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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From The Editor

文／秦海岩

无限“风光”在未来

最近读到《德国能源转型的十二个见解》，文中表达了关于德国在 2050 年完成能源转型的十二个颇有见地的

观点，指出坚定不移地发展以风能和太阳能为主的可再生能源是德国能源转型的无可替代的选择。现实中，我们

也看到，德国为实现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制定了清晰的路径，坚定不移地将之付诸实施。2011 年 6 月，德国议

会通过了关于能源转型目标的提案，在接下来的 40 年里其电力行业将从依赖核能和煤炭全面转向可再生能源，

核电站将在 2022 年底之前逐步关停。2011 年，德国可再生能源电力占整个电力消费的 20% 左右，按照国家设定

的目标，未来每十年比例就将提高 15 个百分点，2020 年这一比例要达到 35% 以上，2030 年达到 50% 以上，2040

年超过 65%，到 2050 年，可再生能源电力占比将达 80% 以上。而在可再生能源电力中，风能和太阳能光伏发电，

作为最经济、最成熟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将奠定德国能源转型的基础。德国有关部门测算，到 2022 年，风

能和太阳能光伏发电将占可再生能源发电的 70%，其后这一比例将继续攀升，直至达到 90% 以上。按照该篇文章

作者的说法，未来“风能和太阳能决定一切”。

在文章描绘的未来情景中，为建立风能和太阳能光伏为基础的电力供应体系，必须彻底改变未来电力系统结

构，使电力系统中其他部分都围绕风能和太阳能进行优化，淘汰后剩余的传统化石燃料电厂将主要作为备用容量

存在，在没有阳光和不刮风时才运行，所谓的“基本负荷”电厂将成为历史。 当然，这一情景也面临着全新的

挑战，即系统如何增加足够的灵活性以适应可再生能源发电出力的波动特性。针对这一点，作者指出，当前提供

足够灵活性的技术解决方案已经具备，问题的关键不是技术问题，而在于用合适的激励机制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确保成本效益最佳的技术方案得到优先使用。系统的灵活性，可通过供应侧和需求侧双方向的各种灵活性方案以

及电网扩容和储能来实现，而目前来看，提高火电厂的灵活性是除电网扩容之外最有效的方式之一。通过技术改

造和优化组织结构，白煤和褐煤发电厂的最小负荷可以分别从目前占装机容量的 40% 和 60% 降到 20% 和 40%，一

个百万千瓦规模的火电厂，5 分钟内的最大负荷变化可以从目前的几万千瓦提升到 20 万 -30 万千瓦，冷启动的

时间可以从目前的 10 分钟降低到 4 分钟和 6 分钟。火力发电机组具有提升灵活性的巨大潜力。

在增加系统灵活性的方式选择上，作者认为，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与新的储能技术相比，通过扩容电

网将可再生能源电力并入电力系统的成本更低。目前新的储能技术造价高昂，且在中期内将居高不下，加之利用

率偏低，从系统成本控制的角度看，其经济性较差，所以应该优先使用其他经济性更好的办法。按照文章的测算，

只有当可再生能源电力占比超过 70% 时，新的储能技术才会对德国电力系统的成本控制起到正向作用。储能技术

可以是研发的重要领域，但并不一定是当务之急。扩大电网的连接和调度范围，不仅可以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的

区域资源差异，缓释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波动性，也能将电网作为“间接储能系统”，通过市场调节使电力在发电

成本高低不同的区域之间自由买卖。

此外，该文还提出，将电力与供热相结合，将大幅提升系统的灵活性。与电能相比，热能更易于存储，损耗

也更低。在冬季风电大发的季节，也是热能需求的高峰，这是两者天然有利的联系。根据电能和热能两方面的需

求对现有发电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并不是什么难题，德国很多电力公司已经在安装“电转热”和储热系统。

德国能源转型战略的目标和实施策略是具有启发意义的。能源行业决策的实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今天的行

动需要若干年后才能初见效果，所以，我们必须从国家战略的高度规划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具体路径，及早决

策，及早实施。如果还是按照既定思维去规划未来的发展，将来转型的代价将更大，我们要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去

推动各项工作，唯有如此，才不会错失我国能源转型的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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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6 月 27 日，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金风科技）宣布，其海外迄今最

大规模风电项目——澳大利亚Gullen Range 风电场成功获得包括澳大利亚国家银行（National 

Australia Bank）、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在内的五家金融机构组成

的银团提供的无追索权项目融资，融资总额为 2.5 亿澳元（约合人民币 13.9 亿元），澳大利亚国

家银行还将作为此次融资项目的金融顾问以及债务组织者（Mandated Debt Arranger）和账簿管

理人（Book Runner）。

金风科技澳大利亚Gullen Range 风电场是公司在该市场获得的第二个风电项目，首个风电

项目Mortons Lane 风电场已于 2012 年底投入运行，目前，运行情况良好。Gullen Range 风电

场也是公司在澳大利亚市场首个引入最新 2.5 兆瓦直驱永磁机组的风电项目，项目总容量达 16.6

万千瓦，将包含 56 台 2.5 兆瓦机组和 17 台 1.5 兆瓦机组，预计 2013 年底完成建设并接入澳

大利亚当地电网运营商 Transgrid 的 330 千伏电网系统投入试运行。2012 年 7 月，公司成功与

Transgrid 签订了项目并网许可协议。

此前，Gullen Range 风电场项目已成功与 Energy Australia 签订电力销售协议。金风科技

澳大利亚公司作为该项目的总承包方和运行维护方，分别与当地的承包商Catcon 和 CPP 公司签

订了项目建设协议，与Deugro 公司签订了机组零部件运输协议，首批机组零部件已于 5月初成

功运抵项目现场，首台机组已于 5月 22 日成功吊装完成。

2013 年 6 月 11 日，维斯塔斯宣称与法国

GDP Suez 为首的财团签订了一项协议，将为后

者提供总装机量 9.4 万千瓦的风电机组。根据协

议，维斯塔斯公司将为 Aurora 风电公司提供 47 台

V90-2MW 型号机组，Aurora 风电公司是由 GDP 

Suez、Investec 和南非卡吉索投资公司成立的合资

企业。

据悉，维斯塔斯提供的风电机组将于 2014 年

第三季度交付给南非西开普敦的 Aurora 风电场，

该项目有望在 2015 年 5 月并网。维斯塔斯南非区

域经理 Phylip Leferink 表示：“这个订单无疑确立

了维斯塔斯公司在南非市场的主导地位，目前维斯

塔斯在南非前两次的风电机组招标中获得了总装机

容量 36% 的份额。我们期待与长期以来的商业伙

伴GDP Suez 一道获得成功和进一步的发展，并在

南非地区获得更多的机会”

2012 年，在南非举行的两次风电机组招标

活动中，维斯塔斯中标 14.1 万千瓦。2012 年 11

月，该公司签订了一项订单，为南非西开普敦地区

的 Hopefield 风电场提供 37 台 V100-1.8MW 型号

金风澳大利亚
Gullen Range
风电场获融资
2.5亿澳元

维斯塔斯在南
非获得9.4万千
瓦风电项目

2.5

9.4

亿

万千瓦

的低风速风电机组；2012 年 12 月，维斯

塔斯又签订了另一项订单，将提供 41 台

V100-1.8MW型号的风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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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7 月 5 日，重庆市石柱狮子坪风电场正式建成发电，该项目全部采用重庆海装制造

的 2兆瓦风电机组，年设计发电量约 1亿千瓦时。这是继 2010 年海装 850 千瓦风电机组投产武

隆四眼坪风电场后，在重庆投产使用海装制造的风电机组的第二座大型风电场。石柱狮子坪风电

场的建成投产，标志着重庆市风力发电站建设已由试验阶段迈向了全面发展时代。

“海装造”风电机组已经遍布我国30多个风电场，具有过硬的军工品质保障，赢得了业界广泛

赞誉。石柱狮子坪风电工程，全部采用海装H102-2.0MW型风电机组，这个风电场机组的成功安

装，率先实现了在山地安装大功率、长叶片的风电机组，并采用新型运输技术解决山地运输大型风

电机组的技术难题。在安装过程中，公司安装人员全力协助业主方解决工程中的问题，密切跟踪配合，

周密计划布署，及时吊装指导，全面实现多点同时作业，6月 28日吊装完成，6月 30日实现全部并网。

2013 年 6 月 16 日，在艾郎新产品试制车间，随着两台龙门吊车吊钩的缓缓受力上升，艾郎

一款新的长度为 68米、适用于 5兆瓦机组的样片与成型模具SS面分离并随着吊钩缓缓上升脱模。

该叶片是艾郎公司专为韩国某整机厂商 5兆瓦海上风电机组配套加工制作，也是艾郎今年实

施海上风电海外市场“双海”战略的首款产品。艾郎第二款叶片长度为 75 米的 6兆瓦海上风电

产品样片计划在 9月份开始试制，届时艾郎将同时具有两款海上大容量风电机组配套用叶片。

艾郎从传统的 1.5 兆瓦系列产品开始陆续研发了 3兆瓦，5兆瓦和 6兆瓦级的系列产品，进

一步拓展了艾郎的产品系列提升了艾郎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通过上述新产品的陆续研发生产，艾

郎自身的叶片制造技术也进一步日趋优化和提升。

2013 年 6 月 27 日，据芬兰斯维奇公司消息，德国 PROKON 公司近日宣布选定斯维奇公司

为其打造风电系统关键设备。截至 6月底，包括与中国客户续签的订单在内，斯维奇公司今年已

收获了累计超过 1亿欧元的订单，是公司历史上未交货订单累计额最高的时期。

6月 17 日，斯维奇公司与德国 PROKON 公司签订了 100 套传动系统的订单，其中包括 3

兆瓦永磁直驱发电机与全功率变流器。在此之前，双方曾在相同功率的传动系统有过成功合作，

本次订单的成功签署，再次巩固了 PROKON 公司作为风电场一体化解决方案开发商的地位。 

此外，斯维奇公司在今年 6月还收到了若干个来自中国客户的重要订单，订单累计额超过 1

亿欧元。这不仅有助于扩大斯维奇公司的市场份额，而且也表明风电行业采用永磁技术的比例大

幅上升。据悉，目前永磁发电在所有新装机的风电传动系统中的比重已超过 15%。

重 庆 第 2 座 大
型风电场并网
发电

斯维奇获得超1
亿欧元新订单

上海艾郎长68
米 的 5 兆 瓦 风
电叶片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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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6 月 26 日至 27 日，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和北

京莱维塞尔科技有限公司在北京联合举办了“2013 风电场测风技术研讨会”。

会议为期两天，来自风电场开发企业、电力规划设计院、风电整机企业、

咨询服务机构及高校等单位逾 120 人参加了会议。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

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施鹏飞出席会议并致辞。

会议就风电场前期测风技术、风能资源评估、激光雷达在风电场微观选

址、机组偏航控制和功率预报方面的应用、功率曲线测量技术、如何利用激

光雷达来进行风电场评估及提高发电量水平、CFD技术在风资源评估中的应

用分析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中国气象局风能太阳能资源评估中心、北京莱维

塞尔公司、法国 Leosphere 公司、Avent Lidar 公司、挪威WindSim 公司、

北京鉴衡认证中心等单位的技术专家就这些议题进行了交流和研讨。

2013 年 7 月 4 日，蒙古国风能协会主席 Badamdamdin.R 先

生走访了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并与中国可再生能

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主任贺德馨，中国农机协会风能设备分会秘

书长祁和生、副秘书长沈德昌共同探讨中蒙两国未来在风电领域中

的交流与合作。

2013风电场测风技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蒙古国风能协会主席拜访中国风能协会

埃克森美孚启用亚太区新的
Signum实验室

2013 年 6 月 19 日，埃克森美孚上海

研发中心 Signum 实验室启动仪式在上海

举行。

位于中国的新实验室是埃克森美孚在

亚太区的第一个 Signum 实验室，该实验

室可使用埃克森美孚油品分析结果的中央

数据库，在样本送达实验室的 24小时 -48

小时内为大部分客户提供综合分析报告，

每日能完成数百份油品样本的分析。“上海

研发中心新启用的 Signum 实验室扩大了

埃克森美孚在中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技

术覆盖，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为该地区的客

户提供支持。”Darrin Talley 表示，“随着

美孚品牌的润滑油业务在中国和亚太区的

稳定增长，越来越多的客户需要卓越的油

品分析以提高设备效率，减少不必要的故

障停机时间。新启用的 Signum 实验室将

通过专业的技术应用经验迅速满足客户的

需求。”        

埃克森美孚还计划扩大在上海研发中

心的检测能力，提高润滑油应用方面的技

术专长，并支持与设备制造商及本地大学

之间的合作。此外，埃克森美孚正在扩建

其在天津的润滑油调配厂，以满足中国市

场对美孚润滑油日益增长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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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6 月 18 日，天顺风能（苏州）股份

有限公司（简称天顺风能）海上风电塔筒生产基地

暨苏州天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投产仪式在江苏省

太仓市举行。太仓市市长王剑锋、太仓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秦建明、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可再生能源

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李俊峰、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

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中国农机协会风能设

备分会秘书长祁和生、天顺风能董事长严俊旭、苏

州天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龚涛，以及来自

10 多家风电开发商和制造商、30 多家风电产业链

相关企业的 200 多名代表参会。

作为专业从事兆瓦级大功率风力发电塔架及零

部件的制造、生产和销售企业，天顺风能是全球最

具规模的风力发电塔架专业制造企业之一。太仓市

市长王剑锋在致辞中表示：“太仓是天顺风能总部

所在地，希望天顺风能以海上风电塔筒生产基地投

产为起点，继续扩大在海洋风电领域的规模优势和

领先优势，吸引和带动更多的配套企业落户太仓。”

天顺风能董事长严俊旭表示：“海上风电塔筒基地

建设是天顺风能站在新的起点上做出的重大战略部

署，是天顺风能做大做强风电塔筒产业、实现公司

产品升级的重大举措。”

苏州天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天顺风能的全

资子公司，是天顺风能海上风塔生产基地的承载主

体，基地建有海上风电塔架、研发中心、风塔零部

件加工及配送中心。

2013 年 6月 7日国外媒体发布，一项拥有

GE Power Conversion 业务部门独有前沿科技、

投资高达 4.6 亿元人民币左右的测试设施将很

快向风电机组开发商开放。该设施针对大型机

舱的全面测试而设计，GE Power Conversion

可以帮助其风电机组开发商开发并建造更高效、

更可靠、性价比更高的下一代机组。

天顺风能海上风电塔筒生产基地投产

GE Power Conversion将开放风电
机组新测试设施

该机组测试平台坐落于英国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

（NAREC），被设计用于加速开发商研发系统的速度。为了实现

这一目标，有一栋高 35 米、面积达到 3000 平方米的建筑用于

摆放测试装置，并有能力处理全部机舱的性能、耐力和压缩生

命周期测试。

GE设计、安装并将调试的设备包括直流电机和永磁电机，

是首个可以在每分钟 10转运行时，最高扭矩达到 14000 牛米的

设备，其输出功率高达 20000 马力。GE负责这项测试设施的总

承包工程，包括电机井筒的电网支持、包括重型、中压驱动系

统及全套自动化控制及可视化设备，以及对整个风力载荷模拟

器安装的统筹管理。

能源技术研究所（ETI）为 NAREC 设施投入了 2.3 亿

元人民币，测试设施的设计、研发和调试都是由 GE Power 

Conversion 和 MTS 系统公司承担的。NAREC 测试设施是全球

最大的风电机组驱动系统测试的开放设施，15 兆瓦永磁电机是

仿真风速的主要驱动装置，转速每分钟 10 转时输出功率高达

20000 马力，由GE位于 Rugby 的电机工厂设计并制造的，功

能优越的动力结合控制是由GE柏林工厂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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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5 月 21 日，在中国节能协会举办的“2013 第四届节能中国

推介活动发布仪式”上，三菱电机自动化公司（简称三菱电机）的永磁同

步 (IPM) 电机以其高节能效率等级得到了专家评审团的一致肯定。

三菱电机通过实施精细化管理和技术改造，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

三菱IPM电机荣获“2013年节能中国优秀产品”

2013 年 6 月 18 日 -20 日，在上海举办的 2013 

PCIM 亚洲电力电子展览会上，赛米控推出了一款最

新的功率模块——MiniSKiiP® Dual。它为以往以带底

板模块为主的 40 千瓦－ 90 千瓦的功率范围带来了

MiniSKiiP®概念中的所有设计优点和降低成本的效益。

MiniSKiiP® Dual 全面的产品组合应用范围广泛，适用

于工业电机驱动、太阳能逆变器和高达 90 千瓦的电源

应用 , 可以将系统成本减少高达 15%。

赛米控还在展览会上展示了针对风能、太阳能、

混合动力和电动汽车、电源和电气传动等不同应用的

一系列产品。其中，SKYPER® 42 LJ 是一款用于 600

伏、1200 伏和 1700 伏 IGBT 模块的双通道 IGBT 驱

动单元。它可以以 80 毫安的输出电流、100 千赫兹

赛米控在PCIM Asia2013推出最新功率模块

降低生产成本，并通过科技创新，提高企业

的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其提出的三菱

FA 能源解决方案 e &eco-factory，在生产

现场将“e-factory”与 “eco-factory”理

念相结合，实现生产现场的“可视化”与能

源的“可视化管理”，从而达到提高生产效

率、削减综合成本、节能增效的目的。三菱

IPM 电机（MM-EFS 系列）是在转子中嵌

入强力永久磁铁，从材料和工艺上进一步降

低电机内部损耗，使得电机效率基准值超过

了 IE4 的国际最高效率等级标准。由于采用

永久磁铁产生磁通，它减少了电机的电流消

耗，有效降低铁损和一次铜损，也不会对二

次侧产生电流，不存在二次铜损；在工艺上

采取先进的嵌入式构造，使得磁阻转矩可以

被利用；电机的功率因素也得到进一步提升。

据悉，使用三菱 IPM电机，在同样的工

况条件下，风电机组负载的对比测试节能率将

达到30.5%，水泵负载的节能效果更加明显。

的最大开关频率可靠地控制电流高达 1000 安培的 IGBT 模块。

SKiiP® 4 是市场上最强大的智能功率模块 , 主要是应用于风力

发电。SEMISTACK_RE 是一种最新的专为大功率变流器优化的

功率组件 , 主要用于风力发电机组中的同步和双馈感应电机和

中央太阳能光伏逆变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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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轮叶片原材料国产化获进展

新疆                      万千瓦分散式并网项目投运

中国首次风火替代交易电力        万千瓦

2013年6月7日，科技部网站发布消息，在“十一五”863

计划新材料领域“MW级风力发电机组风轮叶片原材料国产

化”重点项目支持下，中材科技风电叶片股份有限公司等单

位承担的“国产化原材料风轮叶片设计及制造技术开发”等

3个课题取得了重要进展，于近日通过技术验收。

风轮叶片是风力发电机组的关键核心部件之一，占其

总成本的 20%左右。上述项目重点突破了兆瓦级叶片结构

强度分析校核及国产原材料评价技术等关键技术，国产原材

料已用于中材科技风电叶片有限公司、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中航惠腾风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的不同规格型号

和不同使用环境条件下的叶片产品，并全部通过了型式试验。

业内相关人士分析，未来风力发电整体成本下降，对

整个行业是利好。但是现在整个风电行业处于调整阶段，国

内市场整体产能过剩，市场竞争激烈。投资者应该在此轮风

电装备业调整期中，找重视科技创新和产品质量的制造企业

进行投资。

2013 年 6 月 19 日，作为国家风电开发示范项目——

中广核哈密总装机 6.9 万千瓦分散式接入风电示范项目，经

过一年建设并网投运。这是首个国家级分散式接入风电示范

项目，也是新疆首个建成分散式接入风电项目。 

中广核哈密分散式接入风电示范项目总装机容量 6.9

万千瓦，建设 4座风电场，共安装 1500 千瓦风电机组 46台，

总投资约为 6亿元，都紧邻哈密重要矿业开发区和矿区供电

变电站，分别是巴里坤西部矿区黑眼泉 110 千伏变电站区

域 2.4 万千瓦项目，哈密东南部风区黄山东 110 千伏变电

站区域 0.9 万千瓦项目，哈密千山 110 千伏变电站区域 0.9

万千瓦项目，哈密雅满苏地区雅矿 110 千伏变电站区域 2.7

万千瓦项目。预计全部投运后满负荷运行小时数为 2130 小

时，年上网电量 1.47 亿千瓦时。按照火电煤耗 ( 标准煤 )

每度电耗煤 350 克计算，建设投运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 5.14

万吨，每年可减少CO2 排放量约 14.6 万吨。

2013 年 6 月 17 日，在国家电监会东北电监局和东北

电网组织下，中电投集团通辽发电厂和花灯风电场近日开展

了中国首次风电和火电替代交易，交易电力装机 1万千瓦，

累计交易电量 3万千瓦时，减少弃风电量 3万千瓦时，风

火替代交易机制顺利通过实践检验。

据介绍，蒙东地区是中国风电发展的重点地区，风电

装机 656 万千瓦，占该地区发电总装机容量的 31.2%。风

电的快速发展和大规模接入给蒙东地区电力系统安全稳定

运行和风电消纳带来了巨大挑战，弃风现象日益严重。

为破解蒙东地区风电消纳难题，东北电监局会同内蒙

古自治区经信委联合印发了《蒙东地区风火替代交易暂行办

法》，办法规定，当电网由于调峰或网架约束等原因被迫弃

风时，参与交易的火电企业在最小方式基础上进一步减少发

电，由风电企业替代火电发电，同时给予火电企业一定经济

补偿，补偿价格由风火双方自行商定。电监会有关负责人称，

这也为在全国开展风火电替代交易，促进新能源发展，推进

节能减排打下了基础。

1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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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6 月 20 日，

距离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约

70 千米的 Salkhit 风电场并

网发电仪式举行，蒙古国能

源部部长索诺皮勒、自然环

境和绿色发展部部长奥云等

300 余人出席。Salkhit 是蒙

古国的首个风力发电场，位

于中央省，由蒙古国新通信

集团公司与美国通用电气公

阿根廷南部的巴塔哥尼

亚荒原因其充足的风能而被

称为风能领域中的“沙特阿

拉伯”。然而，阿根廷近日

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该国

虽坐拥“风能宝库”，风电

开发进程却缓慢。

近日，阿根廷可再生能

源商会发表报告称，该国风

电领域发展潜力巨大，风电

司共同投资 1 亿美元建设，

这些从中国厂区运输过去的

机组额定功率为 1.6 兆瓦。

据介绍，该风电场占

地面积 1.2 万公顷，装机容

量为 5万千瓦，投产后可满

足蒙古国 5%的用电量（约

10 万户居民日常用电），每

年可节省 19 万吨煤、减少

18 万吨温室气体排放，节

装机预计可达 200 万千瓦，

但该国对这种可再生能源技

术的发展却远低于预期。

阿根廷风能协会公布

的数据显示，按照多个指数

计算出的结果，巴塔哥尼亚

荒原上的风能容量因子超过

35%，这个数字完全可以击

败目前世界上风能发展大国

丹麦、西班牙。如果充分开

约用水 160 万吨。此外，该

风电场是蒙古国近 30 年来

首个并入国家电网的新能源

发电站，也是首个私人运营

的发电站。这对蒙古国来说

意义重大，因为目前蒙古国

有 96%的电力来自燃煤。

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

道尔吉最近在国际能源论坛

上说，蒙古国的风能、太阳

发这一地区的风电，那么阿

根廷的风电不仅可以满足本

国使用，甚至还可以出口国

外。而且对于需要大量进口

电力的阿根廷，建设风电场

可大大降低电力成本。

据称，阿根廷眼下的

目标是在 2016 年能够让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 50

万千瓦，达到全国发电总量

能等再生能源资源非常丰

富，大力开发后不仅能满足

本国需求，而且能够大量

出口给邻国。蒙古国计划

到 2020 年使可再生能源达

到全国能源总量的 20% 至

25%。据介绍，除了中央省

的 Salkhit 风电场之外，蒙

古国下一步还准备在东戈壁

省建风电场。

的 8%。为此，阿政府早在

2009 年特别推出了可再生

能源发电方案，但因为长期

融资困难、配套政策延误等

原因，阿根廷风电场的开工

建设进度远远低于预期，该

国的清洁能源之路仍十分漫

长。目前，石油、天然气、

核能和水力发电仍然占据着

阿根廷供电来源的前四位。

蒙古国首个风电场建成

海外

澳大利亚OneWind公司计划投建5座风电场

阿根廷风力发电进展远低预期

据 报 道， 澳 大 利 亚

OneWind 公司计划投资 20

亿美元（约合 123 亿元人民

币）在澳大利亚建设 5座风

电场，总装机达 100万千瓦。

OneWind 披露了 3 座

风电场的兴建规划，其中装

机 10 万千瓦的格伦因斯风

电场将坐落在澳大利亚人口

最密集的新南威尔士州，预

计 2015 年并网发电；装机

25 万千瓦的林肯盖普风电

场将建在澳大利亚南部；装

机 24 万千瓦的瓦凯特希尔

风电场将建在澳大利亚东南

部塔斯马尼亚岛。

据 悉， 美 国 能 源 和

资源型私募股权投资公

司 Denham Capital 将 为

OneWind 的风电项目投资

7500 万美元（约合 4.6 亿

元人民币）。

澳大利亚风电成本比

燃煤或天然气发电更便宜。

相较于燃煤 1.14 元 / 千瓦

时、天然气 0.73 元 / 千瓦

时的电价，风电场的发电成

本只有 0.51 元 / 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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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6 月 10 日 消

息，韩国三星重工与英国

Seajacks 国际公司日前签

署了 1艘海上风电安装船的

建造合同。Seajacks 公司

表示，该风电安装船拥有世

界尖端技术，将于 2015 年

下半年交付，该合同还包括

2艘备选订单。

据了解，海上风电安装

船将在 GustoMSC 公司的

“NG14000X”设计下进行

建造项目，以满足在英国第

2013 年 5 月底，俄罗

斯政府签署一项法令，将安

装 600 万千瓦的清洁能源装

机容量，以满足到 2020 年，

可再生能源发电占俄罗斯电

力总需求 2.5%的目标。

该法令旨在鼓励可再

三轮海上风电招标项目、苏

格兰及欧洲西北部海上风电

市场的发展需求。这艘将命

名为“Seajacks Scylla”号

的安装船具有自航能力的自

升式设备，要配备 1500 吨

级 Leg-encircling 起重机，

拥有规模大于 5千平方米的

甲板。该船还可以以 12 节

以上速度航行，配备长达

105 米的支柱，可在水深

65 米的海域进行风电设备

安装工作。

生能源发电，要求 2020 年

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 600

万千瓦。这一法令的签署令

俄罗斯可再生能源新兴市场

再现曙光。俄罗斯政府为了

鼓励可再生能源发电，制定

了在 7年时间内，将俄罗斯

三星重工高层表示，

“Seajacks Scylla 号是目前

最大规模、最尖端的船舶，

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从 0.8%

提高到 2.5% 的目标。实

际上，俄罗斯原本规划该

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到 2010

年覆盖全部电力的 1.5%，

到 2015 年覆盖 2.5%，到

2020 年则超过 4.5%，电力

而海上风力发电市场的未来

展望较为积极，因此也期待

再获得同类订单。

装机达到 1100 万千瓦。但

是，政府的这一规划现在看

来需要做出一些调整，因为

到 2011 年为止，整个俄罗

斯的绿色电力仅达到了 85

亿千瓦时，在整个国家总电

力产出中的占比还不到1%。

三星重工获1艘风电安装船订单

海外

英国政府成立海上风电产业投资部门

俄罗斯将建600万千瓦可再生能源项目

2013 年 6 月 12 日，

英国政府设立了一个新的部

门专门负责推动英国海上风

电产业的内部投资和就业。

6 月 12 日，英国商务

和能源部长Michael Fallon

参加了 RenewableUK 海上

风电会议并做了主旨发言。

他在发言中宣称要创立海

上风电投资机构（OWIO），

OWIO 将由行业和政府联合

经营，并选择一位未透露姓

名的行业资深人士为领导。

Fallon 表示，该机构将进一

步完善政府的商业、工业和

技术，以及能源、气候变化

等部门的相关职能，并重点

打造英国海上风电供应链。

“这一机构的真正价值将在

行业与政府的长期伙伴关系

中体现出来。”Fallon 说道。

会上，Fallon 还强调要

进一步降低海上风电成本，

使其比其他技术更具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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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届世界风能大会在古巴召开

2013 年 6 月 3 日－ 5 日，由世界风能协会（WW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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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EC2013）在古巴哈瓦那召开，有来自全球风

能行业及其他可再生能源行业的 560 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在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的组织下，来自中国

农业机械工业协会风能设备分会、北京金风科创、华锐风电、

国电联合动力、广东明阳风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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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家单位的代

表参加了会议，并联合展出了最新的风能技术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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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巴部长会议副主席拉米罗·巴尔德斯出席大会开幕式，

古巴能源与矿业资源部部长阿尔夫雷多·洛佩斯、工业部长、

高教部代理部长、中国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刘琦、世界风能

协会秘书长、拉美能源机构秘书长、印尼能源与矿业资源部、

联合国系统驻古巴代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可再

生能源署（IRENA）等政府和国际机构代表出席开幕式并

发表讲话。刘琦在讲话中介绍了中国风能开发利用的现状

以及中国“十二五”规划中关于风能开发的计划。

本届大会为期 3 天，共设 1 个主会场和 6 个分会场。

会议期间举办了 39 场分会，内容覆盖了风能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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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方面，并特别集中研讨了如何加快加勒比海地区风电产

业发展的问题。

在与大会同期召开的世界风能协会理事会上，中国可

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

会主任贺德馨研究员再次当选为新一届世界风能协会主席。

贺德馨表示 ：“新一届世界风能协会理事会将进一步加强世

界风能协会与其他国际可再生能源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我们将继续努力开拓新的风电市场，关注发展中国家的风电

开发与利用，为全球风能可持续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大会闭幕式上，世界风能协会授予法国风电机组制造

企业 Vergnet Eolien 公司“2013 世界风能奖”，以表彰其

在加勒比海地区推动风电发展所做的贡献。大会还通过了

2013 年世界风能大会决议，强调了风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

在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能源安全和创造就业等方面的

巨大潜力，并就可再生能源并网、与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合作、

加强可再生能源应用意识、降低能源供应整体成本、确保

全球绿色气候基金对可再生能源的优先权、帮助发展中国

家获得可再生能源先进技术等目标和政策达成共识。

最后，大会确定第 13 届世界风能大会将于 2014 年 4
月 7 日至 9 日在中国上海举行。

——贺德馨研究员再次当选为世界风能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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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届世界风能大会决议

世界风能协会和古巴可再生能源技术研究中心欢迎来

自全球 42 个国家从事风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技术的 560 位

参会代表出席第 12 届世界风能大会。

这次会议内容涵盖风能利用、相关政策、制造业、开

发商、运营以及经济和社会等各个方面议题，并特别集中

研讨了如何在加勒比海地区加速风力发电的发展。大会感

谢相关政府、政府组织和非政府机构的支持，特别是古巴

能源矿产部，古巴太阳能，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和核

安全部，IRENA（国际可再生能源署），UNESCO( 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 )，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IDB（美洲开

发银行），GIZ (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 )，国际可再生能源联

盟，REN21(21 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 )，世界未来基金会，

OLADE（拉丁美洲能源组织），也对所有为本次大会作出

努力的组织和个人表示感谢。

大会尤其欢迎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所作出的

坚定承诺和重要贡献。通过充分的科学实证，大会达成基

本共识，认为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全球范围内 100% 可再

生能源供应，并鼓励所有可再生能源利益相关者加入本次

会议期间发动的全球 100% 可再生能源运动。

大会授予法国风电机组制造商 Vergnet Eolien“2013 年

世界风能奖”，以表彰该公司在将风能技术应用到农村地

区和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日常生活中所做出的示范作用。

Vergnet 现已成为法国最成功的风电机组制造商，该公司开

发出适用于加勒比海地域条件的风电产品，并将其引入到

加勒比海市场。

大会授予菲德尔·卡斯特罗博士特别认可奖，以表彰

他在风电和可再生能源引进方面的领导作用。大会对卡斯

特罗博士在引进风力发电和可再生能源方面的主导作用表

示认可。大约 20 多年前，卡斯特罗博士开始从古巴的能源

供应转入到可再生能源和能效事业。迄今为止，加勒比海

地区还未有任何其他国家像古巴这样提出过类似先进的可

再生能源规划。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古巴就已经建

立了第一个可再生能源项目。1999 年，古巴首个并网风电

场安装成功。2005 年，古巴发动了“能源革命”。很多所谓

的发达国家尽管在推动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应用方面拥有比

古巴更好的经济基础，但他们却对推出类似雄心勃勃的可

再生能源发展规划犹豫不决，古巴在这一点上尤其值得欣

赏。据此，大会特别希望其他国家可以将古巴看作可再生

能源的发展先锋，并且期待他们能很快推出本国类似的可

再生发展规划。

大会还授予了孔拉多·莫雷诺·格雷多博士特别认可奖。

自 1975 年以来，莫雷诺博士一直在参与有关风能的学术和

研究活动，如风能资源评估、风电机组的设计与制造。通过

长久的努力，莫雷诺博士不仅在古巴，而且在整个加勒比海

地区都成为最有经验的风能科学家和教授之一。从 2005 年

开始，莫雷诺博士就一直是古巴国家风能组织的成员。

大会指出加勒比海地区目前严重依赖化石燃料能源，

而且该地区大约 90% 以上的能源消耗来自于成品油，因此

环境易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会议鼓励加勒比海、中美洲和

拉丁美洲区域的各国政府努力消除可再生能源利用障碍，

并制定一个综合长远的发展战略，其中关键的部分包括社

区电力和当地各种可再生能源的整合。

大会认为培训和教育已经是旨在使风电成为主流能源

的关键性战略因素，并支持由 CETER 发起的致力于建立拉

丁美洲能力建设、研究和科学信息中心的活动。

此外，对以下目标、政策和措施，大会也给予支持 :

逐渐取消所有补贴，并将外部成本内部化，以营造公

平的竞争环境 ；

寻求类似充分有效的上网电价法规的补偿性法规框架，

鼓励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以保证提供充分的金融安全来鼓

励长期投资，尤其针对较小的和以社区为基础的投资 ；

关注风电融入现有电力系统，也要注意当地和社区层面

风电并网问题，发展智能电网，并加强各种可再生能源之间

的协同效应，以在不久的将来实现 100% 可再生能源供应 ；

与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紧密合作，以保证其工作计划的

执行和不断完善 ；

加强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地方社区在可再生能源应用方

面的意识，使他们能够获得必要的知识和技术 ；

在现有政府、国际、教育、研究和金融部门之间形成

一股更加关注社区电力的力量 ；

不断提高可再生能源电力比例，以减少能源供应整体

成本，并通过最低成本方案的实施来实现 100% 可再生能源

应用 ；

建立和扩展国家、区域和全球范围内的可再生能源融

资机制，尤其是利用好作为全球气候变化磋商而提供的部

分基金，确保全球绿色气候基金优先支持可再生能源和基

于社区的项目 ；

    支持社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社区更容易获得技术

和融资 ；

鼓励所有的风电行业利益相关者参加将于 2014 年 4 月

7 日至 9 日在中国上海举行的第 13 届世界风能大会。

　2013 年 6 月 5 日于古巴哈瓦那

2013 年世界风能大会主席

　贺德馨，世界风能协会主席

孔拉多·莫雷诺，古巴可再生能源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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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您怎样看城镇化建设为电力行业

带来的影响？ 

贝拓明：城镇化建设会带动农村人口向城

市转移， 城市为了容纳更多的人口，需要建设

大量的基础设施，而电网基础设施建设是城镇

化建设的重要保障。城镇化建设规划需要和配

电网规划相互结合，这必然带动新的电力设备、

新技术的运用，比如，智能变电站、配电自动

化、新能源发电和接入、智能微电网等。同时，

在一些城镇化老旧电网改造过程中，也为中低

压电力设备制造企业带来了大量的机会。对于

城市配电网建设方面，与国家电网、南方电网

有比较好的合作，为合作伙伴提供的产品可以

使其得到可靠供电。在用电侧方面，在城际铁

路、市内轨道交通等方面都有参与，这是西门

子中低压集团的一个重点任务，例如在北京到

上海的高铁上，每 3 公里就有一个信号站，信

号站中的配电箱是由西门子提供的。事实上，

在整个城镇化的建设中对电能的需求是不断增

加的，对供电可靠性和供电质量的要求也是越

来越高，西门子中低压集团为配电系统提供了

可靠、高效的中低压产品、系统和全方位服务。

《风能》：目前中国电力行业招标有一个趋

势，价格极力压低，西门子如何面对该问题？

贝拓明：我们知道集中式招标是非常残酷

的，因为所有的厂家都可以加入进来。在这方

面西门子的战略很清晰，与当地的合作伙伴一

起合作，推出满足客户不同需求的产品线，并

保证所有产品线的可靠性。例如，我们不一定

要把带通讯功能的产品卖到供电局，来给一个

小区建筑做配电，而是把一些完全本地研发、

设计、制造，却秉承了西门子的质量和可靠性

标准，同时成本也与国内的企业有一定的竞争

力的。另外，也有很多中国厂商选择我们的产

品做成整柜提供给供电局。西门子在这方面的

策略是使用多个产品系列，如空气断路器 3WL
和 3WT, 3WL 系列是全球化产品，有多种通讯

功能以及带液晶显示的控制器，且分断容量更

高，这主要是应用于高端工业市场 ；3WT 系

列产品在苏州工厂生产，目前在供电局用得非

常多。因此，西门子在这方面的战略和概念非

常成功，在全中国都有合作伙伴，而他们所生

产的元器件和产品也同样受欢迎。

另外，我相信本地化是一个跨国公司在当

地成功的唯一办法。在人才的使用上，我的上

级和下属很多是中国人，虽然总部也会派人过

来，但那是为了培养他们的能力，以及对中国

了解的程度。同时，本地部门也承担不少研发

工作，仅中国我们就拥有六个研发中心，这些

研发中心不但负责研发适合中国市场的产品，

并且也对全球化产品的研发做出贡献。一些产

品线的全权负责人就在中国，很多责任都是这

些员工来承担。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战略，

因为要与市场保持比较近的距离，然后以中国

的速度做出快速反应。在未来五年，西门子仍

然会坚持该项战略，我相信对于能源需求的不

断增长会使西门子的业绩步步高升，中国有一

本土化解决质、价之争
本刊记者／赵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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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定会成为西门子中低压配电最大的市场。

《风能》：风电设备价格不断下降，质量成

为人们关注的话题，西门子采用怎样的策略来

摆脱相关影响？ 
贝拓明：西门子是风电市场的积极参与者，

也是世界少数几家拥有成功海上风电建设和运

营经验的电气公司之一，西门子会不断推出一

些设计特殊的产品来满足客户的需求，使风电

整机商的设备更加有效率。在布局方面，西门

子也在产业链的多个环节与当地企业合作。因

为这些当地企业需要生产可靠的产品，而西门

子能够为他们带来国际水准的产品因素，而对

于使用这些产品的终端客户和投资者来说，他

们也会因为这些优势而能够信赖与西门子合作

的当地企业。另外，作为一家国际化公司，西

门子与这些合作厂商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互

通有无。一些合作厂商的研发机构在德国或印

度、中国，而制造基地却距离甚远，西门子作

为一个国际性企业，可以帮助他们将研发和生

产有效地协同起来，从最开始的设计，制造到

元器件的采购，因此具有低成本厂商所不具备

的优势。

《风能》：中国城市楼顶面积偏小，如何在

这些城市中利用可再生能源？

贝拓明：可再生能源中囊括了风能、太阳

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多种形式，想使用他

们，必须先评估这个城市使用这些能源的潜力，

再分析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较好地开发它们。

西门子除了生产风电机组，也在制造一些太阳

能储能设施，比如在青海、新疆的一些太阳能

条件较好的城市，其太阳高度和净度使它能够

被很好的利用，并将利用太阳所发电能输送到

其他地方。事实上，在城市的每一个屋顶安装

太阳能板，不一定比在新疆、青海建设大的发

电站通过高压输到城市效率更高。如果在城市

当中建设太阳能发电设施，还需要看房屋特点，

如果缺少空间，那么很难有机会建设屋顶项目。

我喜欢用加拿大和巴西做比较，这两个国家都

有比较好的水资源，在加拿大的湖旁都是有发

电设施的，能够把它发出来的电输送到几千公

里以外的城市，而巴西的水资源在比较深的丛

林中 , 输送的难度更大。所以，在利用可再生

能源方面，效率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的是可

靠高效的输电设施。

《风能》：中国逐步重视可再生能源的分布

式开发，但分布式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具有一定

波动性，全集成能源管理系统是怎样使这些可

再生能源电力被有效利用的？

贝拓明：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是可再生能

源重点，但此二者的发电系统都具有波动性。

因此，带有储能装置的光伏发电系统和风力发

电系统，可以稳定、有效地利用太阳能和风能，

实现和公共电网供电互补。

对可再生能源分布式开发，也要确保减少

维护工作量，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可用性。对于

一些边远地区，西门子研发了储能系统和小微

智能电网系统，能够最大限度确保电能的可用

性，使这些地区做到自主发电、自主使用。

受访嘉宾 ：贝拓明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基础设施与城市业务领域中低压业务集团中低压

产品业务部总经理。

例如，智能微网将分布式发电、负

荷、储能装置和控制装置等相结合，形

成一个可控的微电网单元。微电网中的

储能装置能够存储分布式可再生能

源发出的电力，通过智能微网的控制

系统，可靠、高效地提供电力给用电

负荷，因此，在智能微电网系统中，

通过储能装置和高效的控制系统，可

以有效地利用可再生能源，不受分布

式可再生能源发电波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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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质量故障频发、风电场运行数据得不到共享已成为制约风电行

业健康发展的瓶颈，而产业监测和评估体系的建立和实施或将成为

一个有效的突破口。

本刊记者  苏晓

风电产业监测应时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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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决心

筹划了几年的风电产业公共信息平台建设

又前进了一大步。

据本刊记者了解，由中国可再生能源学

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中国风能协会）调研并编

写的《全国风电设备运行质量状况调查报告》

（2009 － 2012）正在进行紧张的后期整理工作，

该报告有望在近日正式发布。

2011 年 10 月，国家能源局下发《关于报

送 2011 年全国风电设备质量信息的通知》，委

托中国风能协会对 2010 年各地风电开发商、

风电设备制造商、风电公共技术研发单位等进

行调查，重点统计我国风电设备的运行情况。

而以 2010 年的调研为基础，中国风能协会以

类似的方式统计了 2011 年和 2012 年全国风电

设备的质量情况，并最终形成上述发布的《全

国风电设备运行质量状况调查报告》。

据悉，报告的时间跨度从 2009 年一直延

伸到 2012 年，主要统计了我国风电场运行情

况和风电设备情况，包括风电场开发现状、机

组可利用率、机组设备质量和故障、关键零部

件故障等信息。此外，报告还对 2009 年 7 月

1 日至 2012 年年底所发生的风电重大事故情

况进行了调查统计，并对其中典型事故作出了

较详细的分析。

虽然仅是剑指风电设备质量，但该报告已

经明显地显示了政府在完善风电产业市场上的

决心，并将极大促进我国整个风电产业信息监

测体系的建设步入正轨。

今年的 5 月 23 日，在企业投资风电场项

目核准权刚刚下放后，国家能源局便正式下发

了《关于加强风电产业监测和评价体系建设的

通知》（国能新能 [2013]201 号）。201 号文件

明确提出要将产业信息监测和评价发展成为行

业管理的重要手段，并加强对风电产业的发展

动态、开发建设、并网运行和设备质量等重要

信息的检测和评价工作。

对于这一纸文件，业内普遍认为这是在国

务院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转变政府

职能背景下，政府对风电产业管理开始从前端

审批过渡到中后端监管。

实际上，除了政府职能的转变需求，前几

年，国内风电产业集中爆发出来的一些问题已

经开始倒逼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和措施，并开

始酝酿建立一套可供风电产业投资参考的客观

评价机制。

2010 年 5 月，国家能源局下发了《关于

开展全国风电设备制造和运行情况调查的通

知》（国能新能 [2010]141 号），要求各省对所

在省内风电开发企业、风电设备制造企业和零

部件制造企业就风电设备制造和运行情况进行

调研，并将相关信息整理上报国家能源局。

2011 年 5 月，国家能源局印发《风电信

息管理暂行办法》（国能新能 [2011]136 号），

要求对并网型风电场的项目建设、风电机组运

行和风电并网等信息加强管理，以更好地服务

风电场开发、建设和运行。

2011 年 11 月，在几起后来被认定为风电

重大事故的风电机组故障发生后，国家能源局

发布了《关于加强风电场安全管理有关要求的摄影：傅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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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国能新能 [2011]（373））。373 号文件

对风电场建设和运行安全事故频发、风电行业

安全管理薄弱的问题做出了重要指示，并开始

定期组织全国范围内的风电运行质量调研，对

风电设备及风电场运行情况进行评价，公布评

价结果。

2012 年初，国家能源局开始筹划启动建

立全国风电监测体系，并引起业内广泛关注。

方案设计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检测体系的建立，

将全国所有风电设备的运行情况掌控起来，建

立一套完善、系统的数据库，并以此为基础统

一发电量、可靠性（可利用率、平均故障时间）

等检测指标，对风电设备质量性能和风电场运

行信息进行统一考核评价。

标准缺失背后

从 141 号文件的初步酝酿，到 373 号文

件的重磅出击，再到 201 号文件的系统落地，

政府对风电产业的管理从单一的对风电设备运

行质量状况的调查逐渐升级为对整个产业信息

2010.5——国家能源局

141 号文件《关于开展全

国风电设备制造和运行情

况调查的通知》 2011.5——国家能源局

136 号文件《风电信息管

理暂行办法》

2011.11——国家能源局

373 号文件《关于加强风

电场安全管理有关要求

的通知》 2013.5——国家能源局

201 号文件《关于加强风

电产业监测和评价体系

建设的通知》
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强风

电管理的文件示意图

监测体系的建设，已经明确显示出近几年国家

在建立公共信息平台上所作出的努力和决心。

自从 2005 年《可再生能源法》的颁布，

我国风电产业发展迅速，每年风电新增装机容

量翻番增长。同时，从 2009 年开始，行业内

有关风电设备质量的事故却频频出现。

2011 年则更像是国内风电产业发展的一

道分水岭，众多企业开始面临着扩大规模向提

高效益的重要节点。前几年市场迅速扩张所潜

伏的各种质量问题开始集中爆发，关于风电机

组脱网、机组倒塌和起火、叶片折断的事故似

乎在那一两年内瞬间涌现了出来。

《全国风电设备运行质量状况调查报告》

显示，据不完全统计，从 2009 年 7 月到 2012
年 12 月，全国发生的风电重大事故有 36 起，

共造成人员死亡 11 人，失踪 1 人，受伤 6 人，

机组倒塌（含烧毁）共 36 台。其中，仅 2011
年发生的重大事故就达到 17起，造成 9人死亡，

3 人受伤（包括重伤）。

这些频率极高而损失惨重的事故促使当年

11 月发布的 373 号文件中也第一次明确地出

现了有关“风电重大事故”比较官方的定义 ：

141号文件

136号文件

373号文件

201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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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风电场建设、运营及维护过程中，一次性

死亡 1 人及以上的 ；（二）1 台及以上风电机组

发生机舱或叶轮坠落、火灾、倒塌等事故的 ；

（三）叶片、齿轮箱、发电机、变流器、轴承等

关键零部件发生批量性故障，即风电场内相同

型号的零部件连续 12 个月内有 20% 出现相同

故障的 ；（四）风电场内设备或设施故障引发的

区域电网内风电同时脱网总容量超过 50 万千

瓦的。

报告还对其间国内风电设备的可利用率和

故障率做了比较详细的统计和分析。虽然风电

机组的平均可利用率达到了国内外风电行业机

组可利用率高于 95% 的通常要求，但机组的质

量故障问题令人实在担忧。

从零部件的故障发生频次和平均故障排除

耗时来看，叶片、齿轮箱、发电机、轴承和变

流器等关键零部件的故障率较高，对风电机组

的影响较大，也是造成机组出现倒塌、烧毁等

重大事故的主要因素。

这既有早期对风电场规划、基础建设过于

粗略以及机组设计缺陷所埋下的隐患，也有后

期安装、运行、维护技术缺乏和管理疏漏等方

面的原因。除此之外，批量生产制造中的质量

控制和产品一致性控制方面的能力不足也是非

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在 2010 年、2011 年和

2012 年，有多个风电场就分别出现过批量性

的叶片和齿轮箱更换问题。

早几年，国内风电产业开始商业化运作，

对风电产业还没有一个可以用来评判产品质量

和引导产业投资的监测和评价体系。

也正因如此，在风电机组招标过程中，由

于缺乏相应的质量参考和评判标准，价格几乎

成为唯一的考核条件。

2008 年开始，我国国内风电机组几乎以

每年 1000 元的幅度“跳水”，从 2008 年年初

的每千瓦 6200 元左右，到 2009 年底的 5000
元，再到 2010 年初的 4500 元，然后到 2011
年的 3000 多元。

价格战使风电市场陷入鱼龙混杂的局面，

很多质量有缺陷的产品无法按照市场正常规则

淘汰出局，导致风电事故频发，同时好的产能

却被闲置。2012 中国风能新春茶话会上，国

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史立山

就坦承，对于行业的技术和管理到底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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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断优劣，自己也说不清。这些问题最终

严重影响了我国整个风电产业发展的信心。

监测的利好

因此，一直以来，业界也在不断呼吁加强

国内风电发展公共平台建设，而一套完善的风

电产业监测和评价体系，可以使政府更好地了

解行业发展整体情况，从而更好地从宏观层面

加强对风电产业的规划与管理，制定和优化风

电发展政策。

另外，借助完整的风电设备数据库，开

发商可以有一系列用来定量评价设备产品的指

标 ；而从风电设备制造商的角度而言，通过对

整个机组设备质量的监控和数据库建立，设备

故障信息和机组运行情况透明化，这些企业可

以互相借鉴经验、吸取教训，更好地规避自己

的产品在生产制造和运行维护中出现同类质量

故障。

当然，风电产业监测和评价体系的建立所

体现的好处还不仅仅是这些。据一位业内相关

专家表示，早期，我国大多数风电技术都直接

从国外引进，这些技术在运用到国内复杂多样

的地域与气候环境中往往会出现水土不服的问

题，譬如国内高海拔、低温、风沙、雷电和台

风等各种风况条件对机组的适应性提出了极大

的挑战。

这几年，对国外技术的改进和优化也成为

我国风电机组企业一直在努力攻克的难题，但

由于各个企业之间的技术不透明，大家对行业

内出现的问题也讳莫如深，业内在风电机组设

计、运行和维护等方面也苦于没有基础数据做

支撑，这严重阻碍了整个风电产业技术的突破。

可以说，我国风电产业在未来几年能否成

功转型并健康发展，建立相应的产业监测和评

价体系成为一个关键要素。

通过对欧美等风电产业发展更加成熟的市

场来看，这些地区实施风电监测已有多年历史，

政府的强制和相关优惠政策的鼓励是保证数据

质量和及时上报的关键。事实也证明，行业信

息系统的建立和定期发布可以有效推动产业持

续有效发展，并促使设备制造产业技术水平的

不断升级。

摄影：王太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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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国家目前多倾向于强制要求风电设备

所有者提交相关的数据。

在丹麦，由丹麦能源署负责整理发布数

据，数据首先由配电网络运营商（DNO）搜

集，然后提交给丹麦国家电网公司，国家电网

公司将数据整理成月报提交丹麦能源署并在

官网上公布。德国的风电数据收集工作由类似

Betreiber-Datenbasis 这样的独立咨询公司来

完成，发电数据由运营商自己提交。风电机组

运行数据会在公司的网站数据库对公众公布。

瑞典的 Vattenfall 电力咨询公司则代表瑞典能

源署，利用自动电子系统搜集数据，并在其网

站按月公开报告。

在美国，由 Sandia 国家实验室开展了风

电设备监测的相关研究工作。目前，风电设备

故障数据库的研发及相关分析软件的开发已基

本完成，可实现对风电机组的数据进行高效的

收集和分析，并可根据相关单位的实际需要出

具风电设备运行可靠性分析报告。其建立的风

电故障数据库对我国风电产业监测和评价体系

建设非常具有借鉴意义。

从欧美风电产业信息数据取得的成绩来

看，我国的风电产业监测体系建设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全国风电设备运行质量状况调查报

告》仅仅是整个风电产业数据统计的一个开端，

接下来几年，有关风电开发建设、风电并网运

行等其他方面的工作也将逐步展开。一旦这些

环节上的信息库真正建立起来，无疑将成为国

家在落实产业政策、项目并网运行、发放补贴

资金和市场准入的有效参考依据。

未来隐忧

然而，虽然政府和行业内大多数人士对风

电产业监测体系的建立给予了极大支持，但考

虑到公布监测和评价结果会影响到具体企业的

产品销售和业绩，这一重大工程在推动过程中

还是会遇到不小的阻力。

一位参与此次风电设备质量报告的人士就

告诉记者，在调查中，有一些企业主动提供真

实数据的动力不足或是虚报数据，他们担心设

备的可靠性和故障方面的数据上报和披露会让

自身承担一定的责任，也有可能连累整个公司

运营业绩。另外，部分企业对今后真实数据的

公布也心存疑虑。

“对于 2010 年的风电设备调研，当时除

了对风电企业做调查报告，国家能源局还组织

相关人士约谈了当年发生的风电重大事故责任

企业，所以最后出来的报告内容也更加详实。

2011 年和 2012 年，在重大事故方面的披露就

不如前一年。”上述人士表示。

不管是从其他行业还是国外的经验来看，

建立风电产业监测和评价体系刚开始都不可避

免会遭遇“阵痛”，而且要使产业信息数据真

正做到透明、规范，还需要相关的配套机制和

技术支持。

对此，有专家表示，我国政府与行业协会

应正视这个挑战，并建立一套有效机制，使企

业在提供真实数据的同时可以获得利好。此外，

还需不断发挥信息化和数字化技术的作用，对

整个行业的数据搜集不仅局限于被动的了解，

相关单位需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主动出击，

了解企业发展动态。

摄影：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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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顺风能瞄准国际市场

在眼前风电行业为数不多的几家

盈利企业中，天顺风能（苏州）股份

有限公司（简称天顺风能）的业绩显

得很是亮眼。

这家以生产兆瓦级大功率风塔为

主要业务的公司成立于 2005 年，历

经八年时间，产品已覆盖亚洲、欧洲、

美洲、非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

业务占到了 85%，产能从 2006 年的

300 套增长到了 2013 年的 2500 套。

 2013 年 6 月 18 日， 天顺风能海

上风塔生产基地项目又正式启动，吹

响了其进军大型海上风塔市场的号角。

“我们准备试营运 3 个月，9 月份

正式投产，很多跟我们有过合作的客

户都希望能尽快下订单。”天顺风能董

事会秘书郑康生说。在国内风电市场

整体低靡的大环境下，这不免勾起人

们对这家企业一窥究竟的兴趣。

精细化质量管理

与风电机组的其他部件相比，塔

筒的生产工艺并不复杂。我国的一百

多家塔筒生产企业里符合国内生产标

准的不在少数。然而，想在国际市场

得到认可并非易事，要过的第一关就

是获得合格供应商资格。

“国际整机厂商对产品质量要求

非常严格，必须是经过审核通过，拥

有合格供应商资格才能为其提供产品，

整个审核过程耗时长，难度大，提高

了产品的准入门槛。”郑康生说。从

2005 年建厂开始，天顺风能就严把质

量关，“质量不是首要条件，而是必须

条件，没有好的质量就没有信誉可言。”

一位在工厂工作了多年的员工说。据

他介绍，一套产品要经过进货检测、

切割检测、无损检测、涂装检测等大

大小小 25 道程序，“体检”合格后才

能放心地交付客户。

 天顺风能的高质量产品还得益于

本刊记者／白亚茹

国内风电市场突飞猛进的时候，天顺风能没有急于盲目扩张，

而是坚持走中高端产品路线，在革新技术和提高产品质量上下起

了功夫。现在的天顺风能在国际市场打响了中国的风塔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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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健全的质量保证体系。据郑康生

介绍，公司在主材采购、内件采购以

及焊接质量控制等环节均有专门负责

的团队，他们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出相

关的采购标准，保证每一个环节能够

顺利、安全地进行。

目前，天顺风能已获得欧盟 CE
认证、德国 DIN18800 － 7E 级钢结

构产品认证、日本 JIS 钢结构认证等

十余个企业质量管理相关的认证，成

为国内唯一一个同时取得 Vestas、
GE、Siemens 等多家整机厂商全球风

塔合格供应商资格认证的公司。

自主化技术创新

风塔设备的核心竞争力是产品质

量和技术工艺。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企业想要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没有

自主研发能力将举步维艰。

“我国许多风电企业仓促引进国外

的制造技术，未经良好消化，缺少持

续的技术创新和科学验证，导致部分

产品存在质量和安全隐患。”郑康生坦

言。因此，天顺风能在迈入国际市场

第一步的时候就做好了“打硬仗”的

准备。

传统风塔焊接方式采用的是直流

电焊机焊接，而其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

就是电弧偏吹。双弧双丝激光跟踪系统

是在国内风塔制造企业少有运用的一

项技术，天顺风能通过技术优化，将传

统焊接方式优化为交直流电焊机焊接，

生产效率提高了 40%~60%，同时产品

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也得到了提高。

据悉，天顺风能在风塔生产领域

已有 16 项实用新型专利获得国家知识

产权局的正式授权，还有 13 项专利已

经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正式受理。

随着海上风塔生产基地的建设，

天顺风能引进多位在海上风塔领域有

着丰富经验的技术专家，开展对海上

风塔的发展趋势、技术特点和质量要

求的研究，力求在海上风塔的防腐技

术和施工工艺方面占据业内领先优势。

国际化发展布局

用一位见证了天顺风能发展历程

的老员工的话来说，天顺风能之所以

有今天的发展，得益于最初的定位——

瞄准国际市场。这一点可以从天顺风

能的工厂布局略窥一斑。

江苏太仓是天顺风能的总部所在

地。能够停靠 10 万吨级船舶，起吊

能力 800 吨的太仓港深水码头为风塔

运输提供了便利条件。北部的沈阳工

厂和包头工厂地理区域风力资源丰富，

是公司面向国内风电市场布局的风塔

生产基地。而作为公司风塔出口基地

和海上风塔生产基地的太仓工厂和连

云港工厂则毗邻码头，非常适合海上

运输。

2011 年，天顺风能以全资子公司

天顺风能（新加坡）有限公司为投资

平台，展开了国际化工厂布局。此后

在 2012 年成立的印度公司，为在印度

设立工厂做好了前期准备。而于同年

设立的欧洲公司以及完成对 Vestas 丹

麦 Verde 风塔工厂的收购，对打开欧

洲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

近日，天顺风能海上风塔生产基

地项目正式启动。该基地项目一期占

地 305 亩，总投资 7.3 亿元，设计产

能为陆上塔 300 套，海上塔 30 段 / 周，

将成为我国海上风电产业链中的重要

一环。

“丹麦工厂和海上风塔生产基地项

目的运营将成为下一个阶段公司业绩

的主要增长点。未来公司还将通过推

动风电设备供应链平台的建设以及风

电场的开发，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国际

市场上的竞争力。”郑康生表示。

目前，天顺风能的风塔产品已

销往美国、加拿大、巴西、德国等

十 余 个 国 家， 成 为 GE、Vestas、
Siemens、Gamesa 等一流国际风电

设备整机厂商的指定供应商。“虽然我

们的合作历经经济危机和‘双反’调

查的磨难，但经过 8 年的合作，我们

认为天顺风能的竞争能力、质量水平、

准时交货率均达到了国际水平，可以

和美国本土制造商一决高下。”这是

GE 发电与水处理集团亚太区采购经理

周陈翔对天顺风能的评价。

在天顺风能运营总监 Aaron Lee
看来，得到客户的认可只是成功的第

一步，今后要走的路还很长远。“我们

的目标是让天顺风能成为一个与全球

客户和主要参与者一起成长的真正全

球化、国际化公司。任何时候，人们

只要想到风塔，首先想到的就是天顺

风能。我们希望成为风塔制造企业的

领航者以及这个行业的标准制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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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略省是加拿大人口最多、能源消耗最

大的省份。近年来，该省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和

可持续发展，并致力于可再生能源利用。而目

前安大略省的能源变革之风也越吹越盛。十年

来，安大略省在能源结构变革方面所取得的最

大成就是将燃煤在电源结构中 25% 的比例减

少到目前的 2.8% 以下，而该省的最终目的是

实现 100% 非化石能源电力供应。

可再生能源政策与成绩

2004 年开始上任并赢得三次选举的安大

略省省长道尔顿·麦坚迪在 2012 年年末开始

决定将省长之位转交给后一继任者。在麦坚迪

执政的这些年中，安大略省的能源革命可以称

为其最重要的政绩之一。麦坚迪一直努力使加

拿大这个最大且工业化程度相当高的省取缔燃

煤发电这一重要电力来源。2009 年，安大略

省省政府颁布了一项领先的可再生能源法案，

该法案对北美有关固定上网电价的法规做了最

完备的介绍。

2003 年，麦坚迪在竞选宣言上就表示要

取缔燃煤发电，但这一战略口号在当时广受质

疑，而且多年来也遭遇了强烈的反对。在麦坚

迪开始担任省长时，安大略省有接近 25% 的

电力是来自燃煤发电。到 2013 年，安大略省

的煤电在该省年度总发电量中的比例已经下降

到不到 3%，减少的 22% 左右的燃煤发电几乎

都被风电、太阳能、核电和水电所取代。而且

根据规划来看，煤电有望在 2014 年之前完全

退出安大略省的电力系统。

随着安大略省《绿色能源法案》和《2009

加拿大安大略省能源转型的挑战
文／Jose	Etcheverry

编译		苏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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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经济法案（GEA）》的颁布，安大略省在

减缓气候变化方面才取得重要成就，“煤炭大

王”也才慢慢被淘汰。GEA 法案得以颁布也

是由许多政客、学者、环境保护主义者、医疗

保健人士和可持续发展能源活动专家等不同领

域的人（此处仅略举数例）组成的团队多年努

力的结果。

GEA 法案最关键的内容是在安大略省实

施固定上网电价（FIT）方案。固定上网电价

方案为省内的可再生能源市场制定了系列的

规则，并且提出了一套全面而精细的旨在发

展安大略省可再生能源的激励制度。如果不是

GEA法案和2009年固定上网电价方案的出台，

如今安大略省的风电和太阳能产业还处于北美

能源市场边缘化的地位。而正因有了这些政策

支持，现在安大略省的风电和太阳能获得了极

大增长和大量投资，并进而成为加拿大最重要

的电力能源。

由于安大略固定上网电价方案的出台，很

多申请者快速地开发了总装机超过 1800 万千

瓦的可再生能源，安大略省的可再生能源市场

规模已经很大。

核电独大的风险

尽管麦坚迪对其离任前所作出的一系列成

就理应感到满意和自豪，但是还有很多事情有

待他的接任者凯瑟琳·韦恩来解决。

新任省长韦恩是安大略省自由党候选人，

在 2013年 1月 26日开始成为麦坚迪的接任者，

她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 2013 年 2 月 11
日选出新的能源部官员。安大略省新的能源部

长鲍伯 · 基亚雷利上任便接手了一份文件，该

文件一直以来因为取消天然气发电站的争议问

题而饱受困扰。然而，其上任后所面临的最大

的、有待解决的难题却是如何处置安大略省昂

贵而逐渐老化的核电装置。

实际上，目前安大略省已经摆脱了大部分

能源依靠煤炭燃料的历史，但是该省的未来电

力投资也将要面临两个选择 ：可再生能源与天

然气组合的能源结构 ；新建或翻新的核电为主

的能源结构。不过权衡各方面的利弊，风电等

可再生能源从成本、环境保护和农村社区所能

分享的益处来说，比核电更有优势。尤其是日

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后，日本与德国等皆逐渐减

少核电在总电力结构中的份额，安大略省也需

要将这个问题考虑进来。

目前，安大略省的核反应堆可被允许的

发电份额大约为全年总消费电量的 55%-60%，

但事实证明核反应堆所需费用比较昂贵。首先，

安大略省目前每千瓦时风电的上网电价是 11.5
澳分，而核电因为会释放更多的温室气体，利

用大量干净水资源，以及会因释放有害放射物

而需要密封、掩埋等原因，其在整体上所耗费

的成本很高。另外，安大略省所建立的每个核

电站都发生过核反应堆故障，这些故障所需要

的维修费用都很高。安大略省的皮克林、达林

顿和布鲁斯核电站的维修费用都超过了原本估

计的预算，大约需要数十亿美元。总之，不管

是对现有核电站的翻新还是新建核电站，都需

要一笔不菲的投资。

安大略省以往的经验也表明，除了会造成

大量成本超支，核能还无法给风电和太阳能这

些能源的波动性特征提供适当的技术支撑。

核电站不能适应风电发电的波动性特征，

而且在这方面大不如热电联供（CHP）设备的

效果。热电联供设备能够使用多种燃料能源，

并可以按照能源需求情况进行安装（提供分布

式发电和为建筑物供热、供冷的分散式能源），

可以快速平衡和缓和可再生能源发电短期内造

成的波动性。

安大略省在 CHP 和分散式能源方面的经

验虽然还不足以和丹麦等世界能源领袖大国相

媲美，但发展十分迅速，而且事实证明，与不

太灵活的集中式供电系统相比，分布式发电网

络在供电、供暖和冷却方面更具地方和区域性

优势。

虽然在 2003 年－ 2004 年，安大略省有

关淘汰燃煤的决定为可再生能源发展腾出了大

概 750 万千瓦的市场空间，而且这一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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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安大略省的可再生能源和天然气开发商在该

省的整个电力系统中有了一席之地。然而，如

果延续核能部门目前的发展现状，安大略省可

再生能源市场的可持续增长之路将会受阻。如

果继续维持核能的这种统治地位不动摇，那安

大略省的核电将在未来几十年将会更多地挤占

风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增长。

图 1 显示了目前安大略省核电部门的统治

地位。从图中可以看出，除非核电退役，否则

它将使安大略省的可再生能源体系进一步被边

缘化。

来自社区的挑战

如果仅仅是有效地解决了费用昂贵的核

能发展议案、创新技术、推出政策支持，以确

保风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的持续发展还远远不

够，韦恩所面临的挑战将随着人们对风电项目

的反对呼声高涨而进一步加剧。

2010 年以来，安大略省农村地区的风电

项目反对者迅速增加。2011 年，加拿大卫生

部甚至开始调查西南安省的风电场产生的“低

频噪音”是否会对当地居民健康造成影响。因

为这里的社区居民强烈地反对在当地兴建风电

场，理由正是这些噪音影响了家人的健康和房

地产升值。“北美反风力发电组织”也认为长

期在风电机组的低频噪音和震动环境中生活会

造成失眠、头痛、抑郁、焦虑及血压变化等病症，

并表示欢迎联邦政府对风电机组的安全性进行

调查。

仅从农村地区对发展风电项目的态度来

看，安大略省的风电发展政策有

待进一步完善，使渴望利用风电的

社区能看到风电快速发展，也可以

确保当地居民可以实实在在地感受

到发展可再生能源所带来的环境保

护、金融和就业等多方面的利益。

通过实施社区电力固定上网电

价激励机制、建立社区电力和第一

国家基金等措施，现在安大略省已

经在上述问题上做出了一些革新。近期，安大

略省还引入了积分系统，旨在快速跟踪固定上

网电价项目的强大社区支持。

虽然这些关键的“第一步”被认为是“类

似的进展”，但是却是确保安大略省可再生能

源项目能被更广泛接受的重要政策措施。

2013 年，还有很多工作有待开展，以使

安大略省的人们可以感知到整个省内可再生能

源领域的巨大潜能，更重要的是，可以确保当

地居民和社区组织成为新型社区责任制项目的

合伙人和拥有人。

（本文作者为可持续能源倡议会的联合主

席，加拿大纽约大学环境研究院的副教授，文

章在原文基础上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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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筒制造及风电机组的组装等。风电场项目主要是风电场

的运行维护、运行管理和设备检修。笔者就企业用工的专

业素质问题专门向企业负责人做了细访，在网上也搜索到

大量企业对招聘人员职位应具备的专业素质描述，从而确

定了这 4 个专门化方向对应的典型职业活动。在访谈企业

专家、技术人员和毕业生跟踪的基础上 , 了解人才需求状

况、岗位对知识能力的要求、相应的职业资格和学生就业

去向等 , 梳理出《风电场运行与维护》课程专业技术领域

和职业岗位群的任职要求，如表 1 所示。依据对岗位群的

典型工作任务和职业能力进行的统计分析 , 开发《风电场

运行与维护》课程。依据典型职业活动及工作内容分析和

描述 , 将职业必备知识和技能进行整合 , 确立并梳理和细

通过走访风电企业，开展企业专

题调研，了解到风电企业急需风电机

组装配与调试人员、叶片维修人员、

风电场检修人员、风电场维护工程师

等，电气研发设计人才和复合材料专

业人才也非常受企业欢迎。随着企业

的发展和市场拓展工作的推进，销售工程师和企业中层管

理人才也成为风电行业新的热招人群。分析汇总相关信息，

明确了风电技术专业毕业生就业岗位范围有 4 个专门化方

向 , 分别是风电设备安装与调试、风电场电气设备维修、

风电场运行与管理及风电机组桨叶维修。制造类项目包括

叶片制造、风电机组的主机制造、机组构件及铸件制造、

高职风电专业

文／通辽职业学院		丁立新

《风电场运行与维护》

课程研发与设计

风电场运行与维护是风电场的主要工作，是运维人员必备的工作素质要求，也是风电

技术专业学生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高职院校风电技术专业肩负着为风电行业生产、建设、

管理、服务第一线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的使命。为此，各相关院校都把风电场运行与维护

的相关知识作为其主要专业课程。

风力发电专业课程开发 , 主要以学生的就业为落脚点 , 以企业需要为目标 , 结合区域内

相关职业岗位工作实际 , 开发学做合一的基于岗位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 , 使学生在完成企业

具体工作的过程中以形成直接经验的形式，掌握融合于各项实践行动中的知识、技能和技巧 ,

培养学生将知识转化为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
教学
目标

基金项目：2010年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立项研究课题《高职院校风电技术人才培养对策研究》(编号：NJ10318)，

主持人：丁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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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了《风电场运行与维护》课程的目标要求，即 ：培养具

有风电场电气运行维护相关知识，具有较强的专业基本技

能和现场工作能力，具有风电设备调试、维修与故障诊断

能力的高级技能型人才。

课程教学设计的核心目标是以学

生为本 , 使学生在获得适应岗位的职

业素养和职业能力的同时 , 获得自主

学习能力、创新方法能力、协作沟通

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课程设计是

在专业调研的前提下，从岗位需要入

手 , 在职业能力分析的基础上 , 按照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

的思路 , 依据《风电场运行与维护》课程教学目标 , 由任

课教师、课题组研究人员和企业专家共同对《风电场运行

与维护》课程进行整体设计。制订突出职业能力培养的课

程标准及课程内容 , 规范课程教学基本要求 , 确立课程考

核标准。

1 课程教学内容

（1）课程的内容选取

《风电场运行与维护》课程教学内容选择是以风力发

电技术专业相关岗位所需要的风电机组设计与制造、风电

场运行与维护和风电场运行与管理等能力培养为依据 , 遵
循“风电技术原理与应用”等岗位 ( 群 ) 从简单到复杂的

职业能力累积形成规律 , 融合“风电技术检修员”职业资

格而定。

在《风电场运行与维护》课程内容组织上，一是精心

地限定课程范围，使内容尽可能地对高职学生有实际意义

并具有综合性和递进性。二是由于课程设置源于行业产业

的发展，所以学生学习内容的设定基于风电企业的典型工

作任务。在对企业资源进行提炼加工的基础上，按照教学

规律和课程目标设置序化教学内容。《风电场运行与维护》

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 风电场概述、风电场选址、风电场电

气组成及维护、风电机组安装、调试与维护、风电场的监

控保护系统、风电场运行、维护与管理等项目（表 2）。
（2）课程的性质与特点  
《风电场运行与维护》课程是风力发电技术专业的主

干课程 , 与风电场实际运行工作联系紧密 , 具有很强的实

践性。课程编排上避开与生产无关的系统的理论体系及繁

琐的推理计算，侧重风电设备工作原理和维修内容方法，

具有简洁具体、内容丰富，针对性、实用性、操作性强的

特点。课程中很多数据和风电场运行与管理的现实问题均

来自于风电企业，涉及了风电企业运行与管理的各个方面，

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3）课程的教学安排

《风电场运行与维护》课程涵盖了风电场理论概述及

实践操作的相关内容，建议在学生掌握了风电机组构造及

工作原理、风电场电气构成及应用等课程后开设，最好在

第四学期与风电技术实训课同时开设。教学场地根据课程

内容选择在多媒体教室或实训室进行，有条件可以在适当

的时候去风电企业参观、交流。根据任务内容和难易程度

及高职学生实际，课程课时设置为 68 学时，可以适当加

表1 《风电场运行与维护》适用岗位及任职能力素质标准

岗  位 工作内容 能力素质标准

风电设备

安装与调试

1. 风电设备安装

2. 风电设备调试

1. 具备机械加工类专业知识，熟悉风电机组整体结构；

2. 熟悉常用工具及仪表使用；

3. 具有继电保护、电气设备检修、风电机组运营检修工作经验。

风电场

电气检修

1. 检修准备

2. 检修风力发电设备

1. 熟悉发电设备专业技术及电气系统工作原理、掌握风电场运行、检修规程；

2. 能分析和查找风力发电设备的故障点；

3. 能熟练进行风电场电气设备的检修、调试、技术监督工作。

风电场

运行管理

1. 监控巡查风电设备

2. 纪录运行数据

1. 熟悉发电设备专业技术；2. 熟悉风电场电气系统工作原理；

3. 掌握风电场运行规程；4. 熟练使用办公软件。

桨叶维修
风电机组叶片

维护检修

1. 熟悉风电机组叶片材料、结构及加工工艺；

2. 熟悉风电机组叶片常见损坏故障及相应的维修工艺流程与标准；

3. 熟悉风电机组整体结构。

课程
教学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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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实践教学力度。 

2 课程教学模式及方法设计

《风电场运行与维护》课程教学设计按基于职业能力培

养，以风电场典型工作任务为载体，将风电场运行与维护

过程中的知识点以实际工作任务及其工作过程为依据，创

设典型工作情境，学与做相融合、学习与考核相同步，充

分体现理论和实践一体化的教学思路。选择根据工作任务

的需要组织教学内容，进而完成工作任务的教学模式，将

课程教学内容改造为典型工作任务，再转换为学生的学习

任务 , 将工作情境转变为学生的学习情境 , 使得课程内容的

学习在仿真或真实的情境中完成。

《风电场运行与维护》课程教学采用“典型任务→制定

计划→组织实施→检查指导→考核评价” 的五步教学模式和

灵活多样、机动性强的教学方法。教学中教师要求学生共同

参与工作项目，制定完成任务计划，并在组织实施的过程中

引导学生提出并思考问题、指导学生研究、解决问题。教学

全过程贯彻学中有做、做中有学的动态学习程序和学习中探

究、探究中学习的教学理念，充分利用多媒体课件、实训教室、

风电机组模型等教学资源，采用理论教学、现场演示、操作

训练、观看实景录像等方式，进行教学安排。达到激发学生

兴趣、培养学生职业技能，进而逐步养成独立思考的良好习

惯、踏实严谨的工作作风和遵循规范的职业素养。

教学考核评价内容与方式是达成

教学目标的手段，更是培养目标的一

种导向。所以，课程考核既要考核学

生对所学理论知识的理解及相关技能

的实际操作能力，又要考核学生对所

学知识与技能的综合应用能力及学生

对课程的学习态度。

《风电场电气维修实训》为专业考试课程。根据课程特

点和高等职业教育的要求，考核评价方式改变过去期末终

结考核一试定乾坤的传统做法，采用过程性考核与结果性

考核相结合的考核评价方式，对学生建构的知识体系、能

力体系和经验体系进行客观整体评价，是以基础知识、学

习过程、学习质量为要素进行的学习评价。学生综合考核

评分项目分为过程性考核评价（30%）和结果性考核评价

（70%）两部分。其中，过程性考核由平时成绩考核和阶段

性实操成绩构成，平时成绩包括出勤、课堂表现、作业三

方面 ；结果性考核评价即为期末考试，期末考试包括理论

部分和实操部分。

表2 《风电场运行与维护》课程内容及教学安排

章 主 题 内容 场地 考核 学时

1 风电场概述
1.1 风电场  1.2 风能资源的评估

1.3 风电场的选址  1.4 风电场的机组选型与排布
多媒体室

平时表现

+

实训操作

+

理论考试

成绩

6

2 风电场电气构成
2.1 风电场电气部分构成  2.2 风电机组构成与控制 2.3 风力发

电机组安装  2.4 风电机组调试与试运行
多媒体室 6

3 风电场运行与维护
3.1 风电场的运行  3.2 风力发电机组的运行

3.3 风电场的维护
多媒体室 6

4 风电机组维护检修
4.1 风力发电机组的维护检修  4.2 风力发电机组异常运行与处

理  4.3 风力发电机组的磨损与润滑

实训

车间
14

5 风电场输电线路运行及维护

5.1 风电场电气主接线维护  5.2 风电场电力电缆运行维护  5.3 

风电场直流系统运行维护  5.4 风电场变电站的运行维护  5.5 

风电场内架空配电线路运行维护

实训

车间
10

6  风电场变电站运行及维护

6.1 电动机运行及维护  6.2 变压器运行及维护

6.3 开关设备运行及维护  6.4 电抗器和电容器运行及维护  6.5 

互感器运行及维护  6.6 电力电子设备运行及维护  6.7 绝缘油

的维护与处理

实训

车间
14

7  风电场监控保护
7.1 风电场的继电保护  7.2 风电场的防雷保护

7.3 风电场计算机监控系统
多媒体室 6

8  风电场管理
8.1 风电场安全生产管理  8.2 风电场员工培训管理

8.3 风电场生产运行管理  8.4 备品备件管理
多媒体室 6

总学时 68

课程
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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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潮间带风电发展概况
	赵靓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北京	100013)

摘  要 ：虽然我国第一台海上风电机组并非安装在潮间带地区，但在经历了 5 年左右的发展后，潮间带风电项目在我国海

上风电项目中占据了主流地位。因此，若想对我国海上风电发展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对潮间带风电的了解显得非

常重要。

关键词 ：潮间带 ； 海上风电 ； 潮间带风电项目 ； 海上风电机组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07-0038-03

Wind Power Development in Intertidal Area in China 
Zhao Liang

（Chinese Wind Energy Association, Beijing100013,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the �rst o�shore wind turbine in China is not installed in intertidal area, a�er 5 years’ development, wind power projects 

in intertidal area occupy the mainstream status in o�shore wind projects. �erefore, if we want to be clear about o�shore wind 

power development in China,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have a be�er understanding of wind power development in intertidal area.
Keywords: intertidal area; o�shore wind power; wind power projects in intertidal area ; o�shore wind turbines

0 综述

在我国海上风电开发的过程中，

对潮间带风电项目的开发占据着非常

重要的地位。所谓潮间带，主要是指

多年平均大潮高潮线以下至理论最低

潮位以下 5m 水深内的海域，而潮间

带风电资源，则是指以上地区所具备

的能够用于风力发电的风资源，这些

风电资源仍属于海上风电开发利用的

范畴。

1 潮间带风电资源与开发技术

由于位于高低潮水位线之间，我

国的潮间带风电资源主要集中于长江

口以北各省，主要地区包括江苏、上

海和山东沿海。虽然只有少数省份拥

有潮间带风电资源，但上述地区的潮

间带平均风速可达 6m/s 至 7m/s。
事实上，我国是最早在潮间带地

区建设风电场的国家，这是由于我国

海上风电资源与欧洲的不同所致。即

使开发海上风电比开发陆上风电的成

本高，但由于欧洲海上风电资源较好，

其成本可以从后期获得收益中平摊一

部分。而我国潮间带地区靠近电力负

荷中心，潮间带风电能够有效得到消

纳，与中深海相比，在潮间带建设风

电场的成本和难度较低。

在海上风电规划方面，目前我

国潮间带风电装机量最大的江苏省

在 2015 年以前规划建设海上风电

4.6GW，其中潮间带将占有 2.6GW
的份额，足见在近些年中，我国的潮

间带风电开发在海上风电开发中所占

有的地位。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潮

间带风电的开发进程与其他种类的海

上风电相比显得更快。

截至 2012 年底，我国近海风电

（潮间带除外）装机容量为 128.1MW，

而在这项数据中，仅东海大桥海上风

电项目就占有 102MW，其余皆为各

风电机组制造商安装的样机。与此相

比，我国潮间带风电装机容量却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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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61.5MW，为近海风电装机容量的

两倍有余。在目前我国正在建设的海

上风电项目中，潮间带风电项目仍占

据着主体地位。

2 潮间带风电设备

截至 2012 年，金风科技安装的

2.5MW 型风电机组已经达到了 166
台，其中 90m 风轮直径的机型共安装

3 台，2 台被安装于潮间带项目中，其

中的一台安装于江苏如东 32.5MW 试

验风电场，另一台安装于响水潮间带

4.5MW 整机试验项目中。作为金风

2.5MW 型风电机组中装机量最大的机

型，风轮直径为 109m 的机型有 40 台

被安装于潮间带项目中，其中 20 台安

装在江苏如东 150MW 海上（潮间带）

示范风电场 50MW 增容项目，另外

20台安装在江苏如东 150MW海上（潮

间带）示范风电场二期。据统计，金

风科技安装的单机容量为 2.5MW 的

机型，是目前我国潮间带项目中安装

数量最多的机型。

一个整机商为不同潮间带项目提

供的相同单机容量的整机产品，在其

他规格参数方面并不一定相同。例如

华锐风电为山东威海荣成潮间带项目

提供的 2 台 3.0MW 机型的风轮直径

为 100m，比该公司为东海大桥海上风

电场提供的 3.0MW 机型的风轮直径

长 10m，却比其为江苏如东 150MW
海上（潮间带）示范风电场一期提供

的 17 台和在江苏如东 32.5MW 试验

风电场中安装的 2 台 3.0MW 型机组

短13m。但就目前来看，华锐的3.0MW
风电机组是我国整机厂商在潮间带项

目已安装 3.0MW 以上的机型中数量

最多的。

作为世界海上风电装机量最高的

公司，西门子的海上风电机组成为在

我国潮间带风电项目中安装的唯一外

国产品，且只有一款容量为 2.38MW，

风轮直径为 101m 的机型。有资料显

示，该机型可以在中低风速地区有效

提高发电量，其叶轮直径为 101m 的

B49 叶片和变浆系统能够优化功率输

出，并增强对电能输出的控制。该机

型通过采用先进的负荷控制技术，可

以胜任各种复杂环境下的运行。

另外，被安装于江苏如东 32MW
试验风电场 50MW 扩建项目的重庆海

装 5.0MW（154m）型风电机组，不

但是我国潮间带风电场中安装的单机

容量最大的机型，也是风轮直径最长的

机型。作为 2012 年推出的新产品，该

机型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获得

了 32 项国家专利技术，并形成了全产

业链。该机型的叶片、齿轮箱、发电机、

控制系统、轮毂、塔筒、润滑系统等重

要零部件，均由海装的母公司中国船舶

工业总公司的成员单位完成。

3 主要潮间带风电项目

截至 2012 年，我国有装机的潮

间带风电场项目共有 10 个，其中有

些项目具有一定的延续性，例如江苏

如东 32.5MW 实验风电场在建设完成

后，龙源又建设了江苏如东 32MW 试

验风电场 50MW 扩建项目。再如江苏

如东 150MW 海上（潮间带）示范风

电场一期建设完成后，龙源先后又开

发建设了江苏如东 150MW 海上（潮

间带）示范风电场二期，以及江苏如

东 150MW 海上（潮间带）示范风电

场 50MW 增容项目。

虽然目前龙源是我国潮间带风电

场开发中装机容量最高的开发商，但

我国第一个潮间带风电场是由华能

表1 截至2012年中国潮间带风电机组产品概况

整机商 单机容量 风轮直径 安装量

金风科技

2.5MW 90m 2 台

2.5MW 109m 40 台

3.0MW 115m 1 台

西门子 2.38MW 101m 21 台

华锐风电 3.0MW
100m 2 台

113m 19 台

上海电气 2.0MW 93m 4 台

联合动力 1.5MW 82m 2 台

重庆海装
2.0MW 93m 2 台

5.0MW 154m 2 台

明阳风电
1.5MW 82m 2 台

3.0MW 100m 1 台

三一电气 2.0MW 93m 2 台

远景能源 1.5MW 82m 2 台

湘电风能 2.5MW 93m 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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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9 年建设完成的，该风电场安

装了由华锐风电提供的 2 台 3.0MW
（100m）型风电机组，因此，华锐也

成为我国第一个在潮间带地区安装风

电机组的整机厂商。

2010 年我国建设完成 4 个潮间带

风电项目，其中江苏如东 32.5MW 试

验风电场无疑是最受关注的。其原因

是该项目具有很强的试验、验证、测

试意义，不但采用了 8 个整机制造厂

商的 9 种机型，16 台机组。而且这些

风电机组的单机容量分别为 1.5MW、

2.0MW、2.5MW、3.0MW， 机 组 基

础形式有低桩承台、五桩导管架、六

桩导管架、七桩导管架等 4 种之多。

2011 年我国建设完成 1 个潮间带

风电项目——江苏如东 150MW 海上

（潮间带）示范风电场一期。虽然项目

数量少，但这唯一一个项目却具有多重

意义。该项目是我国第一个装机数量超

30 台的潮间带风电场项目，也是第一

个装机容量超过 100MW 的潮间带风

电场，并且是目前为止我国唯一一个装

有国外机型的潮间带风电场。事实上，

仅该风电场一个项目，即能使 2011 年

我国潮间带风电的装机数量和装机容量

均超过了 2010 年 4 个项目的总和。

2012 年我国潮间带风电共有 4 个

项目吊装，总装机数量和容量均超过

了 2011 年，在当年的 4 个项目中有 3
个由龙源开发，其中江苏如东 32MW
试验风电场 50MW 扩建项目拉开了我

国在潮间带风电场实验多兆瓦级海上

风电机组的序幕，并于当年吊装了 2
台由重庆海装生产的 5.0MW（154m）

型海上风电机组。

进入 2013 年，我国潮间带风电

仍有多个项目在继续开发、建设，这

些项目不但朝着规模更大、建设速度

更快的方向发展，其所安装的风电机

组的单机容量也在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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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陆宇 . 对发展潮间带风电的几点思考 [N]. 中

国能源报 ,2010(6-28).

[2] 张兰 . 各省规划相继出台 海上风电加速发展

[N]. 复合材料 ,2010(6-28).

[3] 季晓莉 . 海上风电进入“潮间带时间”[N]. 中

国经济导报 ,2012(11-27).

表2 截至2012年中国潮间带风电项目概况

项目 开发商 项目规划容量 整机商 单机容量 机组数量 竣工时间

山东威海荣成潮间带 华能 6MW 华锐风电 3.0MW 2台 2009 年

江苏如东 32.5MW试验风电场 龙源 32.5MW

金风科技 2.5MW 1台

2010 年

上海电气 2.0MW 2台

联合动力 1.5MW 2台

重庆海装 2.0MW 2台

华锐风电 3.0MW 2台

明阳风电
1.5MW 2台

2.5/3.0MW 1 台

三一电气 2.0MW 2台

远景能源 1.5MW 2台

响水潮间带 4.5MW整机试验项目 长江新能源 4.5MW
金风科技 2.5MW 1台

2010 年
上海电气 2.0MW 1台

响水潮间带样机 长江新能源 2MW 上海电气 2.0MW 1台 2010 年

道达江苏潮间带样机 道达重工 2.5MW 湘电风能 2.5MW 1台 2010 年

江苏如东 150MW海上（潮间带）示范风电场

一期
龙源 100MW

华锐风电 3.0MW 17 台
2011 年

西门子 2.38MW 21 台

江苏如东 32MW试验风电场 50MW扩建项目 龙源 49.2MW 重庆海装 5.0MW 2台 2012 年

响水潮间带 2×3MW整机试验项目 长江新能源 6MW 金风科技 3.0MW 1台 2012 年

江苏如东 150MW海上（潮间带）示范风电场

50MW增容项目
龙源 50MW 金风科技 2.5MW 20 台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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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一段时间以来，有关特高压方面

的消息不断。譬如“国家能源局启动

了电网规划编制工作，正在按计划开

展电网规划具体方案研究，重点论证

特高压技术的应用及推广前景。”[1]“有

关领导表示，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

局积极支持国家电网公司有关特高压

项目的核准建设。”[2]“‘特高压交流

输电关键技术、成套设备及工程应用’

荣获 2012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

奖。”[3]2013 年初，国务院发布的《能

源发展“十二五”规划》称，将“结

合大型能源基地建设，采用特高压等

大容量、高效率、远距离先进输电技术，

稳步推进……”。

的确如此，我国目前已经建成“一

交三直”，并在建另外“一交三直”共

八条特高压交直流输变电工程。同时，

±800kV 蒙东—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

工程、1000kV 锡盟—南京特高压交

流输变电工程，也已着手动工准备。

关于后者，人们甚至看到，与之相联

系的煤电基地的建设布局正在悄然进

行中。

业界普遍期望，同时亦相信，特

高压输电工程能够进一步推进我国电

网能力提升与技术升级，进而铺就电

力行业新时期发展的阳光大道。但本

文关注的则是另外一件事情 ：如何安

排已建、在建特高压工程送端电源问

题，尤其是涉及风电开发密集的“三北”

地区几条特高压线路的送端电源问题。

之前，笔者曾于《中国能源报》撰文 [4]

呼吁，希望特高压输电工程能够再带

送更多风电，为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

战略的实施做出贡献。话犹未尽，意

欲以此文再论。

1 特高压带送风电的潜力巨大 

现有资料里，上述已建、在建，

尤其是路经风电开发潜力巨大的“三

北”地区的特高压输变电工程，如何

再论特高压带送风电的意义与前景
杨建设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	北京100024）

摘  要 ：以一个工程案例探讨了特高压输电工程带送风电的巨大潜力，又引用一项研究成果说明了特高压带送风电的广阔

应用前景，指出应该及早制定运用原则和政策措施，扎实推进相关工作。

关键词 ：特高压 ；带送风电 ；风火打捆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07-0042-03

Significance and Prospect of Delivering Wind Power through
Ultra-High Voltage

 Yang Jianshe
（Hydropower Beijing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It is discussed as a case of the huge potential about delivering wind power through ultra-high voltage (UHV) transmission project. 

A broad application prospect about delivering wind power through UHV is also illustrated by citing a study. It is pointed out that 

principles and measures should be formulated in time, and related work must be promoted strongly.
Keywords: ultra-high voltage; delivering wind power; wind and thermal power bund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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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和安排带送更多风电的问题，还

没有清晰的计划和举措。每有特高压

带送风电运用方案的资料消息，要么

语焉不详，要么风电比例过小如同点

缀。究其原因，其与问题重大或进程

安排的谨慎处置不无关系，但更重要

的，恐怕还是与战略实施的思路上未

能整齐划一、相关利益关系的调整仍

然没有触及到位有关。

必须承认，特高压输电通道具有

带送大容量风电的超强能力。

为规划特高压输电通道的运用方

式，探讨带送风电合理容量，一些研

究机构早就开展了相关研究，并提出

了相关研究成果。

以目前正在积极推进前期工作

的 1000kV 锡盟—南京特高压交流

输变电工程为例，一项由电力设计咨

询单位完成的研究表明 ：按照通道

输送容量 9000MW，适度参与受端

电网调峰，风电运行平均弃风电量

5%，则其推荐的通道年运行小时数

为 7680h，配套外送风电装机容量可

以达到 4500MW，即“风火打捆”的

容量比例接近 1 ：2（煤电基地容量以

9900MW 计），电量比例接近 1 ：4。
研究还显示，如果适当加大风电

弃风比例，其他条件不变，配套外送

风电装机容量可以进一步提高。而增

大风电弃风比例，在保持风电利用小

时数不致过低（即保证可接受的经济

性）的情形下，可以换来更大风电装

机规模，获得更多风电发电量。

上述研究中的风电火电满负荷

利用小时数均能达到较高水平（风电

2900h，火电 5600h），而这与当地具

有较丰富风能资源、输电通道承担较

少调峰任务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

对于锡盟这样的电源基地外送电力来

说，即使适当增大通道调峰比重，同

时保持较高的风电规模，该特高压项

目仍然可以维持风电、火电双方的较

高经济性。

值得注意，该特高压通道在实现

安全可靠送电的条件下，其外送风电

电量相当于替代了一座 200 多万千瓦

容量的大型燃煤电厂所发电量，社会

和环境效益显著。

综而述之，对于上述风火打捆运

用方式，一方面通过通道少承担调峰

（交由受端电网调峰），另一方面通过

风电适当弃风，则可以实现较高的风

火打捆运用比例，带送更多风电。

可以类推，其他特高压输电工程

摄影：杨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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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具有带送较高比例风电的能力，

这种带送能力如果不用实在是很可惜。

2 特高压带送风电有更广阔
前景

利用特高压输电通道带送风电意

义重大，只要针对送端风电出力不稳

问题，制定出恰当而充分的应对措施

（例如，与送端当地电网连接、风火打

捆、风水打捆、风火水联合运用等），

其带送风电还会有更广阔的前景。

一项由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

2010 年底完成的“抽水蓄能电站与风

电配合运行研究”[5]，推荐了内蒙古西

部地区外送风电的所谓“风 6 蓄 1 火

5”的技术方案，即其认为可以按照“风

电 6 份、抽水蓄能 1 份及燃煤火电 5
份”的比例方案，实现该地区全部规

划风电容量（2020 年 28GW，2030
年 35GW）的外送。

前述锡盟—南京特高压案例的工

程起点即属内蒙古西部地区。显而易

见，当运用方式加入了抽水蓄能电站

的应用措施后，超高压、特高压通道

则能输送更高比例的风电。特高压带

送风电确有更为广阔的应用前景。

3 以战略高度把握关键工作

借助超高压、特高压现代输电技

术外送风电，扩大电力消纳范围，进

而促进“三北”地区丰富风能资源的

利用开发，这是一个关乎可再生能源

战略实施的重要举措，技术上不存在

大的障碍，关键是要有锐意改革的勇

气和智慧，协调处理好各方利益关系，

以打破利益壁垒的小代价换取实现战

略目标的大利益。

目前应该注意办好两件事。

一是安排好未来特高压输电通道

送端火电的运用方式。

对于风火打捆方式而言，特高压

输电通道之所以能够带送更多风电，

一个基本的依据和保证条件，是送端

火电必须跟随风电运行，能够随时腾

让输电通道空间，随机处于深度调峰

的运用状态，是一种“保驾护航”的

角色。

由此而论，通过特高压实现风火

打捆的运用原则应该是“风火打捆，

保电送风”。“保电”，是以科学分析为

依据，保证送电安全和规模 ；“送风”，

则是以带送风电为重要职能，发掘并

实现带送风电的最大潜力。

二是要打造合理有序的电力市场

机制。

通过特高压及风火打捆等运用方

式，实现全国更大范围、更大额度的

可再生能源消纳利用，电力体制机制

的创新及落实不可或缺。

应该全面贯彻已有节能调度发电

的原则和思路。“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

的前提下，按照节能、经济的原则，

优先调度可再生发电资源，按机组能

耗和污染物排放水平由低到高排序”

（见《节能发电调度办法（试行）》）的

发电调度原则，已经为电力运行给出

了围绕可再生能源发电运用的明确要

求和方向。贯彻该办法，既能够将无

调节能力或较少调节能力的风能、太

阳能、海洋能及水能等可再生能源发

电置于优先有利位置，同样亦可以为

超高压、特高压输电通道带送更多风

电找到管理根据，为安排输电通道运

用方式找到努力方向。

推行节能调度发电是需要一系列

体制机制及其配套措施支持的。要摒

弃旧有发电计划管理模式，完善电网

辅助服务的经济补偿办法，构建公平

有效的电力市场运行机制，推进电网

企业剥离于电力交易的电力行业市场

化变革的全面实现。

完善的体制机制创新和变革是需

要时间的，但一些紧迫工作亦可以积

极探索先做起来。措施只要基本适合，

一些枝节问题可以在进程中完善解决，

一些困难亦会在进程中不期消解。

总之，在规划布局电源基地以及

特高压输电方案这样的重大事项时，

应该从实现国家能源战略的高度，思

考问题，推动工作。要勇于挑战，乐

于创新，不能安于现状，因循守旧 ；

要目标一致，同心协力，不能沉迷于

小圈子，迷失了大方向。

值得期待，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

进程中一定会出现一道特高压带送风

电的亮丽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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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班组是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或

管理工作最基层的组织单元，是激发

职工活力的细胞，是提升企业管理水

平、构建和谐企业的落脚点。推进班

组建设是加强企业基础管理，建设高

素质员工队伍，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推动企业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QC 小

组活动作为班组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有

效形式，其活动深入持久健康地开展，

已经成为推动企业班组建设的巨大动

力。笔者结合供电企业推进 QC 小组

活动和班组建设工作实际，试就班组

建设及 QC 小组活动的概念、QC 小组

活动对班组建设的促进作用，以及 QC
小组活动与班组建设结合的重要途径

三个方面谈点粗浅的看法。

试论QC小组活动与班组建设的关系
邱柳

（江西省萍乡供电公司，萍乡	337000）

摘  要 ：围绕班组建设 QC小组活动的内涵入手，分析了 QC小组活动与班组建设的关系，阐述了 QC小组活动对班组建设的

促进作用，明确了 QC小组活动与班组建设相结合的重要途径，强调了 QC小组活动是班组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有效形

式，其活动深入持久健康地开展，已经成为推动企业班组建设的巨大动力。

关键词 ：QC 小组 ；班组建设 ；基础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07-0046-04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C Group Activities
and Team Building

 Qiu Liu
（Jiangxi Pingxiang Power Supply Company, Pingxiang 337000, China）

Abstract: �is paper started from the de�nition of the team construction of QC group activity,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C group 

activities and team building and elaborated the QC group activities for team building, it also cleared about the QC group activities 

and team building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important ways and emphasized that the QC group activ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eam building and e�ective form, which has become a great force to promote enterprise team construction.
Keywords: QC group; team building; foundation

编者按 ：

QC 小组活动作为班组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有效形式，其活动的开展已经成为推动企业班组建设的巨大动力，在企业管

理中起到巨大作用。我国大、中、小型风电机组制造企业逾百家，真正在企业管理体系中实施以班组为基础的 QC 小组活

动的是很少的，这篇文章是作者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切身体验，就班组建设及 QC 小组活动的概念、QC 小组活动对

班组建设的促进作用，以及 QC 小组活动与班组建设结合的重要途径三个方面所作的总结，对中小型风能制造行业有很大

启发作用。我们通过刊登此文，以期促进行业内的基础管理能从 QC 小组活动做起，提升企业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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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正确把握班组建设、QC小
组活动的内涵与关系

班组建设工作是企业管理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事关企业长远发展的

重大任务和强根固本的基础工程。自

1986 年工业企业整顿后，国家经济委

员会要求围绕企业升级使班组逐步由

“单纯生产型”转变为“生产、管理结

合型”；1991 年，能源部、水利电力

工会全国委员会又联合下发《电力企

业班组建设规定》，明确采取定级晋升

的模式来加强对班组的管理及其组织

领导体制 ；2009 年以来，国务院国资

委、国家电网公司进一步加大了班组

建设工作力度，下达了一系列加强班

组建设的指示和文件，国家电网公司

更明确提出了“班组建设三十条重点

要求”，要求从基础建设、安全建设、

技能建设、创新建设、民主建设、思

想建设、文化建设、班组长队伍建设

八个方面加强班组建设。

QC 小组活动是指在生产或工作

岗位上从事各种劳动的职工，运用质

量管理的理论、思想、方法和手段，

围绕企业的经营战略、方针目标和现

场存在的问题，以改进质量、降低消耗、

提高人的素质和经济效益为目的组织

起来开展的群众性质量管理活动 [1]。

笔者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对班组建

设与 QC 小组活动两者分析其内涵与

关系 ：一是从工作开展的主体来看，

虽然不管是高层领导，还是一般管理

者、技术人员、工人、服务人员都可

以组织 QC 小组，但开展活动的主体

还应以基层一线班组员工为主，这从

实践中也可发现，不同部门或班组人

员组建的 QC 小组受工作时间、职能

等限制，对活动的开展以及成果材料

的提炼将造成一定影响，而以班组为

单元组织的 QC 小组，既符合一线班

组对在工作现场或过程所发现问题有

着需要改进生产（工作）质量、改善

环境、提高效率的迫切需要，也方便

在开展活动过程中进行问题的讨论、

策划、实施和措施的调整等。班组建

设工作的组织领导虽然强调构建“行

政主导、工会牵头、部门负责、单位

实施、全员参与”的工作格局，但其

工作主体应以班组为主，八个方面

三十点要求大部分工作均需要班组落

实 ；二是从工作目的和活动特点方面

来看，QC 小组活动过程按照严格的科

学方法和程序，以改进质量、改进管理、

摄影：宋海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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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经济效益为目的，同时可进一步

提高成员创新意识和技能水平，这与

班组建设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夯实

班组管理等目的是根本一致的 ；三是

从工作内容方面来看，班组建设的基

础建设、创新建设、民主建设等方面，

均不同程度地明确了 QC 小组活动所

涉及质量管理方面的班组制度建设，

或以其作为主要活动载体的班组创新

机制建设，或通过 QC 小组活动的开

展培育班组协作配合的团队精神等，

可看出将 QC 小组活动作为其主要工

作内容的要求。

由此可见，QC 小组活动与班组

建设的工作主体、目的是一致的，QC
小组活动是班组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有

效形式，是班组建设的助力器，对班

组建设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2 QC小组活动对班组建设的
促进作用

2.1 QC小组活动提高班组现代科

学管理水平。

QC 小组活动过程需要充分运用

质量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严格遵循

PDCA 循环理论，运用排列图、因果

图、调查表等统计分析工具，对存在

的问题进行分析，制定相应改进对策；

对于经过实施证明有效的方法和措施，

需要小组成员运用标准化管理知识，

对其以标准或制度的形式予以固化，

将其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小组

活动结束后，小组还须按照要求整理

出成果报告和准备成果的 PPT 发布

材料，这还需小组成员掌握一定的信

息化知识和具备一定的文字总结能力。

通过 QC 小组整体活动流程的开展，

不但运用到了 5S 现场管理、PDCA
全面质量管理、精益化管理、目标管

理、标准化管理等先进管理方法和手

段，而且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了班组信

息记录、标准规范、专业技术培训以

及促动小组员工掌握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的方法、技巧等职业行为养成等

基础工作，进一步推动班组由传统管

理向现代管理、由单纯的生产封闭型

向面向用户的开放型转变，不断地提

高班组的现代科学管理水平，全面提

升班组建设水平。

2.2 QC小组活动有效激发班组自

主创新能力。

通过开展 QC 小组活动，引导班

组员工以现场工作存在的难点、问题

为课题进行研究，尤其对于涉及新产

品、新工艺、新领域的课题，通过组

织技术攻关型或创新型 QC 小组，遵

循 PDCA 循环原理，首先从当前工作

迫切需要出发，提出方向性的技术攻

关或创新型课题，运用新的思维方式，

创新方法，提出不同解决方案，逐一

进行实验，从中选择最优方案，据此

制定对策及实施，及时做好技术创新

成果的巩固，对其予以制度化、标准

化加以固化和提高，并推广到生产中

加以应用。通过 QC 小组活动的开展，

促动小组成员不断加强专业知识的学

习、运用，并对现有技术不断进行探

索、改进和更新，不断地探索新的领域，

使小组成员的技术水平得到持续提高，

并有效增强小组成员的创新意识和节

能减排意识，提高班组的自主创新能

力，使班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持续进

步，不断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2.3 QC小组活动进一步增强班组

凝聚力。

QC 小组活动是一项班组全体成

员为了共同解决班组生产经营活动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而开展的团队活动。

QC 小组成员在工作中甚至利用业余时

间，自发组织、潜心钻研，为了解决

问题而各抒已见、努力攻关、解决难

题。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小组全体成

员在思想上、行动上都是一致的，为

了共同的目标，打破岗位界限，既有

明确分工又相互配合，充分发挥了每

个人的积极性和专长。这种团结的气

氛和合作的精神，给员工极大归属感，

同时也拉近了成员间的距离，构建了

和睦的人际关系，进一步增强了班组

团队意识，有效激活班组成员积极性、

创造性。

2.4 QC小组活动打造高绩效班组

解决工作现场存在的问题，不

断进行质量的改进是 QC 小组活动的

基本特征，QC 小组活动的目标主要

围绕提高工作（产品）质量（效率）、

降低消耗、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等方

面，而这些也正是班组建设的重要课

题。通过开展 QC 小组活动，对存在

的问题进行分析、制定对策和实施，

不断地提高生产、服务效率，节约物

资的消耗，提高物资资源的利用率，

不仅带来直接降低消耗的效果，提高

了经济效益，而且进一步增强了小组

成员的效率意识与节约意识，强化了

小组成员爱惜资源、降低资源消耗的

自觉性。

3 QC小组活动与班组建设结
合的重要途径

3.1 仿效班组建设，构筑QC工作

联动责任链条。

众所周知，班组建设是一项系统

工程，需要党政工团齐抓共管。而从

笔者一年多推进 QC 小组活动的工作

情况来看，QC 小组工作在企业中地

位稍显单薄，工作主要落在企业管理

部门和基层班组的身上，在工作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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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过程一度无人问津。笔者认为，可

仿效班组建设，构建“行政主导、企

管牵头、部室负责、单位实施”的 QC
工作格局，企管部门作为牵头部门，

但仍有专业知识匮乏的缺陷，专业职

能部室和基层部门领导如能跟进加以

辅导，将对 QC 小组活动起到极大推

动作用。以萍乡供电公司为例，公司

建立了涵盖公司领导、专业职能部室、

二级单位、班组四个层级的 QC 工作

组织机构，每年 QC 工作的开展，公

司都组织专业职能部室、基层单位的

各级管理人员积极参与到课题选择、

中间指导和成果评审的各个阶段工作，

为公司 QC 工作的开展营造了良好氛

围、创造了良好条件。

3.2 将全面质量管理知识培训纳入

班组培训内容[2]。

QC 小组活动能否取得成功，除

了班组拥有扎实的专业技术知识基础，

很大程度取决于小组成员对全面质量

管理基础知识掌握的熟练程度。针对

班组日常本身需要不断开展技能培训

的实际，笔者认为，可将全面质量管

理知识的培训纳入班组年度、月度培

训计划内容，可采取由专业人员或小

组骨干对小组成员，围绕 QC 小组基

础知识、活动程序、统计工具的应用、

成果编写及幻灯片制作、发布技巧等

内容以宣讲、辅导或交流、问答、讲

座等多种方式开展，可结合活动案例

进行，使培训过程既讲概念、又讲方法，

提高培训的实效性。另外，要尤其注

重培训小组骨干力量，可采取送培或

外请专家进行资格培训等方式，不断

提高活动骨干全面质量知识素养，为

更好地指导班组开展 QC 小组活动奠

定良好基础。

3.3 与班级建设相结合的激励机制

是开展QC活动的动力。

要确保 QC 小组活动深入持续健

康地开展，必须要有完善的激励机制

来支撑，以加强 QC 工作的吸引力和

保持小组成员开展活动的热情。笔者

认为，既然 QC 小组活动是班组建设

的主要内容，那么各部门对 QC 工作

的支持情况也应纳入班组建设责任链

条范畴，将专业职能部门、基层单位

开展 QC 工作情况纳入班组建设的考

评内容和标准，围绕基层单位开展 QC
工作实际取得效果、组织领导等方面，

每年进行考核评比，按得分排序，与

绩效考核挂钩，促动各单位加大 QC
工作力度，以此整体推进企业 QC 小

组活动水平。如萍乡供电公司将班组

开展 QC 活动纳入星级班组创建范畴，

将其作为星级班组验收的必备条件，

要求一星级班组 QC 成果要在公司入

围发布、二星级班组 QC 成果要在公

司获奖、三星级班组 QC 成果要在省

内获奖等，同时还制定了相关的质量

管理奖惩制度，在职工代表大会上表

彰和奖励优秀 QC 小组，这在一定程

度上激发了基层班组开展 QC 活动的

热情，近年平均每年注册、实践并出

成果的 QC 课题达 40 个，QC 活动活

跃、成果丰富，为班组建设和企业发

展进步做出一定贡献 [3]。

4 结论

班组是企业的细胞，企业的发展

战略、管理思想、管理目标最终要落

实到班组。QC 小组活动是围绕企业的

经营战略、方针目标和现场存在的问

题，以改进质量、降低消耗、提高人

的素质和经济效益为目的而开展，通

过活动的开展，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

性、创造性，进一步夯实管理基础，

这与班组建设以至企业发展的目标是

根本一致的。QC 小组活动是班组建设

的重要内容和有效形式，将 QC 小组

与班组建设有机结合推进，有利于提

高班组管理绩效水平，有效激活班组

积极性、创造性和凝聚力，将进一步

推动企业班组建设的良性健康向上发

展，促进企业更好更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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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13 年 2 月 27 日，国家电网公

司发布《关于做好分布式电源并网服

务工作的意见》[1]，这意味着，小型风

电与光伏、生物质能等其他新能源产

品一样，在 6MW 以下分布式电源并

网系统中具备了参与发展的机会，这

为今后我国小型风电在国内的发展打

开了希望之门。

然而，分布式小型风电并网系统

能否在我国各类分布式电源并网项目

中担当重任，不仅考验着整个行业的

技术水平，也考验着小型风电并网系

统的技术可行性和运行的稳定性、可

靠性、安全性，同时也需要从经济性

角度对系统的投入产出比进行投资分

析，分析分布式小型风电并网系统的

市场前景与潜力 [2]。

1 分布式小型风电并网系统
的接入形式

分布式小型风电并网系统在欧美

发达国家的应用已达到普及化，接入

到用户端，所发电能就地利用，通常

以 0.4kV 三相或 220V 单相接入电网。

我国分布式小型风电并网系统应用的
技术可行性与投资经济性分析

徐学根

（浙江华鹰风电设备有限公司，浙江桐乡，314500）

摘  要 ：国家电网公司发布的《关于做好分布式电源并网服务工作的意见》，为分布式小型风电并网系统在国内发展打开

了希望之门。本文通过分析分布式小型风电并网系统的技术可行性和投资经济性，得出结论 ：分布式小型风电并

网系统在国内的健康、快速应用，不仅需要政府政策的积极扶持和鼓励，更需要设备制造厂家风电产品的过硬质量。

关键词 ：机会 ；技术 ；质量 ；价格 ；投入产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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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and Economic Feasibility Analysis of the Distributed Small 
Wind Turbine On-grid System Application in China

 Xu Xuegen
（Zhejiang Huaying Wind Power Generator Co.,Ltd, Tongxiang 314500, China）

Abstract: �e prospect of the domestic market had been brightened since the Opinins on the Service to Distributed On-Grid Power System 

was issued by State Grid Croporation on Feb 27th, 2013. Through an analysis on the technical and economic feasibity of the 

distributed small wind turbine on-grid system application in China, we draw a conclusion that both the high quality of products 

and government support and stimulation are needed to give the distributed small wind turbine on-grid system a sustained rapid and 

sound development in domestic market.
Keywords: opportunity; technology; quality; price; input-output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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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的农场、

居民区、工厂等随处可见 [3]。根据国

家电网公司的文件，接入形式明确了

以下几点 ：

（1）位于用户附近，所发电能就

地利用，以 10kV 及以下电压等级接

入电网 ；

（2）建于用户内部场所的分布式

电源项目，发电量可以全部上网，全

部自用或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由用

户自行选择，用户不足电量由电网提

供 ；

（3）上、下网电量分开结算，电

网公司免费提供智能计量装置和发电

量计量用电表。

因此，针对分布式小型风电并网

系统而言，以一个变压器为例，接入

形式如图 1。
该系统具有以下特点 ：

（1）小型风电并网系统通过风电

机组变流器、风电发电计量表与电网

进行连接，实现并网 ；

（2）家庭或企业有负载时，风电

就地利用消耗，多余电能向公共电网

馈送，不足电能由电网自动补充 ；

（3）风电机组运行时若不使用负

载，则风电全部上网 ；

（4）智能电表计量风电并网电量，

同时计量电网耗用电量，实现上、下

网电量分开计量。

2 分布式小型风电并网系统
的技术可行性

按照国家电网公司针对分布式电

源的并网技术要求，并网点的电能质

量应满足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这一

点与分布式光伏并网系统是一样的。

换言之，分布式光伏能并网的，小型

风电系统也能并网，但是与光伏发电

不同的是，小型风电并网系统更多的

挑战来自自身。

随着我国小型风电机组制造水平

的不断提升，产品升级换代，以及电

力电子产品的快速发展，我国小型风

电并网系统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

小型风电并网系统的构成 ：风电

机组、塔杆、并网变流器，系统最主

要的部件是风电机组，其承受盐雾、

风沙、严寒、大风的特殊气候考验，

机组运行的稳定性、可靠性、安全性

将直接影响小型风电并网系统的可靠

性与稳定性。

小型风电机组 ：目前我国的小

型风电机组主要供应出口，给人的印

象是价低质次，一次大风过后不是

吹掉就是发电机烧坏，给国外客户留

下很差的印象，在国内市场反映也不

佳。近几年来，以华鹰为代表的变桨

距风力机组开始引领并占据市场潮

流，解决了在大风中运行的可靠性与

耐久性问题，技术性能与 EVANCE、

EVOCO、SOUTHWEST、BERGEY
等世界著名风电机组相媲美，广州红

鹰、青岛安华、上海致远等厂家的风

电机组也远销国外，并受到好评。小

型风力发电机组技术水平与品质的提

升为小型风电并网系统的应用打下了

扎实的基础。

塔杆 ：塔杆设计的多样化为客户

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独立塔杆、桁架

塔杆、拉索塔杆、液压塔杆、杠杆塔

杆等众多种类，可满足不同客户的不

同需求。

并网变流器 ：从传统的“不可控

整流 + 逆变”已过渡到“可控整流 +
逆变”，可向电网提供优质的电能（包

括无功）。同时，一旦电网断电，变流

器将自动与电网断开并通过控制程序

停止机组运行。

因此，无论从现有我国小型风电

并网系统的技术层次，还是从国内外

的并网应用案例看，分布式小型风电

并网系统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

3 分布式小型风电并网系统
的投资经济性

在国外，分布式小型风电并网系

统属于政府支持鼓励的项目，除了上

网电价收购之外，还有额外的发电补

贴，如英国是 0.23 英镑 /kWh，德国、图1	分布式小型风电并网系统接入形式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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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法国是 0.095 欧元 /kWh，美

国则采用装机补贴政策。因此，在我

国推广使用分布式小型风电并网系统，

必须考虑投入产出比进行投资分析。

按 照 英 国 TUVNEL 的 测 试 结

果 [4]，HY-5kW 风力发电机组在年

均 风 速 分 别 在 5m/s、5.5m/s、6m/
s 地区的年发电量分别为 9850kWh，
11720kWh，14830kWh。

所以，仅从经济性角度考虑，虽

然年收益率超过 10%，但小型风电并

网系统的回收期是很长的，一般是 5
年至 9 年，不利于社会各界进行广泛

投资。

但如果参照国外政策，按发电量

有一定的补贴计算，假设每千瓦时风

电补贴 0.5 元，投入产出情况就会有

很大改观。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给予一定

的新能源发电补贴后，风力发电的投

资回收期能缩短到 5 年以内，这对于

广大的投资者而言还是具有一定的吸

引力。因此，从小型风电并网系统的

经济性角度而言，我们认为 ：

（1） 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包括小

型风电、光伏分布式发电）的发电成

本高于传统火电，但这不仅仅是“钱”

的问题，环境污染与环境治理不能“欠

新帐”还要“还旧账”，所以应从保

护环境的角度与去推动分布式电源的

发展。

（2） 呼吁国家相关部门在给予分

布式光伏并网系统收购电价和电价补

贴的同时，也应像发达国家一样给予

分布式小型风电并网系统以一定的电

价补偿。

（3）分布式电源的电价收购和补

贴应以发电量为最终计量依据，而不

是以装机容量为依据，以发电量为依

据更能体现分布式并网系统的稳定性、

图2	9台安装在泰国的HY-5kW风电机组并网系统

图3	安装在英国的HY-5kW风电机组并网系统

图4	安装在浙江省东福山岛的7台HY-30kW风电机组并网（微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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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以及真实有效性。

（4） 国内小风电行业相关企业应

积极投入到分布式小型风电并网系统

的建设中，尽可能以较低的盈利空间

供应产品，推动国内小风电分布式并

网系统的示范性建设，能够和分布式

光伏并网系统一起发展壮大，让国家

相关部门看到小型风电的作用和优势。

表1 HY-5kW小型风电并网系统费用概算

序号 部件 价格(元) 数量 金额(元)

1 HY-5kW风电机组主体 35000 1 套 35000

2 10m锥管独立塔杆 14600 1 套 14600

3 控制器、逆变器 16000 1 套 16000

4 基础、安装、施工、接线等 3000 1 次 3000

合计 人民币 68600 元

表2 HY-5kW小型风电并网系统年发电量统计

序

号

年均风

速(m/s)

年发电

量(kWh)

上网价

格(元)

年收益

(元)

投入

(元)

回收期

(年)

年收益

率(%)

1 5 9850 0.80 7880 68600 8.7 11.49

2 5.5 11720 0.80 9376 68600 7.3 13.69

3 6 14830 0.80 11864 68600 5.78 17.3

表3 每千瓦时风电补贴0.5元下的投入产出情况

序

号

年均风

速(m/s)

年发电

量(kWh)

上网价

格(元)

投入

(元)

年收

益(元)

投入

(元)

回收

期(年)

年收益

率(%)

1 5 9850 0.80 0.5 12805 68600 5.35 18.69

2 5.5 11720 0.80 0.5 15236 68600 4.5 22.22

3 6 14830 0.80 0.5 19279 68600 3.55 28.16

4 结语

虽然国家电网公司发布了《关

于做好分布式电源并网服务工作的意

见》，为分布式小型风电并网消除了政

策与体制的障碍，但是前面的路还很

长，国家针对分布式小型风电并网的

电价和补贴等细则还未出台，真正意

义上的推动作用还未出现 [5]。

然而，作为小型风电机组制造厂

商，目前更主要的任务应是如何锁定

国内市场、练好内功，提高小型风电

机组的技术层次与产品质量，提升小

型风电机组的安全性、稳定性、可靠性。

只有这样，才能在分布式小型风电系

统推广初级阶段给予消费者、投资者、

政府部门信心和力量，让他们坚信小

风电并网系统在分布式电源并网项目

中能担当重任，让分布式小型风电并

网系统成为国家能源结构组成中必不

可少的一部分，进而推动国内小型风

电产业的发展和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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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风电的迅速发展对电力系统安全

稳定的影响越来越突出。智能电网建

设不仅要有坚强的网架结构和强大的

电力输送能力做保证，更重要的是要

有安全可靠的电力供应。而大规模风

电并网后 , 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与可

靠供电对大力发展清洁能源—风电来

说，却是一种挑战。

本文从风电场的电力供应安全可

靠性出发，提出一种新型的风电场机

组配置方案。

1 风电场接入电力系统的安
全可靠性要求

1.1 技术要求的由来[1]

2005 年 , 由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起草的我国首个风电场并网标准 GB/
Z19963 － 2005《风电场接入电力系

统技术规定》仅提出一些原则性的技

术规定，适度降低了对风电的要求，

已无法满足目前我国大规模风电开发

并网的需要。

为保证风电场的可靠并网和电力

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国家标准化管

理委员会于 2009 年要求中国电力科学

研究院牵头组织开展国家标准《风电

场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修订工作，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为主要起草单位，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方电

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电

力工程顾问集团公司共同参与编写。

2011 年 12 月 30 日，由中国电

力科学研究院为主要起草单位编写的

一种新型的风电场机组配置方案
黄爱武1，齐双丽2

（1.	许继风电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河南	许昌	461000；

2.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战略采购推进部，河南	洛阳	471000）

摘  要 ：近年来建设的 100MW 风电场中，1.5MW 以上的直驱风电机组与双馈风电机组是两大主力机型，其在风电场中的配置

对并网后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有重要影响。本文根据直驱风电机组与双馈风电机组的各自特点以及不同的故障率，提

出一种配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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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rect-drive wind turbine and doubly-fed wind turbine of 1.5MW are two main types in the 100MW wind farm built in recent 

years. Wind turbine con�guration scheme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safe and stable operation of grid-connected power system. 

�is paper presented a new con�guration scheme based on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f direct-drive wind turbine and doubly-

fed wind turb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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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 GB/T19963 － 2011《风电

场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正式颁布，

并于 2012 年 6 月 1 日开始正式实施。

该标准规定了对通过 110(66)kV
及以上电压等级线路与电力系统连接

的新建或扩建风电场的技术要求，修

改完善了风电场有功功率控制、无功

功率 / 电压控制、有功功率预测、风

电场测试、风电场二次部分等技术条

款，并增加了风电场低电压穿越能力

(LVRT) 要求的相关内容。

1.2 风电场低电压穿越能力[2]

低电压穿越能力是当电力系统中

风电装机容量比例较大时，电力系统

低电压穿越故障导致电压跌落后，风

电场切除会严重影响系统运行的稳定

性，这就要求风电机组具有低电压穿

越能力，保证系统发生故障后风电机

组不间断并网运行。

在中国，国家电网规定风电机组

应该具有低电压穿越能力 ：

（1）风电场必须具有当电压跌

至 20% 额定电压时能够维持并网运行

620ms 的低电压穿越能力 ；

（2）风电场电压在发生跌落后 3s
内能够恢复到额定电压的 90% 时，风

电场必须保持并网运行 ；

（3）风电场升压变高压侧电压不

低于额定电压的 90% 时，风电场必须

不间断并网运行。

目前，永磁直接驱动型变速恒频

风力发电系统已被证实在这方面拥有

出色的性能。

对于双馈机型，最新研究 [3] 发现：

双馈型风力发电技术仅能在一种 0 －

Power 控制模式下实现风电机组不停

机穿越电网故障。而在非 0 － Power 
控制模式下，通过改变变流器的励磁

控制和转子侧 Crowbar 保护电网两种

策略，理论和实际技术上都难以应对

自如。

1.3 风电场有功功率控制/预测[4]

风电的随机性、波动性较大，可

预测性较低。风能是一种间歇性能源，

风速预测存在一定误差，风电场不能

提供稳定的功率，发电稳定性较差。

另外，风电场的功率波动会影响当地

电网的电能质量，产生电压波动和闪

变。因此，大型风电场必须配合传统

的发电站共同控制电网。

2 国内风电场状况

2.1 集中式风电场发展状况

2007 年之前，我国风电场主要使

用兆瓦级以下的定桨定速型风电机组，

累计约 5.906GW。

2007 年以后，金风科技的 1.5MW
变桨直驱型风电机组，华锐风电、东

汽集团的 1.5MW 变桨双馈型风电机

组均研制成功并批量投产。

由于早期的定桨距机组叶片的角

度不能在风速变化时进行相应的调节，

经济效益差，兆瓦级以下的定桨定速

型风电机组的生产比重逐步下降。如：

2011 年以来，新增风电机组以 1.5MW
以上机型为主，兆瓦级以下的定桨距

失速型风电机组已逐步退出。

目前，风电行业主要发展的是更

为先进的变速变桨距兆瓦级机型，主

要采用双馈异步发电机（DFIG）的双

馈型（DF）和永磁同步发电机（PMSG）

的直驱型（DD）。由于成本问题，近

些年来的主流机型一直是双馈机型。

2.2 分布式风电场状况

2012 年以来，因“三北”地区限

电等原因，新增风电装机容量 6 年来

首次未能实现增长，分布式风电场的

建设才开始受到广泛关注。

因分布式发电容量范围一般在

15 kW —10000kW，容量较小 [5]，

如果采用就地消纳及储存并网的方

式，分布式风电场对电网的安全运行

威胁较小。

3 集中式风电场内的机组配置

3.1 风电机组的分类

兆瓦级风电机组从叶轮放置方向

讲，主要可分为两大类 ：垂直轴风电

机组和水平轴风电机组。

因垂直轴风电机组的风能利用

系数 Cp 较水平轴（Cp 理论最大值

59.3%）低，且其风速控制、高架振

动和传动效率低等问题在短期内难以

克服，故本文在讨论兆瓦级风电机组

时，暂不讨论垂直轴风电机组，仅以

水平轴风电机组（HAWT）为讨论对象。

按目前兆瓦级风电技术成熟度分，

3MW 级以下的 HAWT，借用从国外

嫁接过来的成熟技术，发展得还好。

不过，对于 3MW 级以上的 HAWT，
因叶轮加大，重量增加，轴承制造及

实际安装使用寿命等都难以达到要求。

而且一旦发生故障，对电网的冲击影

响较大，且目前其技术尚未成熟。

综 合 估 计，3MW 级 以 上 的

HAWT 不宜大面积推广。本文重点讨

论 3MW 级以下的 HAWT 风电机组配

置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3.2 HAWT风电机组的结构及特点

其典型结构如图 1 所示。 
从图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出，件

号 2 轮毂（Hub）与件号 6 发电机

（Generator）非直接连接，其间有一

件号 4 主齿轮箱。

件号 6 发电机（Generator）一

般有两种 ：一种是采用传统直流电励

磁或永磁同步发电机 ( 以及笼型异步

发电机等 )，另一种是采用交流励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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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化双馈绕线型异步发电机。

目前，兆瓦级的主流风电机组的

结构是没有齿轮箱的直驱永磁同步发

电机和双馈异步发电机。

它们的优缺点如下 [7] ：

直驱永磁同步发电机有如下优点：

（1）由于采用同步电机，控制回

路少，控制比较简单。全功率变流器

采用 SPWM（正弦波脉宽调制）技术

可获得近似标准的正弦波电压电流波

形，谐波性能有很大改善 ; 
（2）由于采用了全功率变流器，

发电机与电网之间是隔离的，故电网

电压的跌落不会直接作用在发电机的

定子上，不会直接影响发电机的运行。

故 PMSG 不需要 LVRT 技术 ;
（3） PMSG 转子上无绕组、电刷、

滑环，因此其维护性强于 DFIG，系

统稳定性高，维护费用低。 
其主要缺点如下 ：  

（1）需要配备全功率变频器，变

频器成本较高，控制系统体积庞大 ；

（2）永磁发电机价格高 ； 
（3）PMSG 励磁不可调，决定

了发电机输出端的功率因数无法控制，

只能通过变流器控制输出到电网端的

电能。频率变换装置虽可以调节功率

因数，但会有高频电流流入电网 ；

（4）要求永磁材料具有很高的稳

定性，而高温以及电枢反应等原因可

能导致永磁材料失磁 ；

采用双馈绕线型异步发电机风力

发电系统，具有如下优点 ： 
（1）变频器功率小，变频损耗小，

变频器成本低，控制系统体积小 ； 
（2）变频控制灵活，具有良好的

调节特性。捕风效能较高 ；

（3）在定子电源频率一定时，通

过改变转子励磁频率就可以实现对转

速的调节，发电机的运行转速既可高

于同步转速，也可低于同步转速，有

利于系统最大限度捕获风能。 
其主要缺点如下 ：  

（1） DFIG 定子侧与电网通过变

压器直接连接，且转子采用双向变

频器，电流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故

DFIG 定子输出电流谐波较大且难以

控制，控制技术复杂 ；

（2）发电机需安装集电环和刷架

系统，DFIG 转子侧有电刷、滑环，

以对励磁电流进行调节，一般半年需

要更换电刷，2 年需要更换滑环。转子

绕组也使得 DFIG 的可靠性比 PMSG
低。 电机维护成本高，频度高 ；

（3） DFIG 定子侧与电网通过变

压器直接相连，转子侧与电网间有双

向变流器进行励磁调节，故只能对发

电机组实施部分调节。在电网电压突

然跌落瞬间，定子磁链不能跟随定子

端电压突变从而产生直流分量，由于

积分量减小，定子磁链不发生变化，

而转子继续旋转，会产生较大的滑差，

从而引起转子绕组的过压、过流。如

果电网为不对称故障的话，因为定子

中出现负序分量导致更大的滑差，会

使转子过压过流现象更严重。过流会

损坏变流器，过压会使绕组绝缘被击

穿，所以对于 DFIG 必须采用 LVRT
技术，低电压穿越能力不如直驱可靠。

3.3 大型风电场中直驱与双馈的配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从电网安全

角度出发，着重考虑发电机组低电压

穿越（LVRT）能力和故障率两方面，

给出一种大型风电场风电机组的新型

配置。

根据大型风电场必须配合传统的

发电站共同控制电网的原则，例如风

火比例 1:1.5—1: 2.2 经验（本文选 1: 
2 比例），匹配的传统的发电站（火电）

并网总容量为 Q1（MW）。

假设大型风电场的风电机组并网

总容量为 Q2（MW），根据风场统计，

可知直驱风电机组与双馈风电机组的

故障停机率分别为 R1 和 R2。
要求当风电场在电压跌至 20% 额

定电压时，风电机组能够维持并网运

行 620ms 的低电压穿越和 3s 内恢复

正常而不解列能力。

求解一种新的直驱与双馈的配置

比为 K1 ：K2，以及风场装机总容量

图1	HAWT风电机组的典型结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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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MW）？

猜想 ：K1 ：K2=80:20，则

Q3= Q2×80%/ R1+ Q2
        ×20%/ R2（MW）

     = 1/2×Q1×80%/ R1+1/2
        ×Q1×20%/ R2（MW）

这样，就可以求出风场建设的

总容量 Q3。为此，还须知道 K1 ：

K2=80:20 的猜想是否可靠，或有一定

的依据。理由如下 ：

（1）电压跌落至 20% 的由来。外

部电网电压陡降 80%，或风场内部风

电机组瞬间解列 80%Q2。
（2）直驱风电机组能在不解列的

情况下完成 LVRT，而双馈风电机组

必须在解列情况下完成。

因此，当外部电网电压陡降 80%
时，风场并网容量 Q2 不允许解列，

此时，Q2 应全部由直驱风电机组承担。

而风场内部风电机组瞬间解列

80%Q2的情况是不允许发生的。那么，

必须有 80%Q2 的容量由直驱风电机

组承担。

又因，20%Q2 容量的双馈机型

可以处于定子解列情况，在一种 0 －

Power 控制模式下，实现了风电机组

不停机穿越电网故障。

综上，本文提出的大型风电场中

直驱风电机组与双馈风电机组的配置

比为（80/ R1）:（20/ R1）。

4 分布式风电场内的机组配置

4.1 分布式风电场的预见

随着国家对孤岛承包的放开政策，

孤岛上淡化水、制备氢气、氧气、电

解海水矿物质等基本生活及化工产业

也将迎来新的发展，而这些都需要充

足的电力，建立孤岛风电场的可能性

日益增强。

4.2 孤岛分布式风电场的配置

因孤岛分布式风电场可用光电储

能及小功率的风电作为辅助电源，基

本上属离网型，且容量较小，对电网

的安全冲击可以忽略。

配置 ：主力风电机组应以抗台风

的直驱兆瓦级风电机组为主，采用直

流输电的方式，辅助电源可来自于光

电储能及小型风电机组作为分布式电

源系统的重要电源组合。

5 结语

（1）分布式风电场考虑电源供应

及电网的稳定性，可以采用小型风电

机组作为分布式电源系统的重要电源

之一，与兆瓦级的风电机组配合发电，

电能进行就地消纳及辅助并网应用。

此时建议兆瓦级的风电采用变桨永磁

发电机组较好 ；

（2）对集中式大型风电场，考虑

并网安全，提出一种新型机组配置方

案 ：直驱风电机组与双馈风电机组的

配置比为（80/ R1）:（20/ R2）。风电

机组故障率 R 需要实时监控和预测 ；

（3）集中式大型风电场的总容量

应与当地并网电网中的传统发电容量

相匹配，出于安全考虑，一般不应超

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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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能源供应日趋紧张和节能

减排的双重压力下，发展利用可再生

的清洁能源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发展共

识。由于风力发电已日趋体现其商业

价值，且相比于其他清洁能源更具有

规模优势，目前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

关注和重视。

我国风电事业在上世纪后期初起

步，在本世纪的前十余年有了突飞猛

进的发展，现今累计装机容量已居世

界第一。在初始发展阶段，由于各大

发电集团出于快速扩张领域的需求，

在风电项目建设过程中，将管理和关

注焦点主要集中在进度的管控上。此

外，风电工程建设人才的紧缺以及相

关单位技术管理人员专业知识不足，

也成为安全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 [1]。

虽然随着风电场建设工程经验的不断

积累和对工程安全要求的重视，安全

施工管理水平有明显抬升，但风电场

建设依然存在各种安全隐患。

2 风电场工程施工存在的主
要安全隐患

我国风电场工程建设施工整体上

保持了良好的安全生产局面，但从风

电场安全管理的实践经验看，目前我

关于风电场工程安全施工管理的探讨
吴云青1，丛静怡2，任远2，安志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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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风电场工程建设安全施工管理仍问题

重重，施工过程存在诸多安全隐患 [2]。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风电机组叶片、塔

架等大型设备的运输、机组吊装和机组

的土建施工是风电施工存在重大安全

隐患的主要环节，也是引发风电事故的

主要原因。图 1 为某发电集团统计近

两年风电工程建设事故分布情况。

2.1 风电机组运输安全

随着我国风电场选址范围的扩展，

云南、贵州等高山地区相继出现诸多

风电场。这些地区气候多变，夏季雷

雨天气、冬季冰冻灾害均较普遍。由

于部分风电场进场道路平均坡度达到

12% 以上，转弯半径也十分有限，运

输单位采取各种方式来提高运输安全

系数，如改造运输车辆、增加起重装置、

使用吊车在转弯处配合、增加转弯处

面积、降低单节塔架长度等。这些措

施在提高运输安全系数的同时也带来

了新的运输安全隐患，容易造成车辆

伤害、起重伤害、高处坠落以及其他

伤害等。

2.2 风电机组吊装安全

风电机组安装主要涉及吊车安

拆和机组吊装两项危险作业。机组安

装所用主吊起重重量一般在 400t －
1000t。在实际作业工程中，由于工作

地点普遍较偏远，工作人员安全意识

比较淡薄，加之山地风电场平整度千

差万别，塔架、机舱、叶片及电气设

备的布置也不尽相同，甚至主吊车和

辅吊车对各个机位无针对布置图，极

易导致施工管理的混乱。另外，由于

赶工期、抢进度，在超过允许吊装风

速时依然进行安装，造成安装螺栓力

矩不足，或者产生共振等现象等。这

些施工安全隐患容易造成的危害主要

有物体打击、车辆伤害、机械伤害、

起重伤害、触电、高处坠落、其他伤

害等。

2.3 风电机组土建施工安全

风电场一般较偏远，工作条件艰

苦，交通不便，导致工期紧张。在风

电机组基础施工过程中，由于单个基

础平均要连续浇筑 12h － 15h，因此

经常需要夜间施工，并且每个机位施

工地点均有变化，现场条件也不尽相

同，导致各种不可预测风险较多。尤

其容易造成机械伤害、摔伤、高处坠落、

坍塌及其他伤害。

3 主要安全生产危险有害因
素分析

3.1 风电场自身环境因素

风电场工程施工作业区域大，管

理人员在数量上很难满足要求，且大

部分在露天空旷场地完成工作，作业

条件恶劣，容易发生伤亡事故。建设

产品固定、施工周期较短，导致施工

作业的环境受到限制，容易发生物体

打击、机械伤害、车辆伤害等伤亡事故；

风电机组安装工程设备体积庞大，操

作工人高空作业较多，容易产生从高

处坠落和触电的伤亡事故 ；各道施工

图1	2010年-2012年风电工程事故分布图

摄影：王建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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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序均有其不同的特性，多工种交叉

作业导致施工现场的不安全因素随时

发生变化，存在安全隐患 [3]。

3.2 建设单位可能存在的安全漏洞

首先，建设单位安全投入不能足

额保证 ；其次，没有相应的应急救援

预案，施工现场安全措施没有落实到

位，建设生产“三同时”不能保证；最后，

风电建设发展过快，建设单位人员数

量和管理经验跟不上发展需求，以及

对风电专业知识的缺乏等导致管理存

在盲点和漏洞，没有形成具有风电特

色的较完善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

3.3 建设监理单位可能存在的安全

漏洞

未按照《安全生产法》要求设置

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或者配置的相关人员

业务水平较低，不能完成安全生产管

理职责。

3.4 建施工单位可能存在的安全漏

洞

建施工单位安全生产事故频发的

主要原因有 ：①安全生产投入不足，

为节省工程造价，片面追求盈利，在

安全生产投入方面大打折扣 ；②未配

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或者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业务水平较低 ；③没有进行安

全培训或者安全培训不合格 ；④不配

备劳保用品 ；⑤特殊作业工种、人员

无持证上岗等，施工人员思想麻痹，

安全生产认识薄弱 [4]。

3.5 安全管理监督力度的不足

我国风电场工程施工领域的安全

管理监督力度不够，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①地方安全监督管理机构

建设难以满足安全管理的现实需要 ；

②安全管理监督的方式、方法缺乏有

效的执行力，个别施工单位应付检查

监督现象明显 ；③对安全管理违规操

作行为缺乏有效的惩罚机制。

4 风电场安全施工管理的加
强措施

针对上述风电场施工过程存在的

安全隐患，应牢固树立“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思想，全员

灌输“大安全”管理理念并建立职业

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4.1 项目开工建设前严格审查

首先，风电项目应先建立质量、

职业健康安全、环境三标一体管理体

系来系统地保证施工安全。一些项目

摄影：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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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首先必须有明确的安全文明施工

措施及正式审批的开工报告。

其次，项目开工建设前应带领各

参建单位到地方安监部门登记申请，

咨询政府及地方的各项条款，及时交

纳农民工安全风险抵押金，保障农民

工的合法权益 ；对施工单位安全资质

条件进行检查，审查安全技术措施和

设备，并确保施工企业队伍中应按照

《安全生产法》的要求配备从事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或者兼职人员 [5]。建设单

位建立起安全生产责任制，对风电场

进行安全评价，寻求安全专业指导，

及时识别、分析、处理安全隐患。

4.2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

深化安全监督管理体制，建立健

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就是要在施工过程

中配备专职的安全管理人员，在现场

施工过程中建立一支以项目经理为第

一安全责任人，以现场安全管理员、

施工项目的技术负责人及施工组长为

成员的项目安全管理领导队伍，其职

责主要是负责项目工程从开工到竣工

全过程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施工企

业还要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要

逐层将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安排到位，

要求相关负责人签订安全责任书，同

时还要对其进行定期培训考核，建立

“奖优罚劣”机制 [6]，制定和完善企业

中的安全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确保

施工安全生产资金及时到位，并确保

安全生产“三同时”的落实。

加强对风电场工程施工安全生产

管理的监督力度，就是要尽快完善风

电场工程市场管理体制，各级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对其法定监管职责要认真

履行，同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

强安全监管力度，依法对风电场工程

市场进行规范化管理，严格按照法定

建设程序来办事，对于挂靠、转包、

违法分包以及违反法定建设程序等的

违规违法行为要严格查处，对于相关

人员要依法严惩 [7]。

建立施工安全生产奖惩机制，根

据“谁主管，谁负责 ；谁出问题，谁

承担责任”的原则，对相关部门领导

和责任人进行处罚，对安全生产工作

中做出贡献的人员及机构进行表彰、

奖励。

4.3 加强教育培训及增加安全科技

投入

施工企业要严格依据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的相关规定，制定一套科学的安

全教育制度 [8]，定期对施工人员尤其是

一线工人进行劳动保护规章制度和安

全知识教育，并加强安全技术培训，保

证劳保发放到人。将施工人员的日常安

全教育工作做好，实行严格的考核制，

考核通过后方可建立档案。特殊工种、

特殊岗位，一定要由经有关部门培训合

格后的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

一些工程项目采取了安全防范系

统，系统主要通过利用科技手段、综

合通信技术、多媒体技术、计算机控

制技术等对升压站进行视频监控。

4.4 加强施工现场安全问题的排查

对于风电场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生

产要加强对其管理，坚持开展检查、

验收和体系审核、评审活动，检查施

工现场围挡封闭是否安全，现场安全

标志、标识是否齐全 ；施工场地、材

料堆放是否整洁明了，各种消防配置、

易燃易爆物品保管是否达到消防要求；

现场治安、宿舍防范是否达到规范 ；

脚手板与防护栏是否规范 ；现场所需

要的施工机械、电气设备和线路是否

都已通过施工负责人组织验收合格后

才投入使用，高空作业是否采用防护

措施、防护措施是否有效可用等 [9]。

在现场施工危险处设立相应的防护设

施或明显警示标志 ；对于不合格、不

安全的行为绝不放过，制定相关纠正

和防护措施来实施控制 [10]。

5 结语

考虑风电场建设的固有特点，结

合风电验收过程中总结的风电场建设

经验，本文针对风电场建设安全隐患

的一些普遍性问题进行了阐述和总结

并尝试给出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总

之，无论采取哪种安全管理措施或者

哪些安全资金投入保障，最核心的是

要增强施工人员的安全生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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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变速恒频风电机组控制技术日趋完善，进而

使机组性能完全处于可控状态，并获得最佳功率输出。变

桨控制系统与变速恒频技术相结合，最终提高了整个风力

发电系统的发电效率和电能质量。

变桨控制系统一方面依据风速的变化实时调节桨距角，

保证在相应控制策略下获取最大能量。另一方面通过载荷

优化控制对整机动态载荷起到优化作用，可实现无冲击并

网 [1]。

本文采用直接转矩控制方式设计加载系统，通过与风

电机组主控及变桨控制系统的有机结合，搭建了风电机组

桨叶扭矩加载试验系统。利用 Blade 仿真软件建立了不同

工况下各种桨叶扭矩的仿真模型。仿真和试验结果表明，

利用本方法可以将不同工况下各种桨叶的扭矩值转化为加

载试验系统中电机的扭矩值，供实际工程运用中桨叶载荷

分析、研究及变桨控制系统性能验证作参考。

1 桨叶扭矩加载试验系统结构

1.1 桨叶扭矩加载系统结构框图

风电机组桨叶扭矩加载系统主要由电源、控制系统和

仿真软件、加载调速柜、加载电机、扭矩仪、变桨电机、

变桨控制柜、风电机组主控等组成。图 1 为风电机组桨叶

风电机组桨叶扭矩加载试验浅析
史晓鸣，廖赖民，翁海平

（风力发电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杭州	310012）

摘 要 ：桨叶在不同工况下的扭矩是变桨控制系统在驱动过程中的关键，直接影响变桨控制系统的性能。本文利用动量—叶素

理论，通过Blade仿真系统得到了不同工况下桨叶扭矩的最大值和最小值。运用直接扭矩控制方式搭建了加载试验系

统。通过以上两者的结合提出了风电机组桨叶扭矩加载试验方法，其试验结果和实现过程为工程运用中桨叶载荷分析、

研究及变桨控制系统性能验证作参考。  

关键词 ：桨叶扭矩 ；动量—叶素理论 ；直接转矩控制 ；加载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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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Loading Method for Wind Turbine Blade Torque 
Shi Xiaoming, Liao Laimin, Weng Haipi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Wind Power System ,Zhejiang Windey Co., Ltd., Hangzhou, Zhejiang 310012, China)

Abstract: The torque of Blade under different load case is critical in pitch 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driving, which impacted on the 

performance of pitch system directly. In this paper, using the momentum-Blade theory, the maximum and minimum value of Blade 

torque is obtained under di�erent load case by Blade simulation system. �e loading test system was built through the direct torque 

control mode. A wind Blade torque motor unit loading test system is propos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the above two points, which 

test results and the realization process for analyzing of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of Blade load and validation of pitch control system 

performance as reference.
Keywords: Blade torque; momentum-Blade theory; direct torque control; loading method of tor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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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矩加载系统的结构框图。

正常工作状态下，电源负责给各设备供电。控制系统

和仿真软件模拟通过建立不同桨叶在不同工况下的模型并

计算出相应的数值给别给风电机组主控及加载调速柜发送

相应的控制指令。风电机组主控以通信方式实现对变桨电

机的控制，主要控制方式为桨距角和变桨速率 [2]。加载调

速柜由一套变频交流调速系统组成 [3]，通过全数字 DTC 直

接转矩控制方式实现对加载电机负载的控制。加载电机为

一台交流测功机构成，用于模拟桨叶不同工况下的扭矩。

扭矩仪将实际值反馈给控制系统，实现闭环控制。

1.2 桨叶扭矩加载试验流程

1.2.1 Blade 参数配置

在 Blade 仿真系统参数配置过程中，对机组功率、偏

航角度、桨叶长度、各种工况等参数进行相应的设置。

1.2.2 变桨电机的驱动

风电机组主控根据 Blade 系统中不同桨叶的不同工况，

响应不同的桨距角与变桨速率。该信号通过 Canopen 通信

方式由风电机组主控发送给变桨控制柜，变桨柜按照内部

程序驱动变桨电机动作，变桨电机的位置及转速经旋转编

码器实时反馈给控制系统，以实现对变桨电机的精准控制。

1.2.3 加载验证

扭矩加载过程如下 ：

（1）各种桨叶在不同工况下经 Blade 系统计算得出的

扭矩值由倍福控制系统以 Canopen 通信的方式发送给加载

调速柜 ；

（2）加载调速柜采用全数字式直接转矩控制系统实现

对加载电机的控制 ；

（3）扭矩加载值通过扭矩仪反馈到控制系统中形成闭

环控制 [4] ；

（4）加载电机的转速经测速仪器反馈到控制系统中，

从而实现对加载电机的恒转速控制 ；

（5）变桨电机与加载电机通过机械方式连接在一起，

这样变桨电机依照风电机组主控的给定拖着加载电机运行 ；

（6）加载电机在工况变化时，加载扭矩值可实现无扰

动切换，从而实现了桨叶扭矩的加载试验方法。

2 扭矩加载试验系统原理

2.1 控制系统桨叶扭矩计算原理

叶素理论的出发点是将风轮叶片沿展向分成许多微段，

该微段称为叶素。将作用在每个叶素上的力和力矩沿展向

积分，以求得作用在风轮上的力和力矩。作用在风轮平面

dr 圆环上的轴向力可表示为 ：

                       
                                                                              

（1）

作用在风轮平面 dr 圆环上的转矩表示为

                      
                                                                              

（2）

基于普朗特叶尖损失修正因子下法向力系数及切向力

系数的求法如下 ：

                                   （3）
                                                  （4）

                        
                                                                              

（5）

                                                                   （6）
这样通过求出轴向诱导因子 a 和轴向诱导因子 b，就

可以得出叶素处入流角 Φ，进而得出迎角 α，就可根据翼型

空气动力特性曲线得到叶素的升力系数 Cl 和阻力系数 Cd，

最终求出 dT、dM，积分后即可得出 T、M 值。

轴向诱导因子 a 和轴向诱导因子 b 的推倒公式，考虑

到普朗特叶尖损失修正因子 [5] ：

                      
                                                                              

（7）

                     
                                                                              

（8）

               
                                                                              

（9）

                          
                                                                            

（10）

其中 ：B—叶片数 ；ρ—空气密度 ；c—叶素剖面弦长 ；

V0—叶素处合成气流速度 ；V1—风轮前来流速度 ；Cn—法图1	风电机组桨叶扭矩加载系统的结构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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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力系数；Ct—切向力系数；C1—升力系数；Cd—阻力系数；

χ—风轮锥角；θ—几何扭角；R—风轮半径；r—风轮平面 r 处。

2.2 直接扭矩控制系统分析

为了适应变桨控制系统需要快速响应大惯量运动控制

系统的特性，本系统采用数字式 DTC 系统。DTC 系统主

要采用定子磁链和转矩模型实现对电机的加载控制。

定子磁链模型采用 3/2 坐标变换 ：

        
                                                                            （11）

        

                                                                            （12）

结合电压方程，经移项、积分后得出定子磁链模型方

程为 ：

                          ψsα=∫(usα-Rsisα)dt                           （13）
                          ψsβ=∫(usβ-Rsisβ)dt                           （14）
其中：ψsα—α 坐标下定子磁链；usα—α 坐标下定子电压；

Rs—定子绕组电阻 ；isα—α 坐标下定子电流 ；ψsβ—β 坐标下

定子磁链 ；usβ—β 坐标下定子电压 ；isβ—β 坐标下定子电流。

转矩模型由异步电机转矩方程可得 ：

                      Te=np (isβ ψsα-isαψsβ)                           （15）
其中 ：Te—电磁转矩 ；np—电机极对数 ；isβ—β 坐标下

定子电流；ψsα—α 坐标下定子磁链；isα—α 坐标下定子电流；

ψsβ—β 坐标下定子磁链。

考虑到电路的磁滞性，定子磁链模型运用带有滞环的

双位控制器 ΑΨR 作为定子磁链调节器，转矩模型运用带

有滞环的双位控制器 ATR 作为转矩调节器，它们的输出分

别为定子磁链幅值偏差 ΔΨs 的符号函数 sign（ΔΨs）和转

矩偏差 ΔTe 的符号函数 sign（ΔTe）。

定子磁链 Ψs* 与实际转速有关，P/N 为给定转矩极性

鉴别器。P/N=1 时，表示期望的电磁转矩为正 ；P/N=0 时，

表示期望的电磁转矩为负。

通过将定子磁链矢量空间按照控制器输出 P/N、磁链

幅值偏差 ΔΨs 的符号函数 sign（ΔΨs）、转矩偏差 ΔTe 的符

号函数 sign（ΔTe）划分为不同的磁链扇区，实现对加载电

机的转矩大小及方向的快速和准确的控制 [6]。

 

3 仿真结果及分析

利用 Blade 软件，通过参数的设置对各种桨叶在不同

工况下的扭矩值进行了数字仿真试验。下表 1 为 77、82、
88 桨叶在不同工况下 Mz 极性载荷。

从表 1 中得出，这三种桨叶的最大 Mz 值为 77 桨叶在

“dlc6.2f1”风况下产生的 106.3kNm 折算到变桨电机侧为

79.72Nm 与实际工程运用中 1.5MW 机组变桨电机最大扭

矩值相近。

图 3 为特定工况下，77、88 桨叶在额定风速时，桨角

从 0°－ 90°变化时的加载系统扭矩仿真波形图。从图中看

出 ：在 0°－ 90°内扭矩加载值随着桨角的增大而有减小的

趋势。

4 试验验证

根据所提出的桨叶扭矩加载试验方法，以工业控制计

图2	数字式直接转矩控制系统原理框图 图3	额定风速下仿真系统与加载电机响应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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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倍福控制模块及 VC 编程监控软件组成控制系统，

采用 CIMR-HB4A0150 变频器为调速柜核心，运用三相异

步交流测功机为加载终端，利用 1.5MW 变桨控制系统为辅

助设备，结合 HBM  T40 扭矩仪、光电编码器等扭矩、转

速反馈器件，构建了该加载试验系统。

试验三相异步交流测功机参数如下 ：

额定功率 ：55kW ；额定电压 ：3*380V ；额定转速

/ 频率 ：1480r/min/50Hz ；额定扭矩 ：355N.m ；加载特

性 ：0 － 1480r/min/50Hz ；恒 扭 矩 ：355N · m，1480r/
min/50Hz － 2960r/min/100Hz ；恒功率 ：55kW ；测量范

围 ：0 － 500N · m ；测量精度 ：±0.4%F · S。 
图 4 为特定工况下，77、88 桨叶在额定风速时，模拟

桨叶从 0°－ 90°旋转 90°加载系统响应波形。

从图 4 中可以看出，本加载系统的实际加载值与控制

系统的给定值之间的变化趋势保持一致，并将给定值比较

准确地反应到加载电机上，验证了本系统加载工况可以跟

随控制系统给定指令的变换，实现扭矩加载的快速跟随。

5 结论

基于叶素理论的 Blade 仿真得出了不同工况下桨叶

Mz 最大值和最小值，并通过直接转矩控制加载系统准确地

反馈到加载电机上。通过二者的有机结合，本文提出了风

电机组桨叶扭矩加载试验方法，其试验结果及分析实现过

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实际运用价值，可供工程运用中桨

叶扭矩的分析、研究及变桨系统性能验证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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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工况下的桨叶Mz极值

名称 Mz 载荷状况
Mx

kNm

My

kNm

Mxy

kNm

Mz

kNm

77-1A TMT
Max dlc6.2k1 -3306.9 171.2 3311.4 91.4

Min dlc6.2f1 3286.7 -472.0 3320.4 -106.3

82-1A TMT
Max dlc6.2k1 -3731.9 -570.7 3775.3 106.2

Min dlc6.2f1 3927.9 -504.4 3960.1 -105.6

88-3A TMT
Max dlc8.2ag8_f 1017.7 -1819.3 2084.6 54.4

Min dlc1.6j2 1806.2 4813.6 5141.3 -60.0

图4	某工况下桨叶模拟旋转90°加载系统响应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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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采用齿轮驱动的偏航系统时，为避免振荡的风向变化，

引起偏航轮齿产生交变载荷，应采用偏航制动器（或称偏

航阻尼器）来吸收微小自由偏转振荡，防止偏航齿轮的交

变应力引起轮齿过早损伤，此即偏航制动器的定位工况 [1]。 
图1为偏航制动器的剖视模型，偏航制动器通常由卡钳壳体、

活塞与摩擦片三部分组成。摩擦片是由摩擦材料与背板两

部分组成，如图 2 所示。针对偏航制动器的工作条件，通

常选用在工作温度下摩擦系数稳定且耐磨的工程材料作为

偏航制动器摩擦材料。

为避免风电机组在偏航过程中产生过大的振动而造成

整机的共振，偏航系统在机组偏航时必须具有合适的阻尼

力矩。阻尼力矩的大小要根据机舱和风轮质量总和的惯性

力矩来确定。只有在阻尼力矩的作用下，机组的风轮才能

够定位准确，充分利用风能进行发电 [1]。对于采用了偏航

制动器的风电机组，需要借助液压驱动装置使摩擦片以一

定的压力压紧偏航刹车盘（以下简称刹车盘），进而利用两

者之间的摩擦力来分别实现机舱定位工况所需的制动力矩

与偏航工况所需的阻尼力矩。

偏航制动器提供的阻尼作用确保了机组的准确定位，

但是这种阻尼作用不可避免地造成摩擦片上摩擦材料的磨

损，摩擦材料磨损耗尽之时，摩擦片底部的钢板就会与刹

车盘直接摩擦。为了保证摩擦片的工作寿命达到设计要求，

刹车盘的摩擦表面经过精加工，粗糙度要求很高。如果摩

擦片底部钢板与刹车盘表面直接摩擦，会快速损伤刹车盘

偏航制动器摩擦片工作寿命预估
方法探讨

康涛，李英昌

（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北京	100039）

摘 要 ：针对风电机组中偏航系统采用的盘式制动器的维护问题，本文通过介绍制动器摩擦片工作寿命的理论计算方法与磨损

试验预估方法，并结合制动器磨损试验数据，对两者两种方法进行对比，总结出更贴近风电机组偏航工况的计算方法，

从而为偏航制动器的现场维护工作提供参考，有效避免偏航刹车盘损伤事故的发生。

关键词 ：风电机组 ；摩擦片 ；工作寿命 ；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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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ussion of Service Life Prediction of Yaw Brake Pads
Kang Tao, Li Yingchang

(Guo Dian United Power Technology Co., Ltd., Beijing 100039, China)

Abstract: �is paper focused on disk brake maintenance in yaw system of wind turbines. It described the theoretical calculation method of 

brake pad’s service life and the prediction method of brake pad's wear test. It compared the two methods with the data of yaw 

brake wear test. It also summarized the proper calculation methods to provide reference to brake pad's maintenance help avoid 

brake disc accidents.
Keywords: wind turbine; brake pad; service life; w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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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摩擦表面，甚至使刹车盘失效，不得不更换刹车盘。因此，

为了有效保护刹车盘摩擦表面免受意外损伤，并避免因更

换刹车盘而产生的昂贵成本，需要根据摩擦片工作条件下

（工作条件指刹车盘的摩擦表面未被损伤时的工况）的寿命

预估，合理安排偏航制动器的维护周期。相同工况下，摩

擦片工作寿命主要受摩擦材料自身特性—磨损率 α 影响。

首先，介绍摩擦片寿命的理论计算方法，以及通过磨损率

对摩擦片工作寿命产生影响的几个因素 ；然后，根据磨损

试验的结果数据说明摩擦片预估寿命的计算方法，并与理

论寿命进行对比 ；最后，总结摩擦片寿命预估对于风电机

组维护的意义。

1 摩擦材料磨损率的影响因素

刹车盘材质通常采用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或球墨铸铁，

表面硬度高于摩擦材料。因此，偏航工况下的摩擦过程主

要是摩擦材料的表层材料被刹车盘表面的微观凸起切削成

粉末，然后脱离摩擦材料，此即摩擦材料的磨损过程。磨

损率是指特定工况下，单位摩擦功所造成的摩擦材料磨损

量，表征特定工况下摩擦材料的耐磨性，并可以通过磨损

率计算出摩擦片在特定工况下的理论工作寿命。

以某树脂基摩擦材料为例，说明通过磨损率计算摩擦

片偏航工况下工作寿命的理论计算方法。已知条件为 ：

偏航系统油压 P ：45bar ；偏航制动器活塞直径 D ：

90mm；活塞数量q：4；摩擦系数µ：0.36－0.44；偏航速度k：
16mm/s ；磨损率 α ：30cm3/GJ（偏航工况）；摩擦材料体

积 V ：132cm3 ；摩擦材料密度 ρ ：2.1—2.5g/cm3。

摩擦片与刹车盘之间的摩擦力计算公式如（1）式 ：

                      
                                                                              

（1）

摩擦材料全部磨损所耗的摩擦功计算公式如（2）式 ：

                                                           （2）
其中，T 为摩擦片的工作寿命。

摩擦功与磨损率的关系式如（3）式 ：

                               
                                                                              

（3）

综合（1）、（2）、（3）式可得，摩擦片理论工作寿命计

算公式为 ：

                  
                                                                              

（4）

将已知条件代入（4）式，可得摩擦片的理论工作寿命

为 4715h － 5763h。一年中的偏航工况约耗时 876h，则

该摩擦片理想条件下可使用 5.4 － 6.6 年。

磨损率是摩擦材料的自身特性，但是并非固有特性，

磨损率会随着载荷、温度、速度与刹车盘表面粗糙度等工

况参数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进行摩擦片工作寿命理论计

算时，必须使用对应工况下的磨损率数值。下面介绍影响

磨损率的几个主要工况参数。

1.1 载荷

载荷增大会引起摩擦力增大，进而引起温升。载荷增

大还会使轻微磨损变为严重磨损。轻微磨损转化为严重磨

损是由于弹性接触转化为塑性接触的结果 [2]。 偏航工况下，

摩擦片的磨损通常发生在重载荷的间歇性作用下，同时偏

航速度很小。因此，摩擦副温升不大，摩擦材料自身性质

并未发生变化，摩擦材料与刹车盘之间的摩擦系数一般相

对稳定地保持在 0.35 － 0.5 之间。某树脂基摩擦材料的磨

损试验数据如图 3 所示。

1.2 温度

摩损率对温度敏感，温升（相对于摩擦初始的温度）

会引起材料自身性质和力学性能等发生变化，会影响材料

图1	偏航制动器剖视模型

图2	摩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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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磨损性能。所以，温升对摩擦材料的磨损影响很大，过

高的温升甚至会引起刹车盘材质的性质变化。温度影响摩

损率主要体现在材料的力学性能，包括拉伸强度和应变、

硬度、剪切强度等。总之，温度升高会引起材料的宏观、

微观结构和自身特性的变化，其对摩损率的影响不容忽视。

对于摩擦片而言，由于偏航速度通常很低，偏航工况下的

摩擦副温升相对摩擦初始温度（即环境温度）而言并不大。

所以，摩擦材料摩损率在偏航过程中的波动不大。图 4 是

某树脂基摩擦材料的摩擦系数与温度的关系曲线，曲线显

示该树脂基摩擦材料的摩擦系数对于温度的稳定性可以保

持到 300℃左右，远高于偏航工况下的摩擦副温度。

1.3 速度

偏航速度对磨损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温升来发挥作用

的。偏航速度越高，摩擦材料与刹车盘之间的相对滑动速

度越高，高速滑动引起的摩擦生热会使摩擦副的温度迅速

升高，进而改变摩擦材料自身性质与力学性能，从而改变

摩擦材料的磨损率。偏航过程中不同工况下的速度虽然不

等，但都是在低速下运行的。因此，偏航工况下，摩擦片

摩损率的波动很小。

2 磨损试验

磨损试验的目的是通过尽可能模拟摩擦片在偏航工况

下的磨损情况，根据一定时间内摩擦材料的磨损量，预估

摩擦片的工作寿命是否能满足设计要求。磨损试验通常在

磨损试验台（如图 5 所示）上进行，液压站给偏航制动器

供油，使制动力达到偏航工况载荷，通过动作油缸推拉模

拟制动盘，推拉速度控制在偏航速度左右，单向行程控制

为单次偏航行程，如此往复推拉，模拟风电机组的偏航工况。

摩擦片工作寿命的预估方法是将磨损试验前后的摩擦

材料质量的差值与摩擦材料初始质量的比例关系，映射到

磨损试验耗时与摩擦片工作寿命的比例关系上，从而得到

摩擦片的预估工作寿命。下面以理论寿命计算中所提树脂

基摩擦材料的磨损试验为例，进行说明。

磨损试验工况模拟偏航工况（与摩擦材料理论寿命

计算工况相同），推拉速度 k ：16mm/s ；摩擦片初始质量

M0 ：2135.7g ；试验后质量 M1 ：2112.4g ；摩擦材料初始

体积 V ：132cm3 ；摩擦材料密度 ρ ：2.1 － 2.5g/cm3 ；试

验总耗时 t ：1294500s。摩擦材料预估工作寿命与磨损试

图3	某树脂基摩擦材料摩擦系数与比压关系曲线图

图4	某树脂基摩擦材料摩擦系数与温度关系曲线图

图5	磨损试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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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前后质量差的关系式如下 ：

                        
                                                                              

（5）

由（5）式可得，摩擦材料的预估工作寿命 T 为

15400660s － 18334120s，约合 4278h － 5093h，按照每

年偏航 876h 计算，则摩擦片预计可使用 4.88 － 5.81 年。

摩擦片的预估寿命之所以比理论寿命短，是由于为了缩短

试验时间，磨损试验的磨损过程是持续不间断的，持续的

磨损使试验工况比间歇性的偏航工况更恶劣，试验过程中

的摩擦副的温升比偏航工况高，造成摩擦材料磨损率增大，

磨损加剧，因而预估寿命比理论寿命短 10% － 12%。

3 总结

虽然磨损试验尽可能地模拟了风电机组的偏航工况，但

与实际偏航工况仍然存在一定偏差。实际偏航工况下的载荷

条件比磨损试验复杂得多，也更恶劣，使预估寿命高于偏航

工况下的工作寿命；偏航工况的间歇性特点使摩擦副的温升

比磨损试验低，减小了预估寿命与工作寿命的差距。

因此，计算预估寿命的磨损试验方法虽然不能得到准

确的偏航制动器摩擦片工作寿命，但可以为偏航制动器摩

擦片的维护工作提供具有实际意义的参考依据，比摩擦片

寿命理论计算方法更具可靠性和参考意义，并且未来可以

通过优化试验方法进一步提升预估寿命与工作寿命的贴近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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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风力发电领域，为了提高风能利用率及电能质量，

广泛采用变频调速的传动形式。现代大型风电机组普遍采

用的 PWM（脉冲宽度调制）变频器，既带来了动态响应快、

调节精度高等优点，但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比如变频器在风电机组传动系统上产生高频轴电压。

轴电压是非常有害的，轴电压传导至双馈发电机，可

以导致发电机轴承油膜放电击穿，使发电机轴承产生搓衣

板纹，如图 1 所示，造成机组振动过大和轴承逐步失效 ；

轴电压向前可通过联轴器（或联轴器的寄生电容，通过容

性耦合传导）传导到齿轮箱，使齿轮箱的轴承也发生电腐蚀，

如图 2 所示，最终造成轴承失效 ；轴电压向后传导可损坏

发电机速度编码器。对于齿轮箱、发电机这类大部件，由

于安装在距离地面近百米高的机舱上，空间受限，人员不

便到达，大型机械设备更换困难，一旦发生损坏，造成的

维护费用将非常高昂。

轴电压是当前风电领域的热点问题，一部分早期投运

风电场随着机组并网运行时间的增加，逐渐爆发了批次性

齿轮箱、发电机轴承故障，需现场更换轴承等部件。昂贵

的吊装费用、维修工时费、配件成本费、机组停机电量损

失让风电运营企业和机组制造厂商都深感压力巨大。因此 ,
我们必须对轴电压采取抑制措施，使其在轴承上产生的损

害降低到可以接受的范围，保证风电机组在 20 年设计寿命

双馈风电机组传动系统高频轴电压抑制
技术开发及应用 

叶林1，赵燕峰2

（1.	华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100036；2.	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风电事业部，湖南	株洲	412001）

摘 要 ： 针对双馈风电机组高频轴电压的特点，本文概述分析了高频轴电压产生的原理和造成的危害，详述了对高频轴电

压的抑制措施，并在风电场推广应用，实践验证了高频轴电压综合抑制技术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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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 Method to Suppress High-
frequency Shaft Voltage in Doubly-fed Wind Turbine Driv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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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ause of high-frequency shaft voltage and its related harm in doubly-fed wind turbine architecture. 

Measures to suppress the high-frequency sha� voltage are detailed and put into practice in pilot wind farms. �e e�ectiveness of the 

measures are approved by �eld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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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安全、可靠的运行。

1 高频轴电压的产生及危害

由于风电机组变频器采用 PWM 的调制方式，功率器

件在快速开关时刻不可避免地产生电压尖峰，该尖峰的电

压变化率 (dv/dt) 极高，可超过 3000V/µs，该尖峰电压对

应的频率约为 1MHz[1]，可以轻易地通过传动系统的寄生电

容、寄生电感耦合至电机的轴，再传导 ( 或通过绝缘层容性

耦合 ) 至轴承的内圈，击穿油膜后传导至轴承外圈，外圈通

过传导（或通过容性耦合）与地形成回路，产生高频轴承

电流。由于油膜被高频轴电压击穿时，击穿点面积非常小，

致使电流密度非常大，在击穿点局部产生极高的温度，使

其金属分子熔融或直接蒸发。如此长期逐渐积累，在轴承

上形成肉眼可见的搓衣板纹，最终导致轴承失效 [2]。

在采用 PWM 变频器驱动的发电机系统中，共模电压

的高频成分通过电机的寄生电容耦合至电机的旋转轴上。

大型双馈电机寄生参数分布如图 3 所示。

在轴承未采用绝缘措施的发电机上，轴承的内圈套在

轴上，内圈与轴等电位。轴承外圈与发电机端盖相连，端

盖被固定在机座上，而机座与系统零电位点相连或直接接

地，此时，在轴承的内外圈之间形成了电位差 , 其产生的轴

电压波形如图 4 所示。

润滑油在轴承旋转过程中会产生油膜，所形成的寄生

电容记为 Cb，如图 5 所示，Cb 电容值大小主要受油膜厚

度的影响，而油膜的厚度由油脂的特性、电机的转速及油

脂的温度等因素决定。风电机组在高空摆动情况下将造成

轴承油膜不稳定，一旦 Cb 上的电压高于油膜能承受的电压

时，油膜被击穿，Cb 内存储的电荷通过极小的击穿点导通

放电，在轴承滚道表面微小的金属面上产生极高的电流密

度，瞬间产生极高的热量使放电点的金属熔化，形成凹坑，

如图 6 所示。随着风电机组运行时间的不断增加，由于高

频轴电压击穿油膜放电而持续形成的轴承表面凹坑不断增

多，破坏轴承内圈、滚动体、外圈的光洁度，逐渐积累形

成了滚动体表面肉眼可见的搓衣板纹，最终导致轴承由于

游隙过大、振动过大、温升过高等因素失效。

双馈风电机组传动系统高频轴电压如果不能被有效

抑制，振动超限、轴承电腐蚀损坏等传动系统机械故障必

将大面积爆发，给风力发电运营企业造成巨额的吊装费

用、维修费用和停机电量损失，严重影响风电场的安全生

产运营。

2 高频轴电压的抑制

当前国内外对于轴电压抑制主要措施有 [3] ：（1）变频

器输出端，加装 dv/dt 电感、dv/dt 滤波器、正弦波滤波器、

图1	某型双馈发电机电腐蚀后的驱动端轴承

图2	某型双馈机组齿轮箱轴承电腐蚀

图3	大型双馈电机寄生参数分布

图4	某型双馈机组满功率下的轴电压（横轴：时
					间，800uS/div；纵轴：电压幅值，20V/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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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模电抗器等，其电路结构如图 7 所示 ；（2）变频器采用

特殊的调制算法或共模滤波器，如图 8 所示 ；（3）特殊电

缆（如屏蔽电缆等）和布线模式 ；（4）绝缘轴承 ；（5）低

阻抗油脂 ；（6）陶瓷混合轴承 ；（7）对转子进行电磁屏蔽 ；

（8）绝缘耦合 ；（9）旁路接地。

上述 9 种方案，第一种由于体积较大，工程难度较难，

成本较高，不适合对已投运风电机组进行改造 ；第二种方

案需改变变频器控制算法，其负面影响是谐波含量将上升，

直流电压利用率大幅下降，也不适用于已投运风电机组的

改造 ；第三种方案虽较容易实施，但抑制效果有限，不能

将轴电压降低到保证传动系统轴承安全的程度 ；第四种方

案，轴承的绝缘层必须足够厚，才能将寄生电容降低到足

够低，使通过容性耦合传导的轴电压降低至满足要求，受

限于当前工艺技术水平，轴承的绝缘层厚度尚无法达到要

求 ；第五种方案低阻抗油脂虽然能对轴电压提供旁路通道，

保护轴承，但其本身的润滑效果较差，将严重缩短轴承使

用寿命 ；第六种方案使用陶瓷球轴承，缺点是陶瓷球轴承

过于昂贵 ；第七种方案对转子进行电磁屏蔽，这对于已投

运机组来说，无法现场改造 ；第八种方案可使用绝缘端盖

将转子绝缘起来，切断轴电压形成回路的通道，但对于已

投运风电机组的改造有一定的难度，是可行方案之一 ；第

九种是采用轴承端接地，在轴承的内滚道和外滚道之间创

造一条低阻抗通路，对轴承进行旁路，轴电压不经轴承传导，

就能避免轴承发生电腐蚀。

分析关于轴电压抑制的几种方案后，吸收各方案的优

点，根据双馈风电机组传动系统轴电压产生、传导的原理，

立足于对现已投运风电机组进行整改的可行性和轴电压抑

制的有效性，再综合考虑成本等因素，本文创新性地提出

了高频轴电压综合抑制措施，其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

（1）变频器输出端安装共模抑制磁环 ；

（2）发电机驱动侧的轴承端安装接地装置 ；

（3）发电机更换轴承绝缘端盖、更换高绝缘等级联轴

器万向节等措施。

在变频器输出端安装共模抑制磁环，对共模电流产生

高频阻抗，从源头抑制传动系统高频轴电压的产生。在发

电机驱动侧的轴承端安装滑环和碳刷，对其进行接地，如

图 10 所示，发电机机端的轴电压就通过接地回路而旁路，

不再经过联轴器传导或通过其寄生电容耦合到齿轮箱，齿

轮箱轴承得到保护。对发电机轴承端盖采取绝缘措施，将

原来不绝缘的发电机端盖更换为绝缘端盖，从电路上切断

了轴电压经发电机轴承形成回路的路径，没有高频轴电流

从轴承上流过。另一方面，通过加强联轴器万向节、速度

编码器接线等部件的绝缘等级，有利于切断高频轴电压传

导回路，保护部件不被击穿放电。发电机轴承绝缘端盖如

图5	轴承等效电容

图6	轴承放电后形成的电腐蚀（放大10000倍）

图7	采用dv/dt滤波器抑制轴电压

图8	采用共模电抗器抑制轴电压



Technology | 技术

2013年第07期  73  

图 9 所示，对其进行耐压试验，要求其绝缘电压足够高，

机械强度足够大。

本抑制方案通过多方面综合抑制了传动系统高频轴电

压，经大量试验、反复验证，对抑制装置进行了多次优化，

保证轴的温升、轴承的温升、驱动端和非驱动端轴承接地

装置之间的环路电流、驱动端接地装置电流、非驱动端接

地装置电流等都在安全范围内，同时经样机长时间试点考

核、确认方案的安全性、有效性后，最终大规模推广应用，

取得了显著整改效果。采用本方案，整改前后某一台双馈

风电机组轴电压如图 11（改前）和图 12（改后）所示。根

据近 300 台风电机组的整改应用表明，轴电压典型峰峰值

已由整改前的 150V 降至约 5V，传动系统轴电压情况得到

了明显的改善。对抑制后的轴电压进行分析，其主要频率

成分已由未抑制前的 600KHz － 900KHz 降低至 15KHz-
18KHz，高频成分明显减少，且在测试中未再发现轴承油膜

击穿放电的典型波形，齿轮箱和发电机的轴承得到了有效

保护。

图9	双馈电机的绝缘端盖

图10	双馈电机轴接地

摄影：胡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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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整改前后轴电压数据

风电机

组编号
发电机编号

驱动端轴电压 /V 非驱动端轴

电压 /V整改前 整改后

1 ＃  0109-2009 107 2.8 2.04

3 ＃  0212-2010 82.4 6.22 5.24

5 ＃  0115-2009 115 5.96 2.09

6 ＃  0090-2009 132 4.6 4.95

8 ＃  0068-2008 112 5.74 3.74

9 ＃  0112-2009 144 13.4 3.64

10 ＃  0118-2009 122 2.32 1.64

11 ＃  0089-2009 155 6.3 1.04

14 ＃  0103-2009 132 2.31 1.8

15 ＃  0114-2009 110 3.5 1.16

17 ＃  0026-2008 143 3.6 16.1

18 ＃  0226-2010 161 4.6 5.38

20 ＃  0095-2009 114 5.76 5.34

23 ＃  0066-2008 115 4.06 1.16

24 ＃ 0213-2010 146 4.5 2.3

26 ＃ 0225-2010 198 4.84 10.5

驱动端平均轴电压：130.5（峰峰值，整改前），5.03V（峰峰值，

改后）；非驱动端平均轴电压：4.26V（峰峰值）。

3 双馈机组高频轴电压抑制的推广应用

针对风电场批次性出现的发电机和齿轮箱的轴承损坏

故障，通过梳理故障情况和大量工厂试验测试，深入研究

了双馈风电机组传动系统轴电压的产生原理、轴承电腐蚀

原理、轴电压传导回路及回路特性等问题，并从 2011 年 6
月开始试验室模拟风电机组的各种工况，对比各种抑制方

案的优缺点，初步形成了传动系统轴电压综合抑制方案。

2011 年 10 月在辽宁某风电场 1 号机组上进行试点整

图13	整改前后驱动端轴电压对比

图11	整改前轴电压波形

图12	整改后轴电压波形

改验证，一个月后，又扩展到该风电场 4、22、30 号风电

机组。经过各种工况下、不同品牌发电机的实践试点运行

近一年时间，以及多次进行方案优化，考核包括温升、电

气、振动等测试数据全部满足安全要求，传动系统轴电压

大幅下降，高频成分明显减少，整改效果显著，于 2012 年

10 月在内蒙古某风场进行了首次批量整改，整改前后轴电

压数据如表 1 所示。

从整改效果看，机组轴电压峰峰值均出现了大幅降低，

机组传动系统故障率显著下降，轴承寿命显著增长，整改

后机组在近期未再发生轴承电腐蚀失效故障，取得了良好

的整改效果，通过实践进一步证明了传动系统高频轴电压

综合抑制技术及其理论的科学性，对风电行业技术的发展

做出了有益探索和贡献。随着实践的深入，该项技术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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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还将更广泛的应用于其他品牌、全序列功率等级的双

馈风电机组，也可推广至其它类型风电机组的轴电压抑制，

如采用鼠笼异步电机的全功率变频风电机组和采用双 PWM
变频器的永磁 / 电励磁全功率风电机组等，提升机组运行可

靠性，降低设备故障率，减少检修维护成本，增加风电场

经营效益，有效提高风电场生产管理水平。

4 结语

当前我国风力发电行业迅速发展，但技术基础薄弱，

只有不断提高机组的可靠性，降低机组维护成本，才能确

保风电场安全生产运营，并在复杂多变的政策形势和激烈

的行业竞争中居于领先地位。

解决双馈机组与生俱来的高频轴电压问题，降低传动

系统故障次数，延长轴承寿命，在风力发电行业具有广阔

的应用前景，对夯实风电场安全生产基础、提升运营水平、

创建一流企业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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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严重，世界各国

争相发展可再生新兴能源，我国长期规划明确支持“研究

开发大型风力发电设备”，风电装备由此得到了迅猛发展。

在风电迅猛发展的同时，风电机组高额的运行维护成本影

响了风场的经济效益。风场一般地处偏远、环境恶劣，并

且机舱位于 70m 至 90 m 以上的高空，给机组的维护维修

工作造成了困难，增加了机组的运行维护成本。对于工作

寿命为 20 年的机组，运行维护成本估计占到风场收入的

10% － 15% ；对于海上风场，用于风电机组运行维护的成

本高达风场收入的 20% － 25%。高额的运行维护费用增加

基于数据挖掘风力发电设备故障远程
诊断研究
叶盛，李龙，胡旭馗

（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风电事业部，湖南	株洲	412001）

摘  要 ：为保证维护风电场大型风电机组安全、可靠、经济和优化运行，本文提出了一个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风电机组在

线状态监测与故障远程诊断系统。介绍了数据挖掘故障诊断系统的硬件、软件体系结构、网络技术及特点，举实

例说明应用的实用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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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te  Diagnosis  Research of  Wind  Power Generation Equipment 
Faults Based on Data 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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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 Zhuzhou Electric Locomotive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 Wind Power Business Unit, Zhuzhou, Hunan 412001,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security, reliability, economy and optimal operation of the large-scale wind turbine, this paper proposed a 

condition monitoring and fault remote diagnostic system based on data mining technology. It also introduced the hardware of Data 

mining fault diagnosis system, so�ware architecture, network technology and features practical examples . Meanwhile, it explained 

the practicality and e�ectiveness of the application.
Keywords: wind turbine; data mining; remote fault diagnosis research

了风场的运营成本，降低了风电的经济效益。但随着投产

的风电机组数量和容量的不断增加，风电机组的运行维护、

故障检测、诊断技术的优化和改进已成为风力发电亟待解

决的新课题。长期以来，风电机组一直采用计划维修与事

后维修方式，计划维修即运行 2500h 和 5000h 后的例行维

护，如检查螺栓力矩，加注润滑脂等。该维修体制往往无

法全面、及时地了解设备运行状况。而事后维修则因事前

准备不足，从而造成维修工作持久，损失重大。并且由于

近年来大型风电机组研究的快速发展，其机械结构日趋复

杂，不同部件之间的相互联系、耦合也更加紧密，一个部

件出现故障，将可能导致整个发电过程中断。因此，有必

要对风电机组的运行状态进行检测跟踪，对其故障征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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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处理，预测分析风电机组的故障趋势，减少事故发

生造成的财产损失，也减少强迫停机的次数，降低发电机

的维护费和提高发电机的可用性，指导风电机组的维护与

维修 [1]。

1 研究背景

国外监测和故障诊断技术发展早而且比较成熟，有专

门用于风电机组的监测设备，国内由于风电机组行业本身

起步较晚，在线监测与故障诊断技术在国内风电机组上的

运用还处于起步状态。目前，大型风电机组的就地控制器

都有运行数据采集、故障报警和通信功能，配合风电场中

央监控系统，可以实现风电场机群的集中监控，甚至异地

监控。但中央监控系统信息量的采集十分有限，一般只采

集功率、转速、电流、风速等参数，无振动量采集，造成

故障预警功能欠缺。比如，当中央监控系统报“传动比错误”

时，可能齿轮箱或发电机已经严重损坏或卡死 [2]。

鉴于风电场独特的环境，以风电机组安全经济运行出

发，以风电场风电机组为研究对象，利用小波多分辨率分

析技术，对风电机组的振动和噪声信号进行处理，提取故

障特征，实现风电机组早期显现故障的有效监测与识别。

由于风电机组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过程中产生的大规模数

据信息（包括统计数据、试验数据） 可方便地被收集和存

储在各种数据库中，具备了事务数据库特点和数据挖掘的

基本要求，若采用传统的数据分析方法，对这些巨量的数

据进行分析，不仅费时且难以有效地挖掘出隐含的知识 ；

另一方面，尽管专家系统和智能诊断等方法在故障诊断中

得到广泛应用，但专家系统的知识瓶颈和智能诊断方法所

带来的推理过程困难等问题仍未得到很好地解决，将数据

库、数据挖掘应用在风电机组故障诊断的基本思路，就是

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得到产生故障的特征数据、故障规则等，

对故障进行检测和诊断，其诊断过程就是模式获取及模式

匹配的过程，数据挖掘却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将数

据挖掘技术应用于故障诊断中是必然的也是可行的。因此，

提出了以数据库、数据挖掘技术和网络技术为支撑的风电

机组在线故障诊断方案，实现了风电机组故障诊断的网络

化、信息化 [3]。

2 数据挖掘技术在故障诊断中的应用

数据仓库是支持决策过程的、面向主题的、集成的、

随时间变化的、持久的数据集合。系统中把故障类型、设

备类型、设备使用状况作为数据仓库的主题，形成面向一

个个特定主题的小规模的数据仓库，即数据集市。从数据

挖掘的角度看，数据仓库是数据挖掘实施的平台。数据挖

掘是一种分析和决策手段，主要根据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统计学的原理，以数据仓库或数据集市为基础，分析和挖

掘历史数据，找出隐藏在这些数据内的关系模式，反映数

据的内在特性，对数据所包含的信息做更高层次的抽象。

数据挖掘过程分为以下阶段：数据准备、数据选择、预处理、

数据缩减、目标确定、算法确定、数据挖掘、模式识别和

知识评价，前四个阶段完成数据仓库，为知识发现做准备 ；

后五个阶段挖掘有用的知识。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有着密

不可分的联系。一个典型的数据仓库主要有数据导入、数

据仓库和数据集市、访问工具。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技术

在远程监测和故障诊断领域的应用，大大提高了数据分析

的效率和深度，为智能化故障诊断，特别是故障预测提供

了有力的手段，从而使设备享有远程专家级的诊断 [4]。

3 远程故障诊断过程决策模型

从大量的设备监测信息中发现潜在的规律，提取有用

的知识，智能地判断机器当前运行状态，发现隐含的或已

经存在的故障，是远程故障诊断的主要内容。它是一个基

于现有知识的决策过程，远程故障诊断决策模型可以描述

为 RDDM={M，K，D，E，P)。其中，诊断技术方法集合

为 M，诊断所需的知识集合为 K，设备原始信息数据集合

为 D，实验设施为 E，专家知识的集合为 P，设 C 为诊断

效益，L 为故障所造成的损失，则诊断决策的目标为 ：

     max C=f(RDDM)-f({M，K，D，E，P})
     min L=g(RDDM)-g({M，K，D，E，P})
RDDM 的目标是合理地配置 M，K，D，E，P 等资源，

以获得最大的诊断效益或使故障的损失最小。数据挖掘技

术利用不断完善的诊断知识、技术方法逐步挖掘接近真实

的故障原因和诊断方法，这是一个多次反复的过程。首先

根据挖掘目标收集、整理与决策有关的有用信息和知识，

建立模型，分析对决策有影响的关键因素，归纳、提炼出

有关的满足系统约束的控制规则。在此基础上针对学习算

法的特点设计挖掘算法的详细步骤，进行数据挖掘，并对

挖掘结果进行合理性、一致性检查。通过评价体系与预期

目标进行比较，若结果与预期目标偏差较大，重新优化系

统模型，调整或重新设计算法，重复上述步骤，直至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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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目标。过程决策模型如图 1 所示。

4 系统硬件结构

风电机组智能故障诊断系统总体结构如图 2 所示，系

统由现场的下位机、本地故障诊断中心和远程故障诊断中

心组成。现场下位机由用于风电机组状态参数提取的诊断

下位机和其他数据采集工作站组成 ；本地、远程诊断中心

均由数据库服务器、WEB 服务器和推理诊断服务器组成。

下位机系统结构如图 3 所示，利用各种传感器将风电

机组状态参数进行提取，利用数据采集模块进行放大、滤波、

补偿和 A/D 转换等处理以后，通过小波分析、Fourier 变
换等信号分析等技术处理，根据信号的特征由下位机对风

电机组初步故障进行诊断。并将风电机组运行参数上传至

本地诊断中心，供上位机分析处理。

本地数据库服务器将诊断下位机数据采集站上传的数

据写入数据库中，备份风电机组的故障征兆信息 ；同时，

为诊断中心的 WEB 应用服务器和推理诊断服务器提供数

据支撑，诊断服务器通过使用监测分析软件和故障诊断软

件提取本地数据库服务器数据，对机组故障进行诊断，并

将结果返回给现场用户。若故障类型比较复杂，本地中心

还可以向远程诊断中心求助，专家可远程通过互联网登录

到 WEB，应用服务器使用自己的知识进行诊断，将结果返

回诊断中心，并由诊断中心反馈给现场用户，指导现场运行。

在诊断服务器根据征兆信息进行诊断推理，得到推理结果

以后，将信息传给 WEB 服务器，并组成诊断结果 HTML 
页面，供授权用户进行访问。同时，作为局域网WEB 服务器，

直接面向风电厂局域网，使局域网内用户通过 WEB 浏览

器监测机组的振动及相关状态量变化情况。远程故障诊断

中心各服务器功能类同本地诊断中心服务器，在远程故障

诊断中心，数据库服务器里面存放着不同风电场的不同型

号的风电机组运行数据，由此实现风电机组运行参数共享。

图1	过程决策模型示意图

图2	风电机组智能故障诊断系统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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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机可以将这些共享的数据进行诊断推理分析，使每个

风电机组都可以享受到专家级诊断，从而提高诊断效率，

减少误判率。若本地诊断中心出现不能解决的故障推理问

题，还可以通过 Internet 向远程故障诊断中心求助。

5 软件设计

5.1 平台数据挖掘结构

风电机组故障诊断数据挖掘系统结构如图 4 所示。其

中知识库是基于征兆事实库、传统专家经验诊断规则和数

据挖掘诊断规则的混合系统，各诊断机制充分发挥各自的

优点，征兆事实库用于存放经过数据库处理并提取的系统

推理所需要的征兆事实。知识库的维护包括扩展、修改和

删除 3 种操作。授权用户可通过 HTML 输入风电机组诊断

信息，信息处理与诊断推理模块利用知识库中的知识，根

据故障信息诊断设备故障，最后利用知识库对所有诊断方

法得到的结果综合决策，判断具体的故障类型，并将诊断

结论和维护参考信息在远端客户浏览器上显示。结论解释

模块为用户提供诊断推理过程和结论的解释，同时将故障

实例经过知识提取存放知识库中。知识库采用传统经验、

专家经验、粗糙集知识及关联规则等数据挖掘方法来获取

诊断知识。关联规则挖掘从特征数据中挖掘出特征变量间

隐含的因果或关联关系，可用于故障趋势预测，基于粗糙

集方法的规则挖掘可适用于离散型及连续型特征数据，它

先约简知识，再根据知识约简挖掘规则 [5]。 
风电机组远程在线诊断的主要内容是从大量的风电机

组运行监测信息中发现潜在的规律，提取有用的知识，智

能地判断当前风电机组运行状态，发现隐含的或已经存在

的故障。数据挖掘是一个需要经过反复多次处理的过程，

它可利用不断充实的诊断知识库和恰当的算法逐步挖掘真

实的故障机理及诊断规则。其实现过程为 ：首先将原始数

据整理为与挖掘主题相关的信息 ；然后根据挖掘主题以及

各种学习算法的特点设计数据挖掘算法，并对指定数据集

进行知识的提取。通过对挖掘结果进行一致性、合理性检查，

摄影：卢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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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预期目标进行对比。如果结果与预期目标偏差较大，返

回算法设计阶段，调整或重新设计挖掘算法；如果偏差较小，

返回算法设计阶段，对挖掘算法进行调整 ；如果结果理想，

返回数据阶段，扩大数据集，重新开始一次挖掘过程。重

复上述步骤，直至达到最终目标。数据挖掘模型处理过程

如图 5 所示。

5.2 关联规则挖掘风电机组故障知识的算法

在数据准备阶段，随时序变化的故障信息，采用时间

分割法，把时序变量转化为实数变量进行考察。具体做法

是 ：把 t。到 t 时刻的时间间隔 T 等分为 N 个 At(At=T ／

N) 时间间隔，T 时间内的连续变量用 t0=ta ，t1=ta + At，
t2=ta+2At,……,tn=ta+ Nat,t6 时刻的值来表征，在构建

故障诊断模型时，要考虑这些值之间在时间上的先后序列

关系。根据故障信息内在相互关联的特点，从诊断信息中

抽取样本数据，采用关联规则挖掘有价值的知识，描述如下：

规则项集 I= ( i1,i2,i3,……im ) 是由 m 个不同故障规则组

成的集合，故障事务 x 是 I 的一个子集，即 T I,D 是 S
的集合。设 X 是 I 的一个子集，如果 X S，称故障事务

S 包含 X。关联规则具有如下形式：X Y，其中，X I, 
Y I，且 X ∩ Y= , X 为条件，Y 为结果 [6]。

规则项集 A 的支持度是 D 中包含 A 的故障事务数量

与 D 的总故障事务数量之比。置信度是在规则的先决条件

发生的前提下，规则结果发生的条件概率，求解关联规则，

可以分解成两个子问题 ：(1) 找出 D 中所有大于最小支持度

的事件子集 X，X S，即“频繁”出现的事件子集一频

繁项集。本文采用了基于频集理论的递推方法，即 Apriori
算法。Apriori 使用一种称作逐层搜索的迭代方法，K 项集

用于探索 (K+1) 项集。首先，找出频繁 1 项集的集合。该

集合记作 L1 。L1 用于找频繁 2 项集的集合 L2 ，而 L2 
用于找 L3，如此下去，直到不能找到频繁 K 项集。每次

找 LK 需要一次数据库扫描。(2) 从“频繁”出现的事件子

集中找出关联规则。一旦由数据库中的事务找出频繁项集，

由此产生关联规则。关联规则满足最小支持度和最小置信

度，其置信度如下 ：confidence(A B)=support(AUB)
／ supprot(A)。其中，support(AUB) 是包含项集 AUB
的支持度，support(A) 是包含项集 A 的支持度。根据该

公式，关联规则产生如下 ：① 对于每个频繁项集 z，产

生 z 的所有非空子集 ；② 对于 z 的每个非空子集 S，如果

support(z) ／ supprot(s) ≥ min － conf，则输出规则“S  
(L － s)”。其中，min-conf 是最小置信度阈值 [7]。在远程

故障诊断系统中，该算法用于发现故障信息间内在的联系，

挖掘风电机组设备故障的产生原因 ( 知识 )，对风电机组设

备运行状况进行预报。以南车 1.65MW 级风电设备的运行

为例，采集故障信号，该算法基于如表 1 所示故障事务数

据库，其中故障事务中的项按顺序存放 [7]。

图3	风电机组故障诊断系统框图

图4	风电机组故障诊断数据挖掘系统结构图

图5	数据挖掘模型处理过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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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1—I5 表示从故障事务中抽取出的几个不同的

项，I1 主机过电流停机，I2 主机风电机组故障 ,I3 主机调

速器故障 ,I4 主机急停 ,I5 主机通讯故障。在寻找频繁项集

的过程中，取最小支持度为 0.22。算法的第一次迭代扫描

数据库中的所有事务，统计每个项的出现次数，确定满足

最小支持度的频繁 1 项集 L1 集合，算法使用 L1 产生候

选 2 项集的集合 C2 ,C2 由 (I L1 I ／ 2) 个 2 项集组成，计

算 C2 中每个候选项集的支持度，确定频繁 2 项集的集合

L2 。根据 Apriori 的逐层搜索技术，直到产生的候选项集

为空，算法结束。找到满足最小支持度的所有频繁项集，

然后调用一个过程，由频繁项集产生关联规则。本系统中

取最小置信度 0.7 以基于以上事务数据库产生的频繁项集

L={I1，I2，I5} 为例，由 L 产生关联规则，L 的非空子集

有 {I1,I2},{I1,I5},{I2,I5},{I1}，{I2} 和 {I5}。实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中第 2、3、6 条规则的置信度大于预先给定最小

置信度阈值，对满足条件规则进行基于知识的模糊评价，

对达到精确度要求，从数据集市中删除样本数据，规则存

人知识库，样本数据蕴涵的知识，在智能诊断中用规则表达。

新的数据集作为训练样本集，构造诊断神经网络模型，经

测试，凡诊断结果误差小于给定阈值的数据样本从数据集

中删除，数据隐含的知识由该诊断模型表达。领域专家对

剩余数据进行去噪、检验后存放到实例库中，用于基于实

例的故障诊断。

5.3 系统软件体系结构

风电机组远程监测诊断软件系统采用浏览器 / 服务器

（B/S）模式，如图 6 所示，这种模式是一种 3 层的结构，

它们分别是表示层、功能层和数据层。表示层是应用系统

的用户接口，即客户浏览器 ；功能层是应用的主体，即推

理服务器和 WEB 应用服务器，其主要功能是连接用户和

表1  故障事务数据库(部分)

ID Listofitem_ ID’s

…… ………

0111 I1,I2,I5

0112 I2,I4

0113 I2,I3

0114 I1,I3

0115 I1,I2,I3,I5

0116 I2,I3

0117 I1,I2,I4,

0118 I1,I3

0119 I1,I2,I3

…… ………

表2  实验结果表

关联规则 置信度

I1ΛI2 I5 Confidence=2/4=0.5

I1ΛI5 I2 Confidence=2/2=1

I2ΛI5 I1 Confidence=2/2=1

I1 I2ΛI5 Confidence=2/6=0.33

I2 I1ΛI5 Confidence=2/7=0.29

I5 I1ΛI2 Confidence=2/2=1

数据库，当用户提出请求时，由它执行相应的应用程序与

数据库进行连接，并按照用户需求向数据库提出数据处理

申请， 最后将数据以 HTML 的形式返回给客户浏览器 ；数

据层就是数据库管理系统，负责处理数据的存取 [8]。

软件系统采用现场运行实时分析系统和远程诊断系统

相结合的形式。现场运行分析系统位于电场本地服务器上，

只允许场内授权用户访问。直接面向运行人员、生产管理

人员，系统实时监测机组的振动数据及相关的运行参数，

并对振动数据进行波形、频谱等分析处理。远程监测诊断

系统运行于监测诊断应用服务器上，面向互联网授权用户。

它具有远程监测、历史查询、故障诊断和数据管理等功能。

当用户经过授权后，通过网页浏览器登录到服务器，可以

图6	风电机组远程监测诊断系统的软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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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机组的运行状态进行远程监测，也可以查看机组的历史

状态和趋势。当发现机组异常时，启动基于数据挖掘的故

障诊断软件，结合专家的知识对机组进行诊断并将诊断结

果反馈给现场。

6 结语

本系统将数据库技术和数据挖掘技术引入风电机组故

障诊断领域，可有效地解决专家系统的知识瓶颈和智能诊

断方法所带来的推理过程困难问题，使生产现场大规模“数

据资料”得到有效利用。系统面向领域专家和专业工程师。

除了在线实时监测之外，更强调网络化、数据完备性和具

有高水平的分析与诊断功能。且系统采用 B/S 三层开放模

式，于软件复用技术的编程模式，使该系统具有良好的集

成性和安全性。远程技术服务与故障诊断系统是其重要内

容之一。制造业的全球化发展，必将对设备的远程监测与

故障诊断提出更高的要求。对推动我国远程监测、预报、

故障诊断技术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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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国风电机组的单机容量不断增大 , 风电场规模也不

断扩大。如果电网发生故障，出现电压跌落情况，将会给

风电机组带来一系列如过电压、过电流或叶轮速度快速上

升等暂态过程，严重危害风电机组本身及其控制系统的安

全运行。如果电网发生故障时风电机组实施被动式自我保

护而解列，这样虽然能够最大限度保证机组自身的安全，

但是增加了整个系统的恢复难度，甚至可能加剧故障，最

终导致系统其它机组全部解列，对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造

大型风电机组低电压穿越技术分析
胡春松1，支道跃1，王淼1，王文静1，练岚香2

（1.	华仪风能有限公司，浙江	乐清	325600；2.	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北京	100084）

摘  要 ：本文首先介绍了当前风电市场主流的双馈式风力发电系统和直驱式风力发电系统的拓扑结构，并分析了不同的拓

扑对电压跌落的不同动态响应 ；其次，本文分别对双馈式机组和直驱式机组的电机侧和网侧变换器的矢量控制算

法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同时，分别对这两种机型的卸荷电路做了分析和比较 ；最后，通过对某 1.5MW 双馈机组进

行低电压穿越的验证，不仅成功完成了符合我国电网要求的低电压穿越测试，更进一步完成了德国标准的零电压

穿越测试。

关键词 ：双馈式风电系统 ；直驱式风电系统 ；矢量控制 ；低电压穿越 ；crowbar 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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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Low Voltage Ride Through Technology of Large-scale
Wind Turbines

Hu Chunsong1, Zhi Daoyue1, Wang Miao1, Wang Wenjing1, Lian Lanxiang2

(1. HuaYi Wind Energy Co., Ltd., Yueqing, Zhejiang 325600, China;

2. Automation Department of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Firstly, this paper described the topologic structures of doubly-fed wind power system and direct-drive wind power system, 

and mad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dynamic response with grid voltage drop fault．Furthermore，this paper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vector control algorithm of generator side converter and grid side converter of doubly-fed wind turbine and direct-

drive wind turbine, and made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about crowbar circuit of these two types of wind turbine．Finally，the 

author performed low voltage ride through test with 1.5MW doubly-fed wind turbine. Testing result not only met the standards of 

state grid but also met the zero voltage ride through standards of Germany.
Keywords: doubly-fed wind power system; direct-drive wind power system; vector control; low voltage ride through; crowbar circuit

成极大破坏。因此，低电压穿越能力已逐步成为风电场的

必然要求。

当前，市场主流的双馈式风电机组和直驱式风电机组

由于运行原理和结构的差异，电网电压跌落对其暂态过程

的影响不尽相同，它们的低电压运行解决措施也就不一样。 

1 电压跌落对不同类型风电机组的影响

1.1 风电机组系统结构 

1.1.1 双馈式风力发电系统拓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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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是双馈式风力发电系统原理图 [1]。双馈感应电机

定子侧直接连接电网，转子侧通过由网侧变换器和转子侧

变换器组成的双 PWM 型变换器与电网相连。网侧变换器

由进线电感与电网相连，在保持直流母线电压恒定，保证

输入电流波形谐波含量少的同时，保证双馈电机在亚同步

运行时从电网吸收电能，在超同步运行时向电网馈电 ；转

子侧变换器与双馈电机转子相连，通过转子侧馈电，即通

过施加三相交流电进行励磁，调节励磁电流的幅值、频率

和相位，实现定子侧输出电压的恒频恒压，同时实现无冲

击并网，并且通过转子侧变换器的解耦实现有功功率、无

功功率的独立控制，实现最大风能追踪和功率因数的调节。

1.1.2 直驱式风力发电系统拓扑结构

由于电力电子变流器拓扑的多样性，直驱式风力发电

系统中间的交流到交流的变流器环节可以采用不同的结构。

图 2 是两种常用的直驱式风力发电系统原理图 [2]。

其中，图 2（a）变流器采用的是不控整流 +DC / DC 
变换 + 逆变拓扑结构 , 中间的 DC/DC 变换器采用 Boost 升
压斩波电路 , 可以实现输入侧功率因数的调节 , 提高发电机

的运行效率 ；同时，当风速变化时 , 不控整流得到的电压也

在变化 , 通过 Boost 升压环节提高并稳定直流母线电压。 
通过控制逆变器的输出来调制电压的相位和幅值，以

调节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输出，对永磁同步电机的电磁

转矩和转速进行控制 , 使其工作于最佳叶尖速比状态，完成

风电机组的最大风能追踪控制，并且实现变速恒频运行。

图1	双馈式风力发电系统拓扑结构

图2	直驱型风力发电系统拓扑结构

(a)	不控整流+DC/DC变换+逆变拓扑

(b)	背靠背双PWM变换器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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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b）采用的是背靠背双 PWM 变换器拓扑的结构。

发电机定子通过背靠背变流器和电网连接。电机侧变换器

的主要作用是实现对风电机组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解耦

控制，通过控制发电机电磁转矩使得机组在额定风速以内

实现最佳风能跟踪控制 ；网侧 PWM 变换器用于实现无功

功率与直流环节直流电压的解耦控制，在保持直流侧电压

稳定的同时，实现网侧无功功率的控制。 
1.2 风电机组暂态效应

1.2.1 双馈式风电机组暂态效应

双馈式感应发电机定子侧直接联接电网，这种直接耦

合使得电网电压的降落直接反映在电机定子端电压上。在

电网电压跌落瞬间，定子磁链不能跟随定子端电压突变，

导致定子磁链中不但含有正序分量，还将出现衰减的直流

分量。由于积分量的减小，定子磁链几乎不发生变化，而

转子继续旋转，产生较大的滑差，引起转子绕组的过压、

过流。如果电网出现不对称故障，定子电压中就会含有负

序分量，而负序分量会产生很高的滑差，转子过压与过流

的现象会更加严重 [3]。转子侧电流的迅速增加导致转子励

磁变换器直流侧电压升高。过电流会烧毁转子励磁变换流

器，而过电压则导致发电机转子绕组绝缘体被击穿。此外，

电网故障时发电机励磁变换器的电流以及有功和无功都会

产生振荡。

1.2.2 直驱式风电系统暂态效应

对于全功率永磁同步电机系统，电机定子经由机侧变

换器、直流环节以及网侧变换器组成的变流器与电网相接，

发电机和电网不存在直接耦合。电网电压跌落瞬间会导致

输出功率的减小，而发电机的输出功率瞬时不变，显然功

率不匹配将导致直流母线电压上升，这势必会威胁到电力

电子器件安全。如采取控制措施稳定直流母线电压，必然

会导致输出到电网的电流增大，过大的电流同样会威胁变

流器的安全。

当变流器直流侧电压在一定范围波动时，电机侧变流

器能对其保持可控性，在电网电压跌落期间，电机仍可以

保持很好的电磁控制。所以直驱式风电机组相对于双馈式

风电机组，实现低电压穿越较为容易。

2 低电压穿越技术分析

2.1 双馈式机组低电压穿越技术分析

要实现低电压穿越功能，在电网故障期间机组需要满

足以下要求 ：

（1）机组不脱网，保持持续并网运行 ；

（2）有功功率的有效控制 ；

（3）发出一定的无功电流以支撑电网。

由于双馈式发电机组的变流器容量只占系统额定功

率的 30 %( 滑差功率 ) 左右，变流器能力有限。要完成机

组的低电压穿越功能，除了变流器实现解耦，完成对有功

功率和无功功率的有效控制外，还需要增加卸荷负载的

crowbar 电路，释放出电机的多余能量。

2.1.1 解耦控制 [4-5]

双馈电机是一个多变量、强耦合、非线性时变参数系统。

其主流控制技术是矢量控制技术，即以电机某一旋转的空

间矢量为参考坐标（见图 3），利用坐标变换技术，将定子

电流中的有功分量和励磁分量独立开来，加以适当的补偿，

达到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解耦的控制目的。

双馈电机的运行控制是通过与之相连的双向 PWM 电

流变换器来实现的。双向 PWM 变换器根据风电机组的转

速来调节转子电流的频率，实现变速恒频输出。并且通过

控制转子电流，实现双馈电机的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解

耦控制。

2.1.1.1 网侧变换器矢量控制

根据发电机组的功率流向，网侧变换器可以在整流状

态工作，也可以在逆变状态工作。

如图 4 所示，流经电容的电流为 ：

                         
                                                                              

（1）

电网输入的瞬时功率为 ：

                                                                 （2）
转子侧励磁吸收的瞬时功率为 ：

                                                                  （3）
其中，C 为母线支撑电容容量，udc 为直流母线电压，

图3	静止α-β坐标系和任意坐标系下矢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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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 为转子变换器的输入电流，i2 为网侧变换器输出电流。要

使 Pg=Pr， 应为常值，需对 udc 采用闭环控制。

网侧变换器传递的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为 ：

                     
                                                                              （4）

其中，udg，uqg，udg，uqg 分别为网侧旋转坐标系下网侧

d 、q 轴电压和电流。

将电网电压综合矢量定向在 d 轴上，有 ：

                           
                                                                              （5）

式中，ug 为电网电压综合矢量。则此时得 ：

                           
                                                                              （6）

这样即实现了有功和无功的解耦，Pg 受 idg 控制，Qg

受 iqg 控制。

2.1.1.2 转子侧变换器矢量控制

根据广义 PARK 方程 ：

在定子磁链定向方式下，d 轴沿定子磁场方向，定子

磁通的 q 轴分量为零，此时有 ：

                                                                              （7）

在静止坐标系（α－ β坐标系）下，定子电压矢量以

固定的幅度和同步转速在旋转。定子电阻压降远小于电机

反电动势，可忽略定子电阻的影响，定子电压在定子磁通

定向坐标轴上面的分量是常量。 电机电压方程简化为 ：

                                                                              （8）

式中 ：

，ω0=ω0-ω，ω0 为定子磁场相对于电机

定子的角速度，ω 为转子转动角速度，Rr 为转子电阻。

usd，usq 为旋转坐标系下定子 d 轴和 q 轴电压 ；

urd，urq 为旋转坐标系下转子 d 轴和 q 轴电压 ；

isd，isq 为旋转坐标系下定子 d 轴和 q 轴电流 ；

ird，irq 为旋转坐标系下转子 d 轴和 q 轴电流 ；

ψsd，ψsq 为旋转坐标系下定子 d 轴和 q 轴磁链 ；

ψrd，ψrq 为旋转坐标系下转子 d 轴和 q 轴磁链 ；

Lm 为旋转坐标系同轴等效定子、转子绕组互感 ；

Ls 为旋转坐标系等效两相定子绕组自感 ；

Lr 为旋转坐标系等效两相转子绕组自感。

转矩方程为 ：

                  
                                                                              （9）

式中，Pn 为电机极对数。

如果忽略定子侧的损耗，定子有功功率 Ps 和无功功率

Qs 为 ：

               

                                                                            （10）

从式（10）中可以看出，通过调节力矩电流 irq 可以实

现对发电机定子有功功率的控制，通过 ird 控制定子侧从电

网吸收的励磁电流，调节无功功率。力矩电流和转子侧励

磁电流在定子磁场定向坐标系下，控制力矩电流不会影响

无功功率，控制无功功率不会影响力矩电流，从而实现解

耦控制。

2.1.2  卸荷电路的实现 
电压跌落时定子磁链的直流分量和负序分量的出现，

感生出大幅增加的转子电流，而与转子侧连接的 AC －

DC － AC 变换器，其电力电子器件的过压、过流能力有限。

如果在连接变流器转子侧变换器和网侧变换器的直流母线

上接上储能系统，能够存储多余的能量并维持母线电压的

稳定，但是毕竟存储能量的能力有限，同时也增加了大量

的硬件成本。

图4	有功功率的协调控制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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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软件控制策略和硬件卸荷电路相结合的方案

来完成低电压穿越功能。

软件方面，根据电网电压跌落时双馈感应电机的暂态

电磁关系，采用双馈电机定子电压动态补偿的控制策略，

通过控制双馈电机的漏磁链来抵消或者是减少定子磁链中

的直流分量和负序分量对转子的影响。定、转子间磁链的

关系如式（11）所示 [6-7] ：

                 
                                                                            （11）

式中，ψr 为转子磁链，ψs 为定子磁链，Lm 为励磁电感， 
Ls 为定子电感，Lr 为转子电感，Ls1 为定子漏感，Ir 为转子漏感， 
为转子电流。

控制转子电流，使转子电流定向于定子磁链直流分量

和负序分量相反的方向上，可以减少甚至消除磁定子磁链

对转子磁链的影响。

硬件部分增加了两部分内容，即与转子相连的卸荷负

载的电路（crowbar 电路）和直流侧母线过电流保护电路

（chopper 电路），如图 5 所示。其中，转子侧 crowbar 电

路由功率开关器件和放电电阻组成，功率开关器件用来控

制 crowbar 电路的开通与关断。直流侧 chopper 电路由一

个单管 IGBT 和一个放电电阻组成，通过 IGBT 来控制电

路的通断。

电网跌落发生时，如果跌落的幅度不大，可以只通过

直流侧 chopper 电路动作来稳定母线电压，完成穿越过程。

如果跌落的幅度大，仅仅利用 chopper 电路的动作不能完

成穿越，需要转子侧 crowbar 电路连接到转子回路中，使

电机磁链中的暂态分量通过定转子电阻及 crowbar 放电电

阻迅速衰减，来共同完成穿越过程。 
也有些变流器的设计没有直流侧 chopper 电路环节，

只在发电机转子和转子侧变换器之间接入 crowbar 电路。

当机组检测到电网系统故障出现电压跌落时，闭锁双馈感

应发电机励磁变流器，同时投入 crowbar 电路，通过放电

电阻把多余能量以热能的形式释放出去，以此来维持发电

机不脱网运行。

要完成机组低电压穿越时多余能量的释放，crowbar
电路除了图 5 中的结构外，文献 [8] 中还给出了混合桥型

crowbar 电路方案和功率开关型 crowbar 电路方案。混合

桥型 crowbar 电路的每个桥臂由控制器件和二极管串联而

成，通过控制器件控制 crowbar 电路连接到转子回路中（如

图 6 所示）。而功率开关型 crowbar 电路，其每个桥臂由两

个二极管串联，直流侧串入一个功率开关器件和一个放电

电阻，由功率开关完成 crowbar 电路的导通（如图 7 所示）。

采用卸荷负载的 crowbar 电路可以迅速释放出多余

的能量，以此来维持发电机不脱网运行。但此时双馈感应

发电机按感应电动机方式运行，机组不但不能向电网提供

无功，支撑电网电压，而且还要从电网中吸收大量的无功

进行励磁，这将导致电网电压稳定性的进一步恶化，而且

crowbar 电路的投切操作也会对系统产生暂态冲击。所以，

crowbar 电路的短接需要控制在很短的时间范围内，当转

子磁链衰减后就可以退出，此时稳态短路电流已不是很大。

crowbar 退出后，变流器重新同步，控制能力得以恢复。

2.2 直驱式机组低电压穿越技术分析

直驱式风电机组由于背靠背全功率变流器的隔离，发

电机和电网不直接耦合。在电网跌落期间，只要变流器的

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电机侧变流器仍然可以

保持对电机电磁的良好控制。

相比双馈机型，虽然直驱机型的低电压穿越功能更容

易实现，但是和双馈机型一样，在电网故障期间也需要对

图5	增加crowbar和chopper电路的系统结构

图6	混合桥型crowbar电路 图7	功率开关型crowbar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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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组的有功功率进行有效的控制，同时发出一定的无功电

流以支撑电网。

2.2.1 解耦控制 [9-11]

通过对电机侧变换器的解耦控制，调节发电机有功功

率输出。而电网侧变换器除了要控制直流电容电压恒定，

同时还要实现网侧功率因数调整。

变流器拓扑不同，其控制方式也不一样。下面以背靠

背双 PWM 变流器为例来分析矢量的解耦控制。

2.2.1.1 电机侧变换器矢量控制

电机侧变换器主要功能是要实现发电机有功功率和无

功功率的解耦控制，调节发电机有功功率输出。在 d － q 
同步旋转坐标系中， d、q 坐标以同步速旋转，在转子磁场

定向方式下，即 d 轴定位于转子永磁体磁链方向，定子 d 
轴和 q 轴的磁链方程如下所示 :

                        
                                                                            （12）

式中，Ld、Lq 分别为发电机的 d 轴和 q 轴电感 ；

ψsd、ψsq 分别为定子 d 轴和 q 轴磁链 ；

ψ为转子永磁体磁链。

因为定子电阻压降远小于电机反电动势，可忽略定子

电阻的影响， 定子 d 轴和 q 轴的电压方程如下所示 :
                

                                                                            （13）

式中， usd、usq 分别为定子 d 轴和 q 轴的电压 ；

isd、isq 分别为定子 d 轴和 q 轴的电流 ；

Rs 为定子电阻 ；

ωs 为发电机电角速度。

联立式（12）（13）可得 ：

           

                                                                            （14）

PMSG 的电磁转矩表达式为 ：

                                    （15）
pn 为电机的极对数。

由于转子的对称特性，可假设电机d轴和q轴电感相等，

即 Ld=Lq，式（15）简化为 ：

                                                             （16）

从式（16）中可以看出，电磁转矩 Te 不受 d 轴分量 isd

的影响。通过控制 q 轴电流分量 isq，就可以控制电磁转矩，

进而控制有功功率，实现机组有功功率输出的调节。

但是根据式（14）可知，d 轴和 q 轴电压矢量存在耦

合项 -ωsLqisq 和 ωsLdisd。

如果在 d 轴和 q 轴电压控制过程中分别增加前馈输入 
-ωsLqisq 和 ωsLdisd，即可实现电压分量 usd 和 usq 的解耦。

2.2.1.2 电网侧变换器控制

作为直驱永磁同步风电机组与电网相连的重要组成部

分，电网侧变换器除了要控制直流电容电压恒定，同时还

要实现网侧功率因数调整，即需要对并网无功功率进行控

制。

在 d － q 同步旋转坐标系下，采用电网电压定向的矢

量控制技术，将电网电压综合矢量定向在 d 轴上。此时有 ：

                         
                                                                            （17）

网侧变换器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表达式 ：

               
                                                                            （18）

式中，Ug 为电网电压综合矢量 ；

igd、igq 为电网电流在 d 轴和 q 轴的分量 ；

egd、egq 为电网电压在 d 轴和 q 轴的分量。

由式（18）可知，通过控制电网电流的 d 轴分量 igd 和

q 轴分量 igq，可分别控制有功功率 Pg 和无功功率 Qg ；通过

对有功功率的调节实现直流侧电压的稳定控制。

网侧变换器在 d － q 坐标系下电压方程 ：

      

                                                                            （19）

式中，ugd、ugq 为网侧变换器 d 轴电压分量和 q 轴电压

分量 ；

ωg 为电网电压电角速度 ；

Rg、Lg 为与网侧变换器相串联电抗器的电阻和电感。

由式（19）可知，d 轴和 q 轴之间存在耦合项 和 ，对

这两个耦合项通过前馈补偿的方法可消除它们之间的耦合，

实现解耦控制。

2.2.2 卸荷电路的实现

电压跌落瞬间，发电机的瞬时输出功率不变，而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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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到电网的功率减小，这两种能量的不匹配导致直流母

线电压的上升，威胁到变流器电力电子器件的安全。

如果通过提高变流器功率器件的电流等级 , 当电压跌

落时 , 通过承受一定量的过电流，网侧变换器仍能输出和故

障前一样的功率 , 保持直流侧电压平衡，也可以适当增大

直流侧电容的容量。当功率不平衡时 , 过剩的能量能在电容

上得到存储和缓冲。这种通过器件容量增大的方式，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低电压穿越能力，但是提高的水平有限，

只适用于电压跌落幅度较少的情况。当电压跌落幅值较大

时，需要投入卸荷负载消耗掉多余的能量，以保证电网故

障时机组低电压穿越能力的实现。

直驱式机组卸荷电路的实现可以采用多种形式。文献

[12][13] 阐述了定子侧增加卸荷负载的 crowbar 电路（如

图 8 所示）和电网侧增加卸荷负载的 crowbar 电路方案（如

图 9 所示）。这两种方案都可以通过投入卸荷电阻消耗掉多

余的能量 , 使变流器输入和输出功率保持平衡。

但是在这两种方案里，定子侧增加卸荷负载的方案对

发电机输出有较大影响。crowbar 动作期间，变流器失去

了对发电机转矩的控制能力，只有在 crowbar 退出，变流

器重新同步后，才能恢复对发电机的控制能力。而电网侧

增加卸荷负载方案的缺点是，风力发电的输出直接给负载

供电，负载功率与风电系统功率相匹配 , 构成了一个独立的

微网供电系统。这就要求电网电压跌落发生时 , 静态换向开

关能够准确实现并网运行和微网运行之间的平滑转换，机

组的控制策略要兼顾好并网和微网两种运行状态。

图 10 是目前常用在直流侧增加卸荷电路的方式 [12]。

其中，图 10 (a) 的卸荷电阻通过功率器件（通常是 IGBT）
与直流侧相连 , 卸荷电阻投入时 , 直接并入直流母线。图 10 
(b) 的卸荷电阻通过 Buck 电路与直流侧相连 , 通过 Buck 
电路降压。当电网电压跌落时，投入卸荷电阻 , 消耗直流侧

多余的能量 , 保持电容电压稳定在一定范围内。

在直流侧增加卸荷电路的方式下，当电网电压跌落时，

电机侧变换器仍然可以对电机保持良好的电磁控制。机组

低电压穿越能力实现起来更为容易和方便。

2.3 低电压穿越技术小结

无论是双馈式机组还是直驱式机组，要解决低电压穿

越问题，关键点之一就是要解决好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

有效控制，以最有利于风电机组实现低电压穿越来进行动

态电磁转矩控制，并有效控制好无功电流以支撑电网电压。

另一个关键点就是要解决好多余能量的消耗和能量的存储

问题，多余能量的消耗通过卸荷电路的放电电阻以热能的

形式释放出去，而能量的存储体现在两种形式，一种是以

电能的形式储存于储能系统，另外一种是因为电磁转矩的

减少导致叶轮转速上升，以动能形式存在的部分。以上是

基于风电机组本身的低电压穿越特性来考虑的，假设机组

图8	定子侧接入卸荷负载的crowbar电路

图9	电网侧接入卸荷负载的crowbar电路

图10	直流侧接入卸荷负载的crowbar电路

(a)	IGBT	控制卸荷电阻

(b)	Buck电路与卸荷电阻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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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输入机械功率维持不变。

在风电机组的实际运行过程中，解决低电压穿越的问

题时往往会辅助采用降低机械输入功率的手段，也就是当

判断出电网电压跌落时，通过快速变桨来减小输入的机械

转矩，输入功率的减少有利于电压跌落时功率的平衡。但

是仅仅通过变桨来降低输入机械载荷的手段，无法提供无

功功率来支撑电网电压，所以只能起到辅助作用。

3 低电压穿越技术的实现

根据我国风电场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的国家标准

（GB/T 19963—200）的要求，分别对电网三相短路故障

和两相短路故障进行了电压跌至原电压 90%、75%、50%、

35%、20% 的穿越测试，无论是跌落过程中支撑电网恢复

的动态无功电流控制，还是电网故障清除后的有功恢复，

均很好地满足了相关标准要求。同时，依据德国的低电压

穿越能力规定（高短路电流）的标准，多次进行了 150ms
的零电压穿越测试，在整个穿越和恢复过程中，机组的有功、

无功得到有效控制。

图 11 是低电压穿越测试（三相电压跌至 20%）过程

中直流母线电压的控制波形图。图中显示，当电压跌落

时，直流侧电压瞬间跳变增大（绿色线），当超出限定值时，

crowbar 放电电阻动作（蓝色线），直流则电压恢复正常直

至整个低电压穿越过程（625ms）。
图 12 是在测试过程中，在高压侧纪录的测试波形图。

其中，图 12（a）是测试给出的电压跌至 20% 的信号。机

组检测到电网故障后进行低电压穿越控制，图 12（b）显示

了低电压穿越过程及电网故障恢复后的功率恢复整个过程

的有功和无功波形（黑色线代表有功功率，红色线代表无

功电流）。从图中可以看出，当电网电压跌至正常值的 20%
时，机组保持不脱网运行。低穿过程，机组迅速发出一定

量的无功功率用以支撑电网电压的恢复，当电压恢复正常

后，有功功率以稳定的增量快速恢复到正常水平，最后保

持平稳。

4 结论

随着我国风电机组单机容量的不断增大和风电场规模

摄影：汪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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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电网电压跌落至20%时的直流母线电压波形
（橙色：电压波形，蓝色：crowbar投切信号，绿色：直流侧母线电压）

(a)	电压跌落信号

(b)	低穿过程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实际控制波形
			（黑色：有功功率波形，红色：无功电流波形）

图12	三相电压平衡跌落至20%	时的功率控制

的不断扩大，风电机组是否具备低电压穿越功能对电网安

全造成很大的影响。本文对目前广泛运用的双馈式机组和

全功率直驱式机组的有功和无功的矢量控制技术及卸荷电

路的实现进行了分析，并在一些风电机组上得到成功运用。

随着我国风力发电低电压穿越技术的日趋成熟，前期因风

电机组不具备低电压穿越能力而对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造

成极大破坏的困扰将得到根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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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人类开发风能已有近四千年的历史，在能源结构发生

巨变的今天，风电资源异军突起，吸引着众多企业投入大

量技术和资金。在建的风电场遍布陆地和沿海，单机容量

越来越高，风场规模也越来越大。

以德国为例，2012 年，风电占德国电力产出的

7.7%[1]，在网风电机组超过 23,000 个，总发电能力超过

31,307MW[2]。其中不乏转子直径 90 多米，单机容量 2.5 
MW 的大型风电机组，其高度从 80m 到 130m 不等（根据

所在位置不同）。甚至有高达 6MW 的风电机组 [3]。单机容

量不断增大已成为风电市场发展的总体趋势。

而随着单机容量的增大，引入风电机组的消防理念尤

为重要。对于处于露天区域的风电机组而言，一旦由于雷

击或技术缺陷而发生火灾，灭火对于消防部门将是一个大

风电机组与“预防式消防”理念
迈克尔•恩斯特

（西门子基础设施及城市业务领域中低压业务集团中低压产品业务部，德国雷根斯堡，93055）

摘  要 ：本文探讨了风电机组消防的难点和必要性，进而提出了“预防性消防”这一理念，并列举出可用于“预防性消防”及

灭火系统的中低压产品及解决方案。

关键词 ：风电机组 ；消防 ；预防性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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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 Power and Concept of “Preventive Fire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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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s paper discussed the di�culties and necessity of �re protection for wind turbines,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preventive �re 

protection”, and listed the low and voltage products and solutions which can be applied in “preventive �re protection” and �re 

extinguishing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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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题。整个风电机组系统有可能因此遭到彻底破坏。

1 风电消防的意义

无论风电机组坐落在陆上还是海上，投资商的资金投

入都是巨大的，所以保护显得尤为必要，这样才能使风电

机组在保值的同时创造利润。在发达国家，避免潜在风险，

例如火灾，符合风场投资商和保险公司的利益。所以，全

面的消防理念对于防患于未然很必要，其包括 ：预防性消

防保护、完整的火灾报警和灭火系统。

造成风电机组起火的风险因素很多，比如 ：雷击。风

电机组一旦遭受雷击，并非只有转子叶片面临危险，发电

机和传感器等非直接暴露在外的系统也会由于感应雷同样

面临损坏的危险。此外，风电机组设计时的技术缺陷也会

引起火灾。由于风电机组系统中存在大量电子元件，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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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特别高的潜在风险。断路器或控制电子故障，元件设

计不合理、电气保护理念不足（例如缺少绝缘故障检测），

都可能导致火灾。但起火原因绝不仅限于此，还有很重要

的一点，由超负荷的机械制动引发的热量和火花，机油系

统泄漏、发电机轴承或传动轴承润滑不足而产生的机械超

载都有可能会引发火灾。

一旦起火，机舱的内部隔音设备，其塑料附件，电缆、

电气安装、液压系统或驱动器的机油等，这些零部件都是

可燃物，这对于风电机组简直就是“火上浇油”。然而，在

130m 的高空中完成灭火工作对于消防部门来说难度是非常

大的。对于海上风电，发生火灾后人工干预几乎是不可能

的。对投资商而言，火灾带来的除了运营中断或投资损失外，

同样意味着对周边生态和电力经济的破坏，还有在日益敏

感的公众面前名誉损失等诸多负面打击。

如何引入适当的消防措施来保护风场投资商的利益，

德国劳氏船级社以及独立测试机构 VDS 已经针对风电机组

的消防问题出台了相关的指导方针。这些方案不仅适用于

新安装的设备，对于使用寿命要求 20 年的在役风电机组而

言，也需要改进火灾报警技术和灭火技术。

2 “预防性消防”理念

如上所述，风电机组发生火灾无法通过传统灭火方式

熄灭，消防理念的焦点应该集中在预防上。这是避免严重

经济后果的唯一有效途径。对于消防解决方案提供商而言，

能够提供针对各种起火原因的产品组合是至关重要的。

2.1 雷击

为预防雷击起火，必须依据风轮机类型，调整雷电过

压保护。为提供最佳保护，风险评估必须考虑到雷击的可

能性路径。例如，雷电击中转子叶片，然后经轮轴、机舱

和涡轮塔传至基座。通常需要安装避雷针或避雷器，避免

风电机组低压系统由于直击雷而导致过压和高电流。

2.2 电气系统的消防

包括熔断器、断路器以及剩余电流监控设备在内的消

防技术，能够选择性识别故障并及时切断故障的电气设备，

例如变压器、导体或发电机。另外，消防系统必须确保能

够立即停机，并向远程监控系统发送故障信息。

此外，交叉保护的理念很必要。相邻设备之间的保护

装置紧密相连，以达到为彼此提供后备保护的效果。比如，

一个合适的配置，不但可以预防由于低压系统中的电弧故

障及断路器故障而引起的过火风险，而且能够诊断故障并

自动打开变压器高压侧的中压开关，使故障组件能够有选

择地从系统中被断开。

3 “预防性消防”产品

在全面的消防理念中，监测和保护装置可以确保风电

机组的长期有效使用。

3.1 空气断路器

空气断路器用于分断和保护风电机组的主电路，也可

以断开与电网的连接，从而确保维修保养工作能安全进行。

断路器能够防止由于电流过载和短路引发的火灾，并针对

摄影：李吉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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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过载后的过热提供保护。空气断路器还可为火灾管理

系统提供报警信号。

3.2 塑壳断路器

塑壳断路器用于分断和保护辅助电路。同空气断路器

一样，塑壳断路器也能防止由于过载引起的过热，并发出

报警信号。

3.3 半导体熔断器

半导体熔断器能够防止功率组件，特别是变流器的 
IGBT 故障而引发的火灾，并保护变频器晶闸管的软起动器

等装置免受短路影响。

3.4 剩余电流监控装置

剩余电流监控装置能够通过指示剩余电流，来监控隐

蔽的电气安装接地故障。当检测数据超过设定值时，便会

触发警报信号，在剩余电流引发火灾前执行预防性维护。

3.5 多功能检测仪表

多功能检测仪表能够对风电机组的馈电质量进行检测，

并可监控发电电路中的变量，从而提早发现电路过载和故

障，避免随之产生的损失。

3.6 剩余电流保护器

剩余电流保护器对于确保个人安全至关重要，它们能

够避免维护人员因直接或间接接触致使的电击危险，同时

对因触电引发的火灾提供保护。保护装置用于剩余电流检

测，例如可能由绝缘故障而引发的剩余电流，通过关闭被

扰回路避免起火。B 型和 B+ 型通用电流敏感剩余电流动作

断路器同样能够确保为风电机组直流剩余电流提供可靠保

护。

3.7 母线槽系统

在风电机组上安装母线槽系统比安装电缆更能有效防

火。与采用 PVC 绝缘电缆相比，母线槽系统大大降低了火

灾负荷。其耐老化涂层同样能够确保导体的高度表面防护

性能。出线单元的高短路强度及应对雷击的高热负荷，进

一步增强了母线槽系统的优势。

根据风力发电建设和运营商的需求，可以安装额外的

监控和保护装置，当检测系统进入关键状态可以及时采取

干预措施，防止火灾。  

4 火灾报警系统和灭火系统

如果在层层预防措施下，火灾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自动火灾报警系统和灭火系统能够将损失和停产时间降到

最低。

4.1 监测

报警系统对烟雾、热量及火焰具有高度敏感性，可同

时进行视觉监测及热监测，能够提早监测到火灾并向中央

火灾报警系统传送信息。这样可以立即关闭风电机组，并

启动灭火系统。为了最大限度确保安全，所有关键点都需

安装指示器，从机舱、控制柜一直到基座。

4.2 灭火系统

风电机组的高度和位置给传统防火方式提出了极大考

验。现代自动灭火系统优势明显，例如西门子 Sinorix 解决

方案。一旦爆发火灾，报警系统能立即激活。两种不同类

型的灭火技术相结合可以实现最佳防护。对电气系统而言，

最合适的是气体灭火，使用二氧化碳、氩气或氮气，它们

能够迅速可靠地熄灭火源，而灭火剂对敏感电子设备也不

会造成损害。而现代水气化技术则对控制明火十分有效，

当机械部件如机舱、液压装置或制动器起火时，该技术是

最佳选择。这些灭火系统通过喷射细水蒸汽，能够迅速熄

灭明火并且有最佳的冷却效果。本文运用正交试验设计，

建立试验模型，根据正交试验的结果，运用数据统计分析

软件 SPSS18.0 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建立了优化模型

的目标函数、设计变量和约束条件，结合工程实际确定了

设计变量的取值范围，最终建立塔架结构优化的数学模型。

在此基础上，应用 MATLAB 优化工具箱对模型进行求解，

得到了优化结果。在满足塔架结构极限应力、疲劳、屈曲

和模态要求的前提下，减轻了 8.93% 的塔架质量。

5 结论

陆上和海上的风场都是投资巨大的项目。这些昂贵的

风电机组迫切需要合理的消防理念实现有效保护。预防式

消防是避免事故发生的有效措施，也是保障机组和工作人

员安全的必要前提，将会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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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目前，我国风电场风能资源评价遵循的有关标准主要

包括《地面气象观测规范》（中央气象局，1979 年）、《风

力发电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规范》（原电力工业部，

1997 年）、《风电场风能资源测量方法》（GB/T18709 －

2002）[1]、《风电场风能资源评估方法》（GB/T18710 －

2002）[2]、《风电场工程技术标准》（中国水电水利规划设

计总院，2007 年）等。以上相关标准只是针对场址内已有

的测风塔资料，及结合附近区域气象站观测资料进行统计、

复杂地形条件下风电场风能资源评估研
究－以西南某风电场为例

杨永辉

（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上海	200434）

摘  要 ：对于复杂地形条件下的风电场风能资源评估，不能只局限于对测风塔及气象站资料的评估。本文通过讲述复杂地

形条件下风能资源评估基本流程，利用已有的测风塔资料和先进的流体力学软件，对风电场进行风能资源分布研

究，为进一步合理开发风电场风能资源提供了有利的技术支持。

关键词 ：复杂地形 ；山地风电场 ；流体力学 ；风能资源评估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07-0104-04

Wind Energy Resource Assessment Study of Complex Terrain 
- An Example of a Southwest Wind F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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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For wind energy resource assessment under complex terrain conditions of wind farm, it shouldn’t be only limited to the 

evaluation of tower and weather station data. Through describing the conditions under complex terrain wind energy resource 

assessment of basic processes, using the existing masts information and advanced �uid dynamics so�ware, this paper studied wind 

energy resources distribution of wind farm and provided a favorable technical support.
Keywords: complex terrain; mountain wind farm; �uid dynamics; wind energy resource assessment

分析及评估，通过单点（测风塔、气象站）数据分析结果

来反映风电场场址区域内的风能资源分布 [3]。以上分析结

果在三北及平坦地形区域内会有一定的代表性，但随着目

前风电场逐步向西南区域扩展，地形条件也越来越复杂，

风能资源随着地形的变化会有很大的区别。现在我们对复

杂地形场址区域内的风能资源评估，并不只能局限在对测

风塔及气象站资料评估研究，而是要通过现有的资料及结

合先进的流体力学软件来对整个风电场进行评估研究。通

过以西南某风电场为例，来进一步说明复杂地形条件下的

风能资源评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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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风电场场址地形地貌属于山地丘陵，地形较为复

杂，场址中心地理坐标约为东经 111°20′12″，北纬

24°42′05″，区域平均海拔在 280m － 870m 之间，总体

地势由北部白鸡岭逐步向南到蚊帐岭为峰点，再继续向南

延伸至东冲岭、油麻岭时海拔逐渐走低，天堂岭向（西北—

东南）两侧延成一条连绵的山脊，天堂岭向西北延至金子岭，

达到峰点后地势逐渐走低，东南侧山脊也呈逐渐走低的趋

势。从大区域地形走向上看，风电场所在区两侧地形高而

中部地形较低，易形成“狭管效应”，构成南、北气流的“通

道”，使得该区域以正北正南风为主，山脊走向风与主导

风向的垂直使得该区域的风能得到更好的开发利用，如图

1 所示。风电场所在地区通公路、铁路，场内地形较平缓，

场址内外不存在制约设备运输因素。

2 场址区域内测风数据概况

2.1 气象站资料

收集到气象站 1981 年－ 2010 年历年年平均风速，如

图 2 所示。气象站多年（1981 年－ 2010 年）年平均风速

为 2.50m/s，多年年际风速变幅在 1.9m/s － 3.1m/s 之间，

最大风速年为 1983 年（3.1m/s），最小风速年为 1994 年

（1.9m/s）。从风速的年际变化上取 5 － 10 年为一段来分析，

如图 3 所示。气象站近 30 年年平均风速为 2.5m/s，近 25
年平均风速为 2.4m/s，近 20 年平均风速为 2.3m/s，近 15
年平均风速为 2.3m/s，近 10 年平均风速为 2.2m/s，近 5
年平均风速为 2.3m/s。

2.2 测风塔资料

风电场场内立有主版号为 10666# 测

风塔，塔高 70m，海拔 467m，地理坐标

为 E 111 ° 20'17.1"，N 24 ° 42'17.9" ；
主 版 号 为 10940#， 塔 高 70m， 海 拔

645m，地理坐标为 E 111° 20'15.3"、N 
24° 41'1.8"。两塔海拔相差 178m，如图

4 所示。

2.3 测风塔资料分析

10666 ＃、10940 ＃测风塔因地理位

置不同，导致月平均风速也存在大小不等

的差异。各测风塔 80m 高度月平均风速对

比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主导风向对比如表 2 所示。

从表 1 可以看出，两测风塔 80m 高度代表年平均风速

分别为 7.6m/s、5.3m/s，两座测风塔月平均风速总体变化

趋势基本一致。

从图 4 上分析各测风塔风速差异的原因，10940 ＃测

风塔四周地形最开阔，位置海拔高，且处于南北风速通道上，

图1	风电场内外地形走向图

图2	气象站多年风速年际变化图

图3	气象站多年平均分段变化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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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向上基本无阻挡。10666 ＃测风塔位置海拔较低，周围

环境较复杂，其三面有环山，且距离较近，湍流较大，风

速受峡谷风影响切变较大，如图 5 所示。

2.4 测风塔的选取

根据上述各测风塔不同风能指标分析，结合场内两塔

具体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具体因素发现 ：风电场地势南高

北低， 10666# 基准海拔 467m，与 10940# 测风塔基准海

拔（645m）相差 178m，10666# 测风塔地处局部山谷之中，

受周围高海拔山脊影响，该塔与 10940# 测风塔两高度风向

有所偏差，与大地形下的盛行风向偏差尤为明显。风速也

受地形影响较明显（10666# 与 10940# 测风塔 70m 高度

同期风速相差约 2.3m/s － 3.3 m/s 之间），两测风塔所测数

据的差异与海拔高度、所处地理位置、周围环境等因素影

图4	风电场内10666#、10940#测风塔具体位置示意图 图5	气象站及测风塔不同高度风向玫瑰图

表1  两测风塔 80m 高度月平均风速对比表      单位：（m/s）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全年平均

10940 ＃ 8.0  8.1  8.7  6.9  7.8  6.8  6.3  6.5  7.5  8.2  7.2  9.0  7.6 

10666 ＃ 5.1  5.4  5.9  4.8  5.7  5.3  4.7  4.8  5.1  5.7  4.7  6.2  5.3 

表2  两测风塔主导风向对比表

项目 70m主导/次主导风向 70m主导/次主导风向频率（%） 80m主导风向 80m主导方向频率（%）

10940 ＃ N / S 33.7/24.1 N 43.0

10666 ＃ NNW/S 26.0/24.0 NNW 50.0

响居多，同时考虑风电场可利用区域海拔在 400m － 800m
之间，而 10940# 测风塔从所处地理位置、所测风速、风向

上更具代表性。

综合考虑上述因素，为更合理评估场址风能资源分布，

选择 10940# 测风塔实测数据进行风电场的风能资源评估，

同时参考 10666# 测风塔实测数据进行验证分析。

3 场址区域内风能资源计算

根据风电场风能资源分析所确定的历时风速、风向系

列资料，结合选定的风电机组机型功率曲线和风机布置方

案，借助风能资源评估软件 Meteodyn WT，进行风电场年

发电量计算。通过 WT 软件，利用场内测风塔风数据，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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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风电场80m高度年平均风速分布图 图7	风电场80m高度年平均能量密度分布图

拟出以场内中心点向外延伸 8km 为半径的资源分布。

由图 6 中的风速图例可以看出，风电场沿山脊机位点

80m 高年平均风速在 5.8m/s － 7.2m/s 之间较为集中，与

场内测风塔实测风速值较为吻合。

由图 7 风功率密度图例中得，风电场沿山脊机位点

80m 高年平均风功率密在 328W/m2 － 435W/m2 之间集中

分布。

4 结论

以上是对复杂地形风电场风能资源评估的一个基本流

程，通过以上分析，利用已有的测风塔资料和先进的流体

力学软件进行风电场区域内的风能资源分布分析，为进一

步合理开发风电场风能资源提供了有利的技术支持。对于

复杂地形条件下的风电场风能资源的评估研究，不能只局

限于对测风塔和气象站资料分析，还要与整个风电场的开

发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更加科学、客观地指导我们的设

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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