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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From The Editor

文／秦海岩也谈风电产能

近日，伴随着国家对产能过剩产业加大调整力度的相关指导意见出台，有关风电产能过剩的观点又

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如何客观理解我国风电产能“过剩”问题？如果从风力发电量来看，2012 年占全国发电量的比例

只有 2%，无论是与国内其他电力能源份额相比，还是与丹麦等国 20% 以上的风电占比相比，我国风电

在整个能源结构和电力体系中的规模都远未“过剩”，而是发展空间巨大。

大家所指的应该是制造业的产能问题。但风电制造领域的产能“过剩”究竟到了什么程度？恐怕没

有几个人能说清楚，不过是在人云亦云而已。

首先，非常令人生疑的是关于“八十家整机厂”的说法，我们在市场上从未悉数见过这八十家企业

的身影，历史上有样机的也不过三四十家，近几年有装机业绩的还不到三十家。宣布进入风电市场与深

耕风电领域显然有天渊之别。从理论上讲，适度产能过剩有利于促进市场竞争，降低成本，刺激技术创

新。但严重的产能过剩则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也是对产业实力的牵制。诚然，从前几年爆发式增长到

目前的增速放缓的过程中，确实导致部分产能被闲置，企业因开工不足，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但目前我

国风电产业的主要问题，并不是产能过剩问题，而是不健全、不规范、不透明的市场机制。

我国风电发展到现在所出现的问题背后交织着多个复杂的原因。一方面，风电外送通道不畅、电网

调度限制风电出力造成大量弃风，可再生能源补贴缺口扩大和补贴发放不及时，加上近两年全球整体经

济环境放缓，都使风电企业经济利益受损，风电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贷款拖欠现象严重，项目开工率不足，

部分产能因此被闲置。另一方面，某些地方政府受 GDP 政绩驱动，以资源换市场，要求投资者使用本地

生产的风电设备或在当地配套建设相关生产基地，市场秩序被扰乱，无法实现真正优胜劣汰，也为部分

竞争力不强的低质产能提供了生存空间。很显然，如果不能正视并扫除这些阻碍风电健康发展的问题，

而简单地将风电面临的发展困境归因于“产能过剩”的命题实在站不住脚。

对于风电发展所遇到的“产能过剩”假象，该如何破解？首先，国家需要制定更多鼓励和支持风电

发展的政策，将风电产业“蛋糕”做大，扩大风电市场应用规模，提高风电在电力结构中的份额，从而

激活闲置的优质产能。其次，要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坚决抵制地方保护主义，为企业发

展创造一个公平、公正、透明和竞争的市场环境，以市场推动产能优胜劣汰 ；建立优质的风电市场公共

服务体系，有效引导企业投资行为。再次，为风电发展提供完善的配套机制，加快风电电力外送通道的

建设，严格落实电网对可再生能源电力全额保障性收购要求，确保风电补贴资金足额及时发放，使企业

和产业链能够良性运营，从而真正实现风电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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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15日，中国政府网发布《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

（简称《决定》）。在决定取消和下放的 117 项行政审批项目中，能源类项目数量居首。

5月 23 日，在《决定》的基础上，国家能源局发布公告称将取消和下放 12 项涉及能源领

域的行政审批项目。取消涉及能源领域的行政审批事项包括 5项，分别是企业投资年产 100 万吨

及以上新油田开发项目核准；企业投资年产 20 亿立方米以上新气田开发项目核准；电力用户向

发电企业直接购电试点；电力市场份额核定；石油、天然气、煤层气对外合作合同审批。下放涉

及能源领域的行政审批事项共 7项，包括企业投资在非主要河流上建设的水电站项目核准；企业

投资分布式燃气发电项目核准；企业投资燃煤背压热电项目核准；企业投资风电场项目核准；企

业投资 330 千伏及以下电压等级的交流电网工程项目，列入国家规划的非跨境、跨省（区、市）

500 千伏电压等级的交流电网工程项目核准；企业投资国家规划矿区内新增年生产能力低于 120

万吨的煤矿开发项目核准；企业投资非跨境、跨省（区、市）的油气输送管道项目核准。

2013 年 5 月 14 日，伴随着 220 千伏华润迎

东，辽宁协和万家营，龙源龙康西关、方家、沙

金台等风电场相继并网发电，辽宁电网风电装机

容量已达到 520 万千瓦，占全省电力总装机的

13.54%。国网辽宁电力高度重视风电发展，在规

划、投资、调度、交易等各环节采取有效手段，

不断提升风电消纳能力，为辽宁省风电并网与消

纳创造了有利条件。

2013 年 5 月 16 日，据三一集

团官网消息，三一集团旗下风电机

组制造商三一重能与中国水电顾问

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在北京签署

埃塞俄比亚 ADAMA 二期风电场工

程风电机组设备采购合同。该项目

总装机容量达 15.3 万千瓦，合同金

额超过 6 亿元人民币，并由此创下

迄今为止中国最大单笔风电机组出口纪录。

据了解，埃塞俄比亚 ADAMA 风电场项目是东非地区规模最大的新能源项目，也是外国政

府使用中国政府优惠买方信贷规模最大的新能源项目，预计今年 6月 8 日开建，2014 年内全面

投产发电。合同签署后，三一重能风电机组将于 6月底陆续发货，整个项目建成后，三一重能将

在海外风电机组装机容量上领先国内风电主机厂商。

三一方面透露，目前三一的泵车、挖机等设备在埃塞俄比亚的保有量有 100 多台，而此次

订单则是三一风电设备首次进入埃塞俄比亚市场。

12项能源领域
行政审批项目
取消和下放

辽宁电网风电
装 机 突 破 5 0 0
万千瓦

三一集团中标
埃塞风电项目
6亿大单

12

500

6

项

亿

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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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5 月 6 日，据可再生能源世界杂志报道，

自从美国风电领域 PTC 政策在今年 1 月 1 日延期以

来，GE 公司可再生能源部门相关人士表示该公司到

目前为止已经签订了 100 万千瓦来自美国本土的风电

机组订单。而且，在美国风能协会举办的Windpower 

2013 风能展上，GE公司也携带其最新机组产品初次

登台展出。

其展出的 100 米风轮直径的 1.7 兆瓦机组是GE

公司产品组合中的第二款智能机组，该机组是对其

100 米风轮直径的 1.6 兆瓦系列机组的改进版，使用

了电气系统升级和工业网络的力量，可以将风电机组

生态系统的数据点连接起来。

2013 年 5 月 29 日，湘电新能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签约仪式在湘电集团举行，湘潭两型社会

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名下的湘电新能源 5.3 亿股权转让给新引进的 10 家战略投资商

组成的合伙企业——湖南高新新能源创业投资企业。

湘电新能源有限公司是由湘电集团旗下控股的子公司，注册资本金 16.8 亿元，股权结构明

晰，并于 2012 年 12 月 25 日吸纳湘潭两型社会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新股东。为切合国

家产业政策，迎合公司发展需要，湘潭两型社会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引进新的战略合作伙

伴，将名下的湘电新能源约 31.55%股权，计 5.3 亿股，折合总股价 6.89 亿元，以现金支付方式

转让给湖南高新新能源创业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湘潭两型社会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则

作为该合伙企业的管理人，湖南高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该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据了解，基于湘电新能源良好的发展势头，湖南高新创投集团依托其政策资源和品牌优势，

通过自有渠道和其他金融机构渠道募集资金共计 6.89 亿元，由旗下的湖南高新新能源创业投资

企业 ( 有限合伙 ) 对湘电新能源进行投资。除资本的注入，湖南高新创投集团还将充分发挥自身

优势，与湘电集团强强联手，最大限度发挥政府资源的协同效应。

2013 年 5 月 21 日，在与黑龙江哈尔滨市方正县签下 10 亿元风电项目协议后，华润新能源

控股有限公司宣称该公司一项总投资 40 亿元的 50 万千瓦风电项目近日落户哈尔滨依兰县，使有

“全国风电第一县”之称的依兰县风电装机容量逼近百万千瓦。

依兰处于三山聚首之处，小兴安岭山脉、完达山余脉和张广才岭余脉将依兰县围成一个管道，

管口敞向西南方，松嫩平原上的西南风在依兰形成常年不断的“穿堂风”，为全国富风区，年可

利用“风期”达 310 天以上。得天独厚的优势吸引中国大唐、国电龙源、亿阳华富等知名电力企

业项目先后落户依兰。目前该县累计建成风电场 8个，总装机 40 万千瓦，实现并网 40 万千瓦，

完成投资 40 亿元，并网量为黑龙江各县之首。该地区每年可为国家电网输送电力 10 亿千瓦时，

产值 6亿元。

GE在PTC政策
延期后签订了
1 0 0 万 千 瓦 风
电机组订单

华润40亿风电
项目落户依兰

湘电新能源获
6.89亿投资

100

40

6.89

万千瓦

亿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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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2013 年 5 月 23 日，

国家能源局下发了《关于加

强风电产业监测和评价体系

建设的通知》（简称《通知》），

以加强风电产业的发展动

态、开发建设、并网运行和

设备质量等重要信息的监测

和评价工作。

根据《通知》，重点监

测的产业发展信息包括国际

风电产业发展动态、风电开

发建设情况、风电并网运行

情况和风电设备制造产业信

息。其中，国家可再生能源

中心负责风电产业发展总体

情况监测和评价；水电水利

规划设计总院负责各省（区、

市）和各开发企业的风电建

设、并网运行、发展规划和

年度实施方案完成情况的统

计和分析；国家电网公司、

南方电网公司和内蒙古电

力（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本

电网经营区域内各省（区、

市）风电配套电网建设情

况、风电并网运行和市场消

纳情况的统计和评价；中国

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

员会负责风电设备制造产业

数据的统计分析和评价。这

些机构对其所汇总的信息按

一定时段上报国家能源局。

各省（区、市）能源主管部

门对本地区风电项目的前期

工作、核准情况、建设进度、

配套电网、并网运行以及市

场消纳等情况进行总结和分

析，并进行全面评估，形成

评估年度报告，于每年 1月

底前上报国家能源局。

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加强风电产业监测和评价体系建设的通知

2013 年 5 月 21 日，

南方电网综合能源有限公司

（简称南网能源公司）与中

国国电集团旗下龙源电力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国电广东

电力有限公司在广州签署了

《新能源发电项目合作开发

协议》。根据协议，三方将

本着“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原则，加强在新能源和分布

式能源领域的合作，共同开

发广东省新能源发电项目。

据悉，南网能源公司

作为中国南方电网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目前主营“节能

服务、能源综合利用、新能

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分布

式能源、电动车充换电运营”

等业务，正积极开发海上风

电、光伏、分布式能源发电

等项目，在广东乃至南方五

省区具有资源和地域优势。

此次三方强强联合，合作开

发包括风电、天然气及太阳

能分布式能源站、太阳能光

伏发电多个具体项目，将对

推动广东产业升级及经济发

展方式转型起到积极作用。

项目

浙江最大山区风电场正式并网发电

南网能源携手龙源电力、国电广东电力开发新能源

2013 年 5 月 20 日，

浙江省最大的山区风电

场——国电电力宁海茶山

风电场正式并网发电。茶山

风电场是浙江省重点项目，

位于宁海县力洋镇茶山林

场区域。

茶山风电场总投资约

5 亿元人民币，于 2012 年

4 月开始建设，共有 33 台

风电机组，装机容量 4.95

万千瓦。每台风电机组的单

支叶片长 37.5 米，机组额

定功率 1.5 兆瓦。投运后，

该风电场年发电量将超过

1.04 亿千瓦时。风电场同

步建设有一座 110 千伏升

压变电站，有 110 千伏线

路相连，风电场发出来的电

通过该 110 千伏线路并入

整个电网，这些绿色能源折

算下来，1 亿千瓦时的年发

电量可满足 4 万户城市居

民家庭年用电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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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3日-5日，

由世界风能协会和古巴可再

生能源技术研究中心共同举

办的第 12 届世界风能大会

在古巴哈瓦那召开。中国可

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

会（中国风能协会）主任贺

2013 年 5 月 20 日 —

21 日，中国风电叶片技术

与发展研讨会暨 2013 年风

轮叶片专业组年会在江苏盐

城阜宁县召开。会议由中国

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

员会（CWEA）主办，中材

科技风电叶片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中材科技）和江苏

省阜宁经济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协办。来自风电整机制

造企业、风电开发企业、风

电设备企业、检测认证机构

和高等院校等 120 余位代

表参会。

德馨研究员再次当选为世界

风能协会新一届主席。

大会开幕式由前世界

风能协会主席麦凯德先生和

古巴可再生能源技术研究中

心主任孔拉多·莫雷诺教授

主持，中国国家能源局刘琦

盐城市发改委主任于

广华、阜宁县政协主席陈

平、中材科技董事长赵俊山

和 CWEA 秘书长秦海岩出

席会议并致辞。秦海岩在致

辞中表示：“风电行业目前

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一

个是创新，一个是质量。虽

然行业面临很多问题，但是

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前途非常

光明，我们需要共同坚持和

努力。”中材科技副总经理

陈淳做了题为“风电叶片技

术及展望”的报告，总结了

风电叶片技术的应用进展，

会议

副局长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做

重要演讲。古巴能源与矿

业部、印尼能源与矿业资

源部、国际可再生能源暑

（IRENA）、联合国工业发展

组织等政府或国际机构代表

在大会致辞。中国国家能源

局新能源司司长王俊、中国

风能协会秘书长秦海岩、中

国农机工业协会风能设备分

会秘书长祁和生等数十位中

国代表参加了大会开幕式。

会议设立 1 个主会场

和 6 个分会场，举办了 39

场分会，内容覆盖风能利用、

分析了未来叶片技术的发

展趋势。中国复合材料集团

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晓明

从五个方面分析了复合材

料风电叶片大型化面临的

技术挑战。此外，会议还安

排了关于聚酯树脂、环氧树

相关政策、风电设备、风电

开发、运营管理以及经济和

社会等多个主题，特别集中

讨论了如何在加勒比海地区

加速风电产业发展的问题。

此外，北京金风科创、

华锐风电、国电联合动力、

明阳风电、广州红鹰、青岛

安华新元、上海致远、白银

中科宇能和天津华建天恒等

中国企业在会议期间同期举

办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展览会

上联合展出了中国风电产业

最新的技术和产品，受到与

会者广泛关注。

脂、玻璃纤维、防护涂料、

胶黏剂、夹芯材料等叶片材

料的技术报告，并邀请东汽

树脂、泰山玻纤、徐水美沃、

烟台德邦等企业汇报了叶

片材料国产化项目的研究

成果。

第12届世界风能大会在古巴哈瓦那召开

中国风电叶片技术与发展研讨会在阜宁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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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三菱微型PLC FX3GA全新登场

ABB推出创新性的输电高压断路器

近日，三菱微型可编

程控制器FX3GA全新上市，

分为 Standard Model 标准

型和 High-Spec model 高

2013 年 5 月，ABB 电

力和自动化技术集团（简称

ABB）针对 362 千伏 -550

千伏输电应用开发出了创

新的高压断路器解决方案。

全新的隔离断路器（DCB）

集成有光纤电流传感器

（FOCS），简化了变电站设

计，并大大降低了占地面积

要求。此外，设备的智能性

也有所提升，能让电网更

灵活、可靠和智能。全新

DCB-FOCS 已经成功部署

在瑞典的一个 420 千伏试

点项目中，并于今年 4 月

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首

次展示。

在传统的敞开式变电

性能型两种规格。标准型针

对从自动化至网络通信的各

种精密控制，具备基本的控

制功能。而高性能型则更高

站中，断路器、隔离开关和

电流互感器是相互独立的

设备。2000 年，ABB 率先

推出了 DCB，将隔离功能

集成到断路器，从而缩小了

占地面积并简化了安装。现

在，ABB通过将 FOCS（一

种电流测量设备）与 DCB

进一步集成，在技术上更上

层楼。采用了这种全新设计

断路器的变电站，与采用传

统解决方案的变电站相比，

在占地空间上可降低 60%。

这项创新的核心是先进光纤

互感器配置数字输出接口，

同时兼容 IEC61850 通讯标

准，以满足变电站关键数据

的采集和监控。

速、更精练，具有丰富的扩

展性以及高功能，实现了高

速控制，对应网络通信及数

据的日志记录。

FX3GA 是将简便应用

概念凝聚一身的一体机，优

越的性价比最适合小规模控

制，拥有可保存大量注释的

大容量存储器，超过 30000

点的数据寄存器，60kHz 的

高速信号处理，以及更简单

的 3 轴定位方式。与此同

时，FX3GA 具备了灵活且

丰富的扩展功能，适用于不

同行业的应用控制。它可安

装功能扩展板进行使用，最

多可连接 4台适配器，温度

控制和模拟量输入输出也非

常简单，无需编程只需适配

器即可，还可 4ch 同时通

信。与之前的一些型号相比，

FX3GA 的特长在于其充实

的网络通信、保密性以及三

菱电机高品质的保证。

这款全新产品具有低

维护需求，在二氧化碳排放、

生产及绝缘材料方面更环

保、更节能。此外，该产品

采用标准以太网电缆连接，

在降低电热和电气损耗的同

时，更为简单和安全。以一

个 FOCS光纤传感器替代了

传统电流互感器所需要的多

个线圈，在安全和控制方面

具有双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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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5 月 31 日，

全球传动与控制领域知名企

业派克汉尼汾公布了 2013

财年第三季度的财务业绩，

宣布季度现金分红增长了

5%。2013 财年第三季度的

销售额为 33 亿美元，去年

同期的销售额为 33.9 亿美

元。其中并购行为贡献了4%

的销售额，但因有机销售下

降 6%，因此这部分贡献被

抵消。2013 财年第三季度

的净收入为 2.566 亿美元，

而去年同一时期的净收入

为 3.127 亿美元。2013 财

年第三季度稀释每股收益为

1.68 美元，去年同一时期的

稀释每股收益为 2.01 美元。

2013 财年前九个月的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为 7.188 亿美元，占销售额

的 7.5%，相比之下 2012

财年同一时期的现金流量为

10.065 亿美元，占销售额

的 10.3%。2013 财年前九

个月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为公司养老金计划划拨

的 2.256 亿美元。计入这部

分划拨款后，2013 财年前

九个月的经营业务现金流量

为销售额的 9.9%。

“尽管全球经济表现中

庸，但我们的业务基本上非

常稳健。”派克汉尼汾董事

长、首席执行官兼总裁Don 

Washkewicz 表示，“我非

常高兴地看到本季度的分部

总营业利润率达到 14%，非

常稳健。我们将努力维持高

水平的营业现金流，以使我

们拥有足够的灵活性宣布本

财年季度分红的第二次连续

增长。因此，2013 财年我

们的分红增长达到 10%。”

企业

派克汉尼汾公布2013财年第三季度财报

2013 年 5 月 14 日，

金风科技宣布其旗下全资子

公司北京天源科创检测中心

已经通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

认可委员会（CNAS）的实

验室认可评审。据此，公司

成为国内风电行业首家风电

机组振动检测具备国家实验

室认可资格的整机制造企

2013 年 5 月 17 日，

据风能月刊报道，自从前不

久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有一

台 SWT-2.3-108 型号的风

电机组叶片出现折断事故

后，西门子公司正在减少其

B53 型号叶片在全球的供应

业，检测中心机组振动检

测范围包括风力发电机组主

轴、齿轮箱以及发电机。

通过该认可评审，公

司风电检测中心开展检测业

务和编制检测报告，具备了

CNAS 认可标识章和 ILAC/

MRA-CNAS 国际互认联合

标识章的使用权，充分证

数量。

此 次 叶 片 折 断 事 故

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属于

Pattern 能源公司的Ocotillo

风电场项目中，这是近 6个

星期以来发生的第二次同类

事故，在今年 5月 5日，西

明了公司检测中心振动检测

的技术实力和检测评定的能

力。这一认可意味着该检测

中心可以承接其他公司委托

的风电机组测试检测任务，

成为风电行业内振动检测的

第三方实验室之一。

天源科创是目前国内

规模最大的风电服务系统

门子同款叶片在爱荷华州

的 Eclipse 风电场项目中也

发生折断。西门子方面表示

公司正在减少该款机组的使

用，直到确认类似的故障不

再发生。此外，西门子公司

已经召集了一个专家团队专

解决方案提供商，成立于

2005 年，致力于为风电投

资商提供系统解决方案的

专业技术服务。截至 2012

年底，天源科创风电服务项

目容量累计超过 1200 万千

瓦，已有效维护 1 万多台

风电机组。

门检查事故风电场各方面

的情况，包括风电机组叶片

的生产、安装、并网和后期

服务等。虽然两次类似的事

故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是西

门子方面表示将对事故谨

慎处理。

金风科技风电检测中心通过CNAS认可评审

西门子减少全球B53型号叶片风电机组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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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5 月 31 日，

歌美飒在西班牙大加纳利岛

Arinaga 码头完成了首台海

上风电机组G128-5.0 主体

部分的装配。

安装完成的塔筒、机舱

和叶片是从毕尔巴鄂港口运

送到位的，于今年 4月中旬

开始安装工作。塔筒高度为

90 米，由Windar 公司（歌

美飒和 Daniel Alonso 成立

的合资公司）生产。

机 舱 是 在 歌 美 飒 的

Tauste 工厂生产的，通长

12.5 米，高度和宽度均为 4

米。其重量为 72 吨。在机

舱吊装完成后，随即开始安

装叶片，每个叶片长为 62.5

米，重 15 吨，这也是西班

牙生产和运输的最长叶片。

歌美飒即将展开该台

风电机组的电气安装及并网

工作，以实现今年第三季度

投入运行的目标，并在未来

几个月内取得认证，从而保

证首台海上风电机组能够在

2014 年交付安装。

该台海上风电机组样

机配置的风轮直径为 128

米， 采用模块化及冗量化设

计，保证其可靠性及最大发

电输出。G128-5.0 海上机

组采用歌美飒已验证过的陆

上大型风电机组 G10X-4.5

的技术，并充分吸收了该款

风电机组运行过程中获得的

经验和可靠技术。据悉，歌

美飒公司在海上风电机组设

计过程中投入了超过 50 万

工程小时。

歌美飒在西班牙完成首台海上风电机组样机装配

海外

巴菲特加码投资风电场

2013年5月10日，“股

神”沃伦-巴菲特麾下中美

能源控股公司 (MidAmerican 

Energy) 称，公司计划对美

国爱荷华州的风电场进一步

投资 19亿美元，并计划在

2015年以前将其风电装机能

力提高一倍以上，在爱荷华

州最多新建656台风电机组。

中美能源控股公司发表声明

称，如果爱荷华州政府批准

这项计划，则 2015 年以前

该公司在该州的风电装机容

量将达到333.5万千瓦左右。

中美能源控股公司是爱

荷华州最大的能源公司，为

爱荷华州、伊利诺斯州、内

布拉斯加州和达科他州输送

电力和天然气，是伯克希尔

哈撒韦 (BRK) 旗下子公司。

巴西风电新竞标规则可能使风电成本上涨15%

巴西的风电电价是世

界上最低的地区之一，但是

近日，这一低电价马上要因

为政府在风电方面的新政策

而抬升 15%，而巴西政府

发布这一政策旨在使国家电

网运行更可靠。

巴西 81% 的电力来自

水电，政府一直致力于稳定

该国对可再生能源电力过度

依赖的电网系统。巴西矿产

能源部的新政策旨在保证风

电场可以发出确定数额的电

量。所以，巴西风电开发商

需要花费更多的钱用于设备

改造，并且有可能被迫在风

能资源状况并不太理想的地

方建场址。

巴西风能协会相关人

士表示，政府的措施虽然合

法也合情理，但是采取这些

措施将伤害风电产业的发

展。风电开发商有可能需要

将风电电价抬升 15%，以

弥补成本的增加。此外，新

政策还要求风电场必须建在

靠近电网的区域以便接入，

或者由开发商自己建设连接

风电场的输电线路。这两项

措施主要适用于今年 8 月

23 日政府组织的风电招标

项目中。



Direction | 风向

2013年第06期  15  

2013 年 5 月 23 日，据

外媒报道，谷歌正准备收购风

力发电公司MakaniPower，并

计划将其技术纳入GoogleX

研发部门中。

“我们期待与GoogleX

的新同事开展合作，让节省

能源的高空风能发电成为现

实。”Makani 公司在其网站

上称，“这有助于促使这两家

公司建立长期有效的合作关

系，并让Makani 公司获得有

效的资源，让风能发电在成

本上尽快超过化石燃料。”

Makani 公司正在努力

攻克风力发电难题。他们

将无人驾驶的旋翼风筝升入

空中，并与基地连接，当旋

翼风筝升入到 800 到 2000

英尺的高空时，强劲而稳定

的风力使旋翼风筝变成了发

电机。风速下降时，旋翼

风筝会回到悬停模式，然后

返回基地。旋翼风筝上面安

有很多个垂直旋转的旋翼。

Makani 公司上周测试发现，

一个风筝可产生30千瓦的电

量；但是该公司预计将来能

够生产出发电量达600千瓦

的风筝。传统的风电塔能产

生 3000 千瓦时电量，但是

它的建造成本相对高得多。

谷歌准备收购风电公司MakaniPower

海外

苏格兰政府支持三星进行7兆瓦机组测试

美国首台海上风电机组在缅因州落成

2013 年 5 月初，英格

兰政府已经批准韩国三星集

团 7 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在

英国梅西尔 Fife Energy 风

电场的测试。该测试中心将

2013 年 5 月 31 日，

美国首台海上风电机组

VolturnUS 在缅因州的佩诺

布斯科特河上落成。接下来，

VolturnUS 将被拖到大西洋

水域，并在该片区域部署海

底光缆。很快，VolturnUS

将正式成为这片大洋上首台

可运行的海上风电机组，这

也是美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一

大里程碑。  

该项目是由美国能源

部资助的七大海上风电机组

示范项目之一，造价 1500

获得来自苏格兰工商委员会

930 万美元的基金支持。

据悉，苏格兰能源部

长 Fergus Ewing 已授权许

可三星集团安装单机容量达

万美元，由 DeepCWind 财

团、美国缅因州高级结构与

复合材料中心以及来自政

府、学术界和产业界的 30

名左右的专家共同参与，也

是在缅因州实施的两个项目

之一。该项目将采用半潜式

平台，使用混凝土和质量较

轻的复合材料来代替钢铁，

而且还使用了漂浮式激光雷

达系统以测试海平面 183 米

高度的风能资源和其他海洋

气候状况。一旦该样机被证

明效果令人满意，那么单机

到 7 兆瓦的海上示范机组。

三星集团将对海上风电机组

的新结构与模型进行设计，

以增强其机组可靠性。此次

授权三星集团进行海上风电

容量有望扩大

到 6 兆瓦，叶

片直径则有望

达到 129 米。

现在，这

座 19.8 米 高

的风电机组最

大发电量只有 20 千瓦时，

仅能为 4 户人家供电。到

2016 年，相关机构还将会

投入 9600 万美元的资金。

届时，这些被部署在海上的

风电机组单机容量预计达到

6 兆瓦，并足够给 6000 户

机组测试的是英国财政部长

John Swinney，他在访问韩

国三星集团时做出了这一决

定。三星集团也有望以此更

好地拓展其海上风电业务。

人家提供电力。

据美国能源部预测，

美国海上潜在风能资源超过

了 400 亿千瓦，缅因州约为

15.6 亿千瓦。美国海上风电

发展目标是预计到 2030 年

总装机量达到 500 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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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实现 100%
可再生能源供给的战略要素

全球顶尖的科学家们曾公开呼

吁，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必须将现有

的能源体系转变成一个基于节能、高

效和可再生的可持续能源体系。否则，

我们有可能失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能源转变不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

而是我们阻止气候变化并拯救地球的

必要手段。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和英

国石油公司（BP）的“深海地平线”

钻井平台爆炸导致的灾难仅仅是我们

当前危险的能源体系所带来的众多极

具警示意义事件中的两个案例。如今

的能源基础设施已经老旧，全球大部

分发电装备已近寿命极限。因此，必

须做出重要投资决策使全球能源系统

与时俱进，并绘制未来几十年的能源

版图。能源转型的机遇已经来临。

要设计一个非化石能源系统，需

要做出的第一个思维模式转换就是对

以下问题的理解 ：全球气候与能源危

机不仅与能源本身相关，更与我们正

在使用或者确切地说是正在燃烧的燃

料相关。从本质上讲，我们的能源系

统必须从以燃料为基础转变为以设施

文		Stefan	Schurig

为基础。在一个非化石能源社会中，

我们必须用初始化投资来建设发电设

施，之后投入到该设施中的能源，即

太阳能、风能、水能等都是免费的，

而且几乎不存在运营成本。因此，

100% 可再生能源系统与其说是能源

消费，不如说是一种能源服务。真正

的思维模式转换必须是将能源理解为

一种投资而非运营成本。

然而，转变现存能源系统不仅仅

是用太阳能和风能这种新能源来取代

化石燃料，真正的能源转型只是以此

不可再生能源终归有耗竭的一天，而对它的深度依赖也正在引起众多全球性生存危机。人

类如果想要维持现代生活和地球的宜居性，则必须尽快在各个领域实现 100% 的可再生能

源利用。非化石能源体系正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创造区域价值的唯一途径。本文重点阐

述了实现 100% 可再生能源的各项战略要素。

Eu
ro
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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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起点和斗争的工具。当前基于化石

燃料的能源系统以复杂的集中式基础

设施为主要特征。首先，燃料被运送

到发电厂 ；其次，电力生产与分配合

为一体。这种能源供应链是垂直型的，

收益仅由少数的利益相关者分享。如

果实现 100% 可再生能源转变，这些

都将改变。就其本性而言，可再生能

源系统是分散式的，在此基础上形成

的是一个水平供应链，它需要完全不

同的设施和市场。因此，会有很多新

的角色和利益相关者进入这个系统，

拥有权利并产生直接影响。

试看丹麦等正成功迈向 100% 可

再生能源目标的国家，我们发现，其

成功要素是公众的高度参与和分散式

可再生能源生产所创造的区域价值。

丹麦是唯一致力于在 2050 年前实现

电力、供热和交通领域 100% 可再生

能源供给的欧洲国家。自 1973 年发

生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丹麦能源政

策的主要目标就是实现能源安全供给、

能源利用多元化、环境与气候友好化

以及提高能源供应的成本效益。

在这个北欧小国，当地居民筹集

1600 万欧元投入到可再生能源领域。

100 多个风电机组合作社对全国四分

之三的机组拥有联合所有权。社区风

电场的度电价格不仅比传统电力价格

更具竞争优势，而且只是海上风电电

价的一半。

此外，丹麦也找到了解决风电波

动性这一重大挑战的答案，那就是采

用热电联动，并分散区域供热设施，

从而使能效提高 3 倍，并成功做到分

散储能。光伏和风电也不是独立运行

的系统，丹麦人设法整合集中供热和

制冷、热电联动和可再生能源发电这

些要素，以建立一个真正的自我供给

系统。除了社区参与度，提高能效成

为实现 100% 可再生能源供应的第二

大关键因素。

为了促进欧洲其他地区的可再生

能源发展，怎么强调国家支持政策的

重要性也不过分。尽管是私营部门在

提供恰当的技术手段，却是政策在决

定着将能源投资变为成功商业案例的

时间和方式，因此也引导着能源体系

面向未来的平稳过渡。整个欧洲已经

找到最好的政策方案，尤其在德国、

丹麦和奥地利等国，这些政策已经促

成了惊人的发展。其中，固定电价是

一个关键性法规，它扮演着政策纽带

的角色，将公众、政策、能源和经济

联系在一起。

恰当的政策体系促成了丹麦人的

成功，在保证公众参与度和建立分散

式能源体系方面，丹麦政府有两项政

策尤为关键 ：一是只有地方上市公司

可以获得风电场建设许可 ；二是当地

风电企业所得收入只能由当地绿色基

金用于公共能源建设。

在一个区域内实现 100% 可再生

能源供电，在技术上和经济上早已被

证明是可行的。丹麦、德国和奥地利

等国令人备受鼓舞的个案研究结果也

表明，完全可以将这一目标在整个欧

洲变为现实。我们目前的任务是使所

有政府不同层面的政策框架都来适应

这种现实，并进一步创新良策，譬如

固定电价政策，因为国家层面的政策

法规授权能够激发公众的参与热情和

地方的行动。

为实现 100% 可再生能源供应，

以下政策原则不可或缺 ：

——为可再生能源和化石能源缔

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

——为当地社区和普通民众等新

的参与者提供市场准入渠道 ；

——提供投资保障，使人放心地

投资正确的技术领域 ；

——确保作为项目业主的社区获

得直接收益 ；

——通过电热联产等技术提高

能效。

最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知识传

播和交流也是至关重要的。在可再生

能源利用方面走在前列的国家应该建

立纵贯整个欧洲乃至全球的联系，以

实现欧洲向 100% 可再生能源体系的

转变。尽管有很多好的实践和成功的

政策工具，但这些信息并非总能顺利

地传达到各国政府决策者那里。各国

需要建立更加有效的对话机制，使彼

此的宝贵经验得以借鉴，使稀缺的资

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因为，在这场史

无前例的能源大转型中，只有一点是

确定的 ：未来并非注定是历史的延续。

( 本文作者为世界未来基金会气

候能源部主任，翻译 ：苏晓 )

可再生能源系

统与其说是能100%
源 消 费， 不 如 说 是 一 种 能 源 服

务。 真 正 的 思 维 模 式 转 换 必 须

是 将 能 源 理 解 为 一 种 投 资 而 非

运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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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发展清洁的可再生能源与“十八

大”提出的发展绿色革命之间有怎样的联系？

石定寰：有必然联系。党的“十八大”把

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转

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标志。若想转变发展方向，

首先应从高消耗的、高污染的传统生产生活方

式，转变为可持续、绿色、低碳，并符合循环

经济要求的发展方式。这里的核心问题是能源。

化石能源以及能源的传统利用方式排放了大量

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是引起气候变化的主要原

因之一，PM2.5、微细颗粒由化石能源产生已

经成为路人皆知的公理。因此，加快调整能源

结构的步伐，使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生产、消费

当中占有更高的比例，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

措施和手段。“十八大”提出推动能源生产和消

费革命。所谓革命，就是要从各方面产生根本

性的变化，令使用能源的方式、种类、结构都

有所变化。把人类的能源基础从化石能源转变

为可再生能源是能源转变的重要标志，也是新

能源革命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标志。

《风能》：有人认为国家给可再生能源的优

惠政策可能会拖累经济发展速度，您怎么看？

石定寰：确实会拖累一些 GDP，增加一些

成本，但反过来拉动了很多新兴产业，从正面

效益看来，有利于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

着技术进步、产业完善，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

源的成本会逐步降低，低到能够进入我们人类

社会生产生活中。例如风电开始时发电成本为

7 角多 1 度电，现在降到了 4 角 1 度电，接近

于常规能源的发电成本，而如果把环境效益放

进去，甚至成本更低。光伏发电在几年前还是

7 元多 1 度电，到 2007 年时是 4 元多 1 度电，

这两年已经降到了 1 元钱左右。另外，可再生

能源行业本身就是个产业，就能够创造 GDP，
这个产业在全国拥有几百万从业人员，是一个

庞大的队伍。由于面向千家万户，需要做大量

服务工作，设计、建设、管理、运维等制造业

的下游产业对就业需求庞大。所以我们在看待

事物时，有必要对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都有所

了解。

《风能》：有些人对发展可再生能源持怀疑

态度，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石定寰：对发展可再生能源持怀疑态度的

人可能有几个群体，包括政策制定者、能源界

人士，以及社会公众等。对于持此态度的公众

来说，还是缺乏对可再生能源的了解，这证明

我国在此方面的宣传、科普工作仍不到位，由

此产生了距离感。实际上，不少公众只是明白

如果需要用电，就去拉根电线，对这些电是从

哪来的并不清楚。大多数人只是略微听说过可

再生能源，从而认为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仍很

科幻、遥远，甚至是点缀，是摇摆不定的事情，

能否真正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问题仍有待观

察。随着认识程度的提高，公众群体对发展可

再生能源的质疑将越来越少，并逐步接受。第

二个群体是地方领导，这部分人中多数并不是

能源界的，因此在中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后，较容易接受，

传统观念影响可再生能源发展
本刊记者		赵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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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下大力气推动该产业建设。但由于对可再生

能源产业及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不足，他们难

以正确把握原则，正确指导发展，为增加地方

GDP 一哄而上，产生了前一段时间风电、光

伏领域的投资过热，产能过剩的现象。

另外一个群体是部分能源界领导。他们对

新能源并不十分了解，且用惯了化石能源。由

于能源结构在不断调整，加强对可再生能源的

利用，会使得化石能源的利用出现此消彼长的

情况。任何一种旧的事物都不愿意自动退出历

史舞台，新生事物与旧有事物都有一个博弈的

过程，这部分人的观念也是如此。比如我们了

解到，一些能源界的领导认为可再生能源是垃

圾电，由于要靠天吃饭，因此不能稳定供应。

还有人认为成本太高，包括一些经济学家也跟

着喊，生产利用可再生能源的设备产生高耗能，

高污染。甚至连科技界的高层领导都有这种看

法，并不清楚它的耗能与产能的比例之间到底

什么关系，因为如果生产设备的能耗很高，这

些设备用几年就坏了，再加上效率还不是很高，

从而引起污染。这都是一些错觉，没有了解到

可再生能源的本质。这部分领导和经济学家也

都没有亲自去企业看看，只是在人云亦云。

《风能》：除了观念问题，您认为发展可再

生能源的最大障碍还有哪些方面？

石定寰：技术本身还需要解决一些问题。

目前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效率还不高，稳定性还

需进一步提高。一方面，微电网、智能电网能

否很好地实现，还没能拿出一个不错的示范，

因此目前仍是通过理论和前景说服人，不易让

人接受。另外太阳能电池的转换效率才百分之

二十，整个系统可能才百分之十几，从成本来

说与传统的化石能源还有很大的差距。但这里

我们要明白，如果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看太阳

能发电成本确实有点高，但化石能源发电却没

有把环境成本算进去。环境成本是外部成本，

使全民都承受了 PM2.5 的苦衷，它本来应该

是由化石能源负责的，但反而加给了老百姓。

虽然新能源又干净又好，但老百姓并不了解，

价格高点大家又不愿意，大多数人仍然不愿意

花更多的电价来买一个干净。我们的政策也并

没有充分配套、完全落实。欧美的可再生能源

之所以发展得快，是因为有多种政策支持，例

如金融、信贷、保险等。我国目前行使的可再

生能源补贴，无论金太阳工程也好，电价补贴

也罢，一拖欠就是好几个月，发电企业难以及

时利用此项资金。另外，在可再生能源行业工

作的人才最近几年才有所增加，目前仍缺乏专

业化人才。在组织管理部门当中，了解可再生

能源的人才也比较少，因此很难掌握它的发展

规律。

《风能》：中国企业和产业在全球可再生能

源企业和产业中的定位是什么样的？怎样与国

外的企业和产业形成优势互补协调发展？

石定寰：在 2006 年以前我国多晶硅材料

主要依赖进口，所以那个时候很多太阳能企业

都想投资多晶硅材料，并建了不少厂，但引进

的这些技术都不是最先进的，所以缺少竞争力。

目前，中国在光伏行业和风电行业中均已成为

全球最大的制造国，但不能仅满足于制造，在

发展中要充分发挥优势，克服劣势。所以要继

续加强国际交流和合作，共同解决矛盾。由于

内部的不合理竞价，中国企业把光伏产品价格

压得很低，破坏了市场，但欧洲没有去充分地

了解中国，没有看到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并

及时与中国加强合作。所以还是要在政府的推

动，政策的支持、协调下，加强与欧美、非洲

国家的沟通，充分考虑双方利益。

受访嘉宾 ：石定寰

1943 年出生，国务院参事，中国可

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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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景能源的智能双模风电机组和智慧风场设计以及风电场协同控制

技术，可以突破低风速区域风电开发的边界，让更低速的风资源利

用成为一门好生意。

本刊记者		薛辰

5米多风速也有好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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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风电开发商，而

恰好想继续在低风速区域建风

电场赚钱，只是对更低风速的

下限有点拿不准 ；也可能你是

投资者，正在为一项低风速风

电场投资决策犯嘀咕，投还是

不投都让你犹豫不决。

无论处于哪种情形，不

妨看看来自中国规模最大的低

风速风电场——安徽来安项目的数据 ：一个 5
万千瓦的低风速风电场项目，造价约 4 亿元人

民币，在平均风速 5.5 米 / 秒风况下，年等效

满发小时数超过 1800 小时，按照国家发改委

规定的标杆上网电价（每千瓦时 0.61 元），该

项目年收入超过 5490 万元人民币，项目内部

收益率超过 10%。显然，这是赚钱的好生意。

但并非所有低风速风电场项目都有这么好

的业绩，比如与上述项目相邻的某个低风速风

电场项目，年等效满发小时数刚超过 1500 小
时。这样的业绩 , 显然是个坏生意。

低风速领域的好生意和坏生意，让开发商

处于两难的境地，投资多大，担忧就有多大，

但不投资就意味着与战略性业务擦肩而过，甚

至连看得见的未来也失去了。其实，开发商也

不必忐忑和纠结，只要看清低风速生意的风险，

做好这门生意就不是问题。

低风速风电场项目是个技术致胜的生意，

安徽来安低风速风电场的运行实践证明，风电

机组和风电场设计是低风速风电场生意中的两

大风险，前者可以决定这门生意的好与坏，后

者可以决定这门生意更好或者更坏。

先来看风电机组。在安徽来安县，由龙

源电力投资的国内首个低风速风电场项目一期

2011 年 1 月 5 日并网发电，开创了在低风速

区域开发风电的先河。颇具商业价值的是，该

项目装机容量 4.95 万千瓦，全部采用远景能

源 1.5 兆瓦、87 米大叶轮低风速机组，整场发

电量业绩令人惊喜。

此后，龙源电力加大来安低风速风电场项

目投资，二、三期仍采用远景能源的低风速机

组，但在项目四期采用了某厂

商的低风速机组以后，一直以

来的低风速生意出现了不好的

苗头，项目五期重又采用远景

能源的低风速机组。

数据最有说服力。龙源电

力来安低风速风电场项目后评

估报告显示 ：2012 年 1 月 1 日

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在机

舱平均风速 5.5 米 / 秒的风资源条件下，远景

能源的 132 台低风速机组平均年等效满发小时

数 1827 小时。这表明来安低风速风电场项目

一期、二期、三期、五期均是赚钱的生意。

而与远景能源同型号的某厂商低风速机

组，在机舱平均风速 5.6米 /秒的风资源条件下，

33 台机组平均年等效满发小时数仅为 1569
小时，比远景能源的低风速机组发电性能低

20%。显然，这是不能赚钱的坏生意。

那么，远景能源的低风速机组为何比业内

主流机型有超过 20% 的发电性能，这源于远

景能源业界领先的智能风电机组技术平台。从

理论上讲，对于低风速机组而言，由于其额定

风速低，若要达到与普通机组同样的功率输出，

就必须加大叶片以便捕获更多的风能，但低风

速技术绝非简单加长叶片这么简单，一味执着

于“加大叶片”很可能让低风速技术陷入误区。

“在低风速地区，并非增加叶轮的扫风面积就

能提高风电场的投资回报率，必须使用特殊的

低风速控制技术才能获得好的经济效益，比如

在风电场设计之初就要使用特殊低风速风场选

址技术来设计风电机组的布局，并且需要提前

模拟低风速风电场系统控制方案，这样才能保

证风电场盈利。” 远景能源技术开发总监朱博士

强调，“这样做的前提是，要有一个适宜在低

风速风电场运行的好机组。”

过去 4 年的时间里，远景能源一直在低风

速风电领域推进技术创新。最初，这家公司在

其“风机载荷控制软件在环仿真平台”上验证

了各种控制思路之后，找到了一种特有的“动

态最优发电量捕获算法”和降载核心控制策略，

风电机组和风

电场设计是低风速风

电场生意中的两大风

险，前者可以决定这

门生意的好与坏，后

者可以决定这门生意

更好或者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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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在 2009 年 12 月成功研制出全球首款针对

低风速地区的 1.5 兆瓦、87 米大叶轮风电机组，

创造了国内低风速区域风电开发需求。

此后，远景能源的低风速机组开发进入智

能化阶段，进而在业界首次提出了智能风电机

组的概念，简单说，就是通过配备一系列先进

传感技术和智能控制算法技术，让远景能源的

低风速机组成为“能感知、会思考、可以判断

和决策的智能风电机组。”

从来安低风速风电场的实际运行看，远景

能源的智能风电机组比传统机型能更快速、更

全面地感知风速变化、湍流强度、空气密度以

及机组间的尾流效应，并且能迅速做出反馈，

以便从风中捕获到更多的能量。

远景能源产品开发总监 Anders 透露，远

景智能风电机组还具备适应环境的动态自学习

能力，换句话说，它会通过一个学习模型，准

确辨识各种工况，使自己始终处在最优的工作

点，充分发掘机组发电量的极致潜能。

有意味的是，远景能源智能机组的出现

可能会让业界有关在低风速区域直驱技术是

否更优于双馈技术的争论变得寡淡无味。在

Anders 看来，不能笼统地谈论这两种技术路

线的孰优孰劣，这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

否则这两种技术也不会并存这么多年。

 “谈到技术先进性，大多数人认为直驱是

新技术，双馈是传统技术，实际上这是一个误

解，直驱技术问世的时间还早于双馈技术，只

是双馈技术在后来几十年的发展中逐渐在世界

范围内成为业界的主流。”Anders 说，“成为

主流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双馈机组在超过额

定功率 30% 以上的工作模式下，其效率显著

高于直驱全功率机组，而在低于 30% 额定功

率下，由于双馈电机和齿轮箱效率的明显下降

而使其效率低于直驱全功率机组。但在比对两

种技术路线时，有一个事实是很容易被大多数

人忽略的 ：以平均风速 5.5 米 / 秒风资源的来

安风电场为例，机组工作在额定功率超过 30%
以上工况下的发电量占全年发电量的 80% 以

上，这也就意味着，即使是在这样低风速的风

资源条件下，双馈高效是整个风电场发电效能

的决定性因素，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么多

年发展下来，双馈技术发展应用在世界范围内

远远超过直驱技术的事实。”

“但是，远景的智能机组并没有简单停留

在直驱全功率 vs 双馈的二选一上，” Anders 进

一步补充道 ：“远景的智能机组突破了设计约

束，实现了双模智能切换运行模式，也就是说

在高风速时段，双馈的高效运行模式捕获了全

年超过 80% 的能量分布 ；在低风速时段 30%
额定功率工况以下，发电机则通过双模变频切

换运行在全功率模式，从而使得双模机组即使

在能量占比非常少的低风速时段也取得了接近

直驱全功率的运行效率。”

远景能源的机组之所以能够实现如此智能

的功能，其秘密在于它比传统机型的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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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多出大量的控制代码，正是这些代码的作

用使远景低风速机组比业界主流机型高出至

少 20% 的发电性能。来安低风速风电场项目

后评估报告显示，“与相邻的国内某主流同型

号机组进行发电量比较，在风资源条件相似

的情况下，远景能源智能机组的发电量平均

高出约 24%。” 
正如远景能源风电场设计总监 Oliver 所

言，“如果说风电机组供货商最终的产品是好

的机组，那么风电投资商最终的产品就是一个

好的风电场。打造一个好的风电场最关键的问

题是要为风电场打造一个好的基因。” 做低风速

风电场投资，选对了机组就有了好生意的开始，

一旦选错了机组，就选错了风电场的“基因”，

这就给风电场的盈利能力带来巨大的风险。

决定风电场“基因”的另一个重要环节

是风电场设计。也许，一项源自来安低风速风

电场项目后评估报告中的数据会让你“一身冷

汗”：“低风速风电场发电量对风速有着很强的

敏感性，在风电场设计过程中 0.1 米 / 秒的风

速误差对应 4% 的发电量误差。”

其实，风电场实际运行年满发小时数低于

可研报告的预计值，一直是风电开发市场的痛

点，只是这个痛点在低风速风电场开发中显得

更痛而已。项目后评估报告还显示，“同一个

风电场，相当一部分机位发电量实测值与可研

预计值的误差超过 30%，发电能力最好的机组

个体，其发电量超出最差的机组个体 1 倍以上；

风电场的尾流实测误差超过 50%。”

显然，这是低风速风电场微观选址出了问

题。2012 年 11 月 28 日，大唐江苏分公司派

员到龙源电力来安低风速风电场考察，在其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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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报告中称，“在控制室内，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同一

时间段、同一型号风机的发

电功率相差很大，年发电小

时数 1300 小时至 2400 小时

不等，这是风机微观选址的

问题，部分风机选址不合理，

导致与可研发电量有较大差

距。”报告强调，“在低风速

区域，微观选址的好坏，有

可能决定了单个风机甚至整

个风电场的成败。”

为何微观选址问题在低风速风电场表现得

更为突出，在 Oliver 看来，其中一个重要的

直接原因在于缺少智慧的低风速风电场设计工

具。Oliver 解释说，基于传统流体模型软件推

算的风资源分布误差较大，这是因为中国的低

风速风电场往往建设在复杂地形区，对于场区

内形成的峡谷风、爬坡风、山谷风、海陆风、

塘沽风等局部气候，用传统软件推算机位风速

可能会导致 0.4 米 / 秒以上的误差，这会对机

组发电量造成致命影响。

Oliver 提醒，更容易被忽略的风险是，在

低风速区域，传统流体模型软件推算的湍流、

尾流误差较大，换句话说，低风速风电场机组

间的附加湍流、尾流明显大于传统风电场，可

能导致 5% 至 10% 的发电量评估误差。“正因

对传统设计工具的风险有深刻的认识，远景能

源才在挖掘低风速风电场数据的基础上，对传

统设计软件的适用性进行技术优化，使流体、

湍流、尾流推算符合低风速风场的运动规律。” 
Oliver 说。

客观地看，低风速风电场设计环节的问

题，也与风电场生命周期管理不能贯通有关。

一个风电场项目从项目规划与测风开始到项目

运行，期间还要经历可行性研究、设计与招标、

项目建设三个阶段，但跨项目生命阶段的管理

和服务始终没有贯通，多个环节接口的不顺畅

直接导致了风电场价值流的损失。

也正因此，远景能源致力于“打通”全生

命周期低风速风电场项目接

口，让价值流畅通并将后评

估经验反馈到新的项目。出

生决定一生，一个好的风电

场设计可以很大程度上决定

风电场是否能充分发挥出单

一风电机组个体的发电性能。

“目前在运行的低风速风电

场，如果不是在 2010 年尚处

于低风速风电场起步阶段的

风场设计缺陷，远景智能风

机能够为客户创造更多发电效益。” Oliver 自

信地说，“如果远景在此项目早期更多参与低

风速风电场设计，可以让年等效满发小时数达

到 1900 小时，会对低风速风电场发电量产生

积极影响。”

致力“打通”全生命周期风电场设计业务，

远景能源早在 2011 年底就组建了由跨不同专

业、跨业务领域的专业人员组成的风电场设计

团队，现有团队由顶尖的风电机组控制专家、

气象和风资源分析专家、运行评估分析专家以

及 IT 架构专家组成，并且负责在企业内全生

命期的风电场设计与评估优化工作，从而在组

织架构上完成了全生命周期低风速风电场业务

的贯通，从前期开发、中间设计到运行维护和

资产管理与优化，都可以在远景智慧风场设计

平台上来实现。Oliver 称“远景能源的低风速

风电场设计是致力于实现风电场全生命周期的

投资收益最优化，并且实现已有低风速风电场

的设计与运行经验无缝闭环到新的风电场规划

与设计环节。”

远景能源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搭建能够

支持全生命周期风场设计管理的支撑系统。近

两年业内围绕微观选址出现了很多方法，但有

些看似很好的方法并没有经过一个闭环的优

化，其中的不确定性会给低风速风电场微观选

址带来风险。相对于方法，低风速微观选址更

需要一个好的平台，而远景能源恰恰有一个“基

于云中心的全生命周期智慧风场设计系统”。在

Oliver 看来，“这个平台是基于高性能流体运

远景能源的设计系

统中已经积累了大量低

风速项目运行数据与后

评估工作获得的新知识

和宝贵经验，可以应用

到低风速风电场设计业

务中来，这奠定了远景

能源低风速风电场设计

技术的先发优势。



封面 | Cover Article

26  风能 Wind Energy 

算引擎，支持平台上的各个业务模块，从而实

现无缝对接以及流畅运行的云服务解决方案。”

目前，远景能源的设计系统中已经积累了

大量低风速项目运行数据与后评估工作获得的

新知识和宝贵经验，可以应用到低风速风电场

设计业务中来，这奠定了远景能源低风速风电

场设计技术的先发优势。此外，远景能源通过

整合公共风资源数据和购买专业风资源数据，

建立了低风速资源数据库，这也让低风速微观

选址更加符合低风速风场的运动特性。

而“基于云中心的全生命周期智慧风场设

计系统”的另一个重要优势，在于让远景能源

在低风速风电场设计阶段就可以制定高技术难

度的风场优化控制策略。在提及这一技术时，

Oliver 并不情愿透露其中的核心技术，但记者

可以明显感到远景能源的低风速风电场微观选

址其实就是一个定制个性化风电场的过程，每

一台机组都是基于地形和机组模型、特殊微观

尺度物理特以及多年风速矫正考量的个性化策

略控制，而且机组之间可以做到信息共享，这

也让风电场级优化控制成为可能。

提及风电场协同控制技术，Oliver 用了人

和海豚游泳的例子 ：人和海豚比游泳，海豚本

身的游泳技术比人好，这类似单台机组优化的

问题，而海豚还利用各自之间的水流特性去协

调自己的行为，这就是协同能力。这一点，即

使人人都有好的游泳技术也难以做到。

 “当一个风电场的机位布置确定之后，风

电机组在发电时，风流场因受到地形和尾流影

响而变得非常复杂，单台机组的发电最优并不

等于风电场整体发电最优。”朱博士说，“为使

风电场整体发电最优，远景能源开发了风电场

最优协同控制技术。”

与可研发电量预计值相比，风电场超过

25% 的发电量折减比例已得到多数业内人士的

认同。Oliver 信心满满地说，“源自低风速风

电场的技术创新，可以让持续降低发电量折减

比例成为可能。我相信风电场协同控制技术所

蕴藏的能量。”

从技术角度看，风电场协同控制技术是

利用先进流体计算技术、风电机组优化气动

控制技术、风场流信息共享技术，把风电场

各种测量信息同化融合到云服务中，并利用

云中心强大的计算能力计算出流场未来的演

化情况，优化求解出风电场每台机组的优化

设定点，再将设定点发送到每台风电机组，

以控制风电机组的有功功率达到全场风电机

组发电量最优。

此外，这一技术还会根据实际发电量和计

算模型的偏差，动态调整计算模型、修正模型

不准确导致的控制误差，达到风电场最优出力。

比如，在突发阵风情况下，传统控制系统有可

能过速停机，其结果是风过之处风电机组处于

保护停机状态，从而造成电网的不稳定。而风

电场协同控技术则会通过风电场最优捕获算

法，提前调节各个风电机组的状态，将阵风中

蕴含的能量最大化捕捉到，既能保证全场风电

机组的最大化出力，又能保证每台机组极限载

荷不超出设计范围。

到此，作为低风速风电场项目投资者，你

会看到一台好的风电机组加上一个好的风电场

设计，就是做好低风速风电场项目这门好生意

的逻辑。如果你还能想到低风速风电场投产后

的资产优化，那么，这门好生意的逻辑将会更

加完美。

毕竟资产优化的案例已经出现 ：远景能源

与龙源电力通力合作，在来安低风速风电场运

行阶段实施9项风电场发电性能优化技改措施，

提升发电量 5%，而这仅仅是个开始。最新数

据预示 ,2013 年全年，来安低风速风电场运行

的远景能源 1.5 兆瓦、87 米叶轮机组年等效满

发小时数有望达到 1900 小时。

与此相呼应的是，远景能源还陆续推出了

1.5 兆瓦、93 米叶轮和 1.7 兆瓦、103 米叶轮

及 1.8 兆瓦、106 米叶轮等几款发电性能更高

的低风速智能机组，这让风电场协同控制技术

有了更大应用空间，也使更低风速的风电场项

目取得商业上的成功有了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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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超导发电，GE又笑了

这段时间，GE 在风电领域显得

很是活跃。

为了把成本降低 40%，该公司宣

布开始研制织物型叶片，这是一项能

够对风电技术发展起到革命性推动作

用的技术方向。6 月，GE 又与国电

龙源电气签署了框架协议，进一步加

深双方的合作关系，为国电龙源电气

提供 1.5MW 及 2MW 变频器的核心。

而坐落于英国、投资高达 5 千万英镑

的大型风电机组测试设备也将很快向

整机商开放。这个设备有能力处理全

部机舱的性能、耐力和压缩生命周期

测试，由一台 15MW 永磁发电机驱动。

最近，一项影响范围更广的技术

被GE攻破，这个冠名为“Hydrogenie”
的紧凑型高温超导发电技术顺利通过

了测试试验，使整个能源、动力领域

都可以开始倒数其产业化一天的到来。

“高温超导发电”这一名词听上去

有点科幻，其“高”在哪里，“超”在

哪里，并不是字面意思那么简单。例如，

这里所谓的“高温”，并不是指我们平

常生活中普遍意义上的高温，而是指

“并不算太低的低温”。

众所周知，科学家发现超导现象

的缘由，是将汞冷却到零下 268.98℃
时，汞的电阻可以突然消失。但利用

汞的超导能力并不现实。在此后的研

究中，人们了解到许多金属及合金都

具有在低温下失去电阻的特性。利用

这些超导体，可以达到两个目的——

体积小，效率高。

目前最新的超导体是通过在相对

便宜的基体金属上放置陶瓷超导层制

成的。当其冷却到极低的温度时，不

会产生电阻，因此其绕组导线的横截

正在测试的紧凑高温超导发电技术GE的风电变流器

GE设计的15MW永磁电机

本刊记者		赵靓

重量级企业搞技术创新，没有点战略安排是不行的。就像绝

世 武 功 要 打 通 任 督 二 脉，GE 总 是 提 前 占 领 基 础 科 技 的 关 键 点，

从而在市场发生革命性变化之时，利用该优势在各领域全面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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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可以非常小，达到传统铜绕组横截

面的 2%。

按照一般理论，发电机的电磁铁

线圈的绕组匝数越多，能够形成的发

电功率越大。目前看来，正是受制于

重量和体积，10 兆瓦级风电机组应该

算是风电机组设计方面的一个坎。如

果能够利用超导体，十兆瓦级的风电

机组将不再成为技术瓶颈。而在相同

的重量和体积下，发电机效率将有不

少提高。

但由于超导一般发生在极低温度

条件下，各国科学家不断试验，希望

找到提升超导现象环境温度的办法，

用最低的成本、最可靠的方式利用该

现象，从而产生了相对高温的高温超

导体。这类高温超导体与普通超导体

相比，采用的绝缘结构可以简单一些，

同时为冷却付出的功率也更小一些。

GE 研制“Hydrogenie”紧凑型

高温超导发电技术的思路与此相仿。

这个技术使超导体能够在 43 开尔文或

零下 230℃的环境中工作。为创造这

样的工作环境，需要攻克低温冷却和

热绝缘两个技术难题。利用特殊的方

法，极冷的氦气通过一个旋转的联接

器送到机器的转子内，然后在单个线

圈周围循环。然而，虽然转子位于真

空中，但仍会通过转子的轴与外部环

境接触、摩擦，造成了转子轴周围的

大温差，从而需要不断地为其提供冷

却能力，利用低电阻热接头和组件保

证冷却线圈需要最小的冷却功率，从

而使转矩从冷态的高温超导线圈传送

给机器的转子。

“这就相当于要把冰块保存到高温

烤箱内的烤肉架上，只是我们的烤肉

架采用了高技术。”Hydrogenie 项目

经理 Martin Ingles 说，“该技术确实

是突破性的，它能够从根本上提高设

备利用水和风发电的效率，而且还适

合将来的应用。”

实际上，Hydrogenie 基本上已经

涵盖了使用高温超导技术进行商业化

发电所需的全部技术，使发电机能够在

较小的空间内，以 214rpm 旋转，达

到甚至超过额定的满载 1.7 兆瓦功率。

据悉，作为 2006 年至 2010 年

欧盟第六框架计划扶持项目的一部分，

Hydrogenie 实验于 2012 年下半年完

成，这项技术和测试是由一个名曰 GE 
Power Conversion 的部门在英格兰拉

格比的 GE Power Conversion 工厂完

成的。据了解，这个业务范围涉及能源、

船舶等领域的部门，主要工作是设计

和定制化生产技术领先的电动机、变

频器、自动化与过程控制系统，而其

追求的正是更清洁、更高效的工业趋

势。有消息称，除了高温超导发电机

外，GE Power Conversion 还在高温

超导传输可再生能源电力方面颇有建

树，并已完成了相关测试。

因为在有限的空间可以提供较大

的功率，Hydrogenie 技术很适合于应

用在高转矩、低转速的领域。其中在

船舶行业，不仅只需占用很小的空间，

将宝贵的船舱空间留给乘客，而且

通过结合 DC 或可变 AC 系统的高温

超导技术，可以节约 4% 的燃料。也

可以用于升级老的水力发电站，通过

将高温超导发电机与水轮机连轴变速

运行，在带部分负载的条件下，提高

12% 的效率。

据 GE 的 Power Conversion 部

门透露，在更受关注的风电领域，采

用高温超导技术的风电机组，也具有

类似的两项优势。一则是因为重量与

空间需求更少，可以降低塔架的安装

质量，也降低了安装难度，节省了相

关的成本。二则是采用该技术的风电

机组的节能寿命成本只相当于普通 10
兆瓦风电机组的 20%。

当然，GE 在超导领域也不是孤

家寡人。

此 前 就 有 消 息 称， 一 家 名 为

Zenergy Power 公司也在研制高温超

导发电机，并且有意将该技术运用于

风力发电。而以电力分配系统为主业

的美国超导公司，同样在为 10 兆瓦级

别的海上发电机组开发高温超导体及

相关技术。据称，采用该公司高温超

导技术的 10 兆瓦风电机组将仅重 120
吨，而传统同容量的机组则需 300 吨。

显然，高温超导技术已经被众多

国家和企业看做未来发电、输电、用

电技术的重点发展方向之一，而该技

术获得商业化突破之时，最先获益的

很可能将是风力发电行业。因此，无

论是从科技战略还是市场、经济的角

度看，我国风电制造商应有相当的必

要对该技术加以关注，做一点有创新

性贡献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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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风电技术的进步以及人类对

海上风能资源的认识不断加深，

已经有多个国家将海上风电发

展作为未来风电技术发展的主要趋势。一直以

来，海上风电也是备受全球关注的重点话题。

根 据 知 名 咨 询 公 司 BTM 的 最 新 统

计，2012 年，全球海上风电新增装机量为

1131MW（如表 1 所示），这意味着 2012 年海

上风电的装机增幅为 140%。在欧洲，2012 年

新的海上风电场项目主要分布在英国、德国和

比利时。除了欧洲之外，其他 3 个商业性海上

风电场项目位于中国，分别为江苏如东潮间带

示范风电场 1 期项目（20 台机组，总容量为

50MW）、江苏如东潮间带示范风电场 1 期增

容项目（20 台机组，总容量为 50MW）以及

龙源如东潮间带试验风电场增容项目（2 台机

组，总容量为 10MW）。虽说全球海上风电累

计装机容量已经达到 5117MW，突破了 5GW
大关，但是到目前为止，海上风电装机容量依

然只占到全球总装机容量的 1.8%。而且乐观

估计，到 2020 年全球海上风电装机容量也只

能占到风电总装机量的 10%。从风电机组供

应商而言，大部分新增项目所采用的机组都是

西门子生产的，其次是 REpower、金风科技、

BARD 和重庆海装。2012 年，有很多领先的

风电机组制造商都表示计划加强在海上的发展

或推出新的机型进入海上风电市场。这些公司

分别是维斯塔斯、西门子、Areva、阿尔斯通、

歌美飒、联合动力、三菱重工、现代集团和三

星集团。

2012 年还在建设的海上风电场项目主要

分布在比利时、丹麦、德国、瑞典、英国、中国、

日本和韩国，总容量超过了 4000MW。一共有

25 个在建项目，如表 2 所示，其中有 5 个项

目是示范项目，总装机容量不到 30MW。

2012 年，欧洲为全

球海上风电市场贡献了大

部分的份额，尤其是英国、

德国和比利时表现突出。

据欧洲风能协会的统计数据，欧洲在 2012 年

共新增 369 台海上风电机组，其中有 293 台

已经并网，其他 76 台也在等待接入电网，新

并网的机组分布在 9 个风电场，并网容量为

1166MW，比 2011 年增长 33%。截至 2012
年底，欧洲已经累计有 1662 台风电机组安装

和并网，这些机组分别安装在 10 个国家的 55
个海上风电场中。从海上风电总装机量的排名

来看，依次是英国（2948MW）、丹麦（921MW）、

比利时（380MW）、德国（280MW）、荷兰

（247MW）、瑞典（164MW）、芬兰（27MW）、

爱尔兰（25MW）、挪威（2MW）和葡萄牙

（2MW）。2012 年已经并网的 9 个风电场中，

英国占了 6 个，总装机容量为 854MW，共安

装了 34 台风电机组。其次是比利时、德国和

丹麦。其中，德国增加的 80MW 并网容量属

于增容项目。

虽然 2012 年欧洲的海上风电装机有大幅

度的增长，而且总装机容量已经突破 5GW 大

2012年全球海上风电发展
统计与分析 本刊记者	苏晓

欧洲引领海上
风电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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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但是这离欧盟成员国的国家可再生能源发

展规划（NREAPs）所设定的目标还有一定

的差距。根据 NREAPs 所定目标，到 2012
年，欧盟成员国的累计海上风电装机容量预计

要达到 5829MW，但目前还有 14.3% 的任务

没有完成。另外，海上风电的发展对欧洲实现

2020 年 20% 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至关重要。

所以未来几年，欧洲海上风电发展将成为欧洲

风电及整个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不过，总体而言，欧洲海上风电发展已

经趋于成熟。自 1991 年全球最老的风电场

Vindeby 风电场项目在丹麦开始运行，直到

2000 年之前，全球几乎所有的海上风电装机

都分布在欧洲，以丹麦和荷兰为主，且单机容

量都在 1MW 以下。2000 年之后，英国的海

上风电发展非常迅速，并逐渐领先其他欧洲国

家，成为全球海上风电发展最快、装机容量最

多的国家。而且，从总装机容量和发展趋势而

言，英国近几年有望保持这一领先的地位。

根据欧洲风能协会统计数据，在欧洲最突

出的风电机组供应商是西门子，其占据了欧洲

海上风电装机量 58% 的份额，其次是维斯塔

斯（28%）、REpower（8%）、BARD（3%）、

WinWind（1%）和 GE（1%），Areva 则大约

有 30MW 的机组并网。

有一点值得注意，欧洲海上风电市场以

前基本被西门子、维斯塔斯、REpower 和

BARD 占据的格局有望朝着多元化的市场趋势

发展。随着海上风电机组的不断开发与推出，

未来几年，Areva、歌美飒以及中国的几大风

电机组制造商都试图在这个市场一试拳脚。另

外，从风电机组的海域分布来看，目前的绝大

部分海上项目还是分布在北海附近，其次是大

西洋和波罗的海，而地中海在短期内还没有建

设重要项目的迹象。

相比欧洲和亚洲把海

上风电作为各自能源计划

的重要部分，美国的海上

风电却仍处于起步阶段。

直到 2012 年底，美国还未安装一台自己的海

上风电机组，这与其在陆上风电方面取得的成

绩形成了鲜明对比。一直以来，海上风电项目

美国风电发展
不断加速

摄影：陈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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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昂的建设与运输成本、利益相关方的阻挠、

海上风电机组安装技术、联邦政府与州级政府

之间的管辖冲突等都是造成美国海上风电发展

缓慢的重要原因。不过，美国的海上风电发展

在这两年开始有了一些起色。

2010 年底，随着美国第一个海上风电项

目——鳕鱼岬海上风电场项目的获批，其海上

风电开发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该项目位于美

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湾，预计安装 130 台西门

子单机容量为 3.6MW 的风电机组，总装机容

量为 468MW。2011 年 4 月，美国能源部和内

政部共同发布了《国家海上风电战略 ：创建美

国海上风电产业》，该战略计划到 2020 年美国

海上风电容量将达到 10GW，到 2030 年达到

54GW。除了宏大的海上风电发展规划，在该

发展战略中，还明确了 5050 万美元的海上风

电技术研发资助计划，包括支持创新型风电机

组设计工具和硬件的开发、支持限制海上风电

部署的关键行业部门和因素的基础研究与定向

环境研究、以及资助下一代风电机组传动系统

的开发和改进。2012 年，美国能源部又启动

了一项 1.8 亿美元的投资计划，以通过研发创

新技术支持美国海上风电项目发展，主要集中

在海上风电机组的安装、海上风电机组与电网

的连接等方面。

目前，美国共建有 13 个海上风电项目，

分别位于大西洋、太平洋、大湖地区和墨西哥

湾，装机容量 5100MW，但大部分项目都尚

未开工建设。这些项目分别是鳕鱼岬海上风电

场、布鲁克岛海上风电场、风能中心海上风电

场、缅因州“海风”试点项目、水之风海上风

电场、大西洋城海上风电场、大西洋中部海上

风电场、长岛－纽约海上风电场、弗吉尼亚海

上风电技术进步项目、破冰船海上风电场、海

湾海上风电场、格兰德河（南北）项目、“浮标”

太平洋示范项目、大西洋风能网项目。在这 13
个项目中，有 3 个已经签订了购电协议。

2013 年 5 月 31 日，美国首座漂浮式海上

风电机组样机 VolturnUS 在缅因州佩诺布斯

科特河上并网，这也是世界上首个采用混凝土

漂浮平台的风电机组。这一样机的安装无疑成

为美国海上风电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虽然在海上风电发展

方面与欧洲还存在很大差

距，但是亚洲的海上风电

已经形成一股重要力量，

在全球海上风电发展上打破了以往欧洲传统市

场独占鳌头的格局。从 2000 年起，中国、日

本和韩国就开始建立自己的海上风电项目，但

前几年发展都比较缓慢，只是零散地建了几个

亚洲成为后起
之秀

表1 2011年-2012年全球海上风电装机统计（数据来源：BTM）

国家
2011年新增装机容

量（MW）

2011年累计装机

容量

2012年新增装机容

量（MW）

2012年累计装机

容量

比利时 0 195 184.5 379.5

中国 107.9 209.9 110 319.9

丹麦 0 832.9 0 832.9

德国 30 198.8 0 278

爱尔兰（共和国） 0 25 0 25

荷兰 0 246.8 0 246.8

挪威 0 2.3 0 2.3

葡萄牙 2 2 0 2

瑞典 0 163.3 0 163.3

英国 330 2105 756 2861

总装机容量 470 3980 1131 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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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项目。近几年，这些国家的海上风电发展

步伐整体来说有所加快。2012 年，亚洲的海

上风电装机项目也主要分布在中国、日本和韩

国。这些项目依然还是以一些试验示范项目或

是测试项目为主。

中国：据中国风能协会的统计数据，2012
年中国海上风电新增装机 46 台，容量达到

127MW，其中潮间带装机量为 113MW。中

国海上风电发展方面的主要成就集中在江苏如

东潮间带 1 期 50MW 增容项目和如东潮间带

50MW 试验增容项目上。从海上风电装机的总

量来说，中国已是全球第四大海上风电市场，

仅次于英国、丹麦和比利时，而这距离中国的

首台商业化的海上风电机组安装时间还只有 4
年。不过，从海上风电装机总量来看，中国海

上风电市场占有率还很低。虽然 2010 年江苏

推出首个海上风电特许权招标项目，但这两年

中国海上风电产业取得的进展不大。

值得注意的是，其间，中国各大风电机组

制造商纷纷潜心机组研发，并在江苏、山东、

福建等省以及国外试水试验样机，为将来海上

风电批量应用做好了较好的技术准备。如联合

表2 2013年全球在建海上风电场项目（数据来源：BTM）

项目 国家 机组数量 单机容量 制造商 总容量
投入运营

时间

 欧洲

Thornton Bank 3 期 比利时 18 6.15MW REpower 110.7 2013

Anholt 丹麦 111 3.6MW 西门子 400 2013

BARD海上风电 1期 德国 80 5.0MW BARD 400 2013

Borkum1 期 德国 80 5.0MW Areva 400 2014

Riffgat 德国 30 3.6MW 西门子 108 2013

Meerwind 德国 80 3.6MW 西门子 288 2013

Glabal Tech I 德国 80 5.0MW Areva 400 2013

Nordsee Ost 德国 48 6.15MW REpower 295 2013

EnBW Baltic 2 德国 80 3.6MW 西门子 288 2014

Dan Tysk 德国 80 3.6MW 西门子 288 2014

Karehamn 瑞典 16 3.0MW 维斯塔斯 48 2013

Gwynt y Mor 英国 160 3.6MW 西门子 576 2014

Lincs 英国 75 3.6MW 西门子 270 2013

London Array 1 期 英国 175 3.6MW 西门子 630 2013

Teesside 英国 27 2.3MW 西门子 62.1 2013

Gunfleet Sands 示范项目 英国 2 6.0MW 西门子 12 2013

 亚洲

江苏响水潮间带试验风电场增容项目 中国 1 3.0MW 三一 3 2013

江苏如东潮间带 1期增容项目 中国 50 2.5MW 金风科技 50 2013

龙源如东潮间带试验增容项目 中国 N/A N/A N/A 39.2 2013

东海大桥海上风电项目 2期 中国 26 3.6MW 上海电气 93.6 2013

Kamisu 近海项目 2期 日本 8 2.0MW 日立 16 2013

Kitakyushu 海上示范项目 日本 1 2.0MW JSW 2 2013

Kabashima 海上风电 日本 1 2.0MW 日立 2 2013

Fukushima Recovery Experimental

海上漂浮式风电场 1期
日本 2 2.0MW 日立 4 2013

Tamra 海上风电场项目 韩国 10 3.0MW 斗山重工 30 2013

                   总计（MW）                                                                                                                  4815.6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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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 2012 年 12 月在山东潍坊的 6MW 双馈型

海上风电机组并网，湘电风能 2012 年 4 月首

台 5MW 直驱型海上风电机组在福建吊装，重

庆海装风电的首台 5MW 双馈型海上风电机组

于 2012 年 10 月在江苏如东吊装，另外还有北

车风电的 3MW 双馈型海上风电机组在 2012
年 7 月下线，远景的 3.6MW 半直驱型海上风

电机组于 2012 年在丹麦并网。2013 年 3 月，

东汽 5.5MW 海上风电机组在江苏如东潮间带

试验风电场启用，金风科技的 6MW 直驱型海

上风电机组、明阳风电的 5MW 超紧凑型双叶

片风电机组也将于近期下线。应该说，目前中

国海上风电的发展还处于一个蓄势待发的积淀

期，很多整机制造商在规划与电价机制尚不明

朗的背景下充分做好机组方面的准备，以期海

上风电市场打开后分得一杯羹。

日本 ：自从福岛核泄露事故以后，日本

一直在寻求可以替代核能的可再生能源，海上

风电成为首选。2013 年，日本开始试运行额

定功率为 2MW 的海上风电机组，尝试走能源

多样化道路，并不断改进风电机组技术。日本

新能源与产业技术发展机构不断潜心于海上风

电机组研发与试验，旨在赶上丹麦、英国等风

电发展强国。日本新能源产业方面的专家也认

为，发展大功率海上风电机组可以比陆上风电

机组获得更好的市场份额。根据日本风电协会

发布的装机目标，到 2051 年，日本可能会安

装 7.5GW 固定式基础的海上风电机组，另外

还将安装总容量为 17.5GW 漂浮式海上风电机

组。2012 年在亚洲建立的 4 个小型海上风电

示范项目中，有 2 台海上测试机组安装在日本，

有一台采用的是漂浮式基础平台。

表3 全球海上测试风电场分布（数据来源：BTM）

项目 国家 机组台数 单机容量 制造商 总装机容量（MW） 建设

Roenland( 西门子 ) 丹麦 4 2.3MW 西门子 9.2 2002

Fredrikshavn I 丹麦 1 2.5MW 恩德 2.5 2003

Fredrikshavn II 丹麦 2 3MW 维斯塔斯 6 2003

Fredrikshavn III 丹麦 1 2.3MW 西门子 2.3 2003

Setana I 日本 2 0.66MW 维斯塔斯 1.32 2003

Sakata 日本 5 2MW 维斯塔斯 10 2004

Roenland( 维斯塔斯 ) 丹麦 4 2MW 维斯塔斯 8 2005

Breitling(Rostock) 德国 1 2.5MW 恩德 2.5 2006

Kemi Ajos I 芬兰 5 3MW WinWinD 15 2007

Beatrice I 英国 2 5MW REpower 10 2007

Bohai test project 中国 1 1.5MW 金风科技 1.5 2007

Hooksiel 德国 1 5MW Bard 5 2008

Kemi Ajos II 芬兰 5 3MW WinWinD 15 2008

Avedore 丹麦 2 3.6MW 西门子 7.2 2009

Pori Offshore Pilot 芬兰 1 2.3MW 西门子 2.3 2010

Kamisu 日本 7 2MW 辅机重工 14 2010

江苏如东潮间带试验风电场项目 中国 16 1.5-3.0MW 中国八大制造商 32 2010

江苏响水潮间带试验风电场项目 中国 3 2.0/2.5MW 上海电气 / 金风科技 6.5 2010

Avedøre 2 丹麦 1 3.6MW 西门子 3.6 2011

Jeju 岛海上示范风电场项目 韩国 1 2.0MW STX 风能 2 2011

江苏响水潮间带试验风电场项目 中国 1 3.0MW 金风科技 3 2012

Kabashima 海上风电 日本 1 0.1MW 日立 0.1 2012

Choshi 海上风电场示范项目 日本 1 2.4MW 三菱重工 2.4 2012

Jeju 岛海上风电场示范项目 韩国 1 3MW 斗山重工 3 2012

                   总计（MW）                                                                                                                  164.42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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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依托在制造业和重工业方面的基础，

韩国近两年也在加速发展本国的海上风电业

务。据悉，韩国政府 2012 年已经承诺花费 3.73
亿韩元用于发展海上风电，而且还会继续投资

以帮助该国实现 2022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总

发电量 10% 的目标。对于该国企业进行海上风

电设备的研发，韩国政府提出到 2016 年发展

400MW 海上风电示范项目和 2017 年－ 2019
年实现 2GW 海上风电发展的目标。2013 年 3
月，韩国 SK 工程建设公司和韩国电力公司向

韩国蔚山市政府提交了一项提议，以求在蔚山

海岸建设韩国最大的海上风电场。如果通过，

该项目有望在 2015 年开工，2017 年投入运营。

这个该国最大的海上风电场项目总装机容量预

计为 196MW，将包含 28 台单机容量为 7MW
的机组。除此之外，韩国三星集团、现代集团、

斗山重工、大宇重工等知名重型制造企业也纷

纷开始走出国门，进入欧洲、美国等传统市场。

总体来看，目前全球海上

风电主要还是集中在欧洲，尤其

是英国、丹麦和德国等传统风电

发展强国。而亚洲已经作为广

泛的示范区域开始在全球舞台上崭露头角，尤

其是中国、日本和韩国。

一方面，由于过去可利用的海上风电机组

有限，海上风电产业在机组交付时间上也会更

展  望

长。但是，现在这种情况正在改观，因为有越

来越多的制造商在设计和测试更大容量规模的

海上样机。全球已有 9 款单机容量超过 3MW
的机组已经进入海上风电场的商业化运作中，

分别是西门子、维斯塔斯、REpower、Bard、
Areva、华锐风电、上海电气、重庆海装和湘

电风能。另一方面，风电机组大型化成为技术

发展主流的趋势更加明显。特别是随着海上风

电逐渐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大型化机型更加适

应海上风电发展的各种需要。2011 年－ 2012
年成为世界风电巨头集中发布大型风电机组、

特别是大型海上风电机组的年份。这些机组很

多还需要 1 年－ 2 年的示范项目之后，才会投

入生产线批量生产。由于在欧洲大部分此类机

组要到 2015 年英国 33GW 的 Round3 项目开

始时才能大批量生产，因此也被称为“下一代

风电机组”。 
随着海上风电的不断发展，一些问题也开

始凸显。一是在某些关键市场还未建立有利的

法规制度体系 ；二是海上风电每千瓦时面临成

本下调的挑战。而且，随着项目往深海区域推

进的趋势，海上风电成本会增加，风电机组的

安装难度也会上升。未来几年，全球海上风电

相关配套设备产业会越来越受制约，譬如安装

维护船、海底电缆等。不过，虽然存在各种挑战，

海上风电在未来5年还是会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主要是在北欧地区，特别是英国和德国，还有

远东地区，包括中国、韩国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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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尝试和创新。”三菱电机自动化总裁城下雅纪表示。

三菱电机自动化联合培训中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建立起来的，旨在培养具有丰富创造力和挑战精神的工程

师，为各个企业输送优秀人才。贵阳学院—三菱电机自动

化联合实验室及培训中心于 2010 年开始筹建，经过三年

时间，建成了低压电器实训室、工厂自动化实训室、伺服

与变频控制实训室、液压与气动控制实训室，拥有三菱电

机 PLC 设备、伺服驱动设备、变频调速器、数控系统等

设备 80 余套。

“我们的产品是‘工具’，包括工业上所用的 PLC，

能让马达自由运行的变频器、伺服，这些都是能最大化发

挥工程师创造力的‘工具’。” 城下雅纪说。目前正是贵州

省装备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时期，贵州省将成为西南地区具

有优势的装备制造业基地，贵阳学院—三菱电机自动化联

合实验室及培训中心的建成将对贵州省企业的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及产业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

贵阳学院副校长焦艳表示，将利用联合实验室及培

加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合作精神以及实践能力是当

前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

养能够满足企业需求的人才，校企合作已然成为高校人

才培养的一个办学思路。

2013 年 5 月 21 日，贵阳学院—三菱电机自动化联

合实验室及培训中心授牌仪式在贵阳学院成功举办。三

菱电机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菱电机自

动化）总裁城下雅纪、技术总监蔡建国，贵阳学院校长

龚振黔、副校长谷丽应及副校长焦艳等参加了授牌仪式。

授牌仪式当天，在贵阳学院老师的带领下，三菱电

机自动化员工一行参观了联合实验室及培训中心以及大

学科技产业园及数控技术中心。在参观过程中，三菱电

机自动化的员工与贵阳学院的老师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与探讨。

“现在，中国制造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如人工

费的不断增长，市场需求的快速变化，环境对策及品质

管理等。这些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需要不断

校企合作开启

—— 贵阳学院—三菱电机自动化

     联合实验室及培训中心成立

本刊记者		白亚茹

图1  授牌仪式现场

图2  贵阳学院老师与三菱电机自动化员工合影

“双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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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中心这个合作平台，搭建起贵阳学院和三菱电机自动化

进行交流与合作的桥梁，充分发挥贵阳学院的学科专业和

科研人员优势，与三菱电机自动化的技术优势相结合，进

一步提高学校相关专业教师的科研能力和教学水平，提升

相关产业的影响力，形成协同创新合力。

随着校企合作影响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

到了高校的人才培养计划之中。三

菱电机自动化是较早与高校展开合

作的企业之一。

从 2005 年开始，三菱电机

自动化就致力于推进产学研合作，

与 22 所本科院校、18 所高职院校

展开了广泛合作，共建实验室 47
个，为中国多所高校捐赠设备，建

设 FA 实验室，并为教师提供科学

教研平台。目前，三菱电机自动化

已先后投入 4000 多万元与中国高

校合作。城下雅纪希望在今后进一

步加强校企合作，“通过校企合作，

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的技术水平，

使其更加适应社会、企业的需求。

另一方面，仅仅供人观看的产品是

没有价值的，学生实际动手来操作

设备，才能够更加了解产品，才能

体现产品价值。” 
已连续举办六届的“三菱电

机自动化杯”大学生自动化大赛是

三菱电机自动化与中国各高校合作共同发起的，每年面向

高校在校学生（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和高职生）开展一次

的科技竞赛活动。大赛的参赛队伍中，有注重科研发展的

985 院校，有注重工程技术应用的工程学院，还有高职高

专学校。城下雅纪表示，开设自动化相关专业的中国院校

非常多，但参赛学生只占其中一小部分，所以需要在中国

国内继续扩大大赛的影响力，为更多学生提供动手实践的

机会。

 “从大赛的情况来看，高职和本科的学生没有谁强谁

弱的问题。有些院校的学生每参加一次大赛，能力都有不

同程度的提高。我们现在已经把校企合作作为一个办学思

路。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很多来自企业的典型产品以及工

程项目都融入到了教材中，这就要求学校必须与企业紧密

合作。” 第六届“三菱电机自动化杯”大学生自动化大赛评

委、教育部高职高专自动化类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狄建雄

谈到。

联合国教科文产学合作教

习主持人查建中教授也对此发

表了自己的看法。“现在社会上

有这样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

很多人找不到工作 ；另一方面，

企业招不到合适的人才，这样

一个现象归因于教育和产业的

脱节。因此，如何解决产学脱

节是一个严肃的话题。企业在

早期就介入学校，例如从大一、

大二就开始与学生有所接触，

不仅有利于解决产学脱节问题，

对于解决跳槽率高的问题也有

很好的促进作用。”

三菱电机自动化与贵阳学

院此次的校企合作，是产学研

合作的一种形式。对于贵阳学

院来说，是探索与国际企业深

度合作的有益尝试 ；对于三菱

电机来说，是融入贵州工业化

发展的有利机会。企业与学校将相辅相成，形成一个双赢

的良好格局。

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校企合作在人才培养中起到

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校企合作，高校明确了人才培养的

方向，为学生的职业生涯打下了基础。企业推广了品牌文

化，为科技研发储备了力量。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不仅加

大了教育培养人才的力度，也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壮大，这

种“双赢”模式在教育制度不断改革的进程中迈出了探索

性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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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叶片厂产品情况综述
	赵靓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北京	100013)

摘  要 ：风电叶片厂一般被分为内部配套叶片厂、关联叶片厂以及独立叶片厂，整机企业利用内部配套叶片厂或关联叶片

厂生产装机量大的叶片产品，可以有效降低产品成本。但随着风电产业发展逐步成熟，叶片产品供应方式有向分

工合作深化的趋势。

关键词 ：风电叶片 ； 独立叶片厂 ； 叶片产品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06-0038-03

A Review of Independent Blade Factory Products 
Zhao Liang

（Chinese Wind Energy Association, Beijing100013, China）

Abstract: Wind power blade factory is generally divided into internal supporting blade factory, associated blade factory and independent 

blade factory. Enterprises with large installed capacity make use of the blades from internal supporting blade factory or associated 

blade factory can e�ectively reduce the product cost. But with the gradual development of wind power industry, the supply means 

of blade products present a trend of deepening division of labor cooperation.
Keywords: blade; independent blade; blade products

0 引言

由于只能运用在风电整机上，叶

片成为整机商最广泛自产的关键零部

件之一。但随着市场逐渐细分，整机

商自产叶片在种类、成本、产能上难

以获得很好的平衡，独立叶片厂因产

品规格全，设计能力强，制造专业化，

细分产品产能大而具有较低的产品成

本，以及更强的市场竞争力。

1 细分市场

作为目前的主力机型，几乎所有

市场占有率高的独立叶片厂都能够生

产 1.5MW 叶片， 其中的大多数厂家

能够生产 2MW 叶片产品。但由于下

游整机厂的要求不同，安装于同等单

机容量机组上的叶片规格并不相同。

针对整机下属叶片厂在技术、产

能等多方面的紧逼，有专家认为，独

立叶片厂应更注重细分市场，而非技

术和产能已达到饱和的普通 1.5MW、

2MW 产品市场。

因此，在低风速市场启动之初，

一些独立叶片厂便推出了加长型叶片。

例如中复连众、中材科技、中航惠腾

等厂商已经推出超过 43m 的 1.5MW

叶片产品，此外中复连众和中材科技

等厂商也推出了超过 50m 的 2MW 叶

片产品。在大型风电机组叶片方面，

中复连众在 2011 年 10 月已经安装了

用于 6MW 机组的 62m 长叶片，并在

试制用于 6MW 机组的 75m 长叶片。

此外，中复连众、中科宇能等独立叶

片厂也在研发诸如分段组装式叶片、

针对低温高湿地区的叶片、复合材料

叶片等。

虽然独立叶片厂在风电叶片方面

显得更为专业，但在大叶片的推出方

面，整机厂商下属的配套叶片厂仍在

穷追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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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联合动力在 2012 年下线的

6MW 型风电机组上，使用了“企业

自主研制的”碳纤维复合叶片，长达

66.5m。东汽风电于 2013 年下线的

5.5MW 型风电机组所使用的叶片也是

由东汽“自主研发、生产”的。该叶

片长达 68m，可适用于 5MW、5.5MW
型风电机组，被认为“标志着东汽完

全具备大型海上风电机组成套自主设

计、制造及试验能力。”

除了大力开拓细分市场外，独立

叶片厂也在不断发力海外市场。

表1 部分独立叶片厂的叶片产品长度（单位：m）

中复连众 中材科技 中航惠腾 上玻院 世纪威能 中能风电 中科宇能 红叶风电 航天万源 重通成飞 上海艾郎

600kW 19.1

750kW

23.5

24

25

23.5

800kW 24 25

850kW 24 27.4

1.0MW 31 26.4 29.1
27

31
29.1

1.2MW 29.3

1.25MW 31
31

34

1.3MW 29.3

1.5MW

34

37.5

40.3

43.5

34

37.5

40.3

42.2

42.8

45.2

34.2

37.5

38

38.5

40.5

43

34

37.5

40.3

34

37.5

40.3

34.2

37.5

40.3

38

40.3

41.8

42.8

37.5

40.3

34

37.5

40.3

38

40.2

37.5

40.5

43.5

44

2.0MW

34

39

42

45.3

48.8

53.4

45.3

49

50

50.5

40

40

42.3

45.3

38.8

42.2

45.3

45.5

49

42.2

45.3

38.8

42.2

45.3

42.2

45.3

2.3MW 44

2.5MW
50.3

52.5

50.5

52.5

53.8

45

45.5

52.3

48.3

45.7

46.9

50.3

50

52.5

53.5

43.7

46.9

50.3

3.0MW

44

50.3

55

58.8

50.5

52.5

56.3

59.5

48.8
44

48.3

50

52.3

58.3

50 58

3.6MW
56.4

63.6
56.3

5.0MW 62

6.0MW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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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6 月中复连众向土耳其出

口 36 套长度为 43.5m 的 1.5MW 风

电叶片，这些叶片全部由丁香红油漆

覆盖，成为我国首次生产出口全彩色

叶片。据报道，该公司当年还向日本

出口了 3 套风电叶片，这是该公司与日

本富士重工所签订的 35 台叶片协议中

的首批产品。2012 年 9 月，上海玻璃

钢研究有限公司则向伊朗出口了一套

1.5MW 叶片，用于匹配浙江运达生产

的一款风电机组。2013 年 3 月，中材

叶片出口巴拿马的 2.5MW 风电叶片顺

利启运，被认为标志着中材叶片生产制

造和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化水准。

2 成本之争

作为在风电机组中占据 20% 成本

的风电叶片，研发、生产方式与其他

风电机组的关键零部件略有不同。能

够生产风力发电机的厂商，一般还在

生产其他类型的发电机 ；为风电机组

进行配套的齿轮箱厂商，一般也在为

船舶、汽车等其他工业产品进行齿轮

箱配套。换言之，对于发电机、齿轮箱、

轮毂、塔筒、变流器等零部件企业来说，

研制、生产风电产品更像是一部分业

务，对于叶片厂商来说，几乎只生产

风电叶片产品，而不同时生产其他类

型的工业产品，从而与风电制造业更

密不可分。

因此，不少整机企业完善自有产

业链的第一步，就是自建叶片厂。

一位独立叶片厂总经理认为，外

国整机企业大多拥有自己的叶片厂，

是此前叶片市场供不应求，交货期无

法保证，整机企业被逼无奈的选择。

而中国整机制造商在目前市场供应可

以保证的前提下，之所以自产叶片，

主要出于对企业规模的追求和成本的

降低。然而，由于叶片市场已经进入

充分竞争阶段，企业自产叶片与独立

叶片厂所产叶片的成本问题孰优孰劣

主要取决于某款产品的产量。

3 趋势变化

有专家认为，与外部市场相比，

企业内部市场仍显小，再加上内部配

套厂主要生产用量较大的几个型号的

产品，在新产品技术进步方面容易形

成惰性，从而在市场充分竞争、技术

各有所长的条件下，不一定有利于整

机企业产品水平提高。

因此，此前金风科技将天和叶片

出售给中材科技，并增持中材科技的

做法，便引来了不同的解读。

在某独立叶片厂经理看来，这是

一次市场由全产业链向分工协作转变

的绝佳例子，是独立叶片厂在同整机

内部配套叶片厂广泛竞争下的一次胜

利。一位排名靠前的整机厂总经理声

称，这是整机企业将旗下叶片厂交由

更专业的企业进行管理，在保证关联

企业管理、技术先进性的同时，获得

间接利益。而一位行业专家则认为，

这是资产过于庞大的整机企业在目前

市场条件不适时，采取的收缩战略，

对非核心资产的一次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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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LM生产的叶片产品长度 （单位：m）

单机容量 叶片长度

1.5MW——1.7MW 37.25、40、42.13

2.0MW——2.2MW 34、40、42.5、45.2、47.5、49.05

2.5MW——3.2MW 38.8、43.8、48.7、53.2、54.8、58.7、61.2

5.0MW——6.0MW 61.5、73.5

摄影：陈伟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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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能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

基础，也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必需物

质保障。近年来，以煤炭、石油、天

然气等化石燃料为基础的能源体系极

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全球经

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能源短缺和环境

恶化已经成为全球性的两大难题，传

统的能源发展结构已不能适应经济、

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随着

人类环保意识的不断加强，利用新能

源进行发电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即通

过开发和利用新能源作为解决能源短

缺和环保问题的重要战略举措 [1]。其

中，技术成熟的风力发电成为相对增

长较快的新能源发电技术，展现了良

好的发展前景 [2-3]。

与常规化石能源相比，风能是一

种可再生能源，风力发电具有节约能

源、减少污染物排放等优点。20 世纪

以来，世界上多数国家纷纷加快了风

电发展速度 ：截至 2012 年底，全球风

电装机容量达到 282GW，较 2011 年

底增加了 44GW[4] ；2001 年至 2012
年底，全球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年平均

增长率为 25.17%。 
中国虽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风电

装机容量最大的国家，但也存在着风

电发展速度超过预期、风电消纳不理

想等困难。如何高效促进中国风电的

良性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在综述部分国家风电发展历程的

中国风电发展历程及相关建议
王茜1，杨文娟2

（1.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公司，北京	100120；2.	中国五洲工程设计集团，北京	100053）

摘  要 ：近年来，世界各国纷纷加大风电开发和投资力度，以达到节约能源、减少污染物排放的目的。中国风电快速发展

的同时，如何有效地解决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促进风电产业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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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increase wind power investment, which could save energy and reduce pollu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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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借鉴其成功经验，并结合中

国风电发展实际，分别从政策制定、

发展规划、技术革新、设施配套、市

场建设、需求管理等方面提出相关建

议，以期为中国未来风电发展提供决

策参考。

1 国外风电发展历程

由表 1 可以看出，美国的风电装

机容量在全球范围内保持较高的比重，

仅次于中国，排名第二 ；欧洲的德国、

西班牙、英国、意大利、法国、葡萄牙（以

下称为欧盟六国）风电装机容量排名

均位居全球前十，从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欧盟国家发展风电的整体性、协调

性、一致性 ；排名亚洲风电装机容量

第二的印度，同样表现出了强劲的发

展势头。本节分别回顾美国、欧盟六国、

印度的风电发展历程和规划前景，以

期为中国的风电发展实践提供借鉴。

1.1 美国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加利福尼

亚州的税收激励政策促进了风电机组

制造行业的发展 ；20 世纪 90 年代，

由于缺乏政策方面的支持和质量认证

程序，美国风电行业的发展速度相对

减缓。此后，GW Wind 凭借其国际

声望以及安排丰富的资源来支持风电

机组制造，美国的风电行业再次得到

了较快发展 ；与此同时，包括联邦政

府的生产税收减免制度（Production 
Tax Credit，PTC）、州级的可再生能

源配额标准等政策支持也在一定程度

上促进了美国风电的发展。

作为 1992 年颁布的《能源政策

法案》（Energy Policy Act）的一部分，

PTC 为风电场业主提供冲抵联邦收入

所得税的抵扣。PTC 根据风电场的实

际发电量来确定税收减免的额度。当

年，美国政府给包括风电在内的可再

生能源的 PTC 标准是每千瓦时电能减

免 1.5 美分，补贴额相当于当时美国

年平均发电上网电价的 30%。PTC 法
案极大地刺激了美国风电产业的发展。

虽然在过去 20 多年里，PTC 法案曾

经 3 次到期，但都在次年顺利延续。

目前，可再生能源每千瓦时电能减免

税收 2.2 美分，仍是年平均发电上网

电价的 30% 左右 [5]。

2012 年，美国风电装机容量增加

了 13GW，达到 60GW，居世界第二位。

受到政策制度的激励、风电建设成本

的降低等因素影响，美国的风电产业

必将得到进一步发展。需要指出的是，

面临不确定的补贴政策、持续低廉的天

然气价格、地域劣势以及民众的抗议，

美国风电发展也将应对诸多的挑战 [5]。

1.2 欧盟六国

20 世纪 70 年代，欧盟国家在政

表1 部分国家风电装机容量（截至2012年年底）

排序 国家 装机容量(GW) 份额(%)

1 中国 75.56 26.75%

2 美国 60 21.25%

3 德国 31.33 11.09%

4 西班牙 22.80 8.07%

5 印度 18.42 6.52%

6 英国 8.45 2.99%

7 意大利 8.14 2.88%

8 法国 7.20 2.55%

9 加拿大 6.20 2.20%

10 葡萄牙 4.53 1.60%

合计 242.63 85.91%

其他国家和地区 39.80 14.09%

全球合计 282.43 100.00%

图1	2001-2012年全球风电装机容量（单位：MW）（数据来源：全球风能理事会（GW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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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优惠政策扶持下，逐步形成了完整

的风能产业链。高效的风能利用，增

强了欧盟的核心竞争力，使其在国际

新能源格局中处于有利地位。自 2007
年起，每年的 6 月 15 日被定为“欧洲

风能日”，欧洲国家纷纷举办各种活动，

提高人们对风能的认识，倡导充分利

用清洁能源，保护环境，实行可持续

发展。

欧盟风电的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

欧盟及各成员国的政策扶持。2001 年，

欧盟出台了《可再生能源法规》，规定

到 2010 年欧盟发电量的 21% 必须来

自可再生能源，所有能耗的 12% 必须

来自可再生能源。

（1）德国

早在 1991 年，德国就出台了扶

持风电发展的政策；2000 年又推出《可

再生能源法》，推动德国风电走上发展

的快车道。为适应新技术和新形势的

发展，德国在 2004 年和 2008 年又分

别对该法进行了两次修订。新法律规

定，可再生能源所发的电在并网、传输、

批发、零售等方面均享有优先权，并

规定了固定的优惠并网价格。2012 年

新修订的《可再生能源法》更是有效

提升了风能产业的利润空间，诸如提

供专项贷款、上网电价补贴、额外奖

金等措施，进一步推动了风电市场强

劲发展 [6]。

德国 2020 年能源目标为可再生

能源占总能源的比例为 25% － 30% ；

按照德国政府规划，到 2025 年，风电

将达到全国发电总量的 25%。为了实

现这一目标，德国政府必将积极采取

扶持措施，大力开发陆上和海上风电

项目，风电无疑将是德国未来能源结

构中最重要的技术之一。

（2）西班牙

西班牙政府于 1999 年提出到

2010 年该国 12% 的能源以及 29% 的

电力要来自可再生能源。为了促进风

电规模化发展，近年来西班牙从风电

规划、电源结构优化、电网建设、新

技术应用、调度管理等方面采取了一

系列措施，促使风电装机比重不断提

高。例如，一是严格执行风电发展规

划，2012 年底的风电装机容量达到了

22.8GW，与规划目标非常接近 ；二是

风电上网电价可以在固定电价和溢价

两种方式中选择（政府支付相应的溢

价或补贴电价），由于给风电和其他电

力的上网电价相同，电网企业不会因

为风电大规模上网而承担额外的购电

成本。西班牙这种风电电价形成机制，

既保证了风电企业能够获得合理收益，

又减少了电网企业因收购风电带来的

经济压力，有效保障了风电的健康有

序发展 [7]。

（3）英国

英国是发展可再生能源较早的国

家，2002 年 4 月 1 日开始，英国要求

所有向终端用户供电的企业必须保证

一定比例（3%）的电能来自可再生能

源，以后逐年上升，到 2015 年将达到

15.4%。企业每获得 1MWh 的可再生

能源电能，英国电力天然气管理局将

发给一份可自由流通的“可再生能源

义务履约证书”（2008 年的证书市场

价格是 35.75 英镑）；如果某企业的可

再生能源电能未能达到规定比例，其

不得不在公开市场购入履约证书，购

买费用进入专门账户，最后用于扶持

新能源，目的是让全行业分摊可再生

能源的发电成本。

英国于 2008 年 6 月底公布的《可

再生能源报告》提出，到 2020 年其能

源的 15%、电力的 35% － 40% 来自

可再生能源，而风能则是重要的可再

生能源 ；该目标意味着英国需要新增

风电 33GW，这将给英国风电行业增

加 600 亿英镑投资，并创造 16 万个

就业机会。

截至 2012 年底，英国风电总装

机容量 8445MW，全年新增装机容量

1897MW。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英

国对海上风电发展的支持力度明显高

于陆上风电。截至 2012 年底，英国

海上风电总装机容量 2948MW（2012
年新增 854MW），远超第二名的丹麦

（海上风电总装机容量 921MW），居

全球海上风电装机之首 [4]。

（4）意大利

1999 年，意大利能源白皮书规定，

2010 年风电容量达到 2500MW，该

目标已提前 3 年实现 ；2002 年，意大

利政府推出可再生能源配额体制，要

求所有发电厂和电力进口商必须保证

一定比例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

意大利《2008 年财政法案》和

2009 年 12 月份出台的“部长令”采

用配额增加，使得 2007 年－ 2012
年间年配额增长率为 0.75%，相当

于 2009 年增长为 5.3%，2010 年为

6.05%，2011 年为 6.8%[8]。由此可以

预见，随着意大利最终能源消费中可

再生能源比重的增加，将会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意大利风电装机容量的增加。

（5）法国

法国政府重视发展包括风电在内

的清洁电力能源，并通过制定风电行

业发展目标、做好风力资源普查工作、

支持风电设备研发生产、规范风电项

目招标程序、完善价格税收支持体系

等一系列措施支持风电行业发展，收

到了较好效果 [9]。

按照欧盟能源发展战略要求，为

增加能源供给、平衡能源结构、实

现可持续发展，法国制定了电力生

产投资规划，确定了到 2020 年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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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GW 风电的目标，其中 6GW 来自

海上风电，届时包括风能、太阳能等

在内的可再生能源可供应国内 21% 的

电力消费。

法国政府重视风电等可再生能源

的政策性投入，每年投入金额达 1.2
亿欧元。此外，为支持风电行业发展，

法国政府建立了有效的风电价格和税

收政策，根据风能资源状况、风电机

组容量、利率和收益水平等因素制定

风电收回价格。对超过火电上网价格

部分的成本由电网进行分摊，以保证

风电项目承建商的投资收益并提高相

关风电设备生产商的盈利能力。

（6）葡萄牙

相对于欧盟要在 2020 年前努力

实现风力发电占所有供电比例 20% 的

整体目标，葡萄牙的目标高达 39%。

与此同时，葡萄牙还计划在今后两

三年之内大幅提高风能利用率，以

实现到 2012 年风电装机容量增至

5300MW 的目标。正是由于以上因素

的推动，近年来葡萄牙的风电产业一

直保持平稳的发展态势 [10]。

截至 2012 年底，葡萄牙风电装

机容量达到 4525MW，距离既定目标

差约 800MW 容量，并有望在 1 至 2
年内完成装机容量目标。

1.3 印度

印度发展风能的原始推动力来自

其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的非传统能源

部，现改名为非传统能源署（MNES）；
其目的是为了鼓励发展化石能源之外

的其他多样化能源，以减缓因经济快

速增长而对煤、石油和天然气的大量

需求。MNES 对风能进行了大量研究，

并建立了全国范围内的风速测量站网

络系统，这些使得对风力潜能的评估

和确认适宜地区进行风力发电的商业

开发成为可能。

整个印度的风能总发电量预计最

终能达到 45GW[11]。为鼓励投资，印

度政府对风电的财政鼓励措施包括加

速折旧、十年免税和投资补贴等优惠

措施。为了贯彻落实这些措施，印度

MNES 发布了对各州政府的指导方

针，为风力发电项目的出口、采购、

融资创造有吸引力的条件。在印度这

个常常发生断电的国家，投资风电的

一个重要吸引力是，这些投资商可以

优先获得持续的电力供应保障，所以

风电行业往往是制造业和其他工业业

主的投资热点，并且以私人投资为主

（印度97%的风电投资来自私人部门）。

在过去几年中，印度政府和工业界良

好合作，极大地鼓励了私人和国有部

门进行风电投资、逐步形成了强大的

国内风电机组制造业、为全国风电市

场带来了巨大的稳定性。

2 中国风电发展历程

2.1 发展背景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增加了对能

源资源的需求量，然而有限的化石能

源储藏量和开采量显然难以保证经济

的高位运行需求。与此同时，人类环

保意识的增加、对清洁能源的渴求加

速了利用新能源的步伐。风力发电、

太阳能发电、地热能发电、潮汐发电、

生物质能发电等技术相继得以发展和

应用。其中，技术相对成熟的风力发

电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中国幅员辽阔、风能资源十分丰

富，根据中国气象局发布的新一轮全

国风能资源详查和评价结果， 中国离

地 50m 高度 3 级以上风能资源潜在

开发量为 2580GW，其中陆地约为

2380GW，近海约为 200GW[12]。中国

风力发电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但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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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03 年才开始真正进入快速发展

时期。为满足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对电

力供应的需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以下简称国家发改委）制定了中

国中长期能源战略规划，初步设想到

2020 年，风电将逐步走向较重要的地

位，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先后制定了

中国风电发展目标，并根据发展现状

实时进行调整 ：

（1）2007 年 9 月，国家发改委

发布《可再生能源中长期规划》，提出

中国风电规划的目标是 2010 年装机容

量达到 5GW，2020 年建成 30GW。

（2）2008 年 3 月，国家发改委

发布《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

将 2010 年风电发展目标增至 10GW。

（3）从 2009 年年初开始，国家

能源局开始着手制订中长期规划—《新

能源发展规划》，确定 2020 年风电发

展的规模约为 75GW。

（4）2010 年 3 月，国家能源局

在统一组织开展风电接入和消纳研究

工作中指出，2020 年风电发展的规模

约为 150GW[13]。

（5）2012 年 8 月，国家能源局

组织制定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二五”

规划》将 2020 年的累计并网风电装机

目标提高至 200GW[14]。

2.2 发展现状

（1）装机容量全球第一

中国风电装机容量在全球范围内

占有较大比重，截至 2012 年底，中国

风电装机容量达到 75.56GW，居全球

第一位。截至 2012 年 6 月底，中国

已有 32 个省、市、自治区（含港、澳、

台地区）拥有风电场，其中风电累计

装机容量超过 2GW 的省份有 9 个 ；

截至 2011 年底，内蒙古自治区以累计

装机 17.59GW 的成绩领跑中国风电

发展，紧随其后的分别是河北、甘肃

和辽宁 [15]。

（2）发展速度超过预期

纵观近几年中国的风电发展情况，

尽管作为绿色可再生能源的风电产业

得到了飞速发展，但其实际发展速度

却远远超出预期规划 ：2009 年底中

国风电装机容量已达到 25.88GW[16]，

2010 年底中国风电装机容量已达到

44.73GW，按照现在的风电发展趋势，

2020 年极有可能再次上演“规划赶不

上变化”的尴尬局面。

（3）风电消纳并不理想

2012 年 上 半 年， 中 国 的 风 电

消 纳 量 达 到 50.4TWh， 同 比 增 长

26.8%[17]。然而，近年来中国风电快

速发展的同时，其电能消纳情况却并

不尽如人意。2011 年，三北地区（东

北、华北、西北）风电场因弃风所导

致的未上网电量为 12.3TWh，弃风率

约 16%，影响了风电效率和效益水平

的提高 [18]。造成现有风电无法被全部

消纳的主要原因在于风电发展规划侧

重于资源的集中规划，缺乏具体的风

电送出和消纳方案，且风电场建设和

电网建设并不同步 [19]，具体表现在 ：

与传统的火电、水电、核电不同，

风电场的输出主要取决于风能资源情

况，具有随机性和间歇性特点，可控

性相对较差。

由于大多风电场距离电力主系统

和负荷中心较远，因此风电场一般在

电网薄弱的地方与电力系统相联，给

电力系统的规划和运行增添了新的不

确定因素 [20]。

受发电装备制造水平、电价承受

能力以及市场消纳等影响，风电的高

速发展使得风电场规划不仅与电网规

划脱节，也与其他电源规划脱节。

2.3 未来发展规划

2008 年以来，在国家能源局的

组织下，以各省风能资源普查及风电

建设前期工作为基础，甘肃酒泉、新

疆哈密、河北、吉林、蒙东、蒙西、

江苏沿海、山东、黑龙江、山西等

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规划工作稳步推

进。根据规划，到 2020 年，在配套电

网建成的前提下，各风电基地具备总

装机 138GW 的潜力。

随着风电经济性的进一步提升和

风电并网消纳问题的逐步解决，中国

将继续引领世界风电的发展。中国规

划到 2015 年，累计并网风电装机量达

到 100GW，年发电量超过 190TWh，

图2	中国风电装机容量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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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海上风电装机达到 5GW，基本形

成完整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风电装

备制造产业。到 2020 年，累计并网

风电装机量达到 200GW，年发电量

超过 390TWh，其中海上风电装机达

到 30GW，风电成为电力系统的重要

电源 [21]。

3 对中国未来风电发展的建议

中国风电近年来的成功发展主要

得益于明确的发展目标与规划、政策

鼓励与扶持、技术创新与研发、各类

投资主体积极参加与配合等。不可否

认的是，中国的风电发展过程中同样

存在着一些不足 ：（1）风电并网等相

关技术标准尚不完善 ；（2）风电的不

确定、反调峰等特性会对电力系统可

靠性造成一定的影响 ；（3）中国风能

资源地理分布与电力负荷不匹配使得

大量风电不得不远距离输送 ；（4）风

电场与其他电源、输电网的规划并不

协调。

与常规电源相比较，现阶段的中

国风电发展需要依托政策支持，而且

具有集中规划、出力间歇性、一般离主

网较远等显著特点。为更好地实现中

国风电的未来发展目标，促进中国风电

的良性发展，逐步形成中国风电发展

的产业化、集约化、一体化格局，应

分别从政策制定、发展规划、技术革新、

设施配套、市场建设、需求管理等方面

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和探讨。本文从以

上几个方面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中国

未来风电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3.1 完善风电发展政策

大力实施保障各方利益、促进风

电良性发展的税收、电价等方面优惠

政策，进一步增强企业和地方发展风

电的积极性 ；尽快完善风电机组质量

标准、风电场接入电力系统等重要标

准制度的修订和实施，促进风电场和

电网的安全可靠运行 ；积极引导和扶

持国内风电机组制造企业深入开展核

心技术的研发、制造 ；建立健全风电

行业信息发布和披露制度，通过建立

完善、规范、有序的风电市场，促进

中国风电的健康持续发展。

3.2 统筹协调电力规划

电力体制改革的逐步实施、电力

系统规模的不断扩大、可再生能源容

量的不断增加、电网互联的不断加强、

系统结构的日益复杂，特别是风电的

快速发展给输电网规划和运行带来了

一定的难题和挑战。为保障风电的合

理送出、实现风能的高效利用，特别

是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的风电合理消

纳，应从国家层面统筹规划工作，积

极协调不同电力投资主体利益、发挥

各类电源的互补优势、打破区域间和

省间的能源交易壁垒 ；注重电网的协

调发展规划，解决风电集中外送问题，

促进能源资源在全国范围内优化配置。

3.3 创新核心制造技术

风电机组企业、高等院校、科研

机构应开展广泛合作，实现产学研相

结合，致力于轮毂、控制系统、叶片

等机组的核心制造技术研究，积极培

育整机生产企业和零部件制造企业，

逐步形成完整的风能产业链，缩小国

内风电装备的技术、质量与国际先进

水平的差距，促进中国风电制造业的

集约化、规模化、国际化。开展蓄电

池关键技术研究，实现风电的大容量

存储。攻克特高压直流输电中高压直

流开关、多点落地等技术难题，降低

换流器设备造价，提高输电灵活性。

建设灵活交流输电系统，以有效提高

交流系统的安全稳定性。

3.4 实施风电配套工程

建立并完善风速预测、信息统计

与发布系统。合理配置火电等用于调

峰、调频、备用的常规能源机组，减

少风电波动性对系统可靠性的影响。

满足技术经济分析合理性的情况下，

在大型风电场附近建设抽水蓄能机组，

规避风能资源的反调峰劣势、减少风

能损失、提高风能的利用效率。加快

风电送出通道建设、特别是大型风电

场的送出线路建设，保障风电的大容

量、远距离送出 ；积极采用动态无功

补偿设备、自动电压控制等先进技术，

提高风电外送能力、改善风电并网电

能质量。

3.5 推进电力市场建设

中国电力工业体制改革是大势所

趋，但同时也将是一种长期、循序渐

进的改革。随着风电技术的更新换代、

电力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机制

的逐步完善，对于风电的发展亦应提

出不同的要求，具体而言，可以分为

三个阶段进行阐述 ：

（1）初期阶段 ：加大市场向风电

倾斜政策的支持力度，按照特许权招

标方式或批复的标杆电价优先收购风

电，鼓励并促进风电产业的快速发展。

（2）中期阶段 ：当风电技术水平

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通过逐年降低电

价补贴力度的方式，激励风电技术创

新，降低风电投资成本，进一步促进

风电产业的快速发展 ；同时，积极开

展绿色能源交易和碳排放交易。

（3）远期阶段 ：当风电投资成本

降低到能够与常规机组进行充分竞争

的阶段，通过理顺电价形成机制（合

理反映常规能源因影响环境而形成的

负外部性成本）和完善的市场机制实

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公平竞争。

3.6 培养公众节能意识

加快智能电网和微电网建设，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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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使用智能电表和节能家电 ；通过峰

谷分时电价的实施，发挥价格的资源

优化配置作用，实现削峰填谷、平抑

峰谷差的目的 ；通过多角度、立体化、

宽领域、全方位的宣传，倡导低碳、

环保生活，培养公众的节能意识 ；积

极开展需求侧管理，提高电力资源利

用效率，改进用电方式，实现科学用电、

节约用电、有序用电。

4 结论

风电及其相关配套电网项目都具

有投资较大、回收周期较长等特点，

其可靠性与经济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政策、技术、市场等因素。中国风

电发展应在把握政策变化趋势、加强

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大力开展核心技

术研发和创新，通过分析市场需求变

化等对项目投资的影响、探讨如何在

各主体之间进行利益分配和风险平衡、

并相应地进行敏感性分析和风险分析，

促进风电产业的健康发展，为加快推

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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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适当的教学方法，对于调动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促进教学活动、提高教学效果有重要

作用。合作式案例教学法是结合了合

作式学习和案例教学法两种教学方法

的特点，形成的以案例为基础，以团

队合作、师生合作为宗旨的教学方法。

合作式学习（Cooperative Learning）
强调加强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在教

学活动中鼓励全体学生共同进行学

习，以达到全体学生共同发展、师生

教学相长的目的。而案例教学法是一

种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法 (case-based 
teaching)，案例可以成为教学中互动

的情境。

近年来，我国大力提倡发展新能

合作式案例教学法在风电人才培养中
的应用﹡

岳大为，王华君，张家安，李洁

（河北工业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天津	300130）

摘  要 ：合作式案例教学法是以提高学生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导向，提升学生与教师交流的一种双向互动教学方法。

风电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及风电核心技术的突破，急需大量开拓创新型风电人才。本文以风能与动力工程专业基础

课程《风力发电原理》中的实践为基础，阐述了合作式案例教学法的实施流程，评估了合作式案例教学法的效果。

关键词 ：合作式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 ；风电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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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Cooperative Case-based Teaching
in Wind Power Talent Education

 Yue Dawei, Wang Huajun, Zhang Jiaan , Li Jie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chool of Contro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ianjin 300130, China）

Abstract: Cooperative case-based teaching is a bilateral interactive teaching method aiming at enhancing students’ competencies in 

analyzing and solving problems, which can improv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Large amounts of innovative talents 

in wind power are urgently needed sinc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ind power industry as well as the breakthrough of the 

core technology in wind power �eld.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a specialized course，principle of wind power generation, for wind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cooperative case-based teaching and gives 

evaluation of the method.
Keywords: cooperative case-based teaching; case-based method; wind power talent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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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产业。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

业委员会也多次召开了“中国风能教

育专题研讨会”，以探讨我国风电人才

的教育问题。2010 年 2 月，教育部

启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申

报和审批工作，把风能本科人才的培

养提到战略性高度。也由于风电专业

涉及到机械、力学、电气与控制、电

力系统、风电机组、风电场投资运营

等诸多专业领域知识，在教学中要将

多学科的理论基础围绕风能发电工程

的集成应用，同时需要系统的理论知

识和工程经验的有机结合，因此，教

学难度加大。本文借鉴相关专业应用

案例教学法和合作式教学方法的经验，

探索合作式教学在《风力发电原理》

课程中的应用，总结了合作式案例教

学法的实施步骤和效果评价等，以期

为同类工科专业课程的学习提供经验

借鉴。

1 合作式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起源于 20 世纪 20 年

代的美国哈佛商学院，上世纪 80 年代

开始受到师资培养的重视，美国卡内

基小组将其视为一种相当有效的教学

模式。我国国内从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

开始探讨案例教学法。该教学法鼓励

学生独立思考，引导学生注重知识也

注重能力，重视师生的双向交流。将

合作式学习运用在课堂教学的研究始

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当时美国的约

翰逊兄弟等 [1-2] 人在明尼苏达大学开始

采用合作式学习进行教学，并创立了

合作学习中心，进行合作式学习的相

关研究。后来，合作式学习在教育领

域中应用十分广泛，从幼儿园到大学

都有人对合作式学习的影响进行了研

究。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合作式学习

的概念开始被引入我国，90 年代出现

合作式学习的教学实践 [3]。目前，介

绍合作式学习理论的文献较多，直接

谈到合作式学习实践的较少。

合作式案例教学法的特点主要有

以下几点 : 第一，鼓励学生交流与合作，

以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为

目的 ；第二，要求教师从教学目标和

教学内容出发，精心设计或挑选案例；

第三，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在课前对

案例进行讨论、分析和研究，并查阅

相关资料进行必要补充 ；第四，在课

上以学生讨论为主，教师启发诱导为

辅；第五，为强化学生团队合作的意识，

学生成绩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评价。

2 合作式案例教学法在风电
人才培养中的实施

《风力发电原理》课程是风能与动

力工程专业本科生的学科基础课。学

生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可以了解国

内外风电的发展趋势，掌握风电的基

本原理、风电机组的基本结构及各部

分的特性，并了解风能资源的基本情

况及评估方法，为学习后继课程以及

从事本专业工程技术工作提供必要的

理论基础 [4]。

在授课过程中，合作式案例教学

法的实施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

2.1 学生团队的组建

教师要了解学生的基本情况，根

据他们的性格特点、学习动机、兴趣等

进行评估，以 3 人至 4 人的规模组建

学生团队，注意团队内部的优势互补，

并由小组成员选出一名负责人，负责协

调团队成员间的关系，任务分配。

2.2 案例的选取

在教学过程中，案例的选取一般

选择具有“模块组合”性质的内容。

如风电机组包括叶轮、主轴、齿轮箱、

发电机、变桨系统、偏航系统、变

流器、主控系统等 ；离网型系统包括

风光互补系统、风光柴互补系统、储

能、分布式发电等 ；风电场 SCADA
系统用到的现场总线包括 CAN 总线、

Profibus 总 线、EtherCAT、RS-485
总线等 ；国内外主要整机厂主流机型

的展示等。对于理论性较强的环节，

不建议采用案例教学法，如贝兹极限、

空气动力学等 [5-6]。

根据教学进度安排，教师一般会

提前两周布置相关案例，进行相关内

容简介，使同学们尽快地进入案例情

境之中，从而充分感知案例。如在离

网型系统的教学安排中，班内七个团

队分别承担了风光互补系统、风光柴

互补系统、储能、建筑风光一体化、

页岩气、可燃冰和离网型系统的应用

等案例的搜集整理工作，内容既包括

了教材中的必选内容，还涵盖了国内

外新能源行业发展的热点问题。学生

团队根据承担的案例，课下进行相关

内容的学习，搜集整理文字、图片和

视频资料，进行小组讨论，并制作演

讲 PPT。
2.3 展示交流

展示交流是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

的全班所有学生积极参与的活动。教

师随机选取团队成员，促进团队成员

的全员参与。被选中的同学对 PPT进

行讲解，并在讲解结束后回答同学们

的质疑。同时，教师和其他团队的负

责人组成评议小组，对该团队的展示

交流内容评价打分，打分项目包括讲

解的内容、PPT 的制作、讲解者对内

容掌握的熟练程度等方面。最后的分

数将作为团队每个成员平时成绩的一

部分，计入期末成绩总评。

展示交流环节尊重和肯定每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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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个性及每个团队自主探究的成果，

给学生展示自己的机会，从中获取成

功的体验，使个人的能力得到了锻炼，

激发和保持了进取心和创新精神，并

进一步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2.4 总结评价

合作式案例教学法的最后一个阶

段是教师的总结评价。教师根据各个

团队的表现进行点评，评价以正面激

励为主，对积极发言的同学给以肯定；

对有独特见解的同学给予表扬 ；对学

生在讲解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给予合理

的评价，让学生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从中得到启示，提高思维能力。

根据作者的经验，在每一届学生

第一次的 PPT 讲解中，PPT 经常出

现的问题是页面风格、色调的多样化，

随意性很强，有的还配以大量动画或

卡通人物，有疑似喧宾夺主之嫌。教

师在点评环节指出存在的问题后，并

向同学们展示规范的 PPT，类似的问

题在后续的教学过程中没有出现过。

3 合作式案例教学法的效果
评价

风能与动力工程专业是新专业，

招生人数少，单班授课，教师可以充

分了解每个学生的情况，便于因材施

教。在近三年的应用探索中，合作式

案例教学法在《风力发电原理》等相

关课程教学改革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当然，这种模式也存在一些不足。

3.1 对合作式案例教学法的积极评价

合作式案例教学法为学生探索新

知提供了机会。教与学的过程，学生

是主体，应该以学生为中心，教师的

是学生的组织者、引导者、合作者。

在教学过程中，合作式案例教学法为

学生创造机会去探索新的知识，运用

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让他们在实

践活动中自由获取知识。

合作式案例教学法为学生提供了

合作交流的空间。清末的改革先驱者

康有为曾经说过 ：成人才在学术，讲

学术在合群。合作交流是老师和学生

之间的交流，但更主要的应该是学生

之间的合作。合作式案例教学法为学

生充分合作和竞争搭建了平台，努力

营造出全体同学共同参与的生动活泼

的课堂氛围，这样才能碰撞出思想的

火花。

3.2 对合作式案例教学法的反思

合作式案例教学法要处理好教与

学的关系，该教学法避免了以教师为

中心的填鸭式教学的缺陷，但同时对

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学生积

极配合，否则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同时也要反对一味的以学生为主体，

而忽略教师的主导作用。合作式案例

教学法对教师的教学活动和个人能力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案例的选取、

团队的建立、案例的展示交流和总结

评价中是引导者、组织者和合作者，

在与学生的交流中，实现教学相长。

4 结论

风力发电行业的发展日新月异，

风电人才的培养，不仅要注重知识的

传授，更重要的是能力的提升和锻炼。

单班授课更有利于合作式案例教学法

的实施。合作式案例教学法遵循教与

学的客观规律，避免了传统的以教师

为中心的教学方式，采用以案例为主

线，以团队合作为基础的知识探索方

式，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提高了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案例交

流氛围热烈和谐，成绩评定方式客观

公正，在交流中实现教学相长。同样，

合作式案例教学法对于其他专业和课

程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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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产品开发过程中，不可避免会

有反复的设计更改，以及由此产生的

对项目周期和成本的影响。一个典型

的新产品开发周期包括概念设计、初

步设计、详细设计以及后续生产等几

个阶段。如何尽量把设计更改限制在

产品开发的前期，将对降低成本和缩

短周期至关重要。图 1 从统计学的角

度诠释了 PLM 系统可以帮助企业实

现以上目标 [1]。

根据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 [2]

（VDMA）的研究统计，一张A4图纸（元

件）的平均维护管理成本要达到上千

美元。除了元件本身的建模绘图，还

需要相应的人工和时间进行工程分析、

首件认证、采购计划、设计变更、备

品备件等工作。PLM 系统可以有效地

协调企业各方面资源，建立对应的流

程来满足以上需要，并降低企业成本。

此外，将来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指

令会对工业产品对环境的影响和回收

利用有越来越严格的要求，因此原始

设备制造商（OEM）需要借助 PLM
系统实现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管理。

这不仅限于开发、制造和销售，还包

括产品最终的回收再利用。例如现行

的《欧盟关于报废汽车的技术指令

2000/53/EC》详细地规定了汽车制造

商在汽车报废、回收利用中的责任，

这也印证了 PLM 在汽车行业中的广

泛应用。同样，风电行业在将来也会

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系统（PLM）在风电
企业中的应用

郑培磊

（通用电气（中国）研究开发中心有限公司，上海	201203）

摘  要 ：以达索公司的生命周期管理系统（PLM）系统为例，阐述了 PLM 如何帮助风电机组制造企业缩短开发周期，快速

满足客户需求，并在风电机组整个生命周期内对客户提供准确的技术支持。同时对 PLM 实施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

训作了归纳总结。

关键词 ：PLM ；风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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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roduct Lifecycle Management (PLM) in Wind Energy 
Enterprises

 Zheng Peilei
（GE（China）Technology Center Co.,Ltd.,Shanghai 201203,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one typical instance of DASSAULT PLM implementation is used to illustrate how PLM helps reduce development 

cycle, promptly responding to customers request and providing accurate technical support during turbine whole life cycle. In 

addition,  some best practice and lesson learned are summarized.
Keywords: PLM; wind turb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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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相似的监管。

1 PLM系统的定义和功能

结合业内权威的 PLM 咨询公司

CIMdata 的解释，PLM 系统可定义

如下 ：

（1）PLM 系统是一种战略意义

上的企业策略，它应用一套可持续发

展的企业解决方案，能够跨地域、跨

部门地实现产品信息的定义、维护、

传播等。

（2）能够支持扩展的企业运作机

制，例如与客户、供货商、合作伙伴

等的协作。

（3）能够覆盖从产品最初的概念

设计到最终的报废回收整个生命周期

的维护管理。

（4）能够实现企业人员、流程、

系统、信息等的高度整合。

PLM 不仅是某一项软件技术，更

是一套完整的企业范畴解决方案，以

应对贯穿整个生命周期的产品管理。

从某种意义上看，在 PLM 系统中，流

程比数据更加重要。相对于什么样的

数据被创造出来，PLM 系统更关注数

据是如何被创造出来和后期维护的。

同其他企业解决方案如企业资源

规划（ERP）相比，PLM 系统有着显

著的不同。ERP 侧重于优化实物产品

和事务或交易的流程。对于反复的事

务性工作，ERP 可以表现得很好。但

是对于开发新产品所需的快速迭代和

创新工作，PLM 系统有着先天优势。

PLM 系统提供了从概念到实施的解

决方案，覆盖所有相应的部门。数字

化产品使企业能够快速进行试验分析、

更改设计、细化设计等各种操作。这

一切都可以在费用高昂的实际生产前

完成。

如今由于 Web 2.0 的应用，更

把 PLM 系统扩展成现实世界的网络，

很多业务流程可以很方便地通过网络

进行激活、配置与使用。PLM 系统

成了可以发挥集体智慧共同协作的在

线社区。

2 PLM系统的实施

本节详述了 PLM 系统在风电机

组制造企业的实施应用，并从不同模

块的实施过程中展现了 PLM 系统如

何满足企业各方面需求。

2.1 PLM系统用户管理

作为大型的产品信息管理系统，

严格的用户管理是 PLM 最重要的功

能。在 PLM 系统中，可以定义十几个

不同的用户权限分类，比如设计工程

师、制图工程师、生产工程师、采购

工程师、项目工程师、商务经理、系

统管理员等。不同的角色和权限设置

保证了产品信息的创建和更改都是受

控的，让企业能够开发出适合自身特

点的企业流程，使 PLM 系统真正描

绘现实产品的虚拟化数字化管理。

2.2 分步骤的PLM模块化实施

因为 PLM 系统涵盖了整个产品

生命周期，涉及到多个部门和流程，

所以整个项目也是分阶段、分步骤地

具体到不同的模块化实施。每个 PLM
模块都实现各自独立的功能。图 2 包

含了在本例 PLM 实施中的各个模块，

本文会以其中的部分模块为重点详述。

在所有的模块中，工程模块处于核心

位置，同其他各个模块有着密不可分

的联系。作为 PLM 系统的一个重要

功能，它需要具备与其他系统接口的

能力，比如 ERP、商务管理等。同时

由于不同行业产品以及企业的特殊性，

PLM 系统应该能够根据企业的不同需

求进行定制。

2.2.1 工程模块

工程模块包含了定义产品设计细

节的 3D 模型、图纸、规范、物料清单等，

是整个 PLM 系统的核心，也是最先

实施的模块。表格 1 展示工程模块的

基本功能。

每一个独立的、可被采购的螺栓、

螺母、支架、开关、电线等都被赋予

一个元件号，成为 PLM 系统虚拟世

界中的一部分。每一个元件都有相应

的设备属性，例如单位、尺寸、描述等。

同时，不同类别的元件还会具备某些

特殊属性，如电气元件的电压、频率

等。这些元件的大部分属性都是可编

辑、可更改的。但是，单位就是一个

例外。一旦元件被创建后，单位就是

不可更改的，这与大部分的 ERP 系统

图1	PLM对于产品开发中设计更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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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相一致。对于复杂的元件，仅有

PLM 系统预设的设备属性不足以充分

地描述元件特性，所以需要借助额外

的图纸或规范。PLM 系统能够把元

件和相关的设计文档以一种可视化的

方式关联起来。如图 3 所示，以风电

机组叶片为例，需要从外形尺寸、材

料、防腐、运输、质量控制等各个方

面定义不同的文档，并形成完整描述

叶片信息的一整套技术资料。PLM 系

统同时提供了强大的查询功能，例如

“where used”功能可以查询某一张

图纸被哪些元件所调用。任何一张图

纸再被修改时，PLM 系统可以方便

地查出它影响的所有元件，保证设计

更改的准确性。

设计更改管理是 PLM 系统中的

一项重要功能，是企业在维护产品信

息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本例的 PLM 系

统借助更改通知单（ECO）实现此功

能。每一个新创建、修改、废除的元件、

图纸、规范、物料清单都需要以 ECO
为载体实现，并且得到相关不同人员

的批准才能生效。由此也印证了 PLM
系统用户权限管理的重要性。不同权

限的用户只能在 ECO 的特定范围内使

用自己的批准权利进行电子签名。

物料清单包含了组装所需的所有

元件清单及相关文档。在PLM系统中，

物料清单的装配图可以调用 3D 模型

的简化版直接呈现给用户，有效地指

导工厂组装，并提高工程师检查物料

清单的准确性。

2.2.2 ERP 接口

PLM 系统从本质上不能完全替代

ERP 系统处理有关实物产品的事务交

易，但是建立 PLM 与 ERP 的接口可

以加强工程部门与采购、生产部门的

紧密联系，极大地减轻在产品设计信

息传递过程中的人工工作量，相应降

低人工出错的几率。

由于实际中采购生产工厂往往会

分布在多个不同国家的不同城市，但

是企业的研发中心往往会集中在一地。

通过建立 PLM 系统与不同工厂数据

库系统的接口，可以确保任何工厂生

产出来的风电机组都能同样地满足设

计要求，同时又可以发挥本地供应链

表1 PLM系统工程模块的功能表

类别 具体功能

元件管理

● 创建、编辑、克隆元件
● 元件生命周期
● 元件相关联的图纸规范
● 元件版本

设计文档管理

● 创建、编辑文档
● 文档版本
● 文档生命周期

设计更改
● 创建、编辑 ECO（更改通知单）
● ECO生命周期

物料清单
● 创建、编辑、克隆 BOM清单
● BOM清单展开、导出

ERP接口 ● PLM同 ERP 系统的接口

搜索 ● 搜索元件、图纸、BOM等

图2	PLM系统的功能模块与接口

图3	元件与其图纸/规范在PLM系统中的关系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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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优势。由此也印证了 PLM 系

统在全球化设计与本地化生产中的重

要枢纽作用 [4]。

在 PLM 和 ERP 接 口 中，PLM
系统中创建出来的元件、物料清单都

可以实时地从系统后台自动传输到

ERP 系统中。因为不同的产品线往往

会安排在不同的工厂生产，所以 PLM
系统允许用户可以有选择地传输数据。

某一个元件可以被选择传输到特定工

厂的 ERP 系统中。类似地，在 PLM
系统中创建的更改通知单也会被传输

到 ERP 系统中并自动执行。如此可以

极大的减少工作量。

在 PLM 与 ERP 的接口设计中，

还可以充分考虑不同用户的需求做一

些客户化定制。例如，为满足风电机

组产品的全球化市场需要，企业必须

充分考虑到不同国家地区技术规范指

令的要求，如欧盟的产品认证（CE）

要求。在 ERP 系统中可以定制某个属

性栏位用来专门接收 PLM 系统中元

件的 CE 特性，并对其设置提醒机制，

提醒采购人员需要从供货商处收集 CE
认证声明，并确保最终风电机组产品

满足 CE 要求。

对于某些复杂的元件，往往借助

图纸、技术规范等描述具体的技术细

节，而这些详细资料会保存在 PLM 系

统中。通过 PLM 与 ERP 的接口，这

些资料的超链接可以被发送到 ERP 系

统中，方便采购、生产等部门直接点

击查看元件的相关技术细节。这也是

一种客户化的定制功能。

2.2.3 产品配置模块

产品配置是 PLM 系统的一项重

要功能。风电机组是由成千上万的元

件组成的，每个机组制造商都会有一

系列的产品线，每个风电场客户可能

又会有不同的要求。这就需要 PLM

系统能够把所有的设计资料组织成清

晰的结构，满足外部市场和公司内部

的需要。

如图 4 所示，PLM 系统可以定

义不同的风电机组产品线，每个产品

线下包含不同的机型，每一个机型都

有一系列相应的机组特性来描述风电

机组能够满足的风电场和客户需求，

例如常温型或低温型机组、塔筒高度、

航空灯要求等。不同的风电机组特性

会关联到不同的设计资料。当客户根

据风电场特点选择了不同的风电机组

特性后，相应的设计资料就会被组织

起来形成一套特定的风电机组物料清

单。通过 PLM 系统与 ERP 的接口，

风电机组物料清单可以被导出到任何

指定的工厂 ERP 中指导采购生产。这

些过程基本都是由 PLM 系统自动完

成的，只需要极少的人工干预。

风电机组生命周期的管理也具体

体现在产品配置模块中。对任意风电

机组，都会有不同的生命周期节点，

例如计划、生产、安装、调试、质保等。

在 PLM 系统中，不同的风电机组生

命周期节点可以反映此时具体的机组

配置和对应的物料清单，实现了机组

在 PLM 系统中的虚拟化体现。同时，

PLM 系统的用户权限管理也会在这

图4	PLM系统中风电机组产品特性的结构
					化体现

里得到充分的发挥。在风电机组的不

同状态节点下，只能由相应权限的人

员操作修改 PLM 系统里机组的具体

配置 [5-6]。

产品配置模块还可以定义一些其

他的高级客户化功能，例如风电机组

控制参数的定义。通常风电机组的控

制参数会受到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

机型、机组特性、风电场特点以及主

要元器件的选择。其中，机型 / 机组特

性 / 元器件的参数都可以在 PLM 系统

中预先设置好，并关联到相应的机组

属性上。对于某个风电场的风电机组，

PLM 系统可以自动生成整套机组的控

制参数，只需额外做少量的风电场参

数设置，就可减少人工操作和出错率。

此外，产品配置模块还可以设

置与公司商务部门系统的接口。不同

的风电机组特性往往成本不同。通过

PLM 系统与商务系统的接口，商务部

门可以快速准确地得到风电机组配置，

并计算出整个机组的成本，提高客户

响应速度。

2.2.4 其他功能模块

PLM 系统的供货商模块可以帮助

企业实现首件认证的功能，协调采购

及质量部门跟踪整个流程的状态，并

处理与供货商的技术澄清等问题。对

于某些重要元件，PLM 系统可以设

置序列号或批次跟踪功能。备品备件

的管理是供货商模块的另一项重要功

能。PLM 系统同时可以提供元件之间

相互替换关系的管理功能，例如取代

（supercede）、 互 换（alternative）、
交叉销售（cross-sell）等。生产部门

可以相应地调配库存，组织生产。

PLM 系统的项目管理模块提供了

人力资源管理、任务分配、进度跟踪

等功能。在 PLM 环境下类似 web 2.0
的社区讨论功能方便了跨部门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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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交流，并保证了完整的系统记录。

2.2.5 综合应用范例

图 5 的流程示意图展示了一个在

PLM 系统中的实际应用范例，综合了

上述多个模块功能。首先客户基于风

电场特点选择适合的风电机组产品和

特性。通过预先设定的规则，不同的

风电机组特性会到工程模块中挑选出

相应的元件和图纸，形成工程设计模

式下的物料清单。通过 PLM 系统中

预设的生产模板，元件会被分配到不

同工厂的不同工位和工序，最终形成

适合采购和生产的物料清单，并被传

输到 ERP 系统中。与此同时，相应的

控制参数列表也会根据机型、机组特

性、风电场特点和主要元件等自动生

成。控制参数列表可以方便地被下装

到风电机组调试设备。除了少数的人

工操作，例如需要客户选择风电机组

特性外，整套流程都由 PLM 在数小

时内自动完成，这体现了 PLM 系统

在快速准确满足客户需求方面的优势。

3 总结

本文以实际应用范例为基础阐述

了 PLM 系统的概念、功能以及模块

化的实施细节，展示了 GE 风电在推

进产品研发，改善产品质量，满足客

户需求，提高响应速度等方面的努力。

除了构建 PLM 系统本身外，一系列

的流程规范也同时被建立起来指导企

业运作，以最大限度地发挥 PLM 系

统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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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场35kV母线单相接地引起三相
短路故障分析

靳现林1，喻宜2

（1.	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北京	100007；2.	北京许继电气有限公司，北京	100085）

摘  要 ：本文介绍了某风电场发生的一起由单相接地引起的 35kV 母线三相短路故障。本文在详细分析故障发生和发展过

程的基础上，指出了风电场在运行方式安排和保护定值方面存在的不足，以及消弧装置在故障中的实际表现与原

始设计之间的偏差。同时，本文还结合风电场的实际情况给出了应对措施和改进建议。

关键词 ：风电场 ；单相接地 ； 三相短路 ； 故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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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lt Analysis of Wind Farm 35kV Busbar Three-phase Short-circuit 
Caused by Single-phase Ground	

Jin Xianlin1, YuYi2

(1. Guohua Energy Investment Co., Ltd., Beijing 100007, China ; 2. Beijing XJ Electric Co., Ltd., Beijing 100085, China)

Abstract: �is paper described the 35kV busbar three-phase short-circuit fault which caused by the single-phase ground in a wind farm. 

Based on detailed analysis of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failure, this paper pointed out the lack of operation mode arrangements 

and the protection setting, the deviation between the actual performance and the original design of arc suppression device. 

Meanwhile, the paper gave responses and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combined with the wind farm's actual situation.
Keywords: wind farm;  single-phase;  three-phase short-circuit;  fault analysis

0 引言

随着风电并网规模的扩大，风电

场安全运行对电网安全的重要性日益

突出。如何在风电场发生故障时将其

影响降到最低，对保障人身和电网、

设备的安全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我国，风电场集电线路一般采用

35kV 电压等级。该电压等级在电网中

已经有非常成熟的运行经验，但其在

风电中的应用并不是十分顺利，多次

发生由于 35kV 系统发生故障引发严

重后果的情况 [1]。本文对某风电场发

生的一起由 35kV 开关柜内单相接地

引起的 35kV 母线三相短路故障进行

了详细分析，指出了保护及自动装置

在故障中的实际表现与原始设计之间

的偏差，分析了风电场保护定值方面

存在的不足，并就如何改进 35kV 系

统的运行管理，提高保护性能，避免

故障扩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给出了

应对措施和改进建议。这些工作对风

电场的保护配置、故障处理及事故预

想等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 风电场基本情况

发生故障的风电场安装了 132 台

1.5MW 双馈型风电机组，总装机容量

为 199MW。发电机出口电压 690V，

每台机组配置一台容量为 1600kVA 的

箱式变压器，将电压升至 35kV 后经

架空线送至风电场升压站，每回集电



Wind Farm | 风电场

2013年第06期  61  

短路电流冲击，低压附属部件受损严

重，为整个风电场带来较大损失。

3 故障分析

3.1 故障时序

故障发生后，事故分析人员收集

了站内故障录波数据、35kV 母线保护

动作报告、1# 主变两套 SGT756 的动

作报告等故障信息。在深入分析上述

数据的基础上，结合故障现场、主控

室监控信息及消弧柜等设备的检查结

果，还原了这次故障的整个过程 ：1#
主变低压侧 301 开关柜内，真空断路

器上口与 35kV 母线之间发生了单相

接地，并很快发展为 35kV 母线三相

短路。35kV 母差保护正确动作后，母

线联络开关 310 及 I 母上集电线路支

路、场用变支路开关都正确断开，但

1# 主变低压侧 301 开关拒动，故障未

隔离，直至 1# 主变高压侧复压过流后

备保护动作，2001 开关跳开才切除了

故障。其时序图见图 2。

线路包括 10-12 台风电机组不等。风

电机组发出的电能送至升压站后经

220kV 架空线并入电网。风电场升压

站包括两台 220kV 主变，主变型号相

同，容量均为 100MVA。风电场主变

压器绕组接线型式为 Y/ △－ 11，风

电场 35kV 系统采用中性点不接地的

方式运行，每段母线均配置有消弧及

过电压保护装置。风电场主接线图如

图 1 所示。其中，220kV 侧甲线对

端为另一风电场的升压站，装机容量

约 80MW ；乙线对端是当地电网的

220kV 站，是风电负荷消纳的起点。

发生故障前的运行方式为 ：35kV
母联 310 开关在合位，所有风电机

组及集电线路正常运行，平均风速

10m/s 左右。主变低压侧 301 开关中

电流约 1200A，风电场总输出功率在

150MW。

2 故障描述

下午 12 点 59 分，风电场值班人

员在听到报警铃声后，通过监控系统

发现 35kV I 段母线所有开关、310 开

关、2001 开关均跳闸，这时 35kV 配

电室及电缆夹层已有很浓烟雾，无法

进入查看设备，难以判断故障的真实

情况。为防止事故扩大，值班班长下

令拉开仍在运行的 2# 号主变高压侧开

关，甩掉了 2# 主变所带的所有风电

机组及负荷。至此，停电区间扩大为

全站。在初步检查后，为防止发生火

灾，危及主变，风电场值班人员启动

了电缆室气体灭火装置，同时通知消

防队，对主变低压穿墙母线箱等发热

严重的设备进行喷水降温。事后检查

发现，此次故障有 3 面 35kV 开关柜、

主变低压母线桥等设备烧毁严重已无

法使用。同时，1# 主变经受了长时间

为了分析方便，本文根据故障类

型和保护动作情况将整个故障分为了

5 个阶段，每个阶段对应的时间范围

如图 2 所示。其中，第 I 阶段为故障

前正常运行阶段，第 II 阶段核心事件

是开关柜单相接地，第 III 阶段核心事

件是故障从单相接地发展为三相短路

及 301 开关拒动，第 IV 阶段是三相

短路持续存在，第 V 阶段是主变高压

侧后备保护动作，故障切除。

3.2 存在问题

从故障时序图可以看出，第 II 阶
段开关柜内单相接地是故障发生的直

接原因，第 III 阶段开关拒动是故障扩

大的主要原因。但这两个原因并不是

本文分析的重点，本文重点分析以下

两个问题 ：

（1）单相故障在 648ms 迅速发展

为两相故障，除设备本身原因外，是

否还有其他因素。

（2）从第 IV 阶段到故障结束持

续了 5s 左右，风电场是否在保护配置

上存在不足，或者是故障中存在保护

图1	风电场主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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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动。

3.3 分析讨论

3.3.1 故障发展的原因

本风电场为中性点不接地系统，

并在每段 35kV 母线上配置了消弧与

过电压保护装置柜。该装置在系统发

生单相接地故障后，在 30ms 时将故

障相直接接地以熄弧和降低弧光过电

压。考虑架空线多为瞬时性故障的特

点，该装置在 5s 后会分闸一次。如果

是永久故障，则再次动作后不再分闸。

可见，对中性点不接地系统，消弧装

置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3]

抛开开关柜质量方面的问题，就

本次故障而言，导致故障快速发展的

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运行方式

的安排，二是消弧装置的动作情况及

消弧效果。一般来讲，从保证风电机

组可靠运行的角度出发，两台主变并

列运行显然更有利。事实上，有很多

风电场在实际当中也是这么做的，但

这种运行方式在发生故障时存在较大

的风险。首先，原始设计上两台消弧

装置是独立运行的，没有联合控制功

能，存在误合于不同相的风险。因此，

在并列时必须退出一台。本风电场在

故障前 II 段母线上的消弧装置柜已退

出运行，但这样做的直接风险是在母

联开关（本例为 310）因故断开时将

使其中一段（在本例中为 II 段母线）

失去消弧装置的保护 ；其次，并列运

行加大了单相接地时的电容电流，电

容电流的增大会导致多种隐患 ：一是

短路点可能因电流过大而直接发展为

永久故障 ；二是电流大会增加残压幅

值，使电弧不易熄灭 ；三是在消弧柜

容量不够时可能烧毁消弧设备。

对于消弧装置的动作情况，由于

风电场在运行管理上重视不够，该装

置与后台通讯不稳定，未能准确记录

故障信息。而故障后由于 I 段消弧柜

内装置损坏，已无法读取动作报告，

失去了判断其动作情况的一手资料，

不能准确判断其动作时间和相别。但

是从录波文件看，单相接地到两相接

地这段时间内，B 相始终存在一定的

残压，幅值最高在 6kV 左右。这在某

种程度上印证了并列运行的潜在风险。

3.3.2 保护动作分析

35kV 母线保护型号为 SGB750，
配置有母差保护和母联过流保护。

主变保护分 A、B 两套，型号均为

SGT756，主变保护 C 柜为非电量保

护。A、B 两套保护功能相同，包括差

动保护、高压侧复压闭锁过流、低压

侧复压闭锁过流、过负荷、中心点零

序保护、间隙保护等。

在本次故障过程中，当第 II 阶段

35kV 母线 I 段发生单相接地时，无论

消弧装置是否正确动作，35kV 母差都

不应出口。在第 III 阶段故障发展为两

相短路时，母差保护于 658ms 出口跳

开母联与 I 段母线上所有支路，母差

保护动作正确。

在母联 310 断开后，2# 主变与故

障点隔离，短路电流消失。I 段母线

上除 301 开关拒动外，各支路正确断

开，1# 主变中故障电流继续存在，且

故障很快发展为三相短路。根据主变

保护配置，此时应由主变低压侧复压

闭锁过流保护在延时 1.8s 后跳开主

变各侧开关。如果故障没有切除，或

低压侧复压过流没有动作，则在延时

5.1s 后由主变高压侧复压闭锁过流保

护出口跳开各侧开关。从故障记录看，

低压侧复压过流保护未动作，其原因

为“低压侧 TV 断线对本侧复压投退”

控制字定值为默认值，即在 TV 断线

时闭锁本侧复压过流保护。当低压侧

发生三相短路时，电压降为零，满足

TV 断线判断条件，从而闭锁了低压

图2	故障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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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的复压过流保护，导致保护没有动

作。通过上述分析知道，主变保护和

两套保护此次均正确动作，但其定值

需改进。

4 结论

（1）对有两台或多台主变的风电

场，应谨慎安排主变并列运行的方式，

做好事故预想和故障分析计算，避免

不必要的破坏。

（2）风电场应重视消弧与过电压

保护装置在保证安全运行方面的重要

作用，加强消弧装置的测试、验收和

维护工作 ；另一方面，对集电系统采

用中心点不接地方式的大型风电场，

单相接地时电容电流很大，消弧不及

时极易扩展为相间故障，应加快风电

场 35kV 系统中性点运行方式的改造，

做到在单相接地时快速切除故障。

（3）风电场应重视监控系统各项

功能的验收和维护工作，确保故障后

能及时调取各装置的动作报告。一方

面应提高自动化厂家对风电项目的重

视程度，另一方面风电业主也应提升

自身素质，在调试、测试、验收等各

个阶段把好关。

（4）短路接地对风电场并不是复

杂的故障，之所以造成严重损失，保

护定值的不合理是主要原因之一。风

电场内各项保护定值的计算有其特殊

的地方，风电场和电网公司的定值计

算与管理部门对此应加强分析和总结，

避免直接移植普通配电网定值的误区。

（5）就本次事故而言，主变高压

侧复压过流保护延时过大，直接导致

损失扩大，但该延时受整个电网保护

要求而不能调整。定值改进重点在主

变低压侧的复压过流保护。综合考虑

各种因素，开放 PT 断线闭锁功能后

弊大于利。为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宜

进一步放宽低压侧过流的出口条件，

取消 PT 断线闭锁和低电压闭锁，并

在满足保护选择性的基础上进一步缩

短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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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风能是一种潜力很大的新能源，

商业风力发电兴起始于 20 世纪 90 年

代的欧洲，能源行业风力发电势头渐

劲，正吸引着电力公用事业、石油生

产商和设备制造商等主要国际投资者

的青睐。风电场变电站是风力发电项

目必备的集电、送电系统，主要功能

是将风电机组通过风能转化而来的电

能聚集后，通过高压输送电线路连接

到电网公司的售电网络上再输送到千

家万户。变电站是连接风电场和电网

销售系统的枢纽，它对风电场生产的

电能稳定输送和销售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本文通过对宁夏银仪风力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麻黄山风电场 110kV 变

电站工程的设计、施工、试运行和验

收四个管理环节进行总结，探索风电

场变电站工程建设科学、合理施工工

法和模式，为今后风电场变电站工程

建设质量管理提供借鉴。

1 工程环境 

宁夏银仪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麻黄山风电场属典型内陆风电场，

110kV 变电站建设在高海拔、高风沙、

冬冷夏热、昼夜温差大工作环境十分

恶劣的地区。工程建设内容主要由土

浅谈风电场110kV变电站工程建设管理
王吉生，李筱萌，齐树海

（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宁夏	750001）

摘  要 ：变电站是风电场必备的集电、送电系统，其主要功能是将风电机组所发电能汇集后，通过高压线路输送到电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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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110 kV Substation Project
in Wind Farm

 Wang Jisheng, Li Xiaomeng, Qi Shuhai
（China Aluminum Ningxia Energy Group Co., Ltd., Ningxia 750001, China）

Abstract: Substation is a requisite power system for collecting and delivering electricity in wind farm. Its main function is to gather electricity 

generated by wind turbines and delivery the electricity to grid through the high voltage cable. The substation is a hub that 

connects wind farm and grid,which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delivering and saleing the electricity in wind farm. �e paper analyzed 

the engineering design, construction, commissioning and acceptance of the 110KV substation of Helan Mountain Wind Farm 

in Azuoqi, Inner Mongolia, explored the scienti�c and rational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and modes in the process of wind farm 

substation engineering and provided reference for the substation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wind farm in the future.
Keywords: wind farm; 110KV substation; project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Wind Farm | 风电场

2013年第06期  65  

建、电气、继电保护、通信、远动、

调度自动化和备用电源供电系统几大

部分组成，建设工期一般为 5 个月。

2 科学设计标准化管理

严格依据GB50059-92《35-110KV
变电所设计规范》、GB50223-95《建

筑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50217《电

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GBJ16-87《建

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07-2002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等国家标

准和 DL/T5056-1996《变电所总体布

置设计技术规程》、DL/T5155-2002
《220KV-500KV 变电所通用设备典型

规范》等电力行业标准设计。

2.1 土建部分

主要分为站内总体布置、主厂房

的建筑与结构、高低压配电装置构架

及基础、主变构架及基础、独立钢筋

结构避雷针、动态补偿装置基础及围

栅、站区排水及事故排油井设置。

变电站总平面布置主要应考虑风

电场集控室、场内集电线路和高压送

出线路的相互关系，距离不能太远，

更不得相互干涉。主变压器位置应兼

顾集电线路、送出线路、主厂房及其

倒闸开关的相互位置关系 ；直流电池

室应单独设置，不应和二次控制柜混

放，电池爆裂和燃烧容易造成二次室

火灾事故 ；污水必须经处理后排入渗

井，变压器事故排油应经事故油池截

流后，污水排入生活污水系统 ；备用

电源进站位置不得干涉风电集电和站

内送出线路，还应考虑变电站的后期

扩建位置。[1]

2.2 电气工程

一般分为电气一次和电气二次两

部分。

电气一次中，主变压器一般根据

风电场负荷和电网结构来确定变压器

的容量和形式，以油浸式有载调压变

压器为主，额定功率是风电场满负荷

的 1.2 倍。

电气主接线是变电站电气设计的

重要部分。主接线的设计直接影响着

输电供电系统整体及风电场变电站营

运的可靠性、灵活性和经济性，并对

电气设备选择、配电装置布置、继电

保护和控制方式的拟定有较大影响。

因此，要全面分析电压等级和出线回

路数等有关影响因素，确立科学、经济、

合理的主接线方案。风电场变电站一

般设计为单母分段接线形式。

其他电气设备、配电装置，例如

户外 SF6 断路器、全封闭组合电器

(GIS)、10kV 和 35kV 真空断路器、

隔离开关、开关柜、电压互感器、电

流互感器、电压器、电容器、氧化锌

避雷器的选择都应与主变的功率和结

构形式、进出站电压等级相匹配 ；无

功补偿及消弧线圈应与外送电网结构

形式相匹配。

风电场内集电线路和送出高压

线路设计不含在变电站设计范围，很

可能不是同一个设计单位设计。所

以，设计院间的相互沟通协调十分重

要，避免出现连接方式、位置不对接

的错误。

电气二次的主变压器保护、线路

的保护整定计算、电容器保护、母线

保护和所用变保护、继电保护及安全

自动化装置、系统通信、远动部分、

调度自动化整定设计应科学、合理、

可靠，实现与电网平稳对接。

3 施工质量精细化管理

变电站工程施工实行项目法人负

责制、监理制、合同管理制。

3.1 项目法人责任制

在风电场立项初期，就决定了变

电站项目实施由项目法人直接负责管

理项目的策划、资金筹措、建设实施、

生产经营、偿还债务和资产的保值增

值的全过程，项目管理部根据变电站

工程建设要求编写《施工计划任务书》、

《国家强制性条文实施计划》和《工程

现场管理奖惩制度》，并与各个参建单

位签订《安全文明施工管理协议》，结

合实际建立库房、物料存储、原材料

进出场检验、成品保护、试块取样和

保存、施工车辆管理、安全用电、突

发事件应急救护预案等施工管理制度，

建立完整的工程管理体制。

3.2 工程招投标制度

根据国家工程建设管理办法，工

程实行邀请招标制，采用三段式招标。

第一阶段，项目法人协同招标机构根

据调查评选，把实力强、同类施工业

绩突出，信誉高、资质优、内部管理

体制健全的企业作为应邀施工投标单

位，寄发邀请投标通知书，投标单位

可以在此阶段对项目法人、工程建设

地点等情况进行多方面了解编写投标

书 ；第二阶段，在招标机构的组织下

以公开、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

按规范招标程序完成开标。评标委员

会应为 5 人以上单数（技术、经济等

方面的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

之二，评标委员会成员的名单在中标

结果确定前应当保密）负责评标。评

标委员会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

标标准和方法评审。设有标底的，应

当参考标底，评标报告中推荐合格的

中标候选人 ；第三阶段，项目法人上

级主管单位定标领导小组依法对中标

候选人进行审核，主要从是否能够最

大限度地满足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

综合评价标准和实质性要求，结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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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投标价格（投标价格低于成本的除

外）、企业资信等方面确定中标单位。

3.3 工程建设监理制

根据招标程序选择实力强、经验

丰富、人员素质高的监理公司承担变

电站工程施工监理，项目监理机构应

由总监理工程师、专业监理工程师和

监理员组成，必要时可设总监理工程

师代表（须经监理单位法人同意，总

监理工程师书面授权）。项目法人建

设初期应授权监理机构对建设工程质

量、造价、进度进行全方位、全过程、

全天候监理，对工程施工质量、进度

及安全实施全面监督管理，施工单位

必须接受监理监督，在工程建设过程

中实行“大监理，小业主”管理模式。

项目监理机构依照国家有关的法律、

法规及技术标准，全面履行监理合同，

控制工程质量、造价和进度，管理建

设工程相关合同，协调工程建设有关

各方关系，做好各类监理资料的管理。

监理工作结束后，向项目法人单位提

交完整的监理档案资料。项目监理机

构采用巡视、检测、见证取样和平行

检验等方式控制工程质量，对关键部

位或关键工序实施旁站监理。平行检

验比例不得低于施工单位检验数量的

5%。监理机构同时也对工程设计进行

审核，图纸必须经监理审核后才能交

付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监理还参与

施工方案的优化，结合实际对设计图

纸提出更合理化的建议。

3.4 合同管理制

合同管理是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

内容，搞好合同管理，对于公司经济

活动的开展和经济利益的取得都有积

极的意义。合同谈判须由总经理或副

总经理与相关部门负责人共同参加，

不得一个人直接与对方谈判合同 ；签

订合同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政策及

有关规定，贯彻“平等互利、协商一致、

等价有偿”和“价廉物美、择优签约”

的原则 ；对外签订合同的签约人（法

定代表人除外）必须持有法人委托书

的委托人 ；合同一律采用书面格式，

统一合同文本 ；合同中对各方当事人

权利、义务的规定必须明确、具体，

文字表达要清楚、准确。项目法人和

项目施工单位及设备供应商是经济合

同关系。因此，搞好项目建设施工及

设备供应控制的关键是实施有效的合

同管理。在管理过程中，除了签订一

个反映市场因素并兼顾合同双方利益

的合同外，项目法人还通过监理的参

与，主动与乙方沟通交流，建立起相

互理解、信任、支持的良好合作关系。

建设过程中，建筑材料价格很容易受

市场供求关系影响而波动，可酌情考

虑根据实际情况给予调整，以激发施

工单位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与业主

同心同德，共同搞好工程建设。

3.5 项目法人的综合协调作用 

变电站必须在风电场发电机组投

入运行之前完成。因此，变电站的工

期直接影响风电场的经济效益。

为了缩短工期，项目法人应协调

设计、监理、施工以及设备制造厂家

之间的关系，搞好施工和供货进度控

制，加强计划管理，严格执行网络计划，

实行三级网络计划进度控制，（施工总

进度网络计划、承包商施工进度横道

图和工程形象进度图控制），根据工程

进度情况，建立定期召开现场协调会，

检查计划进度执行情况，对进度滞后

项目及时研究对策和解决方案，严格

执行《工程现场管理奖惩制度》和《安

全文明施工管理协议》。

以重点工期促进整体工程进度。

变电站设备基础和主厂房施工是控制

整体工期的关键，也是最容易抢工期

的环节 ；做好基础环节的同时合理安

排其他次要工期，给设备安装提供了

充足的时间和便利的条件。

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观念，

做好工程质量控制，严格实行监理制，

接受质量监督站的监督。除施工单位

建立严格的质量保证体系外，监理机

构也必须全天候、全方位、全过程跟

踪监理，从方案审查到分部、分项工

程质量检查验收，严格执行签证制度，

对每道工序的施工方案、施工方法及

施工全过程进行控制。

3.6 重视环境建设，营造绿色工程 

保护环境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

工程环境保护是建设的重要内容。风

电场变电站一般都处在自然生态链脆

弱的环境之中，风势强劲，工程建设、

建筑和生活垃圾很容易被风吹起飞扬。

项目法人可根据《安全文明施工协议》

规定奖惩办法，在制度上高度重视环

境保护工作，对容易起沙灰的路段实

施定期洒水，施工现场定期打扫处理。

4 试运行规范化管理

项目法人组织成立风电场变电站

启动委员会，并委托具有相关资质和

经验的单位组织试运行。

设备均按电力施工规程要求安装

调试完成，图纸及厂家资料齐全，厂

家代表已到位，经启动委员会工程验

收组验收合格，并呈交验收结果报告，

已具备试运行条件，向地调报送启动

申请批准。

基建工作完工，已验收合格，临

时安全措施已经拆除，所有施工人员

全部撤离现场，现场具备送电条件 ；

确定试运行范围，准备好操作用品、

用具，消防器材配备齐全并到位 ；试

运行指挥成员名单确定，安排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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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护及值班人员和班次，各值班长和

试运行负责人的名单报地调备案。

试运指挥组长通讯方式畅通，变

电站与地调之间的通信开通能满足调

度运行要求，启动设备相关的远动信

息能正常传送到地调 ；继电保护装置

调试完毕，已按调度机构下达的定值

单整定正确，经运行值班人员签字验

收 ；试运行现场准备和设备检查完成

后，指挥组长下令，现场值班人员接

令操作，施工方人员监护，按试运行

方案操作。

试运行的人员必须遵守《电业安

全工作规程》；各项操作及试验须提前

向调度部门申请，同意后方可实施 ；

试验和操作人员应严格按照试运行指

挥系统的命令进行工作。

所有操作均应填写操作票，操作

票的填写及操作由运行单位负责，操

作过程由施工单位监护，施工单位负

安全责任 ；试验人员需要在一次设备

及相关控制保护设备上装、拆接线时，

应在停电状态和工作监护人监护下进

行 ；每个项目完成后，应得到各方的

报告，确认运行系统及试验正常后方

能进行下一个项目的工作 ；试运行期

间发生的设备故障处理及试验工作，

须经启动委员会同意后方可实施 ；试

运行过程中，如果正在运行的设备发

生事故或出现故障，应暂停试运行并

向启动委员会汇报。

试运行期间，非指挥、调度、运

行当值及操作监护人员不得随意进入

试运行设备区域，任何人不得乱动设

备，以确保人身和设备安全。试验全

部工作完成，经 24 小时试运行正常后，

方可移交运行单位维护。

5 工程验收分项化管理

依据《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

一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高压电

器施工及验收规范》、《电力金具验收

规则，标志与包装》、《继电保护和安

全自动装置技术规程》、《继电保护及

安全自动装置反事故技术措施调度运

行规定和规程等》文件汇编（上、中、

下册）(2004 年 6 月版 )、《国家电网

公司十八项电网重大反事故措施》等

国家建筑、电力建设行业标准和设计

文件进行验收，重点检查“强制性条文”

所规定的内容。

5.1 土建工程

验收内容含主控制楼、配电装置

室的一般土建和上下水道、主变压器

系统、110kV 或 35kV 构架的基础和

油坑、站内道路、电缆沟道 ；资料验

收主要有三材等主要材料合格证及进

场复验报告、桩基检测报告、地基基

础验收记录及见证检测报告、地下防

水等隐蔽工程、建筑物沉降观测记录；

预验收及消缺情况。

5.2 电气一次

严格依照国家和电力行业标准和

设计要求，程序化验收。重点验收预

验收及消缺情况 ；主变压器无渗漏 ；

冷却系统电源检查，合理配置、运行

正常和有载调压操作检查 ；接地和放

电间隙检查 ；主变压器技术性能参数

检查（现场试验记录、出厂试验报告）；

避雷器、电流互感器技术性能参数检

查（设计文件、现场试验记录、出厂

试验报告，抽样）；主变压器系统信号

传输检查（抽样检查）。

母线及设备连接线施工工艺检查；

母线弛度、压接、焊接等性能参数检

查（设计文件、安装记录、试验报告，

抽样检查）；断路器和隔离开关或 SF6
组合电器操作和连锁检查 ；断路器或

SF6 组合电器技术性能参数检查（现

场试验记录、出厂试验报告等）；避

雷器、电流互感器、等特性检查（设

计文件、现场试验记录、出厂试验报

告）；信号传输检查（抽样检查核对）；

设备及构支架接地检查。开关柜内电

气安全距离是否符合规定。无功补偿

装置技术性能参数检查（现场试验记

录、出厂试验报告）；全站电气照明施

工工艺检查（抽样检查）；绝缘及接零

接地检查 ；事故照明符合自动投切检

查。全所防雷及接地装置接地搭接与

主接地网技术性能参数检查（设计文

件、隐蔽工程签证记录、安装检查记

录与测试报告，除主接地网技术性能

参数外，均压措施是否完善。主接地

网及独立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是否满

摄影：吕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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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要求，接地点数量是否满足“反措”

要求。[2]

5.3 电气二次

主要依照风电场变电站设计要求

和输送电网的要求，对继电保护和安

全自动装置预验收及消缺情况 ；主变

保护整组及传动试验，重点验收主变

跳闸出口回路及主变保护动作后的闭

锁回路，主变非电量保护应从源头试

验，要求本体保护出口跳闸明确，自

保良好，返回良好，瓦斯、压力释放

等继电器安装位置正确，电缆引出头

不能有渗漏。主设备非电量保护应防

水、防油渗漏、密封性好。气体继电

器至保护柜的电缆应尽量减少中间转

接环节。母差保护整组试验及传动试

验 ；线路、安全自动装置及其他保护

整组及传动试验 ；有关反措执行情况，

重点检查控制电缆应具有必要的屏蔽

措施并可靠接地，电流互感器二次回

路接地必须有且只能有一点接地，一

般在端子箱经端子排接地，但对于有

几组电流互感器连接在一起的保护装

置，如母差保护等，则应在保护屏上

经端子排接地 ；GPS 精度检查。

5.4 其他

自动化、远动、通信、光缆、通

信电源系统、直流系统、电能计量、“五

防”闭锁系统、视频监控系统、端子

箱、电缆敷设、生产准备分别依据各

自专业特点技术要求进行，完成后便

进入生产准备验收阶段。验收资料和

设备图纸、工器具及备品、备件移交，

准备运行规程，建立健全设备台帐和

生产记录，完成投运前设备性能评价，

运行资料准备、完成站内标示、标签

定值，运行值班人员上岗准备。

5.5 竣工资料验收

竣工资料是对变电站施工情况的

真实记录，准确地反映施工全过程和

内在质量，特别是对于隐蔽工程和建

成后不易检测的项目更具有唯一的、

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一般分为建设

单位资料、监理单位资料和施工单位

资料三部分组成。[3]

建设单位资料包括 ：立项报批文

件（立项申请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

及审批文件）、征地文件（国土证）、

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设项目规划、红线图、总平面布置图、

现状实测图、建设规划许可证及附件

（复印件）、工程地质勘察报告、勘查

合同、设计合同、建筑安装发包合同（协

议）、监理委托合同、建筑工程消防验

收意见书、规划合格证、工程照片及

声影像资料、竣工验收备案证书。

土建施工单位资料包括 ：开、竣

工报告及报审、施工组织设计及报审、

图纸会审、技术交底、设计变更、工

程联系单及反馈单、变电所建筑物主

控楼及开关室、构支架、设备基础、

室外项目等施工记录、隐蔽项目验收、

报验、原材料及构件质量证明、复测

报告 ；质量检查及评定等。

电气安装资料包括 ：开、竣工报

告及报审、图纸会审、技术交底 ；设

计变更、工程联系单及报审、反馈单；

安装记录、调试报告、质量检查、评定、

测试记录、报验单、装置性材料质量

证明等。

消防资料包括 ：消防设计审核意

见、消防工程施工、安装技术文件、

竣工图、竣工验收合格证。

通信工程资料包括 ：制造厂提供

的产品说明书、调试大纲、试验记录、

合格证及安装图纸等技术文件、通信

工程施工、安装技术文件、竣工图。

视频监控系统资料包括 ：视频监

控系统施工、安装技术文件、竣工图。

工程监理资料包括 ：监理合同、

监理规划大纲、细则、进度控制、质

量控制、造价控制方案、国家强制条

纹实施计划和执行方案、特殊工种、

工器具、资质等报审表、监理工程师

通知书、会议纪要 、月报、旁站记录、

质量评估报告、监理总结。

6 结语

风电场变电站工程建设充分利用

现代电力工程管理制度，实行项目法

人制、招投标制、监理制及科学的合

同管理制，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监理

的监督作用，体现项目法人协调作用，

充分调动工程设计、工程监理及工程

施工的积极性和热情，重视与环境保

护工作，突出工程的要点和重点，合

理安排施工顺序，实现突击关键点带

动相关工作，降低成本，高速度建设，

确保风电场早日投产取得最大化的经

济效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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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根据旋转转换装置的基本原理，转子的旋转速度与电

能频率严格相关，而风能资源的不确定性和电网频率的确

定性必然需要风电机组具备变速恒频特性。

为了实现变速恒频，一般采用两种结构 ：一种是双馈

式发电机组，其特点是转子采用交流励磁，由一台双馈发

电机（以下简称 DFIG）和一台双馈变频器组成；另一种是

全功率机组，即发电机发电频率与电网频率隔离，而采用

电力电子器件进行频率转换。全功率机组又分为永磁直驱，

电励磁直驱、鼠笼、高速电励磁、高速永磁，以及中速永磁、

中速电励磁等。很多文献对于直驱和双馈进行了对比 [1-2]。

由于永磁材料的大幅上涨，永磁直驱式风电机组面临空前

的成本压力，且在大兆瓦级风电机组中，永磁直驱发电机

的体积、重量等均限制了其大规模应用。高速永磁发电机（以

下简称 PMHG）保持了永磁电机高可靠性、高功率密度的

双馈风电机组与高速永磁风电机组
 对比分析﹡

闫中杰1,2，陶友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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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风电机组角度对两种主流的发电方式，即双馈式发电机组和高速永磁发电机组，进行了对比分析。计算了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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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且由于转速较高，永磁体用量很少，受永磁材料价

格影响小的多。对于 PMHG 和 DFIG 发电方式的对比鲜有

见于文献。下面将对这两种方式进行对比。

1 风电机组及齿轮箱模型

1.1 风电机组

并网型风电机组的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风电机组通过叶轮捕获风能，将风能转换为作用在轮

毂上的机械转矩。风电机组捕获风能转换为机械输出功率

P 的表达式 [3] 为 ：

              
                                                                              

（1）

其中 ρair 表示空气密度 ；

Cp 表示风能利用系数 ；

r 表示风轮半径 ；

vω 表示风速。

计算年发电量，一般根据标准威布尔分布进行，轮毂

吸收的机械功率扣除发电单元及辅助供电损耗后 , 即作为风

电机组输出的功率，根据风速和输出功率曲线可以计算出

标准风区下的年发电量，从而用于经济分析。

1.2 齿轮箱模型

在风力发电行业，一般而言，高速发电机泛指额定转

速在 1000rpm 以上的发电机。而对于大兆瓦级风电机组的

风轮额定转速一般在 10rpm 至 20rpm 之间，需要一台变

比 100 左右的三级齿轮箱。为了提高齿轮箱的可维护性，

一般将易损坏的高速部分设计成可更换方式，大大降低了

由于齿轮箱失效引起的发电量损失。根据一级齿轮箱的损

耗约 1％，齿轮箱的损耗可以由式（2）计算 ：

                   
                                                                              

（2）

其中，ηgearc 表示三级齿轮箱额定效率。考虑风电机组

特性和齿轮箱损耗后，一个典型的风电机组功率曲线如图 2
所示。

2 发电单元模型

发电单元包括发电机、变频器、电力电缆、辅助供电

等几个主要部分。

2.1 双馈式发电单元（以下简称DFIGU）

DFIGU 拓扑结构如图 3 所示。

当发电机转速变化时，变频器改变转子励磁频率可以

保证发电机定子频率不变，从而满足变速恒频的要求。

2.1.1 DFIG 设计

确定 DFIG 主要参数 ：

                            Pgen=ηgen*Pwtc                                （3）
其中，Pwtc=P*ηgear

根据 DFIG 工作原理 [4] ：

                                 Pgen=Ps+Pr                                  （4）
                                  Pr= s*Ps                                    （5）
                                Uconr =Ugor*s                                （6）

图1	并网型机组示意图

图2	风速与转速和功率的关系

图3	DFIGU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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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gor ：转子开路电压

忽略发电机和变频器之间电缆损耗

                               Pconl=Pr                                     （7）
                             Pconr=Pr/cosφr                               （8）
其中，1800V≤Ugor≤2200V，0≤s≤0.35，Uconr≤690V

DFIG 效率可以根据如下方法计算 [5] ：

                           Pgloss+PFe=Pcu+Pfw                             （9）
                               PFe=MFe*PFep                              （10）
         
                                                                                     

（11）

                            Pcu=Rr*Ir
2+Rs*Is2                           （12）

其中，Is=Ps/Un/1.732

                         Ir=Ps/Un/1.732/cosφr                         （13）
Pfw 指发电机其他损耗，一般取 0.005Pgen。

根据电机设计结果得到 MFe，及 Ir，Is，Rr，Rs。

2.1.2 双馈变频器设计

双馈变频器与发电机转子通过滑环连接，通过改变转

子励磁频率、幅值和相位可以调整 DFIG 的有功功率、无

功功率及输出频率等。双馈变频器是由背靠背的两台变流

器组成。一般说来双馈变频器容量是 DFIG 容量的 1/3，对

于转速范围不同的 DFIG，其需要的变频器容量是不同的。

另外，由于转子励磁需要，两侧变频器容量需求不同。双

馈变频器两侧容量由式 (14) 和 (15) 得到。

根据式 (7) 和 (8) 得到 ：

                          Sconl=Pr/0.9/0.95                              （14）
                            Sconr= Pr/cosφr                               （15）
双馈变频器损耗可以根据相应公式 [6] 计算 ：

     
                                                                           

 （16）

其中，Ism 表示机侧最大电流，Igm 表示网侧最大电流。

2.1.3 电力电缆及辅助供电

为了节约电缆及降低损耗，定子侧一般设计为 6.3kV。

一般根据额定电流及电缆载流量进行电缆选型。

电缆效率计算根据式 (17) 计算

                           Ploss_cable=I2×Rcable                            （17）
辅助供电中应考虑空载和满载时采用不同功率的散热

电机以节约电能。

                         Ploss_aux_noload=0.015P                          （18）
                           Ploss_aux_load=0.03P                            （19）
2.2 高速永磁式发电单元（以下简称PMHGU）

PMHGU 拓扑结构如图 4 所示。

2.2.1 PMHG 设计

在 PMHGU 中，以四象限运行的变频器为代表。变频

器机侧控制发电机有功功率，网侧控制发电机组输出的无

功功率。当风速增大时，PMHG 转速提高，其输出频率和

输出电压均会升高，全功率变频器机侧部分用于控制发电

机的有功功率。由于 PMHG 感应电动势与转速成正比，当

转速过高时变频器需对发电机进行弱磁控制，为了节约永

磁体同时在发电机高速时降低变频器容量，永磁发电机一

般设计成欠励发电机 [7]。变频器选型应考虑发电机运行范

围内对无功功率的需求。PMHG 在额定转速和超速时的向

量图见图 5 和图 6。

图4	PMHGU拓扑结构图

图5	额定转速向量图

图6	超速向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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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HG 效率计算方法同 DFIG，但不考虑转子铜耗。

根据电机设计结果可以得到 MFe 及 Is，Rs。

DFIG 和 PMHG 效率曲线见图 7，由此可见 PHHG
效率高于 DFIG。尤其是在功率较小时，效率高出的更多

一些。

2.2.2 全功率变频器设计

根据高速永磁同步发电机设计经验，变频器机侧容量

按照式 (20) 计算。网侧容量根据式 (21) 计算。

                              Scong=Pgen/0.9                               （20）
                        Sconl=η*Pgen/0.9/0.95                          （21）
全功率变频器损耗根据式 (16) 计算。

电缆及辅助供电设计均同双馈，不再赘述。

3 发电量对比分析

轮毂吸收的机械功率扣除齿轮箱、发电单元、电缆及

辅助供电的损耗后即是风电机组的输出功率。

当 P≤0.3Pn 时，

            Pout=P*ηgear*ηgen*ηcon-Pcable-Paux_lightload              （22）
当 0.3Pn≤P≤Pn 时，

            Pout=P*ηgear*ηgen*ηcon*Pcable-Paux_maxload              （23）
故得到功率曲线如图 8 所示。

根据功率曲线计算 PMHGU 和 DIFGU 在各类风区的

年发电量，按照机组容量单位 MW 计算，如表 1 所示。

由此可见，DFIGU 年发电量略高于 PMHGU 约 2％。

需要注意的是，本分析是基于输入功率相同进行的发电量

分析。

4 成本对比

对于双馈发电方式和永磁发电方式成本比较，在很多

文献中均进行了分析，但事实上成本的定量分析是很困难

的，且受诸多市场因素影响，在成本方面本文仅作定性对比，

见表 2。

摄影：吴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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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性能分析

对于发电系统而言，性能分析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对电能质量的影响 ；

（2）对机组载荷影响 ；

（3）对用户电网适应性影响。

5.1 对电能质量的影响

电能质量通俗来说就是导致用电设备故障或不正常工

作的电压、电流或频率的偏差，包括频率偏差、电压偏差、

电压波动与闪变、三相不平衡、暂态或瞬态过电压、波形

畸变、电压暂降与短时间中断以及供电连续性等。对于并

网型双馈和电励磁风电机组电能质量的大多指标是类似的，

并不会因为双馈和电励磁而有所区别。另外，由于风电机

组故障引起的电能质量问题，也不因双馈和电励磁有所区

别。惟一有区别的是波形畸变，简单说就是谐波问题，一

般来说电力电子器件输出谐波要大于旋转电机输出谐波，

DFIG 定子侧由发电机直接发电，转子侧由变频器发电，相

对于永磁发电机完全由变频器发电，双馈的谐波会小一些。

但是随着电力电子器件及其控制技术提高，谐波方面两种

方式均可满足电网的要求。

5.2 对机组载荷的影响

对机组载荷主要分两方面 ：

一方面是在正常运行时，双馈定子直接与电网连接，

根据 DFIG 原理 [4] 可知 ：

                         
                                                                            

（24）

其中，ψsd 表示定子磁链的 d 轴分量，由 Us/ωs 确定。

Us 为定子电压。当 Us 波动时将引起发电机转矩波动，故电

网电压波动会引起齿轮箱转矩波动，提高双馈变频器控制

技术，适时调整 iqr 可以尽量降低该影响。

永磁发电机通过变频器与电网连接，电网电压波动对

机组载荷影响很小。

5.3 对用户电网适应性影响

电网适应性分两方面。一方面是故障穿越。永磁采用

全功率变频器，对故障穿越适应能力高，就目前永磁和双

馈的配置而言，均可以满足电网要求。全功率变频器在低

表1  PMHGU和DIFGU 年发电量

4m/s切入 年发电量（GWh/MW）

风区 PMHGU DIFGU

一类 10 4.803 4.904

二类 8.5 4.051 4.137

三类 7.5 3.405 3.478

三类 6.5 2.654 2.712

四类 6 2.253 2.303

表2  DIFGU和PMHGU成本比较

配置 比较 配置

DFIG ≤ PMHG

双馈变频器 ≤ 全功率变频器

电力电缆 ≤ 电力电缆

其他方面 ≈ 其他方面

图7	DFIG和PMHG效率曲线

图8	DFIGU和PMHGU功率曲线



Technology | 技术

2013年第06期  75  

电压穿越时无功支撑响应更快 ；另一方面是不同电网适应

性。永磁方式可以方便地从 50Hz 更改为 60Hz，而不用调

整发电机和变频器。

6 结论

在可靠性方面，永磁发电机转子结构简单，可靠性高

于 DFIG，在可维护性较差的环境下该特点尤其明显。

本文详细分析了双馈和高速永磁两种发电方式的效率

对比，进行了发电量计算，并在成本、性能、可靠性等方

面进行了定性分析。结论表明，两种发电方式各有其鲜明

的特点。

发电量方面两种机组基本持平，成本方面双馈机组占

有优势，而可靠性方面高速永磁有优势，其他方面基本平

分秋色。这样的结论也可以解释为何在目前的市场上两种

机型并驾齐驱，而市场的需求是多样的。笔者认为，作为

风电机组开发商，应同时开发两种方式的风电机组，而这

两种机组在主机械方面和结构方面基本一致，所以应对其

差异部分进行折衷设计，使其满足标准化设计的要求，从

而为适应市场竞争，降低制造成本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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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直驱兆瓦风电机组一般会在发电机转速—变桨速率的

闭环控制回路中串联带阻滤波器的方式，来抑制机组在额

定风速以上运行时，由于叶轮轴方向即 fore-aft 方向气动

阻尼小以及变桨执行机构被动响应发电机转速中的 fore-aft
方向一阶固有频率信号，所导致的风电机组塔筒 fore-aft 方
向的一阶固有频率振动。但带阻滤波器引入到发电机转速—

变桨速率闭环控制回路中，却可以引起直驱兆瓦风电机组

在额定风速以上运行时，发电机转速—变桨速率闭环控制

回路系统超调量增大，响应速度缓慢，塔筒 fore-aft 方向

一阶固有频率振动较大，对风速特性各异的风电场适应差。

同时，对应于风电机组塔筒和基础极限载荷设计起决定作

用的 GL 规范 DLC1.5 工况，即发电机侧空气开关跳闸的

情况下，风电机组塔筒和基础极限载荷比较大，导致直驱

兆瓦风电机组整机成本比较高。

1 直驱兆瓦风电机组fore-aft方向振动抑制

1.1 直驱兆瓦风电机组fore-aft方向振动抑制工作原理

直驱兆瓦风电机组 fore-aft 方向振动抑制系统，风电

机组变桨速率控制输入由两部分叠加构成 ：

直驱兆瓦风电机组fore-aft方向振动
抑制系统

王明江

（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	830026）

摘 要 ：本文介绍了一种将直驱兆瓦风电机组fore-aft方向（叶轮轴方向）机舱加速度传感器信号引入发电机转速—变桨速

率闭环控制回路的控制系统，来提升风电机组发电机转速—变桨速率闭环控制回路的动态响应特性，提升风电机组对

风资源各异的风电场适应性，提高机组可利用率。同时，在无需任何硬件投资的前提下，降低风电机组塔筒底部以及

基础极限载荷15%以上，降低风电机组整机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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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aft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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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wind Science & Technology Co., Ltd., Urumchi 830026, China)

Abstract: �is paper introduces a control system which feedbacks fore-a� acceleration signal (rotor axis) to closed control loop between 

generator speed and collective pitch rate for PMDD wind turbine , in order to improve dynamic response characteristic of closed 

control loop between generator speed and collective pitch rate , and to adapt all kinds of wind sites with di�erent wind resources 

and to enhance wind turbine availability . At the same time , this method can also reduce ultimate load for tower base and 

foundation up to ��een percent without any hardware investment ,therefore wind turbine cost will be re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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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转速测量模块输出的发电机转速信号经过一个

低通滤波器 1 滤波之后，与发电机转速设定值进行比较，

比较结果作为比例微分 PD 控制器的输入，比例微分 PD 控

制器的输出再经过一个低通滤波器 2 处理之后，得到直驱

兆瓦风电机组变桨速率控制输入构成之一 ；

 其二，风电机组安装在机舱内的加速度测量模块，其

输出的 fore-aft 方向加速度信号，依次经过一个带通滤波器、

二阶滤波器处理之后，作为一个比例增益模块的输入，比

例增益模块的输出，作为直驱兆瓦风电机组变桨速率控制

输入构成之二。

                                               （1）
                    
                                                                              

（2）

风电机组塔筒的 fore-aft 方向运动可以简化为一个二

阶系统（质量 M，阻尼 D，刚度 K），直驱兆瓦风电机组

fore-aft 方向振动抑制系统，就是从软件的方面入手，人为

增加一个与塔筒 fore-aft 方向机舱速度 一阶固有频率信号

相反的变桨控制动作 ，产生一个附加的外力 ，相当于等效

增加了塔架 fore-aft 方向一阶固有频率运动的阻尼项 ，从

而起到抑制直驱兆瓦风电机组 fore-aft 方向一阶固有频率

振动的目的 [1]。

 1.2 二阶滤波器与比例模块的功能

 图 1 中的二阶滤波器的引入是为了增加变桨速率—

fore-aft 方向速度开环控制，以及发电机转速—变桨速率闭

环控制中，在塔筒 fore-aft 方向一阶固有频率附近 fore-aft
方向振动和发电机转速信号的衰减幅度，改善各自控制的

性能。

 图 2 中，虚点线、黑色实线、点线分别表示未引入

fore-aft 方向振动抑制功能、引入 fore-aft 方向振动抑制功

能但只增加带通滤波器以及引入 fore-aft 方向振动抑制功

能同时增加带通滤波器、二阶滤波器的系统，其变桨速率—

机舱速度开环控制 bode 图。从图 2 可以看出，同时引入带

通滤波器和二阶滤波器的方案，既可以实现 fore-aft 方向

一阶固有频率振动的大幅衰减，而且在一阶固有频率附近

频率引起的负作用也较小。 
图 3 和图 4 分别表示只引入带通滤波器和同时引入带

通滤波器和二阶滤波器的 fore-aft 方向振动抑制系统发电

机转速—变桨速率闭环 bode 图，在 fore-aft 方向一阶固有

频率附近，图 4 比图 3 中发电机转速信号有更大的衰减。

由图 5 可见，比例增益模块的增益值是一个随着风电

机组叶片角度变化而变化的数值，而非一个定值。目的在

于保证额定风速以上所有风速范围内，变桨速率—机舱速

度信号能在 fore-aft 方向一阶固有频率上有幅度相近的信

号衰减。在叶片角度小于角度 1 或者大于角度 2 时，比例

增益值各自保持在某个恒定的数值，当叶片角度介于角度 1
和角度 2 之间时，随着风电机组叶片角度增大，比例增益

值线性减小。

1.3 直驱兆瓦风电机组fore-aft方向振动抑制系统的动态

特性

为了简化说明，本文将在发电机转速—变桨速率控制

回路中引入带阻滤波器的技术方案简称为方案一，fore-aft
方向振动抑制技术方案简称为方案二。在方案一与方案二

图1	直驱兆瓦风电机组fore-aft方向振动抑制系统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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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仿真结果与实验数据对比中，方案一用虚线表示，方案

二用实线表示。

图 6 显示了风速—机舱速度的开环阶跃响应，相比于

方案一，方案二可以大幅度降低由风速阶跃变化引起的塔

筒 fore-aft 方向一阶固有频率振动幅度。

图 7 显示了发电机电磁扭矩—机舱速度的开环阶跃响

应，方案二可以比方案一大幅度降低由发电机电磁扭矩阶

跃变化引起的塔架 fore-aft 方向一阶固有频率振动幅度。

图 8 和图 9 分别显示了在发电机转速—变桨速率闭环

控制回路的阶跃响应，显然方案二的超调量更低，调节时

间更短。

图 10 和 11 分别显示了发电机转速—变桨速率闭环控

制回路 bode 图，显然方案二的带宽更大，响应速度更快 [2]。

图2	变桨速率—机舱速度开环bode图

图3	引入带通滤波器的发电机转速—变桨速率闭环bode图

图4	同时引入带通滤波器和二阶滤波器发电机转速—变桨速率闭
环bode图

图5	比例增益与叶片角度关系

图6	风速—机舱速度的开环阶跃响应

图7	发电机电磁扭矩—机舱速度的开环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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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直驱兆瓦风电机组fore-aft方向振动抑制系统的

bladed软件仿真与试验结果

图 12 显示了发电机侧空气开关跳闸的情况下，发电机

图8	采用带阻滤波器技术方案转速—变桨速率闭环阶跃响应

图9	fore-aft方向振动抑制技术方案转速—变桨速率闭环阶跃响应

图10	采用带阻滤波器技术方案转速—变桨速率闭环bode图

图11	fore-aft方向振动抑制技术方案转速—变桨速率闭环bode图

图12	GL规范DLC1.5工况下发电机电磁扭矩仿真结果

图13	GL规范DLC1.5工况下fore-aft加速度仿真结果

电磁扭矩运行仿真结果 ；

 图 13 和图 14 分别显示了在发电机侧空气开关跳闸

的情况下，仿真风电机组运行过程中 fore-aft 方向加速度、

塔筒底部弯矩载荷 Mxy 变化趋势，显然方案二比方案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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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aft 方向一阶固有频率加速度和弯矩 Mxy 的幅值有大

幅度降低，塔筒底部 Mxy 峰值降低幅度在 30% 以上。由

于 GL 规范 DLC1.5 工况下的载荷是确定塔筒底部 Mxy 和

基础极限载荷的最主要工况 [3]，因此降低 DLC1.5 工况下

的极限载荷，将有利于大幅降低塔筒底部 Mxy 和基础极限

载荷。

图 15、图 16 和图 17 分别显示了仿真切出风速附近风

电机组启动过程中叶片角度、fore-aft 方向加速度、塔筒底

部弯矩载荷 My 变化趋势。显然方案二在 fore-aft 方向一阶

固有频率加速度和弯矩 My 的振动幅值更小 [4]。

图 18 显示了 1.5MW 机组在 16m/s 平均风速的湍流风

下，2 分钟运行时间内 fore-aft 方向测试加速度数据功率谱

密度对比 [5]，方案二比方案一在 fore-aft 方向一阶固有频率

（0.45Hz）加速度有更大的衰减。

2 结论

本文从动态响应特性、bladed 软件仿真结果以及实际

测试数据三个方面，对发电机转速—变桨速率控制回路中

引入带阻滤波器的技术方案和 fore-aft 方向振动抑制技术

方案进行了对比，通过对比发现 ：

（1）fore-aft 方向振动抑制技术方案设计的控制系统

具有更好的动态响应特性，对 fore-aft 方向一阶固有频率

振动具有更好的抑制效果，这将大大提升直驱兆瓦风的适

应性和机组可利用率。

（2）由于通过软件控制的方式，大幅度降低 GL 规范

DLC1.5 工况下的极限载荷，实现了直驱兆瓦风电机组针对

图14	GL规范DLC1.5工况下塔筒底部Mxy仿真结果

图16	切出风速附近风电机组启动过程fore-aft加速度仿真结果

图17	切出风速附近风电机组启动过程塔筒底部My仿真结果

图15	切出风速附近风电机组启动过程叶片角度仿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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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16m/s湍流风下fore-aft加速度实际测试数据功率谱密度

GL 规范所有工况下的塔筒底部 Mxy 和基础极限载荷均可以

降低 15% 以上，对降低风电机组的整机成本非常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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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随着能源危机和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风电

等可再生能源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其中，风

力发电作为技术最成熟的一种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其发

展速度和应用规模有了较快的发展。

随着风电比例的日益增长，风电在电力系统中的“地位”

在发生变化，风电对电网的影响已经不可忽视，其中风电

场的无功功率 / 电压控制问题一个比较关键的技术概念。

大多数风电场在其主变低压侧配置了集中型无功功率

补偿装置，并实现了风电场的电压 / 无功功率平衡控制，目

的是为了应对系统安全运行要求和电网标准规定。但是，

目前还没有考虑风电机组的无功功率调节能力，至少还没

有让风电机组长期、主动参与风电场内无功功率补偿协调

控制的实际工程案例。只有少数科研院所和风电企业在做

相关理论的研究，也在试制相关产品（AVC 等产品，某企

直驱风电机组无功功率调节性能概述 
艾斯卡尔1,2，朱永利1，乔元2

（1．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河北	保定，071003；

2．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开发中心，新疆	乌鲁木齐，830026）

摘 要 ： 直驱永磁风电机组经过交 - 直 - 交全功率变流器与电网相接，因变流器采用了矢量控制技术，风电机组具备有功

功率和无功功率的解耦控制特性。因此，风电场可以深度挖掘直驱永磁风电机组的无功功率调节能力，从而实现

对风电场并网点的恒电压控制或恒功率因数控制。本文从直驱风电机组单机的无功功率调节性能出发，结合实际

工程案例和测试数据，对单机的无功功率调节性能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需要注意的重要技术问题。

关键词 ：直驱永磁风电机组 ；解耦控制 ；无功功率控制 ；电压控制 ；风电并网规程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06-0082-04

Reactive Power Regulation Performance of Direct-Drive Perma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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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rect-Drive Permanent Magnet wind turbines (DDPM) connected to the grid via the fully-fed AC/DC/AC converter. The 

output reactive power and active power decoupling control is possible for DDPMs becaus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space vector 

control algorithm inside converter, so the constant voltage/power factor control at PCC of wind farm will be realistic so as wind 

farm operators would like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reactive power adjustment capability of DDPM. �is paper focused on the reactive 

power regulation performance of single DDPMs �rstly, and then summarizes the important technical issues related to the reactive 

power control of wind farms in China, also a conclusion has been taken to the reactive power adjustment capabilities of DDPMs, 

which is related to some real measured data and engineering facts.
Keywords: Direct-Drive Permanent Magnet wind turbines (DDPM); decoupling control; reactive power control; voltage control; grid code 

for wind power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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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基于嵌入式控制系统的 AVC 产品样机已在两个风电场得

到充分试用，有望批量），但并没有实现 AVC 总站和风电

场 AVC 子站的联动协调控制，相关产品的批量投入使用为

时尚早。

风电机组应具备一定的无功功率调节能力，以适应电

网标准对风电场的技术要求。国家标准－ GB/T 19963 －

2011《风电场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明确规定 [1] ：“风电

场要充分利用风电机组的无功容量及无功调节能力”。可见，

结合风电场无功功率调节现状与需求，让风电机组参与电

网的电压 / 无功功率调节，以此增强风电场的电网适应性势

在必行 [2]。

本文直接从直驱风电机组 ( 下文简称“DDPM”) 单机

的无功功率调节性能出发，结合实际工程案例和测试数据 [3]，

对单机的无功功率调节性能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需要注

意的重要技术问题。

1 风电场电压控制基本原理

风电场对电网的影响中，风电场的“电压问题”最为

突出，如低电压穿越等。其中，风电场并网点的电压稳态

控制是关键的因素之一。下面是风电场 PCC 点电压控制的

基本原理分析。

对某一个节点而言，其电压可用下式（1）计算获得 ：

       
                                                                              （1）

式中，Unode 为某节点电压 ；Ug 为电源电压 ；k1，k2 分

别为变压器变比 ；Q 为无功功率 ；P 为有功功率 ；R，X 为

线路电阻电抗 ；Un 为回路额定电压。

从式（1）可知，从风电场端口向电网方向看，调节风

电场 PCC 点电压的方式有如下几种 ：

（1）调节变压器变比。对风电场而言，一般都使用了

带有载调节分接头的变电站，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一般

使用 ±8×1.25% 方式 ；

（2） 更改线路参数。风电场一旦施工完毕，其电阻是

基本恒定的，电抗的变化特性也是固定的，没有办法在线

进行调整 ；

（3） 调整线路额定电压 Un。风电场一旦设计完毕，该

参数也没有办法调整 ；

（4）  调整电源电压 Ug。因风电机组单机容量很小，布

局分散，因此该方法目前而言不是主要调节措施 ；

（5）  调整电源的输出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存在

X>>R，因此风电场的电压控制主要跟无功功率有关。

可见，对风电场而言，其电压控制主要跟其无功电源

有关。风电场常见的无功电源有风电机组、SVC、固定投

切式电容或电抗、SVG 等。但各自原理不同，控制目标也

不同。除了风电机组意外的风电场无功电源基本原理如下

图 1 所示。

2 DDPM风电机组无功功率调节原理

DDPM 风电机组输出的全部功率通过同等容量的交－

直－交变流器注入电网，即风电机组通过全功率变流器并

网，实现了变流器电机侧和电网侧的频率 / 电压解耦，风电

机组的并网电气特性独立于发电机。因此，风电机组的并

网特性主要由变流器电网侧的技术性能决定。另外，变流

器采用了矢量控制技术，风电机组具备了电网侧有功功率

和无功功率的解耦控制特性。其电网侧控制原理图如图 2
所示。

3 DDPM风电机组无功功率调节性能总结

3.1 风电机组应接受上级AVC调度信号

文献 [1] 中有明确规定 ：“风电场应配置无功电压控制

系统，具备无功功率调节及电压控制能力。根据电力系统

调度机构指令，风电场自动调节其发出（或吸收）的无功

功率，实现对风电场并网点电压的控制，其调节速度和控

制精度应能满足电力系统电压调节的要求”。

一般而言，所有具备无功功率调节能力的风电机组都

有接受上级 AVC 指令的控制接口，如图 2 所示。但需要注

图1	风电场无功功率电源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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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两个问题 ：

（1） 风电机组接受的上级 AVC 下发分配的无功功率

指令应在风电机组无功功率调节能力的极限范围内。目前，

电网标准要求的极限值为 ：在额定有功功率输出条件下，

风电机组应具备 -0.95~+0.95 对应的无功功率调节能力。

当无功功率控制指令超过上述范围时，风电机组按其极限

能力执行。

（2） 无功功率的调度指令应该根据每台风电机组的瞬

时有功功率进行优化分配，以此使风电机组保持最佳工况，

不引起因额外无功电流而产生的过温等情况。

3.2 风电机组应具备恒功率因数控制能力

该功能是风电机组可具备的基本功能之一，在默认情

况下其取值为 1.0。
风电机组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和功率因数的关系式如

下式（2）所示 ：

                     
                                                                              

（2）

式中，Q 为风电机组输出无功功率，P 为有功功率，

cosφ为功率因数。

一般而言，是上级 AVC 下达 cosφ=a 指令给各个风电

机组（ ）。但需要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首先，

在国内的常规风电机组只接受两种外部控制指令 - 转矩给

定值和无功功率给定值。若要使风电的机组按照恒功率因

数方式运行，则得更改相应的通讯规约及配套软件 ；其次，

在额定风速以下，风电机组变桨系统不工作，风电机组的

输出有功功率随着风况的波动而任意波动，由式（2）可知，

若要保持恒定的功率因数，则风电机组输出无功功率的控

制应跟得上有功功率的变化。但这似乎很难，因为风电机

组的信号采样速度一般都在 20ms 左右或更长，变流器针

对无功功率控制的执行环节还有“滤波环节”等附加控制

措施，无功功率跟踪有功功率的波动不具备很好的“实时

性”；最后， 电网标准要求 - 恒功率因数控制是针对风电场

的要求。风电场主变处一般都配有实时性更好的 SVC 等无

功功率补偿设备。因此，恒功率因数控制从风电场系统层

面进行综合控制其效果最佳。因为尽管每一台风电机组单

机都运行在恒功率因数控制模式下，但不借助 AVC 来综合

控制 SVC、风电机组无功调节能力等设备，则很难保证风

电场 PCC 点的恒定功率因数。

3.3 风电机组应具备恒电压-无功功率控制能力

恒电压控制功能的目的是 ：使风电机组机端电压稳定

在某一恒定区域，实现单机机端的电压 - 无功功率闭环控

制。恒无功功率控制功能是目前比较常用的功能，因为电

网 AVC 调度指令一般每隔 5 分钟更新一次，在此期间风电

机组单机按照恒无功功率控制模式运行。

但需要注意两个问题 ：

（1） 电网标准要求 - 恒电压控制是针对风电场的要求。

风电场主变处一般都配有控制实时性更好的 SVC 等无功功

率补偿设备，因此恒电压控制从风电场系统层面进行综合

控制其效果最佳。因为尽管每一台风电机组单机都运行在

恒电压控制模式下，但不借助 AVC 来综合控制 SVC、风电

机组无功调节能力等设备，则很难保证风电场 PCC 点的恒

定电压。

图2	DDPM风电机组无功功率控制原理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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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一个规模较大的风电场而言，实现风电机组单

机机端的恒定电压没有实际意义，因为电网关心的是风电

场系统 PCC 点的电压控制特性，并非风电机组单机机端

的电压控制特性。应关注整个电场的无功功率－电压平衡，

要充分考虑潮流大小、电气设备工作特性（如电缆的充电

效应、变压器的无功损耗，等）、线路参数等的影响。

3.4 风电机组应具备在“零有功”无功控制能力

对 DDPM 风电机组单机而言，因受变流器最大电流限

制，其额定视在功率是恒定的，即要求风电机组输出视在

功率不可超过其额定值。风电机组的视在功率、有功功率

和无功功率的关系式如下式（3）所示 ：

                                                       （3）
式中，Q 为风电机组输出无功功率，P 为有功功率， 

Sn_const 为视在功率（对 DDPM 风电机组而言，因为采用了

全功率变流器，因此风电机组变流器硬件一旦被确定则其

视在功率额定值也就恒定，不可更改）。从式（3）可知，

风电机组的理论 PQ 曲线应为如图 3 蓝色曲线所示。 
从图 3 可知，风电机组可以具备在“零有功”工况下

的无功功率调节能力。

对此，需要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首先，国内标准对此

没有明确要求。更关键的是，国内电网公司不会让风电场

在没风情况下也输出无功功率。在国外，部分电网公司对

风电场的“无功功率”电度也会支付一定的电价补贴。在

这种情况下，风电机组若具备了“零有功”无功控制能力

则可为业主带来一定的“实际价值”。 其次，按照国家标准

要求，风电机组的无功功率调节能力应按照图 2 绿色曲线

部分（为了让示例图更清晰，本图只画了绿色部分的一半），

但部分客户按照红色框图做要求，导致问号区域超过风电

机组额定能力。

4 结论 

DDPM 风电机组等现代风电机组都具备较好的无功功

率调节能力，如机端的恒电压 / 恒功率因数 / 恒无功功率控

制，也具备“无风待机状态”下的无功功率贡献能力。但

是风电场内的风电机组台数众多，风电机组之间没有协调

控制逻辑，很难通过风电机组单机自身的自动控制功能来

保证风电场 PCC 点的相关指标。因此，风电场并网点的控

制应借助 AVC 等整场的综合协调控制装置，以满足电网标

准关于电压 / 无功功率控制方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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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风能作为一种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受到了世界各国的

重视。中国风能储量大、分布面广，仅陆上风能储量就有

约 253GW。2012 年中国新增风电装机容量 12960MW，

累计风电装机容量为 75324.2MW，双居全球第一位 [1]。发

展风电，不仅可以节约常规能源，而且有利于改善能源结构，

减少环境污染。风电机组的控制系统根据风速、风向对风

电机组的各单元加以控制，稳定输出电压和频率，并实现

最大风能利用。

1 基于以太网的风电机组通信系统

近年来，性能优越的以太网应用越来越广泛。本文基

于以太网，提出了一种采用 UDP 协议的风电机组通信方案。

采用 ABB 公司的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作为核心控制

UDP协议在风电机组通信系统中的实现
叶伟，丁桂林，颜毅斌，胡凯凯

（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湖南	株洲	412001）

摘  要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以太网的风电机组通信系统解决方案。在对风电机组通信系统特点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选择

UDP(User Datagram Protocol) 协议来完成以太网任务，并详细阐述了 UDP 协议在现场通信系统中的实现方法。

关键词 ：UDP ；以太网 ；TCP/IP ；风电机组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06-0086-06

The Implementation of UDP in Wind Turbine Communication System
Ye Wei, Ding Guilin, Yan Yibin, Hu Kaikai

(CSR Zhuzhou Institute Co., Ltd., Zhuzhou 412001, China)

Abstract: A solution of wind turbine communication system based on Ethernet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cation system in wind turbine, UDP is selected (User Datagram Protocol) to complete the Ethernet task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UDP in �eld communication system is also described in detail.
Keywords: UDP; Ethernet; TCP/IP; wind turbine

器，PLC 预留了 1400 多 Bytes 的 RAM 作为数据发送和

接收缓冲区，能够满足系统需求。PLC 与上位机通过以太

网组成分布式计算机网络通信系统，如图 1 所示。

2 以太网通信协议

TCP/IP 协议是目前网络协议中的实际工业标准，采

用 TCP/IP 协议会带来诸多好处，网络设备可以连接到

Internet，实现风电机组真正意义上的远程监控。TCP/IP
是一个 4 层协议系统，可以分为链路层、网络层、传输层

和应用层 [2]。每一层都呼叫它的下一层所提供的网络来完

成自己的需求。TCP/IP 协议族的 4 个层次如图 2 所示。

链路层完成以太网设备的驱动、物理接口的处理等任

务。网络层由多种协议组成，IP 协议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主要完成网络互连和路由选择。应用层则负责处理特定的

应用服务。TCP/IP 传输层有两个并列的协议 ：TCP（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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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协议）和 UDP（用户数据报协议）。二者的共同点是

均提供了进程通信的能力，主要差别在于 ：TCP 面向连接，

需要建立“握手信息”，提供可靠通信保证 ；而 UDP 是一

种无连接的服务。TCP 较 UDP 占用较多系统资源。通信

速度上，UDP比TCP快。UDP能够达到较高的通信速率 [3]。

PLC 给上位机传输的数据主要有 ：报文信息 ；总发电

量、总耗电量等全局统计量 ；日发电量等日统计量 ；机组

登录信息 ；风机状态机信息 ；10 分钟记录值 ；功率曲线 ；

故障信息等 ；风电场的专用以太网带宽可以保证通信质量，

故选用 UDP 协议，加快通信速度，减轻控制器的负担。

3 UDP协议的实现

3.1 UDP报文格式

上位机向 PLC 发送 UDP 请求报文，该报文中的数据

“告诉”PLC 需要什么信息。PLC 收到 UDP 请求报文后，

给上位机发送 UDP 响应报文，该报文中含有对应的信息。

其通信结构如图 3。
每一个 UDP 报文分为 UDP 首部和 UDP 数据区两部

分。UDP 协议规定 UDP 首部由 4 个字段组成，且长度固

定为 8 个字节，每个字段占 2 个字节。分别为源端口号，

目的端口号，UDP 长度以及校验和 [4]。UDP 数据区由开

发人员定义。UDP 报文结构如图 4 所示。

上位机向 PLC 发送 UDP 请求报文，源端口号为 1026
（该端口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通常建议使用较大的端

口号，避免与其他应用冲突），目的端口号为 32768。PLC
给上位机发送 UDP 响应报文，源端口号与目的端口号都为

32768。UDP 长度是指每 1 条 UDP 报文的长度。UDP 校

验和提供差错检测。由于 PLC 需要给上位机发送的数据量

较大，我们将数据分为 99 个 UDP 响应报文发送 ；因而上

位机也需要给 PLC 发送 99 个 UDP 请求报文，UDP 请求

报文和 UDP 响应报文一一对应。UDP 请求报文长度统一

为 37 个字节，对应 UDP 数据区长度为 29 个字节，UDP
响应报文长度（共 99 个）各不一样。UDP 请求报文数据

区格式与值如表 1 所示（16 进制表示，每格代表 1 个字节）。

表 1 前 7 个字节为 UDP 协议底层自动增加的部分，

其余字节预留给上位机做标志位使用。第 1 个字节为 PLC
的标识值，值为 0x 5A ；第 6（LL）与第 7（HL）字节内

图1	风电机组分布式计算机网络通信系统

图2	TCP/IP协议族的4个层次

图3	PLC与上位机通信示意图

图4	UDP报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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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为 UDP 请求报文数据区从第 8 字节开始到尾部的字

节数，第 6 字节为低位，第 7 字节为高位，值为 0x0016。
第 8（高 8 位）和第 9 字节（低 8 位），为 PLC 响应并返

回数据的条件（可自由定义，这里定义为 0x0008，）。IF1，
IF2 和 IF3（14~16 字节）是 UDP 请求报文的用户标识符，

可自由定义。26、27、28 和 29 这四个字节规定了具体的

UDP 请求报文类型及索引。其中 FCH（高 8 位）和 FCL
（低 8 位）为 UDP 请求报文类型 ；CIH（高 8 位）和 CIL
（低 8 位）为 UDP 请求报文类型对应的索引。一般情况下，

FCH 和 CIH 总为 0，FCL 和 CIL 的意义如表 2 所示，由

类型值和其对应的索引值，可以得到 UDP 请求报文为 99
个，分别是 1 个报文信息、1 个全局统计量报文、20 个日

统计量报文、2 个登录信息报文、2 个风电机组状态机报文、

18 个 10 分钟记录值报文、3 个功率曲线报文和 52 个故障

信息报文。请求报文中未说明的字节可为任意值，应用中

未作处理，直接丢弃。

由表 2 中 FCL 和 CIL 的值，可知 UDP 响应报文的数

量为 99 个。UDP 响应报文数据区长度不一，前 25 个字节

为标识值，第 26 字节到报文尾部为机组具体数据。UDP
响应报文数据区前 25 个字节格式如表 3 所示（每格代表一

个字节）。

第 1~7 字节为 PLC 系统底层自动添加。第一个字节

为 PLC 规定的标识值，与请求报文相对应，值为 5A；ID（第

2~5 字节）为 PLC 生成的标识值；LL（低 8 位）和 HL（高

8 位）表明了 UDP 响应报文数据区从第 8 字节到尾部的字

节数。FCL（低 8 位）和 FCH（高 8 位）是指 UDP 报文

类型，CIL（低 8 位）和 CIH（高 8 位）是指 UDP 报文类

型对应的索引，与 UDP 请求报文相对应。NOH（高 8 位）

表1  UDP请求报文数据区格式与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5A 04 02 02 02 16 00 00 08 00 00 00 01 C0 0F

LL HL IF1 IF2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04 04 00 00 04 00 00 00 00 00 00 00

IF3 FCH FCL CIH CIL

表2  UDP请求报文数据区中FCL和CIL的意义

FCL（类型） CIL（索引）

值 意义 值 意义

0x01 报文信息 0x01 1 个报文信息

0x02 全局统计量 0x01 1 个全局统计量报文

0x03 日统计量 0x01~0x14 20 个日统计量报文

0x04 登录信息 0x01~0x02 2 个登录信息报文

0x05 风电机组状态机 0x01~0x02 2 个风电机组状态机报文

0x06 10 分钟记录值 0x01~0x12 18 个 10 分钟记录值报文

0x07 功率曲线 0x01~0x03 3 个功率曲线报文

0x09~0x22 26 个故障信息 0x01~0x02 每两个报文为一个完整的故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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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NOL（低 8 位）表示由 FCL 所确定的某一类型响应报

文的总数量 ；IF1，IF2 和 IF3 是指 UDP 请求报文的用户

标识符，PLC 不做处理将其返回给上位机。DT4，DT3，
DT2，DT1 是指 PLC 系统响应时刻的时间值 ；AFNH（高

8 位）和 AFNL（低 8 位）是 PLC 标识值；FNH（高 8 位）

和 FNL（低 8 位）标识了该 UDP 响应报文帧数 ；第 25 字

节的值总是 00，预留备用。

3.2 UDP报文的传输过程

PLC 和上位机所采用的操作系统都能为以太网提供良

表3  UDP响应报文数据区前25个字节格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5A ID ID ID ID LL HL FCH FCL CIH CIL NOH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NOL IF1 IF2 DT1 DT2 DT3 DT4 AFNH AFNL FNH FNL IF3

好的支持。当上位机启动应用程序时，调用 UDP 发送进

程，把相关数据封装成一个 UDP 报文，并进一步组装成一

个 IP 报文。当 PLC 接收到上位机发送的 IP 报文，它会将

报文中的 IP 首部取出，判断 IP 地址是否正确，若正确则

判断端口号以及UDP首部的校验和。如果上述条件都满足，

说明此报文是有效的，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将有效信息从报

文中提取出来，按照规约进行解析即可。然后 PLC 会给上

位机发送 UDP 响应报文，上位机接收后，对报文进行判断

和解析 [5]。图 5 为 UDP 发送－接收流程图。

图5	UDP发送-接收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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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UDP的PLC硬件组态和核心代码段

UDP 的配置主要包括硬件组态和端口设置，如图 6
和图 7。图 6 是在以太网接口上添加 UDP 协议。图 7 是

UDP 参数设置以及端口的设置，除了端口设置之外，其他

参数可以使用缺省参数。

核心代码段包括 UDP 接收指令和发送指令、以及

UDP 请求报文解析语句。

UDP 接收指令和发送指令 ：

EthUdpRec(EN:=TRUE,     (*UDP 接收使能 *)
SLOT := 0,    (* 以太网模块的槽位，

0 代表 CPU 集成的接口 *)
DATA := ADR(DataRecTemp)); (*DataRecTemp 为

接收缓冲区 *)
    
EthUdpSen(EN:=TRUE,        (*UDP 发送使能 *)
SLOT:=0,          (* 以太网模块的槽位，0 代表 CPU

集成的接口 *)
IP_ADR:=IP_Adr,   (* 上位机 IP 地址 *)
PRIO:=FALSE,     (* 数据包传输的优先级，FALSE=

低 TRUE= 高 *)
TOUT:=0,          (* 数据包的超时时间 ms*)
DATA:=ADR(UDPHeaSelSen),  (* 发送缓冲区 *)
LEN:=SIZEOF(DataSenTemp)+18); (* 传输数据的

长度，18 是指发送数据标志字节的数量 *)
UDP 请求报文解析语句 ：

IF UDPHeaSelRec.LEN <> 0 THEN  (* 判断接收区

有数据的时候才执行 *)
IF UDPHeaSelRec.Cod = 8 THEN (*8 是指表 1 中

的第 8 和第 9 字节对应值 *)
CASE UDPQueDat.Dat OF  (* 判断表 1 中的第 26、

27、28 和 29 这四个字节，区分 UDP 请求报文类型对应的

索引 *)
InfWecCod ：(* 对应表 2 中的报文信息 *)
     {
     …     (* 调用 UDP 发送指令 *)
     }
TotCouCod ：(* 对应表 2 中的全局统计量 *)
{
     …     (* 调用 UDP 发送指令 *)
     }

DayCouCod ：(* 对应表 2 中的日统计量 *)

图6	UDP硬件组态一

图7	UDP硬件组态二

图8	UDP报文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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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LinLogCod: (* 对应表 2 中的故障信息 *)
{
     …     (* 调用 UDP 发送指令 *)
     }
END_IF
END_IF

4 UDP报文捕获与分析

在风电机组分布式计算机网络通信系统中，上位机

通过 UDP 协议从机组得到相关数据。图 8 是上位机与

风电场某一台机组之间的 UDP 报文截图。PLC 的 IP 是

192.168.1.130，上位机的 IP 是 192.168.1.138。
从图 8 中提取一个 UDP 请求报文，如图 9 所示。其

源端口号为 1026，目的端口号为 32768，UDP 报文长度

为 37 个字节，其中 UDP 数据区为 29 个字节（图 9 灰色

部分）。FCH 和 FCL 的值分别为 0x00 和 0x02，即请求

报文的类型为 0x0002 ；CIH 和 CIL 的值分别是 0x00 和

0x01，即请求报文类型的索引为 0x0001。表明上位机向

PLC 请求全局统计量的数据。

图 9 对应的 UDP 响应报文如图 10 所示，其源端口号

为 32768，目的端口号为 32768，UDP 报文长度为 257 个

字节，其中 UDP 数据区为 249 个字节（图 10 灰色部分）。

上位机根据规约解析数据，便可得到全局统计量，包括总

图9	UDP请求报文

图10	UDP响应报文

发电量、总耗电量、并网次数、变浆次数、偏航次数、故

障次数、制动次数等。

5 结语

UDP 协议由于其简洁、高效性而被广泛应用。本文提

出了一种基于以太网的风电机组通信系统方案。详细阐述

了 UDP 协议的实现过程，并分析了截取的实际 UDP 报文。

从风电场实际运行情况看，该方案高效可靠，充分发挥了

以太网的优点，能够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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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继陆地风场被大规模开发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目

光转向海上风电这块更广阔的领地。但是，由于风电机组

的功率和应用环境的不同以及相对来说更加昂贵的维修费

用，海上风电机组的技术要求以及设计标准在一定程度上

要高于陆地风电机组。轴承作为风电机组主传动链中最核

心的零部件之一，其在设计、选型、应用分析和安装维护

等方面对于风电机组整个寿命周期内的运行效率和可靠性

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随着风电机组功率设计的大型化（如

5MW—10MW 风电机组），海上风电机组轴承选型时如何

平衡可靠性和运行经济性往往是困扰设计人员的问题之一。

解读大功率海上风电机组轴承解决方案
陆建国

（铁姆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	200030）

摘  要 ：本文介绍了几种不同的大功率风电机组主轴轴承解决方案，包括圆锥滚子轴承加圆柱滚子轴承双轴承方案，超大

双列圆锥滚子轴承单轴承方案以及单列圆锥滚子轴承双轴承方案。每种方案具有不同的特点，适用于不同的设计

要求。本文对这几种方案进行了对比分析并且详细阐述了各自的优缺点。

关键词 ：海上风电 ；主轴轴承 ；游隙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06-0092-04

Analysis of Bearing Solutions for Large Power
Offshore Wind Turbines

Lu Jianguo
(Timken(China)Investment Co., Ltd., Shanghai 200030, China)

Abstract: �is article introduced several main sha� bearing solutions for large power o�shore wind turbines including tapered roller bearing 

plus cylindrical roller bearing solution, ultra-large double row tapered roller bearing solution as well as  2 single wide spread tapered 

roller bearing solution. Each of them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to �t di�erent design speci�cations. An analysis of each solution'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has been also made in this article.
Keywords: o�shore wind turbines; main sha� bearing; clearance

本文针对这种情况，对目前常见的几种轴承设计方案进行

了综合比较，并着重分析了目前国内设计人员对单列圆锥

双轴承方案存在的一些误解和顾虑。

    对于 2MW 以上的风电机组尤其是直驱型风电机组，

传统的调心滚子轴承设计方案已经比较少见，而主流的刚

性轴承设计方案主要有 3 种形式，分别是 ：

方案 a  圆锥滚子轴承 + 圆柱滚子轴承双轴承方案 ；

方案 b  超大双列圆锥滚子轴承单轴承方案 ；

方案 c  单列圆锥滚子轴承双轴承方案。

实际上，这三种方案各有优缺点，以笔者和国内许多

设计人员交流的情况来看，目前国内设计人员对于前两种

设计的应用特点已经比较了解，但对第三种方案却缺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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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的认识。以下将对 3 种方案逐一解读。

1 方案a——圆锥滚子轴承+圆柱滚子轴承双
轴承方案

这种方案被广泛地应用于兆瓦级风电机组的主轴支撑

结构中，国外某知名设计公司已经成功把这种设计方式应

用于 5MW 的机型之中，也有风电机组制造商采用此方案

用于 6.5MW 的直驱风电机组之中。值得一提的是，这种

设计方案的布置形式有两种选择 ：一是圆锥滚子轴承布置

于上风向位置，圆柱滚子轴承布置于下风向位置 ；二是圆

锥滚子轴承布置于下风向位置，圆柱滚子轴承布置于上风

向位置。这两种不同的布置形式都有风电机组制造商在采

用，在实际应用中各有优劣。但无论哪一种布置形式，一

般圆锥滚子轴承都作为固定端支撑而承受轴向力，而圆柱

滚子轴承则作为浮动端而吸收轴向热膨胀 [1]。圆锥滚子轴

承被布置于上风向时，由于其不仅要承受很大的径向力而

且还要承受轴向力，轴承所需的承载能力要远远大于下风

向的圆柱滚子轴承。因此，轴承的成本相对会比较高。但

是，圆锥滚子轴承可以采用负游隙使主轴系统的整体刚性

得到提高。总体来看这种方案最大的优点是稳定性比较好，

温差的变化对于轴承游隙影响比较小，只要在设计时把温

差影响考虑进去就没有问题了。不过，在选择轴承游隙时

要尽可能地保证两列轴承都有足够理想的承载区域。该方

案中圆锥滚子轴承和圆柱滚子轴承的载荷支撑点理论上都

位于轴承的中心位置，如图 1 所示。因此，采用该方案后，

同等条件下主轴应该比其他两种方案要长。在 3MW 以下

风电机组中该问题也许并不突出，但如果风电机组设计功

率继续上升，轴及轴承座的加工难度及成本会随之加大。 
                             

2 方案b——超大双列圆锥滚子轴承单轴承方案

这种方案最大的特点就是主轴非常短，为了提高抗倾

覆力矩的能力，轴承径向直径很大而且采用的锥角也非常

大，一般接近于 45 锥度，以此来提高轴承的两个实际支承

点的跨距，增加刚性支撑能力 [2]。这种方案在直驱型、双

馈型风电机组和混驱型风电机组中都比较常见，原因在于

整个轴系传动链的设计非常紧凑，如图 2 所示。一般情况下，

轴承的游隙值采用负游隙，以实现性能的优化。在一些设

计中轴承内外圈也直接依靠螺栓连接而省去了主轴以及轴

承座。如果采用这样的设计，必须要对螺栓的夹紧力对轴

承游隙的影响进行深入的分析计算。

从实践的经验来看，这种轴承设计非常适合超紧凑型

风电机组理念，因为可以有效地控制机舱重量。目前国内

2MW，2.5MW，3MW 和 5MW 都有机型批量化地采用这

种设计方案，其风场运行情况也是稳定可靠的。

3 方案c——单列圆锥滚子轴承双轴承方案

前两种方案国内设计人员已经比较熟悉，但对于单列

圆锥滚子轴承双轴承方案，国内许多设计人员还是相对比

较陌生的，而实际上这种方案在国外早已是非常成熟，并

有商业化风电机组批量运行经验。

这种方案又分为长距离跨式布置形式以及悬臂梁布置

形式。以往功率较小的风电机组可以采用跨式布置形式，

图1	圆锥滚子轴承搭配圆柱滚子轴承双轴承方案布置图

图2	超大双列圆锥滚子轴承单轴承方案布置图



技术 | Technology

94  风能 Wind Energy 

其优点是轴承受力较小，成本相对较低，但功率较大时随

着叶片以及轮毂尺寸的变大，主轴也不得不随着变长。因此，

主轴的加工开始变得困难。比较来看，跨式布置形式在国

外有不少应用，但国内却比较少见。与之相对应的是采用

悬臂梁布置形式时上风向轴承尺寸较大，成本较高，但主

轴设计的限制比较少，加工相对也要简单一些。

通常齿轮箱里两个单列圆锥滚子轴承采用面对面的布

置形式 [3]，但风电主轴上却采用背对背安装，主要是为了

提高轴承的实际支承距离从而降低轴承支反力或者说提高

系统承受倾覆力矩的能力，因此采用该种方案时主轴的长

度可以比双列圆锥加圆柱的方案要短一些。如果从成本角

度来看，整个轴系（含轴承）的综合成本要比第一种方案低。

从轴承内部设计的角度来看，一般适合采用锥角略大的设

计以进一步提高跨距，尤其是在下风向轴承承载能力足够

的情况下。另外，下风端轴承受力较小，所以可以采用较

小的轴承以降低成本。当然如果是轴承座连接轮毂转动，

下风向轴承由于承受了轴向力，因此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如图 3 所示。

正如很多设计人员担心的那样，这种设计在调整游隙

时具有一定的难度，主要原因是单列圆锥滚子轴承采用了

背对背的布置而且内外圈都是紧配合。但从实践来看，只

要掌握了一定的技巧或者说方法之后是完全可以克服的。

我们和主轴设计人员交流时一般会提供两种游隙调整方法，

一种是通过现场测量和计算，另一种是采用一个标准内圈

模块。这两种方案在国外以及国内都有应用。图 4 是标准

模块的安装方法。    
实际上，由于游隙是现场测量调整，实际的装机游隙

能够控制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之内。第一种方案圆锥滚子

轴承安装后游隙范围一般在 0.2mm — 0.4mm，而这种方

案则可以控制在 0.1mm 之内，使预紧力控制更为精确。而

且从实践来看，这种方案轴承的寿命曲线相对比较平缓，

所以所允许的游隙误差和安装误差也比较大，如图 5 所示。

很多设计人员还有另外一个顾虑，那就是热胀冷缩。

由于风电机组所处的环境温度变化比较大，所以他们担心

在比较极端的温度下轴承的游隙变化太大，从而导致轴承

发生提前损坏。事实上，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首先必

须要把温度变化和温差区分，其次要正确认识圆锥轴承布

置形式对温度敏感性的问题。影响轴承游隙的是内外圈的

温差而不是整体环境的温度变化，环境温度从常温上升到

50℃时，不仅仅只有轴会膨胀，其他的部件也会。在膨胀

系数差别不大的前提下，游隙的变化不会有很多人想象的

那么大。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单列圆锥滚子轴承布置形

式分为背对背布置以及面对面布置，这两种布置形式适用

于不同的应用，在风电机组主轴上为了提高抗倾覆力矩的

图3	外圈旋转的单列圆锥滚子轴承双轴承布置方案

图4	采用标准模块的安装方法

图5	轴承系统寿命和安装后游隙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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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一般采用背对背的布置形式。这两种布置形式轴承

的运行游隙对温差敏感性是完全不同的。假定在一个应用

中，有两个锥角为 23°的单列圆锥滚子轴承被布置成背对

背以及面对面两个形式，假设温差达到 20℃，轴承之间

距离为 2m，轴承外圈平均工作点直径 0.9m，零部件的膨

胀系数为 12*E-6，那么面对面安装时轴向游隙的变化为

0.984mm，背对背安装时轴向游隙的变化为 0.024mm，两

种不同布置形式对温差的敏感性差别极大。对此，也许会

有人不解——只是换了个布置形式为什么差别有这么大？

实际上，轴的膨胀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径向，一个是轴向，

径向的膨胀会导致游隙的减小，但轴向的膨胀在背对背布

置会增大游隙，最终游隙的变化大小取决于轴承直径，锥

角以及轴承间距离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在设计阶段如果

预先把温度的影响考虑进来，那么热胀冷缩对游隙的影响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其实这种设计方案在国外已经比较普遍，采用这种设

计的最大机型是 10MW 风电机组，实际安装的最大机型已

达到 7MW。而国内也有一些厂家已经采用这种方案，已

经装机的最大机型是 5.5MW 风电机组，批量化生产的有

2MW 和 2.5MW 等机型。由于在 5MW 以上机型中采用这

种设计方案的优势比较明显，目前国内其他大部分风电机

组生产商也都在尝试这种新型设计方案。

针对 3 种方案各自的优缺点，我们对其进行了简单的

定性比较，如表 1 所示。

4 结论

综上，我们针对适用于海上风电机组的几种轴承设计

方案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对其进行了精炼的归纳总结，可

供风电机组设计人员在具体轴承选型时进行参考、指导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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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3种轴承方案比较

主轴轴承类型比较
圆锥滚子轴承＋圆柱棍子轴承

方案（方案a）

超大双列圆锥滚子轴承单轴承

方案（方案b）

单列圆锥滚子轴承双轴

方案（方案c）

量产轴承成本 1 高（>1） 1

量产模具费 1 1 略高

主轴成本 1 低 1

轴承座成本 1 高（>1） 略低

机舱长度 1 短 1

机舱截面积 1 高 1

更换密封 1 不容易 1

游隙调整 要求低 要求低 有要求

承载区控制 圆柱滚子轴承承载区控制有要求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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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测试现场，很多时候需要对气象数据进行简单分析，

如风况统计、计算分钟平均、图表显示等。通过对气象数

据的分析，初步判断气象数据是否满足测试标准 [1-2] 中的数

据量要求。如果采用数据库、Matlab 等数据处理软件，未

免“大材小用”。且对于 win7 操作系统的笔记本来讲，安

装数据库等软件略显麻烦，实际应用也要看笔记本的性能。

1 技术途径

通常的方法是用 LoggerNet 软件自带 View 工具直接

打开气象文件，此工具只能查看原始数据记录及简单的曲

线图，要想对指定区间内的数据进行查看、统计等工作就

“无能为力”了。而且打开几百兆以上的文件需要时间很长，

气象数据测试现场快速处理方法
霍健，陈晨

（北京鉴衡认证中心，北京	100013）

摘  要 ：在风电机组功率特性测试与噪声测试中，都需要依据相关测试标准对气象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尤其在测试现场，更需

要一套实用的数据处理方法。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应用Excle2007中的 VBA程序处理气象数据。通过从测试现场分析气

象数据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总结经验，找到一条快速便捷的实用方法。

关键词 ：Excel ；宏 ；VBA ；数据处理

中图分类号 ：TP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06-0096-03

Rapid Processing Methods of Meteorological Data Test on-site
Huo Jian, Chen Chen

(China General Certi�cation, Beijing 100013,China)

Abstract: In the power characteristics test and noise test of wind turbines, relevant test standards are needed for meteorological data analysis.  

Especially in the testing �eld, a set of practical data processing method is needed. �is paper mainly discussed how to use VBA 

programs in Excle2007 to analysis the meteorological data on-site. �rough analyzing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meteorological data in 

the test �eld, we can constantly sum up the experience and �nd a quick and convenient practical method.
Keywords: excel; macro; VBA; data processing

且含有不在需要分析时间段的数据。此工具对数据导出的

支持也不理想，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既浪费时间又容易出错。

其实，只用 Office 自带的 Excel 就能满足这些需求。本文

主要论述 Excel 中 VBA[3] 处理气象数据方法。

以 Excel2007 为例，每个工作表最大行数是 1048576，
最大列数是 16384，与数据处理相关的主要是行数，以 1Hz
气象数据采样为例，一个工作表至多能储存 12 天的数据。

2 气象数据测试现场处理

在气象数据处理中，主要工作分原始数据导入及数据

处理两部分。

2.1 原始数据导入

在工作目录中新建一个 Excel，如“气象数据 .xlsx”，
打开 Excel，点击菜单中的“视图”→“宏”→“查看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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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窗口中输入宏名，点击“创建”。

原始数据导入步骤主要有 ：打开气象数据文件，判断

文件标志，按行读取数据，写入 Excel 工作表中。其主要

代码如下 ：

Sub 气象数据导入 ()
…

FullName = " 气象数据文件路径全名 " 
Open FullName For Input As #1
…

    Do While Not EOF(1)
        Line Input #1, Record
   …
        .Range("A" & curRow) = items(0) ' 时标

        .Range("B" & curRow) = items(1) ' 风速

        .Range("C" & curRow) = items(2) ' 风向

    …
Loop

…

End Sub
在原始数据导入过程中，可以根据自定义的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的时间段来导入，如 ：

StartTime=”2012-03-03 00:00:00”
EndTime=” 2012-03-03 23:59:59”
If time >= StartTime And time <= EndTime Then
  ' 读取需要的数据

  …
End If
当导入数据量过大，超出一个工作表容量时，可以分

多个工作表来存储，如 ：

SheetNo = 1 ' 定义工作表号

If CurRow <= lMaxRow Then
 ' 导入数据

       …
Else ' 超出自定义的最大行数

  …

摄影：王志国



技术 | Technology

98  风能 Wind Energy 

 Sheets.Add AFTER:=Sheets(SheetNo)
     SheetNo = SheetNo + 1
     Sheets(SheetNo).Select
 …

 End If
2.2数据统计分析处理

当原始数据导入后，接着就可以做数据分析处理。如

计算平均，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应用 VBA 自带公式，另一

种是用 VBA 程序运算。

VBA 自带公式 ：

AvgSecond = 60 ' 计算 1 分钟平均

Range("Q" & AvgSecond).Select
ActiveCell.FormulaR1C1 = "=AVERAGE(R[-" & 

AvgSecond - 1 & "]C[-14]:RC[-14])"
…

VBA 程序运算 ：

' 一分钟平均

For j =1 To 60
        sumWS = sumWS + Range(“B” & j)
Next
avgMin = sumWS / 60
通过 VBA 处理后的数据直观整洁，如表 1 所示。

VBA 还可以实现自动生成曲线图，主要代码如下 ：

Columns("C:C").Select
ActiveChart.SetSourceData Source:
=Range("'Sheet1'!$C:$C")
…

ActiveChart.Axes(xlCategory).TickMarkSpacing = 60
ActiveChart.Axes(xlCategory).TickLabelSpacing = 1
ActiveChart.Axes(xlCategory).TickLabelSpacing = 60
ActiveChart .Axes(xlCategory,  x lPrimary) .

AxisTitle.Text = "2012-03-31 日一分钟平均曲线图 "
ActiveChart.Axes(xlValue, xlPrimary).AxisTitle.

Text = " 风 速 m/s"
…

生成的曲线图型如图 1 所示。

 

3 结论

利用 Excel 中的 VBA 还可以实现很多既直观又实用

的功能，其小巧灵便的特点对快速处理气象数据非常适用。

把 VBA 程序模块化、功能化、集成化后，就可以完全实现

利用程序自动处理分析气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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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一分钟风速平均

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 一分钟风速平均

2012-03-31 

00:00:00

2012-03-31 

00:00:59
4.46 

2012-03-31 

00:01:00

2012-03-31 

00:01:59
4.41 

2012-03-31 

00:02:00

2012-03-31 

00:02:59
4.39 

图1	实时风速平均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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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内风电产业的不断扩大，风电场的规模也逐渐

扩大，风电机组达到设计年限、故障频发或存在设计缺陷

的现象难于避免。考虑到近年来国内风电机组并网条件日

益严格、风电机组发电量收益及其他相关因素，对老、旧

风电机组进行替换是非常必要的。

本文对风电机组更新改建的建设项目及变电所相关

设备的选型做了介绍，对改建过程中出现的相关问题及

新旧风电机组运行分析对比探讨，得出了一些有参考价

值的结论。

风电场风电机组更新改建经验浅谈
于生军，曾笑鸿，满强，朱伟刚，任丽娟

（新疆风能有限责任公司，乌鲁木齐	830000）

摘  要 ：文章介绍了某风电场对已经运行 23 年的风电机组及其故障频发、存在设计缺陷的机组进行替换改建的项目，涉

及项目实施中遇到的问题及处理措施。该项目作为国内风电场改建的先例，从风电场运行经济性及机组更新改建

过程等方面提出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 ：1.5MW 风电机组 ；风电机组替换 ；变电所改造 ；运行经济性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06-0100-04

Discussion on the Experience of Replacement and Reconstruction of
Wind Turbines

Yu Shengjun, Zeng Xiaohong, Man Qiang, Zhu Weigang, Ren Lijuan
(XinJiang Wind Energy Liability Co., Ltd., Urumchi 830000, China)

Abstract: �is paper introducedthe project of a windfarm on the replacement and reconstruction of wind turbines which has been operating 

for 23 years and wind turbines with design defects which o�en break down, involving the problems and processing measures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As a domestic precedent for reconstruction of wind farms, this project proposedreasonable 

suggestions on the aspects of operating economy of wind power plant and process of replacement and reconstruction of wind 

turbines.
Keywords: 1.5 MW wind turbines; replacement of wind turbines; reformation of power substation; operating economy

1 风电场概况

该风电场始建于 1988 年，作为早年全国首个现代化

大型风电场，已安全稳定运行近 24 年。自 1989 年建立的

国内首批大型风电机组—丹麦 13 台 BONUS150kW 风电

机组开始，共经历四期建设，截至 2012 年年初，总计风电

机组 76 台，涵盖 12 种机型。

2 更新改建项目简介

本次风电场的风电机组更新改建项目，同时将 15 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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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组停运，总容量为 3210kW。在原机位范围内重新进

行地勘、微观选址后，建立起 2 台金风 70/1500 机组。更

新机组及其配套设施接入原变电所，总容量为 3000kW。

风电机组的更新改建必须考虑到变电所初始化设计、

工程现场地质情况、所在风区的风况及气候情况等方面。

因此，此次改造项目除符合风电场建设基本流程之外，还

需特别注意几个方面。

2.1 风电机组选型

本次停运的 15 台机组容量总计为 3210kW，对比当前

几种主流机型 750kW、1.5MW、2MW、3 MW 风电机组，

提出多个选型方案。选型须满足低电压穿越能力、电网公

司的适应性、新建项目的安全性要求、风电机组运行稳定性、

风电机组整体成本、变电所主变容量、所在风区的风资源

特点及环境条件等诸多的因素，我场最终选定型号为金风

70/1500kW 的两台机组作为改建项目对象。

2.2 微观选址

作为一个技改项目，限制因素比较多，机组微观选址

需多方面考虑。[1] 
2.2.1 机组用地范围非常有限

在须置换的 15 台小容量机组所处的 0.6 平方公里土地

范围内，完成新建两台 1.5MW 机组的建设工作。以每平方

公里 5000kW 装机容量为单位，仅有 3000kW 的装机容量，

没有优化余地，对新建机组总容量有了更明确要求。

2.2.2 噪声及尾流影响

根据机组厂家提供的资料，机舱处噪声约 105db（A），

根据点声源衰减公式 AdiV=10lg[1/（4πr2)]，（式中 ：

AdiV- 距离增加产生衰减值，dB ；r －点声源至受声点的

距离，m ；），受声点距机组 200m 可满足《声环境质量标

准 GB3096-2008》中 4a 类标准中的昼间≤ 70dB(A)，夜

间≤ 55dB(A) 的要求，而目前 1500kW 风电机组距生活区

295m 左右，距围墙不足 100m，两台 1.5MW 风电机组距

最近排风电机组的距离为 534m。通过计算与置换机组临近

风电机组功率曲线和推力数曲线，评估出它们对新建机组

产生的尾流影响，从而计算发电量。微观选址时需考虑边

界限制和对周围其他风电机组的影响，兼顾尾流损失最小。

2.2.3 风电机组走向与临近机组间距

新建机组连线的走向应和现有机组排的走向一致。更

新置换的风电机组既要满足与最邻近一排风电机组平行，

摄影：汪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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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满足与同排其他机组保持合理距离。

2.3 接入方式 

若改变接入方式，可能会致使全部电力涉及到的设备

进行改造、升级，这将增加工作量和成本。与此同时，还

要分析新老设备特性的兼容性等因素。因此，决定保持变

电所、线路主要设备和接入变电所接线的两个方式不变的

前提下，采用更换原有风电机组进线柜、互感器、电流表、

定值调整接入方式。

2.4 更新机组配套箱变选型

依据项目实际情况，此次改造项目选用组合式变压器。

其特点为体积小、占地少、全绝缘、全密封以及 “全故障”

保护，同时达到操作灵活，更换熔丝便捷，环境适应性强等。

3 更新改建前后同容量机组运行情况对比

经过机组投运三个月运行数据的分析，改建后机组的

平均月发电量由改建前的 320MW/ h 左右增至万 580MW/
h 左右，月标准运行小时由改建前的 447h 增至 582h。图

1 是改建前后 15 台同容量机组从 2005 年至 2012 年 9 月

运行数据的对比及设备运行稳定性分析。 
通过对图 1 和图 2 分析得知，改建后机组总容量为

3000kW，改建前原机组总容量为 3210 kW，在改建后，

机组的月平均发电量、上网电量、发电小时、有效利用小

时均高于改建前往年同期，由此说明更换后机组运行正常，

单位容量下的电力得到了提高。

4 经验体会

4.1 关于风电机组组的最优更换役龄

风电机组达到设计寿命或机组发电运行状态较差时，

不可避免机组更换和更新的问题。由此，我们提出关于风

电机组的最优更换役龄这一概念。该问题直接影响风电场

图1	改建后机组与原机组往年同期月平均发电量、月平均上网电量对比

图2	改建后机组与原机组往年同期月平均发电小时、月平均有效利用小时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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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收益和风资源利用率的提高。机组实际寿命周期判断

需考虑以下几方面 ：

（1）机组运行影响较大、备件易损、采购存在困难对

风电场产量的影响 ；

（2）维护成本和运行的经济性 ；

（3）是否符合电力电网安全生产要求。

风电机组的更换和更新问题可分为达到设计寿命及未

满设计寿命两类。

4.1.1 达到设计寿命（一般为 20 年）的机组

由于达到了风电机组 20 年的使用寿命，风电机组的各

个部件，如电气、液压、刹车系统等主要部件均不可避免

地出现了老化现象，风电机组累计发电量和年标准运行小

时数处于逐步下降的趋势。同时，备品备件采购困难、维

护成本增加等一系列不利因素严重影响风电场产量。且技

术水平落后，存在安全隐患，已经不能适应风电场的运营

维护管理，不适合继续运行。

因此，对于达到设计寿命（运行满 20 年）的机组，则

建议业主方考虑对该机组进行更新改建，在原位置建立新

的大容量机组 ，从而有效利用现有资源，提高发电收益。

4.1.2 运行时间较短，未到设计寿命的机组

运行时数未满 20 年的风电机组，建议从安全与电量经

济性运行方面综合分析。首先，确定机组是否适合继续运

行或有必要进行更新改建。其次，对于风电机组运行状态

较差、故障频发，维修多次继续运行的机组，则需考虑维

护成本增加，发电量下降，占用电网容量和风力资源且发

电量收益较低，土地、风资源利用率低。最后，从安全角

度来说，设备可能存在安全隐患，影响风电场的安全运营，

综上，提前更换较多次维修和如期换置更经济。 
4.2 风电机组更新的考虑因素

更新置换改造不是简单的一对一设备更换，需要考虑

如地勘、微观选址、土地资源使用、电网公司设备容量更

换报批备案、新机组机位的确定、接入方式、机组及配套

设施选型诸多因素。以满足单位时间收益最大化，单位时

间停机时数最小化，预算限额内达到最大的可靠性。

5 结论

在国内风电场改建尚属首例，无经验可借鉴的条件下，

通过不断摸索，风电场顺利完成了此次更新改造工程。采

用旧设备添加，新设备改造的方式，做到了节约成本，减

轻劳动强度，缩短改造时间，同时达到更新改建的目的。

该风电场作为安全稳定运行 23 年的老电厂，通过此次

更新改建项目 , 在满足了风电场并网技术要求的前提下 , 顺
利实现了风电场大容量机组及配套设施替换小容量机组及设

施，从而显著提高单位容量的发电量，达到降低风电机组的

维护成本可行性，提高风电场的安全稳定性，实现运行的目

标经济性。值得在现代化大中型风电场中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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