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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From The Editor

文／秦海岩

未来有多远？

在刚刚过去的 2013 年中，我国风电产业整体上经受住了“严冬”的考验，行业呈现出复苏的态

势。据初步统计，2013 年新增风电装机能够达到 1500 万千瓦左右，总装机容量有望超过 9000 万千

瓦，我国风电市场在重重阻力之下仍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增长。风电开发企业的整体状况有所改善，因

此 2014 年新增装机在 2013 年的基础上预计会有明显的提升。2013 年，机组平均价格上升到每千瓦

4000—4100 元的水平，整机企业总体告别亏损，但也仅仅是盈亏持平。从上述几个指标以及国家陆

续出台的支持政策来判断，我国风电行业在短期内将有一个逐渐回暖的过程。但这并不能让我们产生

如释重负的感觉，与短期境况相比，我国风能产业的长远发展问题才是终极挑战。

在风能这一新生事物与强大的传统能源体系的竞争和抗衡中，最大的支持来自于对产业的明确战

略定位。包括风能在内的可再生能源，不仅仅关乎能源本身，也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其根本价值在于

用符合自然法则的方式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核心是社会和人。不上升到这样一个高度，就没有

发展的紧迫感，就会在各种经济借口中无限拖延。所以才出现这样一种现象，人人都认同可再生能源

一定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谁也说不清这个未来到底有多远，是 20 年、50 年、还是 100 年？我们在

慢条斯理地进行结构调整的时候，是否清楚属于我们的转型时间还有多久？已故的德国经济学家、诺

贝尔特别奖得主赫尔曼·希尔在他的著作《能源变革 ：最终的挑战》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错过向可

再生能源全面彻底转型的每一年都是一种损失。这种转型就是最后的手段，……因为人类还没有其他

方法可以用一种自然的和可持续的途径来生产能源。”我们现在缺少的不是表面上的共识，而是真正

以时不我待的精神付诸行动。

我国风能的发展成就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行动的基础。历史上也许是第一次，我们有机会建设一个

能够领跑世界的产业，而这个机会极有可能在陈旧思维和传统行动逻辑中失去。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变

需要一种关于能源的全新思维方式，这是消除对可再生能源的歧视的起点。希尔在他的书中，列举了

很多例子来证明，人类一再有意或无意地低估可再生能源的潜能。上世纪 90 年代，德国人还不相信

风电在整个电力结构中能够占据 1% 的份额，而十年后他们推动欧盟通过决议，规定到 2020 年可再生

能源将占到欧盟能源消费总量的 20%。即使是国际上的可再生能源行业组织，包括欧洲风能协会和国

际能源署，其预测也都远远落后于实际的发展。1996 年，欧委会预测，到 2007 年，欧盟 15 国风电总

装机将达到 679.9 万千瓦，而实际结果是预测值的 732%。它提出到 2020 年风能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达

到 3038 万千瓦，而实际上在 2008 年就已经超过了这一目标的二倍。我国早年的风电发展规划目标也

一再被现实情况翻番超越，目前来看，2020 年风电装机 2 亿千瓦的目标，还是趋于保守，完成减排

目标不是终极目的，我们有能力做到更快更好。事实证明，我们的胆子和步子都应该再大一点，目光

再长远一点，信心再充足一点，结果就可能更好一点，距转型成功就会更近一点。因为，在生存环境

压力面前，我们用来改变的时间其实已经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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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 Special Report

国家能源局拟从三个方面突破
新能源发展瓶颈

近些年来，随着全球能源需求的持续增长，

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发展新能

源和可再生能源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行动。

最近欧盟和美国提出了到 2050 年，可再生能

源电力占电力消费 80%的宏大目标。这样令人

振奋的目标展示了新能源的光明前景。中国作

为发展中大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

展阶段，能源需求持续较快增长。而中国高度

依赖煤炭的能源结构，造成了保护生态环境和

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双重压力。为此，大力发

展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已成为中国能源

发展的迫切要求。2009 年，中国政府提出了到

2020 年要实现的两个目标：一是非化石能源在

一次能源消费中达到 15％左右；二是单位 GDP

碳排放量比 2005 年减少 40％至 45％。这两个

目标也是中国能源发展和结构调整的重要任务。

我们的有关规划和政策都将围绕确保上述目标

的实现而努力。

中国的可再生能源产业近年来发展迅速。

到 2012 年底，水电装机总量达 2.5 亿千瓦，发

电量 8640 亿千瓦时，居世界第一位；风电装机

容量 6300 万千瓦，年发电量超过 1000 亿千瓦

时，已经超过核电，成为火电、水电之后的第

三大电源；光伏发电装机 650 万千瓦，光伏电

池年产量 2100 万千瓦，占世界总产量的 70%。

2012 年，包括水电、风电、光伏发电和生物质

能发电在内的可再生能源利用总量折合 3.25 亿

吨标准煤，占能源消费总量 9.1％。如果再加

上核电的发电量，非化石能源在全部能源消费

中的比重达到 9.9%。

根据国家的《可再生能源“十二五”规划》，

到 2015 年，风电装机总量将超过 1亿千瓦，其

中海上风电 500 万千瓦。风电装备制造领域形

成全产业链的设计和制造能力，装备技术水平

达到世界先进。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将达到 3500

万千瓦，其中分布式光伏发电 2000 万千瓦。生

物质能年利用量将达到5000万吨标准煤。届时，

非化石能源利用总量将达到我国能源消费总量

的 11.4%。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随

着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许多深层次、系统

性的矛盾逐步显现出来。例如，迄今为止，新

能源仍然被看作是补充能源，仅仅在满足用电

需求增量上考虑问题，而没有形成新能源要替

代化石能源的共识。表现在现行的电力运行调

度方式，不适应新能源电力并网或直接消费的

新形势和新情况。《可再生能源法》关于可再生

电力全额保障性收购的要求难以落实，导致风

电弃风限电现象严重。仅 2012 年一年，全国风

电弃风电量就超过 200 亿千瓦时。分布式光伏

发电在享有“无歧视、无障碍”并网方面仍存

在困难，“自发自用，余量上网”的商业运营模

式刚刚起步，亟待完善。这些体制上的不适应，

使得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发展受到制约。

另外，总体上看，新能源在关键技术研发

和创新能力上存在不足。政府对新能源电力的

文／王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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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Report | 特别报道

补贴机制和资金使用效率等方面还有不少需要

改进的地方。在企业行为上，存在着一些忽视

技术经济可行性，盲目扩张的问题。而有些地

方的管理部门仅注重短期利益的地方保护式的

做法，又给企业增添了非理性发展的冲动。

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制约了新能源

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甚至可能影响到“十二五”

规划目标的实现。为此，国家能源局将有针对

性地重点加强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进一步明确可再生能源是替代能源的

战略定位。从丹麦、德国等先进国家的实践经

验来看，可再生电力已经成为电力结构中的主

要组成部分。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可再生能

源应当，也完全可以做到大规模替代化石能源。

也就是说，无论实时的能源供应紧张还是宽松，

可再生能源都应当优先利用。或者说，只要地

球上还有化石能源消费，新能源就有发展空间。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推动能源生产和

消费革命”的重大任务。要完成这项任务，发

展新能源首当其冲。为此，需要全社会进一步

明确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在国家能源发展战略

层面的定位。

二、推进市场体制机制改革，为新能源发

展创造良好环境。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是解决

新能源产业发展面临的现实困难、拓展未来发

展空间的根本性的保障。一是要积极推进电力

体制市场化改革进程，尽快实现依靠市场配置

资源，不断提高发展效率；二是要按照《可再

生能源法》的要求，优先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

同时也要高度重视发展质量，严格地以技术可

行性和经济合理性作为科学取舍的标准，务必

使新能源发展具有可持续性；三是要改善和规

范各级政府的管理方式，清晰界定政府行政行

为和市场竞争机制的边界，自始至终坚持开放

理念，尽可能通过竞争或比较机制来实施政府

对新能源的各项支持政策。新能源有着许多与

传统能源不同的特性，特别需要我们尊重客观

规律，通过科学的论证和积极的探索，建立正

确的开发方针，避免政策失误造成浪费。 

三、大力推动新能源产业科技进步，尽快

降低新能源成本。技术进步是新能源产业的核

心生命力。近年来，我国新能源产业的技术水

平有了长足进步，但是相对于传统化石能源，

成本仍较高，还需要政府补贴。随着我国新能

源发电规模持续增加，每年所需的补贴资金数

额也不断增长。按照现行的补贴标准测算，今

年需要 380 亿元，到 2015 年，补贴资金需求将

超过 700 亿元。如此高额的补贴将会推高全社

会的用能成本，降低国民经济整体竞争力，同

时也抑制了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空间。应当说，

当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都遇

到了同样的困难。解决这个问题，迫切需要通

过相关产业的技术进步，尽快降低新能源发电

的成本。例如，近年来，我国风电设备制造企

业低风速机组及其控制技术的快速发展，意义

十分重大，使得东部、中部和南方诸多省份的

风电开发规模连年增加，明年开始将占到我国

风电新增规模的一半以上，成为我国风电新的

增长亮点。科学技术的进步既拓展了风电发展

空间，又提高了国家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还有，

多晶硅冶炼技术的长足进步，使得光伏发电的

建设成本迅速下降。当前国家大力推动的分布

式光伏发电，资金补贴的强度更低，使得有限

的资金可以支撑更大的光伏市场规模。而不断

扩大的市场规模又进一步促进了光伏发电成本

的降低，让整个产业走入良性循环。

可再生能源“十二五”规划目标能否实现，

未来两年是关键。需要业界同仁科学、理性地

把握行业发展方向，共同探索，研究解决困难

和问题的办法和措施，使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

展走上宽广和健康的坦途。我们相信，在大家

的努力下，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一定能够克

服种种困难，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

 （本文摘自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王

骏在第五届中国（无锡）国际新能源大会上的讲话，

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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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风电面临的矛盾，重在落实

文／史立山

过去几年，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我国风

电规模不断扩大，风电设备的制造能力明显增

强。但是，风电现在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除

了技术，我们在管理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

和问题。投资者和设备制造企业之间出现了利

益不一致，相互之间货款拖欠非常严重，包括

不良质保金问题。另外，过去一些非常支持风

电发展的地方政府现在开始实现一些保护条款，

而且有的地方以环保、地方利益为由限制风电

发展，例如山东、云南等就有类似问题。此外，

受到限电影响，风电企业的投资积极性也没有

前两年那么高涨，这也可能是产业发展回归理

性状态的表现。

总体而言，对于我国风电产业进入新阶段

的这些新矛盾，要理性地解决，并进行制度性

的设计。另外，风电已经成为我国新能源领域

的亮点，技术进步和成本降低都很快，展现了

很好的前景。因此，未来全球风电快速发展的

趋势不会逆转。虽然世界各国风电发展面临的

问题不完全一样，发展也不可能一帆风顺，但

是自始至终都会保持持续快速的发展步伐。

我国风电发展目前主要面临三个方面的

问题。一是成本。虽然成本已经降了很多，但

仍需要大量的补贴。随着产业规模扩大，面临

的问题也越多。在当前情况下，要推动风电发

展，就必须有政策支撑，必须有足够的资金支

持。每个国家都如此。风电成本仍然是一个重

大的制约因素，所以我们要不断推动技术进步。

二是受风能资源波动性影响，在现有技术水平、

管理体制和政策环境下，大规模风电并网受到

电力系统运行的制约，风电效应没有很好发挥。

三是风电的产业管理体制仍然不够完善，包括

风电场布局、风电技术、设备制造都存在不少

矛盾和问题。如果风电要持续健康发展，解决

这些问题非常重要。

不过作为最具发展前景的新能源技术，风

电的发展前景更难以估量。就我国而言，我们

提出 2020 年的发展目标是装机 2 亿千瓦，现

在来看实现这个目标应该不会有大的问题。丹

麦的风电目前已经占到该国总电量的 30%，到

2020 年要占到 50%。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复制

这个目标，但是，如果我国风电所占电量比例

达到 20%的话，需要 10亿千瓦的风电装机。这

是一个非常宏观的数据，从资源方面来讲没有

问题，因此风电的发展潜力非常大。所以，我

们应该坚定信心，下大力气，解决好风电产业

自身发展问题。政府应该构造更好的行业环境，

风电产业技术本身的问题也要解决好，以更好

地扩大风电规模化发展。

风电发展所遇到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

一定会得到解决。国务院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

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解决了光伏补贴的问题。当

然，国务院也要研究出台促进风电产业健康发

展的若干意见。补贴资金的解决对风电发展已

经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今后，国家还会完

善相关政策，国务院关于促进风电产业健康发

展的若干意见中有具体的布局和要求。当然，

促进产业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我

们要从技术、管理、政策、体制等各个方面推动。

首先，要推动技术进步，加快科技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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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伐。这既包括风电机组技术，也包括解决风电

波动性的出力技术，还包括提高电网运行智能化

水平。现在看来，这些技术发展潜力都很大，任

务也很艰巨，需要付出很多努力。第二，要下决

心解决好当前的弃风限电问题。我们希望用两到

三年的时间基本解决弃风限电问题。为此，要严

格限制弃风限电地区风电的建设规模，加快市场

好的地区风电建设。如南方地区的低风速已经取

得了很大发展；海上风电也在积极推动前期工作。

第三，要扩大配置资源的范围，即扩大跨区送电，

让波动性的风电在更大的电网系统中消纳。前不

久投入运行的哈密-郑州±800千伏特高压直流

输电工程外送通道项目就是探索跨区解决新能源

的一个示范。第四，开拓一些灵活的用电负荷。

现在国内做了很多试点，如风电供热。当然，我

们更希望完善电力管理，不仅要管发电，而且要

管负荷，对大的用户要有科学的管理。

最后，要真正推动风电更大规模的发展，除

了解决技术问题，还要在理论上建立能源管理体

制。应该说，目前我国能源市场并没有真正形成，煤、

电、油等各种能源之间非常封闭，供热和供电不协

调，综合效率不高。电不可以储存，但是热可以储存。

协调好电与热之间的关系，发挥好储热对用电的

补偿，对解决风电波动性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风电为何会面临这么多问题，归

根还是促进新能源发展的思路没有很好的落实。

像风电优先发展、优先上网等很多政策停留在口

头上，很难落实。所以，在推动能源转型，实现

能源结构由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变的大战略

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要呼吁社会各界更

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这也是个艰巨的任务。

从产业自身来讲，我国风电仍然处于起步阶

段，尚未形成非常规范的管理体系，风电产业健

康发展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所以确实要做好顶层

设计，加强制度建设，明确责任目标，形成一个

健康有序的市场。

第一，要加快产业监测和评价体系的建立。

今年 5月，国家能源局发布了《关于加强风电产

业监测和评价体系建设的通知》，已经明确了一

些要求，正在落实。我认为，这是促进风电产业

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因为我们现在还很难去客观

评价一些技术优劣问题，大家缺少客观的标准，

这需要对产业真实状况的长期监测。第二，要

加强产业标准和规范体系的建设。风电是战略

性新兴产业，其资源评价、项目规划、设备制

造、建设管理等方面的标准仍然不够完善，缺

乏统一的方法和科学的评价体系，导致工程建

设质量和设备性能得不到非常准确的评价，工

程质量和效益良莠不齐。第三，要加强检测和

监督体系的建设。风电设备是风电建设的核心，

也是风电技术进步的关键。根据国际发展经验

和国内风电发展面临的问题，对风电机组低电

压穿越、机组认证也提出了一些要求，但是总

的来看，这方面的工作仍然不足，对风电场质

量的监督仍然不够。在质量监督体系方面，业

主的责任，承包商的责任，每个环节现在都缺

少标准，还是一个空白。第四，加强行业自律，

防止同质化竞争。目前风电的产业规模已经形

成，设计、施工、设备制造等都需要制定一些

行业自律标准，培育企业诚信经营、公平竞争

的理念，引导产业健康发展。

目前，风电场项目投资的审批权已经下放

到地方。今后，国家层面主要是展开技术设计

和宏观管理方面的工作。对于具体的项目，国

家主要调控布局，重点支持风电利用好的地区

的项目建设，下更大的力量统筹协调资源和市

场不平衡问题，加快跨区的资源优化配置，发

挥地区和市场互补功能。

我国风电的发展仍处在初级阶段，面临的

矛盾和问题都在增加。过去没有出现的问题现

在都出现了，而且更多是利益纠葛问题，不完

全是技术问题，这需要我们来协调，通过一些

规范来解决。

总之，我们要不断总结经验，完善政策，

强化管理，加强行业自律，健全风电产业体系。

在继续推进风电规模化发展的同时，要更加重

视东部地区分散式资源的开发利用，积极开展

海上风电的试验示范，加强国际合作，学习国

际先进经验和管理技术，努力提高风电技术和

管理水平。同时，也为全球风电发展、应对气

候变化发挥积极的作用。

（本文根据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

史立山在 2013 北京国际风能大会上的讲话整理而成，

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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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0 月 24 日，山东省物价局发布《山东省物价局

关于运用价格政策促进可再生能源和节能环保发电项目健康发

展的通知》（简称《通知》）。《通知》明确了继续扶持太阳能光伏、

风力发电项目发展，鼓励节能环保发电项目发展和确保价格扶

持政策落实到位等几大重点任务。

根据《通知》，山东省将对 2013 年 -2015 年风力发电项

目上网电量在国家标杆电价每千瓦时 0.61 元的基础上，按照每

千瓦时 0.06 元的标准给予临时电价补贴。《通知》规定，有关

部门要利用电价调整空间，积极筹措补贴资金，并会同财政等

部门加强资金管理。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要严格按照电价补贴

标准，及时足额结算企业补贴电费，并定期向社会公布各类新

能源机组年度补贴情况。山东省各市要定期开展可再生能源发

电企业生产运营情况调查，对价格扶持政策进行跟踪、评估。

根据国家能源局官方数据，截至 2012 年底，山东省风电并网

容量为 393 万千瓦，位居全国第五。华电国际、大唐新能源和

龙源电力等是山东主要风电运营商。

2013 年 10 月 30 日，中国水电总院网站发布了

2013 年第三季度全国风电建设统计成果报告的相关

信息。 

根据报告，2013 年第三季度全国新增核准风电

场项目 106 个，核准容量为 818.53 万千瓦，较去年

同期下降了 25.3%。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全国

累计核准风电场项目 2153 个，核准容量为 12391

万千瓦，累计核准容量最大的三个省（区）依次为

内蒙古、甘肃和河北。2013 年第三季度新增并网容

量 275 万千瓦，新增并网容量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2013 年第三季度新增并网容量较多的省份主要为内

蒙古、吉林、山西、新疆。2013 年第三季度，全国

风电上网电量为 303 亿千瓦时，一至三季度合计上

网电量 998 亿千瓦时。由于第三季度各地区大多处

于小风季，“三北”地区的“弃风”情况稍显好转，

2013 年第三季度全国平均等效满负荷利用小时数

455 小时，“弃风”率为 7.26%，“弃风”限电损失电

量 23.71 亿千瓦时，一至三季度全国平均等效满负荷

利用小时数 1514 小时，“弃风率”为 8.79%，“弃风”

限电损失电量 96.18 亿千瓦时。 

报告预计，2013 年底全国风电并网容量将超过

7500 万千瓦，较 2012 年底新增并网容量超过 1200

万千瓦。今年新增并网风电主要集中在内蒙古、甘肃、

新疆、山东、山西等地区。

2013 年 10 月 25 日消息，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办公厅正

式批复江苏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集聚发展试点实施方案，江

苏盐城市海上风电产业被列入国家首批发展试点。

根据国家批复要求，盐城市试点将以海上风电装备研发为

重点，主攻大容量风电机组整机设计和大功率发电机、大尺寸

叶片等关键零部件开发能力，促进产业链向高端发展、价值链

向两端延伸。主要目标是：到 2015 年实现销售收入 350 亿元，

培育 1至 2家销售超 50 亿元、2至 3家销售超 30 亿元的整机

或零部件企业，突破 3兆瓦至 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整机设计和

核心部件制造技术，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代表产品，

建立较完善的技术创新体系。主要任务是：加快江苏金风科技

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等重点项目的建设，促进产业高端发展；

依托国家海上风电技术装备研发中心、国家风电设备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等技术创新和服务平台，构建区域创新体系；推进海

上风电示范项目建设及配套设施建设，加强产业集群支撑；探

索产业联动发展新模式，增强集群辐射能力。

山东将对风电额外提供6分钱的度电补贴

江苏盐城海上风电产业被列入国家首批发展试点

水电总院发布2013年全国第三季度风电
建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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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机工业协会风能设备分会“2013 全国大型风能设备行业年会暨产业发展论坛”于 2013 年 11 月 17 日至 19 日

在南京召开。本届年会共有近 400 名代表参加，会议由南京高精传动设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南高齿）承办。

在 2012 年年会上，分会向行业发布了《全国风能设备行业自律倡议书》，并提出了“十项自律原则”，旨在通过企业

自律， 创造一个 “政府扶持、行业自律、竞争有序、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的行业环境。本届年会回顾和分享了一年以来企

业实行行业自律的经验和成果，以加深对行业自律的理解，保证行业沿着健康的轨道继续前进，防止恶性竞争再次出现。

为期三天的年会分为产业发展综述论坛、主题对话、风电设备新技术论坛、专题论坛专题研讨会，以及参观等系列内容。

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中国电科院、国网能源研究院、中水电顾问集团、科研机构、风电场开发商、

风电整机企业、零部件企业、风电场运维企业等数十位专家、技术负责人和企业领导参与到了年会的各项活动中。

2013全国大型风能设备行业年会暨产业发展论坛召开

2013 年 11 月 19 日至 21 日，IEA 风能实施协议组课题 30（海上风电动态

仿真软件和模型的比较）第二阶段第八次小组会议在德国法兰克福会展中心举行。

本次会议由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NREL）主办，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

能专业委员会有两位代表出席会议。

会议确定了课题 30 中 OC4 项目的最终结果，该项目已经完结，项目文

章内容也已讨论并确定，计划在 2014 年国际海洋、离岸和极地工程会议上

（2014OMAE）发表。对于OC4 的仿真结果，北京鉴衡认证中心提交的结果与其

IEA风能实施协议课题30小组会议在德国召开

他采用相同建模方式的机构所提交的

结果吻合，不同建模方式的仿真结果

之间的差异也作为一个论点展现在项

目文章中。此外，会议讨论并确定了

OC5 项目的时间节点，前两个阶段是

实验室水池实验。由于 NREL 建立了

自己的水池实验室，因此前两个阶段

他们提供的实验室数据可为海上风电

研究积累经验，同时作为海上风电课

题的补充内容。最后一个阶段是海上

风电机组的现场检测，由 Fraunhofer 

IWES 牵头，尚无结论，需继续讨论如

何获得实测数据。会议还对OC5项目

该如何建模分析进行了详细讨论，尚

未达成一致。

OC5 项目的实验与仿真吸引了许

多机构的参与，一些参与欧洲海上风

电项目的机构也为OC5项目提供了许

多建议，希望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向他

们学习欧洲海上风电测试方法，为本

项目的检测业务积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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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1 月 10 日，甘肃电网风电发电量达到 10024

万千瓦时，首次突破 1亿千瓦时大关，占当日用电量的近 1/3，

最大发电出力 432.9 万千瓦，风电发电量、发电出力均创新高。

据估算，河西走廊风电资源约 8000 万千瓦。自 2006 年

以来，风电装机容量从 6.4 万千瓦增长至 663 万千瓦，增长近

103 倍，风电发电量从 0.99 亿千瓦时增长到 93.12 亿千瓦时，

增长 93倍。

今年前三季度，甘肃风力发电量达 89.9 亿千瓦时，外送

电量 74.17 亿千瓦时，预计全年外送电量将超过 114 亿千瓦

时。为最大限度满足风电消纳需求，国网甘肃电力加大投资力

度，已建成两条 750 千伏输变电工程，目前第三条“电力高速

路”——酒泉至湖南±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已通过可

研评审，满足酒泉二期 300 万千瓦及后续风电、光伏发电并网

送出需求。

内蒙古东部电力公司近日透露，内蒙古自治区首个风电供

热电网配套项目——赤峰市林西县风电供热项目电网配套一期

工程将于今年年底前投运。

风电供热主要应用了蓄热式电锅炉等技术，接入城市供热

管网，利用储热系统为居民供热。由于采用了储热技术，因此

在风大负荷小的夜间，可以将电能以热能的方式储存起来。整

套运行系统无需输煤、储煤、燃煤，利用风电这一绿色能源，

既可以减少煤炭燃烧带来的空气污染，也可实现风电资源的本

地消纳，最大限度地降低弃风损失。

经过精心选址，内蒙古自治区确定赤峰市林西县、通辽市

扎鲁特旗为风电供热项目试点区域。蒙东电力承担的电网配套

工程总投资为 6855 万元，包括新建 31.5 兆伏安的变电站 1座，

改扩建 103 兆伏安的变电站 3座，新建 10 千伏线路 42 公里。

其中，林西县电网建设投资 3779 万元，新建变电站 1座，扩

建变电站 2座，新建 10 千伏线路 23.6 公里；扎鲁特旗电网建

设投资 3076 万元，扩建变电站 1座，新建 10 千伏线路 18.7

公里。届时，该项目可增加城镇供热面积 92 万平方米，增加

供电负荷 10.3 万千瓦，消纳风电 1.2 亿千瓦时左右。

甘肃电网风电单日发电量突破1亿千瓦时

蒙东首个风电供热配套电网将投运

新疆风电并网装机将突破400万千瓦

2013 年 11 月 2 日，随着中广核阿勒泰风

电场 4.95 万千瓦风电机组并网运行，新疆电网

内风电机组接入电网运行的总装机容量已经达

到 397.9 万千瓦。按照风电企业并网申请计划，

预计 11 月上旬，新疆风电装机容量将突破 400

万千瓦，年底将达到 650 万千瓦。

近年来，国网新疆电力公司大力加强电网建

设和“疆电外送”通道建设。2010 年 11 月 3 日

实现 750 千伏新疆与西北电网联网，新疆电网正

式并入国家电网，开启了“疆电外送”的大门。

为加大风电等清洁能源送出力度，国网新疆电力

先后建成投运了一大批 220 千伏和 110 千伏配套

送出工程。今年 6月 27 日，随着新疆与西北主

网联网 750 千伏第二通道工程竣工投运，新疆电

网接纳清洁能源的能力进一步增强，风电更大规

模并网外送成为现实。

根据国家电网公司规划，“十二五”期间，

新疆电网电源总装机规模达到 7750 万千瓦，形

成哈密、准东两个大型火电基地和哈密、达坂城、

小草湖等大型风电基地。新疆几项“疆电外送”

工程需要配套火电装机约 3600 万千瓦、风电装

机 1000 万千瓦。预计 2015 年风电规划装机容量

可达900万千瓦，占全疆电源总装机的13%左右，

其中内销 300 万千瓦，外送 600 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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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1 月 7日，由水电五局承建的埃塞俄比亚阿达玛二期风

电 EPC项目第一台风电机组吊装成功，标志着该风电场工程的建设进

入攻坚阶段。

埃塞俄比亚阿达玛二期风电 EPC项目工程位于埃塞俄比亚中部，

该风电场工程安装 102 台由三一重能提供的 1.5 兆瓦机组，总装机容

量为 15.3 万千瓦。该风电工程是引入中国风力发电技术、风电建设技

术和电力入网检验标准，带动中国风电制造产能的转移，改善当地社

会经济面貌，帮助埃塞俄比亚政府逐步建立和形成民族风电工业。

自今年 7月开工以来，该项目部克服工期紧、任务重，风场风速

大于 10 米 / 秒，高空作业安全风险大等困难。超前筹划，精心组织，

专人观测记录气象资料，针对气象条件制订合理的吊装作业计划、技

术交底和施工安全预案等，确保了首台风电机组吊装任务的顺利完成。

2013 年 10 月 29 日，电力和自动化技术集团

ABB 宣布推出新一代 145 千伏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

关设备（GIS），该款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采

用简化的模块化设计，安装更加快捷简便。此外，其

生命周期成本较低，并融合诸多功能，可降低对环境

的影响。 

较之前一代产品，该款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

关设备在设计上减少了 60% 的绝缘气体六氟化硫

（SF6），重量减轻了 13%。其他主要特性还包括便捷

的设备正前方操作界面，更便于操作和维护，并配备

了紧凑的带单相绝缘子的三相共箱卧式断路器，进一

步方便了整机操作操作。 

这款系统的额定电压为 145 千伏，额定电流

高达 3150 安培，能为额定短路电流最高为 40 千安

的电网提供保护。它是由全球GIS 技术专家与中国

GIS 技术中心合作设计和开发的，符合ABB“在中国，

为中国”战略，在中国制造的产品将同时面向本土或

国际市场。

埃塞俄比亚阿达玛二期风电工程首台机组吊装

ABB推出新一代145千伏气体绝缘金属
封闭开关设备

龙源电力成功中标24.4万千瓦南非风电项目

2013 年 10 月 29 日，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龙源电力）在南非能源部组织的第三轮可再生能源项目招标中，

成功中标两个风电项目，总容量为 24.4 万千瓦。

龙源电力本次中标的两个项目位于南非北开普省，其中德

阿 I 期风电项目装机容量为 10 万千瓦，德阿 II 期北区风电项目

装机容量为 14.4 万千瓦，将由龙源电力、南非穆利洛可再生能

源有限公司及项目所在地黑人社区公司共同开发，龙源电力为

控股股东。项目由南非本地银团提供项目融资，采用国电联合

动力生产的 1.5 兆瓦机组。

2011 年 8月，南非能源部启动了可再生能源招标工作，其

中风电项目招标容量为 185 万千瓦，截至目前已开展三轮招标。

前两轮风电投标项目总容量约为 350 万千瓦，最终中标项目容

量为 119.65 万千瓦。相比前两轮招标而言，第三轮风电招标竞

争更为激烈，参加投标的企业除龙源电力外，还有法电、意电、

葡电和Mainstream等多家国际知名风电开发商和投资商。南非

能源部通过对各投标项目的投标电价、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计划、

黑人经济促进方案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后，最终选出最具实力

的新能源开发企业作为中标单位。第三轮风电计划招标容量为

65.34 万千瓦，最终中标项目容量调整为 78.7 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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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1 月 1日，由太原重工自主研发、设计、制造的首台高海拔海陆两用 5兆瓦风电机组在内蒙古察右中旗辉腾

锡勒的华电风电场成功安装。这填补了我国自主研发大功率风电机组的技术空白，也实现了我国风电装备制造业的历史性

跨越。

太原重工 5兆瓦风电机组整机重量为 805 吨、塔筒直径 6米、轮毂高度 95 米、机舱总重 248 吨，叶片长 62 米、叶

轮直径 128 米，额定功率 5兆瓦，单台机组年发电量可满足一万个家庭全年用电需求。与同类型产品相比，太原重工生产

的该款机组重量轻、度电成本低、电网适应性好，具有适应极低温、高海拔、大湍流风场等特点，同时具备海陆两用功能。

太原重工首台海陆两用5兆瓦风电机组安装成功

2013 年 11 月 6日，联合动力首台 1.5 兆瓦加热除冰型样机在连云港下线，发往贵州麻窝山风场，该样机将发挥其在

冬季强大的除冰功能。

我国南部和中部地区冬季多冻雨、雾凇等天气，风电机组叶片在该环境下极易覆冰，导致发电量下降、使用寿命缩短

和抛冰伤人等问题。风电机组叶片覆冰问题成为制约中南部地区机组发展的重要因素。为贴近市场需求，联合动力研发团

队自主研发了具备自除冰能力的加热除冰型机组。该机型采用热气流加热叶片，可以通过自动或人工控制方式主动除冰，

除冰速度迅速且成本较低，有效提高了冬季机组发电量，解决了叶片覆冰问题。该项技术已获得了国家专利保护。

据悉，联合动力加热除冰型风电机组是国内首台应用热气流加热除冰技术的产品，该机组的成功制造，突破了国内叶

片抗凝冻技术瓶颈。

联合动力首台除冰型风电机组发运

2013 年 11 月 25 日，在罗马尼亚总理府，明阳集团与罗马尼亚潘

尼斯库集团签订 20 万千瓦风电项目开发协议及项目 EPC 与设备供货

协议，在罗马尼亚访问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罗马尼亚总理蓬塔

等贵宾见证了签约仪式。

据悉，该项目为风电场开发和设备采购项目，场址位于罗马尼亚

东南部黑海沿岸，总装机容量 20 万千瓦，总投资额约 4亿欧元（约合

明阳与罗马尼亚潘尼斯库签订20万千瓦风电开发协议

33 亿元人民币）。该地区属于罗马尼亚风能资

源丰富区域，项目风能资源条件较好。现场地

势利于施工、运输。附近有 400 千伏欧洲电网

变电站及输电线路，电力接入传输容量可靠。

另外，罗马尼亚风电电价实行基础电价加绿色

证书制度，按欧元计价，具有良好的投资前景。

明阳集团董事长张传卫介绍：“潘尼斯库

集团是罗马尼亚的大型综合型企业集团，近年

来在新能源领域取得了重大的发展成就，政府

和商界资源深厚，与潘尼斯库集团签订 20万千

瓦风电项目协议，对明阳集团开拓罗马尼亚新

能源市场具有积极的战略意义。”

据悉，项目计划 2014 年初开工建设，

2014 年底竣工 10万千瓦，2015 年 6月项目全

部完成。根据协议，在未来 2年内，由明阳提

供 2兆瓦大叶轮直径机组、主要部件、工程技

术和运维服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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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2 月 5 日，金风科技宣布，继去年金风科技旗下全资

子公司金风国际与罗马尼亚Mireasa Energies S.R.L. 签署 50 兆瓦

项目风电机组供应合同之后，该项目首台机组已于近期成功完成吊

装，据了解该机组是罗马尼亚以及东欧地区安装的首台中国制造风

电机组。

Mireasa 项目位于罗马尼亚第二大港口城市 Constanta，距离

首都布加勒斯特 170 公里左右，滨临黑海西岸，也是罗马尼亚经济

最发达地区之一。属于温带气候，年平均气温 10℃左右，年降水量

为 600 毫米 -800 毫米，风能资源储量丰富。金风科技结合当地特

定的风能资源和气候环境特点，针对该项目提供专项开发的 2.5 兆

瓦永磁直驱机组。

项目预计在 2013 年年底前完成 20 台 2.5 兆瓦风电机组发货，

并预计在 2014 年 6 月完成建设并接入罗马尼亚当地电网投入试运

行。项目建成后将由罗马尼亚当地风电开发商Monsson Alma 运营

持有。

此次成功进入罗马尼亚风电市场是金风科技国际化战略实施的

又一重要成果。作为最早走出国门的中国风电设备企业，金风科技

不仅在美国、澳洲等重点目标市场取得了显著业绩，同时也在拉美、

非洲、亚洲等新兴市场积极布局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取得可喜成绩。

2013 年 11 月 17 日，中国南车风电检测中

心通过了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简称

CNAS）的评审并顺利通过各项测试，成为国内风

电行业第三家获得CNAS认证的企业。

在评审过程中，中国南车风电检测中心的试

验和检测能力获得评审专家高度认可，其制造能

力、管理水平、员工素质等也受到了专家组的一

致好评。

据介绍，中国南车风电检测中心始建于公司

成立之初，2007 年正式建成，主要应用于科技研

发和出厂试验。通过 CNAS 资格认定，意味着中

国南车风电检测中心具备了按认可准则开展检测

和校准服务的技术能力。

金风科技2.5兆瓦机组首次进入罗马尼亚市场

中国南车风电检测中心通过CNAS国家实验室资质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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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1 月 8 日

消息，据美国风能协会

（AWEA）报道，全球科技

巨头微软公司在 11 月 4 日

宣布，其已经在得克萨斯州

签订了一份为期 20 年的风

能采购协议。微软采购的风

能将来自 RES 美国公司的

Keechi 风电场，RES 美国

公司是英国再生能源开发商

RES 有限公司旗下的一家私

营企业。微软官方博客显该

2013 年 11 月 19

日 -21 日，REpower 公 司

在 2013 欧洲海上风能大会

上展出了其新研发的海上风

电机组。该款风电机组额

定功率 6.15 兆瓦，风轮直

2013 年 11 月 18 日

消息，西门子近日获得了

DONG Energy 公司的 58.2

万千瓦海上风电机组订单，

其将为 DONG Energy 在德

国开发的 Gode Wind 一期

与二期风电场供应风电机

组。根据协议，西门子将为

DONG Energy 供 应 97 台

新型 6 兆瓦海上风电机组，

风电工程项目产生的风电与

微软圣安东尼奥数据中心位

于同一电网范围内。RES 有

限公司将从 2014 年初开始

建造 Keechi 风电场，预计

2015 年开始供电。该风电

场包括 55 台风力发电设备，

总装机量达到 11 万千瓦。

之前，微软都是通过购

买可再生能源证书来抵消碳

排放额。现在，该公司认为，

直接购买风电可以加大风电

径 152 米，海上装机高度

在 95 米到 110 米之间，属

于 6.2M 家族系列的产品。

该款 6.2M152 风电机组与

REpower6.2M126 风电机组

相比，在风速为 9.5 米 / 秒

这些机组风轮转子直径 154

米，西门子同时提供 5年的

售后维护。

Gode Wind 一期与二

期风电场位于北海的德国海

域，距离海岸线 45 公里，

其中 Gode Wind 风电场一

期装机容量 25.2 万千瓦，

Gode Wind 风电场二期装

机容量 33 万千瓦。这个风

并网容量。微软的 Robert 

Bernard 在公司博客中表

示：“这是一个新的风电项

目，这些电力是额外增加的，

这意味着我们的购买可以增

加得克萨斯州的可再生能源

并网量。虽然得州风电产业

发展非常兴旺，但该州的大

部分电力还是来自煤炭和天

然气。通过购买风能，我们

可以减少微软工厂在这个领

域的碳排放总量，并刺激得

时电力产出增加 20%。

据 了 解，6.2M152

风电机组样机已经售出。

REpower 与客户一致同意

在德国北部的一个陆地风电

场安装该款样机，陆地样机

电场所提供的风电可以满足

大约 60 万德国家庭一年的

用电量。

Code Wind 风电场的

建设计划从 2015 年上半年

开始，风电场的试运行时

间计划为 2016 年下半年。

Gode Wind 一期与二期风

电场建设完成后，DONG 

Energy 建设完成的海上风

州可再生能源的新增投资。”

微软还在博客中提到，

美国环境保护署确认微软将

会是在美国购买绿色能源的

第二大公司。微软称，以后

还会购买更多的绿色能源。

当然，微软也并非第一家购

买可再生能源的公司。谷歌、

苹果、Facebook 和其他许

多公司也都承诺会向他们的

数据中心输送更多的可再生

绿色能源。

轮毂高度为 124 米，预计在

2014 年底建设完成。而且，

REpower 公司将在 2015 年

开始 6.2M152 风电机组的

批量生产。

电场将达到约 350 万千瓦，

并且 DONG Energy 计划到

2020 年装机总容量将达到

650 万千瓦。

目前西门子在全球范

围内海上风电装机总量已达

到 390 万千瓦，同时还有大

约 500 万千瓦的海上风电机

组订单。

微软数据中心将使用美国得州风电

REpower推出新型海上风电机组

海外

DONG Energy与西门子签订58.2万千瓦海上风电机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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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1 月 中

旬，据美国科技博客网

站 Gizmodo 报 道， 继 微

软和谷歌之后，社交网络

Facebook 近期也开始建设

以可再生能源供能的数据中

心，目前正在美国艾奥瓦州

建设一座以风能供电的数据

据报道，2013 年前三

个季度，Nordex 集团销售

收入达到 10.51 亿欧元（约

合 86.93 亿 人 民 币 ）， 较

2012 年前三个季度的 7.16

亿欧元增加了 47%。今年

业务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

Nordex 集团欧洲和南非的

业务核心区，这两个地区贡

献了销售份额的 91%，其

2013年11月4日消息，

美洲开发银行已授予私营部

门贷款高达 1.32 亿美元（约

合 8.06 亿元人民币），为乌

拉圭Carape I 期和 II 期风电

场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这两

个风电场总容量 9万千瓦，

这一项目平均每年可减排二

氧化碳 25.9 万吨。

中心。

Facebook 数据中心大

楼的能源经理宣布，位于艾

奥瓦州的 Facebook 新数据

中心将实现完全以风能为动

力，风能采自周边的一个农

场。在建的这座数据中心位

于艾奥瓦州阿尔图纳市，首

次分别为美国和亚洲地区，

销售份额分别占 6%和 3%。

2013 年，Nordex 集团

所生产和安装的风电机组总

容量获得了实质性增长，前

三个季度生产的风电机组总

容量为 100.2 万千瓦，较去

年同期增长了 64%，新装

机增长了 61%，达到 92.4

万千瓦。由于 Nordex 集团

此次美洲开发银行所提

供的资金中，有 4420 万美

元（约合 2.7 亿元人民币）

来自中国与其共同建立的 20

亿美元（约合 122 亿元人民

币）共同基金。这一风电场

项目每年可提供 3.6 亿千瓦

时可再生能源电力，相当于

15.8 万人的平均耗电量。

府得梅因郊区，为其供能的

风电场位于数据中心 70 公

里以北，向外延伸至风能

丰富的大平原地区 ( 该风电

场总装机容量为 13.8 万千

瓦 )。这将是 Facebook 的

第四个数据中心，计划于

2015 年建成投入使用，它

采取一系列新政，例如采取

控制人员成本以及参与利润

更高的项目等措施，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集团毛

利润增加了 39%，达到 2.42

亿欧元(约合20亿人民币)，

息税前利润达到 3100 万欧

元 ( 约合 2.56 亿元人民币，

2012 年 同 期 为 230 万 欧

元 )，净利润达到 530 万欧

据全球绿色能源市场咨

询机构 Navigant Research

报告显示，拉美国家已经

成为风电增长最快的市场。

尽管与北美和欧洲国家相

比，拉美地区的风电场建设

相对不够成熟，但该地区风

电行业正以极快的速度向前

发展。报告指出，在美国受

有两个超级可再生能源功能

“前辈”，分别坐落在美国俄

勒冈州和瑞典。

Facebook 不是美国追

求绿色能源为自己的数据中

心功能的唯一一家公司，微

软和谷歌早就开始推行类似

的能源计划。

元 ( 约合 4384 万人民币），

2012 年同期为亏损 1560

万欧元。

截 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Nordex 固定收入订单

达 11.86 亿欧元 ( 约合 98.1

亿人民币），2012 年同期为

6.4 亿欧元，这些新订单仍

旧主要来自于欧洲和南非的

业务核心区，占 79%。

政策因素及宏观经济的影

响，风电的增长率将持平甚

至下降的情况下，拉美国家

风电装置容量在未来十年将

至少扩容一倍，有望从目前

的 220 万千瓦上升至 2022

年的 430 万千瓦。2013 年，

拉美国家的新增风电装机有

望占世界总额的 5.5%。

海外

Facebook新数据中心以风电供能

Nordex 2013年前三个季度收入同比增47%

2013年拉美地区新增风电装机有望占全球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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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到 2015 年，风能发电装机

规模达到 1 亿千瓦。掌握 7 兆瓦－ 10
兆瓦级风电机组整机及大型轴承、变流

器等关键零部件的设计制造技术，实现

批量生产。

主要内容：通报 2012 年我国全国弃

风电量约 200 亿千瓦时，并对 2013
年风电并网和消纳的相关工作做出

了四点部署。

主要内容：规定将重点监测包括国际风电产业发展动态、风电开

发建设情况、风电并网运行情况和风电设备制造产业等方面信息。

主要内容：规自 2013 年 9 月 25 日起，将

除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用电之外的其他用电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标准由每千瓦时 0.8 分

钱提高到 1.5 分钱。

主要内容：对总装机容量为 5 万千瓦及以下的

小水电，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海洋能、

地热能等新能源发电给予建设资金补贴或单位

发电量补贴。

主要内容：对自 2013 年 9 月 25 日起，将向除居民生

活和农业生产以外的其他用电征收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

加标准由每千瓦时 0.8 分钱提高至 1.5 分钱（西藏、新

疆除外）。

文件名：关于印发能源发展“十二五”

规划的通知（国发 [2013]2 号）

文件名：关于做好 2013 年风电并网

和消纳相关工作的通知（国能新能

[2013]65 号）

文件名：加强风电产业监测和评价体系建设的通知（国能新能

[2013]201 号）

文件名：关于调整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标

准与环保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价格

[2013]1651 号）

文件名：分布式发电管理暂行办法（发改能源

[2013]1381 号）

文件名：关于调整发电企业上网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发

改价格 [2013]1942 号）

国务院
国家能源局

国家能源局

国家发改委

国家发改委

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 国家能源局

文件名：关于公布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

助目录（第三批）的通知（财建 [2012]1067 号）

会议名：2013 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

主要内容：共发放 19 个省（市、自治区）的

496 个可再生能源项目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

录，风电项目 377 个。

主要内容：会议指出全年新增风电装

机 1800 万千瓦。

2013年中国风电政策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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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在鼓励类产业中增加了 “海上风电机

组技术开发与设备制造”和 “海上风电场建设与

设备制造”两项内容。

主要内容：第三批计划核准项目共 491 个，总装

机量 2797 万千瓦 ；安排促进风电并网运行和消

纳示范项目 4 个，总装机量 75 万千瓦。两类项

目合计容量 2872 万千瓦。

主要内容：对风电清洁供暖工作提出四点要求，要求国家电

网公司加快开展适应风电清洁供暖发展的配套电网建设。
主要内容：对全国风能资源详

查工作的数据成果共享使用

等事项作出规定。

主要内容：共拨付 148 亿元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

加补助资金，其中风电补助为 93.14 亿元。
主要内容：取消和下放117项行政审批项目，

包括企业投资风电场项目核准权。

主要内容：共发放 29 个省（市、自治区）的

567个可再生能源项目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录，

风电项目 343 个。

主要内容：接入公共电网的分布式电源项目的接入系统工程（含

通讯专网）和接入引起的公共电网改造部分由公司投资建设，接

入用户侧的分布式电源项目，其接入系统工程由项目业主投资建

设，接入引起的公共电网改造部分由公司投资建设（西部地区接

入系统工程仍执行国家现行规定）。

文件名：关于修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有关条款的决定（2013 年第 21 号令）

文件名：关于印发“十二五”第三批风电项目核

准计划的通知（国能新能 [2013]110 号）

文件名：关于做好风电清洁供暖工作的通知（国能综新能

[2013]63 号）

文件名：关于做好风能资源详

查和评价资料共享使用的通

知（国能新能 [2013]147 号）

文件名：关于预拨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

的通知（财建 [2013]83 号）
文件名：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

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 [2013]19 号）

文件名：关于公布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

助目录（第四批）的通知（财建 [2013]64 号）

文件名：关于做好分布式电源并网服务工作的意见

国家发改委

国家能源局

国家能源局
国家能源局、中国气象局

财政部

国务院

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

国家电网

Direction | 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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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期工作源头上保证风电送出

前不久举行的 2013 北京国际风能大会的

主题是“风电产业的质量和健康”，这一全球

性主题完全符合目前我国风电发展的形势要

求，也可以说是大会对今后一段时期内风电产

业发展的呼吁。

我国风电产业发展迅猛，但是在装机容

量大幅增长并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发生了

不少问题。除设备产能过剩和质量问题，近年

来，在风电机组吊装后不能及时投产问题尚未

解决的情况下，风电弃风问题又凸显出来。这

些年来，风电的送出消纳问题始终困扰着从业

人员，干扰并影响风电产业的健康发展。

我国电力建设已积累了数十年的丰富经

验，百万千瓦级的单机和大规模的水电、火电、

核电厂建成后都能顺利送出，电网及时消纳均

无问题，为什么风电却不那么顺利，问题层出

不穷？这需要找准内在原因，对症下药，从源

头上予以解决，保证风电产业建康发展。

解决风电送出问题，可以从建设和运行

两个方面来分析和研究对策 ：

（一）与风电场配套的电网建设滞后

大型水电、火电、核电同样有电网配套问

题，但电厂建设周期比较长，火电厂从开工到

第一台机组投产一般要两年或以上的时间，水

电和核电需要的时间则更长。电厂项目确定后，

配套电网项目的研究和建设一般都有足够的时

间来保证与电厂同步投产。

风电则不同，风电场建设速度快，工期短，

开工后第一批机组往往一年内就能投产。而风

电场的间歇性电力送出消纳问题又比常规性电

力复杂，往往涉及几个电网，既有技术问题，

又有管理问题，在相应电网的配套送变电工程

项目规模比较大或情况比较复杂时，往往就没

有足够的时间来研究和建设所需电网项目来保

证第一批风电机组发电。

由此可见，只有及早开展风电送出的研究

和建设，才能保证风电场按计划投运，这是问

题的主要根源所在。

因此，必须从源头上，即在风电场可行性

研究报告阶段同时开展电网配套送变电项目的

文／胡肄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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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研究，在前期工作阶段便协调和统一制

定好双方合理的建设进度来保证风电的送出。

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如果发现风电配套的电网

项目客观上确实难以保证风电场原来计划的投

产期，就应理性地果断调整风电场建设规模和

投产期。

电网配套送变电可行性研究工作应由风电

场的业主单位为主负责推动，上级主管部门给

予协助指导。业主单位不能等靠其他单位，否

则，风电场建成后，如果由于电网建设滞后不

能及时投产，直接受损失的是业主单位。

电网配套送变电可行性研究报告完成后组

织审查时，应请有关电网公司参加审查，通过

后，按规定由电网公司负责建设，风电场的业

主单位可以与有关电网公司签订有关协议或合

同，以保证送出工程与风电场的同步投产。

火电项目前期工作做得比较好，一般在电

厂可行性报告中有《电厂接入系统》这个章节，

送出复杂的情况下会编制《电厂接入系统》专

题报告。在这些报告中，项目会明确提出需要

配套送变电工程的电压、线路回路数和长度，

以及变电站配置和容量等，与电厂可行性研究

报告同步提出报审。这些工作都由火电厂建设

单位为主负责推动落实，是火电行之多年的有

效经验，可供借鉴。

（二）风电场建成后电网不能消纳全部风

电导致弃风问题

关于弃风的问题比较复杂，要从管理、技

术和经济等几个方面来综合研究。

与上述送出问题相同，首先应从前期工作

入手，在风电场和配套电网项目的可行性研究

阶段充分研究，揭示矛盾，协调避免运行后的

弃风，并用协议或合同固化。

关于弃风，其中涉及经济和对应的管理问

题较为复杂，目前需要继续摸索经验。

火电厂设计的设备年最大利用小时数一般

都在 5000 小时或 5500 小时，热电厂都在 6000

小时或 6500 小时，并据以计算电厂投运后的

经济效益。

为优先消纳风电这种间歇性电力，火电

厂每天要按电网调度指令压负荷运行，不仅使

火电厂的设备年最大利用小时数下降，而且由

于火电设备特性，机组负荷下降时，其单位发

电煤耗会加大。年利用小时数下降和单位煤耗

加大使电厂的经济效益受到双重损失。如在煤

价、电价对电厂经济效益均不利的情况下再压

负荷，对火电厂效益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不过，在考虑火电厂与风电等可再生能

源的经济效益时，还需要将对社会的环境成

本考虑进去。风电的优先调度和消纳虽然在

一定程度上挤压了部分火电厂的利益，但是

从长远来看，可再生能源逐渐替代化石能源

是一种必然趋势，而目前社会对这一理念的

认识显然不够。

我国电厂是多元化的投资体制，因此，

在解决弃风问题时，需要统筹全面考虑各类不

同投资方的经济利益，也要考虑能源对环境的

社会影响，这样才会有助于理清思路，促成弃

风问题的合理解决。

鉴于风电的不断快速增长，今后在火电

厂前期工作的可行性研究阶段应适当降低火电

厂的年最大利用小时数来测算其经济上的可行

性，这在风电输入大的电网中尤为重要。同时，

在电力远景规划中也应妥善研究有所体现。

以上需要有关管理部门组织研究，并制

定必要的政策和规定，以保证风电产业的健康

持续发展。

应该说，风电“风起云涌”的时代已经

过去，健康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相信经过全

国上下的共同努力，我国风电一定能够继续领

先全球，做到健康持续发展。风电的发展将不

断优化我国的能源结构，为节能减排，降低温

室效应做出更大贡献。（本文作者为国家开发

银行专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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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2013 年以来，GE公司在产品和

技术上做了哪些创新和调整，以适应中国风电

市场的变化？

Klaus Aaen ：对于中国的风电市场，我们

这两年看到了一些变化，尤其是风电开发明显

倾向于南方低风速市场。因此，GE 公司这几

年也在不断开发新的产品，以更好地满足目前

低风速风电场的风况要求。

在刚召开的 2013 北京国际风能大会暨展

览会上，我们向参会者也展示了主打的四款机

型产品，分别是 GE 1.85 － 82.5、GE 2.5 －

120、GE 1.6 － 87 和 GE 1.7 － 103。其中，

GE 1.7 － 103 机组从容量设备上来讲非常高

效，而且很适合业主的低风速和超低风速风电

场，可以满足客户 2200 有效发电小时的最低

发电要求。对一些风速特别低的地方，这款机

组也可以使业主获得较好的收益。我们尤其要

强调的是 GE 的 2.5 － 120 型风电机组，这

也是针对低风速风区而开发的，这款机组相比

GE 之前的同类机组，发电效率可以提高 25%，

发电量也增加了 15%。另外，它是 GE 第一台

融合了储能、先进控制和预测算法的智能机组，

也是同类别产品中第一个利用工业互联网管理

风速波动并确保可预测发电的机组。该机组产

品每秒可以分析和传递上万个数据点，保障卓

越的现场服务效率和风电场高效的电力输出，

为客户带来更高的经济收益。

近期，我们进一步利用工业互联网推出

了 PowerUp 技术，通过工业互联网软件平台

可以将风电机组性能提高 5%。PowerUp 技

术能够实时调整例如速度、扭矩、间距、空气

动力学和风电机组控制等因素。除了提高效率

并减少计划外停机，该技术还大幅度提升了性

能，大概使每台机组的利润可以增加 20% 左

右。这一技术适用于所有已经安装的 GE 机组。

这个技术是在 GE 2.0 平台上开发出来的，GE
现有的机组也可以进行升级改造的安装。

《风能》：与其他企业相比，对于近期才推

出多款适用于低风速和超低风速风场的产品，

GE的步伐是不是有点慢？ 

Klaus Aaen ：适应市场也要有一段时间才

可以有效果，因为开发一个风电机组产品的工

作量挺大，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我们已经

开始跟大的开发商联系，他们也表示很有兴趣。

在低风速市场，我们的优势其实挺多。首先，

本刊记者／苏晓

GE重视低风速产品开发

受访嘉宾：Klaus Aaen，

GE 发电设备与水处理集

团风能业务大中华区及蒙

古区总经理。



2013年第12期  25  

Dialogue | 对话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长叶片很难做，主要是质

量控制方面，这个需要很高的技术含量。虽然

我们也可以赶速度，但我们更重视长期的质量

问题，需要为供应商做认证流程等。最主要的

问题是，叶片越来越大，控制系统很难做好。

另外，GE 也可以借鉴一些集团其他板块的经

验，譬如飞机，所以我们在控制系统上也很有

经验。对于很多厂家推出的低风速机组，虽然

我们推出的时间比较晚，但是我们机组的可靠

性测试、发电量方面更有保证。所以，整体而

言，从为客户带来的项目内部回报率角度来看，

我们的更高一些。

对于机组选购，我最近也听到一些客户的

反馈，经过六七年的快速发展，业主们也开始

意识到，以前按最低价格买设备的思路引发了

一些质量问题。在和他们讨论的时候，有些业

主表示考虑买好一点的设备，哪怕初期投资高

一些也没关系。在这方面，我已经明显地感觉

到开发商在设备采购方式上的改变。比如 GE 
1.6 － 82.5 机组，它的价格跟国内的一个级别，

而新推出的 GE 1.85 － 82.5 机组价格相对来

说高一点，但是性能也更好。我相信开发商会

发现，其实多投资一笔钱，他的回报率会增加，

运维团队的工作量也会明显减少。对于一些熟

悉技术的客户而言，他们还是很赞同买 GE 的

设备。

    
《风能》：通用哈电风能公司将来在中国的

市场战略上有怎样的布局？

Klaus Aaen ：今年 6 月 26 日，哈尔滨电

气和 GE 公司分别收购了双方持有合资公司

49% 的股权。这个决定主要是根据市场形势以

及双方的战略发展意向而提出的。哈尔滨电气

未来的业务重点可能是海上风电方面，但我们

认为这并非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市场，毕竟政策

和收益方面都还不是很明朗。我们现在拥有的

是通用哈电风能公司，即沈阳工厂。未来 GE
和沈阳工厂的重点业务还是放在陆上风电上，

我们也会不断开发新的产品。

GE 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风电设备厂家，我

们也投资了 20 亿美元，希望不断推出新的、

有竞争力的风电机组。今后，我们会继续在沈

阳工厂推出 GE 的风电机组产品，一方面是

为中国市场服务，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出口到亚

洲其他市场，包括澳大利亚。大家可能知道，

2012 年，我们为蒙古国第一个风电场提供了

31 台 GE 1.6 － 82.5 风电机组，都是沈阳工

厂出的货。今年上半年，这个 5 万千瓦的风电

场项目在蒙古国已经开始并网发电，并且可以

满足该国 5% 的用电量。

《风能》：作为一家外企，在目前中外风电

企业格局的变化趋势，您认为GE公司的最大

优势是什么？

Klaus Aaen ：我们考虑的是业主的风电场

收益。对业主来说，项目初步投资不一定最低，

但是过了 20 年的寿命周期后，他们的部件成

本应该是最低的。因为设备投资高，发电量也

高。我们不同的产品也有不同的价位，有便宜

的机组，也有贵的机组，但是这跟发电量有关，

所以一定要考虑发电量。我们看重的是每千瓦

时的度电成本，还有开发商的回报率。与竞争

对手相比，我们的优势就在于度电成本和整个

项目的内部回报率，如果只是单独的拼价格，

意义不大。

在中国市场，过去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就

是，开发商总是买最便宜的机组设备。不过，

他们也会发现，GE 的设备会更稳定、更可靠。

在国内，我们生产的机组可利用率已经达到了

98% 以上，这个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譬如，

我们现在的主流产品是 1.85 － 82.5 机组，它

在风速稍高一点的风况下非常有竞争力，这一

机组每千瓦价位在 4100 至 4200 元人民币之

间，但考虑到其他因素，它在某些环节其实是

可以节省成本的。 
另外，我们对供应商有非常严格的认证过

程，GE 不会采取用便宜的大部件降低销售价

格的方式，我们坚持对品牌的高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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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在目前的风电市场，阳光电源采

取怎样的市场战略？

屠运武：风电变流器是风力发电系统中的

关键核心部件，国内销售的变流器基本可以被

分为三类，一类是进口产品（含国内合资组装），

一类是整机厂自供产品，第三类是专业变流器

厂商生产的产品。目前的情况下，这三类产品

中，自供产品占据了很大比例。而进口产品由

于很早就进入了中国市场，相对来说具有渠道

优势。因此，在现在的市场条件下，由于销售

的惯性，专业逆变器厂商近年来受到的冲击比

较大。

目前，中国风电市场与去年相比略好一些，

整机厂商的销售量有所提升，主要原因是靠近

负荷中心的低风速地区风电投资增强，但在北

方易发生弃风的地区，新增投资仍然疲软。虽

然市场稍微恢复一些，但利润率仍然比较低，

只能说是亏损程度在减小。如果整个行业想要

达到赢利，还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在现在的

风电市场条件下，阳光电源仍然将发挥品牌优

势，立足主流机型产品，不断提高可靠性、降

低成本，通过提供更好的服务赢得业主的认可。

《风能》：阳光电源一直强调科技研发，

公司在这个方面有哪些突出表现？又有哪些客

观优势？

屠运武：作为国内最早做变流器的企业来

说，阳光电源在技术投入占比非常大。如果没有

新技术，想占有一定的市场是比较困难的，研发

对于一个公司保持核心竞争力是至关重要的，所

以对研发进行投入，也是整个公司的共识，研

发人员占到了公司总人数的 35% 以上。我们每

年还申报国家科研项目，取得国家课题、经费的

支持，参加各种专业学术团体和行业协会，派遣

研发人员进行学习和进修，在行业内始终保持一

定的参与度。阳光电源在国家科研项目中获得

“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课题“海上风

电 7MW 中压变流器的研制”、“十一五”国家科

技支撑计划项目课题“双馈式风电机组大功率双

向变流器及控制技术开发”、“十一五”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项目课题“大功率直驱式风电机组控制

系统及变流器的研制”等等 ；在引领技术方向，

阳光电源主持起草了风电变流器的国家标准和认

证技术规范 ；在国家专利申请和获得方面，我司

专利申请 380 多项，已获得专利权 176 项，种

种科研成果充分展示了公司强大的研发实力。同

时我们又依托国内著名高校，加强产学研结合，

使得产品能更好地为市场服务。在产品开发上，

本刊记者／赵靓

技术和心态是做好产品的前提

受访嘉宾：屠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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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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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贯秉持“生产一代、开发一代、预研一代”的研

发模式。这样就大大地缩短了新品投入市场的时间，时

时做到比市场先到一步。 

《风能》：您提到了海上风电变流器的开发，请谈谈

对海上市场的看法，以及阳光电源参与海外市场的情况。

屠运武：在风电行业中，变流器只是个零部件，很

少直接出口。在海外市场，阳光电源风电业务方面的产

品也随整机厂有部分出口，整体表现很好。就整个市场

而言，目前国内市场仍占据重要的地位，因此阳光电源

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国内市场上。关于海上风电开发，

一方面，目前由于开发成本过大，售后维护成本高，而

在前期特许权招标中上网电价也不高，因此很多海上风

电项目大多没有开工。另一方面，由于国内海上风电机

组投运时间不长，有些关键技术还没有掌握，大量产品

还得依赖进口，也是成本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业内行

业的一般观点是，在 2、3 年内大规模开发海上风电是

不太现实的，但是一些带有试验性的海上风场会开始建

设。这样既可以摸索和积累经验，又可以为后续的开发

打下基础。这个间息期也为我们变流器等相关产品的国

产化的专业生产厂家预留了开发的时间，在陆上变流器

上开发而获得的宝贵经验和技术积累，将为海上风机变

流器的开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风能》：全功率变流器与双馈型变流器在技术上有

哪些不同要求？如何区别产品的好与差？ 

屠运武：双馈风力发电系统中，双馈电机的定子绕

组接入工频电网，转子绕组通过变流器接入工频电网；全

功率风力发电系统中，发电机经过变流器直接接入电网。

双馈变流器的功率等级比较小，一般为机组容量的 1/3
到 1/2。技术难点主要在控制，特别低电压穿越要求的无

功支持，对软件的算法要求比较大，同时还要一定的硬

件支持。全功率变流器难在功率器件上，一般要求变流

器过载运行，电流也就非常大，对功率器件要求比较高。

全功率技术对电网适应性很高。电网怎样波动，由于机

侧和网侧通过变流器解耦，发电机几乎不受任何影响，

变桨动作也少。双馈技术却不一样，在低电压跌落期间，

双馈发电机的转子会承受一个很大的机械应力。

目前国内能生产变流器的厂商有几家，但能做好的

业内认可的还是不多。虽然电力电子产品，不会像齿轮

箱、叶片等存在机械疲劳问题，但也有电磁疲劳现象，

同时变流器又是核心部件，其可靠性直接关系到发电量，

业主也非常重视。虽然不同厂商的样机进行测试，结果

可能差不多，但在五年质保期内，二十年寿命期内，长

期使用过程中的质量就越发显得重要。对于市场来说，

品牌和价格是获得选用的重要的因素，质量影响品牌，

因此，独立厂商将质量作为重中之重。尤其是现在风电

行业正处于深度调整阶段，整个风电机组产业链和产品

要专业化、完整化、清晰化，形成市场竞争的“联合体”。

《风能》：请谈谈阳光电源在风电领域取得的成就？

屠运武：截至 2013 年，阳光电源全国风电装机

并网容量达到 100 万千瓦，风电场遍布全国各个省份，

为祖国的绿色环保事业默默的奉献着。例如连江首个

清洁能源项目——北茭风电场，与同等年发电量火电

厂相比，每年可节约 3.46 万吨标煤，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量 8.5 万吨 ，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约 430 吨，氮氧

化物 260 吨。阳光电源的风电产品经过各种严酷环境

的考验，始终保持优异的性能，确保业主发电量最大化。

像内蒙古通辽风电场、内蒙古鄂尔多斯代庆召风电场

等风电场处于超低温环境，运行温度常年在－ 30℃ ；

像沿海高盐雾、高腐蚀环境中的福建连江风电场、福

建金井风电场等 ；像高原缺氧、多雷暴的环境中云南

百花山风电场、青海日月山风电场等 ；像高湿度、丘

陵环境中的湖南郴州桥市风电场、江西笔架山风电场

等，都使用了阳光电源的产品。

阳光电源除了优异的产品品质，服务和售后的口

碑在国内也是首屈一指。服务网点覆盖全国，在西北

甘肃酒泉等地建有 4 个常用备件库，同时在风电场集

中区域也配有一定数量的备件，风电变流器专业服务

人员全天待命，在设备运行期间能够做到及时响应业

主的反馈，大大缩短服务时间，提高风电机组的有效

运行时间。陕西祭山梁风电场、四川德昌风电场等各

大风场并发来过对我司售后服务的表扬信。相信在未来

的风电道路上，阳光电源会一如既往地坚持以优异的品

质和优质及时的服务赢得市场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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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阜新市是昔日有名的“煤电之城”，这座建立在煤炭和电力基础之上的

能源输出型城市，曾经拥有无数的辉煌，也为东北地区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

献。但随着煤炭资源的难以为继，阜新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国家首个

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阜新不走寻常路，选择风电为再次创业的突

破口，完成一座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自我救赎，努力实现干净华美的转型。

本刊记者／于贵勇

阜新：从“煤城”到“风都”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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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风都”阜新

提起今日的阜新，人们头脑中不再是煤渣

遍地的灰暗景象，而是会立刻想起遍布原野山

岗的亮丽的“大风车”。阜新的风电以迅猛而

健康的态势，一跃成为辽宁全省装机规模最大

的地区，截至目前，阜新风电并网装机容量达

到 170 万千瓦，与火电装机平分秋色，占辽宁

省风电总装机的 30% 以上。风电年发电量 30
亿千瓦时，占阜新市总发电量的四分之一，其

中三分之一在阜新消纳，其余部分在辽宁范围

内平衡，风电在辽宁省电源结构中占到 13%
的份额。在我国“三北地区”风电普遍面临严

重的“弃风限电”问题的环境下，阜新的这些

数字尤为抢眼。比这些数字更出色的是风电为

阜新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通过大力发

展风电等新型能源产业，阜新成功找到了转型

的支点和方向，进而成为全国资源枯竭型城市

重新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典范。

昔日煤炭“伤城”

阜新市地处辽宁省西北部，处于东北亚和

环渤海地区的中心地带，与环渤海的黄金海岸

山水相依，是昔日有名的“煤电之城”。今日

走在阜新的大街小巷，依然能看到“煤矿文化”

和老工业基地交互辉映的烙印。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阜新累计为国家开采原煤 5 亿吨，发电

1400 亿千瓦时，高峰时年产煤炭达到 2000 万

吨，为东北重工业基地乃至全国经济建设都曾

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如其他资源型城

市的宿命一样，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煤炭资源

的濒临枯竭，曾占据阜新半壁江山的煤炭经济

开始崩溃，以“煤”和“电”为支柱的地方产

业下滑明显，社会问题陡增。矿井纷纷倒闭，

具有 100 多年历史的亚洲最大露天煤矿海州矿

亦在 2000 年宣告关停。这些留给阜新的是烟

尘弥漫的梦魇般的地表天坑和 10 万个衣食无

着的下岗职工。经济基础落后，产业结构单一，

接续和替代煤电的产业还没有形成。

在这样的背景下，阜新市委市政府于

2000 年提出了实施阜新经济转型的概念。

2001年 12月 14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

吴邦国共同主持召开了国务院专题办公会议，

研究阜新的经济转型问题。会上，阜新被确定

为全国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随后，

一个以能源为基础，现代技术产业和现代农业

为导向的综合型城市规划逐渐浮出水面。阜新

的经济转型找到了方向。

春风化雨重获新生

方向有了，落脚点在哪里？一次偶然的机

遇，把阜新恼人的大风变成了永不枯竭的绿色

能源。阜新市新能源局局长郑耀东向本刊记者

饶有兴味地讲起了当年的发展经过。

2005 年 7 月，时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

宝到阜新调研时，意外发现阜新具有发展风电

的良好资源。阜新位于“三北风带”中心，风

能资源较为丰富，年发电利用小时数在 2100
以上。辖区内 60% 的土地沙化，浅山丘陵众多，

可供风电开发的土地较为充足。更重要的是，

电网网架结构和变电站布局非常合理，电价与

近邻赤峰相比也高出几分钱。这些情况引起了

张国宝的高度重视，遂把阜新风电发展写进了

给党中央、国务院的专题报告中。

张国宝的报告很快有了下文。2005年8月，

国家发改委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快风电设备

本地化有关意见的通知》，从而拉开了华能进

驻阜新的序幕。

在华能到来之前，阜新市只有区区 1.02
万千瓦的风电项目，基本是实验性质，用于验

证风能资源情况。彼时，少有人看好阜新的风

电发展前景，从 2001 年阜新市竖起第一个测

风塔之后的五年间，只有金山公司分两批安装

的 12 台 850 千瓦机组。从 2006 年 8 月华能

阜新风电项目筹备处成立开始，阜新市迎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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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148 个测风塔和 26 个太阳能全参数观测站，

辖区内测风点密集度居全国之首，完善了气象

部门的数据，为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项目的微观

选址以及长远发展规划的编制提供精确的依

据 ；二是跑前期，即服务于项目开发前期的准

备工作 ；三是协调现场动拆迁，在选址、征地

等环节有效协调企业与农民之间的利益 ；四是

帮助发电企业协调与电网的关系，保证风电的

顺利接入和优先收购 ；五是协调与政府其他部

门的关系，为风电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和宽松

的环境。

风电项目建设的高潮。到 2009 年底，风电装

机就达到了 72.5 万千瓦。华能在阜新的一期

工程高山子风电场装机容量 10 万千瓦，采用

华锐风电机组，凭借华能出色的运维管理，实

现年利用小时数 2800 的历史记录，令同行羡

煞不已。 华能的高瞻远瞩取得了先发优势，其

榜样作用也引来了众多追随者。随着“华能效

应”声名远播，华能在阜新“一枝独秀”的局

面很快被打破，14 家央企纷至沓来，瞬间形成

“百花齐放”、争先恐后的局面。昔日风电企业

普遍不看好的东北小城一时间成为公私投资开

发企业争相进驻的风能资源宝地。一位靠煤炭

起家的私营老板与整机企业合资开发风电场，

由于没有银行贷款，资本成本很低，效益非常

好，无意间开创了一种崭新的商业模式。这位

老板戏称“大风刮来的钞票，比挖煤赚钱要轻

松多了”。

继 2010 年年末实现百万千瓦风电基地目

标之后，到 2012 年末，阜新市风电并网达到

了 162.5 万千瓦，占辽宁省风电总装机容量的

30%，规模居全省各市首位。阜新的风电之所

以能取得如此快速的发展，主要得益于阜新市

的体制创新以及政府与企业的良性互动。

体制创新产业共赢

创新是一种思维方式，更是一种行动。不

同于有些地方在支持新能源发展上的犹豫和空

洞，阜新市决定突破现有机构设置格局，通过

体制建设来支持风电等新能源产业这一新生事

物。2010 年 4 月 1 日，阜新市委市政府成立

新能源局，直属于市政府领导。阜新的新能源

管理工作终于有了专门的人和专门的机构，这

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很能说明阜新市以风

电等新能源产业为支点推动地方经济转型的胆

识和决心。

据郑耀东局长介绍，新能源局以服务新能

源产业发展为核心，主要履行这样几项职能 ：

一是测资源，早期争取资金 1600 多万，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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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新风电的发展并非丝毫没有阻碍。除

了众所周之的并网压力，还有来自林业部门

的反对。由于我国的林地是按土地类型来划分

的，所以并不是有林木的土地才算林地，有些

林地实际上与荒山无异，但在此开发风电，原

则上占用的是林地。新能源局为此做了大量工

作，一方面要求企业做好环评，规范施工，尽

量选用防火通道作为进场路，在对破坏植被进

行恢复的基础上，开展场区全面绿化。另一方

面积极争取政府绿化预算资金向建有风电场的

林地倾斜，加之开发企业对林地的补偿款，荒

山绿化有了资金的保障。通过这两个方面的努

力，使风电发展实质上起到了促进荒山绿化的

效果。原来无人问津的地方，反倒因为风电得

到了治理资金，这是一件双赢的事。

风电经济惠泽民生

当然，阜新风电实现的不仅仅是“双赢”

的格局，而是全方位的社会效益。

华能新能源阜新风电公司总经理黄海燕是

土生土长的阜新人，曾在阜新火电厂工作过，

如今又是风电项目的参建者和管理者，她对阜

新的今昔有着深刻的体会。据黄总介绍，以风

电为主的新能源产业，已经成为阜新市第二大

支柱产业，与第一大产业的差距在于大部分风

电项目还处于税收的减免期，很快新能源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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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成为阜新第一大经济支柱。仅华能一家在

阜新的纳税额就接近 2 亿元。新能源行业为阜

新提供工作岗位 5500 多个，有力缓解了当地

的就业压力。

装机 10 万千瓦的高山子风电场是华能在

阜新的第一个项目，2008 年建成后拉开了“突

破阜新”战略的序曲。高山子风电场年利用小

时数高，管理规范，逐渐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

“明星风场”，不断迎接着一波波前来参观取经

的人群。从阜新市出发一路向南，经过海州露

天煤矿国家矿山公园里废弃的面积达 7 平方公

里之巨的露天矿井，大约半个多小时的车程就

到达了一处丘陵山地，远处分布在山脊上的银

色风机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就是高山子风电

场。沿着平整的水泥路蜿蜒而上，沿途可以看

到三三两两的当地村民在树林间采蘑菇，或在

风机安全区以外草地上的石桌旁休憩。和谐共

生的场景令人顿生愉悦。风电场场长是一位挺

拔的小伙子，他说和当地村民相处得很融洽，

当地居民在风电发展中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

处。“已前村民下山到城里办事，要步行几个

小时的山路，连自行车都无法使用。现在大家

都骑摩托车或开车，转眼间就到了。”场长介

绍说，“因为场区绿化好，环境优美，现在城

里的市民也经常举家开车到这里来游玩，高山

子已经成为当地人的一处后花园。”

道路对偏远的山村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但

村民收获的不仅是通畅的交通，还有因此而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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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起来的生活。项目一旦开工，就会有几千人

同时进驻一个乡镇，为沉寂的乡村引进了一个

活跃的商机。除了与工程有关的业务，大量工

人的后勤保障对于一个山村来说也是不小的市

场，连开食杂店的人家两年后都盖起了新房。

按照华能新能源阜新风电公司总经理黄海

燕的说法，风电的发展为阜新带来的不仅是经

济效益，还有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才是向

可持续发展迈进的真正意义上的转型。

布局谋篇志存高远

从某种程度上讲，阜新新能源局承载着阜

新经济转型中一个重要支点建设的使命，打造

以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能、煤层气、

地热能开发应用及配套产业为代表的现代新型

能源基地。目前基地产业集群有企业 41 家，

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29 家。阜新作为国家确定

的风电设备国产化基地，已经形成以风电为龙

头的多元化格局，风电开发企业有华能、中国

风电、大唐、华润、金山等 14 家，又先后引

进和培育了中国风电、金风科技、韩国尤尼深、

大金重工等风电制造以及风电控制系统和测风

系统制造开发企业共 15 家，产业链条得以有

效延伸和完善，年销售收入达 50 亿元。记者

在金风科技等几家工厂中看到的都是满负荷生

产的热闹场景，这里虽然也受到全国大环境的

影响，但企业普遍都看好当地的发展空间。

“以资源换产业”，这是各地在发展地方经

济中的“理性诉求”，只不过眼光有长短之分，

手段有优劣之别。阜新市的目标是打造一个以

现代服务业为统领的新型产业基地。在全国太

阳能产业极端不景气的情况下，华能、中国风

电、华润、大唐都加入了阜新太阳能光伏和光

热发电项目的开发行列。波斯登决定在阜新投

建 50 万千瓦的组件生产厂，投资建设 15 万千

瓦的太阳能电站，积极布局北方光伏产业基地，

同时打造新能源运维基地 ：据新能源局统计，

阜新有 1300 多台风机，加上 100 公里范围之

外的铁岭、朝阳、通辽等地，有 5000 多台风机，

这么多风机的运维是一个巨大的后市场。

阜新新能源局是一个具有创新性质的机

构，这也注定了他们所从事的必然是具有开

创性质的工作。采访中见到的刘文明主任，是

新能源局成立后的第一批工作人员，他向记者

讲述了多年前参与场址踏勘的经历。冬天顶着

寒风，一行人跋涉在齐膝深的大雪中，一天辗

转上百公里，山林间根本没有路，有时还会遇

到意想不到的危险。就这样，他们的足迹踏遍

了阜新，也踏出了一张清晰完整的规划地图。

2020 年千万千瓦风电基地规划，连同规划环

评报告一起，已经摆在了郑耀东局长的办公桌

上。规划中对于电网接入条件做了认真的分析

和测算，这一千万千瓦并网装机的目标是有的

放矢的，是一个不仅可以期待而且可以确保实

现的未来。

风电吹动了阜新转型的历史车轮滚滚向

前，阜新人的勤劳和智慧也赋予了风电更多精

彩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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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华能进入阜新风电行业的背景是什

么？目前阜新风电处于怎样的态势？

黄海燕：作为阜新人，我对煤炭经济衰落的

过程是深有体会的。从海州煤矿破产开始，大量

职工下岗，社会压力很大。当时，国家能源局到

阜新调研并寻找能够创造产值的项目，认为阜新

具备大规模发展风电的基础条件，由此正式开启

了阜新风电快速发展的历史，风电成为阜新再次

创业的突破口。

华能是阜新风电发展的首批实践者，第一次

就签署了 80 万千瓦以上的开发意向，而在此之

前阜新只有不到 2 万千瓦的风电装机。从 2006

年组建分公司，2007 年项目筹建，到 2013 年 9

月，华能在阜新地区已上缴利税 1.8 亿元。辽宁

的风电主要集中在地处辽西地区的阜新，未来集

中度将更高。风电已经成为阜新第二大支柱产业，

在风电项目税收减免期过后，很快会成为第一大

支柱产业。华能的示范效应展现出来后，其他开

发企业开始跟进，于是不仅是阜新，连整个辽宁

的风电都盘活了。

《风能》：阜新风电发展的初衷是为了支撑地

方经济转型，从实际效果来看，除了经济效益，

风电还有哪些其他贡献？

黄海燕：华能在阜新开发风电的过程中，得

到了当地政府部门和电网企业的大力支持，所取

得的成绩与这些支持是分不开的。同时，风电产

业的发展对阜新经济社会转型升级、优化产业结

构也发挥了一个支点的作用，具体来说可分为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个方面，而长远

来看，这三者又是密不可分的。以华能高山子风

电场为例，它的开发和运营不仅促进了当地的劳

动就业和村镇经济发展，而且也促进了生态环境

的改善。人们有一种误解，认为风电开发会破坏

地表植被，影响环境。在建设初期，工作面和进

场路的确会对地表植被产生一定的影响，但风电

的建设期相对较短，最终的影响要看建成后对地

表植被的恢复情况。从实际情况来看，在阜新风

电项目开发过程中，由于进场路主要选择的是乡

间路和林业的防火道，施工的破坏性得到严格控

制。当地沙化土地和荒山较多，公司对风电场建

风电是地方经济转型的突破口
——专访华能新能源阜新风电公司总经理黄海燕

本刊记者／于贵勇

华能对阜新风电的早期发展起到了示范和引领的作用，如今 90 多万千瓦的风电装

机仍然在阜新占有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华能对阜新的贡献是巨大的，这不仅体现

在 其 为 阜 新 贡 献 的 近 2 亿 元 的 税 收 上， 更 体 现 在 由 此 所 产 生 的 深 远 的 社 会 效 益 和

环境效益上。同时，通过在阜新的发展，华能公司也积累了经验，培养了队伍。华

能新能源阜新风电公司总经理黄海燕向本刊讲述了她对于现状和未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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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区域都加强了绿化，不但破坏的植被很快得到

恢复，整个厂区也都栽种了大量的绿植，所以生

态环境反而因风电的开发而得到了明显改善，现

已成为居民休闲娱乐阜新风电景区。

《风能》：我国北方地区风电并网问题一直

比较突出，您对解决这一矛盾有何建议？

黄海燕：华能新能源在阜新的风电发展得

益于各级政府及电网公司的鼎力支持。目前，华

能新能源公司在辽宁范围内管理的风电机组共计

783 台，为满足电网稳定运行和技术升级要求，

对原有早期投运的不具备低电压穿越功能的 334

台机组，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升

级。风电建设周期与电网建设周期的进一步匹配

将有助于缓解及最终解决弃风限电问题，国家能

源主管部门已经提出，计划用三到五年时间，基

本解决弃风限电问题。建议进一步完善新能源发

展与地方发展配套的激励机制，以助推能源结构

的进一步优化。

众所周知，冬季我国北方地区有相当一部

分的火电机组需要承担供热的任务，参与调峰的

余度大大下降，进而影响到风电并网。但是这并

不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国家能源局在积极推动多

种创新性探索和尝试，也许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

找到对民众、企业和社会都具有经济效益的好办

法。同时也要积极探索优化当前的各项工作，使

各种电源释放出更大的灵活性。因为即使是一个

司空见惯的小小的习惯的改变，也能起到意想不

到的作用。比如，火电厂都习惯性地将一年一度

的例行停机检修安排在春、夏季进行，而夏季是

用电高峰期，煤炭价格也相对较低，此时检修不

但自身利益受损，也增加了对电网的压力，而北

方地区风电出力特点是夏季低于冬季。如果火电

厂能够通过“错时优化检修”，将机组检修安排

在秋、冬季进行，冬季只运行供暖机组，可以大

大提高风电的消纳能力。这一定检优化方案不会

对火电厂造成任何额外成本，而且还是一种利用

市场价格杠杆的增收行为，不但火电的效率提高

了，而且可以改善国内用电市场的平衡性问题，

扩大电网的调度空间、减少季节性调峰压力，还

能够给予电网和风电企业更多设备优化的时间，

使风电企业的有效资源得到高效利用。此外，煤

炭企业也能因此获得平衡，季节性价格差异减小，

不会因冬季抢挖煤炭而导致安全事故频发。希望

能有更多的企业勇于尝试，一家企业的改变是一

个点，一个行业的变化就是一个面，行业内的均

衡发展将推动改革效果的逐渐显现。

《风能》：作为风电开发中的亲历者，您对我

国风电产业当前现状和发展前景是如何理解的？

黄海燕：我国风电产业正在经历一个从粗

放到精细化的科学发展的阶段，企业做出判断的

依据逐渐回归到效益上来。大家对国产设备的选

型优势、对产业政策的认识逐步深入，行为更趋

理性，行业的发展也更趋平稳，这并不是说我们

的发展已经到了瓶颈，没有空间了，而是大家的

认识更加合理了，布局更均衡了。随着风电进入

稳定发展期，各界对风电的预判会更加科学性。

从华能集团内部来看，随着开发面的全方位拓展，

风电对集团的季节性影响减小了，各地区的经营

状况更趋平衡。

中期来看，风能资源优越地区，不应该停下

发展的脚步，发展慢的地方还应加快发展。长远

来看，我国新增能源消费中，应该以新能源和可

再生能源为主，其合理的经济效益应该得到保证。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能源领域改革做

出的战略部署，深刻理解三中全会精神，坚定不移

地走能源转型之路，彻底改变资源消耗型的粗放式

增长方式，不断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消费比重，将“建

设美丽中国”的梦想落实为具体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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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格：做安全与效率的“关键先生”

多赢合作

远景 4 兆瓦型海上风电机组在如

东的安装运行，引发了不少关注。有

消息称，该机组在几个月的运行当中，

可称为表现良好。据了解，这家公司为

该机型所选择的零部件供应商，皆为

各领域中技术能力雄厚、配套能力出

众的佼佼者。例如，其叶片来自于艾

尔姆，发电机来自 ABB，主轴来自斯

凯孚等，其中，作为整机效率与安全“中

本刊记者／赵靓

枢神经”的变桨系统，则使用了穆格

工业集团（以下简称穆格）的产品。

穆格与远景的合作可谓恰巧逢时。

穆格在开发其“新型模块化风机

交流变桨系统”的同时，远景也在设计、

开发其 4 兆瓦型海上风电机组，正需要

与变桨系统供应商进行更深一步的技术

探讨与合作。为此，双方相互对新产品

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开展了紧密合作，

从而相互成为对方的“第一个”。

对远景来说，该公司是第一个安

装穆格这款变桨系统的整机厂商，从

而有力地支持了 4MW 型风电机组提

升发电效率、增进安全运行能力 ；对

于穆格来说，远景的第一台 4MW 型

风电机组安装其产品，将对这款产品

应用于全球市场具有里程碑意义。

事实上，穆格的这款“模块化风

机变流变桨系统”，2013 年 2 月就已

经在维也纳的一次风电展会上进行了

全球发布。该产品在设计之初，收集

了不少客户的需求和建议，这些客户

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因此，该产

品本身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充分考虑

了欧美、中国等多个风电市场的需要。

“我们在同一个平台的基础上稍微

做一些调整，可以用于 1.5 兆瓦和其

他的机型，这个对它来说有一个平台

上的优势。”穆格工业集团副总裁能源

方案业务总经理 David A. Fijas 说。

在与远景合作的同时，穆格也在

开展与中国其他整机厂商的合作。而

该公司将这样一款全球化产品拿到中

国，已能说明中国市场的一些变化。

寄望中国

“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低成本、低

技术的国家。我们发布最新的产品，

第一个使用的是中国客户，这不仅是

因为我们在中国有自己的技术团队和

本地的生产工厂，有这样紧密合作的

关系，同时也是因为中国市场有一个

整机商、叶片商，乃至变桨系统供应商之间的三角合作至关重要。

在远景能源公司（以下简称远景）的 4 兆瓦型海上风电机组合作

中，变桨系统供应商穆格已经成为保证该机组效率与安全的“关

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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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器件，用于医疗、工业、机械等领域。

医疗设备集团生产注射泵和输液泵等；

还有一个集团被称作业务和工业集团，

在中国的大部分穆格人都属于这个集

团，主要为工业设备提供高性能的运

动控制系统。

“在高性能运动控制系统领域，我

们有一些独特的专长，这就是穆格在

风电行业中能够推出先进解决方案和

产品的原因。”Jagjit Singh 提到。

市场优势

据了解，在穆格工业集团的全部

业务中，风能业务占比接近一半。在

其全球风能业务中，最主要的市场是

欧洲和中国。

“那么，与穆格合作有什么好处？

生产、销售 35000 套风电设备是不可

忽略的能力，说明了穆格的经验有多

么丰富，很难有公司达到这个程度。

另外，穆格是全球最大的海上风电变

桨系统供应商，全球 5 兆瓦以上的样

机，90% 用的是穆格的系统。”穆格亚

太区风电业务开发总监陈诗斌认为。

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说明穆格在

风电行业中的优势明显。

这些优势首先体现在高可靠性上。

穆格销售的产品，都不是标准型产品，

全部是根据客户要求进行细致化定制

设计的。例如随着中国低风速地区风

电开发渐成规模，更长的叶片以及更

高的海拔，甚至海上风电也对变桨系

统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因此，穆格做

细做精产品有效提高了安装其产品机

组的利用率，从而实现了高可靠性。

同时，穆格在风电行业中的起步

较早，其产品线涵盖从兆瓦级到多兆

瓦级数种容量，这表明其产品线的丰

富程度极高，能满足从批量生产到尖

最大的优势，它有一个非常快速的工

作进度。”David A. Fijas 接着说：“中

国的客户无论是从技术能力上，技术

要求上，包括工作能力上，已经完全

和发达国家没有区别。”

然而近些年的中国风电市场，很

难让零部件厂商感到惬意，几乎每一

个参与者，都受到一些影响。至于各

厂家在市场情况不太给力的时候，腾

出时间都做了些什么，在市场些许回

暖时就会体现的比较明显。

因此，市场的变化对于穆格来说，

可以使这家企业有精力做更有意义的

事情。

“我们的客户需要一个更简单、更

可靠的系统。在这个时候为客户开发

各种配套系统，以后推出来能更好地

满足客户要求。”穆格中国区总经理

Jagjit Singh 说。

同时，市场进入寒冬，虽然谁都

不好过，但也更能考验与客户之间的

关系。

“市场处于比较低谷的时候，我

们帮助客户顺利渡过难关。在如今市

场呈现出一系列比较积极信号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原先跟我们一起共同合作

过的整机厂对我们的业务非常支持。

所以我们看到了前期和客户共同克服

困难，给企业带来了一些好处。”Jagjit 
Singh 说。

能够在市场不好的情况下一心一

意的开发产品，并维护客户，在一般

公司是很难做到的。穆格之所以能够

看得更远，与这家公司的硬实力有关。

穆格创立于 1951 年，到 2012 年

销售额达到了 25 亿美元，并拥有 5 个

事业集团。分别是飞机集团，为各类

飞机提供运动控制系统 ；空间与防务

事业部，为高精尖军事设施提供运动

控制系统 ；元器件集团提供高性能的

端科研等不同需求。再加上穆格为客

户提供的不是单一产品，而是完整的

解决方案，最大程度的满足了客户的

要求。另外，穆格是一个全球性的企业，

在风电行业中拥有完善的服务网络。

目前中国本土整机商正逐步开拓海外

市场，而穆格的全球服务网络便成为

对他们的一个有力支撑，使这些厂商

的产品无论被安装到任何地方，都能

够得到服务保障。

此外，穆格在技术方面也处于明

显领先的地位。例如近期业内谈论较

多的独立变桨理论，由于分别对叶片

角度进行调整，从而能够更好地利用

风能，减少风轮震动和对轮毂等部件

的载荷冲击，增加机组的寿命，被认

为是下一步整机厂商技改的重点方向

之一。虽然很多厂商都能够提供独立

变桨系统，“但极少企业做过测试，而

穆格的系统就曾测试过。因此，穆格

所销售的变桨系统，几乎都具有独立

变桨能力。”陈诗斌说。

另外，从“新型模块化风机交流

变桨系统”的名称上就可以看出，穆

格对该产品从设计之初，就融入了模

块化理念。

“模块化把最好的理念和技术都放

在里面，需要的时候就能使用。这是

为客户着想，他们没想到的，我们会

先想到。模块化设计也能够降低生产

时间，让生产更加灵活。”陈诗斌认为，

“通过模块化也可以把一些零件进行通

用采购，本身会降低成本。也可以去

掉一些不必须的零部件，从而使零件

更少，故障率更低。”

很显然，“新型模块化风机变流变

桨系统”是穆格与客户都喜闻乐见的

产品，在技术上提高了整机发电效率

和安全性的同时，在成本上也能够使

这家公司获得更高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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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丹麦一家机构在印度的 5 个邦

安装了 55 千瓦风电机组样机，这开启了印度

整个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之路。这 5 个邦分别是

泰米尔纳德、马哈拉施特拉、古吉拉特、奥里

萨和安得拉。

1980 年，印度热带气象研究所（IITM）

成立，并确定了该国每平方米风功率密度达到

200 瓦以上地区的资源分布情况，意味着在这

些地区可以建立风电场。在印度，风力发电基

本靠信风，即每年 5 月到 9 月之间的西南季风。

IITM 在印度 10 个邦的 127 处据点安装了 127
个风电监测站，以便搜集风能资源数据。20 世

纪 90 年代，印度出版了第一本名为《印度风

能资源调查》的册子，里面较详细地介绍了印

度风能资源开发的潜力。之后，印度又出版了

类似发布风能资源统计数据的报告，并在印度

8 个邦确定了 200 个可供开发风电的资源点，

这些地方大多集中在印度的西部地区。

印度风电发展情况分析

图1	 	印度风
能资源分布图

编译／苏晓

作为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印度长期

以来都面临着严重的电力短缺。一直以来，印度政府都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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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6 月，印度在其发布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行

动方案里面确定了到 2020 年的可再生能源目标 ：印度可

再生能源发电占比到 2015 年要达到 10%，到 2020 年达到

15%。印度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2012-2017）设定这五年

新增总装机目标是 1500 万千瓦。在国家经济发展需求、政

府能源转型等因素驱动下，印度成为近年来亚洲风电发展

最快的国家之一，也成为全球风电发展最有潜力的市场。

印度风能资源与风电装机现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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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风能资源相对丰富，

根据印度风能资源统计报告，其适合建立风电

场的可开发位置最多，有 60 个。在泰米尔纳

德邦安装的 716.5 万千瓦风电项目平均每天所

供电量为 7800 万千瓦时，该邦每日总耗电量

是 2.5 亿千瓦时，也就是说，风电所占比例达

到了 31.08%。

过去几十年，印度的风电发展经历了两个

高峰。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印度风电机组的

年安装量达到了首个高峰期，在第八个五年计

划期间（1992 － 1997），印度风电新装机量

超过了原计划 50 万千瓦的两倍以上。本世纪

以来，印度风电发展逐渐进入第二个高峰期。

在 2011 年 4 月到 2012 年 3 月这一财年，印

度每年新增风电装机从以前每年的几十万千瓦

增长到了 320 万千瓦，印度在风电领域的投

资额也达到 38.4 亿美元。根据 BTM 公司的

最新统计报告，印度在 2012 － 2013 财年新

增风电装机容量为 233.6 万千瓦，同比下降了

约 100 万千瓦，累计装机容量为 1860 万千瓦，

排列全球第四。

虽然过去一年，风电政策的不完善使印度

风电产业受到了一定打击，但是印度政府非常

图2	 	印度历年
风电装机量（数
据来源：BTM）

明确地表示将继续支持包括风电在内的可再生

能源发展，而且经济不断发展的印度也需要新

的电力来源。总之，经过几年的发展，印度已

经在亚洲成为除了中国以外发展最快、最具潜

力的风电市场。 

印度政府一直积极支持风电发展，政府也

全力呼吁民众将风能作为主要发电资源。从上

世纪 80 年代起，印度政府第六、第七两个国

家五年计划中就已经启动了风电项目。

1992 年，印度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部

（MNRE）成立，其作为一个独立运作部门，

负责风电和其他形式可再生能源的增长。新能

源与可再生能源部在金奈设有风电技术中心

（CWET），主要目标是建立和拓展实验研究室，

提高风电领域研发能力、风能资源评估能力，

提供风电场选址信息、培训和监测等，建立风

电机组检测机构、认证机构和预备标准。

印度风电发展鼓励政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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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 7 月，印度政府制定了为风电项

目清除障碍的国家指导方针（1996 年 6 月进

行了完善），强制要求所有地方电力部门及其

下级部门都必须做出计划来确保已规划的风电

项目接入电网具备兼容性，在批复同意项目之

前，他们应聘请咨询公司，对所有规划的风电

开发项目（装机容量大于 1 兆瓦）编写详细项

目报告，以验证项目的资金成本以及根据保证

功率曲线和场址风能资源估算的发电量。

2003 年，《印度电力法案》颁布，要求国

家能源监督委员会鼓励电力分销商购买不低于

法定最低百分比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这直接

促进了 2004 年之后连续多年印度风电装机容

量增幅超过 100 万千瓦。

2010 年，印度成立了国家清洁能源基金

会（NCEF），为清洁能源领域的技术研究和

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据 BTM 统计，印度 25 个联邦电力监管

委员会的 17 个成员共同颁布了可再生能源采

购义务法（RPO），而且有 18 个邦已经发布了

风电上网电价机制。另外，电力监管委员会是

印度的准司法性的机构，在每个邦都有分支，

并确定上网电价制度，以解决投资者、开发商、

公共事业部门和政府之间的纠纷。

印度可再生能源开发局（IREDA）是一

个政府所有的金融公司，可以以一个合理的利

率为风电机组提供高达成本 75% 左右的贷款。

这些有利的因素综合在一起吸引了一些中小型

企业纷纷投资风电场建设。印度的各个邦还设

有电力管理局，以泰米尔纳德邦为例，泰米尔

纳德电力管理局（TNEB）是该邦的一家国有

公共事业单位，它也是发放项目许可证、管理

和接收用于售卖与自用电力的单一权威部门，

它鼓励地方产业投资风电项目建设。

随着相关机构的不断建立，印度政府及各

个邦风电发展战略的完善，以泰米尔纳德邦为

先锋，印度卡纳塔克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古

吉拉特邦和拉贾斯坦邦的风电场数量开始逐年

增长。

对国内外投资者而言，印度风电发展最重

要的鼓励与补贴政策分别是加速折旧（AD），

发电刺激计划（GBI）和可再生能源证书（REC）

机制。

1992 年，印度政府提议，将根据所得

税法为投资风电机组的资金部分提供第一年

100% 的加速折旧（AD），且电力销售的前五

年免税，加速折旧在 1994 年减少到 80%。印

度业界认为，一般风电场一旦投入运营，在

接下来的 20 年寿命周期内，基本不会有任

何能源的升级成本。譬如，泰米尔纳德电力

管理局安装在泰米尔纳德邦 Kayatharu 和

Kethanoor 地区的示范风电场没给投资者带来

后顾之忧，而且维护也很容易。当地主要的风

电制造企业像维斯塔斯、NEPC － Micon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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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G Husummer 等都采用交钥匙工程的方式

来建设风电场，即在 6 个月的期限内完成买地、

获得许可、供应机组、风电场安装和调试等环

节。不过，2012 年 4 月开始，印度的风电折

旧率从 80% 猛降到 15%，这使本可投入到风

电领域的可用资金数量大量减少，严重影响了

当年风电装机成绩。

2010 年初，由印度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

部发布的发电刺激计划（GBI）规定，风力发

电进入国家电网享受税收优惠，政府将为进入

电网的风电项目提供每千瓦时 0.50 卢比的补

贴，由印度可再生能源开发局予以实施。这一

政策和 AD 都在 2012 年 3 月 31 日终止。不

过，在今年印度财政部长 P.Chidambaram
发布的 2013 － 2014 财年财政计划演讲中，

GBI 得以正式恢复，大约有 80 亿印度卢比

将拨付用作 2013 年－ 2014 年的补贴预算。

P.Chidambaram 还提到，当风电机组每兆瓦

容量的费用达到 1000 万卢比时，补贴就会停

止。在 GBI 政策废除后，印度的风电开发商

曾一度指望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进出

口银行等国际机构寻求基金支持。

2010 年，印度中央电力监督委员会发布

了可再生能源证书（REC）机制，并于 2011
年初正式实施。REC 机制施行后，印度可再

生能源证书申请数量快速增长。据全球风能理

事会（GWEC）统计，截至 2013 年 2 月中旬，

印度 REC 登记处所发布的非光伏类可再生能

源证书超过了 486.9 万个，其中风电所注册的

电力容量占了 56%。印度非光伏类可再生能

源证书的市场清仓价大约在每单位证书 1500
卢比至 3300 卢比之间。然而，由于印度各邦

对可再生能源采购义务法的执行和监管力度不

够，印度可再生能源证书的需求不断减少，大

部分证书价格现在都在以低价出售。

由于过去一年，印度监督部门对未履行可

再生能源采购义务的有关单位未实施处罚。因

此，印度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颁布了 2003 年

电力法案的修正案，法案将可再生能源采购义

务定为一项强制性义务。因此，在接下来的几

年，可再生能源采购义务的履行情况有望得以

改善。

这几年，印度各邦也在不断完善各自的风

电政策，譬如泰米尔纳德邦、古吉拉特邦、喀

拉拉邦和安德拉邦等都已经修订了风电上网电

价。古吉拉特邦电力监管委员会在 2012 年 8
月将其风电上网电价从每千瓦时 3.46 卢比增

加到每千瓦时 4.23 卢比 ；2013 年 2 月，由于

对该邦风电项目发电容量系统的预期上调，风

电上网电价又往下调了一部分，为每千瓦时

4.15 卢比，相当于每千瓦时人民币 0.69 元左

右。此外，印度第十二个五年财政规划中也指

出，接下来 5 年时间里，印度可再生能源项目

将获得低息贷款，主要通过印度可再生能源开

发局的新增预算来提供。

目前，独立电力开发商（IPPs）在印度风

电市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譬如，Mytrah 能
源有限公司的风电装机容量已经达到 31 万千

瓦，未来有望突破 100 万千瓦。Tata 电力公

司则正在与 IDFC 私募股权基金公司所有的

Green Infra 有限公司洽谈，试图收购这两个

公司的可再生能源资产，并计划在不久的将来

每年新增风电装机容量 15 至 20 万千瓦。

印度现在也是一个全球主要的风电制造中

心。截至 2012 年年底，印度的 19 家风电制造

商的年度总产能超过了 950 万千瓦。

风电制造商像 Enercon、苏司兰、RRB、

Pioneer Wincon 和歌美飒都在印度建立了现

代化的设备生产基地，并成为开发商。他们在

规划建设大型风电场的风能资源丰富区购买成

块的土地，将安装的机组卖给私有投资者，建

设输电线路和变电站，尽可能地加快项目进程。

据 BTM 报告显示，2012 年，印度市场

装机容量排列第一位的制造商是苏司兰，市场

印度风电企业情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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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为 34% ；接下来是 Wind World India，
市场份额为 25%，歌美飒、GE 和维斯塔斯分

别占 10%、5% 和 4%。在印度，风电制造商

一直以来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是本土风电

机组制造商，如苏司兰等 ；第二梯队是国外老

牌制造商，如歌美飒、GE 等 ；第三梯队则是

从欧洲风电机组设计机构购买技术许可的其他

印度本土制造商。

近两年，中国明阳风电以黑马之姿闯入印

度风电市场，并逐渐成为第四股势力。2012 年，

明阳风电与印度独立发电集团信实电力及其

下属公司签订了一项 30 亿美元的合同，两家

公司将在印度 10 个邦共同开发总容量为 250
万千瓦的可再生能源项目，中国开发银行将为

该合作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目前，明阳风电在

印度注资了 GWP（Global Wind Power）公司，

员工人数超过 300 人，本地化率 90%，明阳风

电将其 1.5 兆瓦机组的零部件输送到印度，然

后由 GWP 公司组装。今年 10 月，明阳风电

的第一批 1.5 兆瓦风电机组已经交付给印度风

电技术中心，等待审批。

当然，明阳风电也不是第一家将风电机组

卖到印度的中国企业。据报道，2011 年 4 月，

上海电气与印度 KSK 能源公司签订了一项协

议，由前者提供 125 台单机容量为 2 兆瓦的机

组，总订单容量达 25 万千瓦。

虽然这几年印度的风电制造市场还是由苏

司兰、GE、维斯塔斯和歌美飒等传统企业统治，

但是其他制造商的格局却一直在变动着。

经过多年的发展，印度已经拥有较强的

风电机组制造和风电场安装、运维的能力。目

前，印度每年新增风电装机容量大约是 200
万千瓦，该国发展风电具有很好的前景。虽然，

2012 年 4 月 1 日印度政府取消电力补贴政策

后，2012 － 2013 财年的印度年新增风电装机

量大幅下降。但是，随着印度风电相关补贴政

策的恢复，印度风电市场将有望逐渐增长。据

BTM 公司预测，到 2017 年年底，印度风电新

增装机容量将有望达到 400 万千瓦，累计装机

容量则达到 3535.2 万千瓦。

当然，印度未来的风电产业发展也面临着

一系列的挑战与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印度政府在风电政策上的不稳定使该

国风电产业缺乏市场活力。虽然印度各邦都有

较好的支持风电发展的配套政策，但是这几年，

这些支持政策也出现一些起伏，不能保证风电

持续、稳定的发展。

（2）印度输电线路的安装和基础设施建

图3	 	 2012年印
度各风电企业市
场份额（数据来
源：BTM）

数据来源：BTM

未来挑战与展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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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都跟不上风电场扩展的规模。面对印度国内

不断增长的可再生能源，装备陈旧的电网系

统和基础设施显得力不从心。目前，印度只有

80% 的风电场所发电力可以输送出去，基础

设施也还在不断完善之中。虽然印度海上风电

也可利用，但海上风能资源图还在制定中，建

设海上风电场的规划也还在构想阶段。在印

度 2013 － 2014 财年的国家计划中，提出要

将印度南部电网与国家电网连接起来，这将促

进可再生能源电力输送，并有助于提振可再生

能源证书交易市场。根据印度国家电网公司

（PGCIL）最近发布的一份研究显示，在印度

建设一条绿色电力输送通道将花费大约 4200
亿卢比。如果该提议得以施行，将有助于建设

亟需的电力输送通道。

（3）印度可利用的风能资源预测能力不足

是阻碍风电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某些地区，

对风能资源理论预测值与风电场实际表现不符

的情况频繁发生，这不仅影响风电开发商的开

发信心，也使银行对拟融资项目风电场场址的

资源评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印度风电领域的融资问题非常突出，

独立发电商在风电领域的成长有助于风电项目

的融资，但高额的贷款成本使产业以较快步伐

扩张的能力受到很大影响。大部分印度风电发

电商与各邦的公共事业单位都根据各州所定的

上网电价签订了电力采购协议，然而，在泰米

数据来源：BTM

尔纳德等邦，风电场运营商面临着资金拖欠问

题，公共事业单位总是拖延支付给风电发电商

的款项，拖延时间有时长达 12 至 16 个月，这

导致现金流的严重紧张。而且，加上今年以来

印度严重的经济危机，卢比贬值严重，使得邦

政府财务状况雪上加霜，这也将影响未来风电

开发商的投资行为，很多资金都流向了其他领

域。此外，在印度通过提高消费者和工业部门

的电费来解决资金问题也存在政治上的阻力。

除此之外，由于土地资源紧缺，在印度获

得土地许可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在印度，

适用于风电场交付的“交钥匙”概念有助于当

地风电制造厂商的发展。但是，在印度，当中

国风电机组供应商与西方设备制造厂商联合起

来时，竞争也变得十分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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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大赛圆满落幕

参加大赛启动
仪式的学生代
表合影 

陈肇元院士为学
生代表佩戴象征
科学梦想传承的
臂章

风能利用组比赛现场

为梦想与才华搭建一个平台

本刊记者／白亚茹

2013 年 12 月 7 日，由中国科协科普部和共青团中央

学校部主办，中国科学技术馆、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

三星电子等单位协办的“2013 年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大

赛”在中国科学技术馆落下帷幕。大赛历时三个多月，分

为五大赛区，举办了十站科普巡讲，吸引了近万名学生参与，

无论从规模上还是时间上，都让参赛选手大呼“过瘾”。

一次有益的尝试

“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时期，对

科技的需求、对人才的需求、对科普的需求比任何时候都

更加迫切，作为科技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我们肩上的担

子将更重，任务更艰巨。在这里，我想借用一下钱老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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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之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创新人才 ? 这个

问题很大，也很沉重，确实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中国工程

院资深院士、防护工程专家陈肇元在开幕式致辞中讲到。

每年，我国各大院校都会组织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来

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期间也涌现出了不少科技创新人才

及富有创意的作品。然而，能将全国众多优秀选手集结在

一起比拼“过招儿”的平台少之又少。也正因此，“2013
年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大赛”拉开了举办大型科普活动

的序幕。

陈肇元表示 ：“2013 年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大赛是

一项全国性活动，我认为具有较强示范性、导向性和群众性，

可以成为提高青年科学素质及创新能力的有效载体。”三星

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张元基也对大赛给予充分肯定，“我相信，

通过这次大赛，将会诞生许多精彩的创意和作品，在不远

的将来，这些创意和作品会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

近万名学生参与，四十支队伍闯入决赛是同学们热情

参赛的真实写照。为了让更多同学参与到活动当中，大赛

组委会还组织开展了志愿者选拔、科普巡展以及“科普天使”

选拔等活动。

12 月 15 日，主办方组织学生代表参观了位于北京市

大兴区的天普科普基地，了解新能源行业一线企业的实际

应用和能源方面的先进技术。来自华北电力大学的一名学

生代表说 ：“以前学的都是书本上的理论，这次有机会深入

到科普基地参观，能够看到理论知识是如何转化为现实生

产力的，这种实践很让人兴奋。” 

能力与创意的角逐

大赛以“节能、环保、健康”为主题，分为“数据传输”、

“风能利用”、“安全保护”三个项目。大赛组委会为高中参

赛队伍设置的是“安全保护”项目，而大学参赛队伍可从

三个项目中任选其一。为了确保命题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以及大赛的权威性，大赛成立了由两院院士、专家学者和

行业权威人士共同组成的评审委员会。经过初赛、复赛两

轮激烈竞争，最终来自全国各地的 40 支参赛队伍、100 多

名学生闯进决赛。 
决赛当天恰逢周末，同学们的实验过程和精彩作品吸

引了大量观众驻足观看，风能利用组比赛的现场气氛十分

活跃。该项目在复赛中评比的是提水（抽水）装置在稳定

风源环境下的能源转化效率，而决赛则评比提水（抽水）

装置在复杂风源环境下的能源转化效率。选手需要制作一

个利用风能的提水（抽水）装置。在风力条件相同的环境下，

通过将风能转化为电能或机械能，将一个容器中的水转移

到另外一个容器，最终比较参赛队伍在同等时间内转移水

体积的大小。

现场抽水比赛扣人心弦，无论是优化设计，还是调整

结构，亦或精心选材都成为选手在比赛中的展示亮点。最

终来自湖北师范学院的“湖师电子俱乐部队”以 74.3L 的

成绩成功夺冠。来自鲁东大学的“万万没想到队”和来自

湖北师范学院的“不二队”分别获得第二名和第三名。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资深委员都志杰

对同学们的表现赞赏有加。“从复赛到决赛，同学们设计的

提水系统越来越好。现在年轻人缺少的是动手机会，事实上，

把想法变成现实是有一段路要走的，同学们缺少的就是这

一实践的过程。这次大赛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平台，使他

们体会到完成这一过程并不容易。”

据悉，大赛选拔出的优秀团队将于 2014 年寒假赴美

国一流大学进行科技交流访问。

科学梦想的传承

赵馨逸是一名来自清华大学的学生代表。在 9 月 24 日

大赛的启动仪式上，陈肇元院士亲手为她佩戴了象征科学

梦想传承的臂章。她从小热爱科学，时常会创作一些小作

品，大学时期还参与了学校的污水处理项目。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赵馨逸也表达了自己对精神传承的理解。“我觉得

科学就是一种传承，老一辈的科学家有自己的做法和理想，

我们新一代的学生也应该有自己的梦想。科技一直在进步，

我们应该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去完成这些梦想。院士为我

佩戴这枚臂章，就是希望把这件事情做到更好。”当记者问

到她比较崇拜哪位科学家时，她表现出了率真的一面。“我

一直都以居里夫人为榜样，敬佩她为科学无私奉献的精神。

也希望自己未来能成为一个像她那样的科学家。”

像赵馨逸这样执着追求科学梦想的学子还有很多，他

们怀揣梦想，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稳步前行。正因有了日

积月累的思考和探索，才能在此次大赛中绽放光彩。

  此次青年科普创新实验大赛无疑是 “接地气”的一次

科普活动，它既给热爱科学的学子提供了自我展示的平台，

又让创新精神得以发扬和传承。梦想与才华的展示需要这

样一个平台，它象征着科技创新的力量，托起的更是未来

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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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贴资金效率分析

1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贴
资金情况和实施效果

2006 年《可再生能源法》实施后，

我国逐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可再生能

源发展的资金支持和费用分摊机制，

有效促进了可再生能源发电市场的规

模化发展。目前陆上风电、光伏发电、

生物质发电项目可享受高于燃煤上网

电价的固定电价，在全国范围内征收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附加资金用于

可再生能源电价和接网费用以及独立

可再生能源运行费用补贴。2006 年至

2012 年，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共发放

10 期补贴（后 2 期通过可再生能源发

展基金发放），累计补贴资金 573 亿元

（见图 1）。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市场

规模的扩大，可再生能源补贴需求不

断增加，电价附加的征收标准经过 4
次调整，从 2006 年的 1 厘 / 千瓦时增

加为目前的 1.5 分 / 千瓦时。

固定电价和电价附加等政策的实

施，极大地推动了可再生能源发电市

场的发展，到 2013 年 6 月，我国风电

装机超过 6700 万千瓦，预计 2013 年

总发电量达到 1400 亿千瓦时 ；2013
年 6 月，光伏发电装机 880 万千瓦，

预计 2013 年大型光伏电站总发电量超

过 80 亿千瓦时。

2 可再生能源单位电量补贴
现状分析

我国对主要可再生能源发电实施

固定电价政策（具体见图 2），固定电

价与各地燃煤脱硫标杆电价之差由可

再生能源基金提供电价补贴。因此，

可再生能源单位电量电价补贴的数值，

一是主要取决于可再生能源固定电价

水平，二是受当地脱硫燃煤标杆电价

水平变动的影响。此外，可再生能源

开发布局也会对全国单位电量平均补

贴水平产生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2.1 单位电量补贴总体上呈现逐步

下降的趋势，风电和生物质单位电量

补贴水平较低，光伏发电单位补贴下

降显著，但相对风电和生物质发电仍

较高

可再生能源单位电量补贴呈现下

降趋势，如风电单位电量补贴从 2006

文／时璟丽

图1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标准调整以及补贴发放情况

图2	部分电源电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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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0.24 元 / 千瓦时已降至 2013 年

上半年的 0.2 元 / 千瓦时左右（见图 3），
由于 2009 年后风电固定电价政策没有

变化，因此 2010 至 2013 年风电度电

补贴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燃煤脱硫标杆

电价的调整，以及“十二五”期间东

中部风电市场份额的提升。生物质发

电度电补贴也主要受燃煤脱硫标杆电

价的影响，2010 年后总体补贴水平在

0.3 元 / 千瓦时左右。光伏发电单位电

量补贴下降显著，2009 年之前高达 3
元 / 千瓦时以上，2011 年新建项目降

至 0.85 元 / 千瓦时左右，2012 年后降

至 0.7 元 / 千瓦时左右，与风电、生物

质发电不同，光伏发电度电补贴的下

降主要缘于光伏发电成本的显著下降。

2.2 东中部地区电价补贴资金效率

普遍高于西部

我国对农林生物质发电、垃圾发

电实行全国统一的固定电价政策，对

风电、光伏实行了分资源区的固定电

价政策，但不同资源区之间的电价差

距仅在 0.1 元 / 千瓦时，低于各地区燃

煤脱硫标杆电价的差距（0.27 元 / 千
瓦时），因此，单纯从资金补贴的有效

性上讲，东中部地区的单位电价补贴

普遍低于西部。以风电为例，按照目

前的风电电价水平以及 2011 年 12 月

至 2013 年 9 月的燃煤脱硫标杆电价

水平计算，广东风电的单位度电补贴

为 0.09 元 / 千瓦时，而西部大部分省

区在 0.20 元 / 千瓦时以上。2013 年

10 月燃煤脱硫电价水平调整后，风电

的单位度电补贴在此基础上需要上升

2 分 / 千瓦时左右。

2.3 与国际水平相比，我国可再生

能源电价水平较低

风电固定电价自 2009 年开始实

施，农林废弃物固定电价自 2010 年开

始实施，其后一直没有调整，2012 年

调整了垃圾发电电价，但与 2006 年至

2012 年的垃圾发电电价水平相比，总

体水平变化很小。因此，除了光伏发

电电价水平下降明显外，近年来风电、

生物质电价水平没有显著变化。出现

这一现象的一个客观因素是，我国在

实施并确定可再生能源固定电价水平

时，起始的电价水平较许多国家的电

价水平低。虽然近期欧美日可再生能

源电价水平调整频繁，但仍普遍高于

我国的可再生能源电价水平（见表 1）。
2.4 风电、光伏实际发电成本下降

显著

近年来，随着可再生能源规模的

不断扩大，我国风电、光伏的实际发

电成本有显著的下降。风电设备价格

不断下降，从 2006 年前后的 6500 元

/ 千瓦至 7000 元 / 千瓦，降到 2010 年

4000 元 / 千瓦左右，“三北”地区风电

项目单位投资从 9000 元 / 千瓦至 1 万

元 / 千瓦，降至目前的 8000 元 / 千瓦

左右，发电成本降幅约 10% 至 15%。

光伏行业竞争力不断加强，光伏电池

组件价格不断下降，已从 2006 年前后

每瓦 30 元至 35 元，降到 2013 年 4
元 / 瓦至 5 元 / 瓦，大型光伏电站单位

投资从 5 万元 / 千瓦至 6 万元 / 千瓦，

降至目前的 1 万元 / 千瓦左右，2013
年的实际发电成本与 2011 年相比，降

幅约 30%
2.5 多种因素影响了可再生能源电

价的调整

虽然我国风电、光伏的实际发电

成本下降显著，但其他因素的变化影

图3	风电单位电量平均补贴电价

图4	各地区风电单位电量补贴电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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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了电价调整的步伐。对于风电，当

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三北”地区的

限电问题，2012 年全国年均 17% 的

限电比率已经超过风电成本实际下降

的幅度，此外，风电企业先期选择开

发风能资源和建设、接网条件相对较

好的风电项目，也拉升了后期开发项

目的电价需求。大型光伏电站也存在

集中建设问题，限电也已开始出现。

生物质发电固定电价政策实施后，人

工成本上涨导致秸秆等原料价格上升，

反而使发电成本略有上升。

3 可再生能源单位电量补贴
变化趋势分析

3.1 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未来仍有

不同程度的下降空间

根据国内外多个机构研究结果，

未来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和价格有不

同程度的变化和调整空间。对于风电，

未来技术的不断进步将降低成本，电

力系统对风电的技术设备要求的提升

将拉高成本，风电开发的建设成本和

运行成本也可能增加，总体看，普遍

预计未来风电发电成本仍可能下降，

但空间有限。光伏发电的成本下降空

间较大，主要取决于技术的进步和光

伏电池效率的提升。生物质发电有可

能随着原料价格、人工价格、可比的

煤炭价格的上涨，发电成本可能还会

略有增加。

3.2 缓解和解决限电等问题将有效

降低可再生能源度电补贴需求

通过优化电力系统运行管理、优

先收购可再生能源电力、优化电源开

发布局、推动可再生能源电力跨区域

输送和消纳等措施，可缓解限电问题，

从而在保证可再生能源开发企业获得

合理利润的前提下，降低度电补贴需

求，提高可再生能源项目的经济性和

竞争力，提高国家补贴资金使用的有

效性。

3.3 化石能源价格改革以及反映环

境外部性成本的税收的实施将极大提

高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经济性

我国目前的能源价格体系中，化

石能源价格没有反映环境损害等外部

性成本，通过化石能源价格改革，或

征收能源税、环境税、碳税等，适度

反映环境外部性损害，提高煤电等化

石能源成本，可显著降低可再生能源

度电补贴，使风电、光伏等达到与煤

电持平价格的时间大大提前。

4 建议

总体上，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未

来可再生能源电价总体水平会下降，化

石能源成本和价格会上升，可再生能源

在不同的时间段，可以实现平价上网。

但在近中期，可再生能源发展仍然需要

国家政策的有效支持。为提高国家电价

补贴资金的效率，建议：一是合理规划

和配置各类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规模以

及开发布局，二是采取多元措施缓解和

解决限电问题，三是考虑可再生能源成

本变动的实际情况以及影响成本的内

因外因，及时调整电价水平和支持政

策，四是推动能源价格改革和相关环境

税制改革。（本文作者为国家发改委能

源研究所研究员）

表1 部分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水平

类别 国家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风电

中国（元／千瓦时） 0.5-0.65 0.51-0.61 0.51-0.61 0.51-0.61 0.51-0.61 0.51-0.61

德国（欧分／千瓦时） 8.02 9.2 9.11 9.02 8.93 8.80

美国（电价补贴，美分／千瓦时） 2.2 2.2 2.2 2.2 2.2 2.2

光伏

中国（元／千瓦时） 4.00 4.00 1.15 1.00 0.90-1.00

德国（欧分／千瓦时） 35.5-41.9 13.5-28.74 9.74-14.07

意大利（欧分／千瓦时） 36-49 13.3-31.6 11.3-20.8

法国（欧分／千瓦时） 32-57 31.59

澳大利亚（南澳洲，澳分／千瓦时） 23.1 27.2

日本（日元／千瓦时） 40-42 37.8

生物质

中国（元／千瓦时） 0.485-0.77 0.485-0.77 0.485-0.75 0.485-0.75 0.485-0.75 0.485-0.75

德国（欧分／千瓦时） 7.91-10.8 3.98-14.3 3.98-14.3

意大利（欧分／千瓦时） 12.2-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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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我国风电产业高速发展，

风能资源丰富的“三北”及东部沿海

地区风电装机容量增长迅速，风电消

纳难题日益严峻 [2]。2011 年，国家能

源局通过发布《分散式接入风电项目

开发建设指导意见》，对分散式风电项

目的定义、核准审批、项目规模等做

了较为明确的要求。这意味着我国的

风电发展战略将由主要发展大型风电

基地转为大型风电基地与分散式开发

并举的新阶段 [3]。

1 分散式风电场的含义

根据国家能源局印发的相关通知，

分散式风电场的定义如下 ：分散式接

入风电项目是指位于负荷中心附近 , 不
以大规模远距离输送电力为目的 , 所
产生的电力就近接入当地电网进行消

纳的风电项目。

分散式接入风电项目应具备以下

条件 ：

(1) 利用电网现有的变电站和送出

线路，不新建送出线路和输变电设施；

(2) 接入当地电力系统 110 千伏

或 66 千伏以下降压变压器 ；

(3) 项目单元装机容量原则上不大

于所接入电网现有变电站的最小负荷，

鼓励多点接入 ；

(4)项目总装机容量低于 5万千瓦。

2 分散式风电场的优势 

（1）响应国家节能减排号召，因

地制宜，优化区域能源结构。风电是

绿色能源，我国电力能源以火电、水

电为主，大力发展风电等绿色新能

源，每发 1kWh 电，可节约煤炭资源

陕西郝滩分散式风电场开发浅析
王健

（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	西安	710065）

摘  要 ：欧盟、美国在分散式风电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1]，积极发展分散式风电是我国今后风电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本文介绍了分散式风电场及其优势，并对华能新能源陕西定边郝滩分散式风电场的风能资源进行了简要分析，希望

对分散式风电场开发提供一些帮助。

关键词 ：分散式风电场 ；风能资源 ；机组选型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12-0054-04

A Simple Analysis on Decentralized Wind Farm Development in Haotan
 Wang Jian

（XiBei Engineering Co., Ltd., Xi'an 710065, China）

Abstract: �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a�ained great achivement[1] in the �eld of decentralized wind power, which o�ers 

a new arena for China's wind power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is paper introduces the basic knowledge about decentralized wind 

farm, and analyzes the wind resources of Haotan decentralized wind farm, a project of Huaneng Renewables Corporation Ltd.,in 

Dingbian county,Shaanxi province. �is may o�er some help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decentralized wind farm.
Keywords: decentralized wind farm; wind energy resources; wind turbine generat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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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g，同时可以减少各类污染气体的

排放，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

新动力。

（2）减小由于大规模风电接入

对电网的冲击和影响，降低电网调度

难度 [4]。过去 5 年，我国建成了多个

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但是由于风能

本身的随机性、间歇性和可预测性低，

加上电网规划和建设相对滞后，大规

模风电接入对当地电网甚至更大区域

电网还存在很多问题。近几年，弃风

限电已经成为影响风电发展的一个瓶

颈，分散式风电可以减少此类影响。

（3）就近直接配入电网，减少了

电能输送环节的能量损失，提高能源

利用效率，促进负荷中心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

（4）降低成本，分散电网的事故

风险并缓解消纳瓶颈，适合电网结构

好、土地资源有限的地区。

3 国内已建成的分散式风电
场情况

分散式风电是我国风电发展的一

个新方向，相对经验较多的欧美市场，

国内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据笔者了

解，我国目前已建成的分散式风电场

有中广核哈密地区 69MW 风电场 [3] 和

华能陕西定边狼儿沟分散式风电场。

华能陕西定边狼儿沟分散式风电

场位于陕西省定边县城东南约 15km
的贺圈镇狼儿沟村，场址区海拔高度

在 1500m － 1550m 之间，为黄土高

原北部的黄土低岗斜坡，风电场 65m
高度年平均风速 6.54m/s，风功率密

度为 304W/m2。该风电场装机 9MW，

安装 6 台 1500kW 风电机组，设计年

利用小时数 1882h，运行电网为榆林

西部电网，归属陕西省地方电力 (集团 )

有限公司，最大运行负荷约 350MW，

依靠宁东电网送入四回 110kV 线路供

电。狼儿沟分散式风电场年实际利用

小时数超过 2300h，效益良好。

目前，包括新疆、云南、贵州、

重庆等很多省区都在积极发展分散式

风电，2013 年 7 月，贵州省签约了总

装机量为 1200MW 的 90 个特许经营

权风电项目。由于分散式风电本身的

特点，随着风力发电技术的发展和电

网的健全，我国今后将会建成更多的

分散式风电场。

4 陕西定边郝滩分散式风电场

4.1 区域风资源特点及电力系统概况

陕西省目前已查明的风能资源较

丰富区域主要位于陕北黄土高原长城

沿线区域，即定边县、靖边县、横山县、

榆阳区、神木县 ；榆林市南部、延安

市北部地区为风能资源次丰富区 ；此

外，渭北高海拔区域和秦巴山区高海

拔区域也存在局部风能资源可利用区。

陕北黄土高原长城沿线区域风能

资源可利用面积较大，70m 高度年平

均风速在 6m/s － 7m/s 之间，是陕西

省风能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定边县

属风能资源 2 级地区，其 70m 高度实

测年平均风速在 5.6 m/s － 6.9m/s 之

间，最多风向主要分布在 SSE-SSW
区间，年平均风功率密度在 176W/
m2 － 290W/m2，年有效风速时数多

大于 6500h，属风能资源可利用区。

陕西电网是西北电网的重要组

成部分，位于西北电网的东部，以

330kV 输电网为主网架，以 110kV 为

配电网（系统内有少量 220kV 电网）。

属于比较典型的以燃煤火电为主的电

网。关中地区电网集中分布了全省接

近 90% 的火电电源容量，水电则集中

分布在陕南。

考虑定边县风能资源和陕西电网

特点，在定边开发分散式风电场，可

以有效地利用该地区风能资源，为陕

西电网提供新的电源，减少关中电网

火电输送至陕北电网的能量损失，优

化区域电网结构，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4.2 陕西定边郝滩分散式风电场概况

郝滩分散式风电场位于陕西省定

边县郝滩乡，东经 108°07′21″－

108°11′00″，北纬 37°28′00″－
37 °29 ′16 ″之间，风电场面积约

9.7km2，场址位置如图 1。风电场

装 机 容 量 10MW， 设 计 安 装 5 台

2000kW 的风力发电机组，场址南侧

3km 处有一座 7246# 测风塔，风电

场可就近接入西北约 10km 的安边升

压站，该升压站有 35kV 的预留间隔，

所发电量可在当地消纳，符合分散式

风电场开发建设条件。风电场北侧距

307 国道 2km，定边县内青银高速、

S303 省道纵横交错，对外交通较为

便利。

4.3 风电场风能资源分析

根据风场附近 7246# 测风塔资料

分析，该风电场的主风向和主风能方

向为南 (S) 风，次风向和次风能方向

为南西南 (SSW)，盛行风向稳定。风

速春季大，夏秋季小。该风电场 80m
高度年有效风速时数为 7196h，风速

频率主要集中在 3.0m/s － 10.0m/s，
无破坏性风速，风速年内变化小，全

年均可发电。

用 WAsP10.0 软 件 推 算 得 到

80m 高度年平均风速为 5.96m/s，平

均风功率密度为 211W/m2，威布尔

参 数 A=6.70，k=2.04 ；50m 高 度

年平均风速为 5.31m/s，平均风功

率 密 度 为 146W/m2， 威 布 尔 参 数

A=6.00，k=2.12。根据《风电场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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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评估方法》判定，该风电场风功

率密度为 1 级。

根据定边气象站计算 50 年一遇

的最大风速为 34.79m/s，小于 37.5m/
s。60m － 90m 高度 15m/s 风速段湍

流强度介于 0.106 － 0.125 之间。根

据 IEC61400 － 1(2005) 标 准 判 定，

该风电场可选用适合 IEC Ⅲ b 及以上

安全等级的风电机组。

4.4 风电机组选型及发电量计算

该风电场年平均风速较小，风电

机组轮毂高度 80m 处年平均风速为

5.96m/s，为提高发电效率，有效利

用本风电场风能资源，拟选用大叶片

低风速风电机组。近年来，低风速机

组发展很快，国内各大主流风电机组

厂商均已开发出大叶片、高轮毂适合

低风速（小于 6m/s）地区的机组，主

要机型有金风 GW93/87 － 1500kW、

华 锐 SL89 － 1500kW、SL110 －

2000kW、国电联合动力 UP93/97 －

1500kW、UP105 － 2000kW、东汽

FD108 － 2000kW、海装 102/111- －
2000kW、 上 海 电 气 W105/111 －

2000kW、 远 景 EN93 － 1500kW、

明 阳 MY110/104 － 2000kW、 南 车

WT110－ 2000kW等机型。其中金风、

远景和上汽的部分低风速机型已投产。

通常提高机组出力的方法很多，

但在低风速区域，年平均风速较低，

破坏性风速较小，风电机组的安全性

要求较低。在这种风况下，增加叶片

长度，提高单台机组吸收的能量，成

为主机厂商的普遍方法。

通过对比风电机组的扫风面积与

功率比（见表 1），可以看出，目前市

场上低风速机型的扫风面积与功率比

均大于 4，有的甚至接近 5，相比之下，

传统机组的扫风面积功率比在 3 左右。

显而易见，低风速风电机组单位千瓦

的扫风面积更大，吸收的风能更多，

更有利于低风速区域。

郝滩风电场内地形平坦，海拔

1400m － 1500m，主风能方向为南 (S)
风，次主风向和次主风能方向一致均

为南西南 (SSW)，盛行风向稳定，采

用垂直于主风向南风（S）一排布置 5
台 2000kW 风电机组。考虑道路、电

气线路投资，并避开场内两条冲沟，

图1	华能郝滩分散式风电场场址位置图

表1 各风电机组参数及发电量比较表

项 目 单位
方案1 方案3 方案4 方案5 方案6 方案7 方案8

WTG1 WTG3 WTG4 WTG5 WTG6 WTG7 WTG8

装机容量 MW 10 9 10 9 9 10 10

单机容量 kW 2000 1500 2100 1500 1500 2000 2000

台 数 台 5 6 5 6 6 5 5

风轮直径 m 111 93 110 93 89 110 97

扫风面积功率比 　 4.84  4.53  4.53  4.53  4.15  4.75  3.69 

轮毂高度 m 80 75 90 80 80 85 78

年上网电量 万 kW.h 2073.8 1390.4 2043.8 1701.9 1651.1 2012.4 1633.9

年利用小时数 h 2074 1854 2044 1891 1835 2012 1634



 Industry | 产业

2013年第12期  57  

本次微观选址方案设计采用风电机组

间距为 4D。各机组参数及发电量比较

见表 1。
由表 1 可以看出，扫风面积功率

比较大的机型，年利用小时数较多，

风能利用率较高，适合该风电场使用，

以提高发电量，增加投资利润。同时，

该风电场内地形平坦，运输条件较好，

便于大型运输、装卸车辆进入，因此

推荐该风电场采用方案 1。

5 结论和展望

（1）陕北黄土高原区域风能资源

较为丰富，但由于高原地形复杂，许

多风能资源较好的区域均是农田、森

林、坟墓、油井等，集中式风电开发

土地面积有限，并且送出消纳困难，

分散式风电开发有效的解决了这些问

题，是今后风电发展的一个方向，并

为其他地区风电发展提供了一些经验。

（2）对于一些低风速、靠近负荷

中心的地区，采用大叶片、扫风面积

功率较大的低风速型风电机组，可以

有效的提高风能利用率，优化能源结

构，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3）若风切变指数为正，通过增

高风电机组轮毂高度在一定程度上可

增大风速，提高机组发电量。但同时

也增加了塔筒、运输等投资成本，需

作进一步综合比较和分析，本文未对

此类问题进行分析。

参考文献

[1] 于海洋 , 武国良 , 陈光 , 徐明宇 , 陈晓光 , 曲

义 . 国外分散式风力发电政策研究及对中  国

的启示 [J]. 黑龙江电力 ,2013,35(3):236-238.

[2] 王彩霞 , 李琼惠 . 促进我国分散式风电发展的

政策研究 [J]. 风能 ,2013(9),46-52.

[3] 时璟丽 . 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综述 [J]. 自动化

博览 ,2013(6),28-32.

[4] 范必 . 促进风电产业健康发展的思考 [J]. 中国

能源 ,2009,7-10.

[5] 沈汉琴 , 黄山峰 . 基于分散式风电的集控方案

设计与实施 [J]. 太阳 能 ,2013(13):22-25.

收稿日期：2013-10-22。

作者简介：

王健 (1984- )，男，硕士研究生，助理工程师，

目前就职于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风力发电设计分

院，主要研究方向为风能资源分析。

摄影：芮小龙



产业 | Industry

58  风能 Wind Energy 

0 前言

伴随着大唐（赤峰）新能源有限

公司规模的逐渐壮大，风电场规模和

所经营的专业范围也越来越全面，对公

司的管理和长远规划带来了巨大挑战。

正是面对这样的形势 [1]，赤峰公司必须

研讨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同时，为适

应电网快速发展，国家电网公司提出了

“两个转变”的发展战略，即转变国家

电网公司发展方式，转变电网发展方

式，“三集五大”体系建设就是公司实

现“两个转变”的重要内容。“大检修”

作为“五大”管理体系中的一项重要组

成部分，牵涉电力系统运行的安全稳

定，意义非常重要 [2]。如果可以对风电

场运维管理进行创新，可以实现人、财、

物的集中管理和控制，则能有效降低生

产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1 运维一体化概述

传统的风电场生产工作中，变电

检修、变电运行、机组检修、线路检

修等工作是由不同的部门或者不同单

位独立承担的，这使风电场还需要配

备监管人员，

风电场运维一体化是指在尊重风

电安全生产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风电

场不再设置独立的运行、检修班组，

只设置两个或多个运维班组，在人员

配置上进行优化，在技术管理上进行

整合，实现风电场每名生产人员都成

为“能运行、能维护、能集控、一岗

多能”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3]，最终

实现一个风电场能独立完成运行、维

护工作的伟大目标。

风电场运维一体化的优点 ：

（1）改变了传统的管理模式。风

创新型“运维一体化”风电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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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场人员具备了多项技能，培养专业

技术人才，实现了重点培养，以少代多。

（2）精简人员，明确职责。明确

相关职责人员，细化分工，通过以少

代多的方式精简风电场人员配置，提

高人员工作效率。

（3）精化管理，减少重复工作。

建立信息化系统，有效辅助风电场人

员进行日常检修工作，减少了工作量，

并减少了重复性的工作。

风电场运维一体化的难点 ：

（1）风电场数量较多。每个风电

场的设备不一致，运维人员需要对多

个厂家、多个型号的设备进行学习掌

握，并需要具有检修的技术能力。

（2）缺乏各类专业人才。由于风

电发展速度过快，人才的培养没能跟

上步伐，导致风电场人员没有进行过

系统的培养，没有专业的培训技术团

队，同时也面临风电场年轻化，风电

场人员多数是大、中专和本科学校毕

业的应届生，缺乏现场实际工作经验

和相关技能。

（3）各岗位人员的职责和激励制

度不完善，导致风电场人员缺乏积极

性和进取心，都希望自己能干点轻松

活，没有合理对职业进行长远规划。

（4）各风电场距离较远，彼此交

流和人员借用不具备良好的条件，导

致相互之间不能及时学习探讨，处理

风电场紧急情况不能及时借用其他风

电场人员。

2 运维一体化的研究

2.1 运维一体化的组织机构

实施运维一体化要在确保不影响

电网安全生产的前提下，选择基础条

件好、人员配置高的变电站或检修班

组进行试点，在总结经验和完善规章

制度的基础上逐步推广实施，在业务

整合和人员重组的过程中调整幅度，

应能保障队伍的稳定和现有生产业务

的有序开展。运维一体化的组织机构

主要是针对生产人员进行划分，对安

全管理人员没列入其内。具体组织机

构如下 ：

变电检修人员由一名一次专工和

一名二次专工，带几名特定人员组成

（根据一次、二次设备数量和容量来确

定人数），工作繁忙或者处理紧急故障

需要人手，可以从风电场临时借用技

术人员，不仅共同解决问题，而且能

共同学习相关设备知识，有助于提高

管理能力。

集控人员应该起到运行管理和涉

网协调作用，具体人员应根据风电场

的装机容量来确定。风电场兼职运行

人员协助场长日常工作，特别是对设

备的巡检和日常数据汇总、上报，并

协助集控中心日常工作。

线路人员应根据线路的距离、风

电场数量配置相关人员。

库管人员应根据风电机组数量、

风电场投入年限来配备。

2.2 运维一体化的管理模式

为了提升风电场管理水平，体现

风电管理的特色，响应集团公司积极

探索风电生产管控新模式，赤峰公司

首先推行了风电场“运维一体化”管理。

运维一体化管理应该按照不同的阶段

的需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

第一阶段 ：风电场建设阶段

风电场建设阶段分为招标、土

建、设备安装和试运行阶段，整个过

程是风电场奠定基础的阶段。在该阶

段，各方面专责人员应该及时跟进从

招标阶段参与相应工作。原因是风电

场的建设速度相当快，不同于火电和

水电，每项工作都是紧锣密鼓地进行，

只有及时跟进参与，才能掌握建设期

间的实际情况，与厂家技术人员及时

沟通和进行相关培训，有利于对风电

场的熟悉掌握。风电场建设期间应采

用“六统一”标准化设计 ：统一功能

配置、统一回路设计、统一端子排布置、

统一接口规范、统一报告输出和统一

格式输出。变电站间差异性越来越小，

大大减小了检修试验的工作强度和难

度。回路设计的统一规范，减小了电

图1	运维一体化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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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设备的安全隐患，为推进大检修体

系建设，实施运维一体化提供了便利

条件。 
第二阶段：运维人员队伍建设阶段  
运维一体化建设有赖于多技能人

才、双师型人才队伍建设，必须将培

训工作贯穿于运维一体化建设的全过

程，着力于人员技能和素质的提升，

为运维一体化建设提供基础的人力资

源保障。随着数字化、智能化变电站

的推广，变电站一次设备自动化、二

次设备网络化、运行管理智能化逐渐

变为现实。其运行维护工作，尤其是

风电机组维护工作将面临完全不同的

局面。机组数量较多，类型比较复杂，

对运维人员的安排便具有一定难度。

研究维护工作发展方向，适当调整生

产专业人员比例结构，避免员工疲劳

作业，是队伍建设的核心。

第三阶段 ：培训阶段

运维一体化对员工业务技能提出

了更高要求。运维人员必须从风电场

安装期间就开始进行现场跟进，了解

实际设备安装情况，这有助于对设备

整体和架构的了解，并可以及时掌握

设备安装调试过程，为日后的检查维

护做好铺垫，同时可以跟厂家人员及

时沟通，提高厂家对运维人员的培训

效果。该阶段的培训公司应该首先明

确风电场，做到重点培养，使每名运

维人员至少对一种设备有熟悉的了解，

后期可以对其他人员进行培训，有效

提高知识的共享性。培训工作是漫长

和枯燥的，此过程必须要求运维人员

有持之以恒的态度，不断提升对设备

和技术掌握的兴趣。运维一体化要求

运维人员不但懂得输变电、机组、线

路设备的维护检修，还能够根据相关

命令倒换运行方式，将设备停止运行、

解除备用，采取安全措施。运行人员

需要实现从设备的使用者到设备的维

护、分析、检修者的角色转换 ；检修

人员需要熟悉各种运行方式特点以及

安全注意事项，并能迅速判断，作出

相应的决策。因此，员工培训必须根

据大检修体系建设要求，结合新岗位

知识能力要求和员工现有知识结构，

开展有针对性的单元制培训，把运维

队伍培养成为一批“一专多能”、“多

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

（1）集中培训与网络培训相结合 : 
加强对管理及专业骨干人员的重点培

训，组织各单位骨干人员参加企业外

部组织的集中培训。骨干人员进行内

部现场实际培训和集中培训。同时，

借助其他技术研发单位辅助建立公司

远程网络平台，合理规划培训内容并

提供公司内部培训人员对网络平台培

训内容的补充和完善。利用网络培训

平台提高培训的普及率和覆盖面，使

网络培训成为员工学习的大课堂，通

过网上不断学习和网上考试，及时反

映运维人员的技术掌握情况。这种将

集中培训与网络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实

现了公司与风电场的有效对接。

（2）宣贯培训与专业化培训相结

摄影：任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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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 宣传并贯彻公司管理观念，普及

各专业基础知识的培训，重点是对专

业人员的专业培训，需要做到所有人

员对公司各专业全面了解，各专业人

才深入了解职业技能。

（3）内部培训和外部专家指导相

结合 ：加强企业和专业技术专家强强

联合的方式，及时把最新技术和核心

技术转换成培训方案，让员工及时掌

握现场技术的核心内容，同时也了解

最新技术的发展情况，做到理论结合

实际，从问题的本质出发，全面掌握

设备情况。

第四阶段 ：标准化制度建立和完

善阶段    
标准化良好企业创建是电力企业

的必然趋势，它能有效精细风电场管

理，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电力

又好又快的发展，有助于电力系统安

全、可靠、经济运行 [4]。加快建立协

调统一的基础标准、技术标准、管理

标准和工作标准体系，不断优化现场

检修标准化作业流程，进一步提高检

修工艺，深化检修现场作业的全过程

细化、量化、标准化，提高安全管理

和监督实效，保证作业过程处于“可控、

在控、能控”状态，有效避免作业风险，

从而确保变电设备安全可靠地运行。    
第五阶段 ：完善并探索新型管理

模式阶段

加强行业内企业之间的交流学习，

积极参加行业、企业的标准制定，了

解新技术、新设备的发展情况，投入

研究力度，逐步探索适合本公司的管

理模式，避免走弯路，实现“弯道超车”，

是实现大检修体系改革的捷径。

2.3 信息化建设

2.3.1 培训中心建设

培训中心的建立，应该具备一定

的专业人才，具有一定的专业讲师，

并定期与企业外专家、教授深入交流，

请他们对运维人员进行点评并提出技

术提升建议。培训中心将全面整合自

身教育资源，实现培训手段的现代化、

网络化，利用先进的现代化教学方式、

现代化技术的教学环境拓展运维人员

的知识面，培养创新精神，提高培训

效果和教学效果，在最短时间内，运

维人员可以远程自主学习，自主测评，

不断提高自我能力和综合素质。

网络信息化建设是培训中心的核

心，也就是说必须建立一套多媒体培

训仿真系统，该系统利用先进的虚拟

仪器技术、组件建模技术、动态人机

界面技术和流媒体技术，对风电场一、

二次设备、风电机组和线路进行建模

仿真。培训内容应该包括机组基础培

训、机组结构及技术原理培训、机组

运行及维护培训、电力系统一次设备

培训（变电部分）、输电线路培训、电

力系统继电保护二次回路培训、电力

安全多媒体互动培训，重点培训内容

是对各设备的定检和维护，同时该系

统应该具备远程培训功能和远程考试

功能，利用三维动画对虚拟设备进行

拆解，结合设备原理结构图对其整体

结构、内部结构、工作原理、技术理论、

运行与维护进行各种知识的全面讲解，

内容丰富、直观、生动、实用，能满

足风电运行人员、检修人员以及技术

管理人员培训、学习、研究各种风电

设备的需要，从理论到实物，全面提

升生产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

2.3.2 集控中心建设

集控中心是一个科技化、智能化

的部门，目前集控中心运行着数套系

统及平台，内容包括变电站、风电机组、

线路、网络的报警、预警和实时数据

的展示功能，对所辖风电场的生产调

度、指挥、协调任务，并承担生产数

据汇总、对标分析和发布任务，以及

监视各风电场出力和少人值守风电场

的日常运行管理、实时监控的任务。

运行人员可以及时通过使用各种平台

迅速了解各风电场的详细情况。

集控中心是网络化、信息化管理，

通过软件技术和 IT 基础环境的支持，

能够实现传递最佳管理实践、提高企

业运行效率、保证执行到位的效果。

集控中心的设计要严谨、细致，要考

虑到对风电场变电所安全、优质和经

济运行的特点，各技术支持系统要安

全、稳定运行。集控中心应具备变电

站综合自动化系统、风电场远程监控

系统、保护信息子站系统、录音电话

系统、生产管理系统、五防系统、液

晶幕墙控制系统等。具体流程如图 2。
集控中心的具体联络关系图如图 3。
2.3.3 标准化信息平台

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政府监管下的政企分开、公平竞争、

开放有序、健康发展的电力市场正逐

步形成。在这种新形势下，电力企业

具备良好的标准化行为是企业优化生

产经营管理、加速技术进步、提高经

济效益、促进生产经营活动科学有序

发展，从而提高竞争力的必备条件。

企业标准化工作是现代企业管理

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对于企业建立现

代企业管理制度、促进企业技术进步、

确保电力生产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建立以技术标准为主体，包括管

理标准、工作标准在内的企业标准体

系，实行生产、经营等各个环节的标

准化管理，可以实现企业良好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标准化行为企业重点是梳理公司

的各项制度和标准，不断完善和改进，

为了提高对标准化的管理，建立标准

化信息平台是必要条件，信息平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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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应该具备全生命周期，具体如图

4 所示。

2.4 制度建立和完善

风电场制度的建立首先要保证的

原则有 ：

（1）安全第一原则 ：这是整个管

理模式工作的出发点，重点是要做到

运行和检修工作落实到位、职责分明，

对检修设备维护后的监管到位，对人

员的安全严格执行。

（2）效能提升原则 ：把提高劳动

生产率作为运维一体化建设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以优化生产业务流程提升

生产效率，以集约、整合生产业务降

低运维成本，提高精益化管理水平。

（3）以人为本激励原则 ：运维一

体化对现有生产模式进行了较大调整，

人员劳动强度加大，安全责任加大。

必须鼓励和激励广大员工积极投身到

建设工作中，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作

用。在激励政策上，应对现有的岗位

薪金制度进行重新分配，按照人员掌

握和从事的专业数目设置岗位薪金梯

度，促进多技能业务的融合。 
标准化是为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

最佳秩序，对实际或潜在的问题制定

共同和重复使用规则的活动。它包括

制定、发布及实施标准的过程。标准

化的重要意义是改进产品、过程和服

务的适用性，防止贸易壁垒，促进技

术合作。  
企业标准化是包括技术标准、工

作标准、管理标准在内的、并按其内

在联系形成的科学有机整体。其最终

目的是企业获得最佳秩序和最佳经济

效益。因此，企业用标准化这条法规

进行管理是逐步改变传统管理模式的

起点，是管理战略史上的重大转变，

是实现管理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5]。根

据风电场实际情况，针对运维一体化

管理，特提出以下几个标准 ：

《风电工程基建阶段生产准备导

则》，明确基建期运维人员的职责、入

场时间和阶段性资料收集情况，避免

因工程进度较快导致正式投产后缺失

相关技术资料，并明确运维人员应该

在每个阶段掌握相关的知识。

《风电场运行规程》，风电场运行

图2	生产安全区数据传输流程图

图3	集控中心联络关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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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

治理”的原则，监测设备的运行，及

时发现和消除设备缺陷，预防运行过

程中不安全现象和设备故障的发生，

杜绝人身、电网和设备事故。运行管

理包括对变电一次、二次设备，风电

机组设备，线路设备的管理。

《风电场检修规程》，风电场检修

应遵循“预防为主，定期维护和状态

检修相结合”的原则，在规定期限内，

完成既定的全部检修作业，达到质量

目标，保障风电场安全、稳定、经济

运行。检修管理包括对变电一次、二

次设备，风电机组设备，线路设备的

管理。

《风电场安全规程》，风电场安全

工作必须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图4	企业标准化信息系统四大平台

综合治理”的方针，加强人员安全培训，

完善安全生产条件，严格执行安全技

术要求，确保人身和设备安全。

《风电场应急预案》，为提高风电

场防范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正确、

有效、快速处理各类突发事件，最大

程度地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所造成的

损失和影响，切实保障人员生命和财

产安全，维护正常生产秩序。

3 总结

运维一体化管理模式具有智能

化、标准化、信息化、专业化、一体

化的创新型管理，目前在国内风电企

业属于领先行列。随着运维管理模式

的不断完善，可以推进风电场“集中

监控、少人值守”方案的实施，让处

于边远山区的风电运行人员回到公司

集控中心工作，不仅可以改善工作环

境，还可以减少运行人员数量，让更

多的运行人员过渡到运维一体化管理。

通过实行运维一体化，可以将一部分

运行人员吸收进来，一方面节省了时

间，解决了检修和运行的配合问题，

同时也可以提高内部收益率。该管理

模式将彻底改变原来运行人员进行设

备巡视和现场操作、检修人员进行设

备检修和维护的传统生产组织方式，

由运维人员统一负责实施设备运行和

维护，有效实现人力资源和生产管理

集约化，为实现“检修专业化”、“调

控一体化”无缝衔接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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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截至 2012 年年底，全球海上风

电装机容量已达到 5410MW。欧洲

海上风电发展较快，其中，英国海上

风电装机容量超过 2900MW，位居

世界第一 ；我国海上风电装机容量也

接近 400MW[1]。随着我国风电产业

技术的发展和相关支持性政策的逐步

出台，我国海上风电场将在未来得到

迅速发展。

海上风电场运行维护主要依靠海

上运维船只。这种船只在进入目标风

电机组数米范围内水域时，需依靠其

接近系统（根据船只大小及需要，接

近系统可能包括搭乘系统和系泊系统）

将船身与风电机组连接起来，以起到

固定船身、搭载人员或小型部件、维

基于改进蚁群算法的海上风电运维船
系泊系统逆运动学求解研究﹡

郭辰

（华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100036）

摘  要 ：本文针对一种球形电动机驱动的系泊系统，提出了基于改进蚁群算法的系泊系统逆运动学求解方法。通过对改进

蚁群算法应用于系泊系统逆运动学求解的合理性，及参数设置规律等进行仿真研究，对采用此逆运动学求解方法

后，系泊系统的控制效果进行了验证。仿真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逆运动学求解方法能够快速准确地找到系泊系

统逆运动学解，从而使系泊系统实现精确的轨迹跟踪控制。

关键词 ：系泊系统 ；逆运动学求解 ；改进蚁群算法 ；全局搜索 ；局部搜索 ；球面定位 ；轴向伸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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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d in this paper. �rough the axial moment of Spherical Motor, Axial Telescopic (AT) control of MS can be completed and 

the Trajectory Tracking of MS is realized. �e proposed method for problem of Inverse Kinematics is validated, and the parameter 

se�ing rule of AACA is researched. Simulation result indicated that the proposed IKS strategy for MS can solve the problem of IKS 

accurately and actual trajectory tra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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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工具等目的。

1 一种海上运维船舶系泊系统

海上运维船舶的搭乘系统和系泊

系统需要建立船身与风电机组特定构

件间的稳定联系，故上述系统需要具

备空间定位能力。海上运维船及系泊

系统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一种系泊系统的执行机构可采用

球形电动机。球形电动机结构简单、

体积小、重量轻、损耗小、里能指标高、

便于控制，能实现自转、俯仰、偏航

等三个自由度的运动，可应用于机器

人关节等做空间多自由度运动的精密

装置中 [2-3]。一种球形电动机如图 2、
图 3 所示 [4-5]。

配合机械臂等装置，可在一定角

度范围内实现空间定位。用球形电动机

作为驱动机构实现的系泊系统示意图

如图 4 所示。球形电动机输出轴与机

械臂实现刚性连接；末端为机械锁扣装

置（机械爪环），可在接触到风电机组

挂靠杆时，通过机械机构实现扣锁。

球形电动机实现俯仰、偏航运动

时，可带动机械臂进行固定球面内的

空间定位 ；球形电动机自转时，通过

输出轴法兰、螺栓杆、传动螺母等机

械结构，机械臂能实现伸缩运动。于是，

通过对球形电动机的广义欧拉角进行

控制，就能实现机械臂末端机械抓环

的空间定位，从而实现船身与风电机

组结构的可靠连接。

要实现上述目的，关键在于通过

对球形电动机欧拉角的控制，实现精

确、快速的空间定位 ；这就需要对球

形电动机的逆运动学进行求解，即根

据空间定位的要求，迅速求解得到欧

拉角的控制要求。本文结合图 4 所示

系泊系统，提出一种基于改进蚁群算

法的逆运动学求解方法，从而实现对

系泊系统进行精确快速的控制。

球形电动机的运动学分为正运动

学和逆运动学。其中，前者是根据各

个自由度的欧拉角 [4] 变化情况来求解

电动机转子输出轴的运动情况，是从

欧拉角空间到笛卡尔空间的映射的求

解问题 ；后者则是相反的过程，是从

笛卡尔空间到欧拉角空间的映射的求

解问题。球形电动机的逆运动学求解

问题是其进行运动控制，运动分析，

图1	海上运维船舶及系泊系统示意图

图3	转子的三自由度运动图2	一种球形电动机结构示意图

(a)	系泊系统工作前

(a) (b) (c)

(b)	系泊系统工作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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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编程和轨迹规划等的基础。目前，

关于球形电动机逆运动学分析求解的

文献还很少。

意大利学者 M. Dorigo 在 1991
年首次提出了蚁群算法 [6]。蚁群算法

是一种全局优化的搜索算法 , 具有较

强的鲁棒性，且易于与其他算法结合，

已经成功地应用于旅行商问题 (TSP)、
资源二次分配等经典优化问题，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 [7-9]。

2 系泊系统运动学逆问题

由前所述，系泊系统运动学逆问

题，实际上是球形电动机运动学逆问

题与轴向伸缩问题的组合，因此，球

形电动机的逆运动学问题是难点所在。

以下对其进行研究。

球形电动机的定子位置和转子位

置分别用静坐标系 xyz 和动坐标系 dqp

来定义，转子输出轴与 dqp 系中的 p

坐标轴重合。若 x 轴从 xyz 系旋转 α角

到 x1y1z1 系，y 轴从 x1y1z1 旋转 β 角到

x2y2z2 系，z 轴从 x2y2z2 系旋转 γ 角到

dqp 系，则所产生的角度 θ＝ (α,β,r)T

称为广义欧拉角 [5-10]。角度余弦 cos 简

记为 c，角度正弦 sin 简记为 s，则所

产生的旋转矩阵 A 可表示如下 ：

                                              （1）

此旋转矩阵满足如下关系式 ：

         （2）
其中，(xi, yi, zi)T 表示转子输出轴

在 xyz 坐标系中的初始位置坐标，(xe, 
ye, ze)T 表示转子旋转后输出轴在 xyz 坐

标系中的坐标。

由式（2）可知，永磁球形电动

机输出轴在某一时刻 t 的位置向量

和欧拉角

向量 之间的关系

可以表示如下 ：

                                 （3）
其中，F 为一个 (3×s) 的矩阵，其

中 ，s 的具体取值取决于初始

坐标值 (xi, yi, zi)T。式（3）即为球形电

动机的正向运动学方程。

一种逆运动学求解策略是建立球

形电动机的微分运动关系，根据转子

输出轴在 xyz 坐标系中的速度向量来

求解其对应的欧拉角速度向量。对式

（3）两边同时求导数，可得 ：

                      （4）
式中

， ，

是一个 (3×3)
的矩阵，是球形电动机的雅可比矩阵。

于是可以求出欧拉角速度向量 ：

                     （5）
式中，J-1 (θ(t)) 为雅可比矩阵的

逆矩阵。

然后根据初始条件对式（5）两边

同时求积分，即可得到永磁球形电动

机的逆运动学方程。

用上述方法求球形电动机的雅可

比矩阵及其逆矩阵，计算比较复杂 ；

且对于不同的初始位置坐标，雅可比

矩阵的形式不同。因此采用这种方法

进行逆运动学求解比较困难。

3 一种改进蚁群算法及其实现

蚁群算法利用一群人工蚂蚁来模

拟真实蚂蚁的行为，通过人工蚂蚁之

间的协作来寻找较为优化的解。每只

人工蚂蚁代表一个计算单元，在每次

迭代中，负责构建解问题的一条路径，

计算并存储该路径的目标函数值，同

时在所经过的路径上释放一定数量的

信息素。在后一步的迭代中，蚂蚁能

够检测到前一步迭代中积累的信息素

的浓度，并据此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

同时，信息素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

挥发掉。于是，路径的长短及该路径

上通过蚂蚁的多少就对残余信息素的

浓度产生了影响 ；同样，残余信息素

浓度的大小又指导着后来蚂蚁的行动

方向。因此，某条路径上走过的蚂蚁

越多，则后来的蚂蚁选择该路径的概

率就越大。

图4	系泊系统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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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3）可知，本文中的逆运动

学问题是一个三维函数 F(θ) 的求解问

题，即通过优化算法求得 3 个欧拉角

α，β和 γ的数值。由转子输出轴的初

始位置坐标 (xi, yi, zi)T 和所求得的欧拉

角，可以确定其旋转后的位置坐标 (xe, 
ye, ze)。令目标函数为 ：

                                              （6）
式中 (xd, yd, zd) 为给定的转子输

出轴的位置坐标值。目标函数值越小，

代表根据逆运动学解法得到的 (xe, ye, 
ze) 与给定的 (xd, yd, zd) 越接近，即该解

法的求解精度越高。

在永磁球形电动机逆运动学求解

中，待求解的参数共有 3 个，分别为 α，

β和 γ。普通蚁群算法在每个参数的取

值范围内随机产生 N 个值作为备选数

值点，这样产生的备选数据点就有可

能没有覆盖最优解附近的范围，从而

导致寻优结果不理想。本文中，这 3
个参数的取值范围分别设置为 [-1, 1]，
则逆运动学的解空间为 [-1, 1]×[-1, 
1]×[-1, 1]。将这 3 个参数的取值范围

分别均匀地离散化为 N 个值，在本文

中，称 N 为单维离散化率。

3.1 全局搜索

由前所述，逆运动学的解空间中

备选数值点的数目为 N×N×N。对于

其中任意一个参数，将其取值范围内

的每个值看作一个元素，则 N 个元素

形成一个集合，设为 Ii(i=1,2,3)。定义

蚂蚁的数目为 m，全部蚂蚁从蚁巢出

发寻找食物。每只蚂蚁从集合 I1 出发，

根据集合中每个元素的信息素状态和

式（7），独立随机地从每个集合 Ii 中

唯一地选择一个元素 ；蚂蚁在所有集

合中完成元素的选择（即完成全局搜

索），然后在所选择元素周围完成局部

搜索后，它就到达了食物源，之后调

节集合中各个元素的信息素。这一过

程反复进行，直至找到最优解。全局

搜索的步骤如下 ：

（1）初始条件 ：令集合 Ii(i=1,2,3)

中的元素 j(j=1,…,N) 的信息素初始值

phj (Ii)(0)=C，迭代次数初值 Nc=1，设

置最大迭代次数 Nc_max。

（2）启动所有蚂蚁，每只蚂蚁从

集合 Ii(i=1,2,3) 开始，按照下述规则依

次在每个集合中选择一个元素，直到

蚂蚁全部选择完毕。

路 径 选 择 规 则 ：对 于 集 合 
Ii(i=1,2,3)，任意一只蚂蚁 k(k=1,…,m)，

根据下式计算的概率随机地选择它的

第 j 个元素。

  
                                              

（7）

（3）当每只蚂蚁在每个集合中

都选择一个元素后，计算由各个蚂蚁

所选数值作为欧拉角参数时的目标函

数值，并记录其中的最小值及其对应

的欧拉角参数。设上述蚂蚁觅食过程

经历了 m 个时间单位，对所有集合 
Ii(i=1,2,3) 中的各个元素的信息素按照

下式进行调整 ：

         
                                              

（8）

其中，参数 ρ(0≤ρ<1) 表示信息素

的持久性，则 1-ρ表示信息素的消逝

程度。

      
                                              

（9）

表示在本次循环中第 k 只

蚂蚁在集合 Ii 的第 j 个元素上留下的

信息素，可以用下式来表示 ：

 

                                            （10）

其中，Q 为常数，用来调节信息

素的调整速度 ；Fk 是以蚂蚁 k 选择的

三个元素分别作为欧拉角数值时的目

标函数值 ；η 为 Fk 的指数，不同的

η值可以得到不同的寻优效果。由式

（10）可以看出，目标函数越小，信

息素的增量就越大。普通蚁群算法中，

η=1 ；在本文所提出的改进蚁群算法

中，η=2。由后面的仿真分析可以看出，

η=2 时蚁群对欧拉角参数的寻优速度

会明显提高。当然，η取值过大可能会

造成寻优过程不稳定，并且容易陷入

局部极小。

3.2 局部搜索

由上所述，全局搜索是根据解空

间中的 N×N×N 个备选数值对应的目

标函数值来确定每次最优的目标函数

值对应的数值点。全局搜索的对象是

各个离散点，点与点之间的值就会被

忽略掉，由此影响解的质量。为了得

到更加优化的解，本改进蚁群算法相

比普通蚁群算法增加了局部搜索，即

让蚂蚁在其所选择的数值点周围的一

个小的邻域内进行搜索，并对原数值

点进行相应的微量移动，以使得数值

点对应的目标函数值更小，由此提高

解的质量。

在局部搜索过程中，需要判断蚂

蚁进行微量移动的方向和移动的步长。

为了确定移动的方向，先根据当前集

合 Ii(i=1,2,3) 中第 j(j=1,…,N) 个元素对

应的信息素来确定该元素上应该有的

蚂蚁数目。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

    
                                            （11）

要判断蚂蚁的移动方向，还要借

助于蚂蚁所在元素左边和右边的所有

元素上的应有蚂蚁数目和实际蚂蚁数

目。集合 Ii(i=1,2,3) 中第 j(j=1,…,N) 个

元素左边所有元素上的应有蚂蚁数目

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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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集合 Ii(i=1,2,3) 中第 j(j=1,…,N) 个

元素右边所有元素上的应有蚂蚁数目

如下 ：

    
                                            

（13）

集合 Ii(i=1,2,3) 中第 j(j=1,…,N) 个

元素左边、右边以及第 j 个元素上的实

际蚂蚁数目 Nsl-j(Ii)、 Nsr-j(Ii) 和 Nsj(Ii) 可

以通过蚂蚁当前的分布直接得出。蚂

蚁的移动方向如表 1 所示。

表 1 中所列的 7 种情况以外的其

他情况下，蚂蚁将不移动。由表 1 可

以看出，蚂蚁的移动方向总是向着实

际蚂蚁数目少于应有蚂蚁数目的方向。

离散空间中的离散点越多，即元素数

目越大，各个元素上应有蚂蚁数跟实

际蚂蚁数的差别就越小，此时的离散

空间也就越接近于连续空间。本文的

局部搜索就是要在不改变解空间中元

素数目的情况下，让离散解空间最大

限度地接近连续空间，从而提高解的

质量。定义差别度变量 D，对于集合 
Ii(i=1,2,3) 中第 j(j=1,…,N) 个元素来说，

差别度 D 如下所示 ：

                                            （14）

其中，b 由如下规则赋值 ：

    
                                            （15）

于是，每次微量移动的步长定义

如下 ：

                               （16）
其中，ε 为局部搜索步长因子。

在本文中，取 ε=0.02/m，其中 m 为蚂

蚁数目。

在蚂蚁完成局部搜索后，将新的

元素值代替局部搜索前的元素值，重

新进行全局搜索。全局搜索和局部搜

索交替进行，直到得到最优解，或者

达到最大迭代次数为止。事实上，局

部搜索的运算量较小，蚁群算法的运

算量和运算耗时主要体现在全局搜索

阶段。蚂蚁数目 m 和单维离散化率 N

较小时，蚁群算法的运算量和运算耗

时也较小。

本文提出的改进蚁群算法运行流

程图如图 2 所示。图中，Nc 表示迭代

次数，Nc_max 表示最大迭代次数。

改进蚁群算法实现了在任意初始

位置下，从笛卡尔空间到广义欧拉角

空间的转换。然而，对于球面求解问

题而言，笛卡尔空间三个变量 x, y, z
之间并非完全独立，而满足球形约束

关系，只有其中两个向量是完全独立

的 ；这就是说，（3）式中 F 在固定球

面内的秩为 2 ；广义欧拉角向量也只

需两个欧拉角变量即可在特定球面上

确定空间位置。结合欧拉角的物理意

义可知，自转欧拉角 γ在固定球面空

间的定位问题中为冗余解 ；也就是说，

在球面定位过程中，自转欧拉角 γ的

控制指令为零。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系泊系统要

想从图1(a)的状态到达图1(b)的状态，

需要首先实现球面内的定位，然后实

现伸缩运动，即通过自转运动推进此

机械臂，使系泊系统末端的机械抓环

到达挂靠杆。

以下建立自转运动对应的广义欧

拉角 与伸缩量 之间的关系。设螺

栓杆的螺距为 ，则两者关系如下 ：

         
                                            

（17）

4 仿真研究

以下对本文提出的改进蚁群算法

进行仿真研究，取 Q=200，ρ=0.7。设

转子球体的半径为 R，仿真中，电动

机输出轴的转子球面位置点的初始坐

标为 (xi, yi, zi)T=(0, 0, R)T，转子旋转后

的坐标为 (xe, ye, ze)T=(0.433R, 0.500R, 

表1 蚂蚁移动方向判断规则

Nsl-j ? Nyl-j Nsj ? Nyj Nsr-j ? Nyr-j 蚂蚁移动方向

< = > 向左

> = < 向右

= > < 向右

> > < 向右

< > = 向左

< > > 向左

< > < 左右交替 图5	改进蚁群算法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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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50R)T。首先比较在采用普通蚁群

算法和改进蚁群算法时目标函数最小

值随迭代次数的变化情况，如图 6 所

示。图 6 中，蚂蚁数目 m=40，解空间

内的单维离散化率 N=20，最大循环次

数设置为 Nc_max=30。
由上图可以看出，在具有相同起

点的情况下，采用本文提出的改进蚁

群算法时目标函数最小值的收敛要明

显快于普通蚁群算法。事实上，当 m

和 N 取其他数值时，也有类似的规律。

这是由于改进蚁群算法中 η=2，信息

素的增量对不同大小的目标函数值更

加敏感，每次迭代中使得目标函数值

最小的欧拉角数值就会被加速强化，

提高其下次被选择的概率，从而提高

整个算法的收敛速度。由于局部搜索

的作用，改进蚁群算法更容易找到最

优解，因此图 6 中两种算法所得到的

目标函数最小值不同。采用改进蚁群

算法，到第 5 步时目标函数最小值为

0.0370，到第 20 步时目标函数最小值

为 0.0351。这是由于在第 3 步以后，

局部搜索起主要作用，找到的数值点

仍然向着最优的方向微量移动。

为了便于理解蚁群算法，以下对

图 6 中采用改进蚁群算法时蚂蚁分布

随迭代次数的变化情况进行仿真，如

图 7 所示。其中，图 7(a) 表示 Nc=1，
即迭代开始时的蚁群分布情况，图

7(b) 表示 Nc=5 时的蚁群分布情况，

图 7(c)表示Nc=10时的蚁群分布情况，

图7(d)表示Nc=15时的蚁群分布情况。

从上图可以看出，在迭代开始时，

蚂蚁分散地分布在解空间的元素上。

根据前述信息素的初值及各个元素被

选择概率的关系，蚁群此时的分布是

随机的，选择解空间内任意元素的概

率是相等的。随着迭代的进行，蚁群

的分布越来越集中，并逐渐汇集于一

点，如图 7(d) 所示。这个点正是蚁群

寻优的收敛点，是改进蚁群算法在迭

代中找到的最优解。

由图 6 可以看出，改进蚁群算法

在运行至第 5 步迭代时，目标函数最

小值已稳定在一个基值上（以后各步

中局部搜索起主要作用），说明目标函

数最小值基本已经找到，但是并不说

明此时所有蚂蚁都聚集在一点。这从

图 7(b) 中也可以看出。

改进蚁群算法中的各个参数设置

会改变仿真的结果。为了进行准确的

逆运动学求解，应当选取合适的参数。

与普通蚁群算法一样，本文提出的算

法中多数参数根据经验设置。在仿真

实验中，Q 和 ρ 两个参数的取值对

仿真结果的影响不大。对仿真结果影

响最大的是解空间的单维离散化率 N
和人工蚁群中蚂蚁的数目 m。当蚁群

中蚂蚁数目 m=15，最大迭代次数为

Nc_max=20 时，目标函数最小值和逆

运动学求解结果随单维离散化率 N 的

变化情况如图 8 所示。

由上图可以看出，随着 N 的增大，

目标函数最小值逐渐减小，逆运动学

求解结果也趋于稳定。事实上，N 越大，

解空间的划分就越细密，越有利于蚂

蚁在较好的解空间区域中进行更加细

密的局部搜索。因此，N 越大就越容

易搜索到较好的目标函数最小值和全

局优化的解。

当单维离散化率 N=20，最大迭

代次数为 Nc_max=20 时，目标函数最

小值和逆运动学求解结果随蚁群蚂蚁

数目 m 的变化情况如图 9 所示。

由上图可以看出，蚂蚁数目较小

时，目标函数的最小值出现波动，且

逆运动学求解的结果也不稳定，这是

由于，此时蚁群的正反馈作用较强，

全局随机搜索能力较弱，容易陷入局

部极小。随着蚂蚁数目 m 的增大，目

标函数最小值开始稳定减小，表明逆

运动学求解结果在逐渐变得精确。这

是因为，蚂蚁数目较大时，蚁群的全

局随机搜索能力就会加强，就越容易

搜索到较好的解。

图 10 表示系泊系统将采用本文提

出逆运动学求解方法得到的欧拉角作为

控制系统的输入量，并采用 PD 控制策

略时，系泊系统末端机械抓环在笛卡尔

空间的运动轨迹。设球形电动机转子中

心为圆心，转子中心到机械抓环之间的

距离为半径，此半径设为单位 1。图中，

球面上的红色圆圈为球面定位运动的指

令位置，球面以外的红色菱形表示伸缩

运动的指令位置。

从图 10(a) 可以看出，系泊系统完

成球面定位后，机械抓环的位置与红色

圆圈表示的指令位置重合度较高。从图

10(b) 可以看出，完成伸缩运动后，机

械抓环末端位置与红色菱形表示的指令

位置几乎完全重合。图 10 说明，采用

本文提出的逆运动学求解方法后，系泊

系统进行系泊操作的定位精度较高。

5 结论

本文针对一种球形电动机驱动的

图6	普通蚁群算法和改进蚁群算法中目标
函数最小值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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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图7	蚂蚁分布随迭代次数的变化情况

图8	单维离散化率N对目标函数最小值和逆运动学求解结果的影响

(a) (b)

系泊系统，提出基于改进蚁群算法的

系泊系统逆运动学求解方法。改进蚁

群算法能够在解空间中对逆运动学解

进行全局与局部搜索寻优，得到的解

具有较高的精度，且比普通蚁群算法

的收敛速度快。基于改进蚁群算法的

逆运动学求解方法，能够实现准确的

球面定位和伸缩定位，从而实现系泊

系统的轨迹跟踪控制。仿真结果验证

了该算法的合理性，对该算法中蚂蚁

数目和单维离散化率参数与求解结果

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为

算法的参数设置提供了依据 ；仿真结

果显示，以逆运动学求解得到的欧拉

角作为控制系统输入信号，在采用 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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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蚁群蚂蚁数目m对目标函数最小值和逆运动学求解结果的影响

图10	系泊系统采用本文提出逆运动学求解方法及PD控制策略时的轨迹跟踪效果

(a)

(a)	完成球面定位运动后 (b)	完成轴向伸缩运动后

(b)

控制算法时，系泊系统可以得到良好

的轨迹跟踪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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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对于风电机组而言，传动链一般

指叶轮气动输入以及电能输出之间的

硬件部分，主要功能包括机械能的传

递以及机械能到电能之间的能量转化。

对于兆瓦级风电机组而言，传动

链的主要区分标志之一为是否包含齿

轮箱。不包含齿轮箱的传动链意味着

叶轮通过主轴直接同发电机连接，称

为直驱。而包含齿轮箱意味着叶轮产

生的气动扭矩通过齿轮箱传递到发电

机，齿轮箱通过不同的传动比使叶轮

转速和发电机转速相匹配，风电机组

所采用的齿轮箱一般为传统机械式齿

轮箱。

1 风电机组传动链分类

1.1 双馈感应发电机型

双馈风电机组的传动链为典型的

高速齿轮箱 + 感应发电机 + 部分功率

变流传动形式，国际上多数风电整机

厂商曾经生产过失速型风电机组（失

速型风电机组采用了异步感应式发电

机），因此这些厂家通过电控系统的

改造可以较为容易地从失速型风电

机组升级为双馈型风电机组（比如，

REpower 的双馈型 1500kW 机组从外

观上看即为 REpower 失速型 750kW
机组的比例放大版，如图 1 所示）。

1.2 直接驱动型

直驱型风电机组的叶轮通过主轴

从传动链效率角度浅谈风电场收益
孟庆顺，黄锐，李璇，王全德

（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100176）

摘  要 ：风电机组从传动链角度划分为直驱型、双馈型、混合传动型以及异步全功率型，不同的传动链型式对应不同的传

动效率。如果叶轮吸收的风能相同，那么不同的传动链型式会输出不同的功率曲线，从而影响风电场的收益。本

文通过对比分析不同传动链的效率，结合实际风电场的经济评估，定量分析风电机组传动链对风电场收益的影响。

关键词 ：直驱 ；双馈 ；混合传动 ；异步全功率 ；传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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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Wind Farm Prof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fficiency
of Drive Chain

 Meng Qingshun, Huang Rui, Li Xuan, Wang Quande
（Goldwind Science &Technology Co.,Ltd., Beijing100176, China）

Abstract: Wind turbine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by di�erent types of drive chain: direct drive, double-fed, hybrid 

drive and asynchronous generator with full power converter. Di�erent types of drive chain have di�erent transmission e�ciencies. 

Assuming the rotor absorbed the same wind energy, di�erent types of wind turbines could output di�erent power curves due to 

di�erent drive chains, thus a�ecting the pro�t of wind farms.�e e�ciencies of di�erent transmission chain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in this article,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the impact of the drive chain on the wind farm pro�t,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economic assessment of wind farms.
Keywords: direct drive; double-fed; hybrid drive;asynchronous  full power ;transmission e�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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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同发电机组相连，发电机通过全

功率变流器同电网相连。目前很多国

际整机厂商（包括曾经以双馈风电机

组作为主要产品的整机厂商）开始研

究直驱型风电机组，从而使直驱型风

电机组的市场份额逐渐增大，如图 2
所示。

国际上一直坚持直驱路线的最知

名的厂商为德国的 ENERCON 公司，

其产品在德国、法国的市场份额超过

排名世界第一的 VESTAS，更是占据

了本国（德国）近 50％的市场份额。

同时，机组售价也高于双馈风电机组。

1.3 混合传动型

混合传动型风电机组采用中速齿

轮箱 + 永磁发电机 + 全功率变流的传

动链形式，混合传动型风电机组采用

中速齿轮箱。首先，通过提高发电机

组的转速大大减小了发电机的直径 ；

其次，齿轮箱传动比降低可以降低输

出端小齿轮的疲劳载荷，提高了齿轮

箱的可靠性，而发电机通过全功率变

流接入电网，可以实现同直驱型风电

机组相同的并网特性。所以，混合传

动型风电机组是一款综合性能较为均

衡的风电机组。

1.4 异步全功率型 / 双馈型（双模

型）

西门子的海上风电机组提出了

NetConverter 概 念 并 且 注 册 了 商

标，具体的传动链结构形式为高速齿

轮箱 + 异步发电机 + 全功率变流，如

图 3（a）所示。西门子在原有的双馈

型机组进行升级满足更高要求的并网

特性，这种升级的方法是最简单的 ：

主要机械结构不变，仅仅增大变流器

的容量（电控技术是西门子公司的强

项），这同失速型风电机组升级为双馈

型风电机组有异曲同工之效（见 1.1
节介绍）。西门子公司目前正大力推广

NetConverter（实际上是推广全功率

变流概念），并在几年前就预测了风电

机组全功率变流的发展趋势，如图 3
（b）所示。 

2 传动链效率分析

2.1 齿轮箱

齿轮箱制造商通常提供齿轮箱的

效率，但是该数值并不能满足风电机

组的整机效率计算，主要原因为 ：齿

轮箱的效率并不是一个固定值，它随

着负载（输入输出转速、负载扭矩）

的变化而变化，多数齿轮箱制造商标

称所提供的齿轮箱效率不小于 97%，

实际上指的是标准工况下额定功率时

的机械效率，而不是全工况下（即与

风电机组不同风速下的转速转矩对应

的工况）的机械效率，整机的效率应

根据全工况下的齿轮箱机械效率损耗

表进行计算。

本文为了简化计算，暂不考虑环

境温度对齿轮箱效率的影响。

齿轮箱效率计算公式如下 [1] ：

         

                                              
（1）

其中 ：

ηgear——齿轮箱效率

(a) (b)

图1	失速型风电机组同双馈型风电机组结构对比

图2	国外部分直驱风电机组产品统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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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齿轮箱输入功率，kW
Pr——齿轮箱额定功率，kW
Lgear——齿轮箱功率损失，kW
 N——齿轮箱级数

以目前市场比较通用的 1500kW
齿轮箱为例，根据公式（1）计算的齿

轮箱额定工况效率已经达到了 97.5%
以上，而根据目前国内齿轮箱厂家提

供的数据包含部分厂家提供的测试数

据，1500kW 齿轮箱额定工况效率应

为 97% 左右。所以，将上述公式进行

修正后，齿轮箱效率如图 4（a）所示。

如果风电机组传动链采用混合传动型，

则齿轮箱一般比双馈齿轮箱少一级，

即级数 N=2，计算齿轮箱效率对比如

图 4（a）所示。

上述计算结果为齿轮箱在理想工

作状况下的效率，而风电机组在实际

工作中由于工况较为复杂，所以齿轮

箱的实际效率难以达到理论值。

2.2 发电机

2.2.1 感应发电机

目前，应用于双馈风电机组的变

流变转速技术已经非常成熟，采用的

变流器的容量一般为风电机组系统容

量的 30% － 40% 左右。异步发电机

在低负荷时效率较低（大约在 90% 以

下），输入功率超过 40% 额定功率时

效率逐步提高，超过额定功率 60% 时

逐步达到最高（部分厂家可达到 97%
以上）并可以保持近似不变。

2.2.2 永磁发电机

因为直驱机组取消了齿轮箱，发

电机的额定转速很低（低速永磁发电

机），需要采用多极发电机设计实现大

转矩输出。同异步发电机相比，永磁

发电机在输入功率较低时效率极高（输

出功率为额定功率 10% 以上时效率即

可达到 94% 以上），随着输出功率的

增加，发电机效率逐渐增加，通常在

输入功率达到额定功率的 50% 时效率

达到最高（一般为 96% 左右），然后

随着输出功率的增加效率逐渐降低，

输出功率达到额定时效率一般为 95%
左右。如果将永磁发电机（中速永磁

发电机）配备到混合传动型机组上，

由于转速的提高，发电机的效率会有

进一步的提升，额定功率时的效率将

和异步发电机相仿，如图 4（b）所示。

2.3 变流器

根据主流厂家资料，当变流器的

输出功率达到额定功率的10%以上时，

效率即可达到 95% 左右，当输入功率

达到额定功率的 20% 以上时，效率即

可达到 97% 以上并基本保持不变，如

图 5（a）所示。

(a)

(b)

图3	西门子NetConverter传动链结构[2]

以及技术路线的市场发展趋势[3]

(a)

(a)

(b)

(b)

图4	齿轮箱传动效率、永磁发电机效率

图5	变流器效率和双馈发电机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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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馈型风电机组所选用的变流器

一般为整机额定容量的 30% － 40%，

因此变流器的效率损耗应以整机容量

的 30% － 40% 为基础进行计算。直

驱型风电机组所选用的变流器为整机

额定功率的 100%，因此变流器的功率

损耗大于双馈型风电机组。

同直驱型机组相比，双馈型机组

的发电机同变流器的关系更为复杂，

因此评估效率时需通过计算测试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如图 5（b）所示。

2.4 整机传动链效率对比

为简化计算，整机传动链效率计

算方法如下 ：

（1）直驱型风电机组整机传动链

效率 = 低速永磁发电机效率 × 全功率

变流器效率 ；

（2）双馈型风电机组整机传动链

效率 =3 级齿轮箱效率 ×（双馈发电

机 +35% 额定容量变流器）综合效率；

（3）混合传动型机组整机传动效

率 = 中速永磁发电机效率 ×2 级齿轮

箱效率 × 全功率变流器效率 ；

（4）异步全功率型 / 双馈型整机

传动链效率分为两段。

当功率输入为额定功率 35%（该

数字具体视双馈型风电机组应用的变

流器额定容量而定，此处暂定为 35%）

以下时 ：

双模型风电机组整机传动链效率

=3 级齿轮箱效率 × 感应发电机效率

×35% 额定容量变流器效率 ；

当功率输入为额定功率 35% 以

上时 ：

双模型机组整机传动链效率 = 双

馈型机组整机效率。

按照上述计算方法计算不同传动

链传动效率如图 6 所示。

当率输出小于 35% 额定功率时，

直驱型机组效率最高，双馈型机组效

率最低，混合传动型机组同双模型机

组效率相仿，位于直驱型机组和双馈

型机组之间（和完全双馈方案相比，

双模方案在小风速的传动效率的确有

一定的提升）。

当功率输出为 35% － 60% 额定

功率时，直驱型机组效率最高，双馈

型机组、混合传动型机组传动效率相

仿，因为双模方案已经切换到双馈工

作状态，所以传动效率同双馈相同。

当额定输出大于 60% 额定功率

时，双馈型机组效率最高（包括双膜

方案），而直驱型机组、混合传动型机

组传动效率逐渐低于双馈型机组，但

是由于差别较小（1% 左右），并且风

电机组逐渐接近额定功率，所以效率

的差异对机组的发电量影响较小。

3 整机发电量对比分析

3.1 功率曲线仿真计算

为了量化不同传动链传动效率对

机组发电量的影响，以目前市场装机

量最高的 1500kW 机组为例，采用

GH Bladed 软件进行仿真计算动态功

率曲线，仿真计算获得的整机功率曲

线如图 7 所示，不同传动链的功率曲

线差异主要体现在小风速段 ：直驱最

图6	不同传动链整机传动效率对比

(a)
(b)

图7	不同传动链整机功率曲线对比（70m叶轮直径）（右图为局部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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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双馈最低、混合传动型以及双模

型居中。由于篇幅有限，其余叶轮直

径功率曲线对比在此不做展示（对比

结果的规律相仿）。

3.2 机组年发电量计算

不同叶轮直径对应不同传动链形

式的年发电小时数，计算结果如表 1
所示，以每种机型对应的典型年平均

风速为例对比可知（表格中加粗数字），

直驱机组发电量第一，双模机组发电

量第二，混合传动型机组发电量第三，

双馈型机组发电量第四。

以直驱型机组的年发电量为基数

进行对比可以看出随着年平均风速的

降低，不同传动链发电量对比的差距

越明显，而随着年平均风速的提高，

差距越小。主要原因是 ：

（1）传动链效率的差异主要体现

在功率输出较低时，因此小风速下发

电量差异较大 ；

（2）当风速达到额定风速时，机

组的输出受限于额定功率，不同传动链

形式的风电机组功率输出相同，传动链

效率差异在此已经不起任何作用 [4]。

4 风电场收益浅析

以一个典型的 50MW 装机容量

的风电场为例进行度电成本收益分析，

以对比不同传动链机组对风电场收益

的影响。假设条件如下 ：

（1）直驱型风电机组单位千瓦售

价为 4000 元 ；

（2）吊装、安装成本相同（吊装

按照 20 万 / 台）；

（3）塔架相同、基础相同（塔架

重量按125吨 /台，基础成本50万 /台）；

（4）机组排布相同 ；

（5）可利用率相同。

根据表 1 中不同叶轮直径机组所

对应的年发电量，反算不同传动链结

构形式整机价格，如表 2 所示（仅以

叶轮直径 70m 和 93m 为例）。

如表 2 所示，仅根据风电机组传

动链的传动效率分析反算机组价格 ：

直驱型第一，双模型第二，混合传动

型第三，双馈型第四。结果与前面 2.4
节分析的每种传动链效率的排序是统

表1 不同叶轮直径风电机组年发电量对比（折算到标准小时数）

叶轮直径 年平均风速 6 6.5 7 7.5 8 8.5 9 9.5 10

70

双馈 1350 1624 1897 2162 2415 2654 2874 3076 3257

直驱 1406 1675 1943 2204 2453 2688 2905 3104 3282

混合 1365 1636 1905 2168 2419 2655 2874 3074 3254

双模 1380 1652 1922 2185 2437 2673 2892 3092 3272

77

双馈 1557 1846 2128 2395 2644 2872 3074 3251 3400

直驱 1607 1891 2168 2432 2677 2900 3100 3274 3421

混合 1568 1854 2132 2397 2644 2870 3071 3246 3395

双模 1584 1871 2151 2416 2664 2889 3090 3266 3414

82

双馈 1781 2085 2374 2646 2894 3118 3315 3485 3627

直驱 1828 2126 2412 2679 2924 3145 3339 3506 3646

混合 1791 2091 2378 2647 2894 3116 3312 3481 3623

双模 1806 2107 2395 2664 2912 3134 3330 3498 3639

87

双馈 1886 2195 2487 2759 3007 3228 3422 3588 3726

直驱 1930 2234 2523 2790 3035 3253 3445 3608 3744

混合 1894 2200 2490 2760 3006 3226 3419 3585 3722

双模 1910 2216 2507 2777 3023 3243 3436 3601 3738

93

双馈 2043 2354 2641 2899 3123 3312 3466 3585 3671

直驱 2084 2391 2673 2927 3148 3335 3486 3603 3687

混合 2049 2357 2642 2898 3121 3309 3462 3580 3667

双模 2066 2374 2660 2915 3138 3326 3478 3596 3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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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风电场收益相同时不同传动链机组价格反算对比

叶轮直径（m） 传动链形式 单位千瓦机组价格（元） 排名

70

双馈 3890 4

直驱 4000 1

混合 3900 3

双模 3950 2

77

双馈 3870 4

直驱 4000 1

混合 3880 3

双模 3940 2

82

双馈 3840 4

直驱 4000 1

混合 3860 3

双模 3920 2

87

双馈 3860 4

直驱 4000 1

混合 3870 3

双模 3930 2

93

双馈 3840 4

直驱 4000 1

混合 3860 3

双模 3930 2

一的。所以，风电场在进行机组选型时，

如果候选机型额定容量相同、叶片相

同，那么在进行功率曲线对比以及发

电量核算时应参考机组的传动链形式。

综上所述，本文经评分析仅供对

比参考。

5 结语

不同的传动链形式传动效率不同，

本文从理论上对传动链效率进行分析，

并完成不同传动链的全工况损耗计算，

假定风电场收益相同，反算不同传动

链机组价格差异，最高可以达到 160
元 /kW( 对于 50MW 的风电场相当于

在前期投资相差近 800 万 )。因此，对

于一个风电场的整体收益而言，前期

机组的选型以及对传动链形式的考虑

是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参考文献
[1] Peter Jamieson. Innovation in Wind Turbine 

Design[M].Garrad Hassan, UK.2011:115.

[2] HakanYildirim. Siemens NetConverter[R].2009:4.

[3] HakanYildirim. Siemens NetConverter[R].2009:3.

[4] 薛 辰 .5 米 多 风 速 也 有 好 生 意 [J]. 风 能 , 

2013(6) ：20-26.

收稿日期：2013-10-25。

作者简介：

孟庆顺（1980-），男，工程师，主要从事永

磁直驱风电机组产品研发工作。先后承担、参与

国家科研项目 2 项（其中新疆自治区项目 1 项，

国家 863 项目 1 项），获 2013 年度北京科学技术

奖三等奖。 

摄影：郭红生



技术 | Technology

78  风能 Wind Energy 

0 引言 

随着风力发电技术的不断发展，风电机组的容量不断

增大，其所承受的风载荷以及各零部件的结构尺寸和重量

也随之不断增大 [1-2]。螺栓连接是风电机组中不同零部件之

间最主要的连接方式，螺栓连接的安全性会直接影响到整

个风电机组运行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本文提出了两种新的

风电机组螺栓连接形式 ：一种是采用摩擦片增加接触面摩

擦系数 ；一种是采用销套螺栓的形式提高连接的抗剪切能

力。采用这两种方法可以有效提高螺栓连接的承载能力，

控制连接部位尺寸，降低成本。

1 采用摩擦片的螺栓连接形式

风电机组中所用到的高强螺栓基本都是摩擦型高强螺

栓，即螺栓靠预紧力在零部件之间的接触面处产生的摩擦

力来抵抗横向载荷。根据 VDI2230[3]，螺栓所需要的最小

夹紧力为 ：

             
                                                                              

（1）

其中 ：FKQ 为所需要的最小夹紧力，FQmax 为最大的横

向载荷，MYmax 为最大的扭矩，qF 为传递横向载荷的接触面

个数，qM 为传递扭矩的接触面个数，ra 为摩擦半径，μTmin

用于风电机组的新型螺栓连接
形式探究﹡

关雪松，万保库，张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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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提高风电机组中螺栓连接的可靠性，提高螺栓连接的承载能力，并减小相应零部件的连接尺寸，本文提出了

两种新型的风电机组螺栓连接形式 ：一种是采用摩擦片增加接触面摩擦系数 ；一种是采用销套螺栓的形式提高螺

栓连接的抗剪切能力。这两种方法都可以有效地提高螺栓连接的承载能力，为风电机组提供安全可靠的连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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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摩擦系数。两个机加工后的零部件接触面之间的摩擦系

数一般为0.1－0.3之间，由上面的公式可知，抵抗剪切力时，

螺栓需要使用数倍于剪切力的轴向拉力（夹紧力）才能满

足连接要求。如果螺栓需要承受很大的切向力，那么螺栓

需要的预紧力可能会超过螺栓的许用值，为了满足连接要

求就需要增加螺栓个数或增大螺栓规格，这时零部件连接

处的尺寸可能不能满足螺栓连接的尺寸要求，这时就需要

修改零件连接处的尺寸甚至是修改整个结构。根据公式（1），
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连接零部件接触面之间的摩擦系数来减

少所需最小夹紧力 FKQ，从而减小螺栓预紧力。通过传统的

处理方法喷砂涂漆可以提高表面的摩擦系数，但是喷砂涂

漆除了需要特定的操作空间和工具外还需要满足特定的温

度、湿度等环境条件，特别是对于大尺寸结构件，如主机架、

轮毂等，操作上存在一定的难度，而且摩擦系数提高程度

有限。

摩擦片主要通过镍涂层上突出的特定大小和分布的金

刚石颗粒来增加接触面之间的静摩擦系数的，如图 1 所示。

薄钢箔上的镍涂层直接与零件的配合面接触，在一定压力

的作用下，金刚石颗粒嵌入到接触面中，形成微型互锁，

提高接触面摩擦系数，通过这种方法可使摩擦系数提高到

0.5，甚至更高。

在实际的螺栓计算时，通常将机组承受的扭矩也转化

成每颗螺栓上的剪切力和 FQmax 一起来计算螺栓所需要的最

小夹紧力 FKQ。一般情况下，对于风电机组结构件之间的螺

栓连接计算，接触面之间的摩擦系数一般设为 0.2。现以某

兆瓦级风电机组中轮毂与主轴的螺栓连接为例说明摩擦片

的作用。表 1 为 Mx 最大工况的载荷。

初步设计连接使用两圈螺栓，内外圈均为 48 颗

M36 的螺栓，将力分配到每一颗螺栓上，螺栓的轴向

力 Fa=14.61kN， 螺 栓 的 切 向 力 Fr=70.93kN， 根 据

VDI2230 计算 [3]，使用扭矩扳手安装时每颗螺栓至少需要

590kN 的预紧力，而 10.9 级 M36 螺栓的最高许用预紧力

为 650kN。若使用摩擦片，摩擦系数可提高到 0.5，此时

根据计算，仅使用外圈的 48 颗 M36 螺栓时，螺栓的轴向

力 Fa=25.76kN，螺栓的切向力 Fr=125.71kN，但螺栓仅

需要 456kN 的预紧力即可满足要求。

通过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使用摩擦片可以有效提高

螺栓组的承载能力，减小零件的尺寸和重量，使整个结构

更紧凑，降低整个机组的成本。摩擦片可通过冲压或激光

切割等方式加工成与连接处一样的形状，不需要改变零件

结构，而且摩擦片使用寿命长，不需要维护，拆卸后可重

复使用。

2 采用销套螺栓的连接形式

除了前面提到的利用摩擦片来增加摩擦系数的方法来

提高螺栓连接的承载能力外，还可以通过在螺栓连接中加

入销，通过销来承受剪切力，使螺栓仅承受轴向拉力来提

高整个连接的载荷承载能力。但是一般情况下，在使用销

来承受横向载荷时，如果螺栓是沿圆周方向布置的，那么

通常销和螺栓是间隔布置的。但 这种方式需要的空间比较

大，两个待连接零部件之间一般没有足够的连接空间同时

布置螺栓和销。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销套螺

栓的新型螺栓连接形式，如图 2 和图 3 所示。图 2 为使用

螺栓内螺纹来连接两个待连接零部件，图 3 为使用螺栓螺

母来连接两个待连接零部件。零件 3 和零件 4 为待连接零

件，在零件 3 上打一个通孔，在零件 4 上打一段光孔和一

段螺纹孔。将销 1 压入零件 3 和零件 4，销与零件 3 和 4
之间采用过盈配合，这样可以承受横向载荷。沿销的轴线

放置螺栓 2，螺栓与销之间采用间隙配合，销和螺栓之间没

有力和力矩的传递，螺栓通过销后与零件 4 上的螺纹孔拧

紧，这样螺栓就可以承受轴向载荷。销的承载能力取决于

销的横截面积，因此，螺栓与销孔之间采用螺栓与孔的精

表1 Mx工况载荷

Mx My Mz Fx Fy Fz

kNm kNm kNm kN kN kN

4088.5 -376.64 -222.3 70.4 387.5 452.9 图1	摩擦垫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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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关系，最大限度增大销的横截面积，提高销的承载能力，

例如连接使用 M48 的螺栓，采用螺栓与孔的精装配关系时

中空圆柱销的内径为 50mm，而一般情况下螺栓与孔之间

为中等装配关系，M48 螺栓通过的光孔直径为 52mm。销

的内径可根据标准 GB/T5277 － 1985 来确定 [4]。通过销套

螺栓的形式连接两个零件，先安装销，销仅承受横向载荷，

使两个零件之间可以传递扭矩，然后再安装螺栓，并通过

施加预紧力使螺栓承受轴向载荷，使两个零件之间可以传

递弯矩。这种连接形式可以节约连接空间，且比现有的销

与螺栓间隔布置的方式能承受更大的扭矩和弯矩。

下面以一个实例来说明销套螺栓连接方式的作

用。假设呈环形布置的螺栓组需要承受总的轴向拉力为

Fa=19000kN，切向力为 Fr=5800kN，仅靠螺栓承载则需

要 68 颗 10.9 级 M48 的螺栓，螺栓组节圆直径由螺栓安装

空间来决定，M48 螺栓使用的套筒直径为 131mm，则节

圆直径至少为 2285mm。如果采用螺栓和销间隔布置的方

式，那么所需销的直径由公式 2 确定。             
                      

                                                                              （2）

若 销 的 材 料 为 40Cr， 则 其 许 用 抗 剪 切 应 力 为

314MPa。总的轴向拉力为 19000kN，根据计算需要 48 颗

M36 的螺栓，每颗螺栓的预紧力为 612kN。螺栓和销间隔

布置，因此公式（2）中的 n=48，经过计算销的直径确定

为 25mm，即 ：

        

这时，根据螺栓施工套筒的尺寸和销的直径，螺栓安

装的节圆直径最小为 1713mm。

现在对销套螺栓的连接形式进行计算。根据 GB/
T5277 － 1985 与 M36 精配合的孔径为 37mm，则中空的

圆柱销的内径为 37mm，根据计算销的外径取为 45mm 时，

销的剪切应力为 ：

              

这时，48 颗 M36 螺栓套中空销布置方式的节圆直径

最小仅需 1170mm，但承载能力与螺栓与销间隔布置的方

式相同。

3 结论

螺栓是风电机组中最常用的连接方式，螺栓连接的设

计会影响到整个机组的设计。本文提出了使用摩擦片和销

套螺栓两种新的风电机组螺栓联接形式，在充分利用螺栓

承载能力的前提下能减小螺栓连接设计的尺寸，根据实例

分析，这两种方法都能有效提高螺栓连接的承载能力，并

控制连接尺寸，使零件的设计更紧凑，是减少风电机组成

本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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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大型风电机组均采用主动偏航系统，并普遍设置有摩

擦制动机构，由于偏航动作具有低速、重载的特点，低速

摩擦自激振动现象多发，导致偏航运动均匀性差、精度降低，

而且容易产生冲击，产生额外的疲劳载荷 [1]。J. Behrendt
等指出，偏航振动噪声的 stick － slip 现象是由于微观的

slip － pulse 现象与宏观的结构振动彼此激励的综合表现，

无法仅从宏观结构特性来预测 [2]。廖明夫、加成双等指出

润滑不良、装配误差、结构缺陷等会影响扭矩传递的平稳性，

摩擦副会形成振源，当其自激振动频率接近塔架的典型固

有频率时，会引起塔架的扭转振动失稳 [3-4]。

微观摩擦学的研究需要深入的研究探索，宏观层面对

偏航振动噪声的动力学特性也需要做定量研究。本文对实

验室和风电场机组出现的偏航振动噪声进行了测试和分析，

指出了典型偏航振动噪声的时域和频域特征，给出了偏航

振动噪声的辨识方法。

1 偏航系统的典型结构

两种典型的偏航系统结构如图 1 和图 2 所示。

两种偏航系统的特征对比如表 1 所示。

可见两种偏航系统中都存在偏航摩擦片与偏航齿圈（或

偏航制动盘）的摩擦制动机构。摩擦副对于摩擦片性能、

表面粗糙度、装配间隙、油污等有一定的敏感性，当这些

条件有变动时，往往造成摩擦性能的不稳定，表现为振动

噪声现象 [5]。

2 偏航系统的振动噪声

使用振动测试仪和录音设备，对风场和实验室出现的

偏航振动噪声进行测试，并对记录的振动加速度和音频信

风电机组偏航系统振动噪声特性分析
韩德海，阳凌霄，赵萍，史天宝，李中林

（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风电事业部，湖南	株洲	412001）

摘 要 ：风电机组偏航系统普遍设置有摩擦制动机构，低速摩擦自激振动现象多发。本文通过对实验室和风电场的风电机

组出现的偏航振动噪声进行测试和分析，指出了振动加速度和噪声频谱上的倍频特征是偏航振动的典型特性，并

可以依据噪声的频谱特征对此类故障进行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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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w speed self-excited vibration of wind turbine yaw system o�en happens, due to friction brake mechanism. Yaw vibration and 

noise of wind turbines from laboratory and wind farms are tested and analyzed in this paper, indicating that harmonic frequency is 

a distinction of the frequency spectrum. Faults can be diagnosed by spect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o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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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进行时频分析，可以发现明显的特征。

2.1 滑动轴承式偏航系统的振动噪声特性

2.1.1 实验室滑动轴承式偏航系统振动噪声特性

在实验室对发生偏航振动噪声情况的风电机组一进行

振动加速度测试，测得横向吊杆在圆周切向的加速度时域

信号如图 3 所示（纵轴单位为 g）。
与振动加速度时域信号相对应，在实验室测试时能够

明显分辨出，在 5s － 50s 和 50s － 120s 范围内，偏航动

作伴随有两种不同大小和特征的噪声。取局部时域波形查

看，在前半段，振动加速度有明显的周期性，峰值普遍超

过 0.5g，如图 4 所示 ；在后半段，振动加速度也有明显的

周期性，峰值普遍超过 0.1g，如图 5 所示。

取前半段振动加速度信号进行频谱分析，可见明显的

表1 两种偏航系统的对比

偏航系统类型 型式一 型式二

特征部件 滑动轴承 +碟簧阻尼 滚动轴承 +液压制动

旋转部分 机架、横向吊杆 机架、液压制动器、偏航轴承内圈

固定部分 偏航齿圈、塔筒法兰 偏航轴承外圈、偏航制动盘、塔筒法兰

摩擦片摩擦系数 0.1 0.4

阻尼控制形式 手动调整碟簧压缩量 液压控制夹紧力

轴向、径向、倾覆载荷传递路径 通过摩擦片 通过偏航轴承，不通过摩擦片

系统特点

结构紧凑、成本较低 结构稍复杂、成本较高

载荷耦合关系复杂 载荷传递路径清晰，分工明确

摩擦片受力复杂 摩擦片受力较简单

振动噪声情况 多见 较少

图1	偏航系统型式一（滑动轴承+碟簧阻尼）

图2	偏航系统型式二（滚动轴承+液压制动）

图3	风电机组一偏航振动加速度时域波形

图4	风电机组一偏航振动加速度时域波形（15s-16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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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频特征，并在 1 倍频（15.3Hz）和 5 倍频（76.5Hz）处

有最高幅值，如图 6 所示。

取后半段振动加速度信号进行频谱分析，在 500Hz 以

下频段可见明显的倍频特征，并在 1 倍频（66Hz）及其 2、
3、4、5 倍频处有较高幅值 ；同时，在 362Hz、483Hz、
708Hz 和 757Hz 处可见较高幅值，如图 7 所示。

2.1.2 实验室滑动轴承式偏航系统无噪声时的振动特性

在相同环境条件下，对未发生偏航振动噪声的风电机

组二进行加速度测试，测得横向吊杆在圆周切向的加速度

时域信号如图 8、图 9 所示（纵轴单位为 g）。可见振动加

速度峰值幅值普遍小于 0.15g，周期性不明显。

对加速度信号进行频谱分析，没有倍频特征，在

363Hz、483Hz、532Hz、708 和 757Hz 处 可 见 较 高 幅

值，如图 10 所示。结合图 7 结果，可见 363Hz、483Hz、

532Hz、708Hz 和 757Hz 等为偏航系统的固有频率。

由图 3 －图 10 可见，偏航系统低速摩擦自激振动的典

型特征为——

（1）周期性振动 ；

（2）加速度峰值幅值大于 0.1g，有可能超过 0.5g ；

（3）频谱中表现为明显的倍频特征。

2.1.3 偏航振动与噪声的测试方法分析

在实验室对发生偏航振动噪声情况的风电机组三进行

加速度测试的同时，对噪声进行录音，将音频信号进行时

域（如图 11 所示）以及频域分析（如图 13 所示），与横向

吊杆切向振动加速度的时域波形（如图 12 所示）和频谱（如

图 14 所示）进行比对分析。可见使用两种测试方法得到的

时域波形有很好的时间对应性。而在频谱方面——

（1）噪声频谱也反映出了明显的倍频特征，且基频相

图5	风电机组一偏航振动加速度时域波形（70s-70.2s）

图6	风电机组一偏航振动加速度频谱（12s-37s）

图7	风电机组一偏航振动加速度频谱（62s-112s）

图8	风电机组二偏航振动加速度时域波形

图9	机组二偏航振动加速度时域波形（120s-120.2s）

图10	风电机组二偏航振动加速度频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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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61.4Hz）；

（2）噪声频谱中同样能反映出偏航系统的固有频率特

征（532Hz、707Hz）。 
由此可见，在没有振动测试仪的情况下，可以简单地

对噪声进行录音，通过录音信号的频谱，基本可以辨识出

偏航系统低速摩擦自激振动的故障现象。

2.1.4 风电场滑动轴承式偏航系统噪声案例分析

某风电场风电机组四发现偏航振动噪声情况后，对噪

声进行了录音，频谱（如图 15 所示）中可见典型倍频特

征（基频为 35.95Hz），判断为典型的低速摩擦自激振动故

障。经现场调整后，偏航振动噪声情况明显好转，再次对

偏航声音进行录音，频谱（如图 16 所示）中未见倍频特

征，仅表现为偏航系统的固有频率（357.8Hz、476.9Hz、
524.6Hz、700.3Hz），且噪声幅值有显著降低，故障解除。

2.2 滚动轴承式偏航系统的振动噪声特性

在特定情况下，滚动轴承式偏航系统也可能发生低速

摩擦自激振动现象。

2.2.1 风电场滚动轴承式偏航系统噪声案例分析

某风电场采用滚动轴承式偏航系统的机组五发现较大

的偏航振动噪声情况，对噪声录音进行频谱分析（如图 17
所示），可见明显的倍频特征（基频为 52Hz）。经现场排查，

发现液压制动器的摩擦片被油脂污染，遂进行了摩擦片的

更换和制动盘清洗。整改完成后重新对偏航声音进行频谱

分析（如图 18 所示），未见倍频特征，仅表现为偏航系统

的 固 有 频 率（248.2Hz、330.5Hz、484.8Hz、677.5Hz、
980.8Hz），且噪声幅值有显著降低，故障解除。

2.2.2 非典型偏航噪声案例分析

某风电场采用滚动轴承式偏航系统的风电机组六发现

图11	风电机组三偏航噪声时域图

图12	风电机组三偏航振动加速度时域波形

图13	风电机组三偏航噪声频谱

图14	风电机组三偏航振动加速度频谱

图15	风电机组四偏航噪声频谱（有振动）

图16	风电机组四偏航噪声频谱（改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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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频率成分比较杂乱，无明显倍频特征。因此，初

步判断振动噪声原因不是摩擦制动因素。经现场排查，发

现偏航驱动与偏航轴承齿圈啮合处为干摩擦，缺乏润滑，

遂按操作规程执行了润滑脂涂抹，然后发现偏航振动噪声

消失。

作为侧面佐证，此案例可说明通过噪声频谱的倍频特

征判别偏航摩擦自激振动这一方法的有效性。

3 结论

（1）滑动轴承式和滚动轴承式偏航系统都可能出现摩

擦自激振动现象 ；

（2）偏航系统低速摩擦自激振动的典型特征为，振动

加速度和噪声频谱上表现为倍频现象 ；

（3）通过录音信号的频谱，基本可以辨识出偏航系统

低速摩擦自激振动的故障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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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偏航振动噪声情况，听取噪声录音，主观感觉比较

杂乱，有低频的“吱嘎嘎”和高频的刺耳声，不同于前述

由摩擦制动引发的自激振动噪声。查看录音频谱（如图 19

图17	风电机组五偏航噪声频谱（摩擦片有油污）

图18	风电机组五偏航噪声频谱（更换摩擦片后）

图19	风电机组六偏航噪声频谱（欠润滑）

摄影：赖沛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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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从“风力发电”概念的提出，到现在风电行业快速发

展的时代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发电

机的功率容量随着技术的发展逐渐增加，从开始的十几千

瓦到现在的数兆瓦及数十兆瓦 ；发电机的类型也是多种多

样，从开始的最初直接用于生产的直流发电机，到后来的

异步发电机、直驱发电机以及技术更加先进的其他风力发

电机类型。到目前为止，国内风电场使用最多的是 1.5MW
双馈式异步风力发电机。其中，应用最多的是空空式冷却

双馈异步风力发电机 [1-2]。空空式冷却双馈式风力发电机结

构是在箱式机座上安装一个空空式冷却器，由蜗壳式冷却

风机进行轴向通风与电机内部形成热交换的一种发电机类

型，如图 1 所示。

双馈式风力发电机用空空冷却器，包括设置于电机箱

上端的冷却器箱体和冷却风机，机箱两端分别设有冷却风

机的进风口和出风口，冷却器箱体的一段设有回风口，冷

却风机的进风口联通回风口，冷却器箱体内设有出风管、

折流板和多根换热管，折流板竖直设置于冷却器箱体内将

冷却箱体的中下部隔开，回风口位于折流板一侧，多根换

热管水平设置于冷却箱体的中上部且部分穿过折流板，多

根换热管一端连通出风口，另一端连通冷却风机，根据不

同设计要求可以采用离心式风机，也可以采用轴流式风机。

图 2 中显示的是轴流式冷却风机的冷却器外形图，图 1 中

的冷却器采用的是离心式冷却风机。

从现场反馈的问题来看，冷却器的故障率为整个发电

机故障的 32%[3]，两种结构的风冷器结构的故障率问题已

经成为不可忽视的严重问题。

1 主要故障

从本公司风力发电机故障率的分析数据得知，关于风

空冷式风力发电机冷却风机故障分析
张莹博，武春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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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电机冷却风机的损坏故障问题，统计了冷却风机损坏故障的种类，着重分析了由于异步

电机缺相运行造成的故障。针对已经出现故障的 4 台冷却风机进行了现场拆解，分析具体故障原因。主要有四类

原因，其中电机烧毁占据了故障中的主要部分，但是电机的机械故障和接线等问题引发的故障也不可忽视。本文

针对以上故障原因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 ：空冷器 ； 故障 ； 风力发电机 ； 控制措施

中图分类号 ：TK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12-0088-04

Analysis of Cooling Fan Faults of Air Cooling Type Wind Power Generator
Zhang Yingbo, Wu Chunxiao, Pan Lei, Zhang Qi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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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e damage issues of wind generator air cooler motors were described. �e kings of faults were counted, and emphatically analyzed 

the fault caused by lack of phase. Four failed motors were dismantled, and studied the special factors. �ere are four reasons led the 

motor to be damaged, whereby winding failure occupied the main part. Nevertheless, the faults which caused by the mechanical 

failure and wiring problems cannot be ignored. In view of these factors in process of solving 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Keywords: air cooler; fault; wind power generator; control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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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发电机冷却风机的主要故障种类有四种 ：冷却风机的电

机烧毁问题、接线问题、机械结构问题和其他故障问题。

冷却器的故障率如图 3 所示 [3]。

冷却风机的电机烧毁问题占据了整个冷却器故障的

86%，据分析，部分电机烧毁故障是由于一些机械故障引发，

以下是对故障种类的详细说明。

1.1 冷却风机的电机烧毁

冷却风机的电机烧毁的原因有轴承损坏、叶轮损坏等

原因造成的电机卡涩导致的电机烧毁。最重要的是由于电

机的缺相运行造成的电机烧毁。

主回路开关电器接触不良、主回路发生短路、一相熔

断器非故障形熔断或熔断器失去有效保护等原因都可能造

成电机的缺相情况 [4]。现在分析 Y 型接法和△型接法在缺

相运行时的电流情况 [5] ：

Y 型 ：当 Y 型接法的电动机一相断电后，其他两相绕

组串联，如图 4（a）所示。当电动机的负载功率不变时，

则电动机正常运行时的额定电流为 ：

                 
                                                                              

（1）

其中，Il 为线电流 ；Ip 为相电流 ；Ul 为线电压 ；PN 为

额定功率 ；cosφ为功率因数 ；η为效率。

当缺相时，如 A 相断线，则 A 相电流为零，B、C 两

相电流相等且

               
                                                                              

（2）

由式（2）可知，在额定负载下，Y 型接法的电机在

缺相运行时的线电流是额定线电流的 倍。长时间的运行，

正常的绕组也会因过热而烧毁。

△型 ：对△型接线的电机一相断电后，三相定子绕组

分为两路，一路为两相绕组串联，另一组仅有一相绕组，

如图 4（b）。设电动机的负载功率不变，则电动机正常运行

时的额定电流 Ip=PN /(3Ulcosφ∙η)，额定线电流为 Il= Ip。A

相断电后，设 2# 绕组相电流为 Ip'，则两相绕组串联的相电

流为 Ip'/2，额定功率为 ：

 
                                                                              

（3）

由 I'p=2PN /(3Ulcosφ∙η))，从而得到

                  
                                                                              （4）

由式（3）和式（4）分析可知，在额定负载下三角接

线的电动机在缺相运行时的线电流为额定电流的 倍 ；2#
绕组和相电流为额定相电流的 2 倍 ；1# 和 3# 绕组的相电

流为额定电流。长时间的运行，2# 绕组会因过热而烧毁。

1.2 机械结构损坏

现场统计的故障中，有冷却风机的电机安装地脚断裂、

图1	某厂家1.5MW空冷式双馈风力发电机

图2	某厂家1.5MW风力发电机用空冷器

图3	冷却器风机故障类型分布

图4	Y型接法和△型接法电机缺相运行电流分析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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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螺栓断裂或松动、叶片断裂、轴承损坏现象。虽然机

械故障不是主要部分，其他故障多数是由于机械原因产生，

例如由于振动原因使电机轴承的损伤 [6-7]，转动困难引起

绕组烧毁 ；叶片断裂后卡死，导致绕组烧毁 ；地脚断裂及

安装螺栓断裂导致振动问题引起其他损坏，最终导致绕组

烧毁等。还有由于冷却风扇的动平衡问题最终导致的机械

故障。

1.3 接线问题

冷却风机的电机接线问题主要出现在接线盒内。在现

场反馈的问题中，风电机组运行过程中报冷却电机故障，

经现场人员对其三相电阻测量，发现其中的两相电阻不正

常，检查线路，拆开发电机侧接线盒，分别测量两个电机

的相间电阻，未发现异常，检查接线，发现机舱柜侧电机

接线盒内一相接线松动，紧固后再在机舱柜侧进行测量结

果正常，因此确定由于发电机侧接线盒内接线松动导致其

空开跳闸。

在实际中还有接线盒内的导线虚接现象，经过排查处

理后，均可以正常运行。

1.4 其他故障

其他故障包括：由于安装等原因，会引起轴承的损坏；

恶劣环境中一些风沙等进入冷却风机的电机中导致风电机

组叶片损坏。这些问题最终也导致一些机械故障，或导致

电机烧毁等问题。

2 实际冷却风机故障电机的拆解

发电机供应厂商将空空冷却器的 4 台故障冷却风机的

电机进行了拆解，将电机按 1#—4# 进行编号，并一一检查

电机的对地电阻、电机轴转动灵活性等，然后对电机进行

拆解。

1# 电机 ：运行时间 8 个月

故障现象 ：拆解前测量电机的对地电阻为 0，拆解后

发现该电机线圈有一处绕组烧毁，绕组已经击穿，电机内

部干净整洁，电机轴承（型号为 6205 RZ）无异常，端盖

无异常。内部图片见图 5。
故障定位 ：经分析故障定位为相间击穿。

原因分析 ：相间短路的原因是绕组端部相间绝缘有薄

弱环节，在电机受热或受潮的情况下，这些部位绝缘下降，

最后击穿形成相间短路。可能的原因有：（1）绕组受潮；（2）
浸漆不良 ；（3）异物 ；（4）绕组绝缘受油、碱、化学腐蚀。

2# 电机 ：运行时间 11 个月

故障现象 ：电机外带叶轮，六个叶片中已经损坏一片，

将叶轮拆下后，测量电机对地绝缘电阻正常。拆开后电机

内部有大量锈蚀灰尘，端盖锈蚀严重，经分析认为端盖锈

蚀及电机内部锈蚀是该电机在出厂时电机机座和端盖内部

未刷防锈漆导致。电机绕组颜色正常，但电机轴承润滑脂

有烧干的迹象，后端盖波形弹簧圈磨损严重。

故障定位 ： 长时间运转，轴承工作温度过高，润滑脂

烧干，润滑不足导致轴承不能正常工作。

原因分析 ：（1）固定端轴承采用挡圈定位外圈不合理。

用手拨动叶轮有明显的窜动现象，在运行过程中有可能是

波形弹簧磨损。（2）电机轴承润滑脂烧干而且无法进行加注，

这是此种电机安装设计问题决定，因此高品质润滑脂是解

决此问题的关键。（3）电机振动较大，与电机轴未带叶轮

联合校动平衡有关。该电机原为独自校动平衡后再与校过

动平衡的叶轮装配，装配后的电机轴可能存在很大的不平

衡量，从而影响轴承的使用寿命。

3# 电机 ：运行时间 12 个月

故障现象 ：拆开前测量绕组对地绝缘电阻正常，但拆

解后发现绕组端部对称性两处烧毁，且为同一相，接线盒

内所有端子颜色正常，检查该电机轴承正常，但波形弹簧

可见明显磨损。详细见图 6。
故障定位：绕组端部对称性两处烧毁，且为同一组线圈，

分析认为该故障为缺相运行引起，仅检查接线盒内所有端

子颜色正常，故推断为电源断相所致。

原因分析 ：电机缺相运行比正常运行时候的电流高，

电机在过载情况下长时间运行，导致绕组烧毁，电机无法

正常工作。波形弹簧圈磨损问题原因同 2# 电机。

4# 电机 ：运行时间 8 个月

故障现象 ：电机外观磨损严重，绕组对地绝缘正

图5	1#电机拆解内部 图6	3#电机拆解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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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拆解后发现绕组正常，轴承正常（NSK 轴承，型号

6205DU，内部填充白色高温润滑脂），波形弹簧圈无磨损，

未发现其他问题，重新装配后试验，运转正常。

故障定位 ：外壳受损。

原因分析 ：电机坠落或是受外力撞击。

3 针对拆解情况提出预防及应对措施

从现场的故障分析，及对所拆解的冷却风机的电机情

况进行了分析，造成冷却器电机故障的原因有数种，现在

对已发生的故障采取相应的措施及对以后冷却电机的设计

生产制造提出相应的预防措施。具体如下 ：

（1）针对绕组受潮或是浸漆不良现象的措施是 ：加强

绝缘的处理，如果原来只浸漆一次，建议再增加一次浸漆，

保证浸漆到位 ；

（2）加强电机生产的过程监控，需要与厂家确认耐压

要求、次数，对供货方进行审核，必要时委派人员监造或

驻厂监造 ；

（3）从整个机组的安装方式分析，机舱及叶轮处于一

个复杂的振动环境，为了避免发电机的振动，地脚安装采

用了弹性减震阻尼安装方式避免由于结构振动给发电机带

来的影响。作为冷却风机的运行方式与发电机及其类似，

如果刚性安装，发电机的严重振动可能会对冷却风机产生

较大的影响，致使轴承或其他部件损坏。针对此原因可以

选择与发电机安装方式类似的减振安装措施 ；

（4）改进轴向窜动造成波形弹簧圈磨损问题的措施是：

改进固定端轴承结构，建议加一个轴承内盖，解决固定端

轴承的轴向定位问题，消除轴的窜动问题，以保证波形弹

簧圈的磨损问题 ；

（5）从拆解的 4# 电机分析，轴承并无烧毁和损坏现象，

分析得知在轴承内部填充高温润滑脂，因此对轴承的要求

是 ：在冷却风机上要求使用 NSK 或 SKF 的轴承。由于冷

却电机安装后再难以进行维护注油等操作，因此要在轴承

内部预先填充性能较好的高温润滑脂 ；

（6）从拆解的 2# 电机分析，叶轮的一根叶片已经断

裂，分析的原因是电机原为独自校动平衡后再与校过动平

衡的叶轮装配，装配后可能存在很大的不平衡量，运行过

程中产生较大的振动影响。此问题的措施是 ：电机轴和叶

轮装配后一起重新再进行动平衡校验，并提高动平衡等级

至 G1.0，以解决由于不平衡引起的振动问题 ；

（7）根据造成缺相运行的原因可以采取如下措施：a. 在

低压电机主回路中，应该尽可能选用自动开关代替熔断器

作为短路保护 ；b. 加强技术管理，进行定期校核、整定或

更新 ；c. 根据电机负荷率选用合适容量的熔断器，保证其

在过载情况下及时断开电源 ；

（8）在冷却风机的故障报警中有一部分是由于一些接

线原因造成，例如，接线盒接线松动、或由于机械振动造

成的线路磨损损坏等问题。此类问题可以采取的措施是 ：

装配过程中仔细检查每根接线的牢固可靠性，在进行机组

例行检查时加强线路老化磨损等问题的排除，如出现有磨

损现象及时更换电缆电线等 ；

（9）发电机生产厂家经分析后，冷却风机使用的电机

采用 4 极电机，并在部分风场的风电机组已经实施了更换，

经一定运行期的跟踪检查发现电机的烧毁问题有所改善。

因此，对以后生产的发电机冷却器可以采用 4 极电机，同时，

将冷却风机的电机归为常用备件，如果出现故障可以及时

更换，以减少此故障对业主造成的损失。

4 结语

目前，空冷式双馈异步发电机的风电机组是众多风电

生产厂家的主打机型，在这些厂家中冷却风机故障已经成

为一种普遍问题。经多方调研及分析，针对冷却风机的故

障等问题可以通过优化轴承结构并采用高性能轴承、高性

能轴承润滑脂、增加电机运行保护、调整电机的安装方式

以改善电机的运行环境、加强运行维护和使用 4 极电机等

措施以降低相应的故障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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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多兆瓦级的海上风电领域，业主在对建造风电场与

风电机组的选择方面，会更多关注所选品牌的可靠性。大

量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能否避免昂贵的突发故障的维护——

比如极端地通过海装与吊装设备更换齿轮箱——对这一点

的考虑成为能否实现海上投资盈利的关键因素 [1]。当然，

供应链服务能力、 采购及建造成本、后期维护和运营成本

等，也是不可或缺的关注因素。很多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

设计初期的方案确定与选型会对上述因素产生巨大的影响，

从而主轴支撑轴承的选型，乃至齿轮箱关键位置的轴承选

型，都会围绕可靠性、采购成本以及易于维护等方面，而

出现新的选型趋势 [2]。

1 主轴轴承结构趋势与特点分析

风电机组的主轴轴承是风电转动支撑的关键部件，会

承受来自于轮毂中心的交变载荷与扭矩，实现转子的转动，

大功率海上风电机组关键部位轴承选型
与技术分析

王慧

（铁姆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	200030）

摘 要 ： 随着相关产业链的发展与调整，国内陆上主流风电机组已开始向更大容量机型过渡。与此同时，海上或近海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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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达到发电的目的。图 1 是对风电发展至今，主轴轴承选

型方案的统计与趋势概括。

由图 1 的统计可以看出，对于大于等于 5MW 的海上

风电机组，双支撑单列圆锥滚子轴承与单支撑双列圆锥滚

子轴承已经成为直驱、混合和双馈型风电机组传动链的主

要轴承选型类型。

对比单支撑双列圆锥滚子轴承与双支撑单列圆锥滚子

轴承两种支撑方式，单支撑双列圆锥滚子轴承采用单个双

列圆锥滚子轴承支撑主轴，而双支撑单列圆锥滚子轴承，

则指两个单列圆锥滚子轴承采用背对背的方式跨装，共同

支撑主轴，如图 2 所示。

在实际应用中，双支撑单列圆锥滚子轴承具有如下特

点 ：

（1）结构方面，双支撑单列圆锥滚子轴承安装预紧量

可调，即 ：通过精确测量、计算与调整，直接达到理想的

装配预紧量，从而优化两列圆锥滚子轴承的承载区 ；

（2）由于两轴承具有一定的跨距，配以圆锥滚子轴承

背对背的安装方式，大大增加了轴承两个有效支撑点的距

离。从而，双支撑圆锥滚子轴承提升了整个主轴支撑的结

构刚度 ；

（3）根据实际经验，双支撑单列圆锥滚子轴承的游隙

调整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补偿轴和轴承座尺寸偏差的影响，

而在单支撑圆锥轴承结构中，由于轴承的预紧量在轴承设

计选型与制造过程中已经确定，此类尺寸偏差会对轴承游

隙产生很大影响，甚至直接影响轴承的使用性能 ；

（4）双支撑单列圆锥滚子轴承在相同兆瓦级别的风电

机组中，可以减小轴承的尺寸 ；轴承本身成本与其他两种

轴承类型相比，有更好的性价比，图 3 是关于主要轴承类

型的成本定性比较。

从图 3 可以看出，从轴承本身角度，双支撑单列圆锥

滚子轴承在目前几大类轴承选型中具有最佳的成本优势。

除此之外，双支撑单列圆锥滚子轴承由于其实际支承作用

点距离大于轴承物理距离，可以缩小主轴的长度，而这对

主轴、机舱及其他结构件的重量降低与成本降低的作用也

不可低估。

至今，双支撑单列圆锥滚子轴承，已被很多知名的风

电设备制造商在海上风电 5MW 及以上风电机组中选择。

2 齿轮箱行星架轴承选型分析和技术特点
 
如图 4 所示的行星架支撑轴承，合适的行星架轴承选

型，可以达到以下效果 ：

（1）减小轮毂中心载荷对齿轮箱的影响 ；

（2）提升行星轮系的结构刚度 ；

（3）改善行星轮系的啮合精度。

目前，在兆瓦级风电机组齿轮箱中，行星架位置轴承

选型主要以图 5 满装的圆柱滚子轴承及图 6 面对面跨装的

图1	风电机组主轴轴承类型与功率的对应

图2	双支撑单列圆锥滚子轴承支撑示意图

图3	风电主轴轴承成本趋势

图注：SRB：双列调心滚子轴承
							TDI+CRB：双列圆锥＋圆柱滚子轴承
							TNA：单支撑双列圆锥滚子轴承
							2TS：双支撑单列圆锥滚子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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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列圆锥滚子轴承为主。

采用满装的圆柱滚子轴承作为行星架支撑，会有如下

特点 ：

（1）轴向浮动会导致轴承滚子的轴向串动，滚子与滚

道的轴向窜动摩擦会导致轴承滚道擦伤，从而导致轴承先

期损伤。尤其是在润滑不良的情况下，加上圆柱滚子轴承

不能满足轻载要求，存在径向打滑，擦伤会成为主要的轴

承损坏模式 ；

 （2）径向游隙会对行星架，行星轮及内齿圈与轴承座

的同心度产生一定影响，影响整个行星轮系的正常啮合 ；

 （3）齿轮也可能轴向移动，有刮擦与磨损的风险。

与之对应的是，采用面对面跨装的圆锥滚子轴承，则会：

 （1）安全地将轴向推力传递到齿轮箱扭力臂，不会对

行星架轴承带来损伤 ；

 （2）预紧系统可保持行星架、行星轮及内齿圈与轴承

座的同心度 ；

 （3）预紧限制齿轮轴向移动，可防止齿轮刮擦与磨损。

正是由于上述特点，面对面跨装的圆锥滚子轴承已成

为经欧洲知名设计公司实践、试验和分析论证的行星架标

准轴承选型，也是目前全球 3 兆瓦及以上级成熟机型的主

流选择。该结构设计同时具备成熟的安装工艺与操作流程，

使配对圆锥滚子轴承达到合适的预紧量，从而保证整个行

星轮系的刚度 [3]。

3 圆锥滚子轴承在行星轮的应用与集成式设
计分析   

行星轮系从一级变为两级是目前多兆瓦风电机组传统

齿轮箱设计的主要特点，行星轮轴承的选型与现场损伤分

析也成为主要关注点，例如，行星轮外圈的跑圈。同时对

结构尺寸、重量以及功率传递密度的关注，也使得行星轮

的集成性设计——即无外圈设计，成为大功率齿轮箱行星

轮设计的主要趋势。图 7 集成的圆柱滚子轴承与图 8 集成

的双列圆锥滚子轴承是目前行星轮的主要轴承选型方案 [3]。

集成的圆柱滚子轴承，具有如下特点 ：

（1）永久避免传统设计中的轴承外圈跑圈 ；

（2）四列轴承安装游隙不均容易导致行星轮啮合过程

中的偏载。

与之对应的是，预紧的双列圆锥滚子轴承用在集成性

设计中，除了可以永久避免外圈跑圈之外，还能够实现 ： 
（1）提升整个行星轮系统的刚度 ； 

（2）消除由于轴承游隙不均带来的偏载。

上述两种方案在行星轮设计中均被采用，并集成的双

列圆锥滚子轴承行星轮有标准的设计选型、加工制造、装

配调整流程，已经成为某些知名齿轮箱公司的标准行星轮

选型。

4 结论

海上风电机组一旦出现故障，高昂的维修成本会成为

图4	行星架轴承示意图

图5	满装的圆柱滚子轴承

图6	面对面跨装的圆锥滚子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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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障碍。海上风电的发展需要有可靠的风电机组支撑。

而关键零部件选型趋势与解决方案会成为前期可靠性保障

的重要环节。

本文简要分析了海上风电主轴、齿轮箱行星架与行星

轮三个关键位置的轴承选型，概述了大型海上风电机组的

轴承选型趋势和技术特点。以圆锥滚子轴承为主导的轴承

选型，经过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可以有效避免其他轴承

选型所存在的轴承损伤模式，并逐渐成为风电机组传动链

可靠性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7	集成的圆柱滚子轴承 图8	集成的双列圆锥滚子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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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中国风电得到迅猛发展，很多地区都建设了

大型的并网式风电场，大量风电机组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

其出现故障后的维护与检修就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装设

于风电机组与电网之间的电力电子变流装置位置特殊，这

些装置一旦发生故障，如不及时处理，轻则会引发波形畸

变降低供电质量，重则会影响整个风电机组的发电，甚至

危及电网安全。如果能及时发现其故障类型和故障位置，

就可以把风电变流装置故障带来的损失降到最小，因此对

风电变流器的故障及时进行诊断十分必要。

1 变流器简介

变流器是风电机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作用为

风电机组运行中变流器故障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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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风电在全国迅猛发展，很多地区都建设了大型的并网式风电场，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其故障后的维护与检修就

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通过对风电机组变流器经常出现的故障进行了统计分析，并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提出了

一系列的整改措施，在不影响发电控制策略的前提下，优化布局，增设保护，从而减少故障发生率，节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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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nd power got rapid development in China, many areas have built large wind farm, a�er a period of operation, maintenance 

and repair of the post fault has become an unavoidable problem, this paper made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faults of wind turbine 

converters, and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improvement measure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the premise of not a�ecting the 

power control strategy, optimize the layout, add protection, so as to reduce the failure rate, saving cost, increase b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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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叶轮转速变化情况下，控制风电机组输出端电压与电网

电压保持幅值和频率一致，达到变速恒频的目的，并且配

合主控完成对风电机组功率的控制，且保证并网电能满足

电能质量的要求。变流器在设计和后期改造后可能存在很

多缺陷，影响风电机组运行稳定性，所以当变流器发生故

障时，必须根据实际生产情况分析其根本原因，及时维护，

保证机组正常运行。当电网电压发生故障时，在主控和变

桨的配合下，在一定的时间内保持风电机组与电网连接，

并根据电网故障的类型提供无功功率，支撑电网电压恢复。

根据变速恒频风电机组类型的不同，变流器主要分为全功

率变流器和双馈变流器。

全功率变流器匹配多种机型，特别是直驱型机组，由

于省去了齿轮箱，维护较为简单，在海上风电优势明显，

是大功率海上风电的技术发展趋势之一。双馈型变流器主

要匹配双馈型风电机组，目前市场占有率最高，技术也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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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成熟。

变流器作为风电机组最核心的部件且又难于国产化，

所以国产风电机组采用的变流器多数进口，如ABB、艾默生、

超导、西门子等公司，随着近几年变流技术的发展，变流

器大多已经国产，如华锐 FL1500 的超导变流器已经更换

国通变流器，金风 1500 的 SWITCH 变流器和 FREQCON
变流器都已经国产化，东汽 FD1500 的南瑞变流器也渐渐

取代了 ABB 变流器等，目前市场上的变流器或多或少存在

一些设计缺陷，在风电机组运行时出现故障，而且维护成

本高、备件物流周期长、现场人员工作量大，造成风电机

组可利用率低，运行不稳定，一定程度影响了风电场的经

济效益和设备运行稳定性。

2 变流器常见故障原因分析

2.1 Crowbar常见缺陷

Crowbar 驱动接线及控制电路板和功率单元接线容易

发生干扰，虚报变流器故障。

图 1 为某变流器在低电压穿越改造过程中，走线较为

凌乱，如图 1 所示。

（1）由于变频柜内结构比较紧凑 , 建议对于弱电线路

采用紧贴接地体固定 , 不要和动力电缆平行布置 , 应尽量与

电缆垂直固定 , 将弱电平行于主电源固定会对控制线路有一

定的电磁干扰 , 虚报变流器故障，复位故障后可自行消除故

障 , 过一段时间后可能又继续报故障。接地体要可靠接地，

接地线截面积是否符合要求，可以尝试更换截面积比较大

的接地线 ；

（2）为了提高增加 Crowbar 回路的 EMC 电磁兼容性，

将两个扼流圈分别在控制接线两端，可有效抑制电磁干扰。

2.2 功率单元常见缺陷

变流器运行时经常烧毁功率单元，即 IGBT 烧毁，影

响机组运行稳定性，关于功率单元 IGBT 的故障一般包括

过压击穿和过流烧毁两种，在过压击穿后往往伴随着短路

烧毁。为避免这两种故障，在功率单元设计时要注意以下

关键要素 ：

（1）功率单元直流回路采用叠层母排，降低回路杂散

参数 ；

（2）直流支撑电容尽量靠近 IGBT，降低电容与 IGBT
的杂散电感 ；

（3）采用无感电容作为缓冲吸收回路 ；

（4）功率单元可靠接地，避免驱动受干扰 ；

（5）驱动电路具备短路保护和电压的有源钳位功能，

可靠的保护 IGBT ；

（6）IGBT 元件额定电流的设计要符合风电机组运行

情况。

2.3 其他常见缺陷

（1）部分变流器并网回路未设断路器，不具备短路保

护功能在机组发生短路情况下，并网接触器及电网侧变流

器的接触器受制于分段能力，因为接触器分断短路电流只

局限于是额定电流的几倍，如果短路电流更高，可能发生

拉弧烧毁或不能断开（触头粘死）的现象，最终对变流器

导致更大的损伤 ；

（2）变流器在选择电抗器时设计余量小，目前

1500kW 双馈型变流器电网侧变流器在额定运行时，其电

流在 210A 左右，电机侧变流器在单位功率因数额定运行时，

电流在 420A 作用，0.95 功率因数时在 530A 左右，部分

变流器电网侧主回路电抗器额定电流 200A 左右、电机侧

du/dt 电抗器额定电流为 500A 左右，小于目前市面变流器

的主流配置，容易过流击穿，运行时温升高，可能会导致

因为电抗器温度过高而限功率，影响发电量 ； 
部分变流器存在功率元件 IGBT 额定电流余量设计过

小，市场 1500KW 主流变流器电网侧 IGBT 额定电流为

305A，电机侧 IGBT 额定电流为 580A。

（3）目前变流器散热有风冷和水冷两种方式，变流器柜

体亦需要散热，变流器如果散热效果不好，柜内温度较高，

对于电力电子这类热敏感元器件而言，容易降低产品可靠性；图1	某风电机组变流器功率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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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变流器体积大、质量重、变频柜体空间小，所以

安装拆卸困难，可维护性差。有些变流器机侧和网侧集成

为一体，如果发生单一器件损坏就必须拆除整个功率单元，

大大增加了维护的工作量 ；

（5）部分变流器无故障数据和人机界面，变流器故障

时应保存故障名称和对应故障时刻的关键数据，便于进行

故障统计及定位故障原因，通过人机界面可将故障数据进

行波形显示和数据库存储。变流器无相关人机界面工具，

且没有软件故障名称及故障数据，给故障准确定位带来了

困难，也导致运行维护人员无法操作调试变流器，可服务

性较差。

3 结语

变流器是风电机组的关键部件，它能否正常工作，直

接影响风电机组是否稳定运行，变流器所处现场往往环境

恶劣，高温发热、油水脏污、灰尘以及交变的电磁干扰等

都无法估计，既影响变流器性能也极易导致变流器故障。

目前风电机组中电力电子开关大量使用了绝缘栅双极晶体

管（IGBT），当其两端电压过高或过电流导致温度过高，

亦或其运行功率超过了在正常工作温度下允许的最大耗散

功率（最大集电极功耗）等，都可能导致开关管超过耐受

极限而击穿或烧毁，有时甚至是永久性损坏。导致变流器

中开关管过电压和过电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常见的有变

流器本身的质量问题、元件接触不良以及型号参数不匹配

等。此外，风电机组在运行过程中遭遇电网故障，功率无

法输送入电网，导致功率直流侧和输出侧电压升高，发电

机在运行过程中由于负载突变产生过高的冲击电流，发电

机及传输电缆绝缘老化导致匝间或相间短路形成短路电流

等，如最终超过元件的耐受限度，都会导致变流器元件故障。

所以，分析变流器故障原因，做好预防性维护，对于有故

障的变流器应该进行严格检查，认真修理，及时排除故障，

保证风电机组稳定运行，提高设备可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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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风电机组发电技术的不断发展，对风向风速仪的

技术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变桨距风电机

组的出现，为了更好地控制风电机组发电，要求必须准确

及时地测出风速，并对风电机组进行相应的控制，从而获

取最大发电功率并降低成本。而风能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

要想很好地控制风电机组发电，使之跟随风速的变化调节

功率，就要求其具有灵敏、功耗低、可维护性好、寿命长

等特点。

风电机组风速风向仪未来发展趋势研究
梁宇飞

（中国大唐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检修分公司，北京	100071）

摘  要 ：风速风向仪是风电机组最重要的传感元件，它的工作特性直接关系到风电机组的控制策略和发电效率。本文通过

对风电机组机械式、传统超声波式和超声波共振式风速风向仪结构原理和优缺点的对比分析，超声波共振式风向

风速仪因寿命长、实用性高、小而轻的结构及出色的灵敏度和准确性，必将在未来的发展竞争中逐步取代机械式

和传统超声波式风向风速仪。

关键词 ：机械式 ；传统超声波式 ；超声波共振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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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Development Trend of Wind Direction and Wind Speed 
Sensor of Wind Turbine

Liang Yu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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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nd direction and wind speed sensor is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 of wind turbine, its working characteristics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control strategy and power e�ciency of fan.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the wind turbine 

mechanical, traditional principle of ultrasonic and ultrasonic resonance wind instrument structure an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ultrasonic resonance type wind instrument with long service life, high practicability, compact and light and excellent 

sensitivity and accuracy, will gradually replace the mechanical and the traditional ultrasonic wind anemometer in the future.
Keywords: mechanical; traditional ultrasonic;ultrasonic resonance

1 常用风电机组风向风速仪

目前，风电机组常用的风速风向仪有机械式、传统超

声波式和超声波共振式，本文详细介绍这三类风向风速仪

结构原理和优缺点。

1.1 机械式风向标和风速仪的结构原理和优缺点

目前，国内比较常用的机械式风速仪由风向标和风杯

风速仪组成。风向测量是利用一个低惯性的风向标部件作

为感应部件，如图 1 所示。风向标部件随风旋转，带动转

轴下端的风向码盘，风向的信号发生装置由格雷码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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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管、光敏管等组成。码盘是一个圆形金属薄片，上面有

7 个不同等分的同心圆，同心圆由内到外分别作 2、4、8、
16、32、64、128 等分，每个相邻等分不是被挖空就是未

被挖空，或者说不是透光就是不透光。对应每个同心园的

上下面有一组发光管和光敏管，共 7 组。风标转动时，由

于同心圆的透光或不透光，7 个光敏管上接收到或接收不到

光，7 根信号线上或是“1”或是“0”，这就完成了风向到

格雷码的转换。

风杯风速仪的感应部分一般由三个或四个半球形或抛

物锥形的空心杯壳组成，杯壳固定在互成 120°的三叉型

支架或互成 90°的十字形支架上，杯的凹面顺着一个方向

排列，整个横臂架则固定在一根垂直的旋转轴上，如图 2
所示。风速测量是利用一个低惯性的风杯部件作为感应部

件，信号变换电路为霍尔集成电路。在水平风力的驱动下，

风杯旋转，在霍尔磁敏元件中感应出脉冲信号，其频率随

风速的增大而线性增加，测出频率就可计算出风速。

机械式风向风速仪的优点包括 ：（1）成本较低、使用

方便，并且基本不需要维护 ；（2）转速与风速基本上为线

性关系 ；（3）抗强风能力强。但是，也存在以下不足 ：（1）
机械装置体积较大，转动惯性会引起迟滞效应，响应速度慢，

适合精度要求较低的场合 ；（2）存在转动部件，容易产生

磨损 ；（3）机械结构可能受到恶劣天气的损害，沙尘和盐

雾也会对其造成腐蚀 ；（4）由于摩擦的存在，低于启动值

的风速将不能驱动螺旋桨或者风杯进行旋转。因此，低于

启动风速的微风将无法测量 ；（5）寒冷天气容易结冰需要

手动加热，影响风电机组可利用率。

1.2 传统超声波风向风速仪的结构原理和优缺点

传统超声波风向风速仪，如图 3 所示。由超声波探头、

发射接收电路、电源模块、发射接收控制及数据分析处理

中心和数据结果显示单元组成。四个超声波探头成 90°布

置。传统超声波风速风向仪的工作原理是利用超声波时差

法来实现风速的测量。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会和风

向上的气流速度叠加。若超声波的传播方向与风向相同，

它的速度会加快；反之，若超声波的传播方向若与风向相反，

它的速度会变慢。因此，在固定的检测条件下，超声波在

空气中传播的速度可以和风速函数对应。通过计算即可得

到精确的风速和风向。由于声波在空气中传播时，它的速

度受温度的影响很大 ；风速仪检测两个通道上的两个相反

方向，因此温度对声波速度产生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传统超声波风向风速仪的优点主要包括 ：

（1）采用非接触式测量，基本上不干扰风电场，无压

力损失，对测量环境要求不高，适用范围广 ；

（2）由于没有机械转动部件，不存在机械磨损、阻塞、

冰冻等问题，使用寿命长，重量轻 ；

（3）由于没有“机械惯性”，灵敏度高，可捕捉瞬时的

风速微小变化，可测出风速中的高频脉动成分，理论上没

有测量上限，不要求启动风速 ；

图1	机械式风向标

图2	机械式风杯风速仪

图3	传统超声波风向风速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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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输出特性为线性，易于实现数字化输出及流量的

计算，且时差法克服了声速随流体变化所带来的误差，准

确度较高。

主要缺点是 ：

（1）传统超声波风向风速仪的安装直接影响到计量的

准确度，所以对安装要求十分严格 ；

（2）该测风仪结构较为复杂，故障排除较困难 ；

（3）尺寸大、不易加热、易结冰，同时易受雷雨、雪、

雹、霜、雾、沙尘等障碍物影响。

1.3 超声波共振式风向风速仪的结构原理和优缺点

超声波共振式风向风速仪，如图 4 所示。利用声波（超

声波）在小型腔室内共振来进行测量。基本结构是由被称

为上下反射器的一对小平行板组成的设备。在水平方向上，

结构是无边界的，空气在反射板之间自由流动。在垂直方

向上，空气受到反射板的限制，因而在垂直方向的平均速

度可以忽略不计。声波（超声波）由三个分别与压电元件

耦合的振动膜片产生和接收。如图 4 所示，膜片呈三角形

分布。在任意时刻，均有一个膜片处于电激励状态。膜片

表面产生超声波并向外传播，直至到达上反射器进行近似

全反射。由此产生的波前向下运行，到达下反射器并再次

反射。超声波继续在反射器之间反弹，直到在空气中能量

损失并充分衰减变为不完全反射。实际上，该过程约含有

200 次反射。

超声波共振式风向风速仪的运行原理使其具备了超常

的规格和众多优点，例如空气流速范围广、使用寿命长、

高实用性、小而轻的结构以及出色的灵敏度和准确性。由

于没有暴露在外的部件，采用声共振技术可以生产能够在

极端天气条件下运行的耐用传感器。该传感器功耗低，而

且在会干扰使用其他技术的传感器的环境条件下，声共振

技术却能够提供内置的补偿来矫正结果。

2 结论

当前国内所使用的风速仪风向标种类主要有两种，机械

式风速风向仪和超声波风速风向仪。其中使用较多的是机械

式风速风速仪，尽管这种方法简单可靠，但由于其测量部分

具有机械活动部件，在长期暴露于室外的工作环境下容易磨

损，寿命有限，维护成本较高。另外，检测精度也不高。而

采用超声波风速风向测量系统，精度高，可靠性高，寿命长

且维护成本相对较低。而最新的超声波共振式风向风速仪具

有众多优点，可靠性要高很多，价格也越来越便宜，未来超

声波共振式风向风速仪比占主导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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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导管架作为一种重量轻、海床地质条件适应性好、稳

定性好、适合较深海域的海上风电基础，在欧洲海上风电场

得到了广泛应用。风电机组、波浪和洋流等载荷主要通过导

管架结构经混凝土传递至钢管桩，钢管桩再把载荷传递到海

床。而导管架基础和钢管桩连接主要通过灌浆方式进行，灌

浆质量直接影响到导管架的整体稳定性能和安全性。灌浆技

术作为导管架安装的重要关键技术，越来越受到业界的关注，

我国目前灌浆技术的应用主要是在江苏如东潮间带风电场，

海上风电机组导管架基础水下灌浆
技术分析

朱荣华1，田振亚1，龙正如1，张美阳1，孙香1，余畅2

（1.	广东明阳风电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山	528437；	2.	南方海上风电联合开发有限公司，珠海	519080）

摘  要 ：先打桩导管架基础结构轻巧、施工方便，但是水下灌浆技术成为该基础形式应用和施工的难点。本文介绍了该类基础

的水下灌浆连接技术和施工工艺。结合欧洲该类施工经验，重点阐述了先打桩导管架基础的水下灌浆连接结构，该结

构实现了高效灌浆，并提高了基础灌浆质量，对类似基础在中国的推广给予借鉴。

关键词 ：海上风电机组 ；先打桩导管架 ；水下灌浆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12-0104-04

Analysis of Underwater Grouting Technology of Offshore Wind Turbine 
Jacket Foundation

Zhu Ronghua1, Tian Zhenya1, Long Zhengru1, Zhang Meiyang1,  Sun Xiang1, Yu Chang2

(1. Guangdong MingYang Wind Power Industry Group Co., Ltd., Zhongshan 528437, China;

2. Southern O�shore Wind Power Joint Development Co., Ltd., Zhuhai 519080, China)

Abstract: Less self-weight and e�ciency of installation are the main advantages of pre-piling jacket foundation. However, the underwater 

grouting technology is di�cult. Combining the real project experience, this paper described the jacket grouting structure and the 

technology. �e underwater grouting technology could improve the grouting connection quality, which has a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similar o�shore wind turbine jacket foundation in China.
Keywords: o�shore wind turbine; pre-piling jacket; underwater grouting

采用的是水上灌浆的方法，对于水深较深的海域，主要采用

水下灌浆的方法。由于波浪、海流等水文环境较为复杂，可

操作性差，导致水下灌浆作业难度高，特别对于海况恶劣的

海域，施工窗口期短，影响海上风电机组基础支撑结构的安

装，容易引起风电场建设项目的滞后。

1 导管架基础

导管架基础主体为框架对称结构，均为钢制材料。导

管架结构主要分过渡段、导管架基础主体两部分，过渡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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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主筒体、主斜撑、平台甲板等结构。在过渡段设置一

外挑平台，用于放置风电机组主要电气设备。四根主腿作

为导管架的主要支撑腿，按照一定的斜度分布，在主腿之

间均布 X 斜撑，这样和四根主腿形成稳定的桁架结构。四

根钢管桩呈正四边形分布在海床之上，桩顶位于泥面以下，

导管架的四根主腿末端分别插入钢管桩顶部内腔，然后通

过水下灌浆形式连成整体，其结构形式如图 1 所示。

一般情况下，导管架基础有两种结构形式——先打桩

导管架和后打桩导管架，先打桩导管架是先在海底固定安

装模架，然后打入四根呈正方形布置的钢管桩，最后进行

导管架基础整体吊装，如图 2 所示。吊装过程中通过导管

架支撑腿端部插入钢管桩，再完成导管架调平工作，最后

进行水下灌浆，连接固定导管架和钢管桩 [1]。后打桩导管

架基础结构形式是在导管架支腿末端设置桩靴，进行海上

施工时，先进行导管架吊装，通过桩靴把钢管桩打入海床（如

图 3 所示），然后进行灌浆，连接导管架和钢管桩。

先打桩导管架与后打桩导管架相比，有以下几点优势：

（1）先打桩导管架与后打桩导管架主体结构相同，先

打桩导管架支撑腿末端不用设置桩靴，而后打桩导管架基

础支撑腿末端设置桩靴，后打桩导管架基础支撑腿末端设

置桩靴之后，不仅材料费用增加，而且焊接加工、人力成

本等也大幅增加。虽然先打桩导管架基础在安装钢管桩时

需要模架来定位安装，但是把模架建造成本均分到整个风

场的基础成本里，相比带桩靴的单台导管架基础成本要小

很多。一般后打桩导管架基础形式主要用在石油工业行业，

但是大规模的风场开发应用先打桩导管架基础形式较多，

这样可以大幅度节省成本 ；

（2）后打桩导管架基础形式的导管架一般需要大型的

安装船只进行安装，而钢管桩也需要大型的安装船进行安

装。先打桩导管架基础形式的导管架需要大型的安装船，

但是打桩可以用起重能力较小的辅助船完成。同时，导管

架的生产加工可以和打桩作业同时进行，节省了工程建设

周期。

2 先打桩导管架基础灌浆结构

2.1 先打桩导管架支撑腿结构

先打桩导管架支撑腿与钢管桩连接部分形成导管架基

图1	导管架结构示意图

图2	先打桩导管架基础

图3	后打桩导管架基础

（图片来源于LORC	KNOWLEDGE）

（图片来源于LORC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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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环形灌浆腔，在支撑腿末端上设置有导向板和剪切键，

将导管架支撑腿插入海底钢管桩时，通过导向板可确保导

管架上的支撑腿均匀插入海底钢管桩，防止在安装过程中

支撑腿与海底钢管桩轴心偏离过大时，造成环形密封圈单

边压力过大而损坏 ；导向板还能保证支撑腿与海底钢管桩

之间的同轴度，让环形灌浆腔内水泥砂浆的体积圆周更均

匀，有利于载荷的合理分布。

2.2 封浆结构

钢管桩上端端口内壁设法兰，法兰上垫密封圈，密封

圈为环形垫圈，一般采用橡胶密封圈，环形密封圈能与海

底钢管桩、支撑腿紧密贴合，通过环形密封与导管架支腿

端部实现对钢管桩密封，防止混凝土浆液溢出，避免浪费，

同时保证灌浆施工质量。

2.3 灌浆管线布置

先打桩导管架支撑腿内侧上焊接灌浆导管，灌浆导管

上端设在导管架平台上，下端与导管支撑腿末端一起插入

钢桩上端的端口内。灌浆导管末端设有两根分叉管，包括

插入连接缝隙上部的高位注浆管和插入连接缝隙底部的低

位注浆管，低位灌浆管伸至环形橡胶垫附近，从灌浆区域

底部进行灌浆。高位灌浆管伸至钢桩端部附近，从灌浆区

域顶部进行灌浆。灌浆时先使用低位注浆管进行灌浆作业，

从底部开始灌浆，由于水泥砂浆的密度比海水大，灌浆腔

内的海水逐渐从海底桩顶端管口排出，水泥浆不会被稀释，

不容易产生空洞，从而保证了灌浆施工质量 ；待灌浆到一

定高度后，采用高位注浆管灌浆，这样可以避免灌浆机械

压力不足而引起的注浆口堵塞。

当其中一根叉管出现堵塞、损坏等问题时可通过另外

一根叉管进行灌浆，从而确保灌浆施工的顺利进行，同时

两根灌浆导管管可以使混凝土浆料快速将导管架支撑腿与

钢桩的连接缝隙填塞满，提高工作效率 [2]。

3 先打桩导管架灌浆施工

先打桩导管架基础进行海上施工时，将钢管桩打入海

底固定，起吊导管架，将导管架支撑腿末端插入钢管桩上

端端口，导管架支撑腿末端穿过密封圈与钢管桩连接，形

成连接缝隙，然后进行导管架调平，至其顶部法兰面倾斜

度满足要求且导管架固定后，施工人员在导管架平台上利

用灌浆导管，将混凝土浆料导入连接缝隙。

对桩基础与导管架腿柱之间的环形空间进行灌浆，通

过混凝土浆料与钢管桩表面剪切键等机械装置之间的粘合

和密闭摩擦综合作用，将导管架与桩基础连接成一个有机

整体，使基础连接更加可靠，风电机组运行更加平稳 [3]。

4 结语

本文结合作者参与欧洲该类海上风电机组基础施工经

验，提出一种先打桩导管架水下灌浆技术，介绍了导管架

基础、导管架与钢管桩的连接结构和灌浆管线布置，同时

介绍了导管架水下灌浆方法和技术，该技术可广泛应用于

海上风电场基础水下灌浆，具有施工效率高，灌浆质量好，

节省灌浆施工成本等优点，值得广泛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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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导管架支撑腿结构
(图片来源于Found	Ocean)

图5	灌浆连接封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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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风电机组塔架多为圆锥薄壁筒型结构，它的主要破

坏形式之一是整体或局部的屈曲失稳破坏 [1]。目前多采用

Eurocode3 1 － 6 与 DIN18800 － 4 两部标准对塔架稳定

性进行分析。

在 Eurocode3 1 － 6 和 DIN18800 － 4 中，有很多对

应的概念，在计算过程中有等同的作用，在理论上有相同

的物理意义和理论基础。以轴向应力分析时所用到的概念

为例，对等概念如表 1 所示。

在环向应力和切应力分析中，这些基本概念也是对等

Eurocode3 1-6与 DIN18800-4在风电
机组塔架屈曲分析中的对比研究

王露

（北京鉴衡认证中心，北京	100013）

摘  要 ：目前，针对风电机组塔架的屈曲分析一般采用工程算法，欧洲标准 Eurocode3 1-6 与德国标准 DIN18800-4 是两

种十分常用的工程计算方法，两者对于塔架设计中的抗屈曲问题都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同时在计算思想上也有异

曲同工之处。本文针对两部标准中与风电机组塔架屈曲设计相关的部分进行了比较与分析，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

定的参考。

关键词 ：塔架 ； 屈曲 ； 工程算法 ； 算法比较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12-0108-05

Contrast Research of Eurocode3 1-6 and DIN18800-4 in Wind Turbine 
Tower Buckling Analysis

Wang Lu
(China General Certi�cation Center, Beijing 100013,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theoretical calculation methods are widely used for buckling analysis of wind turbine tower . The European 

standards Eurocode3 1-6 and the German standards  DIN18800-4 are two kinds of theoretical calculation methods commonly 

used,both of them have great guiding signi�cance on the problem of anti-buckling in design of wind turbine tower, at the same 

time,they are analogous in calculation concept. In this paper, the parts of these two standards with related to anti-buckling design of 

wind turbine tower are compared and analysised,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related research.
Keywords: tower; buckling; theoretical calculation methods; methods comparation

的。这些定义与概念是整个标准的基础，可见 Eurocode3 
1 － 6 与 DIN18800 － 4 两部标准整体上有非常类似的框

架结构和理论基础，从而在应用时，计算过程的思路也是

大同小异的。图 1、图 2 分别给出这两部标准的计算过程流

程图，下面将针对各个计算要点进行对比分析。

1 计算要点对比分析

1.1 理想屈曲应力（或临界屈曲应力）

理想屈曲应力（在 Eurocode3 1-6 中称作“弹性临界

屈曲应力”，下文中都使用“理想屈曲应力”这一概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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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标准中的计算结果差别主要来自于关系系数 C，对于

同一结构理想屈曲应力与关系系数成正比关系。

以轴向的理想屈曲应力计算方法为例，对于一般“长

筒”[2]（ ， ）标准中的系数计算公式是相同的，

以 Eurocode3 1 － 6 中的公式举例 ：

                                                               （1）
Cx,N 取以下两式较大者 :
                 
                                                                              （2）

对于塔架法兰段 Cxb ＝ 1
对于一些特殊 “长筒”，即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

        
                                                                              

（3）

Eurocode3 1 － 6 中给出了系数的替代计算公式

            
                                                                              

（4）

或

              
                                                                              

（5）

多数风电机组塔架焊接段是满足条件（3）的，而式（4）
实际上与 DIN18800 － 4 经 GL 修正后的系数 计算公式相

同 [3]，（5）式的计算结果则通常等于或稍小于式（4）。

对于 “中长筒”（ ）壳体，对比两部标准

中的计算公式明显可见 DIN18800-4 中所得关系系数和轴

向理想屈曲应力较大。

同样对“短筒”（ω≤1.7）壳体的计算公式进行比

较，可以发现对于同一“短筒”壳体，当 0.35<ω≤1.7 时

DIN18800 － 4 的计算方法将得到较大的轴向理想屈曲应

力。而当 时 Eurocode3 1 － 6 方法下计算所得轴向理想屈

曲应力较大，但“短筒”在风电机组塔架中很少出现。

对于环向理想屈曲应力和理想屈曲切应力计算中的关

系系数，用同样的方法进行比较，两部标准中的比较结果

如表 2 所示。

风电机组塔架的焊接段大部分属于“长筒”或“中长筒”：

对于“长筒”焊接段，其三种理想屈曲应力的计算结果相同；

对于“中长筒”焊接段，DIN18800 － 4 计算所得的三种

理想屈曲应力均大于 Eurocode3 1 － 6。但实际屈曲应力

（Eurocode3 1 － 6 中定义为“特征屈曲应力”）和极限屈

曲应力（Eurocode3 1 － 6 中定义为“设计屈曲应力”）哪

种方法所得结果更大，需结合屈曲缩减系数的计算公式和

安全系数的取值来确定。

1.2 制造缺陷

塔架的制造缺陷对于结构的承载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

影响，在两部标准中规定了三种相同的缺陷检验类型，分

表1 Eurocode3 1-6与DIN18800-4轴向应力部分中的对等概念

Eurocode3 1-6 DIN18800-4

σx,Rcr（弹性临界屈曲应力） σxSt（理想屈曲应力）

σx,Rk（特征屈曲应力） σxS,R,k（实际屈曲应力）

σx,Rd（设计屈曲应力） σxS,R,d（极限屈曲应力）

σx,Ed（屈曲相关膜应力分量）    σx（有效应力）

表2 DIN18800-4和Eurocode3 1-6中理想屈曲应力计算值对比

长筒 中长筒 短筒

轴向应力 基本相同 D>E 不确定

环向应力 相同 D>E 相同

切应力 相同 D>E 相同

图1	DIN18800-4结构屈曲计算流程图

图2	Eurocode3	1-6结构屈曲计算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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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凹陷、不圆度、偶然偏心度，在 Eurocode3 1 － 6 中

还简单对“接触面平整度”这项缺陷做出了规定。两部标

准对于不同缺陷类型的公差和缺陷测量方法都给出了明确

的规定。

在 Eurocode3 1 － 6 中对应于不同的制造公差质量等

级（分为 A、B、C 三级）给出了大小不同的最大缺陷度

允许值，当塔筒制造质量处于较低的质量等级时，会导致

计算过程产生较小的屈曲缩减系数，也就是说，同样尺寸、

外形的塔架，制造质量等级偏低的，只能承受较小的屈曲

载荷。在 DIN18800 － 4 中，没有进行公差质量等级的分类，

而是直接给出了最大缺陷度允许值。他们的差别以“不圆度”

这种缺陷类型举例 ：

在 Eurocode3 1 － 6 中，设定参数 ：

         
                                                                              

（6）

dmax 是测量到的最大的内经，dmin 是测量到的最小的内

径，dnom 是公称内径。对应于不同质量等级的不圆度公差值

见表 3。 
DIN18800 － 4 中设定参数 ：

        
                                                                              

（7）

d 的单位为 mm，max d 是测量到的最大内经，min d

是测量到的最小内径。在制造偏差不是很大的情况下，Ur

和 U 的计算结果差别是较小的，但 DIN18800-4 中要求

对于所有内径 d ≥ 1250mm 的情况 zulU=0.005，这个质量

要求比 Eurocode3 1 － 6 中的 A 级更高。考虑风电机组

塔筒直径通常大于 1250mm，可见对于风电机组塔筒圆度

DIN18800 － 4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凹陷”而言，

考虑到风电机组塔架的实际情况，DIN18800 － 4 中提供

的缺陷允许值基本等同于 Eurocode3 1 － 6 中的 B 级公差。

而对于“偶然偏心度”，DIN18800 － 4 所要求的制造质量

则通常在 Eurocode3 1 － 6 的 A、B 等级之间。

对于缺陷的测量方法，Eurocode3 1 － 6 中的要求是

比较复杂的，特别是对于凹陷的测量，凹陷测量长度与应力

种类和是否穿过焊缝都有直接关系。DIN18800 － 4 中的

要求则略为简便、明确，与应力种类和是否穿过焊缝没有

直接关系。综合对比后可发现，对于制造缺陷，Eurocode3 
1 － 6 和 DIN18800 － 4 两部标准总体的质量要求哪一种

方法更高，还需要视具体缺陷类型和结构尺寸而定。

1.3 屈曲缩减系数

屈曲缩减系数考虑了结构的缺陷程度和材料的非完全

弹性作用，通过屈曲缩减系数修正材料的屈服强度，从而

得出实际结构所能承受的最大屈曲应力。计算屈曲缩减系

数的重要参数是无量纲细长比（在 Eurocode3 1 － 6 中用

、 、 来表示，DIN18800 － 4 中用 、 、 来表示），

细长比的平方与理想屈曲应力成反比例关系。

在 Eurocode3 1 － 6 中屈曲缩减系数 χ的计算过程是

比较复杂的，对应三种应力类型计算过程各不相同，涉及

到诸多变量。在 DIN18800 － 4 中，屈曲缩减系数分为一

般缺陷敏感度 x1 和高缺陷敏感度 x2 两组取值，从直观上看，

它只与无量纲细长比有关，是一种简化的计算方法。下面

按照三种应力类型分类进行比较。

在计算轴向的屈曲缩减系数时，DIN18800 － 4 中取

x2 的一组公式，Eurocode3 1 － 6 中的不确定因子较多与

DIN18800 － 4 不易比较，从往常的计算经验来看，对于

“长筒”和“中长筒”当质量等级取 A 或 B 级时，同一结

构 Eurocode3 1 － 6 计算所得的轴向屈曲缩减系数往往大

于 DIN18800 － 4。
计算环向和切应力的屈曲缩减系数时，DIN18800-4

中取 x1 的一组公式，可将 Eurocode3 1 － 6 的计算过程按

照不同的质量等级整理成以下公式 :
当取质量等级 A 时 ：

             

                                                                              （8）

表3 Eurocode3 1-6中不圆度公差系数Ur.max推荐值

Diameter range d[m]≤0.50m 0.50m<d[m]<1.25m 1.25≤d[m]

Fabrication tolerance quality class Description Recommended value of Ur,max

Class A Excellent 0.014 0.007+0.0093(1.25-d) 0.007

Class B High 0.020 0.010+0.0133(1.25-d) 0.010

Class C Normal 0.030 0.015+0.0200(1.25-d) 0.015



Technology | 技术

2013年第12期  111  

当取质量等级 B 时 ：

             

                                                                              （9） 

当取质量等级 C 时 ：

                
     
                                                                           （10）

图 3 是 DIN18800-4 和 Eurocode3 1 － 6 两组计算公

式的比较图，其中从上到下三条蓝色曲线对应 Eurocode3 
1 － 6 中质量等级分别为 A、B、C 级时的环向和切应力的

屈曲缩减系数曲线，红色曲线是 DIN18800 － 4 中屈曲缩

减系数 x1 的曲线。

可见无量纲细长比相同的情况下，DIN18800 － 4 中

的屈曲缩减系数计算结果基本与 Eurocode3 1 － 6 中取 B
级时的计算结果相同，后者稍大。综合分析理想屈曲应力、

无量纲细长比、并结合经验可将屈曲缩减系数的比较结果

总结为表 4。
1.4 其他对比分析结果

以上各节对两部标准的计算方法中引起差别的重要部

分进行了分析，对于最后的屈曲安全判定，还有一些影响因

子 ：安全系数是影响极限屈曲应力（Eurocode3 1 － 6 中

定义为“设计屈曲应力”）值的一个重要参数，Eurocode3 
1 － 6 中安全系数的推荐值为 1.1 ；在 DIN18800 － 4 中，

根据不同的缺陷敏感程度，安全系数的取值为 1.1（环向应

力和切应力）或大于 1.1（轴向应力）。另外，两部标准中

每种应力的单独判定方法是相同的，三种应力综合判定方

式从公式来说，除各项指数有所不同外，Eurocode3 1 － 6

还比 DIN18800 － 4 多出“ ”一项，两

者计算结果数值差距的大小需视具体情况而定。

2 圆锥壳

圆锥型壳体结构的屈曲计算采用了转化的思想，等

效圆柱长度和等效圆柱半径的计算公式在两部标准中均由

应力类型确定。当计算轴向屈曲应力时，两部标准的等效

长度及半径的转化公式是一致的，区别主要在于计算环向

应力和切应力时的等效方法 ：Eurocode3 1 － 6 中首先提

供了一般情况下等效长度和等效半径的计算方法，然后又

针对“壳体环向受均匀外压引起环向应力”和“壳体受均

匀扭转引起切应力”这两种受载的特殊情况给出了等效长

度和等效半径的经济算法，经济算法所得设计屈曲应力较

大。当受载不满足以上两种特殊条件时，Eurocode3 1 － 6 
D4.3.2 和 D4.3.3 中指出，计算屈曲相关膜应力设计值时，

可以通过包络实际载荷的方法，将不均匀的载荷转化为均

匀的载荷形式 ；DIN18800 － 4 在计算这两种极限屈曲应

力时只给出了一种方法，它实际上与 Eurocode3 1 － 6 中

的经济算法是等效的。

以圆锥型壳体结构环向屈曲应力和屈曲相关膜应力设

计值（DIN18800 － 4 中定义为“有效膜应力”）的计算方

法举例，Eurocode3 1 － 6 中指出，当壳体环向受均匀外

压引起环向应力时，等效圆柱筒长度 的经济算法是取下面

两个公式的较小值，并对应等效半径 的不同公式。

表4 DIN18800-4和Eurocode3 1-6中屈曲缩减系数计算结果比较

长筒 中长筒 短筒

质量等级 A B C A B C A B C

轴向应力 E>D E>D 不确定 E>D E>D 不确定 E>D E>D 不确定

环向应力 E>D 基本相同 D>E 不确定 D>E D>E E>D 基本相同 D>E

切应力 E>D 基本相同 D>E 不确定 D>E D>E E>D 基本相同 D>E

图3	环向和切向屈曲缩减系数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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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其中，L 为截头圆锥的轴向长度，r1、r2 是截头圆锥筒

的小半径和大半径，β是半圆锥角。DIN18800 － 4 中对于

等效圆柱筒长度的要求是 ：

l*=L 并且

            
                                                                            

（12）

等效圆柱筒半径的计算公式是 ：

                    
                                                                            

（13）

这 里 L 为 截 头 圆 锥 的 轴 向 长 度，r2 是 截 头 圆 锥

的大半径，ρ 是半圆锥角（角度值）。对比可见，当

时，两部标准中等效长度和等

效半径的计算公式一致，当

时，按照 DIN18800 － 4 的要求，等效长度的计算公式与

Eurocode3 1 － 6 一致，此时的等效半径为 ：  
     

                                                                            （14）
 
这与 Eurocode3 1 － 6 中等效半径计算公式计算

结果差别很小。从屈曲相关膜应力设计值的方向来说，

Eurocode3 1 － 6 中指出，如果环向应力不是由均匀外压

引起的，那么可用一个虚拟的包络应力分布 σθ,Ed,env(x) 来代

替实际应力分布 σθ,Ed(x)，要求 σθ,Ed,env(x) 的形式符合由一个

虚拟的均匀外压引起。DIN18800 － 4 中要求计算圆锥型

壳体有效膜应力时按照下式计算， 这

实际上是虚拟了一个均匀的环向压力所产生的膜应力，其

大小包络实际压力，可见与 Eurocode3 1 － 6 中是一致的。

3 结论

本文分析了 Eurocode3 1 － 6 和 DIN18800 － 4 两部

标准在风电机组塔架屈曲分析方法中各要素的区别和联系，

以及计算结果的差异。总结全文，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

（1）Eurocode3 1 － 6 和 DIN18800 － 4 两部标准的

理论基础是相同的，计算过程是十分类似的，DIN18800 －

4 大部分过程相对来说采取了更为简化的计算方法 ；

（2）综合考虑各关键因素的计算方法可发现两部标准

对于不同应力种类、不同壳体形式的结构，计算结果的差

异存在不确定性 ；

（3）当塔筒制造质量等级取 A 级或 B 级并使用经济算

法时，Eurocode3 1 － 6 中的计算方法得到的三种极限屈

曲应力（Eurocode3 1 － 6 中定义为“设计屈曲应力”）很

可能大于 DIN18800 － 4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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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大中型水平轴风电机组塔架多为细长的圆筒型或锥筒

型和框架型的结构，其顶端安装有大质量的机舱和旋转的

风轮，由于风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多变性、风电机组结构、

刚度和阻尼的综合条件下，会引起塔架结构的振动，从而

发生空气动力失稳。一旦发生气动力失稳，可能会导致风

风电机组塔架自由振动的微分
求积法分析

王清波1，陈婷2

（1.	东方电机有限公司，四川	德阳	618000；2.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德阳	618000）

摘  要 ：塔架结构的振动，不仅会引起塔架的附加应力，影响其结构强度，而且还会影响风轮的变形和振动，从而影响

其性能。因此，在风电机组的设计中，必须分析计算风力引起的塔架结构动力学问题。本文介绍了微分求积法原理，

使用该方法求解了风电机组锥筒型塔架的固有频率，并与其它数值方法求解的结果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微分

求积法原理简单，计算量小，精度较高，且易于在计算机上实现。

关键词 ：锥筒型塔筒 ；固有频率 ；微分求积法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3)12-0114-05

Analysis of Differential Quadrature Method on Wind Turbine
Tower Free Vibration

Wang Qingbo1, Chen Ting2

(1. Dong Fang Electric Machinery Co.,Ltd., Deyang Sichuan 618000, China; 

2. Si Chuan College of Architectural Technology, Deyang Sichuan 618000, China)

Abstract: �e vibration of wind turbine tower structure can not only cause the additional stress of the tower, a�ect the structural strength, 

but also a�ect the deformation and vibration of the wind turbine rotor, which a�ects its performance. �erefore, the analysis and 

calculation of the wind turbine tower structure dynamics caused by the wind shall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the design of the wind 

turbine. �e principle of the di�erential quadrature method has been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e natural frequency of the taper 

cylinder tower has been computed by this method. Numerical results from this approach are compared with other numerical 

methods. It is shown that the principle of differential quadrature method is simple, and its computation efficiency is higher, 

accuracy, and easy to implement on computer.
Keywords: taper cylinder tower; inherent frequency; di�erential quadrature method

电机组塔架结构的变形、附加应力、结构强度变化等，因此，

对塔架的固有振动特性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塔架固有频率的求解，可以归结为偏微分方程的定

解问题，也就是求一定边界条件下偏微分方程的解，由于

问题的复杂性，只有极少数特殊类型的偏微分方程才能得

到其解析解，大多数情况下，必须借助数值方法来获得偏

微分方程的近似解。目前，比较常用的数值方法有有限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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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差分法、边界元法等，本文使用的微分求积法相比于

有限元法等其他数值方法，仅使用较少节点便可以获得高

精度的结果，尤其对于高阶偏微分方程的求解，更有着计

算量小，高精度的优势，且易于在计算机上实现。

1 微分求积法

1.1 微分求积法的原理

微分求积法是将微分方程的求解区域进行网格划分，

求解函数在离散点（节点）处的近似值，求解近似值就需

要构造算法，而构造算法的关键所在就是如何将离散点的

积分或者微分用离散点处的函数值表示。微分求积法就是

用离散点的函数值的加权线性和近似替代函数在各个离散

点的导数值，这样的话，微分求积法就可以把微分方程转

变成以离散点的函数值为未知量的方程组，最后求出微分

方程的数值解。

微分求积法原理 [1] ：设 f(x) 为一维待定函数，在区间

[a,b]（通常情况下，通过对求解区间正规化，区间 [a,b] 都
转化为 [-1,1] 或 [0,1] 区间 ) 内连续可微，在区间 [a,b] 内选

取 N 个互相不重合的节点，则

                                              （1）
函数 f(x) 在全域内任意离散点的 r 阶导数可以用所有

离散点 xi(i=1,2,…,N) 上函数值的加权线性和近似表示，即 ：

                
                                                                              （2）

式中 , 就为函数 f(x) 的 r 阶导数的加权系数，由上

式可知，如果加权系数确定了，那么函数在节点处的各阶

导数值就可以由式（2）近似表示。假设未知函数 
                   
                                                                              

（3）

上式中 ,Pi(x) 为插值函数，对式（3）求 r 阶导数可得

              
                                                                              

（4）

对照式（4）可知

                     
                                                                              

（5）

当 r=1 时，由式（3）可知

                
                                                                              

（6）

将式（6）写成矩阵的形式，有

       

                                                                              （7）

令 

             
 

为一阶加权系数矩阵。由于

         
                                                                              

（8）

因此，各阶导数的加权系数矩阵之间有如下关系

                               （9）
由式（9）可知，只要确定了一阶加权系数矩阵，其它

各阶权系数矩阵就能简便的计算出来。如果 f(x) 为区间内 N

个节点上函数值 f(xi) 的 Lagrange 插值近似，即 ：

                    
                                                                            

（10）

此时 Pi(x)=Li(x)，为了编程方便，Li(x) 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11）

其中

              
                               

（12）

由式（12）的一阶导可得

                      
                                                                            

（13）

式（13）和式（9）便可确定出权系数矩阵 ，即 ：

                
                                                                            

（14）

            
                                                                            

（15）

                         
                                                                            

（16）

常用的基函数除了 Lagrange 插值函数之外，还有

Chebyshev 和 Hermite 插值函数。

1.2 节点分布的选取

节点的选取也同样影响着求解的精度，选择均匀节点

有时候会影响解的收敛性，Bert 和王鑫伟等人用切比雪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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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式解决了非均匀节点选取问题，Shu 等人研究发现，

边界点和临近边界的内点对应的离散方程的误差最大，是

影响结果收敛性的主要因素，所以提出节点向边界“延伸”

的方法，以使节点尽量分布在边界附近。

实践表明，使用微分求积法求解运动微分方程式，节

点分布对求解结果稳定性和精确性有很大影响。最早最简

单的节点分布是 Sherbourne 和 Pandey 用微分求积法分析

复合材料层合板的稳定性时采用的均匀节点分布，他们发

现节点的选取对求解结果影响非常大，而且均匀节点分布

在大多数情况下得到的计算结果都是不可靠的。后来很多

学者采用了非均匀节点，并得到了很好的效果，例如取切

比雪夫多项式的根和勒让德的根作节点。常用的非均匀节

点的分布公式有 [1] ：

                    
                                                                            

（17）

                      
                                                                            

（18）

                    
                                                                            

（19）

式（17），式（18）和式（19）的节点坐标都有向边

界靠拢的共同特点，很多学者通过实践发现，接近中间的

节点对应权系数的截断误差很小，而接近边界的节点对应

权系数的截断误差很大，所以选取具有向边界靠拢的节点

分布能够获得较快的收敛速度和更精确的结果。当节点总

数大于 11 时，式（17），式（18）和式（19）的节点分布

对求解结果的影响差别不大。

 1.3 边界条件的处理

边界条件是否能够正确施加，是用微分求积法求解问

题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因此在使用微分求积法分析问题

的时候，对边界条件的处理就变得格外重要，对于许多力

学问题，像拱的振动和稳定性问题，它的边界条件不止一个，

而每个边界只有一个节点，这样的话要施加边界条件就变

的比较麻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学者都做了大量的

工作，常用的方法有直接法、权系数修正法、δ法和方程替

代法等 [2]，微分求积法也正是顺利解决了边界条件这个问题，

而应用较广泛。

为了解决多个边界条件的问题，很多学者想到了用域

内节点替代边界点，这就是现在常用的处理边界条件的方

法之一 δ法。δ法也称节点替代法，它是处理高阶微分方程

的边界条件的有效方法之一。其方法是将距边界点 δ内的

点也看作边界点，这样每个边界就有两个边界条件，边界

条件就可以施加在这两个点上。为保证计算结果的精确性

和可靠性，δ大小的选取就变得相当。经实践得出，δ一般

取值为 10-6<δ<10-4，这样使用微分求积方法时节点的顺序

取为 ：

                    
                                                                            

（20）

或者     

                     
                                                                            

（21）

δ法顺利地解决了边界问题，但没有精确满足，对于

每个边界点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边界条件的问题，理论上

是可以在每个边界点选择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点来替代边界

点的，但实践证实，对于每个边界点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

边界条件的问题，如果采用 δ法来处理边界条件的话，所

得结果误差较大，不具可靠性。对于权系数修正法，其做

法是在形成高阶导数权系数矩阵的时候就引入边界条件。

2 风电机组塔筒的振动方程

风电机组塔筒是一般采用管式结构，以管式结构为例，

可将其简化为悬臂梁，悬臂梁的振动方程可以参看振动力

学 [2]，管式塔筒示意图如图 1，其弯曲振动方程为

               
                                                                            

（22）

其中，EI 为抗弯刚度，ρ为单位长度质量，P 为外载荷，

假设塔筒做自由振动，有 P(x,t)=0，设 y=Y(x)eiωt，代入上式，得

          
                                                                            

（23）

其中 ω为塔筒的圆频率，对于塔筒来说，它的边界条

件为 ：

图1	变截面管式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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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端转角和挠度为零，即 ：

                           y=0，y'=0                                  （24）
自由端弯矩和剪力为零，即 ：

                         y''=0，y'''=0                                 （25）
自由端带有质量为 的集中质量 ：

                 
                                                                            

（26）

假如风电机组塔筒为等截面管式结构，那么，抗弯刚

度 EL 和单位长度质量 ρ均为一定值，令无量纲变量 X=x/L， 
L 为塔筒高度，式（23）化为微分求积形式为 ：

             
                                                                            （27）

其中 , 为无量纲固有频率。

假如风电机组塔筒为变截面管式结构，那么，抗弯

刚度 EL 和单位长度质量 ρ均是塔筒高度 x 的函数，同

样，令无量纲变量 X=x/L，L 为塔筒高度，设 EI=E0I0k(X)，

ρ=ρ0g(X)，将上式代入式（23）得

       
                                                                            

（28）

其中， 为无量纲固有频率。E0I0 和 ρ0

分别是塔基的抗弯刚度和单位长度质量。

按照微分求积法的基本原理和求解过程，式（28）的

微分求积形式为 ：

         
                                                                            （29）

式中， 为权系数，它的值应用微分求积法的原理可

以求出。塔筒边界条件的微分求积形式为 ：

固定端 ：

                  
                                                                            

（30）

自由端 ：

              
                                                                            

（31）

对于整个风电机组而言，求解塔筒的固有频率，可以

摄影：王勇

摄影：舒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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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等截面塔筒固有频率

固有频率 一阶 二阶 三阶

精确解（× ） 3.5156 22.034 61.701

本文解（× ） 3.5160 22.035 61.703

表3 NASA MOD-O 100kW风电机组塔筒第一阶固有频率

塔筒频率 矩阵分析法[4] 本文解 实验值[4]

第一阶固有频率

（单独塔筒弯振）
5.92 5.31 4.70

第一阶固有频率

（全部塔筒弯振）
2.72 2.30 2.10

表2 NASA MOD-O 100kW风电机组塔筒特性参数

高度x(m) 高度比x/L
单位长度质

量(kg/m)

抗弯刚度 

(×1011Nm)

0.000 0.000 1074.23 1.389

4.730 0.1667 1074.23 0.895

9.450 0.3333 1074.23 0.471

14.175 0.500 772.16 0.172

18.910 0.6667 772.16 0.118

23.620 0.8333 772.16 0.07749

28.350 1.000 772.16 0.04592

把机舱和风轮简化成集中质量，根据式（26），塔筒自由端

的边界条件为 ：

     
                                                                            

（32）

3 例题分析

对于等截面悬臂梁的振动问题，振动力学教材上给出

了固有频率精确解 [3]。表 1 对比了精确解和本文求得的数

值解。

用本文方法计算 NASA MOD － O 100kW 风电机组

塔筒固有频率，表 2 给出了该塔架的特性参数 [4]。

塔筒参数 ：塔架高度里 L=28.35m ；机舱和风轮质量

M=13656.9kg。

由表 2 可以看出，塔筒主要分 2 节，为了保证结果精度，

对单位长度质量和抗弯刚度可以采用分段拟合方法，即单

位长度质量和抗弯刚度可以拟合成高度比的函数 [5]。

式（28）与边界条件可以写成如下的矩阵形式 ：

                   
                                                                            

（33）

令系数矩阵行列式为零，可以求出塔筒无量纲固有频

率，进而得到圆频率 ω，再由关系式 f=ω/2π，可以求出塔

筒固有频率。表 3 给出了该塔架第一阶弯曲振动固有频率。

4 结论

本文详细地介绍了微分求积法原理，并运用该方法对

塔筒固有频率进行了求解，结果表明，微分求积法是求解

高阶微分方程的有效方法，尤其在求解等截面问题时，计

算效率较高，精度高。求解变截面问题是，精度令人满意。

将机舱和风轮简化成集中质量有其合理性。

为控制整个风电机组振动，尤其是避免共振，对整个

风电机组振动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使用的微分

求积法对风电机组设计工作有其独特的作用，能大量减少

风电机组设计工作者的工作量。同时，该方法还需要在大

量仿真与实测的风电机组数据的对比中进行修正，以便得

到更精确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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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2012年我国风电发电量同比增长41％

4-10   第七届舍弗勒大中华区风能发电设备研讨会召开

4-10   天津风能协会2013年年会召开

4-11   金风科技“智能微网”供电纪录创新高

4-11   维斯塔斯全国第二大备件工具供应中心落户福建

4-12   东汽5.5兆瓦海上风电机组成功发运

4-12   GE公司正在研制开发织物型叶片

4-13   ABB变压器安家世界海拔最高的机场

4-13   中材叶片以高质量打入国际市场

4-14   南车时代新材推出国内首款风电液体复合弹簧

4-14   铁姆肯无锡工厂获最佳雇主和企业社会责任奖项

4-15   瑞能电气5年发展彰显自主创新理念

4-15   欧盟议会投票通过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

4-16   印度恢复风力发电补贴政策

4-16   保加利亚政府暂停40%风电与光伏发电项目

4-17   巴西政府提高风电机组设备国产化指数

4-17   WWEC2013将在古巴召开

5-8   国家能源局启动18项重大战略问题调研

5-8   山西风电成省内第二大发电板块

5-9   赫普公司在北京召开海上风电叶片防护技术研讨会

5-9   IEA风能实施协议课题11与课题27研讨会召开

5-10   全耦合一体化的风电机组仿真分析技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5-10   浙江风电项目建设和运行技术交流会在杭州召开

5-11   太原重工拟5157万元收购风电公司

5-11   龙源电力风电装机继续保持全球第二

5-12   GE在发电机高温超导技术试验上取得重大突破

5-12   歌美飒2兆瓦风电机组装机量达到1500万千瓦

5-13   金风科技与中国北车再度签署大额采购合同

5-13   联合动力首次亮相土耳其国际能源环境展

5-14   铁姆肯公司整合中国区工业经销业务

5-14   ABB进一步扩大在华电力产品线

5-15   中远关西风电叶片涂料批量运用于新誉集团产品

5-15   BP公司将出售在美风能资产

5-16   欧洲风能产业积极应对挑战

5-16   英国致力于消减成本以促海上风电发展

5-17   哥斯达黎加拟在2020年前新增35.8万千瓦风电装机

5-17   印度2017年可再生能源装机量将翻番

6-8   12项能源领域行政审批项目取消和下放

6-8   三一集团中标埃塞风电项目6亿大单

6-8   辽宁电网风电装机突破500万千瓦

6-9   GE在PTC政策延期后签订了100万千瓦风电机组订单

6-9   华润40亿风电项目落户依兰

6-9   湘电新能源获6.89亿投资

6-10   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加强风电产业监测和评价体系建设

  的通知

6-10   浙江最大山区风电场正式并网发电

6-10   南网能源携手龙源电力、国电广东电力开发新能源

6-11   第12届世界风能大会在古巴哈瓦那召开

6-11   中国风电叶片技术与发展研讨会在阜宁召开

6-12   三菱微型PLC FX3GA全新登场

6-12   ABB推出创新性的输电高压断路器

6-13   金风科技风电检测中心通过CNAS认可评审

6-13   西门子减少全球B53型号叶片风电机组的供应

6-13   派克汉尼汾公布2013财年第三季度财报

6-14   歌美飒在西班牙完成首台海上风电机组样机装配

6-14   巴菲特加码投资风电场

6-14   巴西风电新竞标规则可能使风电成本上涨15%

6-15   谷歌准备收购风电公司MakaniPower

6-15   苏格兰政府支持三星进行7兆瓦机组测试

6-15   美国首台海上风电机组在缅因州落成

7-8   金风澳大利亚Gullen Range风电场获融资2.5亿澳元

7-8   维斯塔斯在南非获得9.4万千瓦风电项目

7-9   重庆第2 座大型风电场并网发电

7-9   斯维奇获得超1亿欧元新订单

7-9   上海艾郎长68米的5 兆瓦风电叶片下线

7-10   2013风电场测风技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7-10   蒙古国风能协会主席拜访中国风能协会

7-10   埃克森美孚启用亚太区新的Signum实验室

7-11   天顺风能海上风电塔筒生产基地投产

7-11   GE Power Conversion将开放风电机组新测试设施

7-12   三菱IPM电机荣获“2013年节能中国优秀产品”

7-12   赛米控在PCIM Asia2013推出最新功率模块

7-13   风轮叶片原材料国产化获进展

7-13   中国首次风火替代交易电力1万千瓦

7-13   新疆6.9万千瓦分散式并网项目投运

7-14   蒙古国首个风电场建成

7-14   阿根廷风力发电进展远低预期

7-14   澳大利亚OneWind公司计划投建5座风电场

7-15   三星重工获1艘风电安装船订单

7-15   俄罗斯将建600万千瓦可再生能源项目

7-15   英国政府成立海上风电产业投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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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维斯塔斯和宁夏哈纳斯签署5万千瓦订单

8-8   歌美飒首台5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完成调试

8-9   上海振华重工如东4兆瓦海上风电单桩发运

8-9   龙源电力第1个海外风电项目获开工许可

8-9   中材科技上半年总收入同比增长1.77%

8-10   2013年7月中美展开多项能源合作

8-11   中英海上风电技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8-11   风电机组传动链新兴设计及运维技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8-12   金风科技超低风速机组进入量产

8-12   天源科创获山西新荣风电场EPC建设合同

8-12   新疆与西北主网联网第二通道工程竣工投运

8-13   贵州中航惠腾首批风电叶片成功交付

8-13   中广核打造云南绿色标杆风电场

8-14   ABB电力产品助力中国新一代智能变电站建设

8-14   亚什兰常州胶衣工厂开业

8-14   南车时代新材风电联轴器取得首次挂机考核资质

8-15   哈密风电基地二期项目获批

8-15   大连市海上风电场工程规划获国家能源局批复

8-16   瑞典Vattenfall投资4.6亿英镑在英修建风电场

8-16   世界最大海上风电场投入运行

8-17   美国将举行第二轮海上风电招标

8-17   巴西圣保罗设置70%的可再生能源目标

8-17   丸红与Mainstream 达成1亿欧元股权投资协议

9-8   国家进一步完善可再生能源和环保电价政策

9-8   国家发改委印发《分布式发电管理暂行办法》

9-8   科技部对国家海上风力发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现场验收

9-9   风电设备质量调查报告发布会在京召开

9-9   鉴衡认证携手德国TÜV和金风科技创新风电认证

9-10   维斯塔斯8月在华再次签署10万千瓦订单

9-10   金风科技发布2013半年度报告

9-11   运达风电与三峡集团长江新能源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9-11   世界海拔最高风电场首批风电机组完成吊装

9-12  粤水电收购新疆风电企业

9-12   中电投与华仪风能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9-12   国电南自子公司终止17亿重大风电项目合同

9-13   东方海上风电项目开展前期工作

9-13   澳大利亚对中国风电塔筒发起反倾销调查

9-14   中美能源公司艾奥瓦州风电项目获批

9-14   通用电气在墨西哥首座22兆瓦风电场正式投产

9-14   DONG能源公司致力于2020年前将海上风电成本缩减40%

9-15   宜家将从Mainstream Renewable Power收购爱尔兰风电场

9-15   西门子获得6.7万千瓦来自波兰的机组订单

9-15   风能首次成为美国新增发电量的首要来源

10-8   第二次中英能源对话在京召开

10-8   工信部与财政部落实40多亿支持新能源汽车开发

10-9   风光储输示范工程二期年底部分投产

10-9   投资80亿元的海上风电场项目或将落户浙江洞头

10-10   龙源电力获全国风电运检技能竞赛双第一

10-10   天源科创与中电投江西新能源签订风电项目代维合同

10-10   甘肃首次实现水风光电联调

10-11   三一供埃塞俄比亚ADAMA二期风电场项目首批机组启运

10-11   明阳风电机组通过超强台风“天兔”考验

10-12   铁姆肯公司宣布计划分拆其业务为两家独立上市公司

10-12   欧文斯科宁推出UltraBlade®高模量三轴玻纤织物

10-12    南高齿成功研制出6兆瓦风电齿轮箱

10-13   壳牌举办润滑油、燃油科技大会

10-13   中国南车再获20.9亿元风电大单

10-14   德国最大的海上风电场竣工

10-14   印度风电市场复苏受阻于经济危机

10-15   巴西将于近期举行风电竞标交易

10-15   通用电气将投资4000万美元建肯尼亚风力发电项目

10-15   欧盟提交10年电网议案

11-10  2013全球绿色增长论坛在哥本哈根召开

11-10  “可再生能源电力并网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11-11   国家发改委调整发电企业上网电价

11-11   《河北省分布式接入风电“十二五”发展规划》通过评审

11-11   华电国际曹妃甸2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工程获路条

11-12   龙源海上风电项目获2013年亚洲最佳风电项目奖

11-12   大唐贵州台江风电场项目并网发电

11-12   GE公司推出14种工业互联网应用产品

11-13   金风科技公布2013年前三季度业绩

11-13   歌美飒新技术与产品紧贴市场需求

11-14   华锐风电依托“两海战略”寻求发展

11-14   天威保变剥离风电和薄膜光伏资产

11-15   ABB高管荣获福建省第八届友谊奖

11-15   2013德国倍福风电技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11-16   中航工业惠腾参展CWP2013

11-16   LM公司66.5米海上风电叶片在无锡下线

11-16   瑞能电气2兆瓦高原型电控系统将应用于110米风轮机组

11-17   REpower推出新型3兆瓦低风速风电机组

11-17   日本福岛漂浮式风电机组11月运行

11-17   维斯塔斯与三菱重工携手海上风电事业

12-12   山东将对风电提供额外6分钱的度电补贴

12-12   江苏盐城海上风电产业被列入国家首批发展试点

12-12   水电总院发布2013年全国第三季度风电建设成果

12-13   IEA风能实施协议课题30小组会议在德国召开

12-13   2013全国大型风能设备行业年会暨产业发展论坛召开

12-14   新疆风电并网装机将突破400万千瓦

12-14   甘肃电网风电单日发电量突破1亿千瓦时

12-14  蒙东首个风电供热配套电网将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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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   龙源电力成功中标24.4万千瓦南非风电项目

12-15   ABB推出新一代145千伏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

12-15   埃塞俄比亚阿达玛二期风电工程首台机组吊装

12-16   太原重工首台海陆两用5兆瓦风电机组安装成功

12-16   联合动力首台除冰型风电机组发运

12-16   明阳与罗马尼亚潘尼斯库签订20万千瓦风电开发协议

12-17  中国南车风电检测中心通过CNAS国家实验室资质认定

12-17   金风科技2.5兆瓦机组首次进入罗马尼亚市场

12-18   微软数据中心将使用美国得州风电

12-18   DONG Energy 与西门子签订58.2万千瓦海上风电机组合同

12-18  Repower推出新型海上风电机组

12-19   Nordex 2013年前三个季度收入同比增47%

12-19   Facebook新数据中心以风电功能

12-19   2013年拉美地区新增风电装机有望占全球5.5%

时评/Review

1-18  “下海”需要悠着点     石定寰

2-16  风电机组服役期满更新陷困局    陆  宇

3-18  给风电发展以制度的保证 人大代表

  建言我国风电产业      于贵勇

4-18   市场自发调节领域，政府最好退出  陆  宇

5-18   风电盈利困局      赵  靓  薛  辰

5-20   突破风电瓶颈的几种可能    赵  靓

6-16   欧洲实现100%可再生能源供给的战略要素  Stefan Schurig

8-18   走出风电“度电成本”误区    杜广平  苏  晓

9-16   提高质量与管理水平 推动风电可持续发展  史立山

10-16   中国新能源成就令世界瞩目    张国宝

11-24   电网调度应告别“大锅饭”    李志刚

12-22   从前期工作源头上保证风电送出  胡肄篯

 

对话/Dialogue

1-20  三一走的就是国际范儿    于贵勇

2-18  乔光辉：产业成熟更需分工合作  赵  靓  薛  辰

3-20  以合资优势促能力进步    于贵勇

4-20  行业渐入精益化制造时期    苏  晓

5-22   关注工业4.0      赵  靓

6-18   传统观念影响可再生能源发展    赵  靓

7-18   本土化解决质、价之争    赵  靓

8-20   依托“南风服务”，迈向风电产业前沿  苏  晓

9-18   把握海上风电机遇      白亚茹  赵  靓

10-18   阿拉伯国家重视发展可再生能源  于贵勇

11-26   2050年全球风电比例将达到15%-18%  于贵勇  苏  晓

12-24   GE重视低风速产品开发    苏  晓

12-26   技术和心态是做好产品的前提    赵  靓

封面/Cover Article

1-22  红鹰的眼光      薛  辰

2-20   吹破藩篱话春风      赵  靓  薛  辰

          白亚茹

2-30   2012年中国风电发展要事回顾

3-22   限电，还是限电      薛  辰

4-22   南车风电：有所为有所不为    苏  晓

5-24   “补贴增值税”争议     赵  靓

5-32   对风电企业可再生能源补贴增值税

  问题的探讨      冯春晓  唐建然

6-20   5米多风速也有好生意    薛  辰

7-20   风电产业监测应时而动    苏  晓

8-22   金风微网：一次多样化探索    赵  靓  薛  辰

9-20   联合动力的成长与梦想    薛  辰  苏  晓

10-20  金风15岁了      苏  晓  薛  辰

10-28   艾尔姆最长叶片现身如东    赵  靓  白亚茹

11-30   CWP2013：以顶层设计推进行业健康发展  苏  晓

12-30   阜新：从“煤城”到“风都”的蜕变  于贵勇

12-37   风电是地方经济转型的突破口    于贵勇

公司/Company

1-30  联合动力有动力      苏  晓

2-36  壳牌润滑油加速品牌整合    于贵勇

3-30  斯维奇致力降低度电成本    白亚茹

4-30  倍福：给力客户给力自己    赵  靓

5-36  中际联合：“软硬兼施”的叶片医生  白亚茹

6-28  高温超导发电，GE又笑了    赵  靓

7-28  天顺风能瞄准国际市场    白亚茹

8-30  为润滑油更换增加点服务花样    白亚茹

9-28  ABB在中国      于贵勇

10-36  壳牌：寻找技术与服务的结合点  于贵勇  赵  靓

11-50  斯维奇：获益横向一体化合作    于贵勇  赵  靓

12-40  穆格：做安全与效率的“关键先生”  赵  靓

国际/International

1-36  美国风电发展面临四大挑战    孔维政

2-38   德国与法国风电发展对比案例分析  B.Chabot

3-32   2012年欧洲风电装机统计    编译 苏  晓

4-32   全球风电市场发展报告2012    GWEC

4-37   2012年全球风电发展分析与展望  乔黎明

5-38   肯尼亚北部地区风电发展分析    于  晖  仇晓梅

6-30   2012年全球海上风电发展统计与分析  苏  晓

7-30   加拿大安大略省能源转型的挑战  Jose Etcheverry

8-32   2013年上半年欧洲海上风电发展报告  EWEA

9-30   墨西哥风电发展现况     Marco A.Bor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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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   澳大利亚风电投资的机遇与风险分析  孙建淼

11-54   意大利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及对我国的启示 黄碧斌  李琼慧

          谢国辉  王乾坤

12-42   印度风电发展情况分析    编译 苏  晓

课堂/Classroom

1-42  沈工大的卓越工程师教育模式    白亚茹

2-44  企业需求是人才培养的风向标    白亚茹

3-42  中英两所高校风电人才培养模式介绍  谢  源

4-42  对高职风电技术专业学生适岗性的调查研究  丁立新

5-42    风电专业课程开发和教学初探    赵元元

6-36    校企合作开启“双赢”模式—贵阳学院

  -三菱电机自动化联合实验室及培训中心成立  白亚茹

7-34  高职风电专业《风电场运行与维护》课程

  研发与设计      丁立新

8-36  浅谈项目教学法在风电教学中的应用  杜志强  邱美艳  

          岳大为

9-34  为课堂多加一点 “鲜料包”    白亚茹

10-38   加强实践调研，促进高职风电技术

  专业教学改革      丁立新

11-52   追风少年走进CWP2013    白亚茹

12-48   为梦想与才华搭建一个平台—2013年

  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大赛圆满落幕  白亚茹

调研/Survey

1-38   整机企业的横向一体化销售模式      赵  靓

1-44  中国风电轴承市场近况    赵  靓

2-46   海上风电发展近况调研    赵  靓  季  妍

3-44   2012年中国风电装机容量统计    CWEA

4-46   高海拔型风电机组近况调研    赵  靓

5-44   2012年中国中小型风力发电行业发展报告  李德孚

6-38   独立叶片厂产品情况综述    赵  靓

7-38   我国潮间带风电发展概况    赵  靓

8-40   风电场弃风状况初探     王明军  高原生

          蒋伟节  王周菊

9-36   2012年全国风电设备运行质量调查概述  CWEA

10-50   风电市场新机型概况     赵  靓

11-60   近年我国企业参与海外风电市场概况  赵  靓

12-50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贴资金效率分析  时璟丽

产业/Industry

1-46  中国强制性碳减排政策及对大型电力

  企业的影响分析      徐一凡  高  辉  

          韩仁德

1-50   浅谈现代制造企业的营销策略    廖湘晖  冒洪生

2-50   风火打捆运用方式关键参数的敏感性分析  杨建设

2-54   我国海上风电发展制约性因素分析  张  婷

3-56   风电行业专利情报概述分析    钱进文

3-62   风能与动力工程本科专业人才培养与

  教学实验建设的探讨     邢作霞  井艳军

          王雅光

4-50   风电企业研发管理模式研究    屈晓娟  张启应  

          孙黎翔

4-54   从“十二五”风电项目核准计划谈

  风电管理中需统筹的关系    王乾坤

4-58   我国海上风电发展前景与制约因素分析  卞恩林

5-52   我国近海风电电价水平分析及定价机制展望  孙海萍  朱  鹏

5-58   垂直轴风电机组专利技术现状及发展趋势  李宏利  佟振霞

          樊云飞  李建军

6-42   中国风电发展历程及相关建议    王  茜  杨文娟

6-50   合作式案例教学法在风电人才培养中的应用  岳大为  王华君

            张家安  李  洁

6-54   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系统（PLM）在风电

  企业中的应用      郑培磊

7-42   再论特高压带送风电的意义与前景  杨建设

7-46   试论QC小组活动与班组建设的关系  邱  柳

7-50   我国应用分布式小型风电并网系统的

  技术可行性与投资经济性分析    徐学根

8-44   清洁能源在负重中艰难前行    王作青  任孝良

8-48   国内风电齿轮箱产业现况和发展建议  宣安光

8-52   从近期电网规划分析风电长远发展  郭俊玲

9-46   促进我国分散式风电发展的政策研究  王彩霞  李琼慧

9-54   河北省海上风电发展浅析    张清清

9-58   关于风电项目核准的总结    杨德清  王景涛

          王  强

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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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   风电场设计中的美学追求    杨建设

11-64   风电项目审批权下放对行业发展的

  影响分析及对策建议     孙建淼

11-70   风电行业问题再探（一）    吴刚金  王明军  

          高原生  赵  庆

12-54   陕西郝滩分散式风电场开发浅析  王  健

12-58   创新型“运维一体化”风电企业的研究和分析 张明杰

风电场/Wind Farm

1-54  改进的专家调查法在海上风电场拓扑

  优化选址中的应用      荆亚涛  胡立伟

            越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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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风电场生产实时监测系统的应用研究  李震领

2-58    适用于风电场验收的通用机组特性测试

  及评价方法研究      段振云  张学瑞  

          邢作霞

3-68    继阳山风电场地址构造对地基稳定的影响  兰艇雁  郝常安

3-74    层级流程化的风电生产集控管理模式  付彦海

4-62    风电场分期开发中存在问题的探讨  彭秀芳  李剑锋

4-66    大型低风速风电场运行分析    张小雷  高崇伦  

          吴爱国

5-66    适用于风电场的电能质量监测系统  李彦臻

6-60    风电场35kV 母线单相接地引起三相

  短路故障分析      靳现林  喻  宜

6-64    浅谈风电场110kV变电站工程建设管理  王吉生  李筱萌  

          齐树海

7-54    一种新型的风电场机组配置方案  黄爱武  齐双丽

7-58    关于风电场工程安全施工管理的探讨  吴云青  丛静怡   

          任  远  安志晓

8-56    提高低风速风电场发电量措施研究  高崇伦  吴进钏   

          张小雷  许  霞

9-62    区域风电场群统一调度系统的探索与实践  张菲菲

9-68    无线以太网通信系统在风电场的应用  戴建军  赵国群   

          邵  科  蔡璐璐

1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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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6   省级风电场集中监控中心建设及运行实践  章志平  蒋  华

12-64   基于改进蚁群算法的海上风电运维船

  系泊系统逆运动学求解研究    郭  辰

12-72   从传动链效率角度浅谈风电场收益  孟庆顺  黄锐   

          李  璇  王全德

技术/Technology

1-64  风电机组设计极端载荷外推法及其

  计算对比研究      邓  英等

1-72  风电机组塔架的脉动风速时程模拟  叶  赟  宫兆宇

1-78    风电机组电气滑环接触不良问题的解决方案  胡国强  高勇峰

1-82    复杂地形下的风电机组功率曲线测试方法研究  李晟

1-88    风电机组变桨后备电源问题探讨  杨建锋  潘  磊   

          王建中  张启应

1-92  风电机组安全运行研究    张立志  胡  星

2-62  考虑风剪切和塔影效应的风电机组

  塔顶载荷研究      刘  香  苗占元   

          罗桂鑫  叶  赟

2-66    基于功率密度谱的台风仿真方法研究  徐洪雷  蔡继峰

2-72    抗震设计条件下的风电机组载荷计算  李声茂  赵  伟

2-78    无转速计阶比分析在风电机组故障诊断

  中的研究与应用      胥  佳  岳俊红   

          陈  铁  陈  进

2-84    双馈风电机组无功调节性能概述  赵广宇  潘  磊

2-88    风电机组叶片表面阻燃涂料的应用  杨惠凡等

2-92    用于聚光和聚风一体化发电的聚风罩

  风场研究        章佳锋等

3-80    基于MM5模式的我国近海海洋风能资源评估  姜  波等

3-86    向岸风登陆后风能资源衰减机理及案例分析  郑爱玲  谢  军

3-90    风电机组时序试验分析    兰涌森等

3-96    风电机组风轮直径确定的方法    刘  卫

3-102   大型风电机组塔架材料的现状和发展  严科飞等

3-106   风电高强度螺栓扭矩系数选用的探讨  张凌宝  赵  鹏

3-112   基于油品监测的风电场润滑管理分析  王一刚  曲曙光   

          郑新庆

4-70    大型风电机组整机测试用全工况载荷

  施加技术及装备研究     刘作辉  金宝年   

          马文勇

4-74  风电机组实际运行功率曲线影响因素分析 王明军  高原生

4-80    叶片真空灌注工艺样件尺寸与纤维空隙的

  影响分析        鲁学林  郑  磊   

          李  卓  张金峰

4-84  基于正交试验的风电机组塔架结构参数

  的优化设计      顾岳飞

4-90    国外弹簧加压式电磁安全制动器的发展现状  李云玲

4-96    双馈异步风电机组谐波产生原因分析  段志强  黄国杰   

          何庆峰  钟绍辉

4-100   风电机组基础环受力分析    雍  飞  胥  勇   

          丛  欧

5-70    近12年来影响风电场安全运行的气象

  灾害因子分布特征      柳艳香等

5-76    FD2.3-0.3型风电机组的研究设计  刘  萍等

5-82    风电机组轮毂组件配平程序的设计  翟晓江  张宏伟

5-88    风电机组基础施工过程中的冷缝处理

  措施分析        吕仁帅  张艳丽   

          章荣国  周沈杰

5-92    风电机组动态仿真平台设计方法研究  俞黎萍

5-100   高海拔风电机组设计探讨    吴树梁  于良峰   

          何金海

5-104   预应力风电机组基础与风电机组塔架

  连接分析        孙  羽  李  昂

6-70    双馈风电机组与高速永磁风电机组对比分析  闫中杰  陶友传

6-76    直驱兆瓦风电机组fore-aft方向振动抑制系统  王明江

6-82    直驱风电机组无功功率调节性能概述  艾斯卡尔

          朱永利  乔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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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6    UDP协议在风电机组通信系统中的实现  叶  伟  丁桂林   

          颜毅斌  胡凯凯

6-92    解读大功率海上风电机组轴承解决方案  陆建国

6-96    气象数据测试现场快速处理方法  霍  健  陈  晨

6-100    风电场风电机组更新改建经验浅谈  于生军等

7-62    风电机组桨叶扭矩加载试验浅析  史晓鸣  廖赖民   

          翁海平

7-66    偏航制动器摩擦片工作寿命预估方法探讨  康  涛  李英昌

7-70    双馈风电机组传动系统高频轴电压抑制

  技术开发及应用      叶  林  赵燕峰

7-76    基于数据挖掘风力发电设备故障远程

  诊断研究        叶  盛  李  龙  

          胡旭馗

7-84    大型风电机组低电压穿越技术分析  胡春松等

7-94  风电机组与“预防式消防”理念  迈克尔·恩斯

特

7-98  风电机组的软切入控制及其对传动

  轴系的影响      占远武  张华军   

          许国东

7-104  复杂地形条件下风电场风能资源

  评估研究—以西南某风电场为例  杨永辉

8-60  基于交流母线的独立风电系统建模与仿真  张子皿  冯宾春

8-68  风电机组故障统计分析研究    张  镇  关书强

8-72  风电机组的功率曲线验证方法研究  师二广  孙宏波

8-76  大兆瓦级风电机组叶片的阳模设计与制作  王  璐  何  明

8-80  110kV线路缺相故障对双馈风电机组运行

  影响的分析      査显宝

8-88    漂浮式海上风电机组基础竖直向水动力

  载荷研究        黄宇同  蔡继峰   

          符鹏程  王丹丹

8-96    滑动式偏航系统力学建模与分析  阳凌霄  韩德海   

          王永胜

8-100   无噪音低磨损摩擦片在风力发电偏航

  制动器中的应用分析     杨鹤清  曾志勇   

          罗  静  聂鑫磊

9-74    全国极端最低气温时空分布特征研究  朱  玲等

9-80    大型风电机组仿真实验台研究    王  宁  段振云   

          赵文辉  邢作霞

9-84    针对微风发电的城市风场特性初步研究  李登君  韦雅文   

          季  丰

9-90    风电机组疲劳载荷影响因素分析（二）  许移庆

9-94    珠海桂山200MW海上示范风场风电

  机组导管架基础方案设计    朱荣华  李少清   

          张美阳

9-100   行星差动齿轮箱速比及功率分配计算  陈华平等

9-104   风电机组使用铝电缆替代铜电缆的

  可行性分析      陈志刚  秦本才

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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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6   基于ANSYS Workbench的大型风电

  机组塔架模态分析      张晓峰  王建东   

          刘  赟

10-82   风电机组疲劳载荷影响因素分析（三）  许移庆

10-88   风力发电机振动和噪声控制措施探讨  张莹博  潘  磊   

          张启应

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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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6   高土壤电阻率地区风电机组接地工程设计 杨桂林  孙  伟   

          房  翔

10-100  全寿命周期高性价比齿轮箱解决方案  廖明建  颉  彧

11-80   风能资源评估系统搭建方法研究  马文通  刘青海   

          李  凯  王  帅

11-88   基于动量叶素理论改进的叶片气动特性

  计算方法        田  德等

11-94   风电机组叶片加长改造的可行性及

  成本效益分析      崔晓志  王华君

11-102   直驱兆瓦风电机组Side-side方向

  振动抑制系统分析      王明江

11-108   FLAC3D用于重力式风电机组基础

  加固前分析      吴  勇  李红有   

          刘金全

11-114   预应力墩基础的抗倾覆承载力研究  郭  敏  申  超

11-118   风电机组仿真塔架阻尼比的选取研究  蔡继峰  王丹丹   

          符鹏程  黄宇同

11-120  1.5MW双馈型风电机组液压偏航制动器

  渗漏油问题的解决方案    胡仕明  梅国刚

12-78   用于风电机组的新型螺栓连接形式探究  关雪松  万保库   

          张  芹

12-82   风电机组偏航系统振动噪声特征分析  韩德海等

12-88   空冷式风力发电机冷却风机故障分析  张莹博  武春晓   

          潘  磊  张启应

12-92   大功率海上风电机组关键部位轴承选型

  与技术分析      王  慧

12-96   风电机组运行中变流器故障浅析  朱建军

12-100   风电机组风速风向仪未来发展趋势研究  梁宇飞

12-104   海上风电机组导管架基础水下灌浆技术分析  朱荣华等

12-108   Eurocode3 1—6与DIN18800—4在风电

  机组塔架屈曲分析中的对比研究  王  露

12-114   风电机组塔架自由振动的微分求积法分析  王清波  陈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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