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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From The Editor

文／秦海岩文／秦海岩

为新年制定一个“好战略”

随
着本期杂志的出版，2012 年已然远去，新的一年即将来临。在每年的新

旧交替之际，大家都会全力以赴地忙于总结过去和规划未来，而无论是

总结还是规划，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尤其是对于在传统体制和产业

中寻求突围的风电产业来讲，找到明确的发展道路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最近读到

一本关于战略制定方面的图书，在方法学上很受启发，在此推荐给为制定新年战略而绞

尽脑汁的朋友。美国人理查德·鲁梅尔特的《好战略，坏战略》一书，引用当前商界的

企业管理案例和全球历史事件，观点鲜明地揭示了好战略与坏战略的真正区别，并提供

了如何制定好战略的方法，可谓理论性与实用性兼备。

该书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坏战略只要具备空话、不能直面挑战、错把目标当战略

和糟糕的战略目标这四个特征之一就足够了，而好战略则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核心要素 ：

一是出色的调查分析，二是为克服调查中明确的障碍而制定的指导方针，三是为落实指

导方针而采取的连贯性活动。其中心思想是提示我们，战略的实质是必须有明确的行动

目标以及为实现目标而采取的步骤。

按照作者的逻辑来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发展战略，或多或少都能发现一些坏战略的

影子 ：有时是故作高深的废话，有时是找不到真正的问题之所在，有时是对美好愿景夸

夸其谈而遗憾于没能辅以可行的计划，有时则是目标本身就值得商榷或各目标之间混乱

冲突。“知耻而后勇”，我们还可以做些“亡羊补牢”的工作，争取为新的一年制定出好

战略来。

具体到我国风电产业的发展战略，可以看出，我们在向好战略的轨迹上推进着，但

还没有完成关键的部分。从形势分析的角度，政府和行业对目前我国风电产业面临的最

大挑战已经形成清晰的共识，无论是并网遇阻还是弃风限电，无论是资金压力还是市场

低迷，其根本上都是风电的市场消纳问题。而这一问题的产生，本质上并非源于技术因

素，而是传统利益机制的冲突和束缚所致。基于这样的认识，自然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

“治疗方案”，即必须进行市场化改革。那么作为推动改革的主体，政府必须给出连贯的、

协调的行动计划，而这也是目前还未完成的内容，业界显然对此充满期待，盼望政府能

够抓住主要矛盾，从深层次上解决问题。体制机制理顺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了，许多

问题自然迎刃而解。正如《好战略，坏战略》作者论述的那样，战略计划的有效实施需

要集中精力和资源，需要找到一个“着力点”，面面俱到的结果可能只是在原地“和稀泥”。

接下来的任务，也许就是要政府集万千智慧于一身，来找准那个可以发挥杠杆作用

的“支点”了。祝愿新的一年有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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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 Special Report

北京国际风能大会暨展览会自

2008 年以来已连续举办过四届，在推

动全球风能技术交流与合作、促进风

能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今天，来自 40 多个国家的数百

家企业参加此次盛会，既有来自欧洲、

美国等成熟风电市场的老朋友，也有

来自亚洲、非洲等新兴风电市场的新

朋友。这表明我们的风电事业方兴未

艾，前程似锦。近年来，全球风电发

展迅速，已有 70 多个国家建有商业

运营风电场。2011 年年底，全球风电

装机容量达到 2.38 亿千瓦，当年新增

装机容量 4000 万千瓦。在欧洲，风

电占到电力供应的 6%，丹麦的风电

占该国电力供应的 25.9%，西班牙占

16%。经过多年的实践，风电展现出

越来越好的前景。风电技术水平不断

提高，单机容量不断扩大，发电成本

大幅下降，在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

实现能源转型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

要。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实现绿色增

长，已成为全球共识。欧洲提出 2020
年风电装机达到 2.3 亿千瓦，德国提

出 2020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占电力消费

的 35%，其中 50% 来自风电。中国是

目前并网风电装机最多的国家，预计

今年将超过 6000 万千瓦，发电量超过

1000 亿千瓦时，成为中国第三大电源。

刚刚颁布的《“十二五”可再生能源规

划》中提出，到 2015 年，风电并网装

机达到 1 亿千瓦，2020 年达到 2 亿千

瓦。党的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和新能源、

可再生能源发展，推动能源生产和消

费革命，建设美丽中国。这让风电在

中国仍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市场空

间。本次大会的主题是“从量变到质

变——风能市场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全球绿色发展、能源转型为风电提供

了重要的发展机遇。

同时，风电快速大规模发展也面

临着与现有电力系统相互适应相互融

合的新挑战。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通

过立法，加强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和技

术创新，已经初步建立起适应新能源

大规模发展的电力运行体系和政策法

规制度。目前，中国风电并网装机规

模世界第一，但有一些地方存在弃风

现象，反映出传统能源体系、管理体

制和政策措施还不能完全适应风电等

新能源发展的需要，加快风电发展必

须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和束缚。促进中

国风电持续健康发展是一项重要的系

统工程，我们将从以下五个方面努力：

第一，加强电力系统建设，扩大

配置风能资源的范围，建立更大区域

的电力市场，推动风电在更大的电力

市场中消纳。

第二，完善政策法规体系，落实

可再生能源法，完善配套政策，研究

制定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促进风

电全额保障性收购。

第三，优化风电开发布局，坚持

集中开发与分散发展并行。优先建设市

场条件好的陆上风电，积极稳妥发展海

上风电，保持适度的风电建设规模。

第四，创新风电利用方式，适应

风电间歇性的特点，开发供热、农业

提水灌溉，促进风电就地消纳。

第五，加强同世界风电技术发达

国家的合作，提升风电装备水平，增

强中国风电企业创新能力，参与国际

标准和规则的制定。

全球风电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成

绩，未来前景将更加广阔，让我们携

起手来共同努力，把握机遇，应对挑战，

促进风电持续健康发展，为实现能源

转型、保护生态环境和应对全球气候

变化做出新的贡献。

能源转型为风电提供重要
发展机遇
 ——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刘琦在2012北京国际风能

大会暨展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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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Report | 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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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策

风电预测

甘肃建成国内首个覆盖
全省风电预测系统

10 月 25 日，甘肃省电力公司调

度中心的消息称，该公司研发的风电

实时监测与超短期风电功率预测系统，

能够实现 0小时 ~72 小时风电短期预

测和 0小时 ~4 小时风电超短期预测，

由此甘肃成为国内第一个风电功率超

短期预测覆盖全省的省份。

2
这个系统通过实时采集测风塔监

测的风能数据、风电基地所有风电机

组运行数据等，实现对风电的预测，

采用了多套数值天气预报数据源，并

进行综合利用分析，与单套天气预报

数据源相比，该系统明显提高了预测

精度，实现了对调度运行的有效支撑。

据悉，甘肃省电力调度中心每 15

分钟调整一次电网配送数据，风电强

时就压缩火电和水电。晚上风电强，

而甘肃用电负荷低，此时风电就外送

到青海省消纳，尽可能地做到“统筹

规划、合理送出、就地消纳。”

甘肃省电力公司根据风电的间歇

性和随机性，组织研发了“酒泉大型

集群风电有功智能控制系统”，通过实

时监测电网潮流以及风电场的实时出

力，计算当前电网接纳风电的能力，

按照公平、合理、优化的原则，分配、

控制各风电场的出力，实现充分利用

风能和电网通道资源，使地区风电总

体出力最大化。据统计，该系统投运

以后，酒泉地区各风电场发电能力平

均提高 10%以上。

酒泉是我国重要的新能源开发基

地，风电、太阳能资源丰富。按照相

关规划，到 2015 年，酒泉风电基地

装机容量将达 1270 万千瓦，相当于

三峡工程装机容量的 2/3。到 2020

年，酒泉风电基地装机容量将达 2000

万千瓦。

239个风电项目获可
再生能源电价附加
资金补助

根据《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

家能源局关于印发 <可再生能源电价

附加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

（财建（2012）102 号，简称《管理办

法》）要求，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日前公布了第二批可再生

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录。

根据通知，省级电网企业、地方

独立电网企业根据本级电网覆盖范围

内列入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

目录情况，按照《管理办法》相关规

定提出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

申请，经省级财政、价格、能源主管

部门审核后，上报财政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其中 2012 年所

需补助资金于2012年 10月底前上报。

此次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

助目录涵盖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可

1

再生能源发电接网工程项目和公共可

再生能源独立电力系统项目。一共有

300 多个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获补助，

其中风力发电项目达 239 个；获补

助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接网工程项目有

415 个，主要输送的可再生能源发电

项目为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和生物

质能发电；获补助的公共可再生能源

独立电力系统项目仅有 17 个，其中风

光互补项目占 3个，其余 14 个均为太

阳能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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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全国风电润滑
管理与实用技术培训
班”在北京举办

11 月 20 日至 22日，由广州机械

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检测所（简称广研

检测所）主办的“2012 全国风电润滑

管理与实用技术培训班”在北京金风大

CWEA与Romax举办
第十届风电技术高级
系列讲座

11 月 14 日，由中国可再生能源

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CWEA）与英

国 Romax 科技公司（简称 Romax）

举办的“第十届风电技术高级系列

讲座”在北京召开。会上，Romax

宣布向中国风电市场推出全新的

ButterflyTM 传动系统平台。该平台是

专为下一代风电机组而设计开发的创

新型传动系统平台，可应用于 3 兆瓦

到 10 兆瓦的陆上、海上风电机组，在

不改变设计和运行性能的基础上实现

多样性应用，帮助客户实现投资回报

最大化。

凭借在齿轮箱和传动系统设计开

会  议

4

3

发方面 20 余年的丰富经验，Romax

致力于通过不断创新为客户提供最优

的价值服务。此次发布的 ButterflyTM

传动系统平台延续了 Romax 的这一服

务理念，通过运用 RomaxWIND 软件

先进仿真工具和度电成本模型，不仅

传动链性能可靠，而且拥有多种供应

链选择。

此次风电技术讲座吸引了行业

学成功举办，近 70位学员代表参加培

训。开班仪式上，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

副理事长兼风能专业委员会主任贺德馨

和主办方广研检测所所长贺石中分别致

辞。本次培训班得到金风科技、中国机

械工程学会摩擦学分会油液监测技术委

员会、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

员会、大唐新能源股份、南车风电事业

内的数百名专家和代表参加，也是中

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与

Romax 举办的第十届技术讲座。对

于双方的合作，中国可再生能源学

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主任贺德馨表示，

Romax 公司一直将中国的风电发展当

成公司很大的一块业务，认真实践，

其处事理念和技术创新等方面都值得

企业和研究单位学习。

部、国家风电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和新疆

风能研究所等单位的支持。

培训班上，贺石中教授重点围绕

全新润滑理念、风电润滑油脂基础知识

及发展趋势、风电润滑油现场管理及风

电润滑系统现场维护、油液分析及风电

润滑磨损状态监测、风电企业开展“润

滑审计”的步骤及案例分享等方面进行

授课。冯伟博士从风电机械设备的润滑

理论基础、风电典型设备的润滑磨损故

障机理对风电日常维护的影响等方面的

现场讲解。这次培训对提升我国风电润

滑工作者的技术能力和理念层次起到了

促进作用。

2013 年，广研检测所将在呼和浩

特市举办“2013 全国风电润滑管理与

实用技术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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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惠腾1万副叶片下线
暨发展战略研讨会举行

11月 24日，中航惠腾风电设备股

份有限公司1万副叶片下线暨发展战略

研讨会举行。来自中国气象局、国家应

会  议

2012年GE无损检测技术
典型应用案例交流会召开

10 月 31 日 ~11 月 2 日，“2012

年 GE 无损检测技术典型应用案例交

流会”在上海GE中国科技园顺利召开。

此次会议是为了深入反映我国无损检

测界所面临的全新挑战，展示业界的

智慧成果，通过实际检测应用案例的

分享和介绍，提升我国无损检测界的

实际检测应用水平。

此次会上介绍了 15 个精选案例。

公司先是通过了为期一个多月的案例

征集，再由专家评审会从实用性、行

业代表性、技术性、经济成本以及对

其他行业的借鉴意义等 5 个方面综合

考虑，然后从 30 多个提交案例中评

选出 15 个。这些精选案例分别由 GE

和相关行业内的专家、用户来介绍，

内容涉及超声、χ 射线、相控阵、数

字射线、内窥镜等技术；行业则涉及

航空航天、电力、石油、天然气、冶

金等方面。

交流会上，参会人员参观了位

于 GE 科技园中的 X射线实验室以及

5

6
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

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

委员会、中国农机协会风能设备分会、

中国风力机械标准化委员会以及中国电

科院的专家和学者应邀出席，中航集团

GE 检测控制技术在 2012 年 7 月投入

运营的客户应用中心。GE 的专家向

用户现场展示了 GE 新的技术和产品

以及它们的实际操作情况，其中包括

USM Go 超声波探伤仪、USM vision 

焊缝超声波相控阵 TOFD 解决方案、

Rightrax 腐蚀壁厚监控系统等。

的相关领导和干部也参加了会议。代表

们参观了中航惠腾的生产现场、实验台、

实验测试中心、陈列室，并共同见证了

第一万副叶片的下线。

研讨会上，中航重机总经理助理孙

旭明致辞欢迎风电行业专家、学者前来

见证中航惠腾第一万副叶片下线及12

年的发展历程，为公司发展建言献策。

随后，中航惠腾领导向各位专家汇报了

2012年整体运营、质量工作及技术研发

工作情况，分析了中航惠腾发展的优势、

劣势、机会和挑战，介绍公司质量管理

思路，总结发展经验教训。专家、学者

对中航惠腾公司为中国风电叶片国产化

做出的贡献、研发实力及目前的质量控

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从多个角度提

出自己的看法，对中航惠腾产品定位、

过程控制和研发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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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风科技海外最大风电
项目启动

11 月 28 日，新疆金风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 简称金风科技 ) 宣布，其海

外最大风电项目Gullen Range 风电场

正式启动建设，项目总容量达 165.5

兆瓦，金风科技将为该项目供应 17 台

华锐风电优化布局迎接
新发展

11 月 15 日 ~17 日，华锐风电参

展 2012 北京国际风能大会暨展览会，

并展示了公司最新研发成果和项目开

展情况。

此届风能大会的主题聚焦于风电

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十二五”

期间，我国风电产业发展将从“建设大

基地、融入大电网”向“集中式与分散

式开发并行”转变，并大力发展海上风

电。顺应产业发展方向，华锐风电在积

极开发大基地风电项目的同时，也全力

拓展低风速市场和海上风电市场。

“合理而有效地开发低风速风能，

将平衡现有风电发展格局，有助于行

业更为健康、理性地发展；同时，这

也符合国家未来风电发展方向。”华锐

风电副董事长、副总裁陶刚表示。近

年来，华锐风电先后在云南、贵州、

福建等低风速地区进行风电项目开发，

集中与分散并重，将其国内市场规模

做大的同时，布局也更加合理。另外，

8

7
1.5 兆瓦和 56 台 2.5 兆瓦直驱永磁机

组，并负责项目总体建设。该项目是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单体规模最大

的风电场项目之一，这也标志着金风

科技 2.5 兆瓦直驱永磁机组将首次进

入澳大利亚市场。

在此之前，Gullen Range 风电

场亦成功通过澳大利亚本地电网公司

华锐风电在海上风电领域一直引领我

国海上风电技术的发展。除了上海东

海大桥 34 台 3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和位

于东海大桥西侧的 5兆瓦海上风电机

组投入运营，华锐风电生产的我国单

机容量最大的 6兆瓦风电机组也已在

江苏完成调试并网。

整 机

TransGrid 的严格并网研究检测。研究

结果显示，该项目所使用的金风科技

直驱永磁机组能够满足当地电网运营

商提出的各项并网技术要求，可以接

入澳大利亚国家电力系统。该项目也

是自 2011 年以来首个获得 TransGrid

电网公司并网许可的大型风电场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金风科技将采用

澳大利亚本地的建设承包单位进行风

电场具体建设工作，并由 TransGrid

负责该风电场 330 千伏电网接入配套

设施的建设。另外，金风科技还将为

本项目在澳大利亚本地采购 17 架塔

筒，公司在充分考虑风电场最佳成本

收益的前提下，践行公司“以本土化

推动国际化”的战略，以双赢谋求可

持续的国际化发展。



风向 | Direction

14  风能 Wind Energy 

整 机

联合动力CWP2012展示
全产业链布局

11 月 15 日 ~17 日，2012 北 京

国际风能大会暨展览会在中国国际展

览中心举行，国电联合动力作为国内

能大会整机制造商专场企业家论坛，

并发表演讲。张滨泉向与会代表介绍

了联合动力的发展状况和品牌优势，

并对新形势下全球风电发展趋势、市

场状况做了深入分析，论坛吸引了众

多专家和业内人士参加。

作为全球最著名的风能盛会之一，

2012 北京国际风能展汇集了千余名国

内外风电领域专家、学者，以及百余

家著名风电产业制造商、开发商、投

资商参展。联合动力利用展会良好的

风电领域交流平台，展示了公司自主

研发的目前国内单机容量最大的 6 兆

瓦海上风力发电机组以及自主生产的

关键大部件，如齿轮箱、发电机等，

着力塑造让客户信赖的全产业链世界

风电机组品牌形象。

领先风电设备制造企业亮相国际风能

展。展会首日，联合动力的“全产业

链布局”模型得到了国家能源局副局

长刘琦一行人的高度评价。

展会期间，国电科环副总经理、

联合动力总经理张滨泉应邀参加了风

9

Nordex中国首台
2.5兆瓦风电机组下线

11 月 19 日，Nordex 中国公司首

台 2.5 兆瓦风电机组在银川工厂下线，

此次组装的 3台N100/2500kW型号机

组将供应给宁夏贺兰山风电场六期项

目，并在 2012 年年底交付吊装。

自去年 Nordex 向中国市场推出

2.5 兆瓦 Gamma 系列高效能风电机

组以来，其银川工厂就着手进行厂房

改造，为该系列机组的国产化工作做

准备。Nordex 中国公司制定了详细

的技术转让步骤，专门从德国进口了

2.5 兆瓦机组生产组装所需工具、特殊

设备及仪器仪表；并将生产技术人员、

质量控制人员、设备组装人员分两批

送往德国总部进行培训；在第一批 2.5

兆瓦机组组装过程中，Nordex 中国公

司还特别请来 5名德国工程师进行现

场指导及技术转让培训。

Nordex 中国公司的运营总监芦杰

透漏：“下一步，公司将在完全掌握生

10

产技术后，对生产工艺、零部件采购

等进行相应的国产化。”据悉，Nordex 

N 系列 2.5 兆瓦高效能风电机组兼顾

市场需求与技术创新，在设计理念上

与 S系列机组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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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在直流断路研发
领域取得新进展

11 月 7 日，全球知名电力和自动

化集团 ABB 宣布在直流断路研发领域

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一技术突破为打

造更高效、可靠的电力供应系统铺平

了道路。经过数年的研究，ABB 率先

开发出一台高压直流断路器。这一研

究成果将机械动力学与电力电子设备

相结合，可以在 5 毫秒内断开一所大

型发电站的输出电流，其速度比人眨

眼速度快 30 倍。

这项突破清除了直流输电网络发

11
展的百年障碍，实现了可再生能源的

高效集成和交换。直流电网将提高电

网的可靠性，增强现有交流电网的输

电容量。目前，ABB 正与公共电力部

门讨论，以确定新技术的试点项目。

开发混合式高压直流断路器是

ABB 集团的旗帜性研究项目，每年研

发投资逾 10 亿美元。高压直流输电

技术可以实现水电站远距离电力传输、

海上风电并网整合，太阳能项目的发

展，并实现和不同的电力网络的互连。

早在 60 年前，ABB 率先发明了高压

直流输电技术。经过了多项创新和发

展，至今 ABB 仍是这一领域的技术驱

动者和市场领导者。ABB 在全世界范

围内承建了 70 多个高压直流项目，约

占全球高压直流项目的一半，传输电

量总计超过 6000 万千瓦。

高压直流系统的布局已经实现了

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点对点连接的大幅

增长。预计下一步将实现输电线路互

联，优化输电网络。ABB 已参与多端

直流系统建设，最新的直流断路器的

发明更是迈出了向高压直流电网演进

的重要一步。在研发新的混合式动力

断路器的同时，ABB 还已建立了高压

直流电网仿真中心，用于研究未来直

流覆盖电网运行的解决方案。

WF2000A1/A2风电齿轮
箱亮相CWP2012

11 月 15 日，在 2012 北京国际

风能大会暨展览会（CWP2012）召开

之际，重庆望江工业有限公司（简称

望江公司）携 WF2000A1/A2 系列产

品亮相，并和与会的行业专家、风电

机组厂商及媒体进行交流。据悉，望

江公司该系列产品已经获得国际相关

认证机构颁发的证书。

据望江公司副总经理陈永华介绍，

此次展出的 2 兆瓦、3 兆瓦两个型号

的齿轮箱产品都是由公司独立设计开

发，并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其中，

WF2000A1/A2 型齿轮箱对传动布局进

行了优化设计，使高速轴齿轮及轴承

的工况环境得到了本质改善，从而大

幅度提高了系统可靠性；同时采用整

机传动链动态特性分析技术进行了系

统优化设计，使产品与整机传动链达

到最佳匹配。WF3000B1 产品则采用

了成熟可靠的两级行星 +一级平行传

动结构，同时考虑后期改进型产品需

要，整体强度留有一定裕度，适用性广。

12

目前，公司已与国内十余家风电

主机厂商建立了合作，并启动3.8兆瓦、

5 兆瓦风电齿轮箱的设计制造和新产

品预研工作。作为产业结构调整后主

业板块之一，公司将坚定不移地推进

风电齿轮箱业务持续、健康、高效发展。

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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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倍福携新产品
参展CWP2012

11 月 15 日 ~17 日，2012 北 京

国际风能大会暨展览会上，德国倍福

自动化有限公司携公司的亮点产品和

最新解决方案亮相本届风能大会。

据德国中国风电行业经理马兴凯

介绍，倍福此次参加 2012 北京国际风

能大会带来的亮点产品有：超高速风

电场网络严控系统、集成式状态检测

解决方案（CMS）和 TwinCAT 3 自动

化控制软件等。

与传统的 IP 解决方案相比，倍福

基于 EtherCAT 的风电场网络监控系

统响应速度更快且成本优势更高。风

电场网络监控系统的速度越快，能量

供应源对于电压跌落或不断变化的要

求的反应就越灵敏；基于 PC 的控制

平台将 CMS 功能无缝集成到现有的

自动化系统中，倍福的 CMS 可以用

于监测风力发电机组所有部件的状态，

包括齿轮箱、主轴承和发电机。除了

明显的成本优势和灵活的可扩展性之

13

外，该解决方案的诊断性能也更高。

而 TwinCAT 3 让用户能够非常自由地

选择编程语言：除了面向对象的扩展 

IEC61131-3 标准语言扩展外，C 和 

C++ 现在也可用作实时应用程序的编

程语言。

龙源如东150兆瓦海上
（潮间带）示范风电场
投产发电

11 月 23 日，随着龙源江苏如东

150 兆瓦海上（潮间带）示范风电场

二期 50 兆瓦工程的竣工，龙源江苏如

东 150 兆瓦海上（潮间带）示范风电

场项目全部投产发电。加上 2010 年

9 月底投产的江苏如东 32 兆瓦（潮间

带）试验风电场，龙源电力在江苏如

东县建成了全国规模最大的海上风电

场，总装机容量达到 182 兆瓦，继续

保持着公司在国内海上风电开发领域

14

的领先地位。

据了解，作为国家发改委核准的

国内首个海上风电场示范项目，如东

示范风电场除一期工程选用 21 台西门

子 2.38 兆瓦风电机组以外，其余 37

台风电机组分别来自国内两大机组制

造商——一期工程 17 台华锐风电 3兆

瓦机组和二期工程 20 台金风科技 2.5

兆瓦永磁直驱机组。

由于海上风电具有资源丰富、发

电利用小时数高、不占用土地和适宜

大规模开发的特点，近几年欧美国家

均把风电开发的重点转向海上，许多

大型风电开发企业、设备制造企业正

积极探索海上风电发展之路。

龙源电力总经理谢长军表示，随

着如东 150 兆瓦示范风电场的建成投

产，龙源在江苏海上风电总装机容量

已达 182 兆瓦，继续保持在国内海上

风电开发领域的领先地位。下一步，

公司将抓住机遇，按照“积极稳妥、

统筹规划、有序开发、降低成本”的

原则，在进一步降低海上风电成本与

投资风险的前提下，加快海上风电发

展步伐，由江苏推广到全国各个海上

风能资源大省，为我国探索出一条大

规模开发海上风电之路。

零部件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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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市达茂旗巴音
风电场核准建设

近日，国家发改委正式核准内蒙

古自治区包头市达茂旗百万千万级风

电基地巴音 1 号至 7 号的 140 万千瓦

风电项目。这是到目前为止，国家发

改委单次核准的最大规模风电项目，

也是包头市继神华包头煤化工项目之

后又一获得国家核准的投资额超百亿

元的项目。

美孚在中国正式启动
风电服务

11 月 15 日，2012 北京国际风能

大会暨展览会上，埃克森美孚公司宣

布正式在中国市场启动美孚风电服务，

并隆重推出美孚旗下第一台高科技的

风电机组换油工程车。

据悉，该工程车可以减少维护人

员人工换油所带来的人身安全风险和

后勤挑战，将润滑油的运输和更换结

合在一起。由于该车换油所花费的时

间不到人工换油的一半，因此每次能

够为每部风电机组的换油节约 4小时

以上，节省成本超过 200 美元。另外，

该换油工程车能够去除齿轮箱中 97%

的废油，并去除污染物，清洁齿轮箱

重要部件，而传统人工换油流程通常

只能清走大约 70%的废油。因此，工

程车可以使新更换的风电机组齿轮润

滑油更好地保护设备，延长新油的使

用寿命，减少部件过早磨损和设备故

障的可能。

此外，美孚还为风电企业制定了

一套全面的润滑解决方案。例如，其

Signum油品分析系统可通过一系列测

试来评估正在使用的润滑油和设备的

状况，检测风电机组齿轮箱的油样粘

度、铁磨损、总酸值、水污染和油的

15

16

达茂巴音风电场是包头市规划实

施建设的第一个国家级百万千瓦风电

示范基地。包头市发改委按照国家能

源局“建设大基地，融入大电网”的

发展思路，以“统筹规划、合理布局、

科学建设、分布实施”的原则对风电

场进行了区块规划，共划分为 7个区

域。1 号至 7 号风电项目分别由中国

华电集团内蒙古公司、内蒙古国电新

能源有限公司、华能包头风力发电有

限公司、龙源达茂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清洁度等，并帮助评估内部硬件状况，

及早发出包括油污染或金属磨屑增加

等在内的预警信号。而计划工程服务

PES 则深入扩展到企业润滑的各个环

节，由美孚工程服务团队的专家亲临

风电场进行调查，为企业量身定制改

进意见，充分挖掘风电机组设备的潜

力，做到科学润滑。

项 目

配 套

达茂旗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北京

京能新能源有限公司、中电投山西漳

泽电力股分有限公司等 7家大型能源

企业出资建设，项目配套电力送出工

程由内蒙古电力集团公司负责建设。

这 7 个风电项目总装机容量为

140.25 万千瓦，总投资达到 135.87 亿

元，资本金为 27.17 亿元。在项目获

得核准后，主体工程将全面开工建设，

预计将于 2013 年年底建成，2014 年

实现并网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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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嘉实多工业旗舰产品
彰显行业领先优势

11 月 15 日 ~17 日，嘉实多工业

的全合成齿轮油 Optigear Synthetic 

X 320 产品在 CWP2012 展会期间吸

引了众多风电场管理者的关注。该款

2011 年 1 月首度引进中国市场的高

维斯塔斯与日本三菱共同
开发8兆瓦海上风电机组

据彭博资讯社报道，近日，维斯

塔斯风力技术有限公司（简称维斯塔

斯）与日本三菱重工有限公司（简称

三菱重工）正协商为一个总价值 810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5094 亿元）的风

电项目供应大型海上风电机组。维斯

塔斯首席财务官Dag Andresen 表示，

该机组有望比目前功率最高的机组还

要高 30%的产能。维斯塔斯宣称已经

获得了 9亿欧元（约合人民币 73亿元）

的融资，这使公司当天股票涨了 21%。

据悉，维斯塔斯与三菱重工之间

性能润滑油专用于主轴承和主齿轮箱，

是与世界同步的新一代高性能润滑油，

其卓越的抗微点蚀性能及耐用性处于

行业领先地位，在应对风电场的各类

环境挑战方面具有明显优势。除此之

外，全面应用于风电机组维护的多款

嘉实多润滑脂及液压系统润滑剂也令

业内参观者颇感兴趣，其中包括 olub-

应该会设立一个合资公司，三菱重工

将提供产业专门知识、强大的资产负

债表和进入日本市场的路径，而维斯

塔斯公司则提供该领域的技术和经验。

随着清洁能源成本更低，德国、

丹麦和美国都在加大自己在海上风电

场领域的投资，以替代化石能源和核

能发电。维斯塔斯的竞争对手西门子

已经赢得了大部分海上风电机组订单。

另外，相关人士也透露，由于项

目开发商研究使用更大的风电机组以

生产更多电量并减少花费在安装和维

护上的费用，西门子正在测试一台 6

兆瓦机组。德国制造商也在考虑开发

一台 10兆瓦机组。

17

18

Alloy936 SF，Optipit，Longtime PD 

2 和 Hyspin AWH-M等。

自上世纪 80 年代初参与北美风

能项目以来，嘉实多工业润滑油在全

球风电领域的应用已有超过 25 年的历

史，与业内顶尖的机组制造商建立了

稳固的合作关系，产品优势得到用户

的公认。无论在研发产品还是商业及

服务方面，嘉实多工业凭借高水平的

润滑专家、专业技术、高性能产品和

持续的新品研发为OEM厂家提供全方

位的无忧保障。

嘉实多工业早在 2009 年便开始

积极投身于中国的新能源发展，为国

内各大机组制造商及风电场提供更安

全可靠、更易维护、更具竞争力的全

面润滑解决方案，致力于帮助风电场

运营商改善设备维护，提升投资效益。

维斯塔斯此前表示对日本国内市

场有过研究，2011 年福岛核灾难促使

日本政府减少对核能的依赖，并支持天

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日本工业机

械制造商日立造船正带领东芝公司和日

本钢铁工程控股公司在内的一个团体，

计划建立总造价 1200 亿日元（约合人

民币91.63亿元）的海上风电场。

据新能源财经分析师 Sophia von 

Waldow 分析，截至 2012 年年底，西

门子生产的风电机组将覆盖总容量为

4738 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的 58%，而维

斯塔斯则占 30%，其余 12%的份额主

要由印度制造商苏司兰 REpower 公司

和法国阿海珐公司分得。

配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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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越南对风电项目提供
政策优惠

11 月 26 日， 据越南《财政时报》

报道，越南政府拟通过环保基金，向

购买风电的组织和个人提供每千瓦时1

美分的电价补贴，还将风电列为国家

优惠信贷投资支持项目。项目实施前 4

年免征所得税，接下来的 9年减半征

税。税收减免期结束后 15 年 ~30 年

欧盟同意投资60亿欧元
用于清洁能源研究

11 月 28 日，欧洲能源与研究委

员会（ITRE）投票决议，将未来用于

能源研究预算的 3/4 拨付给可再生能

源、能源利用效率、智能电网和储能

等多个领域的研究工作。这将使投资

总数达到 60 亿欧元（约合人民币 494

亿元），包括智能能源欧洲计划一期在

内。到 2020 年左右，该研究发展资

蒙古国全力发展风能、
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

据新华网报道，11 月 8 日，由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驻蒙古国代表处和蒙

古国政府联合举办的关于人类可持续

发展与可再生能源利用会议在蒙古乌

兰巴托举行。

会议围绕蒙古国可再生能源的开

发利用、如何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及

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等议题进行了探

讨。蒙古国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公

内，项目所得税率为 10%（普通项目

为 25%）。此外，越南政府还表示将免

除风电项目土地租金和环保费用。

2011 年 6 月，越南政府出台关于

风电发展机制的第 37 号决定，提出鼓

励风电发展的政策措施，包括将风电

并网价格提高至 7.8 美分 / 千瓦时，将

风力发电列入越南第七个电力发展规

划，计划到 2020 年将风电功率提高至

100 万千瓦，而到 2030 年这一数字将

金有望达到 800 亿欧元（约合人民币

6590 亿元）。

“议员们已经认识到风能和其他

可再生能源对欧盟的经济增长、技术

领导地位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有多重要。

充裕的研发资金对欧盟气候和可再生

能源优先权的进一步发展至关重要。”

欧洲风能协会法规事务顾问 Vilma 

Radvilaite 表示。

“在这笔资金中，75% 将用于可

再生能源、能源利用效率、智能电

司代表近百人参加了会议。

蒙古国能源部副部长道尔吉普日

布在会上说，蒙古国拥有丰富的可再

生能源，政府已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

利用作为能源政策的一个优先发展方

向，并制定了国家计划。根据计划，

蒙古国政府力争在 2020 年前将可再

生能源在能源利用总量中的比重提高

至 20%以上。他还表示，蒙古国政府

正在加大可再生能源设施的建设力度，

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兴建多个风能、太

阳能及水电站。蒙古国中央省目前正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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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至 620 万千瓦。

目前，越南计划建设风电项目 37

个，设计总功率 430 万千瓦，分布在

宁顺、平顺、前江、槟知和金瓯等省。

资金短缺是制约越南风电发展的主要

因素。越南优越的风能资源和出台的

相关优惠政策吸引了国内外的一大批

投资者，包括德国、印度和中国在内

的风电投资者都已经开始介入越南风

电市场，以期在该国获得长期发展。

网和储能技术领域，另外的 15% 将

用于智能能源欧洲计划，2020 年将

有望真正实现绿色能源增长。”Vilma 

Radvilaite 补充道。

ITRE 也通过将风能和其他战略性

能源技术计划的预算分开，实行独立

预算和专用，来促进风能研究的透明

度和清晰度。

2020 年研发计划将在 2014 年到

2020 年间实施。根据目前结果，ITRE

现已进入到与欧洲理事会谈判的阶段。

在建设一个总装机容量为 50 兆瓦的风

电场。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蒙古国副代

表埃里克森说，蒙古国的人类发展指

数在世界范围内已提升至中等水平，

但蒙古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依然脆

弱，生态系统仍担负着巨大压力。蒙

古国应努力提高在气候变化条件下的

可持续发展能力，大幅提高其可再生

能源在全部能源利用中的比重。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会上还举行

了《亚太地区人类发展报告》发布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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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能源署(IEA)风能实施协议活动

国
际能源署风能实施协议

全称为国际能源署研

究、发展和部署风能系

统的实施协议（简称风

能实施协议或者 IEA Wind IA），成

立于 1974 年。它的主要宗旨是提供

一个风能系统合作研发、示范和部署

的平台，促进已完成或正在进行的相

关风能活动信息的定期交流。为实现

这一目的，IEA 风能实施协议开展了

针对不同问题的课题研究，辅助成员

合作协调以完成不同的研究任务。在

合理分配义务和权益的基础上，IEA
风能实施协议尽力促进各项任务承担

方之间的合作，以最终达到提高全体

成员在风能领域研发水平的目的。同

时，IEA 风能实施协议每年还召开 2
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了解各成员国风

能发展最新状况，讨论新课题的成立、

已有课题的延伸等重要问题。

2010 年 10 月，中国可再生能源

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以中国风能协会

的名义正式加入国际能源署（IEA）

风能实施协议，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

风能专业委员会主任贺德馨成为 IEA
风能实施协议执行委员会委员。此后，

中国风能协会积极参加了 IEA 风能实

施协议每年的执行委员会会议和相关

课题组研讨会议。

2012 年 5 月 22 日至 24 日，IEA
风能实施协议第 69 届执行委员会会议

在挪威特隆赫姆召开，中国风能协会

派代表参会，并做了题为“中国风电

2012”的主题报告，报告对 2011 年

中国风电市场的发展情况、最新科技

研发情况及中国风电发展规划做了介

绍。会议期间，中国风能协会参会代

表与其他国家代表就当前国际风电市

场及技术情况进行了交流，并在会后

一同前往挪威 Ytre Vikna 风电场进行

技术考察。

2012 年 10 月 23 日 至 25 日，

IEA 风能实施协议第 70 届执行委员会

会议在日本首都东京召开，来自中国、

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丹麦、芬兰、

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日本、

韩国、墨西哥、荷兰、挪威、葡萄牙、

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等

国家，以及欧盟委员会和欧洲风能协

会等机构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

各国代表分别介绍了本国的风能发展

情况，各个研究项目组的执行单位也

介绍了项目实施的情况、进展和最新

成果等。中国风能协会参会代表都志

杰教授针对中国风能发展及利用情况、

风能研发以及规划目标等方面做了介

绍，使各国与会代表对中国风能的发

展情况有了更加清楚的了解，有利于

更好地开展国际合作。本次大会确定，

第 72 届 IEA 风能实施协议执行委员

会会议将于 2013 年在中国北京召开。

作为 IEA 风能实施协议成员，

中国风能协会在 2012 年积极参加了

IEA 组织的多个课题研讨活动。

2012 年 2 月 9 日 至 10 日， 中

国风能协会派代表赴瑞典参加了课题

19（寒冷气候条件下的风能）的小组

会议，小组会议与瑞典低温风能大会

（Winterwind2012）同期举行。会上，

中国代表与其他国家的参会代表一同

讨论了继续延长课题 19 的建议，确定

了新一期研究的主题，并审核了低温

风电机组当前技术报告。

2012 年 2 月 21 日至 22 日，课

题 11（基础技术信息交流）的小组会

议在德国亚琛大学召开，中国有数名

代表参会。本次会议的主题是“风力

发电机组及其部件的测试进展”，与会

专家讨论的主要内容集中于传动系统

测试、叶片测试和低电压穿越测试三

部分。会上，中国最新出台的低电压

穿越标准引起了国外企业和研究机构

的重视，张北低电压穿越试验风电场

的研究工作亦获得国际学者专家的高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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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称赞。

2012 年 5 月 15 至 16 日， 课 题

30（海上风电所用的动态仿真软件和

模型的比较）在美国科罗拉州召开会议。

中国有 2 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

主要讨论如何通过合作得到实际测试的

数据来分析海上风电机组，以达到增强

设计工具准确性的目的。会后，与会代

表参观了美国 NREL 实验室。

2012 年 9 月 26 至 28 日，课题

27（小型风力发电机的质量标签）的

任务延伸会议在爱尔兰邓多克举行，

中国海峡两岸有 2 名代表参加了这次

会议。与会代表介绍了各国中小型风

力发电机产业的发展现状，讨论了欧

盟对小型风电机组资金支持的可能性

和课题 27 任务延伸的提议。

2012 年 11 月 5 日至 6 日，课题

33（数据可靠性——风电机组可靠性、

运行和维护分析标准数据采集）的课题

启动会在德国卡塞尔召开。中国有 2 名

代表参会。参会代表首先介绍了各自在

这一领域已开展的工作、有关设施和对

项目的期望。会议总结了各参加方在数

据的采集、分析和处理等方面的经验，

并讨论了课题下一阶段的任务。

11 月 28 日至 29 日，课题 11（基

础技术信息交流）的小组会议在瑞典

Solna 市召开，中国有 2 名代表参会。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风电场控制方

法”，与会专家讨论的主要内容集中

于风电场模型、风电场控制设备和战

略以及风电场并入脆弱电网的试验数

据和现状。

截至 2012 年 11 月，中国风能协

会已经正式加入了课题 11（基础技术

信息交流）、课题 25（大规模风电并

网的电力系统设计及运行）、课题 30
（海上风电所用的动态仿真软件和模

型的比较）、课题 31（风电场流动模

型基准）和课题 33（数据可靠性——

风电机组可靠性、运行和维护分析标

准数据采集）等 5 个课题，并计划加

入课题 19（寒冷气候条件下的风能）、

课题 27（小型风力发电机的质量标

签）、课题 29（MexNext 风洞测量与

空气动力模型）、及课题 32（风能部

署中的激光雷达系统）。

↑IEA风能协议组第69届执委会会议代表合影。



封面 | Cover Article

22  风能 Wind Energy 

“CWP2012”的风向耐人寻味。尽管没有谁能为低谷中的全球风能市场开出一

剂灵丹妙方，但论道者抛出的“砖头”中，指不定哪块就是聆听者改变现在和

砌筑未来的好材料。

本刊记者／薛辰

改变，从现在开始

北京国际风能大会暨展览会

CHINA WIND POWE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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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际风能大会暨展览会

“北京国际风能大会暨展览会” （CWP）这一全球风能盛会，到今年已走过了五个金

秋。与往届不同的是，本届 CWP 几乎是与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召开的。

也正因处于如此节点，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刘琦在本届 CWP 开幕致辞中的发言更加令人

期待 ：“党的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和新能源、可再生能

源发展，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建设美丽中国。这让风电在中国仍具有广阔的发展

前景和市场空间。”

刘琦是否透露了政策信息是聆听者们关注的焦点。从全球各地看，风电都是一个政

策催生市场、市场养育技术的行业，积极揣摩政策走向是该行业从业者较明显的共性。

刘琦的致辞使正在越冬的中国风电企业感到了一丝暖意，也令参加本届大会的外国企业

和投资商愈加看好中国风电市场的潜力和前景。

但这并不能完全改变与会者对“全球风电在低谷中过冬”的认知，抱团取暖或寻求

改变成为所有与会者的诉求。正因如此，才会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官员、企业

家以及 400 多家参展商参会参展，而大会主题的表述也比往届更为坦诚和直接 ：“从量

变到质变——风能市场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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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市场

全球风电设备制造业产能过剩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只

是习惯了快速发展的中国企业还不太适应这样的现实。在

历经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一旦市场大幅缩量，首当其冲的

就是这些制造商，并且规模越大，受到的压力也就越大。

这也是为什么“低谷、低迷、过冬、严寒”这类词汇在演

讲嘉宾口中频频出现的原因。

2012 年，全球各大风电制造商的业绩已经表明市场正

处于下行通道，有关机构在年初公布的“全球风能新增市场

将达 4000 万千瓦”的预测也许真的过于乐观了。短期预测

是有风险的，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专家不愿对近年的风电市场

作出量化预测的原因。而大多参加本届大会的企业更希望能

够分享到一个市场量化指标，找到市场、看见未来，是参会

企业的共同期望。

山东瑞其能电气公司并未参展，可这家整机制造企业

的执行总裁于克涛却带领 6 人团队分别深入不同的会场参

会。这是一家由中方控股的合资公司，在德国和瑞士分别

设立了销售机构，“先做国外市场、后做国内业绩”是其市

场策略，这家公司期望能够通过“北京国际风能大会这样

的国际化平台，发现国际市场的新机遇。”

让人意外的是，瑞其能这家在国内外市场知名度不高，

整机交易历史亦乏善可陈的企业，非但感受不到行业的冷

意，反倒坚定地认为目前的市场调整正是他们进场成长的

新机遇。

反观全球各大厂商进行的资产瘦身、压缩产能、裁员

降本这一系列的变身行动，就能估计到瑞其能抢到一块蛋

糕有多难。

一些中国整机企业期望通过本届大会找到打开国外市

场的钥匙，或者把更多的产品卖到更多的国家，而丹麦维

斯塔斯这家知名且深受中国同行尊敬的公司，却在展位现

场认真地演绎着它的“业精于风”，以演讲的方式推销“维

斯塔斯风电服务策略和运行管理”、“维斯塔斯风电厂整体

解决方案”、“维斯塔斯宏观及微观选址”等业务。其实，

这就是对市场潜力的深入开发。维斯塔斯服务总监、产品

经理、选址经理的演讲十分认真和专业，这也打动了一批

批的参与者。据记者观察，他们只要坐下来就几乎不会离开，

没有座位，就站着听。虽然缺少这种在展位以技术打动客

1

刘琦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
贺德馨	中国可再生能源
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主任

Arthouros	Zervos	欧洲风能
协会主席

杜祥琬	中国工程院院士

Kluas	Rave	全球风能理事会
理事长

裴德盛	丹麦驻华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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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方式，但在国内制造企业的展台上，灯箱把企业的名

字照得格外亮丽。

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国专家告诉记者，“目前，也唯有政

策可以迅速改变行业的低迷，这在中国市场是可以做到的，

而靠技术进步提振市场可能更缓慢一些。”

可是，再利好的政策，也只能拯救行业的一时。如此

对一家企业来讲，不管政策使其做到多大规模，它都可能

是脆弱的。本届风能大会期间，远景能源首席执行官张雷

同记者谈到了“靠政策和靠市场”的问题，他认为虽然政

策可以驱动市场，但市场才是最能靠得住的。就在有些企

业为卖不出更多产品发愁的时候，远景能源的“智慧风场”

软件产品卖到了美国风电市场，远景能源除了销售整机还

销售风电场软件，在制造业普遍低迷的时候，这家企业通

过这款创新产品享受到了市场的乐趣。

关注整机销售的读者，可以得到本届大会中各国专家

提供的一些启发。全球风能理事会理事长 Kluas Rave 坚

定地认为，“中国依然是全球风电市场的领导者。”

这个具有领导者地位的市场会出现何种变化？中国资

源综合利用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主任李俊峰表示，

“政府引导的产业结构调整将推动我国风电技术由全盘引进

向自主创新转变，产品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变。”

如果难以从这句话看出政策市场的变化，那么中国未

来年均新增风电装机将会维持在 1500 万千瓦左右，却是实

实在在的“硬通货”，尽管这里是红海市场，尽管企业面临

着各种各样的挑战，但考虑到这样的市场规模，各大制造

商也不能坐失良机。

中国低风速区域仍是市场竞争的重要战场，海上风电

也有巨大潜力。不过，由于海洋功能区划协调困难，各省

在 2009 年 4 月就已启动的海上风电规划至今尚未完成。

至少在未来两年，海上风电发展仍将集中在欧洲。

据 BTM 咨询公司的统计报告，欧洲 2011 年新增海上

风电装机容量 36 万千瓦，其中 91% 属于英国。来自英国贸

易投资总署的 Stephne Cornell 相信，未来几年英国海上风

电市场会保持增长的态势。他说，到 2018 年英国将有 18
个海上风电场，届时会成为全世界海上风电装机容量最多的

国家。此外他还透露，西门子 2013 年将在英国生产海上风

电机组。

本届大会的一个共识是，与传统市场相比，南非、巴西、

加拿大、墨西哥、印度、罗马尼亚等新兴市场未来将会增

长较快。但一些国家或地区对进入该市场采取的强制性本

Christine	Lins	REN21秘书长	贝墨通	丹麦气候、能源建筑
部副国务秘书	

王仲颖	国家可再生能源中
心主任

Paolo	Frankl	国际能源署能
源主管	

Steve	Sawyer	全球风能理事
会秘书长	

郑方能	国家科技部高新司
能源与交通处处长	

2012北京国际风能大会暨展览会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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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化要求，会逼迫有意进入该市场的厂家在本

地兴建工厂，所以需要警惕这类市场的未来风

险。通过海外建厂寻求发展的中国企业要找到

规避陷阱的办法，可这些办法是什么呢？

      找资金

同其他国家、其他行业一样，中国风电也

面临资金短缺问题。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

外风电行业缺少资金，较好理解，而经济高速

增长背景下的中国风电行业缺钱似乎就不那么

顺理成章了。

找资金，成为本届大会上全球同行的美

好愿望。因此，与融资有关的边会显得比其他

会议更加火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同行

在会下小范围讨论企业现金流严重不足的问题

时，能够使人体会到对行业“三角债”愈演愈

烈的忧虑，以及对拓宽行业融资渠道的渴望。

安元易如国际公司主任 Sebastian Meyer
不仅描述了中国风电产业资金流“应付大于应

收”的不良现状，还提及了令中国企业“敢怒

不敢言”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补贴问题。

Sebastian Meyer 分析了三家中国上市开

发商的财务数据，认为“这些企业每年的扩张

计划早晚会断了资金流。也许在明年，证券市

场恐怕不会像以往那样支持这些公司了。”

如果 Sebastian Meyer 的预测不幸言中，

处于产业链上游的整机商、部件商、原材料供

应商就更加“倒霉”了。

那么，2012 年的情况究竟怎样？听听中

复连众这家中国风电叶片老大的声音，就能想

象到中国风电整条供应链资金流的情况。这家

叶片制造公司的实际控盘人张定金认为，从制

造特点上来看“风电整机商是装配为主，而叶

片制造商则是制造为主，就现金流来看，叶片

制造商比整机制造商的付出要更多，回收现金

的速度更慢，从而造成了赚钱更少、亏钱更多

的现状。”张定金用“寒冬”比喻了他对风电行

业现金流的感受和担忧。他说，“后面还有严冬，

零下 20 度没有到底，好像要到零下 40 度。”

这种情况，显然与风电产业链的“三角债”

有关。实际上，在 2011 年，开发商挤压整机商、

整机商挤压零部件商这种上下游之间的三角债

造成的不良循环已经开始了，到 2012 年更为

明显。如果说上下游间的和谐关系是产业的润

滑剂，那么资金流就是产业发展的血液。

值得关注的是，Sebastian Meyer 发布了

一个结论 ：“在中国已经装机的 7000 万千瓦风

电项目中，有 80% 是欠债状态。按照中国的

融资条件来说，开发商要还贷就必须靠已有项

目的回收款。”在这样的场合发布如此结论令

人震惊，但在中国业内并不是什么秘密。习惯

了高速发展的中国风电同行，并未习惯认识风

险的价值，这一点显然不利于中国风电行业在

全球进行融资。

2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泽椿
(前排左一)、杨裕生(前
排左二)，中国科学院院
士胡文瑞(前排右二)、徐
建中(前排右一)在风能大
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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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来源角度看，中国风电高速增长是

由银行驱动的。由于政府的担保，银行的放贷

资金并不存在风险。除了国内银行的支持，中

国风电也受益于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补

贴，以及全球 CDM（清洁发展机制）碳资产

交易，但这些还远远不能弥补中国风电大规模

发展所形成的资金缺口。

令人遗憾的是，从 2010 年之后，可再生

能源发展基金补贴就未曾进行过再分配。究竟

是什么原因使得这项政府基金性质的可再生能

源发展基金出了问题，仅仅用电网收不上电费

来解释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在 Sebastian 
Meyer 看来，是“官僚主义拖延了解决问题的

时间”，这不仅影响了风电资本的回报率，也

影响了投资人投资风电的信心。

而雪上加霜的是，自 2011 年以来，愈演

愈烈的弃风限电现象，严重影响风电企业的经

济收入，加剧了资金紧张的局面，影响到新项

目的按时实施和投运项目的正常运行，弃风限

电问题已经成为目前制约我国风电产业发展的

最大障碍。

再来看看目前风电碳融资现状，似乎也不

那么乐观。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郭伟表示，很多投行资本在不断撤出碳市场，

更糟糕的是一些保守的机构也在陆续退出。这

也让参与中国碳金融业务的人士感到了寒意。

“现在碳价格已经跌到每吨不到 1 欧元的‘白

菜价’了！”某电力央企二级公司一位碳金融

业务负责人透露，此前与国际买家签订的碳交

易合同价格在 8 欧元以上，致使 CDM 项目的

业主面临国际买家违约的风险。

据保守的初步匡算，中国有超过 400 亿元

人民币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碳资产面临缩水风

险，涉及五大发电集团的数十个项目。这种现

状并不难理解。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发达国家的碳排放配额需求不振，有机构称欧

洲碳排放配额已过剩 10 多亿吨。这导致以欧

洲碳市场为主要指标的全球碳市场价格持续走

2012北京国际风能大会暨展览
会剪彩仪式现场（上图）和
2012年11月15日上午召开的丹
麦风电建设经验研讨会边会现
场（下图）。↓



封面 | Cover Article

28  风能 Wind Energy 

低，CDM 项目核证减排量 (CER) 价格已经从

10 欧元以上跌到 1 欧元左右。瑞典碳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中国区技术总监孙书勇表示，随着俄

罗斯、乌克兰等国家在碳市场供应方面的大量

释放，总体上供给过剩，以欧洲为主的买方市

场在欧债危机中显得更加疲软。碳价格的严重

下跌还影响了资本市场对风电行业盈利表现的

信心。

不过，刚刚在多哈闭幕的《京都议定书》

第8次缔约方会议传来利好消息：《京都议定书》

第二承诺期将按预期于 2013 年开始实施，发

达国家须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

支持，到 2020 年之前每年出资须达 1000 亿

美元规模。但也有碳金融专家认为，本次多哈

会议达成的重要共识对提振目前跌至“白菜价”

的碳市场价格作用有限，不会对需求不足的碳

市场有根本性改变。

某种意义上讲，碳金融专家的悲观预期在

提醒中国风电行业的企业家，找资金还需要开

拓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尽管本届大会的国内外

专家提供了一些融资的方式方法，但找到适合

自己的那一种最重要，这关键还要看企业有没

有真正创造价值和利润的能力。因为，没有哪

个资本家会把自己的资金投进无底洞里。

      找活力

一位不愿具名的整机企业家在会议现场与

记者谈到整机企业的现状时称，“过了几年的

好日子后，目前的整机厂商变得弱不禁风，除

了国电系统的联合动力，大的整机厂商都不好

过，反而规模较小的制造商因其自身的灵活性，

反倒比大制造商更容易找到活力。”

这只是该企业家一人的看法，其实在本届

3

↑2012北京国际风能大
会暨展览会展厅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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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上，人们看到的金风科技、华锐风电等中

国制造商依然信心满满，这些企业在展位上的

宣传仍旧很丰富多彩。

即便是在行业增速放缓的 2012 年，风电

装机需求并未减少，因此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

主要是制造商产能扩张的结果，这也让企业家

们开始认真思考什么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方式，

正是这些更加深入的思考引领着这个行业发生

变化，也许这就是风电行业的进化。

可是，如何找到更强的活力确实是中国整

机制造商面临的普遍问题。全球前十大制造商

中，中国企业占了四家，但这四家企业的销售

份额几乎是在国内市场实现的。中国整机制造

商，无论大小都想到海外市场去寻找一些新的

突破。

“但到哪儿去并不清楚，这要研究国外的

经济和政策环境以后，才好确定下一步的策

略。”上述企业家说，“我来参会就是听听专家

的看法。”

在这方面，本届大会传递的信息还是相当

明确的。在美国，人人都在讨论奥巴马面临的

“财政悬崖”。2013 年 1 月 1 日，美国的减税

政策即将到期，因此，在一直缺钱的美国，中

国整机制造商恐怕难以找到更多活力。而欧洲

经济已经陷入了不折不扣的衰退当中，人们还

很难看到终点有多远。显然，与欧洲的制造商

抢饭碗就更难了。

看来看去，还是在中国市场更容易找到企

业的活力之源。本届大会期间，中国新一届的

领导人亮相，使中国人更加相信“生态文明”

的国家战略以及“美丽中国”概念会有很好的

落实。属于清洁能源的风电产业，定会具有更

多活力。这一点也得到了国外专家的认可。

可是，具体到产能过剩的中国风电制造业，

事情也并不是那么简单。近些年，几乎每个中

国整机制造商的规模都有所扩大，而他们面对

的需求基本集中在五大电力集团，客户的需求

相对封闭和有限，而越来越不利的是，一些开

发商开始热衷于通过收购或控股整机商的方式

向风电产业的上游扩展。对此，上述企业家评

价说，“自己卖自己的产品，其实就是利益结

出的果。对整机商而言，无论技术壁垒还是政

策壁垒都可以突破，惟有利益集团的利益壁垒

是最令他们无奈的。”

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风电行业出现

了那么多制造商与开发商的战略合作案例，“如

果不结盟，制造商就难有活力。如果结盟，恐

怕都想与电网结盟，因为电网让人又爱又恨。

如果只有靠结盟才能活下去，那么中国风电整

机制造商是不是处在一个可怕的地位呢？”这

位企业家带着自己的问题走进了本届大会边会

的会场。会后，他告诉记者，在认真聆听了丹

麦 MAKE 咨询公司管理顾问及首席代表孙佩

宏有关市场可能发生的整机制造企业收购兼并

的演讲内容后，感到很受启发。

孙佩宏认为，目前整个供应链供大于求，

零部件制造商领域的收购兼并甚至关停并转势

在必行，未来几年供应链整个格局会发生根本

性的变化。未来更多的兼并收购活动会发生在

整机制造领域，单一的整机制造公司会被综合

性的公司收购。历史曾经提示过这一点，在风

电制造市场供大于求的 2002 年到 2004 年，发

生了几起非常影响之后市场发展的收购案例，

比如西门子在 2004 年收购了丹麦的 Bonus 公

司， GE 收购原安然旗下风能公司。

孙佩宏还提示，就目前来说，垂直整合

尤其可能会发生在中国和韩国的新兴大型企业

中，而平行整合则会发生在西方综合性的公司。

在中国，不同性质的企业有不同的生存方

式，国企与民企对生存方式也有着各自不同的

理解和诉求，尤其是国企的整合比较复杂。上

述企业家还以 GE 为例同记者谈到了外资制造

商在中国市场的选择。他认为 GE 与哈电集团

成立合资公司，主要为了在中国市场寻找更多

的发展空间。可是，GE 在美国做什么？ GE
研发的储能电池投入商业化量产，获得了美国

的风电场和配电网的订单。GE 相关负责人说，

“电池储能系统是一个新的产业。”

看看 GE 在美国本土的作为，中国的制造

商该如何在本土提高自己的活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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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5 日，2012 北京国际风能大会暨

展览会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顺利召开。由于正

值党的十八大召开之际，有关大力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的指导思想与最新的大

会精神，为广大风能产业的从业人员，以及我

国风能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提振信心、

坚定思路的重要作用。

      产业现状

目前，中国是全球风电装机最多的国家，

风电发电量超过 1000 亿千瓦时，已逐渐成为

中国第三大电源。根据刚刚颁布的“十二五”

可再生能源规划，到 2015 年风电并网将达到

1 亿千瓦，2020 年达到 2 亿千瓦。

“在我国能源结构由化石能源为主转入多元

化发展阶段，并且最终走向非化石能源为主的

历史进程当中，风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发展

风能是我们国家能源战略中一个稳定而重要的

方向，并将成为中国能源的一个绿色支柱。”中

国工程院院士、原副院长杜祥琬在会议上指出。

在风能大会召开当日，主题为风电市场的

会议中，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施鹏飞对中国未来的风电产业发展形势

通过数据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

“2011 年中国风电新增容量达到了 1700
多万千瓦，占世界的 42%。有人说我们现在

处于寒冬，但一定要注意中国市场占到世界的

42%，这是发展的根本。正是由于这个市场迅

速的发展，制造业也很快地成长起来，在世界

排名前十的整机企业中，有四个来自中国。德

国、丹麦、西班牙三国风电占本国发电容量的

10% 以上，美国为 2%，目前中国只有 1.2%。

欧洲三国人均风电电量达到 709 千瓦时，美国

为 207 千瓦时，中国只有 37 千瓦时。中国风

电总装机量大，但人均风电量很小。”

自 2011 年开始，中国风电产业发展由前

几年的爆发式增长，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

期。风电装机容量增速有所放缓，并网和弃风

问题的越发凸显，致使近年来不断膨胀的产能

显得尤为过剩，不少企业意图通过增加出口进

一步释放产能。与此同时，一方面受金融危机

和欧债危机的影响，世界各国不断收紧银根，

造成金融市场波动，使企业的投融资难度有所

本刊记者	赵靓

风电市场：
聚焦突出矛盾，坚定发展信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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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另一方面，一些开发商企业难以获取电

价补偿，致使整机供应商、零部件企业的回款

能力下降，整个风电产业链的资金吃紧。

虽然如何解决上述问题是本届风能大会与

会专家所探讨的焦点，但在交流的同时，几乎

所有专家认为，在人类低碳、绿色、环保发展

的总体趋势下，风电产业的未来发展将更加健

康和可持续。

      释放产能

在本届大会上，讨论的议题包含着风电的

方方面面，但零部件制造商和整机制造商所关

心的话题中，产能成为焦点。

“前几年风能的发展很迅速，不少企业觉

得风电赚钱，投了很多钱，现在看到有一些问

题。”博世力士乐副总裁王贵轩说，“更多是所

谓的不理智的投资造成的。”

王贵轩所提到的问题，是风电产业的产能

过剩。但也有专家认为，目前风电市场所显示

出的产能情况，不一定是投资者能够控制的，

而是受到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

“产能过剩是全中国乃至世界几乎所有的行

业都要面对的问题。”中国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张定金说，“气候变化非常快，经济环

境形势变化也是一样。原来大家认为拼命扩张、

拼命建设解决问题，使产能变得特别大。”

而与会的一些专家，也将目前市场的竞争

归结为产能过剩的后果。

“产能过剩导致了真正的恶性竞争，就是

之前我们说的价格战。” BTM 咨询公司主管顾

问赵峰观点鲜明的指出，“从最新的市场表现

来看，价格战在欧美企业之间已经拉开，全球

每一家整机商都参与到里面来了。”

这样的竞争也传导至企业发展的其他关键

环节。

 “由于低成本恶性竞争，我们难以拿出更

多资金投入研发。”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

司总经理张滨泉提到。

据赵峰统计，2009 年有 37 家整机制造商

在市场中有装机，目前该数量下降到 23 家。

但从另外的角度看，一个行业的发展过程，

必然会像生命的新陈代谢一样进行优胜劣汰。

因此，当这个产业的产能适度过剩时，所带来

的长期影响似乎并不完全是负面的。

“我们可以利用好产能过剩，打造强有力的

产业链。”歌美飒中国区首席执行官 Jose Antonio 
Miranda 站在整个产业的角度分析指出。

事实上，更多的企业领导和专家认为，目

前风电市场的产能过剩问题，并没有达到极端严

重的程度，且只是现阶段比较明显。大家更为关

心、关注的是，如何解决现阶段看似过剩的产能。

2

↓企业家论坛-整机制
造商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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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全球市场的产能过剩，中国压力

还是最小的。因为中国市场是最大的，它为整

个风电产业的发展提供很好的机会。”张定金

说，“但大家确确实实碰到了这个问题，这需

要慢慢消化。过剩没那么严重，多数制造商自

称有很大的产能，但仔细看基本上都是厂房和

装备。原来很多叶片堆出来，最近则是按照订

单生产。过剩将为中国风电下一个春天的到来，

提供一个更好的支撑。”

中材科技风电叶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淳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我认为产能过剩是

相对的，实际上可以用更灵活的产品制造方式

以及投资方式来消耗这种所谓的产能过剩。”

作为在全球拥有广泛市场的 LM 风电亚太

区总裁 Randall Hoefieln 则将大力开展海外市

场看做有效提高产能利用率的方法。

“在巴西、南非、土耳其等新兴市场确实

有出口的机会，这些市场存在产能不足，所以

我们要非常灵活地满足出口需求。通过内外结

合，非常快速地解决这些问题，应对全球需求

的变化。”Randall Hoefieln 指出。

      走向海外

由于我国为风电大国，内需一直占据着不

可替代的地位，此前风电设备商与风电开发商

并未像光伏企业那样依赖于出口。但当产业发

展到一定程度时，走出国门参与全球市场成为

一些企业的重点战略之一。风电出口已成为行

业各界关心的热点话题。在对相关议题进行探

讨时，不少企业负责人和专家提出应谨慎参与

海外风电市场。

“我们觉得目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应

该慎重。新能源的发展需要各国政策的支持，

还不能够自己市场化。这种政策能不能持续和

有保障是很重要的。”中国大唐集团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永生说。

除了对各国的新能源政策需谨慎对待外，

中国风电集团有限公司项目开发部总经理张卫

奇认为，在国外能够找到有一定规模、能够实

现盈利的项目还是比较困难的。

“万事开头难，进入一个新市场的公司都

要面临挑战，我觉得关键就是应该与那些在当

地已经成立很久的公司合作，他们在当地市场

很有经验。在选择提供咨询服务的公司时，也

要很谨慎。”英国贸易投资总署全球价值链高

级专家 John Buckley 为意图参与海外市场的

企业出谋划策。

在海外市场中，除了寻找一位得力的合作

伙伴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外，企业也应在

参与该市场的初期，尽量避免低价竞争带来的

产品质量问题。

例如，张定金便提出，每一个制造商都想

获得利润，但价格压得太低质量就会出现偏差。

中国的企业有制造能力，中国制造的产品能够

成为具有很好竞争力的产品。

对此问题，Randall Hoefieln 介绍了自

己公司的经验 ：“我们正在巴西建立一个工厂，

当然也会面临当地不同的要求和挑战。我们分

两步走，首先与当地的监管机构开展合作，让

他们允许我们运营，在开设工厂的同时还要报

告相关的进展。我们也要保证产品质量是上乘

的，这方面的工作需要在一开始就做好，没有

抓好质量，最终只能一败涂地。另外，也要计

划好怎样建设工厂的供应链，要么在当地建设，

要么进行外包。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随着市场

的成熟，这些地方的要求也会逐步的合理化。”

      获取资金

2011 年，我国宏观经济开始进行调整，

银行信贷逐渐收紧。与此同时，美国经济仍未

走出金融危机的影响，欧洲经济则深陷债务危

机当中难以自拔。由于流通性不断减弱，世界

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活跃度骤降，各行各业都受

到了较大的影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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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产业联动，因此

目前风电行业受到全球经济

的影响，欧债危机和整个的

全球金融形势的影响，会进

入一个比较长的调整时期。”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韩俊良在大

会上指出。

陈淳也有相同的观点 ：

“这种形势跟宏观经济环境

有更大的关系。大池子里面

没有水，资金链不会很好的

运转起来。宏观经济不改善，

这个问题就会存在。大家要相互适应、相互照

顾、一起来做，上下游在这个产业链上一起共

渡难关，等待形势好转。”

在我国风电行业，这些变化具体表现为受

产业链下游企业融资能力不足的影响，整个产

业链的资金都不宽裕，各环节均受到了较大的

考验。而产业链下游企业主要构成为开发商，

除难以获得银行更好的贷款支持外，开发商的

正向资金来源——电网企业，也因诸多原因未

能给予整个行业以适当的支持。

“开发商没有及时得到银行和电网的支撑，

导致合同条款支付非常不平等，这种状况我们

能维持多久？”张滨泉不禁发问。

张定金则更为明确地指出 ：“现在整个产

业链都碰到了资金流的问题，对部件来讲更难，

你得先发货，电网把钱给了开发商，开发商给

了整机商，整机商再给部件商。”

而对于开发企业来说，除电网并网难和弃

风限电问题外，则更关心电价补偿为其带来的

资金盘活效应。

“目前我们卖电只有一半钱收回来，标准电

价部分电网结算，其他补结部分三年没有解决，

我们这么高的运营成本很困难了，负债是在加

重的过程。当然这些问题从国家能源局，包括

财政部都在努力解决，我们认为这是应该解决

的问题，而不是努力解决的问题。”胡永生提出。

相对于国有企业来说，非国有开发企业的

融资方式似乎更为灵活。在大会的开发商论坛

上，张卫奇表示，“由于在香港上市，股权融

资解决了很大的资金问题，同时也在积极尝试

其他新能源的融资方式，例如在新加坡发行了

人民币债券，利率比国内贷款机构要低，我们

在洽谈风电机组租赁业务，发行企业债券，我

想通过积极探索风电融资最终能够解决。”

虽然目前资金有些紧张，但中国作为全球

风电的最大市场，未来的发展仍具有很大空间，

并在世界风电中占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

“中国是一个可持续的、快速发展的市场，

很难找到一个能够替代它，有足够的能力应对

困难的市场。我们面临很多产业调整方面的挑

战，这的确是令人感到有挑战的时代。”恩德

中国首席执行官 Jens Olsen 说。

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玮的

发言则能代表绝大多数专业人士对未来中国风

电产业的看法，他提到，总的来说眼前的这些

困难是暂时性的，要通过多种金融手段的应用，

通过把自己的风电场管理好，为这个行业的发

展出一份力。

 

      消除弃风

弃风限电问题的愈加凸显，已成为与会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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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商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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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人士的热点话题。政府官员、行业专家、企

业领导在本届大会的多个论坛及研讨会上对此

问题发表观点。在开发商论坛上，胡永生通过

一个幽默的比喻来描述自己的感受 ：

“中国风电应该说从去年开始遇到了限电

问题，我是直接的感受者。每年我参加会议的

时候都没有穿马甲，今年天气比较冷穿上马甲

希望能温暖过冬。限电是我们遇到的最大问题，

希望明年比今年有所好转。”

广东明阳风电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金

云山也在会议上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认为风电

行业所处的寒冬，与弃风问题有直接关系。金

云山说，由于现阶段电网的瓶颈，使整机制造

企业和开发企业效益都不好，大家所谓的寒冬，

就是现在的状态。

而各位专家所述的弃风问题，到底导致了

多大规模的影响，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

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给出了一个数据。

“寒冬期间最大问题可能还是并网消纳，

弃风导致了很大的损失，约为 50 亿元人民币。

前些年我们想怎么装起来，现在想装这么多我

们怎么用。”秦海岩说。

世界银行中蒙局高级项目官员宋彦勤认

为，弃风导致的这些损失是全民买单 ：“随着

装机容量的增大，输电的能力没有跟上，弃风

的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损失掉的是投资人的

利润，国有企业的利益就是全民的利益。”

国家电网能源研究院副院长蒋莉萍为与会

人员带来了解决弃风问题的建议 ：“电网解决

问题最简单，就是打通通道。国内外的研究表

明，第一电网要坚强，第二要足够灵活，第三

就是我们需求侧，用户要有响应。电网的解决

策略最关键是建好线路，解决优化调度，拓展

更多的手段，这些手段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要有

政策突破。”

事实上，弃风问题的表象是风电建设规划

和电网的规划不协调——因为电网的建设需要

比较长的周期，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

而弃风的内在原因，则被不少专家认为是风电

消纳市场和各类电源协调运营的机制问题。

“电网建设速度，电网的观念以及电网管

理能力的提升是一方面，更大问题是火电和风

电利益调整问题，现在国家层面上有批火电的，

也有批风电的，但难以统筹安排火电为风电调

峰让路。”秦海岩说。

作为风能行业主管部门的国家能源局早已

对此有所关注，在本届大会的开幕式上，国家

能源局副局长刘琦便谈到了相关问题。

“风电快速、大规模发展也面临着与现有

电力系统相互适应相互融合的新挑战。”刘琦

指出，“管理体制和政策措施还不能完全适应

风电等新能源发展的需要，加快风电发展必须

↑企业家论坛-风电开
发商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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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和束缚。”

      把握机遇

在对我国风电产业目前需重点关注的问题

进行深入交流的同时，与会专家也谈到了未来

风电产业所面临的一些新机遇。

例如，赵峰提出四个领域将成为整机制

造商下一步重点关注的市场。“第一是低风速

或超低风速市场开发。未来五年将有 30% 至

40% 是针对低风速风电场的装机。第二个机会

是所谓的旧机组的更新，这个市场虽然说目前

很小但是存在，主要存在于开发风电较早的国

家，如丹麦、德国等。第三个机会应该是整机

制造商参与运维，它的利润率比整机制造高得

多。第四个机会则是海上风电。”

韩俊良在给出了自己判断的同时，提出应

将技术研发和产品质量放在重要位置。他说，

中国风电市场的发展规模在未来两到三年较为

平衡，略有增长。海上风电和分散式开发将在

中国有更好的发展。眼前虽然有一些需要解决

的问题，但前景是光明的，我们应该坚持不懈，

用更好的技术研发、产品质量及服务赢得客户

的信赖。

除了各企业的自身努力外，公众对于可再

生能源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行业发展

的速度与程度。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武钢在此问题上谈到 ：“利

用风能能够给社会带来替代能源、减少环境污

染、减少 PM2.5 影响、解决就业、拉动经济、

促进科技等这些好处，应该想办法建立将这些

益处折算成一个经济指标展示给公众，也就是

说明在电价里它相当于做了多少贡献，我想广

大群众会欢迎可再生能源的。”

除传统市场外，这些新市场、新机遇也成

为未来我国风电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虽

然在谈到目前我国的风电产业时，与会专家更

多是本着理解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原则去探讨相

关议题。但客观地讲，中国风电市场的未来发

展将更加有力，受到几乎全部与会人士的认可。

根据“十二五”规划目标和能源局的“项目核

准计划”推算，中国风电市场在未来仍将保持

每年至少 1500 万千瓦的新增装机量，而随着

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产品性价比的提升，风电

电价将逐步与火电持平。

“维护成本在下降，风电场的产出在优

化，更好的控制系统不断提高利用率，这些都

使得我们能够降低成本，至少可以接近传统

煤电的成本。”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总裁

Bernhard Mueller 认为。

持有同样观点的还有 GE 中国风能总经理

Klaus Aaen，他提到 ：“风能成本越来越接近

煤电，可再生能源毋庸置疑会迎来非常好的未

来。我们觉得可再生能源，特别是风能会有非

常好的明天。”

因此，“从长远来看我对未来充满信心，

在当前众多行业里，很难找到这样一个产业，

它同各个国家的能源战略、人类追求、经济发

展及生存环境结合的这么紧密，所以这个产

业今后肯定会可持续的发展，肯定会发展的很

好。”武钢说。

如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主任王仲颖的大会

致辞中提到的一样，本届风能大会已经是第五

届，回顾既往，每一次会议都能够带来风电产

业的新希望。通过与会人员的集体发声，就是

希望决策者能更加重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并

出台相应的政策。而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刘琦发

表的重要讲话，足以显示出我国政府对风电产

业的重视。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主任

贺德馨在大会致辞中，对我国风电产业的现状

与未来所存在的发展机遇做了客观的总结，贺

德馨说 ：“‘十二五’期间，随着政策的进一步

完善，我国风电产业迎来结构调整的重要机遇。

如何实现风电产业可持续发展，实现风电大国

向风电强国的转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虽然目

前在风电发展道路上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我们

对风电的发展充满信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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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白亚茹

近年来，我国在风电机组、关键零部件设

计制造以及大型风电场建设运行等技术方面都

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仍与世界风电强国存在差

距。追求科技创新是我们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

的不竭动力。

   “十二五”绘风电科技新蓝图

风电企业的蓬勃发展，科技创新成果的不

断涌现，离不开政府对风电技术高强度的持续

的政策支持和正确引导。2012 北京国际风能

大会上，科技部高新司能源与交通处处长郑方

能在“支持风电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技术方向”

主题发言中做了《中国“十二五”风电科技发

展规划》的报告。针对我国目前风电技术的发

展现状，“十二五”规划专门设立了风电科技

重点专项，从风电设备、风电场、基础及公共

平台三个方面进行实施。强化产学研结合，以

企业牵头，实现从风电大国到风电强国的转变。

同时全面掌握风电设备设计与制造、风电场开

发与运行关键技术 ；重视风电产业自主发展的

基础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重视企业技术创新

的主体地位 ；重视大容量陆上、海上风电机组

研发、设计，风能资源分析、风电场管理、提

高电网接纳水平、降低风电成本 ；以风电场的

规模化建设带动风电全产业链发展。 
根据战略目标，“十二五”风电科技重点

专项对预期成果也作出了明确表述。在整机及

零部件方面，实现 7 兆瓦级整机及零部件产业

化，研制出 10 兆瓦级海上风电机组样机，实

现独立变桨等风电新技术规模化应用。在风电

场与并网方面，开发出超大型风电场智能化运

行管理优化系统，掌握海上风电施工、并网关

键技术，开发出安装、运行、维护等专用设备。

在公共服务体系方面，建成大型传动链、轴承、

变桨系统等国家级公共测试系统，开发先进风

力机翼型族，并应用于兆瓦级以上主流叶片。

《“十二五”风电科技发展规划》为我国今

后五年的风电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持续的政

策保障和先进技术的支撑为我国实现风电大国

到风电强国的转变积蓄力量。

     风电整机技术展新颜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变化，

风电机组逐渐向大型化发展。“中华人民共和

国可再生能源法颁布以来，我国风能得到快速

发展，大功率风电机组技术及关键零部件核心

科技创新引领行业腾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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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5 兆瓦、6 兆瓦机组成

功下线，投入运行，10 兆瓦也开始研发。”中

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主任贺德馨

在大会致辞中指出。而在风电机组趋向大型化

发展过程中，机组的重量成为其是否具有竞争

优势的关键因素。针对这一问题，各个厂家通

过对新材料的使用、结构的优化以及更细化的

控制策略研究等方式来降低风电机组的重量。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体设计

工程师黎焱表示，未来可以考虑通过实时监测

叶片的载荷来达到真正的限制载荷的目的，使

机组的重量更小。

风电机组的尺寸逐年增大，可靠性的问题

也变得越来越突出。参数化高精度整机模型的

应用使问题得到了一定突破。它可以快速实现

风电机组建模和认证计算，对不同设计方案作

出对比分析，方便进行设计优化以及后续机型

改型设计。此外，它能精确模拟风电机组动态

行为，帮助发现潜在共振问题，得到精确动态

载荷，将原本脱节的设计流程关联起来，实现

风电机组可靠性设计。

随着风电机组大型化以及诸多可靠性问题

的显现，风电机组测试成为风电场质量保障的

一道关卡。来自通用电气能源的 Franz Hubl 
谈到了测试时仿真实验装置的应用。对于直驱

传动系统，测试平台在不断得到改善，逐步进

行高压、低压以及零压的测试。当前正在积极

建设的 15 兆瓦级的测试平台，也进行了故障

穿越技术的测试。近些年，测试平台的范围也

逐渐扩大，最高的测试已达 17 兆瓦。

寒冷气候条件下的结冰问题不但降低了风

电机组的生产效率，给维修也带来了很大困难。

“实际上寒冷环境条件下的风电市场比海上风

电市场更大。我们一直在做除冰的系统，西门

子也在研究除冰的系统，我们觉得这是可以做

出来的。”来自国际能源署（IEA）的 Tomas 
Wallenius 表示。由于结冰的时候风电机组都

是不对称的，叶片也是非对称的，他们也在考

虑低温下的风电机组的设计，希望能够有一些

新的负载的设计和标准。

海上风电机组同样面临着诸多问题。高

昂的成本、复杂的支撑结构设计以及变幻莫

测的海上环境等因素为海上风电机组的设计带

来了巨大的挑战。在限制成本和重量上，GL 
Garrad Hassan 公司的高级副总裁、亚太区经

理 Mathias Steck 提出优化海上风电机组结构、

提高装机技术、通过优化支撑结构来减少成本

的解决方案。

      关键部件技术精益求精

建立良好的风电机组供应市场，质量卓越

的零部件功不可没。对风电机组关键部件进行

技术革新是整个风电机组实现技术飞跃的基础，

也是中国从风电大国到风电强国转变的关键。

叶片技术的革新常常成为讨论关键部件技

术的焦点。为了增加发电量，提升风电发电效

率，叶片设计的尺寸越来越大。在能源成本和

产率之间进行更好地权衡是叶片设计的主要趋

势。Wetzel EngiNeering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Kyle K.Wetzel 提出了为降低成本以及提高风

电场收益率而优化风轮尺寸的观点，“随着叶

片尺寸越来越大，能源捕获能力越来越大，设

计复杂性不断加深，要求我们运用一体化方法

应对这种大型化风轮尺寸设计方面的需求，达

到降低成本、增加风电场利润率的效果。比如

从优化叶片空气动力学性能到叶片捕获计算，

到叶片载荷评估，一直到能源成本的计算，所

有这些形成一个闭环情况。同时设计优化工具

使收益和风险之间达到平衡，使风电设备制造

商、开发商都能够受益，实现多赢的局面。”

加勒德哈森集团董事长 Andrew Garrad 预测，

在不久的将来可以通过改变叶片数目的方法来

降低风电机组的重量。

在物流方面，如何将大型叶片运输到现场

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威能极风力驱动有限

公司带来了新的解决方案。“我们引入一个新

的理念，用一个齿轮箱连两个发电机。这个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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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强度很高，有很好的可用性，而且它的维护

和服务也很好。它能够实现 5 兆瓦的解决方案，

而且可以延展到 12 兆瓦，因为它是一个模块

化设计，所以扩充是非常容易的。”另外一个

解决方案叫做混合驱动，它有极高的传动器效

率，而且是一个模块化设计，能够实现非常灵

活的运输。

风电机组变桨技术的研发是风电新技术研

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邦飞力集团研发的新一代

驱动减速机－ 700 万千瓦系列紧凑、轻便的特

点更加便于运输，实现了一体化的设计。此外，

新的设计使风电机组的维修更加简便，扭矩的

控制大大提高了整机可靠性以及使用寿命，通

过变频器总线设计实现设备更好的维护和预

测。齿轮箱技术的优化减少了制动时的摩擦力，

齿轮点的损害较以前减少了 15%，弯曲损害减

少了 5%，延长了齿轮箱的使用寿命。德国的

Rewitec 公司通过采用纳米技术材料来提升轴

承和齿轮表面的光滑度，不但减少了磨损、振

动和噪声的产生，极大地控制了成本，而且减

少了齿轮箱包括轴承在内的故障发生率，提升

了整个机组系统的可靠性和寿命。 

      储能技术前景无限

和全球众多市场相比，中国目前的电网储

能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但由于中国能源需求

不断增长，能源短缺问题日益严重，风电能源

储存成为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安元易如国际

有限公司清洁技术研究中心经理 Anders Hove
对中国能源储能产业充满了信心，“我们对中

国市场做了一些预测。首先，有些情况看上去

比较悲观，实际上现在中国关于储能这方面的

增长根据规划来说，还是比较快的。它的基数

比较低，9 点多的负荷增长率是非常好的，到

2016 年将达到 100 万千瓦。”他认为，中国是

能源储存技术应用最大的国家也是最有潜力的

市场，今后储能产业将受政府的政策驱动影响，

规模将以较快速度扩大。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电工与新材料研究所总工程师惠东介绍了我国

位于张家口地区的风光储输示范工程，该储能

电站采用锂离子电池储能集成系统，二期完成

后储能量将达到 70 兆瓦，该工程的成功实践将

对探索如何提高风电和光伏电源接入能力，实

现和管理大规模储能电站具有重要意义。

      风能资源评估稳步推进

风能资源评估是风电场开发的重要基础。

随着风电场规模的持续扩大，可开发资源逐渐

紧张，风电场的开发逐渐转移到了地形复杂、

风能资源匮乏的地区，项目盈利风险增加，因

此成了行业里的难题。“现在我们提出的方案

是在复杂地形下风能资源评估采用的中尺度

的模式，结合 CFD 技术以后得到了一个高精

度的风能资源评估结果，这样的话就可以提高

风能资源评估的可靠性，间接地降低项目的风

险。”上海电气风电设备有限公司市场技术处

处长马文通提到。气象灾害也是影响风电场的

一大因素。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研究

员柳艳香分析了近 12 年来中国气象灾害因子

的分布特征及其对风电场的可能影响，作为风

能资源评估的参考。

对于海上风能资源评估，国家海洋技术

中心的助理研究员姜波表示 ：“中尺度大气模

式数值模拟的方法将是海上风能资源评估的重

要手段，模拟得到的风场资料可以弥补海上气

象观测站稀少及资料时间短等不足，可为海上

风电场前期的宏观选址和测风方案提供参考。”

针对海上测风，峰能公司技术服务团队经理吴

迪介绍了激光雷达在前期测风、功率曲线评

估、对复杂地形的扫描等方面的应用。“目前

就 IEC 标准来讲，是没有把利用遥感技术的风

雷达、光雷达测风的标准列在其中。但是我这

里可以向大家透露，最新的 IEC 功率曲线测试

中会把这个新技术纳入其中，而非常荣幸的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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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公司的工程师正在参与这项标准的制定。

所以说我们公司对于激光雷达未来的发展和

在海上的应用是充满信心的。”

在风电场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如何提

高风电场的利用率成为风电人关注的焦点。

中国电监会 2011 年 8 月份统计了 23600 套

风电机组，变桨和变频器的故障率占到整个

机组停机故障率的 45%，严重影响了风电场

的利用率。对此，天津瑞能电气有限公司总

监刘羚认为，风电机组电气一体化解决方案

是提高风电场可靠性的技术解决途径之一。

歌美飒客服总监 Mazille Joris 提出下一步要

不断改进风电设备，制定先进全面的计划以

便进一步提高利用率。 

      运行维护技术开拓创新

完善现代风电场的运行维护策略是提高风

电场运行效率的必然措施。目前我国风电行业

在基于状态监测的预测性维修方面做得远远不

够，也面临巨大的挑战。“我们平时忽略的运

维故障占主要部分。目前运行维护的趋势发生

了一些变化，比如说由原来被动式的，逐渐转

为现在这种预防式的维护。”刘羚提到。

智能诊断远程监控技术对风电机组可以

起到很好的监测预防作用。“针对齿轮箱来讲，

最常见的也是在高速中间轴和圆柱轴承出现失

效，以前我们往往把它归罪于润滑的问题，或

者经常刹车导致的冲击，那是原因，现象是这

些轴承确实会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铁姆肯的

解决方案是运用抗磨的圆柱轴承的解决方案。

目前我们在北美替换了很多这样的轴承。”铁

姆肯公司可靠性服务经理张恩广说。此外，轴

承修复技术的提高可以使旧轴承达到新轴承的

标准。

在兆瓦级风电设备润滑维护的核心问题

上，壳牌润滑油全球设备商认证经理宣小平

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未来的油液监测，很多

CMS 监测装置测的很好，我们采取离线监测

方法比较多，在线监测是大家正在不断向前推

进的技术。”同时，他还提到在线监测技术面

临的挑战。“ 对于油样分析装置来讲，应该是

未来提高风场运营效果实施性非常好的手段。

它主要面临的是准确度的问题，所有在线监测

装置的稳定性都有监测仪定期监测。这些监测

仪目前面临集成的问题，更谈不上跟以后的

CMS 系统集成起来。”

本届风能大会上所展示出的创新科技以及

大家所关注的技术方向，全方位触及到了风电

技术前沿，对风电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集中推动

的作用，也创造出先进技术在更广泛领域得以

应用的机会。

6

↑2012北京国际风能大
会暨展览会风电前沿技
术专题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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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苏晓

几年前，在德国波恩举行的可再生能源大

会上，专家们首次提出未来全球可再生能源利

用的主要瓶颈是融资问题。如今，多年引领风

电快速发展的中国开始面临令人棘手的产能过

剩与市场理性回归现况，融资困境更加明显。

由于技术、市场和政策各方面的原因，风

电发展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融资问题一直是

中国风电企业发展的一大挑战。在今年北京国

际风能大会的风电融资论坛上，或是担心会场

观点的老生常谈，或是羞于面对尚未改观的融

资渠道，融资论坛会场讨论更显热烈。

安元易如国际公司主任 Sebastian Meyer
总结 ：“目前风电融资市场，喜忧参半。”喜的

是用于发展可再生能源的附加费补贴有增长趋

势，业内可筹集到覆盖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

展的资金。忧的是这些资金的分配很不平衡，

尤其是省级电网和地方之间存在很多差别，可

再生能源项目收不到钱，延期付款问题严重。

虽然说中国政府对每度电征收的可再生能

源电价附加费节节攀升，但这笔资金从 2009
年开始就一直入不敷出，缺口越来越大，补贴

不到位的情况大量存在。

Sebastian Meyer 表示，目前设备供应商

普遍有收不到钱的经历。银行市场流动性的收

紧影响了行业下游向上游的款项支付，导致延

期付款，而附加费的问题则随着时间推移持续

地出现在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这一问题势必

严重影响到资本回报率和投资时间。

根据安元易如的一份调查，在中国已经装

机的 7000 多万千瓦风电项目中，有 80% 处于

欠款状态，开发商要还贷就必须靠已有项目的

收回款。因此，开发商挤压整机商，整机商挤

压零部件商，上游与下游之间形成错综复杂的

三角债关系，久而久之便成为一种恶性循环。

应该说，政府的担保使这些项目本身不存

在资金风险，但某些地区官僚主义的作风导致问

题一拖再拖，导致价值链产生资本成本放大效应，

加大融资成本。况且，对于中国未来几年宏大的

发展规划，当前的补贴规模还远远不够。

业内专家认为这还归咎于中国风电企业融

资模式的单一，相比欧美风电发达国家，中国

的可再生能源大多采用大型电力公司自己担保

的方式，依赖政府拨款和国债发行，项目融资

还未成为主流融资方式。

英国 EVERSHEDS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Iwan Walters 在会上介绍的欧洲海上风电两

大融资方式确实值得我们借鉴。在对欧洲海上

风电项目做简要概述的基础上，Iwan Walters
分析，欧洲海上风电股权融资的投资者类型主

要有基础设施部门、养老金、私人股本和公司。

行业理性回归凸显风电融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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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这些投资都来自不同的领域。另外，

项目融资在欧洲海上风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项目融资具有不可追溯性，银行会先对项

目进行严格调查，并借助多合约的约束力保证

项目正常运营，承担施工风险。项目的任何一

方都有严格的契约关系进行约束，银行有保证

金的保护，使各方的行动受到监管。因此，如

果想进一步发展海上风电，中国与国际市场譬

如欧洲市场可以形成不同的合作关系，一方面

和欧洲独立开发商建立联系，从法律和技术角

度学习他们的经验，另一方面在融资方面获得

政府支持，包括国际银行机构的支持，以保证

项目顺利地开展。

针对中国很多整机制造商不断开拓欧洲海

上风电市场的战略需求，Lovells 国际律师事务

所北京代表处业务部合伙人满运龙表示，国内风

电企业选择到海外承担项目，可以得到国家开发

银行等投资银行的资金支持，这对海外市场开拓

是个不错的机遇。不过，国内的风电企业对海外

市场的法规和监管制度要有足够的认识，前期工

作做得专业、充分，项目获批的可能性才会更大。

Iwan Walters 认为其中还有很多挑战，特别是

欧洲海上风电市场有相关的融资方式。“虽然近

年来到资本市场融资上市的企业越来越多，但上

市不应该成为企业发展的终极目的，中国整机制

造商更重要的任务是说服西方投资者相信他们

所提供的制造和运营质量。”

提振金融机构的投资信心，还需要解决产

业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花期银行全球环境投

资部总监 Michael Eckhart 认为目前中国国内

风电产能过剩的现象已经非常严重，很多企业

举步维艰，这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措施，整合行

业。目前看来，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已经基本

被每个国家所认可和接受，但是政策的不稳定

性也会让投资方保持谨慎态度。而且，中国风

电发展面临的电网问题也日益突出，如果在这

个瓶颈上可以取得很大突破，市场就能焕发出

新的活力。因此，Michael Eckhart 认为，政

府应该在这些方面相互合作，使不确定性因素

尽量降低，由于无追索权的贷款风险相当高，

银行不会贸然贷款给风险高的项目。针对中国

风电企业大部分依赖商业金融机构贷款的现

状，Michael 认为新的资金渠道应更多地来自

机构投资者的债务融资，可以使更合适的资金

进入到市场中，这也是规避风险的一个办法。

应该说，作为技术相对成熟而且建设周期

较短的清洁可再生能源，风电完全可以通过清

洁发展机制（CDM）项目来融资，而过去几

年中国风电项目的蓬勃发展也确实部分得益于

CDM。然而，京都议定书前途的不明朗，欧债

危机的持续发酵，加上风电发展理性回归下的

行业调整，CDM 所产生的减排量也愁销路，碳

价格一路下跌，很多 CDM 开发公司叫苦不迭。

目前，对于碳市场的现状，交易买卖双方

都有指责对方的理由。“碳市场目前还只是一

个单边市场，主要是由欧盟履行减排义务来产

↓2012北京国际风能大
会暨展览会风电产业与
气候变化论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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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对核准减排量（CERs）的需求，从而决定

碳价格。” 瑞典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区技术

总监孙书勇认为。欧洲市场抱怨中国碳减排供

应量太大，中国企业则抱怨欧洲市场需求太少。

孙书勇表示，碳价格在当前形势下对买家的冲

击力更大。他认为市场的供需关系失衡会带来

价格的变动，随着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在碳

市场供应方面的大量释放，尽管澳大利亚对碳

排放机制有一些新需求，但总体上供给过剩，

以欧洲为主的买方市场显得更加疲软。

在今年的碳融资论坛上，企业方面的观

点略显悲观。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郭伟表示，很多投行资本在不断撤出碳市

场，更糟糕的是一些保守的机构也在陆续退出。

虽然中国的碳市场为全球市场注入了一些新活

力，尤其是风电 CDM 项目在全国碳市场中占

据了 40%，但是碳价格的严重下跌还是影响了

资本市场对风电上市公司财务表现的信心。另

外，随着《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即将到期，

2012 年年底到 2013 年上半年，碳减排的交易

合同在执行中存在违约风险的可能性加大。从

短期来看，风电碳融资市场难有利好消息。

来自政府方面的观点则明显体现出，未来

中国风电走自愿减排项目将逐渐成为碳融资的

另一条重要路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应对气候

变化司履约处处长蒋兆理表示，过去五年，中

国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但是

在低碳事业方面依然面临一些挑战。“在碳市

场方面，中国开始采取循序渐进的试点推广工

作，CDM 项目也开始广泛应用。”

今年 7 月，中国推出了国家基于项目减排

温室气体的暂行办法，虽然规模较小，但是这

个市场也在逐步完善之中。目前，中国政府希

望通过北京、上海和广东等 7 个省市试点工作

的启动，到 2015 年逐步建立全部统一的配额

交易市场。蒋兆理表示，在“十二五”期间，

中国政府将把推广 CDM 项目、开展区域试点

作为一个重要工作内容，在建设国内碳交易市

场中加强与欧盟国家合作。从长期来看，包括

中国在内的碳市场的建立会产生更多的碳交易

需求方，而经济的复苏和增长会导致碳价格进

一步提高。“碳价格会朝着利于碳融资的方向

发展，因此这个市场并非那么让人悲观。”蒋

兆理补充道，“为此，有关国家需要在应对气

候变化问题上达成协议，加快碳市场建设。”

对于中国发展碳交易机制，国内外很多专

家都持观望态度，尤其是对于碳排放需求的来

源引起很多业内人士的好奇。

对此，郭伟认为，虽然短期内比较困难，

但是碳交易需求通过一段时间一定可以释放出

来。龙源（北京）碳资产管理技术有限公司总

经理王垚也表示，目前虽然是供需关系制约了

碳交易的发展，但是长远而言，碳市场和碳减

排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维斯塔斯公共事

业部总监 Morten Dyrholm 也表示 ：“现在很

多碳市场融资试点项目中，有很多潜力可以激

发更多需求，尤其是在重工业或者碳排放比较

集中的行业。”他同时强调，对碳交易需要有

严格的上限，而不是能效信用。再者，中国的

风电企业更应该关注弃风现象，保证风电机组

的质量，制定更严格的标准解决相关问题。

虽然中国碳交易机制要形成一个稳定成熟

的碳交易市场尚需时日，但从长期来看，碳市

场的建立是很有价值也很有必要的，碳减排对

阻止全球气候恶化、保护生态环境有重大意义；

从短期来看，由于相关体制和机制还在不断完

善和调整之中，供需失衡也将是碳市场建立初

期必经的一个阶段。

尽管风电碳融资在短期内表现不如人意，

但是对于 CDM 机制，众多参会者还是给出了

非常积极的评价。王垚认为，对于风电这些

相对“奢侈”的行业，没有政府的政策支持

和补贴拉动，则难以持久。因此，他认为类似

CDM 的机制可以更好地推动中国乃至全球可

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郭伟则对 CDM 机制带

动风电发展的作用非常肯定，同时认为经济可

持续发展、能源可持续发展需要更多明确的信

号。作为一个买家，孙书勇认为 CDM 机制的

设置基础是为了帮助投资者增加信心，对调节

可再生能源价格起着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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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米控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本刊记者︱苏晓

的。当然，对于这个企业的高管们而言，

可津津乐道的不仅是这一点，还有其

一直持续下来的人文关怀，譬如弹性

工作时间、在家工作计划等各种被认

为是乌托邦式的福利，以及对员工创

新能力的持续培养。

前不久，在德国纽伦堡的弗里德

里希一亚历山大大学，赛米控公司就

给这里的 20 余名学生颁发了一个奖

励。除了 500 欧元的奖金，这些学生

还将获得去纽伦堡赛米控总部实习和

旅游的机会。对此，赛米控公司的学

术营销经理Garmen Sievert解释：“我

们通过学术营销，能够赢得合格的学

位毕业生加入到我们公司。”如果说很

多企业提供的是一种励志奖学金，那

么，赛米控则已经将这一个奖励细化

为有多个条目的、可以推动企业持续

性发展的学术营销。在公司高层看来，

与高校的密切合作能够为赛米控的研

究和开发提供重要的推动力，这个推

动力就是创新。而且，一直参与各项

电气工程方面研究项目的赛米控公司，

同时可以给学生和公司一个双赢的承

诺。赛米控的学术营销计划是成功的，

仅 2011 年就有 120 名学生为赛米控工

作，而赛米控基金会也会向优秀的年轻

人颁发创新奖和人才奖。

和
德国很多家族式企业一样，

赛米控公司有着严谨的管理

风格，拥有长达半个世纪以

上的家族历史以及覆盖着全球各地的

几十个子公司和几千名员工。但是，又

与很多家族式企业不同，赛米控始终

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贯彻到公司发展、

产品研发和员工成长的各个末梢，而且

用丰富的案例将其诠释得无比到位。

在赛米控的企业文化中，“家庭友

好型”的工作环境是公司参与众多关

于工作与家庭的评审中的持久性标签。

“家庭优先”这种看似与事业或者工作

总是相悖的理念在这里却是容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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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坐落在德国颇具历史气息的

城市——纽伦堡，赛米控是一家全球

性的电力电子组件和系统制造商，产

品范围包括芯片、半导体分立器件、

IGBT、二极管和可控硅模块、定制解

决方案和集成电子功率单元系统。

一直以来，赛米控在全球可控硅

和二极管模块市场上保持着绝对领先

的地位。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个方面，

正如其口号“我们制定标准，而不是

模仿他们”一样，赛米控在某些产品

的市场份额和技术上有着很强的优势。

在产品的研发和生产过程中，更

好地减排、更多地节能是赛米控可持

续发展的一个愿景。因此，该公司在

新兴的可再生能源应用领域也有令人

瞩目的成就，这些应用领域具体到风

力发电、太阳能和电动汽车等。根据

BTM 咨询公司的调查研究显示，如

今已有将近一半的风电机组采用了赛

米控的技术，这些风电机组的“核心”

是赛米控 SkiiP 智能功率模块。除了

风电，赛米控的系统和组件也很好地

应用到了太阳能逆变器中。同样，目

前全球还有很多混合动力车和电动汽

车都在使用赛米控 SKAI、SEMiX 等

功率模块，以及专门为电动汽车配套

的全球首款 100% 无焊接的 SkiM 模

块。因此，“小身材，大智慧”这句话

用在赛米控的智能模块上完全不为过。

2009 年 11 月，赛米控公司开始

将其全球解决方案中心网络扩展至中

国珠海。其实在 1997 年，赛米控就

已经正式进驻了中国大陆市场，并将

香港定位为其在亚洲的资源中心。只

是 2009 年以后，为了顺应中国风能

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良好趋

势，赛米控在珠海成立新部门，专门

设计和制造用于这些领域的功率组件。

随着这几年风电产业的快速发展，赛

米控的产品开始应用到中国的很多风

电机组设备上。其国际公司的总经理

Peter Frey 先生表示，在中国设立解

决方案中心，对于快速增长的可再生

能源市场中的功率解决方案的发展来

说是一个里程碑，这一市场在中国尤

其重要。在他看来，赛米控公司关于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可以很好地与中国

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规划契合。

事实证明，赛米控对中国风电市

场的布控是成功的。2010 年以来，赛

米控中国公司与金风科技等国内领先

的风电设备制造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

伙伴关系。赛米控公司成熟的 SkiiP
智能功率模块和 SEMISTACK 电力电

子组件也开始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众多

中国风力发电设备企业。

赛米控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还体现

在专注二字之上。静水流深，一个 60
多年始终专注于某一固定领域的企业

没有理由走得不稳。赛米控的这种专

注不仅表现在其对电力电子产品的情

有独钟，也体现在公司的技术路线和

服务理念上。作为一家创新型的企业，

赛米控一直都处于技术的前沿，并不

断根据社会的需求提供相应的技术和

产品 ；而在服务方面，赛米控在全球

将近 40 家的分公司都构筑了完备的、

可以给客户提供快捷高效服务的销售

网络和本地化技术支持网络。

专注而不偏执，严肃而不保守。

也正因为如此，从上个世纪中期到这个

世纪，赛米控一直都能恰到好处地把握

住行业的需求脉搏，笑傲江湖。

赛米控首席执行官和首席技术官Thomas Stockmeier博士（右）和赛米控负责组件可靠性
的Uwe Scheuermann博士（左）移交“SKillbox”实验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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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2 年 11 月 14 － 15 日，与北京

国际风能大会遥相呼应，丹麦西部

重要港口城市艾斯比约（Esbjerg）
集中了来自丹麦、德国、英国、西

班牙等十余个国家的 170 多家风电企业，在进

行双边洽谈的同时，也在为如何打造一条低成

本的海上风电供应链出谋划策。

自 2007 年至今，在丹麦海上中心（Offshore 
Center Denmark）的组织以及丹麦风能协会和

丹麦政府投资促进署的支持下，作为年度行业

大型活动，丹麦海上风电 B2B 国际会议（OWIB）

成为讨论北欧地区海上风电合作商机的高效平

台。称其“高效”，可谓名副其实，在首日的

B2B 会议上，270 多名代表开展了 1600 多场的

双边会谈，在每 15 分钟一场的短暂会面中，双

方企业代表直奔主题，互道精华，快速浏览潜

在合作伙伴，开启深入沟通的渠道。据主办方

介绍，2011 年的会议上，325 名与会者在一天

中进行了 5100 场接洽活动，会谈后推动了大量

合作协议的达成。于是，会议吸引了欧洲海上

风电领域的运营商、制造商、供应商、能源企业、

服务企业以及咨询企业，不仅主要的能源企业

如 DONG Energy（东能源公司）、Vattenfall（大

瀑布电力公司）以及大型制造企业维斯塔斯和

西门子悉数参加，分工精细的产业链上的船运

公司、安装公司、运维公司、港口运营公司等

大小企业都非常踊跃。

丹麦海上风电产业链建设提速，主要受到

国际国内两方面因素的推动。从国际上看，北

欧地区海上风电规划目标颇为可观。据 MAKE
咨询公司研究主管罗伯特（Robert A. Clover）
介绍，到 2016 年的未来 4 年间，欧洲海上风

电将新增装机 1100 万千瓦， 其中 95% 位于北

欧，英国和德国将继续主导欧洲海上风电市场，

两国共计将占新增市场份额的 77%。北欧的海

上风电项目，有 70% 以上位于波罗的海和北海，

丹麦凭借其北欧中心的独特地理位置以及成熟

的港口体系，为进入北欧海上风电市场提供了

绝佳的入口，加之其风险较低的近海风电项目

规划以及经验丰富的供应链和人才资源，可有

效降低海上风电建设成本。所以，不仅本国企

业，邻近国家的风电企业都趋之若鹜。从国内看，

丹麦政府为风电发展设定的新目标极大地调动

了行业的信心和积极性，也稳固了丹麦作为风

电强国的国际地位。据丹麦风能协会首席运营

官 Jan Hylleberg 介绍，2012 年 3 月，丹麦议

丹麦海上风电
重获动力

协同发展 降本增效
— 丹麦海上风电供应链建设提速
本刊记者		于贵勇

DEN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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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通过了新的能源法案，按照新法案，到 2020
年，丹麦能源总消费水平在 2006 年的基础上降

低 12%，可再生能源占整个能源供应的 35%，

其中，风电将占丹麦社会电力总需求的一半，

届时风电所占比例将高于目前火电的比例，而

2011 年这一比例是 25.9%。丹麦电力公司目前

正在为 2030 年风电占整个电力需求的 90% 的

目标做准备，政府的长远目标是到 2050 年所有

能源供应都来自于可再生能源。在如此宏大的

目标激励下，丹麦的风能产业在停滞了若干年

后再次焕发出活力。按照项目进度安排，丹麦

2013 年将启动总装机容量 100 万千瓦的两个大

型海上风电项目（Horns Rev 三期和 Krieger 
Flak）的招标工作，在 2020 年前实现并网运行；

另有总计 50 万千瓦的小型近海风电项目已经开

始招标，加上 2011 年末的 86.8 万千瓦装机以

及 2013 年即将完成的 40 万千瓦 Anholt 海上

风电项目，到 2020 年时，丹麦海上风电总装机

将达到 280 万千瓦左右。

丹麦海上风电历史开始于 1991 年的

Vindeby 海上风电项目，这也是世界海上风电

历史的开端，尽管项目的规模只有 5.5 兆瓦，

但它以实践的方式证明了海上风电开发的可行

性。之后的 Horns Rev 风电场项目一期，是

真正商业化的大型海上风电项目。“尽管第一

期项目从一开始就出现了所能想象到的各种问

题，包括发电机等关键部件的更换等，但也通

过这些问题的解决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财

海上风电企业
共同发力

DEN
MARK

↑丹麦艾斯比约港口
码头上存放着待装运
的风电设备（来源：
visitEsbjerg.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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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Vattenfall 公司欧洲区域传播经理 Arne Rahbek 说道。总部位于

瑞典的 Vattenfall 公司是世界上第二大海上风电开发商，在 Horns Rev
风电场一期 16 万千瓦项目中拥有 60% 的股权。目前，该公司的海上风

电计划开发项目主要分布在 4 个国家，包括荷兰 10.8 万千瓦、瑞典 73
万千瓦、德国 75 万千瓦以及丹麦 16 万千瓦的项目。其对丹麦即将开始

招标的 40 万千瓦 Horns Rev 三期颇为关注，

同时也在开发陆上风电。与上述公司不同的

是，作为世界第一大海上风电开发商的 DONG 
Energy，则是心无旁骛地致力于海上风电，目

前计划购买 300 台风轮直径为 154 米的西门

子 6 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在提及未来的采购意

向时，DONG Energy 公司概念和技术部门高

级主管 Uffe K. Jorgensen 向本刊透露，未来

采购将集中在 6 至 8 兆瓦、风轮直径在 150 至

180 米的之间的大型海上风电机组。

在全球占据最大市场份额的丹麦风电整

机制造企业维斯塔斯顺势而为，将研发中的

V164 海上风电机组的单机功率由原来的 7 兆

瓦调整至 8 兆瓦，风轮直径 164 米，计划于

2014 年在陆上和海上同时开始测试。面对西

门子、阿海珐、瑞能等公司的强力竞争，鉴于

目前５兆瓦风电机组已经成为海上风电的“标

准配置”，维斯塔斯不得不加大了对超大型风

电机组的开发力度。经过“瘦身”计划之后，

↑丹麦海上风电B2B会议现场。

↑工作人员摇铃提示15分钟会谈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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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斯塔斯对于未来的赢利能力以及降低成本的

空间充满信心。新上任不久的全球首席运营官

Jean-Marc Lechene 表示，服务将成为公司未

来业务的一个重要增长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公

司业务重心的战略性调整。“服务并不是一个

新的产品，而是随着装机量的增长，维护量的

增加，服务显得越来越重要。公司有长期的服

务经验，这有助于对机组产品进行优化设计，

将设计与服务结合起来。目前，在公司 5000
万千瓦的装机容量中，由公司维护的占 80%
以上，没有哪家企业有这么大的维护量和这么

长的维护经验。”他说道。在谈到供应链建设时，

他认为资源的优化、共享和整合，可以有效控

制供应链成本。“在行业发展初期，产业链上

有诸多不完善的地方，现在产业已经发展较为

成熟，在供应链上也有更多的优势资源存在，

是合作的好时机，目前各家企业应将力量集中

在自己的核心业务上。共享产业链上的供应商

不但有利于标准化，也更能有效降低成本。”

他解释道。

除了上述大型能源企业和制造企业之外，

丹麦的海上风电领域还活跃着上百家规模不等

的企业。据粗略统计，90% 的欧洲海上风电项

目中都有丹麦公司的参与，从设备制造、运输

和安装，基础结构设计，电缆敷设和电气设备

安装到场址评估和咨询服务等所有开发环节，

都能看到丹麦企业的身影。这其中，不乏很

有特色的企业，如拥有 40 年历史的船运公司

Blue Water Shipping 公司、有多年海上风电

设计施工经验并从中国订购过海上风电安装运

输船只的 A2SEA 公司、以 85 人的精致团队

创造年利润 2亿元人民币的SubC 伙伴公司等，

不胜枚举。按照丹麦海上风电中心业务发展部

负责人 Morten Holmager 的说法，尽管丹麦

已不在海上风电装机容量上领先，但其海上风

电产业仍然凭借其在设计、安装以及运营效率

方面的优势而位居世界最先进水平之列。这也

是丹麦海上风电能够保持 30% 至 40% 的年增

长率的主要原因之一。

OWIB 会议选定在丹麦的艾斯比约，显得

顺理成章。港口资源既是海上风电产业链中的

重要组成环节，也是海上风电供应链整合过程

中的有效平台。作为海上风电设备存放、运输、

安装的基地和枢纽，港口的布局对海上风电建

设成本影响巨大。据丹麦 MAKE 咨询公司介

绍，艾斯比约是丹麦通向北海和波罗的海海域

拟建的大型海上风电场区的四大港口之一，也

是唯一以风电设备存储和转运港口而闻名的城

市，比邻世界上首个真正意义上商业化开发的

大型海上风电项目 Horns Rev 风电场。据港

口公司人员介绍，丹麦和欧洲海上风电产业的

发展助推艾斯比约成为重要的商业化港口，并

且得益于北海和英吉利海峡内规划的越来越多

的风电项目，港口码头的规模还在不断扩张当

中。目前，欧洲安装的风电机组中，有 2/3 经

过艾斯比约港发运，码头上常年有数百台风电

机组等待运往丹麦、英国、德国、法国、西班

牙、荷兰、比利时以及瑞典等国的海上风电场。

记者看到，在占地面积 35 万平方米、绵延数

公里的货场和码头上，分区域整齐摆放着各大

公司的机舱、叶片和塔筒等大宗部件。海上风

电产业链中的各类公司齐集于此，在合作中不

港口是产业链
上重要参与方

DEN
MARK

2012年11月15日召开的
海上风电供应链建设论
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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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使垂直供应链向集约化的方向发展，为降低

海上风电成本提供了可能的空间。同时，港口

经济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次级供应商如

涂装、焊接、陆路运输等服务型产业从中获益，

有效地促进了当地经济和就业，使风电发展效

益惠泽到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和群体，自然也得

到了更广泛的支持。

由于风电的商业化程度已然很高，目前丹

麦政府并没有针对风电的特殊支持政策，但政

府对于清洁能源技术基础研究的支持，依然可

以惠及风电领域。所有在丹麦注册的企业，不

分大小，不分内外，都可以申请研发资金的支

持。“但企业来到丹麦，并非是为了研发资金，

而更看重的是丹麦的风电人才资源。”丹麦政

府投资促进署区域项目经理 Maria Hilligsoe 
Stubberuo 女士向本刊记者介绍，“未来丹麦

的风电技术发展主要集中在海上风电领域，中

国的企业有资金，技术逐步成熟，在产业链上

也覆盖更广泛，为适应欧洲市场，把研发中

心移到丹麦，对产品进行优化设计，从而与当

地市场形成一种双赢的格局。中国企业在丹麦

的风电产业体系中，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她援引中国企业远景能源为例，证明其

将研发中心设在丹麦是明智的选择。

在丹麦的日德兰半岛中部，集中了大量优

秀的风电专业人才，是企业建立研发中心的理

想之地。“中国企业一般都认为建立合资公司

似乎更简单，但如果是做研发或销售，可以直

接开设公司，并雇佣当地的技术人员和销售人

员，更有利于业务的开展。”Maria Hilligsoe 
Stubberuo 女士建议道。远景能源公司的全球

研发中心就位于日德兰半岛中部，中心的负责

人是地道的丹麦人 Anders Rebsdorf，曾供职

于维斯塔斯的技术部门，他向本刊记者介绍，

目前公司研制的 3.6 兆瓦两叶片风电机组正在

一处靠近海岸的由丹麦科技大学负责运营的

测试风场进行测试，运行数据良好。此外，中

国天顺风能收购维斯塔斯在丹麦的塔筒生产企

业，其目的也是在欧洲建立自己的基地，而不

仅仅是塔筒业务。再如，中国的中船重工重庆

海装也在丹麦建立了自己的基地。

丹麦有世界一流的风电研发机构和高等院

校，并且其与产业界的合作非常紧密。这也是

丹麦风电技术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除了全球

知名的 Riso 国家实验室，丹麦科技大学（DTU）

的可持续能源国家实验室以及上文提到的测试

风场，也为风电新技术开发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采访中，记者有幸参观了一家水上安全作

业及救援培训公司，十余名学员正装备整齐在

冰冷的海水中做救援训练。据悉，每年有上千

名即将从事海上风电作业的技术和施工人员在

此接受专业化培训。从中我们能管窥到一个相

对健全的产业体系应有的模样。

行业基础
提供有力支撑

DEN
MARK

Maersk培训公司的水上
救援培训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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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苏晓

北京国际风能大会的能力建设专题分会场

吸引了众多业界人士驻足，虽然是最后一个会议

议程，但是主题嘉宾精彩的演讲内容还是让会议

室座无虚席。在 3 个多小时里，7 场报告聚焦教

育培训、基础研发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多个方

面，让现场的听会者对中国的风电教育、认证、

信息系统和专利布局等相关能力的建设进展有了

最新的体验和了解。其中，风电教育专题不仅是

该分会场的重要主题，也是今年特别设置的一个

专题。

在风电专业人才培养和课程设置上，沈阳

工业大学、华北电力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和作为

企业在职教育代表的金风大学都取得了较好的成

绩。相对历史并不算长的风电产业，中国风电人

才的培养更好地将传统实力和后发优势结合在了

一起。

沈阳工业大学新能源工程学院副院长邢作

霞教授在对新能源科学与动力工程专业及所设课

程进行简要介绍的基础上，重点分享了该校新能

源工程学院在专业建设方面所做的风力发电实验

教学平台的开发情况。

虽然该专业建设成功花了整整四年时间，

但是得益于沈阳工业大学良好的科研基础和前期

调研，新能源工程学院的专业课程发挥了院系在设计方面的专业特

色，较偏重于风电机组的机械设计。邢教授表示，沈阳工业大学的

新能源科学与动力工程专业定位于为制造商和风电业主提供运营维

护人才，其设置课程既涵盖通用的风电专业教材，又补充了依托学

校优势而设定的内部教材。

紧密结合用人单位的实际需求是该校在设置专业课程时考虑的

另外一项重要因素，譬如风电场运行维护的课程。“从我个人经验来

说，没有办法把运行维护当成一门课来讲。因此，我们将这个课程

安排在生产实习里面。”不过，邢教授也表示，尽管如此，这个课程

在实行中也遇到了一些实际操作上的困难，因为每个业主针对不同

机型都有各自不同的员工学习手册，实际操作中可能会涉及厂家的

保密性等问题。

当然，为风能专业所进行的实验平台开发是沈阳工业大学这几

年的一大重点工作。风力发电的整个过程、风电机组的整体结构的

风电教育：

高校、企业各有千秋

EDU

WIND
POWER

C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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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转理论都可以在实验平台得到体现，通过开放式的学生

训练，机组内部的运行逻辑都可以被学生直接感知。并网、

控制和变桨实验台既浑然一体，又各自独立。据介绍，整

套实验台建设方面共投入了 17 套系统，为学生提供训练。

相比沈阳工业大学完善的风电教学平台建设和设计科

研基础，华北电力大学则更强调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风

电人才。

作为教育部批示的首个试办风能与动力工程专业的两

所学校之一，从首先试办风能与动力工程专业，到 2007 年

可再生能源学院成立，华北电力大学的学科逐渐覆盖到风

电、水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能发电和地热能发电等多

个方面。

对于风力发电这一传统优势科目，华北电力大学教授

田德强调 ：“我们提出了多学科交叉，国际化与工程化教育

并重，科研创新与教学相长的教育理念，并且在培养方案、

课程体系、教材建设和教学环节中，通过具体的设计与规

划来实现这个理念。”因此，华北电力大学将专业发展定位

为面向国际风电技术前沿，培养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风

电人才，其教学理念从传授知识型转向国际教育型、从知

识传播型转向科研创新型，并建立了国际著名风电专家系

列讲座制度。

另外，华北电力大学在师资队伍建设、实验室平台建设、

教学科研项目资助、专业教材编写和学生就业实习等方面

都取得了重大成果。

同样在风电人才培养方

面为业界所推崇的还有西北

工业大学的中德人才培养项

目。西北工业大学金慕博士

对中德风电人才培养的成果

和创新经验做了详细的介绍。

在 2012 年 9 月，中德人才

培养项目十年总结大会召开。

十年磨一剑，如今该项目培

养出的学生已经成为风电各

个领域的栋梁之才。

与综上所述的高校脱产

制风电人才培养模式不同，

金风大学的建立为风电人才

在职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条

借鉴之路。金风大学常务副

校长李飞从整机制造企业的角度出发，与在场参会代表交

流了风电企业人才培养的特点和挑战。

 对于企业员工在职教育上的特点，李飞认为，风电行

业发展特点使在职人员素质考核缺乏标准，员工从学历教

育到企业实践缺少一个转换过程，员工防范风险意识不强，

企业人才合作培养不够 ；另外，目前企业更多地需要贯通

多门综合学科技术、懂得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在企业生产实践的基础上，金风大学设立了一个岗位

胜任模型，即将企业知识按照一定结构整理出一个总体脉

络，并按照不同级别分类标准，梳理各个类型知识细节，

最后按岗位序列划分出管理、整机装配、服务、研发等序列，

并建立每个岗位的胜任模型。

为了突出在职培训的特点，金风大学的在职培训体系强

调实践导向、内部培训为主和自主学习三大原则，尤其是自

主学习需要通过岗位认证，内部岗位资格认定又与薪酬挂钩，

这样也可以激励员工自主学习。对于未来的挑战，李飞总结

道：一是行业知识共享平台问题，二是人才发展周期和企业

发展周期不同步问题，三是现场人才培养后流失问题。

除了教育培训方面的专题，来自鉴衡认证中心风能事

业部的总经理张宇、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主任李庆、广东

明阳风电产业集团副总裁朱荣华和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钱进文还就风电基础研发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方面做了主

题发言。

↑2012北京国际风能大会暨展览会能力建设专题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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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国低风速风能资源分布区域广

阔，并较为丰富。因往往临近用电负

荷中心，并网条件较好，开发利用此

类风能资源成为目前我国风电发展的

重点方向之一，并成为我国实现 2020
年节能减排目标及可再生能源发展目

标的重要补充力量。

1 低风速市场逐渐打开

2011 年，国家能源局通过发布

《分散式接入风电项目开发建设指导意

见》，对分散式风电项目的定义、核准

审批、项目规模等做了较为明确的要

低风速型风电机组发展调查
	赵靓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北京	100013)

摘   要 ：本文简单介绍了低风速型风电机组在我国的应用情况，以及该类机组所具有的技术和市场特征。随着我国分散式风电

开发逐步增加，低风速风电机组越发受到市场青睐，然而低风速型风电机组的特有技术并非仅仅是加长叶片那么简单，

还需要注意解决多方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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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s paper introduces the application of wind turbines for low wind speed in China and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i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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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ore popular in the market. However, the unique technology of turbines for low wind speed is not only simply lengthening 

blades ,but also various problems remain to be s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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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这意味着我国的风电发展战略将

由主要发展大型风电基地转为大型风

电基地与分散式开发并举。作为两个

不同范畴方式的定义，风电的分散式

开发并不完全等同于低风速风电场建

设，但由于在对风电的分散式开发中，

将更多地利用低风速资源，所以低风

速型风电机组在分散式开发大举推进

的同时，越发受到市场关注。 
额定功率 1.5MW 风电机组采用

直径为 82m 的风轮，一般针对于Ⅱ、

Ⅲ类风区设计，至 2010 年后市场中

开始出现较多针对Ⅳ类风能资源区开

发的新机型，使得 1.5MW 型机组的

风轮直径达到 87m，乃至 93m。随着

技术的不断改进以及市场的认可，低

风速型风电机组的市场份额增长明显，

而风轮直径在 80m 以下的机组安装量

已相当稀少。与此同时，2MW 型风电

机组的主要市场也由风轮直径 82m 向

风轮直径 87m、90m、93m 转变，其

中风轮直径在 93m 机型的增长幅度最

为明显。

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着整机企业

需要解决更多样的技术问题，但也正

是在解决这些技术问题的同时，中国

的整机企业具有了更全面的风电机组

研发能力，在面对海外市场类似情况

时，能很快推出有针对性的产品。

由于全国范围内可利用的低风

速资源面积约占全国风能资源区的

60% 以上，其比例超过不少有意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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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的国家，因此，开发低风速风电

机组技术，对于我国企业形成完备的

产品体系，进一步参与海外市场，也

具有相对重要的意义。例如，金风科

技此前与新能源开发商 Mainstream 
Renewable Power 就智利的一个风电

场项目达成协议，将为其提供 23 台

1.5MW 低风速风电机组。据金风科技

公布的数据显示，其低风速机型主要

针对年平均风速 6m/s 到 8m/s 的弱风

区，其年均发电量比相同额定功率的

机组高出 5% 以上。

2 增大叶片所需的技术要求

事实上，低风速型风电机组在其

基础机型上的改进，并非仅仅加长叶

片、增大风轮直径那么简单。

首先，需要对翼型进行新的开发，

充分考虑叶片加长所致的柔性、叶尖

高速等问题，以及在低风速下实现功

率输出的稳定性。同时，也需在考虑

叶片的重量、强度以及成本的前提下，

选择合适的材料、工艺。

其次，采用增加塔架高度的方式，

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获得更高的风速，

从而进一步提高低风速型风电机组的

发电能力。

同时，由于增大了风轮直径，风

轮重量势必出现变化，因此，其他部

件的尺寸和重量也将有所变化，这就

需要进一步对这些零部件进行改进，

达到适合低风速机组需要的效率水平。

另外，由于叶片有所加长，运输

与安装成为一些厂商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些厂家，如 Gamesa 等，开始采用

分段式叶片，使最长模块不超过 35m，

通过普通公路即可运输。与此同时，

Gamesa 还运用了独特的 Flexfit 附加

吊车，能够直接固定在机舱上，简化、

加速了维护装配过程。这些技术较大

地降低了相关成本，为未来更长、更

重的叶片的运输、安装打下了基础。

3 各整机厂商推出针对性产品

低风速型风电机组的产生，普遍

被认为是用“中国式智慧”解决细分市

场需求的最佳体现。据《风能》杂志

记者报道，第一台 87m 和第一台 93m
风轮直径的 1.5MW 风电机组均由远景

能源制造，其推出时间分别为 2009 年

和 2011 年。93m 风轮直径的风电机组

将启动风速降至 1.5m/s，从而使得占

我国风资源 30% 的超低风速地区的风

资源得以有效开发。据远景能源公开

数据显示，其 93m 风轮直径机组基于

87m 风轮直径机组开发而成，扫风面

积增加 13.2%，年平均风速 5.5m/s 情

况下能够提升发电量 9% 左右。

摄影：王科

摄影：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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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金风科技也推出了风轮

直径达 93m 的超低风速风电机组，据

称该机组为针对年平均风速为 6.5m/s
以下Ⅳ类风速区域设计，可在年平均

风速 5.5m/s 条件下，年等效满负荷小

时数可达 2000 以上。该型风电机组的

特点是采用了永磁直驱技术路线，从

而具有天然的并网友好性。

据有关资料显示，华锐风电对低

风速型风电机组的研发时间也较早，其

在 2009 年 6 月启动的低风速风电机组

研制课题，被列入科技部“863 计划”

先进能源技术领域可再生能源技术专题

的组成部分。此前，其通过该课题进行

自主研制的 SL1500/82 和 SL1500/89
两种低风速风电机组均完成了课题任务

书规定的任务、考核目标和主要技术指

标。据称，这两款低风速型机组切入风

速均可达到 2.8m/s 以下，额定风速分

别为 10.5m/s 和 10m/s。

据三一电气的技术人员介绍，

三一电气所推出风轮直径 110m 的

“超级风机”，通过超长的叶片设计保

证了 2.0MW 的机组能够适用于Ⅱ类

到Ⅳ类风电场的要求。该款机组的扫

风面积比 93m 风轮直径机组大 40%，

发电量比常规机型提高 35%，发电机

也可实现 1.1 倍的长时超发和 1.2 倍

短时超发。

在国内厂商大力推出低风速型风

电 机 组 的 同 时，Gamesa、Vestas、
Suzlon 等国际厂商也瞄准了这个市

场，推出有针对性的产品。

Vestas 的 V100 － 1.8 型风电机

组是基于其成熟的 2MW 产品平台开

发设计的，风轮直径为 100m，可在

3m/s 的低风速下发电。据悉，该公

司已经获得了这款机型的首个订单，

该订单中的 27 台机组，将被安装在

年平均风速 5m/s 左右的风电场，而

这些风电机组将由该公司位于天津的

工厂进行生产。

另外，有消息称，Suzlon 公司

于 2012 年 6 月推出了一款型号为

S111 － 2.1MW 的风电机组。据称，

该机组与同类机组相比能够提高 29%
的电力输出，成为该公司满足低风速

地区需求所推出的针对性产品。而

Gamesa 除了推出 4.5MW 低风速型

风电机组外，还发布了一款 2.0MW
低风速机型，这款风轮直径达 114m
的机组，与 97m 风轮直径机型相比，

扫掠面积增大了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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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部分厂商推出的低风速风电机组

公司 容量（MW） 风轮直径(m) 公司 容量（MW） 风轮直径(m)

金风科技
1.5 87 南车风电 2.0 110

1.5 93

三一电气

1.5 87

华锐风电
1.5 82 2.0 100

1.5 87 2.0 110

远景能源
1.5 87 GE 1.6 100

1.5 93

Vestas

1.8 100

明阳风电
1.5 82 2.0 100

1.5 87 2.6 100

运达风电
1.5 82 3.0 112

1.5 88 3.0 126

联合动力
1.5 82

Nordex
1.5 82

1.5 86 2.5 100

北车风电
1.5 83 Gamesa 2.0 114

1.5 86 Suzlon 2.1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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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历经近 30 年的积累和近乎 10 年

的跨越式发展，我国风电产业已经形

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具备了与

世界先进水平同台竞争的基础，同时

也走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深化

产业基础，提升创新能力，以价值为

导向建设坚强高效产业链条，是实现

升级发展的必由之路。而在此之前，

必须客观分析并积极解决当前面临的

主要问题。

1 弃风是制约我国风电发展
的最大障碍

近年来，我国不少省（市、自治区）

均不同程度出现了风电送出和运行限

电日益增多的情况。据国家电监会统

计，2011 年，仅我国“三北”地区的

风电弃风电量就达到 12.3 TWh，弃

风率约 16%，弃风电量对应电费损失

约 66 亿元，折合火电（标）煤耗 384
万吨，折合 CO2 减排量 760 万吨。其

中，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弃风率均

超过 13%，甘肃和蒙东地区弃风率超

过 25%。2012 年 1 月至 2 月，上述

地区的限电比例高达 40%，春节期间

几乎所有的风电场都不能发电。[1] 随

着风电装机容量的进一步增长，弃风

现象可能进一步加剧，严重影响风电

企业的经济收入，加剧了资金紧张的

局面，影响到新项目的按时实施和投

运项目的正常运行，弃风限电问题已

经成为目前制约我国风电产业发展的

最大障碍。

为提振行业信心，尽早突破风电

现阶段我国风电行业面临的
主要问题综述

秦海岩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北京	100013）

摘   要 ：我国风电行业面临着诸多待解的难题，其中弃风限电是制约我国风电发展的最大障碍。由此所导致的企业资金紧张和

项目开工不足等问题，已经影响到我国风电规划目标的实现和发电产业的长远发展。同时，企业金融处境、市场竞争

环境、国际竞争压力以及管理水平等方面，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和需要克服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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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nd curtailment is the most prominent barrier for today´s wind power development in China, which led to enterprises �nancial 

tightness and project delays and will a�ect the planning targets and wind industry´s further development eventually if this problem 

remains unsolved. Meanwhile, Chinese wind industry is facing many other challenges, like enterprises financial situation, the 

environment of market competition, international barriers and administrative hi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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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网难题，消除弃风限电现象，专家

呼吁从多个层面加以解决。一是提高

地区风电消纳能力，除建设用电负荷

之外，根本上是通过电力体制的市场

化改革，取消不合理的计划电量，落

实节能调度管理办法，落实可再生能源

发电全额收购制度。二是扩大风电的跨

区消纳范围。蒙西地区毗邻华北、华中、

华东电网负荷中心，都在高压输电技术

合理半径之内，完全可以通过外送通道

建设，提高电力跨省区消纳比例，减少

弃风电量。三是在建设灵活调峰电源的

同时，提高常规电源参与调峰的积极

性，通过建立辅助服务市场和利益补偿

机制，使现有火电基础装机参与调峰。

四是统筹协调风电与电网、风电与其

他电源的规划建设。要从战略的高度，

将风电作为当前电网中的重要电源和

未来的主导电源。

2 企业资金压力巨大

2012 年，我国风电增长速度放缓，

并不是因为审批项目减少，而主要是

风电项目开工率严重不足所致。究其

原因，一方面，在国家实行紧缩货币

政策的大背景下，依靠银行贷款进行

风电项目建设获得资金的额度减少，

加上部分银行调低风电等可再生能源

信贷额度。这导致风电项目建设推进

缓慢，部分项目出现“等米下锅”的

现象。2012 年以来，尽管央行已多次

采取下调准备金率和降息来刺激经济

增长，但风电行业的境况并未因此好

转。另一方面，火电行业处于严重亏

损状态，作为我国风电项目开发的主

力，各电力集团用于风电项目开发的

资金十分有限。

而导致项目开工率不足的直接原

因，一是弃风限电导致风电场发电量

下降，直接影响开发商的经济收益 ；

二是风电并网检测资源不足，风电整

机企业排队等待检测，影响并网进度。

这些因素叠加，大大降低了风电项目

开发商的投资热情。

由此带来的恶性循环是，风电企

业集体利润下滑加上紧缩性的货币政

策加大了风电企业间应收账款的回收

难度，导致企业资金流动性下降，最

终导致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货款拖欠

严重。以金风科技为例，2011 年应

收账款周转天数达到 245 天，相当于

企业 3 个季度的运营资金将会由于风

电开发商的付款延迟而被挤占，公司

应收账款高达 106 亿，较上年增加

41.22%。[2]

在宏观经济环境暂时难以改观的

情况下，政府应该坚持对新能源和可

再生能源的战略扶持力度，并引导民

间资本顺利进入风电领域，创造新型

金融产品，将企业应得的补贴资金按

时足额发放到位。风电企业间要严格

自律，避免低价竞争，增强自身造血

功能，着力进行供应链协同配合机制

建设。而当务之急，是消除弃风，减

少风电发电企业的经济损失，从而盘

活整个供应链。

3 无效竞争破坏市场环境

随着国内风电装机规模的日益

扩大，风电设备制造行业竞争加剧，

企业间非理性的低价竞争已成常态。

2011 年，内资机组制造商平均报价最

低达到 3731 元 /kW（包括附加税和

运输管理费用）。风电设备市场长期的

低价竞争，极易导致制造商以牺牲质

量为代价去降低成本，产品质量问题

令人堪忧。更重要的是，由于低价策

略导致设备制造企业利润大幅下降，

直接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制约技术

进步，影响行业发展后劲。

理论上讲，一个市场化的产业，

通过竞争可以加速淘汰缺乏竞争力的

企业，使技术先进，质量过硬，服务

优质的企业脱颖而出，从而进一步提

高产业集中度，最终促进产业的良性

发展。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所谓的

“竞争”好像不能起到优胜劣汰的作用，

实质上是处于一种无效竞争状态，本

质上是“竞争不足”造成的，原因如下：

一是市场机制不够健全，设备招标采

购中，暗箱操作，关联交易，阻碍了

公平竞争。二是质量信息透明度不够，

信息不对称，市场缺乏甄别依据，导

致劣币驱除良币。三是近年来央企无

限度地扩张，风电作为战略性新兴产

业更是被追逐的热点，其背后强大的

金融、土地、政策等资源优势，使竞

争的胜负砝码不再取决于效率和创新，

导致公平竞争失效。四是地方政府以

“资源换产业”的地方保护主义，致使

企业产能无奈地“被扩张”，更使一些

效率不高的企业可以“偏安一隅”，在

非开放性竞争环境中得以长期生存。[3]

解决之道，不是靠行政手段制约

竞争，而是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体制，

杜绝不正当的行政干预，创造自由、

平等、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使竞争

更加充分和有效。良好的市场环境需

要辅以完善的监督机制，目前能源局

正在着手建立的产业监测体系和质量

信息公开发布制度，希望有助于此问

题的解决。 

4 风电运行管理水平亟待提高

风电设备主要以传统机械制造、

电气、电子、控制等工业技术为基础，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和完善，已经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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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较为成熟的应用技术，期间制定

了较为完备的失效安全控制模式和安

全保护策略，只要严守安全的底线，

基本的安全运行还是能够保障的。但

2009 年以来，全国风电重大安全事故

却不断发生。国家能源局连续两年组

织对风电设备运行情况进行摸底调研，

基本可以确定风电场安全运行管理体

系不健全是重大事故频发的主要原因。

首先，我国仍没有建立科学的风电场

运行维护管理体系，尽管风电企业借

鉴其他行业制定了建设、运行、检修

以及安全规程，但是现有的规程不能

完全适用于风电，操作性差。其次，

规程的执行得不到有效的监督，违规

操作经常发生。当前，从业企业和人

员资质管理混乱，许多风电场施工、

运行及维护人员在没有经过严格的操

作培训，未取得相关资质的情况下就

直接上岗，从而对风电安全运行埋下

隐患。从一些事故的分析来看，风电

施工人员基本知识的缺乏是导致事故

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为从根本上杜绝风电重大安全事

故的发生，必须切实提高运行管理水

平。首先，应抓紧建立覆盖风电场建设、

调试到运行维护全过程的风电场安全

运行管理体系和培训体系，并建立体

系的评价和认证制度，督促风电场不

断提高运行管理水平。其次，加强风

电产业监测体系建设，严格执行重大

事故信息报送机制，及时发现问题，

总结经验教训。最后，加强对从业人

员和企业的资质管理，从事风电场勘

测设计、施工建设、监理、运行维护

的单位和人员均应按照相关规定接受

相应的培训，取得相应的资质，通过

考核后方能上岗。 

5 风电设备出口面临阻碍

由于市场竞争和企业成长的需要，

“走出去”已成为中国风电企业的必然

选择。但是，走出去的路上并非一帆

风顺。目前，我国风电设备出口面临

着认证门槛和知识产权争端两大障碍。

国际认证机构，尤其是欧洲机构

由于起步早，国际认可度也较高。但

国内企业在申请国际认证机构的认证

时，面临认证周期长、费用高等问题。

甚至有些国外认证机构有意设置障碍，

拖沓进度，以此保护本国或本地区的

风电产业，严重影响我国风电设备出

口，认证已经成为我国风电企业走出

去面临的最大障碍。

2011 年以来，鉴衡认证中心作为

国内主要的风电设备认证机构，在有

关部门的指导和多方努力下，其认证

结果已经为美国、澳大利亚、土耳其、

南非、埃塞俄比亚、苏丹、厄瓜多尔、

智利、巴西等国政府、开发商、项目

业主和金融机构所认可。未来，应该

通过各种政府和民间的渠道，推动我

国认证机构的风电设备认证结果被其

他国家及相关机构采信，这也是从根

本上消除这一障碍的有效方法。此外，

鉴衡认证等国内机构通过积极参与国

际标准规范的制定，反映我国风电企

业的诉求，以此破除国际技术壁垒，

加快我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

随着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知识

产权也成为国内风电企业需要正视的

摄影：汪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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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问题。随着我国风电企业的不断

壮大，当初以专利技术授权为主的合

作形式为后来的纠纷埋下了隐患，同

时也对我国企业知识产权的运用和保

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直以来，知

识产权都是欧美企业惯用的一种商业

竞争工具。对于这些国家的企业来说，

知识产权是企业巨额利润的核心动力。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风电企业由“购

买生产许可证”的方式向生产和销售

自主产品的转变，其市场份额与产品

竞争力也逐年提升，很多企业在国际

市场的不断拓展开始威胁欧美企业的

利益。此时，知识产权成为欧美企业

打压竞争对手、抢占市场的手段。

作为一个新兴产业，风电行业的

知识产权工作既需要国家层面的制度

设计，也需要企业的积极主动。2012
年 4 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知识

产权局等部门《关于加强战略性新兴

产业知识产权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办

发〔2012〕28 号），表示未来将加快

出台一系列政策，进一步落实“激励

创造、有效运用、依法保护、科学管理”

的总方针。[4] 另外，作为市场主体的

企业，必须要认识到知识产权是企业

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中国企业应重

新审视自己所拥有的专利情况，细致

规划构建自己核心的、具有前瞻性的

专利布局，逐步加大知识产权对于企

业的附加值，以“专利先行”的理念

在国际市场上赢得核心竞争力。

6 管理体系有待优化

新能源产业受政策的影响较大，

有关部门在推行新的政策措施时更应

谨慎严肃，通过充分论证并广征民意，

避免出现事与愿违的情况。一些政策

的出发点是好的，是为解决目前面临

的问题，但是由于缺乏系统性，可能

造成新的更难解决的问题，给行业发

展带来长远的不利影响。

例如，东北电监局和内蒙古经信

委联合出台了《蒙东地区风火替代交

易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5]，

并在《办法》的指导下，完成了第一

次风火替代交易。《办法》的出台表明

各部门已经充分认识到弃风问题的严

重性，《办法》的实施短期内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减少弃风。但是，我们也应

该注意到该《办法》存在的不足和问

题。首先，公共政策的制定一定要符

合法理，也要遵从现行的法律。该《办

法》违反《可再生能源法》和《节能

发电调度办法》中关于可再生能源发

电全额保障性收购以及优先调度的规

定，其逻辑前提是“弃风合理”，所以

《办法》引起了法律界和风电行业的严

重质疑。短期内，《办法》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减少弃风，但是如果该《办法》

被推广执行，未来极可能出现风电付

费上网的状况，国家支持可再生能源

电力发展的数百亿资金就可能由此流

向化石燃料电厂，严重违背国家促进

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战略初衷。

《黑龙江省气候资源探测和保护条

例》是另外一个例子。该条例的出台

可能导致今后风电项目的前期开发面

临气象审批这一环节。有专家称，这

一条例的出发点并不是为加强气候资

源探测，而是以“保护”之名行“限

制”之实。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云南、

安徽、江西等省已经实行事实上的气

象探测审批制度。一旦这一做法被推

广，就会给本已不堪重负的风电行业

再增加一个不必要的负担，进一步加

重了风电场开发难度。在风电发展较

好的许多欧洲国家正为风电等新能源

的发展创造“一站式”服务等良好环

境的世界潮流面前，通过增加审批权

限而谋求部门利益的做法显然是落伍

的，也是不恰当的。

此外，风电开发过程中，还存在

多项不合理收费问题。首先，气象资

料收费不统一。目前各省对历史气象

资料的收费标准混乱 ；其次，每年都

要开展的防雷检测收费也让企业深受

其苦。出于安全的考虑，防雷检测本

身确有必要。但是各省对于防雷检测

的收费，以及测试点数量的确定尚无

标准，成为个别机构牟利的工具。我

国的新能源事业尚处于起步阶段，还

需要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

它对经济社会发展既有现实的意义，

也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任何短视的不

顾全大局的行为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政府和有关部门，应该准确定位

职能，既要严于监管，又要“放权”

给市场，只有以真正民主、科学的决

策机制为前提，以资源与利益的合理

共享为核心，以良好的沟通和信任为

纽带，才能缔造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规则，才能缔造出正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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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12 年 9 月 27 日，甘肃省风电

日发电量达到 66.76GWh，占当日总

发电量的 25%，创下了甘肃省风电自

大规模集中上网以来日发电出力和日

发电电量的新纪录。

酒泉地区作为甘肃省新能源建设

的主战场，其风电、光电装机容量约

占全省总装机容量的 98%。2012 年的

前 8 个月，仅在酒泉风电基地，风电

送出电量就达到了 6.03TWh，同比增

长 25.7%。与此同时，大规模新能源

基地的发展和电网消纳能力的瓶颈也

日益凸显。酒泉地区电网在面临历史

性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困难

和挑战。

1 风电、光伏发展现状

酒泉是我国第一个批准开工建设

的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2006 年年

初，甘肃省提出“建设河西风电走廊，

打造西部陆上三峡”的发展目标。从

第一个装机容量为 50MW 的风电场落

户酒泉，酒泉风电场以月均 800MW

的速度推进。从 2009 年 9 月至 2011
年 11 月的两年时间左右，酒泉风电

基地一期工程便已竣工投运，成为全

世界集中并网规模最大的风电基地之

一。截至 2012 年 8 月，酒泉电网并

网运行的风电场 35 座，风电装机容

量 5.42GW，占全网发电总装机容量

的 68.76%。国家已经批准了酒泉风

电基地二期工程 8GW 规划，其中酒

泉风电基地二期工程第一批 3GW 项

目已获得国家能源局的批复建设。到

2015 年，酒泉风电基地规划装机容量

将达到 12.7GW，将成为真正意义上

大规模新能源发电接入对地区电网的
挑战和对策

王晓东，赵若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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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目前大规模风电、光伏接入酒泉地区电网的现状，分析了风电的不可预测性和间歇性特点对地区电网

调度运行产生的一些影响，探讨了其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地区电网管理运行实况，以及未来风电、光伏和

电网发展规划，对新能源在酒泉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公共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提出了相关措施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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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相当于三峡

工程装机容量的 2/3。到 2020 年，预

计装机容量将达到 20GW 以上。

大规模太阳能发电建设也在迎头

赶上，酒泉电网目前已投产光伏电站

14 座，总装机容量 217.1MW，占全

网发电总装机容量的 2.76%。2010 年

至 2011 年，酒泉市肃州区、敦煌市、

金塔县、阿克塞县、嘉峪关市分别提

出了建设百万光伏基地的规划目标。

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更

多企业参与到酒泉地区光伏产业的竞

争中。仅浙江正泰一家 2012 年拿到

路条的光伏项目就有 4 个，装机容量

300MW。目前发改委发放“路条”和

开展前期工作的光伏电站近 5GW，这

些电站将在今后 2 年至 3 年内并网发

电。预计到 2015 年，酒泉电网光电规

划装机容量将超过 5GW。

2 风电、光伏大规模接入面
临的困难和挑战

风电及光伏产业为地方经济发展

带来动力的同时，大规模接入也对电

网安全、稳定运行产生了重大影响。

和风电一样，光伏发电的自然特征非

常明显，且光伏电站的随机性和偶然

因素更难预测。在装机规模较小的时

候，其对电网的冲击不大 ；但当装机

达到一定规模时，电网调峰和送出压

力很大。迅猛发展的风电、光伏产业，

在酒泉电网并网装机容量的占比逐年

增长，逐渐成为影响电网安全、稳定

运行的因素。[1]

2.1 系统稳定问题

酒泉电网风电、光伏发电目前

并网的 5.63GW 容量主要依靠河西

750kV 交流线路送出，线路充电功率

会随线路潮流、电压的变化而变化，

由于风电、光电的随机性特点，充电

功率的快速变化将对电网的系统稳定

产生巨大影响。电网必须具备足够的、

动态的感性和容性无功调节能力，同

时要求各类发电机组与电网协同调压，

才可能实现电网电压的有效控制。面

对超大规模风电、光电的远距离输电

问题，目前不仅缺乏实际运行管理经

验，理论分析计算的结论也存在不确

定性。[2] 因此，酒泉电网存在较大的

系统不稳定问题（2011 年酒泉风电基

摄影：胡晨华摄影：孙耀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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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曾发生一系列的脱网事故），这无疑

给本地区电网调度管理带来了潜在风

险与挑战。

2.2 调频、调峰问题

发电、供电和用电必须同时完成，

决定了电力系统的总发电负荷必须随

用电负荷的变化而变化。风电、光电

的间歇性、波动性、随机性的特点，

决定了发电负荷难以保持稳定，更不

可能与用电负荷同步变化。为了满足

电力系统频率稳定的基本要求，必须

有其他电源承担适应风电发电负荷变

化要求而相应反向变化的发电负荷调

整能力。酒泉地区现有可参与调频、

调峰的发电能力基本为零，以甘肃电

网自有的水电、火电机组调峰也远远

不够，必须考虑让西北五省区域，尤

其是黄河中上游水电参与调峰。[3] 另

外，还存在水电、火电机组能否适应

频繁调峰、电网能否适应系统潮流频

繁大范围波动等方面的问题。

2.3 电力电量消纳问题

2006 年，国家出台了《可再生

能源法》，为鼓励可再生能源发展，该

法第 14 条提出，电网要全额消纳可

再生能源电力。预计 2012 年年末，

酒泉电网风电、光电装机容量将达

到 5.8GW，占甘肃电网总装机容量

的 20%，2015 年 , 风电、光电装机容

量将达到 16GW，占甘肃电网总装机

容量的 22%。从电力平衡、电量平衡

角度考虑，相比甘肃省最大负荷与装

机容量，酒泉地区占比分别为 25%、

39%，该比例以上电力、电量均无法

在酒泉乃至甘肃省内全部消纳。利用

甘肃现有的 750kV、330kV 跨省输电

通道，也无法在更大的区域内消纳这

些快速增加的巨量风电。

3 对新能源大规模集中接入
的对策、建议

酒泉地区是目前全世界集中并网

规模最大、输送距离最远和送出电压等

级最高的新能源基地，本地用电负荷较

小，外送通道容量有限，系统调峰能力

严重不足，无法满足如此大规模的新能

源送出与消纳要求，这也是西部地区

发展新能源面临的共性问题。[4] 对此，

应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 ：

（1）统筹考虑新能源发展规划与

电网规划、新能源发展与电力市场，

相互协调、相互衔接。统筹新能源开

发时序和电网建设周期，做到新能源

项目与电网配套送出工程同步核准、

同步建设、同步投运。

（2）积极发展酒泉地区当地用电

市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负荷，加快

电解铝、特种铁合金、矿产开发等一

大批高载能重点工程建设，延伸产业

链，缓解大规模新能源发展市场消纳

能力不足的矛盾。

（3）统筹酒泉电网及西北区域调

峰资源。酒泉及其周边地区负荷有限，

电力消纳能力不足，同时在该地区需

要配备一定比例的火电调峰保证电网

稳定。加快 750kV 新疆—西北联网

第二通道建设，积极推进酒泉至湖南

±800kV 直流联网输电工程建设，不

断扩大外送规模，借助于西北电网的

调峰资源参与调峰，应对大规模风电

随机性、波动性的影响，缓解大规模

风电基地调峰能力不足的矛盾。

（4）加强新能源并网技术研究，

鼓励发电企业发展电网友好型风电技

术，在现有成功运行的有功智能控制

系统基础上，建设无功智能控制系统，

统一控制风电、光伏无功动态补偿系

统，提高风电场设备健康水平，改善

风电机组低电压穿越能力，有效抑制

大规模风电基地集中脱网事故频发的

局面。

4 结语

大力发展新能源是国家的重大战

略决策。酒泉地区新能源发展速度之

快令业界瞩目，如何更好更快地发展

新能源，建立适合大规模新能源基地

的电力协调发展机制，需要上到政府

部门，下到每个风电机组生产厂商和

电网企业的共同努力。在大规模新能

源发展方面，酒泉已经走在世界的前

列，我们还需更努力使酒泉地区的新

能源以科学、高效的方式可持续发展，

打造更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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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从 1991 年第一个海上风电场建

成到现在，已经过去 21 年了，海上风

电一直在缓慢发展。今天，海上风电

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但人们预期的

全球海上风电起飞一直没有发生。到

2011 年年底，全球海上风电累计装机

容量也就 4GW。海上风电机组是建

设海上风电场最主要的设备，其单机

容量从 21 年前的 450kW 增长到当前

的 6MW，并仍然在向大型化发展。海

上风电机组的技术类型也从单一的双

馈式风电机组发展到双馈式风电机组、

高速异步发电机全功率变流风电机组、

半直驱永磁风电机组和直驱式永磁风

电机组并存的阶段。

1 应用中的海上风电机组

在 20 世 纪 90 年 代，Bonus 的

450kW 和 Vestas 的 500kW、550kW、

600kW 风电机组曾经在早期的近海

风电场应用，2000 年以后就很少安装

2MW 以下的海上风电机组。

Vestas 公司的 2MW 和 3MW 双

馈型海上风电机组已经在欧洲海上风

电场大批量应用，是经受住考验的成

熟机型。Vestas 公司的海上风电机

组装机容量约占全球海上风电机组的

35% 左右。

西门子公司的 2.3MW 和 3.6MW
海上风电机组已经在海上风电场大批量

应用，是目前海上风电场的主流机型。

西门子公司的海上风电机组装机容量约

占全球海上风电机组的 50% 以上。

德国 REpower 公司研制的 5MW
双馈型异步风电机组已经成功应用于

海上风电场，是传统双馈型风电机组

大型化的典范。目前在爱尔兰、比利

时和德国海上风电场安装运行。该机

组风轮直径 126m，轮毂高度 120m，

额定功率 5MW, 已经安装使用 39 台。

在其基础上扩容的 REpower 6MW 机

组也已经安装了 3 台。

德国 BARD 公司 5MW 海上风电

机组，风轮直径 122m，机舱部分重

达 425t，叶片长度为 60m，重 28.5t，
由德国 Areodyn 公司设计，是双馈

型风电机组大型化的又一个范例。其

轮毂重 ( 包括轴承座和其他附加设

备 )70t，机舱 ( 包括发电机，但不包

海上风电机组发展趋势分析
沈德昌

（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风能设备分会，北京	100825）

摘   要 ：本文追述了海上风电机组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世界各主要风电机组生产厂家正在研制的海上风电机组的技术路线，提

出了海上风电机组今后发展的主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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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叶片和轮毂 ) 280t。德国 BARD 公

司 5MW 海上风电机组已经在海上风

电场安装 18 台，共 90MW。

法德合资的 Areva Multibrid 半

直驱型 5MW 风电机组也已在海上风

电场投入运行，安装数量超过 10 台。

该机组额定功率为 5MW ；风轮直径为

116m。机组采用集成化设计，即将风

电机组的主轴、齿轮箱、高速轴和发

电机集成在一起，以减少重量，从而

降低成本。传动链为风轮 + 单级齿轮

箱（1 ：9.92)+ 多级永磁发电机。系统

采用折中方案，兼顾了双馈型风电机

组和直驱型风电机组的优点，折中考

虑了性能与价格的关系。

2003 年美国 GE 风能公司的 3.6 

MW 双馈型海上风电机组也已在海上

风电场投入运行，安装数量 7 台 ；芬

兰 Winwind 公司生产的 3MW 半直驱

海上风电机组也于 2009 年在海上风电

场投入运行，安装数量 10 台。但是后

来这两个产品都没有继续进入海上风

电场，说明它们的性能还不能适应海

上风电场的恶劣环境。

中国华锐风电公司生产的 3MW
海上风电机组也已在海上风电场投入

运行，安装数量超过 30 台。

中国上海电气风能公司生产的3.6 
MW 海上风电机组也有一台在海上风

电场投入运行。

从 表 2 得 知， 西 门 子、Vestas
和 REpower 三家公司的产品占 2011

年底全球累计海上风电市场份额的

89.5%，占 2011 年全球新增海上风电

市场份额的 80.5% ；REpower 5MW
机组占 2011 年全球新增海上风电市

场份额的 31.92%, 仅次于西门子的

3.6MW 机组（38.31%）。这表明目前

5MW 以上大功率海上风电机组有明显

增长的趋势。

2 欧美重点企业新研制海上大
功率风电机组的技术特点[2]

2.1 丹麦Vestas公司的海上风电机组

面 向 未 来， 该 公 司 正 在 研 制

V164 － 8.0MW 半直驱型海上风电机

组。该机组采用了一个中速齿轮箱、

表1 各国海上风电机组在市场中的比例[1]

国家 英国 丹麦 荷兰 中国 德国 比利时 瑞典 爱尔兰 挪威 葡萄牙

累计装机容（MW）  2107.6  835.85  246.8  209.9  198.3  195  163.65  25.2  2.3  2

比例（%）  52.87 20.97 6.19 5.27 4.97 4.89 4.11 0.63 0.06 0.05

表2 各种2MW以上海上风电机组在市场中的比例

序号 产品型号
2011年安装容量

（MW）

2011年市场份额

(%)

2011年累计安装

容量(MW)

2011年累计市场

份额（％）

1 西门子 2.3MW 48.3 10.28 814.2 20.42

2 西门子 3.6MW 180 38.31 1173.6 29.44

3 Vestas 2MW 2 0.43 416 10.43

4 Vestas 3MW 0 0 954 23.93

5 REpower 5MW 150 31.92 210 5.27

6 Areva(Multibrid) 5MW 0 0 30 0.75

7 BARD 5MW 30 6.38 90 2.26

8 华锐风电 3MW 51 10.85 153 4.7

9 Winwind 3MW 0 0 30 0.75

10 上海电气 3.6MW 3.6 0.77 3.6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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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发电机和全功率变流器。选择

V164 － 8.0MW 机组将推动业主的海

上风电收益率到一个新的水平。该机

组能量捕获的最大化，不仅是因为有

164m 直径的巨大风轮，还因为优化

了风轮与发电机的比例。风电场由于

采用较少数量的大型风电机组而减少

了运行和管理的成本。减少了投资风险

的规模，因为较少数量的风电机组也意

味着较少的基础和电缆。由于 V164 －

8.0MW 的结构设计寿命是 25 年，产

业标准突出，因而可使投资商的投资回

报实现最大化。这会给业主一个更长的

发电期限，并增加业主的商业效益。设

计理念是：可靠性高、可预测、保障寿

命期性能；尽可能减少维修次数，需要

维修时，要做到安全、快捷和低成本。

2.2 德国西门子公司的海上风电机组

作为世界海上风电领域的领军者，

西门子 2010 年在上海建立了风电机组

叶片制造基地，2011 年赢得中国首个

海上风电订单，同年 10 月，西门子风

力发电集团亚太区总部落户上海。西

门子将为中国带来先进的风电机组技

术、国际化项目管理以及海上风电领

域的运行经验。

面 向 未 来， 该 公 司 正 在 研 制

SWT － 6.0 － 154 型直驱海上风电机

组。该机组风轮直径 154m，风轮轴

后倾 6º。机组额定功率为 6MW, 风轮

直接驱动永磁发电机，结构紧凑，塔

架上部重量仅为 360t。该机组主要特

点如下 ：

（1） 量子（力学）叶片

独特的设计和制造程序，采用一

体化叶片，为获得最大的强度，实行

一体化浇注。

为中高速风况优化气动特性 ；为

更高的输出能量而增加了叶片长度 ；

为使根部泄漏最小化并增加升力而设

计了叶片根部。

（2）直驱发电机

永磁设计 ；全封闭、容易接近、

轻重量设计 ；在可靠性和效率之间优

化设计 ；与带齿轮箱的风电机组比，

整机零件数量减少 50%。

（3）机舱

坚固、轻重量结构 ；进行了宽敞、

人体工程学设计，并具有最大的服务

能力。

（4）冷却系统

设计了简单、坚固、流畅的水冷

系统 ；顶部安装的被动冷却散热器，

高效的两级冷却保证良好的效果。 
2.3 西班牙Gamesa公司的G128型

4.5MW海上风电机组

西班牙 Gamesa 公司研制出风轮

直径 128m、轮毂高度 120m 的 G128
型 4.5MW 高速传动永磁风电机组，

机头重量 250t，属于半直驱永磁风电

机组大型化的一个范例。该机组采用

两段式（碳纤维）叶片 ；混合式塔筒

（混凝土＋钢），减少投资 ；内置吊车，

便于安装和拆卸部件 ；采用一个两级

传动的行星齿轮箱、永磁发电机和全

功率变流器，该变流器由 6 个并联的

770kW 变流器（IGBT）组成，提高

了可靠性。该机组已安装两台。

2.4 美国GE风能公司的海上风电

机组

美国 GE 风能公司研制的 GE 
4.1 － 113 型直驱式海上风电机组，风

轮直径 113m，额定功率 4.1MW, 采
用永磁发电机，是美国 GE 风能公司

首次研制的大型直驱式海上风电机组。

2.5 德国Enercon公司的7MW直驱

励磁风电机组

德国 Enercon 公司安装在比利时

的 11 台新一代 E － 126 直驱风电机

组 , 风轮直径 127m，采用了 1600t 的

履带吊安装。其中，单机容量 7MW
的机组采用 2 段式叶片，便于运输和

现场组装 ；轮毂高度 198m，采用混

合式塔筒－钢制顶段，其余由混凝土

建造，塔底直径为 14.5m。机组采用

“蛋形”机舱 ；新型叶片设计，与机舱

罩和导流罩有机融合，使气流均匀地

通过机舱，减少湍流和扰流，提高发

电量 ；叶片采用了“小翼”叶尖，可

以在风轮平面内抑制生成扰流和旋涡，

从而降低噪声，提高发电量 ；叶片法

兰直径大，采用双列螺栓连接。该机

组采用励磁发电机，是德国 Enercon
公司近年来研制的最大型直驱式风电

机组。7MW 直驱励磁风电机组已经安

装 3 台，其前身 6MW 直驱励磁风电

机组已经安装 9 台，总安装量为 11 台。

但是，到目前为止，这种机型还

没有在海上风电场安装。

2.6 法国阿尔斯通公司的Haliade150

直驱型海上风电机组

额定功率为 6MW ；采用液压冷

却的永磁发电机 ；变流器置于塔架底

部空间内 ；叶片长度为 73.5m，没有

使用碳纤维，叶片的表面由聚氨酯腹

膜覆盖，叶片的迎风边做了抗腐蚀保

护性处理。

2.7 德国Nordex公司的6MW直驱型

海上风电机组

根据德国 Nordex 公司的计划，

风轮直径 150m 的 N150/6000 风电

机组样机将于 2012 年在陆地上安装，

2013 年在海上安装，并于 2014 年投

入批量生产。 
从表 3 可知，欧美重点企业面向

未来开发的海上风电机组大多数采用

了直驱永磁发电机 + 全功率变流器的

技术组合。部分企业采用了中速齿轮

箱 + 永磁发电机 + 全功率变流器的技

术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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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海上大功率风电机组
设计、制造、研发的现状[3-4]

3.1 华锐风电大型海上风电机组研

发现状

华锐风电 6MW 海上风电机组已

经于 2011 年 10 月下线。华锐风电

SL6000 系列风力发电机组是目前中国

第一台自主研发、拥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的电网友好型风电机组。该机组

风轮直径长达 128m，增加了扫风面

积，提升了捕风能力，大大提高了风

能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同时可适应于－

45℃的极限温度，并通过了 62.5m/s
的极限风速测试。

SL6000 采用平行轴齿轮传动和

鼠笼异步电机技术，保证机组的高可靠

性和经济性。目前，6MW 机组已经吊

装完毕，正在处于调试和试运行阶段。

华锐风电的 17 台 6MW 海上风电

机组已于 2011 年 12 月中标上海临港

海上风电场一期示范项目，将于近年投

入商业运行。这将是 6MW 海上风电机

组在全球范围内的首次大规模应用。

3.2 金风科技海上风电机组研发

现状

2010 年，金风科技 2.5MW 海上

风电机组已经中标装机容量 200MW
的江苏大丰潮间带风电场。

金风科技正在研制 6MW 直驱永

磁海上风电机组，风轮直径 126m，轮

毂高度约 100m，采用永磁同步发电机

和全功率变流技术。目前已经完成整体

设计和零部件试制，样机将于 2012 年

年底在江苏大丰海上风电基地下线。

3.3 东方汽轮机海上风电机组研发

现状

该公司正在研制 5.5MW 海上风

电机组，采用中速齿轮箱 + 永磁发电

机 + 全功率变流器的技术组合。样机

预计 2012 年年底下线。

3.4 湘电风能海上风电机组研发

现状

湘电风能 5MW 风电机组项目整

合了欧洲海上风电项目开发经验，采

用的永磁直驱海上风电机组攻克了海

上风电机组整机集成技术、专有单主

轴承同步永磁发电机设计技术、海上

风力发电机组冷却系统及防腐防潮设

计技术、大功率高叶尖线速度的复合

材料叶片等难关，并与欧洲资深海上

风电运营商共同打造风电机组的基础

设计及方便快捷的吊装方案。

目前，湘电风能已形成 XD115/128
等一系列 5MW 风电机组，包括陆地、

海上、潮间带系列机型，最长叶轮直

径达 128m，大大提高了风能资源的

有效利用率，是技术领先的电网友好

型风电机组，具有单机功率大、风能

利用效率高、经济效益好等优点。

3.5 中船重庆海装海上风电机组研

发现状

海装风电自主研发的 5MW 海上

风电机组为变桨变速功率调节、三叶

片、上风向、水平轴、高速永磁式并

网型风力发电设备，具有技术先进性、

高可靠性、可维护性好、电网适应性

好等特征。

2012 年 7 月 27 日海装风电自主

研发的 5MW 海上风电机组在重庆海

装风电总装基地成功下线。该机组采

用全功率变流器、机舱全封闭结构 +
内部空空冷循环系统。机头结构紧凑，

重量比同级别风电机组轻 15%。

3.6 上海电气海上风电机组研发现状

上海电气 3.6MW 双馈型海上风

电机组已经研制成功，并完成安装调

试，正在试运行阶段。

表3 欧美重点企业正在研制的海上大功率风电机组

序号 公司名称 型号 功率（MW） 技术组合 所处研发阶段

1 Vestas V164-8.0MW 8 中速齿轮箱 +永磁发电机 +全功率变流器 设计研制

2 西门子 SWT-6.0-154 6 直驱永磁发电机 +全功率变流器 样机试验

3 Gamesa G128-4.5MW 4.5 中速齿轮箱 +永磁发电机 +全功率变流器 样机试验

4 GE风能 GE4.1-113 4.1 直驱永磁发电机 +全功率变流器 样机研制

5 Enercon E-126 7 直驱励磁发电机 +全功率变流器 产品试验

6 远景能源 E-128 3.6 直驱永磁发电机 +全功率变流器 设计

7 阿尔斯通 Haliade150 6 永磁发电机 +全功率变流器 设计研制

8 Nordex N150/6000 6 直驱发电机 +全功率变流器 样机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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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MW 海上风电机组风轮直径达

116m，采用变速变桨恒频控制，结构

紧凑。上海电气 3.6MW 海上风电机

组于 2010 年 8 月 17 日在位于临港的

试验风电场中，顺利实现自动并网。

3.7 中国株洲南车5MW海上风电

机组

2010 年， 中 国 南 车 正 在 研 发

5MW WT5000 海上风电机组，该型

风电机组采用先进的独立变桨技术

（IPC），并针对海上风电的特殊风况

进行了多项优化设计。

WT5000 型风电机组同样具备优

越的电网适应能力和完全的低电压穿越

功能，该型机组目前已经完成了主要部

件及系统设计，预计于 2012 年下线。

3.8 国电联合动力6MW风电机组

下线

由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自

主设计研发的 6MW 变速变桨恒频双

馈式海上风电机组于 2011 年 12 月 25
日在连云港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并于

2012 年 11 月 6 日在山东省潍坊市顺

利完成吊装。

该 6MW 风电机组采用外齿圈偏

航轴承、大型双列圆锥主轴承，以及

短主轴的紧凑结构形式，大大减轻了

机组的重量 ；具有独自变桨功能的控

制系统，有效降低了多兆瓦风电机组

承受的不均匀载荷 ；同时还具备低电

压穿越能力及动态功率调节功能，使

机组具备良好的电网适应性。该机型

为海上风电场设计，亦可广泛应用于

陆地及潮间带环境和不同风资源条件

的风场。6MW 机组轮毂中心高 95m，

主机舱重量约 230t，风轮扫掠面积为

14519m2，相当于两个标准足球场，

大大提高了捕风发电能力。

3.9 明阳公司正在研制6MW海上

风电机组

为减轻海上运输和吊装的难度，

广东明阳公司正在研制 2 叶片紧凑型

6MW 海上风电机组。该机型采用两叶

片风轮 + 中速齿轮箱 + 永磁发电机 +
全功率变流器的技术组合，样机预计

2013 年下线。

3.10 远景能源开发的两叶片3.6MW

直驱永磁海上风电机组

远景能源公司正在设计 E128 型

3.6MW 两叶片风轮直驱式海上风电机

组。风轮直径 128m，由两个叶片组

成。叶片总长度为 62m，叶片由根部

定桨距和叶身变桨距两部分组成，号

称部分变桨叶片。一部分是根部长度

20m 的定桨距叶片，一部分是外部长

度 42m 的变桨距叶片。双叶片风轮可

通过海上运输船直接整体运输，而且

摄影：辛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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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轮组成可以一次吊装就位，因而节

省安装时间和成本。风轮叶片的定桨

距部分在 25m/s—30m/s 风速范围内

仍可工作。

此外，金风科技、华锐风电和联

合动力竞争开发的 10MW 海上风电机

组已经列入国家 863 项目。三家的技

术路线如下：金风科技采用永磁直驱全

功率变流技术，华锐风电采用齿轮箱驱

动全功率变流技术，联合动力采用超导

技术。直驱永磁式风电机组维护成本低，

发电效率比双馈机组高 5% 以上。

从表 4 看出，中国重点企业面向

未来开发的海上风电机组有部分企业

采用了高速齿轮箱 + 双馈发电机 + 变

流器的技术组合，部分企业采用了直

驱永磁发电机 + 全功率变流器的技术

组合，也有部分企业采用了高速齿轮

箱 + 永磁发电机 + 全功率变流器的技

术组合。说明中国海上风电机组技术

路线出现多样化，采用全功率变流器

的技术组合已经成为主流。[5]

4 结论[6]

2011 年 ~2020 年，3.6MW~6MW
海上风电机组将成为海上风电场的主

流机型，小批量 7MW~10MW 风电机

组将进入海上风电场 ；2021 年 ~2030
年，7MW~10MW 海上风电机组将

成为海上风电场的主流机型，小批量

15MW~20MW 风电机组将进入海上

风电场。

目前，海上风电机组的主流技术

类型是高速齿轮箱 + 双馈发电机组成

的风电机组 ；少量中速齿轮箱 + 中速

永磁发电机组成的风电机组已经进入

海上风电场。直驱永磁风电机组仅在

潮间带风电场有少量试用。

将来，海上风电机组的主流技术

类型将是直驱永磁风电机组、中速齿

轮箱 + 中速永磁发电机组成的风电机

组。高速齿轮箱 + 异步高速发电机组

成的风电机组和高速齿轮箱 + 高速永

磁发电机组成的风电机组也将进入海

表4 中国重点企业正在研制的海上大功率风电机组

序号 公司名称 型号 功率（MW） 技术组合 所处研发阶段

1 华锐风电 SL6000 6 高速齿轮箱 +双馈发电机 +变流器 产品试运行

2 金风科技 SWT-6.0-154 6 直驱永磁发电机 +全功率变流器 样机试验

3 东方汽轮机 5.5 中速齿轮箱 +永磁同步发电机 +全功率变流器 样机研制

4 湘电风能 XD115/128 5 直驱永磁发电机 +全功率变流器 产品试运行

5 海装风电 5 高速齿轮箱 +永磁发电机 +全功率变流器 样机下线

6 上海电气 3.6 高速齿轮箱 +双馈发电机 +变流器 产品试运行

7 中国南车 WT5000 5 高速齿轮箱 +永磁发电机 +全功率变流器 设计研制

8 国电联合动力 GD6000 6 高速齿轮箱 +双馈发电机 +变流器 样机下线

9 广东明阳 6 高速齿轮箱 +永磁发电机 +全功率变流器 设计研制

10 远景能源 E128 3.6 直驱永磁发电机 +全功率变流器 产品试运行

上风电场。上述风电机组都将配备全

功率变流器。总之，配备全功率变流

器的各类大型风电机组将成为未来海

上风电场的主流机型。

2015 年以后，单机功率 6MW 以

上的海上风电机组技术将日益成熟，

进入大批量生产销售时期，

全球海上风电场建设将进入快速

发展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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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风电场的勘察要点与难点
——以泰国某工程为例

张长存

（中国风电集团北京聚合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北京	100044）

摘   要：山区特定的地质条件对风电场建筑的危害是巨大的。通过勘察，很难对宏观地质条件进行定性评价，分析微观地

质条件时，又很难获取定量分析所需基础资料。只有克服困难，把这些地质条件分别查清楚，设计时才能够确定

所采取的方案对于风电机组是安全的，工程措施是合理的，工程造价是经济的。

关键词 ：勘察 ；受力 ；地质条件 ；基础稳定性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2)12-0072-05

Key Points of Geological Investigation on Mountain Wind Site 
                   ——the case of a project in Thailand	

Zhang Changcun
(CWP, Beijing Juhe Electrical Engineering Design Limited,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 �e special geological conditions of mountain areas will endanger the buildings in wind farms seriously. It is di�cult to do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macroscopic geological conditions for qualitative evaluation, while it is not easy to get the basic information 

for the analysis of microscopic geological conditions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e detailed identi�cation of mountain geological 

conditions is essential for the safe operation of wind turbines, the appropriateness of engineering measures and the economy of 

construction cost.
Keywords: investigation; load-carrying capability; geological conditions; foundation stability

0 引言

现有建筑中，水利大坝坝体和民

用（交通等）建筑物具有不同的特点，

前者就像一个庞然的巨兽，若不幸轰

然倒下时，将对下游造成巨大破坏 ；

后者则多成片建设，失事时给其他建

筑造成的损失较小。两类建筑设计时

各有特点，而风电场设计则介于两者

之间，除有升压站、道路和输电线路外，

一座座高耸的风电机组接受 360°风

力吹拂，其基础着力点的受力情况有

别与其他建筑物，这是勘察时所面对

的要点。

除风电机组受力独特之外，风电

场所处位置也是各种各样，有山区、

平原、滩涂和海洋，地层条件千差万别，

除一般岩土外，还有湿陷性、膨胀性、

盐渍土、软土等特殊岩土。受力独特、

地质条件复杂，是本类工程勘察规范

制定时的难点。

在诸多地质条件中，山区勘察另

有难点，勘察者需对宏观的大地构造

等灾害进行判断来确定总体安全级别，

更需靠对细节的把握来确定具体方案，

这种由宏观到微观的勘察顺序，是客

观评价风电机组机位环境及其基础安

全与否所必须的。

1 风电机组基础受力与地层
支持

风向受地形影响，会有所偏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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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一核实各个工况是否安全。人们

普遍的印象中山地是坚硬的，不经过

勘察和计算，风电机组也应该是安全

的。其实这是错觉，自然界中完整的

硬质岩体少之又少，大多数基础地层

存在缺陷，加之地震、水的作用，又

使受力条件变得复杂。只有经过勘察，

对敏感的工程地质问题逐一查明并排

除后，才能使设计有的放矢。

2 山区勘察内容

与平原区勘察相比，山区风电机

组受力、地质条件更为复杂。尤其山

区的地震效应会加剧，并常常有滑坡、

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诸多地质条件按

规模可分为宏观、微观两个方面。

2.1 宏观地质条件

此类地质现象规模或影响范围一

般大于 1km2，影响风电场安全的主要

地质条件如下 ：

大地构造 ：外力作用下使地层发

生错动、断裂，错动带可达

数十米甚至数百米，影响带

则更宽，层序更零乱。近期

仍活动的断裂尤其使人担心。

外力作用在机组及其叶片上，除有效

荷载使叶片绕轮毂转动产生电能外，

还产生有害荷载（图 1），主要为 ：

● 轴向弯矩（Mz）：使风电机组

转轴旋转

● 水平向弯矩（Mxy）：使风电机

组向一侧倾倒

● 水平推力（F）：使风电机组滑动

● 垂直力 (G) ：向下压力

上述弯矩、推力，最终由基础下

地层承受，基础地层为抵抗基础传递

的作用力，要分别提供 ：

● 承载力 ：承载上部数千吨的重

物，参数为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1]

● 抗滑力 ：抵抗基础滑动，参数

为粘聚力及摩擦角

● 抗变形能力 ：地层整体的压缩

值及不均匀变形的差值都不要超过规

定的范围，参数为压缩（变形）模量 
风电机组所受的力必须由地层提

供足够的反力来支撑住，这就需要勘

察得出地层的诸多参数值，通过计算

地震 ：地壳聚集一定能量后，会

于破碎地带释放出来。相同条件下，

山区破坏会存在放大效应，不利地段

可达 1.6 倍 [2]，这必然会加大不安全

程度。

滑坡：山体沿结构面滑动（图 2）。
其原因可能是外力加大、削坡或地质

条件恶化，原因不同，治理的方法亦

不同。显然滑坡上游及下游的建筑都

是危险的。

泥石流 ：沿山谷或坡面，水与流

沙俱下，并卷有沿途的树木、房屋，

对升压站、道路、线路的危害最大。

崩塌 ：岩体突然崩落，高速滚动，

在坡上拖起长长的烟尘。

塌陷 ：地下空洞，上伏岩土失稳，

由于水流作用或者由于人工开采所致。

上覆建筑物后会加剧基础地层的失稳

危害。若判断空洞位置，前者需要从

岩性、结构及水的流动规律中找结论，

后者则需调查和收集资料。

洪水：水流短时间内的聚集、宣泄，

非经常性，对升压站影响最大。

上述现象规模大，机理复杂，基

本上是非人力所能遏止，仅有少数情

况或许可以通过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图1	风电机组受力示意图 图2	山体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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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处理和防护，且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因此成为影响风电机组等建筑物安全

的首要因素，通常最好的解决办法是

避让。因为这些地质现象地域性强，

收集来的资料基本不能精确到具体建

筑物区域，这就要求进行现场的实地

调查、分析研究，其结论的客观性对

工程决策尤其重要，加之上述任何一

种情况的出现都会对工程决策起颠覆

性作用，这就需要尽可能在早期解决，

如果在可研阶段未能解决上述问题，

则后期工作会陷入被动。

2.2 微观地质条件

此类地质现象规模或影响范围一

般大于 0.5m2，影响建筑物安全的主

要地质条件如下 ：

结构面发育情况 ：岩体内部的挤

压、表面的卸荷均会使岩体趋于破碎，

工程区破碎面众多，似乎毫无规律，

找出破碎面相关关系，确定主要结构

面产状、性质对工程稳定性分析尤其

重要。

地层岩性及分布 ：地表多分布有

土层，下伏岩体结构面发育且呈风化

现象，岩土界线、岩体岩性界线、风

化界线是基础设计所不可或缺的。现

场还会有膨胀岩、岩溶等特殊现象。

地下水 ：地下水会恶化地质条件，

成为外力源，或者可能与混凝土、钢

筋反应，地下水位高时危害尤其大。

岩土电阻率 ：接地设计时采用。

物理力学参数 ：是地条件的量化。

风电机组等建筑物受力后作用于基础，

地层对基础的支撑情况如何，物理力

学参数的提出使数值设计成为可能。

随着勘察工作的进一步实施，针

对每个建筑物的基础地层的认识会逐

步加深，进而完成由定性评价向定量

评价的转变，保证建筑物安全的同时，

设计优化便成为可能。通常情况下，

山区岩体承载力、变形值均较高，容

易造成设计时的大意。如果把高耸的

风电机组放置在高高的山顶上，基础

按 50 年来设计的话，山区基础边坡的

稳定性问题便成为难点。

2.3 基础边坡的稳定性分析

岩体边坡大多沿着结构面滑动，

按相关规范 [3] 要求，分析滑动面稳定

性时主要采用平面滑动法、折线滑动

法，其中平面滑动法的边坡稳定性安

全系数可按下式计算 ：

      
                                              

（1）

式中，G—岩体重力，KN
           A—结构面面积，m2

          θ—结构面倾角，°

          ψ—结构面内摩擦角，°

           C—结构面粘聚力，kPa
滑坡体是由结构面所围限的活动

岩体，结构面面积、倾角、摩擦角等

相关参数均需要在现场试验获得，或

由工程经验得出，优势结构面是哪几

组、潜在的滑动面在哪里、参数是什

么？这些是最考验当事人能力的问题，

只有平面填图、垂直上的勘探勘察资

料才可能有助于得出正确答案，而施

工阶段的开挖会使此结论更为客观。

当结构面粘聚力为 0 时，上式可

化简为 ：

            
                                              

（2）

此时边坡稳定性安全系数只与结

构面的倾角与内摩擦角有关，如果内

摩擦角小于倾角时，无论岩体多重，

土建结构多大，建筑物都是不安全的。

可见，如果出现上述情况，基础处理

时采取简单增大基础体积的方法没有

效果，而是只能考虑如何增大结构面

的内摩擦角。

综上所述，对场地宏观上稳定性

的安全评价，对其基础持力层微观上

的判断，进而决定采取何种设计方案，

均应在风电机组基础、建筑（构筑）

物基础浇筑前完成。而查明上述诸多

宏观、微观地质条件，得出客观评价，

注定不是一蹴而就的，这需要在几个

阶段中完成。

3 山区风电场勘察的几个阶段

目前没有风电场勘察规范，根据

勘察相关规范及国内多个省的多个风

电场勘察经验，风电场勘察主要分为

预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及施工优化几个阶段（表

1）。表 1 内容侧重于山区勘察，对勘

察目的、方法、内容及附图进行阐述，

其他地区勘察时其侧重点会稍有变化。

其中预可研、可研阶段的勘察侧

重于评价建筑物是否安全，哪个场址

可行。勘察中着重宏观上的判断，及

时发现不安全地段，决定是避让还是

采取处理措施。初步设计、施工图设

计阶段的勘察则着重查明微观地质条

件，是对处理方案的细化，最后的施

工优化阶段则对前期资料进行开挖验

证，使设计优化更加客观。

受土地类别、矿产分布、地方规

划等诸多因素影响，场区内可布置建

筑物的地点有限，常常仅能满足设计

用地要求，并且在可研阶段时就要确

定用地范围，进行报批、核准。如果

此位置在可研阶段已经核准通过，而

在下一阶段勘察时发现其地质条件不

符合建设要求时，就会使工程建设非

常被动，尤其在无多余备选用地时。

可见，上述在几个阶段中可行性研究

阶段的勘察结论最为关键。相信随着

风电场工程建设的要求越来越严格，

此阶段的勘察比重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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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山区风电场勘察阶段划分表

勘察

阶段

预可行性

研究
可行性研究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施工优化

目的
评价场区

的适宜性

评价场区的稳定性、适宜性，

初步查明场区条件，推荐较优

所址 [4]

评价场区的稳定性 [5]、适宜性，

查明场区条件，提供岩土参数

和建议

提供可靠的岩土参数

和建议

验证前期勘察成果，

进一步优化设计

方法
搜集资

料、调查
搜资、调查及必要的勘探工作 针对建筑物进行勘察 针对建筑物进行勘察 开挖揭露后编录

内容 宏观条件 宏观、微观（部分） 宏观、微观 宏观 (部分）、微观 微观

附图
区域地质

构造图

区域地质构造图、场区地质图、

勘探点编录图 *

场区地质图、建筑物剖面图（典

型）*、勘探点编录图 *

场区地质图、建筑物

剖面图（典型）*、勘

探点编录图 *

工程地质编录图、

工程地质剖面图 *

报告附图是支持工程勘察结论的

基础资料，表中加“*”的图件是规范

中虽未明确规定，却对工程设计尤其

重要的图件。另外，在《风电场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办法》中要求附

有工程地质剖面图，由于风电机组间

距大且勘探点少，机位间很难成图。

如果按要求附入此图，勘察方法和勘

察工作量就要适当加大。风电场的升

压站区可根据场区情况附入剖面图。

工程实施中，随着勘察深度的加

大，勘察内容亦从宏观向微观发展，

以工程地质剖面图为例，其内容将会

越来越详细，岩土界线、地下水位、

风化界线、构造面等位置会越来越准

确，进而评价会越来越客观，处理措

施亦随之越来越合理。

4 泰国某工程实例

风电场建筑基础设计年限一般为

50 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地震、洪水、

泥石流等事件均会加大发生的概率性，

前期忽视的某个因素可能会对建筑物

安全构成决定性的威胁。另外，基础

边坡稳定程度会由开挖、加荷、条件

变差等因素引起恶化，是个缓慢的过

程，而此地质条件具有取得资料难度

大、分析资料难度大的特点，是工程

勘察的难点。

现采用泰国某工程（可研阶段）

实例进行地质分析。

4.1风电场工程地质条件

此风电场中风电机组位于山坡坡

脊上，边坡高差约 200 m，北西侧山

坡较陡，坡角一般 20°。坡顶坡度一

般为 4°~8°，北低南高（NO.1 机位

地形图见图 3）。资料表明本区可不考

虑地震影响，建筑物区无区域性断裂

通过，无流石流、滑坡等现象。

地表地层岩性主要为碎石土，厚

度小于 2m 。下伏基岩主要为砂岩夹

泥岩，强风化状至中风化状，强风化

下限 2.3m~3.7m。

地下水埋深 5m~11m，顶部两

台风电机组地下水水位较高，埋深

1.4m~2.9m。山顶现有一个大水池。

资料分析表明 ：本工程主要地质

问题为 ：NO.1 风电机组的基础边坡稳

定问题和地下水对山顶部分风电机组

的影响问题。

4.2 边坡稳定性分析

根据现有资料判断，NO.1 风电

机组边坡稳定性最差，对其进行稳定

性分析。

地层岩性、结构面发育情况见钻

孔岩芯照片，风化界线、地下水位、

结构面情况见图 5。
由剖面图可知 ：边坡坡面约 20°，

地层产状倾角约 4°。两组结构面发育，

其中裂隙 L2 倾角为 70°~85°，方解

石胶结 ；裂隙 L1 结构面倾角 60°，泥

质胶结。如图所示，块①为结构面围

限的最不稳定岩体，向坡外滑移的最

不利滑动面为地层层面，倾角约 4°。
因为岩层层面粗糙，工程经验可知其

内摩擦角一定大于 4°，且边坡稳定性

安全系数能满足要求。综合分析以上

因素，边坡基本稳定。

4.3 防渗处理

根据勘察资料，场区内地下水埋

深 5m~11m。山顶处两台风电机组机

位地下水埋深却为 1.4m~2.9m，均不

降低反而增高，与一般规律不符。考

虑到其上部存在一个大水池，此两个

机位水位上升应是水池渗漏所致。

勘察资料表时，山顶机位埋深

2m~4.5m 为泥岩地层，向下为砂岩。



风电场 | Wind Farm

76  风能 Wind Energy 

受地下水长期作用，泥岩物理力学性

质会降低，进一步影响风电机组安全。

在不能杜绝水源外渗的情况下，可在

水池与风电机组之间采取防渗措施，

深度暂定为大于 4.5m，进入砂岩。

5 结论

风电机组真的安全吗？这是勘察

工作的核心问题。处理方案真的是合

理的吗？这是勘察设计工作最纠结的

问题。风电机组高耸且受力复杂，风

电场勘察设计时则有其他行业所不能

比拟的特点和难点。与泛泛的直觉不

同，山区风电场的地质条件更为复杂，

宏观条件上的勘察要点是 ：需要对地

震、滑坡、泥石流、洪水、塌陷等问

题进行逐一排查，因为对任何一种地

质灾害存在疏忽时，结果都可能是灾

难性的。

微观地质条件包括岩性、风化、

地下水、结构面等。山地崎岖，土层

覆盖，并长有植被，其勘察要点是在

广阔的范围内如何查明这些条件，并

得出合理的地质参数。尤其基础边坡

稳定性具体隐蔽性、缓慢性的特点，

如何客观地评价它便成为山区勘察的

难点。

随着工程的开发、设计，勘察设

计工作大约分为五个阶段，在这几个

阶段中要逐次得出结论：风电机组（建

筑物）是否安全、设计（处理）方案

如何、优化的设计（处理）方案是什么。

因为多个部门、专业配合完成，勘察

工作要尽量做到既不重复浪费，又不

忙乱缺失。

相信，随着风电场建设日益成熟，

勘察、设计、施工会日益规范化，工

程利润空间会进一步压缩，对各个环

节精耕细作化的要求会日益强化，优

化设计的权重将会越来越大，在节约

成本的同时，对勘察成果的客观性和

准确性的要求必将会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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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风电行业的快速发展，风电机组塔筒的各项工作

性能日益受到重视。风场风速的多变性对风电机组塔筒的

工作性能影响很大，在风电机组工作当中，风轮产生的激

励频率随风速变化，其数值接近塔筒的固有频率时将引起

塔筒产生较大振动，甚至发生共振，从而对整机的使用寿

命产生较大的影响。当前，风电塔筒模态的研究主要基于

分析力学、多体动力学及有限元等理论方法 [1]。其研究内

容多侧重于理论与实验，对于模态的现场实测研究国内外

资料鲜有报告。

本文对内蒙古辉腾锡勒风电场中某风电机组塔筒进行

环境脉动实测，获得塔筒的固有频率及加速度谱，以此来

建立有限元模型。针对风电机组塔筒系统的具体特点，将

叶轮和机舱简化处理为塔顶质量块 [2]，利用 ANSYS 有限

元软件进行模态分析，从而得出塔筒的固有频率和振型。

通过有限元分析与实测结果对比，本文提出的风力发电塔

系统有限元建模的方法准确可行，可以对风力发电塔系统

风致动力响应分析和振动控制分析提供参考。

1 振动测试

1.1 实验原理

由于风电机组塔筒结构体形较大，并且影响人工激励

兆瓦级风电机组塔筒环境脉动实测
与模态分析﹡

刘香，罗桂鑫，苗占元

（内蒙古科技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包头	014010）

摘  要 ：通过对内蒙古辉腾锡勒风电场中某1.5MW风电机组塔筒进行环境脉动实测，利用ANSYS有限元软件完成对塔筒的建模

和模态分析，并与现场实测分析得到的数值进行对比，其差值在允许范围。数值模拟与实测得到的风电机组塔筒固有

频率均与桨叶旋转产生的激励频率有适当的间隔，满足我国标准《风力发电机组塔架》避免共振的规定。   

关键词 ：风电塔筒 ；环境脉动实测 ；模态分析 ；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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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ough the environmental pulsating measure in a 1.5 MW wind generator tower drum in Inner Mongolia wind farm , modeling 

and modal analysis of tower drum are �nished with the ANSYS �nite element so�ware, and compared with the �eld measured 

results, the di�erence is in the allowed ranged. Proper interval exists between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data obtained from the 

wind generator tower drum inherent frequencies and blade rotation excitation frequency , which meets the standard design 

requirements of Wind Power Generation Unit 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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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较多，例如施加的力度、力锤的重量和硬度以及施

加的位置等，因此对其进行可控的人工激励难度较大。实

际上，塔筒结构本身就处在一个振动的环境当中，环境激

励包括阵风紊流、大地脉动等。由于环境激励下塔筒结构

的振动相对微弱，因此，可以将随机的环境激励信号假设

为平稳的随机信号，频谱的带宽基本覆盖了结构的频带，

所以得到的输出信号就包含了结构的模态信息 [3]。本次测

试采用加速度传感器法，数据采集采用的是随机采样，并

通过信号放大、抗混滤波后送入智能信号分析系统，通过

后期数据分析处理，从而识别塔筒结构的动力学特性 , 对整

体结构的实际形态进行评价。

1.2 测点布置及测试过程

振动测试与模态分析的目的是为了获取风电塔筒的动

力特性，即固有频率、阻尼及振型。该风电机组塔筒高度

62.4m，机舱顶部高约 65m，风电塔筒基本上属于轴对称

结构，横截面每个方向为等刚度，采用 7 个加速度传感器

布置在塔筒上，测点沿塔高布置在一条直线上，如图 1 所示。

本次测试采用两种工况，工况一 ：机组未运行，对塔

筒进行振动测试，采样时间为 30min，自谱分析图如图 2
所示 ；工况二 ：机组正常运行中，对塔筒进行振动测试，

采样时间为 30min，自谱分析图如图 3 所示。 
根据两种工况下的自谱分析图，可以得到塔筒的固有

频率，风力发电塔筒属于高柔结构，只需得到前几阶频率

即可。故由图知，塔筒的一阶频率为 0.5Hz，二阶频率为

4.375Hz。

2 有限元分析

2.1 风力发电塔系统整体建模

本文所测风电机组轮毂高度为 65m，由三节塔段构

成，塔底直径为 4m，厚度为 26mm，塔顶直径为 2.696m，

厚度为 12mm，弹性模量为 E=2.1E+11N/m2，密度为

7850kg /m3。根据塔筒的几何特征和主要受力特点，采用

八节点 SHELL93 壳体单元来模拟塔筒。

模型简化 ：

（1）不考虑塔筒内部的附属设施对结构的影响，比如

休息平台和爬梯等附属构件及法兰上的螺栓。

（2）塔顶质量的简化。对塔筒上部建模时，将机舱、

图1	测点布置图

图2	机组未运行自谱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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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毂和叶轮的质量等效为集中质量点。

（3）根据实际情况，为了便于分析将塔筒与基础连接

理想化为刚接。

通过以上整体建模的方法，得到本风电机组整体有限

元模型，如图 4 所示。 
2.2 风电机组塔筒模态分析

本文利用 ANSYS 有限元软件使用默认的 Block 
Lanczos 方法对塔筒进行模态分析，得到固有频率和振型 [4]。

其中前 4 阶的固有频率值如表 1 所示，振型如图 5 所示。

利用 ANSYS 有限元软件对风电机组塔筒进行模态分

析得到的塔筒固有频率，与塔筒现场实测得到的结果基本

一致，由于塔筒结构基本上是对称的，使得塔筒的固有频

率值每 2 阶基本相同 [5]，所以塔筒的前两阶定义为一阶弯

曲振动，三、四阶定义为二阶弯曲振动。由于低阶模态是

结构动力分析的重点，塔筒前两阶固有频率的实测值和模

拟值的误差在 5% 以内，塔筒第三、四阶固有频率的实测

值和模拟值的误差在 10% 以内。这种误差是由于现场振动

测试干扰因素以及塔筒有限元模型的简化引起的。另外，

《风力发电机组塔架》（GBT19072-2010) 中 5.1.2.2 条 [6] ：

在计算固有频率时为了考虑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频率应有

图3	机组正常运行自谱分析图

图4	塔筒的有限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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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塔筒的有限元模型

(a)	1阶；(b)	2阶；(c)	3阶；(d)	4阶

(a) (b) (c) (d)

±5% 的浮动。因此，低阶固有频率的误差在合理范围之内，

所以本文提出的风力发电塔系统有限元建模的方法可行。

2.3 风电机组塔筒共振分析

我国《风力发电机组塔架》标准（GBT19072 －

2010)5.1.2 条规定，在分析塔筒固有特性时，应使固有频

率 f0,n 和激振频率 fR、 fR,m 之间有适当的间隔，可根据下述公

式计算 ：

                          
                                                                              

（1）

                       
                                   

或                                       （2）

式中 ：

 fR ——正常塔筒运行范围内风轮最大的旋转频率 ；

 f0,1 ——塔筒（整机状态下）的第一阶固有频率 ；

 fR,m ——m 个风轮叶片的通过频率 ；

 f0,n ——塔筒在整机状态下的第 n 阶固有频率。

本文所采用的塔筒，在正常运行内风轮的最大转速为

表1 塔筒前4阶频率

阶数 模态频率 振型描述

1 0.47685 塔筒一阶侧向弯曲振动（沿 Z方向）

2 0.47703 塔筒一阶前后弯曲振动（沿 X方向）

3 3.9501 塔筒二阶侧向弯曲振动（沿 Z方向）

4 3.9576 塔筒二阶前后弯曲振动（沿 X方向）

17.3rpm，因此叶片的旋转频率 0.288Hz，三片风轮叶片

的通过频率为 0.865Hz，因此 ：

                  数值模拟                          现场实测

                           

第一阶频率 ：                

                   

第二阶频率 ：                

                  

可以判断，数值模拟与现场实测得到的风电机组塔筒

固有频率与风轮叶片激励频率均有一定的间隔，满足我国

《风力发电机组塔架》标准（GBT19072 － 2010)5.1.2 条

规定，所以风电机组塔筒可以有效的避免共振。

3 结论

应用大型有限元软件 ANSYS 对上述风电机组塔筒进

行动力特性分析，得到塔筒固有频率和振型，并与现场实

测分析得到的数值进行对比，其差值在允许范围。数值模

拟与实测得到的风电机组塔筒固有频率均与桨叶旋转产生

的激励频率有适当的间隔，满足我国标准《风力发电机组

塔架》避免共振的规定。因此本文提出的风力发电塔系统

有限元建模的方法可行，可以用于风力发电塔系统的风致

动力响应分析和振动控制的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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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项目后评价是指在项目已经完成并正式运行一段时间

后，对项目目的、执行过程、经济效益、作用和影响进行系统、

客观分析和总结的一种技术经济活动。

项目后评价于 19 世纪 30 年代在美国产生，20 世纪

70 年代，被许多国家和世界银行、亚洲银行等双边或多边

援助组织广泛地用于世界范围的资助活动结果评价中。

我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引入项目后评价，率先在

铁路、水利等领域开展了相关工作。与此同时，国家也一

直在推进后评价的相关制度建设。2005 年，国资委发布《中

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后评价工作指南》[1]（以下简称“后评

价工作指南”）。2008 年，国家发改委印发《中央政府投资项

目后评价管理办法（试行）》（发改投资【2008】2959 号）[2]，

提出建立和完善政府投资项目后评价制度，规范项目后评

价工作，以促进提高政府投资决策水平和投资效益。

近几年，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下，我国风电产业

得到了迅猛发展。截至 2011 年，我国风电累计装机达到

62.4GW[3]，位居世界第一位。为借鉴项目后评价制度的积

极推动作用，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国家能源局 1 正在制定风

电场项目后评价管理的指导文件，以规范风电项目后评价

的相关工作。

1 后评价主要内容

项目后评价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方法体系，

在不同领域，这些理论方法大都是通用的。项目后评价采

用的主要分析评价方法是对比法，即根据后评价调查得到

风电项目后评价中的发电量评价问题
卞恩林

（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北京	100000）

摘  要 ：项目后评价作为一种技术经济活动，是总结项目经验、提高项目投资效益的重要手段。在风电项目后评价中，发

电量评价是区别其他项目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实际发电量评价过程中，不能仅将可研理论发电量与评价期实际发

电量做简单的数据比较，应充分考虑风电场风资源的长期变化、发电量折减系数等各种因素，可采用功率曲线分

析的方法深化这一评价过程，使发电量评价更具科学意义。   

关键词 ：风电场后评价 ；发电量 ；折减系数 ；功率曲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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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Production Evaluation Problems in Wind Farm Post-evaluation
Bian Enlin

(GUOHUA  Energy Investment Co.,Ltd., Beijing 100000, China)

Abstract: Post project evaluation, as a technical and economic activity, is an important means of summarizing project experiences and 

improving project investment e�ciency. During the wind farm post evaluation, energy production evaluation is one of the central 

elements to distinguish from other projects. The annual electricity energy production (AEP) evaluation is not only the simpl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heoretical AEP and the actual AEP, but also needs to consider the changes of the long-term wind resource 

and the reduction factors. �is article gives an alternative method, called power curve analysis to improve the evaluation procedure.
Keywords: wind farm post-evaluation; electricity energy production; reduction factor;power curve analysis

1 在本文撰写的时候，能源局关于风电场项目后评价管理的相关文件尚未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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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项目实际情况，对照项目立项时所确定的目标以及其它

指标，找出相关的偏差和变化，并分析原因，从而得出结

论和经验教训。

根据国资委发布的《后评价工作指南》，项目后评价主

要包括以下四大部分内容 ：

（1）项目全过程的回顾 ：包括项目立项决策阶段、项

目准备阶段、项目实施阶段、项目竣工和运营阶段等全程

回顾，主要通过相关后评价咨询人员现场审查资料完成，

这些资料包括 ：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审批文件、采购招

投标文件、合同、融资、运营管理等。

（2）项目绩效和影响评价 ：包括项目技术评价、项目

财务和经济评价、项目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项目管理评

价等方面，主要关注资源的合理利用、企业效益、企业的

区域经济影响、项目管理机制等。

（3）项目目标实现程度和持续能力评价 ：从项目工程

建成情况、项目技术和能力、项目经济效益、项目影响等

方面评价项目实现程度，如设备调试安装验收、项目收益率、

成本和项目对环境生态影响等，以及从内部因素和外部条

件分析项目的可持续能力，如产品竞争力、政策环境等。

（4）经验教训和对策建议 ：根据调查情况，总结经验

教训，对未来项目提供借鉴。同时，在分析的基础上，对

本项目提出可操作建议。

从后评价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项目后评价囊括范围

广，评价内容多，但对于每一个后评价项目，因其各自特色，

在实际评价过程中，某些内容会略微简略，比如，除了风

电项目涉及到的专业技术内容以外，其他内容与一般工程

项目具有很多的共性，这些共性部分的评价往往较为简略。

对于一个风电投资项目来讲，风电场的发电量是区别于

其他项目的最主要的内容。几乎未来的所有收入均来源于风

电场的发电量。因此，与发电量相关的内容是风电场后评价

的重点。同时，风电场发电量充满了大量的不确定性，而发

电量又直接影响项目财务和经济评价。因此，对于风电项目

而言，其涉及的技术内容也主要集中体现在风电场的发电量

评价上，即如何确定风电场未来 20 年内的发电能力。

2 发电量评价存在的问题

根据国资委发布的《后评价工作指南》，项目后评价的

主要分析评价方法是对比法。对于发电量这类指标，实际

应用中常采用前后对比法，即风电场发电量评价主要通过

对风电场实际发电量与风电场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初步设

计报告中计算的理论发电量进行对比分析，确定风电场未

来 20 年内的发电能力。这是项目目标实现程度评价的主要

内容，也是整个风电场项目后评价的核心内容之一。

那么，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初步设计报告中的发电量是

如何计算的呢？简单地说，就是在拟建风电场的区域，选

择某一能够代表该区域地貌特点的位置，设立一个测风塔。

在测风进行最少满一年之后，根据《GB/T 18709 － 2002 
风电场风能资源测量方法》[4]，对测风数据进行整理，满足

相关要求后，利用整理后的测风数据，结合拟建风电场附

近气象台站的长期风资源数据，对测风塔的短期数据进行

长期修正。然后，根据拟建风电场区域的电子地形图，风

电场拟选机位的具体坐标，并结合拟安装的风电机组轮毂

高度、风轮直径、风电机组功率曲线和推力曲线，利用专

业的风资源仿真软件如 WAsP、WindSim 等，以及配合相

关的风电场设计优化软件，如 WindFarmer、WindPro 等，

首先计算拟建风电场的年理论发电量和尾流损失。

上述计算完成后，根据发改委《风电场工程可行性研

究报告编制办法》（发改能源【2005】899 号）[5] 等文件要求，

还需对上述计算的发电量数据进行各种折减修正，除尾流

外，还主要包括 ：

（1）空气密度修正系数 ：风功率密度与空气密度、风

速成正比，在标准空气密度下，风电机组输出功率与风速

的关系曲线即为风电机组标准功率曲线。而在实际情况中，

实际空气密度常低于标准空气密度，那么，在相同的风速

条件下，空气密度越低，风电机组输出功率也越低 ；或者，

对应同一风电机组功率值，空气密度越低，要求吹向风机

的风速就越大。这样，就会出现风电机组无法满发的情况。

因此，风电场年上网电量的估算应进行空气密度修正。目前，

最常用的上网电量修正方法是，以年平均空气密度与标准

空气密度相比得到修正系数，直接修正年理论发电量。但是，

当实测空气密度偏离标准空气密度较大时，按此正比关系

进行修正的误差较大。

（2）控制和湍流折减系数 ：风电机组随风向的变化需

要不断调整机组的运行状态，风向发生变化时，叶片和机

舱都要随之进行调整，确保获得最大扫风面积。然而，在

实际运行中，机组的控制总落后于风向的变化，使风电机

组的输出功率减小。湍流强度越大，风速越不平稳 ；风速

随湍流的增大而减小，进而降低了风机输出功率。因此，

根据风电场湍流强度值和风向变化情况，对控制和湍流折

减系数取值，控制和湍流系数一般取 5% 左右。

（3）叶片污染折减系数 ：叶片表层污染使叶片表面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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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风电场某一段时间内（一般为完整运行的一年）的实际

发电量（简称实际发电量）与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初步设计

报告中计算的理论发电量（简称理论发电量）进行对比，

两者明显不存在可比性，主要体现在 ：

一方面，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上述推测折减系数的

方法意义并不是很大，特别是叶片污染折减系数、气候影响

折减系数、控制和湍流折减系数、风电场损耗系数、软件计

算误差、限电等折减系数很难通过分析直接得出，根本无法

进行具体量化，只能提出一些如上所述的参考数值 2。[6] 而

对于某一个具体的风电场，实际的折减值既不可能明确地

划分为某一项折减，也不可能跟这些参考值完全吻合，更

多的情况下，甚至出现实际值与参考值相差较大的问题。

因此，折损数值不存在可比性。

由表 1 可见，仅考虑几项不易数字量化的折减系数的

情况下，若只改变其中一项折减，对同样的理论发电量 ( 未
折减前 ) 来说，折减后的理论上网电量相差 2%( 从 83% 到

81%)，也就是说，对于一个 49.5MW 的风电场来说，全年

理论上网电量在不同的折减系数下，将出现大约 200 万千

瓦时的误差。这说明折减系数对发电量估算影响很大，但

又没有明确指标说明风电场在某种风况条件下，或电网条

件下，应该折减多少值，所以无法明确确定某一风电场条

件下的折减系数。用于理论发电量的折减，不确定性较大，

实际应用意义不大。

另一方面，理论上网电量的测风数据是经过附近气象

台站，在考虑了大风年、小风年后，进行长期修正过的平

均值，数据更能代表该风电场区域的常年风资源状况 ；其

计算是基于该 ( 平均 ) 测风数据，对一个风电场全生命周期

（一般陆上为 20 年）内，通过各种折减系数的假设后计算

所得。

而实际发电量仅仅是具体的某一年中，该风电场实际

的发电量，进行后评价的这段测风数据因为没有进行长期

表1 不同折减系数对发电量的影响

折减类别 不同折减系数(%)
叶片污染折减 3 3 6

气候影响折减 4 4 7

风电场损耗 3 3 10

软件计算误差 5 7 10

限电 3 3 5

总折减系数 83 81 67

糙度提高，翼型的气动性能下降，降低了对风能的捕获能

力，进而降低风机发电量。应根据风电场沙尘、降水、昆虫、

覆冰等情况，判断可能造成的叶片污染，对叶片污染折减

系数取值，一般污染系数取 6% 以内。

（4） 风电机组可利用率 ：风电机组性能的好坏直接影

响发电量的多少和经济效益的高低。风电机组可利用率不

仅与风机自身质量有关，也与风机维护、检修等有关。根

据近两年风电质量调研报告数据来看，我国国产风电机组

普遍存在技术成熟度低、制造工艺不高等问题 ；国外机组

又容易出现维护不当、售后不及时等问题，都导致风电机

组可利用率常常不能达到设计值。因此，一般风电场风力

发电机组的可利用率典型折减数值为 5%~ 10%。

（5）风电机组功率曲线保证率折减 ：风电机组实际功

率曲线达不到设计值，从而降低发电量。在没有进行功率

曲线验证的前提下，因风电机组厂商对功率曲线的保证率

一般为 95%，因此取风电机组功率曲线折减典型值为 5%。

（6）风电场损耗系数 ：风电机组发出的电力在集电线

路和场内自用都有损耗，应根据风电场地形复杂程度、集

电线路能量损耗、风电场设计方案等因素，估算场用电和

输电线路、机组变电站损耗占总发电量的百分比。一般能

量损耗系数为 3%~ 10% 之间。

（7） 气候影响折减系数 ：根据风电场所在区域气候特

点，当出现低温、冰霜、凝冻、极端风况等特殊天气时，风

机的运行效率有所下降，且风机停机再启动需要一定的回升

区间，这些都会造成发电量降低。其典型值一般在 3 %~ 7%
之间。

（8）软件计算误差折减 ：软件模拟与风电场实际地形

之间总存在一定的差异，特别是地形复杂的情况下，发电

量计算软件对风电场适应性不好，可能造成理论发电量估

计过高，需要进行折减。其典型值一般在 5%~ 10% 之间。

（9）电网频率波动与限电等折减 ：由于电网频率波动，

为保障电网安全而暂时限电等影响，风电场会由于暂时脱

网而影响发电量，其典型值一般在 3%~ 5% 之间。

从理论上来讲，以上提出的各种折减系数是非常有意

义的，符合风机实际应用的特点和规律，而由此计算出的

年 ( 折减后 ) 理论发电量也是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和理论基

础的。该折减后的数值也就是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初步设计

报告中的理论发电量。

根据项目后评价的一般要求，在后评价过程中，需要

2 国家发改委在一份名为《关于对中国风电发电量折减问题的说明》材料中，由国家风电建设前期工作技术归口管理单位水电水利规划总院给出了上述各折
		减系数的参考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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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可能是大风年，也可能是小风年 3，也有可能是平风年，

与平均值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不能代表风电场常年的实际

发电能力。因此，测风数据不存在可比性。

上表 2 给出了山东北部沿海 3 个风电场 2010 年

~2011 年实际发电量，可见，连续两年间，由于大小风年

的影响，三期风电场的发电量、等效小时数差别均较大。

同时，因为测风数据仅是当年一年的数据，没有进行长期

修正，与可研数值也有较大差距。这说明，单一一年的后

评价数据，不能作为风电场长期发电能力的评价标准。

因此，基于以上两点，传统项目后评价意义上的项目

产出（风电场项目即发电量）评价，即项目某一时间段实

际发电量与项目可研中的计算发电量进行对比，对于风电

场项目来讲，简单的发电量数值的比较是没有很大实际意

义的，需要根据风电项目的特点，进行一些创新。

3 发电量评价的建议

因为理论发电量与实际发电量一个是多年的均值，一

个是一年的数值，不具有可比性，并且，折减系数缺乏事

实根据，因此，笔者给出如下三方面建议，对理论发电量

和实际发电量进行分析评价。

(1) 折减系数分析 ：对于那些可以通过后期实际运行

状况分析得到具体数据的指标，如风电机组可利用率、风

电场损耗系数等，可以通过实际值与可研采用的假设值进

行对比分析的方法，作为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内容是否合

理的一个评价内容。而对于那些不易量化的指标，在后评

价中不予评价。

(2) 发电量对比分析 ：可研中，发电量的计算是基于

该地区常年平均风数据。因此，考虑对后评价阶段的测风

数据进行长期修正 ( 需要测风塔附近气象台站近 30 年测风

数据，相关要求见《GB/T 18709 － 2002 风电场风能资源测

量方法》和《GB/T 18710 － 2002 风电场风能资源评估方法》
[7])，利用修正后的测风与当年测风的修正系数，修正当年

实际发电量，进而与理论发电量做比较。

(3) 功率曲线分析 ：对于实际发电量评价，重点应分

析风电场应该能够发多少电。风电场的发电能力是基于风

电机组能否到达设计出力。因而，可以利用已经运行机组

的 SCADA 系统的数据，结合附近的测风塔数据，进行功

率曲线分析，确定风电场每台风电机组的运行状况，进而

推至整个风电场发电能力。通常按以下流程开展 [8] ：首先，

分析测风塔和机舱轮毂高度测风数据，建立风轮前后风速

转换函数，如下图所示 ：

利用转换函数获得风轮前风速，结合 SCADA 数据中

功率，建立风轮前风速与风电机组功率间的对应关系。 
根据风电机组购销合同中提供的保证功率曲线，确定

该风电场风电机组的“正常”功率曲线，以及一定的可接

受范围。 
然后，挑选发电量最低的一台或多台风电机组，重复

上述过程，检验其实际功率曲线是否在上述可接受范围内，

如果不满足，则说明该风电场未能发出应有的发电量，具

体分析相关的原因，并给出改进建议。

如图 4，红色曲线为正常功率曲线，其它曲线为挑选

的几台发电量较低的风电机组。经对比，这些实际功率曲

3 大风年、小风年对风电场的实际发电量影响很大。2011 年，在国内很多地方都是小风年。山东北部沿海等地的风电场，均是小风年，发电量比 2010 年减		
		少约 10%（几乎无限电影响）。

图1	风速转换函数

表2 山东北部沿海3个风电场2010年、2011年实际发电量       

与可研值对比

项目发电量 风电场一 风电场二 风电场三

等效小时数

（h）

可研值 2351 2132 2059

2010 年 2460 2333 2401

2011 年 2332 2316 2190

年发电量

（GWh）

可研值 117.81 106.62 102.98

2010 年 123.02 115.48 120.06

2011 年 115.43 114.64 1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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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均在正常功率曲线附近，满足功率曲线要求，说明发电

量较低不是因为风电机组自身原因，则进一步考虑尾流 ( 风
风电机组排布 )、限电、故障等方面的原因。

可见，该方法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小测风数据缺乏长期

修正和折减系数缺乏实际依据带来的误差，便于风电场及

图2	机舱风速与功率的关系

图3	“正常”功率曲线

图4	正常功率曲线与实际功率曲线

时发现问题，有针对性地改进，能切实可行地提高发电量，

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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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风电机组载荷计算是风电机组设计的第一步，得出的

载荷结果用于作为机组结构部件强度分析的输入，因此载

荷计算结果的可靠性对风电机组的设计至关重要。目前一

般用多体动力学方法建立机组仿真模型来进行风机的载荷

计算，仿真模型中将传动系统简化为单自由度模型，只考

虑传动系统的扭转自由度而不考虑俯仰等其它方向的自由

度，叶片、塔架等机组结构部件只考虑其质量、惯性矩和

阻尼等参数。

近年来，由于市场的需求，风电机组的设计容量在不断

增加，导致风电机组的结构部件尺寸不断加大。这样整个风

机系统重量增大，系统变柔，固有频率降低，低频成分增加；

同时，风电机组的主要部件叶片和塔架属于细长型结构体，

自身柔度大，极易发生振动；此外，大容量机组带来的传动

系统刚度降低，使它非常容易受风轮振动和塔架振动的影响。

如果还沿用以前的载荷计算方法，采用过多的假设条

利用LMS SWT软件进行风电机组
载荷计算

王丹丹1，张宇1，李喜梅1，程人杰2，张旗利2

（1.	北京鉴衡认证中心，北京	100013；2.	LMS(北京)技术有限公司，北京	100101）

摘   要 ：本文利用 LMS SWT 软件建立风电机组参数化整机模型，进行 Cp 曲线分析、模态分析和载荷计算，并将计算结果

与 Bladed 软件的计算结果进行了对比，为风电机组载荷仿真提供参考。

关键词 ：风电机组 ；载荷计算 ；LMS SWT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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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the LMS SWT Software for Wind Turbine Load Calculation
Wang Dandan1, Zhang Yu1, Li Ximei1, Cheng Renjie2, Zhang Qili2

(1. China General Certi�cation., Beijing 100013 , China; 2. LSM Engineering Co.,Ltd.,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is paper establishes the accurate wind turbine parameters of the model and does model analysis, itcompared  the load calculation 

results with GH Bladed so�ware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wind turbine load simulation.
Keywords: wind turbine; load calculation; LMS SWT

件，考虑的自由度相对较少，这样容易导致计算模型不精确。

丢失其它的重要信息，使得载荷计算结果不够精确，从而

忽略影响风电机组安全的重要问题。

基于以上原因，北京鉴衡认证中心联合比利时 LMS
公司，利用 LMS SWT 软件，采用多体动力学和有限元相

结合的方法，建立非线性的风电机组系统级仿真模型，并

针对大型风电机组传动系统动态特性进行研究。 
本文利用 LMS SWT 软件进行风电机组参数化建模和

载荷计算，并和 Bladed 软件计算结果进行比较，用以验证

利用 LMS SWT 软件计算风电机组载荷的有效性。

1 载荷计算方法

1.1 LMS SWT软件

LMS SWT 软件计算版本为 SWT V3.2，如图 1 所示。

软件采用基于有限元方法的柔性多体动力学和基于动

量－叶素理论描述的空气动力学。有限元方法被延伸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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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自由度之间的关系以使其能产生运动，这种理论联合

Newmark 法和 HHT 时间积分法，能为包含刚性单元、超

单元和有限元单元部件的复杂模型建模和求解，这正适合

于风机这样的包含机械和控制的复杂系统。

同时采用自主开发的 Areo 单元来计算作用在叶片上的

空气动力载荷，通常，叶片被离散为若干截面，每个截面

赋予相应的空气动力、几何、弹性和机械特性。这种特定

单元补充了动量－叶素理论，包含了来自实际风场的大气

湍流模型、塔影效应、离地面不同高度的风剪切效应和叶

片之间相互作用产生的影响等。

风电机组的控制系统利用在线的软件控制方法，可以

接入内部或者从 Matlab 等仿真工具外部导入的控制算法，

完成机电耦合的风电机组仿真模型。

1.2 Bladed软件

Bladed 软件为 GL 开发的用于风电机组载荷计算软

件，基于叶素－动量理论，用多体动力学方法进行载荷计算。

本次载荷计算软件版本为 V4.2，如图 3 所示。 

2 载荷计算

2.1 机组建模

本次载荷计算选取某 1.5MW 风力发电机组，机组基

本参数见表 1。机组主要部件的建模方式如下。

2.1.1 叶片建模

叶片选择梁单元。两种软件建模方式一致，在参数化

界面中输入叶片展向各截面的物理参数和翼型相关数据，

即可完成对叶片的建模。LMS SWT 软件中需要先建立连

接点（connecters）并给出坐标值，便于后续的模型装配。

表1 机组参数表

风轮直径（m） 82

输出功率（kW） 1500

叶片数目 3

塔架高度（m） 65

切入风速（m/s） 3

切出风速（m/s） 25

图1	SWT	V3.2软件

图2	利用超单元和空气动力的叶片截面单元构建的叶片模型 图3	Bladed	V4.2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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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塔架建模

塔架建模选择梁单元，LMS SWT 软件按每段塔架为

单位进行，输入各段塔架的上下端面结构尺寸和材料物理

属性并选择分段段数，本次建模选择 6 段。Bladed 软件直

接输入各焊接端的结构尺寸和材料物理属性。

对于塔架法兰的建模，LMS SWT 软件是直接建模，

Bladed 软件通过增加点质量的方式仿真。

2.1.3 传动链建模

传动链建模考虑主轴、高速轴的刚度和阻尼，同时 齿
轮箱弹性支撑对机组动态特性有重大影响，仿真中也加以

考虑，将其模拟成一个弹簧，给出等效刚度和阻尼。两种

软件建模方式一致。

2.1.4 控制器建模

载荷仿真中两种软件均通过调用外部控制器（.dll）对

机组进行运行控制。

2.1.5 其他建模

其他结构部件如机舱、轮毂等结构部件的质量和转动

惯量信息，两软件均可直接输入。 
2.2 工况定义

对比计算中选取了表 2 所列工况进行计算。

2.3 计算说明

本次计算中，动态失速模型采用 Beddoes-Leishman，
叶尖损失和轮毂损失采用 Prandtl, 并考虑动态尾流影响，

均考虑了塔影效应和风剪切的影响。对于风轮不平衡（气

动和质量）和机械损失，本次计算未考虑。

3 结果比较

3.1 模态分析

以下表格列出了机组的基本模态（叶片和塔架）对比

结果。通过对比发现，模型叶片和塔架的频率差异均在 5%
以内，但塔架的扭转频率不同软件计算结果差异较大。

3.2 Cp曲线计算

根据计算结果，本机组从切入风速到切出风速，其叶

尖速比范围为 3.77 － 11.3。选取叶尖速比 3 － 10 进行机

组 CP 值比较，如图 5 所示。 
根据比较结果，两种软件计算出的气动计算结果基本

吻合。在叶尖速比 3 － 4 范围稍有差异。

3.3 稳态风计算结果比较

以下列出了 DLC2.1（v=6m/s）稳态风工况结果数据

对比。 
转速、气动扭矩和叶根载荷结果吻合较好，但塔架载

荷有较大差异。

经比较，两种软件对于塔架阻尼的定义稍有不同。

LMS S4WT 软件中是通过定义塔架材料阻尼系数来完成塔

架结构阻尼的定义，软件会根据用户定义的材料阻尼系数

自动计算塔架的整体结构阻尼比 [2]。而 Bladed 软件允许用

户直接定义塔架的整体结构阻尼比系数，这样就需要进行

相关的转化。

3.4 湍流风计算结果

以下列出了 DLC2.2（v=6m/s）湍流风工况结果数据

对比。

图4	LMS	SWT参数化的风电机组整机模型

表2 载荷工况表

工况 描述
DLC1.1 模态分析

DLC1.2 功率曲线计算

DLC2.1 稳态风计算（6m/s 稳态风）

DLC2.2 湍流风计算（6 m/s 湍流风）

表3 机组模态计算结果对比

工况 LMS SWT Bladed 相差百分比
叶片面内一阶 0.65 0.65 0.00

叶片面外一阶 1.95 1.92 -1.54

叶片面内二阶 1.34 1.32 -1.49

叶片面外二阶 4.27 4.09 -4.22

塔架前后一阶 0.36 0.37 2.78

塔架侧向一阶 0.37 0.37 0.00

塔架扭转一阶 2.64 2.14 -1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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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机组叶尖速比范围

图6	机组CP曲线对比

图7	转速

图8	气动扭矩

图9	叶根Mx（黑色—GH	Bladed；红色—LMS	SWT）

图10	叶根My（黑色—GH	Bladed；红色—LMS	S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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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塔顶Fx（黑色—GH	Bladed；红色—LMS	SWT）

图12	塔底My（黑色—GH	Bladed；红色—LMS	SWT）

图13	叶根MX（黑色—GH	Bladed；红色—LMS	SWT）

图14	叶根MY（黑色—GH	Bladed；红色—LMS	SWT）

图15	塔架顶部Fx力矩载荷对比曲线（黑色—GH	Bladed；
						红色—LMS	SWT）

图16	塔架底部My力矩载荷对比曲线（黑色—GH	Bladed；
						红色—LMS	S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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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本文利用 LMS SWT 软件建立了参数化的某风力发电

机组仿真模型，针对不同的工况条件，进行了风力发电机

组的载荷计算，并与 Bladed 软件在同种风力发电机组、同

种工况条件下的计算结果进行了对比。通过对比发现 ：

（1） LMS SWT 软件的风电机组的模态计算结果、Cp
曲线计算结果和载荷计算结果与 Bladed 软件的计算结果基

本一致。

（2） LMS SWT 软件中对塔架结构阻尼的定义与

Bladed 软件定义不同，需要做转化后再进行输入。

（3） LMS SWT 软件采用多体动力学和有限元相结合的

方法，建立参数化的非线性风力发电机组建模方式和流程化

的工况条件定义，相较于 GH Bladed 软件的线性化风电机

组模型，不仅可以帮助用户方便快捷地完成风力发电机组的

载荷分析计算，而且可以使用户在进行风力发电机组的初始

设计与改型设计时，准确理解设计参数的意义，及时发现设

计中存在的缺陷，从而获得现实可行的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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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风电在我国的迅速发展，普通海拔可用的优良

风资源越来越少，为了寻求风电机组的持续发展，开发高

海拔型风电机组成为一种必然趋势。然而与普通型风电

机组相比，高海拔型风电机组所处的外部环境发生很大

变化，如 ：高海拔空气密度低、含氧量少、昼夜温差大，

以及气温、气压和空气密度等大气参数随海拔升高而递减

等，这些变化对风电机组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而目前我

国低压电器现行的各类标准和 IEC 标准主要适用于海拔

2000m 及以下地区，指导高原地区的低压电器的类似标

准相对较少。但是在高海拔环境下，空气压力和空气密度

下降、空气密度降低、日温差大、空气绝对湿度相应减少

等因素，均对风电机组中的低压电器的正常使用带来了影

响，甚至一般的低压电器并不能完全适应高海拔条件。本

文主要针对上述情况论述高海拔地区风电机组在设计中的

应对措施。

1 高海拔环境对风电机组的主要影响因素

1.1 高海拔环境对绝缘介质强度的影响

自然空气是一种最常用的绝缘介质，在自然大气压下

其绝缘性能和灭弧性能都会对风电机组的设备产生影响。空

气的介质绝缘强度随着气压的提高而增加，在空气稀薄或真

空状态下，绝缘强度又随着真空度的提高而提高。其中间有

一个绝缘强度的最低点（如图 1 所示约 6torr － cm）。这种

介质绝缘强度随气压变化成凹形曲线的关系现象叫巴申定

律，详见图 1。
                     

Ub ：击穿电压 ；p ：气体压力 ；d ： 电极距离

式中 A 和 B 在一定 E/P 范围内是常数， Y 为离子撞击

高海拔地区风电机组的电气设计 
陈效国

（华创风能有限公司，沈阳	110027）

摘  要 ： 本文分析了高海拔环境对风电机组及其内部设备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及建议，对风电机组进行了改进

和优化，解决了风电机组在高海拔环境下的应用问题。

关键词 ：高海拔 ; 降容 ; 温升 ; 绝缘 ; 电气间隙 ; 爬电距离

中图分类号 ：TG75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2)12-0094-05

The Electrical Design of Wind Turbines in High Altitude Environment
Chen Xiaoguo

(China Creative Wind Energy Co.,Ltd., Shenyang 110027,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high altitude environment on wind turbines and internal equipment , puts forword a 

corresponding solution and suggestions. It also gives improve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wind turbines and  solves the application 

problem in high altitude environment . 
Keywords: high altitude ; temperature derated coefficient ; temperature rise; insulation;electric clearance ; creepage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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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极时所发生的电子发射的过程。

巴申定律可以看成是 pd 的函数 ：

                                Ub=f(pd)

巴申曲线如图 1 所示 ： 

高海拔处于巴申曲线右侧，随着海拔的升高，空气密

度逐渐降低，空气的介电强度也相应下降，空气间隔的放

电电压明显降低，导致电器的外部绝缘强度降低，外绝表

面及不同电位的带电间隙比较容易击穿，特别是对电气间

隙和爬电距离的影响较大。

通常，电器间隙以电器承受所要求的冲击耐受电压来

确定，而爬电距离由作用在跨接爬电距离两端的长期电压

有效值来确定。

根 据 国 标 GB/T 16935.1 － 2008/IEC 60664 －

1:2007[1], 附录 A 给出了电气间隙耐受特性的基本参数，详

见下表 1 ：

而对于使用地点高于海拔 2000 米的设备，工频耐受

电压值和冲击耐受电压值应符合常规性相应产品的要求。

在产品使用地点海拔和产品试验地点海拔不同时，电气间

隙应乘以相应的海拔修正系数。修正系数详见国标 GB/T 
16935.1 － 2008/IEC 60664 － 1:2007 , 附录 A 中表 A.2，
即下文表 2 所示。

电气间隙应以承受所要求的冲击耐受电压来确定。对

于直接接至低压电网供电的设备，其所要求的冲击耐受电

压是在 4.3.3.3 基础上确定的额定冲击电压。

设备的额定冲击电压应按照国标 GB/T 16935.1 －

2008/IEC 60664 － 1:2007 中表 F.1 用相应规定的过电压

类别和该设备额定电压来选择，详见下文表 3 所示。

确定爬电距离以作用在跨接爬电距离两端的长期电压

有效值为基础。此电压为实际工作电压、额定绝缘电压或

额定电压。瞬时过电压通常不会影响电痕化现象，因此忽

略不计。

1.2 高海拔环境对温升的影响[2]

电器设备散热主要有对流、传热及辐射 3 种方式。空

图1	巴申曲线

摄影：段继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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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海拔2000m处的耐受电压（kV）

电气间隙
情况A非均匀电场 情况B均匀电场

交流(50/60 Hz) 冲击(1.2/50) 交流(50/60 Hz)
交流(50/60 Hz)
和冲击(1.2/50)

mm Ur,m,s Ur,m,s

0.001 0.028 0.040 0.040 0.028 0.04
0.002 0.053 0.075 0.075 0.053 0.07
0.003 0.078 0.110 0.110 0.078 0.11
0.004 0.102 0.145 0.145 0.102 0.14
0.005 0.124 0.175 0.175 0.124 0.17

0.00625 0.152 0.215 0.215 0.152 0.21
0.008 0.191 0.270 0.270 0.191 0.27
0.010 0.23 0.33+ 0.33+ 0.23 0.33
0.012 0.25 0.35 0.35 0.25 0.35
0.015 0.26 0.37 0.37 0.26 0.37
0.020 0.28 0.40 0.40 0.28 0.40
0.025 0.31 0.44 0.44 0.31 0.44
0.030 0.33 0.47 0.47 0.33 0.47
0.040 0.37 0.52 0.52 0.37 0.52
0.050 0.40 0.56 0.56 0.40 0.56
0.0625 0.42 0.60+ 0.60+ 0.42 0.60
0.080 0.46 0.65 0.70 0.50 0.70
0.10 0.50 0.70 0.81 0.57 0.81
0.12 0.52 0.74 0.91 0.64 0.91
0.15 0.57 0.80 1.04+ 0.74 1.04
0.20 0.62 0.88 1.15 0.89 1.26
0.25 0.67 0.95 1.23 1.03 1.45
0.30 0.71 1.01 1.31 1.15 1.62
0.40 0.78 1.11 1.44 1.38 1.95
0.50 0.84 1.19 1.55 1.59 2.25
0.60 0.90 1.27 1.65 1.79 2.53
0.80 0.98 1.39 1.81 2.15 3.04
1.0 1.06 1.50+ 1.95 2.47 3.50
1.2 1.20 1.70 2.20 2.89 4.09
1.5 1.39 1.97 2.56 3.50 4.95
2.0 1.68 2.38 3.09 4.48 6.33
2.5 1.96 2.77 3.60 5.41 7.65
3.0 2.21 3.13 4.07 6.32 8.94
4.0 2.68 3.79 4.93 8.06 11.4
5.0 3.11 4.40 5.72 9.76 13.8
6.0 3.51 4.97 6.46 11.5 16.2
8.0 4.26 6.03 7.84 14.6 20.7
10.0 4.95 7.00+ 9.10 17.7 25.0+
12.0 5.78 8.18 10.6 20.9 29.6
15.0 7.00 9.90 12.9 25.7 36.4
20.0 8.98 12.7 16.4 33.5 47.4
25.0 10.8 15.3 19.9 41.2 58.3
30.0 12.7 17.9 23.3 48.8 69.0
40.0 16.2 22.9 29.8 63.6 90.0
50.0 19.6 27.7 36.0 78.5 111.0
60.0 22.8 32.3 42.0 92.6 131.0
80.0 29.2 41.3 53.7 120.9 171.0
100.0 35.4 50.0+ 65.0 148.5 210.0+

注 ：0.001mm 至 0.008mm 的电气间隙资料来源于 P.Hartherz，Ken	 Yhia，L.Muller，R.pfendtner 和 W.Pfeiffer 的文献《大气中各种气压下
对微米级气隙的电击穿试验》，该文献在 2001 年美国马里兰州 Ellicot 城举行的有关气体介电的国际学术会上发表，并被收集在同名的第
333~338 页。
更详细的资料可参见 P.Hartherz 论文《用于在周期冲击电压负载下固体绝缘分析的局部放电测量技术》，该论文刊载于 Shaker 出版社
2002 年出版的达牧施塔特工业大学论文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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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海拔修正系数

海拔/m 正常气压 /kPa 电气间隙的倍增系数

2000 80.0 1.00

3000 70.0 1.14

4000 62.0 1.29

5000 54.0 1.48

6000 47.0 1.70

7000 41.0 1.95

8000 35.5 2.25

9000 30.5 2.62

10000 26.5 3.02

15000 12.0 6.67

20000 5.5 14.5

表4 不同海拔高度的平均温度值

海拔/m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平均温度/℃ 20 20 15 10 5 0

表3 直接由低压电网供电的设备的额定冲击电压

基于GB 1563)

电源系统1)的标称电压 从交流或直流标称电压
导出线对中性点的电压

（小于等于）/V

额定冲击电压2)

三相/V 单相/V 过电压类别4)

Ⅰ
V

Ⅱ
V

Ⅲ
V

Ⅳ
V

50 330 500 800 1500

100 500 800 1500 2500

120~240 1505) 800 1500 2500 4000

230/400   277/480 300 1500 2500 4000 6000

400/690 600 2500 4000 6000 8000

1000 1000 4000 6000 8000 12000

1）现有不同低压电网及其标称电压见附录 B。
2）有这类额定冲击电压的设备可用于 IEC60364-4-44 规定的装置中。
3）	三相四线配电系统用符号“/”表示，较低值为线对中性点电压，较高值为线对线电压，仅有一个值的表示三相三线系统，并规定为线对线值。
4）对电压类别的解释见 4.3.3.2.2。
5）	在日本，单相系统的标称电压是 100V 或 100V~200V。然而，相对于该电压的额定冲击电压由线对中性点电压 150V 的那一栏确定（见附录 B）。

表5 工频耐压和冲击耐压的海拔修正系数Ka
产品使用地点海拔/m 2000 3000 4000 5000

产品试验地点海拔/m

0 1.25 1.43 1.67 2

1000 1.11 1.25 1.43 1.67

2000 1 1.11 1.25 1.43

3000 0.91 1 1.11 1.25

4000 0.83 0.91 1 1.11

5000 0.77 0.83 0.91 1

注 1 ：低压电气的介电试验，例如相与相之间、相和中性线与地之间、同一相断开触点之间的介电性能试验包括了对固体绝缘和电气间隙
						的绝缘试验，因此试验电压应按表的要求进行修正。因专门用于固体绝缘的介电性能不受海拔高度的影响，所以试验电压不需要修正。
注 2 ：对于工频耐压，产品试验地点在海拔 2000m 及以下时，修正系数 Ka 按试验地点海拔 2000m 计算。
注 3 ：试验电压值为常规型产品标准规定值与海拔修正系数 Ka 的乘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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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作为散热介质情况下，空气密度主要影响对流和传热。

如果空气密度小，则对对流和传热都不利。

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空气密度逐渐降低，散热的对流

作用减弱，进而会影响空气冷却的效果，使以空气对流为主

要散热方式的产品散热更加困难，温升增加。而产品温度的

增加又会导致其额定容量下降，影响设备的使用寿命。

按标准 GB ／ T20645—2006《特殊环境条件高原用

电器技术要求》[3]，环境温度随海拔的升高而降低，这也会

对设备的温升起到一定的补偿作用。补偿程度需视产品的

散热特点和环境温度而定。环境空气温度的补偿值为海拔

每升高 100m，环境空气温度降低 0.5℃。

不同海拔高度处的环境温度值如国标 GB ／ T20645—
2006 中表 A.1“不同海拔高度的平均温度值”所示，详见

本文表 4 所示。

海拔升高，空气密度降低，影响以空气为散热介质的产

品的散热效果。一般海拔每升高 100m，产品温升增加约 0.4K。

1.3高海拔环境对开关电器产品灭弧能力的影响

海拔增高，空气密度降低，使以自由空气为灭弧介质

的开关电器产品灭弧困难，通断能力下降和电寿命缩短。

这种影响来自两个方而，一方面会造成开关电器灭弧时间

延长，触头烧损严重，从而使得接通和通断能力降低 ；另

一方面有利于开关电器灭弧。

1.4 高海拔环境对热脱扣功能的元器件动作特性的影响[4]

对产品动作性能的影响 由于高原地区散热的对流作用

减弱，且最低气温较低，日温差较大，会给一些低压电器

产品的动作特性带来一定影响，如热磁式低压断路器的动

作特性、热继电器的动作特性均会发生一定变化。具有热

脱扣功能的元器件，应根据温度校正曲线，对动作电流值

进行鉴定，以满足实际使用时对特性的要求。

1.5 高海拔环境对元器件电寿命的影响

由于受高海拔地区极端最低气温过低及电器产品温升

和灭弧时间的综合影响，高原环境会对低压电器产品的电

寿命产生一定影响。

2 高海拔环境下风电机组的设计优化

2.1 针对绝缘介质强度的优化

绝缘介质强度降低，导致电器的外部绝缘强度降低，

外绝表面及不同电位的带电间隙比较容易击穿，特别是对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的影响较大。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

2.1.1 针对海拔环境，我们尽可能采用较高绝缘等级的

产品。对于使用地点高于 2000m 的设备，工频耐受电压值

和冲击耐受电压值应符合常规型相应产品标准的要求。在

产品使用地点海拔与试验地点海拔不同时应乘以修正系数，

修正系数可按GB/T 20645-2006中的规定及相关说明选取，

见表 5 ：工频耐压和冲击耐压的海拔修正系数 Ka 表。

2.1.2 对绝缘采取相应的加强措施，如 ：高压线圈表面

涂防电晕漆，选用额定电压高一级的产品等。

2.2 针对温升的优化

产品温度的增加又会导致其额定容量下降，影响设备

的使用寿命。所以我们可以采用一下优化方法。

2.2.1 增加散热效果

增加或加大散热器的散热效果，能有效地补偿因海拔

变化对温升的影响。

2.2.2 增加元器件的容量

元器件的容量加大后，其本身的发热量会减少，也能

有效地补偿海拔变化对温升的影响。

2.3 针对温差变化的的优化 [5]

在高海拔环境下，环境的温差变化较大，也会对设备

产生不利影响，我们要通过加热和冷却系统来保证设备的

温度，同时也要加强柜体的密封效果，提高 IP 等级。

3 结论

本文分析了高海拔因素对绝缘介质强度、温升、开关

电器的灭弧能力、热脱扣功能元器件的动作特性以及元器

件电寿命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在高海拔环境下的

风力发电机组电气设计的成果，为风力发电机组在高海拔

地区的应用提供了重要参考和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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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从国家发布的《可再生能源“十二五”发展规划》中获悉，

截止 2010 年底我国风电累计并网装机容量已达到 31GW，

2010 年发电量 50TWh ；到 2015 年预计达到 100GW，年

发电量超过 190TWh ；2020 年达到 200GW，年发电量超

过 390TWh。由此看来，风电产业发展潜力巨大，市场前

景非常乐观。并且目前都已经进入了大功率、大机型的风

力发电塔架时期，3MW 风力发电塔架占主导。

风力发电塔架一旦投入运行，将一年 365 天因风而动，

其不仅承受动载荷而且还承受静载荷，塔架主要所承受的

作用力有 ：风力作用在叶片上的推力，扭矩、弯矩、陀螺

力矩、电机齿箱的振动及受力变化摆动。因此对塔架的质

量要求极高，如何才能保证质量，主要是靠钢板下料和焊接。

风电机组塔架钢板下料尺寸计算
马志文，梁慧丽

（北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兰州	730000）

摘   要 ：本文提供了风电机组塔架钢板下料尺寸计算方法，风电机组塔架是由数段圆锥筒体依靠法兰连接组成一个锥形圆

筒状结构，对每一张钢板的尺寸计算有极高的要求，必须严格控制其误差。本文给出了一个固定的模板，只需输

入个别已知数据，模板就会自动算出所有所需尺寸，同时尽可能减少人为因素。

关键词 ：风电机组塔架 ；下料 ；尺寸 ； 计算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2)12-0100-05

The Calculation of the Size of the Wind Turbine Tower Steel Cutting
Ma Zhiwen, Liang Huili

（Lanzhou Locomotive Co.,Ltd.,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The calculation of the size of the wind turbine tower steel cutting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With a conical cylinder structure, wind 

turbine tower is a kind of tapered cylinder structure which is constituted of several conical shells rely on flange connection, the 

tower requests high requirements of dimension calculation and strict control of its error for each plate. A fixed blanking template 

is designed in this article. Input certain known data, the template will automatically calculate all the required size. The designed 

template minimize the human factors as much as possible as well.
Keywords: wind turbine tower; size; cutting; calculate

钢板算料和下料是塔架制作的开始工序，一旦钢板算料不

精确，订料错误，将是一个无法弥补的经济损失，一个项

目一万多吨钢材将全部作废。下料如不符合要求，误差超差，

将会产生错变量、间隙等带来的一系列后续问题，影响整

体塔架质量。所以本文将以 3MW 为例，来阐述塔架钢板

的订料计算和下料编程。

1 3MW塔架介绍

华锐科技设计的 3MW 塔架 [6]，目前已经开始发电，

也是国内最早的 3MW 机型，它由四段塔筒和一段基础环

组成，自上而下分别是上段塔筒（锥段）、中上段塔筒（直

段）、中下段塔筒（直段）、下段塔筒（直段）以及基础环（直

段），其中每一段之间靠法兰连接。为了方便计算，我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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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号来进行编号（可以根据公司内部规定进行编号），上段

塔筒为 T4、中上段塔筒为 T3、中下段塔筒为 T2、下段塔

筒为 T1 以及基础环为 T0。举例说明 ：T4 － 1 为上段塔筒

第一节，以此类推，详见风力发电塔架钢板算料下料程序

中的塔筒编号。

一套塔架总高 89.867m，总重 306.409t，共用法兰

10 片。华锐 3MW 机型 [6] 基本数据见图 1 及表 1。

2 塔架钢板的要求

按照华锐 3MW 的塔架技术规范的要求，经消化分析

对钢板做如下要求 ：

2.1 各项性能指标应符合 GB/T1591-2008、GB/T700-
2006 和 GB 5313 － 85 标准要求 [1][3][4]。                                     

2.2 筒体钢板表面不允许有任何缺陷，比如麻点、裂纹、

皱折、贴边等，不允许采用补焊的方法修补。                   
2.3 筒体钢板要求 I 级探伤板，符合 JB4730 － 2005 

Ⅰ级要求 [2]。                                                    
2.4 原材料进厂后按照批次总数量的 10% 进行 100%

的复验，如有一张板不合格，必须每张板都进行复验。                     
2.5 筒体原材料要求有完整合格的产品出厂证明，必须

具备质量证明书原件或加盖供材单位检验公章的有效复印

件（钢厂注明“复印件无效”时等同于无质量证明书 ）。                                                              
2.6 为了保证制作全程的追溯性，每块钢板上必须标记

有以下信息（不限于）：炉批号，件号，材质和质量等级等。          
2.7塔架筒体钢板厚度≥36mm的必须为正火交货状态。                                                            
2.8 筒体钢板厚度公差满足 EN 10029 B 级要求 [5]。                                                              
2.9 基础环及筒体钢板必须保证每一批有一张加长板。     

3 塔架钢板订料和下料编程

风力发电塔架钢板都是定尺钢板，按照图纸要求将钢

板尺寸计算无误后，再将订料尺寸表发往钢厂，然后钢厂

按照钢板要求进行轧制生产，最后发给用户。并且每一张

钢板没有互换型，每一张重量都在 6t~20t 之间，因此决不

允许出现一点差错，一旦出现差错，后果无法设想。另外，

钢板规格都很大，如果计算时将余料放大，将大大增加了

成本。既要保证钢板下料，又要降低成本，所以对钢板尺

寸计算的下料编程准确性有着极高的要求。

下面就以华锐 3MW 的塔架为例，将该项目的钢板尺

寸进行计算，对下料进行编程。由于华锐 3MW 塔架下面

三段均为直段，直段计算难度不大，很好计算，在这里不

做介绍。现对上段塔筒锥段进行剖析研究 ：

按照项目消化蓝图，根据图纸已知条件利用数学公式

图1	SL3000风力发电塔架示意图

表1 华锐3MW风力发电塔架基本数据表

部件名称 节数 钢板组成 小口直径
（mm）

大口直径
（mm）

单段长度
（mm）

总长
（mm）

单段重量
（T）

总重
（T）

上段塔筒 13 16mm~18mm 3070 4700 30420

89867

56.139

306.409

中上塔筒 9 20mm~26mm 4700 4700 22320 61.6122

中下塔筒 8 26mm~36mm 4700 4700 19960 74.8298

下段塔筒 6 36mm~54mm 4700 4700 14477 86.953

基础化 1 60mm 4700 5116 2690 26.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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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出未知条件。按照下表将一些尺寸用字母代替，方便

罗列公式。

已知条件 ：表 2 中的 A ：板厚 ；B ：大端直径 ；C ：小

端直径 ；D ：筒高（直高），由已知的 A、B、C、D 按照数

学计算公式，求出一系列所需的未知条件，也就是下表中

的黄色区域。

首先，根据塔筒锥段未展开时求出锥角，如图 2 中的

θ 角，公式为 (1)，为后续其余计算做铺垫。并且 θ 角为

弧度值，方便计算。

              
                                                                              

（1）

接下来就可以计算塔筒锥段展开的大小半径 R1，R2，

分别是公式 (2) 与 (3)。

                  
                                                                              

（2）

表2 字母代号一览表

代号 名称 单位 代号 名称 单位 代号 名称 单位

A 板厚 mm H 大弧长 mm M 对角线 mm

B 大口直径 mm I 小弧长 mm S 扇形面积 m2

C 小口直径 mm J 筒高（斜高） mm T
钢板重量（T1：钢板扇形重量；T2：钢板净重量；

T3：钢板订货重量）
T

D 筒高（直高） mm α 展料夹角（弧度） 弧度 L 小弓高 mm

θ 锥角 弧度 a 展料夹角（角度） ° K 大弓高 mm

R1 展料大半径 mm E 大弦长（净板长） mm G 净板宽（G1订料板宽） mm

R2 展料小半径 mm F 小弦长 mm E1 订料板长 mm

D

B

C

a

E

K

GM

L

F

J

图2	各字母的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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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风
力

发
电

塔
架

钢
板

算
料

下
料

程
序

筒
节

编
号

T
4-

1
T
4-

2
T
4-

3
T
4-

4
T
4-

5
T
4-

6
T
4-

7
T
4-

8
T
4-

9
T
4-

10
T
4-

11
T
4-

12
T
4-

13

A
18

18
18

18
18

18
18

16
26

16
16

18
18

B
47

00
45

80
44

52
43

28
42

03
40

76
39

49
38

21
36

94
35

67
34

39
33

12
31

88

C
45

80
44

52
43

28
42

03
40

76
39

49
38

21
36

94
35

67
34

39
33

12
31

88
30

70

D
22

20
23

50
23

00
23

00
23

50
23

50
23

50
23

50
23

50
23

50
23

50
23

00
27

72
.5

θ
0.
05

40
40

9
0.
05

44
54

62
0.
05

38
99

99
0.
05

43
34

45
0.
05

40
29

41
0.
05

40
29

40
6

0.
05

44
54

62
5

0.
05

40
29

40
6

0.
05

40
29

41
0.
05

44
54

62
0.
05

40
29

41
0.
05

38
99

99
0.
04

25
54

44

R
1

86
64

8.
63

 
83

78
6.
52

 
82

27
3.
42

 
79

33
3.
27

 
77

46
7.
24

 
75

11
6.
38

 
72

19
7.
46

 
70

43
3.
18

 
67

89
7.
21

 
65

21
8.
31

 
63

36
2.
10

 
61

12
0.
58

 
74

49
8.
43

 

R
2

84
42

7.
82

 
81

43
5.
65

 
79

97
2.
59

 
77

03
2.
43

 
75

11
6.
38

 
72

76
5.
53

 
69

84
6.
59

 
68

08
2.
32

 
65

54
6.
36

 
62

8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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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 R1， R2 计算出后，就可以计算出展料夹角 α（弧度），

见公式 (4)，竟而可以计算出展料夹角 a（角度），见公式 (5)，
一旦计算出 R1， R2，a 就可以将这三个值输入数控火焰切割

机进行切割下料，只需要准确的输入这三个值，就能准确

无误的对钢板进行下料，也就是上表中的红色区域。先经

过预演等工序，到开始切割，最后下出一张合格的扇形板，

也就是所需要的塔筒锥形钢板。

                        
                                                                              

（4）

                          
                                                                              

（5）

算出 α后，就可以计算出所有所需的尺寸，包括下料

完毕后的一些复检尺寸，和钢板订料尺寸。

订料尺寸，净板宽 G，净板长 E，净重量 T1（扇形重

量），净重量 T2（净矩形板重量），订料时为了保证下料尺

寸，经过实践检验，在订料尺寸的净板宽，净板长上分别

加 20mm，也就是 G1，E1，在计算出订料重量 T3，见公

式如下 ：

                     
                                                                              

（6）

                                                              （7）

                                                       （8）
                                                               

（9）    
                      
                                                                            （10）

                   
                                                                            

（11）

                  
                                                                            

（12）

复检尺寸，也就下完料后对钢板进行一些尺寸复检，

包括大弦长 E（净板宽），小弦长 F，大弧长 H，小弧长 I，
筒高 J（斜高），对角线 M，面积 S（防腐面积）。见公式如下：

                    
                                                                              

（8）

                                                     （13）

                     
                                                                            （14）

                                                        （15）
                                                            （16）
          
                                                                            

（17）

                   
                                                                            

（18）

4 关于塔架钢板的说明

目前国内风力发电塔架设计要求的钢板材质一般为

Q345D 与 Q345E，并且入厂后会按照技术规范的要求对钢

板进行复验，包括钢板尺寸，无损检测以及理化检测等相

关标准进行复验，待所有检测合格后才允许出厂发货，交

付用户。

5 结论

本文通过数学计算公式，借助 Excel 办公软件，在

Excel 里输入计算公式，即可完成所有计算工作，包括下料

编程。本文介绍的方法简单、易懂、易学，适合大部分技

术人员，能很好地控制钢板成本、钢板废料以及钢板的质

量验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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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风电场轮毂高度 50 年一遇最大风速（或极大风速）是

风电机组选型的重要指标，也是计算极限载荷的重要依据。

在《全国风能资源评价技术规定》中给出了气象站 50 年一

遇最大风速的计算公式，其中要求气象站连续 15 年以上最

大风速样本序列。目前，在我国的风电场建设中，气象站

普遍离开发的风电场较远，地形地貌也相差较大，气象站

与风电场的相关性不够 ；在有些地区，气象站观测统计的

长期资料不够齐全，因此利用气象站统计数据来计算风电

场轮毂高度 50 年一遇最大风速的方法，很多情况下行不通，

基于风电场短期测风数据50年一遇最大
风速的算法探讨

刘磊1	,	毕广明2,	蔡安民1

（1.	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北京	100039;	2.	北京聚合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北京	100086）

摘   要 ：针对目前国内多数风电场建设中气象站统计资料短缺，而风电场实际测风时间较短的现状，基于传统极值理论，

本文从本质上探讨风电场 50 年一遇最大风速的算法，用 Gumbell 分布的极值理论肯定了独立暴风法的样本筛取

方法及应用。通过风电场短期测风数据计算 50 年一遇最大风速，为风机选型、极限载荷的计算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 ：50 年一遇最大风速 ；极值理论 ；Gumbell 分布 ；独立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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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culation Discussion of Extreme Wind Speed with 50 Years Return 
Period Based on Short Measure Datas in Wind Farms

Liu Lei1, Bi Guangming2, Cai Anmin1

（1.Guodian combined power technology co., LTD.,Beijing100039,China; 

2. BeiJing JuHe Electrical Engineering Design Co.,Ltd.,Beijing 100086,China)

Abstract: To present situation that short measure data in weather stations and short time of measure data in wind farms, the article expounds 

the basic of extreme theory with classical extreme value theory , and recommends application of Gumbell distribution extreme 

theory to prove samples selection rule and application of the method of independent storm. It can supply reference to select wind 

turbine type and be useful to calculate ultimate load.
Keywords: extreme wind speed with 50 years return period; extreme value theory; Gumbell distribution;  independent storm

或者得到的结果参考价值不高。如何利用风电场建设前期

的短期测风数据来计算风电场 50 年一遇最大风速成为解决

问题的主要探讨途径。

1 极值分布函数

如果 Mn=max{X1,垚，Xn},  X1，X2垚垚Xn 是独立

随机变量序列，X 服从 F(x) 分布，那么

Pr{Mn ≤ z}=Pr {X1 ≤ z,垚，Xn ≤ z}={F（z）}n          （1）[1]

式子（1）描述了极值计算的初态模型，然而在现实中

F(x) 的分布是未知的，因而该模型并没有实际意义。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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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Mn 线性归一化 ：

                      
（其中 an 和 bn 是常数序列），        （2）[1]

则有下述理论：if there exist sequences of constants 
{an>0} and {bn} such that

Pr{ (Mn-bn)/an ≤ z} → G(z) as n →∞，

Where G is a non-degenerate distribution function, 
then G belongs to one of the following families:

Ⅰ : ，－∞ <z< ∞；          （3）
                   

Ⅱ :  ，                        （4）
  

Ⅲ ：                        （5）

In the case of families Ⅱ and Ⅲ ,α>0。[1]

这里极值Ⅰ、Ⅱ、  Ⅲ 分别称为甘布尔（Gumbel）、弗

雷歇（frechet）和威布尔 (Weibul) 分布函数。

其中极值 I 分布（Gumbel 分布）是一种简单直接的

方法，广泛用于各国的规范之中 [2]。

    假设 G(zp)=1 － p, 这里 zp 定义为回归水平（return 
level），1/p 定义回归期（return period），由（3）可得 ：

                        zp=b-aln{-ln(1-p)}                           （6）
令

                           x=-ln{-ln(1-p)}                             （7）
则式变（6）为 :
                               zp=ax+b                                   （8）
其中 a 和 b 为待定参数。这样，极值 I 分布（Gumbel

分布）便转化为一种与回归期相关的一种线性关系，称之

为极值概率分布直线。如果有足够的样本，可以通过两种

途径得到给定回归期对应的极值 ：一、利用足够的样本作

参数估计得到 a 和 b 的估计量，确定分布函数后可求得任

意概率下的极值 ；二、利用经验分布函数来拟合 zp=ax+b，
在极值统计理论中，有定义 ：

如果给定 n 个有序独立样本： x(1) ≤ x(2) ≤⋯≤ x(n), 则
经验分布函数

            ，    其中 x(i)≤x<x(i+1)                 （8）

这样就可以利用公式（8），用一系列点 {-ln[-ln(i/(n+1)], zi}
来模拟极值概率分布直线。[1]

无论用哪种方法，前提条件就是有足够的独立样本，

如何获取足够独立样本是解决 50 年一遇最大风速的核心问

题。

2 独立暴风取样法

Cook 应用独立风暴法提取样本并应用 Gumbel 分布

依据阈值 u 划分独立的暴风。具体方法是 ：首先，把连续

的超出 u 的风速段，记为一个暴风。每个暴风的最大值作

为一个极值样本，当暴风与其相邻暴风之间的时间间隔大

于一定时长时，就认为该暴风是独立暴风。在我国，建议

独立暴风之间的时间间隔为 5 天 [3]。假设 T 年中有 n 个独

立暴风，设平均每年独立暴风发生频率为 γ，则 γ= n
 T
，独

立暴风法假设每年发生的暴风总数基本一致，假设单个独

立暴风服从分布函数为 F（x），便可求出对应概率下的极

值暴风值。

需要明确的是，通过独立暴风取样法选取样本后，采

用 Gumbel 分布的统计模型，此时 50 年一遇最大风速的

发生概率在独立暴风取样后的统计模型中的概率发生变化。

50 年一遇最大风速的定义如下 ：

IEC ：VeN: expected extreme wind speed (averaged 
over three seconds), with a recurrence time interval 
of N years. Ve1and Ve50 for 1 year and 50 years ，
respectively.[3]

EWCEII: the annual extreme 10-minute average 
wind speed at hub height with a confidence limit of 
98%. [4]

在 IEC 定义中，指明了 50 年一遇极大风速的重现期

为 50 年，在欧洲风电机组标准 II 中暗示 50 年一遇最大风

速年发生概率为 2%。从这些定义中可以看出，50 年一遇

最大风速发生的单体样本选取是以年为最小单位的，所以

也可以认为，回归期为 N 年的最大风速每年发生的概率为 
p=1 ⁄ N。在独立暴风取样法中假设每年有 γ 个独立暴风，

则回归期为 N 年的最大风速包含于 N*γ个独立暴风样本之

中，在独立暴风取样后选取的 Gumbel 分布的统计模型中

回归期为 N 年的最大风速的发生概率为 ：                                                                                                              

                                                                 （9）

3 50年一遇最大风速的算法

通过上述分析，计算 50 年一遇最大风速有以下算法 ：

算法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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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独立暴风取样法，假设可以获得 n 个独立样本；

2、将这 n 个样本从小到大排列，根据定义（8）可以

得到各样本值的发生概率 p ；

3、根据公式（6）、（7）可以绘出点（x，zp）的分布，

拟合出极值概率分布直线 ；

4、将公式（9）带入所拟合的直线关系式中计算出 50
年一遇最大风速 ；

算法二 ：

1、通过独立暴风取样法，假设可以获得 n 个独立样本；

2、通过这 n 个样本做极值 I 分布函数的参数估计得出

参数估计量，从而确定了分布函数 ；

3、由公式（9）计算 50 年一遇最大风速的发生概率 ；

带入分布函数中求得 50 年一遇最大风速 ；

两种算法的示意如图 1 所示。

4 实例分析

以内蒙某风电场实际数据为例，用经验分布函数法分

别对气象站数据和测风塔数据进行 50 年一遇最大风速分

析，气象站的样本数有 30 个（如表 1），测风塔数据按照

独立暴风取样法取样。

若采用经验分布函数法来计算气象站 50 年一遇最大风

速为 25m/s，将气象站日最大风速与同期测风塔日最大风

速做相关性分析，判定系数 R2=0.8，相关性良好，如图 2
所示，相关关系计算测风塔在轮毂高度处 50 年一遇最大风

速为 41.3m/s，利用大风下风切变指数计算测风塔在轮毂高

度处 50 年一遇最大风速为 43.5m/s。
用独立暴风取样法对测风塔测风数据进行取样，用经验

分布函数模拟极值概率分布曲线的方法，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表1 内蒙某风电场附近气象站多年最大风统计数据（m/s）

年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风速 20.0 20.7 22.0 22.7 18.7 20.0 20.0 22.0 20.0 21.0 22.3 24.0 16.7 20.0 20.3

风向 WNW NW WNW W WSW WSW WSW NW NNW WNW NE NW NE WNW NNW

年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风速 17.7 19.0 18.3 18.0 17.0 18.0 19.7 19.7 20.0 18.0 18.0 18.0 16.0 18.0 20.1

风向 NNW WSW NNW WNW WNW SW NW NW WSW WNW NW SSE NW WNW SW

表2 独立暴风取样法计算测风塔轮毂处50年一遇最大风速结果

阈值
(m/s) 暴风数  年平均

暴风数 
拟合直线判
定系数 

50年一遇最大
风速（m/s） 

15 35 35.5 0.978 46.0

16 34 34.5 0.977 45.4

17 32 32.4 0.974 44.8

18 29 29.4 0.973 44.2

19 23 23.3 0.963 42.1

20 22 22.3 0.954 41.5

21 20 20.3 0.941 41.2

22 16 16.2 0.929 41.0

图1	50年一遇最大风速算法示意

图2	气象站与测风塔同期日最大风速相关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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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若阈值取的越小，样本代表性不够，但年

平均暴风数越多，判定系数越接近 1，计算结果越大 ；若阈

值取的越大，样本代表性越好，但年平均暴风数越少，判

定系数越小，计算结果越小 ；因而阈值的选取既要考虑到

暴风的代表性，又要兼顾到样本的数量。为此这里取阈值

为 18m/s~20m/s 的样本对应的结果，则测风塔轮毂处 50
年一遇最大风速为 41.5m/s~44.2m/s。

上述计算结果表明，用同一种方法对于两种不同的极

值样本，计算结果很相近，这说明根据独立暴风取样法得

到的样本可以用于计算出风电场 50 年一遇最大风速，为风

电场的机型选择及极限载荷计算提供很好的参考依据。

5 结论

本文阐述了计算 50 年一遇最大风速基础理论及独立暴

风取样的基本方法，介绍了基于独立暴风样本计算 50 年一

遇最大风速的两种算法，并用实例进一步证实独立暴风取

样法的实际应用价值。

利用独立暴风取样法得到的样本计算 50 年一遇最大风

速的结果随取样阈值的不同而小幅度变化，这样避免了因

对暴风值的选取不当带来的结果大幅度的偏差。

算法二中对于极值 I 分布函数中的参数 a 和 b 的参数

估计，方法有很多种，常用的方法有矩法、最小二乘法、

极大似然函数法和概率加权矩法。其中，1996 年 Harris
提出了一种改进的 Gumbel 分布 [5]。这种方法采用次序统

计量的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风速的参数估计，其精确度要

高于 Gumbel 分布。当用不同方法获得不同的计算值时，

在实际工程应用中，一般取偏于工程安全的计算结果为最

终结果。

现阶段的极值方法很少考虑气候变化趋势问题，而随

着社会发展，气候变化日趋明显，如何建立新的分析方法

将成为未来计算极端风况的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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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中国可再生能源并网研究联盟研讨会在京召开

11-9   全国风力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2012年年会在北京召开

11-10   推进福建海上风电开发建设研讨会召开

11-10   2012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社会责任论坛召开

11-11   埃塞俄比亚Adama二期风电EPC项目签约

11-11   风电整机制造基地项目落户云南

11-12   酒泉风电基地二期300万千瓦项目获批

11-12   中国西电乌兹别克斯坦风电项目正式投入施工

11-13   贵州最大风电场并网发电

11-13   山东将建8个海上风电汇集站

11-14   埃克森美孚将携新产品参展北京国际风能大会

11-14   世界第三代海上风电安装船在中远船务成功交付

11-15   华仪风能进入黑龙江风电市场

11-15   科凯前卫5兆瓦风电机组主控系统样机调试完毕

11-16   加拿大2012年新增风电装机将达120万千瓦

11-16   俄罗斯可再生能源开发有新进展

11-17   南非扩大可再生能源采购计划

11-17   RES和DONG Energy赢得北爱尔兰6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

12-10   239个风电项目获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

12-10   甘肃建成国内首个覆盖全省风电预测系统

12-11   “2012全国风电润滑管理与实用技术培训班”在北京举办

12-11   CWEA与Romax举办第十届风电技术高级系列讲座

12-12   2012年GE无损检测技术典型应用案例交流会召开

12-12    中航惠腾一万副叶片下线暨发展战略研讨会举行

12-13   金风科技启动建设海外最大风电场项目

12-13   华锐风电布局规划迎接新发展

12-14   联合动力CWP2012展示全产业链布局

12-14   Nordex中国首台2.5兆瓦风电机组下线

12-15   ABB在直流断路研发领域取得新进展

12-15   WF2000A1/A2风电齿轮箱亮相CWP2012

12-16   德国倍福携新产品参展CWP2012

12-16   龙源如东150兆瓦海上（潮间带）示范风电场投产发电

12-17   包头市达茂旗巴音风电场核准建设

12-17   美孚在中国正式启动风电服务

12-18   嘉实多工业旗舰产品彰显行业领先优势

12-18   维斯塔斯与日本三菱共同开发8兆瓦海上风电机组

12-19   越南对风电项目提供政策优惠

12-19   欧盟同意投资60亿欧元用于清洁能源研究

12-19   蒙古国全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

12-20   2012年国际能源署(IEA)风能实施协议活动

特别报道/Special Report

1-8   2012年中国风能新春茶话会在京召开  苏  晓

1-9   新春茶话会领导嘉宾致辞

1-10   理清思路 共谋风电未来    史立山

3-8   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成立                            《风能》编辑部

3-12   2012天津风电产业创新论坛召开                《风能》编辑部

12-8   能源转型为风电提供重要发展机遇

  ——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刘琦在2012北京

  国际风能大会暨展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项目/Project

1-40   CRESP项目与我国大型风电机组国产化  于贵勇

观察/Observation

1-18   推动我国风电规范化发展                             秦海岩

2-16   德班会议，未来气候谈判之路与风电碳融资    乔黎明

2-20   德班会议对中国碳交易和

  可再生能源发展是一种激励             苏  晓

3-22   关于我国风电设备招标体制的思考  吴佳梁 李成锋

5-16   中小型风电的海外征途    赵  靓

9-18   风火替代交易制度当慎行    《风能》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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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Figure

1-20   黄毅诚：用心参与能源事业（上）  赵  靓  陈小慧

2-20   黄毅诚：用心参与能源事业（下）  赵  靓  陈小慧

3-26   叶杭冶：不仅仅是坚持    赵  靓

4-16   廖明夫：风电人才培养的践行者  赵  靓

5-18   贾大江：转身亦执着     苏  晓

6-18   汪至中和风电软并网控制模块     赵  靓

7-18   孙如林：从旋翼到风轮    赵  靓

8-16   杨校生，心有风电希望结      赵  靓

9-22   张自国的风电十年       赵  靓

10-16   俞红鹰：做可靠的小型风电机组  赵  靓

11-18   王相明：金风科技与中国风电创新之路  赵  靓

封面/Cover Article

1-27   大唐风电的微观世界                              薛  辰

2-29   成长中的中国风电保险            季  妍  苏  晓

2-38   中国保险业与风电的结合

   还处于起步阶段                苏  晓

2-40   风险管理：可再生能源项目

   取得成功的重要一环        Kevin Stevens

3-32   风电涂料，没那么简单                              赵  靓

4-22   储能，还在黎明前徘徊                              薛  辰

5-24   寻找进入欧洲的捷径                                于贵勇

5-26   瑞典：最可信赖的制度是市场                     于贵勇

5-30   芬兰：新政策助力新市场                            于贵勇

6-24   风电知识产权棋局                                  苏  晓

7-24   金风科技要做最好的自己                            赵  靓  薛  辰

8-20   大唐达里“智慧风场”的未来                      薛  辰  赵  靓

9-28   黑龙江省气候资源探测与保护条例评析  李艳芳

9-34   风能气象服务现状调查                              于华鹏  龚丽萍

10-22   华锐风电海上运维军                                苏  晓  薛  辰

11-24   寻找一种成长的方式                                于贵勇

11-26   金风科技的海外布局                                苏  晓

11-30   华锐风电开启南非之旅                              杨  阳  杨丽丽

          朱欧宁

11-32   鉴衡认证助客户“出海”                            薛  辰  李少彦

11-36   一场官司与一个时代                                于贵勇

11-40   美国国家安全审查：对中国能源

   投资者的特殊挑战         周天玮

12-22   改变，从现在开始      薛  辰

12-30   风电市场：聚焦突出矛盾，坚定发展信心  赵  靓

12-36   科技创新引领行业腾飞    白亚茹

12-40   行业理性回归凸显风电融资困难  苏  晓

公司/Company

1-42   台达电子：放眼全球市场             赵  靓

2-48  上纬：打造“树脂专家”       苏  晓

3-50  天威卓创：做使人淡定的制造家       赵  靓

4-32  ABB迎接电力行业的三大挑战                     赵  靓

5-44  奥特科技：有实力自然有魄力                      赵  靓

6-34  远景早就看上低风速                                    薛  辰

7-32  中科宇能：技术强者的“超能力”         赵  靓

8-30  舍弗勒：由来已久的创新精神              赵  靓

9-38  天山新材料的双重身份            赵  靓

10-30  阳光电源的创新基因                             赵  靓

11-46  歌美飒：技术与产品的“三级跳”           赵  靓

12-44  赛米控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苏  晓

国际/International

1-44   加拿大风电发展现状分析                         Melinda Tan

2-50   希腊风电发展分析                     Kyriakos Rossis,  

           Eftihia Tzen

3-52   拉丁美洲风电市场的机遇与挑战            Celia Sun

4-34   2011年全球风电发展统计                      GWEC

5-54   罗马尼亚风电项目投资机会浅析           高国庆  王南楠

6-38   2011年欧洲风电装机统计                          EWEA

7-34   巴西风电市场发展现况和趋势           P.Chaves-

          Schwintech

8-32   2012年上半年欧洲海上风电发展报告     欧洲风能协会

          （EWEA）

9-40   澳大利亚风电发展与投资分析       苏  晓

10-34   智利可再生能源的投资机遇分析      苏  晓

11-50   南非促进社区发展的政策体系与

  商业模式                    Louise Tait

12-46   协同发展 降低增效

  —— 丹麦海上风电供应链建设提速  于贵勇

课堂/Classroom

4-80   对于风电发展，依然充满信心                      苏  晓

4-82   做一名快乐的环保者                                   苏  晓

5-90   风光互补路灯彰显环保理念                岳大为

6- 48   风能的未来——我们将去向哪里            华北电力大学

8- 36   里约，见证可持续发展之路                刘  旸

9- 48   在张北与风电亲密接触                       徐超林

10-40   中德风电人才培养10周年总结

   大会在北京召开               苏  晓      

11-54   中欧清洁与可再生能源学院正式

  揭牌成立                     白亚茹

12-52   风电教育：高校、企业各有千秋         苏  晓

调研/Survey

1-38   整机企业的横向一体化销售模式      赵  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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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整机产业链“相对论”                                 赵  靓

3-40   2011年中国风电装机容量统计    CWEA

4-38   2011年风电限电情况初步统计    CWEA

4-40   国内外风电齿轮箱设计技术及主流

   技术路线综述与展望        生伟凯  刘  卫

          杨怀宇

5-34   2011年中国中小型风力发电行业

    发展报告        李德孚

6-50   风电机组齿轮箱市场调研分析    赵  靓

7-38   直驱型风电机组市场近况    赵  靓

8-38   我国风电整机生产基地发展近况  赵  靓

9-50   混合型风电机组技术与市场近况  赵  靓

10-42   对服役中风电叶片表面状态的调查

  以及对原厂涂装的反思    朱  平

11-56   风电整机型号发展与选型分析    刘力根

12-54   低风速型风电机组发展调查    赵  靓

产业/Industry

1-48   海上风电漂浮式基础平台及其风险分析  Charles R Briggs

1-52   浙江发展海上风电的思考与建议  韩  强等

2-54   新能源背景下智能配电微网建设研究  刘福潮等

2-60   新能源产业国际融资租赁的外汇风险

   管理        覃  晴  齐  锋

3-56   风电水电互补，拓展绿色电力应用  于午铭

3-62   风力发电变桨偏航轴承专利分析           张红漫

4-48   风电行业建立制造服务型企业的分析  马荣华

4-52   风能产业整机制造商供应链建设问题

   探讨        袁  珏  李  龙

5-46   风电基地出力特性和送出方式的分析

   方法         杨建设

5-50   垂直轴风力机的现在和未来                    严  强

6-52   风力发电行业税收政策解读                     赵凤华

6-58   德国风电发展新趋势与投资分析            苏晓娟

7-42   中国在巴基斯坦的风电投资机遇              朱轩彤

7-46   中国风电叶片产业发展的回顾与反思      姜兆民

8-42   试论风电运维费用量化评估的重要意义  张文忠 秦海岩

8-46   风电供热的价值与前景                        杨建设

9- 52   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酒泉风电基地           汪宁渤等 

9-58   全球风电发展现状和展望                  乔黎明

9-64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可再生

   能源企业国际并购策略分析       韩仁德  徐一凡               

10-52   风电机组运行维护后服务市场分析       盛九庆  傅兴元

10-58   关于风电场设计相关问题的探讨      任孝良

11-60   风火打捆运用方式的出力特性分析方法     杨建设

11-64   大型风电叶片产业的现状、机遇和挑战     张晓明

12-58   现阶段我国风电行业面临的主要问题综述   秦海岩

12-62   大规模新能源发电接入对地区电网的

   挑战和对策          王晓东  赵若瑜

12-66   海上风电机组发展趋势分析        沈德昌

风电场/Wind Farm

1-56   风电场“S注入法”微机小电流

   选线的改进                   李占宝等

2-62         10kV开关柜运行中故障原因分析    李占儒

3-68         风电场微观选址的“顺向渐远”法       杨建设

3-72         东北某风电场半年发电量分析              吕强强  郭  丹

4-58         风电场建设管理初探                                    洪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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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2012年总目录



2012年第12期  115  

4-62   基于状态空间的前馈风扰动模型预测

  变桨距控制器设计          崔  嘉等

4-66   基于MSC.Patran风电机组主轴的模态

  分析                         张  敬  杨立东

4-70   新型并网风电机组塔筒法兰应用介绍  张万祥  于春来

          刘洪海

4-72   海上风电塔筒防腐系统的选择与运用       任彦忠  王利民

4-76   递进式干油集中润滑系统在风电设备

  中的应用                    袁  珏  李  龙

          王  琴

4-79   低风速风电项目风资源分析的几点体会   呼津华

5-70   风力发电机组风轮叶片用环氧结构

  胶疲劳性能研究              许  愿  岳东娟 

          纪国娜

5-74   台风对风电场破坏及台风特性初探            王力雨  许移庆

5-80   大功率风力发电机组叶片的雷击分析

  与防雷系统设计             黄金鹏

5-84   新型风力发电机组梁板式预应力锚栓

  基础应用                  张万祥  刘洪海

           于春来

5-88   一种兼容式风力发电机组试验变压器

  技术方案                    张超产

6-76   基于Isight平台对翼型Gurney襟翼的

  优化设计                      王  臣  余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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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0   行星差动结构风电增速箱传动比及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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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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