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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From The Editor

文／秦海岩文／秦海岩

团结才有力量

历
经三十年的积蓄和近乎十年的跨越式发展，中国的风电产业已经走到了

一个历史性的转接点，是凝聚全行业力量进行二次创业，进而赶超世界

最先进水平，还是在取得一点成绩之后沾沾自喜抑或在遇到一些困难之

后开始摇摆，何去何从，不言自明。

 “十二五”伊始，中国政府和产业界在谋划着一个更加宏大也更加艰巨的主题，让

中国风电在未来尽量短的时期内完成调整，优化布局，全面提升产业的发展质量，充分

发挥风能产业的战略性作用，带动国家装备制造业找到领先世界的突破口。这是中国风

电产业的历史使命，也是产业获得二次成长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时代和机遇留给我们的选择只有一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历史上“做大”不

易，未来要“做强”则更难。大者，可以靠内生力量解决，而强者，则必须在更广阔的

竞技场中胜出。在产业规模已经世界第一、装备制造能力已经世界第一的基础上，中国

的风电产业整体走向海外市场，实现国际化生存和发展，当是所有胸怀理想的中国风能

人的共同追求。

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众多中国风电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已经始有建树，从本期“封

面文章”中可以看到，金风科技已经初步编制出了一套自己的国际网络，在多年的潜心

积累和实践之后，已走向世界六大洲的十八个国家 ；华锐风电的国际化之路也“来势凶

猛”，在多个具有代表性的市场中完成了标志性工程。此外，还有上海电气、国电联合动力、

明阳风电等众多风电装备制造企业，也都完成了迈出国门的第一步。

同时，我们也看到，风电企业也遭遇到了中国其他行业在走出国门时的相同处境，

面临着各种贸易壁垒和自身话语权缺失所带来的挑战。话语权的取得和巩固是一个艰辛

的、耐心的过程，更是一个系统工程。这需要中国企业发挥作用，需要中国政府用符合

国际规则的、更有效的贸易措施去协调和博弈，需要一种软硬结合的力量。“硬实力”

是中国风电企业已经具备的基础，包括雄厚的资金和高性价比的设备，而在以技术、服

务和价值链建设为标志的产业“软实力”方面，我们更应及时跟进。服务业是企业走向

海外的幕后英雄，没有完善的配套服务体系，企业的海外之旅终将受制于人。以认证服

务为例，华锐、金风依托鉴衡认证的证书成功进入多个市场，就是一个产业链条支撑企

业开拓前沿阵地的例子。正在逐步走向强大的中国风电产业，需要强大的、技术领先的

制造企业，也需要权威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认证机构，如此，才能更加顺利地同国际

技术标准接轨，才能在国际技术规则制定当中融入更多的中国因素，才能不因一纸证书

而被拒之门外，才能谈得上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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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件

江西“十二五”新能源
发展规划出台

10 月 10 日，据江西省人民政府

网站的消息报道，江西省近期已经出

炉“十二五”新能源发展规划，规划

内容聚焦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

可再生能源，许多新能源的规划应用

将直接服务民生。作为国内较早发布

2
“十二五”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规划的

地区之一，该规划为江西新能源发展

制定了明确的路线。

据悉，此次共有 20多个风电项目

列入规划中。江西省已有鄱阳湖区山

湖、长岭、大岭、老爷庙 4 座风电场

投入运营，装机容量为 13.35 万千瓦，

在风电开发方面走在了中部省份前列。

“十二五”期间，江西将利用在中部地

区的风能资源优势，以鄱阳湖陆地以

及部分高山风能资源较好区域为重点，

集中建设一批风电场。目前列入规划

的 20 多个风电项目主要分布于九江、

赣州、吉安等地。同时，江西省将适

时启动鄱阳湖浅滩风电开发，积极推

进一批风电项目前期工作。至2015年，

江西风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 100 万千

瓦以上。

根据新能源发展规划，到2015年，

预计江西省垃圾发电装机容量将达到

10.5 万千瓦，年发电量 5.25 亿千瓦时，

可满足约 20 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江西对太阳能的利用将进一步向百姓

生活靠拢。此外，江西省还将规划建

设特高压变电站和线路，到 2015 年实

现江西电网 220 千伏及以上电压等级

线路的智能化，并建成 53 座电动汽车

充电站。

国务院新闻办发布
《中国的能源政策
(2012)》白皮书

10 月 24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发布了《中国的能源政策（2012）》白

皮书，全面介绍了中国能源发展现状、

面临的诸多挑战以及努力构建现代能

源产业体系和加强能源国际合作的总

体部署。白皮书全文约 1.4 万字，分

为前言、能源发展现状、能源发展政

策和目标、全面推进能源节约、大力

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推动化石

能源清洁发展、提高能源普遍服务水

平、加快推进能源科技进步、深化能

源体制改革、加强能源国际合作和结

束语等部分。

白皮书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

要》提出：到 2015 年，中国非化石

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11.4%，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 2010 年

降低 16%，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

碳排放比 2010 年降低 17%。

白皮书提出，大力发展新能源和

可再生能源，是推进能源多元清洁发

展、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战略

举措，也是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

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

而在可再生能源发展领域，风电是现

1

阶段最具规模化开发和市场化利用条

件的非水可再生能源。中国是世界上

风电发展最快的国家，“十二五”时期，

坚持集中开发与分散发展并举，优化

风电开发布局。 

白皮书还专门就“深化能源体制

改革”做了详细介绍，强调中国将坚

定地推进能源领域改革，充分发挥市

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凡是列入

国家能源规划的项目，除法律法规明

确禁止的以外，都向民间资本开放。

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能源资源勘探开发、

石油和天然气管网建设以及电力建设，

继续支持民间资本全面进入新能源和

可再生能源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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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可再生能源
并 网 研 究 联 盟
研讨会在京召开

10 月 12 日，由国家能源局组织

举办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并网研究联盟

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此次研讨会旨

在探讨筹建中国可再生能源并网研究联

盟的可行性和方案，有效解决中国风电

并网难题。来自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

全国风力机械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2012年年会在
北京召开

10 月 20 日，全国风力机械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 2012 年

年会暨标准审查会。来自国家能源局、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行业协会和

相关企业的领导和专家代表 120 余人

应邀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全国风力机

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王建平主

持，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

司处长孙嘉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陆旭忠博士和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

风能专业委员会主任贺德馨分别致辞。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新能源研究

会  议

4

3

所副所长秦世耀介绍了我国 2012 年参

加 IEC/TC88 国际标准化的工作情况。

IEC61400-5 标准起草工作组研究员

庄岳兴汇报了 IEC61400-5“风力发

电机组 第 5 部分：风轮叶片”国际标

准的制定进度。北京鉴衡认证中心吕

波博士代表垂直轴风力发电机组标准

工作组介绍了海峡两岸合作制定“小

型垂直轴风力发电机组”标准的进展

再生能源司、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中

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华

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龙源电力集

团、大唐新能源、中国风电集团、美

国能源基金会及美国 Utility Variable-

Generation Integration Group（UVIG）

等单位的 20余名代表应邀参会。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司的李鹏在会上表示，中国风电弃风

问题已比较严重，2011 年风电限电达

情况。

在标准审议期间，与会代表审查

通过了 7 项国家标准送审稿，并对另

外 3 项审议的国家标准送审稿提出了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全国风力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对 2013 年工作计划提出了 5点建议，

王建平还对今后全国风力机械标准委

员会的工作重点作了部署。

100 亿千瓦时，为改善当前这一问题，

行业内各利益相关方应联合起来，共

同研究，建立一个相互了解的平台极

其重要。美国UVIG执行总裁查理·史

密斯从历史、现状和展望等方面描述

了UVIG的建立背景、宗旨、目标、组

织结构、联盟成员、经费来源、日常活

动、研究领域和未来工作计划，旨在为

中国建立可再生能源并网研究联盟提供

参考。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

员会主任贺德馨在发言中表示，风电并

网问题受到很大关注，为促进我国风电

由大国向强国转变，就需要各方一起交

流、讨论、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最后，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

生能源司副司长梁志鹏就研究联盟的

组建及职能问题提出了几点建议，为

筹建中国可再生能源并网研究联盟提

供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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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中国装备制造业
企业社会责任论坛召开

10月 11日， 2012中国装备制造业

企业社会责任论坛暨典范企业颁奖典礼

在京举行。本次论坛正式发布了《2012

中国装备制造业社会责任实践报告》，

会  议

推进福建海上风电开发
建设研讨会召开

为促进福建省海上风电有序、健

康发展，10 月 12 日，由福建省发改

委主办，福建省福能风力发电有限公

司、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福建省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协办，

福建省能源研究会承办的“推进福建

省海上风电开发建设研讨会”在福州

召开。来自福建省各相关政府部门、

能源基金会、电力公司、能源公司、

投资开发公司和研究院的代表出席了

研讨会。

会上，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

再生能源发展中心主任任东明、福建

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高级工程师朱

光华等专家围绕海上风电规划、海上

风电建设条件分析、福建海上风电开

发路线图、海上风电建设关键性技术、

福建省海上风电先期示范性工程推进

情况等专题进行了研讨。

据报道，国家能源局日前已正式

批复同意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开展莆

5

6
这在中国装备制造业尚属首次。此外，

论坛还同期公布了“2012中国装备制

造业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者典范”评选结

果，共有12家企业获此殊荣，其中包

括ABB（中国）、菲尼克斯（中国）和

维斯塔斯 (中国 )等风能相关企业。

今年4月至10月，机电商报社联

田平海湾 5 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前期

工作，这是福建省获批开展前期工作

的第一个海上风电项目，标志着福建

省海上风电的开发建设迈出了实质性

的一步。此外，福建中闽海上风电有

限公司已正式注册设立，标志着该项

目进入全面加快推进阶段。

合北大纵横管理咨询公司，围绕中国装

备制造业企业发展现状，重点就社会责

任问题展开了调查，深入地了解中国装

备制造业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情

况。据介绍，这次调查范围涵盖汽车及

零部件、工程机械、机床工具、电力能

源、商用车、机械零部件、通用机械等

重点子行业的典型企业，在此基础上形

成了中国装备制造业首份社会责任实践

报告。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

杨学桐在致辞中说：“社会责任和生态

环境问题已成为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

素，装备制造企业必须高度重视。今年

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装备制造

业经济运行形势最为严峻的一年，这种

背景下，企业更应注重履行社会责任，

努力提高综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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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Adama二期
风电EPC项目签约

当地时间 10 月 11 日 , 埃塞俄比

亚阿达玛（Adama）二期风电 EPC项

目签约仪式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

亚贝巴举行。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

馆谢晓岩大使、经参处钱兆刚参赞、

中国电建集团副总经理、埃塞俄比亚

通信和信息技术部部长、财经发展部

副部长、水和能源部副部长、埃塞俄

比亚电力公司董事会成员和经营机构

等 80 余人出席了签字仪式。

阿达玛 (Adama) 二期风电项目位

于埃塞俄比亚中部地区，距首都约 90

千米，总装机容量 15.3 万千瓦。该项

目是继一期项目之后，利用中国优惠

买方信贷持续支持建设的第二个风电

风电整机制造基地项目
落户云南

10 月 12 日，云南省发改委、云

南省科技厅、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

院和国电科技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在昆明共同签署了“建设风电整机制

造基地战略合作协议”。作为科技入滇

的重要成果之一，该项目将在云南省

风能深度开发、提升装备制造水平方

面发挥积极作用。

云南省风能资源十分丰富，是除

三北地区外中国内陆省份风能资源最

为丰富的地区，仅2012年1月至9月，

全省风力发电量就比去年同期增长

了 253%，对风电机组等风电装备的

需求很大。本次与云南省合作的两家

单位，都是目前国内在新能源研究开

发方面较为成功的院所和企业。中国

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除致力于航天技

术应用产业的发展外，也在先进能源

等重点发展领域初步形成产业规模；

国电科环集团下属的联合动力有限公

8

7
项目，也是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

司和中地海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再度

联手合作的典型案例。

已经竣工投产的阿达玛 (Adama)

一期风电项目是中国第一个技术、标

准、管理、设备整体走出去的风电项

目，采用中国标准进行设计、施工和验

收，主要为埃塞俄比亚首都新落成的

非盟会议中心供应电力。据悉，阿达

玛 (Adama) 二期风电 EPC项目将引入

新的风力发电技术，建立风电建设技术

和电力入网检验标准，带动中国风电制

造产能的转移，引入更多的当地元素，

深化属地化经营管理，进一步提升能力

建设和知识共享，改善当地社会经济面

貌，帮助埃塞俄比亚政府逐步建立和形

成埃塞俄比亚民族风电工业，为当地社

会经济增长和转型计划作贡献。

司则是全球十大风电设备制造企业之

一，市场销售业绩居国内前三名。此

次 4 方共建风电整机制造基地，不仅

可以解决云南省在风电发展方面的不

足，也将对有效提升其先进装备制造

业的能力和水平产生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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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酒泉风电基地二期
300万千瓦项目获批

10 月 15 日，据甘肃省发改委

有关消息称，国家发改委近日核准同

意酒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二期第一

批 300 万千瓦风电项目建设。酒泉

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是国家批准建设

的全国首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此

上酒泉风电基地频繁发生的风电机组

脱网事故和“限电”问题，酒泉风电

基地二期项目一直未拿到国家发改委

“路条”。今年 6 月 1 日，国家能源局

《关于加强风电并网和消纳工作有关要

求的通知》称，2011 年全国风电弃风

限电总量超过 100 亿千瓦时，平均利

用小时数大幅减少。其中，甘肃省为

1824 小时，低于全国平均值近 100 小

时，2010 年这个数字仅为 1816 小时。

今年 3月 19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关

于印发“十二五”第二批风电项目核

准计划的通知》，在 1676 万千瓦的拟

核准项目中，甘肃省为零。

业内分析认为，此番获准开建预

示着酒泉千万千瓦风电基地建设将重

启，此前一直减速发展的风电产业有

望迎来新一轮的加速发展期。

前已完成一期 536 万千瓦风电场工程

的建成投运。

据甘肃省发改委介绍，此次 300

万千瓦项目建设地点位于酒泉市瓜州

县、玉门市和肃北县，由中国国电、

中电国际、大唐、华能、华电、中广

核、中节能和甘肃省电投共 8 家企业

开发建设，总投资242亿元。去年以来，

由于国家调整风电产业发展节奏，加

9

中国西电乌兹别克斯坦
风电项目正式投入施工

日前，从中国西电集团公司（简

称中国西电）获悉，该公司在乌兹别

克斯坦塔什干州的 750 千瓦风电项目

已经进入实质性的基础混凝土施工阶

段。该风电项目是中国西电首次在乌

兹别克斯坦承接 EPC工程项目，同时

也是该公司首次涉足新能源风力发电

领域。

塔什干州 750 千瓦风电项目是乌

兹别克斯坦国家能源公司为发展利用

新能源而进行的该国国内首个风力发

电试验性项目，该项目旨在通过对首

台风电机组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投

资和运行，为更好地利用绿色、环保

的风能资源积累经验，为今后在乌兹

别克斯坦境内进行大规模的风电开发

建设做准备。

目前，该项目土建基础施工的底

层配筋工作已经结束，首批交付的风

电机组基础环随同机组叶片同时运抵

10

现场。对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媒体以及俄罗斯媒

体均予以了很大关注。这一项目对进

一步扩大中国西电在乌兹别克斯坦电

力市场及俄语区的品牌知名度和影响

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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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最大风电场
并网发电

10月 23日，据人民网报道，贵州

乌江源百草坪风电项目并网发电。乌江

源百草坪风电项目规划总装机30万千

瓦，按 6个风电场分期开发建设，是

目前贵州省规划装机规模最大的风电项

目。目前，乌江源风电场项目132台风

电机组已全部并网发电，成为贵州西部

稳定的清洁电源。

近年来，风电成为贵州威宁自治县

重点打造的新能源项目。乌江源风电项

目由中国华能集团新能源股份公司出资

建设，由百草坪、祖安山、大法、海柱

4个风电场组成，总投资为23.8 亿元。

风电场场区长约12千米、宽约7千米，

11

总面积约84平方千米，场内道路总长

约104.8 千米（祖安山一期29.1 千米，

海柱二期25.9 千米，百草坪三期28.9 

千米，大法四期20.9千米），场区高程

在2500米至2760米之间。每个风电场

安装33台国产单机容量1.5兆瓦高原型

风电机组，总装机容量为19.8万千瓦。

4个风电场共用1座 220千伏升压

变电站，各风电场机组通过35千伏地

埋电缆集电线路接入该升压变电站，经

变电站升压后最终送入南方电网，送出

线路总长22.02千米。乌江源风电场设

计年均发电利用小时数为1975小时（祖

安山2097小时，海柱1841小时，百草

坪1972小时，大法1989小时），年上

网电量3.91亿千瓦时。

山东将建8个海上风电
汇集站

据报道，10 月 16 日，山东省政

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透漏，山东省将

进一步加大海上风电的开发力度，山东

电力集团公司将在烟台、滨州、日照等

地建设8座 220千伏的风电汇集站。

据悉，山东海上风电发展规划已

通过评审。根据评审初步结果，“十二五”

末，山东全省风电总装机量要达到 800

万千瓦以上，“十三五”末达到 1500

万千瓦。其中，规划建设海上千万千

瓦级风电基地是未来重要工作部署，到

2030将年开发建设鲁北、莱州湾、渤中、

长岛、半岛北、半岛南 6个百万千瓦

12

级海上风电基地，规划总容量为 1255

万千瓦，到 2015 年力争达到200万千

瓦、2020年达到600万千瓦。

目前，山东省已并网的单个风电

场规模一般在 5万千瓦以下，大多就

近接入 110 千伏及以下电网。但是，

在建及后续风电场开发规模大多超过

10 万千瓦，部分项目达到了 20 万千

瓦和 30 万千瓦，呈现集中、连片开发

态势，需要接入 220 千伏及以上电网。

此外，由于风能资源较好的区

域大多位于电网末端，局部电网接入

条件有限。因此，山东电力集团公司

将进一步加大电网建设力度，规划

“十二五”期间在烟台的海阳和招远、

滨州的沾化、日照的莒县、威海的乳

山等地建设 8座 220 千伏风电汇集站，

满足大规模海上风电的接入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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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克森美孚将携新产品
参展北京国际风能大会

11 月 15 日至 17 日，埃克森美孚

将携其为风电行业量身定制的最新产

品和服务出席第五届北京国际风能大

会暨展览会。

通过与全球设备制造商的紧密合

作，埃克森美孚研发出一系列适用于

风电机组的高品质润滑油，并提供专

业的机组维护策略，帮助风电企业的

机组能更快、更持久、更高效地运转。

埃克森美孚生产的齿轮油 SHC 

XMP 320 就是这样协作创新的成功案

例。为了寻找减少意外停机和最大化生

产力的润滑解决方案，埃克森美孚与主

要齿轮箱生产商紧密合作，掌握了“第

一手”的市场需求：风电企业希望润滑

油拥有均衡配方以保证耐水性和抗氧

化性，提供卓越的抗微点蚀和抗磨损保

护，确保各种温度范围内卓越的粘度特

性和一流的过滤性，最终帮助风电机组

最大限度地提升生产力。

另外，例行的油品分析也是应用

最广泛的风电机组主动维护策略之一。

埃克森美孚 Signum 油品分析服务通

过一系列实验室测试和网络在线交互

可以很好地评估正在使用的润滑油和

设备的状况。将油品分析作为预防性

维护计划的一部分，能帮助维护人员

13
及早探知包括油污染、清洁度或金属

磨屑增加等在内的预警信息，从而及

时采取措施来延长齿轮箱和齿轮油的

使用寿命。

目前，埃克森美孚生产的齿轮油

SHC XMP 320 已经广泛应用于全世界

3万多台风电机组，全球前 12 名的机

组制造商中大多数都将其作为原厂灌

装的齿轮油。

“通过引入技术先进的合成润滑油

以及有效的润滑油设备状态监控计划，

风电机组运营管理者将可以大大降低

成本并实现生产力的最大化。”埃克森

美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岳春阳说道。

世界第三代海上风电
安装船在中远船务
成功交付

10 月 20 日，由中远船务集团

南通中远船务公司为丹麦国家能源

公司旗下一公司设计建造的世界第

14

三代自升式海上风电安装船“SEA 

INSTALLER”（海上安装者）在江苏

启东顺利交付。

“海上安装者”船长 132.34 米，

宽 39米，型深 9米，作业水深达45米，

是集大型风电机组部件运输、起重和

安装功能于一体的海洋专业工程特种

船舶。中远船务拥有该系列海上风电

安装船的生产设计和详细设计的自主

知识产权，填补了国内该类特种船舶

设计建造的空白。

“海上安装者”作为最新一代的海

上风电专用安装船，在设计上不仅要

满足挪威船级社（DNV）海工建造的

要求，还要符合丹麦海事的标准；其

配有先进的 DP2 动态定位系统和全新

的电力推进系统，在码头与风电场之

间具备良好的靠移泊机动能力和海上

浮态动态定位能力；配有 4 条圆形桩

腿结构液压提升装置系统和起重能力

800 吨液压重吊，大大增加主甲板的

装载面积，能完全适应 5 兆瓦至 7 兆

瓦机组的安装，每航程可一次装载 10

套风电机组部件进行海上安装作业，

并符合 DNV CLEAN 绿色环保要求，

对世界清洁能源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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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部件

整 机

华仪风能进入黑龙江
风电市场

近日，华仪风能有限公司携手黑

龙江北方工具有限公司设立了牡丹江

华仪北方风电有限公司，并已在黑龙

江省牡丹江市建成了占地 1万平方米

的风电整机组装基地和 2万平方米的

叶片制造基地，同时拥有近百万千瓦

的风能资源项目。据悉，该生产基地

设施及前期所需手续已准备完毕，计

划于 2012 年 12 月初开始投产。

截至目前，国内已有龙源、华能、

大唐等大型电力企业入驻黑龙江省风

电市场。随着市场的不断完善，电网

的不断改善，黑龙江省风电将会迎来

新一轮投资热。华仪风能有限公司与

黑龙江北方工具有限公司的此次合作

科凯前卫5兆瓦风电机组
主控系统样机调试完毕

重庆科凯前卫风电设备有限责任

公司（简称科凯前卫）为客户定制的 5

兆瓦风电机组主控系统已于今年 8月

8日交付给客户，近期，该主控系统在

客户 5兆瓦风电机组上调试完毕。此

次科凯前卫提交的主控系统被用于客

户 5兆瓦高速永磁型风电机组上，该

机组将安装在江苏某风电场。

据悉，该主控系统样机是科凯前

卫首次为客户设计的大功率风电机组

的控制系统，具有先进的技术性能，

为国内客户今后定制化开发大功率风

电机组控制系统积累了宝贵的设计和

应用经验。

目前，在国内一些客户的大力支

持下，科凯前卫公司风电机组控制核

心技术已经多样化，从双馈型机组控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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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着华仪风能在黑龙江省已经迈出

坚实而又稳健的一步。

华仪风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风力

发电系统、风电机组及零部件的开发、

制造、销售和服务，风能资源测量与

评估，风电场开发、建设及风电场项

目工程总承包等业务。目前公司已批

量生产HW1（780kW）、HW2（1.5MW）

和 HW3（2.5/3MW）系列产品，且正

与荷兰MECAL 公司合作，共同研发

HW4（5/6MW）系列大型海上风电机组。

此外，华仪风能作为最早走出国门的

风电企业之一，在广阔的海外市场已

崭露头角。黑龙江北方工具有限公司

隶属于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的重点

骨干企业，始建于 1946 年，是具有优

良传统、具备一流科研、生产水平的

军民结合型企业。

制技术成功扩展到异步全功率、高速

永磁、永磁直驱等技术路线，正在研

发的主控样机匹配的机组功率从 850

千瓦、1.5 兆瓦、2兆瓦拓展到 2.5 兆瓦、

3兆瓦、5兆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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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加拿大2012年新增风电
装机将达120万千瓦

10 月 16 日，加拿大风能协会在

多伦多召开的第 28 届年会和展览会上

宣布，截至 2012 年年底，加拿大风电

贡献的清洁电力在该国的电力供应中

有望增长 20%左右。据加拿大风能协

会报道，加拿大 2012 年的新增风电装

机容量有望达到 120 万千瓦，这也标

志着加拿大新增装机容量连续两年超

过 100 万千瓦，使加拿大风电市场保

持着稳定增长的态势。

到 2012 年，加拿大的风电累计

装机容量将超过 640 万千瓦，安大

略省依然是领先省份，累计装机超过

200 万千瓦；接下来是魁北克省和亚

伯达省，分别装机 160 万千瓦和 110

俄罗斯可再生能源开发
有新进展

俄罗斯在开发可再生能源方面有

巨大的潜力。然而，由于俄罗斯传统

能源资源的储量丰富，如天然气、煤

炭和石油等，俄罗斯一直没有发展可

再生能源的动向。除此之外，可再生

万千瓦。新斯科舍省在支持以社区为

基础的风电项目上处于领导地位。

每 100 万千瓦的新增风电可以推

动 25 亿美元的投资，每年创造 1.05

万个工作岗位，并为 30 万户加拿大

家庭提供足够的电源。2012 年，加拿

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亚伯达省、

安大略省、魁北克省和和新斯科舍省

都有核准建设的风电项目。2012 年，

加拿大有超过 60%的新增风电装机容

量将被安装在魁北克省。

萨斯克彻温省、新斯科舍省和爱

德华王子岛省都在推动新的风电项目

申请，目前也有几个省份的项目在建

设之中，尤其是在魁北克和安大略省。

加拿大风能协会确信魁北克省将会推

动今年的第四轮招标，使 2013 年的风

电发展成为创纪录的一年。

能源发展还缺乏政治利益驱动和法律

框架上的支持。

然而，10 月初，俄罗斯政府批准

了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新措施。10

月 4 日，俄罗斯总理德米特里·梅德

韦杰夫签署了一项立法措施，有望在

2013 年第二季度实施。措施包括各类

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发展目标、以上网

17

18

电价和可再生能源证书政策为基础的

支持系统，此外，地方政府也将出台

一些支持政策。

根据俄罗斯风能协会近期发布

的一个报告，俄罗斯在不同阶段（包

括可行性研究阶段）的风电项目总装

机容量达到了 300 万千瓦，所有公

布的风电项目总装机容量合计 1000

万千瓦。大部分项目都位于俄罗斯

的南部和西北部地区。俄罗斯的可

再生能源发展，尤其是风电发展需

要位于偏远地区，以防这些地区的

能源短缺，并避免在俄罗斯这种幅

员辽阔的国家耗费过多的运输成本。

俄罗斯的大型水电资源为风电提供

了良好的调峰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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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南非扩大可再生能源
采购计划

10 月 15 日，据美国《风能》月

刊报道，南非能源部证实，该部门将

RES和DONG Energy
赢得北爱尔兰60万千瓦
海上风电项目

10 月 10 日，据境外媒体报道，

英国 RES 公司和丹麦 DONG Energy

能源公司获得了英国皇家财产局 80

万千瓦海上风电招标项目中的 60 万千

瓦的海上风电项目。

此次海上风电招标的范围涵盖了

北爱尔兰辖区内的两个区域。除了这

个 60 万千瓦的项目，在北爱尔兰的唐

郡沿海，围绕拉斯林岛和托尔黑德地

区还有两个 10 万千瓦的潮汐能发电项

目。据悉，获得该 60 万千瓦竞标项目

的是由丹麦 DONG Energy 能源公司

和英国 RES 能源的子公司 RES-9 组

成的 First Flight Wind 财团。

投标公告第一次宣布是在 2011

年的 12 月份。2011 年 3 月，英国皇

家财产局表示，他们正在积极规划与

在南非可再生能源独立发电企业采购

计划的框架下，增加可再生能源装机

容量。虽然尚未透漏具体的容量数额，

但是业内认为到 2020 年核准项目有望

达到 320 万千瓦。而对于不同可再生

开发商就发展风电和潮汐能发电项目

的合适场址展开讨论。

北爱尔兰政府表示，该省制定了

到 2020 年可再生能源电力达到 40%

的目标，将要求可再生能源电力水平

增长到当前的 4倍。风电场项目在实

现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中将发挥重要

作用。这一目标旨在转变当前 100%

依赖进口化石燃料的现状，在该省的

能源战略中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另外，

该战略还确定了实现 10%的可再生能

源供热目标。

谈到招标公告，北爱尔兰首席大

臣阿林·福斯特表示：“对北爱尔兰来

说，发展海上可再生能源是一个极好

的机遇，这体现在很多方面，如保障

能源安全和能源的多样性、缓解气候

变化以及助力于 2020 年能源目标的

实现等方面。而且，未来几年，这些

项目的投产会为当地的企业带来商业

供应链上的机遇。”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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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技术装机容量的分配问题，还未

有相关指示。

在前两轮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招

标后，可望获得的风电项目只有 65.3

万千瓦，招标计划会在明年 5月进行。

同时，南非能源部现在已经得到

国库的担保，为投资者提供保证，以

防止公用事业企业南非国家电力公司

在款项上出现违约情况。这为南非国

家电力公司与开发商签署实施能源采

购协议指明了途径。这一过程有望在

10 月底或是 11 月初执行，使得投资

者继续进行融资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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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相明：金风科技与中国
风电创新之路
■本刊记者︱赵靓

与很多中国风电行业的专家一样，王相明

刚由学校毕业时，第一份工作并非是搞风电。

1991 年，这位西北工业大学机械设计与

制造专业的毕业生被安排到了新疆汽车制造

厂。一次偶然的机会，使王相明开始关注正处

于发展初期的中国风电行业，并深刻感到风电

将是自己愿意付出毕生精力深入研究的领域。

于是，他在一年后便主动离开了工作条件更为

优越的汽车厂，通过自主择业进入了风电行业。

“风一刮还能发电让我感到很新奇，对我

的兴趣很有吸引力。虽然并不知道发展潜力有

多大，但因为当时风电场都是引进国外进口的

自动化设备，因此可以做很多技术研究工作，

就毫不犹豫地去了。”王相明说。

王相明进入的风电公司，正是在中国开发

风电较早的新疆风能公司。当时该公司由 13
台 150 千瓦机组组成的风电场已经建设完成，

进入运营阶段。

由于受到政策制约，该风电场所发出的电

与水电电价一致，靠风力发电获得的收入还无

法维持这家公司的正常运作。因此，新疆风能

公司在继续进行并网风电领域的工作外，还尝

目前在任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风科技）副总裁兼金风国际首席技术官的王相明，可谓是该公司的“元老级”人物之一。由进入新疆风能公司时的一名普通技术人员到企业副总裁，他完整经历了金风科技在中国风电创新之路上所付出的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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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在全国范围内自己已是最适合走风电机

组“引进、消化、吸收”路子的企业。由于专

注于风电 10 年之久，与国外同行具有丰富的

接触，公司人员素质、运作能力乃至技术积累，

都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因此，王相明认为，虽然风电机组的国产

化是无奈之举，也应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新疆风能公司是“通过多年的技术积淀，找到

了一些发展空间”的。

经过与曾经合作的几家德国公司反复磋

商，新疆风能公司最终与愿意转让技术的雅克

布斯公司达成转让协议。但所谓引进的技术其

实是“一厚摞图纸”，如何将图纸转化为实物，

才是真正考验国产化能力的关键之处。

王相明首先进行了塔架的设计和转化工

作，之后则是轮毂、齿轮箱、叶片等关键零部

件的设计、转化工作。

当时中国的产业基础还比较薄弱，仅为

了配套一个塔架用的法兰，就需要在全国各地

寻找。

“当时的生产模式也就是单台生产、单件

生产，一般都没有很严格的生产图纸。到我们

国产化的时候，就有一个小批量的了，于是我

们就着手对国外图纸进行转化，给生产厂家

做。”王相明回忆说，“国外的技术标准和要求

比较严格，我们就从类似于焊缝型式等细节做

起，一点一点地探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在消

化、理解国外的技术要求，但这些细小的积累

对促进国产化还是非常关键的。”

在开始进行 600 千瓦风电机组研制时，新

疆风能公司专门成立了一个攻关小组，虽然技

术人员并不多，但该小组随后还是演变为一家

公司。在这家名为金风科技的公司创办后，王

相明被任命为技术部部长。

实际上，600 千瓦风电机组国产化的顺利

完成，除了对中国风电行业发展具有重要而积

极的影响外，对促成日后的金风科技也起到了

关键作用。按王相明的话说，通过 600 千瓦风

电机组的研制，金风科技这个企业才真正找到

了自己的发展道路。

“做完 600 千瓦机组后，按照设备运行的

试研制、生产小型风电机组。

新疆地域广阔，当时的电网无法全部覆盖，

无人通信光缆、微波以及中继站等设备便需要

小型风电机组供电。王相明等技术人员在长达 5
年的时间中，进行了 100 瓦到 300 瓦小型、微

型风电机组的研制。这些研究成果被转化为产

品，广泛应用于无人通信、农牧民户用等领域。

“有意思的是，当时我们做的小型风电机

组就是永磁直驱的，只是没有今天大型风电机

组复杂，但基本原理是一致的。所以实际上，

我们很早就接触了这么一个技术。永磁直驱追

求的是简单可靠的设计理念。”王相明回忆道。

1996 年，新疆风能公司开始利用德国政

府的优惠贷款，引进该国生产的风电机组建设

风电项目。由于是蛰伏多年的首次风电场项目

扩建，新疆风能公司投入了更大的力量，从各

部门调集人马参与建设。

“这是公司很重要的一个项目，是一个机

会。”王相明这样评价那个项目。

时任新疆风能公司新能源室主任的王相

明，由此开始更多地接触并网型风电机组的技

术工作。据他回忆，虽然当时国家的风电政策

采取了“新电新价”（根据投资额算出收益，

最终定出电价），风电电价还是相当有保证的。

但由于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资金非常

紧张，很难被用于风电，使风电项目融资困难

成为持续发展风电的主要障碍。

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风电产品依赖进口，

价格过高。

“我们考虑为什么缺钱，发现是设备太贵。”

王相明说，“当时用国外的贷款，绞尽脑汁地

去节省，例如我们自己把设备从海关押运回来。

即使这样，1 千瓦机组的单位造价也在 1 万元

左右，一个风电场的投资，70％以上都是设备

成本，占了相当大的份额。”

于是，这家在风电行业颇具影响力的公司

开始寻求风电设备国产化的可能。其实，对于

当时的新疆风能公司来说，风力发电似乎并不

具备良好的发展空间。但当他们转变观念、大

胆尝试的时候，这家苦苦经营多年风电的公司

如何将图纸转化

为实物，才是真

正考验国产化能

力的关键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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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与国外产品对比，我们的竞争优势还是非

常明显的。这让我们从原来根本不知道自己能

做什么，到发现了存在的价值，另外也锻炼了

人才队伍，获得了科研与生产经验，从而建立

了产业化的基础。”

在当年的风电行业，国外的设备制造技术

和能力均明显领先国内一个量级。也就是说，

当金风科技将 600 千瓦机组技术吃透、开始推

入市场时，雅克布斯的 750 千瓦风电机组已经

作为一款成熟的产品，在市场上推广一段时间

了。考虑到 750 千瓦机组与 600 千瓦机组相比，

并未在技术路线上进行很大调整，优化设计的

难度较小，且与该公司一直保持着较为畅通的

沟通，金风科技引进 750 千瓦机组便成为一件

顺理成章的事。

因为没有遇

到多少波折，且

已 经 具 有 了

消 化、 吸

收、生产

基 础，

7 5 0

千瓦风电机组的推出更快一筹，其销量与 600
千瓦风电机组也不可同日而语。据统计，金风

科技的 750 千瓦机组目前已经销售了 4300 台

左右，而 600 千瓦机组为 330 台。但王相明的

言谈举止间，还是表现出对 600 千瓦风电机组

更深的感情 ：

“没有 600 千瓦机组，以及在国内建立的

产业链，那么 750 千瓦机组甚至整个风电的发

展都不可能有这么好的一个状态。”

如果说 600 千瓦和 750 千瓦风电机组的

国产化，是金风科技所迈出的第一步，那么研

制兆瓦级永磁直驱型风电机组，则成为该公司

产品获得多方赞誉、取得国际认可所迈出的第

二步。

风电机组容量的增加，是一个显而易见的

技术和市场趋势。2002年，根据国家“863计划”

安排，金风科技承担了 MW 级失速型风力发

电机组及其关键部件研制。

在当时的国际风电市场，有两种较为主

流的技术路线，失速型风电机组占主流，双馈

型风电机组作为一项更新的技术刚开始进入市

场。金风科

技 的 600
千瓦和

7 5 0

→金风科技750kW
风电机组。

↑金风科技600kW			
风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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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瓦风电机组采用的是失速型技术路线。也

就是说，该公司对这条技术路线的积累更多，

采用该技术路线，是一个顺理成章、较为稳

妥的方案，能够更容易实现国家制定的项目

要求。

在执行该项目一年后，金风科技最终还

是决定放弃失速型风电机组这一技术路线。因

为这家颇有上进心的企业发现，如果当时研发

一款已经相当普及的产品，就等于是跟着国外

厂商的脚步走，永远无法与这些竞争对手直接

竞争。

但金风科技的管理层对改变该项目技术路

线的最终选择，在当时还是相当令人出乎意料

的，因为他们并未采纳当时看来更显“主流”

的双馈路线，而是选择了永磁直驱。

“经过认真的考虑和国外考察，我们感觉

永磁直驱应该是一个比较有潜力的技术路线，

决定还是再挑战一下。”

其实，相对于双馈型风电机组来讲，永磁

直驱型风电机组在全功率变流器成本方面还是

有一些劣势的。全功率变流器的成本主要体现

在电力电子器件上，通过认真分析，金风人相

信随着技术的进步电力电子器件的成本必将下

降，使这个问题不会成为发展永磁直驱型风电

机组的阻碍。

显然，这样的取舍是正确的，目前全功率

变流器的价格已经由每千瓦 1000 元至 2000
元降至每千瓦几百元。目前国内永磁直驱型风

电机组的价格与双馈型机组处在同一水平线

上，仅仅略高一点。

与弥补成本上的劣势相比，王相明更看好

永磁直驱技术的先天优势。

“当时采用永磁直驱技术路线的时候，客

观讲有一部分原因是双馈型风电机组必须采用

齿轮箱，齿轮箱对于国内厂家的挑战还是比较

大的，如果能够摆脱这个零部件，风险会更小

一些。除了对齿轮箱可靠性的考虑外，金风科

技还看重中国丰富的稀土资源，开发永磁发电

机应该具备一定的优势。”

在确定下一代产品使用永磁直驱技术路线

后，金风科技向科技部提交了更改科研项目申

“经过认真的考

虑和国外考察，

我们感觉永磁直

驱应该是一个比

较有潜力的技术

路线，决定还是

再挑战一下。”

请，经过专家认真评议论证最终获得了批复。

通过与当时为数不多采用此技术路线的公司接

触，金风科技最终选择了与德国 VENSYS 公

司进行合作开发。实际上，当年的 VENSYS
公司对该型机组的研发也仅仅处于原型机阶

段，并未推出成熟产品，这使得金风科技的技

术力量得以更多、更早地介入到该机型的设计、

研制工作当中。

在这个被王相明称之为联合设计的阶段中，

金风科技已经开始摆脱“跟着老外走”的国产

化方式，自主化程度和能力得以明显的提高。

“我们与国外另一家公司的技术还是有区

别，就是那家公司一直用励磁，我们用永磁。

在永磁电机行业里，能够把这种电机做到兆瓦

级，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要突破很多设计、

制造的核心技术。”

按王相明的话说，VENSYS 与金风科技

的合作是双方互有好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了

解与磨合的结果。对 VENSYS 来说，金风科

技可以搭起一个不错的“舞台”；对于金风科

技来说，VENSYS 有一门不错的“手艺”。通

过双方在兆瓦级永磁直驱型风电机组上的合

作，彼此对对方的公司文化和技术水平有了相

当了解，形成了相同的价值观。

“VENSYS 在永磁直驱技术方面也算是

一个先驱了，包括设计理念等方面，在德国来

讲也是比较有影响力的设计公司。金风科技

给 VENSYS 的定位，一是继续发展德国工程

师的严谨作风，成为我们其中一个产品的设计

平台。另外 VENSYS 也是我们在拓展欧洲市

场的一个窗口，使金风科技在欧洲从事风电业

务更加本土化，是金风科技国际化战略的一部

分。” 王相明指出。

据悉，早在 2010 年，金风科技便与萨尔

州技术经济学院（HTW）、VENSYS 签署了研

发合作协议，共同在 HTW 成立风能研发小组，

从事风电各项技术研究，共同享有研发成果。

这只是金风科技积极参与国际技术合作的

一个例子。

虽然在 2010 年以前，金风科技的永磁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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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技术路线走得是风生水起，使越来越多的

人发现并认可了这个技术路线的优势，但在

2010 年年底国家开始严格控制稀土资源的开

采后，投机商大肆炒作，使稀土价格上升了 10
倍左右，令不少人对金风科技继续生产、研发

永磁直驱型风电机组产生了疑虑。

王相明并不回避这一质疑，并承认稀土

价格的上涨带动了永磁材料价格的上涨，最

终使这个成本转嫁到了风电整机供应商的身

上。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王相明并没有对

此有何怨言，他认为确实存在永磁材料价格

长期被低估的现象。他所顾忌的是暴涨背后

的不正常现象。

“现在永磁材料里大部分用的是钕铁硼。

但钕的储量比较多，不仅仅是中国有，因此，

涨幅并不是特别大。稀土里还有一些镨、铽、

镝等成分比较少的材料，确实比较稀有。此前

这些材料的应用比较粗放，后来因为价值高了，

相关机构开始认真研究它们。”

不少人曾经认为，永磁材料是天然物质，

利用永磁材料并不需要什么高科技，况且中国

是稀土大国，资源丰富，不需要多么珍惜。在

如王相明这样的专家看来，这样的逻辑不但不

正确，而且已经过时。

由于永磁材料具有难以替代的优点，且需

求量巨大，中国对其利用已经开始从此前的注

重原材料开发，转变为注重市场和科研。况且

此前的利用方式太过粗犷，在与科研机构及合

作厂家做了大量科研工作后，金风科技很容易

地找到了一些技术突破的方法，例如通过对各

类稀土元素进行优化配比等。

除进一步优化永磁体发电效率外，金风

科技正着手研制 6 兆瓦型海上风电机组，虽

然这方面的工作进展与其他一些整机厂商

相比显得不占优势，但王相明却对此看得

很淡然。

王相明认为，回顾风电整机的发展过程，

从千瓦级到兆瓦级风电机组，单机千瓦成本

虽然上升了，但技术变革所带来的效益更明

显，从而使这些技术被市场所认可。也就是说，

如果技术上没有进步，就不能抵消投资成本

的上升。因此，在研究多兆瓦级风电机组的

过程中，金风科技更愿意关注一些基础性研

究，“是求稳，不是求快”，在把一切基础性

问题彻底搞清楚、弄明白后，才适合大规模

推出产品。

金风科技目前的工作重点是在继续拓展

国内风电资源的同时，大力开展海外市场战

略，王相明手头上的工作也与此相关。在技术

方面，怎样给这项战略以支持，是他时常思考

的问题。除了具有国际化的研发能力外，进入

海外风电市场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知识产权。

没有一套自主知识产权，想在国外打通市场、

站稳脚跟是相当困难的，甚至可以说是“处处

受制”。

因此，金风科技在进行产品研发的同时

更加注重自主知识产权。另外，一家公司要做

好国际化，就必须在当地形成一个有效的支撑

系统，“不但有销售，更要有技术支持、后续

服务支持”。

“不是说把机组通过什么渠道卖出去就完

了，还要建立一套本土化的技术支撑体系，就

是要在市场沟通、售后服务方面能够没隔阂，

如果到了国外，总是派人飞来飞去的，肯定不

是一个长期的办法。”目前兼任金风国际首席

技术官的王相明指出。

显然，金风科技早已从曾经的风电设备巨

头们的身上，学到了运作一个国际化公司所不

可或缺的重要一点。

↓金风科技1.5MW永磁直
驱风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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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一种成长的方式

本刊记者／于贵勇

A 

从 2010 年开始，在市场规模处于全球前十位的风电整机制造企业中，中国企业

就占据了近半数。企业不仅需要释放巨大的产能，更希望在国际竞争环境中获取新

生动力，砥砺成长。以不断成熟完善的产业链体系为依托，中国的风电设备开始走

向世界各地，各家优势风电企业以实现国际化生存为标志，以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跨国企业为目标，纷纷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今天我们看到，众多中国风电

品牌已在国际上打拼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如较早进入海外市场的金风科技、

欲后来居上的华锐风电和三一电气，以及在美国上市的广东明阳等等，都在海外市

场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其中，有初获成功后而燃烧得更加

热烈的激情和斗志，也有猝然遇阻时的茫然和苦痛。对于一个崭新的行业和一群年

轻的企业来说，国际化的征程充满魅力，也布满坎坷。暂时的成功或失败其实都不

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学到了什么，是否得到了锻炼和成长，是否在“摔打”中找到

了一种属于自己的成长方式。

我们看到，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金风科技的全球布局已渐入佳境，华锐风电

在新兴市场以及老牌工业国家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而这背后，又有谁能说清他们

付出了怎样的艰辛，国人又是如何在背后默默地支持，一点一滴地助其化解艰难。

是十年如一日的耕耘，是产业链条上上下下的共同努力，才能支撑起一个企业的优

秀和伟大，而这其中的每一个从业者和团体，都应该是一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没有哪一个人或企业能够一往无前，而失败的泪水总是能给人以爆发的志气和

理由。中国的三一集团欲在美国打一场旷世艰难的官司，原因很简单，因为它受到

了不公正的待遇。不管结果如何，也不管其作为个案对未来到底意味着什么，让我

们就将其视为一桩普通的诉讼吧，因为无论对手如何强大，都不会影响到中国企业

的信心和信念，更无法阻止中国企业前进的脚步。三一集团诉讼美国总统及其政府

机构的决定，结束了中国企业在国际上“忍气吞声”的历史，也开启了一个中国企

业为话语权而战、为“规则”而战、为形象和荣誉而战的新时代。相信“品质改变

世界”的三一集团，这次要用“规则”来改变世界。

不管世界是否会因我们的努力而改变，但至少我们能改变自己，为自己找到一

种成长的方式，不仅强大，而且智慧。

THRIVING

WA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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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5 月，金风科技经历了一件里程

碑式的事件。随着其最大的国际风电场项目——

美国伊利诺斯州 Shady Oaks 项目的建设完成，

金风科技已在全球完成 6500 多台永磁直驱型

风电机组的吊装，总容量达 1000 万千瓦。多

年前，金风科技果断选择了由传统齿轮箱传动

到当时并非主流的永磁直驱技术路线的转变，

并不断开拓创新，进而成为中国乃至全球范围

内最有影响力的风电整机制造企业之一。

风电行业 20 余年的丰富经验和 15 年的

专注研发，使金风科技的永磁直驱型风电机组

产品不仅享誉国内，而且受到国外市场的青睐。

迄今为止，金风科技的产品已经成功地运用到

全球 6 大洲的 18 个国家的风电场。

在国外各类运行环境中，金风科技部署了

能够适应不同环境风电场的定制机型，譬如厄

瓜多尔的高海拔项目、智利的低风速项目、巴

基斯坦的高温项目、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低温项

目，此外还包括抗冰冻、潮间带和近海型整机

产品。

以本地化推动国际化

金风科技始终秉承“以本地化推动国际化”

的理念来开拓国际市场，通过在技术、人才、市

场、资本和管理五个维度进行本地化运作，着力

于推动当地就业和推出适应性、多样化的产品来

提高其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

在其服务的所有海外市场，金风科技都符

合负责任合作者这一形象。在一些关键的区域

市场，金风科技聘用当地团队管理市场和营销

工作，建立本地供应链，保障地区融资，管理

风电场建设，并提供运维服务。截至 2012 年

9 月，金风科技国际业务团队的工作人员已超

过 300 名，分别服务于北美、中美和南美、欧

洲、大洋洲、亚洲、非洲等海外市场。这些海

外市场的业务团队中，95% 以上是经验丰富的

当地优秀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

全球化管理和当地智库策略确保了金风科

技在海外拓展过程中持续取得成功。2011 年，

金风科技海外市场销售收入占集团总营业收入

近 10%，这一数据到 2015 年预计将达到 30%
以上。截至 2012 年 9 月，金风科技出口到海

外的风电机组总容量超过 300 兆瓦，而定于近

期交货的海外项目超过 350 兆瓦。

公司的全球市场布局

自从 2010 年在美国设立办事处后，金

风科技在美洲地区已经取得了 18 个风电项

目，总装机容量超过 300 兆瓦。其中包括美国

的 14 个风电项目，巴拿马的 Penonome 风电

金风科技的

本刊记者	苏晓

海外布局
克服困难

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

积累经验

学习成长

克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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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厄瓜多尔的 Villonaco 风电场以及智利的

Negrete 和 Ckani 风电场。

美国 Shady Oaks 风电场项目是金风科

技迄今为止最大的海外风电项目，总装机容量

为 109.5 兆瓦，目前已成功并网，为大芝加哥

地区的家庭和商业供应着经济、清洁的能源。

2012 年 6 月，金风科技宣布将为美国佛蒙特

州一个由当地银行融资支持的项目供应 2.5 兆

瓦风电机组。另外，位于美国乔治亚山的 10
兆瓦风电项目所发电量也将满足约 4200 户家

庭的日常使用。

在中美和南美风电市场，金风科技也取

得了较大成功。金风科技（美国）和 Union 
Eolica Panamena 最近宣称，巴拿马哥克列省

的 Penonome 多阶段风电场项目将使用金风科

技的 2.5 兆瓦永磁直驱风电机组。金风投资公

司已经确认将为该风电场项目第一阶段建设提

供所需资金，该风电场预计在 2013 年开始运

营，并成为巴拿马乃至中美洲最大的风电场项

目。在厄瓜多尔，金风科技正在建设该国的第

一个风电场——Villonaco 高海拔风电场。

在过去的几个月，金风科技（美国）在拉

丁美洲收获颇丰。由于在智利、巴拿马和厄瓜

多尔的整机产品销量已接近 200 兆瓦，从而奠

定了总部位于芝加哥的金风科技（美国）在竞

争日益激烈的拉美市场中的领导地位。

在非洲市场，金风科技的表现也相当活

跃，其在非洲的第一个项目——埃塞俄比亚

Adama 风电场已经成功并网发电。为表彰

Adama 风电场项目对非洲可再生能源发展的

示范作用，金风科技被授予了“2011 年度非

洲最佳风电项目奖”。

同样，金风科技在澳大利亚的风电市场

也开始加快发展。2012 年 6 月，金风科技完

成了其在澳大利亚的首个风电项目 Mortons 
Lane 风电场的转让。目前该项目已经建设完

↓金风科技员工在永磁
电机上工作。



封面 | Cover Article

28  风能 Wind Energy 

成，预计年底前并网运行，装机 13 台 1.5MW
直驱永磁机组，是澳洲市场的首个直驱机组项

目。2012 年 7 月，金风科技在澳大利亚开发

的第二个风电项目 Gullen Range 风电场已获

得了当地电网公司 Transgrid 的并网许可，该

风电场成为首个使用金风科技 2.5 兆瓦风电机

组的澳大利亚项目。

最近，金风科技在泰国达成了一份协议，

将向该国 THEPPANA 风电场项目提供风电机

组，这标志着金风科技首次打入东南亚市场。

2012 年 9 月，金风科技与泰国国家电网公司

下属子公司 EGCO（Electricity Generating 
Public Company Limited）签订了一份合同，

将向 EGCO 泰国首个风电项目 THEPPANA
风电场提供 3 台 GW109/2500 低风速型永磁

直驱风电机组和SCADA风电场中央监控系统。

金风科技执行副总裁兼金风国际首席执

行官王海波认为 ：“得益于全面的国际化战略，

金风科技不仅在美国、澳大利亚等风电成熟市

场取得了显著业绩，开发了大规模的风电场项

目，同时也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等新兴市

场积极布局。在巴基斯坦、泰国等亚洲国家成

功获得新订单也说明金风科技的机组产品和服

务正逐步获得全球客户和风电市场的认可。”

通过国际化认证获得全球认可

除了不断扩展的国际化步伐，金风科技

的产品设计和生产工艺也获得了全球认可。其

GW87/1500 低风速机组已经获得德国汉德

TÜV Nord 设计认证，证明该机组各项设计符

合国际标准，有利于推动金风科技深度拓展海

外市场。GW87/1500 型风电机组的风轮直径

为 87 米，额定功率 1.5 兆瓦，专为年平均风

速在 6 米 / 秒 ~8 米 / 秒的 IEC 三类风区设计。

2012 年 9 月，金风科技的 GW93/1500
超低风速风电机组获得了北京鉴衡认证中心

（CGC）的设计认证证书，这表明 GW93/1500
型机组各项设计符合行业认证标准和国家相关

安全标准，并与国际认证标准体系接轨，为产

品进入国际市场创造了条件。

GW93/1500 超低风速风电机组的风轮直

径为 93 米，额定功率 1.5 兆瓦，专为年平均

风速低于 6.5 米 / 秒的 IEC 四类弱风区设计。

该机组是目前国内市场 1.5 兆瓦整机产品中风

轮直径最大、发电效率最高、度电成本相对较

低的产品。根据设计要求，该机型在年平均风

速 5.5 米 / 秒（标准空气密度和瑞利分布）条

件下年发电小时数可达 2000 以上。

以优质服务铸造光明未来

作为一家风电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金风

科技的业务涵盖风电机组研发、制造和销售，

“一站式”风电服务及风电场投资、开发和销

售等多个环节。其中，风电服务是金风科技增

长战略的关键。为保证公司竞争力，金风科技

从风能资源评估开始，业务一直延伸到项目授

权和运维阶段，以涵盖风电场整个生命周期的

综合服务体系持续改进服务质量。至今，金风

科技已经累计维修风电机组超过 4000 台。自

2008 年以来，SCADA 系统和能量管理平台的

累计销售量分别超过了 250 套和 120 套。

金风科技还为风电场运营者和投资者提供

已经完成前期投资并安装有金风科技直驱永磁

机组的风电场。利用其在研发、制造和风电“一

站式”服务方面的竞争优势，金风科技尽力使

其客户的风电场投资价值实现最大化。金风科

技处于运行当中的风电场由其子公司——天源

科创公司经验丰富的服务人员来管理，天源科

创也通过其“一站式”风电服务来保证装有金

风科技永磁直驱机组的风电场生命周期价值实

现最大化。

尽管风电产业面临着全球经济低迷、产业

重组和国内外竞争激烈等各种挑战，金风科技

仍然坚持不断创新的理念，维持着特有的战略

价值。面对复杂和偶有不利的产业环境，金风

科技加大新产品开发步伐，改良现有产品，优

化生命周期成本，通过优质服务不断拓展其国

际市场。



Cover Article | 封面

2012年第11期  29  



封面 | Cover Article

30  风能 Wind Energy 

随着我国风电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大和产业

实力的不断增强，国内风电设备制造领军企业

的技术与服务也更加成熟和完善。对于国内的

风电企业而言，走出国门，放眼海外，建设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基础已经具备，并已经成

为优势企业的必然选择。2012 年开始 , 华锐风

电相继在北美、南美、澳大利亚、欧洲、印度、

南非等地建立子公司，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并

在多个市场取得突破。

作为新兴市场代表，南非的风电市场方兴

未艾。2011 年，在总规模为 634 兆瓦的南非

政府第一轮风电设备采购招标的 8 个项目中，

华锐风电中标 2 个，共计 54 兆瓦，成为所有

中标企业中唯一的一家中国风电企业。这一成

就，在实质性地推进中南两国在清洁能源领域

合作的同时，也为华锐风电打开了通往非洲市

场的大门。

华锐风电在南非第一轮风电设备采购招

标中中标的两个项目规模都是 27 兆瓦，分

别为位于南非西开普敦省的 Kliphewel 风电

场项目和位于东部伊丽莎白港库哈工业区内

的 Van Staden 风电场项目。两个项目均选用

SL3000/113/HH90 机型，SL3000 系列风力

发电机组是技术先进的全球主流机型，可完全

满足陆上、海上以及潮间带等不同区域的装机

需求。该项目采用的机组额定功率为 3 兆瓦，

开启南非之旅

叶轮直径 113 米，轮毂高度 90 米，采用多项

全球首创专利技术，具备低电压穿越能力，适

应全球所有风区类型、环境条件和电网导则要

求。具有单点支承的主传动链，高性能的发电

系统，性能优越的变桨系统，优化设计的齿

轮箱，电网友好机型，周全的防雷措施等技

术特点。

华锐风电一直重视拓展海外市场，并看到

了非洲风电市场的巨大潜力。南非政府制定了

促进风电发展的政策措施，并且政策的稳定性

较好，在新能源建设领域一直走在非洲前列。

早在 2008 年，华锐风电就开始开发非洲市场，

通过大量的市场调研，依靠自身领先的技术，

积极联系立志于开发风电市场的有实力的当地

企业，并与当地有实力的开发商建立了良好的

合作关系，多方合作共同开拓南非风电市场。

Kliphewel 风 电 场 项 目 开 发 商 是 Bio 
Therm Energy，该公司成立于 2003 年，是

南非可再生能源领域领先的开发商之一。作

为南非首批独立发电企业之一，Bio Therm 
Energy 公司致力于提供清洁的可再生能源，

在南非东部、西部、北部省份开发一系列风电

和太阳能发电项目，并在非洲、欧洲、北美拥

有多年开发、施工、运营可再生能源项目的经

验。作为华锐风电的合作方，来自西班牙的伊

比德罗拉公司（Iberdrola）和南非本地的第

华锐风电

克服困难

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

积累经验

学习成长

克服困难

文/杨阳 杨丽丽 朱欧宁



Cover Article | 封面

2012年第11期  31  

五集团公司（Group 5）经验丰富，实力雄厚。

承担项目设计及施工任务的伊比德罗拉公司迄

今为止累计安装发电容量已达 4500 万千瓦，

其中风电装机容量已达到 1253.2 万千瓦，风

电场建设经验非常丰富，在全球 40 多个国家

运营着风电场。而南非第五集团公司，作为南

非当地实力最为雄厚的施工方之一，在风电场

建设领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该公司还拥有最

高的 BEE 等级，这对项目达到南非当地本地

化的要求非常重要。

Van Staden 风电场项目业主为Metrowind，
EPC 总承包商为 Basil Read。Basil Read 公司

历史可以追溯到 1952 年，1987 年在约翰内斯

堡股票交易市场上市，2008 年营业额达到 50
亿南非兰特（约 39 亿元人民币），在 2008 年

和 2009 年，连续两年 在《星期日泰晤士报》 
企业实力调查中位列第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Kliphewel 风电场

项目和 Van Staden 风电场项目都由南非当地

标准银行（Standard Bank Group）提供项目

融资。标准银行在技术、法律、成本核算等方

面均聘请欧美风电行业领先咨询公司提供专业

意见，作为对上述两个项目提供项目融资的基

础。华锐风电在南非中标的这两个项目，是中

国风电整机制造企业首次在境外依靠境外银行

提供项目融资的项目，对于中国风电设备制造

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有着重要的标志性意义。

目 前 Kliphewel 风 电 场 项 目 和 Van 
Staden 风电场项目已进入合同最后谈判阶段，

华锐风电正紧锣密鼓地与各方合作，共同完成

合同的最终签署。其中 Van Staden 风电场已

开始进行相关基础建设工作，塔筒基础环已于

2012年8月发货，并于9月21日顺利到达南非。

在开拓国际市场的过程中，作为率先走出

去的中国风电企业之一，华锐风电经历了对所

在国及其当地政府的政策法规不断摸索和了解

的艰难历程。南非能源部对投标方认证的要求，

最初局限于欧美认证机构，通过与中国北京鉴

衡认证中心的共同努力，目前南非政府已经接

受鉴衡认证出具的认证证书，从而为华锐风电

参与上述项目的竞标扫除了最后的障碍。这是

国内风电整机制造企业与国内认证机构合作共

同走向海外市场的经典案例，同时中国风电企

业迫切希望鉴衡认证能够加大海外市场宣传力

度，使中国的知名认证品牌为越来越多的国家

所采信，也希望中国风能协会等行业组织加快

推进对海外市场政策包括本地化要求、电网要

求等方面的研究，为中国风电企业开拓国际市

场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华锐风电始终把“以客户为导向、以客户

满意为目标”作为自己的服务理念，及时和全

方位地关注客户的每一个需求，通过提供全面、

专业和快捷的服务，提升客户的满意度和忠诚

度。同时巩固与开发商、合作方的良好关系，

凭借强大的技术研发能力、过硬的企业实力，

开拓更广阔的市场空间。2012 年 2 月，华锐

风电的两台 3 兆瓦风电机组在瑞典西部小镇莫

尔科姆投入运营，由此开启了中国风电品牌的

欧洲之旅。 （本文作者供职于华锐风电国际业

务部）

↓安装在瑞典的华锐风
电3兆瓦风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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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衡认证

2012 年 2 月 1 日，是值得中国风电界关

注的一个日子。

这一天，南非能源部发布公告称，在其可

再生能源项目招标中采信鉴衡认证中心（CGC）

的风电设备认证证书，这表明鉴衡认证的证书

同挪威船级社（DNV）、德国劳氏船级社（GL）、
美国保险商实验室（UL）等世界知名机构的

证书一样，成为风电设备进入南非风电市场的

通行证。

在此之前，国际电工委员会风力发电

机 组 技 术 分 会（IEC TC88） 主 席 Sandy 
Butterfield 致信南非能源部部长 Magubane 
女士，希望南非能源部采信鉴衡认证中心（以

下简称鉴衡认证）的风电设备认证结果。“我

欣喜地看到，鉴衡认证积极地参与国际电工

委员会认证咨询委员会（CAC）的各项工

作，为促进国际统一认证作出了贡献。” Sandy 
Butterfield 在信中表示，“中国已经建立起了

一套行之有效的风电认证体系，鉴衡认证这样

一个严格执行国际通行认证规则、负责任的认

证机构，其成就令人尊敬！” 
鉴衡认证的国际化步伐是从风能技术与国

际接轨开始的。据 Sandy Butterfield 回忆，

大约是几年前的一天，鉴衡认证中心主任秦海

岩找到他，希望能够获得 IEC 认证程序方面的

培训。秦海岩参加了在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

助客户“出海”

验室的培训，并将有关国际标准的学习成果带

回中国。在秦海岩看来，要迈出鉴衡认证与国

际接轨的第一步，关键还在于团队要具备风能

认证的技术能力。

“到欧洲去领略最先进的风能技术，弥补

中国风能认证机构与国际接轨的技术短板”成

为秦海岩2003年最想做的事情。此后的4年间，

鉴衡认证先后派员到德国、丹麦等风电技术先

进国家的设计机构和风能咨询机构学习风电机

组设计技术和流程，实质性参地与了一些前沿

技术培训、业务实践和项目合作，大大提升了

鉴衡风能认证团队的技术能力。

鉴衡认证风能事业部经理张宇回忆说，正

是最初在欧洲的研习经历让他看到了中国风电

制造业在掌握核心技术方面的差距，而弥补差

距又使他增强了对鉴衡风能认证与国际先进技

术接轨的信心，这也为鉴衡认证建立与国际接

轨的风电认证体系奠定了技术基础。

2007 年 7 月 18 日，鉴衡认证向华锐风电

颁发了首张风电机组认证证书，这也是中国风

能行业的首张认证证书，成为中国风能行业设

备质量监管和技术进步的标志性事件。“鉴衡认

证与中国风电一同成长，见证了中国风电成为

世界市场大国的历程。” 回顾鉴衡认证的历程时，

秦海岩感慨地说，“从服务中国风电发展的角度

看，鉴衡认证已经实现了保障设备质量、促进

本刊记者	薛辰	李少彦

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

积累经验 克服困难

学习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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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这两大战略目标，

目前正在推进的认证结果采信国际化已上升为

鉴衡认证服务中国风电企业‘出海’的核心战略，

这也是鉴衡认证最为看重的价值取向。”

这一点也得到了金风科技董事长、首席执

行官武钢的认同。2012 年春节，武钢在发送

给秦海岩的拜年短信中表示，“从十多年前第

一版‘规范’在新疆天池出台，到如今鉴衡认

证品牌得到国际领域的认可，这期间有多少的

付出和艰辛！为了中国风电事业，你们坚守，

坚韧，持之以恒，中国风电界感谢你们”。

 业内人不难理解武钢对鉴衡认证的赞誉

之言。政府对鉴衡风能认证结果的采信，使得

像金风科技这样一些获得鉴衡风电设备认证证

书的制造商，不仅得到了国内产业激励政策的

支持，也得到了国际风电界的高度关注。

 据 BTM 统计数据，2010 年、2011 年连

续两年，中国都有包括金风科技在内的 4 家中

国风电整机制造商进入全球销量前 10 名，向

欧洲等传统制造商提出了挑战。但是，从这些

制造商的销售份额看，正是中国市场这个坚强

的后盾支撑了这些公司近几年的发展，而海外

市场一直是中国风电制造企业最为薄弱的环

节，也是最难突破的困局，尽管中国企业做出

了种种努力，可结果却并不令人满意。

“我们一直在寻求风电整机出口，也付出

了很大的努力，可就是得不到国外市场的认

可。” 一家风电设备制造企业的负责人告诉《风

能》杂志记者 ：“尽管我们的机组质量没有任

何问题，对售后服务以及设备维护作了承诺，

只是因为我们缺少了一张权威认证机构颁发的

认证证书，还是被挡在了目标市场的门外。” 
显然，中国风电设备制造企业产品遭遇了

国外市场的认证壁垒。总体看，海外风电市场

对认证的要求有两种，一种是来自政府部门的

强制性认证要求，另一种是政府部门对认证不

作限定，但项目开发商、投资人、放贷金融机

构以及项目保险公司会对项目设备采购提出相

应的认证要求。

尽管获得一张国际知名机构的认证证书就

意味着获得了产品“出海”的一张通行证，但

由于各国市场对认证的要求以及在采信哪家机

构的认证结果方面并不一致，一张国际知名认

证机构的认证证书并不能“通吃”所有的海外

市场，这种情况不仅增大了企业的认证成本，

也使一些企业在获得国外机构认证证书的同时

也错失了目标市场。这让中国风电设备制造企

业深感无奈。

 “中国风电设备制造企业产品出海的困

惑，正是鉴衡认证致力于通过国际化采信进程

要解决的问题。”鉴衡认证副主任陈雪松告诉

《风能》杂志记者，“这一路程，鉴衡认证走得

并不容易，尽管也有走过弯路的懊恼，但并没

有因此停滞前行的脚步。”

当时，在国内风电设备制造商和国内有关

方面看来，让海外市场采信中国认证机构的风

电产品认证结果几无可能，而鉴衡认证却想改

变这一点。“为此，鉴衡认证从三个方面做出

了最大努力，有收获后的喜悦，也遭遇了行进

中的坎坷。”陈雪松说。

最初，鉴衡认证打算通过双边互认的途径，

以期实现与国际知名认证机构风电设备认证结

果的互认，但由于双方在认证模式、运作方式、

利益诉求等方面的差异，以及比对项目内容的

复杂性，这项事宜的进展十分缓慢，距离达成

双边互认结果还遥遥无期。

 “为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在多边互认上付

出了更多的努力。”陈雪松说。他所说的多边

互认，其实就是在国际风电领域推进风电设备

认证结果的“通用性”。2010 年初，鉴衡认证

开始实质性地参与国际电工委员会风力发电

机组 第五部分：风电机组叶片（IEC 61400-5 
WIND TURBINE GENERATOR SYSTEMS 
– Part 5: Wind Turbine Blades）标准的制定

工作。为积极推动风电认证结果的国际互认，

2011 年国际电工委员会合格评定局（CAB）成

立风电机组认证咨询委员会（CAC）。该委员

会成立伊始，鉴衡认证就成为其下设认证机构、

实验室这两个分委会的成员。这在陈雪松看来，

“鉴衡认证对 CAC 工作的深度参与将有助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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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中国风电认证结果国际采信的话语权。” 
进入 CAC 只是鉴衡认证致力于认证结果

国际化采信的重要一步，利用国际化平台提升

风电认证结果的影响力也是鉴衡认证的一个选

择。2012 年 2 月 22 日至 23 日，鉴衡认证在

北京承办 CAC 第三次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

目的是讨论制定国际电工委员会风电机组认证

机制路线图，最终实现风能相关认证的统一标

准、统一程序，实现认证结果的全球互认。在

陈雪松看来，“通过这一国际化会议平台，来

自全球风电以及风能认证领域专家和官员，进

一步认识到了鉴衡认证风电认证体系与国际标

准接轨的一致性。”

秦海岩坦言 ：“尽管鉴衡认证在通过国际

电工委员会多边互认这一途径寻求认证结果国

际化采信上付出了很多心血，但还没有取得实

质性的结果。”客观地看，达成多边互认是一

项周期很长的工作，即便有了互认协议，真正

予以实现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怎么办？鉴衡认证做出了改变。

在暂时做不到认证结果互认的情况下，何

不在国际风电市场打出鉴衡认证品牌、树立鉴

衡认证权威，让海外市场采信鉴衡认证风电设

备认证的结果呢？这像一束光照亮了鉴衡认证

风电设备认证结果国际化采信的路程。

于是，鉴衡认证强化了国际团队的力量，

加大了资源投入。“一方面，将中国风电企业产

品出海的目标市场作为鉴衡认证结果国际化采信

的主攻区域，让鉴衡认证证书成为这些企业的产

品进入目标市场的通行证；另一方面，通过海外

市场调研，确定中国风电产品出海的潜在目标市

场，率先为中国风电产品未来出海做好‘通行’

铺垫。”陈雪松告诉《风能》杂志记者，“鉴衡认

证在推进风电认证结果国际化采信方面，对不同

市场采取不同的市场策略，并取得了积极进展。”

陈雪松举例，在南非，政府对风电项目

设备采购提出了强制性要求。为使南非市场采

信鉴衡认证的结果，鉴衡认证国际团队和 IEC 
TC88 主席 Sandy Butterfield 先生进行了沟

通，Sandy Butterfield 致信南非能源部部长，

建议南非能源部采信鉴衡认证的风电设备认证

结果。正是因为南非政府对鉴衡认证结果的采

信，华锐风电的机组产品才能顺利出口到南非。

在美国，为风电项目贷款的银行或为项目

提供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会对项目采购提出认

证要求。而在厄瓜多尔，对认证的要求则来自

项目开发商，对认证结果的采信也相对灵活。

这些情况，鉴衡认证国际团队都有积极的对策。

2011 年 9 月，第二届中美可再生能源产

业论坛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之际，鉴衡认证同花

旗（Citigroup）集团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花

旗集团采信鉴衡认证的风电设备认证结果，这

意味着在全球范围使用花旗银行贷款的风电项

目要采购获得鉴衡认证证书的风电设备。

据接近鉴衡认证的一位业内人士透露，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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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认证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南非标准银行等金

融机构就采信鉴衡风电设备认证结果的合作会商

正在进行当中。此外，鉴衡认证还与伊朗一家风

电开发商展开合作，计划通过签署合作战略协议

的方式，促进中国风电设备出口伊朗市场。

这些只是鉴衡认证国际化采信的一个缩

影。如今鉴衡认证证书已被美国、澳大利亚、

罗马尼亚、土耳其、埃塞俄比亚、苏丹、厄瓜

多尔、智利、巴西、阿根廷等国家市场不同层

面地认可或采信。

华锐风电的一位负责人证实了这一点。这

位负责人告诉《风能》杂志记者，在全球风电

设备认证结果的采信方面，鉴衡认证的证书与

其他国际知名认证机构的证书并没有什么差

异，中国企业在考虑产品出口海外目标市场时，

也不再因为舍近求远做认证而劳民伤财。

但并不是所有的中国风电设备企业都这

么认为。有些企业还是惯性思维，认为海外认

证机构的认证证书更有市场通行性。有些企业

则是因为不了解鉴衡认证结果国际化采信的情

况，而继续寻求国外认证机构的认证。由此可

见，鉴衡认证还要在引导市场方面付出更多、

更扎实的努力。

其实，鉴衡认证国际化采信进程得以顺

利进行，也受益于多年的国际合作。通过承担

世界银行、能源基金会、全球环境基金、国际

能源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世界自然基金会等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的

项目，鉴衡认证不仅提高了自身的技术研发能

力，也通过这些国际组织将鉴衡认证品牌推向

了全球风电市场。

当然，鉴衡认证在中国可再生能源领域的

研发能力和实力，也是这些国际组织和研究机

构与其合作的重要原因。这家认证机构承担了

中国“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多个可再

生能源认证科技项目，建成了中科鉴衡风电机

组检测实验室、国家能源风能太阳能仿真与检

测认证技术重点实验室，并成为中国国家可再

生能源中心战略合作机构。

不过，在风电认证结果国际化采信市场，

鉴衡认证仍旧面临来自知名国际认证品牌的强

势压力。在未来的风电认证国际市场上，鉴衡

认证将是一个不可被忽略的角色。因为，中国

作为风电市场大国在成为世界风电强国的过程

中，定会产生全球知名的国际化认证机构。而

这，正是鉴衡认证扎实努力的方向。

←鉴衡认证工作人员在
进行现场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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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向文波和吴佳梁成为国内

外媒体关注的“风云”人物，因为两位所在的

中国三一集团将美国总统奥巴马及其政府机构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告上了美国的

法庭。这桩史无前例的诉讼案，由于被告的特

殊身份，而显得有些“无望”，但同时又那么

的令人充满希望，希望在于行动本身，在于它

所体现出的中国企业的“亮剑”精神以及为寻

求公平的国际贸易环境而奋战的勇气和决心，

而开启了中国企业在国际上运用法律武器维护

自身权益的新时代。

事情的起因是三一集团在美关联企业罗尔

斯公司（Ralls）从一家希腊公司手中收购的位

于美国俄勒冈州的一个风电项目 Butter Creek，
在刚刚开工建设不久，即遭到美国外国投资委

员会审查，并下令禁止该项目建设，没收所有

设备，致使三一集团损失达 2000 万美元。随后，

奥巴马总统在该委员会提交的申请上签字，使

针对这个项目的禁令永久生效。无论是外国投

资委员会的审查和两道禁令的连续下达，还是

自 1990 年以来美国总统首次以国家安全为由否

决了一项商业交易，都令人颇为费解。尽管距

事情的发生已经有了些时日，但三一集团总裁

向文波一直无法平静：“这个项目是从别人手里

买来的，在此之前别人在这里已经安装了风力

发电设备。可美国说项目影响国家安全，需要

本刊记者	于贵勇

6 月 13 日，中国

亿城集团发出公告，

表示准备收购该项目。

5 月，Ralls 公司与中国亿城集

团签订项目转让合同，约定项目建

成后将项目转让给亿城集团。

期间，Ralls 公司配合美国海军

将最北面的项目场址进行了南迁。

4 月 5 月
6 月

13 日

6 月
14 日

三
一

集
团

起
诉奥巴马事

件
时

间
表

三一集团在美关联企业罗尔斯公司（Ralls）与希

腊 Terna US 签订资产收购合同，Ralls 公司正式收购

Terna US 公司的位于美国俄勒冈州西南 12 英里处风电

场建设项目 Butter Creek 项目，项目由 4 个相对独立

的 4 兆瓦风电场组成，并取得项目所有审批和许可。项

目总值约 1300 万美元。

4 月，项目公司与美国当地知名

建筑商签订合同，由这个公司负责项

目建设，Ralls 公司作为项目监理，负

责项目建设管理、进度协调等工作。
三一集团收到美国外国投资

委员会（CFIUS）通知，请 Ralls

集团根据规定对项目进行披露。

三一集团提

供了项目交易相

关报告。

2 月
28 日

6 月
28 日

一场官司与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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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我们同意搬迁，但是我们希望得到一些

补偿。搬迁后人家又不同意我们建，我们愿意

转让给别人，甚至转让给美国人，美国说不行，

你不但不能转让，中国人还不能进去，财产还

不能搬走。这种逻辑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理性

所能理解的范畴。”

向文波的愤怒和困惑完全在情理之中。此

种事情在美国的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据

三一集团副总经理、美国罗尔斯公司首席执行

官吴佳梁介绍，自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成立以

来，仅在老布什政府时期否决了一例外资并购

案。“但三一集团所涉案例，既不是收购美国

的企业，也不是收购美国的技术，而是典型的

投资行为，是能够给美国社会创造税收和就业

机会的，也符合奥巴马政府为吸引海外投资而

提出的‘选择美国计划’的宗旨，却被美国政

府以‘莫须有’的罪名而粗暴地禁止了。”吴

佳梁说道。

作为事件的亲历者和主要负责人，吴佳

梁对事件在后期的急转直下深感意外，他怎么

也想不到，在前期与外国投资委员会一直保持

着良好沟通的情况下，对方为什么会突然“翻

脸”。“至今我们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美国外国

投资委员会要对这个项目展开调查。7 月 11
日我代表三一集团赴华盛顿参加了该委员会的

听证会，会上气氛非常友好，会后专业律师给

我们的结论是会议召开很成功，会上也没有该

委员会的任何官员提出让我们停止建设，只告

诉我们很快会有一个结果。7 月 11 日到 25 日

之间，我们收到对方发来的一个简单通知，要

求风电机组上不能有任何标记，尤其只能用白

色，我们当即表示服从要求，并马上进行了更

改。在 7 月 25 日该委员会发布第一道禁令时，

我们还理解为这个地区可能比较敏感，不能让

中国公民持有该项目。在此期间我们试图将项

目转让给美国公民持有的公司，以满足其要求。

8 月 2 日该委员会发布第二道禁令，命令除了

第一次的全部内容之外，不但禁止我们转让项

目，还没收所有设备。在此期间我们曾多次试

图与其沟通，希望理解我们的处境，对因执行

其命令造成的损失予以合理赔偿，该委员会却

以国家安全为由命令我们走人，明确无任何赔

偿。”吴佳梁的委屈和怒火溢于言表，“是不是

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就可以违背美国宪

法精神随意剥夺我们的财产？到目前为止最令

我们感到困惑的是，在美国境内的海外合法投

资和合法经营还受不受到法律的保护？”这一

连串掷地有声的追问，也深深地触疼着计划在

美国市场谋求发展的中国企业家们，尤其是联

想到前不久中国企业华为和中兴在美国如出一

7 月
25 日

10 月
1 日

召开项目听证会，三一集团

副总经理、Ralls 公司首席执行官

吴佳梁代表三一集团赴华盛顿参加

听证会。会上没有 CFIUS 官员提

出让该项目停止建设的意见。

CFIUS 下发禁令，以国家安全

为由要求三一集团立即停工，移走全

部设备，禁止任何人进入，只允许

CFIUS 同意的美国人进入移走设备。

CFIUS 又 追 加 第 二 次 禁

令和修改令：该项目禁止使用

三一集团设备；该项目禁止转

让直到所有设备移除完毕；告

知 CFIUS 买方信息，10 个工作

日内未被CFIUS拒绝方可交易。

三一集团正式起诉

CFIUS，要求美国政府

赔偿 2000 万美元损失。

9 月 28 日， 美 国 总

统奥巴马签署总统令，使

CFIUS 对 Ralls 公司项目

的禁令永久生效。

三一集团将

美国总统奥巴马

追加为被告。

7 月
11 日

8 月
2 日 9 月

28 日
7 月 11 日 到 25

日之间，CFIUS 通知要
求三一集团风电机组上
不能有任何标记，尤其
只能用白色，三一集团
随即进行了相应更改。

8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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辙般的遭遇，不禁令人对中美在高新产业领域

的合作前景感到担忧。

据美国法律事务专家的有关文献，我们可

以看到，依据美国《2007 年外国投资与国家

安全法》中关于“受管辖的交易”的概念，由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确定是否对某项交易进行

审查。其中，对于“外国人将其控制的美国企

业转交于另一外国人的交易”，明确在审查之列。

原则上，若外国人在美国进行创业或投资开发

新项目，则与外国投资委员会无关。但即便如此，

根据上述法案，非新建的尚未施工的风电项目，

仍可能涉及到外国投资委员会关注的问题，如

投资者的身份、与外国政府的关系或项目靠近

国家安全资产等。但退一万步讲，假设对一个

总规模仅有 1.6 万千瓦的项目的审查师出有名，

也不能随意“没收”别人的合法财产。

三一集团关联企业罗尔斯公司的 Butter 
Creek 项目真的影响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吗？

吴佳梁手里拿着一张项目所在区域的地图，向

记者说明情况。项目距美国一个军事基地有

1000 多公里，在飞机投弹训练区内，只有

Butter Creek 项目 4 个相对独立的风电场中

的一个，并且已经按照美国海军的要求将项目

场址向南进行了移动，美国海军方面还对罗尔

斯公司的配合表示了感谢。区域内并无任何标

志显示是军事区，并且已有众多已经运行的和

在建的风电场项目，包括丹麦等美国之外的风

电设备都在其中。图中显示，罗尔斯公司的项

目分散在其他风电场之中，并无任何特别之处。

“项目开工建设前得到了专业团队的确认，全

部手续完整合法。承建方是美国当地有名的老

牌建筑商 Silvey 公司，项目从地勘到设计，从

原材料采购到施工，全部由他们完成，三一集

团派出的监理也是美国公民，没有任何一个中

国人到过现场。”吴佳梁补充道。

“美国政府如果以国家安全为名，公然违

反双边经贸条约和世贸组织公平贸易原则，则

将开启一个恶劣的先例。”商务部国际贸易经

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邢厚媛说道。按照中国现

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牛新春教

授的分析，美国政府此举的背后，既有经济竞

争的原因，也有政治原因。从经济上讲，美国

对具有科技含量的、中方有竞争优势的行业和

企业，都持提防的态度。在政治上，美国一直

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不信任，对我们的经济体制

不信任，在很多美国人看来，不管中国企业是

国营的还是私营的，都摆脱不了中国政府的影

响，这让他们觉得比较担心。“而有鉴于奥巴

马政府为拉选票所极力推行的促进就业措施，

美国总统大选作秀的因素，反倒不是很突出。”

牛新春说道，“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上，政

府做事的透明度并不是很高，很难确切知道对

方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 
三一集团总裁向文波的看法与国际问题

专家的分析是一致的，在他看来，风电项目在

美国受阻，意味着中国与发达工业国家的蜜月

期已经结束，随着中国高端制造领域竞争力的

明显提升和低附加值的“世界工厂”角色的转

变，欧美企业的核心利益受到了挑战，中外贸

易关系将进入摩擦增多的时代。他呼吁中国政

府尽早成立类似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对等

机构，在国际经贸往来中为中国企业争取更多

的话语权。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由美国政府 8 个行政

部门和 7 个白宫机构组成。面对如此“豪华”

的阵容，再加上美国总统，三一集团的这桩诉

讼案显得胜算渺茫。“尽管存在各种不确定性，

但是依法维护我们自身的权益，已经成为我们

最后的选择。”向文波说道。由布什政府时期

的总检察长、副总检察长、白宫副法务长、克

林顿政府时期美国海军首席律师以及美国美瑞

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组成的三一集团的精英律师

团队，陪同吴佳梁等待到诉讼有效期行将结束

的前 3 分钟，才发出了确认诉讼的邮件。

依据美国相关法律和诉讼程序，不管

11 月 28 日后本案是否会进入实质审理阶段，

但三一集团在“无奈”之间已经开启了一个

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企业要用自

己的努力和智慧，去建设属于这个时代的“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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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安全审查：
对中国能源投资者的特殊挑战

[链接]

来自中国的投资者与供货商往往会发现中

美两国的法制环境有很大的不同。一方面，在

美国成立公司发行股票一般通过登记注册进

行，而不是审批，这比在中国简单得多 ；而

另一方面，美国的普通法体系似乎带有更为浓

厚的诉讼色彩。中国企业对于在美国市场中所

面临的法律责任，往往不甚了解。尽管美国长

期欢迎外来投资，其法律体系的总体品质与公

平性也是公认的美国优势，但这一体系不乏累

赘之处。国家安全审查，即美国外国投资委员

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简称 CFIUS）的审查，就是对

中国能源投资者的一项特殊挑战。中国在美国

风能行业进行投资的各方，在完成交易之前应

注意评估是否需要通过 CFIUS 审查。

国家安全审查

依据《2007 年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

（Foreign Investment and National Security Act 

of 2007，简称 FINSA）对《国防生产法埃克森 -

弗洛里奥修正案》（Exon-Florio Amendment to 

the Defense Production Act）的最新修正，美

国总统有权审查所有“可能导致外方控制美国

跨国贸易参与者的合并、收购及接管”。该项

权力被依法授予给为达成上述目的而服务于总

统的跨机构组织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目前，

CFIUS 成员包括财政部长（担任主席）、国务卿、

国防部长、商务部长、国土安全部长、能源部

长、总检察长、美国贸易代表以及科技政策办

公室主任。此外，预算局长、经济顾问委员会

主席、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及国土安全助理

与经济政策助理，作为观察员，在适当的时候

参与 CFIUS 的工作。国家情报局长与劳工部长

则是无投票权的当然成员。

CFIUS 通常采用“自愿”通知程序。但是，

如果 CFIUS 未得到通知而认为某项交易牵涉

到国家安全问题，其也可以在任何时间对受管

辖的交易项目主动进行审查。如果 CFIUS 判

定交易涉及未解决的国家安全事宜，CFIUS 既

可以进行交涉，也可以采取诸如要求提供保证

书、国家安全局协议书或美国设施意图离岸预

告书等缓解措施，还可以建议总统亲自终止该

交易。

埃克森 - 弗洛里奥条款授予总统宽泛的自

由裁量权，对于“威胁到国家安全的”外方合

并、收购或接管“美国跨国贸易参与者”的行

为，总统可以实施其认为适当的措施，例如中

止、禁止或下令撤资。

埃克森 - 弗洛里奥条款没有对国家安全进

行定义，因为国会意在允许对该词条进行广义

解释。尽管如此，由财政部出版的《CFIUS 国

家安全审查操作指南》（Guidance Concern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Conducted by 

文/周天玮

注：本文摘自《投资美

国风电市场》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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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IUS）（简称《指南》）要求 CFIUS 成员的审

查工作应着眼于“受管辖的交易所引发的真正

威胁到国家安全，而不是与其他国家利益有关

的事项”。CFIUS 应体认到美国的“繁荣与安全”

是“建立在国家开放的基础上的”，从而在对

外开放投资的政策框架之下履行职责。

受管辖的交易

《2007 年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采用“受

管辖的交易”这一概念，来确定应受 CFIUS

审核及调查的交易类型。一般而言，受管辖的

交易包括以下几类 ：

（1）任何可能导致美国企业受控于“外国

人”（该词特指任何外国国民、外国政府或外

国实体，以及任何受到或是可受到外国国民、

外国政府或外国企业控制的任何实体）的交易；

（2）外国人将其控制的美国企业转交于另

一外国人的交易 ；

（3）导致或可能导致某实体或某资产中

涉及美国企业的任何部分，受控于外国人的交

易（这可能包括出售那些在买卖当时虽不独立，

但完全可能成为独立运作企业的分支部门或生

产线）。

若外国人在美国进行创业投资或投资开发

新项目，则与 CFIUS 无关。可再生能源开发

项目如果能归为新项目投资，即有理由不进行

备案。话虽如此，依据《2007 年外国投资与国

家安全法》的规定，非新建的尚未施工的风电

项目，仍可能会涉及到 CFIUS 所关注的问题，

例如投资者的身份、与外国政府的密切关系、

或是项目靠近重要国家安全资产因而可能导致

国家安全遭到破坏或引发间谍活动。

控制

如前所述，“控制”是 CFIUS 审查中涉及

到的具有门槛性的关键概念。“控制”的具体

定义是指“在某一实体、董事会代表席位、委

任代理投票、特别股份、合同约定、正式或非

正式的安排中，通过拥有多数或占主导地位的

少数投票权而产生的，通过采取一致行动或其

他方式确定、指导或决定影响某实体的重要事

项的直接或间接的权力，不论行使与否。就这

一宽泛标准，在判断究竟谁对某一实体拥有“控

制”权的时候，不仅取决于所有权比例，还取

决于谁拥有潜在决定权。因此，在埃克森 - 弗

洛里奥修正案的框架之下，一个对特定重要事

项拥有否决权的少数股东，可以被视为“控制”

了某一实体。

那些凡是不涉及经营方针、日常管理、

以及其他影响某实体的重要事项的决策，而只

是为了要保护少数股东基于投资产生的预期的

消极权利类型，则不构成控制。这些消极权利

包括 :

（1）防止某实体的所有或几乎全部资产被

出售或质押的权力 ；

（2）防止某实体与其主要投资者或该投资

者的关联方签订合同，或是为其主要投资者或

该投资者的关联方提供责任担保的权力 ；

（3）购买更多股份以防止利益稀释的权力；

（4）其他个案考虑的股东保护措施。

关键基础设施

尽管法律法规没有对国家安全这一词条

进行定义，但美国国会于 2007 年通过《外国

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澄清了它的含义，将关键

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及国土安全，作为与国家

安全同等重要的领域纳入管理范畴。《外国投

资与国家安全法》还要求国家情报局局长对任

何可能威胁到国家安全的投资进行审核。对总

统和 CFIUS 评估外商投资所需要的其他因素，

包括对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含义，法律也进行

了规定。

关键基础设施，是指那些一旦失能或破坏，

就会对国家安全、国家经济安全、公共健康及

安全构成妨害的，对美国至关重要的有形或无

形资产、系统及网络。

由此，关键基础设施涵盖了交通、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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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饮用水在内的食品生产和分配、关键材料

和能源、电力系统，以及包括证券交易在内的

金融系统。CFIUS 根据个别交易所涉具体资产

的重要性，在个案的基础上对交易是否涉及关

键基础设施进行判定。

依据《指南》，在对受管辖的交易是否构

成国家安全风险的认定中，有两类关键基础设

施因素是与能源相关的 ：

（1）对美国能源和其他关键资源及材料的

来源需求的长期规划产生潜在影响的交易 ；

（2）交易对包括主要能源资产在内的美国

关键基础设施所产生的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潜在

影响。

在 CFIUS 审查过并且认定存在国家安全

顾虑的受管辖的交易之中，有相当一部分涉

及到受外方控制的美国企业为美国政府、州

和地方权力机构部门提供产品或服务。这些

产品和服务所涉及的能源、自然资源以及其

他事项，会影响美国政府机构的职能运作，

可能导致国家安全遭到破坏或引发间谍活动。

在能源领域，国家安全的含义涉及价值链的

方方面面，例如 ：

（1）自然资源的开发 ；

（2）自然资源的运输（例如，通过管道

运输）；

（3）自然资源向电力的转化 ；

（4）对美国政府和公民消费者的电力供应。

威胁和漏洞

总之，CFIUS 的审查事项可以归结为威

胁和漏洞。关于威胁方面所涉及的审查事项一

般包括收购方（例如外国人）及其所属国是否

具有下列情形 ：

（1）具有遵守美国和国际上所制定的出口

许可协议，以及遵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导弹

不扩散协议的良好记录 ；

（2）向美国的潜在敌人出售先进的军事产

品和服务 ；

（3）针对特定先进美国技术进行未经许可

的采购 ；

（4）很有可能在国际冲突期间成为美国政

府机构和承包商的可靠供货商 ；

（5）有设计情报产品的名声 ；

（6）支持反恐战争，或具有合作反恐的良

好记录 ；

（7）由外国政府控制，或与外国政府之间

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工作关系 ；

（8）对美国的利益构成潜在的地区性军事

威胁。

关于漏洞方面所涉及的审查事项一般包括

被收购的美国企业是否具有下列情况 ：

（1）正在开发中的关键国防技术（例如，

前沿产品或制造技术）；

（2）《国际武器交易条例》或《输出管理

条例》规定的严格控制输出的先进技术 ；

（3）独特的生产能力或市场主导地位 ；

（4）高度机密的合同 ；

（5）在包括主要能源资产在内的各种关键

基础设施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产品或服务。

风电设施属于能源资产，交易中是否涉及

主要能源资产是问题的关键。风电场是一种发

电基础设施，问题的核心是，在一笔交易之中，

某一个基础设施存在的关键性有多大，而且问

题还在于这一笔风电交易是否会威胁美国的国

家安全。

受外国政府控制的交易

此外，在对威胁进行分析的时候，CFIUS

会调查由外国政府所有或控制的外方实体所进

行的投资交易。

受外国政府控制的交易，是指“任何可能

导致某个美国企业受控于外国政府、受外国政

府控制的人、或代表外国政府行事的人的受管

辖的交易”。受外国政府控制的交易可包括 ：

会导致美国企业受控于外国政府机构、国有企

业、政府社保基金、主权财富基金等交易。尽

管很多中国的能源公司是私人所有，但中国通

过建立主权财富基金和政府社保基金，已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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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实体的部分储备基金用于国外的一系列投

资活动之中 ；而且，中国能源产业中的一些企

业实质上是全部或部分为国家所有的。因此，

这个政府控制问题与一些中国可再生能源投资

者息息相关。

除了审查所有其他相关事实和情况之外，

CFIUS 会着重就以下因素对受外国政府控制的

交易进行审查 ：

（1）投资者的基本投资管理政策，在多大

程度上要求投资决策只考虑商业因素 ；

（2）实践中，投资者的管理和投资决策的

执行，在多大程度上独立于政府控制，包括是

否已建立能够确保独立于政府控制的公司治理

结构 ；

（3）投资者的目的、投资目标、机构安排、

以及财务信息的透明和披露程度 ；

（4）投资者对其进行投资的各个国家的相

关法规及披露要求的遵守程度。

我们应注意，某一交易受外国政府控制这

个事实本身，并不意味着它就构成国家安全隐

患。在对受外国政府控制的交易进行审查时，

如同对所有其他受管辖的交易进行审查的时候

一样，要对所有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事实和情况

进行评估。CFIUS 要评估可能行使控制的外国

人是否有能力运用其对美国企业的控制，采取

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行动，以及该外国人是否

会试图这样做。

审查过程 

CFIUS 的这个自愿通知制度，允许交易各

方自行决定是否启动审查。假定交易可能受该

审查制度管辖，当事各方在决定提交审查之前，

甚至可以先向 CFIUS 进行咨询。受管辖的交

易如果已向 CFIUS 进行通知，并被认定为不

存在未解决的国家安全问题，这个交易即符合

“安全港”资格。只要是在通知中没有重大不

实陈述或隐瞒，在遵照安全港规定以及 CFIUS

加予的其他缓解合约及条件的前提下，该投资

交易即可免除后患而顺利进行。未经 CFIUS

审查及通过的受管辖的交易，则不具备安全港

资格，因此，将来即使在投资交易已经完成之

后，CFIUS 也仍然有权对该交易主动发起审查。

CFIUS 应在 30 天之内完成对受管辖的交

易进行的审查。绝大部分的审查工作会在最初

的 30 天之内得出结论。审查之后，在下列情

况下，CFIUS 可能会发起调查，该调查必须在

紧接着的 45 天内完成 ：（1）据信，某交易威

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且威胁未得到缓解 ；（2）

由财政部指定的指导机关建议，并经 CFIUS 同

意展开调查 ；（3）该交易是受外国政府控制的

交易 ；（4）该交易会导致美国拥有的或是在美

国境内的关键基础设施被外方控制，而 CFIUS

认定该交易可能妨害国家安全，且风险未得到

缓解。依据《指南》，如果某交易被认定不会

妨害美国的国家安全，CFIUS 就不会对（3）

和（4）中的交易情形展开调查。

为期 45 天的调查完成后，如果 CFIUS 向

总统建议阻止该交易继续进行，总统可在 15

天内审查调查结果，并决定是否延缓或禁止该

交易，或者是否对已完成的交易进行资产剥离。

表 1 罗列了 2007 年到 2010 年之间 CFUIS 的

工作。从 2007 年到 2009 年的记录可见，有 21

个案例适用了包括保证书和国家安全协议在内

的缓解措施，这些措施均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承诺。

从 2007 年到 2009 年，向 CFIUS 通知备

案的受管辖的交易中有 15%（55 份通知）与

采矿、公用事业和建筑行业相关。其中，占最

大比例的活动均涉及公用事业，占据了该行业

通知总数的 47%（26 份通知）。据报告，在公

用事业分类别中有 92% 的交易与发电、输电

和配电有关。

同样的三年时间里，在来自所有国家的

358 份通知中，来自中国的交易通知总数为

13， 而英国为 97，加拿大为 36。在这 13 份来

自中国的通知中，有 2 份属于采矿、公用事业

和建筑业。

作为一般参考，2005 年以来部分中国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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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的活动请见表 2。显然，这些交易并非都

是受管辖的交易，鉴于 CFIUS 的压力而取消

或撤回的也仅有很少几个案例。

结论

与其他国家所采用的强制投资审查程序不

同的是，CFIUS 通常采用自愿申报程序。能源

交易（包括处于开发阶段的项目）的当事方，

应仔细评估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以确定某正

在进行的交易是否属于应受管辖的范畴。并非

所有受管辖的交易都需要向 CFIUS 通知备案。

如果属于受管辖的交易，当事方则要决定是选

择向 CFIUS 先进行咨询，还是直接进行通知

备案。来自诸如英国和加拿大等美国传统盟国

的企业，一般会进行备案。建议中国风电投资

的当事方，尤其是与中国政府具有密切工作关

系的投资者，留意 CFIUS 的审查。

作者简介

周天玮（Cedric T. Chou）律师担任凯寿

律师事务所大中华部主席，其业务重点是跨国

和大中华区项目。

表1 2007年~2010年受CFIUS管辖的交易数、撤回数和总统决定数

年份 通知数 审查期间撤回的通知数 调查数 调查期间撤回的通知数 总统决定数

2007 138 10 6 5 0

2008 155 18 23 5 0

2009 65 5 25 2 0

2010 93 6 35 6 0

沼气 0 12.5 12.5 12.5 12.5

表2 2005年以来中国企业在美国部分交易案例

日期 收购方/投资方 目标企业/招股机构
价值

(百万美元)
状况

2005 年 5 月 联想集团 IBM的 ThinkPad 电脑部门 1250 完成

2005 年 7 月 海尔集团 美泰克电器集团公司 1000 撤销竞标

2005 年 8 月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优尼科公司 18500 撤销竞标

2007 年 9 月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贝恩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3Com 公司 2640 撤回 CFIUS 申报

2008 年 1 月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艾普科技实验室服务公司 151 完成

2008 年 3 月 迈瑞医疗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Datascope 生命信息监护公司 209 完成

2009 年 12 月 德尔集团；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洲际集团 321 完成

2009 年 12 月 西色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优金采矿公司 27 因CFIUS反对意见而取消收购

2010 年 3 月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爱依斯电力公司 1580 完成

2010 年 6 月 中国石化集团 康菲石油公司 4650 完成

2010 年 6 月 上海电气集团 高斯国际公司 1500 完成

2010 年 6 月 唐山曹妃甸投资公司 Emcore 公司 28 撤回 CFIUS 申报

2010 年 7 月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爱依斯电力公司风能业务 571 取消

2010 年 7 月 天宝集团；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耐世特汽车系统公司 450 完成

2010 年 11 月 中国华能集团 ；广东粤电集团 美国能源企业全球电力公司 1232 完成

2011 年 2 月 中国航空工业总企业通用飞机公司 西锐设计公司 210 宣布

2011 年 2 月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三叶系统公司 2 资产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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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美飒：技术与产品的“三级跳”
■本刊记者︱赵靓

显然，这些数字在有社会责任感

的人看来是相当令人愉悦的。而这只

是 1 台歌美飒 4.5 兆瓦风电机组所能

够作出的贡献。

据悉，歌美飒在 2009 年 4 月便

已经研制出了其新一代的多兆瓦级机

型——4.5 兆瓦风电机组，并在西班

牙设立了首台样机。如此算来，这款

新机型已经运行了 3 年以上。据该公

司相关人士介绍，到 2012 年第一季

度，已有 3 台该款风电机组在西班牙

风电场运行，单台机组的日发电量达

到 10.46 万千瓦时。目前，歌美飒已

推出该容量机组的两款细分机型——

低温防尘型和常温防腐型，而使用该

机组的首个商业风电场正在西班牙南

部的马拉加进行建设。

那么，这款风电机组是怎样练就

此般本领的？

实际上，歌美飒的产品线历经

了 3 次革命性突破，每次都有一款具

有代表性的机组成为新的经典。在此

暂
且抛开技术不谈，我们来看

看歌美飒的一款风电机组所

能带来的效益。这些效益包

括开发商的经济效益，也包括更为重

要的社会效益，它涉及了我们意图利

用风能的关键因素之一。

据相关统计，歌美飒的 4.5 兆瓦机

组所发出的电能够供 4727 户居民使用，

每年可以替代 1400 万吨油，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 9900 吨，减少 3300 辆汽车的

排放或 1650 公顷被砍伐的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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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歌美飒的技术不断提高，从

850 千瓦到 4.5 兆瓦，“关键”技术实

现了进化，“辅助性”技术得到了尽可

能广泛的应用。

这里所指的“辅助性”技术主

要包括如 WindNet 远程控制系统，

SMP 预测性维护系统，NRS 噪音管

制系统，以及不错的网络连接解决方

案等。它们并非 4.5 兆瓦风电机组的

首创，而是 850 千瓦风电机组就已经

具备的。研制这些技术的初衷是使管

理变得更加智能化。

其中，WindNet 远程控制系统

完全由歌美飒完成，允许操作人员通

过 Web 浏览器简单而直观地进行风电

机组的远程管理工作。这个系统主要

包括几项功能，如在线检测数据、远

程控制、自动报表生成、报警管理与

SMS 移动通知、功率调节和环境选择

工具，以及对 SMP 预测性维护系统进

行整合。这里所提到的 SMP 系统，主

要用于检测风电机组关键零部件中潜

在的问题，能够减少检修人员的工作

时间和机组维修时间，使维修工作更

可控，从而提高机组的发电小时数。

事实上，850 千瓦风电机组是歌

美飒公司历史最悠久的风电机组产品

型号，目前已经生产了 9654 台，总容

量共约 8206 兆瓦。该型机组目前被

分为两种型号，分别为 G52 － 850 和

G58 － 850，其特点为高可靠性和高

适应性，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也

能够实现很高的可利用率。因此，它

能够运用于沙漠、腐蚀性环境、潮湿、

高温或低温、高海拔等地区，被认为

是分布式能源开发的理想选择。

据悉，该款机组在我国某风电场

的实际应用中发电效率颇高，实际运

行小时数也出类拔萃，从而使这个早

期建造的风电场项目的赢利能力受到

了广泛的好评。

而谈到 4.5 兆瓦机组的“关键性

技术”，就不得不首先了解歌美飒的 2.0
兆瓦机组。

作为在风电快速发展时期中推出

的主力机型，2.0 兆瓦机组目前已经在

世界各地安装了 6626 台，总装机容量

13252 兆瓦。该机组所具有的一项重

要特点是具备低风速能力，拥有 80 米、

87 米、90 米、97 米及 114 米 5 种不

同的风轮直径，从而实现了对 IEC 标

准中全部风速类型的覆盖，保证了被

安装于任何位置的机组，都能够最大

限度地利用风能发电。

事实上，G90、G97 和 G114 都

是针对低风速风电场进行优化设计

的。其中 G114 的扫风面积比 G97 大

38%，机舱结构被进行了加固，传动

链效率高，使耗费在传动系统的能量

损失降至最低。

正是由于对叶片进行了更大程度

的加长，为保证大风轮直径的 2.0 兆

瓦风电机组具有足够的刚性和耐用性，

歌美飒采用了一系列技术，同时也为

推出 4.5 兆瓦机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材料方面，歌美飒选择了先进

的复合材料，使用增强型玻璃纤维及

碳纤维来减轻叶片的重量。此外，歌

美飒对叶片进行了更好的优化，以便

使这些叶片在降低噪音的同时，最大

限度地输出功率。另外，歌美飒还通

过进一步的优化控制策略，来达到减

小大风轮机组负荷的目的。

作为被寄予厚望成为下一个“经

典”机型的 4.5 兆瓦机组，除了在叶

片技术方面继承、发展了 2.0 兆瓦

机组的基因，还在技术和设计上牢

牢把握新思路，开拓性地运用了模

块化叶片及塔筒、Flexfit 附加吊车、

CompacTrain 二级齿轮箱、永磁发电

技术，以及更高级的制造工艺。

歌美飒 4.5 兆瓦级风电机组整体

采用模块化设计理念，实现了运输和

物流的优化。该模块化设计理念主要

被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采用了专为

该平台设计的模块式混凝土塔片。用

这种塔片拼合而成混凝土 / 钢结构的混

合型塔筒，不但简化了运输，而且降

低了现场装配的难度。此外，该模块

化塔筒与相同高度的塔筒相比，还显

著降低了成本。

另一方面，4.5 兆瓦机组还采用

了 Innoblade 分段式叶片，该种叶片

由最长不超过 35 米的模块拼成，可以

通过普通公路进行运输。就总体而言，

该风电机组的任意单个模块重量，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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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于歌美飒自家的 2.0 兆瓦风电机组的机舱重量，从

而可以采用 2.0 兆瓦风电机组相当成熟的便捷物流运

输和风电场安装方法。

对于多兆瓦级风电机组来说，安装与运输同等重

要。歌美飒为此专门设计了名为 Flexfit 的附加吊车，

能够将其直接固定在机舱上，解决了大型轮式吊车吊臂长度及

载荷不够的问题同时，还简化和加速了维护装配过程。

其二是 4.5 兆瓦风电机组选择了被称为“混合型”的技术

路线，因此具备了双馈型和永磁直驱型风电机组的优点。该机

型的齿轮箱采用了可靠性强的 2 级增速齿轮箱，减少了部件数

量的同时削减了成本。发电机则使用了永磁技术，因而具有了

比相同容量双馈型风电机组更强的发电效率。另外，该机型配

合永磁发电机采用了全功率变流器，使得该机型的电网适应性

极高，对于正准备将该机型大量运用于中国市场的歌美飒来说，

是一款相当“应景”的产品。

其实，技术先进者在市场中往往也扮演着供应链培养者的

角色，之所以可以将 4.5 兆瓦机组视作歌美飒的再一次突破，

也正是因此。

据该公司一位技术人员介绍，在这款机组上，新型材料的

应用范围更为广泛，几乎涵盖了主要零部件。例如特种连接螺

栓、用于叶片轴套的特种合金材料、偏航和轴承的自动润滑、

发电机的独立冷却系统、变频器和液压系统等。因此，新型材

料应用的本地化，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这些材料在国内风电

市场的应用，在推动专业技术人才培养的同时，起到一定的带

头示范作用。

据悉，目前歌美飒已经开始进行这样的本地供应链开发。

↑→歌美飒天津
工厂。

←	歌美飒内蒙古
风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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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促进社区发展的政策体系
与商业模式
文/	Louise	Tait

编译︱苏晓

2011 年 8 月，随着南非可再生能源独立

发电厂商采购计划（IPPPP）的启动，南非可

再生能源领域的发展取得新的进展。由于是从

固定电价机制转变成为一种竞争性招标机制，

该计划在出台前经历了较多的计划外延误。尽

管如此，本地以及国际上的投资者，仍对南非

这一新兴市场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2014年前，

该采购计划第一阶段的采购总量为 3725 兆瓦，

全部采取招标方式进行。截至 2012 年上半年，

在已经举行的两轮招标中，共有 132 个项目参

与竞标，其中有 47 个项目中标。如表 1 所示，

目前已经完成第一阶段采购计划的 70%，达到

2460 兆瓦，几乎都是风能和太阳能项目。独

立发电厂商采购计划旨在实现包括南非能源安

全、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等多重国家目标，其

中，给当地社区发展带来利益是一项重要内容。

由于需要满足多个层面的国家目标要求，这项

采购计划在很多方面也呈现出其独特的形式。

本文主要探讨该采购计划如何兼顾当地社区的

利益诉求，如何实施以及该计划给项目开发者

带来了哪些挑战。

很多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的社区电

力概念，在发展中国家也受到了重点关注，譬

如南非，希望借助这一理念能解决其在发展过

程中普遍面临的贫困和失业等问题。在南非，

通过不同的政策措施，私营部门长期以来都须

服务于国家的宏观发展目标。在可再生能源采

购计划中，与经济发展和地方社区利益相关的

一些目标就源于该国一项具体法规——《黑人

经济全面振兴法案》（Broad － based Black 
Economic Empowerment Act）。这一法案旨

在支持弱势群体参与到主流经济发展之中，它

适用于包括可再生能源行业在内的需要通过公

开采购或者取得政府许可的所有行业。

表1 IPPPP计划实施后南非的可再生能源发展

目标完成情况

技术领域 已确定的容量 剩余目标

太阳能光伏 1048.63 410.47

聚光太阳能 200 0

风能 1196.39 653.6

生物质能 0 12.5

沼气 0 12.5

填埋气 0 25.5

小型水能 14.3 60.7

总容量（兆瓦） 2459.32 1175.27

南非可再生
能源发展

现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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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IPPPP计划实施后南非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完成情况

采购计划将根据投标人的报价和促进经济

发展指标，以竞争方式评估投标项目。经济发

展指标包括创造就业目标、本地化内容目标、

弱势群体所有权和管理权控制目标、优先采购

目标、企业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等。这些

指标尤其重视为当地社区带来利益和促进社区

发展。此处所说的当地社区定义为项目场址方

圆 50 千米直径范围内的地区，如果该范围内

没有社区，则指距离场址最近的社区。当地社

区对项目必须持有一定比例的股份，此外，项

目每年须拿出一定比例的年财政收入，支援社

区企业发展和经济社会建设。经济社会发展涵

盖一系列广泛的活动，包括医疗、教育、社区

服务、性别和青年发展，以及艺术、文化和体

育方面的活动。

项目开发商有义务在标书中体现促进当地

社区发展的相关策略以及目标，评标过程中将

根据这些标准对项目进行打分。因此，风电和

其他可再生能源领域中有关社区利益的理念也

成为南非电力市场中的一个主流理念。

南非有关社区利益的概念并不同于其他很

多地区的“社区电力”的概念，在其他地区，

可再生能源项目普遍规模很大，而且直接并入

国家大电网中，项目本身对当地社区的能源需

求不起作用，并且实践中，任何所有权结构都

不可能涉及到与项目本身有任何利益或控制关

系的社区。通常，社区基金也会由一些法律机

构代表社区来管理。 
在南非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社区所有权的

融资模式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社区一般都

比较贫困，没有积蓄或自有资产作担保来完成

股权投资。但是，社区所有权方案在南非并不

是新生事物，在其他行业有很多所谓的广泛式

所有权方案。因此，金融市场已经形成了合适

的金融产品和相关交易经验。很多金融开发机

构有特定的股权融资产品，主要为社区提供贷

款，而后这些贷款可以通过股息收益来偿还。

另外，还需要建立一个代表社区利益管理

基金支出的法律机构。常见的一种结构就是接

受社区委托的受托人代表社区来管理基金，以

实现既定的目标。受托人可以包括社区代表、

地方政府代表或风电场运营商。

关于保障
当地社区利
益的政策规
定及所有权
融资和商业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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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发展要求给开发商和投资商带来了多

重挑战。社区发展一般都超出了公司核心业务

范围，很可能需要再招聘专门的人员或者与社

区发展专家签订合同，从而既能在竞标过程中

有较大竞争力，又能长期承担执行发展计划的

任务。项目需要建立长期的管理机构来管理资

金，与社区建立良好的关系，并计划和实施发

展事务。很多项目可能会选择与非政府组织这

样的发展机构合作，让这些机构来处理类似事

务。在前期战略的规划和实施阶段，政府对开

发商的指导作用有限，这包括在采购流程计划

中提交文件的详细级别，需要咨询地方意见的

范围以及适当的管理结构。同样，由于并不了

解政府更喜欢哪种方式，不同的开发商采取了

不同的应对方式。

与实施发展方案相关的长期风险也是存在

的。社区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复杂而具有挑战性

的工作。项目构思欠佳或实施中缺乏对社区的

深入咨询，都会招致失败。没有当地政府的干

涉，当地社区长期管理大笔资金，也是存在风

险的。通过严格的管理结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这个问题，但是风险依然存在。这些挑战

都可能使可再生能源项目公司付出金钱上的代

价。可再生能源运营商必须按季度通报公司情

况，如果没有遵守规定，就会被罚款，甚至最

终导致与政府之间的合同终止。

以上所述的这些社区发展要求会影响公司

收入，并给开发商带来额外风险。不过，市场

的预期回报还是足以抵消这些风险。实现经济

发展指标是各个项目公司在高度竞争的市场中

能够胜出的一个关键因素，可为其在竞标中赢

得更高的分数。开发商和投资商对这些宽泛的

义务的目标和主旨开始普遍接受，而不是将其

视为进入南非市场的阻碍。毕竟，南非市场尚

处于起步阶段，市场和政府如何应对可能呈现

的机遇和挑战，还有待观察。

（本文作者就职于南非开普敦大学能源贫困与能源发展研究中
心）

开发商所
面临的挑战

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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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白亚茹

10 月 6 日，在华中科技大学喜迎 60 周年校庆之际，

中欧清洁与可再生能源学院（以下简称中欧能源学院）正

式揭牌成立。这是继上海交通大学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中国政法大学的中欧法学院之后，由中国政府和欧盟委员

会共同发起建立的第 3 所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在世界关注

气候变化、能源、环境、食品和可持续发展的今天，这项

合作对中欧乃至世界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欧能源学院从项目筹备到正式建立经历了不平凡的

历程。2007 年 1 月 10 日，欧盟委员会发表“欧洲能源政策”

报告，在其中列出一系列应优先发展的国际能源政策，包

清洁与可再生能源学院正式揭牌成立

中 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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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能源互补，以及提出优先加强与中国等主要能源消费国

的关系。2007 年 11 月 28 日，第十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在中

国北京举行。温家宝总理、欧洲理事会主席葡萄牙总理索

克拉特斯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出席了会晤并发表了联

合声明，一致同意采取切实措施，继续推进能源领域的互

利务实合作，支持在清洁能源方面加强合作。2008 年 4 月

24 日至 25 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携 9 位欧盟委员访华，

其间教育部部长周济与欧盟科技委员让奈 •博托什尼克签

署了“中欧清洁和可再生能源学院”项目意向书。2009 年

3 月 30 日，中国政府和欧盟委员会签署“创建中欧清洁与

可再生能源学院的财政协议”。2010 年 7 月，华中科技大

学作为中方举办大学，法国巴黎高科作为欧洲协调方，共 6
个国家 9 所大学和 1 个欧洲研究机构获准共建中欧能源学

院。 2011 年 5 月 25 日，华中科技大学与巴黎高科签署“组

建中欧清洁与可再生能源学院的中外合作办学协议”和“中

欧清洁与可再生能源学院中外合作办学章程”，拟正式申报

成立“华中科技大学中欧清洁与可再生能源学院”。2012
年 3 月，中欧能源学院正式获得中国政府批准。2010 年中

欧能源学院获准共建后，作为中方举办大学，华中科技大

学招收了两届预备生。截至目前，已有 57 名外国教师参与

了专业课授课。而第一届 30 余名学生均已进入答辩阶段，

明年春天就能获得双学位。

中欧能源学院旨在通过提供高质量的硕士学位教育、

博士研究生联合培养、职业培训、研究和项目咨询活动，

增进中欧之间在清洁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促

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升中国清洁和可再

生能源工程教育水平。中欧能源学院的办学活动主

要围绕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能源效

率 5 个技术领域展开。学校对硕士研究生实行“以

两年为基础的弹性学制”，欧方硕士学制为 2 年，

中方硕士学制为 3 年。第一学年以课程学习为主 ；

第二学年以实习和学位论文课题研究为主，包括到

可再生能源相关的公司、设计研究机构、高校实验

室等单位进行为期 6 个月至 12 个月的实习和研究。

中欧能源学院将开展可再生能源职业培训，依据企

业的要求“量身制定”专门培训项目，并开展暑期

培训等其他形式的培训项目，还将为能源领域的工

程师、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举办由高水平专家和教

授主持的清洁与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培训项目，以及

高质量、前沿和务实的研讨会。学院所有专业课程

均由欧方教授英文讲授，目前已吸引数名美、德学生报考。

经过 3 年学习，学生不仅可以获得华中科技大学的研究生

学位，同时还能获得一个欧洲清洁能源专业方向的同等学

位。由于专业、语言优势和多文化融合的背景，该院毕业

生在就业市场上也极具竞争力。“清洁能源是全世界都在探

寻的课题。在中国建立一个清洁能源学院，不仅可以引入

世界先进的办学规程，让学生以相对较低的受教育成本，

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也能就势带动周边的经济和相关

产业发展。”学院中方院长黄树红教授介绍说。

刘雪岩是中欧能源学院生物质能专业的研一学生，本

科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环境学院。对于中欧能源学院的成

立，她表示很兴奋：“我觉得我挺幸运的，进入中欧能源学院，

拓展了未来的职业范围，同时学院全英文教学能够使我拥

有国际视野”。同样是研一、太阳能专业的王扶辉对学院的

发展以及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中欧能源学院的建立恰

是为了解决中国能源领域缺乏高级人才的困境，我相信以

后这个行业前景一定会很光明，也希望学院越办越好。”

发展清洁和可再生能源事业对建设可持续发展社会有

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中欧能源学院的建立在中国发展清洁

和可再生能源事业中迈出了新的一步，为中国和欧洲的专

家、学者和研究机构的长期深度合作搭建了平台，对增进

中欧之间在清洁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满足社

会可持续发展对清洁与可再生能源人才和技术日益增长的

需求以及推进中国清洁和可再生能源事业的发展将产生深

远影响。 （本文根据相关资料编辑、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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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据不完全统计，经过近 30 年的

发展，我国共研制（含引进）30 多

款机组型号，目前已大批量投入商业

运行的有 600kW、750kW、1.5MW
（1 . 6 5 M W）、2 . 0 M W、2 . 5 M W、

3.0MW、5.0MW 等 主 要 型 号。 随

着兆瓦级风力发电技术的发展，以

1.5MW（含 1.65MW）为代表的兆瓦

级机型已经成熟，并成为当前市场中

风电整机型号发展与选型分析
	刘力根

(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湖南	株洲	412001)

摘   要 ：随着我国风力发电产业的快速发展，风电机型的更新换代步伐明显加快。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典型风电企业机型开发历

程回顾分析，并结合我国风能资源分布特征，对高原（寒）地带或偏Ⅱ、Ⅲ类风区的风电场提出适合的型号。这既是

综合性能与综合成本两者间的最佳组合，也是风电机组与风电场效益优化匹配的必然选择。此外，本文提及叶片是风

电机组捕捉风能并转化为电能的关键部件，叶片性能和长度不仅直接决定风电机组的效能，而且其与运输成本直接关

联，因此风电机组选型应着重考虑叶片成本和商业化程度。

关键词 ：风电机组 ；机组型号 ；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2）11-0056-04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Model Selection of Wind Turbine 
Liu Ligen

（CSR zhuzhou Electric Locomotive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 Zhuzhou 41200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wind power industry, the type of Wind Turbine Generator system (WTGs) has accelerated the pace 

of update. �is paper a�empts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ypical WTGs of domestic and overseas companies.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ypical wind farm in China, select the most suitable WTGs which adapt to our particular Wind farm 

(Highland, Wind farm Ⅱ and Ⅲ ). �is could be the best combination between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and comprehensive 

cost, and also the inevitable choice of optimization matching between the type of WTGs and the wind farm benefits. Besides, 

wind turbine blade is a key component for WTGs generating electrical energy from wind energy, and property and length of the 

blade not only decide the WTGs’ e�ciency but also relate to the transportation cost directly. �erefore, the cost of blade and 

commercialized degree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at the stage of model selection.
Keywords: WTGs; type of wind trubine; development trend

的主要产品 ；2.0MW 及以上的更高功

率等级的机组将逐步成为未来市场中

的主力。因此，研究风电机组机型的

变化对于跟踪最新风电技术动态、选

择风电机组型号、进行市场细分、抢

占市场先机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整机销售量与机型发展

过去 30 年，全球的风电机组型

号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由于各国

出台一系列鼓励风电发展的政策后，

促进了风电技术的进步。风电机组型

号由最初的小功率（100kW 及以下）

向次兆瓦（600kW、750kW）、再向

兆瓦级（1.5MW、2.0MW）转变，这

种转变步伐在最近 10 年间明显加快。

从 图 1 可 以 看 出，2004 年 前，

风电机组以 1.0MW( 主要是 750kW)
及以下型号为主，占市场销售总量的

51% ；但从 2005 年开始，由于更高等

级型号的风电机组陆续推出，750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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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下型号机组的市场份额已由 2004
年的 51% 下降到 2006 年的 43%，而

已经开发成熟的 1.5MW 风电机组

的市场份额开始扩大，由 2004 年的

43% 上升到 2006 年的 50%，成为名

副其实的主力机型。此外 2.5MW 机

组开始试投放市场，市场销售量已由

2004 年的 1% 上升到 2006 年的 4%。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如下初步

结论 ：一是主流机型已成功升级换代，

1.5MW（含 1.65MW）已成为目前主

力销售型号 ；二是风电机组型号更新

换代周期明显缩短，由原来的 10 年

一代逐步演变成 6 年左右一代 ；三是

2.0MW 及以上机型已开始步入商业化

时代，预计不久将成为市场竞争的有

力产品。

综 上 所 述， 如 果 把 600kW
（750kW）视为风电第一代产品，那么

1.5MW（含 1.65MW）将是第二代产

品，2.0MW 及以上机型将成为第三代

产品。而以 3.0MW 为代表的多兆瓦

级风电机组将成为未来新一代产品。

2 目前市场机型构成

我国风电产业经过 30 年的技术引

进和自主研发，实现了由双馈到直驱、

再到半直驱的技术跨越，成功跨过了

兆瓦级门槛；风电机组型号（功率等级）

由最初的 50kW 形成了以 750kW、

1.5MW、2.0MW、2.5MW 不同等级

和适应Ⅰ、Ⅱ、Ⅲ类不同风场的型谱

化系列风电机组，目前对 5MW 及以

上型号海上风电机组的研制已取得重

要突破，并已进入试运行。

2.1 国外机型发展情况

德国是风电行业发展较为稳健

的国家，其某知名风电整机制造商占

该国市场的 40% 的份额。该公司从

图1	近年全球主要风电市场机组型号份额（备注：2004年至2006年为全球数据，2009年至
2011年为中国数据）

图2	德国某公司机型研发/投放市场路线图

1984 年成立以来推出的机组型号分别

为 55kW、80kW、300kW、800kW、

900kW、1.5MW 和 2.3MW。 其 中

800kW、900kW 和 2.3MW 机型是该

公司目前在全球市场的主力产品。该

公司近 5 年开发的 4.5MW 和 5.0MW
型机组仍处于“引而不发”阶段，始

终没有进入批量生产。

从图 2 我们可以看出，德国某公

司在市场中投放机组选择的是一条“稳

健、持续”开发路线。   

2.2 国内机型发展情况

国内风电具有风向标的企业当数

新疆某风电公司，该公司传统机型为

600kW、750kW，目前主流机型为

1.5MW ；该公司在引进、吸收世界先

进技术的基础上，成功地完成了国家

“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600kW
国产化风电机组研制并通过了科技

部的验收鉴定，成为当时主力机型 ；

2001 年引进德国某公司 750kW 机型；

其后分别启动了 1.2MW、2.5MW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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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机组的研制工作 ；2007 年前后该

公司在 1.2MW 基础上进行了 1.5MW
型风电机组试制并于 2008 年开始批量

生产。

从图 3 可以看出，国内某公司在

机型选择上吸取了国外成功经验，基

本上采取稳步推进、适度超前的思路，

这样不但保证占领既有市场，又能够

持续跟踪并处于行业前列。

3 机型与售价

风电市场较为特殊，风电机组售

价的高低主要由风电机组装配、风电

机组零部件、风电场售后三部分成本

组成，随着风电技术的进步和规模化

生产，风电整机成本和部件成本不断

降低，加之风电场的投资和运行费用

在逐步下降，使得风力发电成本也将

不断降低，风电与传统发电的成本优

势将逐渐显现。

1999 年以前，我国风电机组价

格在 12000 元 /kW 以上，主要原因是

进口设备昂贵。进入 21 世纪后，由于

国家政策的调整和国内企业技术进步，

风电机组售价逐步下降 ：2007 年平

均投标价格为 6362 元 /kW，2008 年

价格已降至 6179 元 /kW ；2009 年中

标价又降至 5700 元 /kW，目前已达

3700 元／kW 的状态。

风电机组及风电场运营成本的

降低，是直接导致上网电价降低的根

本原因，同时为更大规模应用风力

发电提供了基础和支撑。目前我国

风电上网基本电价已稳定在 0.45 元

／ kWh~0.62 元／ kWh 之间，风电

电价格已基本靠近传统能源发电价格。

   

4 整机选型应考虑的几个方面

4.1 叶片的商业化程度

第一，叶片是风电机组捕捉风能

并转化为电能的关键部件，叶片的性

能和长度直接决定风电机组的效能，

由于其外形涉及空气动力学、结构学、

材料学等多学科专业，因此设计复杂，

技术难度大。第二，要考虑运输成本，

叶片长度与风电机组功率虽然成正

比，但叶片太长会造成运输困难。第

三，要考虑叶片的采购供应难度，目

前 5MW 级以上的叶片尚处于研发阶

段，不能形成批量生产能力，且成本

特别高。

图3	国内某公司机型研发/投放市场路线图

图4	几种基本发电模式电价走势图

图5	几种基本发电模式价格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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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机型与发电成本

一般而言，风力发电成本主要由

固定资产投资成本（含设备和风电场

建设成本）和风电场运行成本两部分

组成，通常用单位发电成本进行比较

分析，单位发电成本 C 是建设投资成

本 C1 与运行维修费用 C2 之和，用公

式表示为 ：

    

（式中 ：F—风电机组容量系数 ；

Q—单位投资 ；t—投资回收时间 ；r—
贷款年利率 ；m—年运行维修费与风

场投资比）

由于风电机组的工作受到自然条

件制约，不可能实现全运转，即容量

系数始终小于 1，所以在机型选型过

程中力求在同样风况下，发电最多的

机型为最佳。与火力和核电发电相比，

风力发电有以下特点 ：第一，风电机

组的输出受风电场风速分布影响 ；第

二，风力发电虽然运行费用较低、建

设工期短，但建设风电场的一次性投

资大，因此，在风电机组选型时，可

按发电成本最小原则作为指标，因为

它考虑了风力发电的投入和效益，同

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果风力发

电间的相差不大，则风电机组选型时

发电成本最小原则就可转化为容量系

数最大原则。因此，我们在选择开发

机组型号时，一定要考虑该型号机组

对目标风电场项目的投资效益，运行

成本和运行风险，良好的风电机组型

号就是要在这两者之间平衡，即达到

最佳性价比，这也是机组型号与风力

发电场效益的优化匹配。目前我国风

电场开发资源多为Ⅱ、Ⅲ类，1.5MW
或 2.0MW 风电机组在此类风电场出

功比较高，可以有效避免“大马拉小车”

状况。

4.3 机型的差异化

未来风电市场机型竞争除了技术

的先进性和可靠性外，更重要的一点

是机型的差异化，要根据我国多高原、

偏Ⅱ、Ⅲ类风场的特点提供不同性能

的机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

未来选择设计风电机组时应更多地融

入“环保和人文”理念，增加“全智

能值守”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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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叶片对风电机组选型的影响要素

序号 适合功率 叶片长度 材料 价格/套 运输难易度 备   注

1 600kW以下 22m以下 GFRP 60 万左右 容易 国内有成熟供应商

2 900kW 25.5m~29m CFRP 90 万左右 容易 国内有成熟供应商

3 1.5MW 37m CFRP 130 万左右 较易 国内有成熟供应商

4 2.0MW 39m CFRP 160 万左右 困难 国内有成熟供应商

5 2.3MW 40m CFRP 180 万左右 困难 国内有成熟供应商

6 2.5MW 45m CFRP 230 万左右 困难 国内有成熟供应商

7 3.0MW 50m CFRP 280 万左右 困难 国内未大批量

8 3.6MW 53.5m 碳纤维 300 万以上 困难 国内未批量

9 4.5MW 54m 碳纤维 400 万以上 困难 国内在试制

10 5.0MW 61.5m 碳纤维 600 万以上 非常困难 国内在研发

11 6.0MW 63m 不祥 不详 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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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大规模基地式集中开发是我国

风电开发利用的重要方式，而风火打

捆或者风电协同其他形式电源的打捆

送电，是解决和推进大规模基地式风

电开发的电力输送与消纳的一种有效

途径。

本文主要是针对风电基地的建设

开发，尤其是诸如我国三北（东北、

西北、华北）地区的风电基地开发，

对主要应用的风火打捆方式的出力特

性分析方法，做出一些分析与探讨。

相关工作的探讨对于我国正在推进的

特高压输电工程运用方式的选择设计

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火电和风电基地的一般出
力特性

研究电源基地的出力特性，一般

应描述电源基地电能生产能力及其特

征规律。

1.1火电基地出力特性

火电基地出力特性由火电厂（机

组）的出力特性构成。以我国常见的

燃煤火电机组来看，一定出力范围内

运行的火电机组一般具有出力可控性

强的特点，而其出力特性往往可以用

调峰能力和调速能力两个具体指标来

描述。

以我国目前典型的大中型燃煤火

电机组为例，其最大调峰深度一般可

为其额定出力的 40%~50%，而相应调

速能力每分钟可大于最大连续出力的

5%。

1.2 风电基地出力特性

相比于火电，风电出力带有一定

的随机间歇性，而出力特性一般可以

根据风能资源时空分布规律和机组设

备状况整理得到，例如概率分布出力

特性和时段平均出力变化特性等。

图 1 所示为某风电基地出力保证

率曲线。其上还标示出了三个常用参数，

即有效出力、平均有效出力及保证出力。

三个常用参数的含义及确定方法可以参

考文献 [1]。其中，平均有效出力为去

掉弃风损失后的平均出力。[1]

图 2 所示为某风电基地三个参数

风火打捆运用方式的出力特性分析方法
杨建设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北京	100024）

摘  要 ：从风电和火电各自出力特性的一般概念入手，引申出风火打捆运用方式下联合出力的表达方式和特性分析

方法。

关键词 ：风火打捆 ；出力特性 ；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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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均逐时出力曲线。

2 火电基地和风电基地出力
特性举例

现以一个具体例子分析风火打捆

运用方式的出力特性。

假定一个电源基地包括火电基地

和风电基地两部分，两者容量分别为

6000MW 和 3500MW，拟议打捆送

出的输电通道容量同火电容量，亦按

6000MW 考虑，且输电特性为全负荷

恒定平直线（不计受端电网调峰性能），

则可进行如下出力特性分析 ：

2.1出力分析

因为具体工程的发电出力为其出

力的有名值化，考虑到风火打捆以保

证风电出力为基础，即风电可按自有

能力最大限度地安排全发，而火电则

以输电通道为限制边界做跟随风电的

发电运行，则可计算并绘制风火联合

出力曲线，参见图 3。
观察图 3 可以看出，以上述输

电通道容量以及风火打捆容量为假设

基础，风电出力大约在 320MW 至

2800MW 之间（320MW 为对应高保

证率的保证出力），而火电跟随出力则

大约在 3200MW 至 5680MW 之间 ；

风电平均出力大约为 1470MW，火电

平均出力大约为 4530MW ；火电最大

出力低于火电自有容量（有冗余），火

电最小出力高于自身最小技术出力（由

调峰能力决定，如按额定出力 50%
计最大调峰深度，则最小技术出力为

3000MW）。[3]

清晰起见，还可将这一例子中的

风火联合出力运用关系以堆积面积图

形式描述。为显现方便，这里以风电

平均有效出力及其对应火电跟随出力

为例，参见图 4。
按照上述平均出力概念进一步计

算可以得到，风电基地年平均发电量

约为 129 亿 kWh，等效满负荷利用小

时数 3681 ；火电基地年平均发电量约

为 397 亿 kWh，等效满负荷利用小时

数 6613。
以上分析过程中均未计出力损失，

各项出力均为理论出力。

2.2 速动性分析

现依据相关规范，检验上述例子

电源基地风火打捆配置的调速性能适

应性。

《大型风电场并网设计技术规范》[2，4]

给出了风电场有功功率变化限值的推

荐值 ：“每分钟有功功率变化率不超

过 5%~10%”。如此，可以以风电基

地两个出力数值为例 ：相应最大出力

2800MW 及另一出力 2000MW 的每

分钟有功功率变化率的 10%，分别为

每分钟 280MW 和 200MW。

参照先前关于典型大中型燃煤

机组火电机组的假设条件，其火电调

速能力每分钟不小于最大连续出力的

5%。由此计算可得，当火电跟随出力

约 为 3200MW~5680MW 时， 其 5%
相应为每分钟 160MW~284MW。

图1	某风电基地出力保证率曲线及其参数示意图

图2	某风电基地日均逐时出力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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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数据能够看到，此电源基

地在满足规范限值运行情形下，当风

电为最大出力时，火电跟随出力期

间的调速能力可能有所不足（风电变

化率为每分钟 280MW，大于火电能

力的每分钟 160MW），而当风电低

于 2000MW 时（火电跟随出力高于

4000MW），火电跟随出力的调速能

力可以满足要求（风电变化率为每分

钟 200MW，不会大于火电的每分钟

200MW）。

上述分析中调速能力不足的问题

仅限于本例。不过，这一调速能力瞬间

小额不足的问题实际上可以通过受端电

网调峰能力加以弥补，此处不再赘述。

3 结语

本文针对基地式风电火电集中开

发，并就打捆送出运用方式的一般出

力特性及其表达与分析方法做出一些

探讨，实际工程可以借鉴其中方法开

展有针对性的应用与研究。

有关研究一再表明，只要以解决

好火电、电网等相关方的利益关系，

风火打捆送电等利用方式将十分有利

于促进大规模基地式的风能利用开发，

进而实现极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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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国风电产业的商业化开发始

于 20 世纪 80 年代，第一个风电场于

1986 年在山东荣城马兰湾建成。2006
年《可再生能源法》实施以后，在国

家政策的扶持和鼓励下，国内风电市

场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到 2010
年，中国风电经过短短的 5 年时间，

新增装机和累计装机容量双双跃居世

界第一。2011 年，中国风电的累计装

机容量突破 6000 万 kW[1，4]。目前，

中国风电市场在历经多年的快速增长

后正步入稳健发展期，风电叶片产业

也从快速增长状态趋于平缓。 

1 大型风电叶片的发展现状

风电叶片是风力发电机组的关键

零部件之一，其良好的设计和可靠的质

量是保证风电机组正常稳定运行的决定

因素。中国风电叶片行业的发展是伴随

着风电产业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

1.1 中国风电的高速发展快速促成

了叶片产业

2005 年以前，在国家科技攻关

项目、863 计划等国家项目的支持

下，中国已经具备 200kW、250kW、

600kW、750kW 风力发电机组批量生

产能力，风电叶片规格主要集中在千

瓦级，形成了以上海玻璃钢研究所和

中航惠腾为代表的风电叶片研究开发

和批量生产的研究机构、制造企业。[2]

2005 年以后，随着国内风电装

机容量的快速增长，国内企业通过技

术引进和海外收购的方式，迅速掌握

了 1.5MW 风电叶片的制造技术和具

备生产能力。在此期间，全球主要风

电设备制造商几乎全部进入中国，在

设立风电设备制造基地的同时也建立

了自供叶片厂，如 Vestas、Siemens、
Gamesa 等。为提高风电设备的性能，

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国内风电设备制

造商也争相涉足叶片设计和制造领域。

随着中国风电装机的高速增长，叶片

产能持续提升，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大型风电叶片产业的现状、机遇和挑战
张晓明

（中国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100037）

摘   要 ：中国风电产业的高速增长使国内叶片制造也形成规模产业。近两年，中国风电进入稳步发展阶段，国内叶片制造

业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同时也存在发展机遇，如何正确把握机遇是叶片制造企业面临的挑战。

关键词 ：风电叶片 ；问题 ；机遇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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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ituation,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 for Large-scale
Wind Turbine Blad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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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 rapid growth of Chinese wind power industry made the wind blade manufacturing become a massive industry. For almost 

two years now, with the Chinese wind power industry entering into a stable stage, domestic blade manufacturing is facing �erce 

market competition. Meanwhile, there also exists opportunities. How to seize opportunities accurately is a challenge facing blade 

manufacturers nowa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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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形成了产业规模。

1.2 叶片技术日臻成熟

叶片产业形成的同时，中国兆瓦

级叶片技术也得以快速提升。通过自

主设计和联合设计的途径，初步掌握

了风电叶片设计技术 ；通过技术引进

和海外并购，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集

成创新，掌握了叶片的主流制造技术。

大型叶片的检测和认证体系也已初步

形成，能够开展多兆瓦级叶片材料和

产品的检验、认证工作，并逐步获得

风电机组制造商和业主企业的认同。

1.3 叶片形成系列化产品

2005 年，随着 1.5MW 叶片制造

技术的引进和海外并购的进行，中国

的叶片制造能力得到快速发展。短短

6 年时间，中国就初步形成了较为完

整的叶片产品系列，叶片类型涉及陆

上和海上。

2006 年，1.5MW 叶片实现产业

化，开始供应国内风电市场 ；

2007 年，2MW 叶片开始装机 ；

2008 年，3MW 叶片开始装机 ；

2009 年，3.6MW 叶片开始装机；

2011 年，62m 的 5MW 和 6MW
风电叶片装机 ；66.5m 的碳纤维叶片

下线 ；

2012 年，中船重工的 5.0MW 海

上风电机组下线，风轮直径 154m，

叶片长度 75m[3]。

1.4 开发出适合中国风况的风电

叶片

中国幅员广阔，风能资源分布相

对复杂。为了满足中国特有的风能资

源环境需求，近几年，国内的风电设

备制造商相继开发出适合中国国情的

高海拔型和低风速型的风力发电机组

以及相配套的风电叶片。

在云南、贵州、青海等高海拔地区，

由于空气密度比较低，叶片承受的极

限载荷和疲劳载荷相对低一些。为了

提高叶片的捕风能力，一些叶片制造

商对叶型加以优化，开发出适合高海

拔地区运行的叶片。

随着国内陆上风电的开发，低风

速地区风资源的利用引起了越来越多

的关注。在不改变风电机组功率的情

况下，为保证发电量，叶片也随之加长，

以 1.5MW 机组为例 ：

在 开 发 初 期， 适 合 Ⅰ 类 风 况

的 叶 片 长 度 为 29m， 由 中 航 惠 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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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 ；适合Ⅱ类风况的叶片长度为

34m ；适合Ⅲ类风况的叶片长度为

37.3m~37.5m。为适应中国年平均风

速 5.3 m/s~6.5 m/s（介于三类和四类

风况之间）低风速地区风电的开发需

求，风轮直径加大，叶片长度逐步增加，

叶片长度已经超过 45m，风轮直径达

到 93m。

同 样，2MW 叶 片 从 适 合 一 类

风况的 34m 增加到 43m，现已超过

50m。3MW 叶片发展也与此类似。

5MW 叶片从 62m 增加到适合三类风

况的 75m。

1.5 建立健全风电叶片的标准和认

证体系

风电叶片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中

国风电叶片标准及认证体系的健全、

完善。

目前，中国风电叶片的主要材料

试验标准和叶片产品标准系统已初步

建立，其他的相关标准也在逐步完善

过程中。另外，我们也参与了叶片国

际标准 IEC 61400 － 5 标准制定，这

也为国内风电叶片进入国际市场提供

了支撑。

国内已建成多个叶片检测中心，

有认证机构的检测中心，也有企业的

检测中心。一些检测中心可以完成风

电叶片原材料的各项静态和动态试验，

具备了完成 5MW 大型风电叶片的静

力、动态和疲劳试验，可以很好地为

风电叶片提供服务。

针对风电市场的需求，北京鉴衡

认证中心和中国船级社对中国陆上和

海上风电叶片的认证也越来越多地得

到国内风电设备制造商和最终用户的

认可，打破了国外认证机构一统天下

的局面。

2 风电叶片行业存在的问题

2.1 注重生产规模和型号开发，核

心技术研究深度不够

中国的叶片工厂已近百家，经过

2011 年风电市场的竞争，目前能够向

市场批量供货的叶片制造商不足 10 家，

叶片制造能力超过 5000 万 kW。海上

和陆上风电机组和配套叶片的型号基本

已经全部覆盖，形成了系列产品，中国

已成为世界最大的风电叶片制造国。但

是，与欧洲风电强国相比，无论是在核

心技术掌握还是在专利数量、质量方面

都存有很大差距。

在风电叶片的型号开发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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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部分风电叶片的设计仍然沿用联

合设计模式，对设计的核心技术尚未

全部掌握。虽然我们制造的风电叶片

技术指标已经达到或接近国际同类型

号的水平，但是距离最优设计和最佳

制造技术还有差距。2005 年，全球第

一台 5MW 风电机组安装运行，叶片

长度 61.5m，由 LM 制造。经过技术

提升，LM 又推出了适合 IEC 1A 风

况 的 5MW~6MW 的 LM61.5 P2 型

叶片，叶片重量为 19.1t，根部固定螺

栓中心圆直径 3.2m。相比之下，中国

开发的同类叶片在重量和根部直径上

均有所差距，可以考虑在设计上做进

一步的优化，以减轻重量、降低成本，

而不是一味地通过材料替代和降低消

耗来降低成本。

中国风电经过几年的高速发展，

风电技术也从引进开始向自主创新进

步，专有技术和叶片专利数量逐年递

增，但拥有的叶片核心技术专利与国

外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2011 年以前，涉及风电叶片的

中国专利 300 多项，中国风电企业拥

有的专利数不足 23%，其余 200 多

项 专 利 为 LM、Vestas、Gamesa、
GE、Siemens、Enercon 等国家的风

电企业申报。在这些国外企业申报的

中国专利中，95.5% 为发明专利，近

42% 的发明专利同时为国际专利，其

余 4.5% 为外观设计专利，无实用新型

专利。这些专利涉及风电叶片的气动、

结构、工艺、防雷电、防结冰、减噪、

监控等风电叶片的各项核心技术，仅

叶片气动和结构方面的发明专利就 40
余项。

中国风电企业申报的专利则主要

集中在工艺改进、材料等，对于叶片

设计、结构、监控等关键技术涉及很少，

其中的发明专利不足 1/3。

2.2 叶片型号规格过多，企业的开

发成本过重

近些年，中国风电的高速发展培

育出了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风电机组

制造商。2011 年，金风科技、华锐风电、

国电联合动力和明阳风电进入全球新

增风电装机前 10 名，进入全球新增风

电装机排名前 15 名的风电企业中，中

国的风电主机商就有 7 家。

2011 年， 新 增 装 机 容 量 超 过

300MW 的企业就达 15 家，其中，中

国的风电机组制造商 12 家，有 6 家主

机商配备了自己的叶片工厂，有些整

机商的叶片自给自足，不足部分对外

采购 [4]。

中国风电进入稳步发展阶段后，

风电机组制造商争取有限的市场资源，

积极加大低风速和高海拔地区的风电

机组开发，以满足风电市场需求，同

时也力争保持和提高市场占有率。为

此，对叶片个性化的需求也比较突出。

目前，国内能够向市场批量供货

的叶片制造商不足 10 家，叶片产能比

市场需求高出2到3倍，竞争十分激烈。

同样，为了满足主机商的需求，开发

的叶片型号越来越多。一方面使得叶

片企业的竞争力提高，一方面也使得

叶片企业的开发费用负担过重。

比如，同一风况条件下使用的相

同风轮直径，两个规格的叶片外形尺

寸几乎相同，就需要开发两套阳模。

如果这两种叶片的需求量较大，对于

开发企业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需求量

较小，叶片制造企业既要付出昂贵的

模具费用，占用较大的场地，又加重

了叶片的成本摊销，企业难以回收开

发成本。这不仅增加企业负担，也是

对社会资源的浪费。叶片设计时，应

仔细考虑通用性叶片和特殊性叶片的

不同特点和要求，尽可能找出结合点。

对于叶片气动外形相同的部分，可以

采用分段式模具（包括阳模和成型模

具），以减少模具投入，降低开发和生

产成本。

2.3 叶片成本的降低，带给叶片制

造商的利与弊

2008 年以后，在叶片企业的共同

努力和风电机组制造商的支持下，中

国风电叶片行业的供给能力迅速提升。

2011 年，中国风电进入稳定发展阶段，

叶片产能过剩的趋势愈加突出，市场

竞争愈演愈烈。同时，风电运营商的

低价采购策略不可避免地把成本压力

传递到机组制造商，进而下传到零部

件企业 , 导致整个风电产业链都在拼

命降低成本。市场用量最大的 1.5MW
价格降低最为显著，2011 年，一套叶

片的售价不足三四年前价格的 60%，

这对竞争激烈的叶片企业而言，无疑

是雪上加霜，也导致了数家叶片企业

不能正常生产，甚至停产。

不可否认，叶片价格下降是市场

竞争的必然结果。为了应对竞争激烈

的叶片市场，一些具备大规模生产条

件和技术优势的企业，通过成本控制

和技术提升来抵消叶片价格降低，使

得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进

一步提升。但是，叶片的价格也存有

一个安全边际，即质量成本的问题。

当价格降低超过安全边际时，与价格

战相伴随的是叶片的质量问题和售后

服务问题。因个别叶片企业忽视叶片

质量而造成的叶片折断和损伤所带来

的严重后果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另外，值得叶片企业重视的是 ：

当叶片的主要原材料更换替代时，应

该按照规定要求进行形式实验，以考

核叶片的整体性能，避免叶片在运行

过程中发生重大事故。这既是对自身

企业负责，也是对风电机组制造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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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运营商负责。

3 风电叶片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从近期和远期发展来看，为实

现节能减排目标，发展风电是毋庸

置疑的。为实现 100GW 风电装机的

“十二五”规划目标，近几年全国新增

装机仍然会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发布的《中国

风电发展路线图 2050》中，设立了

中国风电未来 40 年的发展目标。到

2020 年、2030 年和 2050 年，风电装

机容量将分别达到 200GW、400GW
和 1000GW。到 2050 年，风电将满

足 17% 的国内电力需求。在此期间，

尤其是 2025 年以后，大批风电机组服

役期已满，需要更换的风电机组也会

使风电叶片的需求量维持在一个较高

的水平。这些均为国内叶片制造商提

供了发展的机遇。[5]

但是，面对风电叶片产能远远大

于需求带来的激烈市场竞争，叶片制

造商的压力和挑战也是巨大的。同时，

作为叶片行业的参与者，也要清醒地

认识到，中国虽然成为风电大国，但

要做到风电强国还需要行业方方面面

的共同努力。作为风电机组的重要部

件之一的风电叶片，也还有许多需要

深入开展的工作。在新型号叶片开发

的同时，加大叶片关键技术研究的力

度，提高大型风电叶片的气动设计和结

构设计的能力和水平；完善叶片的制造

技术，尤其是针对海上风电的高可靠性

需求，需要叶片企业在材料应用研究、

成型工艺优化、生产过程的在线控制和

实验技术等方面做深入研究，确保叶片

质量，提高自有品牌的竞争力。

中国发展风电的目标已定，但制

约发展的因素还存在。为实现中国风

电的发展目标，逐步成为风电强国，

风电叶制造商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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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场区域集中化运行管理方法研究
王军1，徐成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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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结合我国风电发展状况，通过对风电场管理现状的调查和研究，从风电场生产运营管理的角度，分析了目前风电

场群管理模式的特点，提出了集中化运行管理的运营思路，并结合实际运行管理和信息系统规划，将集中化运行管理

细化分析，系统地展现了集中化运行管理的操作流程在实现我国风电场区域集中管理方面，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关键词 ：风电场 ；运行管理 ；集中化 ；远程控制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2)11-0070-05

A Study of Regional Centralization Operation Management
Methods of Wind Farms	

Wang Jun1, Xu Chengdong2

(1. Cnooc New Energy Weifang Wind Power Co.,Ltd., Weifang 261000, China; 

2. Huaneng Weifang Wind Power Co.,Ltd., Weifang 261000, China)

Abstract: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condition of Chinese wind power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present situation of wind 

power management, the study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rrent wind power group management mode from the operation 

management point of view, pu�ing forward the centralized operation management ideas, and combining with actual operation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system planning. It systematically shows the centralized operation management process and has a 

certain practical value in regional centralized management of wind farms.
Keywords: wind farm; operation management; centralization; remote control

0 引言  

从地理环境来看，我国风能资源

较丰富的地区一般比较偏僻，自然环

境恶劣，工人长期驻守现场工作，其

工作生活均不方便，很难吸引优秀人

才和稳定工作人员。在风电场群分布

方面，受地理环境及政府规划等方面

因素影响，除甘肃、内蒙古和东北等

地区能形成规模较大的风电场群 [1]，

其他山区和沿海地区很难形成规模化

风电场群，单个风电场容量较小，且

地域跨度较大，较分散。受设备情况

的限制，风电场内风电机组数量多、

间距大、塔筒高、攀爬难度大，均增

加了现场设备的监管和巡视的困难。

不同风电场往往采用不同厂家提供的

控制和信息平台，数据采集、存储、

统计及展现方式存在各种差异，不利

于公司内部对不同风电场的设备和生

产情况进行对比分析，难以统一管理。

因此，根据风电行业的发展状况

和趋势，结合风电场现场运营的特点，

区域化集中管理，实现现场“无人值班，

少人值守”，将是风电行业生产运营的

一个发展趋势。

1 区域化集中管理概念

区域化集中管理是指结合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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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调用，既减少了各风电场自行采

购备品备件的总费用，降低了单个风

电场采购发电机、齿轮箱等大部件的

压力，又能确保备品备件在最短时间

内抵达现场。

1.3 检修中心

建立检修队伍，配备专职的检修

人员，一般可分为电气班组和机械班

组。配备必需的检修维护工具和设备，

负责区域内风电场的年度检修和应急

故障处理任务。在检修中心建立初期，

应针对区域内的风电机组及相关电气

设备型号，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使

得检修队伍能熟练掌握所属区域的机

组及相关风电场设备的检修技能。这

样做使得单一风电场不必都建立检修

队伍，即精减了人员，又提高了专业

化水平。检修中心可位于区域的中心

城市，和区域备品备件管理中心统一

考虑。

1.4 值守人员

风电场附近只留下少许值班人员，

检修管理和备品备件管理，根据单个

风电场的地理位置分布，将某一个大

区域内（可取为省级范围）的风电场

划分为小区域（可取为地级市范围），

每个小区域设为一个管理单位。小区

域内设置管理中心、备品备件管理中

心和检修中心。

1.1 管理中心

建立集中远程监控系统，将区域

内采用不同厂家设备和控制平台的风

电场的风电机组数据和升压站数据统

一在一个数据平台内。取消各风电场

现场值班制度，集中人员在区域管理

中心对区域内的风电场运行进行监视、

分析、调整和控制。在解决跨平台统

一管理、提高了风电场运行维护水平

的同时，可大幅度减少运行人员需求，

改善运行人员的工作、生活环境。对

于新增风电场，还可以节省新建值班

楼、宿舍楼和相应生活设施费用。

1.2 备品备件管理中心

集中储备备品备件，统一管理，

通过点检定修的管理模式，负责风电

场的检修维护、运行操作、倒闸操作、

事故处理和设备管理等工作。由于建

立了专业化的检修队伍，风电场职守

人员应主要考虑本地化，并降低部分

人员的学历要求，通过以老带新、以

师带徒等措施，尽快形成稳定的运行

维护队伍。

2 集中化管理的实现

2.1 系统模型

风电场数据采集包括风电机组、

升压站的所有模拟量和开关量，以及

现场测风仪的测风数据。模拟量包括

电压、电流及功率等电气模拟量及转

速、风速、风向、油位、振动、位移、

温度等非电气模拟量的实测量。开关

量包括事故信号、断路器及重要继电

保护装置的动作信号等中断开关量和

各类故障信号、断路器及隔离开关的

位置信号、机组设备的状态信号等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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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断开关量两类 [2]。

在风电发展初期，各个风电公司

的软件环境和平台、数据库的选取都

不一样，缺乏统一的通信标准。随着

风电的迅速发展，2006 年 12 月，国

际电工委员会（IEC）公布了由 IEC 
TC88 技术委员会起草制定的 IEC 
61400 － 25 标 准。 该 标 准 是 IEC 
61850 标准在风力发电领域内的延伸，

是软件方面专门面向风电场的监控通

信系统。硬件方面，国内外不少风电

公司也都致力于电力系统应用最为广

泛 的 SCADA（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的开发，促

进了风电场数据接口的标准化，也为

数据层的建立提供了基础。

采集的数据通过标准数据接口传

至数据层后，远程控制系统与其他应

用系统，例如风功率预测系统、数据

采集系统等，通过标准数据接口调用

数据层数据，对数据进行分析、展现，

实现应用功能，同时将部分分析结果

上传至企业管理系统和电网公司调度

系统等其他外部系统，实现系统的上

下兼容，确保系统的完整性 [3]。 
2.2 网络结构

按照区域化集中管理的思想设计，

系统可分为风电场子站、区域控制中

心（简称控制中心）和安全生产管理

中心（简称监管中心）3 层。系统各

控制中心、监管中心的网络拓扑均采

用双以太网星形结构。网络传输协议

采用 TCP/IP 网络协议，网络传输速

率不小于 100Mbit/s，网络配置规模

需满足系统远景要求。系统内各风电

场子站到区域控制中心的通信传输介

质采用敷设专用光纤网络，区域控制

中心到管理中心的通信通道采用 VPN
网络保证数据的安全性。网络结构示

意图如图 2 所示。

2.3 功能模块

2.3.1 远程控制

监控系统控制功能应根据设备的

实际状况和工作实际需要进行设置，

可考虑如下操作 [4] ： 
（1）对断路器 / 刀闸分、合的远

方操作 ；

（2）对补偿电容器投、切的远方

操作 ； 
（3）对有载调压变压器分接头的

远方调节 ；

（4）部分保护的远方启动、闭锁

及信号复归 ；

（5）单个 / 成组风电机组远方启

动 / 停机操作、复位、偏航、解缆等。

监控系统的控制权限在控制中心、

风电场子站及现场 3 级中均能实现以

上要求的控制功能。控制权的优先顺

序是 ：现地优于风电场子站，风电场

子站优于控制中心。

按照电监会 5 号令《电力二次系

统安全防护规定》，控制模块的设计应图2	区域化集中管理网络结构示意图

调度 企业管理系统

风功率预测
系统

远控系统 OA

数据接口

风电场A 风电场B 风电场C 风电场D

数据接口 数据接口 数据接口

数据层

其他应用
系统

图1	风电场数据区域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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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为安全 I 区（控制区），设计应充分

考虑安全性，满足十六字方针，即“安

全分区、网络专用、横向隔离、纵向

认证”的要求。[5]

2.3.2 监测功能

状态监测分为实时状态监测和历

史状态监测。实时状态监测是指将过

程信息通过生产模拟图、趋势图、棒

状图和参数分类表等多种监测方式实

时展现，以显示风电机组、测风塔及

变电站的主要运行参数和设备状态。[6]

历史状态监测包括风电场的统计

信息和历史信息，通过对任意两个不

同风电机组或同一风电机组不同时段

的同类参数在某时间段内的对比曲线，

以及风电机组相应风速的标称输出功

率和实际输出功率的对比曲线等历史

数据的对比，分析设备性能，实现设

备以及生产的对标分析工作。同时，

通过对同一设备的历史状态监测，可

以及时发现不良趋势，在设备发生故

障前进行更换，降低故障率，做到预

防性检修。

系统应该提供可定制化的数据展

现功能，根据需要设定主页面及查询

页面展现内容和形式。另外，还应该

提供报表的生成、打印、上报功能，

与上级单位的报表系统无缝连接。

对于随时出现的故障，可进行声

光报警，报警内容显示在最前端，便

于运行人员查看报警内容。任何如下

非正常情况，集控中心内的监控计算

机均应该能发出声光报警 ：

（1）故障和紧急停机 ；

（2）人工停机和开机 ；

（3）风速过高，风电机组切出造

成的停机 ；

（4）温度异常造成的停机 ；

（5）对于一些关键参数，已经设

置阀值，趋势变化超出阀值 ；

（6）其他非正常运行故障停机。

2.3.3 统计分析与专家诊断

系统可以查询风电机组历史故障、

历史数据、日志等，可以进行设备的

故障报警统计和故障统计。通过综合

设备各个专项状态监测信息和离线监

测信息，并进行初步的诊断分析。根

据获得的系统与设备的状态信息和专

家知识数据库，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自

动地对异常现象进行甄别，分析异常

原因，供检修工程师参考。

2.4 其他生产管理功能

由于采集数据中包含设备各部件

历史状态及更换记录等数据，因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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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状态检修以及备品备件的管理结合。

另外，可以结合运行管理中的工作票、

操作票管理、检修保养管理、运行记

录管理等方面结合，规范工作流程，

形成一个涵盖风电安全生产各方面的

生产信息管理系统。[7]

3 结语

随着风电发展趋于稳定，如何管

理好已有风电场，是风力发电公司生

产管理中的首要问题，远程控制的集

中化区域化管理模式可以很好地改善

和解决目前生产模式中存在的各种问

题。SCADA 的逐步完善也为远控系

统的实现提供了条件。结合备品备件

管理、生产运行管理、检修维护管理

等生产各方面需求，建设风电生产管

理信息化系统，可以在保证电力安全

的基础上，大大减少风电运行成本，

提高风电企业利润，确保风力发电行

业平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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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虽然转盘轴承有多种失效形式，但大多为滚道疲劳失

效，具体表现为滚道点蚀、剥落，以及由此引起的卡滞、

温度升高等。由于转盘轴承在结构、工艺、工况等各方面

与普通轴承的巨大差异，普通轴承滚动接触疲劳寿命设计

模型、参数等在转盘轴承滚道设计和校核时不能直接套用，

在这种情况下用试验的方法来检验转盘轴承滚道疲劳承载

能力是合理的。

根据风电转盘轴承的实际工况或客户要求加载并设定

试验时间。由于不同风电机组的工况不同，不同客户的具

体要求也不尽相同，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统一的试验方

法。不过，参照多家整机厂家对风电转盘轴承的试验要求

和试验方案来看，现在检验转盘轴承滚道疲劳承载能力主

要是通过试验运行一段时间的转盘轴承的温升、驱动功率

和拆机检查转盘轴承滚道是否有疲劳剥落来验证转盘轴承

滚道的质量。

风电转盘轴承通常要求在疲劳载荷下运行 20 年，室

内试验不可能按同等工况运行 20 年，如何在不改变失效机

理的前提下加速验证风电转盘轴承滚道疲劳承载能力是否

风电机组转盘轴承的加速疲劳
寿命试验﹡  

高学海1，王华2

（1.	上海欧际柯特回转支承有限公司，上海	201906；2.	南京工业大学，南京	210009）

摘  要 ：本文从风电机组转盘轴承实际疲劳载荷等效转化、试验载荷选取、试验时间三个方面描述了一种室内风电转盘轴承的

加速疲劳寿命试验方法。该方法偏于保守，满足了风电机组转盘轴承高可靠性的要求，通过实际试验验证了本方法的

可行性，并提出了风电转盘轴承优化安装方法。   

关键词 ：转盘轴承 ；风电机组 ；加速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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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rings in Wind Turb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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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accelerating fatigue life test method for slewing bearing in wind turbines is discussed in the paper in three aspects: how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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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要求，是困扰所有企业的共同难题。要加速验证风电

转盘轴承滚道疲劳承载能力，关键在于解决 3 大问题 ：（1）
风电转盘轴承的实际疲劳工况如何等效转化为试验工况 ；

（2）如何确定试验载荷 ；（3）如何确定试验时间。

1 实际疲劳载荷的等效转化

风向、风速在风电机组实际运行过程中时刻随机变化

着。因此，风电转盘轴承的载荷、运行情况也随之呈随机

变化，几乎不可能用室内试验的方法准确地模拟出风电转

盘轴承的实际载荷和运行情况。在选择风场时，通常需要

对风场的风况做足够长时间的检测统计。在风电机组设计

时，机组的叶根和塔顶疲劳载荷通常可以用雨流计数法统

计处理为等效载荷变动幅值——载荷循环次数，表达方式

通常如表 1 所示 [1, 2]，某风电机组运行 20 年内，表 1 中的

载荷变幅等效循环 Ns 次。对于风电转盘轴承滚道疲劳承载

能力验证试验来说，表 1 所示载荷表示方法将随机变化的

载荷统计规律转化为确定的载荷幅值，为室内试验提供了

载荷数据。

2 试验载荷
 
表 1 列出了不同疲劳 S-N 曲线斜率下风电机组叶根对

应的等效载荷循环幅值，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参照国际标准

（ISO 281）中轴承疲劳寿命设计理论 [3]，如式（1），认为

转盘轴承设计、校核、分析时应选取 m=3 行所对应的载荷

数据。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式（1）实际上描述了载荷－疲劳

寿命的关系，而表 1 中 S-N 曲线实际上是指应力－疲劳寿

命关系，根据 Hertz 理论 [4, 5]，接触应力和接触疲劳寿命之

间存在 9 次方关系，如式（2），因此我们认为转盘轴承滚

道疲劳分析时应选取m=9行所对应的载荷数据，如图1所示。

                    
                                                                              

（1）

            
                                                                              （2）

上式中，L ：接触疲劳寿命，以轴承转动圈数计；aISO ：

ISO 标准中轴承寿命调整系数 ；Ca ：轴承基本额定动载荷 ；

Pa ：轴承轴向当量动载荷 ；N ：接触疲劳寿命，以接触循环

次数计 ；Σρ：轴承滚珠、滚道接触曲率总和 ；Z ：轴承中单

排滚动体数目 ；A ：轴承滚珠、滚道接触角 ；a* ：滚珠、滚

道接触椭圆长半轴系数 ；b* ：滚珠、滚道接触椭圆短半轴系

数 ；Smax ：滚珠、滚道最大接触应力。

另外，还需注意的是，表 1 中所示载荷为叶根坐标系

下的载荷变化幅值，在转盘轴承试验时应将载荷变化幅值

转化为转盘轴承载荷变化幅值（倾覆力矩变化幅值 ΔM/2，

轴向力变化幅值 ΔFa/2，径向力变化幅值 ΔFr/2），转化计算

方法参见式（3）至式（5）。
                                                                   （3）
                                                      

（4）
                   
                                                                              （5）

上式中，Fa 为转盘轴承轴向力；Fr 为转盘轴承径向力；

M为转盘轴承倾覆力矩。

图1	S-N曲线斜率确定示意[1]

表1 某风电机组叶根疲劳载荷谱

S-N曲线

斜率m
Mx

KNm

My

KNm

Mz

KNm

Fx

KN

Fy

KN

Fz

KN

3 1733 750 23.7 33.6 128.6 116.0

4 1773 836 25.7 37.0 131.1 119.8

5 1804 924 27.4 40.5 132.8 123.9

6 1830 1012 29.0 43.9 134.0 129.2

7 1852 1098 30.4 47.2 135.0 136.2

8 1874 1180 31.7 50.2 135.9 144.8

9 1893 1258 32.9 53.1 136.7 154.3

10 1913 1330 34.1 55.8 137.4 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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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 1 所示的风电机组叶根疲劳载荷谱作用下，变桨

转盘轴承承受的等效疲劳载荷谱如图 2 所示。

本案例中载荷变化均值为 0，如果设计资料中已经明

确平均载荷，则图 2 中载荷变化峰值和谷值还应加上平均

载荷。对应地，转盘轴承在载荷变化峰值和谷值上分别循

环 Ns 次。转盘轴承受载情况如图 3 所示。  
从图 3 可以看出，转盘轴承滚道疲劳承载能力验证试

验可以看作是检验轴承滚道在图 3 载荷作用下循环 Ns 次是

否损伤。目前装机的变桨和偏航转盘轴承多为四点接触球

轴承，在图 3 所示的峰值载荷和谷值载荷下，承受接触载

荷循环的分别为两组不同的滚道，因此试验时为减少试验

时间、降低试验成本，只需在数值较大的峰值载荷或谷值

载荷下完成试验即可。

3 试验时间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疲劳载荷谱只描述了载荷变化

规律，并没有考虑到风电转盘轴承变桨、偏航过程中滚珠

的滚动作用，实际上在载荷（风速、风向）变化的同时还

伴随着滚珠的滚动。因此，在试验的同时还应考虑滚珠的

滚动作用。风电转盘轴承静止时，风电转盘轴承载荷每变

动一次，滚道上与滚珠接触位置承受一次接触载荷循环，

试验时将该接触载荷循环转化为该接触载荷下滚道受滚珠

的滚动载荷循环，即滚道与滚珠接触位置承受 Ns 次滚动接

触循环，如图 4 所示。

试验时间取决于滚珠的滚动速度（转盘轴承试验转速），

为避免转速过大导致失效机理改变、试验失真，试验转速

应不超过转盘轴承工作时的最大转速，为尽量缩短试验时

间，建议选取转盘轴承工作最大转速为试验转速。试验时

间可以按式 (6) 计算得到。

                          T=2Ns/Z/nmax/60                                   （6）
上式中，T 为试验时间（小时）；nmax 为转盘轴承试验

转速（r/min，建议选取转盘轴承工作最大转速）。

4 试验结果评价
 
考虑风电转盘轴承偏航、变桨运转时滚珠的滚动作用，

将疲劳载荷谱转化为试验时便于操作的滚动接触疲劳载荷

谱，参照图 4，在两种载荷谱作用下，滚道接触应力循环

状态如图 5 所示，图中 Pmax 为最大接触压力，从图上可以

图2	某变桨转盘轴承等效疲劳载荷谱

图3	转盘轴承疲劳载荷下受载状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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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试验将接触载荷循环改为滚动接触载荷循环后 45°最

大剪应力循环幅值不变，正交剪应力循环幅值增加了 1 倍，

超过最大剪应力循环幅值，可见试验考虑滚珠滚动作用，

采用的滚动接触载荷循环使得滚道应力交变幅值更大，试

验结果偏安全。 

5 试验案例
 
试验装备为本公司和南京工业大学联合开发的

1.5MW~5MW 风电转盘轴承试验台。应客户要求，本公

司对自产的常规产品某 3.0MW 变桨转盘轴承进行了试验，

试验主要数据及要求如下 ：轴承平均直径 φ2410mm，双

图4	滚珠/滚道接触位置受Ns次滚动接触循环

图5	接触载荷循环和滚动接触循环下滚道次表层应力交变情况

排四点接触球结构，全寿命疲劳试验，试验加载轴向力

463.4kN、径向力 177.6kN、倾覆力矩 4297.2kNm，载荷

疲劳等效循环次数 107 次。

装配试验台后，根据试验要求加载，在 1.5r/min 的转

速下运行约 72 天，达到 20 年（107 次载荷循）寿命要求

后拆机检查，如图 6 和图 7 所示。

试验过程中实时监测被试轴承的扭矩、温升、位移、

振动等信号，各种监测信号均未见异常，转盘轴承运行平稳。

试验结束后，对被实验转盘轴承作拆解检查，经检查轴承

滚珠、保持架、润滑脂、密封条等未见异常，内外圈滚道

的淬火软带位置出现剥落，如图 8 所示，这些剥落未向其

他淬火区域扩展，因此为收敛性剥落。经讨论，一致认为

出现剥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软带区域硬度较低，抗疲劳能

力较差，试验为 360°连续运转，软带区域和其他滚道区

域一样，无可避免地要经历滚动体的接触疲劳载荷。在实

际装机过程中，可以将软带安装避开回转支承的重载区域，

这样有利于避免或减轻软带区域承受接触疲劳载荷。经客

户现场检验确认，该变桨轴承合格，可以承受 20 年疲劳

载荷。    
对损伤区域采取本公司研发的软带轻载工艺处理后恢

复回转支承，对回转支承进行 120% 载荷的超载疲劳试验，

参照 JB/T 2300[6] 设定试验转数为 30000 转。试验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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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轴承的扭矩、温升、位移、振动等信号均未见异常，

试验结束后拆解回转支承，轴承未见损伤。

6 结论

本文提出的方法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实现风电变

桨、偏航转盘轴承 20 年疲劳寿命的检验，为转盘轴承在风

电机组上可靠运行提供了保障，用本文方法检验实际运行

的风电转盘轴承是偏保守和安全的。

滚道硬度对转盘轴承疲劳承载能力有很大影响，在实

际装机过程中应将回转支承的淬火软带尽量放置于轻载位

置，避免软带承受较大的接触压力。

软带轻载工艺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软带承受较大的接

触载荷，发生过早疲劳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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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大型风电机组按结构可以分两类 ：垂直轴风电机组和

水平轴风电机组。对于水平轴风电机组，其空间结构可以

分为轮毂、机舱、塔筒和塔基四部分。对于现阶段常见的

变桨距风电机组，桨叶的驱动装置都安装在轮毂里面。作

为连接桨叶与机舱的部件，轮毂随桨叶而旋转。桨叶及其

驱动装置是风电机组最重要的部件之一，而旋转部件也是

比较容易出现故障而且难以维护的设备之一。出现故障时，

维修人员需要进入轮毂对其进行修理和维护。此外，对于

水平轴的两叶片风电机组而言 [1]，其所承受的载荷直接取

决于两个叶片停留的空间位置 ：在大风或故障长期停机情

况下，为减小风电机组承受的载荷，叶轮必须可靠锁定在

水平位置。

根据风电场的作业标准以及风电设备的认证规范，风

电机组设备需要具备对叶轮（轮毂）进行手动或自动锁定

的功能及装置。

国外设计的风电机组中，关于叶轮自动锁定方法的相

关描述都没有形成翔实并可应用于实际操作的文档。例如，

在已公开的发明专利“风轮机的自动制动和锁定”[2]（国内

申请号 / 专利号 ：200580015653）对叶轮的锁定方法进行

了讲解，其中不乏新意，但内容较宽泛，实际可操作性不强。

国内现阶段所设计的风电机组中，涉及对叶轮锁定的

装置及方法需要维护人员在机舱里面手动操作实现叶轮制

动及锁定 [3，4]。这样的情况下，维护人员采用的一般方式是

依靠人力来推动转子，进而挪动叶轮，使得叶轮低速旋转

至锁定位置，再依靠转子端制动夹来制动叶轮，并释放叶

轮锁定装置实现叶轮锁定。显然，这种依靠维护人员团队

参与、耗费大量劳动力、增加劳动风险的手动锁定叶轮方

式是迫切需要改进的。

根据多数风电机组实际应用场景，当风电机组需要修

理或维护时，风电机组在其控制器的作用下从运行模式切

大型风电机组的叶轮锁定自动控制策略
宋冬然，从龙慧，张博

（广东明阳风电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风能研究院，广东	中山	528437）

摘  要 ：本文结合大型风电机组中所具有的叶轮制动（变桨和转子刹车装置）系统和锁定装置，通过控制器的参与，提出

对三者采用顺序控制，实现叶轮的自动锁定 , 并通过补充特殊电路结构和引入风电机组运行时的振动值作为控制

参数，保证叶轮安全可靠地自动锁定。   

关键词 ：大型风电机组 ；叶轮 ；锁定装置 ；制动系统 ；顺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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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tor Auto-lock Control System of Large Wind Turbine
Song Dongran, Cong Longhui, Zhang Bo

(Guangdong Ming Yang Wind Power Industry Group Co., Ltd., Wind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 Zhongshan 528437, China)

Abstract: Integrating the braking system (including pitch system and rotor-braking device) and rotor-locking device of large wind turbines,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controller, this paper presents sequence control to realize the rotor auto-lock. In the mean time, a 

special electric circuit is o�ered and the vibration value is used as control parameters to insure the safe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auto-

lock system.
Keywords: large wind turbine; rotor; locking device; braking system; sequence control



Technology | 技术

2012年第11期  83  

换到停机模式。风电机组进入停机模式后，叶轮在变桨装

置作用下快速减速，然后在制动夹强制作用下静止。如果

叶轮里面的设备出现问题，则需要释放制动夹，靠人力来

挪动转子从而锁定叶轮。基于此机理的风电机组已经基本

具备了实现自动锁定的硬件结构 ：叶轮制动装置（包括变

桨和转子制动装置）和锁定装置。在此基础上，本论文提

出通过联合叶轮制动装置和锁定装置，并适当添加部分硬

件，采用顺序控制的方法来实现叶轮的自动锁定 [5]。

1 系统基本原理

本论文提出的大型风电机组对叶轮进行锁定的自动控

制系统，其硬件结构包括叶轮制动装置、锁定装置、控制

元件和控制器四部分。制动装置包括风电机组常用的两套

制动系统，变桨装置（主制动）和转子刹车装置（从制动）；

锁定装置包括叶轮锁定元件以及被锁定元件 ；控制元件包

括制动装置和锁定装置中的传感器，以及用于协调控制的

执行元器件 ；控制器包括风电机组的主控制器，辅以少量

的输入输出接口单元。当风电机组在故障状态或者被输入

停机指令后，风电机组进入停机模式，变桨装置、转子制

动装置和锁定三套装置在控制器和控制元件的协调下有序

地工作，安全可靠地完成风电机组中叶轮的自动锁定。主

制动装置将叶轮转速限制在设定转速以下，从制动装置将

叶轮转速进一步降低并使得叶轮停止在允许锁定位置。当

叶轮停止并只有停止在允许锁定位置时，叶轮锁定装置使

能，驱动叶轮锁定元件实现叶轮锁定。

2 系统的基本硬件结构
 
如图 1 所描述，叶轮锁定自动控制系统的硬件由如下

部分组成 ：

（1）主制动装置（变桨装置）100 ；

（2）从制动装置 200，它包括制动夹 210 和制动盘

220 ；

（3）锁定装置 300，它包括被锁定元件 310 和锁定元

件 320 ；

（4）控制元件 400，它包括变桨元件 410、桨叶角度

传感器 420、从制动器压力控制元件 430、从制动压力传感

器 440、锁定位移传感器 450、锁定元件的驱动元件 460、
叶轮位置数字量传感器 470、叶轮位置模拟量传感器 480、
叶轮转速传感器 490，以及未在图上绘出的机组振动传感器；

（5）控制器 500，它包括风电机组主控制器 510 和与

图1	系统的硬件结构组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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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控制器相匹配的输入输出接口单元 520。

3 系统中的特殊电路

本论文提及的叶轮锁定自动控制系统，除包含上面所

述的硬件结构外，还包含用于保证安全及可靠锁定的特殊

电路，如图 2 所示。

图 2 中，除锁定位移传感器 450、锁定元件的驱动

元件 460、叶轮位置数字量传感器 470 和输入输出接口单

元 520 外，电路结构中还采用了延时继电器 610 和中间

继电器 620。从图 2 中可以看出，驱动元件 460 需要由中

间继电器 610 和中间继电器 620 控制选通。通过继电器

610/620 的作用，电路结构形成了由硬件和软件组合而成的

“与门”，保证了叶轮只处于允许锁定位置上时才能被锁定 ：

当叶轮停止在允许锁定位置时，叶轮位置数字量传感器 470
的常开触点闭合，中间继电器 610 经延时后被选通使能 ；

同时，控制器 510 从输入接口单元 520 接收到传感器 470
的信息，控制输出接口单元 520，使能中间继电器 620 ；锁

定元件 320 的驱动元件 460 在中间继电器 610/620 的同时

选通下被使能，驱动锁定元件 320 完成锁定。

4 系统的工作原理

根据前面所述，系统除包括控制元件 400 和控制

器 500 外，还包括 3 个子系统 ：主制动系统（变桨装置）

100、从制动系统（转子刹车装置）200 和锁定装置 300。
在常见的风电机组控制系统中，这 3 个子系统基本上是各

为其主，完成自身任务，而没有进行联合统一的自动控制。

本论文提出的叶轮锁定自动控制系统，利用控制器 500 和

控制元件 400 将 3 个子系统有序地结合进行顺序控制，在

风电机组进入停机模式后，完成叶轮的自动锁定功能。在

图 1 和图 2 的硬件结构基础上，下面将围绕图 3 所描述的

系统控制流程框图详细阐述系统的工作原理。

如图 3 所示，本论文将主制动系统（变桨装置）100、
从制动系统（转子刹车装置）200 和锁定装置 300 这 3 个

子系统形成顺序控制 ：

首先，当风电机组进入停机模式后，通过驱动主制动

装置（变桨装置）100 中的变桨元件 410 保证叶轮转速低

于设定转速。

对主制动装置 100 的控制过程中，被控对象是叶片，

控制目标是叶轮转速，执行元件是变桨元件 410。通常，

风电机组中，当风速不是过小（低于 1m/s）时，叶轮具有

一定转速，转速随着桨叶角度的增加而减小。在大型风电

图2	用于安全锁定的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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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系统控制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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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组中，通过驱动变桨元件 410 加大桨叶角度是降低叶轮转

速的主要制动手段。本系统中，变桨装置控制的目标是保证

叶轮转速低速旋转。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当风电机组切换到

停机模式后，可以同时选取叶轮转速和桨叶角度作为控制给

定，在使桨叶快速增加到一定角度后，然后缓慢驱动变桨元

件 410 直到叶轮转速低于设定值。由于叶轮转速的实时采样

值存在波动，可以将叶轮转速采样值进行低通或平均值滤波

后与设定值相比较。此步骤中，叶轮转速设定值的选取，主

要从机组从制动装置 200 最大允许制动转速以及机组振动两

方面来考虑：叶轮转速设定值应该远小于从制动装置的最大

允许制动转速（一般小于 1/5）；在此转速下，从制动装置制

动时导致的机组振动有效值一般不大于 0.02g。
其次，通过调节从制动装置（转子制动装置）200 中

的制动压力元件 430 保证叶轮转速以较低的速度（恒速或

减速）接近于锁定位置，并在允许的锁定范围内对制动盘

220 刹车。

对从制动装置 200 的控制过程中，被控对象是制动夹

210，控制目标是叶轮转速及叶轮位置，执行元件是控制制

动夹 210 压力的制动压力元件 430。制动夹 210 的制动压

力大小由制动压力元件 430 来调节，叶轮位置由不少于一

路的叶轮位置模拟量传感器 480 来测量。本系统中，从制

动装置 200 控制的目标是保证叶轮以较低的转速接近于并

可靠停止在允许锁定位置上。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以通

过转速－制车压力的闭环控制来调节制动压力元件 430 实

现带压（部分压力）制动，保证叶轮转速以较低的转速（恒

速或减速）接近于锁定位置，在允许的锁定范围内（由叶

轮位置模拟量传感器 480 确定）使制动压力元件 430 全压

刹车，使叶轮停止在锁定位置。此步骤中，将制动时引起

的机组振动作为参考，设置允许带压制动的叶轮位置，以

及全压刹车的叶轮转速范围 ：缩短制动时间可以减小对机

组的振动，当叶轮位置距离允许锁定位置较远时，设置不

制动，反之，则根据转速－制动压力的闭环来施加带压制

动压力 ；当叶轮进入允许锁定范围时，制动压力元件 430
的压力由带压增加到全压，转换过程中机组振动将迅速加

大，通过降低全压刹车允许的叶轮转速可以降低机组振动，

全压刹车的机组振动一般不大于带压制动时的两倍。

最后，当叶轮在主从制动装置 100 和 200 作用下成

功停止在允许锁定范围内时，锁定装置 300 中的锁定元件

320 被控制器 510 和 520 使能，实现叶轮锁定。

对锁定装置 300 的控制过程中，被控对象是锁定元件

320，控制目标是锁定元件 320 完成锁定动作，执行元件是

锁定元件 320 的驱动元件 460。此步骤中，系统是否完成

叶轮锁定由锁定装置中用于测量锁定元件 320 动作过程中

与被锁定元件 310 的耦合程度的位移传感器 450 来确定，

叶轮位置信息由叶轮位置数字量传感器 470 和模拟量传感

器 480 来确定。当叶轮位置数字量传感器 470 和模拟量传

感器 480 都显示叶轮停止在允许锁定位置时，控制器 510
控制输出接口单元 520，使能中间继电器 620，锁定元件

320 的驱动元件 460 在中间继电器 610/620 的同时选通下

被使能，驱动锁定元件 320 完成锁定。锁定过程中，从制

动器 200 中的制动夹 210 保持全压刹车状态，当锁定完成

时其压力才能得以释放。

上述 3 个子系统之间的顺序控制中的 3 个步骤不可逆，

下一步骤需要等上一步骤实现给定目标后才能被执行。由

于系统采用的是顺序控制方式，考虑当子系统出现故障时

会导致其不能完成所设定目标，本系统的软件设计中，对

上述 3 个子系统的控制都设置了计时单元，在设定时间内，

子系统没有完成设定目标时，系统将跳出风轮自动锁定程

序切入到故障报警程序。

5 结论

在深入研究现有的大型风电机组的结构基础上，本论

文提出构建一套叶轮锁定自动控制系统 ：通过控制器的参

与，使风电机组中的主 / 从制动系统和锁定装置形成顺序控

制，并通过补充特殊电路结构和引入风电机组运行时的振

动值作为控制参数，保证风电机组能可靠安全地实现叶轮

的自动锁定。本论文提出的叶轮锁定自动控制系统已经在

本公司的两叶片 2.5/3.0MW SCD 机组中得到了验证，并

在同类型的机组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参考文献

[ 1 ]  S t epan  S t ad i e .  Supe r  Compac t  Dr i ve  3 .0  MW Da ta  Shee t [Z ] .

Rendsburg,Germany: Aerodyn Energiesysteme GmbH, 2010.

[2] 扬·施特鲁韦 , 米夏埃尔·弗兰克 . 风轮机的自动制动和锁定 . 中国 , 

200580015653.6[Z],2007.

[3] 李晓谦 , 吴国庆 , 程林志 , 等 . 一种风电机组叶轮锁定装置及风电机组 : 

中国 , 201110125943.3[Z], 2011.

[4] 赵鹏 . 一种轮毂锁定装置 . 中国 , CN201020693995.1 [Z], 2011.

[5] 宋冬然 , 马学亮 , 陈刚华 . 一种大型风电机组的叶轮锁定自动控制系统及

叶轮锁定自动控制方法 . 中国 , 201210045922.5[Z], 2012.

收稿日期：2012-10-06。

作者简介：

宋冬然（1983-），男，硕士，主要从事风电机组电气控制研究工作。



Technology | 技术

2012年第11期  87  



技术 | Technology

88  风能 Wind Energy 

0 引言

2006 年至今，我国经历了兆瓦级风电机组制造和运营

的高速发展时期，其间暴露出了许多风电机组的设计质量

问题。其中偏航系统异响问题逐渐增多，给风电机组的正

常运行和维护带来很大影响，严重的甚至需要将风电机组

从塔架吊下来，维修成本巨大。此外，偏航异响产生的噪

声污染已经远远超过国家标准，噪声污染破坏了风电场周

围人类和动物的正常生活，给风电长远发展造成影响。随

着风电机组的大型化发展，考虑后期机组运行维护等因素，

亟须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偏航系统异响问题，这不仅直接

影响到风电机组输出电能的质量和效率，也影响到整个风

电行业的进步和发展。

1 偏航系统组成及原理

1.1 偏航系统组成

兆瓦级风电机组偏航系统异响原因
分析和改进

陈波，何明

（国电联合动力技术（连云港）有限公司，江苏	连云港	222069）

摘   要 ：本文介绍了兆瓦级风电机组偏航系统的主要结构，分析研究了兆瓦级风电机组偏航异响的原因，提出了解决异响

的改进措施。通过在实际工作中的运行效果，证明所提出的改进方法是有效的。

关键词 ：偏航系统 ；异响 ；风电机组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2)11-0088-04

An Analysis and Improvement of Abnormal Sound of Multi-Megawatt 
Wind Turbine Yaw System

Chen Bo, He Ming
(Guodian United Power Technology Co., Ltd. Lianyungang, 222069, China)

Abstract: �is paper introduces the main structure of multi-megawa� wind turbine yaw system and analyses the cause of abnormal sound, 

and also puts forward some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 and the proposed methods are proved e�ective by practice.
Keywords: yaw system; abnormal sound; wind turbine

风电机组偏航组件包括偏航驱动电机、偏航驱动齿轮

箱、偏航轴承、偏航刹车盘、偏航刹车钳、液压管路、回

油管路、润滑系统等，如图 1 所示。带有内齿的偏航轴承

用螺栓连接在塔筒顶部，外环与机舱座连接，内环与塔架

法兰连接。在偏航系统中驱动机构一般都是由电机和减速

机构成，电机是偏航的动力来源，减速机是将电机输出的

高速转变成低速的机构。偏航系统中偏航刹车部分一般由

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安装在驱动电机后端的电机电磁制

动器，另一部分是安装在偏航轴承附近的液压偏航。偏航

时制动卡钳处于半释放状态，1.5MW 风电机组偏航系统压

力约 45bar[1]。

1.2 偏航工作原理

偏航系统是一个随动系统，风向标作为感应元件将风

向的变化用电信号传递到偏航电机的控制回路的处理器里，

经过比较后处理器给偏航电机发出顺时针或逆时针的偏航

命令。为了减少偏航时的力矩，电机转速通过同轴连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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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速器减速后，将偏航力矩作用在偏航轴承上，带动风轮

偏航对风，当对风完成后，风向标失去电信号，电机停止

工作，偏航过程结束（图 2）。

2 偏航系统异响原因分析

偏航系统异响主要分为两大类 ：一是偏航刹车钳与刹

车盘摩擦产生的异响 ；二是偏航驱动与偏航轴承啮合不正

常产生的异响。

2.1 偏航刹车钳与刹车盘摩擦

造成偏航刹车钳与刹车盘摩擦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 ：

（1）刹车盘变形。刹车盘变形导致其与刹车钳的接触

距离及位置发生变化，风电机组偏航时，造成部分刹车钳

与刹车盘局部磨损过度，产生异响。

（2）机架、偏航轴承、偏航刹车盘与刹车钳、塔筒顶

法兰等部件的累积公差以及塔顶法兰变形造成刹车钳与刹

车盘摩擦异响。

（3）卡钳油路不通，导致卡钳压力不平衡，进而造成

刹车盘塑性变形。偏航刹车卡钳本身没有刹车片复位机构，

系统泄压后，刹车片对刹车盘的压力没有完全释放，或者

释放速度很慢，压力释放速度不能准确控制，使风电机组

长时间处于磨损状态，造成异响。

（4）刹车卡钳安装位置不对称。风电机组偏航时，卡

钳位置过于集中，会对刹车盘局部施力过大，长期运行会

造成刹车盘塑性变形，使盘体磨损过度，造成系统异响。

（5）偏航刹车压力偏高。风电机组偏航是刹车压力处

于半泄压状态，刹车卡钳与刹车盘始终保持接触，压力过

大时，导致偏航过程中产生异响。

（6）偏航刹车钳漏油。刹车钳管路接口处漏油，油液

偏航记数

风力发电

机

偏航编码器

风向信号
+

—

PLC 软起
偏航机

构

图1	偏航系统主要组成部件

图2	偏航控制系统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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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溅到刹车盘上，在风电机组偏航时，不但不能起到刹车

作用，还会因为摩擦产生的高温发生火灾，初期表现为偏

航时伴有急促的响声。

（7）刹车钳无预警装置。在刹车钳刹车片磨损殆尽时，

没有及时更换，导致刹车钳主体与刹车盘接触摩擦，造成

刹车盘严重磨损，刹车时产生刺耳响声（图 3）。

2.2 偏航驱动与偏航轴承啮合不正常[2]

造成偏航驱动与偏航轴承啮合不正常的原因主要包括

以下三个方面 ：

一是驱动齿轮副侧隙过小。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是驱动齿轮设计中，规定的最小极限侧隙偏大，导致齿轮

啮合过程中发生卡死现象。

二是偏航驱动齿轮偏心。驱动偏心产生的原因主要是

驱动电机与驱动装配过程中，电机轴与驱动轴不同心导致

的。在驱动正常工作过程中，由于受力不均使齿轮发生偏心，

导致与偏航轴承啮合时发生周期性的撞击声。

三是齿轮啮合面粗糙。风电机组通常安装于风沙区域，

空气中掺杂许多硬质颗粒，极易粘附在偏航轴承齿面形成

的润滑油膜上。此外，风电机组自身一些微小的紧固件，

如垫片、螺钉等也很容易吸附在齿轮面的润滑脂上，造成

齿轮啮合时受力不均，产生异响。

3 现状及改进措施

3.1 偏航刹车盘结构设计改进

目前，兆瓦级风电机组偏航刹车盘普遍为整体结构，

在刹车盘遭受严重磨损后，只有通过风电机组整体吊装下

来才可进行刹车盘更换，消耗极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因此可将刹车盘设计成分体式（图 4），以此分散刹车盘的

重量和体积，在风电机组塔架上即可完成刹车盘的更换。

3.2 偏航刹车盘材料的选择

考虑到刹车盘的力学性能，通常选择球磨铸铁作为刹

车盘的主要材料。随着陆续出现的刹车盘磨损问题，材料

的重新选择迫在眉睫。由于风力发电机属于质量要求较高

的机械装配，因此根据已大批量在汽车、航空行业的应用

经验，可选择陶瓷纤维复合钢替换目前的铸铁材料，碳纤

陶瓷复合的刹车盘散热好、重量轻、寿命长、制动性能卓

越 [3]。

3.3 偏航卡钳增加复位及报警装置

图3	刹车盘表面严重磨损

图4	分体式偏航刹车盘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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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液压管路或刹车卡钳内部油路问题造成液压站泄

压后卡钳复位困难，并由于卡钳数量众多，造成卡钳间压

力不平衡，容易造成卡钳持续与刹车盘摩擦，消耗刹车片

及刹车盘材料。且由于刹车卡钳没有刹车片磨损信号传感

器，在刹车片磨损完后，卡钳本体与刹车盘直接摩擦造成

刹车盘过度磨损和噪声异响。因此，必须在卡钳内部安装

有弹性复位装置及刹车片磨损信号传感器，有效保证卡钳

与刹车盘间隙和及时对刹车片进行更换作业。

3.4 偏航刹车钳位置改进

不对称的安装刹车钳位置，会对刹车盘局部施力过大，

尤其是大兆瓦级风电机组，受到机组本身重量影响，重心

会随着偏航系统、变桨距系统的变化发生变化。因此，作

用在偏航刹车盘上的力极易使刹车盘发生变形。按照受力

平衡要求，刹车钳应对称分布于风电机组刹车盘内（图 5）。 
3.5 降低风电机组的刹车压力

通常 1.5MW 风电机组的偏航刹车压力为 45bar，随

着机组容量加大，带动的机组重量增加，偏航刹车压力也

随之增加。事实上，由于机组自身重量的增加，风电机组

运行过程中发生“反制动”的情况大大降低，增加偏航刹

车压力反而使偏航时刹车钳与刹车盘过度摩擦。因此，为

了延长刹车卡钳和刹车盘使用寿命，可降低风电机组的偏

航刹车压力。

3.6 刹车卡钳管路接口改进

由于卡钳进油口渗油，不但使油液容易溅落到刹车盘

上，而且易使刹车卡钳内部管路的油液受到污染，影响刹

车效果。因此，除了定期对管路进行检查外，管接头最好

不要使用快换接头，一般选用扣压式胶管接头，可与带 O

形圈密封的焊接管接头联接使用。

3.7 其他

除了以上改进措施外，还需要保持偏航驱动和偏航轴

承齿轮侧隙符合正常值，一般为 0.3mm~0.45mm 之间。

偏航轴承齿圈不能有铁屑等杂物，定期清理刹车盘表面和

刹车卡钳刹车片安装面等 [4]。

4 改进效果
 
结合在传统机械行业，尤其是汽车及航空领域的运用，

以上改进措施实施后，风电机组偏航系统发生异响的问题

基本消除，在偏航刹车盘磨损严重时，可方便地进行刹车

盘的更换。同时，由于增加了刹车磨损信号传感器，刹车

片磨损达到设计值时，风电机组塔底控制柜发出警报，运

维人员及时进行刹车片的更换，彻底杜绝了刹车钳本体与

刹车盘的摩擦。结合其他部件的改进，将风电机组偏航噪

声的问题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节约了运行维护成本，提

高了风电机组的运行质量。

5 结语

本文介绍了在风电机组运行过程中常遇到的偏航系统

异响的现象，对异响现象的原因进行了汇总和探讨，并提

出了改进措施。目前，我国各类型风电机组的偏航系统依

旧使用国外的设计原理，改进的成分并不多，并没有及时

总结和分析出现的问题。我国在大型风电机组的运行维修

技术方面尚待完善，系统地总结和改进风电机组的偏航系

统是非常必要和紧迫的。

参考文献

[1] 挪威船级社著 , 杨校生等译 . 风力发电机设计导则 [K]. 北京 : 机械工业出

版社 ,2011.

[2] 王立民 . 齿轮结构对传动轴刚度的影响及计算方法 [J]. 金属加工 ,2009(16) ：

64-66.

[3] 成大先 . 机械设计手册 [K]. 北京 :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7.

[4] Luis Vega.Utility Integrated Wind Turbine Generators[R].Wind Technology 

Primer,2005.

收稿日期：2012-09-12。

作者简介：

陈波（1985-），男，本科，工程师，主要从事兆瓦级风电机组整体结构

设计、装配工艺编制工作。

何明（1977-），男，高级工程师，国电联合动力技术（连云港）有限公

司总工程师兼技术部经理，长期从事风电机组整机、叶片技术开发研究工作。图5	刹车钳安装位置



技术 | Technology

92  风能 Wind Energy 

0 引言

国内传统的风电机组叶片安装或叶片维修更换方式均

是将叶轮（叶片与轮毂）进行整体吊装，很少对单叶片在

高空进行安装或者拆卸。当单支叶片出现破损需要更换时，

若整体吊下叶轮将费时费力并需要较大吨位的吊车，且对

现场施工面积和施工环境要求较高，成本较高，不利于快

速恢复机组发电，此时如何能方便快捷省时省力且节约成

本地进行单叶片吊装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针对目前

投运主流容量 1.5MW 机组的此种需求，介绍一种单叶片专

用吊梁的设计及实际应用情况。

1 单叶片吊装时存在的问题 

吊梁设计的目的是针对单叶片吊装，提供一种结构简

单、功能有效、安全且方便运输的专用吊梁。单叶片吊装

时存在如下问题 ：

 （1）叶片卡位和平衡找正 ；

 （2）叶片在高空中打力矩需要旋转的余量 ；

 （3）高空中如何摘吊带 ；

 （4）长吊梁的运输问题。

吊装时，吊车吊钩通过钢丝绳吊住吊梁上部吊点，吊

梁下部卡销处挂两根吊带，通过这两根吊带来吊起叶片，

吊梁下部吊带吊挂位置根据叶片长度和重心点来决定。前

吊带采用勒死扣，后吊带采用错开方式挂于两吊钩上，以

夹住叶片且方便打力矩时的叶片转动。同时在各个关键部

位绑上风绳，方便控制吊装时叶片的位置。叶片安装后，

通过拉拽拉绳启动自动脱销装置将吊带脱出，实现吊梁吊

带与叶片的分离，从而卸下吊梁 [1]，如图 1 所示。

   

2 吊梁设计

根据需求，吊梁上部要有多处吊点，下部有多处卡销

及弹簧脱钩装置，且吊梁适用于 1.5MW 机组，即适用于单

1.5MW风电机组单叶片吊装专用吊梁设计 
陶钢正，王建国，冯江哲

（龙源（北京）风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北京	100034）

摘  要 ： 本文介绍了一种用于目前投运主流容量 1.5MW 大型风电机组单叶片吊装专用吊梁。重点阐述了吊梁的结构设计、工

作原理以及对强度、刚度采用经典力学及 ANSYS 有限元校验。实践证明，该吊梁可满足现场单叶片吊装的要求，能

够高空自动脱销放下吊带，并且安装运输方便，降低了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

关键词 ：风电 ；单叶片 ；吊梁

中图分类号 ：TG75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2)11-0092-05

The Design of Single Blade Lifting Beam for 1.5MW Wind Turbines
Tao Gangzheng, Wang Jianguo, Feng Jiangzhe

(Longyuan (Beijing) Wind Power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o.,Ltd., Beijing 100034, China)

Abstract: �is paper describes a single blade li�ing beam which can be used for the mainstream capacity 1.5MW wind turbines. �is paper 

elaborates the structure of hanging beam design, working principle, strength and stiffness check with classical mechanics and 

ANSYS �nite element analysis.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the hanging beam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single blade li�ing, pu�ing 

down straps automatically at high altitude, installing and transporting conveniently. Meanwhile, it can reduce the cost and improve 

production e�ciency during the process. 
Keywords: wind power; single blade; li�ing b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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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重量 6t 以下的叶片。

吊梁尺寸根据叶片长度及叶片重心位置以方便选择吊

点，确定吊梁长度为 9m。吊梁采用箱型梁结构，且在其中

间加焊一根立筋，安全稳固，增强箱式梁强度以提高承载

力 [2]。吊梁由三段梁组成，方便小型货车运输，使用时通

过螺栓进行连接成为一根整梁。中段梁上半部有两个吊钩，

两端梁包括上部两吊钩以及下部三个挂钩自动弹簧卡销，

自动弹簧卡销为吊装完成后的自动脱吊带，如图 2 至图 5
所示。

吊梁下部吊点使用弹簧卡销装置，当吊装完后，使用

拉绳拉拽拉环从而带动卡销活动，实现摘除吊带，具体结

构原理如图 5 所示。卡销由一根轴和其上的两段挡板组成，

当弹簧卡销处于自由状态时，卡销被顶住，卡销位于两块

吊板之间，能够承受向下的拉力；当拉动拉环时，弹簧压缩，

卡销退出吊板间，此时可以进行吊带的装拆。

3 吊梁的强度检验及校核

吊梁下方吊挂叶片，在吊装时必须对吊梁进行强度分

析计算及校验，以此保证其结构整体工作安全。

3.1材料力学经典强度理论校核

3.1.1 强度校核

梁的材料采用 Q235，通过查阅机械设计手册知其弯曲

容许正应力 [σ]=150MPa。
根据弯曲正应力计算公式进行校核 [3]，公式如下 ：

                       

图1	吊装示意图

图2	吊梁中间段结构图

图3	吊梁左段结构图

图4	吊梁右段结构图

图5	弹簧脱销装置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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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重量 6t，吊梁自重 1.5t，可分别计算出吊梁上所

受弯矩，如图 6 所示。

根据梁的结构尺寸，计算箱型梁惯性矩 I=316583208mm4。

则 Wz=316583208÷（370/2）=1711260.58
在弯矩最大的点（吊梁上部吊点处），校验其弯曲最大

正应力如下 ：

         σmax=68.46MPa ＜ 150 MPa= [σ]
由此可见该梁的强度完全符合要求。

3.1.2 刚度校核

通过查阅机械设计手册，材料弹性模量 E=2×105MPa，
吊车梁的容许挠度值为 [w]=l/500。 

根据梁受载状态，其挠度变化如图 7 所示。根据挠曲

线计算公式（参考悬臂梁的计算模型），采用叠加法，计算

如下 ：

Wmax=W 自重 +W 承重 =Fl3/3EI+ql4/8EI
={（3000×9.8×45003）÷（3×2×105×316583208）
+（1500×9.8÷9000×45004÷（8×2×105×316583208）}mm
=15.43mm
[w]=l/500=9000/500=18mm
由 Wmax =15.43mm ＜ 18mm=[w]
知吊梁在刚度方面也完全符合要求。

3.2有限元校验

本校验思路是采用有限元方法对吊梁在各最大工况下

的强度进行分析计算。具体流程包括建立吊梁的几何模型，

选用成熟的有限元分析软件 ANSYS 对其进行有限元计算，

最后对计算结果进行分析 [4]。

考虑现有分析条件的情况下，为保证分析结果的可靠

性，需对分析模型做合理的简化。考虑到结构和受力的对

称性，可以选取吊梁的 1/2 进行分析计算。最终建立的几何

模型如图 8 和图 9 所示。

采用有限元自动剖分软件，在三维几何模型的基础上，

采用 4 节点的 SHELL63 板单元进行剖分，得到了吊梁的

三维有限元模型。考虑到弹簧销轴、吊轴与梁体的连接处

会有应力集中，因此在此处将有限元网格加密处理以提高

精度。

弹簧销轴与梁体接触面为圆弧面，考虑实际情况，弹

簧销轴与梁体孔表面很难均匀接触，接触范围为分布在

90°弧面范围内，且在此弧面内压应力分布比较复杂，故采

图6	吊梁受力及弯矩示意图

图7	梁受力后挠曲线示意图

图8	吊梁1/2几何模型

图9	吊梁有限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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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线性分布来近似处理压应力的分布 [5]。

建立应力线性分布的方程，如式（1）：

                       
                                                                              

（1）

由于对模型取一半进行分析，因此将压力在 45°弧上

积分，结果等于已知的作用力 T，如式（2）。
                      
                                                                              

（2）

将（1）式代入（2）式，得出分布力的最大载荷集度。

在最外侧吊耳悬挂叶片时对该吊梁产生最大弯矩，故

在计算时仅考虑该种工况下结构受力。在对称边界上施加

对称边界载荷。即 xz 面上以及 yz 面上的线施加对称边界

条件。并对吊梁上方吊耳取固定边界条件。

叶片重量为 6t，均布在外侧吊耳上，单侧吊耳受力为：

                 F=6000×9.8/2=29400N
认为单侧吊耳上，两个吊耳受力均布，则每个吊耳受

力为 ：

                     29400/2=14700N
在吊耳上取下方对称 6 点施加均布力，则每个节点受

力大小为 ：

                      14700/6=2540N
通过计算得出结果。结果图形中应力为节点的 Mises

等效应力，单位为MPa。位移为等效位移分布图，单位为m。  
从图 10 可看出吊梁端部位移为 4.92mm，从图 11 可

看出吊梁所受最大应力处为 145MPa，均低于吊梁容许刚

度及强度要求。

从图 12 及图 13 吊梁中间肋及上侧肋应力云图看，其

应力值均在受力范围之内，受力安全。从图 14 及图 15 可

图10	整体位移云图

图11	吊梁整体应力云图

图12	吊梁中间肋应力云图

图13	吊梁上侧肋应力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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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吊梁上下吊耳受力安全。

根据材料力学经典强度理论及 ANSYS 有限元校验结

果可以看出，此吊梁设计合理，强度和刚度均符合使用要求。

4 实际应用

根据设计图纸进行了吊梁的生产制造，并通过在实际

工作中的应用得到了良好的验证。图 16 为在东北某风电场

进行多台 1.5MW 风电机组单叶片更换工作，其对损坏叶片

的拆卸及新叶片的安装均使用本专用吊梁进行吊装。

5 结论

本文介绍了此单叶片吊装吊梁的设计及校核过程，

并且进行实际使用验证，此吊梁较好地满足了现场使用

需求，吊装后能够方便地进行吊带拆卸，达到了预期效果。

此吊梁完全符合运输方便、使用安全、吊带摘除容易的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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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吊梁上侧吊耳应力云图

图16	吊梁现场应用

图15	吊梁下侧吊耳应力云图

a）	吊梁装配 b）	吊梁位置 c	）吊梁起吊 d	）高空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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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以往的大规模集中式风能资源评估项目中，风电

场建于高山、草甸、戈壁、滩涂、海上及开阔平原，只

需要考虑地形以及地貌并进行项目建模即可模拟风流场，

计算风能发电量，对建筑物或者障碍物考虑较少，并且

由于距离较远，可以通过粗糙度对其进行考虑，或者利

用部分线性软件将障碍物通过经验模型，仅考虑其二维

影响。但是，随着分布式风力发电开发项目的深入发展，

风电机组可能距离建筑物较近，此时再将其视为粗糙度

或者进行简单的二维影响分析，将与真实情况相差甚远，

甚至会出现误导的结果。尤其是当建筑物本身并不规则

时，可能出现周围群体建筑使风流场本身变得更为复杂

城区分布式风力发电风能资源评估技术
及方法探析
许昌，端木灵子，岳少华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河南	郑州	450003）

摘   要 ：与山地、草原以及开阔平原相比，城区或工业区的建设规划和建筑物本身的外形更为复杂多变，风流受到建筑物

影响而产生的各种扰动使得风流模拟更为复杂困难，如高层建筑周围的狭管效应以及湍流强度计算等。本文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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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这样就会带来新的问题，如图 1 所示。城区建

筑物高矮和建筑密度也会使大气边界层发生变化，给风

流场的模拟带来全新的挑战。 

1 Urbawind求解方程及边界条件

为了更好地考虑复杂建筑或障碍物及复杂城区对风

流场的影响，借助计算流体力学（CFD）技术可以计算

流体的特性。描述流体运动的方程是质量和动量守恒方程

（Navier-Stokes 方程）。三维瞬时 Navier-Stokes 方程的

一般形式（笛卡尔张量形式）如下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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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性方程为 ：

                        
                                                                             

 （2）

瞬时风速是一个随机变量，通常将瞬时风速分解为平

均风速（独立于时间变化）与随机分量（随时间变化很快）。

因此瞬时风速可以写成如下方程 ：

                                                               （3）
把方程（3）代入方程（1）与方程（2），并对时间进

行积分，就可以得到如下方程 ：

     
                                                                             

 （4）

本文采用法国美迪 Urbawind 计算流体力学（CFD）

软件对相关项目进行评估及分析。它求解雷诺平均方程与

质量平均方程。对于不可压缩稳态流体，方程（2）将变为

方程（5），方程（4）将变为方程（6），如下所示 ：

                            
                                                                             

 （5）

     
                                                                             

 （6）

    湍流部分则借助湍流粘性的概念进行参数化。此方

法建立在雷诺应力项与平均风速梯度成正比的假设之上，

如方程（7）所示 ：

              
                                                                             

 （7）

湍流粘性等于湍流长度尺度与速度尺度的乘积，而后

两者都是湍流的特征尺度。湍流的速度尺度由湍流动能的

平方根给出，如方程（8）所示 ：

                                                              （8）
湍流动能则是由传输方程（9）给出，如下 ：

                 
                                                                             

 （9）

湍流动能产生项和耗散项分别表达如方程（10）与方

程（11）：

图1	风流在建筑物周围发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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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边界条件是由 Urbawind 自动生成。例如，入口边界

条件在垂直方向上被划分为 3 个不同区域以充分考虑大气

边界层的结构。第一层从地表到高度 hs ，为表面层，风

廓线特征遵循对数法则。过渡层，高度从 hs 到 hbl ，为 
Eckman 层。在更高的区域中，地理风条件被应用。湍流

动能是一个常量，根据入口处定义的粗糙度进行计算。计

算区域的底层的边界条件为具有粗糙度赋值的墙壁类型，

粗糙度的影响是由处在障碍物范围内的网格中的吸收井项

来模拟的。对称条件被应用于计算区域的侧面，其含义是

没有风流和标量通量穿过边界。顶面边界条件为 Neumann 
条件 ：所有变量在 Z 方向上的导数均为零。出口边界条件

为压力条件。

2 网格生成策略

网格自动生成技术使 Urbawind 能够处理极其复杂的

结构，网格生成与来风方向相匹配。网格类型为笛卡尔非

结构网格，并且在靠近地表、建筑物和结果点处自动加密。

建筑物周围网格的典型尺寸为 50cm（几何条件制约时将网

格更细致），而在兴趣区域约为 1m。地表附近网格在垂直

方向上的尺寸约为 30cm。软件生成网格的过程如图 2 所示，

软件将对整个计算空间逐步进行网格划分，直到定义的最

小垂直分辨率和水平分辨率。图 3 则显示了自动生成完整

网格的效果图。

3 Urbawind求解器

Urbawind 软 件 采 用 MIGAL － UNS 求 解 器，

MIGAL － UNS 是一个线形方程的迭代求解器，每一次

迭代都会在整个计算域上对风速及压强的原有结果进行更

新，因此被称作“耦合求解”。离散方程组以矩阵系统来表

示，经由一个不完全的 LU 分解 ILU(0) 变换而来。为了提

高系统的鲁棒性而采用预解算子。此外，MIGAL － UNS
应用多重网格求解程序，这意味着可以求解不同网格水平

的连续方程（从最细密的到最稀疏的）。这个方法可以加速

图2	网格生成过程示意图

图3	网格生成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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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被认为限制收敛过程的低频误差的收敛。针对所求解

问题的类型，经过大量工程实验测试，“V cycle”方法比

“W cycle”方法的收敛效果更快更好。而网格水平的数量

由 MIGAL- － UNS 求解器自动计算。MIGAL － UNS 采
用了 Galerkin 投影法来创建关于网格加粗的方程，称为“校

表1 双塔互推结果表

2号塔实
际测量值

模拟计算
外推值 误差

误差百
分比

以 1号塔处风
流数据外推 2
号塔处值

4.6m/s 4.9m/s 0.3m/s 6.5%

1 号塔实
际测量值

模拟计算
外推值

误差
误差百
分比

以 2号塔处风
流数据外推 1
号塔处值

3.9m/s 3.7m/s 0.2m/s 5.1%

图4	小型灌木情况

图5	建筑物3D建模

图7	1号无人值守自动气象站测风数据分布图

图8	2号无人值守自动气象站测风数据分布图

图6	风流场局部模拟效果图

正多重网格”，用于建立初始网格时的方程。该过程的功能

就如同在每一个细致的网格单元中建立一组相对应的方程，

一旦网格的初始划分策略确定，通过这些方程，将对附加

校正方程被引入之前已通过细致网格获得的结果进行误差

修正。相比于单一网格划分方法，该方法能够使收敛速度

提升 5 至 10 倍。

4 案例项目分析

本文采用的案例项目区域已有三维建筑模型，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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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情况已知，如路面情况等等。美迪 Urbawind 软

件中采用了可以将建筑物形状、林木孔隙率（多孔性）以

及地表粗糙度（柏油路，水面或是草地）等城区微观环

境综合考虑在内的特殊模型。在本文项目中，由于建筑

周边仅有小型灌木，如图 4 所示，其多孔性按照 50% 设

定（空隙面积 / 总面积）。项目的三维建筑模型如图 5 所示，

进行定向计算之后可以得到风加速因数、压强、湍流强度、

阵风系数等变量结果，图6所示为风流场局部模拟效果图。 
该城区案例项目区域包含两个测风装置，第一个无人

值守测风装置安装高度为距离地表 10m，有长年风流数据，

时间步长为 10min，在此研究中命名为 1 号塔，风流分布

数据如图 7 所示。另一测风装置也具有长年风流观测数据，

时间步长为 10min，其安装位置为某建筑楼顶，安装高度

为 4.5m，在此研究中命名为 2 号塔，风流分布数据如图 8
所示。两处测风点距离 1.8km，中间有很多建筑物，该案例

分析将一点处的风流数据作为参考放入到软件模拟好的定向

计算结果中，看其模拟外推到另外一点处的计算结果与另外

一点处的实际测量值之间的误差，以此来判定软件模型在复

杂城区风流外推的准确性及可靠性，具体结果参见表 1。

5 结论

为了降低分布式风力发电开发项目投资风险，在进行

分布式风电项目或安装城市风力发电系统前，对工程具体

地点及区域风特性的准确评估是十分必要的。CFD 技术（计

算流体力学）已经成为在复杂城区或者复杂建筑物周围进

行风流建模和数值模拟计算的必要工具。基于 CFD 技术的

美迪 Urbawind 工具给出的数值模拟计算风速值与实际测

量值之间的误差较小，从而确认了 Urbawind 技术在分布

式风力发电开发项目风资源评估工作中应用的适用性及可

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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