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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From The Editor

新旧能源体系的拐点

令人窒息的雾霾天气让我们深刻体认到，我们的经济和生命安全已经受到大量消耗化石能源的负面

影响，确保经济发展的活力需要付出越来越沉重的代价。面对严重的雾霾天气影响，我们至今还没有弄

清其主要来源，还在为其来源的准确构成争执不休。其实，无论是机动车尾气，工业排放，还是电厂的

烟囱，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最明确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各行各业燃烧的化石能源。那么诸如汽车尾气

排放究竟占雾霾成因的百分之四还是百分之三十的争论实际上毫无意义，解决之策也不应该停留在分而

治之的孤立方案的层面。正如美国著名科学家卢安武博士在其著作《重塑能源——新能源世纪的商业解

决方案》一书中指出的那样，我们需要的是在工业、交通、建筑、电力四个能源消耗重点领域，创造性

地把技术结合起来的一种综合性设计方案以及新型商业模式和竞争策略。这四大领域的相互作用的影响

会远远超过各部分的简单相加，因为这是一种革命性的重组。

从绝对量上来看，历史上中国的节能减排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2001 年中国对

能源强度（生产单位产品的能源消耗值）实现了超过 5% 的削减，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将能源强度进一步

削减了 4%-5%。但这样的削减终将难以为继，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现实威胁（已经不仅仅是风险），

最终只能迫使传统工业和能源产业从根本上做出改变，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同时努力增加清洁可再生

能源的应用比例和规模。今天，传统能源及其商业系统正在走向衰亡，而另一种系统正在努力获得新生。

身处这样一个变革的年代，固守某块阵地似乎会舒服些，然而未来唯一能够确定的事情就是“变化”，我

们只能与时俱进。毫无疑问，今天和明天的能源系统之间出现了一个隐约可现的拐点，在这个拐点上会

创造巨额财富，也会失去巨额财富。这种转变并不容易，但是又比维持现状更容易、更安全。我们可以

通过开发比碳氢化合物更好的能源，来建设一个更安全、更强大的无化石能源的世界。新能源世纪已经

到来。人类已经开始着手其历史上最重要的基础设施转变，把信息技术、新的理念和能源结合起来，实

现技术与社会的双重突破，然后将其融合以创造更多的奇迹。接下来的十年甚或是几年，是关键时期，

也是奠定成功基础的时期，其结果将在本世纪中叶逐步得以呈现。我们需要的是密切关注，深刻理解，

系统谋划，勇敢行动。以去碳化为标志的能源领域变革将成为迄今为止历史上最具颠覆性的机会洪流，

将产生同信息革命一样的普适价值。

几百万年前人类从很小的规模开始，逐渐掌握了用火，从个人，到家庭，再到部落。今天，高度互

联的全球经济和社交网络加速了新思想、新技术、新设计和新系统的飞速传播。也许下一次能源革命的

火种仍然是局部的，但它正在发展和扩大。许多用于解决最具挑战性问题的创新解决方案已经在世界各

地显现成效。我们的任务就是发现这些解决方案，扩大其影响，嫁接其果实。

文／秦海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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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2014 年 3 月 21 日，金风科技公布

了公司 2013 年度业绩报告。根据中国

企业会计准则，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人民币 123.08 亿元、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4.28 亿元，

分别比上年同期上升 8.69%、179.41%，

基本每股收益为 0.1587 元。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金风科

技待执行订单总量为 336.38 万千瓦。除

此之外，金风科技中标未签订单 415.65

万千瓦；在手订单共计 752.03 万千瓦。

2013 年，金风科技在风电机组及

零部件销售、风电服务、风电场开发

各项业务销售收入均有所提升，风电

机组及零部件销售收入为 113.00 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6.34%；风电服务板

块收入达 5.96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8.93%；风电场项目开发收入 3.85 亿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1.56%。在国际

业务方面，2013 年金风科技新增海外

订单总容量为 31.48 万千瓦，国际项目

实现销售收入人民币 13.61 亿元，占公

司营业收入的 11.06%，截至报告期末，

公司累计海外交付订单为 77.78 万千瓦，

跨越全球六大洲。

根据中国风能协会公布的 2013 年

中国风电市场发展统计数据，国内全年

风电新增装机容量为 1609 万千瓦，比

2012 年增加 24%。其中，公司在国内

新增装机容量为 375.01 万千瓦，市场份

额为 23.3%，连续第三年排名国内第一。

金风科技
发布2013年度业绩报告

【短评】据上海证券报数据资讯部统计，截至目前，风电行业 21

家上市公司中，已有 10 家发布 2013 年年报、6 家发布业绩预告，

净利润同比增加的有 6 家，好于市场预期。数据显示，直接面

对应用终端的企业业绩回暖最快，包括风电整机龙头企业金风

科技、风电塔筒零部件制造兼有风电场运营的泰胜风能和天顺

风能。从 2013 年国内新增风电装机容量和部分公司的年度业绩

来看，2013 年似乎成为国内风电行业转暖的转折点。不过，相

对直接受益于装机量上升的应用端而言，风电配件商的业绩还

不尽理想，一些叶片厂商和材料商转亏为盈还需一定时日。



Direction | 风向

2014年第03期  9  

事件

近日，丹麦咨询机构BTM发布了 2013 年全球风电市场报告。虽然 2013 年全球新增装机

容量达到了 36134 兆瓦，但是却是 8年来首次增长率比前一年低，市场规模也比 2012年缩减了

20%。从风电在整个电力供应中的比例来看，风电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2013年风电所发

电力占据整个电力供应的2.87%，这一比例在2017年有望增长到7.28%。

2013年，全球风电装机老大的位置再次回到丹麦老牌风电机组制造商维斯塔斯手中。大部分

整机供应商的市场份额都有所增长，尤其是中国企业金风科技和远景能源。尽管中国风电市场在

2013年释放了积极的发展信号，但是2013年的发展主要还是依托于国内市场。2013年来自西方

的最大赢家是爱纳康和恩德，所占市场份额较2012年有较大增长，这两家公司主要得益于其在德

国新增订单的大幅上升。在德国市场，爱纳康几乎贡献了一半的新增装机容量；而西门子则由于

其传统美国市场表现欠佳，因此排名也下滑到第4名，不过西门子在海上的风电业务依然遥遥领先。

歌美飒在其本土市场西班牙的装机量虽然只有55兆瓦，但是它在拉美市场和印度表现不错，所以

也维持了2012年的成绩。

2013年风电在全球电力供应中的
占比达到2.87%

【短评】从 2013 年的新增装机容量来看，中国本土风电机组制造商的表现不错，在

全球前十的企业中占了三席。不过，如果刨去中国本土市场份额，中国本土企业

基本被排除在全球前十名之外。可以说，中国企业所遇到的国际市场竞争十分激烈，

要走出去也会面临不小的挑战。另外，2008 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对传统风电市场尤

其是欧洲市场依旧有很大的影响，譬如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的装机都出现大幅

下滑。值得注意的是，海上风电已经成为欧洲风电产业发展的稳定增长因素。

2013 年全球排名前十的整机商所占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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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国家发改委第5号令：风电建设文件一废一改

龙源电力2013年风电控股总装机容量达1191万千瓦

国能监管(2014)107号《新建电源接入电网监管暂行办法》

2014 年 3 月 13 日，国家发改委在其官网发布第 5 号令

内容，内容主要涉及两方面：（一）决定废止规范性文件《国

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风电建设管理有关要求的通知（发改能源

[2005]1204）号》；（二）决定修改部分规章、规范性文件，其

中规范性文件《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风电场工程前

期工作有关规定的通知》（发改办能源 [2005]899 号）第十一条

2014 年 3 月 18 日，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

召开 2013 年度业绩发布会。根据发布会披露内容，龙源电

力 2013 年累计完成风电发电量 219.2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0.38%，电量增幅远超容量增幅 17%，日发电量两次突破 1

亿千瓦时，创历史最高水平。风电平均利用小时数达2111小时，

同比提高 126 小时。

2013 年，公司新增投产 28 个风电项目、128.67 万千瓦 ,

完成收购 1个风电项目、7.95 万千瓦。截至 2013 年 12 月底，

公司风电控股装机容量 1191 万千瓦，稳居中国和亚洲第一、

世界第二位。

2013年，龙源电力核准风电项目276万千瓦，大部分位于

2014 年 2 月 28 日，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建电源接入电

网监管暂行办法》，为了规范新建电源接入电网系统工作，确

保新建电源公平无歧视接入电网提供保障。本办法要求电网企

业建立新建电源项目接入电网工作制度，明确办理接入系统服

务的有关工作部门、工作流程、工作时限，以及新建电源项目

2013 年 2012 年

风电发电量 219.29 亿千瓦时 168.19 亿千瓦时

风电平均利用小时数 2111 小时 1985 小时

风电核准容量 2760 兆瓦（海上为 250 兆瓦）

列入计划未投产风电项目 5800 兆瓦

核准未投产风电项目 4700 兆瓦

非限电地区，占全国新增核准容量的 10%；取得海上项目核准

25万千瓦、路条 94.9 万千瓦，其中福建莆田南日 40万千瓦海

上风电项目是目前国内获得路条的最大整装海上风电场。截至目

前，公司列入计划未投产风电项目达 580万千瓦，核准未投产

风电项目达470万千瓦，为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

中的“一般风电场预可行性研究工作的管理由所在省（区、市）

发展改革委负责；国家百万千瓦级风电场预可行性研究工作由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未经许可，任何企业和个人不得擅自开

展风电场预可行性研究工作”内容被删除，另外还决定删除该

文件第十四条内容。

配套送出工程建设有关工作部门、工作流程。本办法还规定，

自 2014 年 4 月 1 日起，电网企业和发电企业应严格执行接网

协议，相互配合，确保电源电网同步建成投产。因单方原因造

成投产时间迟于接网协议约定时间并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违约

方应根据约定标准向对方进行经济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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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远景EN-106/1.8低风速智能机组获订单超过80万千瓦

歌美飒与中广核签署49.3 兆瓦风电机组采购合同

记者近期获悉，远景能源 1.8 兆瓦 106 米叶轮

直径低风速智能风电机组已签订单超过 80 万千瓦。

此款机型已在低风速风电场运行近半年，试验数据显

示，在 5.5 米 / 秒平均风速下，该款风机年发电小时

数超过 2100 小时。对此，中电投江苏公司相关负责

人评价说：“这意味着我国 5.5 米 / 秒超低速机组技术

又取得新突破。”

据了解，此款机型的显著特点在于，它是在现有

远景成熟 1.5 兆瓦平台基础上一款升级版的产品，采

用了更先进的智能控制技术、模型预测控制技术、机

组间协同控制技术、数据分析专家系统、主动性能控

2014 年 3 月 26 日消息，歌美飒与中广核风电

有限公司签署协议，向其位于山东省的城顶山风电项

目提供容量为 49.3 兆瓦的风电机组。作为歌美飒在

中国的主要市场之一，山东目前已经建成的风电项目

容量超过了 206 兆瓦。此次签订的协议内容包括 25

台 G97-2.0 兆瓦机组的安装、调试及为期 2年的运

营维护。预计交货时间为 2014 年 7 月，风场则计划

2014 年年底建成。 

G97-2.0 兆瓦三类风电机组是特别针对低风速

地区设计研发的产品，因其低功率密度而成为低风速

机组中的佼佼者。该机组的研发充分响应了歌美飒产

品开发的首要要求：大大降低中低风速风电机组的度

电成本 (CoE)。G97-2.0 兆瓦机组属于歌美飒 2.0-

2.5 兆瓦平台产品，全球装机容量超过 1600 万千瓦，

并且实现了平均可利用率超过 98%。

制和基于可靠性的决策算法，使机组能够准确地感知自身的

状态和外部环境条件，从而优化调整控制策略和运行方式，

保证运行在最佳工况点，以达到发电量和使用寿命的同时

最优。

远景能源产品开发总监Anders 称，由远景丹麦、美国、

中国的全球叶片设计、空气动力学、材料专家组成的联合

研发团队设计了这款机型的叶片，采用高升阻比翼型设计、

高强度玻璃纤维材料，使叶片比正常设计轻 10%，降低载

荷 20%，成为超过 50 米长度全球最轻的叶片。尤其智能降

载技术的使用，实现了机组塔筒的轻量化，80 米高塔筒重

量仅 108 吨，有效降低了客户投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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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

2014 年 3 月 7 日消息，据美国风能协会

统计，2013 年，美国风电在整个电网占比中

的比例首次超过 4%。虽然过去一年，美国风

电新增装机量大幅下滑，但是业内预计 2014

年这一形势将有所有所好转。

美国各州的风电分布情况依然差别很大，

有些州远远领先于其他地方。美国能源部能源

信息管理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在爱荷华州和南

达科塔州，风电占总发电量的比例已经超过了

25%，而某些州的风电装机量却依然为零。美

国风能协会称，过去 5 年，美国风电装机占

所有新增电力装机的 30%。得克萨斯州拥有的装机量最多，风电发电量也最大，大约有 359 亿千瓦时的风电

电力输入电网。

2014 年 3 月 10 日消息，印度风电独立发电商协会主席 Sunil Jain 表示，由于印度中央电力监管委员会

需要重新考虑如何更好地确保电网稳定性，并避免发生 2012 年的大面积停电事故，印度决定暂停风电预测数

据误差惩罚机制。2013 年下半年，印度政府颁布法令，要求所有装机容量在 10 兆瓦以上的风电项目都要开展

日前风功率预测，预测时间间隔为 15 分钟。如果实际出力与预测出力相差超过 30%，风电场则需要向电网公

司缴纳罚金。但是针对行业内的反馈意见和建议，印度中央电力监管委员会认为该处罚机制还需要复审，不过

规定的风电场还是需要按时上报预测数据。

2014 年 3 月 20 日消息，阿根廷政府目前已经下发了 7500 万阿根廷比索（约合 5807 万元人民币），用

来帮助该国的风电产业发展。该资金来自阿根廷科技与创新部下的国家科技机构，覆盖公私合营模式的 5个联

合项目，主要分布于该国不同区域的风电机组设计、制造与维护方面的项目。

构成部分项目的公司主要是大型机组制造商 IMPSA 公司，还有其他一些公司如 INVAP，Metalúrgica 

Calviño, Centro de Maquinado Metalúrgico, shipyard Río Santiago, SICA Argentina, 和西班牙的 EMESA。

这些项目的目的是大规模生产高质量、低维护、高可靠性的风电机组和大型部件，如叶片，另外还包括发展和

建造一个塔筒厂。

自从 2010 年阿根廷政府以 127 美元 / 兆瓦时的固定价格（该电价是当时该地区最高的）竞拍并签署了

754 兆瓦的风电项目合同后，该国风电发展就很缓慢。根据相关资料显示，2013 年阿根廷的新增风电装机才

57 兆瓦，总装机也仅 158 兆瓦。

2013年美国风电在电力消费中占比首次超过4%

印度暂停风电预测数据误差惩罚机制

阿根廷拨付风电发展基金

美国各州在建风电项目容量分布（来源 ：AW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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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GE可再生能源副总裁 Anne McEntee 目前在欧洲风能协会年会上接受采访时表示，公司的主业将

依然是陆上风电，还不打算在海上风电市场方面投入太多。GE在全球市场目前还仅安装了一台 4.1-114 型号

的海上样机。

Anne McEntee 表示，海上风电市场份额目前还不足 5%，而且海上成本依然是陆上的 3到 4 倍，经济

效益不高。但是她依然表示将每年继续对海上风电进行评估。在被问到同一问题时，GE可再生能源前副总裁

Vic Abate 也表示，尽管公司正在考虑生产更大的机组，但目前GE还没有发展 4.1 兆瓦机组的打算。

2010 年，GE宣布将拿出 3.4 亿欧元资金用于海上风电机组制造，并设计用于挪威、瑞典、英国和德国的 4.1

兆瓦机组。不过，该公司逐渐打消了这个念头。

2013年欧盟海上风电发展主要指标图解

GE不打算推广海上风电业务

欧洲海上
风电产业

在 12 个风电场新
安装海上风电机组
418 台， 比 2012
年增长 34％

安 装 及 并 网 机 组
2080 台

海上风电机组平均
容量 4MW

2200 万千瓦新项
目已被核准

2013
海上风电电缆供应商

平均离海距离

并网风电场平均规模 平均水深
海上风电基础形式

风电机组制造商 开发商

（比 2012 年增长）

大西洋

北海 波罗的海

欧洲并网容量

（来源 ：EW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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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

据路透社报道，苏格兰能源部 3 月 19 日同意核准 2 个海上风电项目，这 2 个项目的总装机量可以供

应当地 1百万户家庭的生活用电。根据苏格兰能源部的声明，Moray 海上可再生能源有限公司（MORL）和

Beatrice 海上风电场有限公司（BOWL）一起将形成全球第三大海上风电场，大概可以安装 326 台海上风电机

组，总装机将达到 1866 兆瓦。

MORL 是西班牙 Repol 和葡萄牙电力集团的联合开发公司，而 BOWL 则由英国南苏格兰电力公司运营。

苏格兰政府表示这两个项目的核准过程接受了严格的条件核准，譬如对鸟类的潜在影响以及其他环境问题。

丹麦是全球名副其实的风电大国，作为最早开发风电的欧洲国家之一，丹麦的风电发展取得了极大的成就。

2013 年，丹麦新增风电装机容量为 657 兆瓦，比 2012 年增长了将近 2倍，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已经达到 4772

兆瓦。2013 年，丹麦的风电在电力消费中的占比已经达到 33.2%，位列欧洲第一。

苏格兰核准了两个主要海上风电场项目

丹麦风电发电在整个电力消费中的占比突破33％

 2003-2013 丹麦陆上与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MW）（来源 : Danish Energy Agency）

2003-2013 丹麦风电发电在整个电力消费中的占比（来源 ：Energinet.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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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国际合作部副主任吴添荣近日表示，2030 年，我国清洁能源发电装机容量有

望达到 15.2 亿千瓦，占全部装机比重的 50%左右。

2014 年 3 月 11 日，宁夏电网风电电力达 259 万千瓦，占当日全网最大负荷的 26.2%，风电电力再

创新高。截至目前，宁夏电网风电装机容量达 328.9 万千瓦，占全网总装机容量的 14.8%。

2014 年 3 月 9 日，广西合山市政府与中电投公司签订 10 亿元的风电开发项目框架协议，预计

在合山市开发总装机容量约 10 万千瓦的风电项目，建成后年上网电量约 1.7 亿千瓦时。

2014 年 2 月 18 日，华电淄博热电有限公司昆仑一期 48 兆瓦风电项目全面开工建设，安装 24 台

2MW-105m风电机组。昆仑风电场项目整体规划装机容量为 96 兆瓦。

2014 年 3 月 20 日，宁夏大唐国际红寺堡 10 万千瓦风电项目获得核准，该项目场址平均海拔 1640

米 -1900 米，高度 80 米，年均风速 7.24 米 / 秒，平均风功率密度 384.75 瓦 / 平米。

2014 年 3 月 11 日，世行同意为也门摩卡风电项目提供 2000 万美元赠款，用于在也门摩卡建造一

座 60 兆瓦的风电场。另外，阿拉伯发展基金会、欧佩克国际发展基金会、沙特发展基金会也分别为

该项目提供 6500 万、2000 万和 2000 万美元赠款。

近日，日本政府宣布将减少太阳能发电补贴，同时为海上风电引入比陆上风电更高的补贴额，以鼓

励海上风电发展。目前，日本陆上风电的补贴额为每千瓦时 22日元，而海上风电仅 36日元 / 千瓦时。

西门子与开发商 Eurus Energy 签订了一份 51 兆瓦机组订单，将为日本西北海岸的 Eurus Yurikogen

风电项目提供 17 台 3 兆瓦 SWT 101 型直驱风电机组，机组的安装预计在 2016 年 1 月开始。

3月 17 日消息，非洲可再生能源基金（AREF）为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并网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了 1

亿美元的发展基金，这些资金将用来发展独立发电商（IPPS）5 兆瓦至 50 兆瓦的太阳能、小水电、

风电、地热能、生物质能和废气发电等项目。

2014 年 3 月 19 日，据路透社报道，丹麦国有电网运营商腾特公司表示，其在德国电网方面增加

了大约 30 亿欧元的计划内投资，这使该公司在接下来 10 年内整个投资预算达到了 160 亿欧元。

印度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部（MNRE）近日表示，将在未来一年内削减可再生能源预算。

2013/2014 财年，MNRE 为可再生能源提供的预算是 150 亿卢比（约合 1531 亿人民币），最终仅

支付了 42.6 亿卢比。2014/2015 财年，MNRE 在这方面的预算是 44.1 亿卢比。

中电联

宁夏电网

西门子

中电投

山东

宁夏大唐

世界银行

日本

非洲

丹麦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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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壁滩

新疆龙源巴里坤三塘湖风电场位于新疆哈密地区巴里坤县三塘湖乡戈壁滩上，前期已投产容量

99MW, 本次扩建装机容量 99MW。戈壁沙漠地区气候环境恶劣，降雨量少，昼夜温差悬殊，为现场

施工带来了一定困难。然而从晨曦到日落， 总能看到一线风电人忙碌的身影。在夕阳的映衬下，他

们的身影平凡而又如此耀眼 ......

图／文  辽宁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潘涛

绿色

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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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塔筒吊装前，先来清扫一下灰尘吧！大风天的时

候，里面会积上厚厚一层尘土，从头清扫到底部早

已累得满头大汗。

② 工程项目时间紧、任务重，大家抓紧时间在工地

上吃午饭。虽然条件艰苦，但伙食还不错。

③ 初春早晨的戈壁滩上依然很冷，几位工人拉起长

长的缆绳，尘土飞扬，早已睁不开双眼。

④ 夕阳西下，吊装工人们依然在忙碌着，所有人都

等待着最后一勾的完成。明天继续 ......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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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能源结构，
加快西部电力通道建设，
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

2013 年以来，我国爆发大规模雾霾天气，

超过 130 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人民群众一年 200

多天生活在严重空气污染的环境中，2013 年 1

月，北京仅有 5 天不是雾霾天，全国平均雾霾

日数为 29.9 天，达到 52 年来的峰值。2014 年

3 月召开的两会上，无论是参加会议的国家领

导人、代表委员，还是广大网友和人民群众，

雾霾都是大家关注和热议的焦点之一。

雾霾天气的频繁发生，严重影响了人们

的生活与身体健康。在形成雾霾天气的大小颗

粒物中，相比于粗大的颗粒物，细小的 PM2.5

颗粒物非常容易被人从呼吸道吸入，从而造成

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伤害，甚至诱发心脏病。

根据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对北京地区 PM2.5

化学组成及源解析季节变化研究发现，北京

PM2.5 有 6 个重要来源，分别是土壤尘、燃煤、

生物质燃烧、汽车尾气与垃圾焚烧、工业污染

和二次无机气溶胶，这些来源的平均贡献分别

为 15%、18%、12%、4%、25% 和 26%。 研 究

结果还显示，如果将燃煤、工业污染和二次无

机气溶胶三个来源合并起来，化石燃料燃烧排

放成为北京 PM2.5 污染的主要来源。

化石燃料尤其是煤炭长期以来占据着我

国能源供应和消费中的最主要位置。2013 年

我国煤炭消费总量接近 40 亿吨，占能源消费

总量的 67%，占全球煤炭消费量的 40%，且仍

将以年均 5% 的速度增长。如不尽快转变能源

发展方式，不仅我国的能源供应无法保障，大

气污染问题也将更加严峻。

早在 1952 年，作为工业革命发祥地的英

国伦敦也发生过“雾都劫难”，造成数万人死亡。

而在反思苦果之后，英国通过《清洁空气法》

强制关闭了火电厂，改造供热锅炉、减少煤炭

用量，采用新兴清洁能源替代，并制定了明确

的处罚措施，有效减少了烟尘和颗粒物。历史

的经验表明，要治理雾霾大气污染，能源结构

的调整是十分必要且卓为有效的手段之一。

在应对气候变化危机、改善能源结构和

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的过程中，大多数国家都将

发展可再生能源作为一种重要手段，而且通过

多年的努力，可再生能源在全球的迅速增长已

经使国际能源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全球

主要国家电力发展规划中，可再生能源发电规

划的比重均呈现上升趋势，而非可再生能源发

文／武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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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比重则下降。

我国政府近年来也加强了对可再生能源

的开发利用。自 2005 年颁布《可再生能源法》

以来，国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和措施，

涉及行业发展规划、技术研发、管理规范、经

济激励等各个方面，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可再生

能源的快速发展。初步统计，2013 年，我国一

次能源消费总量达到 37.6 亿吨，同比增长 4%，

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例由 2012 年

的 8.4% 提高到 9%。自 2000 年以来，我国可

再生能源发电装机以年均 15% 的速度保持增

长，2013 年可再生能源电力装机占全部电力

装机的 30%，达到 3.8 亿千瓦，年发电量 1 万

亿千瓦时，与 2012 年相比分别增长了 18% 和

8%。我国可再生能源电力中，以风电发展最

为迅速，2013 年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 1285

万千瓦，累计并网容量 7716 万千瓦，年发电

量 134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4%，占全国电

力消费总量的比例为 2.5%，超过核电成为我

国的第三大电源。

从上述统计数据而言，可再生能源发展

在近两年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相比国

外一些发达国家的电力结构和国内传统能源占

比，我国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仍

然很低，以煤炭为代表的化石能源仍占据能源

主导地位。同时，我国可再生能源在保持快速

增长势头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少问题，譬如弃

风、弃光等问题严重突出。以风电为例，2013 年，

国内因限电损失的风电发电量超过 150 亿千瓦

时，折合标准煤高达 500 万吨，而北京当前每

年燃烧的标准煤仅为 2000 多万吨，若这些风

电能得到有效利用，对雾霾天气的缓解将是一

大贡献。因此，对于可再生能源的有效利用与

发展，还需多方努力并达成共识，共同推动。

风电等清洁能源不仅是解决雾霾的“利

器”，也是各国能源结构调整的重要布局，是

全球能源向更清洁、安全和高效发展的大势

所趋。譬如，美国制定了到 2035 年 80% 电力

将来自清洁能源的目标，欧盟制定了 2020 年

20%、2030 年 27% 的、2050 年 80% 可再生能

源的贡献目标。德国更是确定了到 2020 年、

2030 年和 2050 年，分别实现 35%、50%、80%

以上的电力消费来自可再生能源的更高目标。

据我国能源专家分析，2050 年我国非化

石能源发电可满足能源消费的 62%，终端能源

消费 57% － 65% 是电力消费 ；终端电力消费

中 85% 的电力来自清洁能源（风电、太阳能

发电、水电、核电等），风电装机量达到 20 亿

千瓦，光伏发电装机达到 24 亿千瓦。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也在 2014 年 2

月发布的《中国的未来发电 ：2050 中国可再

生能源发挥最大潜力之路》报告中指出，到

2050 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可达 80%，

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来自风能和太阳能。值得注

意的是，届时采取大比例的可再生能源比继续

依赖煤炭的结构体系，电力系统的成本低出 5%

以上。与此同时，年均减少 10 亿吨煤炭消费，

减少 37 亿吨二氧化碳排放，比 2010 年全国的

总排放量减少 50%。

因此，未来我国的能源结构必然向清洁、

安全和成本稳定的方向发展，可再生能源应当

被赋予更高的战略定位，中长期成为主力能源，

近期成为主要替代能源。可再生能源在我国的

电力结构乃至能源结构中，是能够有所作为，

而且应当有所作为的。近期来看，建议从以下

几个方面着手 ：

重塑能源结构顶层设计，加快能源替代，

让可再生能源有所为。第一，借鉴欧美经验，

在“十二五”末适时修订可再生能源中长期

规划，制定更高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2020

年以前风电实现每年 2000 万千瓦、光伏 500

万千瓦稳定的年新增装机。第二，给予可再生

能源成长为替代能源足够稳定的发展环境，包

括稳定的电价水平、明确科技创新和产业支持

以及相应财税支持保障体系的建立。第三，尽

快出台生态补偿机制，制定科学的碳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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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实反映传统化石能源成本，发挥市场的资

源配置作用，从而加速清洁能源替代。

加快新疆等地输电大通道建设，推进西

部风电和可再生能源大基地建设。我国 70%

以上的清洁能源尤其是风能、太阳能集中在

“三北”地区，由于资源的天然分布与用电负

荷区域的不一致性，本地难以完全消纳，必

须依靠特高压输电通道送出。早在十年前，

清华大学原副校长、工程院院士就曾经呼吁，

尽早实施新疆、甘肃西风东送工程，利用清

洁的可再生能源来缓解东部地区的能源紧张

和环境污染。十年之后，这一设想成为了现

实，按照电网公司的规划到 2020 年新疆将建

成 6 条超高压输电线与东部及南方电网连接，

形成我国智能电网的基础网架结构，目前新

疆已经完成了两条，第三条有望在 2015 年建

成投放使用。

这些通道的投用将使新疆成为绿色电力

的源头，为缓解中东部地区的雾霾天气做出

重大贡献，也为新疆经济和长治久安的发展

做出重大贡献。譬如，在 2013 年年底建成、

2014 年年初投运的新疆哈密至郑州的 ±800

千伏直流特高压线路，输电距离 2210 公里，

预计将实现风电外送 600 万千瓦，年均 168

亿千瓦时的清洁风电电量外送其他地区，相

当于节省 550 万吨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硫排

放 1300 万吨。 

探索、创新可再生能源应用模式。我国

华北、东北地区治理大气污染、完成能源替

代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供热锅炉的替代，可以

考虑将这些地区的煤供热锅炉逐渐更换为电

锅炉，尤其是这些地区的风能资源较为丰富，

可以利用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进行供

热，建设一定比例的储热设施，既可以保障

冬季供暖，又可以极大地缓解北方地区的冬

季雾霾。

总之，作为清洁能源行业的一员，深感

责任重大，在此呼吁从事可再生能源事业的

各位同仁，共同努力推动可再生能源行业的

持续发展，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应用，

为人类奉献更多白云蓝天，给未来创造更多

资源，对人类社会做出长期贡献，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存。 （本文作者为新疆金风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全国人大代表，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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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2013 年对风电行业来说是比较

有挑战性的一年，穆格在市场战略上做了哪些

调整？

Paul Bridges ：2013 年穆格在风电领域主

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我们着重做产品的研发，

发布了新产品“新型模块化风机交流变桨系统”；

第二，对中国市场来说，我们着重增强本地化

的能力，主要是工程技术能力和售后服务能力；

第三，虽然中国市场很具挑战性，但是我们在

过去一年仍着重保持跟主要主机厂商的长期合

作关系。其实主机厂商在这个市场也面临一定

挑战，大家在这个时候保持一种经常性的联络

十分重要。除此之外，我们还跟各发电集团增

强联系，也就是终端用户，期待未来在风电机

组维护和售后服务市场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中国市场从过去非常快速的增长到现在稳

定持续的增长，在逐步走向成熟，对产品可靠

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我们也适时加强了产品

的研发，开发出符合中国市场的新产品。从目

前来说，希望从 2013 年到 2014 年，我们的

努力和中国市场的需求节奏能够匹配，未来在

中国市场能够有更多的机会。

《风能》：2013 年 10 月，穆格在中国推出

了“新型模块化风机交流变桨系统”，与传统

风电机组变桨系统相比，它在效率与可靠性方

面有哪些突破？

Paul Bridges ：首先，从理念角度来讲，

它符合风险管理和时效安全管理的理念，就是

从结构的角度去预防后期的一些问题和错误的

发生。第二，产品经过了很多内部及第三方的

测试，这些测试要求比国家标准，甚至比 GL 规

范还要高，本身能够保证产品质量的可靠性。

另外，测试中包括一项指标，叫做平均无

故障时间，也就是说有一些指标去衡量它的工

作时间。测试内容还有很多方面，比如振动、

环境，包括盐碱腐蚀等。最终你会看到一个综

合的效果，就是它的质量和可靠性。

在新产品设计的时候，我们也把一些特殊

标准考虑进去。比如在欧洲，低电压穿越是一

本刊记者／白亚茹

降低全寿命周期成本是提高
产品竞争力的关键

受访嘉宾：

Paul Bridges 先生，

穆格全球风能业务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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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比较普遍的要求，但是在中国有一个特殊要

求，除了低电压以外还要考虑到高电压的一些

波动。所以我们在考虑中国市场的时候，也把

中国市场未来的一些要求考虑进去。

另外，作为穆格的合作伙伴，远景能源在

选择产品时十分注重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这

次远景选用穆格的产品用于其最新的 4 兆瓦型

海上风电机组，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客户

对我们的设计理念和技术可靠性的认可。

《风能》：除了新产品研发，穆格在为客户

提供产品服务方面有哪些优势？

Paul Bridges ：第一个，穆格力求提高服

务和操作的简便性、快捷性。我们在中国有中

国本土的服务团队，不需要依赖欧洲或者其他

国家就能给中国客户提供更快速的服务。另外，

我们能够把服务中间的一些客户需求反馈到设

计环节，这样当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就已经考

虑到客户的需求。同时，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也

会考虑到如何让后期的服务更简单，希望通过

这个循环能够不断提高产品的升级。

  第二，通过这些努力不仅能够降低产品

成本，而且能降低整个发电成本，包括后期服

务的跟踪。客户将来也会更多关注到整体成本。

我们把这些解读为整个中国市场的需求，认为

它是更多地关注产品的可靠性和产品的质量。

我们觉得中国市场有非常大的机会，因为穆格

努力的方向也是跟市场需求是非常一致的。

《风能》：穆格如何明确下一代产品的研发

方向？

Paul Bridges：从全球来说，不仅仅是风能，

包括火电，新能源等行业的一个主要趋势是降

低发电的成本。对风电行业来说，质量、可靠

性是客户的一个需求。穆格会围绕客户需求进

一步去强化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这个不仅体

现在直接资本投资时的一次性成本，也考虑到

在后期运行和维护这两个方面的成本。从这个

角度来说，我们对产品本身的设计改进，不仅

考虑这些成本，也考虑如何简化后期的操作和

维护，这是我们研发下一代变桨产品的方向。

穆格提供的产品是一种功能性的工具，帮

助主机厂或者最终用户去降低发电成本。比如

远程操作这个软件，它是一种工具，能够远程

地做一些简单的维护，最终还是取决于主机厂

本身如何去使用这个工具。但是我们从元器件

供应商的角度，考虑到主机厂对整个风电机组

的设计要求，也考虑到后期运行和维护的要求，

从产品设计角度提供一些创新性的工具，为主

机厂提供更多的可能。

《风能》：目前，穆格在低风速或高海拔地

区有无针对性的产品设计？从穆格的角度，请

您谈一谈未来风电机组变桨系统的技术趋势？

Paul Bridges ：穆格提供的变桨系统是一

种定制化的产品。低风速地区对风电机组产品

的要求体现在叶片长度的增加，这样能够更好

地受力，产生更大的推动力，推动叶片旋转。

所以针对低风速地区，我们一开始是根据客户

的要求对每一个系统一一做定制化设计，现在

有了新型模块化交流变桨系统，这个系统的模

块化设计已经能够基本满足绝大部分低风速的

要求。针对高海拔地区，我们根据环境的要求

会选用一些特殊的零部件，但是现在在这个新

的变桨系统里我们已经考虑到了各种不同自然

环境的要求，现在这个系统既可以适应高海拔

地区，也可以适应海上（当然在一定的范围内）。

讲到产品未来的趋势，第一是可靠性，这

个可靠性就是从客户的角度来讲，降低产品的

故障率，对穆格来说就是从元器件和产品设计

的角度进行改进，使它的无故障时间尽可能地

延长。 第二，从功能性的创新角度来讲，穆格

提供给主机厂和未来业主更多的是未来运行和

维护的操作选择。比如我们现在提供了远程的

管理软件，不仅提供了监测的功能，也提供了

一个远程维护的功能，就会有更多的可能性去

降低后期操作和运维的成本，类似的一些创新

我们也会去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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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源海上风电：

龙源如东潮间带试验风电场的价值在于，它为海上示范风电场建

设建立起了一个产业链条，使中国海上风电规模化开发成为可能。

试验看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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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回望中国海上风电产业的发展历

程，龙源如东潮间带试验风电场是值得人们记

住的里程碑事件。这是记者 2014 年 1 月 13 日

身处这片试验风电场时的真实所想。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 9 款机型在试验风电

场正常运行以外，又不断有大容量机型在此相

继并网发电。这是龙源加码试验海上风电的重

要一步，最终目的是借助试验成果，让龙源海

上风电能够由潮间带向深海扩展，也让中国海

上风电拥有一条健康的产业链条，以及可以看

得见的商业未来。

回看试验历程，需要提到一个重要事件 ：

2010 年 9 月 28 日，在如东环港外滩海堤外侧

潮间带区域，30 兆瓦潮间带试验风电场建成投

产。这是具有标志性的产业链节点试验，它促

进了中国潮间带风电施工装备、作业方式、基

础形式、机组运维等环节的建立、优化和改进，

大幅降低了风电场千瓦造价成本。

这一事件让人想到实施试验项目的组织者。

早在 2008 年 5 月，龙源就在江苏组建海上风电

项目筹建处，2010 年 3 月成立江苏海上龙源公

司，专门推进如东潮间带试验风电场项目建设。

可问题是，在潮间带建设风电场全球尚无

先例，没有现成的施工技术可以借鉴。潮间带

涨潮受淹、退潮见滩，在此区域建设风电场，

常规的陆上和水上装备几乎没有使用价值。从

一台风电机组立在潮间带的工作流来看，施工

装备、施工设计是其中的核心要素，而这两点

恰恰是全球风电行业欠缺的。江苏海上龙源公

司副总经理高宏飙告诉记者，“在试验项目推进

之初，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潮间带风电场

项目就是一个施工决定设计、装备决定施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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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也就是说设计再好，施工做不到也白瞎；

施工方式再好，装备不给力也没价值”。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和建立产业链的发展

思路，就有了后来龙源和三一的合作，造出了水

陆两栖专业装备，以及再后来龙源和振华联合成

立江苏龙源振华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期望以更强

的施工装备推进潮间带风电施工技术进步。

尽管有了专用施工装备，但施工技术试验

却很不顺利。

在如东环港风电场升压站，江苏海上龙

源公司总经理张钢在和记者谈起机组基础施工

时，用“心力憔悴”表达了他当时的心情和压力。

先来看混凝土承台基础，它是潮间带试验

风电场最先尝试的基础。当时的装备条件，也

只能采取这种基础形式。简单说，这种基础是

通过围堰把海水挡在外侧，也就是在潮间带营

造陆域工况，这显然要付出比陆上更高的成本。

仅从“做成”的角度看，这种形式的基础算是

成功的，但从立一台机组花费了约 800 万人民

币的施工成本看，显然很不经济，而且做好这

样一个基础至少需要 44 天的施工时间，效率

让人难以接受。

也正因此，“我们尝试多桩导管架基础，

这是一个填补国内风电施工技术空白的做法。”

高宏飙回忆说，当时遇到两个难题 ：一个是在

“一会儿是海水一会儿是陆地”的环境中，如何

对钢结构基础进行防腐？另一个是如何计算风

轮旋转给基础角架节点造成的疲劳？这种形式

的基础节点很多，一旦节点出现裂纹，海水向

里渗透，会产生越腐蚀越疲劳的恶性循环。“在

解决关键技术细节问题的过程中，我们的团队

特别注重整合全球的技术资源，最终让这些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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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基础带来的改变是，大量的现场工作

转为陆上进行，减少了海上作业量，也就减少

了海上施工装备的使用费用，13 天便可使基础

具备机组安装的条件，比混凝土承台基础少用

21 天。在试验风电场安装的 16 台机组中，有

9 台机组采用了多桩导管架基础。

就在试验风电场建设紧锣密鼓之时，江苏

海上龙源尝试把欧洲海上风电单桩基础技术引

入到试验项目中来，并于 2010 年 8 月 13 日试

桩成功。值得说明的是，尽管这种“有过渡段”

单桩基础没有得到推广，但却引发了龙源海上

风电施工技术创新。

高宏飙解释，欧洲单桩基础大多采用过渡

段，即由“钢管桩 + 过渡段 + 高强灌浆料连

接”组成。必须考虑的风险是，这种单桩基础

在 2010 年批量出现过渡段灌浆连接失效，每

基修复费用约为 12 万欧元。还有一点是，如

果推广这种单桩基础，就要从欧洲进口灌浆材

料，每基单桩的材料费用在 70万元人民币左右。

正是考虑到有过渡段单桩基础的技术风险

和成本，“由龙源电力、江苏海上龙源、江苏龙

源振华、华东勘测设计院组成的技术团队，开始

研究海上风电无过渡段单桩基础的设计和制造

技术，与其配套的大型扶正导向架、多功能一体

化浅吃水可坐底潮间带风电施工船等相关施工

装备也在加紧研制中。” 高宏飙这样告诉记者。

实际上，30 兆瓦潮间带试验风电场项目

建成投产，就已彰显潮间带风电施工技术上的

示范性。此后，风电机组运行和维护就成为这

座试验风电场的一个重要试验任务。

2009 年 10 月 20 日是值得记忆的一天，

首批 2 台明阳 1.5MW 机组（MY1.5-82/65  双
馈异步电机）并网发电。此后，2 台远景 1.5MW

（海上型 EN1.5-82 双馈异步电机）、2 台联合

动力 1.5MW 机组（UP82 双馈异步电机）、2
台上海电气 2.0MW 机组（W2000 双馈异步电

机）、2 台三一电气 2.0MW 机组（SE9320III-S3 
绕线转子三相异步发电机）、2 台海装 2.0MW
机组（H93CN-2.0MW 异步、双馈绕线式电机）、

1 台金风 2.5MW 机组（GW109/2500 直驱永

磁同步发电机）、2 台华锐 3.0MW 机组（SL3000 
6 极双馈感应电机）、1 台明阳紧凑型 2.5MW
机组（SCD2.5/100 半直驱永磁同步电机）先

后并网发电，也就是说如东潮间带试验风电场

项目安装了 8 个厂家的 9 款机型、16 台风电机

组，实际装机容量 32 兆瓦。

在阅读“风电机组情况”资料时记者注意

到，9 款机型“型号”表述中惟有远景能源机

型强调了“海上型”。其实，参与如东潮间带试

验风电场项目的 8 个厂家无不是为了争夺海上

市场而来。“如果开发商同行来这儿了解机组运

行和维护情况，即便我们有最看好的机型，也

不会只推荐这一家的机组，相对好的机组也会

推荐，但也不会害人家。”在如东环港风电场升

压站，江苏龙源海上公司总经理助理陈强这样

告诉记者，“在所有机型中，远景能源的海上机

型发电小时数比较高，而且连续 3 年都比较稳

定。还有一点是，远景机型可靠性比较高，至

今没有更换过大部件，实现了无人值守。可以

说，在机组免维护方面，远景走在了前边。” 
陈强称如东潮间带试验风电场的试验情况

“对外公开”，但实际上，这 9 款机型的运行和

维护数据并没有对外公开发布。从机组 20 年

的生命历程看，3 年的运行时间还算不上“路

遥”，但能看出这些机型的“马力”。

数据显示，从等效满发小时数看，2013
年远景 1.5MW 机型年等效发电小时数为 2830
小时，比第二名机型高出 12%，比末名机型

高出 30%。值得一提的是，远景机型 2011 至

2013 年连续 3 年发电小时排名第一。从机型

利用率看，在 3 年中，受大部件更换或其他故

障影响，有 8 款机型可利用率年度排名发生过

前后名次的变化，而远景机型可利用率在过去

的 3 年时间年年位居第一。

再看机组出质保的情况，截至 2014 年 3
月 17 日，除了远景机组已在 2013 年 9 月出质

保外，其他 7 个厂家的机组还未出质保。按照

现场人员的说法，是“质保期延长了”。在高宏

飙看来，机组出质保是考量机组发电性能的重

题得以解决。” 高宏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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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指标，更是如东潮间带试验风电场运维管理

的试验内容，其中的知识和经验会应用到 2012
年 11 月 23 日投产的如东 150 兆瓦潮间带示范

风电场中。

回首看，如东 30 兆瓦潮间带试验风电场

给龙源海上风电发展带来了积极效应。2010 年

12 月 6 日，国家发改委核准了龙源如东 150
兆瓦海上（潮间带）示范风电场项目。这项工

程分两期实施，一期工程 100 兆瓦，选用 21
台西门子 2.38MW 机组和 17 台华锐 3MW 机

组，2011 年 6 月 21 日开工建设，同年年底投

产发电 ；二期工程 50 兆瓦，选用 20 台金风

2.5MW 机组，2012 年 11 月 23 日投产发电。

值得回味的是，在一期工程开工前，西门

子在复核其机组基础参数时发现“疲劳参数”

有问题，于是向江苏海上龙源提出质疑，接下

来双方深度研讨，还请了来了第三方机构参与

论证，结果表明是西门子的基础“疲劳参数”

有点水土不服。西门子方面认可了江苏海上龙

源的基础“疲劳参数”，并称机组立在如东潮间

带的多桩导管架基础上令人放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江苏海上龙源公司在

示范风电场选择机位进行新型单桩基础（无过

渡段单桩）沉桩试验，历经两次失败后，终于

在 2011 年 8 月 31 日试桩成功，钢管桩垂直度

偏差为 1.3‰，满足垂直误差小于 4‰的设计要

求，令人惊喜和振奋。

新型单桩基础沉桩成功，与配套施工设备

能力的提升密切相关。高宏飙举例，“大型扶正

导向架，这是龙源振华研制的配套施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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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可以实时监测与校正沉桩垂直度，以实现打

桩过程中单桩的有效导向和纠偏，可以做到垂

直度误差小于 2‰。”在尝试新型单桩基础时，

“我们已经有了荷兰 IHC 公司生产的 S-800 液

压冲击锤，以及‘龙源振华 1#’新型多功能安

装船等施工配套装备。”高宏飙补充说。

但这并非新型单桩基础施工的核心技术。

高宏飙告诉记者，“新型单桩沉桩技术在于用锤

的力度，每一锤的用力与地质情况和钢管的垂

直度有关，也就是有一个相关性技术模型。” 
新型单桩基础的成功为潮间带风电场建设

多了一种选择。2011 年 9 月开始，上海同济大

学对如东潮间带 56 台单桩机组进行持续性倾

斜监测，结果表明新型单桩基础结构安全可靠，

完全满足设计要求。

与欧洲常规单桩基础相比，龙源新型单桩

基础施工功效更高，前者需要 8.2 天才能使基

础具备机组安装条件，而后者仅仅需要 0.5 天。

新型单桩基础的优势还在于，除了节省过渡段

的灌浆材料、钢材，还减少船舶、起重设备台

班费。 “综合测算下来，每基节省工程造价约

190 万。”高宏飙表示，如东潮间带示范风电场

56 台机组采用了新型单桩基础，节约工程造价

10640 万元，相当于增加利润 10640 万元。 
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龙源海上风电获得了

“海上潮间带风电施工设备”、“钢管桩打桩施工

设备”、“钢管桩沉桩施工工艺”等多项国家专利。

比专利更有说服力的是数据。据透露，

2013 年 1 至 9 月，已完整投运的如东潮间带

风电场等效利用小时数比相邻陆上环港风电场

利用小时数高出 14 个百分点。需要说明的是，

这 14 个百分点是在如东潮间带风电场机组可

利用率比相邻陆上环港风电场机组可利用率低

3.5 个百分点的情况下的数据。这表明海上风

能资源优势明显，发电效益更为显著。

值得关注的是，在如东潮间带，龙源潮

间带风电试验仍在继续。如果说 2009 年 6 月

开工建设的 30 兆瓦试验项目不算经济账的话，

2012 年 9 月开工建设的 50 兆瓦试验风电场项

目在运作模式上有了改变 ：试验样机机位由江

苏海上龙源公司提供，而基础施工、样机吊装、

海缆铺设等一切费用则由厂商先期垫资，待试

验样机通过一定时间运行以后，再由龙源视情

确定是否进行收购。

截至 2014 年 1 月 16 日，2 台海装 5MW
样机、1 台东汽 5MW 样机、1 台远景 4MW
样机都已并网运行，1 台明阳 6MW 紧凑型样

机也将在此参与试验。与此前试验不同的是，

已在此装机的厂商都不急于通过江苏海上龙源

公司的“240”运行节点，而是积极进行各自

的测试，为未来匹配更好的产品做准备。

龙源再次为厂商提供了“商演”舞台，至

于谁的样机能受到海上风电市场的青睐，时间

会给出最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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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源科创：由内至外力推数字化风电场建设

近期媒体对风电行业最为关注的

话题之一，是所谓的“千亿”运维市场。

实际上，这是整个风电行业由早些年

注重装机量的规模性扩张，向更注重

后期运维效率提升的转变，从而使得

数字化风电场管理能力被普遍认知。

据了解，随着越来越多的风电场开始

进入出质保阶段，如何让风电场在出

质保后能通过集中的数字化管理手段

保持甚至提高效率，成为一些运营商、

整机商所思考的重要问题。天源科创

由于具有强大的风电场运维经验和整

机商关联企业等先发优势，很早就开

始进行了一些尝试，并在此类系统的

开发上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事实上，数字化管理系统早已不

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很多整机商和运

本刊记者／赵靓

营商将其当做辅助工具应用在风电场

管理工作中。但由于这些数字化管理系

统被分散运用在风电场管理的各个环

节里，能够发挥的作用被局限于一点，

很难使一家运营商的所有风电场运维

工作得到整体效率的提高。因此，开发

一个具有集中管理能力的智能化管理

平台，对一直在争取提升管理效率的企

业来说，是一件相当重要的工作。 
如果只是数据的集中，也并不是

什么太难的事情，但如何使这些集中

后的数据，成为“大数据”，为风电

场管理的各环节工作起到支持与推动

作用，从而使数据变得更有价值，最

终形成“闭环”管理，则需要将各环

节的数字管理系统进行一个功能上的

提升。

例如，天源科创的数字风电场运

营管理平台就是拥有集中数字化管理

能力的平台，其对几乎所有环节的管

理工作都进行了数字化、集中化、远

程化升级。例如我国目前的风电场监

控工作，仍主要停留在风电场监控这

个层面，天源科创则将其升级为远程

集中监控，在全球建立两个远程监控

中心，从而使得管理人员和智力支持

人员更易了解每个风电场，甚至每台

风电机组的运维情况。

在故障预判方面，传统的风电场

管理方式是采用人为关注机组运行数

据，通过个人经验预判故障的方式。

而天源科创的数字风电场运营管理平

台，则通过基于“大数据”背景的智

能预警系统，对风电机组故障进行计

算机智能预警。

同时，运维人员经验和知识的积

累，在传统风电场管理工作中采用“传、

帮、带”方式，难以形成标准化流程，

因此难以提升工作效率。而在数字风

电场运营管理平台的支持下，运维人

员可以利用知识库，包括基于 WEB
的专家库和故障树等工具，带着计算

机生成的标准化辅助解决方案去检查

机组故障，从而有效地提高工作效率，

并提高运维人员的工作能力。

另外，在物资管理方面，天源科

创的数字风电场运营管理平台摆脱了

效率低下的物资出入库和记录工作，

形成集团一体化物资库，使整个公司

的物资工作可以有序开展，实现降本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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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对于管理层来说，该平台的支持

可以包括投资分析、运维分析、经营

分析、远程监控等。对执行层来说，

该平台则可以提供备品备件管理、运

维管理、远程监控、日常办公、图表

分析等支持。而对于操作层人员，该

平台提供了风电机组管理、故障管理、

缺陷管理、工作票管理、数据填报、

巡检管理、定检管理、出入库管理等

方面的工作支持。

有关人士透露，天源科创能够总

结出这样一套先进的理念，并搭建起

该平台，是利用了长时间的理论积淀

和实践经验。 天源科创公司以及其相

关客户对于这个平台的需求，也是从

内到外产生的。开发该平台的初衷，

正是来源于风电场运维生产工作对于

信息化管理所产生的需求，而该平台

的前身，则是天源科创经过一年时间

开发出的“数字化风电场”系统。

2010 年，天源科创与国内著名新

能源公司开始合作，意图利用该系统

平台作为基础，开发适用于该公司的

智能化风电场管理系统。天源科创通

过对“数字化风电场”系统进行重新

定位，将其开发理念解释为“风电场

利润最大化解决方案”，寄望于通过这

效。设备管理则使用了生命周期管理理

念，将以前独立管理的每一台设备维护

信息进行数据整合，提高设备维护效

率，通过辅助手段增强设备的可靠性。

与此同时，该管理平台也使管理工作

摆脱了传统数据逐级上报产生的效率

低下问题，实现统一组织、综合管理，

形成更全面和有价值的综合性数据，有

力的支持评估与决策工作。

然而，以上提及的并不是数字风

电场运营管理平台的全部本事，因为

这只是提高了各环节工作的能力，使

他们从“有”到“更好”。但实际上，

天源科创开发的这个平台，最关键的

能力是使一切分支环节的系统就像被

打通了任督二脉，相互可以进行数据

的交流和利用，从而实现了大数据，

从“无”到“有”地产生了很多新价值。 
例如，在传统的风电场管理工作

中运维与物资管理是分开的，风电机

组有了故障，运维人员从物资库中提

取配件，两项工作之间的配合是线性

的。而在数字风电场运营管理平台中，

出库、入库工作可以与机组故障维修

工作进行立体式的关联，可以使管理

人员明确地知道维修工作使用了或损

失了多少备件，并与机组档案管理联

系起来，知道某台机组更换了多少备

件。再如将检修与检测工作进行关联，

可以了解到每一次检修工作所耗费的

时间，并对比同类工作所耗时间，来

判断运维人员的工作效率，以及是否

需要对一些低效人员进行培训。

因此，数字风电场运营管理平台

能够有效地将风电场管理工作的各环

节打通，并通过各环节所积累的数据

与知识，为其他环节提供支持，并通

过对这些数据与知识的深度挖掘，产

生出更有价值的内容。从而使得该平

台可以对各类人员提供重要的工作帮

套系统将风电场的运行维护通过信息

化管理起来，使风电场利润有所提高。

此外，为满足集团内部客户天润风电

的风电场管理需要，天源科创也进行

了针对性的平台建设工作。有消息称，

天源科创目前也还在与其他几家开发

商企业进行沟通，为满足他们的需求

进行该平台的建设。

虽然数字风电场运营管理平台已

经有所应用，并在技术上得到不断地

完善，但如果想要顺利地使这一类智

能化风电场管理平台发挥作用，还需

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成本。据了解，要建设

大范围的集中监控管理系统，首先要

解决的是通讯问题，因为电网对通讯

安全有着严格要求，从而必须使用纵

向加密的电力专网，或租用点到点的

电信运营商专网，令投入成本较大。

第二是由于该平台近似于企业信息化

系统，由顶层向下推动，即所谓的“一

把手”工程，从而会在无形当中为基

层人员增加一定的工作量。 
“所以如果建立了这套系统，就必

须建立使用规范。系统只是个工具，最

重要的和最大的难点是如何推动管理理

念。”一位了解此类平台的专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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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MW、2MW风电机组
风轮直径发展趋势

0 概述

了解 1.5MW 和 2MW 型风电机

组风轮直径发展趋势，对了解我国风

电整机和叶片市场的整体发展趋势具

有一定意义。其主要原因是 ：首先，

2012 年我国新增 1.5MW 和 2MW 风

电机组装机为 11636.5MW，占总装

机量的 89.8%。因此，对 1.5MW 和

2MW 机组的了解，能够有效认识风电

整机总体装机情况。其次，1.5MW 和

2MW 机组因为是目前市场上的主力机

型，其加长叶片、增大风轮直径的情

况更为多见，具有风轮直径发展趋势

的普遍代表性。

1 1.5MW和2MW型风电机组
装机趋势

我国的 1.5MW 型风电机组新增

装机容量，在 2008 年以前一直呈现

平稳上升态势，到 2008 年至 2010
年上升势头非常明显，尤其是 2009
年 1.5MW 型风电机组的装机量，比

2008 年增长了 2.5 倍左右，该单机

容量机型在 2012 年新增装机量达到

了近年来的顶峰，为 14685MW。但

这种趋势到 2011 年开始变化，当年

1.5MW 型机组的新增装机量开始下

降，2012 年降幅明显，该单机容量机

组在 2012 年新增装机量为 8254MW，

降幅高于我国 2012 年风电新增装机

量的降幅。

我国单机容量为 2MW 的风电机

组机型在 2006 年以后的新增装机趋

势与 1.5MW 机型的新增装机趋势不

本刊记者／赵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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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6年至2012年1.5MW和2MW型机组新增装机容量趋势（单位：MW）

图2	2007年至2012年1.5MW型风电机组不同风轮直径新增装机容量趋势（单位：MW）

图3	2012年各风轮直径1.5MW风电机组新增装机容量对比（单位：MW）

同，在 2010 年 1.5MW 型机组的新

增装机量在爆发式增长后达到顶峰时，

2MW 型风电机组的新增装机量仍然

平缓上升，为 2168MW。到 2012 年

1.5MW 型风电机组新增装机量的下降

趋势比较明显时，单机容量 2MW 的

机型新增装机趋势仍为平稳上升，达

3382MW。

2 各风轮直径的1.5MW机组
装机趋势

风轮直径在 70m 以下的 1.5MW
型机组的装机量一直处于比较稳定的

状态。而风轮直径为 77m 和 82m 的

1.5MW 型机组，在 2011 年以前的新

增装机量中，始终占据 1.5MW 型机

组的总装机量的前两位。其中风轮直

径 77m 的 1.5MW 机组新增装机量，

经过三年时间的迅速增长后，在 2009
年达到 5529MW，此后出现疲态，至

2010 年开始逐年下跌，到 2012 年为

999MW，已经低于风轮直径 87m 的

1.5MW 型机组。

风轮直径 82m 型机组在 2008 年

以前装机量很少，从 2008 年至 2009
年开始出现爆发式增长。在 2009 年

至 2010 年期间超越风轮直径 77m
机型，并在 2010 年达到新增装机量

9256.5MW 的最高峰，之后的 2011
年和 2012 年新增装机量开始下降，但

截止到 2012 年，该风轮直径的机组仍

是 1.5MW 型风电机组新增装机量最

多的，为 3423MW。从图 1 与图 2 的

对比中可以看出，风轮直径 82m 机型

的新增装机容量与整个 1.5MW 型机

组新增装机容量曲线相近，是 2012 年

以前对整个 1.5MW 机组市场影响最

大的机型。

风 轮 直 径 为 86m 的 1.5MW 机

组新增装机容量从 2010 年开始始

终保持稳定上升状态，至 2012 年达

到 1868.5MW。风轮直径为 87m 的

1.5MW 机组在 2011 年以前新增装机

容量稳步增长，到 2012 年达到稳定，

为 1228.5MW。风轮直径为 88m 的

1.5MW 机型曾在 2010 年装过 1 台，

此后直到 2012 年又安装了 198MW，

因此在 1.5MW 型机组中所占比例较

小。风轮直径为 89m 的 1.5MW 机

组 从 2011 年 开 始 有 装 机，2011 年

和 2012 年的新增装机容量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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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MW 和 481.5MW。风轮直径为

93m 的 1.5MW 机组也是从 2011 年开

始有装机的，当年装机量并不大，只

有 2 台，到 2012 年装机数量达到了

80 台，容量 120MW。

3 各风轮直径的2MW机组装
机趋势

风轮直径 82m 以下的 2MW 型风

电机组在 2009 年以前的新增装机容量

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当年新增装机容

量达到 960MW，占 2009 年 2MW 机

组装机量的 83%。2009 年以后风轮直

径 82m 以下的 2MW 机型装机量开始

降低，在 2011 年前后分别被 83m 至

91m 或 93m 以上的 2MW 机型装机量

超越，仅占当年 2MW 机组总装机量

的 14.25%。

风轮直径在 83m 至 91m 区间的

2MW机组在 2009年以前装机量很少，

2010 年至 2011 年增长迅速，2012 年

装机增长渐趋平稳，当年新增装机量

为 838MW。风轮直径为 93m 以上的

2MW 机组在 2009 年以前的装机容量

也较少，当年装机容量仅为 128MW，

从 2010 年开始至 2012 年，该风轮直

径长度区间的 2MW 机型保持了强劲

的增长势头，2012 年新增装机容量达

到了 2062MW。

4  大 风 轮 直 径 的 1 . 5 M W 和
2MW机组产品

1.5MW 和 2MW 机组风轮直径

的不断增加以及风电市场对其的反

应，主要源自于我国对低风速风区开

发的重视程度有所增加。大风轮直径

的机组往往被厂商定义为低风速型风

电机组。

据了解，1.5MW 的第一台 87m
和第一台 93m 风轮直径的机组均由

远景能源制造，推出时间分别为 2009
年和 2011 年。2012 年金风科技也推

出了风轮直径为 93m 的低风速机组，

据有关资料显示，该机组为针对年平

均风速为 6.5m/s 以下四类风速区域

设计，可在平均风速 5.5m/s 条件下，

年发电达 2000 标准小时数以上。据

了解， 风轮直径为 93m 的 1.5MW 机

组能够使占我国风能资源 30% 的超

低风速地区的风能资源得以有效开

发。2013 年联合动力推出了拥有“最

大”风轮直径的 1.5MW 机组，该机

组的风轮直径达到了 97m，在同等工

况和风速的条件下，发电量可以超过

该公司风轮直径 86m 的 1.5MW 产品

20%。

在生产 2MW 机组的整机商中，

南车风电、三一重能、Vestas 分别推

出了风轮直径达 110m 的产品，海装

风电推出了风轮直径 111m 的 2MW
机组，Gamesa 则推出了 114m 风轮

直径的 2MW 机组。

其中，南车风电的 110m 风轮直

径 2MW 机 组 于 2013 年 2 月 下 线，

在现有风电机组设计技术基础上，是

针对低风速地区风况特点，完全自主

研制的一款风电机组。三一重能所推

出风轮直径 110m 的“超级风机”通

过超长的叶片设计保证了 2.0MW 的

机组能够适用于二类到四类风电场的

要求。该款机组的扫风面积比 93m
风轮直径机组大 40%，发电量比常

规机型提高 35%，发电机也可实现

1.1 倍的长时超发和 1.2 倍短时超发。

Gamesa 2MW 的 114m 风轮直径机

组的首批产品在 2013 年生产出来，

该机组的扫掠面积比其前身 97m 直径

2MW 机组增大 38%。

图4	2007年至2012年2MW型风电机组不同风轮直径装机容量趋势（单位：MW）

图5	2012年各风轮直径2MW风电机组新增装机容量对比（单位：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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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部分风轮直径86m以上的1.5MW机组产品

公司 风轮直径（m）

金风科技
87

93

华锐风电 87

远景能源
87

93

明阳风电 87

运达风电 88

联合动力
86

97

北车风电 86

三一电气 87

表2 部分风轮直径100m以上的2MW机组产品

公司 风轮直径（m）

湘电风能 105

海装风电 111

上海电气 105

南车风电 110

三一重能
100

110

许继风电 100

Gamesa 114

Vestas
100

110

5 总体情况

总 体 看 来，1.5MW 和 2MW 型

风电机组的风轮直径发展趋势较为明

显地趋向于增大，作为风轮直径迅速

加大的分水岭，2009 年是较小风轮直

径机组安装量最高的一年，此后增大

风轮直径的机组装机量开始迅速增加，

逐渐取代了较小风轮直径的机组。但

1.5MW 与 2MW 机型新增装机量不同

的一点主要表现在 2010 年以后的趋

势，2010 年以后 1.5MW 的装机量有

所降低，而 2MW 的新增装机量仍在

增长。

然而，不断增大风轮直径并不是

长久之计。由于我国风电招投标体制

一般以千瓦功率为单位进行价格的对

比，在短期内使叶片长度更长、风轮

直径更大的产品受到市场青睐。然而，

也正是因为单位价格的限制，风轮直

径更大的产品成本也更高。据悉，增

加叶片长度会改变机组的整体载荷变

化，对轴承、齿轮箱等零部件的要求

也会明显提高。目前 1.5MW 的风轮

直径达到了 97m，而此前 2MW 的风

轮直径才 82m，就齿轮箱、叶片等关

键零部件而言，其成本增加的程度是

不言而喻的。因此，即使是最早投身

于加长叶片设计的整机厂商和叶片供

应商，也在考虑这种方式的解决方案

在未来并不能达到持续发展，从而开

始主动增大整机功率，以避免成本与

安全性带来更多问题。

（本文部分数据来源于《中国风电

产业地图 2008-2012》）

摄影：杨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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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欧洲风电装机统计
欧洲风能协会（EWEA）

编译		苏晓

风电新增装机分析

2013 年，欧洲风电新增装机容量为 1203
万千瓦，其中欧盟国家装机容量为 1115.9 万千

瓦，比上一年同比减少 8%。欧盟新增装机中，

陆上风电为 959.2 万千瓦，海上风电为 156.7
万千瓦。对比前一年，可以看出，欧盟陆上风

电市场减少了 12%，而海上装机则大幅增长了

34%。2013 年，欧盟在风电场项目上的投资额

大约为 130 亿欧元至 180 亿欧元，陆上风电场

大概占 80 亿欧元至 120 亿欧元，海上风电场

则为 46 亿欧元至 64 亿欧元。  
在年装机容量上，目前为止德国是 2013

年欧洲最大的风电市场，新增装机大约 323.8

摄影：朱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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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2年与2013年欧洲风电装机情况（MW）1

国家 2012年新增 2012年累计 2013年新增 2013年累计
欧盟国家

奥地利 296 1377 308 1684

比利时 297 1375 276 1651

保加利亚 158 674 7.1 681

克罗地亚 48 180 122 302

塞浦路斯 13 147 0 147

捷克共和国 44 260 9 269

丹麦 220 4162 657 4772

爱沙尼亚 86 269 11 280

芬兰 89 288 162 448

法国 814 7623 631 8254

德国 2297 30989 3238 33730

希腊 117 1749 116 1865

匈牙利﹡ 0 329 0 329

爱尔兰 121 1749 288 2037

意大利 1239 8118 444 8551

拉脱维亚 12 60 2 62

立陶宛 60 263 16 279

卢森堡 14 58 0 58

马耳他 0 0 0 0

荷兰 119 2391 303 2693

波兰 880 2496 894 3390

葡萄牙 155 4529 196 4724

罗马尼亚 923 1905 695 2599

斯洛伐克 0 3 0 3

斯洛文尼亚 0 0 2 2

西班牙 1110 22784 175 22959

瑞典 846 3582 724 4470

英国 2064 8649 1883 10531

欧盟 28 国 12102 106454 11159 117289

欧盟 15 国 9879 99868 9402 108946

欧盟 13 国 2224 6586 1757 8343

候选国

马其顿共和国 0 0 0 0

塞尔维亚 0 0 0 0

土耳其 506 2312 646 2956

合计 506 2312 646 2956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冰岛  0    0   1.8 1.8

列支敦斯登  0    0    0    0  

挪威 166 703 110 768

瑞士 4 50 13 60

合计 170 753 125 830

其他

白俄罗斯 0 3 0 3

法罗群岛  2  2  5  7 

乌克兰 125 276 95 371

俄罗斯 ﹡ 0 15 0 15

合计 127 297 100 397

欧洲总计  12906   109816  120030 121474

1.	初步或预测数据。根据前一年的预测，有37.2万千瓦的风电场项目退役、翻新，加上数据四舍五入的统计方
式，2013年年底累计装机总量并不完全等同于2012年年底的总量加上2013年新增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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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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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4
8%

万千瓦，其中海上风电占了 7%，约 24 万千瓦；

英国为 188.3 万千瓦，排在第二位，其中包括

73.3 万千瓦海上风电（39%）；接下来是波兰

（89.4 万千瓦）、瑞典（72.4 万千瓦）、罗马尼

亚（69.5 万千瓦）、丹麦（65.7 万千瓦）、法国

（63.1 万千瓦）和意大利（44.4 万千瓦）。

位于欧洲中部和东部地区的新兴市场中，

包括克罗地亚在内，共装机 175.5 万千瓦，占

总装机的 16%。不过相比 2012 年（18%），这

些国家在 2013 年占欧盟市场总份额的比例出

现轻微下滑。

另外，在整个欧盟 2013 年新增装机量

中，仅德国和英国两个国家就占据了 46% 的份

额，市场情况比 2012 年更加集中，而这种集

中度是欧盟风电市场从 2007 年以来首次出现。

2007 年，欧盟新增装机排名前三位的国家——

丹麦、德国和西班牙的装机之和大约占了当年

总量的 58%。

从表 1 明显看出，2013 年，很多传统装

机量大的市场，如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的风

电装机量均出现大幅下滑，相比 2012 年分别

下 滑 了 84%、65% 和 24%。2013 年， 海 上

风电占整个欧盟风电装机的比例为 14%，比

2012 年增长了 4 个百分点，这也进一步说明

了 2013 年装机市场的集中度高。

  

各种能源发电装机分析

总体来看，2013 年欧盟的整个新增电力

装机为 3500 万千瓦，比 2012 年减少了 1000
万千瓦。在 2013 年电力的新增装机总量中，

风电占了 32%（1120 万千瓦），光伏以 31%
排在第二位（1100 万千瓦），天然气以 21% 排

第三位（750 万千瓦）。在新增装机上，风电、

光伏和天然气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让其他能源发

电技术望尘莫及。其中，煤电装机为 190 万千

瓦（总量的 5%），生物质能 140 万千瓦（4%），

水电 120 万千瓦（4%）、聚光太阳能发电 41.9
万千瓦（1%），燃油发电 22 万千瓦，垃圾发

电 18 万千瓦，核电 12 万千瓦，地热能发电 1

图2	2013年欧盟成员国新
增装机市场份额（MW）



International | 国际

2014年第03期  41  

聚光太阳能
419
1%

垃圾发电
180
1%

地热
10
0%
海洋能
1
0%

风电
11159
44%

水电
1216
5%

生物质能
1455
6%
光伏
11010
43%

万千瓦，海洋能发电 0.1 万千瓦。

2013 年，共有 1000 万千瓦装机的天然气

电站退役，另外还有 770 万千瓦的煤电、270
万千瓦的燃油电站和 7.5 万千瓦的生物质能电

站也退役。 

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分析

2013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新增装机容量

为 2540 万千瓦。在欧盟，超过 72% 的电力新

增装机容量来自可再生能源。而且，这也是欧

煤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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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燃油
220
0.6%

风电
11159
32%

光伏
11010
31%

天然气
749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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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13年欧盟新增电力
装机结构图（MW）

图4	2013年欧盟可再生能源
电力新增装机容量（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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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第六年来有超过 55% 的新增电力装机来自

可再生能源。

2000 年，欧盟可再生能源发电新增装机

容量总共仅为 360 万千瓦。2010 年以后，每

年度可再生能源发电新增容量已经在 2470
万千瓦与 3520 万千瓦之间，比 2000 年高出七、

八倍。

可再生能源发电在整个新增电力装机容量

中的比例也在增加。2000 年，可再生能源占新

增电力容量的比例为 22.4%，2013 年这一数据

已上升至 72%。自 2000 年以来，欧盟新增的

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总量为 38500 万千瓦。

自 2000 年以来，燃气发电（13170 万千

瓦）、风电（1154 万千瓦）和光伏发电（8000
万千瓦）装机量的净增长正好弥补了燃油、煤

电和核电的下降份额，这三者装机量分别减少

了 2870 万千瓦、1900 万千瓦和 950 万千瓦。

过去 13 年，其他一些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譬

如水电、生物质能发电、垃圾发电、聚光太阳

能发电、地热发电和海洋能发电也呈现了不同

程度的增长，虽然他们的增长速度比风电和光

伏发电慢得多。

欧盟的电力部门依然在努力取缔燃油、煤

炭和核能的发电模式，并不断增加燃气、风能、

光伏和其他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

历年风电装机分析

自 2000 年以来，风电在整个电力装机中

的比例增长了 5 倍，2000 年是 2.4%，2013
年达到 13%。同样在这段时期，可再生能源发

电占总电量的比例增长了 61%，2000 年可再

生能源发电占整个总电量的比例为 24.5%，到

2013 年是 39.6%。

欧盟风电年装机量在过去 13 年得到了

稳步增长，从 2000 年的 320 万千瓦到现

在的 1100 万千瓦，年复合增长率超过了

10%。

2000 年，丹麦、德国和西班牙的年风电

装机量排在欧盟前三位，占了整个欧盟风电

装机的 85%。到 2012 年，这一占比下降到

29%。2013 年，虽然西班牙风电市场大幅度

收缩了 84%，德国市场却增长了 36%。所以，

该三个国家在整个欧盟市场中的份额依然有

36%。

另外，在 2000 年，13 个欧盟新增成员

图5	2013年各种
电力新增装机与
退役容量（MW）

15000

10000

5000

-5000

-10000

11159 11010

7491

1900 1455 1216 419 220 180 120 10 1

-15000

光伏  风电 天然气

新增容量 退役容量

煤电 生物质能 水电 垃圾发电 核电聚光
太阳能

燃油 地热 海洋能

-324

-10146

-2792

-80

-7723

-750 -19



International | 国际

2014年第03期  43  

图6	历年电力装
机结构分布与可
再生能源发电份
额（MW，%）

图7	2000年-2013
年欧盟各种电力
净装机容量（GW）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60000

泥炭

地热

燃油

聚光太阳能

水电 海洋能

核电

光伏

煤电

垃圾发电

风电

天然气

生物质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72%
R

E
S

-20

0

20

40

60

80

100

120
105 103

80

-13
-19

-24

风电  天然气 光伏 生物质能  水电 核电 煤电聚光
太阳能

燃油垃圾发电 地热 泥炭 海洋能

国 还没有风电 2，但到 2013 年，这些国家的

风电市场占据了整个欧盟风电市场的 16%。

然而，这些装机主要集中在两个国家，分别是

波兰和罗马尼亚。这一现象也说明，可再生能

源政策的稳定性影响了欧盟很多国家的风电发

展，并使风电装机容量越来越集中在少数的几

2.	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波兰，罗马尼
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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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2000年欧盟电力结构
图（MW，%）

图9	2013年欧盟电力结构
图（MW，%）

个国家。

2013 年是欧盟海上风电装机的最高纪录

年，有 156.7 万千瓦的新增装机容量并入电网。

海上风电装机量已经占据欧盟年度风电市场总

量的 14%，2012 年这一比例是 10%。

至今，欧盟的风电总装机容量为 1.17 亿

千瓦，在前一年基础上增长了 10%，比 2012

年的增长水平低一些。德国的装机量依然最

多，其次是西班牙、英国、意大利和法国。另

外欧盟有 11 个国家的风电累计装机容量也超

过了 100 万千瓦，分别是奥地利、比利时、丹

麦、法国、希腊、爱尔兰、荷兰、波兰、葡萄

牙、罗马尼亚和瑞典。其中，丹麦、法国、德国、

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瑞典、英国这 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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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风电装机量超过了 400 万千瓦。

德国和西班牙是欧洲国家中风电累计装机

容量最高的国家，分别为 3430 万千瓦和 2300
万千瓦，两国总装机量之和占了整个欧盟装机

量的 49%。英国、意大利和法国紧随其后，分

别为 1050 万千瓦、860 万千瓦和 830 万千瓦，

即约占 9%、7% 和 7%。在新的欧盟成员国中，

波兰以 340 万千瓦的累计装机量进入前 10 的

行列，超过了荷兰，罗马尼亚则以 260 万千瓦

的成绩排在第 11 位。

图13	各成员国占欧盟风电装
机总容量（118GW）的份额

欧盟总电力消费 陆上风电发电量 海上风电发电量
陆上风电发电量占

欧盟电力消费比

海上风电发电量占

欧盟电力消费比

风电发电量占欧

盟电力消费比

3280TWh 233TWh 24TWh 7.1% 0.7% 7.8%

表2 风电在欧盟总电力消费中的份额3 

欧盟风电发电量的估计

估计欧盟国家风电年发电量约为 2570 亿

千瓦时，占欧盟电力总消费的 7.8%（参见表 2）。
按照这种方法论，丹麦的风电在电力消费中的

比例依然是欧洲国家里面最高的，为 27.1%，

其次是葡萄牙（16.8%）、西班牙（16.3%）、

爱尔兰（12.7%）和德国（10.8%）。在欧盟新

成员国中，罗马尼亚的风电在电力消费市场中

的比例最高，为 6.9%。

3.	风电发电量占比是利用陆上与海上机组平均容量因子以及欧洲统计局（2011）关于电力消费的数据推算出
来的。因此，表2显示的发电量份额均是根据2013年年底风电装机量推测的估计值，数据并不一定完全准确地
反映过去一年风电真实发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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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机学院从 2007 年开始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

业招收风电方向本科生，探索风电行业人才培养模式。2011
年 10 月上海电机学院作为首批获准实施“服务国家特殊需求

人才培养项目”的院校，从 2012 年开始招收全日制电气工

程领域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上海电机学院基于自身的办学

基础和长三角地区对风电人才的迫切需求，选择电气工程领

域的“风电技术方向”作为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

重点，积极探索电气工程硕士（风电方向）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方法。

“风电技术方向”校内实践教学研究

文／上海电机学院  谢源



Classroom | 课堂

2014年第03期  49  

和研究生的风力发电技术综合实验室。教师利用风力发电

技术综合实验室开展学生的实践教学，实践教学可以是理

论课程里的实验部分，也可以是单独开设的实验课或者课

程设计。

上海电机学院风力发电方向

本科生开设了若干风力发电技术

相关的课程，本科生的课程分为

两类 ：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风

力发电技术》和《风力发电工程

及应用》2 门理论课程为 48 学时，

其中 40 学时为教室授课，8 学时为实验学时。另外 2 门

本科生的理论课程均为 32 学时，没有实验学时。此外本

科生开设了两门实践课程，让学生通过动手操作、设计计

算、调试安装等环节进一步学习和掌握风力发电技术。

从培养风力发电方向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角度出发，

仅仅是通过课堂授课介绍风力发电技术很难满足研究生掌

握风力发电工程技术的要求。因此有必要根据风力发电方

向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要求，在课程中增加实验和实践

环节，研究如何让实践方式与理论课程教学合理的结合。

由于专业学位研究生风力发电技术理论课中实验课时远高

于一般的课程，因此要配备足够多的实验设备和实验项目，

并完善综合实验室的功能，让实验室的实验项目无缝融合

到研究生的课程中去，力争使每门风力发电技术课程实现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让研究生通过理论学习和实践技能掌

握该门课程的知识。

此外，除了课程实践外，学校还多次组织教师和学

生赴丹麦、德国等国家进行交流学习，体验不同国家的风

电课程教学模式。

经过几年的教学，风力发电校内实践教学在上海电

机学院得到了很好的实施。尤其是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

养工作的开展，对风力发电校内实践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

上海电机学院根据师生的反馈不断调整实验和实践项目，

对暂时不能实施的实验和实践项目提出相应的建设方案，

为完善风力发电校内风力发电综合实验室提供可行的建设

计划。

在风力发电方向本科生的专

业课程教学阶段，上海电机学院设

置了若干风力发电技术课程，培

养学生掌握风力发电基本原理与

技术。对于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已经完成了两届研究生 3 个学期

的课程教学，逐步完善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课程教学模式，

研究更符合风电技术方向工程硕士研究生的课程设置、教

学内容和教学手段。由于招收的硕士研究生虽然本科阶段

所学专业大多与电气工程相关，但大部研究生在本科阶段

并没有实质性的接触风力发电技术。因此在课程学习阶段，

有必要安排一定数量的风力发电技术课程。

在研究生课程教学的实施过程中，目前重点是按照

培养计划制定课程体系，制定合理的教学大纲和授课计

划，挑选合适的教师完成课程教学等一系列课程教学常规

工作。教师在总结课堂授课经验也意识到，对于研究生的

课程教学，仅仅在课堂上讲解、讨论、问答已经不能满足

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求，特别是对于风力发电技术这一

工程背景很强的方向。所以开展课程教学中实践环节的研

究和实施已经迫在眉睫，这也符合上海电机学院对工程硕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提出的“工学交替”的理念，因此

上海电机学院风力发电技术教学团队开展了“科研教学双

赢型风力发电团队的深入研究与实践”、“专业学位硕士研

究生校内风力发电综合实验项目建设”等多个风力发电实

践教学方面的课题研究。

风力发电实验室是学生校内

课程实践的基础，为本科生和专

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实践教

学提供必需的场地和设施。多年

来上海电机学院在从事风力发电

领域科研和教学过程中，积累了

一定的科研设备，目前这些科研设备分散在上海电机学院

两个校区的多个实验室中，如果能够把这些科研设备集中

整合，按照功能或者硬件的不同合理布置安放位置，统一

规划布线，配上投影仪、移动黑板、教学扩音系统等教学

必须的辅助系统，可以建设成一个功能齐备、面向本科生

课程教学

风电实验室
建设

实践项目
设计

本文由上海电机学院教育教学研究项目A1-0212-00-010-01和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12YZ186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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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风能是清洁的可再生能源，风力

发电是新能源中技术成熟、具备规模

化开发条件和商业化发展前景的发电

方式之一。发展风电对于缓解能源压

力、调整能源结构、促进国民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贵州省电能结构以火电和水

电为主，根据贵州电网 2011 年运

行总结资料，贵州电网统调装机容

量 为 28.80GW， 其 中 火 电 装 机 容

量为 17.44 GW，占总装机容量的

60.55%，水电装机容量为 11.31GW、

占 总 装 机 容 量 的 39.28%。[1] 近 年

来，为了改善能源结构，开发清洁能

源，贵州省大力发展风能发电。根

据贵州省能源局资料，截至 2012 年

年底，贵州已建风电场装机规模约

600MW，核准在建风电场装机规

模约 1300MW。贵州属高原山地地

貌，岩溶发育，冬季时常出现凝冻天

气。山地、岩溶、凝冻对风电场投资

会产生较大的影响。本文结合贵州已

建、在建风电场投资情况，分析山地、

岩溶、凝冻对风电场投资的影响，总

结贵州山区风电场投资特点，并对山

区风电场与平原风电场投资做对比分

析，提出编制贵州山区风电场工程造

价应注意的问题，供其他类似风电场

工程造价编制时借鉴。

1 山区风电场投资特点分析

风电场投资可划分为三个部分 [2-3]：

设备及安装工程投资、土建工程投资和

其他费用。设备及安装工程包括风电机

组、塔筒、箱变、主变等风电场所有

永久设备及安装 ；土建工程包括风电

贵州山区风电场投资特点分析
魏徐良，彭远春，陆兰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贵阳	550081）

摘  要 ：由于受到山地、岩溶和凝冻的影响，贵州山区风电场投资具有一定的特点。本文通过分析这些因素对贵州山区风电

场投资的影响，并对山区风电场与平原风场投资进行对比分析，总结贵州山区风电场投资特点，提出编制贵州山区

风电场工程造价时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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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haracterics on Wind Farm Investment in the Mountain Area
of Guizhou

 Wei Xuliang, Peng Yuanchun, Lu Lan
（Hydrochina Guiyang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Guiyang 550081, China）

Abstract: Wind farm in mountain area of Guizhou is a�ected by mountain area, karst and icy，and its investment have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is paper analyses how those factors a�ect the investment of wind farm in mountain area of Guizhou and makes a investment 

comparison between wind farm in mountain area and that in plain, summari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vestment,and pu�ing 

forward some questions which should be pay a�ention to when you prepare the investment of wind farm in the mountain area of 

Guizhou.
Keywords: Guizhou mountain areas; wind farm; investment characteristics; mountain area; karst; icy



 Industry | 产业

2014年第03期  51  

机组及箱变基础、配电设备基础、升

压站、交通、环保及水保工程、施工

辅助工程等 ；其他费用包括建设用地

费、建管费、生产准备费、勘测设计

费、监理费等 [2-3]。下面将分别分析山

地、岩溶、凝冻对设备及安装工程投资、

土建工程投资和其他费用的影响。

1.1 山地、凝冻对设备及安装工程

投资的影响

（1）山地对设备运输费用的影响

山地地区道路弯道多、纵向起伏

大（尤其是国道、县道、乡村公路、

场内道路），运输费用比平原风场运输

费用高，同时为了尽量减少转弯路段

道路改造和两侧障碍物的清除，需要

增加特殊运输设备以尽可能提高转弯

路段的通行能力，均增加了设备运输

费用。 
（2）山地、凝冻对集电架空线路

投资的影响

山地地形增加了架空线路的施

工难度，部分材料需要人工搬运，甚

至部分工程由于施工机械无法到达需

要人工施工，这些都增加架空线路投

资。再者，由于山地地形机组布置分

散，集电线路长度增加，相应的投资

也增加。

凝冻是贵州主要灾害性天气之一，

其出现次数之多居全国首位，由于贵

州冬季空气湿度大、温度低，且架空

线路多在地势较高处，线路及塔架极

易产生浮冰，浮冰增加了线路、塔架

的重量，影响到架空线路的安全，需

采用增大线径和加强型塔架等措施来

确保线路安全，增加了线路的投资。

1.2 山地、岩溶对土建工程投资的

影响

山地、岩溶对土建工程投资影响

较大的主要集中在风电机组基础、吊

装平台及升压站场平、公路、大件运

输道路桥涵改造加固、水土保持方面。

（1）山地、岩溶对风电机组基础

投资的影响

贵州山地大部分岩石裸露，基础

开挖基本为石方，且岩溶裂隙发育，

夹杂泥土，地基承载力不均匀，需要

开挖的基础深度较深，并且需要对裂

隙、裂缝等岩溶发育部位进行回填处

理，增加了机组基础投资。

（2）山地、岩溶对风电机组吊装

平台、升压站场平投资的影响

贵州山区风电机组吊装平台均布

置在地势较高的山顶或山脊上，导致

吊装平台土石方开挖及砌石工程量大，

同时由于山区地形限制及岩溶发育，

升压站的场平也存在大量的土石方开

挖、砌石工程量及基础处理工程量，

均增加了场平土建投资。

（3）山地、岩溶对公路投资的影响

贵州山区风电场风电机组均布置

在地势较高的山顶或山脊上，且贵州

山体不连续，多为分散的独立山体，

场内公路布置多为山底到山顶的盘山

公路，公路里程长，土石方开挖量大，

加之岩溶发育，边坡治理、路基处理

工程量大，公路投资较高。

（4）山地对大件运输道路、桥涵

改造及加固费的影响

风电场设备运输中费用高、难度

大的主要是风电机组、主变的运输，

机组运输的制约因素为叶片长度，主

变运输的制约因素为主变重量。 
由于山地地形的限制，省内的国

道、县道、通村公路部分路段转弯半

径过小或两侧有障碍物，无法满足叶

片的运输要求，必须对道路进行临时

改造或者清除道路两侧障碍物后方能

通行，增加了相应投资。

贵州地处山区，桥梁众多，且部

分桥梁为早期建设，桥梁荷载较低，

大多集中在国道、县道、乡村公路上，

由于主变重量重，需要对荷载不满足

要求的桥梁进行加固处理，增加了相

应投资。

（5）山地、岩溶对水土保持投资

的影响

贵州属喀斯特地貌，水土流失严

重，土层薄，植被恢复困难，有些工

程甚至需要购买耕植土恢复植被，且

由于工程建设土石方开挖量大，对植

被的扰动大，以上因素均增加了保持

水土的投资。

1.3 山地、岩溶、凝冻对其他费用

的影响

山地、岩溶、凝冻增加了设备及

安装工程、土建工程的工作量及难度，

也给建设管理、监理、勘察设计增加了

工作量和难度，从而导致建管费、监理

费、勘察设计费等其他费用的增加。

2 山区风电场与平原风电场
投资对比分析

为客观真实地反映山区风电场及

平原风电场投资情况，避免个别特殊

项目导致投资特点的失真，一是增加选

取项目的数量；二是所选项目所在的地

域尽可能地分散；三是所选项目投资具

有典型性。经对选取大量贵州山区风电

场及平原风电场投资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并进行算术平均后，见表 1。
2.1 投资构成分析

根据“表 1”中的数据对比分析

风电场静态投资中各部分投资的构成

占比，投资构成占比饼图如图 1 所示。

从投资构成占比饼图可以看出 ：

装机容量均为 50MW，贵州山区风电

场土建工程投资占比比平原风电场高

8%，说明山地、岩溶对土建工程投资

影响较大，是贵州山区风电场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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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资特点。

2.2 静态总投资及单项投资对比分析

从表 1 中的数据可以看出 ：装机

容量均为 50MW，贵州山区风电场

比平原风电场静态投资高出 6819 万

元（19%）。其中，土建工程投资高出

4433 万元（104%），设备及安装工程

投资高出 2082 万元（7%），由此可

得出，贵州山区风场与平原风场相比，

建筑工程投资增幅最大，是投资增加

的首要因素。

3 编制贵州山区风电场工程
造价时应注意的问题

3.1 土建工程部分

（1）土石比的确定

由于贵州山地覆盖层较薄，甚至

基岩裸露，土方比例低，石方比例高，

根据目前已建及在建风场资料，土方

比例多集中在 10% － 30%，石方在

70% － 90%。

（2）公路投资

由于贵州风电场多为盘山公路，

修建工程量大且施工难度大，根据目

前已建及在建风场资料，公路造价指

标多集中在每千米 60 万至 100 万，

盘山公路指标高，山底或山脊公路指

标低。

（3）吊装平台及升压站场平投资

由于场平存在大量土石方开挖及

支挡工程量，非正负 30cm 内的简单

场平，故场平投资高，需根据开挖及

支挡工程量计算投资。

（4）风电机组基础投资

岩溶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开挖后

的风电机组基础时常出现软弱夹层或

溶洞，需对其进行处理，除常规的机

组基础结构土建投资外还需预留相关

基础处理费用。

（5）大件运输道路及桥涵改造加

固费

基于目前贵州交通状况，风电机

组、塔筒、主变在运输过程中会存在

道路桥涵改造加固，需增加该项费用，

途经国道、县道、通村公路距离长的

费用高、反之费用低。

3.2 设备及安装工程部分

受山地地形及凝冻气候的双重影

响，集电架空线路投资高，根据目前

已建及在建风场资料，其造价指标多

集中在每千米 50 万至 70 万。

4 结语

贵州山区风电场由于受到山地地

形、岩溶发育、凝冻气候的影响，投

资具有自身特点，只有了解了以上这

些特点，才能合理准确地确定贵州山

区风电场工程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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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山区及平原风电场投资统计表（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土建投资
设备及安

装投资
其他费用 预备费 静态投资

1 贵州山区风电场 8696  29963  3715  847  43222 

2 平原风电场 4263  27881  3546  714  36402 

3 差值（1-2） 4433  2082  170  134  6819 

4 比例（3/2） 104% 7% 5% 19% 19%

备注：1、本表中投资数据为多个风电场投资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2、平原风电场是指三北地区（东北、西北、华北）部分风电场；

           3、表中投资均为装机容量为 50MW风电场对应投资。

图1	贵州山区风电场与平原地区风电场投资构成对比图

(a)贵州山区风电场投资构成占比图 (b)平原地区风电场投资构成占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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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北方地区，以一期新建装机容

量 49.5MW、远期装机容量 200MW
的风电工程为例，风场内建设 220kV 
升压站一座，风电机组所发电量以

35kV 电压等级接入该升压站。咨询单

位项目经理接到工程设计任务时，应

根据《风电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

制办法》规定的内容深度要求，结合

本工程的实际情况，以提供本次工程

合格的咨询成果为目标，对项目资源

和实施过程进行计划、组织、协调和

控制等方面的项目管理工作 [1]。

风电工程可研阶段开展设计工作

的一般工作程序可总结如图 1 所示。

1 设计组织

为提高工作效率，高质量地完成

业主委托目标，科学合理地分配人力

资源，实现人力资源与工作任务之间

的优化配置，调动其积极性，对工程

项目团队人力资源进行计划、吸纳和

发展管理 [2]，成立一个工程项目组。

该项目组由单位技术负责人（副总工

程师 ) 主管本工程，由项目经理担任

工程设计总工程师，各专业工程设计

人员加入该工程项目部。根据风电工

程的特点，可研阶段设计工作需要 18
个专业（风能、系统、系统保护、通信、

远动、电气一次、电气二次、土建、总交、

暖通、水工工艺、水工结构、水文气象、

测量、地质、环保、送电、技经）参与，

从而形成了本工程的组织结构。项目

各专业组织人员表见表 1。

风电工程可研阶段设计策划的几点总结
杨德清1，乔兵1，李威杰1，王景涛2，王强2

（1.	内蒙古电力勘测设计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0；2.	内蒙古华电巴音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0）

摘  要 ：风电工程可研阶段设计时，应根据委托方提出的设计要求及提供的设计原始输入资料，依据《风电场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编制办法》规定的内容深度要求，提前进行策划，编制工程设计计划，做好设计组织管理工作，实现工

程可研阶段设计工作质量、进度及成本三大目标的统一。其中，专业间互提资料计划是工作计划中关键线路中的

关键工作，要重点进行策划、计划、组织、控制、协调等方面的管理工作。

关键词 ：风电工程 ；可研阶段 ；设计 ；组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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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ies of Planning in Wind Power Project Feasibility Study Stage 
 Yang Deqing1, Qiao Bing1, Li Weijie1, Wang Jingtao2, Wang Qiang2

（1. Inner Mongolia Power Exploration and Design Institute, Hohhot 010020, China; 

2. Inner Mongolia Huadian Bayin Windpower CO.LTD, Hohhot 010020, China）

Abstract: During wind power project feasibility design stage, according to the owner's requirements and raw datas, based on Wind Power 

Project Feasibility Study Report's Compilation Method to plan advanced, we should prepare engineering design schemes,to 

complete the work's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to realize the unity of three major goals of project feasibility design work: 

quality, progress and investment. Among the work plans, data plan between professions is a key part in planning, and should be 

focused on management of the planning, coordination, control.
Keywords: wind power projects; feasibility study stage; design;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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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程设计计划

对于每个咨询项目，委托方都有

不同的要求，这些要求一般反应在委

托方提供的项目工作大纲中。项目经

理对此要认真研究，特别是对工作范

围、时间进度、工作质量、费用情况、

成果提交方式等方面的要求，要做出

正确的相应。同时认真研究项目的相

关资料，制定项目咨询工作计划，用

以指导、安排咨询工作。

2.1 主要依据及设计范围

设计依据包括 ：与业主单位签订

的《设计咨询合同》，业主单位提供的

可研阶段设计原则、原始输入数据，

现行相关的规程规范等。设计范围包

括 ：《风电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

办法》中所规定的全部内容（不含送

出及对端部分 )。
2.2 编制工程设计计划

内容包括 ：1) 工程名称、设计阶

段、工程编号 ；2) 设计依据 ；3) 工程

规模及设计范围 ；4) 设计条件 ；5) 各
专业主要设计原则；6) 主要质量、环境、

职业健康安全目标控制措施 ；7) 关键

进度安排 ；8) 提高工效的措施 ；9) 人
员与其他资源配备 ；10) 交付的设计成

品及专业分工等内容。

3 关键工作进度计划

项目实施过程中，对各阶段的进

展程度和项目最终完成要求的期限进

行管理，保证项目在满足时间约束的条

件下实现交付合格项目咨询成果的目

的，即设计进度计划安排必须满足与业

主单位签订的《设计咨询合同》中约定

的设计工期。设计工作属于多专业协作

配合的智力劳动，在工程设计工程中，

影响其进度的因素有很多 [3]，风电工

程可研阶段设计中，设计各专业之间

协调配合的影响最为突出。所以进度

计划控制措施中，包括专业间互提资

料计划时间、各专业说明书、主要设

备材料清册及图纸交付计划时间、成

品报告汇总及出版计划时间等。其中，

各个专业间互提资料计划时间对于设

计进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属于工作

计划中的关键工作，科学合理的专业

间互提资料计划能够促进工程设计有

序进展，既能保证设计的质量，也能

保证设计的进度。根据大量已实施的

风电工程可研阶段的策划经验，项目

专业间互提资料计划总结如表 2 所示。

4 质量管理控制措施

在理解工程的建设要求、收集基

本资料、综合分析和充分辨识各种影

响因素的基础上，形成指导工程项目

总体设计理念和专业设计的原则。在

总体设计理念的原则指导下，实现专

业设计及项目总体设计，通过专业集

成初步形成项目设计产品 [4]。工程设

计工作的展开和深化有其内在的规律

和程序 [5]，进行设计质量控制的主要

环节可总结如下 ：

（1）专业间应密切配合和有效沟

通，严格按照专业间提资内容要求执

行。认真贯彻执行单位颁布的质量管

理体系中的《工程设计专业分工规定》、

《勘测设计专业间联系配合制度》、《设

计图纸会签制度》，防止缺、漏现象，

保证设计接口质量，避免返工。

（2）参加本工程设计的人员应具

备相应资格，且在各设计阶段中要保

持稳定性和连续性。

（3）加强设计过程控制和验证，

加强设计输入的分析、控制和管理，

加强设计原则和设计方案的评审。对

作为设计输入的原始、基础资料、专

业间的配合资料进行评审，以确保输

入的充分、适宜。输入的要求应完整、

清楚，并且不能自相矛盾 ；同时做好

和管理好有关质量记录。

表1 项目各专业组织人员表

序号 专  业 专业工程师 组长 主设人

1 风  能

2 系  统

3 系统保护

… … … … …

图1	可研阶段开展设计工作的一般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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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专业间互提资料计划

序号 资料名称 提资专业 接收专业 计划日期 备注

1 风电场测量任务书 风能 测量 T+1
建设单位提供风场坐

标范围后，经过评审

2 测量结果 测量 风能 T+15 中间成果

3 地质结果 地质 土建 T+15 中间成果

4 水文气象资料 水文气象
电气、总交、土建、暖通、

水工、通信
T+15 中间成果

5 风电场风机布置及基础图 风能 总交、土建、电气一次 T+20

6
风电场风机集电线路电缆总长度

及电缆型号
电气一次 系统、送电 T+22

7 风电场风机集电线路电容电流 系统 电气一次 T+23

8 风电场风机箱变基础 电气一次 土建 T+22

9

接入系统电压等级、系统远近期

阻抗、主变容量、35kV 出线回路、

无功补偿装置容量

系统 电气一、电气二次、通信 T+2

10 升压站电气主接线 电气一次
电气二次、系统保护、远动、

通信
T+4 需经过院级评审

11 升压站电气总平面 电气一次
电气二次、系统保护、远动、

通信、总交、土建
T+4 需经过院级评审

12 35kV 配电装置配置接线 电气一次 电气二次 T+4

13 35kV 配电装置平面布置 电气一次 电气二次、土建 T+4

14
35kV 配电装置室建筑平、立、剖

面布置
土建

电气一次、总交、暖通、

水工、通信
T+5

15 35kV 配电装置室暖通电负荷 暖通 电气一次 T+6

16 主控制室及继电保护室平面布置 电气二次 电气一次 T+6

17 主控制室及继电保护室平面布置 电气一次 土建 T+7

18
综合办公服务楼建筑平、立、剖

面布置
土建

电气一次、总交、暖通、

水工、通信
T+15

满足建设单位提出的

要求，并经过院级评审

19
系统、远动、通信、电气二次交

流电负荷

系统、远动、通信、

电气二次
电气一次 T+6

20 系统、远动、通信盘位布置要求 系统、远动、通信 电气二次 T+6

21 综合办公服务楼暖通电负荷 暖通 电气一次 T+16

22 综合办公服务楼水工电负荷 水工 电气一次 T+16

23 汽车库及仓库平、立、剖面布置 土建
电气一次、总交、暖通、

水工工艺、通信
T+6

24
深井泵房及消防泵房设备布置及

电负荷
水工工艺

电气一次、水工结构、总交、

暖
T+6

25
深井泵房及消防泵房平、立、剖

面布置
水工结构

电气一次、总交、暖通、

通信
T+7

26 深井泵房及消防泵房暖通电负荷 暖通 电气一次 T+8

27

220kV 架构及设备基础、主变及

附属设备基础、35kV 无功补偿装

置

电气一次 土建 T+4

28 升压站总平面布置 总交
电气一次、土建、暖通、

水工、通信、风能
T+18 需经过院级评审

29 技经资料

电气一次、电气二次、

系统、系统保护、远

动、通信、土建、暖通、

水工工艺、水工结构、

环保、总交

技经 T+25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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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要认真对待其他工程的质量

信息，把反馈的问题和改进措施落实

到设计工作中。对委托方提出的系统

设计，设备选型等意见，设计中应予

以充分研究，经院级评审后方可作为

设计输入。

（5）对作为设计输入的依据性文

件、外来文件、计算机软件以及套、活

用图纸，应评审其适用性；所有设计

输入的文件和资料均由各专业主要设

计人妥善保管，工程结束按要求归档。

（6）采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

等要求进行专题研究并编制专题报告。

（7）坚持贯彻以预防为主，防检

结合的原则，按单位颁布的《管理手册》

和各项程序文件、作业文件的要求进

行管理，设计过程中要认真实施质量

保证措施。

5 收尾工作

根据各专业分别提交的成品说明

书、材料清册及图纸，由项目经理负

责及时进行汇总，形成最终的可行性

研究报告、主要设备材料清册及图纸

部分，报主管副总工程师进行审核，

经批准后进入正式成品出版流程。

咨询成果交付委托方后，项目经

理要进行必要的咨询工作总结，包括

工作经验和教训等，同时组织各专业

进行本工程的资料归档工作，对一些

资料、文本等进行归档。在适当的时

候，对委托方进行必要的回访，一方

面是了解咨询成果的实际效果，同时

也能听取委托方对咨询工作的意见，

利于今后咨询工作的开展和咨询任务

的完成。其间，项目经理应做好本工

程可研幻灯介绍文件，等待工程正式

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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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连续多日的雾霾天气，又一次引

发了民众对新能源的关注。风能是目

前可再生能源中技术相对成熟、具有

规模化开发条件和商业化发展前景的

一种能源。2003 年至 2008 年，中国

风电项目主要采取特许权制度（Build-
operate-transfer, BOT），但招标过

程中的恶性竞争导致中标价格明显低

于成本价格，不利于风电产业的发展。

2009 年至今，中国陆上风电采取的是

固定电价制度，在明确了各地区的标

杆上网电价后，通过核定投资成本，

形成一定的利率空间，增加了风电项

目投资的吸引力。不过，目前中国海

上风电仍然采用特许招标的方式。

1 海上风电发展概述

海上风电由于资源丰富、风速稳

定、边际面积的总装机量大等特点，

容易产生规模经济，一直受到风电开

发商的关注。2012 年全球海上风电

累计装机容量达 5.41GW，新增装机

容量达到 1292.6MW，年增长率达到

33%[1]。其中 10% 的风电发展集中在

亚洲，中国（127MW），韩国（3MW）

和日本（1MW）。高速发展的背后，

海上风电发展的各种障碍也开始在一

些国家显现，主要集中在项目审批、

电价、成本等问题上。 
2012 年年末，英国政府通过能源

法案，确定了 2017 年后英国的可再生

能源补贴方式，从可再生能源配额制

转变为固定电价制定。德国 2013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Third Act Revising 
the Legislation government: the 
Energy Sector”（EnWG-E） 条 例，

海上风电项目的ABS融资模式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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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系统研究中国海上风电产业的现状和问题，提出海上风电产业 ABS 融资模式 ；然后分析了此模式的运行流

程及其优、劣势，为解决风电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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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了海上风电全面的上网规划，提

出了一个具有强制力的电网发展路线

图及多个风险控制方案，使得海上风

电与电网协调发展。英、德相关法案

对中国海上风电在制度方面的建设有

很强的借鉴作用。

2 海上风电产业发展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

2.1 成熟的海上风电价格机制尚未

形成

据投中集团整理的数据显示，

2011 年，在产能过剩、需求疲软、并

网难等因素影响下，风电行业呈现降

温态势，新增装机容量近十年来首次

出现负增长。2012 年，中国风电行业

持续在寒冬中挣扎，全年新增装机容

量 12960 MW，同比下降 26.5%，新

增装机容量持续负增长 [2]。过低的上

网电价一方面使风电投资商难以盈利，

不利于风电投资多元化发展，一些民

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转入观望状态。海

上风电第一批特许权招标项目的电价

也没有经过前期充分的考核，业界普

遍认为难以体现真实成本。

从 2003 年到 2008 年，中国开展

的 5 期陆上风电特许权招标使风电发

电成本大大降低，并在 2009 年最终

确定四类风电标杆电价区。所以，陆

上风电价格机制的确定应该成为海上

风电电价机制建立的重要依据。当然，

由于海上风电产业本身的复杂性，比

陆上风电要求更高的技术水平和施工

安装能力，其开发建设成本比陆上高

得多。因此，要制定合理的海上风电

价格机制，需要深入研究中国海上风

能资源状况和投资水平，通过特许招

标权项目的建设，慢慢摸索海上风电

项目所需的成本，最终确定一个合理

的电价机制。

2.2  缺乏全国性的海上风电区域规划

目前，中国尚未制定全国性的海

上风电区域规划，导致产业布局、技

术创新及设备制造缺乏统一规划，从

而在开发海上风电项目时多依据当地

的风能资源，缺乏合理的规划指导，

使得风电场选址与海洋功能区划、海

上保护区规划范围相冲突。

譬如，第一批全国性海上风电特

许权招标的 4 个项目，分别面临各种

摄影：赵霄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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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这些问题前期没有很好地解决

与协调，导致后来项目拖延、改址，

成本大幅度上升。这些规划上的不完

善也很大程度影响了国内开发商的投

资积极性。

2.3 技术创新不足，缺乏风电理论

与实践经验的复合型人才

近年来，中国在风能发展领域中

通过技术引进，消化与吸收和自主创

新相结合的途径，已经初步掌握了兆

瓦级风电机组的设计技术和制造技术，

国家也在各类科技发展规划，高科技

产业化以及重大装备扶持项目中安排

了风能研究专项。但是，目前中国风

能关键技术研发水平和创新能力与国

外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明显落后，中国

商业化风电机组机型基本上都是在技

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实现本土

化批量生产，二次创新仅仅局限与材

料的选用和局部工艺改进。风能基础

研究薄弱，风电机组总体设计水平低，

风能开发利用的经验积累不足，缺乏

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的支撑，缺乏技术

发展路线的指导，风电技术人才匮乏

也是普遍问题，特别是缺少系统掌握

风电理论并具有风电工程实践经验的

复合型人才。

从海上风电来看，目前海上风电

建设规模不大，具备成熟经验的整机

制造商有限，海上风电机组设计制造

能力还需继续进步，适用于海上的大

容量风电机组仍处于试运行阶段 ；海

上风电施工安装成套技术能力也仍有

待完善，深水远岸型的海上风电场建

设经验仍相对不足，运输、安装、海

缆铺设等技术也处于探索阶段。当然，

海上风电技术上的进步同时也要求中

国第三方机构所做的标准研究及相关

检测工作必须与国际接轨 [3]。

3 ABS融资的运作程序

资金是一个项目可持续发展的血

液。目前风电产业融资结构较为简单，

融资主体为风电机组制造企业龙头和

大中型风电场，融资规模较大，金融

产品主要使用商业银行信贷资金和少

量的碳金融交易产品。为缓解风电企

业的融资压力，拓宽风险项目的融资

渠道，本文提出风电项目运营阶段，

利用 ABS 进行融资的模式。

仍以江苏省如东海上风电场二

期工程项目为例，风电项目公司在

前期运用 BOT 模式后，在运营阶

段，可以以项目所拥有的资产为基

础，发起人将要证券化的资产进行

组合后，以组合资产为担保或者将

其出售给特定的交易机构（Special 
Purpose Vehicle，SPV）， 由 特 定

的机构向投资者进行证券融资以项

目资产可以带来的预期收益为保证，

通过在资本市场发行债券来募集资

金，即用资产证券化（Asset Backed 
Securitization，ABS）模式来分散

投资人的风险，流程如图 1 所示。

一个成功的资产支持证券化

（ABS）融资需要坚实的“基础设施”。

海上风电项目完全满足证券化融资的

基本要素 ：一是项目资产，二是未来

比较稳定的预期收益。发起人将资产

证券化通常要经过以下几个阶段 ：确

定资产证券化的目标→组建特别目的

公司（SPV）→实现项目资产的“真

实出售”→完善交易结构，进行内部

评级→划分优先证券和次级证券，办

理金融担保→进行发行评级，安排证

券销售→ SPV 获得证券发行收入，向

原始权益人支付购买价格→实施资产

图1	风电项目运营阶段的ABS融资模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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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按期还本付息，对聘用机构付

费。SPV 通过资产的“真实出售”，发

行高档债券筹集资金，将海上风险项

目未来的现金流量包装成高质量的证

券投资对象，充分发挥了金融创新的

优势。同时，这种负债又不反映在原

始权益人自身的资产负债表中，隔断

了原始权益人自身的风险。

4 风电项目运营阶段ABS模式
的优劣势分析

风电项目中特许经营权的基础上

发展资产证券化，将民间资本引入到

运营企业中来，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风

电项目融资难的问题。但由于中国目

前在融资方面的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

此模式试行过程中存在的优劣势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点。

风电项目运营阶段 ABS 模式的

优势有 ：（1）风电项目的投资者得到

了更多的经济利益。通过资产证券化，

在 BOT 模式中存在的融资成本高将有

所降低。因为在 ABS 模式下，即使项

目的合作不成功，投资者的财产也不

会受到损失，政府和风电的投资者一

起分担了部分的市场风险。（2）政府

的财务负担有所减轻。在 ABS 模式下，

SPV 公司通过信用的评级和增级，使

得资产证券化，投资风险变小，有利

于在短期在得到大量的资金。（3）倘

若国家鼓励支持试点的话，整个项目

的审批过程将大大缩短，在风电项目

建设的前期过程中花费的金额和时间

相应的减少了。（4）由于债务具有避

税的功能，运营企业的税收负担减轻，

收益增加。（5）将民间资本引入到更

有投资价值的产业中，为民间资本的

投资渠道拓宽了道路。

风电项目运营阶段 ABS 模式的

劣势主要体现在 ：（1）不能充分的

保障政府的和风电投资者的利益，由

于于此相关的法律和一些招投标的制

度不是很完善，另外，对于一些投资

者来说在风电项目的前期一次性支付

资金比较不容易。（2）特别目的公司

（Special purpose vehicles，SPV）

的公司章程与业务范围需要明确，而

且需要第三方的监督。

5 结论

大力发展风力发电，可以有效改

善电源结构，减少污染对生态环境的

破坏。当前，越来越多的海上风电在

更多的国家开展，去年一直制约海上

风电发展的融资问题在欧洲也有所改

善。海上风电领域越来越大的投资吸

引力，使得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愿意

在海上风电方面投资。从世界主要风

电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各国政府

均是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主要推动

者。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金融体制

创新改革，建议政府不断完善现有的法

律框架，尽早制定有关资产证券化的专

门法律，可以使风电产业在运营阶段发

展 ABS 进行融资有法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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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国沿海地区，尤其是河北沿海

地区风能资源丰富，预计近海可开发

量超过 4000 MW，且具有较好的海上

风电场建设条件，适合大规模开发海

上风电。其中，海底电缆路由勘察是

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

海底电缆的敷设与陆上电缆敷设

相比有很多特殊性，包括工程地质调

查、气象水文环境要素观测计算，以

及腐蚀因子参数测试等，需查明路由区

的地形地貌、海底面状况（海底障碍物

及与已建海底电缆、管道交越点位置）、

浅部地层结构及各土层的物理力学性

质、潜在的灾害性地质现象（滑坡、冲

刷等）、路由区的风浪流参数及海底土

层的腐蚀因子参数等。依照相关规范，

开展路由比选、勘察，可以为海底管道

的设计、施工提供技术依据。

1 海底电缆路由方案比选

路由预选的任务是根据电缆管

道的总布局选择登陆点及海域路由位

置。预选路由应提出两个以上路由方

案，开展多方案的比选研究。路由的

海上风电场海底电缆路由的调查过程及
方法分析

刘光昊1，李海波2

（1.	河北建投新能源有限公司，河北	石家庄	050081；	2.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摘  要 ：以拟建的唐山乐亭菩提岛海上风电场海底电缆路由的调查方案为例，利用浅地层剖面测量、测扫声呐调查和底质

沉积物分析，结合浅钻工程地质原位测试的方法，总结出海底电缆路由的敷设所历经详细调查过程，介绍了海底

电缆路由的调查勘察技术要求，主要内容和勘察实施方法，并列举了路由区环境综合分析应包含的主要内容，以

及提交的成果报告书应包括的主要内容提纲。

关键词 ：海底电缆 ；路由 ；调查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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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Investigation Process and Method of Cable Routing in 
Offshore Wind Farm

 Liu Guanghao1, Li Haibo2

（1. Hebei Construction &Investigation New Energy Co.,Ltd., Shijiazhuang Hebei 050081, China;

2. China Suntien Green Energy Co.,Ltd., Shijiazhuang Hebei 050000, China）

Abstract: �is paper takes the investigation process and method of cable routing in Tangshan LeTing bodhi island o�shore wind farm as an 

example, taking advantage of shallow pro�le measurement, side scan sonar survey and bo�om sediment analysis, in consideration 

of method of shallow drilling engineering geology in situ testing. It also summarizes detailed investigation process of submarine 

cable route lay and describes the technical requirements of submarine cable route investigation, main content and survey method, 

enumerated main content of route area 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analysis and main outline of the �nal report.
Keywords: submarine cable; route; investiga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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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一般考量登陆点和海底电缆路由

两方面的综合环境情况，路由方案应

符合海洋功能区划、尽量减少其他区

域用海活动、登陆点应尽量离登陆站

近、与其他海洋规划与开发活动交叉

少、有利于电缆管道登陆施工和维护

的区段作为登陆点等。

以唐山乐亭菩提岛海上风电场海

底电缆路由比选方案的确定为例，确

定该路由比选方案为三个，如图 1 所

示。从路由区长度，登陆点环境状况，

对渔业活动、海上养殖等用海活动的

影响程度，资金花费等方面考虑，方

案一优于方案二和方案三。

2 海底管道路由的调查方法

2.1 登陆段调查

登陆段是指海底电缆管道登陆点

附近水深小于 5m 的路由走廊带。登

陆段调查主要查明登陆岸段 500m 走

廊带区域地形地貌、底质沉积物类型

及特征、岸滩冲淤稳定性及登陆岸段

的开发活动状况。采用现场踏勘、描

述、照相、地形测绘、底质采样、室

内土工试验分析，以及周边区域的踏

勘调访等方法，海滩地形采用全站仪、

RTK － GPS 等仪器设备进行联测。

调查测线按 1 ：5000 测绘要求布

设，测线间距为 50m，登陆点附近布

设垂直岸线测线 11 条，每 50m 采集

一个数据，海滩及陆域需补测特征地

形。进行海滩剖面沉积地貌调查和登

陆岸段及周边区域的踏勘调访。调查

范围从登陆点的低潮位线（与海域调

查连接）起至登陆点后缘陆域 200m 
止，宽度与调查路由的走廊带相同。

沿登陆段调查区域中心测线及两侧

250m 范围内，在高、中和低滩各布

设一个表层沉积物采样站位，唐山乐

亭菩提岛海上风电场路由登陆段底质

沉积物共取样 17 个。登陆点附近调查

内容包括地形地貌观测、描述及照相。

实地查访登陆岸段及周边区域人类开

发活动的历史、现状与规划等（海塘

工程、管道工程、码头桥梁工程等）

2.2 工程地球物理调查

工程地球物理勘探主要包括水深

测量、侧扫声纳勘察及浅地层剖面勘

察。勘察沿着调查路由的中心线两侧

共计 500m 宽的走廊带进行，测线间

距为 50m，垂直中心线检查联络测线

以 500m 的间隔布设联络测线，如图

2 所示。导航定位采用徕卡 MX421 差

分 GPS，可在全球范围内接受到高精

度的差分信号，采用 Hypack 专业导

航软件进行导航定位。定位系统校正

步骤为先将 DGPS 定位系统按说明书

连接，使 DGPS 接收天线置于已知点

上，场内不应有高度角大于 15°的障

碍物及强烈的卫星信号接收干扰源。

用计算机和 DGPS 连接，读取定位数

据，静态观测 24h，约 85% 的定位数

据出现在以已知点为圆心、半径为 2m 
的圆内即视为正常。

2.2.1 水深测量

水深测量前先要进行测深仪的校

检，对仪器精度和综合性能进行测试，

校验各种功能及发射和接受试验是否

正常，检查涌浪滤波器滤波效果是否

良好。

海底电缆路由勘测过程中对回声

测深仪的吃水情况每天测量一次进行

吃水改正。声速改正由声速剖面仪来

测量工作区声速，测量的次数根据水

体的声学特性确定，不少于每天一次，

也可采用测绳进行声速改正。潮位改

正是在捞鱼尖码头布设一临时验潮站

建立了临时潮位观测站，采用了实测

潮位数据进行声速改正。

2.2.2 侧扫声纳探测

海 底 微 地 貌 调 查 选 用

EdgeTech4200 － FS 全数字双频声

纳系统，采用全频谱和多脉冲技术，

具有斜距校正、目标图象缩放和目标

测定等功能，为资料分析解译提供可

靠保证。侧扫声纳系统由声纳处理器、

拖鱼和剖面记录仪组成，可外接导航

定位系统，以进行位置确认。

根据调查区水深调整拖曳方式

和拖曳深度，要求拖鱼离海底的高度

（H）与扫测宽度（W）之比为 ：H/

图1	海底电缆路由方案比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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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10，以达到获得最佳质量的勘测

资料和最大的工作效率。

在具体的实测开始前，声速设置

时使用数字温度计测量海水表层、中

层和底层的水温，求出该海区的平均

水温，用查阅该海区盐度资料的方法，

确定该海区的盐度值，使用已知的声

速经验公式，计算出该海区的声速，

并将该声速输入主机，达到了声速改

正的目的。

侧扫声纳的校检是通过对换能器

摩擦试验来检验声纳发射接收是否正

常。正式测量前应在熟悉的水域进行

入水试验，检查试验记录是否反映真

实地貌，噪音干扰和海底跟踪等情况

是否正常。

2.2.3 浅地层剖面探测

浅地层剖面探测采用浅地层调查

设备为英国 AAE 公司的 CSP2200 型

地层剖面仪，换能器采用拖曳式，以

获得海底 12m 以浅范围内的浅部地层

结构和构造和地质灾害情况，主要包

括浅部地层结构、构造特征、岩性特

征及其灾害地质现象等。

浅地层剖面勘测开始前在熟悉的

水域进行入水试验，对记录结果进行

评判，检验是否反映真实地层情况，

确认仪器工作性能正常后方可正式工

作。调查前，按有关规范和仪器操作

规程要求，对声学地层探测系统的各

种因素进行了技术实验及校正。浅地

层剖面探测作业前，根据测区水深、

底质条件，充分调试仪器，选择最佳

工作参数。

作业期间，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降低噪音和其他干扰因素，提高信噪

比，保证记录质量 ；调节好记录时间

延迟，使同一测线的记录量程一致。

工作船速控制在 3 － 5 节。 
原始的浅地层剖面记录为时间剖

面，要将其同相关钻孔资料进行对比

和绘制有关解析图件，就必须选择合

适的声速数据。声速的确定应主要考

虑浅层沉积物的主要物质成分，或属

于容易穿透的类型或属于难以穿透的

类型，并结合实际工作经验进行确定。

资料处理使用 C － VIEW 后处理

软件直接屏幕数字化。资料处理时根

据声学记录图像，将各相关定位点的

水深和各声学地层底界面的埋藏深度

值，按规定比例尺进行标注。

2.3 工程地质勘察

乐亭菩提岛海上风电场海底路由

底质沉积物取样共布设 55 个站位，主

要为了解路由区表层沉积物类型及其

分布状况，样量一般大于 2kg。所有

样品取至船上立即进行现场描述和照

相，每个站位均应保留室内实验用样。

工程地质钻探为详细勘察阶段，

满足施工图设计的要求，地质钻孔的

布设应反映路由区工程地质特征（图

2），7 个地质钻孔的布置依据《输油

气管道岩土工程勘察规范》（SY/ T 
0053 － 97）[1]、管道穿越工程采用

《RB － 5 型水平定向钻机施工及验收

规范》（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企业标

准，Q/ GD0159 － 94）[2]。地质钻孔

布设于路由中心线两侧较均匀分布，

孔深为 15m。

原状样软土采用薄壁取土器匀速

连续压入法取样，原状样硬土采用厚

壁取土器以重锤少击法采取。取土样

孔中取样间距为 2. 0m － 2.5m，遇

砂土做标贯并取扰动土样做颗分 ；标

贯孔试验间距为 2.0m － 2.5m，主要

在软 - 可塑及硬土层和砂土层中进行。

遇碎石土及强风化基岩要求做重型圆

锥动力触探。扰动样砂性土采取在钻

进岩芯管中进行，样品满足进行室内

测试要求。

室内试验由室内测试中心负责完

成，试验标准执行国标《土工试验方

法标准》（GB/ T 50123 － 1999）[3]。

第四系原状样按设计要求进行了常规

项目、固结试验、三轴固结不排水剪、

固结快剪试验等 ；第四系扰动砂样主

要进行了颗粒组成分析试验。土工测

试主要仪器设备包括 KTG － 98 全自

动固结仪、GYS － 2 型（76g）液塑

限联合测定仪、DSJ － 2 电动四联等

应变直剪仪等。

（1）常规物理力学性质测试

所有原状土样均作常规测试，测

定或计算土的含水量、容重、孔隙比、

密度、液限、塑限、塑性指数、液性指数、

压缩系数、压缩模量和直剪固快等。

（2）三轴剪切试验

为不固结不排水三轴剪切试验，

主要为评价岸坡稳定性服务。

（3）渗透系数

按每个层位 6 组计算，测定水平

向、垂直向渗透系数。

（4）颗粒分析

所有扰动样及部分原状土样均进

行颗粒分析，为土体的正确定名及判

定砂土液化服务。砂性土中样品均做

颗粒分析，粘性土中颗粒分析每一层

保证不少于 1 － 2 组，一般间隔 4m ，
进行颗粒分析，也可视具体土层厚度

和层位而定。

图2	测线布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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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气象水文动力环境观测

按照工程的要求，采用船舶定点

法观测，共布设了 4 个海流同步观测

站进行潮流观测，测流点位置见图 3。
观测层次为表层、中层及底层。观测

时间间隔为 60min。计算内容至少包

括实测最大流速、流向、平均流速、

垂线平均流速、潮流类型、潮流运动

形式及最大可能潮流。

2.5 腐蚀因子测定

腐蚀因子测定包括近底层海水腐

蚀因子测定和地基土的腐蚀因子测定，

海水的腐蚀因子测定是在 ZK1、ZK3
号孔采取底层海水进行水质简项分析，

地基土腐蚀因子测定是在 ZK2、ZK4
号孔采取 6 组土样进行腐蚀性分析。

腐蚀因子测定的项目有氧化还原电位、

硫 S2- 含量、Fe3+ / Fe2+ 、pH 值、

有机质、盐度及硫酸盐还原菌试验。

腐蚀因子的测定除了硫酸盐还原菌外

都在现场进行，现场的试验方法按《海

洋监测规范》（GB17387 ) 1998）[4]，《海

洋调查规范》( GB12763 ) 91) 执行 [5]。

氧化还原电位试验、硫 S2- 含量

试验及 pH 值的室内化学试验主要是

补充现场试验存在的不足，凡是在现

场试验未满足要求的孔，应在实验室

补做上述三项化学试验 ；硫酸盐还原

菌试验是在现场采集的试验样品需要

密封和低温保存，在运送途中采用低

温保温瓶包装。

2.6 路由区海洋开发活动分析

路由区海洋开发活动分析主要包

括路由建设与区划及规划的符合性，

以及路由区的建设对于其他利益相关

者的影响情况分析。主要包括路由建

设对于水利建设、海洋自然保护区、

倾废区和旅游区等的影响。若路由管

道设计、施工和维护对其他利益相关

者主体有直接或间接的不利影响，需

在管道设计、施工和维护时，要与相

关的部门协调，保证管道的安全，保

证本项目周边开发活动主体的利益。

例如，唐山乐亭菩提岛海上风电场海

底电缆路由的海洋开发活动影响主要

分析路由施工期及建成后对渔业养殖、

渔业捕捞活动、胜利渔港、大清河盐

场、滨海公路及海堤、唐山湾国际旅

游区、石臼坨诸岛省级自然保护区的

影响，以及与《河北省海洋功能区划》

（2005 － 2010）的符合性。

3 路由条件综合评价及成果
报告书

路由条件综合评价包括路由区海

图3	海流观站位分布

洋环境条件评价、工程地质条件评价、

路由区地形地貌条件评价、路由区底

质类型分布及海底稳定性分析、项目

用海与海域开发活动的影响评价。路

由条件评价应在路由勘察、试验分析

和搜集已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工程

特点和要求进行，评价内容主要包括

海底工程地质条件、海洋水文气象环

境、地震安全性、腐蚀环境、海洋规

划和开发环境等。

成果报告包括概述、路由区工

程地质条件（特别注意不良工程地质

现象的描述 , 对埋设的电缆管道要进

行埋设可行性分析）、海洋水文气象

要素、地震安全性评价、海底腐蚀环

境、路由区海洋开发活动以及结论与

建议等。

附图包括规定比例尺绘制的各要

素图件，例如航迹图、水深图、水深

剖面图、浅部地质特征图、海底面状

况图、钻孔平面布置图、钻孔综合工

程地质柱状图、工程地质剖面图以及

综合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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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风电场的面积一般在上百平方公

里，地形地貌差异较大，设计阶段所

采用的数字化地形图比例尺一般在 1 ：

10000 左右，上述几个因素对于机位

选址、道路路径、线路路径、施工平

台方案选址影响非常大。常规做法只

是利用采购的数字化平面地形图，进

行平面布置设计。由于采集数据的时

间较远，一般在 10 年以上，再加上

近些年社会发展较快，很多区域，由

于森林开发、道路建设、城镇扩展等

因素，地形地貌地物发生了很大变化。

部分地域地形图和现场情况差异较

大，如果只是采用采购的地形图进行

设计，势必会影响设计方案的可行性

和合理性。

基于上述情况，本文将实测数字

化地形图通过数据转化后贴附于谷歌

地球上，三维立体显示，结合最新（一

般都在 3 年之内）的卫星影像，这不

仅可以从直观上对现场有一个清晰的

认识，而且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校正

在数字地形图上完成的机位选址、道

路路径等，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设计

质量，减少现场工作量，对工程建设

起到很大促进作用 [1]。

1 软件简介

谷歌地球（Google Earth，以下

简称 GE）是一款 Google 公司开发的

关于卫星影像与数字化地形图在风电场
中的应用研究

马风有，李凯，孟祥彬

（河北省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河北	石家庄	050031）

摘  要 ：针对风电场范围大，地形地貌复杂，限制条件多的特点，本文提出一个工作方案，将设计成果贴附于谷歌地球卫

星影像上，根据实际自然地貌情况校正在数字地形图上完成的机位选址和道路路径合理性，这样可以大大提高设

计质量，减少现场返工工作，对工程可行性评估和设计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风电场 ；机位布置 ；微观选址 ；道路设计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4）03-0066-04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of Satellite Images and Digital Topographic 
Map in Wind Farms

 Ma Fengyou, Li Kai, Meng Xiangbin
（Hebei Electric Power Design & Research Institute, Shijiazhuang Hebei, 050031, 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rge range, complex landform, limiting conditions in wind farm,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working 

plan, a�aching the design results on the Google earth satellite images. �en correcting the set si�ing and road path reasonability on 

the digital topographic map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terrain. In this way, we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design quality and reduce the 

rework, it also has a great role in promoting the project feasibility assessment and design.
Keywords: wind farm; set siting; micro-si�ing selection; roa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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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地球仪软件，它把卫星照片、航

空照相和 GIS( 地理信息系统 ) 布置在

一个地球的三维模型上。其使用了公

共领域的图片、受许可的航空照相图

片、KeyHole 间谍卫星的图片和很多

其他卫星所拍摄的城镇照片。其提供

的数据年份一般少于三年，同时还可

以通过历史图层功能查看同一地区不

同历史时期的卫星俯拍图。

Global Mapper（以下简称 GM）

是一款地图绘制软件，不仅能够将数

据显示为光栅地图、高程地图、矢量

地图，还可以对地图作编辑、转换、

打印、记录 GPS 及利用数据的 GIS
功能。GM 是一款可以浏览、合成、

输入、输出大部分流行的扫描点阵图、

等高线、矢量数据集的软件。它可以

转换数据集的投影方式以符合你的项

目的坐标系统，并可以同时对数据集

的范围进行裁剪，最后另存为满足要

求的矢量文件。

2 设计思路

风电场机位选址是风电场设计阶

段的最重要工作，它涉及的因素较多，

主要有土地的性质、周围村庄和建筑

物的分布、植被分布、交通情况、地

形地貌、当地环境部门的要求等。在

充分考虑这些限制因素的情况下，结

合风电场风能资源分布图进行优化选

址，在初步选址之后进行现场勘探定

点，并确定最终布局 [2]。利用本方法

将风电机组机位位贴附于谷歌地球中，

可以很直观地观察出每个机位实际所

在的位置，从而判断出该机位选址是

否符合要求，为后期现场勘探定点做

好准备。

风电场的道路规划设计应结合风

电场场内地形及周边环境因地制宜地

进行。要本着节约、合理、方便、实

用等原则进行规划设计，避免大填大

挖，同时要做到少占用或不占用耕地、

林地。在满足施工与运行要求前提下，

要充分利用现有道路，同时要做到道

路路径最短化。利用本方法分别将地

形图和所选道路贴附于谷歌地球中，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校正我们在数字

地形图上完成的道路路径是否合理，

为后期道路选线和设计奠定基础。

3 设计过程的操作

用地图绘制软件 GM 打开数字化

地形图后，首先，确定投影参数 ；之

后输出矢量数据，格式为 kmz ；接下

来用谷歌地球打开 kmz 文件，查看与

卫星图片的叠加效果，若重合，则 kmz
文件正确 ；若不重合，则调整数字化

地形图的位置，重复以上步骤，直到

完全重合为止。具体过程如图 1 所示。

将设计方案与现场情况进行比对

分析，如果发现某些机位、路径等现

场实际不能满足设计条件，调整方案，

并将调整成果反映至数字化的地形图

上，形成最终的设计成果。

4 工程应用及对比分析

4.1 微观选址

某风电场工程位于张家口怀来县

境内，装机容量为 49.5MW，共布置

24 台单机容量为 2MW 的风电机组和

1 台单机容量为 1.5MW 的风电机组。

拟建的风电场区域山体连绵起伏，山

顶多呈浑圆状，山顶高程 1100m －

2123m，山沟高程 1037m － 1710m，

相对高差 50m － 700m。山体自然坡

度多为 15°－ 30°。区域山顶主要为

荒草地，沟谷多数为灌木丛、杂树林。

地质情况多以全风化、强风化的花岗

岩为主，偶有中风化或微风化的沉积

岩属构造中山地貌。

该项目地形图来自于采购的河北

省地理信息局 1:10000 地形图，测绘

时间为 2010 年，距离现在已经 4 多

年时间。GE 软件采集的最新卫星影像

数据为 2013 年 4 月。

本风电场微观选址在充分考虑风

电场土地的性质、周围村庄和建筑物

的分布、当地环境部门的要求、林地、

自然保护区和地下矿藏及采空区、军

事设施等限制因素的情况下，结合风

图1	在Google	Earth软件上显示数字化地形图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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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场风能资源分布图进行了初步选址，

各机位位置如图 2 所示。  
取卫星影像和地形图叠合成果

的局部区域进行分析可知，风电机组

#7、#9 和 #10 位于林场内。为了避开

林场区域，经过量测，确定将 #7 机位

向东南移动 81m，#9 机位向东南移动

92m，#10 机位向东南移动 104m ；风

电机组 #8 和 #11 两个机位并不在林场

范围内。

对于常规做法，仅仅从数字化地

形图中，很难判断出 #7 至 #11 风电机

组是否位于林场、村庄以及自然保护

区内，或者受其他因素影响而导致机

位不满足要求，从而影响工作的质量。

但是通过本文中的方法，如图 3 所示。

根据谷歌地球中提供的最新卫星图片，

可以很直观的观察出机位是否符合现

场设计。这样大大提高了微观选址的

准确性，如图 4 所示。

4.2 道路设计

在实际工程中，运行道路作为永

久道路存在，是不可缺少的部分。因

此，该部分道路在选择路线时一定要

做到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场址区域内

现有的道路，尽量做到少征地或不征

地，同时要避免大量占用耕地或林地。

取风电场局部道路进行分析，图

5 中显示的成果为在数字化地形图（常

规地形图）上做方案后贴附于谷歌地

球上的道路路径，图 6 中显示的成果

为所选路径所处的实际位置，从该图

中可以发现一条从长安岭村通往 #11
风电机组附近的已经修建了一条道路，

由于地形图成图较早没有体现，经过

核实确实存在该条道路。通过微调该

条道路部分位置后，完全能够满足风

电场叶片、塔筒等设备的运输需求。

使用常规方法的情况下，该区域需要

规划道路长度约 4.2km，而通过本方

法，发现该段规划道路完全没有必要

新建，只需改建已有道路即可，这样

不仅节约了用地，避免了新征用地的

林木采伐，同时也为业主节省了道路

投资。

对于常规做法，由于原有道路在

数字化地形图并无体现，因此设计人

员很难发现已经存在的道路。若仅仅

局限于购买的数字化地形图，不能很

好地了解现场情况，必然影响设计成

果的质量，最终将增加项目成本，给

建设方也会带来一些不便和损失，有

时候影响甚至超出想象。

GE 软件上存储了从 2003 年至今

的各时段的卫星影像，通过分析发现，

项目区域内新建的道路时间约 2012
年。采购的地形图成图时间为 2010年。

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会出现道路路径

大幅变动的原因。现场走访调查得知，

该道路的修建主要用于林木的砍伐。

图2	项目24台机位的初步布置图

图3	在数字化地形图上进行的机位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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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经过卫星影像校核调整的机位图

图6	通过卫星影像调整后的道路路径与设计路径对比图

图5	在数字化地形图上设计的路径

5 结语

通过利用该方法，本项目共调整

机位 4 个，调整机位占总机位的 20%，

道路路径优化 8.9 公里，为项目直接

节约投资约 445 万元。

我国的土地资源十分有限，而风

电场的占用土地量主要发生在道路部

分，该部分的优化设计将对节约土地

起着极大的作用。在数字化地形图上，

设计出的道路路径可能位于农田内或

者果树林内，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

将位于农田内或者果树林内等不符合

要求的道路路径取消，尽量改建已有

道路，这样既满足了风电场道路建设

的需求，又改善了林区交通条件，做

到了节约投资、节约用地、改善地方

交通运输条件的目的，同时避免了新

征用地内的林木采伐 [3]。

利用本方法将机位和道路路径贴

附于谷歌地球中，可以很直观地观察

到微观选址和道路设计方案是否符合

现场实际要求，这样就为后期现场勘

探定点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大大提高

了微观选址和道路选线的准确性，减

少了返工，从而提高了工作效率，对

工程前期可行性评估和工程设计有很

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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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为了保证系统电压稳定，维持电网

无功平衡，风电场的汇集站内都安装了

具有快速动态调节功能的无功补偿设备，

如阀控型无功补偿设备、磁控型无功补

偿设备和有载调压型无功补偿设备。

由于具备变流器，DFIG 可以在

一定的范围内调整输出的有功和无功

功率，文献 [1] 通过分析风电机组的

有功无功输出关系，提出了在电网电

压波动或降落时，采用网侧变流器提

供无功的单位功率因数控制模式。风

电场在并网运行之前，调度部门都会

要求其装设一定容量的无功补偿装置，

如 SVG，文献 [2] 提出了运用静止同

步补偿器和风电机组调整风电场发出

的无功，使其达到调度部门下达的无

功参考值。充分利用风电机组的无功

调节能力以及风电场的无功补偿装置，

实现风电场自身的无功功率平衡，对

综合利用 SVG 和双馈风电机组的风电
场无功控制策略分析

刘志武，肖泽亮

（沈阳工业大学新能源工程学院，沈阳	110023）

摘  要 ：针对风电场的无功功率平衡和电压稳定问题，提出了一种以风电场与电网交换无功功值为目标的控制策略。综合

运用风电场安装的 SVG 无功补偿装置及双馈机组的无功调节能力来达到这一目标值。文章结合工程实例，通过对

不同发电量下风电场的无功损耗和电压波动情况进行计算，提出利用风力发电机的无功功率可基本实现风电场的

无功平衡。

关键词 ：风电场 ；无功功率 ；双馈风电机组 ；S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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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Reactive Power Control Strategy for Wind Farm Operation 
Using SVG and DFIG

 Liu Zhiwu, Xiao Zeliang
（School of New Energy Engineering, Shen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henyang 110023, China）

Abstract: A reactive power control strategy is proposed for reactive power balance and voltage stability of wind farms. �e control objective 

is to maintain reactive power exchange between wind farm and the grid at a speci�c value. To achieve the control target, both SVG 

installed in wind farm and the reactive power adjustment ability of Doubly Fed Induction Generator (DFIG) are used. Based 

on engineering example, by means of computing reactive power loss and voltage �uctuation of wind farm under various energy 

generation, it pointed out that the reactive power balance of wind farm can be implemented by utilizing reactive power of wind 

turbine generators. �e voltage �uctuation is the foundation by which the type selection of reactive compensators is carried out.
Keywords: wind farm; reactive power control; DFIG; S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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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整个电网的无功功率平衡有着十

分重要的意义。

1 风电场内的无功损耗及其
特点

1.1 风电场内的无功损耗

风电场内的无功损耗由以下 4 个

部分组成 [3] ：

（1） 各 个 风 力 发 电 机 箱 变

（690V/10kV）消耗的无功功率，其计

算式为

  
                                              

（1）

（2）汇流站主变压器（10kV/110kV）

消耗的无功功率，其计算式为

  
                                              

（2）

（3）输电线路消耗的无功功率，

其感性无功功率和容性无功功率计算

式分别为

                           （3）
                           （4）

（4）当并网线路较长，还应考虑

高压并网线路 50% 的无功损耗，其感

性无功功率和容性无功功率计算式分

别为

                           （5）
                          （6）
式中 ：Q 为各元件消耗的无功功

率 ；Ud 为变压器的阻抗电压百分值 ；

U 为计算线路的额定电压 ；I 为线路流

过的工作电流 ；Im 为变压器需要补偿

一侧的工作电流值 ；Ie 为变压器需要

补偿一侧的额定电流值 ；Io 为变压器

空载电流百分比 ；Se 为变压器的额定

容量。

1.2 风电场内无功损耗的特点

由以上分析可知，风电场内的线

路感性无功损耗与工作电流的平方成

正比，即与风电机组发出的有功功率

的平方成正比，所以风电场的无功损

耗是随发电功率的变化而变化的，需

要实时测量计算。

2 双馈异步发电机风力发电
系统

2.1 双馈异步发电机风力发电系统

控制

在双馈异步发电机风力发电系统

中，发电机的定子直接和电网相连，

因此其电压和频率在额定运行状况下

是恒定的。因此，双馈异步发电机非

常便于使用定子电压定向控制。

2.1.1 定子电压定向控制原理

双馈异步发电机风力发电系统可

通过电磁转矩控制来实现转速控制或

有功功率控制 [4]。

  

                                              （7）

其中 ：

  

                                              （8）

上式表明，在给定定子电压后，

定子有功功率 Ps 和无功功率 Qs 可通

过 dq 轴转子电流来获得控制。

2.1.2 系统控制框图

图 1 为采用定子电压控制的双馈

异步发电机风力发电系统控制框图。

定子电压矢量角 Qs 可通过 Qs 的计算

模块获得，转子位置角 Qr 可通过安装

在发电机轴上的位置传感器测出。参

考坐标系交换所需的转差角可通过

Qs1=Qs-Qr 获 得。 通 过 abc/dq 和 dq/
abc 坐标变换模块，可将 abc 静止坐

标系中的变量转换成 dq 同步参考系中

的变量。

定子电压矢量角可通过下式获得

         
                                              

（9）

式中，dq 轴定子电压可表示为

 
                                            （10）

式中，uas、ubs、ucs 是测量得到的

三相定子电压。

3 双馈电机无功功率极限的
分析

3.1 双馈电机风电系统的无功功率

极限

3.1.1双馈电机定子侧无功功率极限

双馈电机定子侧有功功率和无功

功率运行范围受定、转子绕组和转子

侧变换器的电流限制影响，但起主要

作用的是转子侧变换器的电流限制。

故双馈电机定子侧有功功率和无功功

率运行范围具有一定的等式关系 [5]:

                                            
（11）

因此对于给定有功功率 Ps 的情况

下，定子无功功率的范围为

                 （12）
显然，对于给定风速下（即定子

发出的有功功率一定），定子发出和吸

收无功的能力为

                                            
（13）

                                            （14）

3.1.2 网侧变换器的无功功率极限

网侧变换器实际是一个电压型 
PWM 整流器，交流侧具有独特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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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电流源特性 [6]，可实现四象限运行。

网侧变换器的容量一般按风电机组的

最大转差功率设计 , 而风电机组并不总

是运行在最大转差功率工作点上。当

风速较低时，网侧变换器也可以发挥

其无功功率调节能力。

设网侧变换器的最大容量为 Smax,
网侧变换器有功功率为 Pw。由于变换器

容量限制得到的无功功率极限范围为：

                                            
（15）

综上所述，考虑网侧变换器后，双

馈风电机组总的无功功率极限范围为：

                                           
                                            （16）

4 风电场内无功功率控制和
分配

4.1 无功功率控制方案

（1）判断是否有调度部门所安排

的输出无功功率给定值 Qset，若有，设

定无功功率输出量参考值 Qref=Qset，若

没有，按以下方式设定 ；

（2）读取风电场主变压器低压侧

的实时电压值 Un，将该值经过无功

整定环节计算所需的无功功率参考值

Qref，令 Qref=Qset ；

（3）实时风速 Vw，有功功率采

用以最大捕捉风能为目标的控制策略；

（4）实时测量各风电机组产生的

有功功率 , 根据式 (19) 计算各风电机

组的 Qimax，从而得到整个风电场的无

功功率极限 QTmax ；

（5）比较 ：当 QTmax<Qset 时，利

用双馈风电机组变流器补偿无功 ；当

QTmax ≧ Qset 时，综合利用 SVG 和双

馈风电机组变流器补偿无功 ；

4.2 无功的分配方案

4.2.1 各双馈机组间无功分配

考虑机组无功出力极限的约束，

风电场内各风电机组的无功出力分配

原则为 ：

                                            
（17）

其中 Qiref 为第 i 台风电机组所发

无功的参考值，QTref 为所有风电机组

所发无功的参考值，QTtotal 为所有风电

机组的最大无功出力的总和。

4.2.2 风电场无功的分配方案

图1	采用定子电压定向控制的双馈异步发电机风力发电系统控制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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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VG 的无功补偿方式的缺

点，本方案优先采用双馈风电机组变

流器进行无功补偿，当参考点电压波

动较大时，采用 SVG 和双馈风电机组

变流器的协调无功控制。

5 算例分析

本文采用朝阳的实际风电场为算

例进行仿真分析来验证本文控制策略

的有效性。

该风电场系统接线如图 2 所示。

该风电场共有 4 台额定功率为 1.5MW 
的双馈异步发电机，汇集到 10kV 段母

线上，通过一台主变连接到 110kV 母

线，双馈风电机组各参数值如表 1 所示。

不采用本文所提出的控制方案时，

各风电机组依靠自身变流器调节参考

点电压，SVG 不投入，在 1s 时，给

该风电场参考点处设置一个低电压（电

压下降 80%），观测该参考点电压能否

迅速恢复至低电压之前的水平。

图 4 中 Vrms_pu 为参考点电压实际

值。图 6 中粗线代表 Qg，为双馈风电

机组的实际无功出力，Qg_ref 为无功参

考值。

分析图 4、图 5 可知，当双馈风

电机组仅利用自身变流器调节参考点

电压时，当电压偏差较大时（该仿真

电压下降 80%），变流器所能提供的无

功不能满足风电场的无功需求，所以

参考点电压 Vrms_pu 在 1s 后下降到原来

的 80% 后，随着变流器发出无功，电

压由 0.8pu 上升到 0.9pu，虽然电压

有一定的上升，但不符合风电并网的

电压偏差的标准。

增加风电发电量，即此时原系统

中双馈风电机组数目增加到 10 台时，

比较图 6、图 7 可知，由于每台变流

器具备一定的无功能力，当增加双馈

表1 项目中双馈风电机组的各参数值

额定电压 Ue=380V

频率 50Hz

速度 1200rpm

定子电压 U1=380v/1.732=220V

定子阻抗 R1=0.73Ω(115)

定子感抗 X1=0.66Ω

磁化感抗 XN=22.8Ω

转子阻抗 R2=0.59Ω

转子感抗 X2=1.29Ω

转子开路电压 U20=1050V（s=1）

风电机组数量时，参考点电压经过 1s
后能恢复至原水平。

分析图 8 可知，采用本文提出的

图2	风电场无功分配示意图

图3	算例系统接线图

控制方案后，风电场电压在 0.3s 的时

间内恢复到原电压之前的水平。算例

表明，本文提出的风电场无功功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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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策略可以有效地控制风电场与电网交换的无

功功率在其设定值上（其值可由调度下发），

相比较于风电机组变频器，SVG 能以更快的

速度为电网维持无功功率平衡提供了强有力的

支撑。

6 结论

围绕风电场的无功功率调整及电压稳定，

主要进行了以下工作 ：

（1）根据双馈风电机组的等值电路分析了

在一定风速下无功功率的出力模型 ；

（2）分析了双馈异步发电机定子电压定向

控制策略，计算了风电场内各设备的无功损耗，

通过对风电场无功损耗的计算可以推算出利用

双馈风电机组自身变流器所发无功是否满足风

电场内自身的无功需求 ；

（3）提出了风电场无功控制方案，即优先

利用双馈风电机组变流器调节参考点电压，并

通过实际风电场仿真验证了其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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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不投入SVG时，5台参考点电压变化曲线

图5	5台双馈风电机组变流器总无功出力曲线

图6	不投入SVG时，10台风电机组参考点电压变化曲线

图7	10台风电机组变流器无功总出力

图8	投入SVG后，5台风电机组参考点电压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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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大型风电机组特有的多种工况下，主轴制动器的安全

保护功能能否切实发挥作用，需要进行大量试验验证，主轴

制动器的制动性能试验在业内通常被称为惯性试验，因为该

试验测试对象——刹车盘的运动为纯滚动，无平行移动。惯

性试验台依据行业国家标准而开发设计， 是以机械惯量来模

拟风电实际惯量的制动器试验台 [1]。惯性试验台如图 1所示。

目前制动器生产厂家大多采取转动惯量 1:1 的惯性试验，不

过随着单机容量的增大，惯性试验验证过程中所需的能量也

显著增加，由于现有惯性试验台的承载能力、刹车盘尺寸或

其他因素限制，1:1 的惯性试验所要求的条件现有试验台逐

渐无法满足。因此，现在生产厂家逐渐开始转向等效惯性试

验，即在保证惯性试验的制动能量不变的前提下，改变惯性

试验中的一些技术参数设定，例如转动惯量 J、制动初始转

速 ω、制动力 F 或制动半径 R 等，以实现在现有试验台上

完成惯性试验。下面通过主轴制动器惯性试验过程的动能损

耗计算，分析以上 4 个技术参数对惯性试验的影响，提取

出等效惯性试验中可以进行调整的参数，以配合转动惯量的

改变。

浅析主轴制动器等效惯性试验的
参数选择﹡

康涛，李英昌

（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北京 100039）

摘  要 ：本文通过运用动能定理分析计算主轴制动器在正常制动工况下的能量转移过程，提取出对主轴制动器惯性试验存

在直接影响的主要技术参数，并分别论述各参数改变对惯性试验的影响，以及等效惯性试验的必要条件 J-ω2 曲

线与 R-F 曲线。根据等效惯性试验的必要条件，介绍技术参数变化情况下，为实现等效惯性试验需调整的试验参

数选择。

关键词 ：动能定理 ；主轴制动器 ；正常制动工况 ；等效惯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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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 paper focuses on several technical parameters which directly a�ect inertia test results of the rotor brake, base on calculation 

for energy transfer process of the rotor brake during normal brake condition with theorem of kinetic energy. E�ects of technical 

parameters changing in inertia test is described in details. Meanwhile necessary requirements of equivalent inertia test “Curve 

J-ω2” and “Curve R-F” are introduced. Finally choice of adjustable parameters for equivalent inertia test with test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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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惯性试验的动能损耗分析计算

无论是定桨矩风电机组还是变桨矩风电机组，其传动

链的制动形式均为两种 ：空气动力制动（以下称气动刹车）

和机械制动 [2]。正常制动过程中，气动刹车切断风能来源，

使风轮转速下降，主轴制动器在转速达到制动初始转速时闭

合，将风轮与传动链的剩余动能通过制动力矩 T（主轴制动

器提供的制动力 F 与制动半径 R 的乘积）做功转换为热能。

紧急制动过程则是在气动刹车还未来及切断风能来源的情

况下主轴制动器闭合，因此紧急制动工况下产生的热能比正

常制动工况下要大得多。主轴制动器设计过程中，仅考虑正

常制动工况，紧急制动工况一般会对主轴制动器产生破坏性

的影响，所以生产厂家对紧急制动工况不提供分析计算。

惯性试验过程中，主轴制动器启动后的动能损耗按照

制动力矩的变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制动力矩上升阶段与

额定制动力矩阶段。为了避免传动链受到过大冲击，主轴

制动器的闭合速度受驱动系统限制，通常不会立即从零升

到额定制动力矩，故而有一个制动力矩的上升阶段，制动

力矩的变化使该阶段的刹车盘转速下降过程做变减速运动。

制动力矩达到额定值后不再改变，额定制动力矩阶段的刹

车盘转速下降过程改为匀减速转动，直至风轮停止转动。

正常制动过程中除了主轴制动器的作用，还有空气阻力与

传动链内部摩擦阻力的贡献，但是相对于主轴制动器的制

动力而言则极其微小。

1.1 制动力矩上升阶段

制动力矩上升阶段，由于空气阻力与传动链内部摩擦

阻力对传动链做的功比主轴制动器制动力做功小得多，可以

将这两项阻力忽略不计。

根据动能定理 [3]，制动力矩对刹车盘所做的功，等于

传动链的动能增量，如式（1）所示，

                    
W

2

1
J

2

1
J2

2

1

2
= -~ ~

                               （1）
  
 J 表示传动链的转动惯量，单位 ：Kgm2 ；

ω1 与 ω2 分别表示制动力矩上升阶段期初与期末时刻

刹车盘的旋转角速度，单位 ：rad/s。
如前所述，由于该阶段的制动力矩做功随着时间推进

而不断变化，而传动链的转动惯量保持不变，因而刹车盘做

变减速转动，即转动切向加速度为负，且持续变化。假定制

动力矩的增加过程对时间变量 t 呈线性变化，即制动力矩增

量系数 k 为定值，则该阶段的制动力矩与时间变量的关系

如式（2）所示，

                            T t kt=^ h                                     （2）

根据刚体定轴转动的微分方程 [3]，如式（3）所示，

                     
J
dt

d
T t kt= =

~ ^ h
                               

 （3）
 
可得该阶段中各时刻的刹车盘旋转角速度增量为，

                            
d

J

kt
dt=~

                                   （4）

对式（4）积分，可得制动力矩上升阶段持续时间 S1

内的刹车盘旋转角度增量，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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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
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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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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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由式（6）可得制动力矩上升阶段结束时刻的刹车盘旋

转角速度 ω2，将 ω2 代入式（1），即可得到该阶段传动链

的动能损耗量，为正常制动过程的下一阶段——额定制动力

矩阶段的动能损耗计算提供数据输入。

1.2 额定制动力矩阶段

制动力矩上升阶段结束时刻的制动力矩值达到了主轴

制动器提供的额定制动力矩 T，该阶段的制动力矩保持不变，

对刹车盘摩擦做功，使传动链剩余的动能完全损耗。该阶段

的动能损耗过程仍可依据动能定理进行分析，只是这个阶段

分析计算的目标不再是动能损耗量，而是额定制动力矩阶段

所持续的时间 S2。

根据刚体定轴转动的微分方程，额定制动力矩 T 与传

动链的转动惯量 J 为定值，则该阶段的刹车盘旋转角速度

增量微分值，即转动切向加速度为定值，

图1 惯性试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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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动初始转速 ω、制动力矩 T。其中制动力矩 T 是主轴制

动器和刹车盘之间的制动力 F 与制动半径 R 两个变量的乘

积，所以实际上惯性试验的主要影响参数共有 4 个。由于

国内的制动器生产厂家早期生产的盘式制动器主要应用于

工程机械、起重机械或港口机械等设备，其现有的惯性试验

台一般是基于这些行业盘式制动器所需的试验转速、制动半

径等技术参数设计的，因此惯性试验台的试验工况与正常制

动工况存在一定差异。如果现有惯性试验台的设计承载能力

能够满足风电机组惯性试验的动能要求，则可在现有试验台

的基础上，通过修改试验工况的技术参数，实现等效惯性试

验。等效惯性试验要求试验过程中的制动初始动能和制动力

矩，同正常制动工况相同，从而保证制动过程损耗的动能和

制动时间与正常制动工况一致。

2.1 试验转速与正常制动工况不符

当惯性试验台的驱动系统 (电动机 )提供的试验转速ω'
无法达到风电机组的初始转速 ω，并且无法通过其他方法

改变试验转速 ω' 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转动惯量 1:1
的试验台上，试验系统提供的制动初始动能大于或小于正常

制动工况的初始动能。因此，为了使试验台的制动初始动能

与正常制动工况的初始动能相等，需要调整惯性试验台的惯

性轮数量，使试验台的模拟转动惯量 J' 与试验转速平方 ω'2

的乘积，同正常制动工况相等，达到等效试验的目的。其能

量表达式如式（13）所示，

                         
2

1
J

2

1
J

2 2
=~ ~l l

                            
（13）

根据式（13）可得等效惯性试验转动惯量与试验转速

平方的关系曲线 ：J-ω2 曲线，如图 2 所示。即惯性试验的

试验转速平方与惯性轮转动惯量变量能够落在J-ω2曲线上，

就可实现等效惯性试验。

依据第一节中的算例，传动链转动惯量 300 kgm2，制

动初始转速 50rad/s ；若惯性试验台驱动系统所能提供的试

验最小转速为 1200rpm（合 125.66rad/s），额定转动惯量

制动力矩增量系数 k -2000Nm/s

额定制动力矩 T -6000Nm

制动半径 R 300mm

传动链转动惯量 J 300kgm2

制动力矩上升阶段持续时间 S1 3s

刹车盘转动初速ω1 50rad/s

表1 动能损耗计算输入参数                   
dt

d

J

T
constant= = =e

~                         （7）

根据动能定理 [3]，该阶段主轴制动器的额定制动力矩

T 对刹车盘的摩擦做功，即额定制动力矩 T 与刹车盘旋转

角度的乘积，等于传动链的动能增量，如式（8）所示，

                      
T

2

1
J 2

2
=-{ ~

                                      （8）

{表示额定制动力矩阶段刹车盘的旋转角度，单位 ：

rad。
该阶段刹车盘做匀减速转动，根据刚体定轴转动的微

分方程，各时刻的刹车盘旋转角度增量与旋转角速度如式

（9）与式（10）所示，

                            d t dt={ ~^ h                                 （9）

                          t t2= +~ ~ e^ h                              （10）
对式（9）积分，可得额定制动力矩阶段的刹车盘旋转

角度，

                        ={ t dt
0

s

2
2

+~ e^ h#                        （11）
 
将式（11）代入式（8），计算即可得到额定制动力矩

阶段的持续时间 S2。

下面通过算例，说明主轴制动器在正常制动工况下的

动能损耗计算过程，表 1 为计算输入参数。

主轴制动器制动力矩上升阶段初始时刻的传动链动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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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50 3750001

2 2# #= =~ J

根据式（6），制动力矩上升阶段结束时刻的刹车盘旋

转角速度 ω2 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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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式（8）与式（11），可得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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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 ω2 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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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定制动力矩阶段的持续时间 S2 = 1s。

2 主要技术参数对惯性试验的影响

通过对惯性试验过程中动能损耗的分析计算，可知试

验过程中发挥作用的 3 个主要参数 ：传动链的转动惯量 J、

T t dt
2

1
J2

0

s

2

2
2

+ =-~ e ~^ h#
t t2= +~ ~ e^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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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400kgm2，则试验台的额定动能损耗大于正常制动工况。

根据等效试验的能量表达式（13），可得

              
J

J

125.66

300 50
47.49kgm2

2

2

2

2#
= = =
~
~l
l

所以，为了实现等效惯性试验，须将惯性试验台的惯

性轮的惯量减少至 47.49kgm2。

2.2 制动半径与正常制动工况不符

由于主轴制动器的钳口尺寸限制，当惯性试验台的刹

车盘尺寸规格与风电机组刹车盘不符时，惯性试验的制动半

径就无法达到风电机组的制动半径要求。例如刹车盘半径过

大时，钳口与刹车盘外缘的间隙已经很小，制动半径不能再

减小；同理，如果刹车盘半径过小，则主轴制动器无法有效

夹紧刹车盘。

主轴制动器提供的制动力不变的条件下，若惯性试验

台的制动半径 R' 大于风电机组的制动半径 R，则制动力矩

增大，试验过程中产生的温升高于正常制动工况，造成主轴

制动器摩擦片的磨损率增大，及其与刹车盘之间的摩擦系数

超出设计范围 ；若惯性试验台的制动半径 R' 小于风电机组

的制动半径 R，则制动力矩减小，造成主轴制动器无法在设

计时间范围内完成制动，被误判为主轴制动器制动性能不

足。因此，需保证试验制动力矩与正常制动工况下的制动力

矩相等，即当制动半径不相等时，通过调整主轴制动器的制

动力 F'，使制动力矩相等，就可以实现等效惯性试验。等

效惯性试验的制动力矩表达式（14）如下，

                            F R F R) )= l l                            （14）
制动力变量 F 与制动半径 R 落在图 3 的 R-F 曲线上，

是实现等效惯性试验的必要条件。

依第一节中的算例，额定制动力矩 T 为 6000Nm，制

动半径 R 为 300mm，制动力 F 为 20000N。若试验台刹

车盘直径为 1200mm，由于主轴制动器钳口尺寸限制，能

提供的最小制动半径 R' 为 500mm，根据等效惯性试验的

必要条件，则等效惯性试验所需的制动力 F' 为 12000N。

3 结论

惯性试验是主轴制动器产品性能验证的关键环节。通

过分析风电机组正常制动工况下的能量转移过程，得到对惯

性试验具有直接影响的主要技术参数。根据各技术参数对试

验的影响，分析得出实现等效惯性试验的必要条件 J-ω2 曲

线与 R-F 曲线。即当试验台转速无法达到制动初始转速时

只能通过改变惯性轮的惯量值；当试验台刹车盘尺寸无法实

现制动半径时只能通过改变制动力，来实现等效惯性试验，

而不能通过随意改变其他技术参数来达到等效试验的目的。

并且，通过合理调整技术参数，在现有惯性试验台实现等效

惯性试验，对于提升现有设备的利用率，降低试验台建设成

本，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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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驱式永磁风力发电机
综合保护算法的研究

李磊，景春阳，黄晓芳

（北京天诚同创电气有限公司， 北京 100176）

摘   要 ： 本文分析了对直驱式永磁风力发电机进行保护所涉及到的过压保护、过流保护、不平衡度保护、过温保护和绝缘

保护，并提出了这五个方面的基本保护算法。着重研究了如何将这五个方面的基本保护算法相互配合起来使用，

使之形成能够对直驱式永磁风力发电机进行更有效保护的综合保护算法。

关键词 ：过压保护 ；过流保护 ；不平衡度保护 ；过温保护 ；绝缘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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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Research of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Algorithm on Direct-drive 
Permanent Magnet Wind Turbine 

Li Lei, Jing Chunyang, Huang Xiaofang
（Beijing Etechwin Electric Co., Ltd., Beijing 100176, China）

Abstract: �is paper analyzed the direct-drive permanent magnet wind generator protection involved the over-voltage  protection, over-

current protection, unbalance protection, over temperature protection and insulation protection, and put forward �ve aspects of the 

basic protection algorithm.It also focuses on the study how these aspects of the basic protection algorithm combination with each 

other, making the formation of direct-drive permanent magnet wind turbine can be more e�ective protection of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algorithm.
Keyword: over-voltage protection; over-current protection; unbalance protection; over-temperature protection;  insulation protection

0 引言

近年来，随着风电行业的技术渐渐成熟，对风力发电机

的效率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于是直驱式永磁发电机作为一

种高效率机型在风电行业中被大量的使用，并且与双馈式感

应风力发电机不同的是，直驱式永磁风力发电机需要与大功

率的变流设备配合使用。

然而，在直驱式永磁风力发电机需要与大功率的变流设

备配合使用的过程中，往往由于兼容性设计不够充分和极端

性设计不够周全，使直驱式永磁发风力电机经常受到过压、

过流、不平衡度等电气不良因素的威胁。

同时，由于风力发电机的运行环境过于严酷，使直驱式

永磁发风力电机经常受到过温、高湿影响绝缘等环境不良因

素的威胁。

而在原有的直驱式永磁风力发电机保护设计中，设计人

员往往只考虑对上述使直驱式永磁风力发电机受到威胁的不

良因素进行单一的基本保护设计和基本保护算法研究，而这

样单一的基本保护设计和基本保护算法起到的作用可能过于

局限 [1]。

本文在分析与考虑使直驱式永磁风力发电机受到威胁的

诸多不良因素的同时，在原有直驱式永磁风力发电机的各种

基本保护设计和基本保护算法研究的基础上，将这些基本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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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设计和基本保护算法相互配合起来使用，研究了一种适用

于直驱式永磁风力发电机的综合保护算法。

1  直驱式永磁风力发电机的基本保护算法

1.1  过压保护算法

过压次数过多和过压总时长过长都是对直驱式永磁风力

发电机绕组的主绝缘构成威胁的主要因素之一。

因此在过压保护算法中，我们首先对发电机的三相电压

分别进行监测，将任意一相电压超过额定电压 2.5 倍设置为

是否过压的判断条件；然后在设定周期内对过压次数和每次

过压的时长进行统计，将过压次数超过设定保护次数和过压

总时长超过设定保护时长设置为是否启动发电机停机保护的

判断条件。算法如图 1 所示。

1.2  过流保护算法

电流瞬时短路和电流过载既是对直驱式永磁风力发电机

绕组的主绝缘构成威胁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对直驱式永磁

风力发电机绕组的自身安全构成威胁的主要因素之一。

因此在过流保护算法中，我们首先对发电机的三相电流

分别进行监测，将任意一相电流超过额定电流 1.2 倍设置为

是否过流的判断条件；然后对过流现象进行电流瞬时短路分

析，将任意一相电流超过额定电流 2 倍设置为是否启动发电

机停机保护的判断条件；接着再对过流现象进行电流过载分

析，将任意一相电流超过额定电流 1.2 倍但未超过额定电流

2 倍与过流时长超过设定保护时长设置为是否启动发电机停

机保护的判断条件；算法如图 2 所示。

1.3  不平衡度保护算法

三相电流不平衡也是对直驱式永磁风力发电机绕组的主

绝缘构成威胁的主要因素之一。

特别是在任意一相电流与三相的平均电流之比超过设定

保护值时，会造成绕组上产生的热能出现短时间线性激增，

这样绕组上产生的热能就“很可能”超过自身的额定热负荷，

从而导致绕组上的绝缘材料永久性损伤。

因此在不平衡度保护算法中，我们首先对发电机的三相

电流分别进行监测；然后对三相电流进行不平衡度分析，将

任意一相电流与三相的平均电流之比超过设定保护值设置为

是否启动发电机停机保护的判断条件。

1.4  过温保护算法

过温既是对直驱式永磁风力发电机绕组的主绝缘构成威

胁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对直驱式永磁风力发电机绕组的自

身安全构成威胁的主要因素之一。

特别是在绕组温度超过设定保护温度时，绕组上产生的

热能将超过自身的额定热负荷，最终导致绕组上的绝缘材料

永久性损伤，甚至是绕组的烧毁。

因此在过温保护算法中，我们对发电机的绕组温度进行

监测，将绕组温度超过设定保护温度设置为是否启动发电机

停机保护的判断条件。

1.5  绝缘保护算法

由于在出现绕组的绝缘电阻过低时将直接造成电机无法

正常运行，因此在绝缘保护算法中，我们对绕组进行绝缘电

阻测试，将测试结果小于设定保护值设置为是否启动发电机

维护保护的判断条件。

2 直驱式永磁风力发电机的综合保护算法

2.1  过压保护算法与绝缘保护算法的配合运用

根据“1.1 过压保护算法”中的分析，过压次数过多和

过压总时长过长，最终都将导致绕组的绝缘材料永久性损伤。
图1  过压保护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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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果在出现上述这两种情况后，能马上判断出绕组的

绝缘材料的损伤程度，及时对绕组进行维护保护，这样将使

直驱式永磁风力发电机得到更加有效的保护。因此，我们可

以将过压保护算法与绝缘保护算法进行配合运用来达到这样

的效果。

配合运用中，首先对发电机的三相电压分别进行监测，

将任意一相电压超过额定电压 2.5 倍设置为是否过压的判断

条件；然后在设定周期内对过压次数和每次过压的时长进行

统计，将过压次数超过设定保护次数和过压总时长超过设定

保护时长设置为是否启动发电机停机保护的判断条件；最后

对绕组进行绝缘电阻测试，将测试结果小于设定保护值设置

为是否启动发电机维护保护的判断条件 [2]。

2.2  过流保护算法与过温保护算法和绝缘保护算法的配

合运用

根据“1.2 过流保护算法”中的分析，电流过载，绕组

上产生的热能“很可能”超过自身的额定热负荷，从而导致

绕组的绝缘材料永久性损伤；电流瞬时短路，绕组上产生的

热能将超过自身的额定热负荷，最终导致绕组上的绝缘材料

永久性损伤，甚至是绕组的烧毁。

而如果在出现电流过载后，能马上判断出绕组温度是否

超过设定保护温度，就能进一步准确的判断出绕组上产生的

热能是否真正超过自身的额定热负荷；并且，绕组上产生的

热能一旦真正超过自身的额定热负荷，又可以马上判断出绕

组的绝缘材料的损伤程度，及时对绕组进行维护保护，这样

将使直驱式永磁风力发电机得到更加有效的保护。

同样，如果在出现电流瞬时短路后，能马上判断出绕组

的绝缘材料的损伤程度，及时对绕组进行维护保护，这样将

使直驱式永磁风力发电机得到更加有效的保护 [3]。因此，我

们可以将过流保护算法与过温保护算法以及绝缘保护算法进

行配合运用来达到这样的效果。

配合运用中，首先对发电机的三相电流分别进行监测，

将任意一相电流超过额定电流 1.2 倍设置为是否过流的判断

条件；然后对过流现象进行电流瞬时短路分析，将任意一相

电流超过额定电流 2 倍设置为是否启动发电机停机保护的判

断条件；接着再对过流现象进行电流过载分析，将任意一相

电流超过额定电流 1.2 倍但没有超过额定电流 2 倍与过流时

长超过设定保护时长与该阶段发电机的绕组温度超过设定保

护温度设置是否启动发电机停机保护的判断条件；最后对绕

组进行绝缘电阻测试，将测试结果小于设定保护值设置为是

否启动发电机维护保护的判断条件。

2.3  不平衡度保护算法与过温保护算法和绝缘保护算法

的配合运用

根据“1.3 不平衡度保护算法”中的分析，三相电流不

平衡，绕组上产生的热能“很可能”超过自身的额定热负荷，

从而导致绕组的绝缘材料永久性损伤。

而如果在出现上述这种情况后，能马上判断出绕组温度

是否超过设定保护温度，就能进一步准确的判断出绕组上产

生的热能是否真正超过自身的额定热负荷；并且，绕组上产

生的热能一旦真正超过自身的额定热负荷，又可以马上判断

出绕组的绝缘材料的损伤程度，及时对绕组进行维护保护，

这样将使直驱式永磁风力发电机得到更加有效的保护。因此，

我们可以将不平衡度保护算法与过温保护算法以及绝缘保护

算法进行配合运用来达到这样的效果。

在配合运用中，首先对发电机的三相电流分别进行监测；

图2  过流保护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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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再对三相电流进行不平衡度分析，将任意一相电流与三

相的平均电流之比超过设定保护值与该阶段发电机的绕组温

度超过设定保护温度设置为是否启动发电机停机保护的判断

条件；最后对绕组进行绝缘电阻测试，将测试结果小于设定

保护值设置为是否启动发电机维护保护的判断条件。

2.4  过温保护算法与绝缘保护算法的配合运用

根据“1.4 过温保护算法”中的分析，过温时，绕组上

产生的热能将超过自身的额定热负荷，最终导致绕组上的绝

缘材料永久性损伤，甚至是绕组的烧毁。

而如果在出现上述这种情况后，能马上判断出绕组的绝

缘材料的损伤程度，及时对绕组进行维护保护，这样将使直

驱式永磁风力发电机得到更加有效的保护。因此，我们可以

将过温保护算法与绝缘保护算法进行配合运用来达到这样的

效果。

配合运用中，首先对发电机的绕组温度进行监测，将绕

组温度超过设定保护温度设置为是否启动发电机停机保护的

判断条件；然后对绕组进行绝缘电阻测试，将测试结果小于

设定保护值设置为是否启动发电机维护保护的判断条件。

2.5  综合保护算法

由于通过绝缘保护算法可以帮助过压保护、过流保护、

不平衡度保护和过温保护算法来判断直驱式永磁风力发电机

绕组的绝缘材料的损伤程度，再来决定是否启动发电机维护

保护，而通过过温保护算法可以帮助过流保护和不平衡度保

护算法来判断直驱式永磁风力发电机绕组上产生的热能是否

真正超过自身的额定热负荷，进而准确的判断是否出现电流

过载和三相电流不平衡，最后再来决定是否启动发电机停机

保护。

因此在直驱式永磁风力发电机的综合保护算法中，我们

将过流保护算法与过温保护算法和绝缘保护算法的配合运用、

过流保护算法与过温保护算法和绝缘保护算法的配合运用、

不平衡度保护算法与过温保护算法和绝缘保护算法的配合运

用、过温保护算法与绝缘保护算法的配合运用同步进行使用；

算法如图 3 所示。

3  结论

本文阐述了对直驱式永磁风力发电机进行过压保护、过

流保护、不平衡度保护、过温保护和绝缘保护算法；给出了

如何将这五个方面的基本保护算法相互配合起来使用，使之

形成能够对直驱式永磁风力发电机进行更有效保护的综合保

摄影：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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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算法。通过将过流保护算法与过温保护算法和绝缘保护算

法的配合运用、过流保护算法与过温保护算法和绝缘保护算

法的配合运用、不平衡度保护算法与过温保护算法和绝缘保

护算法的配合运用、过温保护算法与绝缘保护算法的配合运

用同步进行使用，来完成对直驱式永磁风力发电机绕组进行

更有效的和更全面的综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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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机组传动系统动力学认证分析
程人杰，李喜梅，王丹丹，杨洪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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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通过分析风电机组传动系统动力学相关知识以及国内外相关研究，介绍了为进行传动系统动力学分析技术研

发所开展的两个科学研究和项目示范，最终在顺利完成科研课题的基础上，摸索出一套风电机组传动系统动力学

分析的流程，并制定了相关的指导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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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Dynamics Certification of 
Wind Turbines Drive System

Cheng Renjie, Li Ximei, Wang Dandan, Yang Hongyuan
(China General Certi�cation,Beijing 100013,China)

Abstract: �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dynamic analysis of wind turbine drive research and related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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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国内风电产业持续发展，风电机组的设计容量不

断刷新已有的产品规格，迅速推向市场。而风电机组设计

容量的加大，必然会导致其整体结构尺寸的增加，特别是

叶片和轮毂系统，由此带来的风电机组结构振动问题日益

明显，因此在风电机组设计的前期能够准确认证其在工作

时的动态特性，避免机组外部和内部载荷激发机组结构部

件的振动，是十分必要的。

与此同时，国外风电机组厂商在机组的设计阶段都

会校核其动态特性，确保系统的固有频率能够避开在工作

时机组内外的激励载荷 ；同时国外许多的权威认证机构如

GL，TUV，DNV 在其风电机组认证指导指南上都明确要

求对传动系统的动态特性进行设计评估认证。

国内的风电场业主与风电机组主机厂商在消化吸收国

外先进的风电机组设计经验的基础上，大量的开展了传动

系统动态特性校核的技术研究工作。相关认证机构也在不

断关注这方面的技术进展，希望能和主机厂商一起，将这

项设计评估工作固化到企业的新产品研发设计流程和认证

流程中去。

1 传动系统动力学认证前期技术研发

利用机械结构的力学模型进行机械设备的设计与工作

性能计算校核是目前工业界广泛采用的产品开发方法。对

于新兴的风电设备制造产业，借鉴基础工业领域成熟的产

品设计分析方法，是加速自身技术发展的有效途径。同时，

对于风电设备认证机构，也是不断提高自身认证水平，提

升对新产品，新技术认证能力的重要保证。

1.1 大型风电机组传动系统动力学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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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1 年起，北京鉴衡认证中心联合比利时 LMS 公

司，开展了大型风电机组传动系统的动力学建模与仿真计

算项目。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课题组成员详细研究了传

动系统主要部件的力学建模方式，系统动力学模型装配方

法，如图 1 所示 ；建立了高精度的风电机组传动系统动力

学模型 ；验证了 LMS.SWT 软件的空气动力学计算算法，

利用其计算了多种极端工况下的机组动态载荷，深入理解

了风电机组正常运行时的动态性能，为下一步形成传动系

统建模与分析规范奠定了基础。

1.2 某型风电机组传动系统动力学认证示范项目

为了评估新形成的传动系统动力学认证流程和计算方

法，鉴衡认证中心联合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风电事业部，开展了某型风电机组传动系统动力学认证示

范项目。希望通过一个真实的认证项目详细的梳理传动系

统动力学认证流程，查找认证计算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及

时改进优化，了解企业的真实 需求，确保该项认证内容能

够真正服务于企业的生产实践。在该项目中我们完成了以

下工作 ：

 1.2.1 建立风电机组传动系统高精度力学建模与分析

技术规范

如何将现实世界中的机械结构物理模型抽象成合理的

力学模型，再用虚拟的机械结构力学模型去评估风电机组

在各种极端工况下的可靠性，是项目进行过程重点突破的

技术难点。

这项技术的效益在于，可以在新机型研发的前期，即

真实的物理样机试验之前，对风电机组的动态特性进行一

个完整的评价，确定风电机组在各种工况环境下不会发生

共振破坏，确保整个传动系统的零部件之间可以稳定的配

合兼容，从而缩短新机型的研发时间，降低研发成本。

如果越过这项机组的动态评估过程，在物理样机试验

中发现了风电机组传动系统振动过大的问题，势必要回头

修改原有的设计方案，再次进行样机测试，这样反复的周

期循环会大大延长新产品上市的时间，增加研发成本。

因此，我们研发了风电机组传动系统高精度力学建模

与分析规范，用来指导风电机组的设计，该规范的技术内

容如下 ：

（1）完成传动系统机械结构部件的模态建模和整机装

配技术方法，形成建模规范。 机械部件的模态建模可以将

真实的物理结构抽象成力学模型，完成对其的使用寿命的

预测和工作性能的评估。其中，在进行模态建模时，要重

点对机械部件的进行结构简化，有效的自由度缩减，一个

精炼和精确的力学模型可以提高计算效率，节约计算机资

源，同时对后续的分析过程影响极大，以传动系统的主轴

结构为例，经历四个步骤对其进行模态建模。

图1  风电机组传动系统部件力学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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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个步骤分别为结构的几何建模，有限元建模，模

态自由度缩减，模态模型。随后，将一个机械部件进行模

态建模，利用模态装配技术完成整个传动系统的力学建模
[1]，如图 2 所示。

（2）风电机组运行状态与自然界各种不同风况的等效，

完成评估工况数据库建设。风电机组在自然界中遭受各种

风况外部条件，工作条件十分恶劣。需要抽象各种风况，

对其进行全面的工作可靠性评估。我们在项目中，分别抽

象了多种极端风况条件，配合机组启动，额定发电，紧急

停机等工作状态，完成了传动系统的振动强度校核。

特别对于海上风电机组，利用

实测的台风数据，结合湍流风谱模

拟方法，开发了台风工况生成器，

完成了十个台风工况下的风电机组

动态特性评估，为海上风电机组

的抗台风设计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

撑，如图 3、图 4 所示。

同时，在项目中完成了对风

电机组动态评估载荷工况数据的建

立，用于收录对传动系统振动特性

影响最大的工况，可以用于对其它

机型的设计评估工作。

（3）完成传动系统动态特性

评估规范。利用计算的结果数据可

以详细分析风电机组传动系统在各

种工况下的动态特性，校核其工作

的可靠性，预测机组的可利用率。

这些工作需要一套完整可信的

数据分析处理流程和规范。我们在

项目中开发了测试数据与仿真计算

数据相结合的联合分析方法。其中，

对计算结果的分析，侧重于获得传

动系统的固有模态，根据系统在运

行时遇到的激励载荷，查找其的潜

在共振点。这个工作主要利用传动

系统的固有模态能量图，坎贝尔图

和瀑布图来完成 [2]。

1.2.2 风电机组传动系统振动

测试与故障诊断技术

传动系统振动测试可以在前

期评价风电机组传动系统稳定工作的可靠性 ；运行中，可

以根据测试数据判断机组的运行状态，预测维护时间节点 ；

如果风电机组发生振动故障失效，可以测试数据确定故障

来源，进行故障修复。在项目中，我们主要完成了以下工

作内容 ：

（1）传动系统振动测试，从机组选型的角度评价机组

可利用率。

作为能量传递环节的传动系统，时刻接受着来自于叶

轮系统的能量，同时也承担叶轮系统传递的载荷，因此叶

轮系统在从气流中汲取能量时产生的振动，不仅会影响传

图3  海上风电机组台风作用下动态特性模拟 图4  传动系统动态特性分析

图2  主轴结构模态建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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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系统的能量输入，也会向其传递振动，造成传动系统载

荷突变，加剧其承载的状况，严重时诱发传动系统共振，

造成传动系统的早期失效，直接引发机组的故障停机 [3]。

因此，需要对传动系统机型振动测试，详细评估其振

动特性，保证其工作运行的可靠性。从技术实施的角度来说，

完成以下工作 ：

（2） 确定振动测试时传感器的布位

风电机组传动系统结构紧凑，布局严密，因此部件之

间的振动相互影响程度很高，如何选择合理的测点来收集

高分辨率的测试数据，判断机组的振动特性，振动来源，

是技术实施的关键点。准确的测点选择直接影响对机组振

动特性的评价。

我们在对多台风电机组进行振动测试和分析的工作基

础上，总结出了针对风电机组传动系统振动测试最优的测

试点定位规范，如图 5 所示。

（3）选择特征工况进行振动系统振动测试和数据采集

风电机组在运行中会遇到多种多样的外部风况条件，

同时机组本身多样的工作状态也给测试工作带来了挑战，

即全部测试风电机组所有的工作状态下的振动数据是不现

实的。因此，在进行实地的风电场测试时，结合当地的风

况条件，有目标的选择最能反映机组传动系统振动性能的

工况条件，来完成传动系统振动特性的评估，可以达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节省大量测试消耗的人力，物力成本。

我们通过对大量风电机组载荷计算结果的分析，总结

出了对传动系统振动特性影响程度较高的特征工况。因此，

在真实风场环境中的风电机组，可以对其运行工况，根据

经验有选择的进行振动测试。

（4）测试数据的后处理与系统动态特性信息挖掘

通过测试数据，可以直观的发现传动系统测点位置的

振动剧烈程度，同时，还需进行测试数据的信息挖掘，查明

机组传动系统振动的机理，激振的来源和振动的传递方式。

依据国家标准和德国 VDI 标准，我们建立了一套完

整的数据处理流程，通过对振动测试数据的深入发掘，形

成传动系统振动分析报告，报告涉及对传动系统工作振动

烈度的评价，传动系统工作可靠性评价，传动系统振动源，

传动系统振动传递路径以及对机组可利用率的评价。

2 认证流程  

通过以上项目的技术研发与创新，我们推荐在以下流

程内完成风力发电机组传动系统动力学认证。

2.1 总体框架

对于风电机组主机厂商的传动系统动力学认证需求，

我们通过以上流程完成机组的性能评估，如图 6 所示。首

先需认真审查企业提交的传动系统的设计文件，部件设计

计算报告，部件 CAD 模型，企业研发部门完成传动系统部

件有限元模型和系统动力学模型，检查模型与设计文件的

一致性，评估这些技术文件和力学模型是否符合认证规范

要求 ；其次，审查企业提交的计算报告，进行独立的计算

和计算结果分析，比对双方的计算结果与分析结论 ；最后，

针对认证过程产生的技术问题，与企业进行沟通与讨论，

形成最终的设计评估意见。

2.2 认证要求

具体的认证环节包含以下三个主要内容 ；

首先，部件力学模型的建模规范。这个规范包含了部

件的通用有限元软件建模要求，单元选择，分网精度，结

构部件模态截止频率选择 ；有限元模型自由度缩减方式，

缩减的超单元模型模态验证 ；齿轮传动的等效 ；支撑类部

件的等效刚度和阻尼参数的计算和根据机组本身的拓扑结

构进行多体模型装配。

其次，计算与分析规范。包含风电机组传动系统位移

边界条件载荷边界条件的确定，需要计算与分析的内容以

及更多极端载荷工况下的系统动力学评估。 
最后，通过相关的机械振动标准和规范评价风电机组

传动系统的动态性能。
图5  振动传感器位置总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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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风电机组传动系统动力学认证作为一项必要的风电设

备设计认证环节，不仅可以评估新型机组的动态特性是否满

足正常工作的需求，也可以帮助企业研发人员在风电机组发

生机械振动故障时，利用虚拟的传动系统数字模型分析故障

的原因和在现故障的场景，提高新机型的研发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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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根据已运行的大型水平轴风电机组的防雷系统实际应用情况，解析大型风电机组的防雷保护系统，对比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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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running large-scale wind turbine, this paper analyses its lightning protection system. 

Comparing the pros and cons of a variety of lightning protection scheme, it plays a guidance role in the lightning design of the large 

wind turb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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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风电机组在正常发电运行期间如遭受雷击，会导致较

长的停工时间，因而造成大量发电量的损失，且风电机组成

本高，若其遭受雷击，特别是叶片和发电机等贵重部件遭受

雷击，除了损失修复期间应得发电量之外，还要负担受损部

件拆装和更换的巨大运输吊装费用。风电机组防雷系统的某

些不完善，严重情况下会引发火灾。风电机组的防雷系统设

计除保证其在雷雨季节的安全稳定运行，还要保证在雷雨季

节期间风电机组中的人身安全。因此，大型风电机组的防雷

系统设计在整个风电机组设计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值得

深入研究和运用。

1 大型风电机组的防雷原理

相较建筑物防雷设计而言，大型风电机组的防雷系统

不是避雷，而是将雷电流通过自身设备引入大地。不同的风

电机组部件能够承受的雷电流等级不同，因此需要引入风电

机组防雷分区的概念，一般分为三个区 ：LPZ0（LPZ0A 和

LPZ0B）、LPZ1、LPZ2，如图 1 所示，LPZ0A 区为受直

接雷击和全部雷电电磁场威胁的区域 ；LPZ0B 区为直接雷

击的防护区域，但该区域仍受到全部雷电电磁场的威胁，内

部系统可能受到部分雷电电涌电流的影响 ；LPZ1 区为有一

级保护区域，LPZ2 区为有二级保护区域。

因风电机组作为引雷通道，就必然会使风电机组电位

抬高，因此需将风电机组两大平台电位各自同时抬高，即机

舱等电位搭接电位与塔基等电位搭接，避免高电位差带来的

设备损坏或人身安全伤害 [1]。

目前记录到的单次雷击电流最大值为 300KA 左右，全

世界，这些最大值发生的百分比极少。一般情况下，雷电流

峰值大约为 30KA。标准规定最大只需防护 200KA 以下的

雷电流，风机设计可根据风场的雷暴自然条件及不同区域确

定相应的防护等级。

雷电防护等级见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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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型风电机组的防雷措施

2.1 叶片的防雷

2.1.1 金属叶片

如果风电机组采用金属叶片，风叶的雷电防护也许会

变得简单化，只要金属的厚度达到防雷相关标准的要求，参

照 GB50057 － 2010[2]。但是金属的使用会影响叶片的空气

动力性能，如导致风电机组负荷的增加、风 / 电转换效率的

降低等，所以金属叶片目前还没有被应用 [3]。

2.1.2 碳纤维叶片

从目前的研究报告来看，此类技术尚未成熟，更没有

进入实际应用阶段。用于碳纤维间粘合物为非导电物质，目

前单股碳纤维的通流容量相对较小，所以导致叶片一旦遭遇

中等强度的直接雷击就会导致叶片的严重损坏。满足导电性

能的粘合物成本太高，制成的叶片难以被市场接受。

2.1.3 复合材料叶片

目前大型风电机组的叶片一般都是由不能承受直击雷

或传导直击雷电流的复合材料制成，主流做法是在叶尖及叶

身加装接闪器或金属网条，通过与接闪器连接的引下导体将

雷电流引入大地。当叶片运行一段时间后，叶片外部被污染

物覆着或内部积攒了水汽等，当雷击击中叶片时就可能因急

剧发热而使叶片胀裂，因此在雷雨季节期间应加强对叶片的

维护工作。

2.2 轮毂的防雷

轮毂本体为金属件，因此轮毂的导雷通道转化为叶片

至轮毂的连接方式问题。连接方式主要分为两种。

2.2.1 变浆轴承导电方式

通过碳刷和放电间隙利用变浆轴承进行传导雷电流，

对于雷暴日不多、雷电强度不高的风场用此种方式可以接

受，但对于近海、高原等雷暴日多、雷击强度大的风场，此

种方式会对变浆轴承产生损伤，影响其运行的性能。

2.2.2 软导线连接方式

通过软体导线连接叶片及轮毂形成雷电通道，避免了

雷电流对变浆轴承的影响，但同时，该导线处于叶片自转与

叶片变浆的双重运动状态下，如何保证该导线在风电机组运

行过程中的稳定性及可靠性成为难点。将软体导线捆绑在带

弹力的尼龙绳上进行固定的方式，尼龙绳在高原、潮湿、低

温等环境下易老化失效；将软体导线捆绑在钢丝绳上进行固

定的方式，钢丝绳与固定件之间的磨损会成为维护的项点，

且钢丝绳这种软体硬用的方式会带来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将

软体导线捆绑在钢板上进行固定的方式，不存在部件的老化

问题，定期维护跨度也可拉长很多，该方法为目前风电机组

行业中非常领先的叶片轮毂导雷方式 [4]。

轮毂中的柜体属于防雷分区中的 LPZ1，故在边界区域

安装合适的电源、信号 SPD。

如果电气设备和装置安装于轮毂外部，且有导流罩覆

盖，则应对这些部件提供防雷装置，一般应安置接闪器。在

叶轮内部的变桨电机和其他监测设备出于轮毂外部，这时就

要考虑对这些设备进行防雷保护，可在导流罩的顶端安装接

闪器，在导流罩内部敷设引下线，抵御雷电对这些电气设备

图1 风电机组防雷分区

表1 根据雷电防护等级（LPL）规定的雷击电流参数的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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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害。 
2.3 机舱的防雷

在保证风电机组轴承及电气部件在传导雷电流时正常

工作的同时，又要确保在雷电发生时身处机舱中的人员的

安全。

2.3.1 主轴承的防雷

雷电流在自叶片入机舱后的泄放通道如图 2 所示，因

此机舱内的各大机械部件需要做好与机舱底座的绝缘处理，

并在高、低速轴之间采用绝缘联轴器，但实际上还是有部分

雷电流流经轴承；要确保该雷电流在主轴承生命周期内不会

影响主轴承的正常工作 [5]。如果条件允许，采用绝缘轴承，

能够完全消除过轴承的雷电流，但该方式造价较高，目前市

场上还未有采用此方案的实际应用，有公司在进行该项点的

试验研究。

2.3.2 电力电源及控制信号防雷

电力电源防雷遵从 GB 50343 标准规定加装适合的

SPD[6]。控制信号的防雷不止从 SPD 上着手，还需要在使

用双绞、屏蔽导线等方面着手，如 ：信号线、控制电源线、

同时考滤屏蔽层接地点的合理性。防雷器选型方面需注意以

下几点 ：

（1）加强通流容量、即热量和温升估算，并留够余量；

（2）正确选取器件的击穿电压：与被保护系统（元器件）

工作电压、绝缘耐压的配合 ；

（3）选用响应时间快的器件 ；

（4）根据被保护器件或设备的实际工作电压，选择合

适的钳位电压 ；

（5）选用低寄生电容、低引线电感的器件 ；

（6）选用漏电流小的器件 ；

（7）其它注意事项：因选用器件类型不同而酌情分析；

（8）注意环境对器件的影响（高海拔、高低温、温差大、

高潮湿与凝露、污秽等），根据环境对防雷器件参数进行修

正。

2.3.3 机舱等电位搭接

目前多数风电机组机舱内采取如图 3 所示等电位连接

措施 , 推荐选用图 4 所示的机舱等电位连接措施。其作用有

两点 ：

（1）采用放电间隙等电位连接器将外部的直击雷雷电

流泄流途径与机组内部的感应雷电流泄流途径隔离开。线

路上的感应雷电流经过 PE 线泄放入地，直击雷雷电流通

过机舱底座、塔筒入地，从而避免直击雷雷电流进入机组

内部系统 ；

（2）当外部泄放的雷电流强度足够大时，放电间隙等

电位连接器瞬间近似短路导通，将设备与设备之间、系统

与系统之间的电位差箝位在较低的水平，经过等电位连接

器的雷电流大部分也将会沿着 PE 线到塔底接地装置泄放

入地，机组电气、电子系统遭受雷电损害的可能性随之可

以大大降低。

机舱外部的风速仪、风向标因直接暴露在外，对于这

些部件的防雷措施为单独为其配置一个避雷器，避雷器的

引下线直接与机舱等电位系统连接 ；或者其本身带有避雷

图4  推荐选用的机
舱等电位连接措施

图3  目前多数风电机组
机舱内等电位连接措施图2  雷电流在自叶片入机舱后的泄放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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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但需注意在机舱外的引下线的绝缘性能，必须保证满足

标准 IEC62305-3 的要求 [7] ：外露引下线的绝缘体需能承受

100kV 时间为 1.2/50μs 的脉冲电压。

2.4 塔筒的防雷

塔筒本体与轮毂一样是金属件，能够传导雷电流，按

照理论来说，塔筒本身的搭接面就可作为导雷通道，但实际

塔筒生产商的加工能力有限，造成目前风电行业的塔筒搭接

面之间的导雷通道均采用电缆跨接方式，在实际应用中还有

塔筒上下搭接面严重偏离的情况，使得跨接导线很长，在较

高雷电流且接地电阻较大的情况下，泄放雷电流过程中会产

生严重的拉弧现象，需特别关注并采取一定的措施改善，如

增加压接端子接触面积、选取更大横截面积的电缆、对拉弧

处加装保护罩等。

2.5 塔基的防雷及接地系统

塔基的防雷主要是构建塔基等电位平台，如图5所示。

风电机组所接收到的雷电流都要经过接地系统汇入大

地， 因此风电机组的接地系统对于风机的防雷性能至关重

要。雷电流泄放入地时，接地电阻越小，雷电流散流越快，

被雷击时高电位保持时间越短，危险性就越小，其跨步电

压、接触电压也相应得到降低。实际工程中也证明，同一风

场，接地电阻值较大的机组受到的雷击损害往往高于接地电

阻值低的机组。

风电场的接地系统图如图 6。风电场接地设计的原则及

工程方法主要有 ：

（1）应收集每台机位的土壤电阻率，土壤电阻率变化

较大时，应分类进行设计 ；

（2）风电机组基础与箱变基础共用一个接地装置，应

充分利用塔基钢筋，在距风电机组塔基边缘外侧≥ 5m 处设

置一圈垂直接地体并用扁钢连接 ；

（3）接地装置的工频接地电阻不大于 4 欧姆 ；

（4）风电机组的防雷引下线与接地装置的连接点和箱

变与接地装置的连接点，在地中沿接地体的长度应不小于

15m ；

（5）接地体的埋深不小于 0.5m，并宜敷设在冻土层以

下，为达到更好的均压、均流效果，环形地网与塔基钢筋至

少四处连接。如果接地电阻值达不到要求，则应向外敷设延

伸接地极 ；

（6）由于风电机组所处地域土壤条件一般较差，要做

到接地电阻值小于 4 欧姆的地网比较困难，因此，需要采

取一些特殊的降阻方法和非常规的接地材料，例如采用降阻

剂、非金属低电阻接地模块等 ；

（7）为防止塔身泄流时在 PE 线上感应雷电流，PE 线

由地网外围宜穿钢管埋地并与基础钢筋绝缘，接到塔底总等

电位接地端子板上 ；

（8）从塔底总接地端子板连接到机舱总接地端子板的

PE 线采用屏蔽电缆，屏蔽层在塔底处就近与塔基钢筋连接；

（9）风电机组接地装置的接触电位差和跨步电位差应

满足 GB 50065 － 2011《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

的要求 [8]。

对于接地体的选择，国外风机厂家基本选取铜及铜包

钢，而我国接地装置一直采用的导体材料为镀锌钢。 美国

图5 塔基等电位平台

图6 风电场的接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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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接地研究计划对接地导体的腐蚀进行了科学试验，如

图 7、图 8 所示。美国国家标准局的地下腐蚀研究结果表明：

1910 － 1955 年，为期 45 年，铜和铜的合金 ：埋在 29 个

不同试验场地 8 年的样品的平均腐蚀深度 0.9mils；镀锌钢：

10 年后镀锌层的腐蚀厚度达 3.5mils。镀锌层下的钢出现

了点蚀。这些数据值得我国的风机制造商深入思考，因为

防雷系统的泄流途径在整个风机防雷系统中的作用是非常

重要的。

2.6 人身安全

原则上，风力发电机组工作时是安全的。但是，雷暴

期间，风力发电机组上的工作人员就暴露在额外的风险之

中。如果风力发电机组不加防护，所有的雷闪对工作人员都

有潜在的危害，因此，雷暴时的人员安全应作为风力发电机

组设计的一部分。

当雷击中叶片，雷电流会通过机舱流向塔筒，一部分

雷电流会通过传动轮的低阻抗通道进入机舱，高于 60m 的

风力发电机组还要考虑侧面雷击的风险。当风力发电机组很

图7 试验11年的镀锌钢接地极 （严重腐蚀）

图8 试验11年的铜包钢接地极 （轻微腐蚀）

高，机舱顶部的接闪器不能有效地保护机舱内人员遭受侧击

雷时，一般情况下是通过法拉第笼作为保护。

塔筒本身的大部分和塔筒外面的构筑物也会受到直击

雷击，部分雷电流会流向接地系统。雷暴期间最安全的地

方是在塔筒的平台上或在内部的地面上。即使在塔筒的内

部也尽量不要用梯子 ；攀登在内部衍架的人员有受部分雷

电流流过人体的危险、附近雷闪引起的电压差和冲击波对

人的伤害的危险。要确保塔筒内部所有金属部件的与塔筒

的等电位连接。 
流入到风力发电机组内部的雷电流会从塔筒向地基、电

缆线路和地分散。根据接地端系统的形状和尺寸，雷电流会

在塔筒周围地面形成电位梯度，站在高电压梯度区域会发生

雷电流流过全身的潜在危险。雷暴期间工作人员易选取受保

护的建筑物内或屏蔽场所内以及完全封闭的金属交通工具内。

3 结语

风电机组防雷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遵循上述设

计准则、选取优势方案对风电机组实现叶片、轮毂、机舱、

电气系统直至基础部分全方位的防雷保护，但是我们应清楚

得认识到无论我们采取怎样完善的措施，受限于当今的科技

水平和认识及工程经济性，只能尽量减少或减轻因雷电带来

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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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机组后机架的全过程结构
优化设计分析

章双全，刘海涛，王海龙

（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北京 100039）

摘  要 ： 本文介绍了结构优化设计在工程应用中的三个层次。以一兆瓦级风电机组后机架为例，使用有限元软件对其进行

全过程结构优化设计，先由拓扑优化得到初步结构，再进行形状优化获得确定结构，最后进行尺寸优化得到后机

架的精细结构。

关键词 ：风电机组 ；后机架 ；拓扑优化 ；形状优化 ；尺寸优化 ；全过程结构优化

中图分类号 ：TH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4）03-0098-04

Analysis of Overall Optimization for the Structure of Wind 
Turbine Rear Frame

Zhang Shuangquan, Liu Haitao, Wang Hailong
(Guodian United Power Technology Co., Ltd., Beijing 100039, China)

Abstract: �e three levels of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used in engineering are introduced. An overal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is carried out to 

a rear frame of a megawa� wind turbine, including topology optimization which obtains the primary structure, shape optimization 

which gets the decided structure and size optimization which �nally gains the �ne structure of rear frame.
Keywords: wind turbine; rear frame; topology optimization; shape optimization; size optimization; overall optimization

0 引言

结构优化对于风电机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是

随着风电机组容量的增长，对零部件的强度和可靠性有更高

要求。工程设计中，结构优化设计可分为三个层次：尺寸优

化、形状优化及拓扑优化 [1-2]。目前，结构优化设计已广泛

运用于各个领域的工程结构设计 [3-5]，但大都是基于某一层

次的优化。 
兆瓦级以上风电机组的机架一般分成主机架和后机架

两部分，后机架通常主要承受发电机及其它部件的重量，由

于其悬臂较长，对整机强度尤其是塔筒强度有较大影响，因

此后机架的结构优化有其重要性。本文使用有限元优化软件

对一兆瓦级风电机组后机架进行全过程结构优化设计，包括

拓扑优化、形状优化和尺寸优化。这种全过程的结构优化设

计是一种精细设计的方法，能依靠优化软件逐步优化模型至

精细结构，从而缩短结构设计正向开发的时间。

1 优化模型

为获得更好的优化结果，优化模型需要区域更大的设

计空间，以利于载荷传递寻径。按照优化模型的设计区域最

大化原则并根据风电机组机舱内布置情况，将后机架的设计

区域取为一实体空间（7500mm×3600mm×900mm）。图

1 为后机架的载荷示意图，图中左端粗实线表示后机架的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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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面，在拓扑优化模型中约束此处连接面的三个位移自由

度。图中各点表示后机架的载荷，其中，正方形点表示此处

施加发电机的重量载荷（4×6000kg=24000kg），圆形点表

示机舱罩及附属的重量载荷（8×1500kg=12000kg），三角

形点表示其它系统的重量载荷（3000kg）。图 2 为后机架的

优化模型图，图中箭头的位置和长短分别表示载荷的位置和

大小。划分模型网格时，网格单元太大会使优化结果不清晰

而导致优化失去意义，网格单元太小因所需的巨大的计算成

本而导致很低的优化性价比，经尝试比较后，此处模型网络

单元大小设为 50mm。

2 优化过程

全过程优化设计按优化的精细程度分为拓扑优化、形

状优化和尺寸优化，其优化过程为：首先由拓扑优化得到目

标结构的材料分布情况，工程化设计成为初步结构；其次对

初步结构进行形状优化，获得确定的结构形状；最后对确定

结构的尺寸进行优化，得到精细结构，以下详细介绍后机架

的整个优化过程。

2.1 拓扑优化

工程设计中，机架类一般以刚度为设计目标。因此，

为实现刚度最大化，后机架拓扑优化时以柔顺度最小化为优

化目标，以体积比和柔顺度为响应，以体积比值上限 0.1 作

为约束条件。同时为了增加离散化和减少材料堆积以获得更

清晰的拓扑优化结果，可设置网格单元尺寸约束及惩罚因子

等相关参数，此处约束网格单元尺寸最小为 20mm，惩罚

因子设为 1。
经 50 次迭代后，得到拓扑优化的结果如图 3 所示，从

图中可知，材料分布集中在连接端面到发电机安装位置间，

此即后机架载荷传递的主要路径。依据工程经验，后机架可

据此设计成横梁加纵梁的结构，其中横梁承受主要载荷并根

据拓扑优化结果其结构应为渐变式的，而纵梁则可直接使用

型钢。

对拓扑结果进行工程化设计得到的后机架初步结构如

图 4 所示，在此结构中，两根横梁为拼焊而成的变截面厢型

梁，其截面的主要尺寸如图所示，取横梁的上下翼缘板、左

右腹板初始厚度为 16mm，三根纵梁为 150mm×150mm
的 H 型钢。

2.2 形状优化

形状优化主要是通过调节结构在各个控制点的位移量

图1 后机架载荷示意图

图2 后机架优化模型图

图3 拓扑优化结果

（a） （b）

图4 后机架初步结构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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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而实现形状优化的，控制点的数量及位置选择决定了形

状优化的方式，一般应选取在载荷突变处。上述后机架初步

结构主要承力部份为两个变截面横梁，为使结构更合理，对

横梁截面进行进一步形状优化以期得到等刚度梁效果。图 5
为形状优化的模型图，如图所示在载荷突变处设置控制点，

并只允许单向变形量，共设 4 个控制点，其中控制点 1、2、
3 控制梁截面高度方向的变化，控制点 4 控制梁末端截面宽

度方向的变化。形状优化目标为质量最小化，约束条件为横

梁末端位移上限 15mm。

经 9 次迭代后，形状优化结果如图 6 所示，迭代过程

各控制点的位移及后机架质量变化情况如图 7 所示。从结

果可得，横梁末端截面尺寸 400mm 和 900mm 分别变为

200mm 和 450mm，后机架质量从 6350kg 降为 5230kg。
根据图 6 中的结果处理后的后机架结构如图 8 所示。

2.3 尺寸优化

为进一步提高横梁的结构效率，继续对横梁板厚进行

尺寸优化，尺寸优化主要是优化结构尺寸值的大小，而结构

的形状并未改变。尺寸优化时，将横梁的上下翼缘板分成前

后段两部分，如图 8 所示，分别对两段板厚设置尺寸变量，

板厚变量取在 12mm—30mm 范围内的整数离散值 ；横梁

左右腹板设一个板厚尺寸变量，板厚变量值取在 10mm—

20mm 范围内的整数离散值。尺寸优化时取质量最小化为

优化目标，取横梁末端位移上限 8mm 为约束条件。

经 3 次迭代完成尺寸优化得到后机架最终结构，各变

量的具体迭代情况如图 9 所示，其中后机架质量从 5610kg
降为 4900kg，上下翼缘板前段厚度由 16mm 优化为

19mm，上下翼缘板后段厚度由 16mm 优化为 10mm，左

右腹板厚度由 16mm 优化为 12mm。该结构具有载荷传递

路径清晰、刚性好、重量轻的特点，可作为后机架的基本结

构，工程应用中只需要添加相应辅助安装结构，例如连接接

口、踏板、护栏等。

2.4 过程总结

由上述过程可知，在概念设计阶段时，可采用拓扑优

化得到结构的最佳载荷传递路径，工程化处理后可得到初始

结构。在得到初始结构后，可继续采用形状优化或尺寸优化

以得到更精确的结构形状及尺寸，此即精细设计阶段。

文中以风电机组后机架作为例子，是因为它的结构比

较典型易懂，可以很好地描述全过程结构优化的设计思路及

步骤。实际上，陌生或复杂的工程结构更能体现全过程结构

优化设计的优势。全过程的结构优化设计可精细优化结构，

图5 形状优化模型图

图7 形状优化迭代过程各控制点变形及后机架质量变化情况

图8 工程化处理后的后机架结构

图6 形状优化结果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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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提高工程结构的效率，是今后结构设计的发展趋势。

3 结语

全过程结构优化的设计思路清楚，可避免结构设计过

分依赖工程人员经验的问题，同时又可大大缩短设计周期。

另外，在上述优化过程中得到以下结论 ：

（1）结构优化中最具生命力的方向当属拓扑优化，设

置不同的响应、约束及目标要求得到的拓扑结果会有差异，

根据工程需要选择最佳优化目标很重要 ；

图9 尺寸优化迭代过程各板厚度及后机架质量变化情况

摄影：王璐莹

（2）拓扑优化在复杂结构设计中优势会越来越明显，

尤其是风电机组中的一些关键零部件可以进行多工况、多目

标的拓扑优化，这对缩短产品开发周期非常有利 ；

（3）优化过程中参数的设置对结果具有重要的意义，

例如单元尺寸约束、拔模方向、惩罚因子等，这直接影响结

果的离散度及工艺性 ；

（4）针对可靠性的结构优化应是将来的一个研究方向，

尤其是可靠性的拓扑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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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机组低电压穿越转矩和变桨控制
策略分析

付延勇，屈帆

（沈阳远大科技电工有限公司，沈阳 110027）

摘  要 ：针对低电压穿越时转速幅值波动大的问题，提出一种以限制吸收风能为目标的控制策略。综合运用高速桨距角调

整和快速转矩给定来达到这一目标。文章结合 1.5MW 双馈机组张北基地测试实例，通过对不同电压跌落深度时的

风速、转速、转矩、桨角等数据进行分析，提出利用桨距角的快速调整并配以合理的转矩输出，可完成解决转速

（功率）波动大的问题。

关键词 ：风电 ；低电压穿越 ；主控系统 ；变桨策略 ；转矩策略

中图分类号 ：TM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19（2014）03-0102-04

Control Strategy Analysis of Torque and Pitch for Wind Turbine Low 
Voltage Ride Through

Fu Yanyong, Qu Fan
(YuanDa Technical & Electrical Co., Ltd., Shenyang 110027,China)

Abstract :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revolve speed amplitude �uctuation，this paper put forward a way that limits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wind power control strategy. Using high speed pitch angle adjustment and the torque given to a�ain this goal. Combining 

with the 1.5MW DFIG test case data in wind power integration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center of Zhangbei,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di�erent voltage sag depths of speed, torque, pitch angle, the adjustment of pitch angle and reasonable output of the torque can 

solve the problem of large speed (power) �uctuations.
Keywords : wind power; Low Voltage Ride �rough; mail control system; pitch system strategy; torque output strategy

0 引言

近几年我国风电市场快速增长，三北地区的内蒙古、

河北、甘肃、辽宁等省份风电机组装机容量占到本地区电源

装机总量的 10% 以上，蒙西、蒙东电网的风电上网电量比

例甚至高达 30%。风电机组与电网间的相互影响已日趋严

重。一旦电网发生故障迫使大面积风电机组因自身保护而脱

网的话，将严重影响电力系统的运行稳定性。为此电网公司

出台了《风电场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要求并网风电机

组必须具有低电压穿越能力。以此来保证风电机组在电网电

压瞬间跌落及恢复过程中风电机组能并网运行，减小对电网

的冲击，并给电网提供无功支撑。

由于风轮是大惯性系统，风电机组在低电压穿越过程

中，除需要变流器具备低电压穿越功能，同时要求主控系统

能够通过转矩和桨角的快速调整，很好地控制机组突甩负载

后转速的变化。然而传统的风电机组控制策略无法克服风电

机组突甩负载后超速停机现象发生，即使通过参数调整，大

大减少了超速现象，又会带来转速跌落过深的问题，进而造

成功率波动较大甚至机组脱网。本文采用的控制策略经过风

场实际验证，能有效解决此类问题频繁发生，将有助于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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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型风电场的开发建设。

1 双馈机组低电压穿越概述

1.1 规定的风电场低电压穿越要求[2]  

（1）风电场内的风电机组具有在并网点电压跌至 20%
额定电压时，能够保持并网运行 625ms 的低电压穿越能力；

（2）风电场并网点电压在发生跌落后 2s 内能够恢复到

额定电压的 90% 时，风电场内的风电机组保持并网运行 ；

（3）有功恢复。对故障期间没有切出电网的风电场，

其有功功率在故障切除后快速恢复，以至少 10% 额定功率 /
秒的功率变化率恢复至故障前的值。

1.2 低电压穿越测试点要求

（1）风电机组输出有功大于 90% 额定 Pn ；

（2）风电机组输出有功在 10% － 30% 额定之间 ；

（3）三相短路 ；

（4）两相短路 ；

（5）相同情况的电压跌落连续重复测试两次。

1.3 双馈机组低电压穿越的实现

双馈型发电机组，当电网瞬间跌落时，定子侧产生很

大的初始电流，根据磁链守恒定律转子侧电流也很大。因为

转子侧变流器受电压和电流限制，比较严重的电网故障时变

流器必须保护，CROWBAR 部件动作释放转子上的能量来

抑制转子电压的升高，此时发电机相当于电动机而不受控制

（即负载消失）；此阶段会瞬间结束，然后发电机由变流器控

制逐步恢复功力输出 [1]。从负载消失开始风轮转速将快速升

高。为抑制转速，变桨系统迅应速收桨。且待 CROWBAR
切出后，给出合理的负载转矩。变桨和负载转矩的双重作用

将很快平稳功率输出，完成低电压穿越过程。如图 1 所示。

本文以 1.5 兆瓦双馈风电机组为例，详述主控系统如

何通过改变桨叶角度和转矩给定来完成风电机组的低电压

穿越。风电机组具体参数如下 ：风轮直径 D:89m，风电机

组额定功率 Pn:1500kW，发电机额定转速 1800RPM，发

电机最高转速 1980RPM, 额定变桨速度 6° /s。

2 电压跌落期间及恢复时，转矩给定策略

发电机转矩具有响应迅速的特点，电压跌落恢复后快

速到达额定转矩，可减小变桨的超调过程，有利用抑制转速

过快升高。另外，转矩的给定为额定功率的百分比，其对输

出功率的影响远比转速影响显著。

电压跌落期间，发电机负载转矩由变流器视跌落情况

控制；电压恢复后，转矩目标值由主控系统给定，视转速情

况分为 ：转矩上升阶段的给定和转矩下降阶段的给定。

2.1 转矩上升给定过程

电网电压恢复初期，由于负载尚未恢复，转速将持续

上升，为抑制转速过快上升而超速，电压恢复后的起始给定

转矩可比当前实际转矩高 20% ；在此基础上以每秒 10% 的

速率上升到故障前给定转矩，此时机组发电功率和风轮吸收

的风能基本平衡，风电机组应该稳定运行在此位置。但风轮

是大惯性系统，转速不会马上停止升高，为此如果高于额定

转速，为避免超速停机，转矩给定将再以每秒 2.5% 的速率

上升到额定值，促使风电机组快速运行到平衡点。如此，在

变流器能力允许的范围内，尽早尽快抑制转速上升，避免超

速停机。

2.2 转矩下降给定过程

在电压恢复初期，由于桨角和转矩的快速调节，发电

机转速有上下波动现象，为保持功率稳定的同时又不使转速

过度降低，给定转矩要以合适速率下降：在实际转矩低于跌

落前转矩情况下，给定转矩每秒下降 0.12% ；反之，在实际

转矩高于跌落前转矩情况下，给定转矩每秒下降 40% ；如

此策略是为了将实际转矩尽量保持在跌落前位置，此位置也

可认为是当前功率平衡点，这样可尽量减小发电功率的波动。   

3 小风跌落时的变桨控制策略

小风时，风电机组转速比较低，发电机输出功率小，

风轮又是大惯性系统，甩负载并不会导致转速有大幅上升而

超速，如图 2 所示。因此，小风时发生低电压穿越主控只

齿轮箱 DFIG

变流器 滤波器

电网

变桨控制
系统

风机主控
系统

不间断
电源

低压
配电盘

图1 双馈风电机组低电压穿越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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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断开偏航电机及润滑电机等，以防其相间短路烧毁，同

时由 UPS 提供控制系统的后备电源即可，无需调桨和额外

的转矩给定策略即可保证输出功率平稳。

4 大风跌落时的变桨控制策略

大风跌落时，风电机组已达到额定转速同时吸收风能

较高。电压突然跌落将造成风轮负载瞬间降低而引起风轮超

速。在电压恢复时，不合理的转矩给定会导致发电功率的大

幅波动。采用正常运行时的控制策略，大风时将不可避免的

造成风轮超速和功率波动。下面从调整桨叶位置方面来考虑

如何避免风轮超速和电压跌落结束后功率平稳恢复。

4.1 电压小幅跌落对转速的影响

从现场的测试结果可知 ：风速在 25m/s 以下，电压跌

落期间，转矩降至额定扭矩的 40% 以上时（跌落期间的稳

定转矩而非瞬时冲击转矩），采用正常 PID 控制变桨速度（比

例系数 0.15，微分系数 0.01），风轮转速不会急剧升高而超

速，输出功率也没有大幅波动，如图 3 所示。故电压小幅

跌落时，即转矩跌落幅度不超过 50% 时，不需要额外控制

策略。

4.2 电压深度跌落对转速的影响

当转矩在跌落期间降到 40% 以下时，正常发电运行时

的 PID 参数无法阻止风轮转速的快速升高，机组会超速停

机。此时以加大顺桨速度来防止超速，由于风轮的惯性大，

又导致功率恢复时转速下降过低，影响功率平稳，甚至造成

机组脱网，如图 4 所示。

为此当电压深度跌落时，需要改进原有的控制策略，

根据发电机的加速度来确定变桨速率；根据风力大小确定桨

叶的最大顺桨位置和最小开桨位置，以此来消除转速的波

动。下面将对此控制策略进行详细分析 ：

4.2.1 加快变桨速率分析

因为发电机加速度的变化反映转速波动的大小，通过

分析发电机加速度便可知风电机组的转速波动情况。以此来

判读是否进入快速变桨控制。

4.2.1.1 进入快速顺桨和开桨的条件

故当跌落期间负载转矩低于 40%，发电机转速大于

1720rpm，发电机上升加速度大于 0.5rpm/s² 时，激活快速

顺桨标志。

快速顺桨之，和电压恢复期间，当负载上升到额定值

50% 以上，发电机转速不高于 1900rpm，同时发电机转速

的下降加速度大于 0.5rpm/s²，激活快速开桨标志。

4.2.1.2 快速顺桨和开桨的速度确定

对于叶片直径 89m 的 1.5 兆瓦风电机组，正常的变桨

角度不大于 3° /s，此变桨速度无法保证叶轮不超速。此时

就需要快速将变桨速率提高到 6° /s。为实现此策略可以在

原 PID 输出基础上以 10° /s² 的变桨加速度提高到 6° /s，
完成快速顺桨。同理，当快速开桨标志位激活时也以 10° /

图2 小风时机组低电压穿越

图3 大风75%电压跌落

图4大风跌落时功率波动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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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² 的变桨加速度提高到 6° /s，完成迅速打开桨叶的目的。

4.2.1.3 快速开、顺桨叶过程的结束判定

当发电机转速降低 1780rpm 以下时表明风轮转速已可

控，此时取消高变桨速率控制回归正常 PID 控制参数。同

时为避免风电机组转速过度下降，风速在 12m/s—15m/s 区

间（跌落前桨角 0—4°）当桨角小于 1°或发电机加速度

小于 3 rpm/s² 时退出高速变桨 ；风速在 15m/s—25m/s 区

间（跌落前桨角大于 4°）当桨角小于 2°或发电机加速度

小于 8rpm/s² 时退出高速变桨控制。

4.2.2 控制极限桨角位置分析

由于风轮和桨叶均是大惯量系统，风轮的转速变化和

叶片角度的增大和减小都需要一段响应时间，且功率的跌落

期及恢复要在 1—3s 内完成，为防止超调而引起的功率波动，

需要根据风力的大小对合理的叶片位置进行预判。自然界的

风有很多随机性，且风的功率与风速三次方成比例，故用风

速仪采集来的风速值来参与控制会给系统带来不稳定。在额

定风速以上可以利用桨叶的角度间接反映风能的大小，对控

制器更稳定些。

4.2.2.1 转速上升时，顺桨最大桨角限制

由叶片仿真模型可知 ：桨叶节距角 β=0°时的风能利

用系数 Cp 相对最大。随着桨叶节距角 β 增大，风能利用

系数明显减小，表现出非线性特性 [3]，为简化控制一般只在

工作点附近较小的范围内近似看做线性。故按此规律结合风

场风电机组实测设定参数如表 1 所示。

4.2.2.2 转速下降时，开桨最小桨角限制

为防止超速进行的快速收桨，之后引起转速的过低下

降，过低的转速引起控制系统急剧开桨，为防止转速上下振

荡，需要限制开桨的最小角度。从风场实测得知：最小桨角

限制在比跌落前桨角值小 4°即可，如此可保证风轮在 1—
3 个振荡周期后的转速平稳。

5 结论

在转矩和变桨的双重控制下，通过快速变桨，完全能

够保证风电机组不超速停机，且可保证在发电机转速波动在

150RPM 以内。当电网故障恢复后，发电机转矩能够以 20%
额定转矩的速率尽快恢复到故障前的功率值。试验表明具备

低电压穿越能力的风电机组，能够满足《风电场接入电力系

统技术规定》的要求，在电网故障期间维持电网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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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落期间平均风速（参考值） 跌落前桨角 跌落期间及恢复期最大顺桨角度

1 11 － 12 m/s β= 0°－ 1° (β+7.0)°

2 12 － 14 m/s β= 1°－ 3° (β+5.5 )°

3 14 － 16 m/s β= 3°－ 4° (β+4.8)°

4 16 － 25 m/s β= 4°－ 20° (β+4.5)°

表1  转速上升时，顺桨最大桨角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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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山水画重在表现笔墨的情趣和诗般的意境，之所以经久

不衰、不断创新，而且在审美上给人以独特的享受，关键在于历代

画家在继承中国画笔墨传统的过程中注重了对大自然的体会，把自

然山水之美，升华为艺术之美，以表达自己的情思、心境。也不难

看出，历代山水大家几乎都遵循了一条共同的艺术创作规律，即：“师

古人、师造化、师己心”。通过“师古人”，可以继承和吸收前人的

优秀传统，奠定渊实的笔墨基础 ；通过“师造化”，可以感受天地

生机、宇宙妙化、涤荡心胸 ；通过“师己心”，可以抒写性灵、发

挥个性，创造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

伍文胜山水画，源于传统精髓的萌发，自觉地追慕宋人绘画

的严谨，又汲取了元人笔墨的意蕴与灵动，再以明清经典作品为楷

模，在广采博征、厚积薄发中选择了属于自己的创作语言。其山水

文本并不做程式般的复制与照搬，而是立足于自己对大自然的感受，

构建自我的创作阵营，同时也不回避现代文化背景，在“宗古而有

己意”中调整方向，使其画通过中国特有的笔墨语汇，写出了心境，

写出了文化。

文胜自幼喜好涂抹描绘，1987 年考入怀化师专美术系，后进

修于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在校学习期间，打下了坚实的绘画基

础，毕业后对山水画一直情有独钟，几十年来他一直孜孜以求，不

断的探索，把心灵和眼睛注视着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用

素朴清新 虚幻空灵 
——伍文胜绘画艺术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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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篇幅限制，更多画作未能展示。对画作感兴趣者，可通过本刊与作者联系。邮箱 ：wogozhao@msn.com） 

真情融入自然，用真心去观察、体悟大

自然的高山流水，草木葱茏、渔舟唱晚，

烟锁云断，画其所见、所感、所悟。表

现了一个真诚从艺的画家对故土山水的

无限眷恋。

善于师古人，能够继承传统精华，

已显其高明，继而兼师造化，若能自我

立法、师己心则更高。精妙的笔墨形式

是画家的心灵与物象发生作用的结果，

也是画家的天赋、个性、情感和学养变

化于自然的成果，是全新的审美创造。

观文胜山水画，一种静谧、空灵、安详、

神秘的气息扑面而来，带着浓厚的书卷

气，在保留中国文人画笔墨情趣的同时，

直抒己见反映了当代审美意趣，笔酣墨

畅、设色素淡，品味高远。他的画有轻

松、痛快之感，看似漫不经意，却处处

追求精到，虽胸无成竹，但胸中却有丘

壑，看似无法，却处处依法，所谓无法

而法乃为致法是也，虽然随意，但不随便。

画中国画 , 尤其是写意画，能得自由极可

贵。自由乃性之使然，是艺术创作的致高境界。只有在这种状态下，人的心性才得以充分发挥，可谓心领神会，心手相应，随意生发 , 

直抒胸意。    

文胜山水画墨法做到了“秀”、“润”、“幽”、“静”、“空”，山头，坡渚、树石、云水皆蓬松淡墨写出，或以更清淡的墨破之，偶

以重墨点醒，其墨法清淡虚灵而变化无穷，层层积染增其厚度，浓郁苍秀有华滋感。故外润而内有骨，墨法层次多，节奏感强，像音

乐般音域宽广，画面秀润幽静空透。读之，如清风扑面，沁人心脾，无剑拔弩张纵横习气，有静气，无怒气。大凡前贤用笔都脱不了

“点皴、面皴、线皴”，而他却独辟蹊径，少用线皴，慎用面皴，极少的点皴起到点醒的作用，用空灵虚幻的笔法写出了云烟满纸空气

感极强的山水佳作。  （文／于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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