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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From The Editor

文／秦海岩

风电电价调整当慎行

自 2009 年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完善风力发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以来，我国四类风电上网标杆电价的

执行极大地促进了风电产业的发展。时隔四年，有关重新评估和调整风电电价的消息又开始在业内流传。历史地

看，风电发电成本呈下降的态势，风电电价的补贴水平也必然逐渐降低，电价补贴政策的最终目标是让风电价格

与常规能源价格相比具有市场竞争力。但是，仔细分析近两年我国风电企业所面临的经营环境，目前风电电价还

不具备下调的基础。 

首先，相比 2009 年推出风电电价时而言，我国风电产业整个盈利能力下降明显。一是弃风限电导致开发商

损失严重 ；二是可再生能源附加资金下发严重滞后，企业现金流紧张 ；三是欧债危机和经济大环境的影响让前几

年生意红火的 CDM 业务收益严重收缩，甚至有出现坏账的风险。

其次，与盈利能力下降相对应的却是风电项目开发成本的节节攀升。第一，除了机组设备造价有所下降，风

电项目建设工程造价呈现较大上升趋势 ；第二，新建风电场并网标准日益严苛，涉网设备和配套涉网工程投资负

担显著加重 ；第三，风电场征地成本持续上涨，各地风电项目用于水土保持、环境评价、检测验收和资源附加费

等投入不断增加 ；第四，国内整体物价和人工费的上扬催使风电工程施工费和项目管理费大幅升高 ；第五，融资

利率上调加大了风电融资成本。据业内人士统计，以一个5万千瓦规模的风电场项目为例，相比2009年年中的情况，

如今风电每千瓦时的单位成本增加了 0.068 元。

再次，目前国内机组设备在质保期内实际的检修维护成本明显高于可研测算水平。而且，很多风电设备或未

出质保、或刚出质保，实际经营期还未开始，风电项目真实的成本和利润状况尚不具备评估条件。

综合来看，此时贸然调整电价，对风电产业势必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一方面，电价的下调将导致产业资金

链更加紧张，并摧毁开发商们本已徘徊在盈亏边缘的风电业务，进而拖垮上游设备制造企业，这对整个风电产业

无疑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 ；另一方面，电价水平直接关联发电企业收益状况，下调电价将严重挫伤企业开发风电

的积极性，阻碍风电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无法确保我国制定的有关能源结构调整优化的目标和任务如期实现。

因此，风电电价标准关系整个产业发展命运，其调整需要充分考虑各方因素，谨慎为之。

首先，风电电价调整的前提是必须解决一些长期困扰风电发展的老大难问题。只有改善弃风限电严重的现象、

加快可再生能源附加基金结算速度、鼓励银行扩大对风电企业的融资力度、杜绝地方政府的乱收费现象等，保证

风电项目收益的稳定性，才有重新评估和调整电价的基础。其次，对风电电价的调整事先要做好充分调研。目前，

即使是相同的上网电价，各风电项目的盈利水平也有很大差别。因此，风电电价水平的调整，需要将风能资源、

工程建设投资以及并网情况考虑进去，科学测算项目成本，再设计一套系统、细化的风电电价标准。再次，风电

项目有向中东部地区倾斜的趋势，考虑到这些地区的风电电价补贴低于“三北”等风能资源条件好的地区，可以

适当提高对这些地区风电项目的补贴力度。总之，政府推出风电电价政策的初衷是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风电电

价的调整也应该坚守这一基本原则，不能仅为调电价而调电价。现阶段我国风电产业还需要政策上的大力支持，

如果此时一味下调电价，将违背促进产业发展的初衷，最后适得其反，反而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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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8 月 13 日，维斯塔

斯中国公司与宁夏天然气龙头企

业宁夏哈纳斯新能源签订了一份

共计 5 万千瓦的风电机组设备采

购合同。该订单包括 25 台维斯塔

斯 V90-2.0MW 机组的采购，这

些机组将安装在宁夏盐池风电场。

自 2010 年 4 月以来，哈纳

斯新能源向维斯塔斯一共订购了

合计 25 万千瓦的 V90-2.0MW机

组，其中 15 万千瓦已投入运行，

5万千瓦在建设中。

当哈纳斯新能源在 2010 年

开拓其风电业务伊始，维斯塔

2013 年 8 月 1 日，歌美飒安装在西班牙大加那利岛（加那利群岛）的首台G128-5.0MW

海上风电机组完成调试，具备并网发电条件。这台机组的单机额定功率为5兆瓦，叶轮直径128米，

总高度 154 米，每年可以为 7500 户家庭提供所需的电力能源。

歌美飒于今年 4月中旬开始塔筒、机舱及叶片的安装工作。机组塔筒总高度为 90 米，由

Windar（歌美飒与 Daniel Alonso 的合资公司）生产；歌美飒 Tauste( 萨拉戈萨 ) 工厂生产的机

舱长度为 12.5 米，高度及宽度均为 4米，重量为 72 吨。在塔筒吊装完成后，便开始安装三个叶

片，每个叶片长度为 62.5 米，重量为 15 吨（目前西班牙生产及运输的最长叶片），整个吊装作

业于 5月底完工。调试之前，歌美飒完成了电气安装和网络连接工作。

歌美飒 5兆瓦海上平台采用在 4.5 兆瓦风电机组平台上已验证的技术，充分运用了 4.5 兆瓦

批量投产后获得的专门技术及经验。作为海上产品平台的首台风电机组，歌美飒 G128-5.0MW

采用模块化及冗余设计，确保可靠性和发电量的最大化，同时优化了度电成本。

维斯塔斯和宁
夏哈纳斯签署
5万千瓦订单

歌 美 飒 首 台 5
兆瓦海上风电
机组完成调试

5

5

万千瓦

兆瓦

斯就被选为其合作伙伴。此次订单内容包括风电机组的交

货、塔筒、安装督导和调试，同时包含一项维斯塔斯在线 ® 

SCADA 系统，以及一份为期两年的服务与维护服务协议。

第一批风电机组计划于 2013 年三季度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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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7 月 4 日，上

海振华重工集团承接的江苏

如东 4 兆瓦海上风电单桩钢

结构基础在振华大南通基地

顺利发运完毕。该结构总重

430 吨，最大筒径 5.6 米，

最大板厚 75 毫米。截至目

前，振华已成功向国内外用

户交付了 199 套、总吨位

14 万余吨的海上风电钢结

构，业绩不菲。

振华重工大南通基地位

于南通市技术开发区长江北

岸，是海上风电钢结构项目

的专业化制造基地，总占地

面积约 230 万平方米，配备

两条先进的单桩自动化生产

中材科技 7月 22 日晚间公布了 2013 半年报业绩快报。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总收入为 13.42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77%；营业利润 3307.59 万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28.07%。报告中提及，

主要是由于公司完成了中材科技 ( 九江 ) 有限公司、中材科技 ( 阜宁 ) 风电叶片有限公司、中材科

技 ( 锡林 ) 风电叶片有限公司的收购并设立了中材默锐水务有限公司等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增

加使管理费用、研发费用增加所致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00.5 万元人民币，同比下

降 14.35%，主要是由于所得税较上年同期增长所致，上年同期公司之全资子公司苏州有限弥补

以前年度亏损，使上年同期企业所得税费用偏低。

2013 年 7 月 8 日，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收购的加拿大安大略省 10 万千瓦风电项

目（简称龙源加拿大风电项目）成功获得加拿大安省电力局颁发的开工许可，该项目预计今年 8

月初开工建设，2014 年 1 季度前投产，项目建成后，预计可满足当地 3万居民的生活用电需求。

2011 年 7 月 13 日，龙源电力所属龙源加拿大可再生能源公司与加拿大梅兰克森电力公司在

北京签署加拿大风电项目收购协议，其也成为中国第一个在境外投资新能源项目的国有发电企业。

收购完成后，龙源电力立即启动相关工作，先后通过了 17 轮涉及 8个市县的社区听证会，完成

了包括考古、文化遗产、水文地质、动植物分布等18份研究报告和超过3千页的电网接入申请报告，

并在2012年5月获得自然资源部和旅游文化体育部通过批复。2012年12月，获得环境部“完整性”

确认并开始公示。2013 年 2 月，环境部完成环评申请公示，开始进行技术审查。最终，龙源加

拿大风电项目先后在 6月 10 日和 7月 5 日分别获得安省环境部颁发的环评许可和电力委员会所

颁发的线路施工许可，在 7月 8日获得安省电力局所颁发的项目开工许可，正式具备开工条件。

上海振华重工
如东4兆瓦海上
风电单桩发运

龙源电力第1个
海外风电项目
获开工许可

中材科技上半
年总收入同比
增长1.77%

4

1

1.77%

个
第

兆瓦

流水线，现已基本实现了单桩钢结构的自动化生产。目前，振华

大南通基地每年可生产海上风电单桩钢结构 12 万吨以上，导管架

等钢结构 5万吨左右。依托振华强大的科研能力，振华重工还在

积极发展海上铺缆船、海上风电安装船等海上风电产业相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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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0 日，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举行能源安全专题会议，两国

有关部门负责人围绕全球油气市场、油气供需信息共享及透明度、能源价格、

油气贸易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在此轮对话期间，中美双方决定进一步推进能源领域的对话和务实合作，

并在能源领域取得了多项对话成果：重申中美能源安全合作联合声明所做承

诺，即两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在确保能源安全、直面共

同挑战方面拥有共同利益和责任。在非常规油气领域的法律和监管框架上，

欢迎中方有意加快建立非常规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法律和监管框架。为加快

中国燃料清洁化进程和减少电力生产过程中的排放，中美双方承诺通过在华

举行一系列页岩气开发技术研讨会等，积极推进在页岩气等非传统能源资源

领域的技术和环保合作；签署《美国能源监管委员会与中国国家能源局加强

能源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以扩展在电力、石油、天然气等问题上的合作；

决定在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框架下，鼓励两国企业建立合理商业活动，

以推动研究成果的产业化示范和应用；继续推进中美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框

架下清洁水、清洁大气、清洁高效交通、清洁高效电力、保护区、湿地合作、

能效等七个行动计划下的具体合作取得进展，进一步实施绿色合作伙伴计划。

7月 29 日，美国能源部在中国设

立“可再生能源商务区”项目（简称

SEBIZ）。普尼太阳能作为美国能源部资

助的 SEBIZ 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与江

苏常州市武进区政府签订了 SEBIZ 备忘

录。双方将会在中美能源合作框架下，根

据美国能源部推出的可再生能源商务区合

作项目，向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提供

技术援助，帮助商务楼宇业主实施“能效

提高和可再生能源”(简称 EERE) 技术，

从而大大降低化石能源使用和温室气体排

放量。普尼太阳能还将通过为武进商务区

内的楼宇、厂房等进行节能分析，提出节

能改善措施，帮助发现新能源潜力，从而

降低化石能源的使用量等。SEBIZ项目由

美国能源部与普尼太阳能合作实施推动，

计划首期帮助三个地方城市或项目，时间

将一直持续到2014年底。

7月 31 日，第三届中美可再生能源产业论坛在上海召开。此次论坛由中

国国家能源局和美国能源部共同举办，围绕双方关心的太阳能和风能产业政

策、规划设计、投融资体制、技术标准和规范、并网技术和电力市场机制等

议题进行了充分交流，提出了未来的合作方向。 来自中美两国的风电、太阳

能等可再生能源设备制造、开发企业、投融资机构、科研院所和行业协会约

100 名代表参加了论坛。

本届论坛，将中美两国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和讨论进一步推向深入。

美国杜邦公司、亮源公司分别与中国国电光伏公司、中电投黄河水电公司和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等单位就微电网和光热发电等达成合作计划，论坛已

形成一批实质性合作成果。论坛主题在前两届基础上有所扩展，城镇可再生

2013年7月中美展开多项能源合作

能源利用典型案例、总体规划和设计以

及与太阳能热发电相关的资源评价、项

目设计和建设等内容受到了双方企业的

重视。论坛的针对性更强，与会专家代

表对电网如何适应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接

入、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融资、中美风

电和光伏标准体系、并网技术标准等问

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论坛认为，中美可再生能源产业论

坛已成为中美可再生能源产业合作的重

要平台，今后要建立长效合作机制，采

用论坛、定期交流研究成果、组织政策

和技术培训、推动企业直接见面等多种

形式，充分利用本平台开展合作。论坛

讨论了 15 个合作研究项目，进一步完善

后，将作为两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合作的

重要载体和下一阶段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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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7 月 23 日，由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英国碳信托有限公司联

合举办的“中英海上风电技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石定寰、英国驻华大使馆参赞吴侨文等中英两国海上风电技

术专家、政府部门领导以及风电产业链中各环节的相关单位共60多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2013 年 7月 26 日，由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主办的“风电机组传动链

新兴设计及运维技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风电场开发、整机、零部件、运维等企业，

以及高校、科研、检测认证机构和技术服务企业的 12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施鹏飞在致辞中强调，随着风电场越来

越多的风电机组过质保期，风电场业主或第三方维护公司要尽快提高对风电机组的运维管理

水平。华电新能源公司副总工张文忠从管理角度分析了风电场提高发电量和降低成本的影

中英海上风电技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风电机组传动链新兴设计及运维技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与会代表介绍了中国海上风

电发展现状，共同讨论了海

上风电开发的技术问题和发

展方向，分享了英国海上风

电开发成本降低的经验。

研讨会是基于“中国海

上风电加速器项目”举行的，

该项目得到英国外交和联邦

事务部中国繁荣战略项目基

金的支持，由中国可再生能

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英

国碳信托有限公司和中节能

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三家机构

联合开展研究，项目以促进

中国海上风电的快速发展为

目的，支持中英双方开展海

上风电技术和经验交流活

动，一同找出发展障碍，分

享成功经验，提出解决方案。

响因素，提出未来数字化风

电场和智能型风电场的运营

优化模式。国华能源投资有

限公司生产部副总经理周卫

华分析了风电机组常见故障

以及从运维角度提出的应对

措施。会议还交流了电磁耦

合同步发电技术、液力传动

技术在风电机组中的设计和

应用，风电轴承集中润滑技

术，风电齿轮油新配方及应

用特性，机舱传感器与状态

监测，多普勒雷达与机组性

能优化，风电机组安全监测，

风电齿轮箱常见故障及在运

维中的应对措施，齿轮箱润

滑油过滤技术，传动链动力

学分析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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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6 月 30 日消息，“疆电外送”的新疆与西北主网联网

750 千伏第二通道工程日前在北京宣布竣工投运。这条超高压电线将

使新疆、甘肃和青海三省区的清洁能源外送能力翻番，由目前的 330

万千瓦提升至 700 万千瓦。

新疆与西北主网联网 750 千伏第二通道输变电工程，是国家电

网公司建设西北电网的重要工程，线路西起新疆哈密，途经甘肃敦煌，

东至青海格尔木，全长 2158 公里，总投资 95.6 亿元，于 2012 年 5

月开工建设。工程将把新疆哈密煤炭和风电基地的电力接入大电网并

向外输送，线路还落点甘肃和青海，有利于酒泉、敦煌和柴达木地区

的风电及太阳能电力开发外送。

2013 年 7 月 15 日，金风科技宣布，其直

驱永磁GW93/1500 超低风速系列机组已进入

批量化生产，截至目前已获订单超过20万千瓦，

该机型将进一步助力客户深度拓展超低风速地

区风电市场。

金风科技首台GW93/1500 超低风速样机

机组于 2012 年 7 月在山东诸城成功并网运行，

根据实际运行数据，样机各项性能均达到设计

要求，在超低风速条件下，发电效率超出设计

预期，平均可利用率高达 98.5% 以上。根据

最新实测结果，在风速为 5.5 米 / 秒的条件下，

GW93/1500 机组比同额定功率 87 米叶轮直径

机组发电量高出 8.97%。

GW93/1500 系列超低风速直驱永磁机组，

其叶轮直径为 93 米，额定功率为 1500 千瓦，

针对年平均风速为 6.5 米 / 秒以下四类超低风

速区域（IEC S 类风区）专项设计，是目前国

内市场同类产品中叶轮直径最大，发电效率最

高、度电成本相对较低的机组产品。根据设计

要求，该机型在年平均风速5.5米 /秒的条件下，

年发电可达到 2000 标准小时数以上。

金风科技超低风速机组进入量产

新疆与西北主网联网第二通道工程竣工投运

天源科创获山西新荣风电场EPC建设合同

北京天源科创风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天源科创）日前与山

西国际能源集团新能源投资管理公司（简称山西国际能源）签署 EPC

风电场建设服务合同，合同约定将在山西大同新荣区安装 19 台金风

科技GW106/2500 直驱永磁风电机组，风场总装机容量 4.75 万千瓦。

天源科创将为该项目提供“一站式”EPC 总承包服务模式，包

括项目前期咨询、中期工程建设、信息技术支持及后期运维技术支持。

同时天源科创还将提供包含风电场功率控制系统、风功率预测系统、

数据上报系统、风电场集控系统、状态监测系统、预警系统和运行管

理系统等在内的多种“数字化”风电场管理优化方案。天源科创总经

理杨华表示：“本次合作是天源科创与山西国际能源继‘山西神池二

期风电场’和‘山西新荣一期风电场’EPC工程总承包的第三次合作。

双方在合作中相互促进和提升，不但保证了风电场建设工程的圆满完

成，更使天源科创的 EPC工程总包实力得到了实践验证和客户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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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风电成为云南省大力支持发展的新能源产业。截至 2013 年 5 月，云南省风

电场并网装机 200 万千瓦，在建 170 万千瓦，正在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约 500 万千瓦。预

计到2015年末，云南省风电装机将发展到1000万千瓦规模，成为全国排名靠前的风电大省。

中广核集团作为“央企入滇”的首批企业，风电板块于 2009 年进入云南，目前已建

成投运风电场 3个，在建风电场 2个，预计到 2013 年底，在滇风电累积核准容量将突破

50 万千瓦。值得关注的是，中广核集团在开发清洁能源的同时非常好地兼顾了当地的自然

中广核打造云南绿色标杆风电场

环境保护，成功打造了一批

绿色标杆风电场。

中广核风电场在选址

和规划阶段，均避开自然保

护区、风景名胜区、文物古

迹、水源保护地等规划区域，

与当地原有生态功能规划协

调发展；利用三维建模技术

进行布机方案优化，根据机

组高度与人体视线观察范围

之间的关系，确保机组避开

主干道视线区域，减小风电

场对自然景观的视觉干扰；

在风电场建设过程中，极力

保护当地植被，减少环境破

坏，将风景旅游相融性纳入

考虑范围，选择对自然环境

扰动相对较小的区域，同时

使风电场的建设带动地方旅

游知名度。

2013 年 7 月 26 日，

贵州中航惠腾风电设备有限

公司举行首批叶片交付仪

式，产自贵州省的首批风电

叶片开始运往风场实施安

装。贵阳市各级政府及职能

部门领导、中航重机在黔兄

弟单位、风电业界代表及新

闻媒体参加了交付仪式。

据介绍，贵州中航惠

腾于 2013 年 1 月在乌当区

成立，主要针对西南地区低

风速风电市场进行低风速风

贵州中航惠腾首批风
电叶片成功交付

电叶片研发及产业化生产，技术水平国内领先，填补了贵州省空白，对于贵州省加速工业

化发展、加快转型、纵深推进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示范作用，同时也标志着贵州省

乃至西南地区的低风速风电行业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根据目前西南地区的风电叶片

需求，贵州中航惠腾预计投入 6套模具进行生产。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产 400 副叶片，

销售收入3亿元，利税3000万元，实现就业岗位500个，也将成为惠腾公司新的经济增长点。

据介绍，贵州“十二五”期间风电第一批、第二批获批项目有 22个，分别位于金沙、盘县、

台江、威宁、赫章、龙里、独山、锦屏、惠水、花溪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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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7 月 31 日，瑞士电力和自动化技术集团 ABB 将为国家电网旗下

的 220 千伏智能变电站示范工程提供高压隔离断路器（DCB）等电力产品。该

示范工程旨在通过部署和集成智能解决方案，提高电力网络的效率和可靠性。

这是 ABB 创新的高压隔离式断路器首次在国内应用。在传统的敞开式变

电站中，断路器和隔离开关是相互独立的设备，需要各自的安装空间。ABB隔

离式断路器将隔离功能与断路器集成为一体，从而无需单独安装两套设备。这

能减少相当可观的占地面积，降低电力损耗，提高电网的安全性，并且改善系

统的可靠性。另外，这种新型的高压隔离式断路器有利于优化变电站运行和维护，

并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ABB集团高压业务单元负责人吕伟地说：“该示范工程将有助于中国建设

更坚强、更智能电网目标的实现，从而让电网更高效与可靠。多年来，我们与

国家电网公司在很多全球创新中始终保持着紧密的合作，我们很高兴能够坚持

这样的传统。该示范工程中的隔离式断路器将状态监测和其他控制功能进行集

成，为二次控制层提供了额外的‘智能’，从而完善了一次设备层的智能化。”

2013 年 8 月 8 日，亚什兰常州胶衣工厂开业庆典在常州滨江经济开发区

化学工业园举行，新工厂总投资 6000 万美元，是亚什兰全球最顶尖的胶衣工厂，

服务于中国和亚太区客户，产品应用的主要市场包括游艇、洁具、交通、风能

和工业等。

胶衣是一种特殊性能的树脂，可改善玻璃纤维增强不饱和聚酯树脂基玻

璃钢制品的外观质量，保护结构层的材质不受外界环境介质侵蚀。胶衣产品

广泛应用于消费品和工业品中，如游艇、浴缸、洗脸盆、高铁车辆、大客车、

风电机组叶片、机舱罩、冷却塔和储罐等。亚什兰胶衣品牌包括多次获奖的

MaxguardTM 和 EnguardTM 胶衣。除胶衣外，新工厂还向工业品行业提供胶

粘剂、阻燃树脂和低收缩剂。工厂初期年产能为10000吨胶衣和2000吨胶粘剂，

现有的基础设施是按照进一步扩建的需求设计的，因此完全有能力满足不断增

长的亚洲市场的需求。 

ABB电力产品助力中国新一代智能变电站建设

亚什兰常州胶衣工厂开业

2013 年 7 月 22 日，由南车新材

承担的西门子能源集团风电联轴器项

目经过历时一年多的技术攻关，通过

12 个试验项目的现场考核，取得了首

次挂机考核资格。

风电联轴器主要应用于风电机组

上，用于联接输入端和输出端的电机

轴，它可在使用过程中旋转传递载荷，

同时需适应两端轴在使用过程中的径

向和轴向尺寸偏差，起到补偿作用。

风电联轴器产品结构复杂、载荷大、

使用环境恶劣、制造工艺复杂。长期

以来，国内外市场主要由德国的两家

公司供货，我国国内的主机厂虽进行

了大量的研制工作，但进展缓慢。

为了进一步拓展产品领域，南车

时代新材于 2012 年 3 月开始研制西

门子能源集团风电联轴器项目，经过

近一年的自主研发，通过高低温交替、

极限强度和整体疲劳等数十个项点、

前后 20 多天的严酷试验考核后，终

于完成全部试验项点，并首次取得该

类产品的装机考核资质。

据悉，该产品预计于今年 8月份

装机，完成装机考核后，南车时代新

材将取得首个批量订单。

南车时代新材风电联轴器取
得首次挂机考核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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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7 月 6日，国家能源局印发了《国家能源局关

于大连市海上风电场工程规划的复函》（国能新能 [2013]262

号），同意大连市海上风电规划报告方案，要求相关部门按

照规划布局和建设条件，有序推进海上风电开发建设。

大连市海上风能资源较丰富，建设条件优越，具备大

规模开发海上风电的条件。大连市海上风电规划总装机容

量 190 万千瓦，包括花园口 2个场区 40 万千瓦和庄河 6个

场区 150 万千瓦。其中，2015 年重点开工建设庄河场址Ⅱ

和Ⅲ场区共计 60万千瓦容量项目，2020 年将累计建成 190

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

目前，我国各沿海省份已基本完成了本省的海上风电规

划。其中，上海、山东、河北、广东、江苏等省市海上风电

场工程规划获得国家批复；浙江、海南海上风电规划目前已

经完成评审，正在进一步修改完善中；福建规划已经编制完成。

此次大连海上风电规划获批将进一步推进我国海上风

2013 年 7月 17 日，哈

密风电基地二期项目建设方

案获国家能源局批复同意。

以确保配套风电和光伏发电

项目与哈密-郑州±800千

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外送

通道同步投入运行，这也标

志着国家级哈密地区千万千

瓦风电基地建设进入全面实

施阶段。

国家能源局此次批复的

哈密风电基地二期项目建设

方案确定送出风电规模800

万千瓦，其中，新增风电建

设规模600万千瓦、新疆已

核准哈密风电项目200万千

瓦。同时确定新增光伏发电

规模125万千瓦。项目估算

大连市海上风电场工程规划获国家能源局批复

哈密风电基地二期项目获批

总投资602亿元，年外送电

量150亿千瓦时。该项目的

实施对加快新疆能源资源参

与全国能源平衡、促进新疆

能源结构调整、增加清洁能

源比重、减少缓解污染具有

重要意义。

按照中央提出的 2015

年“疆电外送”规模达到

3000 万千瓦的要求，哈密 -

郑州±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

输电工程是“疆电东送”首

个特高压项目，也是国内目

前输送能力最大、输送距离

最远的输电工程。工程建成

后，输电能力将达 800 万千

瓦，成为连接西部边疆与中

原地区的“电力丝绸之路”。

电的规划工作，对于促进全国海上风电健康发展，落实全国

海上风电“十二五”规划目标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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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7月 11日，瑞

典国有能源公司 Vattenfall

宣布，将投资 4.6 亿英镑（约

合 43.2 亿元人民币），在英

国建设两个电力项目，为

16.6 万户家庭提供电力。

Vattenfall 公司表示，耗

资4亿英镑（约合37.57亿人

民币）的Pen y Cymoedd风

电场位于南威尔士，设计寿

命为25年，给当地经济带来

4500 万英镑（约合 4.22 亿

元人民币）的贡献。这家公

司将在位于尼思和阿伯德尔

之间的风电场安装 76台风

电机组，总装机容量为22.8

万千瓦，将成为英格兰和威

尔士最大的陆上风电项目。

这个风电场将在 2016

年完工，预计创造约 300 个

就业岗位。英国能源大臣埃

德戴维对该项目表示欢迎，

他说：“这将为英国吸引数

十亿英镑的投资，带来数百

个绿色就业岗位，同时为居

民提供清洁能源。”同时，

Vattenfall 公司在阿伯丁的

Clashindarroch 风电场已经

开始建设，预计在 2015 年

完工，这座苏格兰风电场将

安装 18 台风电机组，装机

容量为 3.69 万千瓦。

瑞典Vattenfall投资4.6亿英镑在英修建风电场

海外

世界最大海上风电场投入运行

2013 年 7 月 4 日，目

前为止世界最大的海上风电

场——伦敦矩阵正式投入运

营。该项目由丹麦东能源公

司、德国意昂能源集团等世

界能源巨头联合投资，总

投资额达 15 亿英镑（约合

140.9 亿人民币）。来自 70

多家组织机构的约 6700 名

人士参与前期项目建设，西

门子为此提供了 175 台风电

机组和电网接入解决方案。

伦敦矩阵海上风电场坐

落于泰晤士河口，距离肯特

郡和埃塞克斯郡海岸约 20

公里。西门子为此提供的风

电机组单机容量为 3.6 兆瓦，

转子直径达 120 米。此外，

西门子还为北海的一个陆上

和两个海上变电站供货，以

实现该项目的电网接入。风

电机组产生的电能在海上集

中升压后，通过海底高压电

缆输送到海岸。该风电场将

通过建在拉姆斯盖特港口的

基地进行操作和维护。

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大

臣爱德华·戴维介绍说，伦

敦矩阵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

海上风电场，它的落成投产

有助于保障其所在地区的能

源供应，并减少碳排放。戴

维说，英国政府前不久宣布

了一项针对海上风力发电的

长期支持计划，未来会有更

多新型海上风电场建成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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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7 月 23 日，

美国内政部表示，美国海洋

能源管理局（BOEM）将在

今年 9月份举行第二轮海上

风电招标，此次招标的区域

位于弗吉尼亚近海，面积约

为 11.28 万英亩。这一举动

2013 年 7 月 25 日，

据外媒报道，巴西最大的

州——圣保罗州政府颁布了

一项能源规划，规划为该州

的能源结构发展确定了路线

图，并重点提到未来将更多

地利用可再生能源。根据规

划，预计到 2020 年，圣保

罗州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占比

符合美国总统奥巴马推动国

内清洁能源经济发展和缓解

气候问题的规划内容。

内政部估计此次招标

的区域可以发展 200 万千

瓦的风电项目，大约可以为

70 万户家庭提供能源需求。

将达到 70%左右。

规划提到，目前圣保

罗州的可再生能源比例为

55%，到 2020 年这一比例

估计可以上升到 69%，这

一目标也是和该州的气候变

化政策保持一致的。

圣 保 罗 州 政 府 官 员

Geraldo Alckmin 表示：“这

美国内政部长萨利·朱

厄尔表示，当前美国石油和

天然气产量巨大，发展可再

生能源可为能源安全锦上

添花。

今年 9 月的招标将是

美国历史上第二轮海上风

一规划的颁布具有革命性的

意义，它为可再生能源发展

设定了一个目标。”

圣保罗州能源部部长

Jose Anibal 提到，通过生

产糖和酒精，该州将进一步

加强生物质能的利用。他认

为，从现在开始直到 2020

年，大约有 120 亿美元的

电招标，而第一轮计划在 7

月 31 日举行。招标主要地

域在马萨诸塞州和罗德岛。

今年 6 月，美国缅因州的

首个海上风电项目接入电

网，开创了美国海上风电发

展的先河。

私人募集资金将被投入到生

物质能的开发领域，这一投

资将使圣保罗州整个生物质

能的装机容量从目前的 480

万千瓦提高到 2020 年的

1300 万千瓦。

此外，有关风电和光伏

项目的开发也是该规划的重

点内容。

美国将举行第二轮海上风电招标

海外

巴西圣保罗设置70%的可再生能源目标

2013 年 8 月 5 日，全

球风能与太阳能开发商 

Mainstream  Renewable 

Power  和日本贸易公司丸

红株式会社就 1亿欧元股权

投资达成了协议，协议内容

为丸红将持有 Mainstream 

25% 左右的股权。这项交

易需要得到股东批准，也是 

Mainstream 创立 5 年半来

最大的单一股权投资。作为

协议的一部分，丸红有权与

2008年投资 Mainstream 的

巴克莱一起向 Mainstream 

的董事会派驻代表。 

此次交易标志着双方

将建立长期的战略联盟，两

家公司将紧密合作，共同加

快进行 Mainstream 覆盖多

个司法管辖区的重要项目。

丸红已有意在全球可再生能

源行业中开展业务，包括欧

洲离岸风能行业和英国电力

供应事业。 

自 2008 年成立以来，

Mainstream 在全球四大洲

共有超过 1900 万千瓦的风

能和太阳能项目尚待建设，

目前正在爱尔兰、南非、智

利和加拿大兴建和运营发电

站。该公司近期发布了许多

战略声明，包括位于苏格

兰的 45 万千瓦离岸风电场

获得了岸上规划许可，以

及就在智利建立风能和太

阳能平台与英联 (Actis) 签

署了 14 亿美元的协议。今

年 年 初，Mainstream 的 

Energy Bridge  和 英 国 国

家电力供应公司进行了联

网。自 2018 年起，这个由 

Mainstream 投建的项目将

从爱尔兰向英国输送 500

万千瓦的风电电力。

丸红与Mainstream 达成1亿欧元股权投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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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风电“度电成本”误区

熟悉风电的人都知道，风力发电

是一门集多学科理论与实践经验要求

于一身的复杂发电技术。一个风电场

项目往往涉及风电场宏观选址、风能

资源评估、微观选址、风电机组选型、

风电场设计和施工、安装调试和运行

维护等多个环节，是一个前期投资较

大、短期内又不易实现盈利的新能源

产业。一般来说，风电项目的运行寿

命周期长达 20 年，风电企业的成本

和收益需要分摊到整个项目的建设和

运维期。

在 20 年的全寿命周期内，度电

成本成为衡量一个风电项目是否盈利

和盈利多少的重要指标，降低风电度

电成本也成为风电开发商、设备制造

商、投资商以及运维商等众多利益相

关方不断追求的终极目标。

风电项目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

事关度电成本的降低。

风电开发商是整个项目最终的利

益回收方。开发商所投资的成本主要

包括风电设备采购、工程建设和后期

运维服务，而风电机组的可利用率又

直接决定了所能获得收益回报的发电

量。在开发商看来，一方面要以较实

惠的价格采购设备、建设工程，另一

方面又要尽力确保后期运行的机组可

靠性高，发电量大，维护管理的时间

和资金成本不断降低。

风电机组设备商所提供的产品则

直接决定了风电项目的实际可利用小

时数，从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

个项目的收益水平。因此，风电设备

商在设计产品时，需要将风电场的环

境因素考虑进来，同时要通过优化设

计，平衡发电量和可靠性的关系，使

风电设备在整个寿命周期内的技术经

济性最优。

除此之外，风电工程项目开发建

设中对风电场场址选择、风能资源测

量和评估、可行性研究等工作都将间

接决定后期风电项目的发电收益。风

电场的评估和设计工作执行的精准与

否会影响风电机组的选型、风电场后

期运行中的尾流影响等。

然而，一直以来，国内风电企业

对度电成本的理解都存在很大的误区。

在早几年“大干快上”的发展模

式下，开发商忙着圈风、拿项目，风

电设备企业则相应地到处建厂，大量

制造设备。整个风电产业链条的利润

文／杜广平	苏晓

20年



2013年第08期  19  

Review | 时评 

增长都依赖于外围规模效益。

风电开发商青睐于以最低价格中

标原则来选择设备厂商，而风电设备

制造商和零部件供应商也为了拿到订

单而放下身段，不断拼价格、挤压成本，

拉低机组设备的造价。大家对于降低

风电在整个 20 年寿命周期内的度电

成本只是采用了最原始、最直接和粗

暴的方式。

的确，如果单纯从一次性投资成

本来看，早期的风电企业确实见证了

风电设备价格的一路走低。但是，归

根结底，设备价格的降低不等于度电

成本下降，而且某些设备价格的降低

除了产品产量增加等因素外，还隐藏

着简化产品设计、简化工艺过程、替

代配套产品等质量风险，为未来 20
年寿命期的运行维护埋下了隐患。这

种成本下降的方式并不足以让一个行

业走得太长远。

最近几年，这种简单的、缺乏

内涵的单位千瓦成本降低模式已经

让众多风电企业付出了沉重代价。随

着整个风电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电

网的滞后性、弃风限电以及风电设

备质量问题的集中爆发开始让整个

风电产业形势急转而下。2011 年－

2012 年，全国风电产量出现规模性

下滑，早期的一味价格竞争的红海战

略也发挥到了极致，很多拼规模和价

格的企业很快就显得力不从心。

行业发展规模的逐渐放缓以及回

归合理让早期靠产量支撑的单位千瓦

成本优势已经荡然无存。某些前几年

发展势头如火如荼的风电整机厂商面

临大规模亏损或者盈利水平大幅缩水，

早期的低价竞标也开始显现出严重的

后果，很多未出质保的风电机组在运

行期间质量问题频发，甚至不排除一

些损失惨重的重大风电事故。

很多企业又开始重新考量度电成

本这一概念。简单来说，风电项目全

寿命周期的总成本和总发电量共同决

定了风电机组的度电成本。当然，这

里的度电成本是按照整个风电项目 20
年的运行寿命周期来计算的。其中，

风电项目建设的一次性投资成本（包

括设备、道路、运输、安装、征地、

基础、接入系统和前期审批等多方面

的投入）和风电场建成投运后的运行

维护成本加起来就构成了总成本 ；机

组的发电量则主要由机组的功率曲线

和可利用率来决定。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要降低度电

成本，应该是达成一种经济性最优化

设计，在成本和性能之间取得最佳平

衡点，而这种平衡点的把握则取决于

机组设计的技术和经验。

一个真正从降低度电成本考虑的

机组设计方案，既需要照顾到机组的

技术先进性，使项目在投运后获得稳

定而较高的发电量，更需要考虑到机

组的可靠性，尽量减少机组运行中的

故障率，提高可利用率。这一切都决

定于机组厂商的设计人员对技术的把

控能力、对机组各种假设参数的正确

选择。

目前，国内很多风电企业开始反

思，力图提高机组可靠性，降低度电

成本，以在市场困境中得到突破。对

于整个风电项目周期，很多企业开始

寻求自己的突破点。有些企业从风能

资源预测和风电场设计优化着手，以

更精细的预测和评估减少风电场特殊

环境条件对风电机组的影响 ；有些企

业在机组的概念设计与总体设计阶段，

综合衡量叶轮气动设计、传动方式选

择、机舱内部布置和功率控制方式等

各个环节，在降低设计成本的前提下

提高机组可靠性，减少机组在后期的

故障率 ；还有些企业在项目运行维护

期间，应用先进的软件系统控制、管

理整个风电场，提高风电场的运行和

维护管理能力，从而提高全场的机组

可利用率。

值得庆幸的是，国内一些风电企

业已经开始慢慢跳出传统狭隘的单位

千瓦成本的束缚，关注风电项目全寿

命期的度电成本，关注风电项目的全

局性盈利能力。

但是，也有一些风电企业在度电

成本的认识上又陷入对未来风险不可

控的误区。纵观目前市场上某些企业

推出的所谓能有效降低度电成本的叶

轮系统、传动系统、发电系统和适应

台风、高海拔、低温、低风速等不同

环境条件的风电机组，一些产品的设

计依然缺乏可靠性思想。一些机组厂

家在设计阶段，只是聚焦于短期内的

机组发电效率和成本，并未充分考虑

机组未来运行中潜在的风险。比如，

增加叶片长度可以捕获更多风能资源，

提高发电量，但其背后隐含的长远的

风险，却很少有人能说清楚。

从一味降低设备价格到开始改

变技术路线、提高设计能力是一种进

步。但是风电企业最需要形成的还是

对度电成本降低的全局性观念。目前，

我国商业性风电项目还未形成 20 年

的项目经验，也没有足够的数据来测

算实际的度电成本。然而，正是由于

20 年才能见证一个项目的度电成本，

我们才需要在每个环节都要考虑整个

周期的度电成本，意识到度电成本的

真正含义。否则，我国风电产业实现

健康、可持续的发展，还需要走很长

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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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正如轨道交通对质量的要求非常

高，风电行业对机组质量的要求也非常高，南

车风电如何从各方面保证机组的产品质量？

梁裕国：质量是企业的生命，这是千古

不变的真理。相比轨道交通行业，风电的维修

条件和服务环境更为恶劣。在偏僻的风电场，

吊装一个小部件就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和财力。如果产品质量出问题，大量的运维费

用将使设备制造商和风场投资商亏得血本无

归，这个道理显而易见，我们不可能让自己和

客户去承担这么高的风险。自批量投运以来，

南车风电的机组质量经受了市场的考验，机组

可利用率高、产品质量可靠，得到了客户认可

和好评。

南车风电一直坚持以质量为根本，严格按

质量体系要求进行全过程质量管理，公司的核

心领导和骨干多来自于轨道交通行业，有着多

年的制造企业工作经验，拥有国际先进的管理

理念，一直致力于将国际先进的管理手段运用

到风机制造中。我们引入了汽车企业丰田的精

益生产体系 (TPS)，以尽可能减少生产过程中

的缺陷 ；在设计和质量检验过程中，都采用国

际先进的模式进行控制。对于部件尤其是关键

部件的选择和检验，我们有着严格的筛选流程，

不会简单追求低成本而降低产品质量。另外，

我们在风能资源复核、塔筒监造上也建立了专

业的队伍和流程，以求全方位保障机组高效、

稳靠运行。

 《风能》：您如何看待风电机组的售后服

务？

梁裕国：从技术层面来说，我觉得技术应

该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叫技术科学或者

前沿技术，这个比较高尖端，是所有技术的基

础 ；第二个层次是应用技术，是如何把前沿技

术和技术科学应用到生活当中 ；第三个层次是

设计技术，把高尖端的技术通过自己的设计展

示给大家 ；最后一个层次也是非常重要的，叫

维修技术或者维护技术。风电机组售后维护和

维修其实就是对前面几个技术进行反馈，对设

计技术如何适应现场提供优化，对应用技术理

念拓展，对前沿技术进行创新。

 “诚信、热情、严正、高效”是南车风电

的服务理念。多年来，售后服务一直是南车风

本刊记者／苏晓

受访嘉宾 ：梁裕国

1962 年出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南车株洲

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风电事业部总经理。

依托“南风服务”，
迈向风电产业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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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产品整体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南

车风电拥有的特色优势。伴随风电产业的不断

发展，公司的售后服务体系日益完善，售后服

务队伍也更加成熟及专业。

《风能》：南车风电在售后服务上取得的成

绩和近期工作布局是怎样的？

梁裕国：南车风电一直重视售后服务工作，

主要体现在售后服务文化建设和售后服务体系

建设两个方面。我们吸纳了整个株洲所在轨道

交通“绿荫服务”的精神和内涵，同时结合风

电行业售后服务要求策划了专有品牌——“南

风服务”，这既彰显了南车品牌，又有温暖用

户的意思。

我们致力于将售后服务工作规范化、标准

化，并在风电行业率先启动了售后服务体系认

证工作。今年 5 月，公司通过了全国商品售后

服务评价达标认证评审委员会的评审，获得了

风电行业唯一的“五星认证”证书，下一步我

们还会将所有关键部件供应商的售后服务纳入

到我们的售后服务体系中统一管理，以求全方

位地满足客户需求，提升工作效率，尽可能为

客户创造价值。

《风能》：不管是生产还是售后，研发能力

的培养都是最基础的要素，能否谈谈南车风电

在这方面的理念和做法？

梁裕国：风电技术人才的培养，既要“走

出去”，也要“引进来”。“走出去”是出去学

习，也要引进。目前我国风电技术方面出去学

习的不太多，引进的也不太多。所以，我们的

眼光还要放远一些，将国际上优秀的东西引进

来。现在国内风电产业引进的主要是设计技术，

但是在应用技术和基础科学上还很欠缺。 
一个企业应该有包容心，要容人所长，并

借鉴和吸收别人的精华。只有做到这一点，我

们才能吸引更优秀的人才来发展企业。对南车

风电来说，这几年我们更多地是依靠自己的力

量来发展技术，尤其是株洲所 50 年来掌握的

核心技术，如变流技术、电子控制技术、系统

技术等，在这些方面我们是有优势的，而且基

本也还是靠自己。但是，在风电机组的机械基

础和整机设计技术上面，我们还需要多学习国

外的先进技术和经验。

《风能》：您如何看待南车风电以及整个国

内风电市场的发展现状和前景？

梁裕国：尽管目前我们面临很多困难，比

如机组价格偏低、现金流吃紧、市场增幅降低

等，但“十三五”期间，我们仍会坚定不移地

把风电行业做好。对于南车及株洲所而言，风

电事业部不仅是一个整机牵头单位，还是承载

着株洲所和中国南车希望的新能源产业代表。

目前中国南车风电产业内部供应链已经非常完

善和成熟，发电机、叶片、变流器、齿轮箱这

些主要零部件在行业获得了良好口碑。所以，

我们有将风电产业打造成中国南车第二大支柱

产业的决心和能力，这也符合中国南车的整体

战略要求。

和现在的风电业务一样，十年前株洲所的

电动汽车产业也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但是我

们迎难而上坚持下来，目前电动汽车产业已经

处于国内领先的地位。所以，我觉得做什么事

情认准了目标就要坚持到底，不轻言放弃。风

电是个朝阳产业、绿色产业，符合整个国家的

战略发展需要，是以后发展的一大趋势。因此，

我们应该在坚定信念的同时，不断提高风电机

组的可利用率、发电量、产品可靠性，向国外

优秀的产品看齐，只要质量上去了，产品就不

愁没有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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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的储能设备，多样化的供应商合作，多样化的示范目的，以及多

样化的发展战略。这样的一次多样化探索能够为金风微网带来些什么？

本刊记者／赵靓 薛辰

金风微网：一次多样化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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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智能微网内的电源出力

小于负荷需求时，如果在电价低

谷时段，优先考虑利用电网电力，

减少对储能系统的放电控制 ；如

果电价处于尖峰时段，则优先考

虑对储能进行放电控制。当微网

内电源出力大于负荷需求时，会

优先考虑对储能进行充电控制，

提高微网内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金风科技

可再生能源智能微网（简称金风微网）项目主

管谷延辉，在位于金风科技二期工厂的控制室

为记者解释金风微网项目的核心控制理念。

虽然寥寥数语，但已经能够说明智能微网

在能源管理方面所应扮演的角色。这里的核心

词语是“电价”及“可再生能源利用率”。显然，

这个项目孜孜以求的是如何在电价与可再生能

源利用之间找到最佳的效益和必要的平衡。而

调节这平衡机制的手段，则是在一定的控制策

略下，系统地利用微网内部的发电设备与储能

设备，甚至是负载。

抛去别国另谈，仅我国在开展智能微网实

验项目的机构就已经不少，因项目背景、资金

支持、科研能力、项目参与方的不同，其研究

方向各不相同。作为一个由风电整机商承担的

微网项目，金风科技对该智能微网项目投入非

常重视，从而使其能够容纳更多样化的发电、

储能和控制技术，同时为参与该项目的设备供

应商们搭建了不可多得的试验平台。

发电与储能

乘轻轨亦庄线向南行驶时，你很容易将窗

外一台高大的风电机组当成亦庄的“标志性建

筑”，而这台机组正是金风微网项目中的发电

单元之一。

据介绍，这台风电机组距离金风科技二期

基地的直线距离不到 2 公里。如果从地铁站打

个黑车到二期，八成会从这台机组旁路过。

事实上，正是由于 2.5MW
风电机组的存在，金风科技的这

个项目比多数智能微网项目显得

更侧重于风电与大电网、微网之

间的配合 ；又由于 500 千瓦光伏

的存在，金风微网在与电科院张

北微网项目相比，具有了更靠近

分布式电源的科研侧重点。

据悉，金风微网的 500 千瓦的光伏发电设

备被安装于金风 2 期的 1 号楼、2 号楼乃至金

风大学的楼顶上，从而成为了这个项目的第二

种发电单元。这些电池板的满负荷发电能力虽

然并没有一台 2.5MW 的风电机组强，但其显

然更适合风能资源一般的亦庄。

这是记者第二次到金风了解该项目的进

展，在时隔 10 个月后，这些电池板的运行已

经从之前的限功率状态提高到标准运行状态。

而那台 2.5MW 风电机组在这段时间里成功并

网，并帮助整个项目在 2013 年 3 月份创造了

该项目启动以来最高的供电记录——单日供电

量超过 3.6 万千瓦时，占整个厂区当日消耗电

量的 92%。

除了发电系统外，金风微网项目另一特点

是对储能系统的不断完善。

在金风科技二期的一栋办公楼的一层，为

这个项目的储能、监控等系统安排了 430 平方

米的面积，其中就包括锂电池室和钒液流室，

里面的设备主要用于能量储能。

目前，锂电池技术已相当成熟，价格也比

较低，但由于金风微网所采用的锂电池是由单

个电池通过串并联而成的“成堆”系统，对供

应商的技术能力也提出了不小的挑战。

与锂电池相比，钒液流则更像是一种新型

储能技术，而且最近“很火”。

在钒液流室中记者可以看到，4 个被放置

在地上的大罐占据了房间的一半面积，一些管

道与泵相连，通向一台高大的设施——电堆。

罐子里的液体是能量的存储体——钒的溶液，

该设备的原理是通过钒离子的价态变化来实现

除了发电系

统外，金风微网

项目另一特点是

对储能系统的不

断完善。



Cover Article | 封面

2013年第08期  25  

控制和策略

“红色的代表回路合上，绿色的是没合上。

因此，现在风电机组和光伏发电都是开着的，

但因为风速只有 2.4 米／秒，所以风电机组没

有发电。”谷延辉指着控制室中的电脑屏幕为

记者演示。

眼前的屏幕上显示着监控系统的主界面，

包括每一个发电或储能设备的连接关系，以及

电子的吸收或释放。要想增加电池的容量，也

就是放电时间，可以直接增加钒溶液。在这个

过程中，钒溶液可以循环使用，而设备的输出

功率则是由电堆的能力所决定的。

据谷延辉介绍，金风微网项目的钒液流电

池功率为 200 千瓦，能在该功率条件下释放 4
个小时的电力。这样算来，它就相当于一个能

够存储 800 千瓦时电的大电池。

据了解，虽然以上两种储能方式都通过了

24 小时和 72 小时实验，可仍有不少需要改进

的空间。锂电池在于其成堆后的均衡和安全技

术，钒液流在于如何减少占地面积、成本，提

高运行效率。这些改进是这两种储能系统，乃

至整个微网实现商业化的必经之路。

因此，目前该项目的储能电池还没有实现

无限制地充放运行，“在锂电池成堆之后，安

全风险是值得认真对待的。我们必须明确了解

运行会出什么异常，检测系统、安防系统等的

情况。”谷延辉介绍说。

事实上，钒液流电池也仍然处于技术探索

阶段，国内掌握该技术的公司不是很多，与锂

电池相比，它也并不是毫无缺点。首先其能量

密度并不高，从而需占据更大的空间，其次是

由于商业化程度不够，价格昂贵。

除了锂电池与钒液流电池这两种主要运用

于减少弃风损失的能量型储能设备外，金风微

网还引入超级电容和飞轮。这是两种功率型储

能设备，虽然技术大相径庭，但使用它们的结

果是一样的 ：短时提高电能质量，以及平滑高

频的波动。

据记者实地了解，目前该项目的飞轮还未

到位，这与我国还没有生产出满足微网需求的

产品有关。而不少厂家能够生产的超级电容，

早在 2012 年便已经在金风微网中开始了相关

测试。据谷延辉介绍，安装于金风微网项目中

的超级电容共有 8 组，每组拥有 48 个单体为

2500 法拉的电容。该超级电容的功率为 200
千瓦，放电时间能够持续 10 秒，循环寿命能

够超过 50 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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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设备运行状态，发电量有多少。主界面所

链接的分页面可以分层显示各功能单元及这些

单元每一个部分的运行数据。

在光伏发电界面中记者可以看到，被分

为 6 组的光伏发电模块，正分别产生 15 千瓦、

15 千瓦、14 千瓦、10 千瓦、5 千瓦、3 千瓦

的实时功率，截至上午 10 点，当天共发电 65
千瓦时。显然，此时的发电效率只有 15%，原

因是正好下着小雨。

“虽然我们能够看到监控所需的所有信息，

但有些数据还是存在数据库里而不显示出来。

这些内容成为我们下一步改进控制系统、了解

各功能模块的重要数据支持。”谷延辉一边演

示一边介绍。

显然，金风微网具有的功能模块是丰富

且多样的，从两种发电设备到三种储能设备，

虽然这些模块自己都拥有一套控制系统，但其

供应商和控制技术、控制策略之间“风马牛不

相及”。而微网控制系统的任务是将这五种功

能模块有机结合，使他们在不同种类之间进行

任意地配合运行，从而成为了智能微网的核心

技术。

“智能微网所有的技术和最后的应用推广，

都会体现在这个控制系统。因为这些设备都是

可以单独存在的，真正把它集成一个智能微网，

需要调控和整个调度，所以它是项目的核心。”

谷延辉说。

话虽简单，但实际去开发这类集成控制系

统并非一件易事。金风科技内部组成跨子公司

的项目组，与各功能模块的供应商们通过充分

的沟通来解决问题。

然而，在控制系统搭建之初，最令研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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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费尽心机的并不是硬件设施

或软件开发，而是控制系统的

灵魂——控制策略。

由于控制系统要能够使多

样的功能模块之间随意搭配组

合，在制定控制策略时就需要

考虑得非常周详。但总的来说，

金风微网的控制策略主要体现

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性约束

的并网运行控制，另一是孤岛

运行。

据了解，金风微网的运行控制是基于电网

并网政策、实时电价、微网可再生能源出力和

负荷需求变化、储能系统荷电状态等综合考虑

的定制策略。储能系统的充放电控制主要基于

电价变化，实现峰谷分时电价下的套利，并配

合电源进行其他目标的综合控制。

简单地说，智能微网的控制原则首先是尽

量使用可再生能源所发的电，其次是可再生能

源发电过多的时候储能系统怎样调度系统充放

电，如果当时电价很高，那么就没有必要这个

时候把储能设备充满，应该把电量尽量卖出去。

如果电价处于比较低的状态，则应该把储能设

备充满，没有必要反送到网上。

通过基于大量的运行数据分析，制定控制

策略根据运行设定的指标，控制系统对整个微

网进行自动调节。因此，控制系统的能力体现

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最为准确的判断与控制。

“整个系统可以实现智能调控。风电机组、

储能、光伏都是执行单元，最终怎么运用好，

需要控制系统对它们的每一个状态进行感知，

设定目标后对每一个发号施令，然后共同达到

我们所期望的指标。”谷延辉谈到。

贡献与价值

初步了解金风微网后，记者不得不感到疑

惑，作为风电整机供应商的金风试验智能微网

的意义到底何在，它能够对电力行业产生多大

“这套系统的

一个价值在于风

能应用，包括为

可再生能源互补，

与传统能源的竞

争提供了一个探

索的渠道。”

影响？

在一位业内专家看来，金

风科技的智能微网具有几方面

特点，可以明确体现出它的价

值。首先，该项目在研究综合

利用可再生能源及储能设备的

同时，着重研究微网如何为风

力发电服务。其次，作为国家

级的微网项目，其搭建起来的

平台能够为设备供应商提供多

样化的微网实验环境。另外，就是在可以实现

市场化后，为弱电网或者孤岛地区提供一体化

的能源解决、管理方式。

“这套系统的一个价值在于风能应用，包

括为可再生能源互补，与传统能源的竞争提供

了一个探索的渠道。”谷延辉说。

在此项目建设之初，风电并网难的问题就

已经出现，并愈演愈烈。因此该项目将主要科

研方向设定为通过储能手段提高风电并网能力

和电网通道利用率。

“飞轮和超级电容的功能是对电能质量瞬

时的调节，可以帮助维持电网稳定的功能。”

谷延辉说。

但难以逾越的一点是关于经济性的。

有专家据此分析，整机产品如果能够提供

更强的并网能力，在短期内可以使竞争力增强，

可一旦电网公司将储能设备认定为并网机组必

装设备，将对制造商产生大量成本负担。

“因为解决并网问题的关键并非技术，而

是利益及观念不同。”上述专家说。

因此，整机厂商通过提高自身产品技术达

到电网要求固然能够赢得一定的市场欢迎，但

或许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无奈选择。

另外，通过对锂电池和钒液流电池的运用，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弃风，并提高电网通道

的利用率。但推广这样的理念，也同样存在成

本太高的问题，而且大功率应用技术还不成熟。

以金风微网所使用的钒液流电池为例，市场价

格达到了 400 万元至 500 万元。

因此，如果寄希望于储能系统解决风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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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网、通道问题，就目前看来还难以实现，但

无论如何，作为一次多样化的探索，金风微网

正在为整机商摆脱并网、通道问题提供一些主

动的尝试，丰富了风电机组或可具备的功能。

据了解，虽然投资巨大，但金风微网部分

储能设备是供应商免费提供的。他们之所以这

样做，正是看中了该项目作为具有一定应用前

景的智能微网技术和风电技术，可以说是储能

行业进入大电力系统最合适的切入点。这个切

入点不但对储能系统具有一定的现实需求，而

且极具绿色属性，对于储能技术获得更多的国

家支持有很大的帮助。

另外，由于金风微网具有的开放性，通过

这个项目提供的平台，供应商与金风科技之间

进行了数据共享，一起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从而可以不断地利用这个项目对自己的产品加

以改进，使这些产品更加适应未来电力系统的

需要。

但是，由于智能微网项目所强调的技术指

标与这些供应商生产其他产品所追求的技术指

标有一定差别，且项目各方分属不同行业，从

而使得这些供应商在参与项目的初期也遇到了

一些困难。

例如，锂电池主要应用于电动汽车，抗震

动和过倍率很重要，但用在智能微网上，抗震

动和过倍率都不是主要指标，这个项目更看重

的是其循环次数和成堆控制能力。

同时，由于各方分属风能、电力和储能三

个行业，虽然各自在业内还比较熟悉，但真正

在交叉一起时互相了解很少。因此，供应商必

须重新考虑如何适应这个项目，并不断地改进

实验设备。

“我们这些实验追求的目标就是要在商业

运行前进行一些技术储备，了解这些单元怎么

选型、定量、维护和控制。”谷延辉说。

例如，建设一个需要配备储能能力的风电

场，配什么设备和容量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因为这需要充分考虑到场地、运输、经济、控

制目标等多个方面。

事实上，金风之所以承担智能微网项目，

也与这家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除了风电开发可以作为智能微网的应用方

向外，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利用智能微网技术。

金风科技董事长武钢曾经对下属说过：“金

风的发展除了需要技术创新，还需要有业务模

式和管理方式的创新。”也曾说过 ：“金风要做

绿色产业价值的发现者和探索者、创造者。”

“我们是以风能为轴心，向新能源扩散。”

曾负责金风微网前期建设的倪波在几个月前对

记者说。

虽然也在生产光伏逆变器，但金风科技短

期内不会生产太阳能电池板、提炼多晶硅。由

于金风科技的主业仍立足于风电技术，因此其

向新能源扩张的一种方式，是通过整体解决方

案来进行的。而微网正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比

如，智能微网与海水淡化相结合，与制氢、煤

化工产业相结合，或是直接将智能微网应用于

孤岛及远离大电网的的偏僻乡镇，以及大电网

的负荷中心。

“整体推出是我们的目的。这要基于有很

充分的研究，也就是拿出去便可以用。但从实

验室出去有一个过程，有一个产业化的过程。”

倪波说。

而在这个过程之前，金风微网项目还需解

决不少问题。除了技术问题外，眼前谷延辉最

关心的是这个项目何时能够发电上网。

目前，金风微网的主要运行方式并非是孤

岛运行，而是处于并网但不上网的情况下。也

就是说，金风微网发出的电主要用于金风科技

工厂，并且还很难满足该工厂的全部耗电需求，

因此，智能微网目前与大电网之间的关系，相

当于“只进不出”。

目前，金风微网项目的参与者已经向当地

供电局提交并网申请，积极推动并网手续的办

理工作。

“我们当然希望将电送上去，除了卖电，

示范意义也更强了，在政策上也是一个破冰行

为，后面市场化推广的工作就好多了。”谷延

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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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润滑油更换增加点服务花样

在风电行业提到埃克森美孚公司

（简称美孚），人们更多想到的是其种

类繁多的润滑油产品。而对于这家拥

有四十多年油品分析和润滑经验的公

司来说，他们专注的点远不止这些。“除

了创新协作下研发出的高性能润滑产

品，全面、专业的美孚风电服务将为

国内风电市场带来一次重大的革新。”

埃克森美孚 (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

工程师杨东说。

早在 2012 年北京国际风能大会

暨展览会（CWP2012）上，美孚就正

式宣布在中国市场启动美孚风电服务，

并推出了其旗下的第一台风电机组换

油工程车。

与存在人身安全隐患的人工换油

相比，美孚机械化换油服务将润滑油的

运输和更换结合在了一起，使用专业的

高压泵和软管将新油送上高耸的风电

机组。机械化换油服务在带来便利的同

时也带来了成本的上升。“虽然与人工

换油相比成本有所增加，但大多数客

户看准的是机械化换油服务带来的长

期效益。”杨东表示。据悉，机械化换

油的整个过程所花费的时间不到传统

换油时间的一半，风电机组能更快地恢

复工作，减少停机损失。此外，风电

机组换油工程车能够帮助去除齿轮箱

里 97% 的废油，同时去除污染物并清

洁齿轮箱的重要部件。新更换的风电机

组齿轮润滑油能更好地保护设备，延长

设备使用寿命，减少润滑油的开支。

如果说机械化换油服务是美孚

在风电服务市场迈出的第一步，那么

Signum 油品分析服务和计划工程服

务（PES）的完美结合则将其在该领

域的拓展推向了一个小高潮。

2013 年 6 月 19 日，美孚正式启

用建于美孚上海研发中心的 Signum
油品分析实验室。这是美孚在亚太区

的第一个 Signum 油品分析实验室，

本刊记者／白亚茹

多年以来，风电机组制造商一直注重开发结构更紧凑、性能

更高效的设备以提供更高的负载能力。而在新机组整体性能提高

的 同 时， 润 滑 油 也 要 承 受 更 高 的 运 行 温 度 和 更 重 的 负 载。 对 此，

客 户 需 要 的 不 仅 仅 是 润 滑 产 品， 还 有 从 维 护 到 保 养 的“ 一 站 式 ”

风电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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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全球第四个。 “Signum 油品分析

实验室专门为美孚的客户提供油品分

析服务，进行包括发动机分析、系统

分析、传动系统分析等在内的 7 项分

析，可以为客户提供 12 份基于特定应

用的测试记录和 25 份基于基础系统和

拓展系统的测试记录，满足不同客户

的需求。”杨东谈道。实际上，能够提

供如此多项测试记录的 Signum 油品

分析服务操作起来并不复杂。

美孚采取的是网络化运行方式，

特点是方便快捷。客户首先在网上完

成注册，不久就会收到美孚的取样油

瓶，把油样寄回美孚后，Signum 油

品分析实验室的科研人员会基于专业

的解读机制和旧油分析数据库对润滑

油特性、悬浮污染物、磨损颗粒等因

素进行测试。据介绍，客户在样本送

达实验室的 24 至 48 小时内就能收到

综合分析报告。

整个油品分析系统可以分为两部

分，一是反映出油品本身存在的问题，

二是检测出设备运行的基本状况。在

对油样分析结果进行一段时间的跟踪

后，还可以确认其维护趋势，及早探

知潜在隐患。美孚的计划工程服务为

油品分析提供后期服务保障。风电服

务团队人员通过深入企业润滑的各个

环节来挖掘风电机组设备的潜力，做

到科学润滑，并为企业量身定制改进

意见。

位于云南省大理市的华能港灯大

理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是华能集团在

云南省唯一利用风能资源的环保型新

能源风力发电公司。华能云南的大风

坝风场地处偏远，在监控风电机组运

行状况和润滑油品的过程中存在很多

问题，包括油品检测费用高、测试项

目少、报告结果缺乏专业解读等。

美孚风电服务团队的工程师通过

现场调查与研究，对华能云南大风坝

风电场 64 台风电机组油品进行了质量

检测与全面分析，确定了润滑不良的

设备并给出了维护建议。不仅使重点

设备维护效率提高 3 倍，还做到了合

理安排维护计划，每年节省 6.4 万元

人工成本。

在风电服务得以顺利开展的同时，

美孚并没有忽略对润滑油优异性能的

追求。“我们通过全面的工业设备试验

来补充行业的标准试验。这些工业设

备试验是专门设计用于考验候选润滑

油的产品品质，其条件甚至比实际运

营环境更为苛刻。”杨东说道。除此之

外，加强与设备制造商在产品开发过

程中的合作也是美孚能够让润滑油充

分发挥优异性能的“秘籍”。 美孚齿

轮油 SHC XMP320 就是这样协作创

新的成功案例。

“为了寻找减少意外停机以提高

设备工作效率的润滑解决方案，我们

与主要齿轮箱生产商交流了这个问题，

掌握了“第一手”的市场需求。风电

企业反映的普遍需求有三个。一是希

望润滑油拥有均衡配方以保证耐水性

和抗氧化性 ；二是提供卓越的抗微点

蚀和抗磨损保护 ；三是确保各种温度

范围内的粘度特性和一流的过滤性。”

杨东说道。

了解客户的需求后，美孚推出了

齿轮油 SHC XMP320。对超过 15000
份美孚齿轮油 SHC XMP320 旧油样

品进行测试分析显示，虽然油品已经

老化，但仍符合润滑要求，未导致任

何故障，更好地证明了该产品的实践

性能。目前，该产品已经应用于全球

30000 多台风电机组，全球排名前 12
位的风电机组制造商中大多数都将其

作为原厂灌装的齿轮油。

美孚为风电机组提供的适用于其

运行特点的润滑产品涵盖了主变速箱、

变桨和偏航轴承、发电机轴承、液压

系统等。即使是在高温、高负载和水

污染等严苛条件下，这些专门设计的

合成润滑油和润滑脂也能显示其独特

性能，让风电机组处于最佳工作状态。

从产品提供到设备预防检测，再

到维护和保养，美孚在润滑领域的“一

站式”风电服务不仅为客户解除了后

顾之忧，也使自己在风电润滑服务市

场保持了竞争优势。在美孚看来，这

种全面、专业的服务在得到客户认可

的同时，也将成为未来风电服务市场

的一种发展趋势。



国际 | International

32  风能 Wind Energy 

2013 年上半年，欧洲安装并网的

海上风电机组共有 277 台，装机

容量为 104.5 万千瓦。另外，一

共有18个风电场还在建设之中。一旦工程完工，

这些风电场总装机量将达到 511.1 万千瓦。

与去年同期相比，欧洲在 2013 年上半年

新增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增长了一倍，而且比去

年整年的总装机量也只少了 12.1 万千瓦。

总体装机情况

2013 年上半年欧洲海上风电所取得的成

绩主要是 ：

完全并入电网的 277 台风电机组分别分布

在 7 个风电场，分别是 Thornton Bank（比

利时）、Gunfleet Sands 3（英国）、Lincs（英

国）、London Array（英国）、 Teesside（英国）、

Anholt（丹麦）和 BARD offshore 1（德国），

总装机容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52.2 万千瓦。

另外，还有总装机容量达到 48.4 万千瓦的 130
台风电机组已经安装完毕，正等待接入电网。

在 NorthWind（比利时）、Gwynt y Mor
（英国）、West Of Duddon Sands（英国）、

BARD offshore 1（德国）、Dan Tysk（德国）、

资料来源：EWEA

2013年上半年欧洲海上风电发展报告
欧洲风能协会（EWEA）

编译		苏晓

图1		欧洲历年新
增海上风电装机
容量（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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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EWEA

资料来源：EWEA

MeerWind（德国）、Nordsee Ost（德国）、

Global Tech 1（德国）、Trianel（德国）和

Arinaga Quay（西班牙）这 10 个风电场中安

装了 268 个基座，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2 个。

在 Thornton Bank（比利时）、Gunfleet 
Sands 3（英国）、Lincs（英国）、Gwynt y 
Mor（英国）、Teesside（英国）、Anholt（丹麦）、

Bard（德国）、Riffgat（德国）、Karehamn（瑞

典）和 Arinaga Quay（西班牙）等 10 个风电

场中，已经安装了 254 台风电机组，比去年同

期增加了 43 台。

在德国 Amrumbank West、Baltic 2 和

英国的 Methil 这 3 个风电场中，前期准备工

作也已经开始。一旦工程完工，欧洲将再增加

58.3 万千瓦的海上风电装机。

总体来看，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欧

洲已经累计安装了 1939 台海上风电机组，累

计的并网装机容量已经达到 604 万千瓦，这

些机组分别分布在欧洲 10 个国家的 58 个风

电场中。

风电开发商和设备制造商

2013 年 1 月 1 日－ 6 月 30 日，欧洲并

入电网的海上风电机组的平均功率是 3.8 兆瓦，

这一数字接近于去年同期。但是从总数量来看，

表1 2013年上半年欧洲海上风电场运行概要

国家 比利时 丹麦 德国 英国 瑞典 西班牙 总计

风电场数量 2 1 7 6 1 1 18

安装基座数量 25 0 155 87 0 1 268

安装机组数量 18 93 52 82 8 1 254

并网机组数量 12 98 21 146 0 0 277

完全并入电网的机组容量（MW） 73.8 352.8 105 513.5 0 0 1045.1
图2		2013年上半
年欧洲海上风电
机组安装和并网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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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所安装的风电机组总量为 277 台，是去

年同期的 2 倍。这些并网的海上风电机组主要

是来自西门子、REpower 和 BARD 三大风电

机组制造企业。其中，西门子所安装的并网机

组容量份额最大，为 86.6 万千瓦，占比 83%，

接 下 来 是 BARD（10.5 万 千 瓦，10%） 和

REpower（7.4 万千瓦，7%）。从机组数量来看，

西门子生产的风电机组并入电网的数量为 244
台（占比为 88%），BARD 为 21 台（占比 8%），

REpower 为 12 台（占比 4%）。这三家公司在

机组数量比例上分布的差异主要是因为西门子

的机组额定功率主要为 3.6MW 和 2.3MW 两

种，而 BARD 和 REpower 则分别以 6.15MW
和 5MW 额定功率机组为主。不过，也已经有

2 台西门子生产的 6MW 海上风电机组在英国

Gunfleet Sands 3 示范项目中并网。

2013年上半年融资亮点及未来发展
趋势

与 2012 年年底热闹的场面相比，2013 年

上半年的欧洲海上风电融资情况有所放缓，然

而，也有几个风电项目有达成交易的趋势。

目前为止，今年唯一获得融资的交易

是位于德国的、总装机量为 28.8 万千瓦的

Butendiek 风电项目，这也是自 2011 年底德

国出现并网延误事件后的第一笔交易。而且，

在新的电网规则生效后的短短几个星期内，这

个交易便达成了。这笔交易还有一点值得一提，

因为它同时包含一项产权交易，Marguerite
基金会、Industriens 养老金、PKA 和西门子

融资服务部从开发商那里获得了项目 90% 的

股权。这也是养老基金和基础建设基金首次在

海上风电领域承担完全建设风险的一次融资。

当然，这对风电行业来说是件好事，因为海上

风电也试图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对这个领域进行

融资。同时，这也充分说明了两点，一是海上

风电投资者的构成队伍日益多元化，二是整个

金融市场对海上风电产业发展相关的风险有了

更多的理解。

沿袭了公共基金和私人基金的混合融资模

式，此次交易参与方包括欧洲投资银行（EIB）、

丹麦出口信贷机构 EKF 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

（KfW），以及 9 大商业银行。另外，今年年底

预计还将有几笔项目融资交易，一个是正在进

行的有关伦敦矩阵海上风电场项目（63 万千

瓦项目的 20%，英国）马斯达股票的再融资谈

判，以及将要着手融资的双子座风电场项目（60
万千瓦，荷兰）、MEG1 风电场项目（40 万千瓦，

德国）和 Innogy Nordsee 1 风电场项目（29.5
万千瓦，德国）。

英国在今年下半年有海上风电项目融资的

可能性不大，因为整个行业正在等待电力市场

改革的结果，尤其是差价合约的执行价格，差

价合约将在项目进入融资阶段前取代现存的证

图3		2013年上半
年欧洲海上风电
开发商的并网容
量份额分布

资料来源：EW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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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系统（可再生能源义务证书）。今

年 6 月，初步的执行价格将公布，

并有望在年底被采用。

同 样， 今 年 上 半 年 的 股 权

交 易 活 动 也 表 现 较 低 迷， 除 了

Butendiek 的股权交易，主要的

交易活动只有两个。2013 年 3 月，

Greencoat 和英国绿色投资银行合

伙购买了莱茵集团（RWE）位于英

国 Rhyl Flats 风电场（运营的机组

容量为 9 万千瓦）49% 的股份，几

乎同时，Greencoat 作为一家可再

生能源 IPP 公司成功上市。2013 年

1 月，三菱重工从开发商 Eneco 手

中购买了其位于荷兰总装机量 12.9
万 千 瓦 的 Luchterduinen 风 电 场

50% 的股权（还有一个有关 Eneco
其他项目 50% 资金的协议）。

此外，三菱重工还从 Tennet
购买了德国联网系统（BorWin1, 
BorWin2, Helwin2 和 BolWin2）
组合投资 49% 的股权。

近期，已经有很多交易程序正

在执行，但是还没有正式达成协议。

其他一些预计在 2013 年执行的悬

而未决的产权交易包括 Gemini（荷

兰 ）、MEG 1（ 德 国 ）、Neart na 
Gaoithe（英国）、Race Bank（英国）

和 Veja Mate（德国）等风电场。

图4		（上图）2013年
上半年各风电设备制造
商海上并网容量比例

图5		（下图）2013年
上半年各风电设备制造
商海上并网机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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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使学生在解决问题中习惯于一个完整的方式，所设置

的项目包含多门课程的知识。而近年来，随着风电产业

的迅猛发展以及风电知识的普及，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

识到，风电专业是一个在传统专业领域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综合性极强的专业学科，它涉及到电气、自动化控制、

机械及材料等多方面的专业知识。结合风电专业学科的

自身特点和项目教学法的特点及优势，在教学过程中运

用项目教学法一定会卓有成效。

项目教学法最显著的特

点是“以项目为主线、教师

为引导、学生为主体”，改变

了以往“教师讲，学生听” 的
被动教学模式，创造了学生

主动参与、自主协作、探索创新的新型教学模式。

（1）目标指向的多重性。对学生来说，通过转变

项目教学法是以项目主题为中心，学生在教师的

指导下完成一系列学习活动的方法。项目教学以培养学

生的“探究性”学习能力为目的，在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形成成果的过程中，对所学知识加以深化理解、融

会贯通，从而获得能够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同时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    

对于高职院校风电专业的

学生而言，他们进入工作岗位

后，主要从事风电场的运行与

维护工作，要求学生对于风电

相关知识具有较高的综合应用

能力。作为一名高校教师，要想培养学生的综合应用能

力，教学方法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对项目教学法的理解，我们不难发现，项目

教学法是一种跨专业，涉及多领域知识的教学方法，为

浅谈项目教学法

在风电教学中的应用
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		杜志强	邱美艳

河北工业大学		岳大为

Project

项目教学法
的必要性

项目教学法
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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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方式，在主动积极的学习环境中，激发好奇心和创造

力，培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对教师来说，通过

对学生的指导，转变教育观念和教学方式，从单纯的知识

传递者变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组织者和指导者 ；对学校

来说，建立全新的课程理念，提升学校的办学思想和办学

目标，通过项目教学法的实施，探索组织形式、活动内容、

管理特点、考核评价、支撑条件等的革新，逐步完善和重

新整合学校课程体系。

（2）时效性强。项目教学法通常是在短时期、有限的

空间范围内进行的，并且教学效果可测评性好。相比本科

院校的学生，高职学生在校时间短，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

有效地让学生的能力得到提高是教师面临的主要问题。在

这个环节上，项目教学法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3）可控性好。项目教学法由学生与教师共同参与，

学生的活动由教师全程指导，这有利于学生集中精力练习

技能。

（4）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要完成一个项目，必然

涉及如何做的问题。这就要求学生从原理入手，结合原理

分析项目、订制工艺。而实践所得的结果又会使学生反思。

按照书上的理论自己所得的结果是否正确？如果不对，问

题出在哪里？通过这一过程，学生可获得更多的成就感。

（5）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与合作精神。通过合理的项

目设计，可让学生分不同小组同时进行。对于同一小组，

需要学生既有属于自己的单独任务，有时还需要彼此合作，

教学过程实施过程中，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锻炼学生的合作

能力 ；同时，通过合适的考核方式又可使小组团队之间出

现相互竞争和对比，提高学生的团队意识。

项目教学法实施过程中，不

再把教师掌握的知识技能传递给

学生作为追求的目标，而是在教

师的指导下，学生自己去寻找得

到这个结果的途径，同时进行展

示和自我评价。他们的能力也必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得到

锻炼。教师已经不是教学中的主导者，而成为学生学习过

程中的引导者、指导者和监督者。

在项目教学法的实施过程中，项目设计是整个教学活

动的核心，项目任务设计是否适当，将直接影响教学实施

的效果。项目教学法的教学设计主要包括 ：项目精选、目

标确定、情景设置、小组分配、项目实施、效果评价。

按照项目教学法的规律，在具体教学设计时应遵循以

下几点原则 ：第一，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发挥教师的协助

作用 ；第二，项目任务的选取是学习的关键 ；第三，安排

场地，创设环境 ； 第四，协作学习，共同完成项目任务 ；

第五，学习效果评价。

以高职学生第三学期学习《风

力发电原理及控制技术》专业技

术基础课为例，介绍一下项目教

学法的具体实施过程。

在针对风能专业学生的培训

中，将某班（以 30 人为例）学生分成六个小组，课程性

质为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实施时间为 56 学时，教学实

施过程运用项目教学法。最后运用分级考核的方法，对学

生进行考核，对教学效果进行检验。

（1）项目任务 ：小型风电机组叶片的制作与风电机组

系统安装。

（2）教学目的 ：通过让学生自己完成小型风电机组的

组装及叶片的设计与制作，使学生建立风力发电与储能的

概念，了解风电机组的基本结构及工作原理。

（3）项目所需基本材料 ：除了必备的制作风电机组叶

片的薄铝板，还包括风电机组底座、发电机固定部件、小

功率交流发电机、整流模块、充电电池、发光二极管、转

换开关、导线、其它常用电子元器件及剪刀等工具。

教学实施过程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

（1）项目实施前，首先做好课前准备，提前布置学生

预习课程的相关内容，借助网络和教材，阅读和收集相关

材料，储备相关知识 ；

（2）学生按照小组设计系统的工作原理图，完成叶片

的设计与制作，最后完成系统的组装 ；

（3）进行系统测试，完成项目试验报告 ；

（4）对项目进行总结与评价。

实施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

（1）前资料收集、原理图设计、叶片设计与制作和系

 教学法中的
“项目”设计

项目教学法
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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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组装均由学生独立完成 ；

（2）在分组时，要做到统筹兼顾，根据学生的能力高

低力争做到平均分配 ；

（3）鼓励学生在小组内自行分工，每组可自行选定组

长一名，负责本组的项目实施及任务安排 ；

（4）系统组装完成后，教师可根据项目设定测试指标。

例如，本项目可以启动风速和发电功率为测试指标。可测

试方式与方法应由学生相互交流并自行设计完成 ；

（5）在该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教师通过对学生的指导，

转变教育观念和教学方式，从单纯的知识传递者变为学生

学习的促进者、组织者和指导者。应充分尊重学生设计思路。

（6）根据学生能力水平与项目进展情况，合理安排辅

导和讲解答疑的时间，具体课时安排可根据现实情况作适

当调整。

最后，对学生的学习评价主要以完成项目的情况为依

据。可分三级来考核 ：第一级评价在本小组内完成，组长

可组织本组成员，根据每一成员对本组活动所做出的贡献

和实际表现进行自评和互评 ；第二级评价在不同组别之间

完成，可根据测试结果，实现团队互评 ；第三级评价则由

教师对小组完成项目情况进行评定。最后由教师综合三个

级别的评定情况， 给出对每一名学生的学习评价。

通过项目教学法在该课程教学

过程中的实施，学生能真正感受到

以自己为中心的教学，在既有压力

又有相对宽松的环境和氛围中，能

自主地、有创造性地参与项目工作。

除此之外，项目教学法还从多个角度深化了风电教育的成效。

（1）教学观念的转变。教师应该意识到课堂理论教学

在高职学生职业生涯过程中只是 “辅助工具”，教学过程不

再把教师掌握的现成知识技能传递给学生作为追求的目标，

他们应该更多地去培养学生的动手和实操能力。在项目教

学法的实施过程中，教师已经不再是理论的讲解员，而是

一个真正的“”答疑解惑者。项目教学法注重实践，但并

不否定理论，而是结合工作任务来讲解理论，有效地将理

论和实践结合起来。

（2）工作情景的营造。项目教学法强调以学生为中心，

以小组学习为单位，需要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因此，教师

要根据心理学原理，善于创设宽松、民主、自由的教学氛

围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丰富的想象力、团结协作能力

和开拓创新能力。

（3）教师职业素质的提升。高职院校为企业培养高技

能专门人才，教师本身也需要具备较高的职业素质，因此

教师要向 “ 双师型”教师方向发展。高水平的教学团队是

高质量教学效果的保证。职业技术院校要不断引进既有实

践能力，又有较高理论水平的高素质教学人才来充实师资

队伍， 完善合理师资结构。  
（4）学习观念的转变。学生在项目教学法的实施中是

真正的主体，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主动去寻找得到所设

项目结果的途径，并进行展示和自我评价，他们在这个过

程中也使自己的综合能力得到了提高。 更重要的是，学生

根据项目任务的要求积极参与，建立了“我要学”的学习

动机，不再被动地等待教师布置安排任务， 而是充分发挥自

主性、创造性。

（5）项目教学法实施的条件和手段。在实施项目教学

法计划时，一定的实验场所和条件是完成指定的项目计划

的基础，项目实施前期准备，需要一定的人力和物力支持。

最后通过模型模拟和仿真演练来实现项目计划的目标。

（6）项目的评审。项目完成后，教学团队和实施教师

要及时进行项目的总结和评审，因为项目成果是小组成员

共同努力 、辛勤劳作的结晶，教师更多要以鼓励和赞扬为主，

中肯地对项目成果给予评价，项目教学注重的是学生的学

习过程而并非学习结果。因此，对学生的参与程度、所起

作用以及学生的团结协作精神、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提

高要给予充分的肯定。要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培养他们勇

于创新，乐于实践，讲求团队合作等方面的素质。

当然，项目教学法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用于风电

专业的教学还只是一种尝试，无论是师生理念的转变，还

是项目的计划与实施等方面，都还有许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此外，由于项目教学法在很多部分与常规教学法有相悖之

处，它并不能取代传统教学和其他教学法，但我们却可以

利用其优点，与其他方法和手段相结合，以达到提高教学

效果的目的。

总结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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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场弃风状况初探
	王明军，高原生，蒋伟节，王周菊

(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风电事业部，四川	德阳	618000)

摘  要 ：经过对多个风电场弃风限电状况的调查，本文收集了部分风电场的发电量数据和因限电而损失的发电量以供有关

部门以及同行们参考。

关键词 ：弃风 ；风电场 ；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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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Limitation in Wind Farm 
Wang Mingjun，Gao Yuansheng，Jiang Weijie，Wang Zhouju

（Dongfang Turbine Co.,Ltd., Deyang 618000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power lost situation in many wind farms, this thesis collects some production data of partial 

wind farms and the lost production due to wind curtailment to the related departments and the trade companions for reference.
Keywords: wind curtailment; wind farm; grid

0 引言

中国风电行业快速进步，取得了

很大的成就。但是，随着行业的深入

发展，存在的问题不断涌现。由于部

分地区的风电发展速度与电网建设速

度不成比例，造成风电与电网接纳之

间的矛盾，也造成了火电与风电争通

道的问题，不少风电场弃风限电严重。

1 不同地区风电场的弃风状况

所谓弃风，主要是指由于电网接

纳能力不足、风电场建设工期不匹配

和风电不稳定等原因导致的风电机组

停止发电的现象。

在不少地区，风电过度发展造成

风电规模与电网接纳不相协调，风电

场弃风现象严重。

2012 年，国家通过了一系列的政

策和措施，个别地方限电状况有所改

善。但一些风电规模相对过大，电网

改造滞后，各方利益冲突严重的地区，

弃风限电状况仍难以得到有效改善。

一些地区还呈现出弃风问题愈演愈烈

的趋势。

1.1 呼伦贝尔、满洲里地区风电场

限电状况

在呼伦贝尔盟的电网中，2012
年已经建成并投入营运的风电场有 11
个，总负荷为 613.4MW，加上在建

风电场和即将投入营运的风电场，风

电装机容量可达 700MW，火电装机

约为 1.4GW。呼伦贝尔地区最大用电

负荷约为 700MW，负荷较小的时候，

仅为 400MW 左右。电网与风电发展

规模不相适应是该地区弃风限电的根

本原因，表 1 为 2012 年呼伦贝尔电

网投入营运的 11 个风电场发电发电量

状况。  
该地区的风电场从 2010 普遍

开始限电，弃风比例不断增加，例

如 ：深能源满洲里风电场，其中的 13
台 1.5MW 风电机组， 在 2010 年底

全部投入运营，在 2011 年发电量为

44.7GWh，利用小时数为 2292h 因限

电弃风造成的发电量损失为 2.2GWh ；

2012 年的实际发电量为 29.44G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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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限电损失的发电量约为 22.74GWh。
这 13 台机组在 2011 年弃风发电量占

可发电比例的 4.7%，而在 2012 年弃

风发电量则为 44%。

从表 1 可以看出，由于电网建设

滞后，外送容量有限，加之供热机组

所占比重较大，该地区风电场的利用

小时数普遍很低，在 2012 年，有不

少风电场的弃风超过 50% 以上，龙

源新安风电场利用的等效小时数仅为

506h，弃风的比例更高。 
可以预见，该地区风电规模持续

增加，如果电网格局没有改善，2013
年该地区的弃风限电将更加严重。

1.2 吉林大安地区风电场限电状况

吉林华电大安风水山风电场 66
台 1.5MW 风电机组，总装机容量

99MW。2011 年 5 月全部投产，在

2012 年 发 电 154.95GWh， 利 用 小

时数为 1565h，弃风损失发电量约

54.83GWh。
国电大安红岗子风电场，24 台

2MW 风电机组，总装机容量 48MW。

2012 年发电为 75.48GWh，利用小

时数为 1573h，弃风损失发电量约

25.61GWh。
中广核大安风电场，该风电场

有 165 台 1.5MW 风电机组，装机容

量 247.5MW。2010 年 就 全 部 并 网

发电，在 2011 年发电 388.65GWh，
利用小时数为 1570h，弃风损失发

电 量 约 89GWh ； 2012 年 发 电 为

352.33GWh，利用小时数为 1424h，
弃风损失发电量约 143.2GWh。从此

风电场可以看出，2012 年与 2011 年

相比，利用小时数减少，弃风发电量

增加。

1.3 内蒙古部分地区风电场限电状况

内 蒙 古 华 能 茂 名 风 电 场，66
台 1.5MW 风电机组，总装机容量

99MW。2008 年底全部调试运行，

在 2011 年 发 电 200.73GWh， 利

用小时数为 2028h，弃风损失发电

量 约 35.47GWh ；在 2012 年 发 电

203.27GWh，利用小时数为 2053h，
弃风损失发电量约 74.35GWh。

内蒙古灰縢梁的中广核宝力格风

电场，200 台 1.5MW 风电机组，装

机容量为 300MW。在 2011 年发电

405.48GWh，利用小时数为 1352h，
弃 风 损 失 发 电 量 约 382GWh ；在

2012 年 发 电 497.71GWh， 利 用 小

时数为 1659h，弃风损失发电量约

416.86GWh。该风电场 2009 年底全

部投入运行，2010 年开始限电， 2010
年底，时常在达到风电机组满负荷风

速时，应电网要求该风电场限电到装

机容量的十分之一左右。仅在 2011 年

和 2012 年的两年之内，其发电量损失

竟达 800GWh 之多。

内蒙古大唐灰腾梁风电场，165
台 1.5MW 风电机组，装机容量为

247.5MW，2010 年全部并网发电，

在 2011 年发电量为 334.43GWh，利

用 小 时 数 1351h ；在 2012 年， 发

电量为 366.49GWh，利用小时数为

1481h。
以上两个风电场都在锡林浩特的

灰縢梁地区，由于该地区风资源比较

表1 2012年呼伦贝尔电网投入营运的11个风电场状况

序号 风电场名称 装机容（MW） 单机负荷（kW） 2012年发电量（GWh） 折合利用小时数（h）

1 华能满洲里东湖区风电场 49.5 33×1.5 69.70 1408

2 华能小良风电场 99 66×1.5 92.92 939

3 深能满洲里风电场 69 46×1.5 82.30 1193

4 国华新左旗风电场 49.5 33×1.5 47.34 956

5 国华新右旗风电场 49.5 33×1.5 59.84 1209

6 国华新陈旗风电场 49.5 33×1.5 42.37 856

7 大唐扎罗木得风电场 49.4 22×2+3×1.8

8 华润东豪风电场 49.5 33×1.5 57.24 1156

9 龙源高尔真风电场 49.5 33×1.5 34.65 700

10 龙源葫芦头风电场 49.5 33×1.5 26.36 533

11 龙源新安风电场 49.5 33×1.5 25.07 506

总装机容量：613.4MW 40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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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建的风电场较多，在这一地区，

并入同一电网的总装机容量大约有

1GW 以上，按照以上两个风电场的弃

风比例计算，该地区仅 2012 年的弃风

发电量损失应在 2000GWh 左右。

1.4 张北地区风电场限电状况

河北省张北地区，风电装机容量

不断增加，风电场从 2012 年起普遍开

始限电。

中节能张北绿脑包的一个风电

场 67 台 1.5MW 机 组， 总 装 机 容

量 为 100.5MW。2011 年 的 年 发 电

量 244.17GWh ；利 用 小 时 数 约 为

2430h ；2012 年 2 月开始限电，2012
年的年发电量 204.99GWh，由于限电

的原因，利用小时数降为 2040h。
该地区的风电场容量还在继续增

加，从该地区 2013 年前 5 个月的现

场情况来看，弃风限电状况比 2012 年

更加严重，将使机组的利用小时数进

一步下降。

1.5 甘肃地区风电场限电状况

中海油甘肃玉门昌马风电场，

134 台 1.5MW 风 电 机 组， 总 装 机

容量为 201MW。2012 年年发电量

342.81GWh，利用小时数为 1705.5h，
弃风损失发电量约 178.11GWh。

国 投 瓜 州 北 大 桥 风 电 场，66
台 1.5MW 风 电 机 组， 总 装 机 容

量 99MW。 在 2011 年 发 电 量 为

191.47GWh，利用小时数 1934h，弃

风 损 失 约 77.32GWh ；在 2012 年，

发电量为 250.83GWh，利用小时数为

2534h，弃风损失约 77.96GWh。
甘肃酒泉地区的瓜州天润风力发电

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谈道：“2013 年弃

风现象比往年还要严重，1 月－ 7 月份

总的发电上网量同比减少 12.58%[1]。”

1.6 不限电风电场的营运状况

大唐河北崇礼西桥梁风电场，其

中 的 33 台 1.5MW 风 电 机 组， 容

量 49.5MW， 在 2011 年 3 月 全 部

投入运营，在 2012 年的发电量为

126.21GWh，利用小时数 2550h。
此风电场离张北地区较近，由于

该风电场并入另一个电网，至今还没

有被限电。因此，如果不存在限电问题，

张北地区风电场 1.5MW 机组的利用

小时数基本都应在 2500h 左右。该风

电场地处山地，不同风电机组之间风

况差别很大。机组全部在山上，地处

中国优质滑雪场，因此，叶片结霜等

天气条件是产生振动，影响机组效率、

发电量以及机组部件安全不可忽视的

因素。

云南龙源杨梅山风电场位于云

南曲靖市陆良县的北部，海拔高度在

2200m － 2400m 之 间， 共 有 66 台

1.5MW 风电机组 , 属于高山山脊风电

场。该风电场总装机容量为 99MW，

在 2012 年，杨梅山风电场发电量为

313GWh，利用小时数为 3161h。该

风电场地处山地，极端风况相对较多，

有时机组因风况的极度变化而报振动

停机，叶片结冰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对该风电场来说，自然条件也是产生

机组故障、影响发电量的重要因素。

2012 年，从各限电风电场的机组

利用小时数来看，不限电，或者是少

限电是当今不少风电场创造效益的首

要条件，否则，再好的风能资源也是

枉谈。据各个风电场的实际调查显示，

如果不限电的话，中国北方应该有不

少的风电场的 1.5MW 机组能达到、

甚至超过以上两个风电场的利用小时

数，从这一点来讲，限电是当今中国

风电发展的瓶颈。换句话来说，如果

要中国风电健康发展，急需改变如今

的限电局面，这也是解决当前风电行

业问题的关键。

2012 年 4 月，国家能源局曾下

发《关于加强风电并网和消纳工作有

关要求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以求规范风电产业发展，在《通知》

中，国家能源局分别对地方管理部门、

电网企业、风电企业三大主体提出明

确要求，内容分别涉及风电运营管理、

并网制度、项目建设、规划衔接等方面。

显然，随着我国风电装机的快速增

长，该《通知》收效甚微 [2]，统计显

示， 2012 年全国风电平均利用小时为

1890h，比 2011 年的 1920h 减少了

30h。2012 年全国弃风电量从 2011
年的 12TWh 增至约 20TWh，弃风电

量约占全年风力发电量的 1/5 [3]，相当

于大亚湾核电站年发电量的 1/2，相当

于超过 100 亿元的经济效益 [2]。

随着风电装机总量的快速增长，

弃风限电问题日益凸显。目前，从不

少地区的现实情况来看，2013 年弃风

量还会进一步增长。

2 风电弃风限电的根源

“弃风是历史累积下来的问题，电

网规划与风电发展不协调是原因之一。

2007 年规划的 2010 年的风电装机只

有 5GW，而实际的装机规模却达到

了 44GW，比规划数量的 8 倍还要多，

这使得电网规划无法统筹考虑风电送

出。”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

员会副理事长施鹏飞分析说。

按照项目核准办法，50MW 以下

的风电场项目由省一级投资主管部门

核准即可，无需上报国家。正是由于

缺乏相关规范文件，各发电集团大量

集中建设 50MW 以内的风电场项目，

或将大项目化整为零规避审批，从而

导致地方风电场项目与国家新能源开

发整体规划冲突、与电网整体规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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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进而造成大量风电机组无法接

入电网或无法全额送出 [4]。

风电产业已经进入规模化发展阶

段，目前出现的弃风限电现象既有普

遍性原因，也有中国的一些特殊原因：

首先，从项目审批程序上看，中国风

电项目与电网项目脱节 ；另外，从扩

大风电消纳范围来看，风电基地消纳

方向不明确，风电开发规划不协调 [5]。

3 风电限电弃风之对策

各地电网限电、风电场弃风的原

因不尽一致，其解决办法也应有所不

同。需针对不同情况区别对待。

例如 ：内蒙古和吉林地区都是风

电与火电（热电）争发，其核心还是

利益冲突，热电厂冬季供热重任，风

电场只能为热电厂让路。

“风电消纳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管

理和利益协调问题。”中国可再生能源

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曾

提道 ：“美国和欧洲国家解决风电消纳

问题的经验告诉我们，市场机制是解

决一切问题的最好手段。但是，在我

国现阶段电力体制非市场化的环境下，

只能靠政府的调节来解决弃风限电问

题。”[6]

风电场限电，从根本上说是一个

管理问题。各地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

定其相应的政策措施 ；加强政府的管

理与调控能力 ；增加电网投入等使风

电发展规模与电网相适应，从而使弃

风现象根本改变。

4 结论

为社会提供清洁能源是风电发展

的宗旨，尽量多地发电是风电行业的

使命和存在条件，由于电网限电使已

经建成的不少风电场运营受到影响，

从而造成风电场利润下降，或亏损，

甚至导致行业运营困难。因此，切实

加强管理，制定有效措施增加电网对

风电的接纳以利于行业的健康、稳定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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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 2013 年初 20 多天雾霾天气

带来的空气污染治理呼声不断，而且

第三批风电核准计划的批复迅速，风

电核准计划容量大幅增加。紧接着，

环保部与国家发改委联合发文《关于

加快燃煤电厂脱硝设施验收及落实脱

硝电价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1]（环

办 [2013]21 号），同时委托中国环境

科学研究院对中原地带污染物排放总

量进一步排查，重新修订了《2013 －

2017 年中国大气污染防治产业投资分

析及前景预测报告》[2-3]，并要求各省

在 2013 年－ 2017 年期间继续大幅压

缩大气污染物排放指标……一系列的

举措对清洁能源项目都是重大利好。

然而，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发现，

清洁能源的前进道路并不平坦。

1 污染物减排刻不容缓

据《时代周刊》最新报道，中国

燃煤量几乎等于世界其他国家燃煤量

之和！也就是说 ：我们早已成了全球

污染物排放最大的国家，已经成为世

界各地环保组织的众矢之的。

在中国，能源供应 70% 为燃煤，

煤炭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排放量分别占全国排放的 75%、85%。

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在空气中，经过系

列化学反应，会结成微小的二次颗粒

物。由于炼钢、水泥、取暖等对电力的

需求，经济发展的诉求导致今天全中国

的煤炭消费量占了全世界的一半。

中国中东部的国土面积大概是全

国的五分之一。单从电力结构来看 ：

全国有 820GW 的火电装机，其中在

中东部有 540GW，占全国的 66% ；

从单位国土面积火电装机容量来看，

中东部是西部的 9 倍，京津、苏南地

区分别是西部的 20 倍、42 倍。如果

清洁能源在负重中艰难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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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考虑炼钢、水泥、取暖等燃煤行业

在中东部的分布比重，雾霾天气在中

东部地区大范围、长时间肆虐的原因

不难得出。本来这种在钢城鞍山、本溪、

唐山等城市司空见惯的气候现象已经

弥漫了大半个中国，让人们无处躲藏，

不能不引起足够的重视。

因此，不管是从国内还是从国际

角度来看，中国的污染物减排势在必

行，刻不容缓。

2 政策和机制需进一步完善

从 2005 年开始，风电、太阳能

等清洁能源鼓励政策的陆续出台，曾

经给这些行业带来了春天，让中国在

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成为风电大国。同

时，核电的发展也是突飞猛进，中国

已经成了在建核电容量最大的国家。

但我们也看到 ：煤炭消费量仍在

持续增长，污染物排放有增无减。

政策的导向固然重要，但是，近

年来，仅从风电这一项来说，不论是

上网还是地方政府的支持力度，都遇

到了瓶颈。

2.1 利好的能源政策也有制约作用

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机制中，最

重要的就是 GDP、地方税收和财政收

入的增长。风电项目享受国家“三免

三减半”政策，即前三年免税，后三

年减半征税，加上前期的一年以上测

风、一到两年跑批文，再加上建设期

一年多，税收和财政收入都没有出现

原来想象的大幅增长，地方政府还要

帮忙进行征地协调等，一旦出现土地

纠纷，还影响当地社会稳定和自己前

途，这对在任时间短的地方官员来说

实在是个棘手的事情。

因此，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遇到很

多地方出现口头停止风电前期工作的

指令（出文件会违背国家大政策），甚

至多地出现风电场施工过程中被迫终

止和项目核准后无法开工等现象，这

种人为干预产生了不必要的国家损失。

这些看似对风电的好政策也给风

电的后续发展带来制约，这些问题不

仅是能源政策能够解决的。

2.2 弃风损失无从考核

近日，国家能源局再次下发《关

于做好 2013 年风电并网和消纳相关工

作的通知》。2012 年，全国弃风电量

约为 20TWh，较 2011 年的规模翻倍。

除此之外，风电平均利用小时数也较

2011 年有所下降，个别省 ( 区 ) 风电

利用小时数下降到 1400h 左右。

如果按照目前国家一千瓦时火电

煤 耗 226g 计 算，20TWh 电 量 损失

的标煤就超过 678 万吨，直接造成的

经济损失也超过 100 亿元。目前，中

国风电发电量仅占全部电力消费量的

2%，较欧洲等地 20% 的比例仍有很

大提升空间，但弃风限电一直是中国

风电行业发展的顽疾。对此，国家能

源局表示，大量弃风限电暴露的是中

国能源管理的问题。

然而，这个管理问题责任在谁？

由谁来管理和考核？风电发展确实到

了该完善管理机制的时候了。

2.3 分布式能源政策出台艰难

近年来呼声很高的分布式能源政

策迟迟没有详细细则出台，原本强调

鼓励的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现在

已经扩展到了分布式风电、分布式太

阳能项目等。

虽然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在其

他发达国家有了很成熟的经验，但在

高气价的中国，如果小规模建设这种

非并网项目，虽然热效率高于各种燃

煤锅炉，但电价测算出来却没有竞争

力。作为投资企业，我们对天然气分

布式能源项目可以说是很难青睐，而

大规模上效率更高的热电联产燃气轮

机项目却缺乏全国性的政策支持，只

能考虑在局部地区建设的可行性。

3 环境治理区域和范围问题

曾经在污染问题上出现过个别官

员被一票否决的现象，这说明环境治

理一直以来倍受重视。那么，现在众

多污染问题的出现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3.1 政府职能机构之间的脱节现象

可以说“十一五”期间花大力气

完成的燃煤电厂“上大压小”工作是

一件大好事，虽然增加了电力企业的

投资成本，但在增加能源供给效率的

同时，相应减少了单位能耗带来的污

染排放，为社会带来了环境效益。但

好政策也会带来负面效应，这是人们

始料不及的。

有关文件明确要求用热电联产集

中供热为主的方式替代城市供热燃煤

小锅炉，提高热电联产在供热中的比

例。但目前一些地区由于热电联产替

代分散小锅炉的相关支持政策不明确，

加上热电联产项目和热水炉项目审批

机构不统一，存在各自为政现象。在

快速扩张的房地产市场等带动下，由

于热电联产项目手续审批繁杂，导致

一些地方企业或私营企业钻政策空子，

为了供热需求的急速增长以及一些企

事业为解决自身热负荷需求而建设了

大量的燃煤热水炉（这些热水炉不归

发改委审批）。正是这些在地市级、县

级实际大量存在的不发电单纯燃煤小

锅炉，不走电力排放指标，没有除尘

设备，更不用说脱硫、脱销设备，比

原来电厂小锅炉污染更加严重，但却

存在得堂而皇之。

同样是小锅炉，不同部门管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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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的命运，这种部门管理严重脱

节现象已经不仅是存在一两天了，不

彻底解决将很难换来蔚蓝的天空。

3.2 地方环保执法之艰难

今年人代会上，有代表提出了环

保跨地区联动执法的议案，并进一步

提出环保垂直管理的呼声。

的确，地方环保执法部门谈到大

学、谈到部队等小锅炉，都直摇头。

对方的级别已经超过了他们的领导，

怎么去执法？怎么去治理？更不用说

去关停。因此，地方环保执法并非是

环境已经被污染后随便撤掉几个环保

局长就能简单解决的问题。

3.3 清洁的环境需要代价

在雾霾天气多发的 2013 年初，

人们更加怀念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晴

朗天空。那一年，由于北京及周边采

取了大量的限制措施，甚至包括部分

大型企业停产、大规模限制车辆等举

措，才有了那一片蓝天，代价之大可

以想象。[4]

然而，时过境迁，人们似乎忘记

了美好环境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最基本

常识。正如前面所说 ：从企业壁垒的

角度以及政府政绩的角度，就已设置

了重重障碍，在不自觉地阻碍清洁能

源的发展。与此同时，清洁的环境被

我们无代价的侵蚀掉，变成了今天的

模样。

当然，国家为了清洁能源的发展，

投入了大量的补贴，没有这些补贴政策，

高成本的清洁能源将更加难以前行。

4 未来能源发展初探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大地震

造成核电站核泄漏后，全世界重新开

始对核电厂产生了质疑，正在大力发

展核电的中国也暂停了核电的审批，

并对已投入运营的核电站进行全面检

查和加固，对在建核电站则重新审核

安全措施。随后我们看到 ：出于安全

考虑，国家要求投资商投资几亿的巨

额资金，对已经运营了多年的秦山核

电站反应堆的保护外壳增加厚度。

可以说，这场地震，对中国的能

源发展方向甚至对世界的能源发展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哥本哈根会议上

做出承诺的中国，能源问题该如何解

决真正成为一个大问题。在中国，风

电和太阳能再多，也成不了主力能源，

而煤电比重之大，目前实在很难替代。

于是，那些曾经遭到专家们质疑和东

南亚一些国家反对的西南地区大型水

电项目，在东南亚遭遇严重水灾以后，

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陆续被批准并

开工建设……

但是，水资源毕竟非常有限，而

且仅限于西南部非负荷中心地区。对

于负荷中心的中、东、南部地区来说，

输送距离远，如果遇到 2008 年南方地

区大面积冰灾现象，将直接影响区域

电网的安全。因此，本地化能源所占

比重，对区域电网安全来说至关重要，

而通过管道运输的天然气通常不会受

到恶劣天气的影响。

之前我们惊喜的看到，北京市发

改委表示在“十二五”期间将重点进

行发电厂的“煤改气”工作，到“十二五”

末，除一台燃煤锅炉外，全部置换成

天然气热电项目。然而，我们从 2012
年的燃气轮机运行状况来看，除了北

京、江苏等局部地区以外，大部分企

业亏损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天然气

企业仍然在为涨价做着不懈的努力 [5]。

可喜的是，西气东输、川气东输、

页岩气的开发利用，以及未来东亚输

气管道的建设和各地 LNG 港口项目

的落实，相信在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的

今天，为了子孙后代的健康成长环境，

我们会逐渐接受为清洁能源付出的高

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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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我国风电业经历过井喷式发展和

高速投资扩张后，产业形势并不乐观，

产能过剩、设备利用率低下、债务缠

身使某些企业陷入亏损漩涡。不管是

整机厂还是零部件厂，均面临这一尴

尬的局面。但是，面对资源短缺和环

境保护的巨大压力，国家加快发展可

再生能源的政策不会改变，政府将出

台多项措施，帮助企业逐步走出困境。

机遇和挑战并存，这给行业带来希望。

风电整机和零部件产业都必须严控产

能非理性扩张，进行必要的整合，做

好转型升级，练好内功，为今后长期

健康发展创造条件 [1]。

1 齿轮箱是风电机组关键部
件的薄弱环节

机组传动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应力

多变的系统，不单只是系统中的传动

机械，包括机座支架、机舱布置、风

轮结构、电气系统和控制方式等，相

互关联，相互影响。任何一个环节有

问题都可能使机组无法正常运转。齿

轮箱在传统风电机组中用于风轮与发

电机之间传递动力和增速，是风电机

组的关键部件，承受着来自风轮变化

多端的载荷和发电机电网一方的冲击，

也是机组中的薄弱环节。

风力发电设备多安装在荒郊野外，

并支撑在近百米的塔架上。恶劣的工

作环境和高昂的安装维护成本为一般

工业设备无法比拟。如果风电齿轮箱

发生内部故障，在机舱内基本上无法

处理，需出动数百吨级的吊车，进行

产品调换，维护成本也随之大幅度提

高。企业会因此耗掉很多成本。因此，

对机组零部件的质量要求近乎苛刻，

任何细小问题都不能掉以轻心。企业

为此加大了资金的投入，动辄上亿或

数亿的技改设备购置让企业不堪重负，

再加上需要大量高级技术人才和工业

化的基础，非一般企业所能承受。这

使得前些年争相进入风电领域的一些

企业压力巨大。

零部件企业不断扩大产能为整机

企业需求配套 ；另一方面，又要不断

国内风电齿轮箱产业现况和发展建议
宣安光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311203）

摘  要 ：面对风电产业产能过剩、市场竞争激烈的困境，齿轮箱企业应抓住机遇，做好转型调整，与整机企业一同强化科技

支撑体系，打好基础，促进产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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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of China’s Wind
Turbine Gearbox Industry 

 Xuan Anguang
（Hangzhou Advance Gearbox Group Co., Ltd., Hangzhou 311203, China）

Abstract: Face to the difficult conditions of manufacturing capacity overplus and fierce market competition, the gearbox manufactures, 

together with wind turbine manufactures, should grasped opportunities to do be�er for transformation and rectify, strengthen base, 

to boost the trade development smoothly.
Keywords: wind turbine gearbox; product research; re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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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新的机型，满足机组常年更新的

要求。产品的更新和成型须要经历一

定的程序，得到用户的认可周期更长。

因此，风电设备零部件市场始终存在

着发展不平衡的状况。

目前我国大多数风电机组是以引

进欧洲技术或是以产品生产许可证方

式进行的，从国外引进的只是风力发

电机组的集成技术，并不包括像齿轮

箱、电机等具体部件的设计制造技术。

风电齿轮箱设计则是参照引进技术中

的齿轮箱采购规范并参照国外样机进

行的，齿轮箱的结构和联接尺寸多数

按国外机组要求进行类比设计。由于

机组的形式多种多样，企业即使引进

了某一项技术，也无法满足众多整机

用户的需要。

2 各种机型并存发展

以市场商用机组的份额来看，未

来若干年，具有齿轮传动的双馈机组

仍然是主流。这种传统的机型注重高

功率密度设计，具有多年运转经验，

稳定性较好。另一方面，直驱型机组

和混合传动机组将按一定比例逐年递

增，市场份额逐渐增长。直驱型机组

取消齿轮箱后，缩短了传动链，简化

了机舱结构，降低了精密机械传动的

故障风险。但直驱型机组的低功率密

度设计造成发电机体积庞大，运输吊

装困难，难以适应特殊条件的需要。

发电机的尺寸加大，对零部件供应商

的制造能力也是一个挑战，近年来稀

土金属不断涨价也给永磁电机制造增

加了障碍 [2]。

为了减小机组尺寸，采取的一种

折衷方法是仍然采用增加齿轮传动的

方式，即所谓的半直驱、混合驱动或

紧凑型的机组等。尽量采用紧凑发电

机结构，齿轮箱速比的减小对延长机

组寿命也有利。

将齿轮箱与机架底座做成一体，

或省去主轴，将齿轮箱挂在巨大的轴

承上。这些措施也能够节省机舱体积，

缩短传动链。但这种情况下，昂贵的

轴承既要承受轴向力、径向力，又要

承受风轮的颠覆力矩，会带来新的故

障风险。

海上风电是具有重大挑战性的项

目，涉及更大容量风电机组的设计、

制造、运输、安装和维护。对齿轮箱

而言，对稳定可靠性要求更高。除了

陆上机组的要求外，更增加了抗海啸

风暴、防海水水雾腐蚀以及绝缘等特

殊要求。

今后各种机型将并存发展，都需

不断取得技术突破，来弥补自身薄弱

环节。

各种不同容量不同形式的风电机

组适应不同国家和地区，机组容量不

宜一味求大。在不同的层面上都会有

所需求。只有适合当地实际需求、质

量上乘的机组，才会受到用户的青睐。

厂家在确定技术路线时要看准方向，

将有限的资金用到最当用的地方。

风电机组对齿轮箱要求很高 ：体

积小、重量轻、可靠性高、寿命长、

维修方便等。为了适应风电场这样特

殊应用环境的需要，对齿轮箱的强度

和精度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整个制

造过程都要处于极严格的控制之下，

为此企业必须彻底改变旧的管理理念，

对整个制造过程进行极严格的控制，

包括原材料控制、热处理和机加工的

工艺衔接、精度提高、清洁度的控制等。

齿轮箱装配完成后，在工厂的试验台

架上，通过施加额定负荷和一定比例

的超载负荷，对齿轮箱的运转、噪声、

温度、速度、振动、润滑、齿轮和轴

承的工作状态等完成一系列的测试。

在重要部位安装相应的传感器和测试

仪器检测，获取参数值。在试验中根

据检测信号的异常程度即可判断运转

是否正常，产品各项技术指标是否满

足设计要求。

齿轮箱失效的主要形式是轮齿折

断和齿面点蚀、剥落等。除了自身的

结构和设计制造因素外，机组的动力

学结构和特殊的使用条件也会加速齿

轮的失效进程。由于运转中齿轮箱是

变工况的，在齿轮受风载频繁变化冲

击时，如果齿轮的微动磨损超过一般

设计预期，往往使用 2 年至 3 年就出

现齿轮点蚀。这种失效与接触精度和

硬化表层物理冶金因素有关。对付点

蚀，要保证齿轮的疲劳强度和加工精

度，所有能用得上的措施都采用也不

为过。这包括原材料控制、热处理和

机加工的协调、齿面精度和粗糙度的

提高、烧伤的控制等。

3 需要攻克的重要课题

未来几年，我国风电齿轮箱行业

需要攻克一些关键课题，加强质量管理，

健全配套体系。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3]。

3.1 提高产品设计水平

目前国内兆瓦级以上的机组大多

是按引进技术开发的。由于国内外的

气候条件和环境不同，风电场使用保

养水平、原材料以及制造和安装水平

存在差异，大部分进口或国产齿轮箱

都面临早期损坏的问题。究其原因很

多，其中设计落后是重要的一个。

风电齿轮箱是传统风电机组传动

轴系中一个最重要而又是最脆弱的部

件。理想的情况是让齿轮箱完成传递

扭矩和增速的任务而不承受其他附加

载荷。实际上，风况的多变和机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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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变形，再加上机组在各种工况出

现的载荷冲击，给齿轮箱设计增添了

不少不确定因素，加大了设计难度。

风电齿轮箱的优化设计必须在机

组轴系整体分析研究的基础上进行。

在机组整体设计之初，由于理论、经

验和使用条件等原因，很少对增速齿

轮箱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往往是在

机组总体布局时留出一个空间，简要

地规定前后联接及技术要求。所谓的

“建模”，也只是在理想的条件下进行

设想，与实际运转状况尚有较大距离。

因此，企业应加强产品优化设计的投

入，创造条件深入细致地分析研究，

提高设计水平。

除了完善原有传统机型兆瓦级齿

轮箱的结构性能外，还应关注混合驱

动、速度补偿型、功率分流型以及各

种特殊传动机型的进展，及时投入科

研力量来支持技术创新。

3.2 建立研究开发平台

机组制造与部件制造如何开展研

究、如何分工衔接是必然会碰到的难

题，必须认真对待。风电齿轮箱研发

涉及众多领域，特别是一些基础层面，

需要从机组传动系统设计、传动原理、

结构布置、材料、设备、工艺、润滑、

监控等方面做大量的细致工作。目前

国内还没有哪个单位能够全面承担这

样艰苦繁杂的任务。原部属研究院所

为了生存，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开发产

品和获取经济效益上。大型企业虽然

拥有较强的研发实力，但着眼点还是

为企业开发产品以求生存。

研发所需的仪器设备以及试验装

置昂贵。单台设备动辄几千万，投资

额度相当大。开发人员，特别是有资历、

经验丰富的专家配备也相当困难。国

家也不可能为之作大的投入。有鉴如

此，建有国家级技术中心的大企业（包

括整机和部件企业）应与专业院所合

作，共同组成研发团队，按照既定计划，

分步实施公关项目，各自承担子课题，

定期聚合讨论研究。国家则重点投资

建设国家级风电机组模拟试验和开发

平台，为企业解决难题，同时完成基

础研究任务。

3.3 注重高可靠性，提高产品使用

寿命

风电齿轮箱的关键技术应注重高

可靠性和长寿命，加强大型风电齿轮

箱及配套轴承设计制造技术方面的系

统研究，积累现场运行经验和基础数

据。由于运转中齿轮箱是变工况的，

频繁受风速变化冲击，机舱底座的变

形使齿轮和轴承磨损加剧，超过齿轮

箱结构设计中预期的边界条件。如何

解决轻量化和机构刚性、质量成本之

间的矛盾，将精细设计贯彻始终，攻

克早期失效、密封、漏油、噪声等老

大难问题，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根据风电增速箱的特点，应组织

力量进行可靠性分析，包括精心选取

可靠性高的结构和对重要零部件及整

机进行可靠性分析试验。根据机组载

荷谱对齿轮箱整机及其零部件的设计

极限状态和使用极限状态进行极限强

度分析、疲劳分析、稳定性和变形极

限分析、动力学分析等。除了采用传

统的设计计算方法外，还要采用模拟

整机运行条件下进行零部件建模并结

合试验验证方法。另外，对行星齿轮

传动均载、最佳传动组合与齿轮加工

精度、工况和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分

析研究。分析噪声产生成因，采取适

当措施降低噪声 ；研制出新的密封结

构或装置，合理设计布置轴系和轮系

传动机构，提高体系的刚度，避免发

生共振。

目前国内尚没有完善的风电齿轮

箱专用设计软件，国外介绍的软件大多

又是从汽车传动或通用机械传动转化

而来的，须经实践验证。软件是设计

制造的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因此，针对我国风电产业的特点，综

合考虑自身因素，编制适合自己企业

的专用软件，是进一步指导生产实践、

促进风电产业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 

4 结语

要实现风电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在于自主创新。目前我国风电产业

统一的自主创新平台还没有形成，促

进风电产业链的整合和协调发展是整

个产业链各个环节共同努力的目标。

无论是上游单位或下游单位，都应服

从这一战略目标，为我国风电产业的

健康发展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风电齿轮箱行业在整合的同时要

与整机厂、科研机构、风电场等利益

链紧密配合，强化科技支撑体系，促

进自主创新，完善技术标准 ；加强人

才培养和后续服务 ；加快统一、协调

的设计试验平台建设，做到同步建设、

科学发展，为我国风电产业的健康发

展做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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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风电并网装机

容量最多的国家。据统计，2012 年中

国风电并网装机容量超过 60GW，发

电量超过 100TWh，成为中国第三

大电源。到 2015 年，全国累计并网

运行的风电装机容量将达到 100GW
（可能达到 120GW），年发电量达到

190TWh，发电量在全部发电量中的

比重超过 3%[1]。

风能是目前可再生能源当中技术

相对成熟，并且具有规模化开发条件

和商业化发展前景的一种能源。中国

能源结构由化石能源为主转入多元化

发展的进程中，风能将发挥重要的作

用，并成为中国绿色能源的重要支柱。

1 国家电网特高压输电规划

根据国家电网公司规划，到 2015
年建成华北、华东、华中特高压电网，

形成“三纵三横”的特高压交流通道（图

1）。建成特高压变电容量 2.5E8VA，

线路长度约 20000km。到 2020 年建

成以“三华”（华北、华东、华中）特

高压同步电网为中心，东北特高压电

网和西北 750kV 电网为送端，联结各

大煤电基地、大水电基地、大核电基地、

可再生能源大基地，各级电网协调发

展的坚强智能电网 [2]。

2011 年末，晋东南——南阳——

荆门（西纵的一部分）1000kV 特高

从近期电网规划分析风电长远发展
郭俊玲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	050000）

摘  要 ：目前风电已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能源。为建设智能电网做准备，国家电网公司规划建设华北、华东、华中地区“三

纵三横”的特高压交流线路和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以便风电并网消纳。本文根据电网规划，从风电并网和消纳

的角度探讨风能资源集中地区的风电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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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Long-term Wind Power Industry Based on Recent
Grid Planning

 Guo Junling
（China Suntien Green Energy Co.,Ltd, Shijiazhuang 050000, China）

Abstract: Wind power has become the third largest energy in China. To prepar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grid, State Grid Corporation of 

China plans to construct three vertical and three horizontal UHV AC transmission lines and multiple UHV DC channels in North 

China, East China and Central China, which will help to promote wind power consumption. Based on the grid plann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wind power in the areas with richful wind resources in terms of wind power integration and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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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交流输电投运。2012 以来，特高

压工程建设快速推进，皖电东送淮

南——上海特高压交流输电示范工

程、锡林郭勒盟——南京特高压工程

已获得批准。

为连接能源基地与用电需求，多

回特高压直流工程快速推进。2010 年

7 月，向家坝到上海的 ±800kV 特高

压直流输电工程竣工投产。锦屏——

苏南 ±800kV 特高压直流工程、哈

密南——郑州 ±800kV 特高压直流

输电工程、溪洛渡左岸——浙江金华

±800kV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相继开

工。特高压直流工程对加快建设“三华”

同步电网、尽快形成坚强受端电网也

提出了十分迫切的要求。 

2 特高压输电对风电的利好

中国风电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消

纳问题。虽然中国新增风电装机和市

场规模居世界前列，但风电发展仍面

临弃风、电网发展建设滞后于风电场

建设等问题。因此，风电如何从资源

密集但用电需求小的西部、北部地区

输送到中国负荷中心东部的难题一直

困扰着产业的发展。

目前国家电网各大区域之间的联

系还很薄弱，还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

大市场和与之相适应的全国联网能力，

难以适应下一步风电大规模发展和在

更大范围优化配置的需要。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家电网公

司规划 [3-4] 在“十二五”期间建设特

高压骨干网架和若干条特高压直流输

电，这些特高压交流与直流的起点都

在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

五大综合能源基地，其中，新疆、蒙东、

蒙西等地区既是大型风电基地，也是

大型煤电基地，通过实施风电与火电

联合外送，可以有效扩大消纳范围，

既解决了火电外送问题，也解决了风

电外送问题。

3 风能资源富集地区并网及
消纳分析

中国风能资源丰富的地区主要分

布在以下四个地区：三北（东北、华北、

摄影：李永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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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东南沿海近 10km 宽的

地带及附近岛屿、近海地区和内陆个

别地区。详见中国风能资源分布图 [5]

（图 2）。 
中国拥有丰富的风能资源，但是

其分布与电力需求存在不匹配的情况。

东南沿海地区电力需求大，风电场接

入方便，但沿海土地资源紧张，可用

于建设风电场的面积有限，可大规模

开发的风能资源较少 ；广大的三北地

区风能资源丰富，建设风电场的土地

资源较多，但其电网建设相对薄弱，

且电力需求相对较小，需要将电力输

送到较远的电力负荷端。中国海上风

能资源丰富，且距离电力负荷中心很

近。随着海上风电场技术的发展成熟，

经济上可行，发展前景势必良好。

3.1 新疆西部地区依旧并网困难

经济输电距离是电力工程技术上

的一个名词，指的是某一电压等级输

电线路最经济的输送电能的长度。输

电线路在输送电能的同时本身也有损

耗，线路太长、损耗太大，经济效益

较差 ；另一方面，为减小损耗，就要

提高输电电压而增加投资。当提高输

电电压后增加的投资与降低的线路损

耗相等时，线路的长度就是该电压等

级输电的经济输电距离。

500kV 超高压输电线路的经济

输送距离一般为 600km － 800km，

而 1000kV 特高压输电线路因为电

压提高，线路损耗减少，经济输送

距离增加到到 1000km － 1500km，

±800kV 特高压直流输电可以达到

2500km，新疆地域广阔，东西宽度超

过 1500km，新疆西部的风电通过超

高压输送到最近的负荷中心——华中

地区的距离就超过 3500km，这个距

离目前的超高压输电无疑是不经济的，

只能等到超导材料取得重大突破并大

规模应用或新疆本地工业大发展。

3.2 新疆东都和河西走廊将有新的

突破

2012 年 5 月，国家电网公司开工

建设的哈密——郑州 ±800kV 特高压

直流输电工程，送出能力将达 8GW。

工程建成以后，将有利推动新疆大型

风电基地的开发与送出，对促进中国

风电产业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

西北地区（包括新疆）正在建设

750kV 主网联网工程第二通道，将于

第一通道形成环网运行。该工程建成

后，将进一步加强新疆与西北主网的

联系，提高新疆向西北主网送电能力；

为“疆电外送”直流工程提供网架支

撑，保证直流外送工程安全稳定运行；

有效解决青海电网缺电问题和向西藏

直流送电的可靠性。

该工程是实现“疆电外送”的重

要通道，建成后，还将成为甘肃和青

海北部河西走廊地区、新疆哈密地区

风电的重要外送通道，粗略计算，两

项工程均完工后可新增风电并网规模

5GW 以上。

3.3 内蒙长城沿线并网规模可观

国家规划的“三纵三横”的特高

压交流通道的六个电源点有五个位于

长城沿线地区，平均 500km 距离规

划一个电源点，以每条交流输电线路

8GW 的输电容量计算，五个电源点

可传输 40GW 的电力，风电只要占有

15GW 的容量即可满足 2020 年前的

风电发展需要。随着特高压交流输电

网络的逐渐建设，内蒙中西部、宁夏、

陕西、山西和河北的风电将实现大规

模并网。

3.4 东北北部和东部近期并网困难

从经济输电距离角度考虑，东北

北部和东部（含内蒙的新安盟、呼伦

贝尔）地区可以建设超高压输电到京

津地区，但更近的华北北部风能资源

丰富，未规划超高压长距离输电，因

此只能争取本地消纳，受限于东北地

区工业规模有限、用电需求不足和电

能富裕的现实情况，近期内并网难度

极大，只能等到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

或建设超高压输电的那一天。

3.5 青藏高原东部将成为战略洼地

中国水电集中区紧邻青藏高原东

部，水电开发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

同时本地区的水电已经成功外送到华

中和华东电网，现已建成的四川向家

坝至上海的长达 1907km 的 ±800kV
特高压直流输电。

图1	“三纵三横”电网规划 图2	中国风资源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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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东部紧邻水电集中地区，

可以建设百万风电基地，大量风电和

水电联合外送，同时可以完美地解决

电网稳定和调峰问题。另外，雅鲁藏

布江的开发已经提上日程，单靠西藏

本地电网的消纳无疑是不可行的，必

须要建设长距离输电线路，从风能资

源分布来看，在雅鲁藏布江沿岸择地

建设风电基地，和雅鲁藏布江的新建

水电站联合外送。

青藏联网工程将实现西藏电网与

西北电网的互联（异步），通过依托

强大的西北电网，青藏高原上可建设

百万级风电场。

3.6 南网部分区域成眼前的风电热土

南方电网所辖区域是水电富集的

地区，同时该地区工矿业发达，是电

力负荷中心，南网地区的风电并网有

得天独厚的优势，其中，云南中北部、

广西北部和沿海地区、广东沿海和海

南全岛都有十分丰富的风能资源，但

受限于部分地区的产业整合和稀缺的

土地资源，仅云南和广西区域成为风

电开发热土。

3.7 海上风电将快速增长

中国海岸线约为 1800km，5m －

25m 水深海域风电技术可开发容量约

200GW。到 2020 年，中国海上风电

规划装机容量 30GW，主要分布在上

海、江苏、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的潮

间带、潮下带滩涂以及近海、深海区

域，这些区域风速高，静风期少，风

电机组等效满负荷利用小时数高，具

备大力发展海上风电的良好资源条件；

且上海、江苏、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

经济发达，电网坚强，能源需求量大，

电力市场空间广阔，入网较为方便，

海上风电经过近几年的探索性发展已

经积累了开发经验，各政府主管部门

也将理顺管理思路，因此，海上风电

必将迎来快速增长的新阶段 [6]。

4 总结

国家电网通过加强跨区电网建设、

构建“三华”（华北、华中、华东）特

高压同步电网，将很大程度上提升风

电并网消纳能力。西北电网和新疆电

网的联网工程和西藏电网的异步联网

工程都将促进新疆、甘肃地区的风电

发展，蒙东、蒙西的风电也将送至“三

华”中心消纳，同时海上风电将迎来

大规模的开发。随着电网规划的逐步

建成，风电基地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将

在大多区域内得以解决，中国风电将

持续稳步快速发展，预计 2020 年，全

国风电规模将超过 150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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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全球化石能源（煤、石油、

天然气等）的逐渐短缺以及日益严峻

的气候变化形势，风能作为清洁、高

效的可再生能源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

和开发利用 [1]。目前，我国风能开发

主要集中在风能资源丰富的高风速区

域，此类区域风能资源虽丰富，但由

于经济欠发达 , 无法消纳足够的风电资

源，风电场常出现弃风现象，需通过

建设坚强电网实现大容量的风电送出。

风能资源丰富区和较丰富区分别占全

国面积 8% 和 18%，主要集中在三北

地区 ( 东北、华北、西北 )、东南沿海

等地，可开发地域面积较小 [2]。因此 ,
人们逐渐将视野移向幅远辽阔的低风

速区域。

目前，所谓“低风速地区”在

国内一般被认为是国家气象局发布的

我国风能三级区划指标体系中第三级

区域，即为风能可利用区，全国范围

内风能可利用区面积约占全国面积的

50%[2]。而大规模开发低风速地区风电

经验不足，经济效益前景不明，如何提

高低风速地区发电量和经济效益成为

当今开发低风速地区急需解决的问题。

来安风电场作为全国首座大型低

风速风电场，拥有两年多的运行及优

化经验，本文以来安风电场运行优化

提高低风速风电场发电量措施研究
高崇伦1，吴进钏1，张小雷1，许霞2

（1.	安徽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安徽	滁州，239200；2.	合肥电力规划设计院	安徽	合肥，230002）

摘  要 ：近年来，风资源丰富的区域受到资源和规模等因素的限制，人们悄然把目光转向更为广阔的低风速区域，而风电机

组发电量直接影响风电场经济效益。安徽来安低风速风电场作为全国首个低风速风电场，至今已运行两年多。本文

针对影响低风速风电场发电量的因素，制定风电机组各种优化方案，对比分析来安风电场各项提升发电量测试方案

的初步结论，提出进一步提升发电量的改进措施，为今后风电场设计、建设、生产运行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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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Low Wind Speed Wind F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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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nd resource in rich region is limited by the resources and scale factors, people quietly turned to broader area 

of low wind speed, wind turbine power generation directly impacted on the economic e�ciency of wind farms. As the country's 

�rst low speed wind electric �eld, Anhui Laian low speed wind farms has been running for two years, according to the factors that 

a�ect low speed wind farm generating capacity, this paper analyzed various wind turbine optimization programs and the power 

generation test solutions, then provided a reference for future wind farm design, construction,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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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为例，寻找更适合低风速风电机

组的优化措施，提高低风速地区发电

量，为低风速地区风力发电经济效益

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为今后大面积开

发低风速地区提供借鉴经验。

1 风电场基本情况

来安县地处皖东、江淮之间，为

江淮分水岭，风能资源较丰富 [3]。来

安风电场是国内首个低风速风电场，

也是安徽省首个风电场。风电场 80m
风功率密度等级为 1 级，风电场年可

利用风速小时数较多，70m 高度在

3m/s － 25m/s 年 小 时 数 为 7600h，
在 4m/s － 25m/s 年小时数为 6600h。
来安风电场位于来安县北部低山丘陵

地区，分五期建设，总装机容量为

247.5MW，共有 165 台单机 1.5MW
风电机组，其中 132 台 A87/1500 机

组 和 33 台 B86/1500 机 组。2011
年 1 月 6 日 , 风电场首台机组并网发

电。由于安徽省风电开发规模小，截

至 2012 年年底，安徽省统调机组

约 25000MW，其中风电装机规模为

300MW，风电装机占比仅为 1.2%。

而且，风电场附近有 600MW 琅琊山

抽水蓄能电站，电网具有很强的调峰

能力。自来安风电场投运以来，所发

电力全额上网，就近消纳，没有发生

过限出力情况 [4]。

2 风电机组运行优化

从 2012 年开始，风电场开始最

佳桨距角、偏航控制策略优化、发电

机“双模式运行”改造、更换更大叶

片等发电量提升措施项目实验，并于

6 月开始陆续实施各发电提升措施的

实验。各主要优化措施的原理及初步

效果说明如下。

2.1 最佳桨距角设定

由于叶片的制造、安装与设计存

在误差，在不同环境、不同风速下，

风的湍流度、风切变都存在差异。这

样将会造成入流角度与设计入流角度

发生偏差，进而影响风电机组的风能

捕获率。最佳桨距角是通过在不同的

风速下设置不同的桨叶角度，通过对

比分析后总结出一个适合实验风电机

组在不同风速下的最佳桨叶角度设定。

某 1 号风电机组最佳桨距角优化

前后功率曲线对比如图 1 所示。

依据实测结果，单机发电量提升

大约在 1.2% 左右。

2.2 偏航控制策略优化 

偏航是控制风电机组风轮正对来

风方向的一种措施，偏航控制的优劣

将会对风轮有效的扫风面积产生较大

影响。风轮有效的扫风面积是正对来

风方向的面积，当风轮轴线与来风方

向产生夹角后有效扫风面积为风轮扫

风面积的余弦值。另外，由于偏航的动

作，风电机组在原方向的惯性也将受到

一部分的损失。偏航控制策略是当来风

方向与风轮轴向夹角超过一定角度时

才发生偏航动作，这个角度称为容差

角。在实际运行中，风向变化比较频繁，

因而容差角的大小与偏航的频率度之

间就存在了矛盾。偏航策略的优化就

是要找到一个容差角、风向夹角均值，

从而增加风能的捕获能力。

某 2 号风电机组偏航控制策略优

化前后功率曲线对比如图 2 所示。

依据实测结果，单机发电量提升

大约在 1.8% 左右。为了使提升效果更

加明显，下一步计划可以继续优化容

差角。

图1	某1号风电机组最佳桨距角优化前后功率曲线对比 图2	某2号风电机组偏航控制策略优化前后功率曲线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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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发电机双模改造

在目前的双馈发电机技术下，发电机

的最低转速为 1080r/min，当风速低到不足

以维持这个转速时，风电机组将切出。并且

双馈发电机在低转速下的效率也很低（低于

70%）。通过改变发电机定子的接线方式将双

馈发电机改为鼠笼发电机，三分之一变频变

为全功率变频。在鼠笼模式下可以降低发电

机转速，从而减少机械损耗、提高发电机效率，

进而提高在低风速下的发电量。

某 3 号风电机组发电机双模改造前后功

率曲线对比如图 3 所示。

根据实测结果，单机发电量提升大约在

0.9%。从目前的数据上看，在风速为 4m/s －

5m/s 段发电量低于改造前，主要原因为在这

个阶段发生发电机模式切换。

目前采取继续优化程序，以使单机发电

量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2.4 降低风电机组自耗电

风电机组上有很多的电机需要耗电，通

过设置合理的参数控制各电机的开启时机，

从而减少风电机组自耗电量。目前主要通过

改变发电机冷却风扇启动控制，优化齿轮箱

润滑泵的启动策略来降低风电机组的自耗电。

目前测试的两台初步效果单机发电量提

升大约在 0.36% 左右和 0.96% 左右。

2.5 更换更大叶片

加长叶片，可以增加叶轮扫风面积，从

而增加风能捕获。为增强低风速风电机组的

发电能力，进一步提高低风速地区风电场的

生产水平，选取某 4 号 A87/1500 风电机组

作为试验机组并更换较长叶片，更换后的机

组叶轮直径从 87m 增加至 93m。选取某 4、
某 5 两台相邻切海拔相同的两台机组作对比。

93m 叶轮与 87m 叶轮机型理论功率曲线对

比如图 4 所示。

某 4 号风电机组更换 93m 叶轮后与某

5 号风电机组（型号 A87/1500）功率曲线对

比见图 5。
从功率曲线可以看出，某 4 号风电机组

图4	93m叶轮与87m叶轮机型理论功率曲线对比

图5	某4号风电机组更换93m叶轮后与某5号风电机组功率曲线对比

图3	某3号风电机组发电机双模改造前后功率曲线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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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 93m 叶轮后功率曲线明显优于某

5 号风电机组，通过 2012 年 7 月 22
日至 2013 年 3 月 28 日期间的实际功

率曲线对比，某 4 号更换叶轮机组在

风速低于 5m/s 时， 93m 叶轮风电机

组与 87m 叶轮功率曲线相当。风速在

6m/s 以上，93m 叶轮风电机组功率

开始明显上升。在高风速段发电能力

较好，并且较早切入到满发状态，如

图 5 所示。同时，根据风频数据，统

计期内 5m/s 及以上风速出现概率超

过 68%。通过 2012 年 7 月 22 日至

2013 年 3 月 28 日期间的统计 , 初步

结果认为某 4 号机组发电能力提升 6%
左右。更换大叶片成为提升低风速地

区风电机组发电量的最直接有效方法。

93m 叶轮直径的风电机组将启动

风速降至 1.5m/s，从而使得占我国风

资源 30% 的超低风速地区的风资源得

以有效开发。根据远景公司公开数据

显示，其 93m 叶轮直径机组基于 87m
叶轮直径机组开发而成，扫风面积增

加 13.2%，在年平均风速 5.5m/s 情况

下能够提升发电量 9% 左右 [5]。

另外，有消息称，Suzlon 公司

于 2012 年 6 月推出一款型号为 S111-
2.1MW 的风电机组。据称，该机组与

同类机组相比能够提高 29% 的电力输

出。而 Gamesa 发布了一款 2.0MW
低风速机型，这款叶轮直径达 114m
的机组与同类型 97m 叶轮直径机型相

比，扫风面积增大了 38%[5]。

3 其他优化措施

3.1 机组厂家对风电机组功率曲线

进行优化改进

从风电机组运行数据统计分析得

出，两个机组厂家的风电机组功率曲

线均存在一定的离散性，而且在接近

额定风速附近，两种风电机组的实际

发电功率曲线均低于保证功率曲线。

所以，下一步可以督促机组厂家对机

组进一步排查，根据相对功率曲线排

名，进一步优化改进。

3.2 发电量较低的机位进行移机

对于发电量较低的机位，主要原

因是地理位置风资源高估造成。这部

分机位通过机组技术改进和更换长叶

片的办法，提高电量非常有限，可以

采取移机的办法把机组移到风资源较

好的地区或者增加塔筒高度的方法提

高发电量。

3.3 加强生产管理，做到应发必发

在低风速风场中，任何一个环节

的纰漏对发电量的影响都较大。在来安

风电场存在诸如风向标的误差、桨距角

不能复位等原因导致的几台发电量明显

降低的机组。因此，低风速风电场应实

施精细化管理，向生产要效益，加强生

产运行分析，优化运行参数和控制策略，

重视场用电和风电机组自耗电的管理工

作，深入挖潜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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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远离电网的地区，独立供电系统成为人们最需要的

供电方式。随着近些年来风力发电技术的快速发展，独立

运行的小型风力发电设备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基于交流母

线的独立风电系统是将风力发电系统、储能装置及控制装

置等集成而形成的可控独立供电系统。该系统具有结构复

杂、多工况运行、包含大量电力电子设备等特点，因此建

立系统的仿真模型是分析其复杂的电磁机电暂态过程、优

化运行、系统稳定性等各项技术研究的必要手段。

目前，针对独立电网系统仿真模型的研究不是很多，

文献 [1] 建立了基于直流母线的风光互补微网系统仿真模

型，并对电网并网和独立运行两种模式的过渡状态及功率

流向进行了研究。文献 [2] 只对研究了独立电网从并网模式

向孤网模式转换的动态过程进行了仿真研究，没有对蓄电

池的充放电特性进行研究。本文介绍了基于交流母线的独

立风电系统的组成及结构，并建立了完整的系统模型，对

系统中独立电网的建立、风力发电并网、蓄电池充放电、

基于交流母线的独立风电系统建模
与仿真﹡

张子皿，冯宾春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北京中水科水电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北京	100038）

摘 要 ：本文介绍了基于交流母线的独立风电系统的组成及结构，并利用matlab/simulink建立了完整的系统模型，对交流电

网的建立、风电机组并网、蓄电池充放电、电子卸荷环节进行了仿真研究。仿真结果表明了该系统模型的正确性与有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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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卸荷等环节进行了仿真研究。 

1 系统结构

基于交流母线的独立风电系统包括由风电机组、卸荷

装置、并网逆变器组成的动力子系统，由双向逆变器、蓄

电池组组成的电网子系统，以及用电负载子系统。整套系

统用电完全由风力发电设备提供能源，交流母线间通过电

力电子设备进行能量交换以保证系统稳定运行。系统结构

如图 1 所示。 

2 独立交流电网数学模型

2.1 动力子系统

2.1.1 风电机组模型

风电机组的功率输出由式（1）给出 ： 

                    
                                                                              

（1）

其中 ：Pm 为风电机组的机械输出功率（W）；cp 为风

电机组特性相关的系数 ；ρ为空气密度（kg/m3）；A 为桨叶

扫过的面积（m2）；v 为风速（m/s）；λ为叶尖速比 ；β为

桨距（ °）。

2.1.2 发电机模型

在电机模型的电气部分和机械部分组成。其电气系统

方程为 ：

      

                                                                              （2）

机械系统方程为 ：

                
     
                                                                              （3）

其中 ：Ld，Lq 为 q 和 d 轴的电感 ；R 为定子绕组阻抗 ； 
iq，id 为 q 和 d 轴的电流 ；vq，vd 为 q 和 d 轴的电压 ；ωr 为

转子角速度 ；λ为定子每相磁通峰值 ；p 为电机极对数 ；Te

为电磁转距 ；J 为电机轴侧的转动惯量 ；F 为电机轴侧的粘

滞摩擦 ；θ为电机转子角度位置 ；Tm 为机械转矩。

通过采用 SimPowerSystem 的模块建立风电机组模型

如图 2 所示。 
2.1.3 并网逆变器

并网逆变器由 3 个单相逆变器组合成为一个三相逆变

图1	基于交流母线的独立风电系统

图2	风电机组仿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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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如图 3 所示。3 个单相逆变器的参数完全相同，3 个 N
线端子连接在一起形成中性点，3 个 L 端子对应 A, B, C 三

相，连接三相电网，如图 4 所示。并网逆变器的输出滤波

器开环特性由一阶惯性环节传递函数表示，并网逆变器输

出电流通过锁相环与电网电压保持同步，实现功率输出。

2.1.4 卸荷装置

电子卸荷装置用于防止由于输入输出功率不平衡导致

的母线电压过压。当母线电压保护装置检测到母线电压信

号超过一定值时，触发保护装置，将多余的能量消耗到母

线卸荷装置上。电子卸荷装置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AC/DC
整流器和母线电压的保护装置，如图 5 所示。整流器为三

相半桥二极管整流，为了平滑输出直流电压，直流输出部

分采用了 LC 滤波器。 
2.2 电网组建子系统

2.2.1 双向逆变器

双向逆变器由 3 个相位互差 120°的单相逆变器组成。

图3	三相并网逆变器

图4	单相逆变器仿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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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单相双向逆变器的零线连接在一起，形成中性线。输出

三相电压的端子按正相序排列，分别为 L1，L2 和 L3。单

相双向逆变器由两部分组成，即 DC/DC 部分和 DC/AC 部

分。DC/DC 、DC/AC 变换器的仿真模型如图 6、7 所示。 
2.2.2 蓄电池

蓄电池一般可以近似等效为电动势和电阻的串联 [3]。

由于电动势和电阻受蓄电池初始状态、温升以及蓄电池电

量等因素的影响，是一个变化的量，所以单从数学表达式

对其描述是比较复杂的。本文通过查阅蓄电池厂商提供的

反映相关参数间对应关系的测试数据表格或曲线，使用 
Matlab/Simulink 中的模块通过查表的方法来实现蓄电池

的充电 / 放电曲线。图 8 给出了根据蓄电池模型输入参数计

图5	电子卸荷的仿真模型

图6	DC/DC变换器仿真模型

算的铅酸蓄电池放电曲线。

3 系统仿真结果

将以上各部分整合，利用 Matlab 提供的电力系统模

块在 Simulink 环境下对设计的独立交流母线风电系统建了

了仿真模型如图 9 所示 [4]，并对系统各工作环节进行了仿真。

独立交流电网系统的负载为 4 台 1.5 kW 电机。 
3.1 独立电网建立及风电机组并网过程仿真

双向逆变器在独立电网系统启动过程中最先启动，建

立稳定的三相输出电压。仿真中设置系统在 0.02s 时刻启

动，启动波形见图 10。当双向逆变器建立起稳定的输出电

压后，并网逆变器即可以并网，开始发电运行。图 11 为并

网逆变器的并网发电过程。发电时刻的风电机组参数为 ：

风速 12m/s，初始转速 0m/s,最大发电功率 10kW（2x5kW），

并网逆变器输出功率上升斜率限制 10kW/s。从仿真中可以

看到，在并网逆变器设计参数合适的情况下，风电机组发

出的功率可以平稳地并入电网中。 
3.2 蓄电池充放电过程仿真

并网逆变器并网后对蓄电池的影响，分为两种情况 ：

即蓄电池充满的情况和蓄电池没有充满的情况。对于蓄电

池没有充满的情况，随着并网功率的增加，蓄电池充电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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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DC/AC变换器仿真模型

图9	系统仿真模型

图8	铅酸蓄电池放电曲线

流增加，直到稳态充电电流，同时蓄电池输出电压缓慢上升，

直到蓄电池电量充满。这个过程见图 12，仿真中设置初始

电量 50%。当蓄电池电量已经充满，如果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双向逆变器将继续向蓄电池充电，引起过充，从而缩短蓄

电池的使用寿命，图 13 给出了蓄电池在充满情况下的电压、

电流波形。 
3.3 电子卸荷仿真

图 14 给出了在风速突增的情况下并网逆变器的直流母

线电压波形。母线电压在卸荷装置的控制下，电压基本稳定。

因此对于独立电网应用，系统设计必须考虑选择功率匹配

的卸荷装置以避免风力发电输入功率过大引起的蓄电池过

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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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双向逆变器三相电压建立过程（三相，相-地）

图12	蓄电池充电，SOC=50%（上：并网电流；
中：电池电压；下：电池电流）

图13	蓄电池充电，SOC=100%（上：并网电流；
中：蓄电池电压；下：蓄电池电流）

图11	并网逆变器的发电过程（上：独立电网电压；下：并网电流）

摄影：冯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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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本文通过 matlab/simulink 建立了包括风电机组、

并网逆变器、电子卸荷装置、双向逆变器、蓄电池的完

整交流母线独立风电系统仿真模型，该模型可以对独立

电网的建立、独立电网并网、蓄电池充放电、电子卸荷

过程进行仿真研究。仿真结果表明了系统模型建立的正

确性，通过该模型的仿真可以进一步研究基于交流母线

的独立电网系统各工况的系统特性及控制方式的优化，

具有实际意义。

图14	甩负荷时的并网逆变器输入直流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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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风电发展回归理性，风电场的经济效益越来越受

到重视。风电场投入运行后，其经济效益取决于发电量及

运行维护成本，而两者都受到风电机组故障的影响。风电

机组故障轻则导致计划外停机检修，降低发电量 ；重则需

要更换零部件，增加额外支出。特别是在风电机组质保到

期后，机组故障频发将极大地削弱风电场的经济效益。

传统风电场的运营中，往往比较重视运行数据的统计

分析，侧重于风电机组功率曲线的优化，试图单方面增加

发电量，而对机组故障的统计分析重视不够。为了保证设

备完好率和可利用率，部分风电场盲目增加运维人员，建

立大而全的备品备件库，挤占流动资金，这导致运行维护

成本居高不下。而有些风电场为降低成本，备品备件不足，

运维人员不够，影响了风电机组的及时维护和检修 [1]。通

过对风电机组各种故障深入的统计分析，可以预防多发性

故障的发生，减少停机时间，提高设备完好率和可利用率，

增加发电量 [2]。

本文以某风电场为例，对机组故障进行了统计分析，

并对降低故障发生率以及改善运行维护工作进行了探讨。

相关探讨将对我国大量风电场的运行维护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1 实例介绍

1.1 风电场介绍

本文所讨论的风电场位于内蒙古中部偏北某地，受蒙

古高气压影响，属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和干旱荒漠草原

风电机组故障统计分析研究
张镇1，关书强2

（1.	中海油新能源琦泉平阴风电有限公司，平阴	250400；2.	中海油新能源二连浩特风电有限公司，二连浩特	012600）

摘 要 ：基于某实际运行的风电场，统计了场内风电机组全年的故障数量，结合风电场月度发电量、月平均风速和月平均

气温，探讨了风电机组故障数量与机组运行状况和环境温度之间的关联性，同时分析了主要系统故障高发的原因。

最后提出了降低机组故障发生率以及改善运行维护工作的一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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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Wind Turbine Fault Statistics
Zhang Zhen1, Guan Shuqian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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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an actual running wind farm, this paper gathered statistics of wind turbine faults. Combing with monthly generating 

capacity of the wind farm, the month average wind speed and month average temperature, it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mber of wind turbine failures and the operating conditions and ambient temperature, then the reasons for the high incidence of 

major system failures are analyzed. Finally, some measures of reducing wind turbine failure rate and improving th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we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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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春季干燥多沙，夏季短暂炎热，秋季天高气爽，冬

季漫长寒冷。气象站多年平均气温 4.0℃，平均风速 4.1m/s，
年极端最高气温 41.1℃，年极端最低气温 -37.1℃，年均雷

暴日数 22.7 天，年均沙尘暴日数 13 天。

风电场场区地形开阔，地势平坦，地表植被为低矮牧草。

场址范围面积约25.3km2，装有33台某型1.5MW风电机组，

于 2011 年 5 月建成投产。

1.2 风电机组简介

该风电场投运的风电机组为某型 1.5MW 低温型变桨

变速双馈机组，该型机组技术成熟，在国内吊装数量较大，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该机组主要参数见表 1。

2 故障统计分析

本文将风电场视为一个整体，为排除监控系统虚假报

警的影响，依照所开的机组工作票，对 2012 年机组故障发

生情况进行了统计。一方面，按月统计了故障数量，结合

风电场月度发电量、月平均风速和月平均气温，探讨了风

电机组总体故障数量与机组运行状况和环境温度的关联性 ；

另一方面，按机组组成部分，分类统计了故障发生次数，

并分析了一些系统故障高发的原因。

2.1 故障数量与发电量和环境温度

风电机组作为在恶劣环境下运行的发电设备，其故

障发生情况与发电量、风速和环境温度密不可分，探讨故

障数量与发电量、风速和环境温度之间的关联性是十分必

要的。

风电机组的功率与风速的三次方成正比 [3]，故风电场

发电量应随平均风速的增减而增减，两者应呈正相关性，

图 1 中发电量和平均风速曲线的变化基本符合这一规律。

但在 10 月至 12 月，风速增大，发电量却减少了，这是由

于该风电场所在的北方进入供暖期后，为保证供热，热电

负荷上升，风电限电严重的缘故。由于限电严重时，停运

的风电机组较多，为消除限电停运的因素，故而本文探讨

故障数量与发电量之间的关系。

从图 1 可以看到，在 3 月底至 6 月初和 9 月初至 10
月初气候温和的春秋季节时，机组故障数量随着发电量的

增减而增减，两者间呈现较好的正相关性 ；而在炎热及寒

冷夏季与冬季，故障数量与发电量之间的关联性较差，表

明机组故障数量还与环境温度存在某种关联。

图1	故障数量与发电量关联图

图2	故障数量与平均气温关联图

表1  风电机组主要参数

项目 参数

切入风速（m/s） 3.0

额定风速（m/s） 12.5

切出风速（m/s） 20

风轮直径 77m

叶片数量 3

材料 玻璃钢

旋转方向 顺时针

风轮位置 上风向

功率控制 变桨变速

变桨原理 电驱动，独立变桨

齿轮箱 3级

发电机 双馈异步

轮毂高度 70m

偏航系统 电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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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2 可知，在 1 月至 3 月初时，故障数量随气温升

高而降低 ；在 10 月底至 12 月时，故障数量随气温降低而

升高，即冬季故障数量随气温的升高而降低。而在 6 月初

至 9 月初的夏季时，故障数量随气温升降而升降。

上述分析表明，在气候温和的春秋季节，机组故障主

要受到发电量的影响，故障数量与发电量呈现出比较好的

正相关性 ；而在气候极端的冬夏季节，机组故障主要受到

气温的影响，冬季的低温和夏季的高温都会使得机组故障

数量增加。

另外，结合图 1 和图 2，可以发现在风速较小、发电

量较低和气温适宜的 9 月，机组故障次数最少，而其他风

速及发电量大或气温比较极端的月份，故障次数都比较多，

从而进一步表明发电量、风速和环境温度是导致机组故障

的主要因素。

2.2 故障分类统计分析

前面探讨了机组总体故障数量与发电量和环境温度的

关系，下面按机组组成部分分类，探讨各个部分故障数量

与发电量和环境温度的关联。

国内外现有的大型双馈风电机组型号很多，但结构基

本相似，文献 [1] [4] 和文献 [5] 分别从工程和设计角度介

绍了大型风电机组的组成。结合厂家说明和机组运行实践，

本文将该型机组分为风轮塔筒及地基、变桨系统、偏航系统、

传动系统、发电机、变频器、控制系统、液压系统、通讯

系统和安全链等 10 个组成部分，分类统计了该风电场所有

机组在 2012 年的故障发生情况。

从图 3 中不难看出，在完整的一年中，变桨系统、变

频器和通讯系统分列故障数量的前三位，接下来比较容易

发生故障的是传动系统、控制系统和液压系统，其他系统

故障较少。

为探讨故障类型与发电量之间的关联，分别选取气温

相近但发电量及平均风速相差较大的 5 月和 9 月（即春季

和秋季），分类统计这两个月的故障类型，如图 4 所示。从

中可以看出，在高发电量的 5 月，变频器、传动系统和控

制系统的故障份额明显增大，变桨系统的故障份额明显减

小 ；而在低发电量的 9 月，变桨系统和通讯系统故障大幅

攀升，变频器和传动系统故障份额明显减小。

由于该风场春季的平均风速很大，此时机组往往处于

满发状态，长时间的高负荷运行，不可避免地增大了变频器、

传动系统和控制系统等高位运行的部件的故障发生概率 ；

而秋季时风速小，机组负荷小，并且经常因风速过低而切出，

从而降低了前述系统的故障发生概率。与此同时，低负荷

图3	2012全年故障类型图

图4	故障类型与发电量关联图

图5	故障类型与季节关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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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UPS 往往失电，从而导致通讯系统故障。

变桨系统方面，机组启停时，在变桨系统驱动下，桨

距角变化迅速 ；而低风速时，机组以固定桨距角运行，当

高于额定风速时，桨距角平滑变化以控制功率 [6]。因秋季

风速较小，机组经常因风速过低而切出，使得变桨系统频

繁迅速动作，从而增大了故障发生概率 ；而春季风速较大，

机组运行比较平稳，很少启停机，因而降低了变桨系统故

障发生概率。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 5 月和 9 月的故障类型份额差距

明显，但 9 月份的每种故障次数都少于 5 月份。因此，虽

然低风速和低负荷改变了不同故障的份额，但却降低了故

障次数。

该地夏季和冬季的平均气温差距很大，故而有必要探

讨故障类型与平均气温的关联，图 5 为按季节的故障分类

统计情况。从图 5 中可知，在气温很低的冬季，变频器和

液压系统故障较多 ；而在气温较高的夏季，控制系统和变

桨系统故障较多。这是由于低温条件下，变频器往往加热

不足以及液压油粘度增大从而增加了变频器和液压系统的

故障 ；而在气温较高的夏季，单片机和传感器以及变桨电

机容易过热，因而增大了控制系统和变桨系统的故障发生

概率。

综上所述，机组在大风期长时间高负荷运行，会显著

增加变频器、传动系统和控制系统故障的发生概率 ；而机

组在小风期运行，会相对增加变桨系统和通讯系统故障的

发生概率。夏季的高温使控制系统和变桨系统的故障增多，

冬季的严寒使变频器和液压系统的故障增多。

3 结论

本文通过对风电机组故障的统计分析，得出了机组故

障主要受发电量（风速）和环境温度影响，以及变桨系统、

变频器、通讯系统、传动系统、控制系统和液压系统等故

障高发系统的主要影响因素的结论。根据结论，可以采取

以下措施降低机组故障发生率以及改善运行维护工作。

(1) 适当增加机组故障高发系统的备件。有针对性地适

当增加故障高发系统的备件，同时可以适量减少故障低发

系统的备件。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因缺少备件而导致

的故障消缺不及时，从而减少故障停机时间，增加发电量 ；

另一方面，可以避免有些备件长期闲置导致的性能下降，

也可降低资金占用。

(2) 对维护人员重点进行针对故障高发系统的技术培

训。开展技术培训，特别是针对机组故障高发系统的技术

培训，能够使风电场维护人员尽快掌握机组检修维护的难

点和重点，提高技术水平，缩短故障消缺用时，提高设备

完好率和可利用率。

(3) 强化机组定期维护与安全排查。为保证机组良好的

技术状态和安全可靠运行，应严格按照规范及厂家要求对

机组开展定期维护与安全排查，特别是大风期来临前，要

对故障高发系统进行重点排查，以提前消除故障隐患。

(4) 优化机组运行方式。为减少低、高温诱发的机组故

障，在保证负荷的前提下 ：冬季严寒时，尽量减少停机或

轮流启机，以免长时间停运导致机舱和部件过冷 ；夏季高

温尤其是大风时，将长时间运行、齿轮箱及发电机温度较

高的机组适当停机散热，避免超温。

随着投运的风电场日益增多，相信对风电机组的故障

统计分析及相关研究也会逐渐增多，从而为降低故障发生

率、改善运行维护工作乃至提高机组可靠性做出更多有益

的探讨。

参考文献

[1] 杨明明 . 大型风电机组故障模式统计分析及故障诊断 [D]. 北京 : 华北电

力大学 ,2009.

[2] 盛 九 庆 , 傅 兴 元 . 风 电 机 组 运 行 维 护 后 服 务 市 场 分 析 [J]. 风 能 , 

2012(10):52-56.

[3] Hansen,M.O.L. 著 , 肖劲松译 . 风力机空气动力学（第 2 版）[M]. 北京 :

中国电力出版社 ,2009.

[4] 苏州龙源白鹭风电职业技术培训中心 . 风电场建设、运行与管理 [M]. 北

京 :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10.

[5] Tony Burton 等 , 武鑫等译 . 风能技术 [M].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2007.

[6] 叶杭冶 , 刘琦 . 风力发电机组的变距控制系统 [J]. 机电工程 , 1999(5):140-

143.

收稿日期：2013-06-14。

作者简介：

张镇（1985-），男，硕士，主要从事风电场建设、运行与管理工作。

摄影：童世良



技术 | Technology

72  风能 Wind Energy 

0 引言

风电机组的功率特性曲线对风电场的运行经济效益有

着重要的影响。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风电机组受运行环境、

运行工况、操作水平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机组的实际

功率曲线往往达不到机组的预期指标。在风电项目的实际

投资建设中，风电机组的功率曲线保证是风电开发商十分

关心的问题，风电机组制造商会提供产品功率曲线的保证

值，并向风电投资商承诺功率曲线的实测值不小于保证值

的 95%。但是，由于实际操作中缺乏相应的验证标准和规范，

风电投资商无法针对功率曲线的实测值与保证值的偏离程

度对厂家进行考核，因此研究如何针对风电机组的功率曲

线进行考核是必要的。

1 功率曲线定义与计算

根据 IEC61400 － 12 － 1 的定义，风电机组的功率

曲线是指风电机组输出功率随平均风速（10min）变化的

曲线。对于风电机组制造商而言，其批量生产的风电机组

产品一般是经过设计仿真得到功率曲线。但投入到使用时，

功率曲线值除了与风电机组性能特性、控制特性有关之外，

还和运行特性、风场风况、操作方式、运行环境等有关 [1]。

风电机组功率曲线测试是比较复杂的过程，需要长时间的

测量，并且需要对空气密度、地形等条件加以评估和修正。

2 功率曲线的验证考核方法

本文提出了一种将功率曲线值视为年发电量的相关量

来验证考核的方法。按照标准，安装数据采集设备，采集

指定位置风电机组轮毂高度的风速、风向、气温、气压，

并采集风电机组的净功率。对所得的数据进行综合处理与

分析，计算出风电机组的实测功率曲线。在同一空气密度下，

使用风场内整一年的测风数据结合厂家提供的功率曲线和

实测功率曲线，分别计算出两个风场年发电量数值，通过

风电机组的功率曲线验证方法研究 
师二广，孙宏波

（河北建投新能源有限公司，河北	050000）

摘 要 ： 功率曲线是风电机组发电能力的重要指标。本文讨论了功率曲线验证的必要性，并且提出了一种利用实测功率曲

线与年发电量的相关性来考核厂家提供功率曲线是否达标的方法。以典型风电机组为例进行了研究分析。

关键词 ：风电机组 ；功率曲线 ；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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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idation on the Power Curve of Wind Turbine
Shi Erguang, Sun Hongbo

(HCIG New-energy Co., Ltd., Hebei 050000, China)

Abstract: Power generation of the wind turbine can be estimated according to power curve of the chosen wind turbine. Because of di�erent 

condition of the wind farm, there is a di�erence between the value of the actual power generation and theoretical power generation. 

�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validation method for the power curve of wind turbine.
Keywords: wind turbine; power curve; val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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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年发电量数值差来考核功率曲线是否达标。这对于

考核风电机组性能并保证风电投资商的经济利益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2]。

以某具体风电场为例，此风电场的 CAD 图如图 1 所示。

被测风电机组为图中标注的 15 号风电机组。

本次测量遵从通用标准的规定，在所测 15 号风电机组

主风向上 2.5 倍风轮直径距离处，测风塔的轮毂高度位置安

装风速传感器、风向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等设备，并考虑

空气密度及地形修正 [3]，以保证风速值与风电机组功率输

出的相关性。

IEC 标准规定，利用 Bin 方法对功率曲线进行分析

时最好是 10min 平均值数据。本文分析的风电机组运行过

程中，数据采集系统对风速、功率等信号进行采样频率为

1Hz的连续测量，并记录每 10min各个量的平均值、最大值、

最小值、标准差等。在数据处理时，应把风电机组停机状态、

异常状况导致停机、风速湍流过大、切入风速以上启动前

后的这些数据点删除掉。

最后做发电量计算的功率曲线应按标准折算到标准空

气密度下（1.225Kg/m3）。此次测试结果如表 1 所示。

3 功率曲线数据分析及年发电量测算

经过测试及数据处理，将标准空气密度下厂家给定的

图1	被测15号风电机组位置图

摄影：宋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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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曲线值与实测的功率曲线值做对比，如图 2 所示。

分别使用此次测试功率曲线与厂家提供功率曲线，结

合一年实际测风数据，对风场进行产能测算。

使用厂家给定的功率曲线计算的等效满负荷小时数

2307h，使用实测功率曲线计算的等效满负荷小时数为

2262h，二者相差约 1.95%。16 号风电机组发电量测算数

据如表 2 所示。

经过测算风场实测功率曲线的风电机组年发电量可知，

根据实测功率曲线所测算的年发电量与厂家提供的功率曲

线所测算的风电机组年发电量相差约为 148.10MWh，约为

2.26%。据此初步得出功率曲线实测值与厂家提供的功率曲

线设计值的偏差在 5% 以内 [8]。

经过逐个测算风场其他的风电机组的年发电量，实测

风电机组功率曲线所测算的年发电量与厂家给定功率曲线

表1  功率曲线数据表（标准空气密度）

序号 区间编号
区间平均

功率(kW) 功率系数
数据组 A类不确 B类不确 合成不确

风速(m/s) 个数 定度(kW) 定度(kW) 定度(kW)

1 3 3.09  -2.00  -0.02  24 0.99  6.47  6.55 

2 3.5 3.51  24.82  0.14  29 1.07  10.33  10.39 

3 4 3.99  78.20  0.31  50 0.79  17.73  17.74 

4 4.5 4.51  129.23  0.36  27 1.17  16.00  16.04 

5 5 5.00  198.13  0.40  30 1.33  22.62  22.65 

6 5.5 5.47  280.18  0.43  22 1.69  28.12  28.18 

7 6 6.01  371.67  0.43  13 2.23  27.76  27.85 

8 6.5 6.44  446.98  0.42  19 3.92  29.06  29.33 

9 7 7.01  630.71  0.46  16 2.53  53.74  53.80 

10 7.5 7.49  772.32  0.47  15 3.18  50.67  50.77 

11 8 8.09  937.36  0.45  15 2.91  47.67  47.76 

12 8.5 8.51  1116.52  0.46  21 2.64  74.64  74.69 

13 9 8.91  1273.83  0.46  16 3.00  68.31  68.37 

14 9.5 9.51  1524.95  0.45  29 2.42  75.69  75.73 

15 10 10.03  1729.81  0.43  17 2.91  72.02  72.08 

16 10.5 10.48  1834.06  0.40  31 2.02  44.23  44.27 

17 11 10.97  1947.26  0.37  27 2.15  44.45  44.50 

18 11.5 11.50  2010.17  0.33  28 1.57  25.12  25.17 

19 12 12.01  2046.43  0.30  31 1.10  17.33  17.36 

20 12.5 12.44  2049.11  0.27  28 1.13  10.72  10.77 

21 13 12.96  2059.97  0.24  28 0.70  11.48  11.50 

22 13.5 13.48  2060.56  0.21  34 0.48  10.70  10.71 

23 14 13.98  2060.87  0.19  24 0.49  10.70  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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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5号风电机组发电量测算数据

额定功率 2kW

风轮直径 93m

轮毂高度 80m

平均风速 7.5m/s

发电量（按实测功率曲线） 6415.20MWh

发电量（按设计功率曲线） 6563.30MWh

产能之差 148.10MWh

产能之差百分比 2.26%

测算的年发电量的差值最大约 156.40MWh（约为 2.39%），

最小为 96.60MWh（约为 1.27%）。

经过上述综合分析比较，本次实验中功率曲线的实

测值与厂家提供的功率曲线设计值几乎完全拟合，符合风

电机组制造商承诺的“功率曲线的实测值不小于设计值的

95%”，满足合同要求 [9]。

4 结论

通过测算年发电量来验证功率曲线的方法的实用价值

在于，在短时间内测得的相关数据通过测算年发电量即可

实现验证功率曲线的实际值与功率曲线的保证值的偏离程

度是否大于 5%，这能在很大程度上作为帮助风电开发商考

核风电机组性能的依据。在实际应用中，利用风电机组数

据采集系统内的数据库对风电机组进行功率曲线及性能的

分析与评估，不但节省了成本，而且不需要长时间数据采集，

对大多数风电场都适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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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纵观全球叶片技术的发展趋势，配备较长叶片的风电

机组达到额定功率所需要的额定风速相对较低，能满足更

多低风速地区发展风能的需要 [1]。同时，由于风电机组单

机功率愈大，每千瓦的发电成本就愈低。因此 , 在考虑提高

风电机组能效和降低成本的两个重要因素上，全球风电设

备都在向大兆瓦级功率和长叶片方向开发，叶片的制作也

正向着大型化发展 [2]。

叶片的制作需要叶片阴模模具，而叶片阴模模具制作

需要用到叶片阳模模具。从叶片制作的质量方面来说，叶

大兆瓦级风电机组叶片的阳模设计
与制作

王璐，何明

（国电联合动力技术（连云港）有限公司，连云港	222069）

摘  要 ：本文介绍了大兆瓦级风电机组叶片的阳模设计与制作，分析研究了现有阳模的制作方法的不足之处，提供了一种

新型的分区式的阳模设计与制作方式。它将叶片阳模的制作分成了手工修型和数控加工中心修型两个部分，使得

现有加工能力能够在保证精度的前提下满足大兆瓦级风电机组叶片的阳模制作，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加工成本。

关键词 ：叶片 ；阳模 ；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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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e Mold Design and Production of Multi-megawatt
Wind Turbine Blades

Wang Lu, He Ming
(Guodian United Power Technology（LYG) Co., Ltd., Lianyungang 222069, China)

Abstract: �is paper introduced the male mold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megawa� wind turbine blade, and analyzed the de�ciency of 

existing method of making the male mold, provided a new way of the male mold design and manufacture. It divided the making of 

blade male mold into two parts, manual and CNC machining center trim type. �us, it can ensure the existing processing capacity 

to meet the megawa� wind turbine blades of the male mold production under the premise of accuracy.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improved production e�ciency and reduced the processing cost.
Keywords: blade; male mold; partition

片阴模模具是制作叶片的关键设备，而阴模的质量主要由

叶片阳模的质量来控制。所以说，叶片阳模的质量对于叶

片的质量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

1 叶片阳模的结构

整个叶片阳模主要包括型板、钢结构、复合材料层这

三个部分（见图 1）。阳模型板是从叶片的三维立体图上相

隔一定间距，从叶片模型中截出相应位置的叶片断面轮廓，

用 5mm 钢板以 1:1 的比例制作而成的，图 2 为阳模型板的

现场安装。阳模钢结构主要由钢管组成，对整个阳模起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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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和连接作用。复合材料层包括玻璃钢层、修型层、易打

磨底胶层以及脱模蜡层，图 3 为表面处理后的阳模。

2 叶片阳模的制作现状

目前，公知的叶片阳模主要采取两种设计制作方式 [3] ：

(1) 将叶型分为若干截面，制作每个截面的型板，将这

些型板连接起来后在表面手糊玻纤布，并用原子灰结合阳

模检板进行手工修型。这种制作方式很难达到叶片的高精

度要求，且耗时耗力。

(2) 直接用糊状代木堆出一个叶型的大致形状后用数控

加工中心进行加工 [4]。这种加工方式精度高，但是这种加

工方式对大兆瓦级叶片并不适用，目前制作的 6MW 叶片

已达到长 66.5m、宽 5.5m、高 3.5m，很难找到适合的加

工中心，并且由于叶型巨大，加工成本较高，运输起来非

常困难，极不方便。

3 大兆瓦级风电机组叶片的阳模分区制作

3.1 叶片阳模的分区

为了克服现有的大兆瓦级风电机组叶片阳模制作与加

工困难，将叶型分区成两个部分，如图 4 所示。叶根部分

由于宽度和高度部分较大，叶根主要部分为承载部分，叶

型精度要求较叶尖部分要求低，这部分采用阳模检板手工

型修的方式制作可以满足叶型设计的公差要求。叶尖部分

将下型板安装完成后，连接各个型板，在表面手糊玻纤布

堆糊状代木，并由专业的数控加工中心加工。待两部分都

完成后进行连接并校准。

3.2 叶根部分阳模的制作

将阳模钢架制作好以后，开始安装下阳模型板，需

要控制型板的相对位置，如相对零点的高度以及每个型板

中心必须在同一条中心线上。阳模型板安装完成后用细的

方管密集连接相邻的两个下型板，细的方管的间距控制在

20mm － 30mm。安装方管后，在每个截面用手糊工艺

制作玻璃钢层，制作出大体形状，玻璃钢要比下型板低约

0.5mm － 1mm 左右。待手糊玻纤布完全固化后，用原子

灰进行粗修叶片形状，用阳模检板进行检验并进行多次打

磨粗修，最后用原子灰进行精细修型 [5]。

3.3 叶尖区阳模的制作

叶尖区使用的型板比叶根区要向下偏移 20mm，留有

机加工的余量。前期的步骤和叶根区的阳模制作一样，完

图1	叶片阳模钢结构示意图

图2	阳模型板的现场安装

图3	表面处理后的阳模 图4	叶片阳模的分区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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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手糊固化后在表面糊上一层均匀的糊状代木，大致厚度

为 30mm 左右，固化后用数控加工中心进行加工。完成按

照标高的相对位置和叶型的中心线位置以及整体长度与叶

根区阳模进行对接。

两个区域对接完成后，将对接处手工修理，最后进行

喷漆打蜡工作，检查阳模表面的光洁度，以及表面形状和

整体标高，以给制作阴模做好准备，这样整个阳模就制作

完成。

4 结语

本文通过介绍一种大兆瓦级风电机组叶片的阳模设计

与制作方法，对现有的阳模制作方式作出了改进，提出了

一种分区制作叶片阳模的方式，在保证叶型精度的前提下，

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制作成本。随着风电机组大功率及叶

片大型化的发展，为以后制作更长的叶片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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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风电机组装机及并网数量的快速增长，截至 2012
年年底，我国风电发电量已约占全部电力消费量的 2%，风

电已经成为继火电、水电之后的第三大常规电力来源。同时，

由于风电占比的增加而导致的风电消纳问题也越来越受到

重视，但关注的重点多集中在风电消纳问题对电网的负面

影响。实际上，风场每年因高压送出线路或设备故障造成

的风电机组设备损坏事故频繁发生，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

110kV线路缺相故障对双馈风电机组
运行影响的分析

查显宝

（北京国电思达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100039）

摘  要 ：随着风电的快速发展以及随之出现的风电“消纳”问题，风电对电网的影响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电网的不

稳定性或故障对风电机组的影响往往被忽视，而电网的不稳定性或故障引起的破坏性影响却是风电机组安全运行

的重要隐患。本文通过对黑龙江某风场发生的 110kV 线路缺相故障进行了深入分析，针对故障造成的大量风电机

组设备的损坏原因进行了探讨，以便通过具体的实例引起对风场高压侧电网稳定性的重视。

关键词 ：缺相故障 ；故障录波 ；瞬时尖峰电压 ；器件烧毁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08-0080-07

Analysis of Impact on Doubly-fed Induction Generators Caused by 
Failures of 110kV Transmission Line

Zha Xianbao
(Beijing Guodian Sta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 Ltd., Beijing 100039,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wind energy and the subsequent energy consumption issue, the impacts of wind power on the 

grid are concentrated more, but the e�ects caused by grid instability and failures of the wind turbines, which are actually potential 

hazards to the generator's operation, are o�en ignored. By analyzing an stator phase failure on a 110kV transmission line occurred in 

a wind farm of Heilongjiang, wind turbine damages caused by the grid failure are depicted and analyzed in order to draw a�ention 

to the stability of the high voltage grid connected with a wind farm.
Keywords: stator phase failure; fault recording; transient peak voltage; device burnout

失 [1]。所以，为保证风电设备的平稳、安全运行，应高度

重视电网的不稳定性或故障对风电机组造成破坏性影响。

风电机组的运行环境往往条件恶劣，高温发热、油水

脏污、灰尘以及交变的电磁干扰等都很常见，如果再叠加

上风能输送线路的故障影响，很容易导致风电机组电气设

备故障或损坏，甚至引起机械系统的连锁故障反应 [2-3]。由

于双馈感应发电机（Doubly-fed Induction Generator，
DFIG）定子直接连接电网且变流器容量较小，使其对电网

故障非常敏感 [4]。电网故障时，DFIG 转子中的感应电流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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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可达额定电流的 2-5 倍 [5]，若其两端电压过高或过电流

导致温度过高，都可能导致开关管超过耐受极限而击穿或

烧毁，有时甚至是永久性损坏 ；若转子侧变换器会因过电

流而停止运行，转矩失衡会使转速急剧上升而威胁机械结

构的安全。文中对黑龙江某风场发生的 110kV 线路缺相故

障进行了分析，讨论了故障期间电网侧、风场及机组侧的

演变过程，对故障造成的大量风电机组设备损坏的原因进

行了总结，希望通过具体的实例引起对风场高压侧电网稳

定性的重视。 
 

1 案例项目背景

用于分析的故障案例来源于黑龙江某风电场。该风电场

总装机容量 99MW，分两期工程建设完成，每期工程各选

用 33 台 1.5MW 双馈风电机组，全风场共有 6 路 35kV 集

电回路，所有风电机组通过 0.69/35kV 升压变分别接入 6 路

35kV 集电线路。该风场建有 110/35kV 升压站 1 座，站内

装有 2 台主变，35kV 母线分成 2 段并列运行，整个风场通

过 1 回 110kV 线路并入电网。风场单线系统图如图 1 所示。

2 网侧故障及其引起的双馈风电机组事故

风电机组在运行过程中遭遇电网故障，功率无法送入

电网或电压畸变导致功率直流侧和输出侧电压升高或者不

对称、发电机在运行过程中由于负载突变产生过高的冲击

电流、发电机及传输电缆绝缘老化导致匝间或相间短路形

成短路电流等，如最终超过元件的耐受限度，都会造成风

电机组部件的损坏。下面以该风电场在 2013 年 2 月 1 日

所发生的一次电网电压跌落故障为例，介绍高压电网侧故

障对该风场风电机组的影响。9 时 56 分，风电场升压站

的 110kV 送出线路发生故障引起失压。发生故障时，风场

的 66 台风电机组均处于运行状态，一期风场的平均风速为

9.6m/s，主变低压侧有功负荷为 39200kWh ；二期风场的

平均风速为 10.3m/s，主变低压侧有功负荷为 41200kWh。
故障所造成影响及损失如下 ：

（1）66 台风电机组齿箱油泵电机空开、发电机风扇空

开、液压站空开全部跳闸 ；

（2）烧坏 8 个变桨控制器 PITCHMASTER ；

（3）2 个塔底屏损坏 ；

图1	黑龙江某风电场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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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个油泵电机损坏 ；

（5）2 个变桨系统预充电电阻烧坏 ；

（6）5 个发电机风扇电机烧坏 ；

（7）4 台 PLC CF 卡程序紊乱 ；

（8）4 台变桨编码器出现跑值 ；

（9）1 个帕克液压站叶轮刹车开电磁阀损坏 ；

（10）66 台主控 PLC 全部死机 ；

（11）  2个主控PLC损坏 12个、一个PLC模块 bk3150
损坏。

3 双馈风电机组事故原因分析

下面采用故障后分析方法，根据现场升压站系统侧的

故障录波装置和风电机组故障数据，全面分析故障过程中

各系统的动态过程。除特殊说明外，以下所有电压、电流

量的数值均为系统二次侧的测量值。

3.1 电网侧故障过程分析

图 2 列出了首次故障中 110kV 线路的故障录波数据。

C 相电压最低值出现在红色纵线标记的时刻，该风电场发

生首次网侧故障时，110kV线路出现C相电压缺失（4%Ue），
如图 2 中位于 0 时刻的母线 3Uc 信号所示。故障期间的 C
相电流为 5A 左右，故障持续 65ms 后，线路保护动作跳开

三相线路，如图 2 中的绿色纵线所示。保护跳开时线路出

现零序电流且大小等于 C 相电流（2A 左右），说明当时 C
相一直处于虚接状态。故障 300ms 后电流降为 0A，在此

期间高于 120%Ue 电压大约持续 60ms。
首次故障发生 53s 后，110kV 线路三相重合闸，C 相

再次出现失压，约 37%Ue，之后的录波图未显示线路开

关是否跳开，如图 3 所示。C 相电压最低值出现在红色纵

线的时刻，二次故障之前 80ms 时刻开始出现 C 相电压缺

摄影：王太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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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跌落至 54%Ue，之后 C 相电压开始逐渐升高，其中

高于 110%Ue 的电压持续 45ms，高于 150%Ue 的电压持

续 30ms，且瞬时值达到 200%Ue。从故障前 18ms 到故障

时刻电压持续走低，电压最低点为 40% Ue。三相开关于 9
时 58 分合闸，如绿色纵线标记的时刻，其中 A、B 相开关

顺利闭合，但 C 相开关由于永久性故障此时已经无法再次

闭合，且线路中出现零序电流。故障后 150ms 三相电压有

效值恢复到正常，但 C 相电压波形受故障影响而严重畸变，

畸变一直持续到 9 时 59 分。在此期间，C 相电压瞬间最高

电压达到 117%Ue。二次故障过程中 35kV 侧的录波情况

图2	首次故障时110kV线路的录波图

图3	二次故障时110kV线路的录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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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4 所示。

3.2 风电场及风电机组侧故障过程分析

系统首次故障（9 时 56 分左右）主要体现为系统

110kV 线路 C 相电压低，该故障经过风电场主变及风电机

组箱变两级相角转换后，转换为风电机组侧的 B 相故障，

从表 1 中的风电机组主控故障数据看出，故障时 B 相电压

表1  风电机组主控PLC故障采样数据

时间
电压 电流

频率
A相 B相 C相 A相 B相 C相

-27.62 415.2 423.9 412.8 1178 1160 440 51.4

-27.60 415.2 423.9 175.5 1178 1160 440 52.04

-27.58 415.2 423.9 175.5 1178 1160 440 52.68

-27.56 415.2 423.9 175.5 82 58 440 53.12

-27.54 415.2 423.9 175.5 82 58 440 51.81

-27.52 415.2 423.9 175.5 40 58 440 49.26

-27.50 194.7 52.8 175.5 40 58 440 48.23

-27.48 141.9 52.8 175.5 40 58 440 47.09

-27.46 141.9 52.8 175.5 40 58 440 45.92

-27.44 141.9 52.8 175.5 40 58 440 44.56

-27.42 141.9 52.8 175.5 40 58 440 44.56

图4	二次故障时35kV线路的录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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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落至 52.8V，约 13%Ue。
改变电机的定转子电阻、电感是抑制在电网故障条件

对风电机组冲击危害的有效方法。因此，在发生电网故障

时，双馈发电机一般通过控制变流器抑制由于电压跌落引

起的瞬态冲击，以及由此引起的转矩失衡、转速上升，并

在直流电压超过设定值时投入转子 Crowbar 电路效抑制暂

态故障电流的大部分交流分量，保证机组不脱网运行。下

面通过查看风电机组故障记录检查该风场的风电机组在故

障过程中是否检测到网侧故障并正确动作。风电机组故

障记录以日志文件形式存储于 FTP 服务器，图 5 为线路

缺相故障期间，记录风电机组故障的 FTP 文件的内容截

屏，可以看出变流器检测到系统电压低并向主控发出低穿

图5	风电机组故障FTP记录文件截屏

图6	三相重合后现场风电机组侧故障记录波形

摄影：李吉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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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包括 ：变流器故障（error_converter_status）、变

流器报警（warning_converter_ status）、变流器转矩降

低（warning_converter_torque_reduction）、 变 流 器 低

压穿越报警（warning_converter_low_voltage_for_ride_
through）。同时，主控控制风电机组执行停机过程，发出

的信号包括变流器切出（error_converter_tripped）和变

流器停止运行（error_converter_rdyon）。图 5 中其他的

开关信号未报情况异常。

风电机组故障记录文件的内容说明，风电机组在低穿

过程中均正确动作，保证了变流器部件在高压侧故障期间

的电气安全，不存在因误动作或漏动作造成其他器件烧毁

的可能。

首次故障 53s 后 110kV 线路三相重合，在 9 时 57 分

左右电压出现高值，系统侧最高电压瞬时达到 200%Ue，
而从现场提取的风电机组侧故障数据显示，B 相的电压在

重合闸后瞬间升高到为 450V，约为 1.13 倍的 Ue，如图 6
所示。

由于升压站系统侧的故障录波装置和风电机组监测系

统的时间不同步，所以图中显示的故障发生时间是在 9 时

47 分。从图 6 中看出，故障时风电机组侧感受到的冲击电

压值远高于主控的采样数据，其主要原因是主控的采样频

率远远低于系统侧故障录波器。电压升高的主要原因是不

对称引起的电压严重畸变导致出现瞬时尖峰电压，幅值高

150%Ue，并且持续 30ms，瞬时电压峰值达到 200%Ue，
这也是导致风电机组大量电气元器件损坏的原因。此次电

压冲击后系统再未出现高电压，最高瞬时电压仅为 117% 
Ue，且时间较短，在这种电压下可能也会对风电机组电气

元件产生一定影响，但不是造成大量电气元件烧毁的主要

原因。

4 结论

综合近年来全国各地多数风电场的运行情况，风场高

压送出线路发生缺相、接地、短路等故障时有发生，其中

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

（1）与我国风电场选址在电网中的位置有关，风场一

般都位于电网较为薄弱、保护配置较低的地方 ；

（2）很多风场位于丘陵、山区，并且该类区域风力较大，

容易发生电网侧架空线路故障 ；

（3）有些风场建设期不合理，存在赶工现象，忽视了

工程质量 ；

（4）部分电力线路设计单位缺少风电场设计经验，针

对特殊条件考虑不周。

电网侧发生故障后，多数会对风场电气设备造成非常

大的破坏，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为了避免或减少此类事

故的发生，建议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

（1）加强对风场送出线路设计、施工、安装及产品质

量的全面监管 ；

（2）针对自然环境条件恶劣地区，应增加线路巡检频次；

（3）总升压站必须装设并保证故障录波数据正常，以

便事故分析和后评估 ；

（4）加强总升压站内电气设备的运维和监控 ；

（5）风电机组设备厂家应针对风电的特殊性，提高主

要电气元器件的电网适应性，风电机组从设计之初应综合

考虑其整体的电压承受能力，尤其是承受电压畸变所导致

的短时尖峰电压。

总之，一方面需要加强预防性管理，另一方面要加强

设备的电网适应能力。只有充分认识电网故障的危害性，

才能将电网故障对风电机组设备的破坏性影响和损失降到

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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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相比陆地，风资源在海面上更为丰富、稳定性更高，

而且湍流度更小，可减少风电机组的疲劳载荷。加之海上

风电所受空间限制少，负荷中心大多沿海分布等优势，近

年来许多国家将目光投向了海上风电。截至 2012 年年底，

中国已建成的海上风电项目共计 389.6MW，是除英国、

丹麦以外海上风电机组装机最多的国家 [1]。据估计，截至

2015 年，中国的海上风电项目将达到总装机量 5GW[2]。支

撑结构是海上风电和陆上风电最大的区别，它关系到海上

风电机组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是海上风电最重要的结构之

漂浮式海上风电机组基础竖直向水动力
载荷研究

黄宇同，蔡继峰，符鹏程，王丹丹

（北京鉴衡认证中心，北京	100013）

摘  要 ：本文基于OC4项目的第二阶段研究，利用Bladed for Windows 4.3建立了三支柱半潜式浮动平台的风电机组模型，并

采用Morison方程建立水动力载荷。对比分析了平台在4种不同的初始状态下，竖直方向的水动力载荷对半潜式浮动

平台自由振动的影响。

关键词 ：Morison 方程 ；半潜式浮动平台 ；水动力载荷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08-0088-07

Hydrodynamic Analysis for A Semisubmersible Floating Platform
in Heave Motion

Huang Yutong, Cai Jifeng, Fu Pengcheng, Wang Dandan
(China General Certi�cation Center, Beijing 100013, China)

Abstract: �is paper modeled a semisubmersible �oating o�shore wind system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OC4 project phase Ⅱ by Bladed 

for Windows 4.3, and used Morison equation to simulate the hydrodynamic load on the semisubmersible. �en a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the e�ect of hydrodynamic load in the heave direction of the semisubmersible were given for 4 di�erent initial states of 

the platform.
Keywords: Morison equation; semisubmersible; hydrodynamic load

一。目前主要的支撑结构为固定支撑结构，主要应用于近

海区域，受到水深和海床土壤条件的影响很大。

为了使风电场的选址不受水深和海床条件的限制，从

而使风电场的建立能够更好地利用风资源，漂浮式基础的

概念和设计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IEA（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的 OC3（Offshore Code Comparison 
Collaboration）项目中的 Hywind 风电机组系统采用了类

似于倒立摆的 spar-buoy 的漂浮式平台概念 [3]；在后续的项

目中，OC4 ①（Offshore Code Comparison Collaboration 
Continuation, IEA TASK30）第二阶段采用了三支柱半

潜式的浮动平台，目前只进行到仿真结果对比的阶段。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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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来说，目前针对漂浮式基础的海上风电机组的设计和研

究还十分有限。对于传统的采用固定支撑结构的风电机组，

平台运动不受竖直方向水动力载荷影响，而对于漂浮式基

础，其竖直方向上的水动力载荷对风电机组运动的影响不

可忽略。本文基于 OC4 项目的第二阶段研究，对比分析了

竖直方向的水动力载荷对半潜式浮动平台自由振动的影响。

1 浮动平台建模

OC4 项目中的浮动平台主要由三根半潜式支柱和一根

主柱组成，风电机组搭载在位于中心的主柱上，为 NREL
（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5MW 的风电

机组，原点位于海平面和平台中心交点，x 轴指向南，z 轴

沿塔架中心指向上，x － y － z 成右手坐标系，如图 1 所示。

侧面支柱高出水平面 12m，吃水深度为 20m，塔底与

中心主柱相连，高出水平面 10m，塔架净高度为 77.6m。

为保持平台的稳定性，侧面 3 根支柱均注水。整个平台通

过固定在海底的 3 条缆绳系泊，水深为 200m。

本文采用 Bladed 4.3 版本对该海上风电机组进行建

模，梁单元结构模型示意图如图 2 所示。

Morison 方程在水动力载荷建模中有广泛的应用，本

文采用 Morison 方程对平台的水平方向和竖直方向加载水

动力载荷。根据 Morison 方程，对于一个处于横向来流中

的圆柱体，其单位长度上所受载荷可以表示为

       
                                                                              

（1）

其中，D 是圆柱体直径，u 和 分别为波浪和圆柱体的

速度，Ca 和 Cb 分别为附加质量系数和阻力系数。Cb 的确定

可以通过求解势流问题得到，平台所受外力可以表达为 [4] ：

      
                                                                              （2）

其中，Aij(ω) 和 Bij(ω) 分别为附加质量矩阵和阻尼矩阵，

A 是频率 ω和方向为 β的波浪的振幅，Xi 为波浪的激励。（1）

式中 Ca 可以通过式 求得，依据经验这里

取为 0.63。阻力系数 Cd 是雷诺数的函数 [5]，不同直径的圆

柱体的阻力系数见表 2。

表1  半潜式浮动平台几何尺寸

侧面支柱间距 50m

侧面支柱上半部长度 26m

侧面支柱底部长度 6m

中心主柱半径 6.5m

侧面支柱上半部半径 12m

侧面支柱底部半径 24m

连接支撑杆和浮杆半径 1.6m

表2  半潜式浮动平台阻力系数

圆柱直径 1.6m 6.5m 12m 24m

Cd   0.63 0.56 0.61 0.68

图1	半潜式海上风电机组结构图

图2	半潜式浮动平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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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ison 公式广泛应用于固定支撑结构的海上风电机

组受力分析，但是对于漂浮式支撑结构，垂荡方向上的水

动力载荷不能忽略。对于本文研究的半潜式浮动平台，为

了保持整个机组的稳定性，侧面三个支柱的底部直径被设

计得很大，水动力载荷的作用对其垂荡运动行为的影响

尤为重要，在建模时必须考虑。与处于横向来流的圆柱

体受力相比，在竖直方向上 Morison 公式的表示是类似

的，而附加质量系数和阻力系数的选取则需重新计算。IEA 
TASK30 小组给出了竖直方向的 Morison 公式 ：

      
                                                                              （3）

这里，Ac 和 VR 表示阻力系数对应的参考面积和附

加质量系数对应的参考体积，最后两项则是底部圆柱上

下表面的压强差。对于 3 个底部直径较大的支柱，应有

以及 。在计算时选取了

单元 1，单元 6 和单元 11 加载竖直方向的水动力载荷，从

而根据单元的尺寸确定了 Cac=180 和 Cdz=1777。

2 结果对比和分析

相比固定支撑结构的海上风电机组，漂浮式海上风电机

组在竖直方向上所受水动力载荷会对整个风电机组的稳定性

造成更大的影响。因此，本文针对平台处于不同的初始位置，

对比分析了竖直方向上水动力载荷对平台运动的影响。仿真

结果的计算均设定为无风，风轮锁定的 park 状态。 
2.1 浮动平台偏离平衡位置x=22m

以下结果中蓝线和红线分别代表未加载竖直方向水动

力载荷和加载竖直方向水动力载荷的平台运动行为，(a) －
(f) 分别为平台的纵荡（surge）、横荡（sway）、垂荡（heave）、
横摇（roll）、纵摇（pitch）和偏荡（yaw）。

从图 4（a）结果可以看到，对于平台的纵荡，两种情

况的模拟结果是一致的，这是因为都是以相同方式加载的

水动力载荷。而对于平台的垂荡和纵摇运动，图 4（c）和

图 4（e）表明水动力载荷主要起到阻碍作用，使得平台的

振动快速衰减，而且振动频率变缓。其余方向上两种情况

下的振动幅度都很小，不做考虑。

摄影：张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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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竖直方向的水动力载荷加载

图4	浮动平台偏离平衡位置x=22m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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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浮动平台偏离平衡位置z=6m 

从图 5(c) 中可以看出，在平台做垂荡自由振动时，在

竖直方向水动力载荷作用下，平台振动的振幅衰减速度大

幅增加，而且振动频率变缓。其余方向上两种情况下的振

动幅度都很小，不做考虑。

2.3 浮动平台偏离平衡位置pitch=8°

从图 6（a）可以看出平台的纵荡在两种情况下的模拟

结果相似。平台的纵摇运动对整个风电机组的载荷会产生

很大影响，图 6（e）的结果表明考虑竖直方向的水动力载

荷可以使这种倾覆运动迅速衰减。其余方向上两种情况下

的振动幅度都很小，不做考虑。

2.4 浮动平台偏离平衡位置yaw=8°

对于绕竖直轴的自由振动，从图 7 的结果可以看出两

种情况下，平台的运动行为差异不大。

(a) (b)

(c) (d)

(e) (f)

图5	浮动平台偏离平衡位置z=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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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浮动平台偏离平衡位置pitch=8°

(a) (b)

(c) (d)

(e) (f)

3 总结

本文基于 OC4 项目的第二阶段研究，对比了大直径立

柱加载竖直方向的水动力载荷对半潜式浮动平台自由振动

的影响。发现在考虑了竖直方向的水动力载荷后，在横摇、

纵摇和偏荡运动上，起到阻尼作用，使这三个方向的运动

得以迅速衰减，从而降低基础以及风电机组的载荷。随着

海上风电机组的日趋规模化，在进行海上风电机组设计时，

① OC4 项目介绍 ：IEA TASK 30: OC4 是 Offshore Code Comparison Collaboration Continuation 的简称，是 OC3(Offshore Code 
Comparison Collaboration, IEA TASK 23) 的延续，目前有 18 个国家的 47 个机构参与（中方机构有中国风能协会和金风科技有限公司），其目

的主要是检验海上风力发电机组支撑结构的软件建模和相关标准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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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图7	浮动平台偏离平衡位置yaw=8°

漂浮式的基础将逐步得以应用。而对于这种基础，特别是

含有大直径立柱的基础平台，竖直方向的水动力载荷在很

大程度上降低了基础和机组的载荷，因此在设计时需对该

影响尤为重视，可大大减少风电机组的建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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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滑动摩擦式是目前较流行的偏航系统型式 [1]，本文以

某型兆瓦级风电机组为例介绍了滑动摩擦式的主动偏航系

统，并对系统建立了数学模型。以数学模型为基础，利用

MATLAB 软件，编写计算仿真程序。以碟簧组的正压力作

为系统的输入，仿真计算得到了系统顶部、底部摩擦片的

正压力，通过改变系统输入，得到了系统偏航力矩、偏航

功率与碟簧压力的关系，为深入研究滑动式偏航系统提供

了一些参考。

滑动式偏航系统力学建模与分析
阳凌霄，韩德海，王永胜

（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风电事业部，株洲	412001）

摘  要 ：以某型兆瓦级风电机组为实例，介绍了滑动式偏航系统的组成，并对产生偏航摩擦力矩的各摩擦片受力进行了力

学分析，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模型，利用 MATLAB 软件，模拟了风电机组运行过程中风载对各摩擦片的作用，得到

了碟簧压力对偏航系统摩擦力矩的关系，建立了碟簧压力与偏航功率的关系，为研究风载对系统作用和碟簧压力

对系统偏航功率的影响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 ：滑动式偏航系统 ；摩擦力矩 ；力学分析 ； MATLAB ；偏航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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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ing and Mechanics Analysis of Sliding Yaw System
Yang Lingxiao, Han Dehai, Wang Yongsheng

(Wind Power Business Unit, CSR Zhuzhou Institute Co., Ltd., Zhuzhou 412001, China)

Abstract: Taking a certain type of megawa�-scale wind turbine as an example, the composition of sliding yaw system is introduced �rstly, 

and mechanics analysis is done for friction pad which produces the yaw friction moment, and corresponding mathematical model 

is established. Moreover, the effect of wind load on friction pad is simulated by using MATLAB softwar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k spring pressure and friction torque of yaw system is go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c spring pressure and yaw 

power is established. Besides, the reference of studying the function of wind load on yaw system and the in�uence of disc spring 

pressure on the yaw power are provided.
Keywords: sliding yaw system; friction moment; mechanics analysis; MATLAB; yaw power

1 偏航系统介绍

某型兆瓦级风电机组偏航系统如图 1 所示，主要由横

向吊杆组件和偏航齿圈组成。横向吊杆组件有 6 个，靠机

舱前端布置 2 个，靠后端布置 4 个，并沿风电机组机舱方

向左右对称分布。横向吊杆组件如图 2 所示，主要由柱头

螺栓、导杆销、碟簧、压盘、底部摩擦片、侧面摩擦片、

顶部摩擦片和横向吊杆组成。

摩擦片的作用就是给风电机组提供稳定的摩擦阻力矩，

减小作用到风电机组驱动齿部的作用力。在不偏航时，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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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大部分时间的振荡风载作用到驱动齿上去，造成偏航齿

轮箱或齿圈的齿疲劳损坏 ；在偏航时，避免风电机组因风

载的作用而打滑等，造成驱动齿的损坏 [2]。

滑动式偏航系统通过拧紧柱头螺栓，从而推动导杆销，

使碟簧组受压，碟簧的压力通过压盘传递给摩擦片，从而

底部摩擦片有了一定的正压力。而顶部摩擦片不仅受到风

载和风电机组重量的影响，还受到横向吊杆传递过来的碟

簧组的作用力，如图 2 所示。

2 数学建模

由于柱头螺栓预紧力矩与螺栓拧入量的关系受到温度、

螺纹润滑脂、预紧工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且碟簧组在整

个受载过程的实际变形并不是线性的，为了尽可能减少误

差的带入，计算以碟簧组的压力为系统的输入 [3]。另外，

计算中假设各碟簧组的刚度是一致的，且都是线性的。

摩擦片的分布如图 3 所示。以图 3 所示坐标方向，定

义每块摩擦与 x 轴正向方向的夹角为 α(i)，则第 1 块摩擦

片至第 17 块摩擦片对 y 轴的力臂为                   
                   
                                                                              

（1）

式中 ：Dpad 为摩擦接触圆直径。

第 1 块摩擦片到第 10 块摩擦片对 x 轴的力臂为

                   
                                                                              

（2）

第 11 块摩擦片到第 17 块摩擦片对 x 轴的力臂为

                   
                                                                              

（3）

根据 GL 规定的偏航坐标系，选取偏航坐标系下的偏

航载荷，以 99% 时间的风电机组塔顶最大载荷作为计算载

荷。选取偏航坐标系上的 99% 时间的最大载荷 Mx，My，
Fz。

计算 Mx 对摩擦片的作用力。假设单位力臂的作用力

值为 C，由于摩擦片以 x 轴对称，则每一侧的摩擦片受到

的力矩和为总力矩的一半，有

                      
                                                                              

（4）

则 Mx 对 1 到 17 号摩擦片的正压力为

                                                        （5）
计算 My 对摩擦片的作用力。由于摩擦片的分布并不

沿 y 轴对称，所以假设 Mx 的作用中心轴与 y 轴有一定的

偏移，偏心距为 e。且由于布置的不对称，作用中心轴两边

的单位作用力臂值不一样，假设 y 轴右边对力矩作用中心

图1	某型兆瓦级风电机组偏航系统

图2	横向吊杆组件组成

图3	摩擦片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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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位力臂作用力为 Rb，y 轴左边对力矩作用中心的单位

力臂作用力为 Rf，则有

       

                                                                              （6）

则 My 对 1 至 10 号摩擦片作用的正压力为

                                             （7）
则 My 对 11 至 17 号摩擦片作用的正压力为

                                             （8）
计算 Fz 对摩擦片的作用力。由于 Fz 的作用方向是沿

着偏航坐标系 z 轴的，所以每个摩擦片的正压力有

                           
                                                                              

（9）

式中 ：Nclp 为顶部摩擦片的个数。

1 至 34 号顶部摩擦片的正压力为

                                                                            （10）

注意上述等式在实际计算时的符号问题。

各摩擦片受到风载的作用，还受到碟簧组的作用。则

各摩擦片的正压力为 ：

            
                                                                            （11）

式中 ：Fspr 为碟簧组的压力。

由于摩擦片的摩擦系数是随着正压力变化而变化的。

摩擦片摩擦系数与正压力的关系如图 4 所示 [4]。

系统的偏航功率为

      
                                                                            （12）

式中：ωyaw 为偏航转速，rpm。μu (i)，μl (i) 为摩擦系数，

根据各摩擦片正压力由图 4 曲线插值获得。Flwr (i) 为底部摩

擦片正压力，即碟簧正压力。

3 仿真分析

根据第二节的数学模型，利用 matlab 语言编写 m 文

件 [5]。由于柱头螺栓预紧力矩与螺栓拧入量的关系受到温度、

螺纹润滑脂、预紧工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为了尽可能的

减少误差的带入，仿真以碟簧组的压力为系统的输入。以

表 1 所示风电机组载荷作为输入，以碟簧组压力为 105kN，

仿真分别得到了图 5、图 6 所示计算结果。

由图 5 可以看出，顶部摩擦片所受正压力并不相等，

摩擦片受到的最大正压力与最小压力相差约 5 倍。这说明，

即使每个柱头螺栓的预紧力矩一致，在风载作用下，传递

图4	摩擦片的摩擦系数与压力的关系

图6	底部摩擦片正压力

图5	顶部摩擦片的正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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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每块摩擦片的正压力也是不一致的，每片摩擦片对摩擦

片的力矩也是不一样的。

改变碟簧组的压力，分别以 45kN，65kN，80kN，

95kN，100kN，105kN，120kN，145kN 代入 m 文件中，

仿真得到了各压力对应的偏航功率值，拟合成曲线，得到

图 7。由图 7 可以看出，碟簧压力大于约 80kN 时，随着碟

簧压力的增加，偏航功率也随之增加，且成比例增加，但

压力少于约 80kN 时，压力的增加并不与偏航功率增加成

比例关系，而是随着压力的增加，偏航功率增加率逐渐减小。

这说明系统在碟簧预紧的初期，碟簧更能改善顶部摩擦片

的受力情况，使塔顶的载荷更均匀地分布到各摩擦片上，

但随着碟簧压力的增加，碟簧组对顶部摩擦片受力的改善

有限，甚至不再起到作用。所以，在碟簧压力达到一定值后，

继续增大碟簧组的压力，仅是把碟簧对顶部摩擦片的作用

力进一步增加而已，表现为碟簧压力与系统摩擦力矩成比

例增加，即碟簧压力与偏航功率的比例关系。

由图 8 可以看出，碟簧压力为 45kN 时，部分顶部摩

擦片正压力为 0，而最大受力摩擦片的压力为 21MPa，各

摩擦片受力较图 5 不均匀，这与上述推断基本一致。

4 结论

本文对某型兆瓦级风电机组的滑动摩擦式偏航系统进

行了介绍，对偏航系统摩擦片的受力进行了分析，建立了

相应的数学模型，并利用 MATLAB 软件对系统进行了仿真

分析，得到结论如下 ：

（1）偏航系统各顶部摩擦片由于风载的作用，各摩擦

片所受载荷均不一致，且随着风载的变化而变化 ；

（2）对碟簧的预紧不仅能给底部摩擦片提供一定的正

压力，还能通过横向吊杆把力作用到顶部摩擦片上，改善

顶部摩擦片的受力，使风电机组在受到风载作用时能把塔

顶的力分布到各个摩擦片上去，避免部分摩擦片的不受力

或受力过大问题。

本文把摩擦片考虑为点受力，没有考虑柱头螺栓的实

际预紧情况和碟簧的实际受压变形情况，简化了系统仿真

模型。但是，本文对滑动式偏航系统的力学建模和仿真分析，

得到了各摩擦片在外载作用下的受力情况，为详细研究风

载对偏航制动力矩的影响、偏航功率对风电机组的安全评

价分析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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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某型兆瓦级风电机组99%时间偏航最大载荷

符号 大小 符号 大小

Mx 1057 kNm Fx 0 kN

My -1872.5 kNm Fy 0 kN

Mz 675 kNm Fz -1441kN

图7	碟簧压力与偏航功率的关系

图8	碟簧压力为45kN时的顶部摩擦片受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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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利用风能发电是一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经济新能

源开发工程。我国自上世纪末起在风能发电上已取得了突

飞猛进的发展。但在如何吸收国外先进风能技术，如何控

制因风电机组偏航运动而产生的低频抖动上，国内若干年

来却一直举步维艰。有人认为是偏航机构的刚性设计或制

动对偶应用上有问题 [1] ；也有人认为是制动器钳体强度设

计有问题等 [2]。这些问题的论证一直困惑着风电工程设计

无噪音低磨损摩擦片在风力发电偏航
制动器中的应用分析

杨鹤清，曾志勇，罗静，聂鑫磊

（江西华伍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丰城	331100）

摘  要 ：本文总结了中国近年来风电制动器使用的经验，并在保证偏航制动器安全制动的前提下，针对风电制动器存在的

问题进行了技术攻关，使偏航制动器摩擦片达到了理想的优良技术指标。由此，增韧改性树脂基复合摩擦材料在

偏航制动器偏航过程中可以做到无噪音、低磨损，基本不伤对偶。这种新材料的应用减少了风电机组停机时间，

降低了设备维修率，大幅降低了风力发电运行成本。

关键词 ：无噪音 ；低磨损 ；摩擦片 ；偏航制动器 ；应用分析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08-0100-04

Application and Analysis of No Noise and Low Wear Friction Plate
in Wind Turbine Yaw Brake

Yang Heqing, Zeng Zhiyong, Luo Jing, Nie Xinlei
( Jiang Xi HuaWu Brake Co., Ltd., Fengcheng 331100, China)

Abstract: �is paper summarized the experience of using wind turbine brakes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On the promise of the safety of yaw 

brake, the existing technical di�cult problems in wind turbine brakes are solved. �e friction plate in the yaw brake can satisfy the 

excellent technical speci�cation. Toughening modi�ed resin-based composite friction material has the advantages of no noise, low 

wear and no harm to the dual. �e application of the new material can reduce downtime of the fan and equipment maintenance, 

thereby greatly decreased operation cost in wind power generation.
Keywords: no noise; low wear; friction plate; yaw brake; applied analysis

技术人员。在风力发电场 , 我们经常可以听到风电机组偏航

时刺耳的噪声，其分贝值可高达 110dB 或更高，登机后还

可以看到偏航制动盘表面呈现鱼鳞片状疲劳磨损，伤痕深

达1.5mm，如图1所示。风电机组甚至还因低频抖动而报警，

随之停止运行发电。 
这种现象严重影响了风力发电的安全性和工作效率以

及发电成本。

本文作者认为，在现有整体风电机组运行机构确定后，

因偏航摩擦制动所产生的低频抖动发出的噪声，基本取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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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制动系统是否能将机构的抖动完全吸收掉。如果能做到

这一点，偏航制动所产生的噪声将随之化解。

1 风电偏航制动器结构及工作原理

风电偏航制动器的结构通常有两种 ：一种是按主被动

钳体结构所设计（见图 2）；一种是按双侧主动制动钳体结

构所设计（见图 3）。但无论哪一种设计结构，其工作原理

基本一致。

自然界中风速的变化、风向的改变经常变幻莫测，风

速的较小变化都将造成风能的较大变化，由此导致风电机

组的输出功率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为了最大程度地捕获

风能，利用偏航旋转运动使桨叶正对风向。通常在风电机

组上装有数台风电机组偏航制动器，它们工作时是在液压

站液力驱使下，上下制动钳体同时通过摩擦片夹紧制动盘，

并在制动盘上产生与运动方向相反的制动力矩。它的工作

模式有两种 ：当主机舱和桨叶需要向正迎风方向偏航运动

时制动器在偏航液压力下，制动器的摩擦片夹紧制动盘起

阻尼摩擦作用 ；当主机舱和桨叶向正迎风方向偏航运动结

束后，数台制动器同时在锚定液压力下钳住制动盘，使风

电机组始终在最大迎风面上工作，并以最大工作效率处于

稳定的发电状态。锚定压力通常是偏航压力的几倍。

2 风电机组偏航运动产生噪声的试验及机理
分析

通常机构在有持续激励时的振动称为强迫振动，按随

时间变化的规律分类，激励又可分简谐激励、周期激励和

任意激励 [2]。

在运动机构中有运动就可能有振动激励，而因振动激

励产生的运动噪音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实验室里，我

们发现偏航制动噪音是制动系统结构的问题，与所有组成

制动系统的零部件都可能有关，如制动器的结构设计、制

动对偶材质的选择、试验台架结构强度的设计以及摩擦片

配方结构的设计等。通过试验，我们得到偏航制动噪声在0—
45dB 的低频噪音很难察觉， 45—65dB 基本上不被认为是

制动噪音，只有 85—110dB 甚至更高的分贝值才会让人感

到是真正的制动噪音。通过试验，我们也得到制动噪音的

产生是由制动压力、偏航摩擦片温度、偏航运行速度和系

统机构的刚性强度等四大因素引起的。

针对偏航制动摩擦片，根据摩擦磨损原理从微观分析，

摩擦片与制动盘之间是点与点的接触。在偏航运动摩擦过

程中，每一个微观接触点的摩擦都是不连续的，而是点与

点之间相互交替进行的过程 [3]。在这个摩擦过程中含有边

界摩擦现象、流体摩擦现象、滑动摩擦现象和梨沟摩擦作

用现象等过程 [4]，这种交替运动使摩擦过程中伴有微小的

振动。其中，梨沟摩擦作用是最易发生振动的运动，也是

发生伤盘迹象最明显的摩擦运动。

另有文献报道低速抖动是低速运动中很复杂的现象，

图1	偏航制动盘表面鱼鳞片状磨损

图2	主被动钳体结构的偏航制动器

图3	双侧主动钳体结构的偏航制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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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摩擦面间的动、静摩擦系数存在差异，

不同的动静摩擦系数差对系统性能的影响结果如图 4 所示。

从图 4 可见 ：只有动静摩擦系数之差为 0.02 时，系统才没

有出现速度为 0rad/s 或负速度现象 ；随着动静摩擦系数差

的增大，系统来回振荡的幅度增加。这说明此偏航系统对

动静摩擦系数差非常敏感，只有保证动静摩擦系数差在合

理的范围内才能消除低速振动现象。若静摩擦系数和动摩

擦系数相等，则静摩擦力矩与动摩擦力矩相等。因此，静

动摩擦系数差越大，静摩擦力矩与动摩擦力矩差就越大，

就越容易产生低速抖动 [1]。

也就是说，如果制动系统能有效地吸收低速抖动，就

不会引起系统制动噪音 ；反之，如果制动系统将低速抖动

放大，甚至产生激励共振，就会引发刺耳的制动噪声。

3 摩擦材料摩擦性能及配方设计方案

由上面的分析得知，偏航制动器在进行偏航运动时所

发出的制动噪声与摩擦材料的材质有很大关系，如果我们

把它设计成既能保证制动器偏航摩擦性能又能将偏航运动

所产生的振动降到最低点，那么制动机械系统也许就能够

完全吸收振动而不发出噪音，而为了达到系统吸音效果，

制动材料就必须做成多孔摩擦材料。

本文就上述问题确定摩擦材料配方设计原则如下 ：

（1）偏航摩擦系数 0.38—0.45，锚定摩擦系数≥ 0.40；

（2）摩擦材料原材料莫氏硬度≤ 5 ；

（3）摩擦材料洛氏硬度 65—110HRL ；

（4）摩擦材料磨损率≤ 0.15×10-7Nm/cm3 ；

（5）配方以增韧改性酚醛树脂为基体，石墨等为润滑剂、

矿物纤维为基体骨架，陶瓷非金属矿物质为填料，应用特

种生产工艺做成复合耐磨树脂基增韧摩擦材料。

4 现有偏航制动器制动性能及应用

偏航制动器制动性能及制动工况 ：

（1）制动时有效摩擦线速度 8—16 mm/s ；

（2）工作压力 0.5—16 MPa ；
（3）摩擦材料比压 0.5—12MPa ；
（4）制动温升≤ 80℃ ；
（5）摩擦系数 0.38—0.45 ；

（6）磨损率≤ 0.15×10-7Nm/cm3 ；

（7）噪音≤ 65dB。

通过改性后的酚醛树脂加工出的摩擦片，在某风场

1.5MW 风电机组制动器上使用八个月后工作正常，厚度磨

损 0.10mm，这期间一直没有出现偏航噪音。制动盘上有

轻微磨擦痕迹详见图 5, 摩擦片略见磨损详见图 6。

图4	静动摩擦因数差不同时速度随时间的变化关系

图5	偏航制动盘表面轻微磨擦

图6	使用八个月后的偏航摩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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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摩擦材料电子镜扫描图

图8	摩擦材料电子镜扫描图

图9	摩擦材料电子镜扫描图

5 摩擦材料电子镜扫描分析

从图 7 和图 8 树脂基电子镜扫描放大图中可明显看到

改性树脂、纤维、石墨和改性填料分布均匀，由纤维和颗

粒填料交织组成的孔隙呈现弥散排列 ；从图 9 中可看出鳞

片状石墨与改性树脂结合紧密，并附有增强填料粘合。

6 结论

增韧、改性和多孔树脂基耐磨复合摩擦材料在偏航制

动器偏航过程中可以做到无噪音、低磨损，基本不伤对偶。

所以，这种新材料的应用减少了风电机组停机时间，降低

了设备维修率，由此大大降低了风力发电运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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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声明：

本刊 2013 年 7 月刊卷首语“无限‘风光’在

未来”一文第二段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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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应改为“冷

启动的时间可以从目前的 10 小时降低到 4 至 6 小

时”。特此更正，并向广大读者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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