗台风

性能的目的。

“就近几年的情况来看，风轮直径

逐步加大，向着更适应Ⅲ类弱、S 类

风区的方向发展。中科宇能的 2.5 兆

瓦（52.3 米）风电叶片已通过了测试，

准备开始批量化生产，3 兆瓦（58.6 米）

叶片也已经设计完成。以后的目标是

向着更大、性能更优越的近海风电叶

片以及海上风电叶片方向发展。”赵晓

路介绍。

与此同时，中科宇能充分考虑到

整机的设计要求，包括风资源要求、

整机额定转速、整机载荷要求等诸多

影响因素，并将所有的设计要求作为

设计控制条件，进行风轮叶片的设计。

在完成初步设计后，中科宇能将设计

数据发送至整机厂商，由整机厂商进

行二次设计校核，进一步保证了设计

叶片与整机的匹配度。

实际上，正是由于拥有绝对自主

的知识产权和强大的研发能力，使中

科宇能在市场调整期仍具有不错的发

展空间。与从国外引进技术并加以改

造的叶片厂商相比，中科宇能具备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叶片研发体系，能

针对客户的特定需求开发特定型号的

叶片。而与一些国外厂商相比，中科

宇能可以更快更准地掌握国内主要整

机厂的整机研究动态及开发方向，更

密切地与国内整机企业进行技术交流，

快速响应对方提出的需求，并在出现

问题时第一时间做出反应，从而在很

大程度上加快了叶片研发进度。

多层次服务
因为自主，所以能够在关键时期

“自助”，能够具有更强大的技术可控

能力和成本控制能力，以及更广、更

深入的服务形式。换言之，中科宇能

因拥有极强的科研实力和自主产品系

列，在提供产品的同时，也能够提供

技术。从一个单纯的制造型企业，成

为知识输出和制造相结合的企业，具

备了生于市场而高于市场的“超能力”。

2010 年，针对中国内陆低风速地

区自主设计研发的 1.5 兆瓦（42.8 米）

叶片，向德国整机厂商 Nordex 公司

进行了设计技术转让，并进行了样片

生产与挂机试验。同时，中科宇能与

金风科技、东汽、海装、三一电气等

保持了密切合作关系，并承担了多项

一对一的叶片开发与研究项目。如针

对金风科技提出的低风速长叶片风力

发电机组需求，开展 1.5 兆瓦及 2.5
兆瓦长叶片的设计，并提供了 1.5 兆

瓦多个型号的叶片。2011 年，中科宇

能又与三一电气签署了合作协议，完

成了 54 米叶片的设计及制造。

在销售风电叶片和输出叶片设计

技术的同时，中科宇能也在充分利用

技术优势，进行叶片模具输出，从而

踏入了另一层更广阔的天地。

中科宇能设计的模芯具有高质量

的曲面造型，采用了精确的五轴数控

加工工艺，进行精细的表面抛光。同时，

自主设计叶片生产模具，进行合理的

模具桁架结构布置，保证模具的刚度

满足要求。并采用自主研发的水加热

系统，有效解决了原有电加热系统效

果差、成本高、能量损失严重等缺陷，

使得单副模具的生产量由 100 套提高

到 1000 套，并采用精准的同步闭环翻

转系统，保证叶片合模的准确度。

通过以上自主技术，中科宇能不

但保证了高质量的叶片生产，也同时

拥有了高质量的模芯模具。2009 年，

中科宇能控股子公司华翼风电与韩国

CLS － DACC 公司合作，开展并完成

2.0 兆瓦（43.8 米）叶片的模芯、模

具设计与制作，进行叶片制造工艺技

术输出。

这看似仅仅是一个企业发展的一

小步，却成为了我国风电叶片行业发

展的一大步。这个项目的完成，标志

着我国叶片制造技术不只是单纯的技

术引进，而是在消化吸收、自主创新

的前提下成功实现了国内首例风电叶

片模芯与模具设计、制造技术输出，

使中科宇能成为国内首先完成叶片制

造技术输出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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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风电市场发展现况和趋势
■P.Chaves-Schwintech; DEWI GmbH, Oldenburg

■编译︱苏晓

截至 2011 年年底，巴西接入到国家电网

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总装机容量为 1.16 亿千瓦，

其中有 70% 来自于水电。根据巴西能源研究

公司（EPE）2011 年 12 月发布的最新发展规

划显示，下个 10 年，巴西能源总需求增长将

超过 60%。其中，水电的预测需求仍将占到

67% 左右。这样，其他一些可再生能源如风电、

生物质能和小型水电将会失去相当一部分的市

场份额。巴西能源研究公司还预测，可再生能

源占比在整个能源供应中将从目前的 8% 上升

到 16%，到 2020 年，仅风电的占比也将从当

前的不到 1% 上升至 7% 左右。

根据巴西国家电力能源机构（ANEEL）
2012 年 1 月的统计，巴西已经有 72 个风电

场开始运营，总装机量为 145 万千瓦，且大

部分装机都归纳到巴西“替代电力能源激励计

划（PROINFA）”（巴西政府设立的旨在通过

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来实现电力结构多样化

的计划）中。正如该计划所确立的，所参与风

电场的电量供给将主要来源于巴西国家电力公

司 Eletrobras 签署的一项 20 年保证购电协

议，Eletrobras 签署了总计 142.2 万千瓦的风

电协议。巴西风能协会在其最近一期报告中宣

布，根据 PROINFA 计划签署的风电装机中，

有 97.9 万千瓦风电已处于运行状态（42 个风

电场），剩下的风电场也即将运行。

目前处于运行的风电场基本都分布在一些

沿海地区，像塞阿拉、帕拉伊巴、伯南布哥、北

里奥格兰德、皮奥伊、里约热内卢、巴拉那、圣

卡塔琳娜和南里奥格兰德等联邦州。大约 55%
的装机集中在东北部地区，34% 在南部地区，剩

下的则分布在巴西的东南和北部地区。（图 1） 
2009 年底，巴西的风电发展依然采用了

所谓的能源竞标形式，能源竞标在所谓的监管

采购环境下实行。第一届风能竞标是在 2009
年底，巴西能源研究公司授权了总装机为

1000 万千瓦的风电场竞标项目，其中有 180.5
万千瓦的风电项目被几个不同区域的电力公司

采购，以确保他们的储备装机容量。2010 年

8 月的能源竞标会上，当月巴西能源研究公司

注册的规模为 800 万千瓦的风电场项目参与

竞标，这次大概有 204.7 万千瓦风电项目被

目前形势
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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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公司采购来满足他们作为储备装机量和新

能源开发的需求。2011 年又举行了两场竞标，

2011 年 8 月的能源竞标会上，当月巴西能源

研究公司注册的 600 万千瓦风电场项目参与竞

拍，总共有 192.8 万千瓦左右的风电项目被地

方电力公司采购，以满足其储备装机容量和新

能源开发的需求。2011 年 12 月，又有 97.65
万千瓦风电场项目也签订了协议。

2009 年、2010 年和 2011 年的能源竞标

中新签订的风电场项目协议中，总计有超过

670 万千瓦的装机将在 2016 年前进入商业运

营，这些装机分布在 258 个不同的项目中。除

了已经运行的装机量，到 2016 年末，巴西风

电装机容量将会超过 800 万千瓦。根据巴西能

源研究公司的预测，在 2020 年底之前，额外

的风电装机也将并网。因此接下来的 10 年里，

巴西风电装机量很可能从目前的 145 万千瓦增

长到 1150 万千瓦以上，相当于增长 87%。

和已经投入运营的风电项目一样，目前在

建的大部分风电场也主要集中分布在巴西东北

部的一些州区，图 2 描述了在之前的竞标会中，

各个联邦州协定的风电装机容量分布。

图1		巴西运营中的风
电场区域分布（截至
2011年10月）

图2		巴西各联邦州
2009、2010、2011年
竞拍签订的风电容量
分布

注：CE=塞阿拉；PB=帕拉伊巴；PE=伯南布哥；PI= 皮奥伊；RN=北里奥格兰德；PR=巴拉那；

       SC= 圣卡塔琳娜；RS=南里奥格兰德；RJ= 里约热内卢

注：BA=巴利亚；CE=塞阿拉；RN=北里奥格兰德；PE=伯南布哥；SE=塞尔希培；PI= 皮奥伊；

       RS= 南里奥格兰德；MA=马拉尼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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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的风电发展政策吸引了大部分国际

上知名风电机组制造商的兴趣。除了爱纳康

（Enercon）、苏司兰、维斯塔斯和 Impsa 这 4
家在巴西市场已经立足的、且其供应的风电机

组已投入运营的制造商，2011 年还有 5 家制

造商企业也开始涉足这块市场，分别是美国通

用、阿尔斯通、歌美飒、西门子和中国华锐风电。 
为了达到 PROINFA 计划的要求，即在巴

西所有风电场设备的 60% 必须在本地生产，爱

纳康和 Impsa 已经在巴西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基

地。根据巴西风能协会的统计，目前这些公司

在当地风电设备的生产能力是每年 150 万千瓦。

由于设备国产化的指数导致了 PROINFA
计划推行的延迟，巴西政府决定放宽对这些注

册风电场的要求。然而，为了获得巴西国有开

发银行（BNDES）颇具吸引力的融资资格，

对国产化要求的水平仍然很高。为了获得更具

竞争力的价格并满足较高的国产化要求，涉猎

巴西市场的大部分风电设备制造商都更多地关

注生产的本地化。例如阿尔斯通 2011 年 11 月

在巴西巴伊亚州的马萨里建立了一个生产基

地。同样是在马萨里，歌美飒一家年生产能力

为 30 万千瓦的机舱厂也在 2011 年 7 月开业。

2011 年 12 月，Aeris 在塞阿拉州建立了一个

生产基地，该公司是目前为歌美飒供应叶片的

一家独立制造商。另外，维斯塔斯、美国通用、

西门子、国电联合动力和华锐风电都宣称要在

巴西投资设立生产基地。

根据媒体和项目开发商提供的信息，2009
年签订协议的风电场项目采购机组主要由爱

纳康公司提供。从已经确立的总装机量（兆

瓦）来看，机组供应分布中排第一的是爱纳康

（26%），其次是美国通用（24%），接下来的份

额主要由苏司兰、阿尔斯通、Impsa、维斯塔斯、

歌美飒和华锐风电贡献。至于在 2010 年竞标

中已签订协议的风电场项目，72% 的风电机组

供应情况已经商定下来，其中维斯塔斯确定占

了 23% 的供应份额，接下来是歌美飒、通用、

Impsa、西门子和爱纳康，剩余 28% 的机组供

应合同还未最终确定。2011 年的竞拍中，签

订协议的风电场供货尚不明确。图 3 显示了之

前的竞拍活动中，已经签了风电机组设备采购

风电机组
供应情况
和能源价

格发展

图3		巴西2009、2010、2011年竞拍中标风电场的机组供应商（部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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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的供应商总体情况。

现有机组容量供应商与在竞标会上签订了

供货协议的制造商之间的对比也反映出去年巴

西风电市场机组供应上的多元化趋势。尽管爱

纳康和 Impsa 依旧是 BNDES 要求的最符合国

产化指数的两大机组供应商，但在过去的几次

竞标会上，他们的老大地位还是被西门子、阿

尔斯通、歌美飒和美国通用这样的公司所取代。  
除了市场的增长，当地供应链的发展也促

成了机组供应结构的改变。有利的融资条件，

及当地生产更高容量的机组部件能力的提高，

促使国际制造商更愿意在巴西本土增加投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新的风电场项

目中，风电机组设备商的参与度持续增加。通

常情况下，这些供应商会带来那些导致项目股

本融资能力增强的融资资源，以减少对外部融

资资源的依赖性。除此以外，竞争的加剧还体

现在投资成本的大幅降低，以及过去 3 年竞标

会中能源价格的不断调整。例如，据管理历届

竞标会的电力能源商会（CDEE）的统计得知，

PROINFA 项目的投资成本达到每千瓦 5500
雷亚尔（折合人民币约为每千瓦 20295 元）。

2009 年的中标项目投资成本为每千瓦 4200 雷

亚尔（折合人民币约为每千瓦 15498 元），而

在 2010 年和 2011 年 8 月的竞标中，成本进

一步降到了每千瓦 4000 雷亚尔（折合人民币

约为每千瓦 14760 元），总体大约降了 38%。

过去 3 年，2009 年 12 月的第一次竞标中，

风电销售价格为每兆瓦时 148.3 雷亚尔（折合

人民币约为每千瓦时 0.55 元），这个价格在之

后一路走跌，到 2011 年 8 月时达到每兆瓦时

100雷亚尔（折合人民币约为每千瓦时 0.35元）。

2011 年末，这一趋势被中断，当年 12 月的竞

标中风电价格回到平均每兆瓦时 105 雷亚尔（折

合人民币约为每千瓦时 0.37 元）的水平。（图 4）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在第一次竞标和最

近一次竞标中，价格相当于降低了 30%。然而，

一方面成本和价格的降低如果说是巩固当地风

电产业的一个步骤，那么另一方面，这种短期

内成本与价格的急剧下降也可能牺牲了项目的

优势和可持续性。风电开发者和政府都需要牢

牢记住，相比于技术相对稳定的传统能源而言，

风电技术还很年轻。风电产业的“质量”还需

要其价格的保障（不仅在巴西，在其他类似经

历的市场也如此）。因此，一定要牢记，不要

被热情冲昏了头脑。

图4		巴西2009-2011
年历次风电竞标中平
均协商电价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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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顾名思义，直驱风电机组所具有

的显著特点，是不使用增速齿轮箱而

直接驱动。虽常被误解为一种新技术，

但它出现的时间与双馈发电机技术难

分伯仲，只因长期发展相对缓慢，国

情不尽相同，未能成为中国整机企业

所选择最多的技术路线。但这并不妨

碍它帮助金风科技成为 2011 年全国

新增整机装机量第一的企业，从而使

该技术路线在技术乃至产业方面均表

现出了很强的发展能力。事实上，正

是由于如金风科技、湘电、东方电气、

航天万源等整机企业的拥簇，推动了

永磁直驱技术不断地改进、完善，进

而获得了开发商企业的认同。[1]

直驱型风电机组市场近况
	赵靓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北京	100013)

摘  要 ：本文介绍了直驱型风电机组的两种技术路线，以及该类型机组与双馈型风电机组的优劣势比较，同时，分析了目

前直驱型风电机组的市场情况。

关键词 ：直驱 ；永磁直驱 ；电励磁直驱 ；直驱型风电机组 ；技术路线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2）07-0038-03

Market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Direct-Drive Wind Turbine 

Zhao Liang
（Chinese Wind Energy Association，Beijing 100013，China）

Abstract: �is paper introduced two di�erent technology roadmaps of direct-drive wind turbine, and compared it with double-fed wind 

turbine. Besides, the paper anylises recent developments of direct-drive wind turbine market.
Keywords: direct-drive; permanent-magnet direct-drive; electro-magnetic direct-drive;direct-drive wind turbine; technology roadmap

1 直驱型风电机组的优势

在一段时间里，直驱型风电机组

在我国受到了较多的关注。其所具有

的可靠性强、节省维护费用、全功率

变流和发电量高四大闪光点，明显盖

过了天生的劣势。

其中，可靠性高和维护费低两项

优势，主要得益于齿轮箱的去除。据

业内人士介绍，齿轮箱的可靠性处在

风电机组关键零部件中的最低水平，

更换齿轮箱的吊装成本和时间成本极

高，去除了增速齿轮箱，就相当于去

除了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关键零部件之

一。而对齿轮箱的维护工作也较为频

繁、复杂，齿轮箱油等维护品的更换

成本也较高，去除了齿轮箱，能够最

大限度的降低维护费用，同时也减轻

了机组运行噪音。这样的优势促使直

驱型风电机组更适合于运用在海上风

电开发。

除此之外，最受关注的是永磁直

驱型风电机组的全功率变流能力，也就

是其并网特性。全功率变流器使发电机

与电网之间的相互影响减小，因具备较

强的电容补偿、低电压穿越能力，从

而使其对电网冲击小，电网兼容性高。

同时，电网在发生故障时，能够使发

电机不受电压瞬变情况的影响，对机

组的影响也能降到更低。而电网方面

也对直驱型机组持有更多的认可态度，

因为直驱型机组所具有的这些特点，对

弱电网环境特别重要，能够帮助电网公

司最小化电网基础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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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永磁直

驱型风电机组的效率比双馈型机组高

3%~5%。再加上维修保养所花费的时

间低于双馈型机组，从而使其具有更

高的发电小时数，发电效率高和发电

小时数多两相结合，造就了其更高的

发电量。更高的发电量所产生的经济

效益，在一定时间内便可弥补直驱型

风电机组所具有的更高的产品成本，

正是这一点促使直驱型机组与双馈型

机组在经济性上“有一拼”，甚至有机

构基于这一点认为，直驱型机组对于

双馈型机组是一种颠覆性技术，这也

正是不少开发商选择直驱型机组的重

要原因。[2]

2 直驱型风电机组的劣势

体积大，成本高是直驱永磁型机

组较为明显的劣势。其中，体积大主

要是由于技术造成的，而成本高更像

是一个产业问题。

在技术方面，直驱型机组虽然省

去了增速箱，但因为其发电机转速低，

磁极多，使重量和体积比相同功率的

双馈式机组大不少，不但增加了对轴

承的技术要求，而且增加了运输难度，

最为关键的是，随着风电机组的功率

进一步增大，永磁直驱型机组的体积

问题将是其向更大型发展所无法绕开

的技术障碍。但有专家指出，纵观全

球大容量风电机组以及海上风电机组，

采用直驱技术路线的公司并不少，因

此可以预见，此项技术障碍可以被攻

破，在大容量风电机组市场中，双馈

与直驱仍将继续同处。

如此看来，体积并非直驱型风电

机组继续发展的最大阻碍，目前直驱

型风电机组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直

驱型风电机组的价格控制难度较大。

尽管去除了齿轮箱成本，但因为在发

电机和变流器中使用了更多的金属和

永磁材料，直驱型机组成本比双馈型

机组略高。

实际上，直驱型风电机组一般被

分为永磁直驱型和电励磁直驱型。相

对而言，永磁直驱型风电机组在国内

直驱型风电机组市场中占有绝对优势。

表1 部分厂商的永磁直驱风电机组产品

企业名称 产品规格 企业名称 产品规格

金风科技

1.5MW
Siemens

3.0MW

2.5MW 3.6MW

3.0MW
STX Heavy Industries

1.5MW

湘电风能
2.0MW 2.0MW

5.0MW Emerrgya wind technology 2.0MW

航天万源 2.0MW

vensys

1.2MW

东方电气
1.5MW 1.5MW

2.5MW 2.5MW

银河风电 2.5MW
lagerwey

2.0MW

华创风电
1.5MW 2.5MW

3.0MW

leitwind

1.2 MW

山东瑞其能 2.0MW 1.35 MW

山东鲁科 3.6MW 1.5 MW

上海万德

1.25MW 2.0 MW

1.5MW 2.5 MW

2.0MW 3.0 MW

江西麦德 1.5MW mitsubishi 2.0 MW

江西力德

1.0MW Northem power system 2.2 MW

1.5MW scanwind 3.5MW

2.0MW
unison

750kW

2.0MW

zefhyros
1.5MW

2.0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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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我国以占世界 36% 探明储量的

稀土资源，为全球供应着 90% 以上的

稀土。整个稀土行业秩序较为混乱，

出口价格极为低廉。在国家开始大力

整顿市场后，有不少商贩寻势炒作，

致使磁钢价格暴涨。直至 2011 年年

中，我国政府开始严控稀土资源，永

磁体的原材料镨钕合金价格水涨船高，

曾一度达到 2011 年年初价格的 5 倍以

上，此后时涨时跌，到 2012 年 5 月，

仍保持在未涨价前数倍水平，致使永

磁直驱型风电机组在原材料成本方面

受到了很大冲击。[3]

磁钢价格造成的成本压力使采用

该技术的机组在与双馈型机组竞争时

缺乏价格优势，从而使只采用该技术

路线的企业有可能面临“赔本赚吆喝”

的困境。

3 技术、成本决定市场规模

针对永磁直驱风电机组在这方面

所面对的难题，一些整机厂商已经在

进行技术路线的变通或探索。根据自

身特点和研制目的，不少企业已经开

始尝试偏离“永磁直驱”定式，采用

电励磁发电机。

其实，电励磁技术的发展也很成

熟。它是通过使用转子铜线绕组中通

入直流电流的原理，来产生与永磁体

等效的工作磁场。在传统电力系统中

所采用的发电机，大多都是电励磁同

步发电机，因此，很多传统发电机厂

商都具有设计制造能力。但电励磁也

并不是一点缺点也没有。由于其励磁

绕组有一定的电阻，使电励磁发电机

具有 2% 左右的励磁损耗。此外，电

励磁同步发电机使用了更多的金属材

料，从而使其重量和体积比永磁发电

机增加 30% 左右。

实际上，任何技术都有自己的缺

陷，电励磁直驱此前未能获得比永磁

直驱更高的产业化程度，关键还是在

于国内稀土价格长期保持低位。但随

着成本天平的改变，原本选用永磁直

驱技术的企业开始更多地考虑使用电

励磁降低成本。例如湘电、东方电气、

航天万源等企业。而占据永磁直驱机

组销量老大地位的金风科技，似乎更

为坚决地继续使用永磁直驱技术，通

过迈入产业链的上游达到降本增效的

目的。例如其早在 2008 年便入股了江

西金力永磁科技有限公司。此外，金

风也在通过提高生产水平和技术，在

机组性能不断提高的同时提高磁钢使

用效率，降低使用量。但这并不妨碍

金风将电励磁直驱作为技术研究对象。

一个技术路线或一类产品是不是

获得关注，关键还是要看使用者买不

买账。实际上，电励磁直驱型风电机

组在德国占有大部分市场。其中，仅

Enercon 公司一家生产的电励磁风电机

组，便占该国风电市场的 60%。显然，

电励磁直驱型风电机组不但技术成熟，

且完全可以做到产业化。

但就目前看来，开发商企业似乎

并不是很急于认可电励磁直驱的技术

路线，除了与拥有不少直驱永磁剩余

订单有关外，在永磁直驱的成本和其

产业化所带来的可靠性之间，他们更

愿意选择后者。同时，从永磁直驱到

电励磁直驱的改型，也并不那么简单，

需要重新进行检测、认证。因此，电

励磁直驱技术路线能否进一步产业化，

得到更多的认可，还需要时间。更关

键的是，这段时间的长短仍是取决于

永磁材料的价格情况。

上游材料的不稳定带来了整机厂

商技术发展以及未来市场的不确定性。

但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稀土行业协会已

于 2011 年 4 月 8 日成立。该协会是以

有色金属协会、中铝公司、中国五矿、

中国有色等 13 家单位为发起人，联合

全国 142 家企业发起设立的国家一级

行业协会。由于稀土协会的筹建级别高，

将对制定政策产生重要影响，随着管理

的跟上，稀土市场将逐步规范化、平稳

化发展，这对于永磁直驱型风电机组的

成本影响也将进一步显现。

但目前可以确定的是，由于对稀

土等原材料供应的担忧，传统的双馈

机组生产商转走永磁直驱路线的可能

性较小，在我国市场，直驱技术仍将

作为市场的重要参与者，而非颠覆者。

当然，由于钕具有不可替代的磁性，

并主要出产于我国，从而使得国内掌

握永磁直驱技术的厂商在参与海外市

场时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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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万源

900kW

1.5MW

2.0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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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kW

600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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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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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750kW

900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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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巴基斯坦是南亚大国，但该国能

源匮乏、电力短缺的问题一直很严重。

巴基斯坦政府已经意识到发展风电等

可再生能源的迫切性，并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鼓励和吸引私人和外商投资

风电领域。目前，已有多个国家的风

电企业开始抢滩这块市场，部分中国

企业也审时度势，进入巴基斯坦风电

市场。可以预想，中巴两国未来在风

电领域的合作将有助于进一步推进两

国全面友好关系和真诚互信，两国企

业和人民也将在合作中实现共赢。

1 电力严重短缺

巴基斯坦人口逾 1.6 亿，但能源

基础设施较落后，燃料大量依赖进口。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生活

水平的改善，巴基斯坦能源短缺和社

会需求方面的矛盾日益突出。据权威

机构预测，巴基斯坦目前探明的油气

储量将在未来 20 年内枯竭，该国可能

面临长期能源短缺的紧张局面。

据不完全统计，巴基斯坦共有各

类大中型电厂（站）约 40 座，总装机

容量约 2000 万千瓦，其中火电（主要

为燃油和燃气发电）装机容量占总装

机容量的 64％ ；水力发电占总装机容

量的 33％ ；核电装机容量占总装机容

量的 2.4％。[1] 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利

用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规模。

能源短缺，特别是电力短缺已经

严重影响到巴基斯坦人民的生产、生

活，能源已成为制约巴基斯坦经济发

展的瓶颈。停电在该国是家常便饭，

很多大城市夏季每天断电时间长达数

小时。电力短缺也制约了巴基斯坦工

商业的发展，过去 4 年，电力短缺已

导致巴基斯坦数百万人失业。到 2012
年夏季，巴基斯坦电力缺口估计将达

400 万千瓦以上。

中国在巴基斯坦的风电投资机遇
朱轩彤

（国家能源局国际合作司，北京	100824）

摘  要 ：巴基斯坦能源严重匮乏，电力短缺。巴政府已经意识到发展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的迫切性，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

励私人和外商投资风电领域，中国企业适时进入巴基斯坦风电市场，将获得更大的机会，并推动两国进一步友好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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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kistan is deficient of energy resources and it undergoes severe power shortages. The Pakistani government has realized the 

urgency of the development of wind power and other renewable energy, adopted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encourage private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field of wind power. The Chinese companies could attain more oppoturnities though investment in 

Paki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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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鼓励发展风电

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电力紧缺问

题，保障经济发展，巴基斯坦政府拟

订了电力发展中长期规划，其中就包

括大力发展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不过，

巴基斯坦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

方面明显落后于其他国家，该国国内

相关专家认为，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

可以在短期内创造数百万个就业岗位，

有利的政策能促进国内能源发展，减

少国际市场对该国能源业的冲击。发

展可再生能源能降低国内能源消费因

国际燃料价格上涨而对电价和气价上

涨的影响。

巴基斯坦拥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

资源，尤其是在风能领域拥有巨大的

潜力，该国信德省 1046 公里的海岸线

所蕴藏的风能资源被认为有 5000 万千

瓦左右，一些地区 50 米高度的风速达

到每秒 6.5 米，风电机组的容量系数

估计为 23~28%。在太阳能领域，巴

基斯坦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在信德

省、俾路支省和旁遮普南部，一年光

照时间超过 3000 小时，接收太阳辐射 
每平方米 0.2 万千瓦时，是全球日光

照射较强的地区。[2]

2003 年 7 月，巴基斯坦政府成立

替代能源发展委员会（AEDB），以顺

应全球能源发展趋势，解决本国能源

匮乏问题。该委员会由总理直接领导，

设主席一名，由总理直接任命，委员

包括财政部、水电部、计委、石油与

自然资源部秘书和工程发展委员会主

席等，负责风能、太阳能、地热和沼

气等可再生能源的规划。

为鼓励可再生能源开发，巴基

斯坦政府制定了确保购电、进口相关

设备免税等一系列优惠措施，并计划

在 2015 年前将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

至 270 万千瓦，约占全国总发电量的

10%。

为吸引国内外投资，巴基斯坦

国家电力管理局（NEPRA）确定风

电项目预付电价，受到投资商欢迎。

NEPRA 制订的固定电价标准为，外

资投资风电项目为每千瓦时 12.61 卢

比，国内风电项目为每千瓦时 17.28
卢比（1 卢比约合人民币 0.116 元）。

上述电价标准将在巴基斯坦第一期风

电项目中执行，前提是 2012 年年年底

前完成项目投资。尽管巴基斯坦目前

还没有成规模的风电场 , 但由于巴政

府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与开发的重视，

其制定的多种优惠政策对独立电力商

有较大吸引力，鼓励了私人投资风电 ,
巴基斯坦国内风电项目开发商积极性

明显提高，加上很多外国企业也想介

入巴风电市场，这些因素都促进了该

国风电产业的发展。

截至 2011 年，巴基斯坦共有 22
个风电项目处于开发建设阶段。其中，

11 个开发商已完成可研性报告 ；6 个

独立发电厂（IPP）已从国家电力管理

局获得发电执照，其中 3 个已确定电

价，另有 3 个正在进行执行协议（IA）

和购电协议（EPA）谈判。

2012 年年初，巴基斯坦替代能源

委员会主席艾罗丁表示，2012 年是该

国的风能发展之年，AEDB 计划每个

月启动一个风电项目。位于信德省噶

罗（Gharo）和吉姆普尔（Jhimpir）
地区的风电场年内将为国家电网新增

至少 40 万千瓦容量的风电。目前巴

基斯坦的风电项目投资超过 5 亿美元，

其中 4 个风电项目工程已接近尾声，

12 个项目已完成融资。土耳其 Zorlu
公司、中国三峡集团公司、巴福吉

（Fauji）化肥公司、福吉基金会、阿

里夫哈比卜（Arif Habib）公司和幸

运（Lucky）水泥公司等均在巴基斯

坦投资风电项目。

2013 年，巴基斯坦规划 12 个风

电项目，其总装机容量为 100 万千瓦，

总投资将达 16 亿美元，另外 10 个总

装机容量为 55 万千瓦的风电项目将

于 2013 年中期正式投入运营。为实现

2013 年将全国风电装机容量增至 150
万千瓦的目标，巴基斯坦政府已经简

化风电投资程序。

3 中巴开启风能合作新篇章

中国与巴基斯坦两国有着深厚的

传统友谊 , 在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加

深。自上世纪 80 年代初起，我国企业

就已开始与巴基斯坦电力部门开展广

泛的合作，这些合作涵盖水电、火电

和核电等领域，其中包括一批大型和

特大型项目，累计合同额达数 10 亿美

元，这为双方开展风电合作奠定了较

为坚实的基础。

近年来，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

发展迅猛，尤其在风电、太阳能电池

板等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巴基

斯坦可以借鉴中国在风电、太阳能等

领域的成功经验，通过与中国开展可

再生能源合作，解决其电力短缺问题。

2010 年夏，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

里在访华期间呼吁中国企业到巴基斯

坦投资，称巴政府正在寻找核能、水

能及相关替代能源来满足该国对电力

的迫切需求。扎尔达里对中国企业高

管们表示 ：“巴基斯坦供电短缺形势严

峻，巴政府有意在未来 25 年内通过综

合水能、煤炭、天然气、核能与可再

生能源等的发展，大幅加强国家电网

的输电能力。”

2010 年年底，在温家宝总理和巴

基斯坦前总理吉拉尼的见证下，中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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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能源主管部门签署了《关于成立

能源工作组的谅解备忘录》，标志着两

国能源合作机制的正式建立。

2011 年 8 月和 2012 年 5 月 , 中
国 - 巴基斯坦能源工作组第一次会议

和第二次会议分别在北京和巴基斯坦

首都伊斯兰堡举行。双方相关政府部

门和企业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就各

能源领域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

论，并就能源务实合作达成多项共识，

其中就包括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合作。

中巴两国风电合作随之拉开序幕。

双方的合作包括工程、设备、投资、

融资和培训等多个领域。 
2011 年年底，由中水电公司投资

承建的三峡巴基斯坦风电一期项目正

式开工建设。该项目位于巴基斯坦南

部信德省塔塔专区，总装机容量 4.95

万千瓦，所用皆为金风科技制造的 33
台高温系列直驱永磁风电机组，预计

2013 年第二季度开始投产运营。该项

目按照 BOO 模式运作，准备期 1 年，

建设期 18 个月，运营期 20 年，建设

总投资约 1.303 亿美元。这是中国企

业在巴基斯坦投资建设的首个风电项

目，也是巴基斯坦境内第 3 个风电项

目。三峡集团计划未来 5 年在该国建

立 20 座 5 万千瓦的风电站。巴基斯坦

水电部长卡马尔表示，该项目的建设

对解决巴目前电力短缺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还将满足未来的电力需求。

2012 年，巴基斯坦海德拉巴风电

项目获得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融资支持。

该项目位于巴基斯坦信德省海德拉巴

风力走廊地区，按照 BOO 模式运作，

总装机容量 15 万千瓦，总投资约 3.9

亿美元，涉及融资约 3.3 亿美元。

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巴风能合作

前景十分广阔。虽然合作存在诸多挑

战和不确定因素，但只要双方能够从

互利共赢的角度出发，为进一步开展

风能合作创造良好的条件，互相理解，

努力解决问题，达到利益平衡点，两

国风能合作将深入地开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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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国风力发电始于 20 世纪 80 年

代，一般认为其主要经历了 3 个重要

的发展阶段。[1]1985 年至 1995 年是

示范阶段，我国利用丹麦、德国、西

班牙的政府贷款，进行一些小项目的

示范。欧洲风电大国利用本国贷款和

赠款的条件，将自己的风电机组在我

国市场进行试验运行，积累了大量的

经验。同时国家“七五”、“八五”设

立的国产风电机组攻关项目，取得了

初步成果，相继研制出 100w 至 3kW

离网型和 55kW、200kW 等并网型风

电机组。1995 年至 2003 年，在第一

阶段取得的成果基础上，各级政府相

继出台了各种鼓励政策。科技部通过

“科技攻关”和“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

计划”（863 计划）促进风电技术的发

展，原经贸委、计委分别通过“双加

工程”、“国债项目”、“乘风计划”等

项目促进风电的持续发展。我国实现

了 300kW、600kW 风电机组的批量

化生产能力，750kW 样机也在 2003
年挂机成功，我国本土风电装备产业

已经初步形成。2003 至今为第三阶段，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通过风电特许

权经营，下放 50MW 以下风电项目的

审批权，要求国内风电项目国产化比

例不小于 70% 等优惠政策，扶持和鼓

励国内风电制造业的发展，使国内风

电行业进入到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

1 我国风电叶片产业发展回顾

作为风电设备最关键的特征性部

件，我国并网型风电叶片的历史同样

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本文认为大致

可以划分为 5 个阶段 ：

中国风电叶片产业发展的回顾与反思
	姜兆民

（中航惠腾风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河北	保定	071051）

摘  要 ：我国风电叶片的发展目前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但是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本文建议我国风电叶片发

展从技术创新、基础研究、技术协同等多方面着手，不断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关键词 ：风电 ；叶片 ；现状 ；挑战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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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nd power blade industry has developed into a relatively stable stage in China, However, it is still faced quite a lot of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The blade manufacturers may solve these problems through technology innovation, basic research, technical 

cooperation,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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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阶 段 ：1985 年 ~1995 年，

这期间我国通过国家科委的科研项目

支持尝试研制并小批量交付了部分

55kW、200kW 风电叶片。这个时期

叶片发展的特点是，研发单位对风电

的前景一般没有什么设想，对叶片的

运行效果也并不十分关注，完成项目

要求、用好项目资金是大家最主要的

目标。这一阶段研发生产的风电机组

目前基本已经报废。

第 二 阶 段 ：1995 年 ~2001 年，

这是中国风电叶片技术实现突破的一

个时期。“双加工程”、“国债项目”、

“乘风计划”等推动风电产业形成的

国家计划陆续出台。项目任务从简单

的完成科研任务到形成批产能力。这

个变化不仅催生了上海玻璃钢研究院

300kW、保定螺旋桨厂 600kW、航天

万源 250kW 叶片的成功研制，而且建

立了中航惠腾、航天万源两个专业的

风电叶片生产企业。2001 年，全球最

有影响力的风电叶片供应商之一的艾

尔姆（LM）落户天津，意味着国际风

电界对我国政府的风电发展计划有了

更积极的响应。中航惠腾首批 600kW
叶片配套金风科技的 6 台 600kW 机

组在红松风电场装机运行，这是我国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风电机组的第一个

完整项目。

第 三 阶 段 ：2001 年 ~2007 年，

这是中国风电叶片产业快速形成的一

个时期。中航惠腾、上海玻璃钢研

究 院 的 750kW、1.0MW、1.2MW、

1.5MW 叶片相继研制成功并迅速实现

大批量交付能力，国外叶片供应商在

我国的市场份额逐年下降，自主风电

叶片技术和交付能力的快速增强对提

升我国风电产业发展信心作出了不容

忽视的贡献。中复联众、中材科技相

继通过技术引进和海外并购等途径具

备了 1.5MW 叶片的生产能力，这标

志着我国风电叶片产业的真正形成。

第 四 阶 段 ：2007 年 ~2010 年，

我国风电叶片的交付量伴随国内风电

装机量高速增长，我国迅速成长为一

个风电大国。 维斯塔斯、歌美飒、通

用风电、苏司兰、恩德等所有世界重

要风电设备制造商几乎都进入国内，

而我国本土风电叶片制造企业发展更

加迅速，据称达到 60 家以上。

第五阶段：2010 年至今，大量“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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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末班车”的风电叶片企业亟需解决

一个“进入的问题”，这个阶段出现了

许多非理性的经营和市场行为。这个

时期，我国的风电叶片产业出现了一

些发展势头过旺的趋势，风电行业的

发展现况也引起国内许多经济学家的

关注。

2 风电叶片产业的现状

总体而言，我国风电已经进入了

一个较为平稳的时期，风电叶片产业

的发展也是如此。在形成自己产业规

模的基础上，风电叶片也面临着一些

新的机遇和挑战。

2.1 产业规模业已形成

我国风电叶片从中航惠腾、上海

玻璃钢研究院两家供应商发展到现在

的近百家这一变化说明，社会投资的

热情不仅促成了我国风电行业的快速

形成，而且使这个行业迅速进入了一

个完全竞争的状态。几万人的行业队

伍、行业协会、行业标准、以及认证

系统的建立和完善标志着风电叶片已

经成为一个规模化新兴产业。风电设

备成本的急速下降，也为风电提升为

战略性能源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最近

政府对风电行业的关注从另一个侧面

表明行业的影响力在逐渐加强，企业

家们更加冷静的态度也意味着这个行

业正在慢慢走向成熟。[2]

2.2 风电叶片产业发展中的相关

问题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历程，我国

风电叶片产业能取得今天的成绩来之

不易。但从今天的结果看，还是有很

多现状值得我们反思。[3]

（1）近百家叶片制造企业中实现

批量交付的不超过 10 家供应商，而

真正实现盈利的叶片供应商更少，很

多利润还因为各种现实情况被分散                                  
到厂房、土地、模具等固定资产上。

（2）全国建立了大量的“风电产

业园”，对于这些土地和建设资源的投

入，或许还需要更慎重的评估。在百

度中搜索到的“风电产业园”，全国各

地就有 50 多家。虽然对这些园区的现

状还缺乏严格的调查，但不免让人想

到“资源换产业”、“风电大跃进”等

不良程序，也容易让人联想起当年的

家电、汽车行业发展历程。而且，大

量叶片企业关停所带来的社会资源浪

费也需要我们的反思。

（3）片面强调生产能力的建设，

相比之下，叶片研发能力和材料的国

产化还较滞后，对叶片的技术细节研

究还很不够。部分企业过分关注型号

而忽略了技术的研究与完善，使我国

虽然成为名副其实的风电大国，但距

风电强国还有很大差距。

（4）叶片的质量缺陷开始显现，

质量事故陆续发生，但由于机会性投

资以及很多企业并未赢得利润，质量

风险资金准备不足，很多现场事故不

能及时排除。

（5）业主所发电力无法如期送出

等诸多因素导致收益下降，这样也造

成整个风电产业链出现应收货款居高

不下，质保期也从最初的 18 个月逐步

延长到 5 年，甚至已经出现 20 年的质

保条款。

（6）风电主机厂为了提高其产

品的市场竞争力，对叶片提出的个性

化要求越来越多，这对推进风电技术

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拉动作用，但

过分的个性化要求已逐步成为叶片

企业难以承受之重。1.5MW 叶片已

经 出 现 34m、37.5/38m、40.25m、

42.5/43m 到 45.3m 等一系列的规格，

2.0MW 叶片也有从 40m 到 51.3m 等

多个规格，甚至还有主机厂开始自行

设计叶片，然后提供设计图给叶片企

业生产。上述这些规格，其实很多难

以实现规模化需求，不仅增加了叶片

企业的成本压力，也浪费了大量的研

发与生产资源，而这些是否都有必要？

本人认为，维斯塔斯公司在这方面值

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一个 850kW 的机

组在中国受市场青睐那么多年，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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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过硬的功底。

（7）随着买方市场地位的日益巩

固，业主对项目建设成本降低的期望

不断提高，叶片价格随机组的价格一

降再降。随着叶片企业利润空间的不

断压缩，部分叶片企业被迫关、停，

预计未来几年会有越来越多叶片遭遇

质保责任主体缺失的问题。叶片的 20

年“设计寿命”不是“20 年免维护”，

维护不到位已经为设备后期的运行可

靠性带来隐患。目前出现的叶片维保

企业，很多就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产生

的。但是，缺乏叶片原始技术和质量

档案的维护，相对于业主 20 年到 25

年的收益期，到底会产生多大风险需

要引起我们的关注。

3 风电叶片市场前景仍然乐观

虽然风电行业发展遇到了一些问

题，但对于我国风电叶片的发展前景，

我们还有理由充满信心。

首先，我国风电发电量占总发电

量的比重还很低，大概只有 1.5% 的水

平。从这个角度看，风电还处于起步

状态。中国政府到 2020 年风电总装机

量 200GW 的发展规划，也给风电叶

片提供了每年 20GW 的市场保障。

其次，风电叶片的“中国制造”

正在得到国际认可，近期已经有多个

叶片企业实现了批量化的出口，相信

在目前国内市场竞争持续加剧的形势

下，我国风电叶片制造商与国际接轨

的进程还会加快。随着技术经验和海

外业绩的积累，我国风电叶片的国际

竞争力必然得到迅速提升。[4]

客观地讲，我国风电叶片连续 10

年来实现 100% 以上的增长已经是一

个奇迹，应该值得我所有的风电人引

以为自豪，而且，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也需要在发展中慢慢来解决。

4 建议

对于我国风电叶片产业，本文认

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不断加

强，以取得更好的发展。

（1） 充分利用行业发展放缓的机

会，加快企业的技术创新，特别是管

理创新，尽快打造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2） 加强与主机厂的技术协同，

争取叶片和主机同步开发，重视叶片

产品的通用性，降低开发风险。

（3） 重视新材料和国产材料的研

发和应用，继续保持并强化我国叶片

的成本优势。

（4） 重视规范和认证工作，设立

质量风险基金并探讨商业保险模式，

降低质量损失风险。

（5） 重视我国风况特点研究，探

讨叶片企业间的资源共享机制，提高

叶片企业对行业文化的影响力。

（6） 重视基础性技术的研究，包

括翼型研究、在线监测、材料特性要求、

缺陷 / 损伤容限与修复可靠性等。

参考文献

[1]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 . 中

国风电三十年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9.

[2] 张定金 . 国内风电叶片产业现状 [J]. 化工新型

材料 . 2010(S1) .

[3] 蔡丰波 , 路远 , 蒋荣利 . 中国风电叶片制造业

现状与未来 [J]. 风能 .2011(06):37-41.

[4] 钱伯章 . 我国风电企业的自主化发展之路 [J]. 

新材料产业 . 2009(06).

收稿日期：2012-06-16。

作者简介：

姜兆民（1966—）男，本科，高分子材料专业，

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风电叶片研发制造方面的

工作。



风电场 | Wind Farm

50  风能 Wind Energy 

风电场平均风速变化对利用小时数
的影响研究

郭辰

（华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100036）

摘   要 ：本文分别采用两种方法，对风电场实测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平均风速依次递增的风速数据集序列，并提出一种结

合数据集 Weibull 分布拟合结果及风电机组功率曲线数据，计算其对应发电量的数值积分方法 ；然后，本文结合

3 个风电场的实测风速数据，采用上述数据集处理和发电量计算方法，对其不同高度处的等效利用小时数进行了

计算和对比分析研究，并与现有软件计算结果进行了对比验证。研究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发电量计算方法可靠

性较高，且平均风速每增加 0.1m/s， 等效利用小时数大致增加 50h ～ 60h。此研究结果也可为风能资源数据不同

订正方法所造成的计算利用小时数变化规律的研究提供重要依据。

关键词 ：风速数据集 ；数值积分方法 ；Weibull 拟合 ；功率曲线 ；等效利用小时数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2)07-0050-09

The Effect of Mean Wind Speed Variations on 
Equivalent Available Duration of Wind Farm

	Guo Chen
(Huaneng Renewables Corporation Limited, Beijing 100036,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wo methods, Wind Speed Data Sets Sequence, the elements of which increased in Mean Wind Speed orderly, is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first, and a Numerical Integration Method depending on Weibull fitting result and power curve data 

to calculate power generation is proposed. Then, with measured data of 3 wind farms, power generation in different heights 

are calculated and contrastive studies are made, employing the proposed data sets processing methods and power generation 

calculating methods.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ower generation calculating method proposed in this paper has high 

reliability, and Equivalent Available Duration grows about 50-60h with Mean Wind Speed increasing by 0.1m/s. �e results provide 

important basis for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of Equivalent Available Duration variations and measured data correction methods.
Keywords: Wind Speed Data Sets; Numerical Integration Method; Weibull ��ing; power curve; Equivalent Available Duration

0 引言

最近几年我国风电行业发展迅

猛，风电总装机容量已跃居世界第一

位。我国风电事业的发展面临着空前

的机遇，但也有许多亟待解决的基础

理论问题，风电机组发电量的准确计

算就是其中之一。机组发电量计算结

果也是设计和配置风力发电系统的重

要依据。然而，由于风能具有能量密

度低、稳定性差的特点，很难精确确

定机组的发电量 [1-3]。Weibull 双参

数分布概率模型形式简单，且能很好

地拟合风速频率分布，对于平均风功

率密度等的求解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Weibull 分布概率模型在风能资源分

析中已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4-5]。

本文将结合河北省 A 风电场、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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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风速数值分别增加 0.1m/s 形成数

据集 1，分别增加 0.2m/s 形成数据集

2，…，分别增加 1.0m/s 形成数据集

10 ；方法 2 的主要思路是，设测风塔

轮毂高度处实测数据为数据集 0，该

实测数据的每个风速数值分别乘以系

数 c1，使整个数据集的平均风速增加

0.1m/s 形成数据集 1，数据集 1 的每

个数据分别乘以系数 c2 形成数据集 2，
使数据集 2 的平均风速比数据

集 1 增加 0.1m/s，…，直至形

成数据集 10。
根据对实测数据的处理

方法可知，在两种方法下，数

据集 0、数据集 1、…、数据

集 10 的平均风速均依次相差

0.1m/s，11 个数据集就近似代

表了当地风况下平均风速依次

增加 0.1m/s 的风速分布。

1.2 Weibull曲线拟合

为便于说明问题，以下给

宁省 B 风电场、山西省 C 风电场中代

表测风塔的实测数据及机组功率曲线，

通过数值积分方法，对测风塔处机组

的发电量、年等效利用小时数等进行

分析计算，并通过两种方法处理实测

数据集，对不同高度以及不同项目下，

平均风速与年等效利用小时数之间的

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对于每个风电项目来说，平均风速每

变化 0.1m/s，年等效利用小时数就相

应变化约 50h~60h。
研究平均风速变化对发电量及利

用小时数的影响，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1）对于风电项目来说，如何按照当地

风况，最精确地模拟依次定步长递增

的风速及其分布 ；2）如何根据实测

数据，对项目的发电量进行近似计算。

本文将采用两种方法解决问题。然后，

本文将结合 A、B、C 三个风电场项目，

对不同高度下利用小时数和风速之间

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并研究这种关

系对不同风电场的适用性，为机组发

电量计算方法和利用小时数随风速增

长规律的继续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1 数据处理 

以风电场 A 为例，采用两种方法

对测风塔实测数据进行处理，并对形

成的数据集进行 Weibull 拟合，为发

电量及利用小时数的计算奠定基础。

1.1 两种数据处理方法

对于单个项目来说，代表测风塔

不同高度处的风速虽能精确反应当地

风况，但各风速之间没有定步长递增

关系（如依次增加 0.1m/s），不便于

分析问题。本文中采用两种方法模拟

依次定步长递增的风速 ：方法 1 的主

要思路是，设测风塔轮毂高度处实测

数据为数据集 0，对该实测数据的每

出风电场 A 测风塔轮毂高度处（80m）

实测风速数据采用两种方法处理的主

要结果。风电场 A 测风塔数据集 0 的

风频分布情况见表 1。风速频率分布

直方图如图 1 所示。

风速频率可看作满足 Weibull 分
布模型。Weibull分布模型有多种变形，

以下采用其典型形式，从后面的拟合

表1 A测风塔80m高度数据集0的风频分布表

风速段(m/s) 频率(%) 风速段(m/s) 频率(%)

0-1 1.89 12-13 2.27

1-2 4.12 13-14 1.36

2-3 7.22 14-15 0.62

3-4 9.64 15-16 0.29

4-5 11.42 16-17 0.16

5-6 12.48 17-18 0.10

6-7 12.40 17-19 0.05

7-8 11.22 19-20 0.03

8-9 8.96 20-21 0.02

9-10 6.89 21-22 0.00

10-11 5.36 22-23 0.00

11-12 3.61 23-24 0.00

图1	A测风塔80m高度数据集0的风速频率分布图



风电场 | Wind Farm

52  风能 Wind Energy 

相关性系数 R 可以看出，该形式对风

频的拟合效果很理想，拟合得到的函

数可用于发电量计算。Weibull 分布

是单峰分布，其概率密度函数为

      (1)
式中，a、b 为 Weibull 曲线的参

数，其取值决定了曲线的形状。

采用 MATLAB 软件对风电场 A
轮毂高度处（80m）数据采用方法 1
得到的数据集 0、数据集 1、…、数据

集 10 的风频分布进行 Weibull 拟合，

拟合结果见表 2。采用方法 2 得到的

数据集 0、数据集 1、…、数据集 10
的风频分布进行 Weibull 拟合，拟合

结果见表 3。
表 2 和 表 3 中，a、b 分 别 为

Weibull 分布参数 ；R2 为拟合相关系

数平方，R2 的数值越接近于 1，说明

拟合拟合效果越好。从上表可以看出，

数据集 0 至数据集 10 的 Weibull 拟合

效果很好。

图 2 给出了数据集 0 的拟合效果

图，图 3 给出了采用方法 1 时数据 0
至数据 10 拟合得到的 Weibull 曲线簇

情况，图 4 给出了采用方法 2 时数据

0 至数据 10 拟合得到的 Weibull 曲线

簇情况。

由图 3 和图 4 可以看出，数据集

0~ 数据集 10 拟合得到的 Weibull 曲
线形成了一个曲线蔟，各曲线呈连续

平滑变化的趋势 ；从数据集 0 开始，

曲线的峰值逐渐后移，表明频率最高

的风速值依次逐渐增大。 

2 发电量及利用小时数计算

测风塔轮毂高度处的风频分布

Weibull 拟合曲线反应了测风塔处的

风况。对风频分布拟合曲线函数和风

电机组功率曲线函数的乘积求定积

分，可求出对应时段内测风塔位置处

的风电机组平均输出功率，然后再根

据时段长度，可计算得到该机组的理

论发电量。这是测风塔位置处机组发

电量计算的基本思想。本文用代表测

风塔处的风况近似代表风电场的风

况，用代表测风塔处机组的发电量及

利用小时数近似代表整个风电场的发

电情况。

由上所述，要求出测风塔处机组

表2 采用方法1时风电场A 80m各数据集风频拟合参数

数据集 a b R2

数据集 0 0.01155 2.227 0.9978

数据集 1 0.01047 2.263 0.9981

数据集 2 0.00951 2.296 0.9989

数据集 3 0.008585 2.333 0.9990

数据集 4 0.007742 2.369 0.9992

数据集 5 0.007045 2.402 0.9994

数据集 6 0.006565 2.425 0.9988

数据集 7 0.00591 2.462 0.9988

数据集 8 0.005322 2.498 0.9987

数据集 9 0.004784 2.535 0.9987

数据集 10 0.004306 2.57 0.9986

表3 采用方法2时风电场A 80m各数据集风频拟合参数

数据集 a b R2

数据集 0 0.01155 2.227 0.9978

数据集 1 0.01207 2.195 0.9970

数据集 2 0.01148 2.201 0.9938

数据集 3 0.01100 2.204 0.9921

数据集 4 0.01076 2.202 0.9930

数据集 5 0.01022 2.211 0.9914

数据集 6 0.00972 2.222 0.9926

数据集 7 0.01008 2.193 0.9963

数据集 8 0.00946 2.209 0.9950

数据集 9 0.00910 2.207 0.9923

数据集 10 0.00861 2.220 0.9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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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输出功率，就需要得到风频分布

拟合曲线函数和机组功率曲线函数。

前面已经通过 Weibull 拟合的方法得

到风频分布曲线函数。机组功率曲线

函数可根据输出功率数值点拟合得到。

下面继续以风电场 A 为例，根

据方法 1 得到的 80m 高度处数据集，

讨论风电机组发电量的求解方法。风

电场 A 中，风电机组的单机容量为

2000kW，功率曲线数据如下表所示。

采用 Curve Expert 软件，对上

述功率曲线数据进行分段拟合，可以

得到最优拟合分段函数 P(x)，如式 (2)
所示，式中，x 代表风速。分段函数

P(x) 对功率曲线数据的拟合情况如图

5 所示。

                                               (2)
  
以下结合风电场 A 测风塔轮毂高

度 80m 处的实测风速及对应风频，采

用式 (3) 求取测风塔处机组的发电量 ：

                                               (3)

其中，P(x) 为 (2) 得到的功率曲

线拟合函数，f(x) 为风电场 A 测风塔

80m 高度处数据集 0 对应的风频拟合

函数。

将风电场 A 中测风塔 80m 高度

处数据集 0（即实测数据）的风频拟

合曲线函数及拟合功率曲线函数式 (2)

带入式 (3)，可得

                                               (4)

式中， 和 为平均功率 的分段

部分。

用 MATLAB 软件对式 (4) 进行

数值积分求解，可得

 
                                               (5)
该机组全年 8760h 的理论发电量为

                                               (6)

图2	风电场A	80m高度风速Weibull拟合情况 图3	风电场A	80m各数据集对应风频拟合曲线(方法1)

图4	风电场A	80m各数据集对应风频拟合曲线(方法2) 图5	风电场A风电机组功率曲线拟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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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6) 表示，位于测风塔位置

处的机组，一年的理论发电量约为

5848899kWh，对应理论发电量的年

等效利用小时数约为 2924.25h。为便

于分析对比，设发电量综合折减系数

为 66.7%，则实际的年等效利用小时

数约为 1950.61h。
以上是采用方法 1 时，风电场 A

中 80m 高度处数据集 0 对应的发电量

及等效利用小时数的计算过程。根据

上述方法，可依次计算得到该项目中

数据集 1 至数据集 10 对应的发电量及

等效利用小时数。A 项目发电量计算

结果如表 5 所示。表中， T 为理论发电

量对应的年等效利用小时数， T1 为考

虑 66.7％综合折减系数后的年等效利

用小时数。

3 发电量数据对比分析

本部分将按照前两部分中测风塔

数据处理、发电量计算等的基本思路，

根据需要采用方法 1 和方法 2，首先

对风电场 A 测风塔位置处不同测风高

度对应的发电量进行测算和对比 ；然

后，对 B、C 项目的数据集按照同样

思路进行处理，并对各项目的发电量

计算结果等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结论。

3.1 不同高度处发电量数据对比

以下以风电场 A 为例，对不同高

度处发电量随风速的变化规律进行分

析研究。图 6 给出了采用方法 1 时，

风电场 A 测风塔各测风高度处利用小

时情况 ；图 7 给出了采用方法 2 时，

风电场 A 测风塔各测风高度处利用小

时情况 ；图 8 和图 9 分别给出了采用

方法 1 和方法 2 时，各测风高度处风

速调整量和年利用小时数变化量之间

的关系图。

表 6 和表 7 分别为对上述风速增

量和利用小时数增量变化情况的统计。

从图 8 和表 6 可以看出，采用

方法 1 处理数据集后，风速的变化较

为平稳，平均风速每增加 0.1m/s，年

等效利用小时数就增加 50h 左右 ；方

法 1 中的风速调整是在原始测风数据

表4 风电场A功率曲线数据表

风速(m/s) 输出功率(kW) 风速(m/s) 输出功率(kW)

0 0 13 2000

1 0 14 2000

2 0 15 2000

3 13 16 2000

4 42 17 2000

5 166 18 2000

6 332 19 2000

7 563 20 2000

8 917 21 2000

9 1313 22 2000

10 1750 23 2000

11 2000 24 2000

12 2000 25 2000

表5 风电场A 80m高度对应发电量计算结果表(方法1)

数据集 /kW E/MWh T/h T1/h

数据集 0 667.6825 5848.90 2924.45 1950.61

数据集 1 682.9360 5982.52 2991.26 1995.17

数据集 2 700.789 6138.91 3069.46 2047.33

数据集 3 717.2856 6283.42 3141.71 2095.52

数据集 4 735.6877 6444.62 3222.31 2149.28

数据集 5 752.2507 6589.72 3294.86 2197.67

数据集 6 766.8169 6717.32 3358.66 2240.22

数据集 7 784.8452 6875.24 3437.62 2292.89

数据集 8 803.9083 7042.24 3521.12 2348.59

数据集 9 822.6842 7206.71 3603.36 2403.44

数据集 10 843.1644 7386.12 3693.06 246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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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依次累加 0.1m/s，当累加至

0.6m/s 以后，0m/s~1m/s 风速区段的

分布逐渐失真，直至累加到 1.0m/s，
0m/s~1m/s 风速区段无数据点，失真

程度达到最大，故风频分布、年理论

发电量、利用小时数变化量等分析结

果的参考价值也有所下降。从图 8 可

以看出，风电场 A 80m、70m 和 50m
高度处的年利用小时数变化量，在风

速累加量超过 0.6m/s 以后，整体向上

偏移，呈现出失真的特征。

从图 9 和表 7 可以看出，采用方

法 2 处理数据集后，各高度处利用小时

数增量随风速增量的变化较为剧烈，平

均值大约在 60h，即每增加 0.1m/s 的

平均风速，等效利用小时数增加 60h。

风速每增加 0.1m/s，两种方法得

到的等效利用小时数的平均增量有一

定的差距 ；而且，这个平均增量并没

有随高度的增加而增大。

如果把方法 1 和方法 2 看作是造

成数据不合理订正后发电量推算出现

偏差的两个原因，则数据订正中直接

在订正前数据上加上气象站长序列平

均风速和测风同期平均风速的差值，

而可能导致的发电量推算偏差由原因

1 引起，数据订正中由气象站和测风

塔数据相关性方程（线性相关）可能

表6 风电场A测风塔各高度处利用小时增量统计表(方法1)

80m 70m 50m

利用小时增量平均值 (h) 51.27 51.32 51.03

表7 风电场A测风塔各高度处利用小时增量统计表(方法2)

80m 70m 50m

利用小时增量平均值 (h) 58.04 58.05 60.05

图6	风电场A测风塔各高度对应年等效利用
小时数对比(方法1)

图7	风电场A测风塔各高度对应年等效利用
小时数对比(方法2)

图8	风电场A测风塔各高度处风速增量和利用
小时数增量对比(方法1)

图9	风电场A测风塔各高度处风速增量和利用
小时数增量对比(方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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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订正误差而最终导致的发电量

偏差，由原因 1 和原因 2 共同引起。

3.2  不同风电场的发电量对比

为研究不同项目中等效利用小时

数增量和风速增量的对比关系，本文

选取了位于河北省的 A 风电场、位于

辽宁省的 B 风电场和位于山西省的 C
风电场作为范例风电场。三个风电场

的基本情况如表 8 所示。

从表 8 可以看出，A、B 两个风

电场的空气密度较为接近，C 空气密

度较小，故对应的风功率密度也较小；

三个风电场对发电量变化规律的研究，

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按照前面所述的数值积分方法，

对 B、C 两个风电场测风塔轮毂高度处

原始数据对应的发电量、年利用小时数

等进行计算。由于实际上网电量数据具

有较多折减系数，增加了模型的不确定

性，且测风塔处发电量实际不存在，故

为了对本文提出的数值积分方法的计算

结果进行验证，以下给出 A、B、C 三

个风电场项目的 WASP 计算结果，与

本文计算结果进行对比，具体的做法是：

选择各风电场测风塔附近、海拔跟测风

塔差异较小的风机，用 WASP 软件对

风电机组机位处的平均风速、发电量等

进行计算，并与本文方法得到的计算结

果进行对比。三个风电场的对比结果如

表 9~ 表 11 所示。

从表 9~ 表 11 可以看出，三个风

电场所选机位与测风塔的海拔差距小

于 20m，直线距离小于 100m，具有

较强的可比性 ；机位与测风塔在轮毂

高度处的平均风速差距小于 3％，发

电量差距在 10％以内。抛除不同点位

风速与发电量之间对应关系的不确定

因素可知，本文提出的数值积分计算

方法具有较高的准确性。

以下对 A、B、C 三个风电场平

均风速变化对应等效利用小时数的变

化情况进行计算对比。由于风电场 C
空气密度小于另外两个风电场，取 C
对应的综合折减系数为 63％，A、B
均取 66.7％。

采用方法 1 时，上述三个风电场

测风塔 70m 高度处风速及年等效利用

小时数的关系对比图，如图 10 所示。

各风电场采用方法 1 处理数据集后， 

70m 高度处平均风速与年等效利用小

时数增长之间的关系如图 11 所示。

图 11 中，A 风电场、B 风电场和

C 风电场的利用小时数变化量平均值

依 次 为 ：51.27h、57.02h、55.60h。
从图中可以看出，三个项目的年利用

小时数变化量，在风速累加量超过

0.6m/s 以后，整体向上偏移，这个趋

势与图 8 中相同趋势的原因类似。

表8 各风电场基本情况表

A风电场 B风电场 C风电场

风电场容量 (MW) 48 100.5 49.5

单机容量 (kW) 2000 1500 1500

风电机组台数 24 67 33

轮毂高度 (m) 80 70 70

空气密度 (kg/ m3) 1.197 1.165 1.016

年平均风速 (m/s)* 6.44 6.30 6.41

风功率密度 (W/m2)* 268.6 244.1 217.6

* 注：此项数据为测风塔轮毂高度处的实测值。

表9 风电场A中测风塔与邻近机位处发电量对比

海拔(m) 距离(m) 平均风速(m/s) 理论发电量(MWh)

测风塔轮毂高度处 312 － 6.43 5848.90

风电机组 302 － 6.35 5467.85

差距 10 45 0.08 381.05

差距比例 * － － 1.24% 6.51%

* 注：此值为︱测风塔对应值—机组对应值︱×100% / 测风塔对应值。

表10 风电场B中测风塔与邻近机位处发电量对比

海拔(m) 距离(m) 平均风速(m/s) 理论发电量(MWh)

测风塔轮毂高度处 551 － 6.30 4288.69

风电机组 568 － 6.44 4399.11

差距 17 63 0.14 110.42

差距比例 * － － 2.22% 2.56%

* 注：此值为︱测风塔对应值—机组对应值︱×100% / 测风塔对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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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图 13 和 表 12~ 表 13 给

出了各项目 70m 高度处年等效利用小

时数的对比，以及风速调整量与年等

效利用小时数变化量关系。

从 图 10~ 图 13 和 表 12~ 表 13

表11 风电场C中测风塔与邻近机位处发电量对比

海拔(m) 距离(m) 平均风速(m/s) 理论发电量(MWh)

测风塔轮毂高度处 1840 － 6.41 4632.92

风电机组 1829 － 6.33 4213.88

差距 11 80 0.08 419.04

差距比例 * － － 1.25% 9.04%

* 注：此值为︱测风塔对应值—机组对应值︱×100% / 测风塔对应值。

中可以看出，不同风电场测风塔处的

同样风速下的等效利用小时数是不同

的，这跟当地的风况（如风频分布等）

有关 ；另外，方法 1 与方法 2 相比，

等效利用小时数增量随风速增量的变

化较为平缓，且平均增量较小。如

前所述，总体来说，平均风速每变化

0.1m/s，等效利用小时数就大致变化

50~60h。
事实上，测风数据订正过程中，

在所有原始测风数据上直接加减一个

常数的方法，对应前述数据集处理方

法 1 ；用线性相关性方程来修正原始

测风数据的方法，对应前述数据集处

理方法 1 和方法 2。这就是说，数据

订正导致的平均风速变化，反应在发

电量和年等效利用小时数上的影响，

正如本文相关研究结果所示。数据集

处理方法 2 造成的发电量或利用小时

数的变化，要大于方法 1。本文的研究，

图10	各项目70m高度处年等效利用小时数
的对比(方法1)

图11	各项目70m高度处年等效利用小时数与
风速增量关系(方法1)

图12	各项目70m高度处年等效利用小时数
的对比(方法2)

图13	各项目70m高度处年等效利用小时数与
风速增量关系(方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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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风能资源评估过程中数据订正方

法的深入研究和改进提供了重要依据。

4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两种数据集处理方

法，并结合三个风电场中测风塔的实

测风速和风电机组功率曲线，采用分

段数值积分的方法对测风塔处机组的

发电量进行了计算，对不同风电场和

不同高度的年等效利用小时数等进行

了分析研究和对比。分析计算结果表

明，各风电场之间的风速、理论发电

量、利用小时数等无明显的对应关

系，这是由风频分布、风电机组选型

等的差异决定的 ；对于单个风电场来

说，风速变化与理论发电量、利用小

时数的变化呈近似线性关系，且风速

每变化 0.1m/s，利用小时数变化约

50h~60h。本文的研究结果将为测风

表12 各项目70m高度处利用小时增量统计表(方法1)

A项目 B项目 C项目

利用小时增量平均值 (h) 51.27 57.02 55.60

表13 各项目70m高度处利用小时增量统计表(方法2)

A项目 B项目 C项目

利用小时增量平均值 (h) 58.55 63.09 64.20

数据订正方法对发电量的影响，以及

发电量计算方法的进一步研究，提供

较为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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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风力发电作为间歇性电源，大型

的风电场开发必然会面临如何顺利接

入电网和发电功率如何平稳调度的问

题。中国的风电场主要位于远离负载

中心的地区，并且当地的电网调节能

力较弱，这给风电的发展带来了限制。

这一点已经成为中国今后风电发展面

临的最大问题。

电网末端网架结构不够坚强、电

源结构较为单一，风电大规模接入给

这些地区电网稳定运行带来很大压力；

另外，风电机组大多采用异步发电机，

其对电网安全稳定的影响与常规同步

发电机组不同 ；并且，风的波动性使

风电场的输出功率具有随机性，机组

出力波动范围通常较大，速度也较快，

在电网没有储能设备的支持下，无法

像其他常规电源那样对其出力进行调

度和控制，这对电力系统维持供需平

衡的能力产生影响，给电力系统各类

电源的调度运行方式带来很多困难 [1]。

随着风电场规模的扩大，风电装

机容量在电网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

其对电网的影响范围也从局部逐渐扩

大，风电并网所带来的电压稳定性问

题、暂态稳定性及频率稳定性问题都

凸现出来。为提高风电外送能力，改

善风电并网电能质量，在风电场设计

中应采用先进技术，如 ：风电场自动

电压控制系统（AVC）、有功功率控制

系统、风能预测系统及其他辅助系统，

配合风电场及升压站的动态无功补偿

设备、变压器有载调压设备、风电机

组自身控制系统，实现风电机组和集

中式无功补偿设备等无功输出的协调，

对各双馈机组的无功指令进行动态优

化分配，从而增强风电场无功－电压

风电场调度自动化系统的设计与应用
孙蕾，沈石水

（龙源（北京）风电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北京	100034）

摘  要 ：本文结合风电场及风电机组自身所具备的调节能力和运行特点，论述风电场调度自动化系统的设计思路，引入

AVC（自动电压控制系统）、有功功率控制系统、风电功率预测系统及其他风力监测和报警等辅助系统，建立风电

场与电网系统良好的调度方式，从而使风电场切实参与到电网调度和系统安全稳定的维护中。

关键词 ：安全稳定 ；调度自动化 ；自动电压控制（AVC）；功率控制 ；风电功率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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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Wind Power Dispatch 
Automation System

Sun Lei,Shen Shishui
(Longyuan(Beijing) Wind Power Engineering Design and Consultation Co., Ltd.)

Abstract: Given the dispatch capacity and operational features of wind farms and wind turbine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design solution 

of the wind farm dispatch automation system, and AVC system, active power control systems, wind power prediction system and 

other auxiliary systems such as wind monitoring and alarm system are introduced to strengthen the system functions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goo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wer system and wind farms and mobilize wind farms to participate in the power grid 

dispatch and the system security maintenance e�ectively.
Keywords: security and stability; dispatch automation system; automatic voltage control (AVC); wind power control; wind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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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能力；基于风电功率预测的风电场

自动发电控制（AGC）方案，控制风

电机组出力，增强了风电系统的可控

性。通过这些技术手段，建立起风电场

与电网系统的良好沟通和互动，使风电

场在保障电力系统的调度和安全稳定

运行方面起到积极主动的作用 [2-5]。

1 风电机组的运行特点[6-11]

变速恒频风电机组一个突出的优

点是可以实现有功、无功的解耦控制，

因此风电场在电力系统中既可以作为

有功电源也可以作为无功电源。而且，

采用变速恒频发电方式，可按照捕获

最大风能的要求在风速变化的情况下

实时调节风力机转速，使之始终运行

在最佳转速上，从而提高了机组发电

效率，优化了风力机的运行条件 ；通

过控制桨距角，还可以在最佳处理水

平的前提下控制机组有功输出，来满

足系统调度的要求。本文以目前主流

的变速恒频双馈风电机组为例，分析

变速恒频机组的有功和无功功率控制

能力 [12]。

1.1有功功率调控能力分析

当风速在切入风速以上、额定风

速以下时，双馈异步风电机组通常采

用最大风能追踪控制，从而保证最佳

的有功功率输出。不同风速下的功率—

转速特性曲线如下图所示 ：

可以看出，在同一风速下，不同

转速会使风力机输出不同的功率，要

想追踪 Popt 曲线，必须在风速变化时

及时调整转速 ωr，保持最佳叶尖速比。

在风速超出额定风速时，风电机

组受功率输出限制，需要控制桨距角

来维持风电机组机械功率不超出其额

定功率，从而保护风电机组不会过载

及避免风电机组机械损坏的危险。同

时控制桨距角，可以在最佳出力水平

的前提下控制机组有功输出，来满足

系统调度的要求。

1.2 无功功率调控能力分析

双馈机组具有发出无功功率的能

力，其无功功率极限范围随着风速的

增大而缩小，当风电机组输入风速超

过额定转速，发电机进入恒转速和恒

功率运行状态时，机组的无功极限基

本不变，发电机的无功调节能力明显

下降。目前双馈异步风电机组的无功

功率控制策略主要包括 ：恒功率因数

控制、恒端电压控制、最优补偿控制。

（1）恒功率因数控制。当小规模

风电场接入电网，风电场输出功率变

化对电网的影响可以忽略，此时通常

采用恒功率因数控制模式。在实际中，

通常采用单位功率因数控制，设定整

个风电机组与电网不交换无功功率（功

率因数为 1）。
（2）恒端电压控制。当风电场规

模较大或接入弱电网时，风电场输出

的功率随风速波动容易造成接入点电

压波动，严重时导致电压水平越限，

危及风电机组的持续并网运行。所以

需要采用恒端电压控制，以接入点电

压为控制目标，通过改变无功功率的

输出，实现闭环控制，从而维持接入

点电压稳定，提高电能质量。

（3）最优补偿控制。当风电场接

入强电网时，为了充分发挥风电场的

无功调节能力，以接入点邻近负荷的

无功需求、电网过剩无功功率吸收或

以降低发电机自身损耗为控制目标，

提出了考虑无功功率极限和所接入电

力系统实际运行方式的动态无功最优

补偿控制方式。

2 风电场安全与调度自动化        
系统

双馈风电机组、直驱风电机组具

有连续的有功、无功调节能力。随着

这些机组的普及，风电机组本身的调

节能力可使风电场成为有潜力的优质

电源。而且，近年来伴随大容量电力

电子技术的日趋成熟，变速恒频风力

发电系统将电力电子技术、控制技术

和微机信息处理技术引入到发电机控

制中，极大地改善了风力发电系统的

运行特性。所以，综合利用好风电机

组自身优势成为风电场安全与调度自

动化系统设计的关键。

目前，在风电场机组协调控制、

调度自动化中应用较为广泛的系统主

要包括 ：自动电压控制系统（AVC）、

功率控制系统、风电功率预测系统。

下面对各个系统进行详细介绍 [2,3]。

2.1自动电压控制系统

电压－无功控制是风电场调度最

关心的内容之一。风电场电压 - 无功

调节的复杂性和不同风电机组无功控

制系统的多样性，都要求有一套完善

的协调控制系统来充分发挥变速恒频

风电机组自身的无功调节能力，实现

风电场连续的无功调节。AVC 是风电

场适应电网与提高自身管理水平的双

重需要。

风电场自动电压控制系统（AVC）

是一个在现有风电机组 SCADA 与变

电站 SCADA 基础上，利用变速恒频图1	功率—转速特性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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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机组自身无功调节能力，实现自

动闭环、协调控制风电场所有的无功

/ 电压调节设备（包括 ：有载调压变

压器、集中无功补偿装置和变速恒频

风力发电机等），从而满足风电场并

网综合需求的监控管理系统。

中国风电场一般采用集中式开发

模式，风电场配套建设升压变电站，

就地升压后通过中 / 高压输电网络将

电能输送到系统变电站。由于风电场

本地电网负荷一般较少，各类电压 /
无功控制措施主要针对 PCC（风电场

并网点和公共电网连接的第一落点）

实施。风电场自动电压控制系统的目

的是利用最小的调节成本，在保证电

压安全的前提下，使风电场 PCC 的无

功电压水平处于预期的 U － Q 区域。

综合考虑风电场的各种无功电压

控制手段，可以将风电场自动电压控

制系统（AVC）划分为 3 层结构。顶

层是风电场内部、风电场与电网协调

决策模块，根据系统调度要求及 PCC
的无功电压水平协调风电机群与集中

无功补偿设备的控制量，通过控制和

分配策略，分别给出风力发电机群总

无功补偿量、无功补偿设备总无功补

偿量和变压器挡位调整量等 ；中间层

是风电机组群决策模块，在接到上层

调控指令后根据每台机组当前不同运

行的状态和相应的无功极限范围，将

风力发电机群的总补偿量按一定的优

化原则，在所有参与无功电压调节的

可控风力发电机间进行分摊 ；底层是

风力发电机现地控制模块，由各风力

发电机变频器控制系统在其无功可控

域内进行恒功率因数控制或恒无功输

出控制。

风电场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要

求：风电场应配置无功电压控制系统，

具备无功功率及电压控制能力；根据

电网调度部门指令，风电场自动调节其

发出（或吸收）的无功功率，实现对并

网点电压的控制；其调节速度和控制精

度应能满足电网电压调节的要求。在

AVC 系统的三层结构中，风力发电机无

功控制主要由风电机组控制系统来实现；

风力发电机群无功分摊决策、风力发电

机群与集中补偿设备的协调策略是 AVC
系统研究的重点。AVC 系统是一个多

目标、多系统协调优化控制过程，需要

风电场本地升压站综合自动化系统、风

电场监控系统、风电场自动控制系统和

无功补偿设备共同完成。需要根据每个

风电场机型选型的不同、补偿方式的不

同，制定出符合每个风电场实际状况的

无功源设备协调控制策略。风电场的具

体控制目标由风电场本地 AVC 控制系

统实现，作为风电自动电压控制系统最

高决策层的 AVC 系统站直接从电力系

统省 / 区调出的数据采集与监控实时数

据库获取各风电控制区域以及各风电场

的电压无功数据，合理整定目标风电场

PCCU － Q 可行域边界，从而修正目标

风电场母线控制电压设定值及各风电场

的无功输出，同时配合区域内变电站及

电厂进行电压无功协调控制 [9-11]。

2.2 有功功率控制系统

风电场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要

求 ：风电场应配置有功功率控制系统，

具备有功功率调节能力 ；接收并自动执

行调度部门远方发送的有功功率控制指

令，实现对其有功功率输出的连续平滑

控制 ；确保风电场有功功率值及有功功

率变化值不超过电网调度部门的给定

值。风电场有功功率控制，主要涉及风

电场有功功率变化限值、紧急控制。

在风电场的实际控制环节中，有

功功率控制系统采用类似传统 AGC 的

遥调方式，根据风电机组自身的有功功

率控制特点，将风电场的有功指令合理

优化分摊，自动控制风电场每台机组

的出力，在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

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提高风电场的有功

输出，力争达到风电场机群出力整体

最优化的目标 ；此外，还可以通过遥

控方式投切馈线开关，实现风电机组

的启停控制，可用于紧急情况。

大型风电有功智能控制系统包含

调度中心站、控制主站、风电场控制

子站及风电机组现地控制等部分。其

中，调度中心站根据风电场功率预测

系统上传的短期风电功率预测数据、

联络线计划、短期负荷预测数据，计

及安全约束、节能、环保等因素，考

虑风电功率预测系统的误差，实现预

测的风电功率、电量参加发供电平衡。

控制主站将调度中心站生成的各个受

控风电场的允许最大有功功率发电曲

线下发到相应的风电场执行，在抵消

风电功率、负荷预测的误差和电网运

行方式变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的前提

下尽可能多地接纳风电。风电场有功

功率控制子站作为风电有功控制执行

站，能够实时监测风电场各风电机组

的出力，并根据控制主站下发的风电

场计划曲线和实时指令，按各台风电

机组不同的运行状态自动分配每台机

组出力，实现最优化控制，保证切机

台数最少 ；并实现超发告警及超时超

发切机功能 [13-15]。

2.3 风电功率预测系统

风力发电具有间歇性、随机性和

不可控制的特点，为了保障电网的安

全稳定运行，电网需要预留风电最大

出力的备用容量来平衡风电的波动。

当前我国的风电比例相对较小，电网

还有能力应对，但是随着风能规模的

不断扩大，以及未来海上风电的发展，

电网的主动性将逐步降低。所以，在

风电场建设中有必要引入风电功率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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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系统，并不断提高预测精度，尽可

能减少风电接入对系统调峰容量的增

量需求，从而提高电网运行的经济性

及电网接纳风电的能力。

风电功率预测系统能够采集风电

机组、测风塔、风电场功率、数值天

气预报、风电场本地风电功率预测结

果等数据。系统可根据风电场所处地

理位置的气候特征和风电场历史数据

情况，采用物理方法和统计方法相结

合的方法构建特定的预测模型进行风

电场的功率预测。目前应用的风电场

功率预测系统采用单机系统配置，功

率预测服务器完成数据采集、数据处

理、统计分析、预测建模、功率预测、

数据存储、数据接口、图形生成显示、

报表制作打印等全部系统应用功能 ；

同时根据风电场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

定要求，风电功率预测系统可以向电

网调度传送风电功率预测结果，风电

场每 15min 自动向电网调度部门滚动

上报未来 15min~4h 的风电场发电功

率预测曲线，预测值的时间分辨率为

15min ；风电场每天按照电网调度部

门规定的时间上报次日 0~24 时风电

场发电功率预测曲线，预测值的时间

分辨率为 15min。
通过风电功率预测系统的预测结

果，电网调度部门可以合理安排发电

计划，减少系统的旋转备用容量，提

高电网运行的经济性 ；提前预测风电

功率的波动，合理安排运行方式和应

对措施，提高电网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对风电进行有效调度和科学管理，提

高电网接纳风电的能力 ；指导风电场

的消缺和计划检修，提高风电场运行

的经济性 [3,4]。

3 设计与应用

根据《电力系统调度管理规程》

规定：凡是并入电网运行的发电厂所

属设备，按统一调度、分级管理的原则，

由接入电网所在地区的电力调度所实

施统一调度管理。风场升压站参照该条

例及调度规程，按电网调度自动化的总

体要求配置相应的调度自动化设备。

实现风电场调度控制系统的自动

化、全面化和智能化是风电场融入电

网管理体系的关键。优化后的风电场

调度自动化系统将风电场内所有设备

组织成一个有机整体，即可实现有功

功率控制、电压－无功控制、风电功

率预测，还能够通过风力监测和报警

系统、发电报价辅助决策系统、电力

市场交易终端系统等辅助系统进行发

电与检修计划安排等高级应用功能。

通过响应电网的调度需求、报送风电

场运行状态实时数据，使风电场成为

电网的一个可预测、可调节和可靠的

电源。

在实际风电场自动化系统的设计

中，风电场调度自动化系统结构图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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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所示。

4 结论

本文介绍了目前风电场自动化设

计中用于优化风电场并网和调度控制

能力的调度自动化系统设备：AVC（自

动电压控制系统）、有功功率控制系统、

风电功率预测系统。结合《风电场接

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对各个系统的

结构和主要功能进行了总结，为风电

场规划、科研和施工设计工作提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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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海上风电技术的日趋成熟，人们越来越重视海上

风电的开发建设，截止到 2011 年底，全球海上风电的累计

装机容量已经接近 4GW。[1] 海上风电的快速发展极大地促

进了大容量风电机组的商业化，近期主要制造厂家纷纷推

出单机容量 5MW~8MW 的风电机组，其目标市场主要是

海上风电。由于海上风电场的基础、电力接入系统和风电

机组吊装等成本都大大高于陆上风电场，因此采用大容量

风电机组无疑可以降低单位千瓦投资成本，从而提高项目

的经济性。

我国政府支持大容量风电机组的设计制造。2012 年 5
月科技部发布的《风力发电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

明确提出，规划完成后要掌握 7MW 级风电机组及部件设

计与制造，产品性能与可靠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推动我

国大容量风电机组的产业化 ；突破 10MW 级海上风电机组

整机和零部件设计关键技术，实现海上超大型风电机组的

样机运行。[2]

大容量风电机组技术不仅体现了当代电机制造、材料

工程、电力电子、自动控制、流体力学和地质气象等领域

的科技水平，而且引领着未来风电机组设计制造技术的发

展方向。大容量风电机组技术绝非小容量机组设计制造经

验的简单技术延伸，例如，在相同风况下，风轮直径增加 1
倍，风电机组的输出功率以及作用在风轮上的轴向推力将

增加至 4 倍，而机组所经受的载荷以及叶片重量将增加至

8 倍，这就要求在技术理念、工程设计和材料选取等方面进

行创新。大容量风电机组的设计既要考虑降低风电机组成

本，又要考虑提高可靠性，为此，设计者应该在不同运行

大容量风电机组技术发展动态研究
高辉

（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北京	10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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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和新工艺，引领着未来风电机组技术的发展方向。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十余种大容量风电机组技术特点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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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平衡单机容量、可靠性、零部件供应成熟度与制

造成本之间的关系，平衡机舱、叶片等关键部件的尺寸重

量与运输便利性之间的关系。[3]

1 大容量风电机组技术现状

为提高海上风电市场的竞争优势，展现各自的技术实

力，国内外主要制造厂家积极开发大容量风电机组，下面

简要分析几种近期正在研发或已经安装的大容量风电机组

的技术特点。

1.1 Enercon E-126风电机组（7.58MW）

2010 年底，Enercon 公司在德国安装了目前世界上

最大的风电机组 E － 126，单机容量 7.58MW，叶轮直径

127m，机头重量（含叶片、轮毂和机舱）约 712t。E －

126 机组秉承 Enercon 公司一贯的直驱式设计，没有齿轮

箱，两个主轴承分别为双列圆锥和单列圆柱滚子轴承，主

轴直接与直径为 12m 的无刷励磁同步发电机相连，转速为 
5r/min~11.7r/min，发电机定子分为四部分，每部分各占

90°，四路定子电流分别输入机舱内部的四组整流器（分

置于机舱两侧），而后经直流电缆传输至塔筒底层的逆变器，

经过中压变压器和开关柜并网。偏航系统包含 12 组偏航驱

动单元。两段式叶片设计，靠近叶根的较短部分由金属制

成，长 22m，外延部分由玻璃钢增强纤维制成，长 35m。

按照 IEC IA 设计，切出风速可达 28m/s~34m/s。轮毂高度

135m，采用预制混凝土塔筒。塔筒重 2800t，基础 2500t，
机舱 128t，发电机 220t，叶轮 364t，因此整个机组的重

量超过 6000t。
E － 126 机组具备独立的叶片变桨控制功能。独立的叶

片变桨控制（Cyclic Pitch Control）是指为降低气动不平衡、

塔影以及偏航偏差所带来的动态载荷，在叶轮旋转时，系统

按照各叶片实际感知的风速进行功角调整所进行的控制。

Enercon 公司采用“蛋型”机舱和高效的叶片翼型。

经实测，风能利用系数 Cp 最大值为 0.53，如果考虑 5% 左

右的电气系统损失，那么叶片的实际气动效率高达 56%，

仅比贝兹常数（最大理论气动效率）低 3%~4%。通过改进

叶根形状、缩小叶片截面、增加叶径长度，可使叶片与机

舱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助于气流均匀地流过机舱 ；在叶

尖还安装了“小翼”，可有效地抑制扰流和旋涡的生成，从

而减小叶尖损失并降低噪声。此外，叶片法兰直径大，采

用双列螺栓与轮毂相连，以提高强度。

1.2 Bard 6.5MW风电机组

Bard 公司是德国海上风电机组工程公司，2008 年安

装了第一台 5MW 风电机组后，又开发了升级版 6.5MW 机

组。6.5MW 机组由 Bard 公司与威能极公司合作开发，叶

轮直径 122m，轮毂高度 90m，机舱重约 280t，机头重约

图1		Enercon风电机组传动系统剖面图，Enercon 图2		E-126机组采用的分段式叶片，网络blog.sina.com.cn/hades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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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t。为节省升级所需的时间和成本，6.5MW 机组的设计

原则是尽可能利用 5MW 机组的主要承载部件（5MW 机组

有一定设计裕量），如主承载底座、主轴承以及机舱等其他

结构部件，并使用相同直径的叶轮。主承载底座重 76t，发

电机承载底座与主承载底座采用螺栓连接。直径 3.2m、宽

0.75m 的主轴承嵌入主承载底座，并连接叶轮。主轴为空

心短轴，一端与主轴承内圈连接，另一端与齿轮箱输入端

连接。6MW 机组齿轮箱采用两路转矩输出技术，由威能极

公司开发。 
2011 年，Bard 公司在德国安装了两台传动系统设计

稍有不同的样机，用以比较传动系统的优劣，其中一台样

机在其齿轮箱的两路输出轴上分别驱动两台 3.25MW 的永

磁同步发电机，电力经过全功率变流器并网 ；而另一台样

机是在其齿轮箱的两路输出轴上分别驱动两台德国 Voith
公司开发的液力变矩器，然后驱动同步发电机直接并网（无

需变流器）。目前正在进行认证和测试，预计 2013 年开始

量产。

1.3 REpower 6.15MW风电机组

REpower 公司一直致力于大容量风电机组的研发、

设计和制造，2004 年推出了单机容量达 5MW 的风电机

组，迄今，已经安装了 55 台（44 台海上，11 台陆上）。

在 5MW 机组的基础上，Repower 又推出了 6MW 机组。

2009 年 3 台 6M 机组安装在德国海边进行测试。2012 年

3 月，首台 6MW 机组安装在比利时海上风电场，水深

12m~27m，预计在 2013 年底之前，在该风电场还将安装

47 台 6MW 机组。另外，54 台 6MW 机组将于 2015 年安

装在德国 Gode Wind 海上风电场一期项目。

6MW 机组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双馈电机式变桨变速

风电机组，单机容量为 6.15MW，叶轮直径为 126m，设

计等级为 IEC IB，机舱重约 325t，叶轮重约 130t~135t，
采用了主轴、三级齿轮箱 ( 传动比为 97) 和双馈异步发电机

的传统设计。发电机定子输出电压为 6.6kV，采用水冷系统。

变流器由三台水冷的 2.2MVA 变流器并联而成，其中一台

出故障时，机组可以降功率运行。叶片变桨系统采用电驱

动设计，具备独立的叶片变桨控制功能，降低了动态载荷。

采用新型传感器，有助于运行人员更全面地掌握机组运行

数据，如齿轮箱油路上的颗粒计数器。主轴的双轴承设计中，

活动轴承能够比传统的球面滚子轴承更加有效地防止主轴

震动和错位，配合另一个滚子轴承防止外部载荷对齿轮箱

的冲击，延长齿轮箱的使用寿命。

1.4 西门子 SWT-6.0-120风电机组（6MW）

近年来，西门子在风电机组设计上均采用直驱式结构，

2011 年西门子相继推出了两款海上风电专用的 6MW 直驱

式机型 ：SWT － 6.0 － 120 和 SWT － 6.0 － 154，叶轮

直径分别为 120m 和 154m，其中一台 SWT － 6.0 － 120
的样机已经安装在丹麦海上风电场。两款机组均属于 IEC
一类机型，SWT － 6.0 － 120 主要针对因空中管制等原因

限制风电机组安装高度的地区。                 
与其他类似容量的风电机组相比，西门子 6MW 机组

的最大特点就是重量轻，机头重量约 360t。西门子 6MW
风电机组所采用的永磁同步发电机安装在空心轴上，空心

轴由安装在承载底座上的主轴承支撑。发电机轴向长度较

长，外径为 6.5m，采用多级水冷系统。发电机绕组则分为

两部分，工作时分别向两台并联的变流器供电，变流器位

于机舱后部，具备冗余功能。升压变压器放置在变流器位

置下方的封闭区域内，并采取了防爆措施。发电机出口电

压为 690V，升压至 33kV 后经由电缆传输至塔筒底部。偏

航系统配备了 16 组偏航驱动单元。西门子 6MW 机组应

用了多项智能控制技术。载荷控制系统连续监测风机结构

载荷，一旦由极端气候条件等原因引起载荷超限，机组将

自动调节运行状态，将载荷重新调整到设计范围内。另外，

还配备了状态监测系统和故障诊断系统。整个电气系统（包

图3		Bard公司6.5MW机组传动系统示意图，Bard 图4		REpower	6M机组传动系统剖面图，RE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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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中压电气设备以及全功率变流器等）被设计在机舱中，

这样便于在海上安装前进行预调试。

西门子风电机组的叶片制造均采用西门子的叶片一体

化成型专利技术（IntegralBlade），在封闭的过程中完成

叶片的成型制造，无需前缘和后缘的粘接。玻璃纤维增强

材料的干燥通过封闭的外部模具和一个扩展的内部模具的

特殊组合完成铸造。完成玻璃纤维增强材料的层压之后，

环氧树脂材料在真空环境中注入，此后，叶片在封闭的模

具中经高温淬硬，一步完成叶片制造。此工艺既降低了叶

片重量，又提高了叶片强度。

美国深水风能开发商已经与西门子签署合同，购买 5
台 SWT － 6.0 － 120 机组，安装在美国罗德岛海上风电场，

预计 2013 年至 2014 年完工。

1.5 阿海珐 M5000-116风电机组（5MW）  
2005 年 初， 德 国 Multibrid 公 司 安 装 了 第 一 台

M5000 风电机组，叶轮直径 116 m，额定功率 5 MW。该

设计综合了传统三级齿轮箱结构和直驱式技术的优点，取

消了长主轴，叶轮经过法兰连接一个空心的短主轴，主轴

由内嵌在承载底座的双列圆锥滚子轴承所支撑，然后，主

轴的输入转矩传递给一级行星齿轮箱 ( 传动比为 1:9.92)，
其后，连接低速水冷永磁同步发电机 ( 内转子设计，最大

转速为 147 r/min，出口电压 3.3kV，外径 2.7m)，降低了

机舱重量和尺寸，这种设计被称为混合驱动设计（Hybrid 
drive）。变流器和升压变压器设置在塔筒底部，变流器与发

电机之间有中压开关柜。M5000 还设计了一个辅助变压器，

机组可以借助该变压器由电网供电。配置8组偏航驱动单元。

叶片重 16.9t，主要结构采用碳纤维材料，从而降低了整机

重量。短主轴设计使 M5000 机组相比于同级别机组更加紧

凑，机舱重量较轻，M5000 的机头重量约 350t，便于运输

和安装。 
2007 年，法国最大供电企业阿海珐收购了 Multibrid

公司。2011 年，在欧洲风能协会海上风电大会上，阿海珐

公司介绍了叶轮直径 135m 的同类型 M5000 机组。独特的

空气净化系统确保机舱内部件工作环境的安全，可以应对

海上恶劣的工作环境。该机型样机计划在 2013 年第二季度

安装，并于 2014 年下半年开始量产。

1.6 湘电风能XD115-5000风电机组（5MW）

我国湘电风能有限公司通过跨国并购掌握了 XD115 －

5000 风电机组的设计制造技术。该机组为海上风电专用机

型，额定功率 5MW，叶轮直径 115m，轮毂高度 100m，

设计等级为 IEC IC。采用直驱式设计，没有主轴和齿轮箱，

单主轴承设计，并嵌于低速永磁同步发电机中，配备全功

率水冷变流器。主轴承采用多列圆柱滚子轴承，一端与轮

毂联接，另一端与发电机锥形支撑和发电机转子联接。定

子与锥形支撑的另一侧联接，并安装到紧凑的机舱铸件上。

这种设计可以将载荷分布到相对大的直径上，从而减轻重

量。为适应海上环境，采用全封闭设计，内循环冷却系统，

内置除盐雾设备。该机组的优势是重量轻，机头重量仅为

265t，其中叶轮 85t，发电机 135t，机舱 45t。
2011 年 9 月第一台 XD115 － 5000 样机在荷兰国家

能源研究中心实验风电场成功并网，随后湘电又推出了叶

轮直径为 128m 的 5MW 机组。2012 年 5 月与欧洲斯达

巴格集团全资子公司温特克拉夫特签订风电机组供货合同，

首批 10 台 5MW 机组将于 2015 年安装在德国北海的阿尔

贝托一号风电场。

1.7 歌美飒 G128-4.5MW风电机组

2009 年，歌美飒在西班牙安装了第一台 G128 －

4.5MW 风电机组，叶轮直径为 128m，额定功率 4.5MW，

机头重量285t。叶片采用两段式设计，两段均使用玻璃钢材质，

每段叶片长度小于 35m，接合处通过螺栓连接件连接。轮毂

图5		阿海珐	M5000机组传动系统剖面图，Areva 图6		湘电风能	XD115-5000机组传动系统剖面图，湘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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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 120m，采用预制混凝土和结构碳钢结合的混合塔筒。 
G128 － 4.5MW 机组采用较短的空心主轴、两级行星

中速齿轮箱（传动比为 37.88）和永磁同步发电机。发电

机额定转速为 448r/min，没有高速旋转部件。发电机和全

功率变流器均由并联的 6 组模块组成。这样的设计可以使

机组在其中部分部件故障时，机组仍能在较低功率下运行，

提高了机组的可利用率。采用多变量控制系统配合独立的

叶片变桨控制可以有效地降低机组的荷载，延长机组寿命。

机舱内配备吊车系统，可以用来更换一整套传动系统部件，

有利于降低吊装成本，提高机组在野外的可靠性。

目前，G128 机组已经将叶轮直径增加到 136m。歌美

飒正在研发G11X系列（5MW）和G14X系列（6MW~7MW）

机组。

1.8 其他大容量风电机组

2011 年底，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的 6MW
海上风电机组下线。该机型采用外齿圈偏航轴承、大型双

列圆锥主轴承，以及短主轴的紧凑结构形式，减轻了机组

的重量，主机舱重量约 230t。采用双馈感应式发电机，具

备独立的叶片变桨控制功能，同时还具有低电压穿越及动

态功率调节能力，使机组具备良好的电网适应性。叶片长

度为 66.5m，采用高强、高模量的碳纤维复合材料，有效

降低了叶片重量，进而降低了机组的载荷。

2011 年 12 月，GE 在瑞典安装了第一台 GE4.1 －

113 海上风电机组，额定功率 4.1MW，叶轮直径 113m，

碳纤维结构叶片，无齿轮箱设计，叶轮转矩由较长的空心

主轴传递至永磁同步发电机，以确保只有转矩传递到发电

机。空心主轴由两个主轴承支撑，同步发电机位于机舱后方。

全功率变流器由两组变流器模块组成，提高了变流器故障

下发电的可靠性。机头重 280t，其中发电机重 84t。

丹麦维斯塔斯公司正在开发海上风电专用的新机型 
V164 － 7MW，额定功率 7MW，叶轮直径 164m。采用

中速齿轮箱结构，主轴由两个主轴承支撑，主轴后端连接

一台三级齿轮箱（传动比约为 40），通过一个中速耦合器连

接至永磁同步发电机，配置全功率变流器。计划在 2014 年

安装第一台样机。

三菱重工能源系统公司正在开发 7MW 的机型（Sea 
Angel），叶轮直径超过 165m。传动系统设计应用了可以

连续可调的液压系统，驱动两台中压定速无刷同步发电机

并直接并网，无需变流器。目前正在苏格兰对一台 1.6MW
采用该设计的样机进行测试和验证。三菱重工计划在 2012
年，将该款机型升级至 2.4MW 陆上风电机组，2013 年在

苏格兰安装 7MW 样机。

韩国大宇造船正在开发 7MW 的海上风电机组，叶轮

直径 160m，设计等级 IEC IA，采用三叶片和中速齿轮箱

传动结构，包含主轴（由两个主轴承支撑）、两级齿轮箱和

中速永磁同步发电机。预计在 2013 年第一季度安装样机。

阿尔斯通与 Belwind 公司签署了备忘录，计划 2013
年在比利时 Bligh Bank 风电场安装一台 6MW 样机，叶轮

直径 150m。传动系统设计采用直驱永磁同步发电机带全功

率变流器。永磁发电机安装在机舱前端的空心轴上，由两

个主轴承支撑，发电机直径达 7.5m。

英国 Condor 公司正在设计一款两叶片的 5MW 机组，

叶轮转速稍高于同容量的三叶片机组。该机型的独特之处

是一个弹性的“翘翘板”铰链（专利申请中）设计在两根

刚性连接的叶片和主轴间，可以极大降低偏航力矩。该设

计还可以滤除全部气动不平衡载荷并减少传动系统及齿轮

箱上的载荷。

2011 年 10 月，华锐风电在江苏射阳凌港安装了一台

SL6000 型 6MW 风电机组，叶轮直径 128m，采用高速齿

轮箱传动设计。另外，金风科技和明阳风电等一些厂家宣

布正在开发 5MW~6MW 风电机组。

2 大容量风电机组的技术发展趋势

根据丹麦 BTM 咨询公司的统计，2011 年全球新增风

电机组的平均单机容量为 1678kW，较 2010 年略有增加。

虽然增幅不大，但在 2006 年至 2011 年间，新增机组的平

均单机容量逐年持续增加。随着可供风电开发利用的土地

资源的减少，随着风电场场址逐渐趋向低风速地区，加之

海上风电规模化开发的升温，风电机组的平均单机容量的

图7		歌美飒	G128-4.5MW机组传动系统剖面图，Gam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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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是必然趋势，以此来减少土地资源的占用，降低风电

项目的单位投资成本，提高风电与常规能源的竞争力。

从目前的发展来看，风电机组的大型化还没有出现技

术限制，即单机容量将继续增大，一些制造厂家和科研机

构正在研究 10MW 级风电机组设计制造的关键技术。例如，

美国超导公司正在研发 SeaTitan 10MW 风电机组，采用

高温超导发电机技术，叶轮直径将达到 170m ；GE 宣布正

在采用超导发电机技术开发 15MW 机组 ；荷兰能源研究中

心（ECN）与代尔夫特技术大学联合研究项目表明，采用

低转速和主动失速控制等技术可以开发设计 10MW 风电机

组，并不存在技术障碍 [4] ；欧盟资助的 UpWind 项目从设

计局限角度论证了设计 20MW 风电机组的可行性 [5]。

2.1 叶片技术

大容量风电机组的叶片较长，5MW 机组叶片长约

60m，而目前维斯塔斯推出的 V164 － 7.0MW 机组的叶片

长度更是达到了 80m。虽然超长的叶片可以捕获更多的风

能，但是，叶片变长后更需采用创新的技术方案，以确保

各项设计指标的实现。因此，叶片技术的发展，除了气动

特性的持续优化以外，还需要在更多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并

采取创新设计，例如 ：

1）因为风电机组在 IEC II/III 风区的叶片更长，所有

叶片的弦长更宽、使得叶片更厚 ；

2）碳纤维材料在叶片结构中的使用，以及用量的研究；

3）便于运输和安装的分段式叶片以及接合处的设计 ； 
4）降低叶片动态载荷的独立变桨控制功能的实现 ；

5）叶片全寿命期的在线健康状态监测 ；

6）两叶片机组设计中采用的柔性阻尼轮毂设计。

甚至根据需要，还可以增加叶片“副翼”的设计，以

优化机组载荷，进而优化传动系统的设计。

2.2 传动系统和发电系统

与兆瓦级风电机组相比，大容量风电机组的传动系统

和发电系统设计更加多元化，既有传统的长主轴、高速齿

轮箱的双馈异步发电机的设计，如 Repower 6M ；又有短

主轴、中低速齿轮箱的永磁同步发电机配合全功率变流器

的设计，如阿海珐 M5000 ；也有取消齿轮箱的直驱式设计，

如 Enercon E － 126 ；还有液力驱动以及高温超导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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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的设计方案。[6]

近年来，在大容量机组的传动系统和发电系统设计方

面呈现了一些新趋势，例如 ：

1）由于运行时长主轴容易形变，以及其长度所导致的

机舱重量和长度的增加，使用短主轴的紧凑型设计越来越

受到关注。

2）由于齿轮箱故障造成较长的停机时间，越来越多的

大容量风电机组采用直驱式（无齿轮箱）设计，永磁同步

发电机的应用更是人们关注的方向 ； 
3）由于永磁发电机的成本极大受制于稀土材料的价格

和供应，因此产生了折衷方案，即中速齿轮箱（去除故障

率高的高速级）配合永磁同步发电机 ；

4）通过嵌入承载底座的大直径平面轴承连接叶轮的设

计，或者通过前置空心轴（由两个主轴承支撑）连接叶轮

的设计，减小传动系统所受到的非转矩载荷 ；前者叶轮所

产生的弯矩经过轴承直接传递至承载底座，后者叶轮的弯

矩则直接通过空心轴直接传递至塔筒 ；

5）为了避免升压变压器的使用，一些发电机采用中压

水冷式同步发电机 ；

6）使用全功率变流器，保证更优的电网适应性。变流

器布置形式灵活，采用中压发电机时将变流器置于塔筒底

部，或者采用低压发电机时，变流器的整流器部分置于机

舱内，逆变器置于塔筒底部。

2.3 可靠性

大容量风电机组的单机容量越来越大，当出现故障停

机时，可能会对附近电网及用户产生不利影响。而在海上

风电场应用时，维修工作受恶劣天气制约，可能无法及时

排除故障，直接导致发电量的损失。因此，大容量风电机

组需要更高的运行可靠性。

为了提高风电机组的可靠性，一方面可根据风机运行

经验的积累，来规避故障率较高的零部件的使用 ；另一方

面可以加装在线监测装置防止零部件的过早失效。此外，

还可以对传动系统和发电系统进行平行的模块化设计，即

使机组出现故障，仍可以继续在较低的输出功率下运行，

从而提高风电机组的可利用率。

根据运行经验，机组的电气系统故障率较高，因此，

对机舱中的电气系统增加容错能力，采用冗余设计，或者

将故障率高的电气设备置于塔筒底部。虽然齿轮箱故障率

较低，但一旦故障，处理时间较长，因此在一些机组设计中，

采用直驱式技术路线，取消齿轮箱，也有采用中速齿轮箱

式技术路线，取消齿轮箱的高速级。 
风电机组机械部件损坏的修复成本较高，为了进行早

期预警，并合理安排维护工作，有必要对旋转部件的健康

状况进行在线监测，如采用叶片健康状态监测、齿轮状态

监测、齿轮油颗粒计数器、以及主要轴承的状态监测等。

模块化的传动系统或者电气系统设计可以确保，即

使有部分零部件失效，但机组仍然可以在较低功率下运

行，从而提高机组可靠性，如多路输出的齿轮箱（Bard 
6.5MW）、发电机定子分区设计 (Enercon E126) 或者多组

并联变流器（REpower 6M）等等。[7-8]

3 总结

大容量风电机组设计需要解决许多棘手的技术问题，

既要降低制造成本，又要提高运行效率，还要确保寿命期

内的可靠性，为此，在大容量风电机组的设计制造中应用

了许多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与兆瓦级风电机组相比，

当前大容量风电机组的技术路线更加多元化，关键零部件

设计均有创新。随着风电技术的进步，大容量风电机组的

单机容量将越来越大，经济性和可靠性将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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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目前有多种用于陆上风电机组载荷计算分析的软件，

比如 Bladed、Flex5 － Poseidon、HAWC2、3DFloat 等，

并且有较成熟的经验，但没有一种专门用于海上风电机组

载荷分析的仿真软件。海上风电机组与陆上风电机组有很

大不同，受基础、海水、海洋生物等影响较大，由于模型

的复杂性，用现有软件进行海上风电机组载荷计算时必须

对这些软件进行验证和确认。实际机组的测量数据可用来

验证这些仿真工具，但受可得到的测量数据所限，仿真工

具之间的结果对比是必要的。国际能源署（IEA）组织的课

题 30“海上风电机组动态学仿真软件和模型的比较”（OC4）
项目研究桁架式和漂浮式平台的海上风电机组仿真结果的

对比，2011 年进行第一阶段桁架式海上风电机组的仿真对

比工作，2012 年进行第二阶段漂浮式海上风电机组的仿真

对比工作。

来自 11 个国家的多名学界和业界机构参与了 OC4 项

目。参与第一阶段工作的有 ：北京鉴衡认证中心、德国弗

朗霍夫风能和能源系统技术研究院、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

实验室、丹麦瑞索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挪威 Fedem 
Technology AS 公司、英国 Garrad Hassan 伙伴有限公

司、挪威能源技术研究所、韩国浦项科技大学、挪威科技

大学船舶和海洋结构中心、希腊雅典国家技术大学、德国

汉诺威大学、德国斯图加特大学飞行器研究中心、荷兰

WMC 知识中心、荷兰能源研究中心、美国船级社、德国

REpower 公司。本文研究基于 Bladed3.80 的桁架式海上

桁架式支撑结构海上风电机组研究＊

黄志文，张宇

（北京鉴衡认证中心，北京	100013）

摘  要 ：本文基于国际能源署（IEA）课题 30“海上风电机组动态学仿真软件和模型的比较”项目第一阶段桁架式支撑结

构的海上风电机组仿真结果，针对海上风电模型复杂的特点，给出桁架式支撑结构细节，研究用 Bladed V3.80 

建立桁架式支撑结构的海上风电机组模型。与其他软件建立的模型比较质量和模态，验证海上风电机组的模型。   

关键词 ：海上风电 ；风电机组 ；桁架式基础 ；海上风电动态学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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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tudy on Offshore Wind Turbine with a Jacket 
Support Structure 

Huang Zhiwen，Zhang Yu
(China General Certi�cation Center，Beijing 100013，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IEA Wind Task 30 “O�shore Code Comparison Collaboration Continuation” (OC4) Project – Phase I, 

which focused on simulation of an o�shore wind turbine with a jacket support structure. �is paper presents the details of the jacket 

support structure. �e o�shore wind turbine model built up with Bladed V3.80 is shown and the discrepancies between results of 

other codes are discussed, including masses and modal.
Keywords: o�shore wind ；wind turbine ；jacket support structure ；o�shore code comparison

＊基金项目 ：国际能源署（IEA）课题 30“海上风电机组动态学仿真软件和模型的比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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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机组的建模，并与其他仿真工具结果进行对比。

1 海上风电机组定义

该项目应用的是包括机舱和桁架式支撑结构的完

整海上风电机组。机舱和控制策略由”Definition of a 
5-MW Reference Wind Turbine for Offshore System 
Development”[1]详细定义，桁架式支撑结构由”Description 
of a basic model of the ‘UpWind reference jacket’ for 
code comparison in the OC4 project under IEA Wind 
Annex XXX”[2] 详细定义。支撑结构包括桁架、连接件

（Transition Piece）和塔筒。桁架由嵌入海床的基础桩支撑，

由 4 层“X”型支柱连接固定，桁架和塔架之间由刚性的过

渡件连接，如图 1 所示。支撑结构高 88.15 m，轮毂中心

高度 90.55 m，机组位于水深 50 m 处。

为减小不同仿真软件建模间的误差，同时保证能够模

拟真实机组的特性，模型不包括电缆、攀爬梯、停船平台、

防腐蚀的阳极等。但要考虑桁架管里水、外部水压和海洋

水生物的影响，这些对塔架的特征频率和动态响应有至关

重要的影响。

2 载荷工况定义

OC4 项目第一阶段定义了 17 个载荷工况 [3]，一步步

验证参与者的结果，避免建模错误、坐标系错误、结果选

取点错误等人为错误。模型质量和特征频率能够最直观地

验证模型的正确性，本文选取 LC1.X 及 LC2.X 部分工况来

验证 Bladed 海上风电机组建模与其他仿真软件的一致性。

LC1.0x 用来计算模型在考虑和不考虑重力与阻尼影响

时的特征频率，LC2.x 目的是在考虑机组刚性的情况下确

保浮力计算的正确性。如表 1 所示，详细定义参见文献 [3]。

3 建模

海上风电机组机舱部分建模与陆上机组一致，本节主

要介绍 Bladed3.80 的桁架式基础建模。桁架组成细节如图

2 所示，具体属性如表 2。
桁架支柱与桩通过水泥灌浆连接，如图 3 所示，海底高

度z=－50 m，水泥灌浆底部z=－49.5 m，顶部z=－45.5 m，

灌浆密度 ρG=2000 kg/m3，柱密度 ρs=7850 kg/m3，假设

是刚性的。

Bladed 建模时将柱与桩考虑为一个整体，根据灌浆密

度、柱密度、外径和厚度计算出新的材料密度 ρ=2690.5 
kg/m3，厚度等于桩外径减去柱内

径，同时将 z= － 45.5 m 的四个

节点设为刚性的。

如图 2 所示橙色桁架支柱部

分嵌入连接件（TP），TP 大小为

4×9.6×9.6 m，Bladed 建 模 时

仅考虑其质量，使 TP 总质量为

666 t。
OC4 项目考虑海洋水生物属

性如表 3 所示。

为了方便建模，本文考虑

表1 载荷工况

载荷工况 自由度 风况 浪载

1.0a 支撑结构 无风 无水

1.0b 所有 无风 无水

1.0c 支撑结构 无风 无水

1.0d 所有 无风 无水

2.1 无 无风 静水

2.2 无

定常风，

无剪切，

Vhub=8m/s

无水

2.3a 无 无风
Regular Airy. 

H=6m,T=10s

2.3b 无 无风

Regular stream 

function

H=6m,T=10s

图1		支撑结构（中间）、基础桩（左侧）、过渡件（右侧）

图2		桁架组成细节



技术 | Technology

76  风能 Wind Energy 

从 z= － 43.127 m 到 z= － 1.958 m 附着海洋水生物。建

模时将海洋水生物与支撑结构作为整体考虑，根据水生物

密度、柱密度、厚度计算出新的材料密度 ρ1=2225 kg/m3，

ρ2=3350 kg/m3，ρ3=2850 kg/m3。

4 结果对比

本节将 Bladed3.80 的模型与其他软件进行对比，其他

仿真软件的结果数据来源于 http://oc4.collaborationhost.
net。

4.1 质量

如图 4 所示，机舱重量标准差约为 0.16 t，塔架重量

标准差约为 0.3 t，桁架重量标准差大约 2.1 t 左右，所有模

型的 TP 重量均为 666 t。
4.2 模态

如表 1 所示，LC1.0x 用来计算风电机组的模态，图 5
是 LC1.0b 的结果。 

几乎所有仿真软件的 1 阶频率都很接近，在误差范围

以内。高阶模态频率的误差是预料之中的，这是因为不同

仿真软件结构建模方法不同并且自由度不同。

4.3 刚性机组

图 6 显示了桁架基础底部的垂直力，（a）和（b）分别

表示 LC2.1 和 LC2.3a。由于考虑了波浪的影响，所以可以

看到与图 6（a）相比，图 6（b）显示了垂直力在均值附近

上下波动。一些机构考虑基础结构是固定在海床上，所以

平均值是－ 16600kN 左右（负值代表垂直向下的力）；其

他机构不采用这种方法，所以平均值是－ 15800kN 左右，

这是由于浮力直接作用在桩底部表面上。

图 6（b）显示的不同峰谷值是由于选取了不同的计算

浮力方法（排水容积法或静压力积分法）造成的。与排水

表2 桁架各组成部分属性

组成 颜色 外径（m） 度（mm）

X 型和底部连接梁 灰色 0.8 20

第 1 层支柱 红色 1.2 50

第 2-4 层支柱 蓝色 1.2 35

嵌入 TP的支柱 橙色 1.2 40

嵌入海床的桩 未显示 2.082 60

表3 海洋水生物属性

深度 -40 ≤ zG≤ -2m

厚度 tG=100mm

密度 ρG=1100kg/m
3

图3		柱与桩连接模型

图4		结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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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相比，压力积分法在波浪出现波峰的时候减小浮力，在

波谷的时候增大浮力。所以采用压力积分法计算浮力的软

件计算出的结果峰谷值更小。考虑到为不同的浮力计算方

法做出的模型假设、附着的海洋生物和桁架结构的差异，

图 6（b）中 9% 的差异是可以接受的。

5 结论

由于海上风电机组建模的复杂性，本文基于一些假定

建立 Bladed 模型，质量、模态以及部分工况的对比结果显

示与其他仿真工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为后面的工况计算提

供了模型正确的依据。

参考文献

[1] J.Jonkman, S.Butterfield, W.Musial, and G.Scott(2009). Definition of a 5-MW 

Reference Wind Turbine for Offshore System Development. Technical Report 

NREL/TP-500-38060, 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

[2] Fabian. Vorpahl, Wojciech.Popko, Daniel.Kaufer(2011). Description of a basic 

model of the “UpWind reference jacket” for code comparison in the OC4 

project under IEA Wind Annex XXX. Technical report, Fraunhofer Institute 

for Wind Energy and Energy Technology IWES.

图5		LC1.0b工况下的特征频率

[3] Fabian. Vorpahl, Wojciech.Popko, Daniel.Kaufer(2011). Description of the 

Load Cases and Output Sensors to be simulated in the OC4 project under IEA 

Wind Annex XXX. Technical report, Fraunhofer Institute for Wind Energy 

and Energy Technology IWES.

收稿日期：2012-05-15。

作者简介：

黄志文（1987—），男，硕士，主要从事风电机组载荷控制、控制系统

方面的工作。

张宇（1980 －），男，硕士，工程师，主要从事风电机组载荷分析方面

的工作。

（a）LC2.1静水作用下泥浆线处受到的垂直力

（b）LC2.3a	Ariy波浪作用下泥浆线处的垂直力

图6		桁架4条桩泥浆处垂直力之和



技术 | Technology

78  风能 Wind Energy 

0 引言 

风电机组塔架受到多种载荷的共同作用，主要有塔架

顶部受到的惯性力和重力载荷，风轮承受的空气动力载荷，

自然风的作用载荷，机组起停时的冲击载荷，海上机组还

受到波浪载荷。基于塔架的特点及性能要求，在对塔架进

行结构设计时，必须进行塔架的静强度分析、模态分析、

稳定性分析和疲劳分析 [1-3]。

塔架的结构由多种因素决定，不可能做大量的试验来

研究。通过有限元分析方法研究 [4]，可以弥补试验数据的

不足，可设计大量不同形式不同尺寸的塔架，来分析各种

可能因素对塔架结构的影响，因此有较高的实用和参考价

值 [5]。运用正交试验方法设计 [6]，能够通过代表性很强的

基于有限元分析的风电机组塔架
结构正交试验设计

顾岳飞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200240）

摘  要 ：采用正交试验设计方法设计正交试验模型，利用 ANSYS 有限元分析软件对正交试验模型进行静强度、疲劳强度、

模态和屈曲分析，通过使用极差分析法，分析塔架结构因素对各试验指标的影响。并绘制因素与指标趋势图，直

观地显示试验指标随因素水平变化的趋势，为进一步试验指明方向。

关键词 ：风电机组 ；塔架 ；有限元分析 ；正交试验 ；极差分析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2)07-0078-06

Orthogonal Experimental Design for Wind Turbine’s 
Tower Base on FEA Method

Gu Yuefei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orthogonal experimental design method to design orthogonal test model, then using ANSYS FEA so�ware to analyze 

the orthogonal experimental model on static strength, fatigue, modal and buckling, and through the use of Range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tower structure factors on each test index e�ects. �e mapping factors and index trend diagram show the tendency of 

changes about the test index vs. the factors directly and to indicate the direction for further testing.
Keywords: wind turbine; tower; Finite Element Method; orthogonal experimental design; range analysis

少数验，研究各个因素对试验指标的影响，探讨主要影响

因素，给出最优的参数组合 [7]。为研究各种因素对塔架结

构的影响，本文用正交试验设计方法设计了 18 组模型，采

用 ANSYS 有限元软件建立有限元模型，分析影响塔架结

构的主要因素。

1 正交试验设计

1.1试验指标和设计参数

按照塔架的结构设计要求，需要进行静强度分析、模

态分析、稳定性分析和疲劳分析。因此，选取极限强度最

大应力、模态一阶频率、屈曲安全系数和疲劳损伤值为正

交试验的试验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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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塔架结构设计的因素比较多，本文主要考虑塔底

外径 A、塔顶外径 B、门段壁厚 C、底部壁厚 D 和顶部壁

厚 E 5 个因素。如图 1 所示。  
为了便于衡量各因素对试验指标的影响，在这里选取

最初的设计尺寸作为基本尺寸，各尺寸以基本尺寸为基准

上下变动，同数量及尺寸变化幅度大致相等，初步将试验

水平定为 3，可以获得正交试验因素水平表，如表 1 所示。

1.2 正交试验设计方案

正交试验样本的选取不是随机的，而是按照正交表来

选取和安排试验，使试验中每一因素的不同水平的试验次

数相同，且和不同因素的各水平相遇几率相等。这种方案

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各因素各水平对试验指标的影响程度，

因此可以利用较少的试验次数得到较为精确的试验结果。[8]

本文涉及 5 个因素 3 个水平，其试验方案的正交表如表 2
所示。

根据正交表确定每号试验的方案，然后进行试验，得

到以试验指标形式表示的试验结果。试验的过程是使用有

限元法，建立 18 组试验号的模型，对每一组试验号进行有

限元计算，得到其试验指标。

2 塔架有限元分析

有限元法是在当今技术科学发展和工程分析中获得最

广泛应用的数值方法。由于它的通用性和有效性，受到工

程技术界的高度重视。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现

已成为计算机辅助工程和数值仿真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利用 ANSYS 有限元分析软件，建立 18 组正交试

验模型进行静强度、疲劳强度、模态和屈曲分析。材料属

性如下 ：

材料 ：Q345-D，GB/T 1591-2008
密度 ：7850 kg/m3
杨氏模量 ：2×1011 N/m2
泊松比 ：0.3

表1 正交试验因素水平表（单位：mm）

因素

水平

A

(塔底外径)

B

(塔顶外径)

C

(门段壁厚)

D

(底部壁厚)

E

(顶部壁厚)

1 Ф4700 Ф3815 58 42 18

2 Ф4800 Ф3915 60 44 20

3 Ф4600 Ф3715 56 40 16

表2 试验方案正交表

试验号
列    号

A B C D E

1 1 1 1 1 1

2 1 2 2 2 2

3 1 3 3 3 3

4 2 1 1 2 2

5 2 2 2 3 3

6 2 3 3 1 1

7 3 1 2 1 3

8 3 2 3 2 1

9 3 3 1 3 2

10 1 1 3 3 2

11 1 2 1 1 3

12 1 3 2 2 1

13 2 1 2 3 1

14 2 2 3 1 2

15 2 3 1 2 3

16 3 1 3 2 3

17 3 2 1 3 1

18 3 3 2 1 2

图1		塔架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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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拉伸强度 ：按钢板厚度列出，见表 3。
对于筒形塔架的塔身，根据其几何特征和主要力学特

性，可采用板单元或壳单元。板单元的变形为弯曲变形，

而壳单元除了弯曲变形外还有中面变形，而且壳体的弯曲

内力和中面内力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因此，分析筒形塔

架采用壳单元更为合理。[9]

试验号 1 有限元分析计算结果如图 2 至图 5 所示。

3 结果与分析

有限元试验结果数据主要包括在不同试验组合下的极

限强度最大应力、模态一阶频率、屈曲安全系数和疲劳损

伤值，为了获得有用的信息，将这些数据填入试验正交表，

如表 4 所示。

运用极差分析法对试验结果做进一步的分析和处理。

极差分析法是正交试验结果分析最常用的方法，它计算简

便、直观、简单易懂。[10]

表 4 中 K1、K2、K3，表示每个因素所进行的 6 次试

验所得各试验指标结果的平均值，即在代表因素 A 的第一

列中，将与水平 1 对应的 1、2、3 共 6 个试验指标结果相

加除 6 所得。

Rm、Rj、Rp、Rq 为各因素平均数的极差，即各因素

在 K1、K2、K3 中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根据极差大小，

判断因素的主次影响顺序。极差越大，表示该因素的水平

表3 拉伸强度

材料 拉伸强度 （MPa）      （γM=1.1）

厚度

（mm）
t ≤ 16 16<t ≤ 40 40<t ≤ 63 63<t≤80

Q345-D 313.6 304.5 295.4 286.3

图2		塔架1阶振型 图3		最大极限应力

图4		疲劳应力分布云图 图5		屈曲安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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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试验结果

试验号

因素 试验指标

A B C D E
一阶模态
频率

极限应力 疲劳损伤
屈曲安全
系数

1 1 1 1 1 1 0.3900  201.0  0.795  2.7755 

2 1 2 2 2 2 0.4041  192.7  0.630  4.1459 

3 1 3 3 3 3 0.3752  209.9  1.020  1.5575 

4 2 1 1 2 2 0.4104  191.6  0.769  4.0046 

5 2 2 2 3 3 0.3960  184.3  0.397  1.8096 

6 2 3 3 1 1 0.3958  196.0  0.521  2.6533 

7 3 1 2 1 3 0.3775  204.0  0.977  1.8185 

8 3 2 3 2 1 0.3881  213.0  0.795  3.0987 

9 3 3 1 3 2 0.3656  208.0  0.674  3.2882 

10 1 1 3 3 2 0.3843  205.3  0.589  3.4731 

11 1 2 1 1 3 0.3913  197.4  0.494  1.9569 

12 1 3 2 2 1 0.3939  189.4  0.460  2.8201 

13 2 1 2 3 1 0.3949  184.0  0.397  2.5938 

14 2 2 3 1 2 0.4061  195.7  0.512  3.9227 

15 2 3 1 2 3 0.4010  188.5  0.452  1.8708 

16 3 1 3 2 3 0.3820  213.4  0.808  1.9703 

17 3 2 1 3 1 0.3758  208.2  0.669  2.6831 

18 3 3 2 1 2 0.3786  199.7  0.576  3.5356 

模态：

K1 0.390  0.390  0.389  0.390  0.390 

K2 0.401  0.394  0.391  0.397  0.392 

K3 0.378  0.385  0.389  0.382  0.387 

Rm 0.023  0.009  0.002  0.015  0.004 

极限：

K1 199.3  199.9  199.1  199.0  198.6 

K2 190.0  198.6  192.4  198.1  198.8 

K3 207.7  198.6  205.6  200.0  199.6 

Rj 17.700  1.333  13.200  1.850  0.983 

疲劳：

K1 0.665  0.723  0.642  0.646  0.606 

K2 0.508  0.583  0.573  0.652  0.625 

K3 0.750  0.617  0.708  0.624  0.691 

Rp 0.242  0.140  0.135  0.028  0.085 

屈曲：

K1 2.788  2.773  2.763  2.777  2.771 

K2 2.809  2.936  2.787  2.985  3.728 

K3 2.732  2.621  2.779  2.568  1.831 

Rq 0.077  0.315  0.024  0.418  1.898 

变化对试验指标的影响越大，因素越重要。

由表 4 中 Rm 的值可以看出，影响塔架一阶模态频率

的因素主次依次排列为 ：A － D － B － E － C，即因素 A
塔底外径为主要因素，底部壁厚和塔顶外径次之，门段壁

厚影响最小。从 Rj 的值可以看出，影响极限最大应力的因

素主次依次排列为：A － C － D － B － E，即因素 A 塔底

外径为主要因素，门段壁厚次之，顶部壁厚影响最小。从

Rp 的值可以看出，影响疲劳损伤的因素主次依次排列为 ：

A － B － C － E － D，即因素 A 塔底外径为主要因素，塔

顶外径和底部壁厚次之，底部壁厚影响最小。从 Rq 的值可

以看出，影响屈曲安全系数的因素主次依次排列为 ：E －

D － B － A － C，即因素 E 顶部壁厚为主要因素，底部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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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和塔顶外径次之，门段壁厚影响最小。

4 因素与指标趋势图

以各因素水平为横坐标，试验指标的平均值为纵坐标，

绘制因素与指标趋势图。由因素与指标趋势图可以更直观

地看出试验指标随着因素水平的变化而变化的趋势，可为

进一步试验指明方向。因素与试验指标的趋势图如图 6 至

图 13 所示。

图 6、图 7 显示了因素对模态频率的影响。图 6 中，

塔底外径和塔顶外径随着直径的增大，塔架一阶模态频率

随之增大，塔底外径影响更加明显。图 7 中，底部壁厚、

顶部壁厚和门段壁厚随着厚度的增大，塔架一阶模态频率

随之增大，底部壁厚影响更为明显。

图 8、图 9 显示了因素对极限强度的影响。图 8 中，

塔底外径随着直径的增大，极限应力随之减小，影响非常

明显。而塔顶外径对极限应力的影响不明显。图 9 中，门

段壁厚和底部壁厚随着厚度的增大，极限应力随之减小，

门段壁厚影响更为明显。而顶部厚度对极限应力的影响不

明显。

图 10、图 11 显示了因素对疲劳强度的影响。图 10 中，

塔底外径随着直径的增大，疲劳损伤值随之减小，影响非

常明显。而塔顶外径对疲劳损伤值的影响不够明显。图11中，

门段壁厚随着厚度的增大，疲劳损伤值随之减小，而底部

壁厚则与之相反。底部壁厚影响更为明显。顶部壁厚影响

不够明显。

图 12、图 13 显示了因素对稳定性的影响。图 12 中，

塔顶外径随着直径的增大，屈曲安全系数随之增大，影响

比较明显。而塔底外径对屈曲安全系数的影响不够明显。

图 13 中，顶部壁厚和底部壁厚随着厚度的增大，屈曲安全

系数随之增大，顶部壁厚影响特别明显。门段壁厚的影响

不够明显。

图6		外径和一阶模态频率的关系 图7		壁厚和一阶模态频率的关系

图8		外径和极限应力的关系 图9		壁厚和极限应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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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运用正交试验设计，建立试验模型，通过有限元分析

计算试验指标，再应用极差分析法，分析因素对试验指标

的影响，分析结果作为优化设计的指导理论。这是一套非

常实用的分析方法。

本文就这一分析方法对塔架结构进行了分析讨论，得

出几点结论 ：（1）塔底外径为影响静强度、疲劳强度和模

态的主要因素；（2）顶部壁厚为影响稳定性的主要因素；（3）

塔架底部对静强度和疲劳强度影响较大，顶部的影响较小 ；

（4）所有因素对塔架模态均有较大影响，其中塔底外径的

影响最大，门段壁厚的影响最小 ；（5）壁厚对稳定性影响

非常大，塔架外径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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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后张法预应力连接技术是国外普遍采用的一种塔架与

基础的连接方式，随着机组大型化趋势，此种连接方式的

使用越来越普遍。因国内在风电机组基础上采用后张法技

术很少，多采用预张紧技术，所以目前没有相关的专业技

术规范，同时基础设计人员很容易将此构件与建筑用预应

力混淆。由于其重要性，本着对业主及项目负责的原则，

总承包方郑州正岩建设集团联合美国、中国等地实验室，

历时两个月完成此次材料整体研究及性能分析。本文仅仅

是报告的允许公开内容，供国内风电同仁参考，吸取经验，

提高风电机组基础安全性。同时，对于新技术以及配套特

高强预应力锚杆在新疆达坂城风电
项目中的应用实例分析

李蒙1，James	A.	Hussin2

（1.	郑州正岩建设集团，河南	郑州	450015；2.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英国	伦敦）

摘  要 ：  高强预应力锚杆是风电机组空心筒基础（或预应力墩基础）结构中最重要的结构件，其既是机械连接件又是土

木结构件，所以不能单纯的从机械或者土木结构考虑，需要综合考虑其性能 ；同时作为一次性使用材料，如果采

用不当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工程事故。本文通过对材料属性、松弛试验、实际张拉性能、全周期运维等对比分析美

国威廉慕斯提供的 R61-14、中水恒信提供的泰普 WT-PB45A 及天津扎二提供的精扎螺纹钢筋三种产品在风电机组

基础中使用的可行性，最终认为 WT-PB45A，R61-14 锚杆用于风电工况是安全的。不能使用预应力精扎螺纹钢筋

或其作为母材加工的产品用于风电机组荷载工况下，因其本质是建筑用螺纹钢材，不能满足机械连接件性能。此

结论在同国际同行交流后使用经验是一致的。

关键词 ：高强预应力锚杆 ；风电机组基础 ；松弛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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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f High Strength Pre-stress Anchor 
in Wind Turbine Supporting Structures in Xinjiang 

Dabancheng Wind Project
Li Meng1，James A. Hussin2

(1. Zhengzhou Zhengyan Construction Group，Zhengzhou 450015，China ；2. Imperial College London，�e U.K.)

Abstract: High strength pre-stressed anchor, both a mechanical connection and a civil structure component, is the most important structural 

component in wind turbine supporting structures and requires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assessment. Through analysis of 

material properties, relaxation test, actual tension performance, and full-cycl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R61-14, WT-PB45A and 

pre-stressed steel bar(PSB) have been compared, and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R61-14 and WT-PB45A anchor bolt are safe for wind 

turbine load conditions, while pre-stressed steel bar is not suitable for wind load conditions. �is conclusion is consistent with the 

experience international counterparts. 
Keywords: high strength pre-stress anchor ；wind turbine supporting structure ；relaxation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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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材料的使用需要特别重视。

1 材料基本性能介绍［1-3］

风电机组底部法兰采用 T 型法兰，孔径 51mm。根

据总承包方备选的材料，本次分析采用的锚杆型号为

R61 － 14( 直径 48mm，美国威廉慕斯公司提供 )，WT －

PB45A( 螺纹大径 48mm，泰普公司授权中水恒信提供 )，
PSB830 － 40( 螺纹处最大直径 43mm，天津扎二提供 )。
材料供应方提供原始数据描述如表 1。

2 背景介绍

风电机组荷载为频繁往复振动荷载工况，在整体运行

期间承受超过 1000 万次以上的振动，因而对于连接件的要

求远远高于其他的荷载工况。在没有对连接件力学性能深

入研究的情况下，贸然使用会导致事故的发生。

在通过工况分析后本试验报告涉及多个方面，分别如

下：基本力学性能试验（比如抗拉，拉伸等）、预应力松弛、

预应力幅疲劳试验、安装精度、连接处力学性能、持续且

往复可张拉性能试验、整体有限元接触计算。本文主要介

绍力学性能试验及预应力松弛。

3 性能试验

3.1 基本力学性能试验［1-2］

部分力学性能试验委托国外钢铁实验室进行，采用国

际标准检验，相关的数据描述如下 ：

通过对比分析，得出结论如下 ：

（1）就三者的屈服强度而言，PSB830 － 40 屈服强度

最好，但是 WT － PB45A 的极限强度最高。弹性的指标

R61 － 14 及 WT － PB45A 相差不大，PSB830 最低。

（2）R61 － 14 以及 WT － PB45A 均为机加工的连

续螺纹，而 PSB830 轧制半螺纹，在同等受力条件下，对

于 PSB830 而言需要更高的杆体强度。根据反算得出 ：同

等情况下其需要强度至少是全螺纹形式杆体强度的 1.8 倍，

但是强度越高则会导致脆性越大。笔者所在公司曾经测试

PSB900、PSB1080 系列，其弹性伸长率仅为 4%、1.4%，

脆性极大。

（3）破坏截面位置。R61 － 14 以及 WTPB45A 在杆

体处破坏，而 PSB830 配套螺母接触面积很小，在螺母咬

合处破坏。

（4）螺纹接触面积以及倾角，PSB830 系列的倾角最

低，接触面积最小。WT － PB45A 比 R61 － 14 接触面积

大 5%。WT-PB45A 的倾角最适合咬合。相对于 R61 － 14
以及 WT － PB5A，PSB830 的接触面积整体偏低 30%。

（5）WT-PB45A 以及 R61 － 14 材料基本保持各项同性，

性能差别不大，而 PSB830 轴向强度较高，水平抗剪切能力弱。

WT － PB45A 以及 R61 － 14 力学性能基本近似，

WT － PB45A 稍好，PSB830 － 40 最差，其表面的强度很

高，在实际使用时，虽然表面看起来安全系数最高，但是实

际其安全系数是最低的，要比屈服强度最低的 WFR61 － 14
低 44%。如果在使用时不加辨别将导致严重的事故。

3.2 应力松弛试验［1-2］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拥有国内最先进的预应力松弛全比

例试验平台，预应力松弛试验在此完成。试验的原理是 ：

保持锚杆的伸长（应变）一定的情况下，测得试锚杆的张

拉载荷（应力）的变化情况。锚杆安装在锚杆张拉试验装

置上，一端用液压缸进行加载，另一端用压力传感器测量

锚杆张拉载荷。使用手动泵和液压缸将锚杆加载至工作载

荷之后，将张拉环内螺母拧紧，液压缸卸载，用锚杆综合

表1 材料供应方提供原始数据

型号 最小屈服强度（KN） 最小极限强度（KN） 预应力松弛 预应力疲劳试验 螺纹描述

R61-14 859 1001 2.5% 1000 万次 连续螺纹

WTPB45A 884 1327 2.4% 1200 万次 连续圆弧螺纹

PSB830-40 1130 1356 —— —— 轧制非连续半螺纹

注：预应力精扎螺纹钢筋以及采用此种钢材作为母材加工的厂家不能提供有效预应力松弛以及疲劳试验数据。

表2 力学性能试验数据

型号
最小屈服强度

（KN）
最小极限强度

（KN）
伸长率

R61-14 920 1210 16%

WT-PB45A 980 1531 14.2%

PSB830-40 1132 145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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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测定仪连续记录锚杆的张拉载荷，记录时间为 1000h。
测试完毕，用液压缸再一次张拉锚杆，卸下张拉环内的螺母，

然后，液压缸再次卸载，卸下锚杆两端的螺母。本次试验

采取实物应力松弛，即整体长度 10m 应力松弛。 
根据《材料和结构应力松弛试验方法》的规定，采用 

Larson － Miner 方法 , 材料的应力松弛过程服从速率理论 ,
近似认为松弛力与时间成线性关系。根据试验结果统计，三

种不同材料在 1000h 的应力松弛试验平均数据如下 :
在 PSB 张拉过程中张拉器具损坏严重，为了确保后续

试验的进行，PSB 不在进行应力松弛以及往复张拉试验。

通过应力松弛性能以及往复张拉性能测试得出，

R61 － 14、WT － PB45A 性能相差不多，WT-PB45A 最好，

PSB830 最差，综合结论如下 ：

（1）WFR61 － 14 及 WT-PB45A 张拉性能优良，单一

张拉器具即可保证使用，张拉完成速度较快，继而推断后续

张拉维护较轻松。本次试验共进行张拉数十次，WFR61 －

14、WTPB － 45A 均未见损坏。PSB830 － 40 张拉困难，

按照此次一根损坏八个张拉仪器推算，一个风电场的张拉费

用以及 20 年维护费用可能在运行期间达到上千万。

（2）应力松弛性能。如果应力松弛过于明显，这将使

每年应力维护的成本攀升。按照国外的经验，一般情况下

张拉维护费用是非常低的。应力松弛 R61 － 14 、WT －

PB45A 相差不多，R61 － 14 性能优于 WT － PB45A。

（3）在过程中，发现轧制螺纹安装精度较机械加工螺

纹低，容易松动，且在重力作用下即自行产生脱落，表明

轧制螺纹根本不具备基本的锁定功能，虽在实际试验中使

用双螺母，但后续张拉变的困难。

（4）根据国标以及 DNV 相关要求，法兰孔与锚杆螺

纹直径差值不能大于 3mm，R61 － 14 与 PB45A 均能满

足，根据 GB ／ T20065 － 2006， PSB 只有 40mm 以及

50mm，不能满足规范要求。

4 结论

对于使用至少 20 年的特种预应力锚杆材料，在通过性

能比较、机械及土木综合考虑，同时参考国内外关于紧固

件、机械连接件的规范，认为预应力精扎螺纹钢或者由其

加工的材料是不能用于风电行业的，其本质是建筑用螺纹

钢筋，并不能满足机械紧固件的规范要求中对于材质、性

能等的要求。R61 － 14 以及 WTPB － 45A 在满足国家紧

固件以及机械连接件规范的同时又能够满足土木行业对于

预应力技术的要求。笔者所在单位在同国际同行探讨此问

题时，他们也都指出国外在风电行业早期小容量风电机组

（仅有一个风电场，容量未知）使用过类似建筑用预应力材

料，但是随着行业的进步以及知识的积累，国外的风电行

业尤其是整机厂家在十几年前已经严禁使用建筑用螺纹钢

材所做的锚杆或者由其加工的锚栓产品用于风电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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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应力松弛试验数据

型号 平均应力松弛 张拉性能 应力松弛反映

R61-14 2.45％ 容易，一分钟完成一次张拉 前48小时较快，后续缓慢，基本恒定

WT-PB45A 2.57％ 容易，一分钟左右完成一次张拉 前 45小时较快，后续基本稳定

PSB830-40 —— 极难，张拉器损坏八个 应力松弛性能较差，张拉性能很差

图1		应力松弛试验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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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风电机组是一个高阶、非线性、强耦合、多变量时变

的系统，用开环控制或常规的 PID 控制很难满足要求。模

糊控制器不依赖控制对象的数学模型，便于利用人的经验

知识，能够很好地克服被控系统中模型参数变化和非线性

等不确定因素。因此，基于模糊逻辑控制的智能控制技术

于最近几年被引入到风电机组控制领域，越来越受到研究

人员的重视。[1]

1 变桨距风电机组及控制系统

风电机组是实现由风能到机械能和由机械能到电能两

风电机组的功率模糊控制系统研究
靳晓飞1，席东民2

（1.	中广核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呼和浩特	010020；

2.	内蒙古工业大学电力学院，呼和浩特	010080)

摘  要 ：变桨距风电机组是一个高阶、非线性、强耦合、多变量时变的系统，其控制系统是综合性控制系统。在额定风速

以上采用功率反馈的模糊控制策略，通过对桨距角的控制，改变气流对叶片的攻角，使风力机吸收的风能在一个

相对的稳定值，从而实现发电机恒功率输出。仿真结果表明，模糊控制方法更具优越性，在风力发电系统中能取

得较好的控制效果，系统具有较强的抗扰性和快速性。

关键词 ：风电机组 ；功率 ；模糊控制 ；仿真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2)07-0088-04

A Research on Power Fuzzy Control System of
Wind Turbines

Jin Xiaofei1, Xi Dongmin2

（1. CGNWP, Inner Mongolia Branch, Huhhot 010020, China;

2. Technology Electric Power College,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uhhot 010080, China)

Abstract: The variable pitch wind turbine system is a higher-order, nonlinear, strong coupling, multivariable and time-variable system. 

�e control system is an integrated control system. Above the rated wind speed, the fuzzy control strategy about power feedback 

can change the a�ack angle of the blades through controlling the pitch angle in order to absorb steady wind energy, and achieve 

constant power output. �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fuzzy control method is easy to obtain be�er performance such as anti-

disturbance and rapidness.
Keywords: wind turbine; power; fuzzy control; simulation

个能量转换过程的装置，风轮系统实现了从风能到机械能

的能量转换，风以一定的速度和攻角作用在桨叶上，使桨

叶产生旋转力矩而转动 ；发电机和控制系统则实现了从机

械能到电能的能量转换过程。

目前，在大型风电机组中大多采用变距风轮，变桨距

调节是沿桨叶的纵轴旋转叶片，控制风轮的能量吸收，保

持一定的输出功率。变桨距风电机组的功率调节不完全依

靠叶片的气动性能。当功率在额定功率以下时，控制器将

叶片节距角置于 0°附近，不作变化，可认为等同于定桨

距风电机组，发电机的功率根据叶片的气动性能随风速的

变化而变化 ；当功率超过额定功率时，变距结构开始工作，

调整叶片节距角，将发电机的输出功率限制在额定值附近。

桨距调节的优点是机组起动性能好，输出功率稳定，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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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受力小，停机安全方便 ；缺点是增加了变桨装置，增

加了故障几率，控制程序比较复杂。 
风电机组的控制系统主要包括主控制系统、变桨控制

系统、发电机变频控制系统、偏航控制系统等。主控制系

统是整个机组控制系统的核心部分，通过各种传感器和连

接的其他分散的控制系统，机组的所有的监视和控制功能

都通过主控制系统来实现，主控制系统安装在机舱上，主

控柜中包含有高度集成的控制模块、超速模块、转速模块、

各种空气开关、电机启动保护开关、继电器等。

变距控制系统实际上是一个随动系统，其控制过程如

图 1 所示。变桨距控制器通常为非线性控制器，并与限幅

装置结合在一起设计，节距角一般控制在 0°~90°内，对

节距角的变化率也有一定的要求，变距系统的执行机构是

液压系统。[2] 

常规选用 PID 控制器的变桨距风电机组功率控制系统

结构如图 2 所示，PID 控制器输出信号经过限幅装置进行

修正，传递给变距机构，通过液压系统控制桨叶转动，从

而改变桨叶的迎风面积，使功率维持在额定功率附近。由

于 PID 控制器过分依赖于控制对象的模型参数、理论推导

假设条件太严格。对于模型参数大范围变化、非线性、多

变量的系统，难以满足要求。而模糊控制器不依赖控制对

象的数学模型，便于利用人的经验知识，能够很好地克服

被控系统中模型参数变化和非线性等不确定因素，所以基

于模糊逻辑控制的智能控制技术于最近几年被引入到风电

机组控制领域。[3] 

2 模糊控制器设计

仿真所用机组的参数如下：发电机额定转速 1500 r/min ；

发电机额定功率 Pe=1000 kW ；风轮额定转速 21.5 r/min ；

风力机桨叶半径 R=25 m ；桨距角控制精度 0.2° ；参考节

距角 0°~90° ；节距角的变化率 β 在液压系统允许的变化

范围 -4°/s ~ +4°/s。
采用改变桨叶节距角以改变空气动力转矩的方法来调

节风力机的功率系数，根据给定功率和机组实际输出功率

的差值，通过模糊控制器得到变距机构的控制量。目标是

在高于额定风速的任意风速下，通过模糊控制器调节桨叶

节距角，将功率输出限制在允许的范围之内。以功率误差

E 以及功率误差变化率 EC 为模糊功率控制器的输入量，以

桨叶节距角的变化量 U 为控制量的控制方案。

将功率误差 E 划分为 5 个等级， 5 个模糊子集的语言

取值为 { NM，NS，NO，PS，PM }，选择三角形、均匀

分布、全交迭的隶属函数， 如图 3 所示。 

功率误差变化率 EC 的论域相应的划分为 3 个等级，

模糊子集 3 个语言取值 {L0，ZR，Hi }，他们的隶属函数

选 gaussmf ( 高斯函数 ) 型，如图 4 所示。  
控制量 U 划分为 5 个等级，模糊子集的 5 个语言取值

{ NM，NS，ZR，PS，PM }，选择三角形、均匀分布、全

交迭的隶属函数 , 如图 5 所示。

根据操作经验，将受控系统的控制过程用语言表达出

来，整理后建立系统控制规则库，如表 1 所示。

对表中的每条控制语句，都可得到一个模糊关系，共

有 15 条模糊规则 ：

图1		变距控制结构图

图2		变桨距风电机组功率控制系统结构图

图3		功率误差信号的隶属度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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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则 1 ：if E=NM and EC=Lo then U=NM
 规则 2 ：if E=NS and EC=Lo then U=NS
   
 规则 15 ：if E=PM and EC=Hi then U=PM
建立好隶属函数和规则后，由模糊推理合成规则算出

模糊控制器输出的控制量 U。表中的每条控制语句，都可

以得到一个模糊关系，例如“if E=NM and EC=Lo then 
U=NM”的模糊关系为

                       R1=(NM×Lo)T1×NM

其中（NM×Lo）T1 表示由 NM×Lo 所得的矩阵按

行展开所构成的列向量。这样 15 条规则语句就可以得到

15 个模糊关系 ：R1，R2，…，R15，从而总的模糊关系为

                
R = Ri

i=1

15

= R1 R2 R15 

对于任意时刻的输入偏差 et 和偏差变化率 ect，将其模

糊化为 E 和 EC，由模糊推理合成规则算出模糊控制器输

出的控制量为

                        U=(E×EC)T2○R

其中（E×EC）T2 表示由 E×EC 所得的矩阵按行展

开所构成的行向量。对模糊控制量 U，用重心法进行模糊

判决，可得量化论域上的精确控制量。[4-5]

3 仿真分析

根据上面设计的模糊控制器，可以应用 Matlab 和

Simulink，建立风电机组模糊控制系统结构图如图 6 所示，

其中模糊控制器为双输入单输出控制器，实质为非线性 PD
控制，其控制信号输出给变距机构，G(s) 为风电机组的仿

真模型。设计中还需要对实际输入输出信号的论域与模糊

集合的理论论域进行对比分析，计算出输入信号的量化因

子和输出信号的比例因子，然后将设计好的模糊控制器 *.fis
文件导入仿真结构图中，即可进行仿真运行。         

以单位阶跃函数作为仿真实验输入信号，代表期望功

率 1000 kW。可以先采用简单的控制规则进行仿真，然后

逐步增加规则，由浅入深进行仿真研究，从而能够获得一

定的直观控制规律，有助于进行分析研究。选用比较简单

的控制规则时，变距机构输出曲线和功率仿真曲线如图 7
和图 8 所示。

变距机构的稳态输出有一定的静差，并且波动比较严

重，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因风力机叶轮重达数吨，这种控制

作用是不允许出现的，与此同时，功率输出曲线也表明系

统的跟随性没有达到控制要求，抖动现象很严重，稳态性

能不满足控制需要。因此在仿真过程中，需要对模糊控制

器各变量的隶属函数进行反复修正，通过适当改变隶属函

数的形状而获得更加满意的控制效果，使超调量更小，达

表1 模糊控制规则表

E
EC

Lo ZR Hi

NM NM NM NS

NS NS NS ZR

ZR NS ZR PS
PS ZR PS PS
PM PS PM PM

图4		功率误差变化率的隶属度函数

图5		输出量的隶属度函数

图6		风电机组仿真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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