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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From The Editor

文／秦海岩

做好迎接机遇的准备

进入下半年以来，很多迹象都表明，我国风电产业确实在回暖。从国内看，既有呼之欲出的“促

进风电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和“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所释放出的强烈政策信号，也有国内陆上

海上风电市场的合理预期 ；从国际看，不断有中国企业获得海外大单的消息传出，国际互动也明显

增多，中美可再生能源论坛、中阿能源论坛、中英能源对话等双边和多边能源合作机制中，都将风

电领域的合作放在突出位置。所以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的需求来看，中国风电产业都不乏市场空间，

现在的问题是，面对即将释放出来的旺盛的市场需求，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

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并不是任何一家企业都敢于迎接这种需求，敢于将产品安装到世界的随

便哪个角落，机会有时也是“可怕”的，一笔大单弄不好就会变成烫手的山芋。这需要企业在心态上、

眼界上和技术实力上具有足够的储备。首先从心态上来说，长期生存在政策培育起来的产业中，依

赖和抱怨成为了一些人的习惯，当机会真的出现时，反倒不知所措，可再生能源行业需要政策扶持，

但终有一天要走出呵护的温床独行天下，不能够借助政策期成长成熟，结果必然凄惨。其次是企业

的眼界是否足够开阔，是否对潜在的机遇足够敏感，是用风能行业与生俱来的国际基因衍生出现代

意识和理念，还是重蹈传统行业内耗覆辙而逐渐丧失活力，非大气候之必然，只是企业的不同追求

而已。再次，也是影响企业面对机遇时的反应的最重要因素，即技术能力和质量水平能不能支撑企

业走得远、走得好。

我们有与当代中国风电产业同龄并享有世界声誉的金风，也有海纳兼容的众多海外知名品牌，

但“一枝独秀不是春”，我们需要缔造的是一个坚强的产业链，一个具有自我修复、自我提升功能的

有机体，从而使各种规模的企业个体“背靠大树好乘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现在的核心

使命是增强行业的正能量。可再生能源产业的竞争力还未完全显现，但是，它最大的敌人并不是其

他传统产业，从生命力的角度讲，能够打败它的只有它自己。而对于行业中的每一个主体来说，最

适用的还是大家最熟悉不过的这八个字 ：自尊、自信、自律、自强，不失信于客户，不失望于社会，

不负于时代，不负于人心。历史无数次证明，“自救者他救”，在我们翘首期待政策东风之时，是否

已经做好了“大干一场”的准备？相信，有些人还在整理行囊，让我们早日自信地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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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国家能源局和英国能源和气候变化部主持的第二次中英能源对话于 2013 年 9

月 27 日上午在北京召开，国家能源局总经济师李冶和英国驻华大使吴思田分别致辞。此次

会议是英国能源和气候变化大臣爱德华 •戴维为期 10 天访华之行的一项重要活动，旨在进

一步推动中英两国能源领域的务实合作。会议聚焦海上风电、核能和油气三个领域，其中

海上风电是英国政府力促的重点合作领域。海上风电分组会议由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

生能源司副司长史立山和英国商业创新技术部绿色经济司副司长Chris Pook 联合主持，英

国驻华使馆、英国皇家资产管理局、英国可再生能源协会，中国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

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以及中英相关企业代表出席了

分组会议并发言。

分组会议就中英两国海上风电现状、战略规划以及典型案例进行了交流，讨论实施《中

2013 年 9月 11 日，工信部副部长苏波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 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暨第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表示，

工信部与财政部共同落实 40 多亿元资金用于支持新能源汽车企业。而科技部部长万钢也透露，新一轮新能源汽车示范推

广方案已经获得了国务院的正式批复，目前四部委正在积极制定实施细则，将于不久后正式启动。

据悉，新方案是在总结第一阶段新能源汽车推广过程中的经验基础上，强化了实施纯电驱动转型战略的思想，加快补

贴资金的落实力度，刺激新能源汽车商业模式的创新，激发企业技术创新和地方推动市场的积极性，突破新能源汽车的市

场瓶颈。

“政府已经成立的新能源汽车攻关专项，工信部与财政部共同落实 40多亿元资金用于支持企业，包括新能源汽车设计、

电池开发等在内的专题项目的开发。”苏波表示，未来降低新能源汽车的成本，最终需要依靠技术开发。

谈及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扶持政策时苏波提到，该工作还在继续推进，新能源汽车推广在全世界都面临障碍，不是一朝

一夕可以解决的。根据相关文件，财政部、科技部、发改委、工信部等部门此前启动的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工程的目标是，

到 2012 年国内新能源汽车运营规模达到汽车市场份额的 10%。苏波透露，2012 年新能源汽车推广的年度任务没有完成，

但这并不影响看好汽车产业增长和消费的空间。

第二次中英能源对话在京召开

工信部与财政部落实40多亿支持新能源汽车开发

英海上风电合作谅解备忘录》

的重点领域及后续步骤，提

出未来两国将就海上风电在

政策、技术、管理和能力建

设四个方面展开深度合作。

26日，中英双方在北京

钓鱼台国宾馆签署《中英海

上风电合作谅解备忘录》，并

于同日由中国可再生能源学

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组织召开

了英国海上风电研讨会，就

中国企业进入英国海上风电

市场的关键环节进行了讨论。

到 2012 年年底，英国海上

风电装机达到了360万千瓦，

为全球装机最多的国家。英

国政府近期颁布了海上风电

“行业战略”，根据该战略，

2020年前英国海上风电将新

增装机1600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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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9 月 9 日消息，国家风光储输示范工程二期的“大脑”和“控制中枢”——

工程主控楼顺利封顶。

目前，二期工程风电场、光伏场地的场平工作也完成超过 60%，建设者们正抓住有利

施工天气，全力推进工程建设。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倒排工期，确保二期扩建工程首台风电

机组、首批光伏设备、部分储能设备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前投运。

近年来，我国风电发展迅猛，单个风电场规划最大接入风电容量已达 70 万千瓦，仅

仅依托示范工程一期 10万千瓦风电，难以实现对不同规模新能源并网的试验研究和示范引

领。为更好推动我国新能源发电并网运行技术和装备生产技术的提升，深化研究破解新能

源大规模集中并网技术难题，打造世界级风光储输示范工程项目和科研实验平台，根据国

家电网公司统一部署，国网冀北电力于今年 6月全面开工建设国家风光储输示范工程二期

扩建工程。

河北省已将国家风光储输示范工程二期扩建工程列为2013年重点建设项目。根据规划，

在一期工程建设风电 9.85 万千瓦、光伏发电 4万千瓦、储能装置 2万千瓦的基础上，二期

工程计划投资约为 60 亿元人民币，将新增风力发电装机容量 40 万千瓦、光伏发电装机容

量 6万千瓦和化学储能装置 5万千瓦，总装机容量扩大到一期的 4倍多。此外，二期扩建

项目将进一步深入发掘风光资源优势互补、集中打捆运行的特色模式，探索风光储输与抽

水蓄能联合运行控制模式，有效破解大规模新能源集中并网运行技术难题，着力打造世界

级的试验示范和科研合作平台。

2013 年 9 月 18 日，浙江省洞头县人民政府与中船海装（北京）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正式签下了中船海装洞头县海上风电场项目投资框架意向书，这标志着投资 80亿元的海上

风电项目有望落户洞头。

该海上风电场项目规划初步选址于洞头县海域（具体开发海域参照浙江省海上风电场

发展规划确定），拟开发容量为 60万千瓦，项目建设投资预计在 80亿元左右，首期项目投

产发电将不低于 10万千瓦。

作为全国 14 个海岛县之一，洞头县位于瓯江口外，区位条件优越，海洋资源丰富，

特别是风力资源列全国 14 个海岛县之最。根据相关气象资料表明，该县风速大于或等于 3

米 / 秒的年均可利用小时数为 7525 小时，风速大于或等于 6米 / 秒以上的年均可利用小时

数为 4635 小时，属一类风区。

同时，洞头海区属我国强潮区之一，周围海域宽阔，无屏障，顺序风，具有风力密度均匀、

风向不多等特点，风能资源得天独厚。随着常规能源的日益减少，国家大力鼓励支持以风

力发电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开发建设海上风电场，对洞头（瓯江口新区）社会经济

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风光储输示范工程二期年底部分投产

投资80亿元的海上风电场项目或将落户浙江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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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天源科创风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天源科创）

与中电投江西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签署矶山湖、长岭、大岭三个风电

项目质保期外代维合同。中电投江西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目前使用了

101 台金风科技的 1.5 兆瓦风电机组。依据合同约定，目前已出质保

项目的 56 台设备将全部由天源服务团队进行维护（含常规备件），维

护期一年，同时保留到期优先续约的权益。天源科创运维服务拥有完

善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和高效的备件供应网络保障，能够有效管控风

电机组质量损失风险，从而提升客户总体收益。

天源科创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风电服务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

注册成立于 2005 年，公司致力于为风电投资商提供系统解决方案的

专业技术服务。截至 2013 年中期，天源科创风电服务项目容量累计

超过 1200 万千瓦，已有效维护 1 万多台风电机组。

 2013 年 9 月 6 日，随着“甘肃省调新能

源有功控制系统”110 千伏敦煌变主站的投运，

甘肃省调在敦煌地区电网首次实现水电、风电、

光伏有功出力的联合调度、智能控制，确保了

该地区新能源有序上网，送出能力大幅提升，

这标志着甘肃省调新能源管理水平又迈上一个

新的台阶。

早在今年 4 月，在敦煌地区并网的各类

发电装置已悄然增至 37.68 万千瓦，而该地区

夏季最大用电负荷仅为 8.9 万千瓦时，大量富

余电力需通过 110 千伏阿克塞变单回线至 110

千伏敦煌变至 110 千伏安西变双回线上网。由

于 110 千伏电网的输送能力有限和电网 N-1

控制原则，严重制约了该地区新能源的上网能

力；与此同时新能源上网的间歇性、不可预估

性给地区电网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该地区

电网的安全和送出成了调度运行人员亟待解决

的问题。甘肃省调审时度势，认真分析，多次

与嘉峪关地调、各发电业主沟通、协调，制定

了完备的应对计划。

天源科创与中电投江西新能源签订风电项目代维合同 甘肃首次实现水风光电联调

龙源电力获全国风电运检技能竞赛双第一

2013 年 9 月 5日，全国电力行业首届风电运检技能竞赛在河北张家口落幕。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龙源电力获得团

体和个人双料冠军，彰显了该公司风电场现场运营管理的能力。

竞赛由中国能源化学工会主办，国电集团承办，龙源电力协办，是迄今为止我国风电行业组织的第一次行业性技能竞

赛活动，是全国风电行业岗位大练兵的一次全面检阅，是培养和选拔优秀风电技能人才的最高平台。来自五大发电集团以

及长江三峡集团的 93 名选手参加了比赛。最终，国电龙源电力凭借丰富的经验和明显的技术优势获得了团体一等奖和个

人前四名。

随着风电行业的不断发展和风电开发竞争的日趋激烈，风电场现场运营管理水平逐渐成为影响风电企业核心竞争力的

重要因素之一。当前，全国各大发电集团均高度重视生产一线运行检修技能人才的培养，“人才强企”战略已经成为共识。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次风电行业性的技能比武就凸显了其特殊的意义。通过举办此次大赛，培养和选拔了一大批技术高超、

作风过硬的技术能手，为基层员工个人的进步提供了发展通道，起到了积极的标杆引领作用。竞赛还为全国风电运检人员

提供了一个技术交流的大舞台，来自不同企业、不同区域的优秀人才能够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相互借鉴，有利于全行业

业务素质的整体提高。更为重要的是，竞赛有助于建立整个风电行业的技术标准，对于行业规范性、可持续健康发展将起

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和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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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9 月 22 日 19 时 40 分，第十九号台风“天兔”在广东省汕尾市

沿海登陆。“天兔”影响期间，陆丰市湖东镇17时出现最大阵风60.7米 /秒 （17

级），是近 40年以来登陆粤东最强的台风，也是今年登陆我国的最强的台风。

广东沿海地区风电场在此次台风期间受到巨大冲击。汕头红树湾风电场

有 25 台风电机组，“天兔”过后有 8台机组被拦腰折断倒塌在地，另外 9台

机组叶片被折断，剩余 8台机组在外观上没有出现明显损毁现象。据该风电

场相关人士介绍，目前“天兔”台风侵袭造成损失接近一个亿。同时，汕头

地区石碑山风电场大量机组机舱罩也被台风吹飞。

汕头市南澳县的南澳南亚风电场所有风电机组完美通过了“天兔”的考验。

据了解，该风电场使用的是明阳风电的抗台风型机组，该机组具有特别抗台

风运行模式，在台风登陆及过境期间全场机组无故障运行，9月 21 日至 23

日期间，南澳南亚风电场 22台 1.5 兆瓦机组发电量达到 107 万千瓦时，这其

中还包括了机组在风速超过 25米 / 秒后自动停机的情况。

“天兔”过境区域还有华能汕头饶平风电场、中核国电漳州风电场、国电

河源东源蝉子顶风电场，均采用了明阳抗台风型机组，各风电场风电机组均

明阳风电机组通过超强台风“天兔”考验

2013 年 8 月 5 日，在天津港码头由三一重能

供货的首批 12 台套风电机组（含叶片）踏上远赴

埃塞俄比亚的征程。

此批 12 台 1.5 兆瓦风电机组是今年年初，中

国水电顾问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与三一电气有限

责任公司（现更名为三一重能）签署的埃塞俄比亚

ADAMA 二期风电场工程风电机组设备采购合同中

102 台的第一批。该批机组的发运，预示着该合同

的执行已经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该项目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单笔风电机组出口

项目，也是外国政府使用中国政府优惠买方信贷规

模最大的新能源项目。项目由埃塞俄比亚国家电力

公司投资、埃塞俄比亚国家政府担保、中国水电工

程顾问集团总承包、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贷款，建

成后将成为东非地区规模最大的新能源项目，同时

将有效缓解埃塞俄比亚国内电力紧缺的局面。

三一供埃塞俄比亚ADAMA二期风电场项目首批机组启运

首批机组计划在 9月中旬到达项目现场，10月进入安装准备期。

整个项目预计在 2014 年中全面投产发电，建成后将使三一重能的

海外风电机组装机量上领先国内风电主机厂商。

可靠稳定运行，并在台风期间为风电场创

造了可观的发电量收益。据悉，明阳风电

集团生产的 1.5 兆瓦抗台风型机组是专为中

国南方多台风地区设计的机型，具有极强

的抗台风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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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9 月 6 日，铁姆肯公司宣布其董事会已批准一项计划，以求将公

司的钢材业务与轴承和动力传动业务分拆，从而创建两家上市公司。

根据这项计划，新的特种钢公司将作为独立的上市公司运营，估计年收入

约为 17 亿美元。轴承和动力传动 (B&PT) 业务将继续作为铁姆肯公司运营，估

计年收入约 34亿美元。相关变更预计对股东是免税的，并应于 12个月内完成。

“铁姆肯公司有着悠久的为股东创造价值的成功历史”，公司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詹姆士·格里菲斯说，“过去的几年中，我们通过多样化和扩大市场与产品

线、战略与增长型并购以及在全球引入新的能力完成了业务转型并创造了卓越

的财务业绩。此次打造两家强大的术业专攻公司的举措进一步证明了我们为股

东和客户努力创造价值的承诺。”

格里菲斯指出这两家独立的公司将继续在其各自的核心市场推进其独特的

增长战略，预期可以进一步提高竞争力。“轴承和特种钢业务在各自的市场运营

良好，定位得当，从容应对经济周期，并成功贯彻了铁姆肯公司的商业模式”，

格里菲斯补充道，“我们拥有卓有才华、 有能力而且敬业的员工，我们相信他们

将推动分拆后的这些业务更上一层楼。”

2013 年 9

月 10 日，玻纤

增强复合材料系

统及住宅与商用

建筑材料生产商

欧文斯科宁在北

京召开“2013 欧文斯科宁风机叶片技术研讨会”，推出并介绍了用于风电机组

叶片根部的UltraBlade®高模量三轴向玻纤织物解决方案。

该项解决方案可降低传递到螺栓的载荷达 17%，大大改善螺栓的疲劳寿命。

同时可以提高叶片根部复合层材料的刚性和强度，从而可使叶片根部直径减小，

及增加叶片长度。

欧文斯科宁市场经理 Tom Wassenberg 博士介绍说：“UltraBlade®高模量

三轴向玻纤织物是欧文斯科宁为客户优化复合材料体系整体性能开发的新产品。

这种高模量三轴向玻纤织物将在随后的复合材料展会展出。另外，该产品能赋

予设计师更多的自由度，从而开发出更大的风电机组叶片，增加年发电量和降

低发电成本——设计师可以在维持推力不变的前提下，适当增加叶片长度。通

过减小叶根尺寸，可以节省风电机组重量及成本，提高叶片的气动升力、扭矩

乃至最后的年发电量。”

铁姆肯公司宣布计划分拆其业务为两家独立上市公司

欧文斯科宁推出UltraBlade®高模量三轴玻纤织物

2013 年 9 月 11 日消息，南京

高精传动设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子公

司南京高速齿轮制造有限公司（简称

南高齿）研制的 6 兆瓦风电齿轮箱

（FD6600C）近日通过了严格的型式

试验验证，包含 170% 的超载试验和

135% 的超速试验，压力、温度、振

动等指标均满足标准要求。目前该齿

轮箱已成功下线，这是继今年 3月公

司成功研制 5兆瓦风电齿轮箱后创出

的又一佳绩。

FD6600C风电齿轮箱采用两级行

星级加一级平行级传动结构，齿轮强

度、精度以及齿轮的材料和热处理质量

控制均按 ISO6336 或 DIN3990 相关标

准执行，具有结构紧凑、承载力强、传

动平稳、可靠度高、便于拆装等特点，

产品整机重量、体积及综合性能均达到

国际同类先进产品水平，安全强度和防

腐等级都可满足海上机组使用要求。

该款 6兆瓦风电齿轮箱在设计时

考虑机组的实际工况，轴承寿命由多

个国际知名供应商同步计算，并与轴

承供应商合作开发了整套适用于 6兆

瓦机组的轴承。齿轮修形采用MASTA

和 LVR 进行计算，并进行应力试验得

出各级齿轮实际的齿面应力分布，理

论计算与试验数据相结合确定了齿轮

的最终修形。而行星架、箱体等主要

零部件均采用了 ANSYS 计算分析，

在确保箱体的强度和刚度下使结构得

到最大程度优化。同时，该齿轮箱采

用在线过滤加旁路过滤相结合，各润

滑点流量经过详细计算并通过了润滑

流量分配试验验证，确保了润滑油的

清洁度和润滑效果。

南高齿成功研制出6兆瓦风
电齿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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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10日，中国南车旗下南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南车电机）与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金风科技）

签订总金额为 20.9 亿元的风电电机整机合同订单。目前中国南车电机在永磁直驱市场占有率近 50%，在国内风电电机领

域市场份额超过 10%。

据悉，该批合同涵盖 1.5 兆瓦及 2.5 兆瓦直驱永磁同步风电电机整机产品 1000 余台，将由中国南车电机公司全资子

公司江苏南车电机有限公司执行完成。这是公司进入风电领域以来所签订的最大单笔产品销售合同，也是公司在风电领域

开展产业升级、业务重组等多项战略举措后所取得的重大成果。至此，公司 2013 年风电产品合同订单已达 25 亿元。值

得注意的是，早在此前，中国南车电机公司已经与金风科技联合成立“国家风力发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电机研发室”。

随着国家宏观调控、风电产能过剩等影响，中国风电行业已经进入漫长的调整期。中国南车电机以市场为导向，迅速

做出战略部署，为客户提供贴身式服务，主动融入金风科技供应链，在江苏大丰成立江苏南车电机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支撑，

充分利用产业整合机会切入到直驱永磁风力发电电机整机研制领域，获得客户青睐。

作为国内最早进入风电领域的企业之一，中国南车电机一直坚持技术领先战略，与金风科技联合成立“国家风力发电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电机研发室”，与西安交通大学共同成立“电力设备电气绝缘国家重点实验室株洲实验基地”，风电产品

覆盖异步、双馈、直驱永磁、集成式半直驱、高速永磁等各种技术路线，至今近 8000 台产品广泛应用在国内外戈壁、沙漠、

海上、草原、高原、滩涂等各种复杂、恶劣环境，以可靠的产品质量源源不断地提供绿色动力。

近日，壳牌全球商业技术大会在上海举行，65 位来自

全球各地的资深技术专家出席会议，发表了他们对于壳牌

天然气制油 (GTL) 技术、壳牌燃油科技、壳牌车用油技术、

壳牌工业润滑油技术和壳牌润滑油技术服务等五大核心领

域的权威见解。此次技术大会不仅体现了壳牌对于每个技术

细节的掌控能力，更体现了壳牌对未来全球能源发展的高瞻

远瞩。这些点滴积累，汇聚成壳牌技术领先的强大实力，也

中国南车再获20.9亿元风电大单

壳牌举办润滑油、燃油科技大会

因此造就了壳牌独特而丰富的客户价值。

壳牌商用技术副总裁 Selda Gunsel 博士说到：“作为

世界财富 500 强榜首企业，壳牌非常珍视长远利益，这不

仅仅指自身的长远利益，也是指客户的长远利益，比起注

重市场一城一池的得失，壳牌真正追求的是对尖端技术的

不断创新。加之壳牌拥有系统科学的全球化技术人才培养

体系，保证了壳牌技术理念转化为客户价值。”

开幕仪式上，壳牌全球商用技术副总裁 Selda Gunsel

博士和壳牌OEM厂商全球技术经理 Cameron Watson 博

士表示，作为连续 6年在全球润滑油市场傲居领先地位的

润滑油供应商，壳牌将持续为中国带来先进的润滑产品、

技术和服务经验，应对各行业客户现在及未来的挑战。

全球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技术研发背景是壳牌能够不

断发展的重要优势，65 位全球权威技术专家莅临中国交流

科研成果和经验，对于壳牌中国事业的发展是一次难能可

贵的机会，这也表明了壳牌深耕中国燃油和润滑油市场的

实力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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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风电市场今年发

展形势喜人，新增装机量有

望首次超越美国。但是进入

2013-2014 财年以来，卢

比兑美元汇率出现大幅波

动，贬值超过 17％。卢比

汇率屡创新低威胁印度经济

发展，也令印度风电市场面

临投资危机。分析指出，卢

比的暴跌不仅增加了风电市

场的进口成本及融资风险，

更是令政府上月重启的补贴

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印度电力公司CLP可再

生能源主管Mahesh Makhija

表示，卢比今年的糟糕表现

将会给印度风电市场投资带

来极大的影响。CLP 同苏

司兰、歌美飒同为印度风电

市场三大风电机组制造商。

Mahesh Makhija 认为，风电

机组成本将可能因此上涨。

2012-2013 财年，印

度风电市场表现欠佳，新增

装机量大跌42%，创下新低。

但进入新财年以来，印度风

电市场开始复苏。在政府 8

月推出强力刺激政策后，彭

博新能源财经（BNEF）更

是预测印度今年风电新增装

机量将首次超过美国。

由于面临严重的电力短

缺，印度经济发展受到严重

阻碍。政府希望通过发展包

括风电在内的可再生能源来

应对这一问题，同时也减少

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印度计

划 2017 年将清洁能源发电

规模在目前基础上翻倍，达

到 5700 万千瓦，风电要占

其中很大一部分。经过一年

后，印度风电市场本该迎来

一个光明的未来，然而卢比

贬值却让此变得难以实现。

卢比暴跌加大了印度风电企

业的海外负债压力，增加了

融资风险，同时也提高了印

度进口风电零件和原材料的

成本。汇丰银行报告指出，

印度公司平均负债率8月 22

日上涨 2.56% 达到 6.32%，

创 19个月来新高。

印度风电市场复苏受阻于经济危机

2013 年 8 月 26 日，

迄今为止德国最大的海上风

电 场 BARD Offshore 1 正

式启用。该风电场位于北海，

有 80 台风电机组，装机容

量达 40 万千瓦。

BARD Offshore 1 风

电场由下萨克森州埃姆登的

风电企业 BARD 公司建造。

该风电场位于距德国下萨克

森州博尔库姆岛西北约百公

里处的北海海域中，水深达

到 40 米。BARD 公司采用

了自己特有的地基设计理

念，使每个风电设备都稳固

地建在“三只脚”的底座上。

风电场采用了 80 台 5 兆瓦

级的风电机组，全部并网发

电将能满足至少 40 万居民

的用电需求。

德国联邦副总理兼经

济部长菲利普·罗斯勒说：

“BARD Offshore 1 是海上

风电的先锋项目，它将在

我们的能源结构中长期发挥

重要作用。”到目前为止，

BARD Offshore 1 风电场大

约能够提供 80% 德国境外

电力生产份额。

不过，由于相关的技术

问题，BARD Offshore 1 风

电场比原计划推迟两年半才

完工，这最终导致原先将购

买该风电园 70%的股份的、

由近 60 个南德城市公用事

业公司组成的“西南电力联

盟”退出该项目。

德国的离岸风电发展仍

面临很多困难，尤其是电网

建设滞后的问题。目前北海

只有两个风电场能够并网发

电。于近期完工的Riffgat 风

电场有 30 台风电设备，却

因为电网的问题要到 2014

年 2月才能并网发电。

德国最大的海上风电场竣工

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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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9 月 13 日，

据外媒报道，巴西能源规

划代理处已经登记了 1800

万千瓦的风电、太阳能招标

项目，这些项目有望在 11

月 18 日举行的国家第 3 轮

投标中竞拍。

其中，有兴趣参与竞

标的风电项目多达 629 个，

总装机容量为1504万千瓦。

2013 年 9 月 12 日 消

息，美国通用电气公司 (GE)

近日宣布，将对在肯尼亚

基南戈普地区建设的风力

发电项目进行投资并帮助

其融资。这是通用电气在

肯尼亚能源领域的首个公

开的投资项目。

美 国 通 用 电 气 公 司

而作为第一次允许参与竞标

的太阳能，这次竞标项目增

加到了 109 个，总装机量为

302 万千瓦，其中包括 273

万千瓦的光伏电站项目和 29

万千瓦的太阳能光热项目。

除此之外，巴西能源规划代

理处还收到了29.5万千瓦的

小水电、50.4 万千瓦的生物

质能、3.9 万千瓦的沼气企

非洲地区首席财务官托马

斯·康迪提 9 月 10 日在接

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现

在基南戈普项目的融资已进

入尾声，私人金融家已为通

用电气提供了用于该项目建

设的部分现金。公司目前正

在等待肯尼亚政府提供的金

融支持，即政府与通用电气

之间合作协议的批准。

据悉，基南戈普风力发

电项目的建设总耗资将达到

1亿美元，通用电气公司预

计为该项目投资 4000 万美

元。该公司规定，对单一项

目的投资额应在 2000 万美

元至 4000 万美元（约合 1.2

亿至 2.4 亿元人民币）之间。

基南戈普风电项目建

成后发电能力预计将达到

100 万千瓦。美国通用电气

公司在肯尼亚能源领域参

与的下一个投资项目是恩

贡山基佩托 (Kipeto) 风力

发电站，该项目预计将耗

资 1.6 亿美元（约合 9.8 亿

元人民币）。

巴西将于近期举行风电竞标交易

海外

通用电气将投资4000万美元建肯尼亚风力发电项目

近日，欧盟政策期刊

《欧洲动态》（EurActiv）的

报导指出，欧盟输电网络

系统将提交一份关于民意

咨询的 10 年计划的议案，

这份议案将表明大多国家

或大洲的电力基础设施投

资都“直接或间接地以新

能源整合为导向”。

这份议案将详细介绍

欧盟电力基础设施对于其能

源目标和供电安全性所发挥

的巨大作用，包括国家与国

家之间新能源并网和输电网

络互连的电力项目等。

议案中提到，某些项

目采取区域双向能源流的方

式，比如说，某些地方风能

资源特别发达，能源被传

输到欧洲枢纽和各个电力节

点，而且电能也可以通过其

他输电线路输送，来补偿风

力较弱的时间节点。

此次欧盟输电网络系

统提出的议案和以往不同，

它将充分考虑到电力消费量

的增长、电网加固以及大量

的电力流等问题。这份未来

10 年的输电网络规划议案

将站在一个新的高度，重新

审视欧洲的能源版图。

欧盟提交10年电网议案

业和46.9万千瓦燃气发电厂

的项目登记申请。

目前，风电和核电分别

占据了巴西发电量的百分之

一。天然气驱动的热电发电

占据剩余比重的大部分。尽

管自 2011 年起经济增长速

度减慢，但由于很多巴西人

步入中产阶级，电力需求仍

然持续攀高。

据相关人士透露，巴西

风电发展较独特的潜力是价

格相对低廉。目前很多外资

企业给巴西的风能行业投资，

包括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

通用电气公司和法国阿尔斯

通公司。尽管有丰富的太阳

能、风能等清洁能源，但由

于税收高，巴西仍然是世界

上电价最高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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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能源成就令世界瞩目

世界能源形势变化值得关注。近几年

世界能源事物中舆论最多、最令人瞩目的

是美国页岩气革命。在美国十多年的努力

下，页岩气开采取得了很大成就。2012 年

页岩气体产量超过了 1800 亿立方米，也

就是说仅页岩气产量就已超过中国当年全

部天然气消费量。这一变化对美国国内能

源供应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国内天然气

已供大于求，而在此之前该国在沿海建立

了 16 个天然气接收站，准备进口主要来

自于卡塔尔的天然气，但是这 16 个接收

站建成以后，还没有来得及进口，自己的

天然气供应量已经超过了需求，现在美国

正在讨论如何将接收站改成出口码头。由

于美国国内市场的供需关系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所以美国国内的天然气价格极为低

廉，到现在为止，每 MLBTU 只有 4 美元，

而欧洲的价格达 9 美元，日本、中国等亚

洲市场如果进口则约为 16 至 18 美元。也

就是说，中国石油天然气的价格是美国的

4 倍。美国国内能源状况的变化，也影响

世界能源事物。首先，是对阿拉伯国家的

影响。卡塔尔原本准备出口美国的 LNG

由于美国不需要了，所以只好出口到欧

洲。但因为欧洲此前主要从俄罗斯进口天

然气，现在有了大量来自卡塔尔、中东的

LNG，使得俄罗斯向欧洲出口的天然气下

降了 10%。因此，俄罗斯不能仅仅依靠欧

洲市场，也在积极地寻求向亚洲，特别是

向中国出口。

同时，由于美国国内天然气价格低廉，

煤炭价格也失去了竞争力，美国煤炭大量

出口。2012 年美国出口欧洲的煤炭达 4000

万吨，使得一向标榜使用清洁能源的欧洲

也增加了煤炭用量，美国甚至向远隔大洋

的中国出口了 500 万吨煤炭。所以 2013 年

中国煤炭价格下跌很厉害，从 2012 年 5 月

环渤海煤炭价格从每吨 830 元下降到每吨

530 元左右，对中国煤炭业造成很大冲击。

截止到 2012 年 , 中国能源消费总量达

到 36.2 亿吨标准煤，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

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但由于人口众多，中

国人均年能源消费量为 2.7 吨标准煤，超过

世界平均水平一点。与发达国家，如美国

人 9 吨至 10 吨标准煤相比，中国还有很大

的差距。由于经济持续快速稳定的发展，中

国对能源的需求也增长迅速。从 1993 年起，

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石油进口量逐年

增加，到 2012 年，中国纯进口原油达到 2.7

亿吨，在自产原油 2亿吨没有增长的前提下，

2013 年预计进口原油将突破 3 亿吨，使中

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 60%。

文／张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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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能源结构当中，煤炭仍然是

最主要的能源，占一次能源的 67%，这几

年作为清洁能源的天然气，在中国增长也

十分迅速。2012 年，全国消费天然气 1400

亿立方米，其中自产 1000 亿立方米左右，

进口 400 亿立方米左右，这 400 亿立方米

当中，200 亿立方米是通过管道从中亚进

口，另外 200 亿立方米是来自于澳大利亚、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卡塔尔等国进口

到中国的沿海地区，折算成普通的天然气

是 200 亿立方米。中国的天然气对外依存

度已经达到 28%，并且以非常强劲的势头

在迅速增长。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企业也

积极地走出去，到世界各地投资于能源产

业。现在仅以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和

中化四大石油化工企业在海外的资产已经

达到 1.97 万亿元人民币，在海外的产值达

到 2.8 万亿元人民币，在海外有生产工人

10万人。国际能源形势也在发生很大变化，

十年当中，原油的价格增长了 306%，这

对于作为原油消费大国的中国来讲，压力

很大。在中国进口原油的国家当中，阿拉

伯国家是中国主要的石油进口地，到目前

为止，大多数年份沙特是中国的第一大的

原油进口来源国，安哥拉已经成为中国第

二大原油进口国。

过去我个人的印象认为，阿拉伯国家，

特别是沙特、卡塔尔、科威特都是世界著

名的产油国，能源丰富并且很便宜，尽管

光照非常丰富，也不会对新能源有兴趣。

但是，近些年，中东国家开始对包括风能、

太阳能，甚至核能表现出浓厚兴趣，也布

置了一些重要项目。为什么油气丰富的国

家，还要使用更高成本的新能源？报道称

这些国家在考虑可持续发展，利用可再生

能源，把宝贵的油气资源省下来出口换取

财富。事实上，阿拉伯国家自身的能源消

耗也在增长，所产油气 40% 在本国消耗，

而这个消耗量还在不断增加。在开发了新

能源后，就可以把宝贵的油气资源节省下

来，用于国家财富积累。另一方面，可使

油气资源更长期地有序开采。这为中国同

阿拉伯国家在能源、新能源领域之间的合

作，创造了很好的商机。

中国的新能源近几年在国家支持和

政策扶持下迅速崛起，为世界瞩目。在美

国总统奥巴马的两次国情咨文中都提到了

中国新能源的崛起。到 2012 年年底，中

国的风电并网装机已经达到 6300 万千瓦，

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风电装机容量最多的

国家。中国光伏产业设备生产量也居世界

第一，是世界市场最重要的光伏电池供应

商。当然，光伏产品出口贸易近期也受到

了来自美国和欧盟国家的挑战，这个问题

正在逐步解决当中。中国政府也已经出台

了鼓励光伏产业发展的政策，2012 年光伏

在整个电力发展当中所占比重还很小，只

有 300 万千瓦，但是从 2013 年开始，增长

势头迅猛。2012 年全国核电发电量是 980

亿千瓦时，中国风电总发电量达 1004 亿

千瓦时，虽然只占全国发电量 4.8 万亿度

电的 2%，但已经超过核电的发电量，新

能源在中国得到了迅速发展。

（本文根据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国家

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张国宝在 2013

中阿能源论坛上的讲话整理，未经作者确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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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首先请您向中国读者介绍一下中东可再生能源

和能效中心的情况？

阿玛德：中东可再生能源和能效中心（RCREEE）成立于

四年前，致力于借助跨区域企业、信息互通来推动阿拉伯国家

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提高能源效率。这个组织成立之初只有

10 个阿拉伯国家成员，如今扩展到了 13 个，希望有朝一日能

涵盖所有阿拉伯国家。组织成员国均会在中心董事会中派有代

表，我本人和几位同事是执行委员会的成员，秘书处则负责具

体事务。中心的开发伙伴和合作伙伴包括国际可再生能源署、

世界银行等组织。主要工作是进行研究、分析，帮助相关国家

进行能力建设和提供技术援助，如协助制定政策与管理办法、

提供相应培训等。中心也会发行一些出版物，内容囊括方向性

的指导和技术层面的报告。简单来说，中东可再生能源和能效

中心会帮助有意进入本地区发展新能源的组织了解和分析相关

情况，同时促进区域内的信息交流，为本地区引进和发展技术

也是重要一项重要工作。我们期待着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也愿

意为有意来本地区发展的中国伙伴提供技术援助。值得一提的

是，中心共设有 13 个地方分部，在各个国家均安排有一名在

政府电力部门工作的人员，使我们可以获得第一手信息，掌握

最新动态。

我们十分愿意与中方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在过去的几年

中，我们都是阿拉伯与亚洲合作的重要参与者，也一直在为约

旦和区域内的其他各国寻找技术提供商、承包商、出资方、公

共事业设备等。在创造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我们也致力于保

护环境。

本刊记者／于贵勇

受访嘉宾：塔利克 •哈尼 •苏布希 •阿尔 •阿玛德

                    (Tarek Hani Subhi Al-Amad)

中东可再生能源和能效中心董事

阿拉伯国家重视发展
可再生能源



2013年第10期  19  

Dialogue | 对话 

《风能》：您所在的中心曾提出过阿拉伯未

来能源指数，提出这个指数的意义是什么？

阿玛德：阿拉伯未来能源指数（AFEX），

是中东可再生能源和能效中心于 2012 年提出

的一个概念，将于 2013 年 9 月在黎巴嫩正式

发布。我们相信，这样的独立指数对于在区域

内引进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率的举措具有

重大意义，并且极有可能推行成功。由于高额

补贴，以及缺乏将可再生能源融入到区域内现

有能源结构中的意愿，我们面临着诸多挑战。

提出该指数的目的就是希望突出其中的一些关

键因素，对各个国家的情况加以分析，从而弄

清楚哪些国家更具发展可再生能源的优势，同

时，也以独立的指数对能源效率进行分析。

《风能》：您如何评价目前阿拉伯国家的可

再生能源发展情况？

阿玛德：我们可以将阿拉伯国家分为 5 组，

对这些国家的能源发展情况分别进行解释。第

一组国家包括阿尔及利亚、埃及、沙特阿拉伯。

这几个国家的发电装机几乎占到了阿拉伯国家

总装机容量的 60%，同时也是可再生能源补贴

最高的国家。补贴水平高主要是因为长久以来

各国需要保持能源价格水平，而过去的油气成

本又很低。这些国家还是会使用石油和天然气。

第二组国家包括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

都是小国，但发电量不容小觑，占到了总装机

容量的 15%，并且四国都宣布了将使用公共资

金投资可再生能源技术，有些国家已经制定了

相关战略，将在 2020 年前达成协议。第三组

国家为黎巴嫩、利比亚和叙利亚，占区域总装

机容量的 10% 左右，当前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

几乎为零，但是利比亚已经在制定发展可再生

能源的法律，将允许相关的私人运营商向国家

电网输送电力。如今叙利亚的情况大家都清楚，

但在动乱开始之前，该国也在制定发展可再生

能源的计划。第四组国家包括苏丹、伊拉克和

也门。这三国也占到了总装机容量的10%左右，

并且都做出了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承诺。考虑到

苏丹和也门人均 GDP 水平和人口数量，两国

的发电量是很低的。伊拉克因为长期遭受制裁

和电网老化，电气化的进程受到了影响，但这

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发展潜力。第五组国家包

括摩洛哥、突尼斯、巴勒斯坦和约旦，这几国

只占总装机容量的 6% 至 7%，但发展潜力巨大。

由于这些国家对能源的依赖程度高，补贴水平

较低，可再生能源市场的竞争很激烈。当前在

约旦和突尼斯已经启动了一些前景非常好的可

再生能源项目。

《风能》：据了解，约旦正在建设一个容量

为 40 兆瓦的光伏发电站，使用了一些来自中

国的技术和设备，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阿玛德 ：约旦的 40 兆瓦光伏电站是引进

和使用中国技术设备的成功范例。到 2014 年，

将在约旦建设 40 兆瓦规模的光伏太阳能园

区，并将马上签订后续协议。该项目将设在

约旦南部的马安地区（MA'AN），该地区条

件很好，发电量也将是世界领先的。目前绝

大部分工程已经完成，其采用了最前沿技术，

有世界一流的承包商和运维商，该项目还得

到了政府的支持和担保。很明显，这个项目

的发电能力、减少碳排放的功能都将是非常

可观的。到 2015 年，约旦的光伏发电总装机

容量将达 120 兆瓦，其他阿拉伯国家也有着

巨大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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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风科技的十五年，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中国风电行业的发展

历史，更是一个企业不断坚持与拓展、创新与感恩的行走轨迹。

15
本刊记者／苏晓   薛辰  

金风 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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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是武钢和他麾下几千名员工感触

最深刻、最艰难的一年。前一年还高达 23 亿

元的净利润在 2011 年时猛然降到 6 亿元，这

让公司从上到下都有点难以接受。

作为金风科技时任董事长，武钢对公司盈

利能力一下跌入谷底的现实保持了比较清醒的

头脑，正如这十几年来公司面临每个关键节点

时一样。他知道，中国风电行业闭着眼睛都能

赚钱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以前的好日子

要掰开了、揉碎了，非常细致地过。”武钢这

样描述接下来的公司发展。

不过，这种糟糕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

通过对公司内部的研发、技术、管理和市场等

多个方面重新调整，金风科技很快摸清了逆境

生存的方式。更可贵的是，即使是在自己最缺

钱的时候，金风还能保证支付给零部件供应商

的货款达到 90% 以上。

市场陡然进入调整期让很多企业措手不

及，但金风科技却凭借其口碑甚好的产品与服

务在竞争激烈的风电市场上保持着领导地位。

2011 年和 2012 年，金风风电装机量连续两年

排名全国第一。2013 年上半年，金风科技所

报净利润为 9268 万元，比 2012 年同期增长

28.6%。伴随着国内外频繁收获的订单喜讯，

金风在一片向好的舆论氛围中稳稳地回到了领

头兵的位置。

可以说，从研发到市场，从市场到管理，

从管理到服务，从服务到战略，最后又回到研

发，周而复始，金风科技自成立以来的十五年

里经历着一个又一个的轮回，并始终在探索适

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1998 年，当金风科技正式在新疆成立并

选择从风电研发、咨询和服务开始转入到风电

制造业时，中国市场上从事风电制造业的公司

还屈指可数。2006 年前后，政策利好催生了

一批新兴的风电制造企业，此时的金风科技决

定从新疆地区迁到北京发展，而且选择了直驱

技术，完成了两次资本运作。到 2010 年，金

风科技做了第三次选择，即提出金风国际化的

综合发展战略目标，并成为中国本土风电制造

企业中最早走出国门、海外项目做得风生水起

的佼佼者。

与其他行业相比，十五年并不算长。但在

中国风电领域，十五年却是大多数公司都无法

企及的历史厚度。最重要的是，在这十五年里，

金风科技的每次选择都没有让大家失望。

近三年的历练更是让这个企业逐渐走向成

熟，并学会用成熟的目光来看待困难和成功。

“我要感谢这三年，金风在这三年里的体会最

深。如果这个行业还是像以前那样一帆风顺，

那我们对行业、产品、企业管理和竞争的理解

都远不会达到现在这样的深度。”武钢这样告

诉记者。经历这么些年的风风雨雨，他已看淡

装机容量的多少和老大老二的地位。“我真正

觉得，一个企业要在行业里持续生存，最根本

的因素是在企业好的时候和差的时候都要抱着

很虔诚的心态始终探索行业发展的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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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

提到金风科技的价值理念时，武钢反复强

调的是再平淡、简单不过的几个词：舍得吃亏、

敢于投入、坚守诚信底线。然而，这些说起来

很朴实的道理真正贯彻到实处并非易事，尤其

是要将其转化为一种武装全员的思想。

做过 IT、开过软件公司的武钢说 ：“制造

业容不得一点点虚的东西，一定要认认真真，

而且这种认真要入骨三分、脚踏实地。”他总

是强调，风电是一项长跑事业，以至于整个公

司管理层和普通员工都对之耳濡目染。

随着单机容量越做越大，更换一台机组至

少得动用 500 吨的吊车，而换一个零部件动辄

就耗费 100 万左右。武钢明白这其中的利害。

风电是个大工程，尤其对大企业来说，机组质

量批量性问题就是灾难性的事故。而且，往下

面走得越深，风险也就越大。

对于质量问题，金风科技质控中心总监

宁巧珍的认识比旁人更加深刻。现在负责金风

科技质量控制的她深感，中国风电起步时大跃

进式的盲目生产和三年前机组价格大跳水是现

代风电史上的两次大灾难。“前一次，国内风

电企业的制造能力还远达不到风电所要求的水

平。后一次，以产品质量和可靠性下降为代价

的机组大降价为后来批量性的质量问题埋下了

隐患。”

宁巧珍认为，中国风电装备制造业历经大

跃进式的迅猛发展和价格战、大浪淘沙式的行

业调整后，正在迎来从“拼价格”到“比质量”

的理性转型，这同时也是风电制造业从“中国

制造”到“中国创造”、从“风电大国”到“风

电强国”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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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的产品质量把控上，

金风高层领导也坦承前几年有过

松懈的时候，甚至出过问题。“但

是犯了错误，就要敢于担当，敢

于承认。”武钢认为公司在这方

面做得还不够，也一直在完善。

在前不久，金风刚制定了一个规

则 ：只要现场出了问题，金风的工作人员就必

须和业主站在一起先把问题解决，然后再去协

商其他问题。“错了就错了，要老老实实，勇

于担当，直到把自己的产品做得很过硬，让客

户挑不出毛病。”武钢的话里透着一丝强硬。

在他看来，企业的产品质量、技术创新和成本

控制都必须重视，但是如果一定要排个先后，

那还应该是质量第一。

宁巧珍告诉记者，为了保证产品质量，金

风实施的是产品全寿命周期质量控制体系。

金风生产的产品从供应商到总装厂再到现

场，每个环节都有一套完整的质量控制及评价

体系，每个环节都采取不同的制度、标准和规

范来严格保证质量。首先，公司的供应商评价

体系会对零部件质量进行评价和质量控制，并

且每年定期对供应商产品合格率、质量控制情

况和服务等打分。在金风的九个总装厂，每个

业务单元的质控中心、检验团队和集团派驻的

工程师会展开自检、互检、专检和监督检查四

重严丝合缝的质量控制。 
“风电产品 20 年的使用寿命，我们的利益

与客户是息息相关的。很多问题我们会配合客

户去解决，有些问题我们在出质保前要告知客

户。譬如机组未出质保前，我们对容易出现大

批量故障的零部件进行排查，总结掌握的规律

和经验，并告诉客户应该采取什么方法解决。”

宁巧珍说道。

这种对质量的极大关注自然赢得了客户的

高度认可。经过几年市场的大浪淘沙，投资商

对机组质量的评估也有了初步的结果。而稳定

性和可靠性都较好的金风机组在市场获得了越

来越多的订单。据金风内部相关人士透漏，今

年以来突出的市场销售业绩也证明了这一点。

除了关注质量，武钢认为有

长远的眼光、舍得投入、不怕吃

亏也是衡量一个公司好坏的标杆。

正如七年前，在大功率电力

电子技术还不是很成熟时，金风

科技毅然选择了直驱永磁技术。

这对于当时产值和利润都很少的

一个新疆企业来说，一下子投入 4 亿多并且收

购一个德国公司，确实需要一定的眼光和魄力。

武钢坦言，当时对于直驱永磁机组的前途和优

势，自己也只能从理论上做一些描述和憧憬。

为此，金风在研发方面做了很大的投入。

除了在德国 Neunkirchen、中国新疆和北京建

立 3 个研发中心，并拥有 800 多名研发工程师

与服务工程师组成的技术团队，金风科技还与

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的多所顶级院校达成了

强强合作关系。“我们中国的团队和德国那边

时时保持着合作和衔接，我们的机组做好之后，

所有资料都会请德国那边复核和优化。”金风

科技研发副总裁吴凯告诉记者。就在前不久，

金风在罗马尼亚装机的 3 兆瓦机组，德国研发

团队就根据当地情况作了技术上的优化。

当然，这种选择与投入也被证明是非常明

智的。自 2010 年以来，金风科技在全球直驱

风电机组市场上一直属于领先地位。每年全球

新安装的直驱风电机组中，有近一半来自金风

科技。2011 年和 2012 年，金风科技连续两年

被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杂志评选为全球最具

科技创新力 50 强企业。2012 年底，金风科技

首次成功获选世界知名行业杂志《知识产权资

产管理》授予的“中国知识产权倡导者”称号，

而中国风电领域获此殊荣的唯有金风一家。

依托强大的全球研发平台，金风科技已

经开发了适应细分市场的风电机组产品。金风

科技直驱永磁系列低风速、高海拔、低温、高

温、潮间带和近海风电机组产品悉数推出，并

远销海内外。今年 7 月，金风科技直驱永磁

GW93/1500 超低风速系列机组已经进入批量

化生产，并已经获得超过 20 万千瓦的订单。

吴凯说 ：“我们推出各种机型瞄准的是市场。”

金风生产什么，

不是由自己决

定，而是由广大

客户和竞争对手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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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金风生产什么，不是由自己决定，而是

由广大客户和竞争对手决定。

调整

得益于早年在新疆从事风电项目开发、运

营管理国外风电机组等多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进入制造业后的金风科技具备了多元化发展风

电业务的先天能力和条件。但是，这家企业从

一开始所追求的理念就不仅是成为一个风电机

组设备制造商，而是成为一个风电系统解决方

案的提供者。

2005 年，金风科技旗下提供综合性风电

行业服务的天源科创成立 ；2007 年，负责新

能源项目投资、管理、开发、建设和运营的天

润新能成立 ；2008 年，主要专注于风电机组

电控系统研发、制造和服务的天诚同创成立。

至此，金风科技的主营业务已经延伸到风电场

开发、风电设备供应、风电场建设和运营等风

电产业链整个环节。

金风科技的这种商业模式在市场上并不多

见，但是从其建立的各个创业平台来看，“轻

资产、重技术”的经营理念非常明显。

天源科创总经理杨华对此深有体会。2006
年 6 月，当时还是项目经理的他亲自参与了天

源科创的未来业务规划。熟悉风电的人都知道，

风电机组销售合同内的服务业务主要包括微观

选址或复核、机组运输、吊装和调试、合同内

的技术培训和质量保证期内的服务等。“当时，

我们认为运输和吊装是属于需要有大宗型设备

支撑的重资产型业务，不是金风科技的强项，

因此我们的业务规划主要还是定位在风电项目

前端和后端技术相对密集的业务。”

到 2008 年，风电开发商逐步呈现了多元

化的特点。除了电力行业的五大六小和省一级

能源投资公司以外，一些地方投资公司和个体

投资商也很关注实质性的投资风电项目。而且，

后两类投资商更加关注风电项目的整体投资效

益，但对项目前期评估、项目建设和运维等相

关业务则倾向于选择专业公司外包的业务模

式。杨华说这也是天源科创抓住市场机遇，推

出“一站式风电系统解决方案”的重要原因。

从前期风电项目的宏观选址、测风、风资

源评估、机型选型等，到目前涵盖风电项目整

体建设和 20 年风电场运维服务，天源科创已经

初步实现“风电项目一站式服务”的发展目标。

不过，通过分析欧美风电服务市场发展特

征，天源科创未来面临的服务挑战还非常大。

“风电服务技术标准体系的建设、发电量担保、

机组监测、质保期外的服务模式、物流网建设、

项目 20 年技术支持等是天源科创后续需要重

点突破的业务。”杨华说。

风电服务方面取得不菲成绩的金风科技也

曾经考虑过打造全产业链的商业模式，并确实

介入到了一些零部件研发、制造领域。不过，

2012 年，金风在公司结构上做了很大的调整，

首先是将叶片厂的制造业务剥离了出去，同时

又将大部分的电机制造业务交给电机厂，将大

丰和包头的磁钢工厂分别交给了南车和北车。

对此，武钢的解释是 ：“应该让专业的人做专

业的事。前段时间，对于公司到底可以介入到

哪些产业链，介入到什么程度，我们也做了很

多反思。”

不过放出去的基本都是制造业务，对于叶

片、电机和磁钢的研发团队，金风依旧保留。“我

们专注于自己认为重要的领域，譬如控制，我

们介入的原因是它涉及整机的多体动力学和多

个部件的协同控制。”武钢认为，这些调整既

可以充分依靠专业的力量，也可以集中精力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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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做到真正的轻资产。

为了更好地配置资源，有效降低成本，金

风科技在管理模式上也做了新的尝试。2013
年初，借鉴很多欧洲企业的经验，金风科技把

汽车制造业运用广泛的精益管理方式引入到风

电领域。今年 3 月，这一管理方式已经在天诚

同创开始试点，并且第一个阶段的工作已经基

本完成。

不管是对风电制造业的选择，还是对直驱

的选择，或是对全产业链的放弃。金风科技在

公司发展的每个关健节点都实现了华丽转身。

究其原因，除了资历上的先天优势，其战略上

的前瞻性与不断调整突破更加重要。

出海

就在今年 7 月，金风科技向泰国发电集

团 EGCO 的 THEPPANA 风电项目提供的

GW109/2500 低风速系列直驱永磁机组顺利

并入泰国国家 PEA 电网。虽然只有 3 台机组，

前期也做了很多准备，但是这次能通过泰国电

网的各种检测，担任金风国际常务副总裁的潘

彦田还是觉得惊喜。

对于金风而言，第一次将自己 2.5 兆瓦的

机组卖到泰国，而且顺利地通过当地严苛的并

网测试 , 获得当地电力部门以及业主的高度评

价，这本身就是极大的肯定。

潘彦田说金风科技从一开始便将研发、销

售和服务等国际元素融入其发展进程中，早

早地确定了自己走海外市场的战略。2006 年，

金风科技在德国设立全资子公司——德国金

风，先后与英国 GH 设计公司、荷兰 Macll 设
计公司、德国 Vensys 公司等国际学术研究机

构和设计公司开展合作，这成为金风技术和人

才国际化的开端。

2010 年，金风在香港联交所挂牌并开始

上市交易，实现了资本的国际化。而在 2009
年的 12 月，金风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投资开发

的 UILK 风电场项目成为金风市场国际化方面

的里程碑事件。

2012 年，金风科技国际化进程思路更加

清晰，形成了从技术、人才、市场、资本和管

理五个维度上的国际化综合发展目标。随着五

个维度的最终确立，金风的海外业务也形成了

三种逐渐成熟的商业模式。第一是机组销售业

务 ；第二是在一些风电政策以及综合环境比较

稳定的国家走投融资策略，投资建设并持有风

电场 , 使金风的产品处于国际视野之内 , 接受

国际环境的考验 , 促进技术进步 , 带动服务业

务的国际化 ；第三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譬如南

美、非洲、东南亚积极参与项目总承包，特别

是风电一体化解决方案的提供，从项目策划，

风能资源分析，风场设计，供货，服务等多方

面为客户提供服务，联合其他中资企业或其他

国家的总包企业共同承担 EPC 项目。

如今，这个国内成立最久远的公司赢得了

全球超过 1600 万千瓦的装机成绩，安装了 1
万 3 千多台风电机组，总资产达到 320 亿元，

在全球拥有 3600 余名员工，其所经营的风电

场、所销售的机组遍布于全球六大洲的 20 多

个国家。2013 年上半年，金风在海外共计发

运 77 台 1.5 兆瓦和 2.5 兆瓦风电机组，累计

签约 708 兆瓦 , 并有望在 2013 年底突破 1000
兆瓦。 

由于今年国内业务的突出表现以及国际市

场的变化，潘彦田对金风科技到 2015 年国际

市场份额占据 30% 的目标还是持比较谨慎的

态度：“虽然对这个目标的完成希望还是很大，

但由于国际市场普遍存在国别政策变化快、融

资结构复杂、金融危机的影响延续等不确定因

素，所以这一目标可能会往后拖延一些。”

虽然到目前为止，金风科技在国外已取得

不错的战绩，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每一步都走

得异常谨慎。“做了这么多年的风电，我们知

道水的深浅，很多风险都必须考虑得十分充足。

如果对当地环境没有摸透就贸然进入，很容易

栽跟头。”潘彦田如此表示。

像近几年炙手可热的巴西市场，看着大批

风电企业蜂拥入驻，金风并不不为所动。潘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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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认为 ：“巴西这个市场的政策比较严苛，对

机组本地化的要求非常高，而且项目建设的审

评，融资模式等要求越来越多，具有较大的不

确定性。很多前几年扎进去的风电企业如今都

铩羽而归。” 
实际上对于每个有利可图的市场，金风都

会在前期投入大量的精力和人力，包括建立属

地化的专业的海外团队，对市场作充分和耐心

的分析研判，确定市场进入策略，以尽可能地

回避风险。尽管这样，金风科技在国外市场也

并非一帆风顺，前期调研做得再充分，也会遇

到意想不到的风险。

今年 8 月刚刚获得国际银团提供项目融资

的巴拿马 Penonome 一期 55 兆瓦风电场项目

在刚开始着实让金风国际的同事头疼了很久。

“当时预测这个项目的利润率、项目进度都很

好，但开工以后才发现完全不一样。”譬如，

中国的船到巴拿马的航线，以及当地港口条件，

当地分包企业工作效率，这些和调研结果还是

有很大的不同，成本增加了许多。抵达巴拿马

之后，指定的港口大船根本进不去，货物倒运

到工地耗时 2 个多月。

潘彦田表示，虽然目前海外项目的实施已

经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是像这种类似的事情也

没少交学费。“金风国际之所以有这么一批可

以在国际市场做投资和销售的人才，也是慢慢

磨出来的。” 
金风科技人力资源总监李飞告诉记者，为

了做到国际化，公司的销售人才，物流、供应

链人才有很多都是外籍员工。“我们在国内始终

保持有 20 名－ 30 名外籍员工，这主要是为了

有一个国际氛围，让中外员工以后更好地沟通。” 
如今，得益于金风机组长期以来稳定的表

现和高可利用率，金风科技所走出去的项目在

当地都已经拥有了不错的知名度。“金风在澳

大利亚和美洲的项目为我们在海外市场打下了

根基， 总部的融资压力也小了很多。” 潘彦田对

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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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套迄今为止最长的叶片，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其经历与自身同

样精彩。

本刊记者／赵靓  白亚茹

艾尔姆最长叶片现身如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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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叶片有生命，当 73+ 叶

片被安装时，同在如东海上的风

电那些“小伙伴”们一定惊呆了。

9 月 30 日，来自叶片厂家、

整机厂商、运输公司、安装公司

的工程师们，极其精密地操作着

手里的各类设备，神情紧张地把

目前中国最长叶片安装在 2 台

5MW 风电机组上。他们知道，一项人类工程

史上的“奇迹”，就这样发生了。

但如果了解到这项工程的创造者之一，

73+ 叶片的生产厂商是艾尔姆风能叶片制品公

司（简称艾尔姆），他们应该会放松心情，将

这个被理解为“奇迹”的工程，重新定义成技

术进步的必然结果。

运装极限

在叶片制造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的艾尔姆公

司，曾于2010年也做过类似具有轰动效应的事。

2010 年，艾尔姆曾使用安东诺夫 225 飞机

将两支 42.1 米长的叶片，从中国运往丹麦测试，

创造了最长单体空运货物的世界纪录。

但这次从丹麦向中国运输 73+ 叶片，显然

无法潇洒地使用空运。由于叶片长度远远高出

了数个量级，其只能选择海运。

“前几天刚刚运了几支 66.5 米的叶片，就

已经很麻烦了。甚至需要把工厂门口的树都砍

掉，运出的时候还需要封路，转弯则要把路口

四个方向的车全部堵住。如果再长出 7 米就更

难以想象了。”艾尔姆公司负责运输工作的李

萌说。

为了运输长达 70 多米的叶片，在丹麦工

厂向港口的途中，艾尔姆使用了特制的卡车。

这种卡车由两节车体组成，车头有动力，后节

车体如同拖车，没有动力但可以自主转向。两

节车体之间除叶片外没有任何相连之处，后节

车体被叶片拖动行驶，整个卡车看上去就像是

一座桥。

到达港口后，这些叶片被吊

车放在一艘已经满载货物的轮船

甲板上，7 月底从欧洲的安瑟港

出发，途径多个港口，为方便装

卸货物而被吊上吊下，直至 9 月

11 日到达上海港，被吊至驳船上。

“我们安装的地方在没有潮

水时水深只有 2.5 米，所以只能使用驳船将叶

片运到机位，即使这样，我们也需要看潮水的

涨落情况。因为到年底之前还有三个大潮，第

一个就在 9 月底，我们在此期间完成吊装。”

李萌说。

由于是换装叶片，吊车首先将已经安装在

2 台 5MW 整机上的风轮吊下来，把轮毂、叶

片拆开，再将 73 + 叶片装在轮毂上重新吊装上

去，所以这次的工程比为新机组吊装叶片的技

术难度更高。再加上叶片长度和叶轮直径巨大，

施工单位配备了 500 吨以上级别的吊车和特制

驳船。

据了解，此次工程各方下如此功夫更换

73+ 叶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让叶片匹

配风电机组，从而提高发电效率。

活的叶片

叶片就像收割机，旋转的同时可以帮助我

们收获未来。如何让它效率更高，莫不如给它

更多智慧和更多保护。

虽然此次身现如东的 73+ 叶片竖起来能高

过 24 层住宅，但从一些技术细节中可以发现，

此款叶片在设计之初便颇具智慧。

“研发一只超过 70 米的叶片，不仅要保证

其吸收风能的能力，还要尽可能保证将重量控

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同时用艾尔姆自有风

洞对叶片进行测试和验证以保证叶片的性能和

参数达到客户的要求。” 艾尔姆中国区技术支

持工程师闫景松提到 ：“技术工程师对这些自

翼型设计结合

工艺水平，使

得 73+ 叶 片

更加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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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进一步提高叶片的性能，被艾尔姆统称为增

功组件。

据介绍，艾尔姆推出的增功组件分为三种，

分别装在叶片的不同位置。其中，涡流板（Vertex 
Generator）被装在背风面叶根到叶中，能够防

止流动分离（指叶片背面有时会形成一定压力，

抵消叶片的升力，使发电效率降低）产生。T
扰流板（Tspoiler）则装在叶片最大弦长到叶根

的区域，由于这段区域的翼型一般不会提供太

多升力，在安装该组件后可以使该段叶片产生

一定升力，被艾尔姆视为一项独特技术。格尼

襟翼（Gurney Flap）安装在靠近最大弦长的地方，

位于叶片的尾边，也可以通过提升升力而提高

发电量。

谈到增功组件所起到的作用，闫景松说 ：

“这些组件全部安装后，保守估计能够提高 1%
至 3% 的发电效率。”

据了解，增功组件针对不同的风电场和风

况乃至风电机组，产生的效果是不同的。虽然

从数据上看并没有多大的改进，但对于发电商

来说，哪怕发电效率仅仅提高一个小数点，从

整体发电量上看都是相当可观的事情。尤其是

对于多兆瓦级的风电机组而言。

除了着力提高 73 + 叶片的发电效率，艾尔

有翼型进行量身修正并运用在 73 + 叶片上，使

73+ 叶片在气动设计、结构设计，包括载荷设

计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匹配。”

除了富有经验的翼型设计外，作为一个国

际化叶片企业，73+ 叶片的制作工艺被艾尔姆

给予了很高的重视。由于如此巨大的叶片对生

产工艺要求非常高，一旦控制不好就可能出现

纤维、聚酯注入过多，超出重量设计、负荷设

计要求的问题，为此艾尔姆从两个方面来解决

这项工艺难题。

其一是通过 30 多年的经验不断对工艺本

身进行修正和改进，使得 73+ 叶片整个的工艺

控制流程和控制效果达到了令人满意的程度。

其二是通过结构设计来降低对工艺的要

求。由于设计匹配度在设计之初就被放在了重

要位置，使得 73+ 叶片的设计与生产能够得到

完美匹配，从而具有结构的易生产性，更容易

加工和生产。

“翼型设计结合工艺水平，使这个叶片更

加修长，叶根直径仅有 3.2 米，最大弦长只有 4.2
米。”闫景松说。

即使在远处看到 73+ 叶片，也会很容易发

现其与众不同之处 ：除了叶型更加修长，叶片

表面还有一些条状凸起物。这些凸起物的作用

正在公路上运输
的 73+ 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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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在该叶片的安全性上也运用了多种技术，其

中的一些技术虽然并非 73 + 叶片所独有，但

它们显然会在定位于多兆瓦级海上风电叶片的

73+ 叶片上运用的更加有效。

73+叶片配备的叶片监控系统基于光纤传

感器技术，能够测量叶片的应力，转化为载荷

数据，为控制策略提供判断基础，以此保证风

电机组在人力难及的海中安全运行。也就是

说，正是由于监控系统的存在，使 73+ 叶片拥

有了智慧与活力，减少了运维费用，降低了度

电成本。

为了避免遭到雷电伤害，艾尔姆为 73+ 配

置了名为ILPS（Insulation Lightning Protection 
System）的绝缘导雷系统，在叶尖处用钨接收

器接受雷击电流，并通过导雷线将电流安全地

引导至地下。据介绍，虽然该防雷系统与其他

厂商的防雷系统在原理上并没有不同，但在结

构设计和测试流程上艾尔姆争取做到更加有效

和严格。

“一些曾经合作过的防雷机构承认我们自

己设计的比他们的还好，因为艾尔姆有专门的

雷电保护设计团队，经过了多年的经验积累。”

闫景松说。

更长更轻

“如果一家公司了解近海发电叶片的尺寸

已经发展到哪种程度，便会知晓艾尔姆风电集

团的赫赫大名。”宣传册上的一句话，显得艾

尔姆很自信，同时也透漏了该公司的主要技术

战略。

艾尔姆的自信不是平白无故而来。早

在 2009 年 在 位 于 比 利 时 海 岸 28 公 里 的

Thornton Bankshe 风电场投入使用时起，艾

尔姆生产的 61.5 米叶片就被安装在 REpower
的 5MW 型风电机组上。而在 2012 年和 2013
年的该项目第二和第三期工程中，REpower
安装了 48 台 6MW 型风电机组，全部使用的

是艾尔姆的叶片产品。这些产品有个共同的特

在如东准备吊装
的 73+ 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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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那就是尺寸越来越长。

“对于我们来说，73+ 叶片的

重要意义是最长的叶片。长度和能

源是一个平方增长的关系，叶片越

长越能获得更多的能源。”艾尔姆亚

太区总裁 Randall Hoeflein 指出。

据了解，除了 73+ 叶片外，艾

尔姆正在利用现有的材料开发更长的叶片。这

些材料中并不含有昂贵的碳纤维，却在艾尔姆

的生产工艺和设计理念下，可以造出远远超过

73 米的叶片。

事实上，不断造出更长的叶片，不仅仅是

艾尔姆为满足客户需求所作出的解决方案，而

是确实融入了这家企业的技术战略中。这一点

可以从艾尔姆的产品序列看出。

“我们有许多定制化的叶片，客户对叶片

长度有所期望，我们来满足要求。有一些全球

通用叶片却不是这种模式，是由我们先设计出

来一些基础叶片，再给整机商做配套。”

闫景松提到的平台概念被艾尔姆官方称为

GloBlade 系列。GloBlade 由 Global（全球）

加 Blade（叶片）两个词组成，意思不言而喻。

在 这 种 理 念 下，2010 年 4 月 首 个

LM42.1 模型如期在中国制造完成，之后不到

一个月，GloBlade － 1LM42.1 型叶片从天津

厂脱模问世。

LM42.1 为后续 GloBlade 系列叶片奠定

了开发理念基础，随后 GloBlade2 － 2MW
（49.1 米 ），GloBlade3 － 3MW（54.8 米、

58.7 米、61.2 米、62.8 米）相继问世，目前

GloBlade6 － 5/6MW（73+ 叶片）正在中国

吊装。

“这是一种模块化设计，如果市场有一些

需求，可以基于这些基础型号进行快速的响应

和改进，生产出客户有某些需求或载荷的叶片。

如已经有了 50 米的叶片，我们需要 54 米的，

可以在中间大约 30 米处加一个模块，快速组

成新的叶片模具。”闫景松说。

叶片长度的变化虽然是必然趋势，但重量

势必会有所增加，载荷就成了问题。如何最大

73+ 或将比

国 内 类 似

产品轻 10%
至 20%。

程度减少长度与重量之间的矛盾，

艾尔姆有一定的经验和成绩。

资料显示，73+ 叶片重量在

27 吨左右，几乎相当于 1.5 兆瓦

37.3 米叶片的 5 倍。虽然如此之

重，但有了解叶片技术的专家称，

73+ 或将比国内类似产品轻 10%
至 20%。在没使用碳纤维的情况下，这个差

距显得难能可贵。

该专家分析，这项能力应该来自于厂家对

叶片设计和聚酯玻纤材料的理解，对叶片从结

构、重量到气动表现乃至生产工艺，都需要做

出高明的匹配。

据了解，虽然本次更换 73+ 叶片的风电机

组单机容量为 5MW，而 73+ 叶片是为 6MW
设计的，但由于 GloBlade － 6 的灵活性，使

得这款叶片可以普遍适用于 5MW 和 6MW 的

机型。同时，由于重量较轻，上述 5MW 机组

在设计时也考虑到了载荷需要，使得 73+ 叶片

能够顺利地装在该机型上。

“这是把双刃剑。”艾尔姆中国区大客户经

理李茂建说，“叶片比较轻，就要求整机商必

须有较强的控制技术。反而叶片越重越牢实，

对整机商要求就没那么高了。这就像是一辆跑

车想要发挥性能，不能走坑坑洼洼的山路一样。

因此我们也会选择整机商，而不是随便将叶片

卖出去了事。艾尔姆会首先将数据包发给对此

感兴趣、技术能力强的厂商，评估一下他们自

己的载荷匹配、控制能力、发电量要求，之后

看如何去相互适应。我们有能力把产品设计到

很精确，使叶片恰好能够发出这么多电量，恰

好产生这么多载荷。”

有望国产

“我们不想被认为是一个纯粹的外资企业，

我们的定位是一个中国企业，外加外国的技术

和质量。”Randall Hoeflein 对记者说。

话虽如此，但中国市场近两年确实让外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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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了一些适应的难度，即使是对本土企业而

言，也显出了一些冷意。价格在一段时间成了

项目投标成败的重要因素，连锁反应使产业链

上下负债不断增加，一些脚步迈得过快的企业

感到喘不过气来。“价低质次”似乎即将成为

一个恶性循环，业内人士逐渐认识到，价格过

低对谁都没有好处。

在一些外资企业纷纷撤离的时候，有人

开始质疑艾尔姆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对此，

Randall Hoeflein 说 ：“之前风电形势不是很

好，大家都在疑惑艾尔姆会不会离开中国市场，

首先我们想传递一个强力的信息，我们没有离

开，并将以更强的实力参与中国风电，把最好

的产品带到这里。”

事实上，艾尔姆在这段时间做的工作很简

单，就是坚持在中国市场培养自己的客户，为

自己的客户负责，让客户认识到生命周期的总

成本才是科学衡量项目投资的正确标准。到目

前为止，这家公司似乎已经开始摆脱那段最艰

难的市场环境。

Randall Hoeflein 认为，一旦风电机组出

现了问题停止运行，维修费用将会很高，大家

都将焦点放在设备生命周期的总成本上。现在

的设备价格已经开始上涨，说明人们逐渐认识

到价格不是购买设备时考虑的唯一因素，也要

考虑风电机组和叶片的能量输出。

当更多本土整机商走向海外，艾尔姆甚至

还可以帮更多的忙。

“国外一些项目银行融资时要看部件是不

是名牌产品，或是经得起考验的产品。如果整

机商使用的不是世界一流厂家的产品，在放款

和融资方面会遇到很多困难。艾尔姆被广泛认

知，能够更好地帮助整机商立足海外。”李茂

建说。

此外，在 Randall Hoeflein 的战略中，中

国的海上风电将是艾尔姆未来发展的重要战场。

据了解，艾尔姆目前在中国有 3 个工厂，

一个在秦皇岛，主要支持北方和东北市场 ；一

个在天津，主要支持华中 ；还有一个在江阴，

离江边的距离只有 1 公里，主要支持南方及东

南沿海区域，将在未来的海上风电发展中发挥

更重要的作用。

“ 到 2020 年， 中 国 海 上 风 电 有 将 近

30GW 的装机目标，发展空间巨大。由于贴近

人口密集、经济高速发展的东南沿海，很难遇

到电网瓶颈影响。我们预计，海上风电的可利

用小时数要远高于陆上风电，所以它将是一个

非常大的机遇。”

实际情况表明，Randall Hoeflein 并不是

说说而已。

有消息称，随着 73+ 叶片的安装，国内

不少整机商已经对该产品抱有了很大兴趣。继

66.5 米叶片在中国量产后，艾尔姆也有意引入

国产 73+ 叶片。如果说 73+ 叶片是艾尔姆破

解中国海上风电市场所祭出的一柄利器，那么

随着该叶片模具在中国工厂的诞生，73+ 叶片

的影响必将更加广泛，有关“最长叶片”的秘

密也将逐步破解。

73+ 叶片在如东
吊装完成。



Cover Article | 封面

2013年第10期  35  



公司 | Company

36  风能 Wind Energy 

壳牌：寻找技术与服务的结合点

作为在石化能源行业中具有较大

影响的公司，壳牌的一举一动都很受

关注。

2013 年壳牌全球商业技术大会，

近日在上海召开，全球 65 位技术专家

出席了会议，并对壳牌公司的五大核

心技术领域——天然气制油 (GTL) 技
术、壳牌燃油科技、壳牌车用油技术、

壳牌工业润滑油技术和壳牌润滑油技

术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讲。

据了解，除了这些技术，壳牌也

本刊记者／于贵勇	赵靓

自己开发能源项目，并对风力发电也

多有涉猎。在风电行业中，它所处的

产业链位置比在其他行业中更有趣，

其一是影响广泛的运营商，其二是非

专业人士较少关注的消耗品提供商。

这里所谓的消耗品，是指壳牌专为风

电机组部件减少摩擦提供的润滑油，

而运营商则是指壳牌也在直接参与风

电项目的运营管理。

有资料显示，壳牌目前在北美地

区参与了八个风电项目，在欧洲地区

参与了两个。据统计，壳牌参与的风

电项目，总装机容量为 110 万千瓦，

主要位于美国（90 万千瓦），其中壳

牌的份额约为 55 万千瓦。

壳牌参与的北美风电项目中，两

个位于德克萨斯州，其中一个总装机

容量是 16 万千瓦，另一个是 8 万千瓦，

均安装了三菱公司的 1 兆瓦风电机组。

壳牌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也有两个风

电场，总装机容量为 4.1 万千瓦和 6.15
万千瓦，分别装有 62 台维斯塔斯 660
千瓦型风电机组和通用电气的 41 台

1.5 兆瓦风电机组。此外，壳牌还参与

开发了位于科罗拉多州的 16.2 万千瓦

风电场、西弗吉尼亚州的 26.4 万千瓦

的风电场、怀俄明州 5 万千瓦风电场

以及艾奥瓦州的 8 万千万风电场。

据了解，除了以上陆上风电项

目外，壳牌还拥有一个名为 Egmond 
aan Zee 的海上风电项目，共有 36 台

风电机组。在该海上风电项目中，壳

牌的参与涉及到了开发前期，因为这

家公司具有不少一般开发商企业所不

具备的优势，就是其多年来开发海洋

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经验，使其可以

将海上石油平台的设计经验应用于环

境恶劣的海上风电项目。

作为全球最大的风电市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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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相关企业的吸引力不言而喻。但壳

牌并不是通过参与风电场项目进入中

国风电行业的，而是通过提供其另一

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产品——润滑油，

来参与这个市场。

润滑油能够对机械设备起到润滑

减磨、冷却降温、密封防漏、防锈防蚀、

减震缓冲等作用。对于风电机组而言，

需润滑的部件包括齿轮箱、发电机轴

承、偏航系统轴承与齿轮、液压刹车

系统和主轴承等。由于这些部件极其

精密，且承受了巨大的载荷，只有专

业的润滑油才能确保其可靠性，进而

延长寿命，降低维护成本，避免故障

发生，提高机组的可利用率，提高风

电场运营效益。

据在壳牌全球商业技术大会上的

了解，目前壳牌已经连续 6 年在全球

润滑油市场傲居领先地位。乘用车机

油和工业润滑油是壳牌产品的主要应

用领域，该公司目前共推出了四个品

牌，其中喜力 (Helix) 和劲霸（Rimula）
分别应用于汽油发动机和柴油发动机，

佳度（Gadus）和得力士 (Tellus) 则

分别为润滑脂和液压油品牌。在工业

润滑油方面，壳牌服务于中国的电力、

工程机械、普通制造、冶金、汽车零

部件和水泥矿山六大行业，目前中国

是工业润滑油领域世界第二大市场，

但就目前的增长率来看，至 2020 年

中国将成为第一大市场。

壳 牌 产 品 应 用 专 家 Felix 
Guerzoni 博士在该大会上相当自信地

说，虽然工业润滑油服务于六大不同

行业，但壳牌工业润滑油应用于每个

行业的过程以及它所产生的作用基本

相同。在使用壳牌产品和服务后，所

有行业设备的维护成本呈现下降趋势，

设备使用效率提升，油品寿命以及设

备寿命也得到延长。

据了解，工业润滑油通常被分为

两种，一类叫做矿物质油，一类则叫

做合成油。矿物质油由于缺少特殊配

方合成，一般被认为性能和寿命较差。

随着风电机组的种类逐渐丰富，低温

型、高温型、海上型、紧凑型等特色

风电机组的应用越发广泛，对润滑油

的要求也有所差别。合成油作为针对

性较强，性能更为稳定可靠的润滑油，

已被大量运用于对风电轴承和齿轮的

保护中。

因此，哪家企业的润滑油能够更

加贴近市场需求，了解中国环境特点

以及机型、部件特性，就可以推出更

好的针对性产品。例如使用在特殊工

况条件下的润滑脂，可生物降解的海

上风电润滑油，低温流动性强的陆上

风电润滑油等。

据了解，壳牌在为风电企业提供

润滑油之前，会对风电机组进行全面

检查分析，并针对风电机组所处环境，

分析客户需求，提供最合适的产品。

但对于壳牌来说，为企业提供润

滑油乃至润滑方案并不是其全部工作。

这家公司更愿意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服

务型企业，而不仅仅是一个油品供应

商。壳牌通过一个名为 LubeAnalyst 
润滑分析师服务的系统，为润滑油和

设备机械提供健康检查。该系统可以

检测润滑油状态，使问题恶化之前确

定哪里出现了故障，保证设备平稳运

行。

而该系统的使用看上去也相当的

简单 ：进行在线服务登记后，技术人

员可以从设备中提取润滑油样品发送

至壳牌的任何一间实验室，在对该样

品测试分析后，壳牌将通过电子邮件

向客户发送精确诊断和最佳建议。

这正如壳牌商用技术副总裁

Selda Gunsel 博士在接受采访时所

说 ：“作为世界财富 500 强榜首企业，

壳牌非常珍视长远利益，这不仅仅指

自身的长远利益，也是指客户的长远

利益，比起注重市场一城一池的得失，

壳牌真正追求的是对尖端技术的不断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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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辽职业学院开设风电技术专业时间不长，为尽快完

善专业教学，强化人才培养，促进教学改革，学院教师近

期内陆续参观了蒙东地区的几家风电场，对风电场的管理

方式及员工素质培养等工作进行了调研。

调研过程中，风电场的相关负责人就风电场的建设与

规模、运行与管理情况做了全面的介绍，并对风电场的发

展前景给予展望。随后，风电场的技术骨干详细地讲述了

风电场的运行与维护情况，并通过他们自己的成长经历，

对学院风电技术专业人才培养计划提出了很多具有建设性

的建议，对学院的教学改革有很大启发。此外，他们对工

作的执著与奉献精神、孜孜不倦的求学态度、谦虚热情的

待人方式很令人敬佩。从他们身上，我们感受到现代企业

管理者的超强能力与澎湃激情，这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和不

竭动力，也是教育工作者所必须保持的优良品质。学院进

行调研的几家风电场无论在建设规模上，还是经营管理上，

都各具特色。通过风电场负责人详细的介绍和参观中细致

的观察，我们梳理了一些对教学管理工作具有借鉴意义的

特点。

1.1 注重环境建设

风电场整体布局合理，主控

楼装修大方美观，配电室设备先

进 ；室内照明充足，窗明几净 ；

室外环境优美，院落整洁静谧 ；

运行工作紧张而有序。

1.2 工作细致规范 
风电场管理者经营作风规范，目标明确 ；管理细致入

微，内外交流和行为规范体现在具体工作中 ；员工精神风

1 风电场管
理特色

基金项目：2013年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立项研究课题《高职风电技术专业实训课程体系开发与研究》(编号：

NJZC13441)，主持人：丁立新。

加强实践调研，

促进高职风电技术

专业教学改革

文／通辽职业学院		丁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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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佳，工作习惯优良。

1.3 文化内涵丰富 
参观中，我们注意到几家风电场都非常重视企业文化

建设，无论是企业建筑布局、公司环境管理，还是员工的

形象素养，都体现了企业的文化内涵和现代化的经营理念。

1.4 管理科学实效  
一是抓电量营销。注重与网调沟通协调，紧密跟踪电

网需求，争取不限电或者少限电，减少电量损失，保持较

高的利用小时数，以实现经营目标 ；二是抓设备管理。积

极开展风电机组、箱变及线路自查和隐患排查治理 ；利用

日缺陷统计、周缺陷统计分析对比风电机组故障，找出影

响设备可用率和机组发电量的频发故障 ；利用风速低于

3m/s 的小风季节进行风电机组消缺维护工作，着重进行风

电机组功率曲线优化，提高同风速下的出力，有效地降低

设备缺陷发生次数，设备可利用率基本达到 98% ；三是抓

员工操作技能培训。定期开展安全生产竞赛活动，组织开

展形式多样的学习培训，每周对生产人员进行一次考问讲

解和一次技术问答，并通过定期考试来检查生产人员的学

习效果，进一步形成“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有

效地提升运行人员的操作、维护技能水平。

2.1 就企业本身而言，清晰的

企业文化理念、良好的员工素质、

严格的管理和质量意识是企业发

展的重中之重，在企业的建设和

运行中必须明确。

（1）注重文化建设，增强企业凝聚力

新形势下，市场竞争的核心是企业文化的竞争。企业

文化是企业综合实力的体现，是一个企业文明程度的反映，

也是知识形态的生产力转化为物质形态生产力的源泉和动

力。加强企业文化建设，能够科学整合企业生产要素，引

导企业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增强企业凝聚力，构建和谐企

业，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可持续发展。良好的

企业文化对内可以加强成员的责任感、协调性和企业整体

思想的统一；对外可以宏扬企业面貌，提高企业的知名度。

不同特色的企业文化，可以成为一个企业持续发展的基石。

对于企业文化发展方向的管理者要进行控制和监督，

2 风电场
参观感悟

企业文化不同于社会上流行的文化，它的目的是保证企业

的正常发展和有序进行，是为企业服务的。

（2）加强员工培训，提高企业竞争力

员工素质的高低决定了风电场发电量的多少，提高员

工素质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要从思想上进行培训，培养员工的职业道德、先

进的行业理念 ；培养员工集体观念和合作意识 ；培养员工

将“要我工作”转变为“我要工作”的强烈工作愿望和竞

争意识。只有思想的统一才会有行动的一致，才会有工作

效能的提高。

其次是对员工进行理论素养的培训。丰富的理论知识

是提高员工综合素养的基础，为此应定期进行理论学习以

提高员工理论素养。可以通过下发资料、理论讲座等形式

组织学习活动，通过理论竞赛或考试方式进行检测 ；要把

理论学习纳入到风电场管理制度中。

最后是对员工进行风电场相关运行及维护技能的培

训。员工操作技能特别是机组常见故障排除能力在风电场

的运行中尤为重要，是风电场提高经济效益的保障。要组

织丰富多样的技能大练兵，组织行业技能竞赛，逐步形成

“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要充分利用厂家运维人

员对机组检测维护时进行观摩学习，并组织运维人员讨论

以进一步消化吸收。平时对每一次机组异常都要仔细分析，

要求运维人员提出检修方案，从而提高风电场的维护技能。 
要把员工学习、竞赛成绩纳入到对员工的绩效评价中，

作为员工加薪、评优、晋级的依据。

（3）强化企业管理，向管理要效益 
要树立科学、规范的管理意识，要具有现代化、人性

化的管理手段。管理包括人员管理、制度管理、生产管理、

财务管理和设备管理，这五项管理每一项都不可疏忽懈怠。

其中，设备管理是最容易疏忽的。风电场设备大都制作精

密，成本高，技术更新快。备用元件储备多，资金占用量大，

也极有可能造成浪费 ；备用元件储配少，机组故障配件不

足或没有配件，会造成机组停运。这就要求相关管理人员

对风电场设备具有较丰富的知识，应充分了解风电场设备

状况，对设备储备精益求精，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设备的

浪费。机组出现异常时，确保及时排除故障，保障风电场

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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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学生培养方面，良好的职业素养和实践技能

的培养是高职院校的教育宗旨和教学目标，是学校教育

教学管理工作的核心内容。

（1）风电场地处偏僻地区，生活简单而枯燥。但

风电运行技术先进而复杂，设备运行自动化程度很高，

这就对运维人员有了较高的要求。为此，要使学生获得

更深层次的学习和锻炼机会，必须从点滴做起，养成脚

踏实地、埋头苦干的良好学习习惯和工作习惯。教学中

要教育学生从大处着眼，细处着力，主动适应工作岗位

的需要。

（2）通过参观风电场的实际工作，深深体会到学

生的课本知识只是最基本的理论基础，课堂上的教学内

容远远不能满足实际工作的要求，更多的知识有待慢慢

积累和反思，要逐步培养和锻炼学生应对实际工作的本

领和技能，最重要的是使学生亲自体验，置身其中。

（3）从风电场运行工作及运维人员的行为习惯中

感知到安全规范的重要性。风电场运行人员工作中的严

守规程、严谨态度是教师在教学中必须要求学生具备的。

平时教学中要求学生严格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养成遵

纪守法的良好习惯，更要提高个人综合素质，以适应风

电场特殊环境及特殊工作的需求。

3.1 更新发展观念，树

立质量意识

现代社会市场经济高度

发展，要求教育工作者必须

具有科学的发展观，要具有

提高质量的紧迫感。教学质量是学校发展的生命线，高

职教育目前所面临的现状要求我们必须用科学发展观，

去全面深刻地审视和分析在质量管理中存在的不适应、

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种种突出问题，树立科学的质量意

识和质量观。要造就和培育全体教学人员的质量意识，

使全院上下都重视质量、关心质量、监督质量，树质量

之新风。要加大“以质取胜、质量是生命、质量是效益、

质量是发展”的宣传。要进一步创新适应和符合科学发

展观要求的质量管理机制。这样，才能促进学院教学质

3 教学
改进思路

量得以科学地发展和提高。

3.2 构建核心体系，注重人才培养

在搞好教学的同时，要注重对学生进行职业能力和职

业素质的培养。学生通过课堂学到专业理论知识，在实践

课中锻炼了动手能力，但学生对自己未来职业方向没有明

确目标，缺乏学习针对性和动力，特别是在非智力因素养

成和意志品质培养方面，缺乏正确的引导。为此，教学中

要强调职业观的渗透，要侧重职业核心能力的培养。

首先要对学生进行职业道德及个性品质的培养。教

学中要渗透思想教育，要培养学生树立先做人后做事的

思想观念。任课教师和辅导员要积极配合学院团委、学

生处开展活动，在丰富多彩的教学及文体活动中培养学

生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较高的人文素养 ；培养学生热

爱工作、无私奉献的精神 ；培养学生强烈的主动学习、

主动工作意识，培养学生认真工作、做好工作的习惯，

培养学生尊重师长、谦虚好学的态度，培养学生团结一致，

友好合作的品质。

其次是良好的心理素质的培养。风电技术专业相关

岗位的工作精细，危险系数较高，只有好的心理素质才

能胜任风电行业的相关工作。特别是风电场运行及维护

工作，不但要求运维人员具有高超的工作技能，更要求

其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具有面对危险临危不乱，排除

故障果断细致的能力。为此，对学生进行良好心理素质

与意志品质的培养是非常关键的。

3.3 优化师资结构，强化实践教学

教师是学院办学的主体，教师的素质和水平是学院

的核心竞争力。实践教学是高职院校教学的重点，学院

在师资队伍建设上要实行两手抓，即一手抓现有教师实

践教学能力的培养和提高，一手抓高层次、高素质实践

型人才的引进和使用。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和提高实践教

学的力度，才能培养出社会需要的技能型人才。

3.4 整合实训基地，加强校企联合

要优化整合校内实训基地，在现有条件下提高其利用

率。要加大与风电企业合作办学力度，推进共同招生、定

向培养的办学模式；开拓新的合作企业，进一步深化订单

式培养模式，开拓新的合作领域，大力促进毕业生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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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随着风电行业的快速发

展，我国主要风电开发企业积极实施

“走出去”战略，加快海外风电项目布

局。澳大利亚拥有丰富的风能资源和

稳定的政策环境，成为我国风电企业

“走出去”的重要目标国。为更好地挖

掘澳大利亚风电投资机会，非常有必

要了解澳大利亚风电发展现状和趋势，

并深入分析投资澳大利亚风电市场的

机遇和风险。

1 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发展
的政策环境

为降低对化石燃料的严重依赖，

自 2001 年起，澳大利亚政府引入立法

机制，制定可再生能源目标计划（RET），

澳大利亚风电投资的机遇与风险分析
孙建淼

（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北京	100007）

摘  要 ：通过对澳大利亚风电行业的政策环境、发展现状、开发成本和产业链上下游等进行系统剖析，分析澳大利亚风电

项目投资的机遇和风险，为我国风电开发企业投资澳大利亚提供借鉴。

关键词 ： 澳大利亚 ；风电投资 ；机遇 ；风险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10-0042-07

Analysis on Opportunity and Risk of Australian Wind Industry Investment
Sun Jianmiao

(Guohua Energy Investment Co.Ltd., Beijing 100007,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clusion of  the wind industry structure, policy, project location, development cost and industry chain 

of  Australian wind industry,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opportunity and risk on wind investment in Australia, and put 

forward some investment suggestions for Chinese wind company.

Keywords: Australia; wind industry investment; opportunity; risk

实施可再生能源发展配额制 [1]，鼓励

可再生能源在发电领域的发展，并制

定了到 2020 年末，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占到全国总发电量 20% 的发展目标。

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配额制以

2010 年《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的实

施为节点，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

段中，可再生能源证书类型单一，风电、

生物质能发电等低成本可再生能源行

业发展迅速 ；第二阶段的证书交易机

制考虑了前一时期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采取多种政策实现了证书多样化，以

促进小型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的发展。

1.1 强制可再生能源目标时期

2001 年 4 月，澳大利亚出台了

《强制性可再生能源目标》[2]，旨在到

2010 年，在每年总发电量中，可再生

能源电力应达到 9500GWh，占全国

总发电量的 12%。在这一政策下，《可

再生能源法案》和《可再生能源条例》

定法并建立了可再生能源证书（RECs）
交易机制和交易市场，以确保实现目

标。2001 年 4 月 1 日，澳大利亚可再

生能源证书系统在全国范围内正式运

行，根据规定，所有向电网购电超过

100MW 的电力批发和零售商应按适

当比例完成义务。可再生能源发电商

每额外生产 1MWh 可再生能源电力即

可获得 1 单位证书（RECs）。RECs
可以在义务方或第三方质检，在国家

电力市场上进行交易。每年年末，负

有义务的电力批发、零售商必须向管

理部门上交足够的 RECs，以证实完

成了目标义务。不达标者，差额以 40
澳元 /RECs 处以罚款。澳大利亚可再

生能源管理办公室负责对可再生能源

发电商进行认证，监管可再生能源证

书的执行情况，进行年度评估，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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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法案的行为进行处罚。这一时期

的证书交易为风能、生物质能等相对

低成本的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的安装、

发展提供了大量金融支撑。

1.2 扩展可再生能源目标时期

2009 年，澳大利亚再次通过立

法，自 2010 年起执行新的可再生能

源目标计划，确立了到 2020 年年增

45000GWh（包括强制可再生能源目标

时期的 9500GWh）、20% 的电力供应

来自可再生能源的目标。2010 年 6 月，

对可再生能源目标进行了修正，2010
年《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将目标分

为大规模可再生能源目标和小规模可

再生能源计划两部分。从 2001 年到

2010 年年底，市场上交易的证书商品

统一叫做可再生能源证书（RECs）。从

2011 年 1 月 1 日起，证书被分为大规

模发电证书（LGCs）和小规模技术证

书（STCs）。义务主体有每年分别购买

和提交一定数量这些证书（包括 LGCs
和 STCs）的法定义务。通过 REC 注册

器创造和交易这些证书，由可再生能

源管理办公室管理。多样化的证书交

易保证了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技术的

多元化发展，为风电、光伏发电、太

阳能热水器、热泵等的安装提供了更

大的支持。

1.3 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证书运行

机制

根据国际上已有的政策经验，没

有证书交易系统支持的情况下，可再

生能源配额政策也能有效运行。但是

采用可再生能源证书市场交易机制，

为可再生能源产业提供激励资金，以

更低的成本提供更灵活的义务完成方

式，才是配额制运行的关键。《强制性

可再生能源发展》及其主要配套法律

《可再生能源（电力）法》以可再生能

源证书制度为核心内容。《可再生能源

（电力）法》开宗明义地规定了三大发

展目标，即鼓励额外的可再生能源电

力生产、减少电力部门温室气体排放

及确保可再生能源的生态可持续发展。

三大目标通过签发可再生能源证书和

要求电力的特定购买者提交法定数量

的证书以获得年度电力来实现。

可再生能源证书的运行依赖于可

再生能源证书注册系统。该系统负责

证书创制、注册、转让与证书提交。

实质上，可再生能源证书注册系统就

是可再生能源证书市场。合格主体（即

可再生能源发电单位）通过证书注册

系统出售证书以获取经济利益。责任

实体通过证书注册系统购买并提交证

书以履行其法定责任。如果责任实体

不能完成年度可再生能源电力目标，

则将被要求支付每份证书 65 澳元的大

规模生产亏空费或小规模技术亏空费。

1.4 可再生能源发展计划的效益分析

实施可再生能源发展计划，为澳

大利亚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了良

好的政策环境，激发了产业发展活力。

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产业装机规模从

2000 年的 7540MW 增长到 2012 年

的 13340MW。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

投资超过 185 亿澳元，其中，大型

系统和小型系统分别投资 75 亿澳元

和 110 亿澳元。可再生能源产业规

模的增长进一步扩大了发电企业的供

给，在供求关系的影响下，批发电价

有所下降。根据清洁能源委员会的报

告显示，在这期间，澳大利亚平均批

发电价每兆瓦时下降了 10 澳元。同

时，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相当于减

排 22.5MtCO2e，很好地完成了东京

议定书规定的减排任务。

2 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发展
现状

在过去十年间，澳大利亚可再生

能源产业特别是风电和太阳能光热得

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快发展，2012 年可

再生能源共发电 29.7TWh，占全国总

发电量的13.14%，同比增长3.5个百分

点，这也是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

次超过全国总发电量的10%，这和20%
的发展目标还有一定差距 [3-4]。

图 1	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发电结构

水电  58％

风电  26％

生物质能  8％

太阳能光伏  8％

太阳能热发电  0.148％

地热  0.002％
海洋能源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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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可再生能源结构上来看，水电

所占比重最高，2012 年，水电共发电

17.1TWh，占可再生能源发电总量的

58%，占全国总发电量的 7.6% ；风电

规模居第二位，发电量为 7.73TWh，
同比增长 20%，风电发电量占可再生

能源发电总量的 26%，占全国总发电

量的 3.4%。

3 澳大利亚风电行业发展前
景分析

3.1 风电市场规模

2005 年开始，澳大利亚风电开始

快速发展。在近六年内，装机容量以

年均 41% 的速度增长。受金融危机影

响，2009 年以来，风电发展速度明显

放缓，2012 年新增装机容量 408MW，

同比增长 19%。截至 2012 年年底，澳

大利亚风电装机容量达到 2584MW。

尽管发展速度较快，但澳大利亚

风电规模并不大，根据世界风能协会

的资料，2012 年澳大利亚的装机容量

全球排名第 14 位。截至 2012 年底，

澳大利亚共有 62 个风电场，1397 台

风电机组，装机容量为 2584MW。澳

大利亚风电装机规模尚不及我国风电

装机规模的 4%。从单个风电场规模来

看，澳大利亚单个风电场的规模较小，

平均每个风电场装机容量仅为 42MW。

目前运营规模最大的风电场是位于维

多利亚州的 Waubra 风电场，装机容量

也仅为 192MW。但澳大利亚风能资源

较为丰富，根据发电量和装机容量可

以估算出，2012 年澳大利亚风电机组

平均可利用时间达到 2990h。澳大利亚

风电平均可利用小时数比我国高 58%。

3.2 在建风电场

从在建风电场来看，截至 2012 年

年底，澳大利亚共有在建风电场 11 个，

合计 1636.5MW。其中，位于维多利

亚州的Macarthur风电场装机容量达到

420MW。如果在建工程均能按时完工，

到 2013 年年底，澳大利亚风电装机容

量将有望达到 3267MW。

图 3	澳大利亚风电场布局结构

3.3 项目分布情况

从布局上来看，澳大利亚的风电

场主要分布在南部沿海地区。南澳大

利亚、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士三个州

的风电装机容量合计 2150MW，占总

图 2	澳大利亚风电装机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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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的 83%。从装机容量增长速度来

看，增长最快的主要集中在新南威尔

士、西澳大利亚和维多利亚州。

3.4 风电场开发指导性成本

根据澳大利亚清洁能源委员会

发布的资料显示，澳大利亚开发风电

远低于澳大利亚。澳大利亚风电场开发

成本的具体结构如表 3 所示 [5]。

3.5 风电市场结构

按公司主营业务来分，澳大利亚

的风电开发商和运营商主要可以分为

四类，分别是大型能源一体化公司、

表 1  澳大利亚在建风电场清单

开发商 风电场 所在州 预计完工时间 装机容量MW

AGL/Meridian Energy Macarthur 维多利亚 2013 420

TrustPower Snowtown 2 南澳大利亚 2014 270

Accoiona Energy Mt Gellibrand 维多利亚 2015 189

Hydro Tasmania Musselroe 塔斯马尼亚 2013 168

Goldwind  Austrilia Gullen Range 新南威尔士 2014 165

Union Fenosa Ryan Corner 维多利亚 2014 134

Union Fenosa Crookwell 2 新南威尔士 2014 92

Union Fenosa Hawkesdale 维多利亚 2014 62

Verve Energy Mumbida 西澳大利亚 2013 55

WFD Woolthorpe 维多利亚 2013 40

NewEn Salt Creek 维多利亚 2015 41.5

表 2 澳大利亚风电场布局

　 装机容量（MW） 风电机组数量（台） 风电场数量（个） 装机比例

南澳大利亚州 1205 561 16 47%

维多利亚州 519 314 12 20%

新南威尔士州 424 262 17 16%

西澳大利亚州 282 170 9 11%

塔斯马尼亚州 142 68 6 5%

昆士兰州 12 22 2 0.46%

合计 2584 1397 62 100%

表 3 澳大利亚风电场开发成本结构

风电场开发成本项目 数额（澳元 / 千瓦） 比例

风电机组 1100-2000 60%-75%

电力接入居民区 350-600 10%-25%

电网接入 50-350 5%-15%

开发 / 咨询费用和风速预测等 150-420 5%-15%

合计 1700-3400 100%

场的平均成本是每千瓦 1700 澳元至

3400澳元。按2013年8月的汇率折算，

为每千瓦 1.05 万元至 2.1 万元人民币。

其中，风电机组成本占到全部成本的

60%–75%。而我国风电行业平均开发

成本现在已下降到每千瓦 800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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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银行、专业风电开发商和小型开

发商。最近出现一个明显的趋势是，

以 AGL 为代表的大型电力零售商正在

通过并购或自建的方式大规模进入风

电开发领域。

澳大利亚的风电开发市场集中度

较高，前三家的装机容量已占到了全

国装机总量（CR3）的 49%。我国风电

行业前三甲企业装机规模比重（CR3）
仅为 29%，比澳大利亚低了 20 个百分

点。其中，作为澳大利亚三大电力批

发商之一的 AGL，通过并购和自建等

方式，已发展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风

电开发商，其装机容量的市场份额达

到 21%。

3.6 风电机组市场结构

在澳大利亚风电开发规模快速发

展的驱动下，包括 GE、保定天威、金

风科技等一大批风电机组厂商先后进入

澳大利亚市场。但是，从目前澳大利亚

机组市场份额来看，澳大利亚所使用

的机组主要来自 Vestas/NEG Micon，
Suzlon/REpower，Acciona 能 源 公 司

（西班牙 ) 和 Enercon（德国）公司等四

家公司。其中，排在前两位的 Vestas/
NEG Micon 和 Suzlon/REpower 公 司

的机组已占到总装机的 85%。

4 澳大利亚电力市场

4.1 电力市场结构

澳大利亚共有两个电力批发市场，

分别是覆盖澳大利亚东部地区的全国

电力市场 (NEM) 和涵盖西澳大利亚州

西南地区的西澳大利亚电力批发市场 
(WEM)[6]。

NEM 成立于 1998 年，是一个

发电公司和零售商进行电力交易的批

发市场。塔斯马尼亚州于 2005 年加

图 4	澳大利亚风电开发商装机容量份额（包含在建）

图 5	澳大利亚风电机组市场份额

其他  5％

Trust Power  3％

塔州水电  5％

TRUenergy  5％

AGL  21％

Infigen Energy  18％

Acciona  Energy 10％

Transfield Services  5％

UBS Infrastructure
Fund/REST  7％

Pacific Hydro  9％

Meridian Energy  9％

ANZ Infrastructure  Services 3％

其他  2.1％
Enercon  4.2％

Acciona Energy  8.5％

Suzlon/REpower  28.7％

Vestas/NEG Micon  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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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NEM。如今，NEM 的业务遍及五个相

互连接的地区，这些地区大致上依澳大利

亚各州界划分。NEM 每年电力需求量超出

200TWh，约相当于澳大利亚整体电力需求

量的 87%。

NEM 是一个竞争性的批发市场，市场

上的发电商根据供求变化确定电价，零售商

从 NEM 购买电力，再销售给居民、商业和

工业用户。

作为发电商，风电场一般向零售商出

售电力。AGL Energy、Origin Energy 和
TRUenergy 三家公司占 NEM 零售市场的

份额超过 85%。

4.2 电价机制

澳大利亚能源市场运营机构（AEMO）

担任全国电力市场的运营商。为确保 NEM
运作畅顺，AEMO 对 NEM 各地区的电力

需求进行预测。每一注册发电商必须每五分

钟向 AEMO 提供他们愿意提供的电量和电

价，由 AEMO 对供给和需求进行匹配，优

先调度报价最便宜的供给，直至满足全部需

求为止。因此，注册发电商必须考虑到因出

价太高导致生产的电力无法销售的风险。

根据报价阶段发电商提交的报价，

AEMO 在全天内每隔 5 分钟向发电商发送一

次指令。每天共有 288 个调度区间。调度价

格定为五分钟区间内最高的支付价，并适用

于排入生产计划的所有发电机，不论原始报

价水平如何。 
NEM 的交易区间为半个小时。因此，

每天市场上共有 48 个交易区间。每半个小

时计算该区间内六个调度价格的平均值，定

为现货价。现货价就是在半小时内，所有发

电商得到的发电价格，也是批发商就所消耗

电力支付的价格。在 NEM 的五个区域内，

每个交易区间均有单独的现货价格。

造成不同地区现货价格差异的因素包

括联网线路的容量限制以及不同地区发电对

不同类型燃料的依赖。

图 6	澳大利亚电力市场
资料来源 :	ERM	Power 招股说明书

澳洲能源市场运营商

发电商

输电网络服务商

分销网络服务商

市场客户

电力调度

电力

资金流

图 7	澳大利亚电力市场结构
资料来源 :	A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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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电价控制

澳大利亚对所有地区的参考价格

设有最高价格上限。该限制被称为市

场价格上限，为每兆瓦时 125 澳元（约

合人民币每千瓦时 0.84 元）。这是发电

商可以向市场提供的最高价格。

澳大利亚对最低市场价格设定了

下限，被称为市场价格下限，目前设

定在每兆瓦时 10 澳元（约合人民币每

千瓦时 0.07 元）。每两年评估一次市场

最低价格和市场价格上限。

5 总结

在澳大利亚开发风电产业机遇与

挑战并存。机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有良好的政策环境，澳大利亚政

府出台有关政策致力于扶持可再生能

源产业，并鼓励其发展，可再生能源

产业仍将保持快速发展。二是风电仍

有广阔的发展空间。风电产业经历了

近十年的快速发展期，但目前规模仍

然有限，其发电量占全国总发电量的

比例仅为 3% 左右，仍有较大的发展空

间。三是澳大利亚风能资源丰富，平

均可利用小时数比我国高 50% 以上。

面临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

是投资成本高，澳大利亚风电场的开

发成本比国内高出 40% 左右 ；二是澳

大利亚上网电价较低，且定价机制较

为灵活，不易锁定收益。三是大型电

力零售商走向一体化趋势明显，且市

场集中度较高，将面临激烈竞争，发

电企业在电价的博弈过程中处于弱势

地位。四是澳大利亚对风电机组设备

的要求较高，且机组设备的市场集中

度较高，开发商在设备选型上受到一

定的限制。总之，澳大利亚风电行业

仍存在较大的投资机会。

国内企业应抓住目前企业价值估

值较低的机会，深入研究澳大利亚风电

开发运营模式，培养建立国际化人才队

伍，结合自身优势，稳扎稳打，循序渐

进，争取在澳大利亚开启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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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综述

根据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

业委员会的数据统计，2012 年我国有

13 种新型风电机组规模化生产，并被

大量安装于各地风电场项目中，另有

8 种新型风电机组少量生产并安装测

试。这些规模化生产的新型风电机型

包括联合动力生产的 2.0MW（103m）

型、明阳风电的 1.5MW（86m）型和

2.0MW（87m）型、上海电气的 2.0MW
（105m）和 2.5MW（108m）型、湘

电风能的 2.0MW（105m）型、远景

能源 1.5MW（93m）和 2.3MW（90m、

100m）型、南车风电的 1.5MW（88m）

型、运达风电的 1.5MW（88m）型、

华仪风电的 1.5MW（87m）型以及银

河风电的 2.5MW（93m）型风电机组。

在以上型号的新款风电机组中，

上海电气的 2.0MW（105m）是当年

安装量最大的，达到了 77 台，其中 8
台安装于海南州中电投茶卡一期，20
台安装于大唐江西吉山风电场，25 台

安装于甘肃定西通渭华能华家岭一期，

24 台安装于中国风电安徽天长万寿风

电场。南车风电和运达风电各自生产

的 1.5MW（88m）型风电机组，均各

安装了 66 台。其中，南车风电的该款

机组中有 14 台安装于甘肃酒泉阿克塞

二期，33 台安装于甘肃环县南湫风电

场二期，19 台安装于贵州毕节韭菜坪

风电场二期。运达风电的 33 台该型号

机组安装于宁夏中卫中宁长头山风电

场，33 台安装于青海省德令哈风电场

一期。此外，远景能源的 1.5MW（93m）

型 风 电 机 组 安 装 了 47 台，2.3MW
（90m）安装了 23 台，2.3MW（100m）

安装了 42 台。华仪风电的 1.5MW
（87m）型风电机组安装了 43 台，联

合动力的 2.0MW（103m）型机组安

装了 25 台，银河风电 2.5MW（93m）

型机组安装了 24 台，明阳风电的

风电市场新机型概况
赵靓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北京	100013）

摘  要 ：各个整机厂商为适应市场进行不断尝试，推出具有更强适应性的风电机组。从这些风电机组的推出趋势上，通过

分析总结，可以一窥我国风电开发所呈现出的一些新方向。

关键词 ：风电机组产品 ； 新型号 ； 新机型 ； 风电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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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tuation of New Models in Wind Power Market 
Zhao Liang

(Chinese Wind Energy Association, Beijing 100013, China)

Abstract: Each machine manufacturer keeps trying to launch wind turbines with stronger adaptability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wind power market.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summary of  the trend of  these new wind turbines, we can find some new 

directions of  wind power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Keywords: wind turbine products; new model; new type; wind power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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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MW（86m）型和 2.0MW（87m）

型分别安装了 17 台和 24 台，上海电

气的 2.5MW（108m）型安装了 20 台。

由于统计数据具有时间节点，机

型的推出时间和项目建设周期有所不

同，这些新型号的风电机组能否得到

认可而使安装量有所增长，至少需要

2 年－ 3 年时间才能得到较为客观的

数据。因此，新机型在推出当年便被

大批量安装并不能说明其得到了相应

比例的市场认可，这些新机型的安装

量更取决于其项目规划、建设时间，

机组推出时间，运输安装情况，整机

测试时间等多方面，他们是否能够继

续受到市场欢迎，仍需要持续不断地

观察。

1 新型大型海上风电机型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发展虽然存在

一些阻碍，但并不妨碍各大整机厂商

推出大容量海上风电机组的兴趣，继

华锐推出 5.0MW 和 6.0MW 型海上风

电机组之后，2012 年我国共有 3 家整

机厂商推出了 5.0MW 及以上级别的

表 1  2012 新款风电机组安装情况

额定功率

（MW）

风轮直径

（m）

机型

特色

安装数

量（台）
制造商 安装该机型的风电场

量产

机型

1.5

86
高海拔

低风速
17 明阳风电 宁夏电投灵武风电场一期安装 17台

87 低风速 43 华仪风电
山西平鲁败虎堡风电场一期扩建工程中安装 10台，在该风电场二期

工程中安装 33台

88
高海拔

低风速
66 南车风电

甘肃酒泉阿克塞二期安装 14台，甘肃环县南湫风电场二期安装 33

台，贵州毕节韭菜坪风电场二期安装 19台

88
高海拔

低风速
66 运达风电

宁夏中卫中宁长头山风电场安装 33台 , 青海省德令哈风电场一期安

装 33台

93 低风速 47 远景能源 江苏龙源盱眙风电场安装 13台，安徽凤阳曹家店风电场安装 18台

2.0

87 24 明阳风电 内蒙古明阳 BOT白音查干项目安装 24台

103 低风速 25 联合动力 安徽宿松华港项目安装 25台

105
高海拔

低风速
77 上海电气

宁夏海南州中电投茶卡一期项目安装 8台，大唐江西吉山风电场安

装 20台，甘肃定西通渭华能华家岭一期安装 25台，中国风电安徽

天长万寿风电场安装 24台

105 低风速 24 湘电风能 江西都昌笔架山风电场安装 24台

2.3
90 23 远景能源 河北承德潮水海风电场安装 15台，河北承德大槽子风电场安装 8台

100 42 远景能源 河北承德潮水海风电场安装 7台，河北承德大槽子风电场安装 14台

2.5
93 高海拔 24 银河风电 大唐四格风电场一期、二期共安装 23台

108 20 上海电气 山东东营广饶国华广饶风电二期安装 20台

样机

1.5 93 低风速 1 金风科技 山东诸城

2.0
103 低风速 1 明阳风电 吉林大安海坨三峡风电场二、三期装有 1台

110 低风速 1 三一电气 大唐张北乌登山风电场三期安装 1台

3.0 115 海上 1 金风科技 江苏响水潮间带 3.0MW半直驱实验风场装有 1台

3.6 115 海上 1 华创风能 张北电科院实验风场安装 1台样机

5.0
115 海上 1 湘电风能 江西都昌笔架山风电场安装 24台

154 海上 2 重庆海装 国电龙源如东海上风电项目安装 2台

6.0 135 海上 1 联合动力 山东潍坊实验风场安装 1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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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风电机组。其中包括联合动力的

6.0MW（135m）、湘电风能的 5.0MW
（115m）和重庆海装的 5.0MW（154m）

型风电机组。

据资料显示，联合动力的 6.0MW
（135m）型风电机组轮毂中心高 95m，

主机舱重约 230t，扫风面积近 1.5 万

平方米，除可以运用于海上外，也可

在陆地及潮间带环境中应用。与该机

组同时下线的还有长达 66.5m 的风电

叶片，该叶片由国内自主设计和生产，

采用了高强高模碳纤维复合材料。

重庆海装的 5.0MW（154m）型

风电机组拥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

及 32 项国家专利技术，并形成了全产

业链格局，从叶片、齿轮箱、发电机、

控制系统到轮毂、塔筒、润滑系统等

重要零部件均由集团成员单位完成。

该机组叶片长度达 75m，适用于Ⅲ类

风区，适用范围涵盖了目前 90% 以上

的风电场。

湘电风能安装的 5.0MW（115m）

型风电机组整合了欧洲海上风电项目

的开发经验，先后攻克了直驱型海上风

力发电机组整机集成技术、专有单主轴

承同步永磁发电机设计技术、海上风力

发电机组冷却系统及防腐防潮设计技

术等技术难关。有消息称，湘电风能的

全资子公司湘电达尔文与欧洲斯达巴

格集团在德国的全资子公司温特克拉

夫特，签订 10 台 5MW 风力发电机组

整机的买卖合同，合同金额为 7500 万

欧元，该项目预计 2015 年完成。

2 新型高海拔机型

作为另一个风电产品焦点，2012
年各厂商也推出了不少可以应用于高

海拔地区的风电机组。其中包括明阳风

电 1.5MW（86m）型、湘电风能 2.0MW
（105m）、南车风电 1.5MW（88m）、

运达风电 1.5MW（88m）以及银河风

电 2.5MW（93m）型风电机组。

在以上型号的高海拔机型中，南

车风电的 1.5MW（88m）型机组是针

对 4000 米左右高海拔环境所量身打

造的机型，在其 1.65MW 型风电机组

的基础上，结合南车在轨道交通产品，

例如高海拔青藏线产品的技术经验设

计而成。

运达风电 1.5MW（88m）型风电

机组针对高海拔项目特点，对桨叶、

机舱、导流罩、塔架、发电机、变流器、

电器控制柜等相关部件进行了适应性

优化，并采用了“高原型机组功率动

态最优控制技术”。

银河风电 2.5MW 风电机组则采

用了直驱永磁及水冷却等核心技术，

使其在普遍具有低空气密度、低气压

及地势复杂等特点的高海拔地区应用

具有明显的优势。该型风电机组在

2012 年已被批量安装在贵州盘县四格

风电场中。

3 新型低风速机型

近年来，高风速资源地区的开

发受到负荷消纳的制约，逐渐趋于饱

和，低风速风电逐渐受到重视。据悉，

我国低风速风能资源分布区域广阔而

丰富，并临近用电负荷中心，并网条

件较好，在主管部门的大力倡导下，

2012 年中国低风速风电开发渐成规

模，适用于低风速的风电机组产品型

号也逐渐丰富起来。

当年有装机的低风速新机型包括

金风科技的 1.5MW（93m）型、联合

动力 2.0MW（103m）型、明阳风电

1.5MW（86m）和 2.0MW（103m）型、

湘电风能 2.0MW（105m）、上海电气

2.0MW（105m）、远景能源 1.5MW
（93m）、 南 车 风 电 1.5MW（88m）、

运达风电 1.5MW（88m）、三一电气

2.0MW（110m）、华仪风电 1.5MW
（87m）型风电机组。

在这些低风速新机型中，远景能

源 1.5MW（93m）型风电机组基于

其 87m 风轮直径机组开发而成，扫风

面积增加 13.2%，每秒 5.5 米的平均

风速下能够提升发电量 9% 左右。金

风科技的 1.5MW（93m）型机组为针

对年平均风速为 6.5m/s 以下四类风速

区域设计，可在平均风速 5.5m/s 条件

下，年发电可达 2000 标准小时数以

上。三一电气所推出的风轮直径 110m
的 2.0MW“超级风机”能够适用于二

类到四类风电场的要求。扫风面积比

93m 风轮直径机组大 40%，发电量比

常规机型提高 35%，发电机也可实现

1.1 倍的长时超发和 1.2 倍短时超发。

从型号数量上看，适用于低风速

的风电机组在特色机组中所占的比例

很高，这也侧面反映了 2012 年前后

我国低风速风电开发进展较快，并成

为 2012 年风电开发与产品推出的一

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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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由于技术上成熟、经济上可行，

且资源丰富，风电成为目前除水电外

应用最广泛的可再生能源。截至 2012
年年底，全球风电装机容量约 280GW，

当年新增装机量约 40GW，继续保持

较快增长 [1]。我国风电累计吊装容量

75.32GW，其中并网容量 60.83GW，发

电量 100.4TWh，是全球风电装机容量

最多的国家 [2-3]。但 2012年新增吊装容

量12.96GW，低于2011年17.63GW的

水平，连续第二年下降。风电发展放

缓主要是受电网消纳能力不足“限电

弃风”的影响，风电利用小时数持续

下降，已从 2011 年 1920h 下降到 2012
年的 1890h，弃风电量从 10TWh 增加

到 20TWh[4]，约占 20%，主要发生在

东北和西北电网，风电利用小时数蒙

东仅为 1499h，吉林为 1420h，甘肃

1645h，青海 1475h。

1 跨区域长距离输送风电的
益处

我国风能资源丰富，陆上风能

资源可开发容量 2378GW，海上为

200GW[5]，但资源分布不均，北方占

80%，用电发达的东、中部地区较少。

“十二五”规划建设蒙东、吉林、黑

建设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输送风电的
技术经济可行性分析及建议

吴敬儒，王建生，何百磊

（国家开发银行，北京	100032）

摘  要 ：我国风能资源与电力负荷分布不匹配，长距离大容量输送风电是加快我国风电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从电网安全和经

济性考虑，可以合理弃风，输送经济可用容量。本文对建设蒙东-华东、酒泉-华中两项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的技术

经济可行性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三点建议促进该工程建设及风电消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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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Suggestion on Technical and Economic Feasibility of 
UHVDC Project Construction for Wind Power Trans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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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Development Bank, Beijing 100032, China)

Abstract: �e distribution of China's wind resource and electricity load are not matched, so long-distance transmission is a strategic initiative 

of wind power. Concerning about the grid security and economy, wind power can be transported with economically available 

capacity after reasonable curtail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echnical and economic feasibility on construction of East Inner 

Mongolia- East China and Jiuquan- Central China UHVDC transmission projects, and puts forward three related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projects’ construction and wind power consumption.
Keywords: wind power; UHVDC project; technical and economic feasibility; sugg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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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蒙西、河北、甘肃、新疆、山

东、江苏九大风电基地，新增容量约

55GW，其中蒙东、蒙西、甘肃、新疆

因当地电网用电少，风电消纳能力小，

必须发展跨区长距离外送。建设蒙东

至华东（容量 10GW）、酒泉至华中（容

量 8GW）两项主要输送风电的特高压

直流输电工程是促进蒙东、吉林、酒

泉风电基地发展的重要措施，可新增

风电发电量 57.6TWh，风电装机容量

28.8GW，可节省化石能源1840万吨标

煤（原煤 2580 万吨或天然气 115 亿立

方米），减少污染。拉动投资 3418 亿

元人民币，扩大内需，增加就业，增

强自生能力，促进经济发展。

此外，正在建设的哈密至郑州

±800kV容量8GW的特高压直流输电

工程输送风电比例需尽快明确落实，

促进新疆风电发展，取得长距离输送

风电的宝贵经验。蒙西风电也需及早

研究确定向外送电规划及输电项目，

并组织实施。

目前存在问题是议论多行动少，

如何送、送到哪里尚无明确具体的输

电方案，已影响风电发展，急需采取

有力措施解决。近两年，我国有关建

设特高压输送风电工程的工作也在不

断推进 [6]。

2 远距输风电只宜输送经济
可用容量

风电具有随机、不稳定的特性，

发电出力随风能大小变动很大，不

能根据用电需要发电，电网消纳困

难。风电利用小时较低，一般只有

2000h － 2500h 左右，全额输送经济

性差，质量不高。研究证明，风电出

力在 50% 以上容量的发电概率不高，

电量不多，仅占 10% 左右。因此，可

以考虑合理弃风，而将占风电装机容

量50%左右的容量称为经济可用容量，

以提高输送风电的电量、质量、经济性、

运行安全可靠性。与全额输送风电比

较，输送经济可用容量 ：1）输送风电

装机容量可增加一倍，电量增加 80%
左右 ；2）输电利用小时由 2200h 提

高到 4000h，和目前输送水电的线路

相近，输电成本降低 80% ；3）减少了

风电变动幅度，提高了风电质量，有

利于电网消纳及安全运行，减轻了对

其他电源的调节要求。

风电基地发电出力特性曲线及利

用经济可用容量时利用电量与弃风电

量示意图如图 1。

3 蒙东－华东、酒泉－华中
两项直流输电工程概况及技
术经济可行性分析

3.1 蒙东 - 华东直流输电工程

蒙东风能资源十分丰富，建设条

件良好，但当地用电较少，大规模开发

必须规划外送。附近东北电网风能资源

也很丰富，目前已自给有余，部分也需

外送。华北电网风电也自给有余。

华东电网覆盖区域经济发达，用

电量大。2012 年华东电网发电装机容

量 233.56GW，发电量 1153.7TWh，用
电量 1208.5TWh，从区外输入电量

54.8TWh，风电装机容量 4.05GW，发

电量 8.2TWh，仅占装机容量 1.7%，用

电量 0.68%，消纳风电的能力和市场都

很大。而华东电网陆上风能资源不多，

建设条件一般 ；海上风能资源丰富，

开发难度较大，利用海域各方协调困

难，且投资和发电成本均较陆上风电

贵一倍多，目前已投标项目进展不快。

预计 2020 年前华东电网新增风电装机

容量不会超过 20GW，有较大的市场

空间接纳蒙东及吉林富裕风电电力。

蒙东－华东直流输电工程初步设

想发端在内蒙古通辽地区，受端在浙

北、全长约 1800km，电压 ±800kV、

容量 10GW（其中风电经济可用容量

8GW，火电 2GW），年输电量 42TWh
（其中风电 32TWh，火电 10TWh）；

相应在蒙东及吉林地区建设风电装机

16GW，火电 2GW，为提高供电质量

在华东地区建设抽水蓄能电站 3GW。

总投资约需 1960 亿元（其中风电 1280
亿元，火电 80 亿元，抽水蓄能电站

150 亿元，直流输电工程 300 亿元，配

套交流输电工程及其他约 150 亿元）。

图 1		风电基地发电出力特性曲线及利用经济可用容量时利用电量与弃风电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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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电价按每千瓦时 0.55 元（包括弃

风补偿）计，至华东落地电价约每千

瓦时 0.7 元，与当地陆地风电上网电价

相近，低于海上风电上网电价（约每

千瓦时 1 元左右），也低于华东电网今

后发展的天然气发电当气价每立方米

3 元的上网电价（每千瓦时 0.842 元）。

风电电量 32TWh，可节省 1024 万吨标

煤，如按替代天然气发电可少用天然

气约 64 亿立方米，相应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约 1400 万吨，改善华东地区环境

质量，在经济上是可行的，环保上是

十分有利的。

在电网安全运行上，输入和当地

风电合计发电量约 70TWh 左右，不

超过用电量的 4%，小于德国风电占比

11% 的水平，且输送风电经济可用容

量可提高风电质量，在华东加装 3GW
抽水蓄能电站配合风电调节，在电网

安全运行及供电质量上是有保证的。

此外输送 2GW 火电主要是为保证直流

输电工程输电量不小于 10% 的技术要

求，保障输电安全 ；也可增加供应华

东 10TWh电量，减少华东火电发电量。

3.2 酒泉 - 华中直流输电工程

甘肃酒泉地区风能资源丰富，规

划风电装机 40GW 以上，2012 年甘

肃发电装机容量 29.16GW，发电量

110.7TWh，用电量 99.5TWh，其中风

电装机容量 5.97GW，发电量 9.4TWh，
年利用小时仅 1645h，弃风少发现象严

重。今后规划新增风电装机容量，将

主要依靠向外输电。

华 中 电 网 东 四 省（ 河 南、 湖

北、湖南、江西）处于中部崛起地

区，经济和用电发展较快，2012 年

发电装机容量 167.82GW，发电量

681.6TWh，用电量 646.9TWh，输

出电量 34.7TWh，主要是三峡水电站

丰水期水电，风电装机容量 0.71GW，

发电量 1.1TWh，只占用电量 0.16%，

消纳风电市场潜力很大。地区风电资

源较少，开发条件较差，发展不快，

预测 2020 年风电装机将达 8GW －

10GW 左右，电量 16TWh － 20TWh
左右，按用电量年均增长 6.5% 测算，

2020 年用电量将达 1070TWh，风电

占比不到 2%，具备消纳西北酒泉、哈

密两大风电基地外送风电的良好条件。

正在建设的哈密至郑州±800kV、容

量 8GW 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将输送

部分风电，风电与火电比例待定，若按

风电占比 50% － 70% 计算，约可输送

风电电量约 16TWh － 22TWh，（相应

风电装机容量 8GW － 11.2GW），合计

约 32TWh － 42TWh，仅占 3% － 4%，

还有消纳酒泉基地外送风电的能力。

图2	专家建议风电外送通道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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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泉至华中 ±800kV 容量 8GW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初步设想发端

在酒泉市西部风电集中地区，受端

在湖南长沙附近，全长约 2000km，

输送风电经济可用容量 6.4GW（相

应 风 电 装 机 容 量 12.8GW）， 火 电

1.6GW ；年输电量 33.6TWh，其中风

电 25.6TWh，火电 8TWh。因湖北、

湖南水电比重大，调节性能较好，应优

先利用水电调节风电的不均衡性，若

有必要也可考虑建设部分抽水蓄能电

站。2020 年华中东四省共利用风电约

57.6TWh －67.6Wh，占用电量5.4%－

6.3% 左右，电网是可以消纳的。

初步测算工程约需总投资1468亿

元，其中风电12.8GW，投资1024亿元；

火电 1.6GW，投资 64 亿元；直流输电

工程约需投资 260 亿元，配套交流输

电工程及其他 120 亿元。

风电落地电价约每千瓦时 0.7 元

（其中输电成本每千瓦时 0.15 元），与

当地新建风电上网电价相近，低于天

然气发电，高于燃煤火电。

减少化石能源消耗约 820 万吨标

煤及相应污染物排放，改善环境质量，

作用显著。

华中东四省能源资源不丰富，煤

炭产量 2012 年已近峰值，今后将下降，

水电已基本开发利用，今后新增容量

很少 ；核电建设何时起步尚待明确，

至 2020 年新增用电 420TWh，如何解

决？除四川还能增送少量丰水期季节

性水电外，主要靠火电（煤电及气电）、

风电太阳能发电解决，加大接受西北

风电电能，是解决用电增长需求的重

要战略措施之一。

以上两项直流输电工程输电容量

共 18GW，电量 75.6TWh，其中风电

57.6TWh，相应需新增风电装机容量

28.8GW，可替代化石能源1810万吨标

煤（原煤 2580 万吨或天然气 116 亿立

方米），节能减排环境效益显著，且充

分利用国内可再生能源，不增加消耗

矿物能源，可提高能源自给率和能源

安全。增加就业，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升

级发展。两项工程总投资 3418 亿元及

投产后的发电用电效益，可拉动内需

GDP 增速，其中风电投资 1920 亿元，

主要用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投产后可增

加税收和综合经济效益，有利于当地经

济跨越式发展，赶上发达地区水平。

长距离大容量输送风电在世界上

属首创，但没有技术上不可克服的难

题，经济上可行，可增加非化石能源

供应比重，减少中、东部经济发达地

区火电对环境的污染。建议国家主管

部门将其列入“十二五”电力规划，

并尽早开工建设。

4 建议

上述两项直流输电工程是巨大的

系统工程，建设项目多，牵涉面广，

参建公司多，投资大、效益好，经营

管理难度大、技术上世界首创。需有

关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各公司统一认

识，大力支持用改革办法组织建设经

营管理，才能完成。为此建议 ：

（1）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尽早委

托电力工程规划设计咨询工程公司对

蒙东－华东、酒泉－华中两项输送风

电为主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作可行

性研究，对建设的必要性、可行性，

输电容量，电压等级，两端换流站地

址，输送风电和火电比例，风电规划、

摄影：李永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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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火电及抽水蓄能电站规划和接入

方案，受端配套电源和智能电网建设，

电网调度运行方式等进行深入细致的

研究分析，提出可行性研究报告。如

可行，列入“十二五”规划，尽快明

确项目法人组织实施。

据了解哈密至郑州直流工程输送

风电容量初步定为 3GW，小了一些，

以后可根据实际运行情况逐步提高至

合适比例。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供

今后建设、运营参考。

（2）提高对发展风电重要性认识，

明确各省市各电网利用风电配额。

从资源、环保及长远可持续发展

看，风电将是今后发电电源的重要组

成部分，发电量将超过水电，可减少

新增火电，是解决新增用电、节能减

排的重要战略措施，根据我国资源特

点，风电发展采用优先就地开发利用

和建设大型风电基地向外送电相结合

的方针，因此各省市有关部门、各发

电公司、各级电网公司要提高对发展

风电重要性的认识，做好风电发展规

划，在风电资源少的地区要接受区外

送入的风电。国家要明确各省市各电

网利用风电的配额，并采取优惠政策

鼓励风电发展。

（3）加强跨区大容量长距离输送

风电的科研工作。

跨区大容量长距离输送风电是一

项创新工作，国内外无成熟经验，风

电的随机性不稳定性增加了电网安全

经济运行困难，需其他电源协调配合

运行。要研究各大风电基地发电特性，

风电在电网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根

据用电增长需要优化的配置建设其他

电源 ；风电利用小时低，如何确定长

距离输送风电合理弃风的经济可用容

量 ；研究不同比例风电对电网安全运

行影响，发展智能电网提高电网消纳

风电能力保障安全经济运行，电网调

度运行管理方式等都需结合我国风电

发展实际大力加强有关科研工作。当

前要着重研究解决哈密至郑州、蒙东

至华东、酒泉至华中、蒙西风电外送

的重大科技问题。并着眼长远开展有

关风电发展规划（2020 年 200GW，

2050 年约 800GW）中的重大课题进

行前瞻性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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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我国风力发电取得了不

俗的成绩，但一些应用设计方面的技

术和理念还有待领会和提高。其中，

风电机组机群布置的环境考量应该成

为今后风电场设计的一个重要方面。

之所以说风电是绿色能源，原因

在于其生产电能时污染物排放少，同

时也在于其主要生产设施可以做到环

境友好，是可以“契合”自然的，进

而与人们社会生活的精神需求相一致，

是可持续发展的。

如此认识风力发电，让风电担负

起洁净又赏心的“绿色”期望就是可

以理解的。风电场往往绵延几十平方

公里以上，如此庞大的工业设施，人

们不单看重生产工艺（不排放废气），

也有托于外在形式，希望其与所在土

地能够和谐统一，能够讲究一点审美。

1 审美设计的核心是体现功
能美

美学是一门哲学，虽然无处不在，

却又艰涩难懂。本文的重点在于提醒

人们关注忽视了很久的一个现象，注

意风电场设计的美学要求，而不在于

研究美学学科本身。因此，展现美学

不是本文目的，也不是花纹装饰，引

用一点美学概念，用意完全在于引出

一个思考，说明风电场设计讲究一点

审美是有依据的。

审美设计的表面含义一般不会引

起歧义。现代美学概念里，审美设计

有着广泛的涵义，其更被视为一种实

践形态和文化形态。审美设计的目标

是使工业产品和人的整个生存环境符

合审美的要求，而审美设计的核心是

体现功能美，也就是“产品的实用功

能与审美的有机统一” [1]。

2 风电场设计普遍存在“重
功能”现象

借助风电设备，将地球表面蕴藏

量巨大的风能资源转换成电能以供日

常使用，这一人类宏伟梦想近十余年

风电场设计中的美学追求
杨建设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 ,	北京 100024）

摘  要 ：所有工业产品乃至景观环境的设计，都应符合美学要求，风电场工程往往成为一项绵延几十平方公里以上范围的

工业设施，其设计更应该符合美学要求。本文点评了风电场设计普遍存在的“重功能”现象，给出了风电场微观

选址审美设计的两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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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esthetic Pursuit in Wind Farm Design
Yang Jianshe

(Hydropower Beijing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As industrial product and landscape design should meet aesthetic requirements, wind power projects, covering more than dozens 

of square kilometres generally, should also have aesthetic pursuits. It is evaluated of the phenomena in wind farm design which only 

focused on practical function and ignored in aesthetic value, and two ideas of aesthetic design in wind farm micro-siting were also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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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得以实现 ：全球风电装机规模已经

接近 300GW，我国风电装机总量更是

位列第一。值得注意的是，就我国风

电场建设而言，如此规模的发展业绩

还伴随有重实用功能、轻审美要求的

普遍现象。

这种现象的存在，既与设计者审

美素养有关，也与行业缺乏趋美环境

相联系。风电场设计往往止步于技术

功能的数字达标，风电开发商更是缺

乏审美的价值意识，常常满足于经济

指标主导的考核体系。应该意识到，

此种现象不加以改观，势必将影响风

电作为绿色能源的原有价值。

此种现象的具体表现有哪些方

面呢？

一般风电场构成主要包括三部分：

风电机组、集电线路及升压站。

目前阶段的风电机组有着大容量、

大高度、大叶片的发展趋势，单机容

量大都是兆瓦级，塔架加叶片通常都

在超百米高度，而机体线条则以垂直

线加叶轮为主要形式。这种风电机组

给人们的视觉印象，就单体而言或许

见仁见智，但一定还有审美创新空间

可求，不然业内就不会存在关于三叶

片、两叶片孰美孰丑的争论，形体“突

兀、僵硬”也不应该是风电与生俱来

的特征。

诚然，创新风电机组外形设计肯

定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它的可行性和

必要性甚或是当前阶段都不能承受之

重。所以，关于风电机组，主要讨论

与其布置有关的话题似乎更现实一些。

目前，风电场设计中风电机组机

群的布置主要基于风能资源捕捉和转

换的原理，设计者主要依据的是资源

利用的最大化原则。也就是说，主要

考虑的是投资开发的经济性要求，或

是说风电场作为产品设施的功能性需

要。这样的思考方式，常常促成了风

电机组布置与所在地环境“两张皮”

的状况，一块原本优美自然的场地，

其状况甚至让人联想到一处花香胜境

徒然降下刀光剑影一般。

其次是集电线路。

目前风电场集电线路的设计主要

有电缆敷设和架空线路两种型式。电

缆敷设虽说成本较高，但因埋于地下，

是一种“干净”的应用方式。架空线

路置于风电机组之间和地面之上，一

般易于造成“充盈散乱”的画面，但

因成本低廉，我国现有风电场建设却

采用最多。

从维护景观效果考虑，今后风电

场建设应该提高电缆敷设的应用比重，

不能说起风电场就令人联想到一片“蜘

摄影：陈伟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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蛛网”。

第三是升压站。

风电场升压站主要包括变配电设

备和运行管理建筑两大部分。变配电

设备部分由于电气设备集中，与人们

常见的电力站所设施一样，外观普遍

难说美观。运行管理建筑部分外形与

一般建筑没有大的差异，其外观形式

完全可以按照一般建筑要求把握审美

设计。可以说，运行管理建筑部分的

审美设计易于有所作为。事实上，国

内确实有些升压站建筑设计得法，形

状、色彩、风格能够与当地环境契合

天成，但只有功能，堪为败笔又浑然

不知者更多。

比较而言，风电场三个主要构成

部分中，集电线路和升压站本身处于

辅助地位，相对于主体设备的风电机

组机群而言，体量不大，景观影响也小，

只要在观念上给予重视，增加些许投

入则易于实现审美设计目标。而对于

基本功能在于捕获并转换风能的风电

机组机群，占地范围和体积巨大，更

大程度地影响着风电场主要外观，且

追求审美价值可能会碰触到保证生产

效率的“核心利益”，进而遇有观念上

的阻碍，为此，以下再就风电机组布置，

即风电场微观选址的审美设计展开进

一步的探讨。

3 微观选址审美设计的两点
建议

“一片自然风景就是一种心境”[2]，

这个道理告诉我们，美感依存于人们

的欣赏，而让风电机组机群融入所在

地环境，成为天人合一的一处风景，

也是人们的普遍愿望。为实现这种愿

望，人们做得再多也不为过。但目前

阶段而言，本文并不奢望审美设计能

够享有大把时间和金钱，而以为借助

秩序、整一、和谐等简单而基本的审

美形态做出一些尝试，已经很有意义。

（1）沿地物的线状布置

一些风电场装机规模不大，坐落

于江河湖泊岸线，主要交通道路两边，

隆起坡顶山梁之上的风电场，可以尝

试采用沿地物的线状布置形式。

这样区域的一个共同地形特点，

就是存在一条或几条地物线，或说是

有着明显的线状地标。如果我们能够

抓住这条“线索”，也许就抓住了这块

地的精髓。如果将几十台风电机组依

次沿着这个地块的某条线布置开来，

就可能使风电机组这个后来者，融合

进原有地块的秩序当中。这样一来，

一队大风车“放下身段”，沿水岸，挨

道旁，顺山脊“寄居”下来就可以少

一些唐突和不合。

浏览风电场资料，这种沿地物线

状布置的方式确实多有成功案例，如

丹麦Middelgrunden风电场项目等。他

们能够被人们认可并欣赏的经验之道，

大都可以追寻到以柔和线条嵌入原本

从容、空灵自然之间，取得一种静谧

的和谐之美中去。

（2）多排布置

大规模集中基地式开发是我国迄

今风电开发的重要形式。这种开发方

式的装机规模大，机组数量多，所在

区域多以平缓地形为主，风电机组布

置不当，不但严重影响产能受益（机

组尾流影响），也会破坏原有景观，甚

至形成视觉污染，尽管有些地处人口

密度较低的偏远地区。

考察我国多处大型风电基地的风

电机组布置，一般多是随机摆放（依

据软件计算），也有多排直列线条形式，

视觉效果多数不佳。今后的大型风电

场微观选址，是否可以依据地形，以

及更广阔的周边环境，采用一些变化

的柔性线条，构建不呆板的视觉队列，

是值得思考和期待的。放开想象一下，

未来某个大型风电场的风电机组机群，

顺风向看去，如果形如一道道逐次散

开的涟漪飘落在旷野之上，何尝不可？

4 结语

审美于人于社会是不可或缺且意

义非凡的。

我们希望首先在一些环境景观要

求较高的地区，或者电量收益稍许让

步就能得到较高审美价值回报的场合，

建设者们愿意为经济收益与审美价值

双重收获做出努力。人们用尽才华向

大自然索取资源的时候，为有长久而

健康的回报，记着视野再大些眼光再

远些，不能过贪。

曾经看到过一些报道，预言家们

为未来风能利用描绘了很多画面，印

象较深的有视野之外云端之上的“风

筝式”风电设备等，那种场景也许在

很远的未来才会出现，那时人与地球

应该已经达成完美和谐的自然系统。

本文大谈风电场建设审美，甚或

会给人飘渺空谈、杞人说梦的感觉，

但笔者确实觉得，风电真的到了该谈

谈这个话题的时候了。愿我们一起做

好这个梦，用我们的努力，以绿色能

源支撑起我们的绿色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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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宁夏地处西北内陆地区，属大

陆性温带季风气候区。据测算，宁

夏风能资源总储量约为 22530MW，

适宜风电开发的风能资源储量约达

12140MW。风能资源丰富区分布在贺

兰山南端东侧开阔区域、贺兰山与桌

子山之间的狭窄地带、青龙山与罗山

之间的狭窄地带，年平均风功率密度

为 150W/m2– 200W/m2，年平均风速

为 5.8m/s– 7.0m/s，完全适于开发风

电项目。

截至 2012 年年底，全区风电机

宁夏地区风电场出力特性分析
韩宝云，杨中其，林恒，罗芳，王耀贤

（宁夏新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	宁夏	银川		750021）

摘  要 ：本文根据风电场出力的相关数据，分析了宁夏地区单个风电场和多个风电场组成的风电场群出力的特性及风电场

负荷趋势。通过对宁夏地区 5 个已运行的单个风电场 5 分钟平均负荷数据的统计分析，得出了相关结论。

关键词 ：风电场 ；风电场群 ；出力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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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 Farm Output Characteristics of Ningxia Region
Han Baoyun, Yang Zhongqi, Lin Heng, Luo Fang, Wang Yaoxian

（Ningxia Institute of New Energy Co., Ltd., Yinchuan Ningxia  75002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wind farm output data,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output characteristics of single wind farm and a number of wind farms of 

Ningxia region. �rough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5 minutes on average load data of 5 single wind farms which has been operated 

for years, this paper drew the relevant conclusions.
Keywords: wind farm; wind farm groups; output characteristics

组装机容量已突破 2560MW，先后建

成了贺兰山风电场、太阳山风电场、

麻黄山风电场、长山头风电场、青铜

峡风电场等风电项目。 
随着风电机组装机容量的增加，

风力发电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熟悉。

然而，对风电的快速发展也有不同的

声音。反对者认为风电是间歇性的能

源，风能在本质上不可靠，大量的风

电上网将给电网安全带来巨大的隐患。

其实这只是一种误解，只有把风能资

源的不稳定性放到整个电力系统的背

景下考虑才有意义，而不是针对某一

个风电场或某台风电机组。风虽然不

会一直吹，但是在一定的区域内，一个

地方的风停了，对整个区域影响并不

大。因此，尽管某一个地方并不是一

直有风，但整体而言仍然可以利用风

能发出可靠的电力。对于整体的电力供

应而言，某台风电机组或某个风电场的

风停之后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1]。本文

对宁夏地区已运行风电场的出力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单个风电场及整

个风电场群的负荷特性。

1 研究对象及数据来源

为了保证数据分析的客观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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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风电场信息表

风电场名称 容量（MW） 主要机型

A风电场 150 1.5MW

B风电场 99 1.5MW

C风电场 99 1.5MW

D风电场 49.5 0.75MW

E风电场 99 1.0MW、1.5MW

表 2  各风电场之间直线距离（km）

相关系数 A C D B E

A 75 \ \ \ \

D 100 30 \ \ \

B 100 50 65 \ \

E 150 100 110 50 \

表 3  风电场 5分钟平均负荷相关系数表

相关系数 D C E B A

D 1

C 0.62 1

E 0.41 0.47 1

B 0.53 0.63 0.62 1

A 0.17 0.56 0.43 0.49 1

表 4  风电场 2011 年 4 月（大风月）5分钟平均负荷相关系数表

相关系数 D C E B A

D 1

C 0.74 1

E 0.51 0.53 1

B 0.69 0.74 0.65 1

A 0.42 0.61 0.52 0.6 1

表 5  风电场 2011 年 9 月（小风月）5分钟平均负荷相关系数表

相关系数 D C E B A

D 1

C 0.63 1

E 0.44 0.21 1

B 0.65 0.47 0.48 1

A 0.18 0.42 0.00 0.04 1

我们选取了宁夏地区部分已运行风电

场的实际运行的负荷数据。数据为

2010 年 1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0 月 31
日的 5 分钟平均值。并将 5 个风电场

作为一个风电场群整体统计分析研究，

找出其负荷特点和单个风电场之间的

异同。各风电场信息见表 1。

2 风电场负荷相关性

对 A、C、D、B 和 E 风电场一

个完整年的负荷数据进行分析，计算

出各风电场不同时间尺度下平均负荷

的相关系数，结果如表 2 所示。可以

看出，C、B 和 A 风电场之间相关性

较好 ；A 和 D 之间相关性较差 ；E 与

D 相关性较差。

风电场 5 分钟平均负荷相关系数

如表 3 所示。表 4、表 5 分别为各风

电场 2011 年 4 月份、9 月份 5 分钟平

均负荷相关系数。由表 4 可见，在大

风天较多的月份（4 月），风电场之间

负荷相关性较好 ；由表 5 可见，在小

风天较多的月份（9 月），风电场之间

负荷相关性较差，这与各区域风速的

相关性一致。

3 风电场负荷趋势

图 1 为各风电场及风电场群月平

均负荷率曲线图。由图 1 可见，不同

风电场月平均负荷变化趋势相近，风

电场群月平均负荷与单个风电场月平

均负荷变化趋势相似，但是风电场群

负荷曲线较为平滑，没有单个风电场

负荷变化率大，其月平均负荷率既不

如 E 风电场那么高，也不像 D 风电场

那么低，而是位于两者之间 [2]。

图 2 为各风电场及风电场群 2010
年 11 月日平均负荷率曲线图。由图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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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各风电场及风电场群 2010 年 11 月日平均负荷率曲线图

见，不同风电场日负荷变化趋势相近，

但是变化幅度差别较大 ；风电场群日

平均负荷与单个风电场日平均负荷变

化趋势相似，但是风电场群负荷曲线

图 3	E 风电场 2011 年 9 月平均负荷率曲线图

图 1	各风电场及风电场群月平均负荷率曲线图

略为平滑。

由于风资源的变化，单个风电场

在风能资源丰富时段，会出现连续数

天风电场负荷较大（如 E 风电场 2011

年 9 月份，见图 3）；而在风能资源匮

乏时，会出现连续数天负荷小于 5%
额定负荷，个别日平均负荷率接近于

0（如D风电场2011年1月份，见图4）。

4 风电场负荷变化特点

从表 6 和表 7 可以看出，单个风

电场 5 分钟平均负荷变化率在 0–1%
额定负荷范围内的变化率出现频率

最大。其中，D 风电场在此范围内

的负荷变化率占了 77.39%，最小的

E 风电场在此范围内负荷变化率占了

57.15%。10% 以上额定负荷范围内的

变化率出现频率极小。其中，D 风电

场为 0.91%，C 风电场为 0.96%，E
风电场为 1.03%，B 风电场为 1.07%，

A 风电场为 0.61%。

同样，风电场群相邻 5 分钟负荷

的变化率也主要集中在 0 － 1% 额定

负荷，频次为 74.04%，变化率在 10%
额定负荷以上累计频次仅为 0.06%。

也就是说，相邻 5 分钟内的风电场群

负荷变化很小。

由表 7 可以看出，由于地理分散

效应，风电场群 5 分钟平均负荷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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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风电场群及各风电场不同时间尺度平均负荷变化率平均值（%）

时间尺度 D C E B A 风电场平均 风电场群

5分钟 1.011  1.487  1.274  1.392  1.333  1.300  0.771

1 小时 4.613  5.928  5.169  5.704  5.018  5.286  3.459

日 10.860 13.133 18.238 13.655 15.354 14.248 10.860

月 6.138 7.811 8.739 8.640 7.628 7.79 7.060

表 7 风电场群及各风电场 5分钟平均负荷变化率频次表

D C E B A 场群

0-1% 77.39% 57.30% 57.15% 62.24% 58.64% 74.04%

1%-2% 0.03% 17.87% 24.26% 12.54% 19.11% 17.94%

2%-3% 0.04% 9.91% 4.05% 8.77% 9.83% 5.14%

3%-4% 18.50% 5.95% 7.84% 5.87% 5.03% 1.65%

4%-5% 0.29% 3.12% 2.70% 3.94% 2.86% 0.62%

5%-6% 0.00% 1.95% 0.92% 2.28% 1.62% 0.27%

6%-7% 0.09% 1.30% 1.25% 1.39% 1.03% 0.13%

7%-8% 2.70% 0.77% 0.40% 0.91% 0.61% 0.08%

8%-9% 0.03% 0.54% 0.39% 0.55% 0.43% 0.05%

9%-10% 0.00% 0.34% 0.27% 0.43% 0.24% 0.03%

10%-20% 0.87% 0.88% 0.63% 0.97% 0.58% 0.06%

20%-30% 0.04% 0.06% 0.07% 0.09% 0.02% 0.00%

30%-40% 0.00% 0.01% 0.02% 0.01% 0.01% 0.00%

40%-50% 0.00% 0.01% 0.02% 0.00% 0.00% 0.00%

50%-60% 0.00% 0.00% 0.01% 0.00% 0.00% 0.00%

60%-70% 0.00% 0.00% 0.01% 0.00% 0.00% 0.00%

表 8  风电场群平均负荷

序号 时间尺度 平均负荷率 平均负荷 备注

1 5分钟 22.30% 110MW

总计算容量为

495.5MW

2 1 小时 22.30% 110MW

3 日 24.78% 122.8MW

4 月 24.84% 123.1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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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 0.771%，低于单个风电场 5 分钟

平均负荷变化率的平均值 1.3%。

5 风电场群平均负荷

由表 8 可见，风电场群不同时间

尺度的平均负荷都在 110MW 以上。

6 结论

通过对宁夏地区 5 个已运行单个

风电场 5 分钟平均负荷数据的统计分

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

（1）单个风电场的负荷特性取决

于当地的风能资源的特性 ，但是由于

风电机组分散布置（相对于火电机组）

和转动惯量及机组性能的影响，风电

场的负荷特性和风资源的特性并非完

全一致 [3] ；

（2）风电场区域内的风速每个月

图 4	D 风电场 2011 年 1 月平均负荷率曲线图

都会出现从零风速到额定风速之间变

化的现象，单个风电场的风速变化波

动幅值较大，造成风电机组负荷会从

接近零负荷到额定负荷之间变化。对

于风电场群而言，零负荷也会出现，

但是已经较单个风电场有了较大的改

善，零负荷时间大幅度减少 [4] ；

（3）在整个区域内全区性的大风

天气时，从西至东方向的风速具有连

贯性，风电场的负荷沿风通道呈现时

间上的滞后性，风电场群的负荷具有

很好的可预测性。而在小风天气时段，

区域内不同风电场的风速的变化互不

相关，风电场群负荷表现出很好的互

补性。区域内的风电场的风资源以小

风占主导地位 ；

（4）风电场内的风电机组，在转

动惯量和有功功率控制策略的作用下，

可以有效平抑秒级时间尺度的有功负

荷波动 ；另一方面，风电场内不同的

风电机组由于风速波动的随机性和风

峰、风谷到达时间不同，存在一定的

互补性，可以抑制数分钟以下时间尺

度的有功负荷波动 ；

（5）由于风电场之间的地理分散

效应，不同位置风电场的风峰和风谷

到达时间不同，最大负荷变化率出现

的时刻也不同，从而实现互补，降低

了整个风电场群的负荷变化率 ；

（6）风电场群负荷存在明显的互

补性，并且随着风电场群装机规模的

增加，风电负荷的互补性增强，风电

资源大规模集中开发不仅具有明显的

规模经济优势，还能够有效降低风电

负荷变化率，有利于缓解电力系统调

峰调频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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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人类对能源的消耗也

日益增加，常规能源带来的环境污染和能源价格日益攀升，

使得新能源行业发展得到广泛重视。风能凭借其清洁、无

污染、可再生等特点，逐渐成为 21 世纪人类利用的主要新

能源 [1]。随着国内对可再生能源需求的增加，风电机组尺寸、

容量也随之变大，叶片尺寸的增大尤为明显。随着叶片长

度的加长，叶片破损率也随之增高，叶片一旦破损，将会

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风电机组叶片在批量生产之前，

必须完成叶片载荷测试，以确保叶片强度及动力学特性的

要求。在叶片载荷测试中，叶片载荷量与输出电信号的标

定非常重要，选定标定方法合理与否，直接影响着载荷测

试结果的准确性，从而直接影响到叶片的寿命，关系到整

一种风电机组叶片机械载荷标定方法
的研究﹡

李国庆，徐占华，张国军

（华能通辽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内蒙古	通辽，028000）

摘  要 ：本文提出一种确定风电机组叶片载荷量与传感器输出电信号之间关系的标定方法，消除摆振与挥舞弯矩之间的正交敏

感，以获得更为真实的载荷数据。主要讨论了如何利用叶片自身重量进行载荷标定的过程，并利用标定矩阵确定正交

敏感度，从而校正测量结果的相关问题。阐述了叶片摆振和挥舞方向的载荷标定方法，介绍了正交敏感度的产生与影

响，将标定矩阵引入到叶片载荷标定中。根据实测的叶片载荷标定数据，分析了影响因素并校正了测量结果，提高了

载荷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可靠性。  

关键词 ：叶片 ；摆振 ；挥舞 ；标定 ；正交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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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 calibration method for determining wind turbine blade loads and output signals were introduced. Cross-sensitivity between 

edgewise and �atwise signal measurements was eliminated so as to get more actual load data.�is paper mainly discussed how to 

use the blade's own weight for calibration and made sure cross-sensitivity between edgewise and flatwise signal measurements 

by calibration matrix, then correct the measurements. �e calibration method of two measurement signals on the edgewise and 

flatwise bending moments was expounded. The production and effect of cross-sensitivity were introduced and the calibration 

matrix was used in the blade load calibration in this paper. �e in�uencing factors were summarized and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were corrected according to the calibration data of blade loading test so as to ensure the accuracy and the reliability of the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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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风电机组的安全性、可靠性等。

本文提出了一种叶片载荷标定方法，该方法是把叶片

重力看作静态载荷，通过理论推导和实验测试来完成叶片

载荷的标定，从而有效地消除或减小了摆振与挥舞弯矩之

间的正交敏感的影响，减小了摆振和挥舞弯矩的误差，最

终确定叶片摆振和挥舞两个方向的弯矩与传感器输出电信

号之间的更为准确的线性关系，提高了叶片载荷数据处理

效率 [2]。

1 标定准备

叶片获得的风能是通过叶根传递给轮毂的。整只叶片

在叶根处承受的载荷最大，因此在叶根处设置测点十分具

有代表性。考虑到叶片的载荷信号测量主要针对叶根弯矩，

因此选择对叶根弯矩的标定作为测试对象。风电机组叶片

摆振和挥舞方向如图 1 所示 [3]。

为了避免叶片螺栓局部应力的影响，选择尽量远离叶

片法兰盘的圆柱位置作为传感器的安装点，以 1.5MW 的

37m 长叶片为例，传感器安装在如图 2 所示位置。

 

2 标定方法

2.1 标定

目前，通常采用在靠近叶尖处作用一个外力的形式，

来标定叶根载荷传感器。此方法精度虽然高，但消耗的人

力和财力过大，不宜采用。本文从节约成本方面考虑，不

需要叶片外加载荷，而是利用叶片自身的重力作为外部标

定载荷，但该标定方法需要准确地确定应变片位置及叶片

沿轴线方向单位长度的质量分布，以减小标定误差 [4]，如

图 3 所示。根据叶片生产厂商提供的参数，确定叶片质心

及由重力产生的弯矩大小 Mg。
在风速平稳且低于切入风速时，将叶片桨距角调整为

0°并慢慢地转动风轮，使之旋转 360°，叶片质量将引起摆

振信号变化 ；再将叶片桨距角调整到 90°，再使风轮慢慢旋

转 360°，叶片质量将引起挥舞信号变化，最后根据测量的

电压信号进行静态载荷标定计算。在输出信号中，分别确

定挥舞和摆振方向电压信号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以某风场

实测数据为例，当风电机组叶片桨距角分别为 0°和 90°时，

测量的摆振和挥舞的电压信号如图 4 和图 5 所示。根据以

图 1	风电机组叶片摆振和挥舞方向示意

图 2	叶根传感器安装位置

图 3	传感器安装位置处某一方向弯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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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公式计算 ：

                 
                                                                              

（1）

                 
                                                                              

（2）

              
                                                                              

（3）

              
                                                                              

（4）

其中，Kflap、bflap 分别表示挥舞信号中标定公式的斜率

和偏移量 ；Kedge、bedge 分别表示摆振信号中标定公式的斜率

和偏移量 ；UMaxflap 和 UMinflap 分别表示测量挥舞信号中的最

大值和最小值 ；UMaxedge 和 Uminedge 分别表示测量摆振信号中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根据上述参数即可以确定各个载荷方向的标定公式 ：

                                            （5）
                                            （6）
其中，Mflap 和 Medge 分别表示挥舞和摆振方向的弯矩，

单位取 kNm ；Uflap 和 Uedge 分别表示挥舞和摆振电压信号，

单位取 V。

2.2 正交敏感度的确定

当摆振方向上弯矩改变时挥舞信号也会受到影响，同

样施加挥舞方向弯矩时摆振信号也会受到影响。制造过程

中由于两片叶片间有连接缝隙而导致局部应力十分不稳定，

使得测量结果中掺杂了其它影响因素，需要对摆振信号偏

转一个角度（ 15°）进行测量，如图 6 所示。这就使得传

图 4	浆距角为 0°时测量的摆振电压信号

摄影：吴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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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浆距角为 90°时测量的挥舞电压信号

图 6	应变片的实际安装位置

图 7	挥舞和摆振弯矩曲线校正前后的对比

感器安装位置与预期有所不同，从而导致了正交敏感度的

产生。

因此，需要确定挥舞、摆振弯矩测量信号两者之间的

正交敏感关系式来进行校正 [5]。在风电机组型式认证中，

IEC 61400 － 13 机械载荷测量中建议利用一个标定矩阵校

正正交敏感度 [6]。利用静态载荷标定方法中测量的叶片内

表面应变与预期理论的弯矩进行比较，得到标定系数。

                                 （7）
                                （8）
其中，cflap 和 cedge 分别表示挥舞和摆振信号的标定系数， 

A1、A2、A3、A4 分别表示矩阵系数，即

            
                                                                              （9）

假设没有交叉敏感存在来建立标定系数 cflap 和 cedge，利

用几个完整的风轮旋转次数并通过回归分析估算得到对角

线矩阵系数 A1 和 A4。当叶片浆距角为 0°时，Mflap 近似为零。

                    
                                                                            

（10）

当叶片浆距角为 90°时，Medge 近似为零。

                    
                                                                            

（11）

系数 A2 和 A3 是由交叉敏感度影响引起的，根据确定

桨距角（除 0°和 90°）下的标定试验和公式（7）和公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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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交叉敏感度系数 A2 和 A3[7]。

然后利用如下公式校正测量的挥舞和摆振弯矩 ：

           

                                                                            （12）

          

                                                                            （13）

2.3 消除正交敏感影响

图 7 是根据某风场实测数据利用正交敏感矩阵对测量

结果进行的修正，其中蓝色曲线表示测量的挥舞和摆振弯

矩，黑色曲线表示修正后的结果。根据图 7 可知正交敏感

度的影响主要是指摆振方向的信号变化，究其原因主要是

叶片摆振方向传感器安装位置与预期有所不同。通过校正

正交敏感度来消除挥舞和摆振弯矩之间正交敏感的影响，

成功实现了对叶片机械载荷的标定，从而可以得出更为真

实的弯矩曲线、更为精确的测量结果。

3 结论

此风电机组叶片载荷标定方法在工程实践中得到了广

泛应用，载荷测试结果证明此方法是科学、高效的，并且

成本低廉。通过此方法给出的标定载荷方程，可得到风电

机组在运行过程中更为精确的实测叶片的挥舞弯矩和摆振

弯矩的载荷时间历程数据，为整个风电机组在实际运行过

程中的载荷计算、载荷谱编制、风轮各部件的损伤情况、

风电机组叶片的定寿提供更加精准的载荷实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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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大型风电机组塔架顶端安装有较大质量的机舱和旋转

的风轮，塔架受到它们的载荷和叶片旋转产生的动载荷。

此外，在自然风的作用下，风速、风向和风压会对塔架产

生动载荷。由于它们的共同作用，会引起塔架的变形和振动，

这种振动不但引起塔架的附加应力，影响结构强度，而且

还会影响塔架顶端叶轮的变形和振动。同时， 塔架的振动有

可能与叶轮旋转产生共振，从而影响风电机组性能。本文

对酒泉风电基地瓜州风电场某大型风电机组进行模态分析，

分析结构动力固有特性，确定结构的固有频率和固有振型，

以了解其动态特性，从而判断塔架固有频率是否会与叶轮

旋转频率重合，产生共振。

1 分析条件

1.1 模型简化原则

（1）整体模型中建立法兰，但不考虑两法兰之间的接

基于ANSYS Workbench的大型风电
机组塔架模态分析﹡

张晓峰 1，王建东 2，刘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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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大型风电机组叶轮旋转时的动载荷及随机风载荷共同作用会使塔架产生共振的问题，本文以酒泉风电基地瓜

州风电场某大型风电机组塔架为研究对象，利用 ANSYS Workbench 软件建立了塔架的三维有限元模型，进行了不

同约束下的模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所分析的 1.5MW 风电机组塔架的固有频率在规定的范围之内，不会产生共振，

为作进一步的动态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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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影响使之成为一体 ；

（2） 不考虑法兰上的螺栓、塔架内部的附属结构等构

件。塔架内部爬梯质量小，对塔架有限元分析不会产生影响，

可省略处理 ；

（3） 在变厚度的塔壁处 , 使塔架壁呈现 1 ：4 的渐变 , 
不考虑焊接的诸如焊缝缺陷、残余应力 ；

（4）塔顶质量模拟。考虑机舱、轮毂和叶片质量及

转动惯量对塔架模态的影响，在塔架顶端加载偏心 Point 
mass 质量单元 ；

（5）塔底质量模拟。在塔架底部基础混凝土的重心位

置创建一个质量单元，其质量大小与基础混凝土质量相同 ；

（6） 塔架基础钢筋质量忽略。

1.2分析条件

（1）塔架底部有门洞或无门洞 ；

（2）塔架顶端加载偏心 Point mass 模拟风轮和机架，

与塔顶法兰自动相连；塔架底部固定连接，即没有基础部分 [1]；

（3）塔架顶部模拟方法同前，塔架底部用 Point mass
质量单元模拟混凝土基础，用无质量刚性梁与混凝土连接 [2]。

1.3技术参数

某 型 1.5MW 风 电 机 组 塔 架 为 锥 筒 式， 高 度 为

57.65m，塔底外径 4m，塔顶外径 2.955m。塔架分为 3 段，

通过法兰连接，塔架各段尺寸如表 1 所列 [3]。叶轮与机舱

总质量为 91000kg，塔架质量为 90400kg，塔架基础质量

为 780600kg ；叶轮及机舱质量中心距塔架中轴线的距离为

0.4m，地基质量中心距塔底中心的距离为 0.8376m。风轮

额定转速为 18rpm[4]。

塔架所用材料为 Q345E 钢，屈服强度 σs=345MPa，

表 1 塔架各段尺寸

序号 高度（m） 外径（m） 壁厚（mm）

1 0 4 20

2 4.75 4 20

3 4.75 4 16

4 13 3.837 16

5 13 3.837 14

6 26.75 3.94 14

7 26.75 3.94 12

8 37.75 3.348 12

9 37.75 3.348 10

10 54.25 3 10

11 54.25 3 18

12 57.65 2.955 18

摄影：张晓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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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模量 E=2.1GPa， 泊松比ν=0.3，密度ρ=7850kg/m3。

塔架基础所用材料为混凝土 C40，弹性模量 E=32.5GPa， 
泊松比 ν=0.2，密度 ρ=2500kg/m3。

2 分析流程

2.1 创建模态分析项目

启动 Ansys Workbench，进入项目管理区，双击左

侧 Toolbox 中的 Analysis Systems → Modal 选项，建立

Modal 分析项目。

2.2 添加材料信息

双击 Static Struc-tural 中 Engineering Data 选项，

在 Engineering Data 窗口中，新建材料 Q345E，添加弹

性模量和泊松比，然后回到 Project 窗口。在 Project 界面

中双击 Model 进入分析界面，更改模型材料。

2.3 导入几何模型

在 Pro/engineer5.0 中建立塔架整体三维模型，点击

嵌入其中的 Ansys14.5 → Ansys Workbench 选项，直接

将模型导入 Modal 分析树 Geometry 中。

2.4 加载塔顶质量单元

Modal Mechanical 环 境 下 在 Outline 的 目 录 树

中， 选 中 Geometry， 右 击 选 择 Insert → Point mass，
在 Graphics 中选中塔顶法兰表面。在 Details of “Point 
mass”中输入质心坐标（0，57650，－ 400）和质量

91000Kg。
2.5 加载塔底混凝土基础质量单元

分 析 条 件 2 下， 在 Outline 的 目 录 树 中， 选 中

Geometry，右击选择 Insert → Point mass，在 Graphics
中选中塔底法兰表面，在 Details of “Point mass2”中输

入质心坐标（0，－ 0.8376，0）和质量 780600Kg。加载

有质量单元的塔架三维模型如图 1 所示。 
2.6 网格划分

选择 Mesh，右击选择网格尺寸选项 Sizing，在

Sizing 的属性菜单中，设定网格尺寸为 100mm，由于计算

机资源所限，网格尺寸小于 100mm 时，运算时间会很长 ；

选择 Outline 窗口中 Project → Model → Mesh，右击选择

Generate Mesh，对塔架进行网格划分。总共得到 768536
个节点，386716 个单元，塔架网格模型如图 2 所示。  

表 2 塔架模态分析各阶频率及振型

阶数
无门洞（Hz） 有门洞（Hz）

振型描述
固定连接 基础刚性连接 固定连接 基础刚性连接

1 0.51321 0.51315 0.51498 0.51323 X 方向一阶弯曲

2 0.52275 0.51879 0.52175 0.51994 Z 方向一阶弯曲

3 2.00010 2.05870 2.05410 2.05270 绕 Y轴的一阶扭转

4 3.16600 3.74680 3.75820 3.74490 ZY 平面内二阶弯曲

5 4.95790 4.94410 4.98810 4.95770 XY 平面内二阶弯曲

6 5.69970 6.05320 6.04760 6.04770 三阶弯曲

图 1	加载质量单元有门洞塔架的三维实体模型

图 2	塔架网格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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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前 10 阶固有频率与风轮工作频率的相对差

阶次
固有频率

（Hz）

风轮工作频

率（Hz）
相对差% 是否共振

风轮 3倍频

率（Hz）

相对差

%
是否共振

1 0.51315 0.3 71.1 否 0.9 -129.0 否

2 0.51879 0.3 72.9 否 0.9 -127.1 否

3 2.05870 0.3 586.2 否 0.9 386.2 否

4 3.74680 0.3 1148.9 否 0.9 948.9 否

5 4.94410 0.3 1548.0 否 0.9 1348.0 否

6 6.05320 0.3 1917.7 否 0.9 1717.7 否

注：相对差 =（塔架固有频率 -风轮工作频率或 3倍工作频率）/ 风轮工作频率。

图 3	刚性梁连接

图 4		1、2 阶振型

图 5		3、4 阶振型

2.7 建立自动连接

右击 Model →选择 Insert → Connections 选项，自

动建立起塔顶质量单元与塔顶的连接关系。

2.8 施加固定约束

分 析 条 件 2 下， 右 击 Analysis Settings， 选

择 Insert → FiexedSuppert 选 项， 选 Details 
of“FiexedSuppert”→ Geometry，选择塔架底面为固定端，

建立约束。

2.9 建立刚性梁连接

分析条件 3 下，右击 Connections →选择

Insert → beam 选项，在 Details of “Circular 
…”中，设置 Material 为混凝土 concrete，
Radius 为 2m，Scope 为 Body － Ground，参

考坐标等。塔架底部与混凝土基础质量单元的

刚性梁连接如图 3 所示。

2.10 设置求解项

右击 Solution，选择 Deformation → Total
选 项；单 击 F2 快 捷 键， 更 名 为 Total  
Deformation － Mode 1 ；采用同样方法，添加

2~6 阶模态求解项。

2.11 求解

右击 Solution，选择 Solve 选项，弹出进

度显示条，表示正在求解，当求解完成后进度

条自行消失。

2.12 显示结果

求解结束将得到 Graph 图形和 Tabular 
Data 表，给出对应模态频率条形和频率表。选

择 Solution/TotalDeformationMode 1~6，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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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各阶振型 ；选择 Report Preview，可显示完整的项目

分析报告。

3 分析结果

塔架模态分析各阶频率如表 2 所列。

塔架模态分析各阶振型如图 4 至图 6 所示。 

4 分析讨论

塔架固定端约束前 6 阶固有频率与风轮工作频率的相

图 7	塔架 1—10 阶固有频率柱形图

对差如表 3 所列 [5]。

图 7 为塔架 1 － 10 阶固有频率柱形图，

由图可看出 ：四种情况下的 1、2 阶固有频率

相差不大，3 － 9 阶无门洞塔架底部固定连接

时固有频率较有门洞时小，但根据振动理论 , 
塔架振动过程中的能量主要集中于 1、2 阶频

率处，则可认为门洞对塔架固有频率的影响很

小，可以忽略 ；塔架底部固定连接时，无门洞

塔架 3 － 9 阶固有频率较有门洞塔架小，而且

较考虑塔架混凝土基础时的频率也小 [5]。图 6		5、6 阶振型

5 结论

（l）塔架的各阶固有频率与叶轮工作频率、

3 倍工作频率差值都远大于 10%。因此，塔架

不会和叶轮产生共振 ；

（2）门洞对塔架的固有频率和振动形态影

响很小，可以忽略其作用 ；

（3）无门洞塔架固定连接时对高阶固有频

率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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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风电机组的载荷主要分疲劳载荷和极限载荷两种。风

电机组的运行环境状况比较恶劣，要使其在恶劣的环境下

运行 20 年，须对疲劳提出较高的要求。另外，风的不确定

性也会影响疲劳载荷分析的精确性。各种因素对疲劳载荷

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因素对风电机

组疲劳载荷设计的影响，本文通过大量的计算数据对这些

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分析。

1 等效疲劳载荷

风电机组疲劳载荷分析形式主要有三种 ：实时的时间

序列、载荷持续分布（LDD）和等效疲劳载荷。不同的部

件设计要求使用不同的疲劳载荷形式，其中等效疲劳载荷

风电机组疲劳载荷影响因素分析（三）
许移庆

（上海电气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上海	200241）

摘   要 ：风电机组设计主要由疲劳载荷和极限载荷决定，而风电机组运行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使得疲劳载荷对一些

部件的设计尤为重要。影响疲劳载荷的因素很多，本文主要从不同设计运行风速范围和不同设计湍流强度等级两

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了两者各自对疲劳载荷影响的程度。

关键词 ：风电机组 ；等效疲劳载荷 ；运行风速范围 ；湍流强度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10-0082-05

Analysis of Impact Factors on Wind Turbine Fatigue Loads ( Ⅲ )
Xu Yiqing

(Shanghai Electric Windpower Equipment Co., Ltd.,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Wind turbine design is mainly dominated by fatigue loads and extreme loads. Fatigue loads are especially important for some 

components design because of uncertainty and instability of wind turbine operation environment. �ere are many impact factors 

for wind turbine fatigue loads. �is paper mostly compared two impact factors, namely di�erent design operation wind speed range 

and di�erent design turbulence intensity classes, and analyzed their e�ect extent for fatigue loads.
Keywords: wind turbine; equivalent fatigue load; operation wind speed range; turbulence intensity

是最简单的一种，在初步设计时用此方法比较方便，可以

比较快地知道疲劳载荷是否满足要求。

在风电机组中，等效疲劳载荷是根据实时的仿真时

间序列（其中有几个是根据 GL（德国船级社）规范 [1] 或

IEC 标准 [2] 直接进行计算的），通过雨流计数法（RFC）和

瑞利（Rayleigh）分布得到的，本文主要对比分析等效疲

劳载荷。

2 不同偏航误差对疲劳载荷的影响

根据 GL 规范 [1] 和 IEC 标准 [2]，疲劳载荷主要来自

DLC1.2 正常运行工况。对疲劳载荷工况和极限载荷工况

仿真时，都必须考虑一定的偏航误差角度。对 DLC1.2 工

况，一般需要考虑 ±8°的偏航误差角度。通过我们的仿真

结果分析，如果不考虑 ±8°的偏航误差角度，则等效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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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荷基本没有什么变化。表 1 是对某款多兆瓦级风电机组

在考虑 ±8°偏航误差和不考虑偏航误差下等效疲劳载荷的

对比，我们同时也对其他不同型号的多兆瓦级风电机组在

考虑 ±8° 偏航误差和不考虑偏航误差下的等效疲劳载荷进

行了对比，对比结果都差不多，即考虑偏航误差时等效疲

劳载荷有所降低，但降低的幅度非常小，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因此，偏航误差对等效疲劳载荷的影响非常小。

3 不同风倾斜角对疲劳载荷的影响

根据 GL 规范 [1] 和 IEC 标准 [2]，对于陆上风电机组一

般需考虑向上 8°的风倾斜角，而对于海上风电机组一般不

考虑风倾斜角。但对于实际的风电场，由于地形的复杂性，

有时风倾斜角可能大于 8°，有时风倾斜角也可能小于 8°。
表 2 对两款多兆瓦级、不同设计等级风电机组在向上风倾

斜角为 0°、10°和 20°时进行了计算，对比结果如表 2 所示。

从表 3、表 4、表 5 的对比结果可以看出，风倾斜角

的变化主要影响变桨系统和驱动链，特别是变桨系统，随

表 1 不同偏航误差对比

A2/A1 之比值
 m=4    m=7    m=10  

叶根处的

载荷

Fx  1.00 1.00 1.00
Fy   1.00 1.00 1.00
Fz  1.00 1.01 1.02
Mx  1.00 0.99 0.99
My   1.00 1.01 1.02
Mz   1.00 1.00 1.00

轮毂与主

轴连接处

的载荷（旋

转）

Fx  1.00 1.00 1.00
Fy   1.00 1.00 1.00
Fz  1.00 1.00 1.00
Mx  1.01 1.01 1.02
My   1.01 1.01 1.02
Mz   0.99 0.99 0.99

轮毂与主

轴连接处

的载荷（不

旋转）

Fx  1.00 1.00 1.01
Fy   1.00 1.00 0.99
Fz  1.00 1.00 1.00
Mx  1.00 1.00 1.00
My   1.00 1.00 1.00
Mz   0.99 0.99 0.99

塔顶处的

载荷

Fx  1.00 1.00 1.00
Fy   0.99 0.99 0.99
Fz  1.00 1.01 1.01
Mx  1.00 1.00 1.00
My   1.00 1.00 1.00
Mz   0.99 1.00 1.00

注：A1 不考虑偏航误差

       A2 考虑±8°的偏航误差

表 2 标准 IEC III 类设计等级不同风倾斜角对比

B2/B1 之比值
 m=4    m=7    m=10  

叶根处的

载荷

Fx  1.00 1.00 1.00
Fy   0.99 0.99 0.99
Fz  1.03 1.04 1.05
Mx  1.07 1.07 1.06
My   1.02 1.04 1.04
Mz   0.99 0.99 0.99

轮毂与主

轴连接处

的载荷（旋

转）

Fx  1.00 1.00 1.00
Fy   1.00 1.00 1.00
Fz  1.01 1.01 1.01
Mx  1.04 1.03 1.02
My   1.05 1.04 1.03
Mz   1.00 1.00 0.99

轮毂与主

轴连接处

的载荷（不

旋转）

Fx  1.00 1.00 1.00
Fy   1.00 1.00 0.99
Fz  1.01 1.01 1.01
Mx  1.01 1.02 1.02
My   1.00 1.00 1.00
Mz   1.00 1.00 0.99

塔顶处的

载荷

Fx  1.02 1.03 1.03
Fy   0.99 1.00 0.99
Fz  1.00 1.00 0.99
Mx  1.01 1.01 1.02
My   0.99 0.99 0.99
Mz   1.00 1.00 1.00

表 3 标准 IEC III 类设计等级不同风倾斜角对比

B3/B1 之比值
 m=4    m=7    m=10  

叶根处的

载荷

Fx  1.00 1.00 1.00
Fy   0.99 0.99 0.99
Fz  1.08 1.11 1.12
Mx  1.16 1.14 1.13
My   1.07 1.10 1.11
Mz   0.98 0.98 0.98

轮毂与主

轴连接处

的载荷（旋

转）

Fx  1.00 1.00 1.00
Fy   1.00 1.00 1.00
Fz  1.02 1.03 1.02
Mx  1.11 1.10 1.11
My   1.12 1.11 1.11
Mz   0.99 0.98 0.98

轮毂与主

轴连接处

的载荷（不

旋转）

Fx  1.01 1.01 1.01
Fy   1.01 1.00 0.99
Fz  1.02 1.03 1.02
Mx  1.03 1.05 1.07
My   1.01 1.01 1.01
Mz   0.99 0.98 0.98

塔顶处的

载荷

Fx  1.04 1.07 1.09
Fy   0.99 0.99 0.98
Fz  1.01 1.00 0.99
Mx  1.02 1.05 1.06
My   1.00 0.99 1.00
Mz   1.00 0.99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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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标准 IEC II 类设计等级不同风倾斜角对比

C2/C1 之比值
 m=4    m=7    m=10  

叶根处的

载荷

Fx  1.00 1.00 0.98
Fy   0.99 0.99 0.99
Fz  1.04 1.06 1.08
Mx  1.08 1.07 1.06
My   1.04 1.05 1.07
Mz   0.99 0.99 0.99

轮毂与主

轴连接处

的载荷（旋

转）

Fx  1.00 1.00 1.00
Fy   1.00 1.00 1.00
Fz  1.01 1.00 0.93
Mx  1.05 1.05 1.06
My   1.05 1.05 1.05
Mz   0.99 0.99 0.99

轮毂与主

轴连接处

的载荷（不

旋转）

Fx  1.01 1.01 1.01
Fy   1.01 1.01 1.03
Fz  1.01 1.00 0.93
Mx  1.01 1.02 1.03
My   1.01 1.01 1.01
Mz   0.99 0.99 0.99

塔顶处的

载荷

Fx  1.02 1.02 1.02
Fy   1.00 0.99 0.97
Fz  1.00 1.00 0.99
Mx  1.01 1.02 1.03
My   1.00 1.00 1.01
Mz   1.00 1.01 1.02

表 5 标准 IEC II 类设计等级不同风倾斜角对比

C3/C1 之比值
 m=4    m=7    m=10  

叶根处的

载荷

Fx  1.00 1.00 0.99
Fy   0.99 0.99 0.98
Fz  1.07 1.10 1.14
Mx  1.15 1.13 1.12
My   1.06 1.09 1.13
Mz   0.98 0.98 0.98

轮毂与主

轴连接处

的载荷（旋

转）

Fx  1.00 1.00 1.00
Fy   1.00 1.00 1.00
Fz  1.02 1.02 1.01
Mx  1.08 1.07 1.06
My   1.09 1.07 1.06
Mz   0.99 0.98 0.97

轮毂与主

轴连接处

的载荷（不

旋转）

Fx  1.02 1.02 1.02
Fy   1.01 1.01 1.03
Fz  1.02 1.02 1.01
Mx  1.02 1.04 1.06
My   1.00 1.01 1.01
Mz   0.99 0.98 0.97

塔顶处的

载荷

Fx  1.03 1.04 1.04
Fy   0.99 0.98 0.95
Fz  1.00 1.01 1.04
Mx  1.02 1.03 1.05
My   1.00 1.00 1.00
Mz   1.00 1.01 1.00

注：B1 标准 IEC III 类设计等级，不考虑风倾斜角；

       B2 标准 IEC III 类设计等级， 考虑 10°的风倾斜角；

       B3 标准 IEC III 类设计等级， 考虑 20°的风倾斜角；

       C1 标准 IEC II 类设计等级， 不考虑风倾斜角；

       C2 标准 IEC II 类设计等级， 考虑 10°的风倾斜角；

       C3 标准 IEC II 类设计等级， 考虑 20°的风倾斜角；

着风倾斜角的增大，变桨系统和驱动链的疲劳载荷会增加。

风倾斜角的变化对风电机组其他系统的影响不是很大，但

总体来说等效疲劳载荷会随着风倾斜角的增大而增大。

4 不同空气密度对疲劳载荷的影响

在风电机组的原始设计时，空气密度一般按标准空气

密度，即 1.225kg/m3 进行计算，但实际风电场中空气密度

往往比标准空气密度要低。为了分析空气密度的变化对疲

劳载荷的影响，我们分别对两款多兆瓦级、不同设计等级

风电机组在 1.225kg/m3、1.000kg/m3、0.800kg/m3 三种

不同空气密度下进行了计算，比较结果如表 6、表 7、表 8、
表 9 所示。

从对两种风电机组、两种不同空气密度与标准空气密

度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空气密度对等效疲劳载荷影响非

常大，而且空气密度对等效疲劳载荷的影响几乎成线性的

关系，只是降低的幅度比空气密度降低的幅度要小一些。

另外，由于风电机组大小的不同，空气密度变化对个别载

荷分量的影响不尽相同，如对变桨驱动力矩 Mx、驱动链扭

矩 Mz、推力 Fz 等会随着风轮直径的增大而降低得更多或

更少。

5 结论

本文主要从不同偏航误差、不同风倾斜角和不同空气

密度三个方面分析了它们对等效疲劳载荷的影响。三个因

素中偏航误差对等效疲劳载荷的影响最小，在设计时几乎

可以忽略。风倾斜角对变桨系统和驱动链等效疲劳载荷有

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变桨系统影响较大。三个因素中空

气密度对等效疲劳载荷的影响最大，几乎与空气密度的变

化成线性关系 [3]。

本系列文章中分析了不同因素对风电机组疲劳载荷的

影响，由于都是针对具体机型进行的对比分析，因此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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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标准 IEC III 类设计等级不同空气密度对比

D2/D1 之比值
 m=4    m=7    m=10  

叶根处的

载荷

Fx  0.99  1.00  1.00 
Fy   0.99  1.00  1.00 
Fz  0.83  0.84  0.84 
Mx  0.82  0.82  0.83 
My   0.83  0.84  0.84 
Mz   0.99  0.99  0.99 

轮毂与主

轴连接处

的载荷（旋

转）

Fx  0.99  1.00  1.00 
Fy   0.99  1.00  1.00 
Fz  0.82  0.84  0.86 
Mx  0.90  0.88  0.87 
My   0.91  0.89  0.88 
Mz   0.95  0.97  0.98 

轮毂与主

轴连接处

的载荷（不

旋转）

Fx  0.95  0.91  0.88 
Fy   0.91  0.89  0.88 
Fz  0.82  0.84  0.86 
Mx  0.85  0.85  0.85 
My   0.85  0.85  0.85 
Mz   0.95  0.97  0.98 

塔顶处的

载荷

Fx  0.94  0.90  0.88 
Fy   0.85  0.87  0.88 
Fz  0.81  0.82  0.83 
Mx  0.85  0.85  0.85 
My   0.85  0.85  0.85 
Mz   0.93  0.96  0.97 

表 7 标准 IEC III 类设计等级不同空气密度对比

D3/D1 之比值
 m=4    m=7    m=10  

叶根处的

载荷

Fx  0.98  0.99  1.00 
Fy   0.98  0.99  0.99 
Fz  0.67  0.68  0.70 
Mx  0.63  0.63  0.64 
My   0.66  0.68  0.69 
Mz   0.97  0.98  0.98 

轮毂与主

轴连接处

的载荷（旋

转）

Fx  0.98  0.99  0.99 
Fy   0.98  0.99  0.99 
Fz  0.65  0.69  0.72 
Mx  0.82  0.79  0.76 
My   0.82  0.79  0.77 
Mz   0.87  0.90  0.94 

轮毂与主

轴连接处

的载荷（不

旋转）

Fx  0.86  0.82  0.78 
Fy   0.80  0.78  0.76 
Fz  0.65  0.69  0.72 
Mx  0.69  0.69  0.70 
My   0.69  0.69  0.70 
Mz   0.87  0.90  0.94 

塔顶处的

载荷

Fx  0.85  0.81  0.78 
Fy   0.70  0.73  0.74 
Fz  0.64  0.68  0.72 
Mx  0.69  0.69  0.70 
My   0.70  0.69  0.69 
Mz   0.83  0.87  0.89 

摄影：吕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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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标准 IEC II 类设计等级不同空气密度对比

E2/E1 之比值
 m=4    m=7    m=10  

叶根处的

载荷

Fx  0.99  1.00  0.99 
Fy   0.99  1.00  1.00 
Fz  0.83  0.84  0.86 
Mx  0.79  0.78  0.78 
My   0.84  0.85  0.86 
Mz   0.99  0.99  1.00 

轮毂与主

轴连接处

的载荷（旋

转）

Fx  0.99  1.00  1.00 
Fy   0.99  1.00  1.00 
Fz  0.85  0.84  0.77 
Mx  0.92  0.90  0.87 
My   0.92  0.90  0.87 
Mz   0.90  0.95  0.99 

轮毂与主

轴连接处

的载荷（不

旋转）

Fx  0.97  0.97  0.96 
Fy   0.93  0.92  0.90 
Fz  0.85  0.84  0.77 
Mx  0.85  0.85  0.86 
My   0.85  0.85  0.86 
Mz   0.90  0.95  0.99 

塔顶处的

载荷

Fx  0.97  0.97  0.95 
Fy   0.86  0.84  0.83 
Fz  0.85  0.85  0.83 
Mx  0.85  0.85  0.86 
My   0.86  0.85  0.86 
Mz   0.89  0.93  0.97 

表 9 标准 IEC II 类设计等级不同空气密度对比

E3/E1 之比值
 m=4    m=7    m=10  

叶根处的

载荷

Fx  0.98  0.98  0.95 
Fy   0.98  0.99  0.99 
Fz  0.67  0.68  0.70 
Mx  0.63  0.59  0.59 
My   0.67  0.69  0.70 
Mz   0.98  0.98  0.98 

轮毂与主

轴连接处

的载荷（旋

转）

Fx  0.99  0.99  0.99 
Fy   0.99  0.99  0.99 
Fz  0.68  0.69  0.63 
Mx  0.87  0.82  0.77 
My   0.86  0.81  0.77 
Mz   0.78  0.90  0.97 

轮毂与主

轴连接处

的载荷（不

旋转）

Fx  0.91  0.91  0.88 
Fy   0.84  0.82  0.79 
Fz  0.68  0.69  0.63 
Mx  0.69  0.69  0.70 
My   0.70  0.71  0.72 
Mz   0.78  0.90  0.97 

塔顶处的

载荷

Fx  0.91  0.91  0.88 
Fy   0.71  0.70  0.68 
Fz  0.69  0.69  0.67 
Mx  0.70  0.70  0.70 
My   0.70  0.71  0.72 
Mz   0.76  0.86  0.98 

注 ：D1 标准 IEC III 类设计等级， 空气密度为 1.225kg/m3 ；

       D2 标准 IEC III 类设计等级， 空气密度为 1.000kg/m3 ；

       D3 标准 IEC III 类设计等级， 空气密度为 0.800kg/m3 ；

       E1 标准 IEC II 类设计等级， 空气密度为 1.225kg/m3 ；

       E2 标准 IEC II 类设计等级， 空气密度为 1.000kg/m3 ；

       E3 标准 IEC II 类设计等级， 空气密度为 0.800kg/m3。

代表普遍现象，一些分析结果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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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风能开发能减轻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但如果处理不当，

则会增加噪声污染。近几年，随着风电机组国产化程度的

不断扩大，我国制造业与欧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国产化风电机组振动噪声问题逐渐显现出来。风电场附近

居民对风电机组产生大噪声烦扰的投诉、申告也越来越多，

甚至威胁到风电机组的正常国产化。因此，风电机组的减

振降噪控制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 [1]。

振动和噪声是风电机组重要的技术衡量指标之一，如

何降低风电机组的振动和噪声是风力发电行业中普遍存在

的问题。噪声来源于振动，机组的振动来源于每个关键部

件的振动。作为风电机组关键零部件之一的风电机组的振

动更是重中之重。要降低风电机组的噪声，首先就要减小

其振动，风电机组的振动可以分为电磁振动、机械振动和

通风散热引起的振动。除设计因素外，工艺措施的改进对

电机振动和噪声的抑制起着重要作用。

1 噪声源分析

1.1 电磁噪声

电磁噪声是风电机组的主要噪声源之一 [2]，在多极数

的风电机组中，电磁噪声显得比较突出。一般情况下随着

发电机功率的增大而增大。电磁噪声与发电机的电磁设计

参数密切相关，如果设计不当，电磁噪声将会十分显著。

因此，通过电磁参数的设计及工艺处理，研究降低电磁噪

声的措施是非常必要的。

1.2 机械振动噪声

机械振动噪声主要包括轴承噪声、转子不平衡及碳刷

与集电环摩擦所引起的噪声 [3]。

1.2.1轴承噪声  
滚动轴承由轴承内圈、滚珠、滚珠保持架和轴承外圈

组成。轴承外圈不转动，轴承内圈和转子一起旋转，而滚

珠在轴承内圈的滚道和轴承外圈的滚道及保持架中滚动旋

转，保持架又被滚动旋转着的滚珠带动旋转。因此，轴承

风力发电机振动和噪声控制措施探讨
张莹博，潘磊，张启应

（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北京	100039）
 

摘  要 ： 本文简述了风电机组的噪声源，着重分析了风电机组的噪声源及产生振动和噪声的因素，并针对这些因素提出了

在工艺方面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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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圈滚道中的波纹、凹坑、粗糙度、润滑脂质量的优劣、

安装误差均是产生轴承噪声的关键因素。

1.2.2转子不平衡引起的噪声  
高转速电机的转子必须严格地进行动平衡校验，以减

少转子残余不平衡量，转子不平衡噪声的频率等于转子旋

转频率。虽然频率不高，一般在 400Hz 以下，但由于引起

电机振动，从而使各部分的噪声增大。当转子的动平衡精

度达到 G2.5 级时，转子不平衡所引起的噪声和振动都能显

著地得到改善。

1.2.3碳刷与集电环摩擦的噪声  
由于碳刷压在旋转的集电环上，如果碳刷的材质和集

电环的使用不能匹配，这时候碳刷和集电环之间可能会产

生气垫，会产生鸣音。

1.3  通风噪声

通风噪声主要由于风扇转动（包括发电子转子风扇、

冷却器风扇、集电环冷却器风扇），使空气流动、撞击、摩

擦而产生。噪声大小决定于风扇大小、形状、电机转速高

低和风阻风路等情况。

空气噪声的基本频率 fv:fv=N·n/60(Hz)

其中，N- 风扇叶片数 ；n- 电机转速（rpm）。

风扇直径越大，噪声越大，减小风扇直径 10%，可以

减小噪声 2dB － 3dB，但随之冷量也会减少。当风叶边缘

与通风室的间隙过小，就会产生笛声。如果风叶形状与风

扇的结构不合理，造成涡流，同样也会产生噪声。由于风

扇刚度不够，受气流撞击时发生振动，也会增加噪声。此外，

转于有凸出部分，也会引起噪声。

2 噪声形成原因及降噪措施

2.1 针对电磁设计的降噪措施

2.1.1 选择合适的定转子槽配合

振动阶数较低、幅值较大的力波对电机的振动和噪声

起主要作用。力波阶数较大时，可以不予考虑。此外，当

力波阶数较低，但是产生该力波的磁场谐波次数较大时，

磁场幅值小，也可以不予考虑。因此，从减小力波降低电

机噪声来考虑，尽量使得能够出现较高阶数的力波 [3]。

振动力波阶数为 ：

                                 n=μ±ν                                    （1）
式中：ν 为定子绕组谐波次数；μ 为转子绕组谐波次数。

当每极每相槽数 q1=Z1/2pm（其中 ：Z1 为定子槽数，m

为定子相数，p 为极对数）为整数时，

                     ν=(6q'+1)p     q'=±1,±2,…                     （2）
齿谐波 νz 的磁势幅值一般较大，是分析计算电机电磁

噪声的主要分量，

                        νz=kZ1+p     k=±1,±2,…                      （3）
当 q1 为分数时，设 q1=Q1/d1，且 Q1、d1 之间没有公

因子，则

当 d1 为奇数时，ν=(6q'+1)p/d1

当 d1 为偶数时，ν=(3q'+1)2p/d1                              （4）
对于鼠笼式转子绕组磁势谐波次数

                       μ=q'' Z2+ν,q''=±1,±2,…                       （5）
当研究转子齿谐波时，可以令 ν=p。

对于三相绕组式转子，当整数槽时，d2=1；当分数槽时，

q2=Q2/d2，且 Q2 、d2 之间没有公因子，则

                               μ=6q''p/d2+ν                               （6）
我们应当选择适当的槽配合，以减少较小阶数的力波，

这里主要考虑齿谐波中 n<5 的情况。同时，还应该考虑力

波频率和定子固有频率，以避免共振。

在各次谐波中，齿谐波特别是一阶齿谐波影响重大，

一方面是由于齿谐波绕组系数与基波一致，不容易采取短

距以及分布绕组予以削弱，幅值也相对较大 ；另一方面在

齿槽配合选用不当时，齿谐波产生的电磁力波次数很低，

产生较大的径向力。另外，由于异步电机气隙小，转子更

容易产生多种谐波，所以电磁噪声问题相对来说比较突出。

尤其是电磁噪声频率主要是与转子齿频率成倍数的频率，

此频率正处在人耳敏感的频率范围，更使人感到干扰和吵

人，所以设计时要特别注意定、转子槽配合的选择。

2.1.2 斜槽的方式

斜槽时，作用在定子上轴向零阶的径向力与斜槽系数

成正比减小 [4-5]。

斜槽系数为 ：

                   
                                                                              

（7）

式中：bSK 为斜槽距离，Z 为定（转子）槽数，t 为定（转）

子槽距。

斜槽前后的声功率级的变化为 ：

                 ∆L=10 lg(KSK )2 =20lgKSK                          （8）
实际风电机组噪声的降低要小于上式求得的值，因为

以上讨论忽略了扭转力矩和轴向非零阶径向力产生的振动。

一般的风电机组采用定子斜槽，如图 1 所示。

2.1.3 控制有效气隙的均匀性

气隙偏心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静态偏心，一种是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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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心，两种偏心都会产生振动而形成噪声。

静态偏心是不随转子转动而偏心的，只要生产出来的

电机都会有静态偏心存在，行业规定一般情况下气隙偏心

控制在 ±10% 以内。气隙的偏心使磁拉力不均匀，严重时

产生很大的单边磁拉力。此种气隙偏心会产生更加恶劣的

电磁振动特性。

动态偏心是因为转轴挠曲、转子铁芯不圆、或端盖轴

承室与轴承配合有间隙等一些机械原因造成。但是这些机

械原因产生了不平衡机械力，产生机械振动加剧了不平衡

的电磁力，不平衡振动导致了电磁噪声。

电磁噪声的声压级与气隙长度的平方成反比，也与气

隙磁密的平方成正比，所以设计时要考虑合理的气隙值。

选取气隙值的选取考虑噪声外，同时要兼顾电机的其他性

能指标。因为气隙变化后，相应激磁电流、定子电流、铜耗、

启动电流、功率因数、效率、温升和转速都有很大的影响，

为了保证在不影响其他性能的前提下，在机械加工方面和

装配上更加严格，要求“三同心”——机壳、端盖的铁芯

挡与轴承室的同心度、转子外圆与轴承挡的同心度、定子

内外圆的同心度。采取更高等级的转子静平衡和动平衡矫

正，以保证气隙的均匀性。

2.2 针对机械结构的降噪措施

2.2.1 提高转子动平衡的精度

在发电机的转子结构中有转轴、风扇、绕组和集电环

等结构。转子在高速旋转时，由于制造原因产生的转子上

零部件的不对称因素都会引起转子不平衡量的变化。比如

硅钢片材料不均匀引起转子铁芯的偏心、焊接质量问题引

起的风扇不平衡、转子接线焊接时焊料不均匀和转子浸漆

的工艺方法不对引起漆的浸入不均匀等都可以引起转子不

平衡导致振动，从而产生噪声，振动严重时可能出现断轴

等重大事故。

所以对以上可能产生转子不平衡因素的工艺流程严加

管理。对风扇的出厂前要求做静平衡试验，并有相关报告 ；

转子铁芯叠压采用定量转角的方式，即冲片叠压完成一定

厚度后旋转一定的角度叠压 ；转子接线的位置尽量在圆周

角度均布，焊接时选用熟练的焊工进行操作 ；浸漆后的烘

焙采用立烘或是旋转式卧烘。保证以上工艺正确完成后，

整个转子做动平衡试验时，严格按照操作手册及标准进行

试验，平时严格按照规定对动平衡机进行使用、维护和保养。

2.2.2 提高零部件的加工精度与要求

定、转子叠压采用定重量、定长度、定压力的方法来

保证铁芯叠压的质量。

转轴轴承挡、端盖轴承室的加工精度和表面粗糙度也

影响定、转子之间的同轴度，只是间隙不均匀，产生单边

磁拉力，电磁振动增加，噪声势必也会增加。因此对转轴

轴承挡、端盖轴承室的精加工工序设立质量控制点，实施

重点控制。

2.2.3 轴承等其他结构的装配

在机械振动方面，轴承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6]。

轴承本身的问题主要有轴承内外圈的粗糙度、圆度，弹簧

槽的波纹度、滚珠的圆度、粗糙度、硬度，轴承的游隙，

保持架的材料，润滑脂和清洁剂的选择，轴承的清洗、加热、

装配等都会对轴承产生影响。因此，轴承进厂必须进行检验，

并留下检验记录，装配前应清洗并涂上干净的润滑脂。

转轴轴承挡和端盖轴承室与轴承内外圈的配合公差和

粗糙度对发电机的振动有很大影响。轴承挡和轴承室与轴

承的配合质量影响轴承的工作游隙，影响轴承在装配后的

变形，从而影响轴承的振动。严格控制轴承挡和轴承室精

加工的质量，对于降低电机振动和噪声是有效的。

作为常规的双馈式风电机组，空气冷却器是发电机的

一种重要部件。发电机工作时，冷却为发电机工作产生的

热量进行冷却和热交换，但是，冷却器需要两台小风机产

生空气的对流，必然产生强烈的振动。如果冷却器的振动

频率和发电机本体的振动频率有重合点就会产生共振，就

会造成噪音的剧烈增加，因此在冷却与发电机机座进行装

配时进行必要的减振和密封措施。      
2.3 针对通风系统的降噪措施

在双馈风电机组中，通风的噪声主要来源于三个位置，

转子上的冷却风扇、空冷器的冷却风扇和滑环室的冷却风

扇 [7]。

2.3.1 转子冷却风扇及相关部件的设计措施

图 1	定子斜槽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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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子冷却风扇在发电机内部主要起内部空气循环线路

的作用，一般有单循环（一个风扇）和双循环（两个风扇）。

为了使内部空气顺畅的流动而且不产生涡流现象，需要将

发电机壳内部设计成流线型的风路，或是在内部设计相应

的导流板设计，这样子可以有效的降低空气阻尼，可以有

效地降低由于不合理的风路设计而造成的内部的通风噪声。

而且还可能会使机壳产生相应的振动，避免更严重的振动

或噪声产生。

2.3.2 空冷器冷却风扇的设计或工艺措施

从目前实际运行的双馈式风电机组来看，风电机组的

振动及噪声问题最严重的部位就是空冷器冷却风电机组的

设计安装问题。振动严重会产生不平衡的空气噪声，如果

长时间运转，恶劣的振动会造成冷却电机的损坏。

2.3.2.1 冷却风扇的设计问题  
目前常用的风扇型式有大刀式、盆式、后倾式和流线

型后倾式。根据某单位研究，某型号的发电机的风扇在同

样的风量情况下，大刀式比盆式的噪声大 4dB，风磨耗为

盆式的 1.46 倍。大刀式又有径向式和后倾式，根据资料介

绍，大刀式后倾式噪声比径向式小 1dB。盆式也有径向和

后倾式，根据资料介绍，后倾角 30°时，噪声比径向式低

2.3dB ；后倾角 45°时，噪声比径向式降低 3dB。因此在设

计时，要通过选择设计合适的风扇类型来降低电机噪声。

2.3.2.2 冷却风电机组与空冷器的装配问题  
从冷却风电机组的噪声分析，空冷器的振动问题造成

的振动产生噪音，严重时可能会出现冷却电机的振动损坏

或是叶片断裂的情况。

在风电机组整机的安装中，为了降低发电机的振动对

机架振动的影响，或是避免相应的振动，发电机与机架的

安装采用弹性阻尼的安装方式，这样子可以有效的降低振

动或是吸收相互振动的影响。在发电机中，冷却器与机座

的安装之间也使用发泡海绵或是其他吸振降振措施，而在

冷却风电机组与冷却器本体的安装中是直接刚性连接，如

果共振就会产生严重的噪音，而且振动会使电机轴承、地

脚或是风扇叶片断裂等严重事故。所以在冷却器与风力发

电机座安装方面可以参考发电机与机架的安装或是参考冷

却器与机座的安装方式，使用吸振或是降振的措施，保证

振动的降低，同时来降低噪声。

2.3.3 滑环室的冷却风电机组和碳刷摩擦噪声降低措施

在某些双馈风电机组的设计中，滑环室配置了滑环的

冷却风电机组，此设计方案的作用主要是为了冷却碳刷和

滑环摩擦时的发热现象，同时可以带走碳刷摩擦后产生的

碳粉。为了满足以上两个要求，尽量使滑环室的设计趋于

简单化，为了能够有流畅的风路，可以将滑环室设计成圆

柱状。这样设计可以保证在风路上不会出现死路或涡流现

象，可以避免由于涡流原因产生的噪音问题，而且还可以

有效地降低滑环的温升 [8]。

碳刷和滑环摩擦也会产生噪音问题。由于碳刷与滑环

问题产生的噪音有以下原因 ：不匹配滑环的碳刷材质，可

能会引起摩擦的鸣音 ；碳刷安装不合适，可能会引起异常

并产生不正常的噪音。所以，使用合适的碳刷不仅对机组

的电性能产生正面的影响，而且可以有效地降低碳刷与滑

环摩擦产生的噪音问题。

3 结语

发电机的噪声水平是衡量发电机性能的重要指标之一，

也是影响发电机在市场上的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因此，通

过在发电机的设计及制造过程中，采用合理的工艺措施、

运用正确的操作方法及合理的使用材料可以有效地使发电

机的噪音降低到合理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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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12 年，我国风电装机 60830MW，发电量 1004 亿

度，风电已超过核电，成为继煤电和水电之后的第三大主

力电源。我国风电发展迅猛，但风电场建设经验较为缺乏，

施工质量存在诸多问题。近几年在个别风电场建设和生产

运行中曾出现过几起大的风电机组倒塌事故。2006 年 8 月

10 日，我国某风电场的 5 台风电机组在桑美台风中倒塌 ；

2008 年，我国某风电场一台风电机组在正常运行状态下倒

塌，基础被连根拔出。这些事故给风电场造成了巨大的经

济损失。问题的根源在于建设阶段的施工质量没有保证，

所以对于风电场建设阶段的施工质量控制还需引起足够的

重视。

风电机组基础具有承受 360°方向重复荷载和大偏心受

风电机组基础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探讨
周鹏，张石刚，李洪志，侯晓迅

（贵州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贵阳	550001）

摘    要 ：风电工程多建于偏远的山区，具有自然条件恶劣、运输道路差、施工难度大等特点。风电机组基础具有承受

360°方向重复荷载和大偏心受力的特殊性，对地基基础的稳定性要求高。风电机组基础属于大体积混凝土工程，

容易产生裂缝等质量问题。所以需要从各个环节严格控制，以保证风电机组基础混凝土的质量，为风电机组的安

全运行提供可靠的保障。

关键词 ：风电工程 ；大体积混凝土 ；温度收缩应力 ；测温 ；养护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10-0092-04

A Discussion of Mass Concrete Construction of Wind Turbine Foundation
Zhou Peng, Zhang Shigang, Li Hongzhi, Hou Xiaoxun

(Guizhou Longyuan Wind Power Co.,Ltd., Guiyang 550001,China)

Abstract: Wind power project are usually built in remote mountain areas with poor natural conditions, poor transportation and di�cult 

construction, etc. Wind turbine foundation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360 direction under repeated load and the particularity of large 

eccentric loading, having a high requirement to the stability of the foundation. Wind turbine foundation is a mass concrete project, 

which can easily cause cracks and other quality problems. So we need to control from each link in order to guarantee the quality of 

wind turbine foundation concrete, providing the reliable safeguard for the safe operation of  wind turbines.
Keywords: wind power project; mass concrete; temperature shrinkage stress;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maintain

力的特殊性，对地基基础的稳定性要求高。目前风电机组

基础形式主要有扩展基础、桩基础和岩石锚杆基础 [1]。目

前我国主流的风电机组基础是扩展式基础。按《普通混凝

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55 － 2000 对于大体积混凝土的

定义，风电机组基础应按大体积混凝土进行施工。风电场

多建于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的偏远山区、沿海滩涂等地区，

道路运输困难，施工场地局限难以满足大型施工机械对作

业面的要求。多数情况下要自建搅拌站，寒冷、冻雨等复

杂多变的气候条件等都使得风电场的建设难度大大增加。

1 原材料控制

1.1 水泥

大多数风电场需自建搅拌站供应混凝土，所以对于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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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原材料必须严格控制。水泥进场必须按规定进行抽样

检验，检验水泥的强度、安定性及凝结时间 [2]。相对于商

品混凝土搅拌站，风电场自建的混凝土搅拌站属于临时性

搅拌站，风电场建成后即拆除，所以各种配套设施达不到

商品混凝土搅拌站配套设施的标准。储存水泥的仓库防雨

防潮条件差，所以对于水泥材料的储存是风电场自建搅拌

站需格外重视的地方。

搅拌站购入的大批量水泥多为散装水泥，水泥储存需

重点注意以下几点 ：水泥仓库的窗户只充许透光不充许透

风 ；地面要有防潮层，最好高于地面并隔层木板 ；屋面要

做好防漏措施 ；堆放要做能先进先出 ；霉雨季节要用蓬布

覆盖严防受潮 ；门口用门廉档往湿空流入库内 ；霉雨季节

可放些生石灰防潮。风电机组基础为大体积混凝土，混凝

土核心位置与边缘位置，边缘位置与环境会存在一定温差，

当温差超过 25℃就会产生温度应力和收缩应力，从而使混

凝土产生裂缝 [3]。因此，对于大体积混凝土工程，水泥要

选用低水化热的水泥。风电场搅拌站较偏远，考虑运输成本，

一般会采购当地生产的水泥，所以在选择水泥时需检验水

泥的水化热，选择低水化热的水泥。

另外，也要考虑风电场所在地区的特殊自然环境，对

于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等北方寒冷地区有抗冻融要求的

混凝土，选用的水泥要考虑抗冻融性能。对于江苏、福建

等南方沿海地区处于潮湿环境的混凝土，当采用碱活性骨

料时，宜采用低碱水泥。

1.2 骨料

每验收一批砂石至少应进行颗粒级配、含泥量、泥块

含量检验（砂的含泥量小于 3%，碎石的含泥量小于 1%）。

对于沿海地区有抗渗要求的混凝土和严寒地区有抗冻融要

求的混凝土，宜选用连续级配的粗骨料，海砂应符合《海

砂混凝土应用技术规范》JGJ206 的有关规定。砂石在运输、

装卸和堆放过程中，应防止颗粒离析、混入杂质，并应按

产地、种类和规格堆放，碎石的堆料高度不宜超过 5m[4]。

炎热的夏季要对骨料进行覆盖遮阳。

1.3 拌合用水

风电场地理位置比较偏远，经常会采用非常规水源作

为混凝土拌合用水，很难保证水质达到规范要求。所以，

应按规范对水源进行检验，水质不合格时应采取相应的处

理措施。未经处理的海水不能用于拌合混凝土，夏季施工

时采用凉水拌合，以免入模温度过高。

1.4 掺合料和添加剂

风电机组基础混凝土浇筑一般为泵送浇筑，为改善混

凝土的和易性，经常要掺入粉煤灰，粉煤灰除了可以大大

改善混凝土的和易性之外还可以减少水泥的用量，从而降

低混凝土的水化热。实际中应根据配合比设计选择合适掺

和量，粉煤灰最多可取代 25% 的水泥用量。另外，还可以

加入减水剂来补偿混凝土的收缩，以增加混凝土的抗裂性。

混凝土中若掺入引气剂或引气型外加剂应按《普通混凝土

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50080 的有关规定检验含

气量。

1.5 配合比优化

大体积混凝土在保证混凝土强度及工作性要求的前提

下，应控制水泥用量，每立方混凝土每减少 10Kg 水泥用量，

混凝土水化温度会降低大约 1℃ [5]。混凝土的胶凝材料用量、

品种等宜通过水化热和绝热温升试验确定，水化温度降低

会较少混凝土核心位置和边缘位置的温度差，宜采用高性

能的减水剂。采用工程实际使用的原材料和计算配比进行

试配，根据试件的试压强度和耐久性试验结果选定设计配

合比，试配时应控制混凝土坍落度经时损失值。在浇筑过

程中，应根据反馈的混凝土动态质量信息对混凝土配合比

及时进行调整。

2 风电机组基础混凝土浇筑

2.1 混凝土运输

风电场占地面积较大，相邻两个风电机组机位距离较

远，搅拌站距离浇筑的机位也较远 ；风电场多在山区，运

输道路较差，而运输罐车较重，对道路的要求较高。目前

1.5MW 容量的风电机组其基础混凝土为 400m3 左右，混

凝土罐车的方量大概为 10m3 左右，所以浇筑一台风电机组

基础大概需要 40 罐车左右的混凝土，需要有充足的运输车

辆来保证浇筑的连续性 ；风电场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阻工现

象较为普遍，混凝土运输车辆会经常遭遇到人为阻拦而延

误浇筑。由于以上原因，在浇筑前需要做充分的准备工作。

对于运输途中的道路应事先进行勘察，根据运输车辆的宽

度，载重检查道路宽度、坡度、承载力等是否满足运输要求，

如不满足，需要提前修路以满足要求 ；对于软弱路基要用

碎石换填压实等措施来处理 ；根据天气预报做好应急预案，

对于罐车有可能陷入的泥坑，要准备拖拉的措施 ；根据运

输距离、运输罐车的方量和浇筑风电机组基础的方量来计算

合理的罐车数量，确保运输车辆充足；危险区域应设置警戒

标志，夜间施工时应有良好的照明；协调好各方关系，提前

解决各种纠纷，防止混凝土浇筑过程中阻工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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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混凝土浇筑

为了保证混凝土的和易性，必须在现场对混凝土坍落

度进行测量。在浇筑前从混凝土罐车的出料口接取混凝土

进行坍落度测量，坍落度满足设计要求时方可浇筑，否则

需采取添加外加剂等措施来改善其和易性。风电机组基础

浇筑一般采用输送泵浇筑，根据风电机组基础的形状尺寸

和场地条件合理布置输送泵的设置位置。管道的配置尽量

少用弯管和软管，避免使用弯度过大的弯头。分块分层进

行，用钢管退缩布料，宜由远而近浇筑。每层厚度 30cm
为宜。浇筑达到分层标高，混凝土构成扇形向前流动，再

连续浇筑其坡面。应连续进行混凝土的浇筑，间隔时间不

能超过混凝土的初凝时间。混凝土浇筑必须配备至少 5 根

ф50 的振捣棒，振捣器按“梅花形”插入混凝土振捣。振

捣时，插入振捣器见混凝土表面有泛浆后即换位。由于风

电场占地面积大，且运输道路差，在混凝土运输过程中经

常会因道路和阻工等问题而出现各种意外，影响浇筑的连

续性，有时候不得已而中断。因此，在混凝土浇筑过程前

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对于突发事件要有应急预案，浇筑中

断时要做好施工缝和各种处理措施。混凝土初凝前进行混

凝土表面的提浆、压实、抹光工作。在初凝后，终凝之前

进行二次压抹，以减少混凝土表面的收缩。笔者在风电场

检查验收时发现风电机组基础混凝土工程存在诸多共性问

题，例如 ：破损露筋 ；振捣不到位导致混凝土密实度不够，

从而使得其强度达不到设计值 ；未做防水或防水质量差 ；

表面抹灰存在裂缝；未作防腐；回填土未到设计标高等问题。

风电机组基础混凝土长期与周围环境雨水、空气中腐蚀性

气体长期作用，这些问题都会导致混凝土逐渐碳化腐蚀或

破损而影响其强度和耐久性，所以在混凝土施工中需加强

控制。

2.3 砼试件制作及强度评定标准

在浇筑混凝土的同时，按《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

GB/T 50107 － 2010 的有关规定制备标养试块、同条件养

护试块和现场检查试块。试块取样频率为每 1003 取样一

组，余下不足 100m3 留置一组。每组 3 个试件应由同一车

混凝土中取样制作。每台风电机组基础作为一个检验批次

单独进行评定。标准试件为边长为 150mm。当采用非标

准试件时，其抗压强度应折算成标准试件抗压强度，边长

为 100mm 的试件按 0.95 折算，边长为 200mm 的试件按

1.05 折算。同条件养护试块脱模后，应放置在靠近所浇筑

风电机组基础部位附近的适当位置，并采用相同的养护方

法。同条件试块等效养护龄期可取日平均温度逐日累计达

到 600℃ · d 时所对应的龄期，0℃及以下的龄期不计入 ；

等效养护龄期不应小于 14d，也不宜大于 60d ；同条件养护

试块强度代表值乘折算系数 1.1 后，按 GB/T50107 的规定

进行评定。评定合格，该分部工程混凝土实体强度才能判

定为合格。现场检查试块主要用于回填土前和风电机组吊

装前的混凝土强度检测，建议不少于 3 组。

2.4 沉降观测点的埋设

在风电机组基础混凝土浇筑时需埋设沉降观测点。目

前许多风电场建设中施工单位对沉降观测点不够重视，多

为应付，笔者在多个风电场检查验收时发现沉降观测点制

作不规范。例如位置设置不合理（有的沉降观测点设置于

风电机组塔架上人钢梯下方，无法测量）、埋设不牢固、材

质规格不满足规范和设计要求、易绊脚等问题。这些问题

导致实际测量的数据不真实不准确，达不到对于风电机组

基础沉降预控的目的。所以，施工单位对于沉降观测要有

正确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在风电机组基础浇筑时需严格

按设计图纸及施工组织设计的要求埋设沉降观测点。

3 混凝土养护

3.1 保湿养护

施工组织设计中应有大体积混凝土的养护方案。基础

环内可注满水。如可以可将基础内的预埋管下口堵住，往

管内灌满水，一但温度过高必须放水，并重新灌水，依此

循环进行。覆盖养护宜在混凝土裸露表面覆盖塑料薄膜、

塑料薄膜加麻袋、塑料薄膜加草帘进行。塑料薄膜应紧贴

混凝土裸露表面，塑料薄膜内应保持有凝结水。风电场地

处偏远地区，风电机组与风电机组之间的距离也较远，运

输困难，另外养护所用水源也不方便。由于存在以上诸多

因素，再加上施工单位对于混凝土养护的认识不够，在实

际中发现部分风电机组基础没有进行养护，部分虽有养护

但达不到要求，养护记录资料不真实等问题，导致混凝土

浇筑后因养护不到位而出现强度不足或裂缝等等质量缺陷。

因此，在以后的风电场建设中，对于风电机组基础混凝土

养护需加强控制。

3.2 混凝土测温

对于风电机组基础大体积混凝土，防止因温度差引起

的裂缝，应进行测温控制。测温点的布设应保证能真实地测

量出大体积混凝土内部（混凝土浇筑体表面以内 40m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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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mm）温度和边缘温度差值。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两个竖

向剖面进行测温，每个竖向剖面的周边以及内部（40mm －

100mm）应设置测温点，两个剖面交叉位置应设置测温点。

每个剖面的测温点宜竖向、横向对齐，每个剖面竖向设置

的测温点不少于 3 处，间距不应小于 0.4m，且不宜大于

1.0m，每个剖面横向设置的测温点不应少于 4 处，间距不

应小于 0.4m，且不易大于 10m。环境测温点不少于 2 个 [2]。

以热电偶测温仪测量混凝土内外温度，自混凝土开始浇筑

起 72 小时内，每 2 小时读取数据 1 次，以后则可根据测温

结果和外界环境温度变化情况每天选取 2 次进行温度观测。

混凝土表面以内测温点、表面测温点和环境测温点的测温

要和混凝土浇筑、养护同步进行。按测温频率要求及时提

供测温报告，测温报告需包含测温点的温度数据、温差数据、

代表典韦的温度变化曲线、温度变化趋势分析等内容。混

凝土的降温速率不宜大于 2.0℃ /d。混凝土核心温度与混凝

土表面温度差，混凝土表面温度与环境温度之差宜控制在

20℃以内。派专人加强混凝土测温和温度监测与管理，当

混凝土内外温差有超过 20℃趋势时，应及时通知调整保温

及养护措施，加盖草袋，必要时对通风面应加盖油布、帆

布覆盖。

4 季节性施工

4.1 冬期施工

当室外日平均气温连续 5 天稳定低于 5℃时，进入冬

期施工，严禁风电机组基础混凝土冬期施工。对于北方严

寒地区的风电场风电机组基础抗冻融混凝土中应添加引气

剂。笔者在个别风电场检查验收时发现，部分风电场某些

风电机组基础于冬期施工并未做好相关措施，使得混凝土

表面粗糙，出现蜂窝麻面现象，影响风电机组基础混凝土

的质量和外观。

4.2 高温施工

夏季高温时，露天堆放的粗、细骨料应采取遮阳防晒

等措施，必要时可对骨料进行喷雾降温 ；根据环境温度、

湿度、风力和采取温控措施的实际情况，对混凝土配合比

进行调整 ；采用白色涂装的混凝土运输车运输，混凝土泵

送管应进行遮阳覆盖，并应洒水降温 ；混凝土浇筑宜在夜

间或晚间进行。

4.3 雨季施工

南方多雨地区经常会遇到雨季施工的问题。例如江苏

等地每年都有梅雨季节，风电机组基础混凝土施工遇到梅

雨季节，须有雨季施工预案。风电机组基础浇筑前一定要

关注天气预报，避免风电机组基础混凝土浇筑遇雨。如浇

筑时突然遇雨，雨量不大且持续时间较短，立即启动应急

预案，采取相关措施，如覆盖遮雨等。如突遇大雨且持续

时间长，则应立即停止浇筑，做好临时施工缝后方可收工，

雨后继续施工时应先对接合部位进行技术处理再进行浇筑。

5 结论

风电场一般建设于偏远的山区和沿海滩涂地区，自然

条件恶劣、运输条件差、施工难度大、经常遭遇阻工等，

对于风电机组基础的施工极为不利。风电机组基础属于大

体积混凝土工程，容易因水泥的水化热而产生温度应力和

收缩应力，引起混凝土裂缝 [6]。基于上述诸多原因，风电

机组基础混凝土施工时应根据风电场所处地理环境的特点，

结合以往施工经验，从原材料到浇筑完毕后的养护测温整

个过程的各个环节进行控制，以保证风电机组基础的质量

和风电机组的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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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风力发电行业的快速发展，由接地问题导致的各

种运行问题开始逐渐暴露。由于早期风电机组的接地没有

相应的行业和国家标准，导致风电机组的接地标准较为混

乱，有些工程参照企业标准，有些参照电力行业相关标准，

并且接地材料的选择也存在问题 [1]。本文针对高土壤电阻

率地区的接地工程设计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1 风电机组的接地特点

风电机组的接地主要分为电源共用接地和防雷接地两

个部分。其中，电源共用接地主要是由于风电机组的供配

电及传输制式决定的。目前，大多数风电机组的低压端配

高土壤电阻率地区风电机组接地
工程设计
杨桂林 1，孙伟 1，房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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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接地工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地质条件和工程问题，通过理论计算的方式给出了设计模型，对接地工程设计提

出了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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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采用 TN － C 制式即三相四线系统，发电机变流器输出

与厢式变电站之间是三根 L 线一根 N 线，并且 N 线与基础

钢筋笼连接，实际成为 NPE 线 [2]。

防雷接地既包括了基础的部分，也包括了基础之外增

加的地网部分。一般的设计是在基础上均布三条 60×6 的

接地扁钢作为防雷地线与基础环连接，实际上将是作为电

源 N 线地网的辅助和基础地网面积的增加。从防雷角度而

言是增加了地网面积，而在土壤电阻率一定的前提下，降

低了工频接地电阻。

2 接地工程设计

2.1 风电机组机位的接地电阻计算

由于机位所处的地质条件不同，所处的土壤电阻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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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所以全场机位的接地电阻设计应具备差异性，图 1
显示了不同机位的土壤电阻率，可以看出同一机位不同深

度层面的土壤电阻率有着较大变化 [3]。

图 1 中可以看出 9+ 机位的土壤电阻率的典型值分布，

该机位表层土壤电阻率约为 2300Ω · m ；中层的土壤电阻

率达到了 3500Ω ·m；而到了深层又降低到 800Ω ·m 左右，

对于该机位的接地电阻设计应采用不均匀土壤电阻率的接

地公式计算。

当地质条件具有两层电阻率结构时，其接地电阻为 ：

                   
                                                                              

（1）

用式（1）与均匀电阻率的 R 进行比较，可计算等值

电阻率 [ρα] 为 ：

                            
                                                                              

（2）

                            ρα=K(ρ2-ρ1)+ρ1                                （3）
其中 ：

ρ1——表示上层土壤电阻率 Ω · m ；

ρ2——表示底层土壤电阻率 Ω · m。

由于实际工程计算时上下两层土壤的电阻率存在变化，

且范围较大 , 不便于进行回归，为此在计算时引入一个系数

K，使等值土壤电阻率

                            ρα=K(ρ2-ρ1)+ρ1                                （4）
这样可以把变化率较大的 ρα 转换在 0和 1之间的K值。

当 K=0 时，有 ρα=ρ1 ；当 K=1 时，ρα=ρ2。因此，对 ρα 的回

归可以简化为对 K 值的回归。

实际上，在双层地质条件下水平地网的 K 值主要与两

层地网中上层土壤的电阻率 ρ1、下层土壤电阻率 ρ2、上层

土壤的厚度 S、地网面积 A 及地网网格的密度 M 等多个因

素的影响，可以表达为 ：

                              K=K0+Km                                   （5）

其中，K0 是 ， 和 A 的函数，可以通过以

下公式计算 ：

                    K0=(K1e
k2+K3)K4 K5                              （6）

     
                                                                              

（7）

   

                                                                              
（8）

      
                                                                              

（9）

        

                                                                            （10） 
                                             

                                                                            （11）   
Km 是网格数 m 的函数，由 Kmn 和 KmA 组成，由以上

公式即可以推导出简化的双层土壤电阻率条件下的地网接

地电阻计算公式为 ：

                        
                                                                            

（12）

当然，实际工程设计一般遇到类似于 9+ 机位的情况都

会采取换土的实际工艺进行降阻，而换土后接地电阻的理

论计算实际也可以按照公式（12）推导出来。

2.2 公用接地条件下的交流地网中地线的热稳定性计算

当机组的接地网与 N 线连接时，不考虑地线腐蚀的情

况，其最小截面积应满足下式的要求 ：

                         
                                                                            

（13）

式中 ：

Sg—接地体的最小截面积，mm2；

Ig—流过地线上的预期短路最大电流值，A ；

te—短路的等效持续时间，s ；

c—接地材料的热稳定系数。

所以，基于式（13），按照 750kW 机组短路电流

800A 计算，其共用接地扁钢的最小截面积应满足 16mm2,
即 40×4mm2 的热镀锌扁钢，而 1500kW 机组公用接

地扁钢最小截面应大于 50×5mm2，而如果把扁钢的有

效腐蚀率考虑进来以后，接地扁钢的最小截面应不小于
图 1	不同机位的土壤电阻率分布
（者磨山风场基地电阻率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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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mm2。

2.3 地网中地线的最小截面积选择

从考虑地网热稳定性的角度需要考虑接地扁钢的最小

截面积，而从防雷角度也需要对接地线的截面积进行计算
[4]。由于正常条件下对于交流地网及防雷地网而言是没有大

电流出现的，而只有在工频对地短路及雷电流冲击条件下

接地扁钢上才可能出现大电流，在地线上出现电流时接地

扁钢必然会产生热量，根据绝热过程写出地线的热平衡方

程简化公式 ：

                       
                                                                            

（14）

式中 ：

Id ：接地短路电流的稳定值， A ；

td ：短路等效时间，按照风电机组最大允许后备短路时

间计算，s ；

A ：接地母线面积，本文中按接地扁钢考虑，m2；

ρ ：接地扁钢的电阻率，Ω · m ；

kf ：集肤效应系数 ；

γ ：接地扁钢的比重 kg/m3；

C ：接地扁钢的热比，J/℃。

由于地网在实际的雷电分流中，每根地线上的分流比

例可能很小，所以需要从热稳定性及防腐的角度考虑，在

沿海及雷击密度较高地区时，接地扁钢的截面积应按照计

算值增加 20% 冗余。

2.4 在雷击时相邻机组的雷电流反击

有资料建议风电场内的机位应全部连接成为一个超级

的大地网，而由于相邻机位的接地电阻无法达到等值的效

果，并且根据实际的运行经验，把接地电阻不等的相邻机

位的机组接地连接在一起，当受到雷击时，较高接地电阻

的机位受到地电位反击的概率较小，受到地电位反击的较

多情况是相邻机位中接地电阻较低的机位 [5]。

其中，Lt 是机组塔筒的电感量，Ls 为地网联络线并联

的等值电感，I 是雷电流，雷电流的波形是 10/350μs 波形，

波头为 t，陡度为 α，则波头的雷电流 I=αt，则通过塔筒流

入大地的雷电流为 ：

                                It=βi=βαt                                  （15）
其中 β 是塔筒的分流系数，即塔筒的电流与雷电流之

比，此时机舱架上的电位为 ：

          
                                                                            （16）

通过塔筒的分流系数可以通过图 3的等值电路求出。

         

                    
                                                                            （17）

当 t=τ/2时
                   
                                                                            （18）

即塔筒的分流系数除了与塔筒的电感量 Lt 基础环接地

的冲击电阻 Rch 有关外，还与地网间的联络线电感 Ls 有关，

图 2	相邻机位的雷击地电流分布

图 3	雷击机组时的等效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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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 越大则 β 越大，流经塔筒的电流值就越大。在实际环境中，

如果 2# 机组遭雷击，很可能与其相连的 1# 会因为联络线

中电流分量的增加而导致地电位反击造成设备损坏，而 3#
则会因为流经联络线的冲击电流分量小而免遭雷击。因此

也说明了风电机组在接地建设时要求独立地网，而不是大

面积的联合地网的原因。表面理解大面积联合地网有利于

雷电流的散流，而实际情况是在冲击电流和冲击电阻的作

用下，常态的扁钢会产生较大的感抗分量，在冲击电流下

感抗分量会产生很高的反击电动势。

3 结论

本文对接地工程中可能遇到的几种地质条件和工程问

题通过理论计算的方式给出了设计模型。工程实际中会出

现很多实际的问题，通过理论计算可以给出解决问题的思

路与方向，但同时还需要结合多年积累的工程经验来解决。

由于风力发电行业没有相关的行业标准，所以在机位接地

的设计、施工、验收等环节上还存在一定的不足，相信随

着行业逐步的发展，相应的规范也会日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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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目前，风电场成本构成主要包括两个部分 ：一是风电

项目的一次性建设成本，二是风电设备管理维护费用。随

着行业的不断发展，业内建设成本现已降至一个较低的水

平，但因风电机组核心部件质量问题频出，导致设备维护

费用一直居高不下。齿轮箱作为风电机组核心部件之一，

其质量的稳定性直接影响到整个机组的平稳运行。近年来，

风电机组齿轮箱主轴断轴、齿轮打齿、漏油等问题频出，

严重影响了机组的正常运行并付出高昂的维护费用，大大

增加了风电场业主的度电成本，严重影响到风电场业主的

受益。造成目前行业内“高成本、低价格、高维护”的全

寿命周期高成本困局。

如图 1 所示，目前国际上行业内齿轮箱失效约占风电

机组整体失效比例的 10.35%，失效比例排名第三，产生

的经济损失却排名第一，大幅领先于其他部件（WEC 官

全寿命周期高性价比齿轮箱解决方案
廖明建，颉彧

（天津华建天恒传动有限责任公司，天津	301800）

摘   要 ：齿轮箱是风电机组的核心部件，也是影响风电机组全寿命周期高成本的因素之一。本文分析了齿轮箱的实效模式，

并结合 RENK 军工标准、AEROGEAR 专利技术、汽车精益生产流程，形成了 HTAS 齿轮箱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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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OGEAR patent technology and car lean manufactur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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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国外对齿轮箱的可靠性非常重视，但仍然有如此大比

例的实效。而在国内，由于缺乏技术等相关积累，齿轮箱

在运行 3 年－ 5 年后，失效率较国外水平高出一倍。高昂

的故障处理费用使业主、整机厂家、齿轮箱厂家苦不堪言。

如何提高齿轮箱全寿命周期收益，提升行业整体盈利水平，

已成为行业内的重要课题 [1]。

1 原因分析

本文主要从技术及经济两个角度分析造成齿轮箱失效

比例较高的原因。从技术角度考量主要可归为两点 ：设计

结构缺陷和制造问题。

1.1 技术角度

1.1.1 设计结构缺陷

目前，齿轮箱行星传动各部分平均失效率如下（摘自

业内权威专家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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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齿圈破坏比例为 12%。目前内齿圈主要采用调

质工艺 ( 硬度较低 )、渗氮工艺（表面硬层较薄），这两种

工艺成本较低，但内齿圈耐磨性差，在长期磨损后容易造

成失效，需要提高内齿圈强度，增强耐磨性 ；

（2）太阳轮破坏比例平均为 10.5% ；

（3）行星轮破坏比例平均为 19%。行星齿轮之所以破

坏比例比较大，主要是作用在齿轮上的弯矩是正负交变（即

交变载荷，约使疲劳强度降低 30%），而其他齿轮则承受正

常的变负荷。因此，行星齿轮疲劳折断，齿局部产生裂纹

导致断裂。需要有别于传统行星结构的领先设计技术解决

交变载荷问题。

（4）行星轮轴承破坏比例平均为 20%。传统行星结构

行星轮轴承始终做卫星运动，无法实现连续润滑，无法保

证轴承的健康运行，极容易造成失效。需要有别于传动行

星结构的领先设计技术以便实现轴承连续润滑 [2]。

（5）平行轴齿轮破坏比例为 7.5%。平行轴齿轮高速轻

载，如设计安全余量较小，容易受到外部冲击导致齿轮破坏。

需要提高设计安全余度，以便抵御可能出现的瞬时冲击。

1.1.2 制造问题

由于国内发展大兆瓦风电机组时间较短，缺乏经验积

累，故大多采用国外先进技术，大多引自国外的专业设计

公司，在拥有先进的设计技术的同时，制造、工艺能力却

缺乏积累，相对落后，导致制造能力无法满足设计需要，

难以实现设计目标。

另外，前期发展过程中过度注重产量，忽略了对质量

的严格要求。这也是目前故障率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随着目前行业成本压力的不断增大，势必会有部分成本缩

减在制造及质量控制上（例如质量控制人力的减少等）上，

最终将影响产品品质。

从技术角度出发，需要不断加大技术及质量控制投入

力度，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前期投入略高却可以达到降低

产品故障率的目的。

1.2 经济角度

（1）机舱内可维护故障。例如齿轮箱高速级损坏等。

此类故障可在风电机组上进行修复，此类故障单次修复费

用需 10 万元以上（主要体现为更换部件费用、人工费、损

失发电量等）；

（2）机舱内不可维护重大故障。例如轴承碎裂、低速

级齿轮损坏等。此类故障无法在现场进行修复，必须用新

齿轮箱进行现场更换。此类故障单次修复费用需 200 万元

（主要体现为吊装费、运输费、新齿轮箱费用、人工费、损

失发电量等）。

对于风电场业主而言，机组在出质保期后出现一定数

量的机舱内可维护故障尚可接受，一旦出现较多的机舱内

不可维护故障，将严重影响到业主的年收益。

从经济角度出发，风电场的收益是取决于整个 20 年周

图 1	风电机组主要部件所占失效比例（图片来源：	WEC(Word	Energy	Council) 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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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的收益，选用低故障率的产品可大幅度减少后期维护

产生的故障解决费用。最佳选择已经由一次性采购成本低

的产品逐渐转变为采购技术领先、低故障率、全寿命周期

高性价比的产品。

2 全寿命周期高性价比齿轮箱 HTAS 解决方案

实践是检验设计的最佳途径，德国 RENK 公司独有的

AEROGEAR 技术采用内齿圈驱动、行星架固定，行星齿

轮采用双联齿轮的定轴式复合行星结构，是 RENK 应用军

工技术满足风电增速箱高可靠性要求的专利技术，已经过

市场充分的可靠性验证，AEROGEAR 结构示意图如图 2
所示。  

首先，2MW 机型的上千台齿轮箱自 2000 年起在欧洲

市场已经过 10 余年的大批量验证，至今未发生机舱外维护

故障。

其次，2006 年起，开始批量生产 5MW、6MW 齿轮箱，

并用于海上风电，至今已经过近 10 年的考验，德国 RENK
公司是全球第一家实现此功率齿轮箱批量生产的厂家。

HTAS（High reliability Transmission Advance 
Standard）齿轮箱具有四大优势。

2.1 高可靠性

高可靠性齿轮箱首先要满足技术领先，HTAS 系统示

意图如图 3 所示。HTAS 齿轮箱相比传统行星传动结构解

决了以下几点问题 ：

（1）内齿圈采用渗碳淬火工艺，表面硬度达到

58HRC － 62HRC，淬硬层深度达 3.5mm—4mm，加之

独特设计结构带来的齿圈应力低优势，有效地解决了内齿

圈损坏问题，如图 4 所示 ；

（2）行星齿轮无交变载荷、独特的设计结构使行星齿

轮只承受正常的变负荷，使齿轮疲劳强度提高约 30%，如

图 5 所示 ；

（3）所有轴承均实现定点润滑，保证了所有轴承连续

润滑，良好运行，如图 2 所示 ；

（4）秉承军工产品理念，接触应力安全系数 SH ＞ 1.7，
弯曲应力安全系数 SF ＞ 2.2 均大大领先行业平均水平，有

效提高了齿轮抵御外部冲击能力。 
制造能力必须满足设计要求，坚持“标准为制造的最

低要求”的质量理念，以 HTAS 质量控制标准打造军工品

质产品。

与传统结构的齿轮箱比较，AEROGEAR 主要技术优

势如表 1 所示。

2.2 高效率

AEROGEAR 技术独特的结构使传动件数量达到了最

图 2	AEROGEAR 结构示意图

图 3	HTAS 系统示意图

图 4	渗碳淬火工艺的高强齿圈



Technology | 技术

2013年第10期  103  

大优化，较传统行星结构（13 个摩擦副）减少了 6 个摩擦副，

大大降低了功率损耗，实际效率达到 98% 以上，较国内同

类产品高出 1%—1.5%。效率的提升对于一个 50MW 的风

电场来说，全寿命周期直接发电收益达500万元至700万元。

2.3 机舱内全维护

在降低齿轮箱故障率的同时，高维护性是降低齿轮箱

后期维护成本的重要因素，传统行星机构齿轮箱只能在机

舱内解决高速级故障维修，一旦发生低速级故障只能返回

地面维修。仅带来的吊车费用就高达几十万元，加之更换件

运输等造成机组长时间停机，直接发电量损失达数十万元。

2.4 动态监控

齿轮箱很多失效发生前是有趋势性的，并且很多部件

在失效后对齿轮箱造成二次破坏，导致整台齿轮箱彻底丧

失利用价值。更换单一故障件成本大约在几万元至十几万

元不等，一旦造成二次破坏更换整台齿轮箱经济损失可达

200 万元以上。

如果可以提前判断故障的发生，提前更换故障件防止

对齿轮箱的二次破坏，减少的经济损失是非常巨大的，只

有对齿轮箱的现场运行状态进行有效监控，对其关键参数

进行实时采集、定期分析，才能极大降低机舱内不可维护

故障的发生 [3]。

3 结论

HTAS 齿轮箱通过增加有限成本确保产品品质，相对

于传统齿轮箱可以有效提高齿轮箱效率，增加发电收益 ；

在机舱内完成故障消除，降低巨大的设备维护费用。整个

全寿命周期内每台每年可产生近 10 万元的相对收益，一个

50MW 的风电场全寿命周期可形成近 3000 万元至 4000 万

元的相对收益。并在国内率先提出了每年收取定额维护费

承担所有大故障风险解决方案，提供齿轮箱全寿命周期内

高性价比解决方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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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AEROGEAR 与传统结构的齿轮箱技术优势对比

AEROGEAR 传统行星

接触应力安全系数 ＞ 1.7 ＞ 1.25

弯曲应力安全系数 ＞ 2.2 ＞ 1.56

内齿圈材料 18CrNiMo7-6 31CrMoV9

内齿圈热处理方式 渗碳淬火 +磨齿 氮化或感应淬火

内齿圈硬化层深度 2.5-3.5mm 0.3-0.5mm

行星架 静止状态 与主轴相连

轴承润滑方式 定点压力润滑 喷射润滑

低速端啮合方式 单面承载 双面承载

行星轮载荷 无交变载荷 交变载荷

机舱内可维护性 除内齿圈外的全部零件 输出级

功率损失 2% 3%

行星级应力 1090N/mm2 1170N/mm2

图 5	行星齿轮无交变载荷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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