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The Editor 卷首语

隐性成本 显性杀手
文 | 秦海岩

国庆节后连续数日吞噬我国北方大部的严重雾霾天气，让人真的想放下化石能源带给我们的所有舒适，只为能有一口
畅快的呼吸。18 世纪煤炭被迅速推广使用，1859 年商业石油出现，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又出现了管道天然气。这些化石能
源的大量开发利用，其影响是深远的。化石能源使得瓦特的蒸汽机、工业革命、城市发展和网络时代成为可能，推动了人
类社会进入现代文明。很多科学家声称我们现在生活在全新的人力驱动下的“人类纪时代”
（以人类为中心的时代）
，这个
时代代表着与星球演变历史的彻底决裂。但现在是再一次与历史决裂的时候了。除了资源濒临枯竭，环境污染和健康威胁
之外，仅从经济性上考虑，化石能源就已不再具有竞争力了。
以燃煤发电为例，其电价并没有体现其外部性成本。当前，全球超过 40％的电力都是靠燃煤电厂供应的。煤炭燃烧会
释放出硫、氮的氧化物（造成酸雨）
、颗粒物、汞和其他有毒金属，电厂的粉煤灰会污染河流，采煤会造成工人伤亡，还会
使地表形态发生颠覆性改变。美国著名能源问题专家艾默里·洛文斯指出，如果把这些隐性成本都计算在内，美国燃煤发
电的隐性成本总额每年高达 5300 亿美元。如果把这些成本适度转移到电费账单上，而不是让我们的健康和下一代为此埋单，
那么燃煤发电的电价会增加一倍或两倍。隐性成本中的一半以上来自传统空气污染，这还没有包括燃煤排放所导致的气候
变化及由此带来的安全风险成本。鉴于我国的煤炭用量和煤电比例，我们社会为此支出的隐性成本应该更高。
同时，煤电价格还享受着各种隐性的补贴。以我国煤电脱硫脱硝和除尘补贴电价为例，按现行标准，脱硫电价补贴 0.015
元 / 千瓦时，脱硝电价补偿 0.01 元 / 千瓦时，除尘电价补贴 0.002 元 / 千瓦时，三项共计为 0.027 元 / 千瓦时。以 2013 年我
国煤电全口径发电量 4.19 万亿千瓦时粗略计算，则 2013 年对煤电的补贴规模为 1131 亿元。相对而言，我国风电的补贴资
金规模要远远小于对煤电的补贴，2013 年风电补贴约为 200 亿元，至 2015 年约为 300 亿元。而就是这样，还有一些人认为
给风电等新能源的补贴过多了，不可承受了，可是对于煤电带来的各种戕害，我们又将如何承受？
的确，能源革命不会一蹴而就，向新型能源体系的过渡不会轻松实现。但我们应该体认到，当迅速崛起的竞争对手击
败传统主导能源时，其结局对既有产业而言是迅速而残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新能源的成本优势会逐渐显现，即使不包
括新能源的外部效益，将来的总体经济成本也肯定低于化石能源的成本。现实世界中我们已有成功的典范。2011 年，丹麦
政府提出了 100% 可再生能源计划，在 2050 年到来之前丹麦将完全摆脱化石能源。这项计划需要自筹资金，但是其巨大的
经济效益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显现。丹麦人的选择和成功同样也在激励世界各地的人们。按照艾默里·洛文斯的观点，
理想中的能源服务应该做到这样几点 ：一是可靠，不会因为有意或无意的原因而中断 ；二是价格实惠，即使在困难的时候
也负担得起 ；三是稳健的定价体系 ；四是清洁和安全 ；五是公平，不会过度排他 ；六是现代化，可以通过创新不断提高。
所以，我们应该清楚，化石能源因其不稳定的供应和不可持续的来源，价格的欺骗性，定价体系的波动性，不清洁、不安
全以及天然垄断属性，已经完全与新型能源服务需求背道而驰，属于它的历史舞台将不可逆转地迅速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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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第五批目录下发
2014 年 8 月 21 日， 财 政 部、 国
家 发 改 委、 国 家 能 源 局 发 布《 关 于 公
布可 再生 能源 电价附 加资 金补助 目 录
（ 第 五 批 ） 的 通 知 》（ 财 建〔2014〕
489 号），将符合条件的项目列入可再
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录，并予以
公布。第五批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
补助目录共包含项目 900 个，总容量约
1364.27 万千瓦。其中，并网发电项目
386 个，接网工程项目 508 个，公共独
立系统项目 6 个。具体情况为 ：
（1）并
网发电项目共 386 个，总容量 1363.74
万 千 瓦。 其 中， 风 能 项 目 182 个， 容
量 905.4 万千瓦 ；太阳能项目 120 个，
容量 313.87 万千瓦 ；生物质能项目 84
个， 容 量 144.47 万 千 瓦。（2） 接 网 工
程 项 目 共 508 个。 其 中， 风 能 接 网 工
程 项 目 307 个 ；太 阳 能 接 网 工 程 项 目
108 个 ；生物质能接网工程项目 93 个。
（3）公共独立系统项目共 6 个，总容
量 5291.26 千瓦。其中，太阳能项目 4
个，容量 3070.72 千瓦 ；风光互补项目

【短评】据统计，此次共有北京、天津、山西、山东、内蒙古、
辽宁、吉林、甘肃、宁夏、青海、云南、新疆、西藏等 29 个省（市、
自治区）的 900 个可再生能源项目获得电价附加资金补助，主要
涉及风电、太阳能和生物质能。获得补助项目数量靠前的省份分
别是山东、山西、新疆、内蒙古、甘肃、宁夏等省份。在文件所
列出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中，风力发电获批项目所占比重较大，
共计 182 个，其中新疆、甘肃、山东、内蒙古和云南等省（市、区）
获批项目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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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容量 2220.54 千瓦。
2013 年 9 月 29 日，财政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了《关于
组织申报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
目录的通知》，于 2006 年及以后年度核
准 ( 备案 )，2013 年 8 月底前投运，且
尚未纳入第一、二、三、四批的可再生
能源项目均可申报，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另行申报。

Direction | 风向

事件

歌美飒9月连获风电机组订单
2014 年 9 月，作为全球风能技术
的领导者，歌美飒在中国市场的销售战
略取得里程碑式胜利。短短一个月内，
歌美飒在中国市场分别与光大国际、河
北建设投资集团签订风电机组设备供应
合同，总意向订单达到将近 200 兆瓦。
根据与光大国际签署的合同条
款，歌美飒将为后者在山西长房山的项
目提供总装机容量达 48 兆瓦的风电设
备。这是光大国际在国内的首个风电场
项目，歌美飒将为其提供 24 台型号为
G97-2.0 兆瓦的风电设备并负责安装和
调试。长房山风电场项目位于北京西部，
山西省境内，预计 2015 年交付完成。
同时，歌美飒与光大国际就山西赵家山
风电场项目达成协议，为光大国际另外
提供 48 兆瓦装机容量的风电设备。
9 月 25 日，在中国总理李克强和
西班牙首相拉霍伊的见证下，歌美飒与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在人民大会堂签署风
电机组设备采购意向，将为其河北森吉
图二期项目提供总装机容量达 150 兆瓦
的风电设备。根据采购意向，歌美飒将

【短评】此次，歌美飒合作的两家风电开发商中，代表河

为河北森吉图二期项目提供 75 台型号

北建设投资集团签署合同的新天绿色能源公司是河北省最大的

为 G97-2.0 兆瓦的风电设备并负责安装

风电运营商，业务范围主要包括风电、太阳能和天然气，截至

和调试。该风电场位于北京北部，河北

去年年底所控股的风电场有 23 个，控股装机容量 143 万千瓦。

丰宁。

而光大国际也一直致力于发展环保领域，但这次与歌美飒的协

据统计，2014 年初至今，歌美飒

议也标志着其进军风电市场的开始。今年以来，歌美飒不断巩

在中国市场取得的风电项目装机容量已

固在中国市场的战略部署，非常明显的一点便是其合作客户更

经达到 250 兆瓦。

加多元化。作为一家外资风电设备企业，歌美飒非常擅长利用
自己的竞争优势，展开与不同开发商的多层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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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国家能源局下发通知要求规范风电设备市场秩序（国能新能 [2014]412 号）
为促进风电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9 月 5 日，国家能源局下发《关于规范风电设备市场秩序有关要求的通知》（国能
新能 [2014]412 号）（简称《通知》）。《通知》主要是针对目前风电产业市场无序竞争、部分设备技术水平和设备有待提高、
地方保护现象严重、市场监管仍需加强以及信息披露不及时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和规范。
《通知》提出了规范风电设备市场秩序的四点要求：
（一）加强检测认证确保风电设备质量。要求实施风电设备型式认证，
强化型式认证结果的信用，并加强检测认证能力建设。（二）规范风电设备质量验收工作。要求统一质量保证期验收的技术
规范，建立质量保证期验收和争议解决机制，强化出质保验收信息公开。（三）构建公平、公正、开放的招标采购市场。严
禁地方政府干预招投标工作，建立规范透明的风电设备市场，充分发挥行业协会自律作用。（四）加强风电设备市场的信息
披露和监管。建立全国风电设备质量信息监测评价体系，加强风电设备质量问题分析，加强风电市场信息披露和市场监管
工作。

国家能源局局长吴新雄与丹麦能源大臣举行双边会见并共同主持圆桌会议
9 月 10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吴新雄与丹麦气候能源和建筑大臣拉斯穆斯·赫维格·彼得森在
天津维斯塔斯风电设备生产基地举行双边会见，就中丹两国风电机组制造技术、海上风电开发以及生物质能利用等领域的
合作事宜广泛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并达成多项共识。
会后，双方共同主持“能源系统转型——具有成本效益的可持续能源途径”圆桌会议。吴新雄表示，目前全球正在构
建清洁、可持续的能源体系，各国都把能源体系转型作为一项重大能源发展战略。可再生能源发展是能源体系转型的关键，
深化可再生能源国际合作交流是体系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希望与丹麦继续深化合作，不断加强交流，在技术进步、
示范项目和产业推广等方面借鉴丹麦先进的经验，努力成为能源体系转型的先进国家。

吴新雄与拉斯穆斯·赫维格·彼得森还陪同丹麦首相托宁 - 施密特参观了丹麦风电机组制
造商维斯塔斯在天津的综合风电设备生产基地，并见证了维斯塔斯、诺维信 ( 中国 ) 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诺和诺德 ( 中国 ) 制药有限公司、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携手探索崭新风电
项目经济模式——促进风电消纳谅解备忘录》。根据《备忘录》，各方将携手建设装机规模 50 兆
瓦的风电场，开创新的绿色能源供应合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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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AT、IEA -Wind Task 27和IEC TC88 CAC SWT工作会议召开
2014 年 8 月 25 日 -9 月 2 日，SWAT、IEA-Wind Task 27 和 IEC TC88 CAC SWT 工作会议先后在“张北国家风电技术与检
测研究中心”和华北电力大学召开。会议分别由 SWAT、IEA-Wind Task 27 和 IEC TC88 CAC SWT 主持，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
能专业委员会（CWEA）和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风力机械分会（CWEEA）共同承办，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与华北电力大学协办。

第三届国际小型风力发电机测试联盟（SWAT）工
作会议在河北省张北县举行，会议采取面对面和视频
8 月 25 日－
8 月 27 日

两种模式 ，共有来自 6 个国家和地区的 60 多名代表参
会。国际资深小风电专家、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
室 Trudy Forsyth 女士和西班牙环境能源技术研究中心
(CIEMAT) 风能部负责人 Ignacio Cruz 博士联合主持会
议。Trudy Forsyth 女士先介绍了 SWAT 和 IEA-Wind
Task 27 的起源和工作任务。CWEEA 副秘书长沈德昌
和台湾中小型风力机发展协会博士张钦然分别介绍了中
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小型风力发电行业的发展情况。会上，

8 月 28 日 8 月 29 日

来自各国的专家还就小风电检测、认证、标准、认可的测试实验室和未认可的测试实验室、小风电测试的经验和
教训以及水平轴简化负载模型等问题纷纷做了专题报告，并展开激烈讨论。
国际能源署风能实施协议课题 27（IEA-Wind Task 27）工作会议在国家能源大型风电并网系统研究（试验）
中心召开，会议继续由美国 Trudy Forsyth 女士和西班牙 Ignacio Cruz 博士联合主持。世界风能协会主席贺德
馨研究员和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和西班牙的约 40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Ignacio Cruz 先生解释了
IEA-Wind Task 27 中小风电质量标识的工作情况，介绍了 IEA-Wind Task 27 的规划。他表示，中国对建筑物环
境风特性的 CFD 模拟方法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希望中国的一些机构能参加 IEC Wind Task 27 项目。另外，IEAWind Task 27 的多个成员国分别做了国家报告，报告内容包括各国小型风电机组的产量和销售量、规格、激励政
策以及小风电研发和检测的进展情况。

9月1日9月2日

国际电工委员会小风电认证机构小风电工作组（IEC TC88 CAC SWT）工作会议在华北电力大学（北京）召
开。有来自 5 个国家的 34 位专家和代表参会，会议由英国专家 Alistair Mackinnon 先生主持，来自美国的 Trudy
Forsyth 女士、Brent Summerville 先生，来自西班牙的 Ignacio Cruz 博士，世界风能协会主席贺德馨研究员和华北
电力大学国际中心主任刘永前教授出席了会议。会上，Alistair Mackinnon 先生先详细讲解了 IEC TC88 CAC SWT
目前的结构和所起的作用。瑞典的 Sven Ruin 先生简要介绍了小型风电机组噪声的检测，并进行了讨论。丹麦的
Peggy Friis 女士再次介绍了丹麦对小风电检测、认证的方案和具体要求。Brent Summerville 先生代表美国小风机
认证委员会就 IEC CAC SWT 在美国的发展情况作了介绍。北京鉴衡认证中心的王春光先生就我国小风电的标准和
检测认证做了发言。Alistair Mackinnon 先生就英国的 MCS 认证方案做了介绍，
并阐述了他对声功率和声压的理解。

这次在中国召开的三个会议，对参会人员传达和交流了 SWAT、IEA-Wind Task27 和 IEC CAC SWT 的大量信息，对中国中
小型风电机组测试和认证，在与建筑相关的风电机组特性的研究与应用，以及相关国家标准的制定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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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有南车 2 兆瓦低风速机组的长株潭首个大型风电场并网发电
近日，由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风电事业部（简称南车风电）提供的 2 兆瓦低风速风电机组在湖南株洲龙
亭龙凤风电场成功实现首台并网发电，据悉，这是湖南长株潭地区首个大型风力发电场，它的应用结束了长株潭地区没有
风电场的历史。
株洲龙亭龙凤项目是中国电建集团新能源公司在湖南长株潭地区投资兴建的第一个山地低风速风电场，被列为湖南省
重点项目。该项目一期共安装风电机组 25 台，总装机容量 4.95 万千瓦，年均发电量 9380 万千瓦时。按照上年度该地区居
民年平均用电计算，预计可满足 4.5 万户当地城填居民的生活
用电。该项目采用的 WT2000-D110 型机组由南车风电自主研
制，具备湍流风最大捕获、最优桨距角调度、智能偏航等特色
优势技术，可使年平均风速仅 5.5 米每秒左右的风场具备可观
的开发价值。自 2013 年来，南车风电以该机型分别中标了中
电建、华电、华润等多个低风速风电项目。
《湖南省发改委关于加快风电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力
争到 2020 年底建成投运风电项目 700 万千瓦，在建项目 100
万千瓦。按照这个进度，预计湖南今后每年在建的低风速风电
项目至少要达 100 万千瓦，年需求低风速风电机组约 500 台左
右，南车风电将进一步加大对低风速机型的研发投入，完善低
风速系列机型。

2014风电行业润滑及运维论坛举行
9 月 12 日，“2014 风电行业润滑及运维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风电开发商、风电机组设备制造商、润滑
油生产商及第三方运维服务商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技术和管理人员 100 多位代表参会。会上，专家紧密围绕风电油品
选用、加注、维护、监测和管理、风电机组润滑挑战及未来发展趋势、风电设备油液状态监测技术、风电场运营维护一体化、
在役风电机组检验与状态评估、自动润滑系统在风电行业的应用、风电机组齿轮箱润滑油的污染、危害及控制解决方案等
主题分享了精彩的报告，为解决风电行业润滑及运维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提供了多角度的解决思路。
“十二五”期间，中国风电行业持续发展，预计到 2015 年中国风电产业的商业运行容量将达到 1 亿千瓦，2020 年达
到 2 亿千瓦 -2.5 亿千瓦。风电业主关心风电机组的发电能力，运维人员关心风电系统的可靠性。高效合理的润滑管理，是
保证风电机组长期正常运转的基本措施。提升润滑管理水平，可以预警设备故障，减少意外停机时间，提高运维效率，延
长设备寿命，降低成本，有利于节能环保。本论坛由 SGS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主办，为业界搭建了交流分享的平台，
让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共同探讨风电行业润滑及运维的问题与对策，推动行业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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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上半年法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达到38.4万千瓦
据外媒报道，2014 年 1 月 -6 月，法国有 38.4 万千瓦新增风电装机容量并入电网，相比去年同期的 19.8
万千瓦足足翻了一番。目前，法国（包括所有领土区域）风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了 859 万千瓦。
同时，大概有 500 个项目、总计装机量为 637 万千瓦的机组正在等待接入电网，其中包括 312 万千瓦海
上风电。这 500 个项目中已经有 202 个项目签订了电网接入协议，装机量大约为 229 万千瓦。
法国可再生能源协会（SER）分析认为，法国风电产业的复苏得益于过去 18 个月法国政府所采取的一系
列促进风电发展的措施。最重要的是，2013 年初，法国取消了一系列关于风电产业发展门槛限制方面的规定，
就在今年 5 月，法国能源部长又签订了一项新的法令，打算恢复该国陆上风电上网电价机制。

欧洲蓝皮书：欧盟新能源产业已经初具规模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国欧洲学会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欧洲发展报告（20132014）》蓝皮书发布会日前召开。
蓝皮书指出，经过多年的发展，欧盟的新能源产业已经初具规模。2011 年底，新能源产值达到 1370 亿欧元，
创造了 118.6 万个工作岗位。2001 年以来，欧盟新能源在总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上升了 63%，同期石油和煤炭
的比重大幅下降，新能源的平均增长率为 69%，高于其他能源的增长速度，这表明新能源正在逐步取代传统能源。
2000 年 -2012 年，欧盟新能源发电吞噬着传统能源发电的地盘，风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9670 万千瓦 , 光伏
装机容量达到 6900 万千瓦，核能装机容量下降 1470 万千瓦，火电装机容量下降 1270 万千瓦，石油发电装机
容量下降 1740 万千瓦。另外，2009 年 -2013 年，欧盟还筹集 1050 亿欧元，用于发展环保产业，其中 40%
的资金用于开发新能源和与新能源有关的产业。欧盟“2050 能源路线图”要求，到 2050 年，在全部能源消费中，
新能源比例最高将达到 75%，电力能源中的 97% 将来自新能源，其中还不包括已经占电力能源 1/3 的核能发电。
欧盟为新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政策支持。在立法方面，2009 年欧盟通过新的可再生能源法，2011 年
通过了可再生能源发电法，要求各国按照法律要求支持本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在财政和税收方面，欧盟国家
给新能源产业发展提供大量补贴和税收减免优惠政策。
2005 年以来，欧盟密集出台的多个重要新能源发展战略
2006 年 ：
《欧盟能源绿皮书》强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2008 年 ：欧盟通过了战略能源技术计划，提出发展风能、光伏能和生物能技术，将欧盟经济发展建立在
“低碳能源”基础上。
2010-2011 年 ：欧盟先后推出欧盟“2020 能源战略”和欧盟“2050 能源路线图”，到 2020 年，欧盟新能
源和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将达到 20%，生物燃料在交通燃料中的比重将达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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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5年全球风电增速将达12%
近日，风电行业咨询机构 BTM 预测，2014 年 -2018 年间，全球风电累计装机量将以每年平均 12.1%
的速度递增 ( 含海上风电 )。中国将继续保持每年新增容量榜首的位置，美国紧随其后。
2014 年 -2018 年，
预计各大洲风电装机占比分别是亚洲 48.2%，
欧洲 27.4%，
美洲 18.8%，
其他地区约为 5.6%。
根据 BTM 的预测数据，2014 年 -2016 年 3 年间，欧洲的年平均新增装机可达到 1200 万千瓦，之后
海上风电将发力，帮助欧洲风电装机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德国和英国仍是欧洲主要风电市场。新兴市场如土
耳其、罗马尼亚、波兰、瑞典、芬兰、奥地利等国的风电装机将持续发展。数据显示，中国弃风限电问题将
在 2017 年或 2018 年得到解决。

西班牙企业将在墨西哥开发新的风电项目
墨西哥《经济学家报》9 月 5 日报道，西班牙能源公司 Acciona 与由 Actis 和 Comexhidro 组成的联合体
签署合同，对 Istmo de Hhauntepec 交钥匙工程项目进行设计、施工和建设，该项目预计投资 1.11 亿美元，装
机量 4.95 万千瓦。另外，
还签署了墨西哥 Acciona 能源公司与新业主项目开发和出售合同、
15 年运营维护合同。
该项目与 Acciona 公司开发的 Eurus，Oaxaca II，Oaxaca III，Oaxaca IV 在同一区域，新项目将于
今年 10 月开工，2015 年第四季度完成安装。将有 33 个型号为 AW77/1500 风电机组，转子直径 77 米，钢
塔高度近 80 米。这是 Acciona 第二个交钥匙工程项目，此前该公司于今年 4 月与 FISTERRA 能源公司和墨
西哥水泥公司及私人投资者签署合同，在新莱昂州开发建设两个风电项目，总发电能力 25.2 万千瓦，有 84
台机组，运营和维护期限为 15 年。
Acciona 自 1978 年进入墨西哥开发可再生能源、水利和基础设施项目，截至目前已经投资 185 亿比索（约
合人民币 83.88 亿元）
。该公司在墨风电开发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在 Oaxaca 有 4 个风电项目，
总装机 55.6 万千瓦。

埃及计划开始对400万千瓦太阳能、风电项目招标
据外媒报道，埃及将很快开始对其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进行招标，以帮助满足到 2020 年实现 20% 的
可再生能源供应比例目标。
埃及计划今年 10 月份开始对 200 万千瓦的太阳能和 200 万千瓦的风电项目进行招标，政府计划投入
约 700 万美元扶持开发这些项目。除了这些可再生能源项目外，另有 400 万千瓦的燃煤发电项目也被列入
招标计划。埃及政府方面透露，对太阳能项目的招标将从今年 10 月开始到 2015 年 6 月结束，对风电项目
的招标则将持续至明年年底。埃及政府同时计划扶持建设本土制造工厂来为这些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国产化
设备供应，以帮助国内厂商与海外厂商相竞争。
埃及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部门 NREA 设计的 20% 的可再生能源供应目标包括 12% 的风电和 8% 的其
他可再生能源，含水电和太阳能在内。其中太阳能项目或将包含光热电站。目前埃及正在和德国合作推进太
阳能热发电技术在埃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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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月 份， 全 国 6 兆 瓦 及 以 上 风 电 场 发 电 量 985 亿 千 瓦 时， 同 比 增 长 10.8%， 增 幅 同 比 下 降
中电联

29.2% ；在风电装机容量超过 500 万千瓦的省份中，仅有内蒙古同比下降 2.6%，其风电发电量占
全区发电量的 9.7%。8 月份，全国风电发电量 90.4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8.3%，环比下降 17.6%。

江苏

湖北

南高齿

湖南

河南

云南

新疆

9 月 17 日，江苏电建三公司承建的中电投东海马陵山风电场工程首台远景能源 1.8 兆瓦风电机组吊
装完成，预计今年 10 月底将完成全部 24 台机组吊装。
近日，中广核风电华中分公司与湖北大悟县政府签订协议，预计未来 3 年在大悟新增投资 100 亿元，
开发建设风电、太阳能发电、光伏发电、抽水蓄能发电等项目，并新建华中地区风电技术服务中心。
近日，南高齿为韩国一家知名风电机组厂商生产的 2.3 兆瓦风电齿轮箱 (FD2200U) 成功出厂，该齿
轮箱采用 2 级行星 +1 级平行轴结构。
9 月 12 日，湖南省株洲龙亭龙凤风电项目首台机组成功并网发电，该项目一期共安装 24 台单机容
量 2 兆瓦和 1 台单机容量 1.5 兆瓦的机组，总装机容量 49.5 兆瓦，年均发电量 9380 万千瓦时。
近日，位于河南省的大唐陕县风电公司元宝山风电场首台机组成功吊装，该项目拟安装 21 台 2 兆
瓦风电机组，总装机容量 4.2 万千瓦。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 8736 万千瓦时。
9 月 15 日，云南个旧莲花山风电项目首台机组吊装完成，该项目由华电福新云南分公司投产，总装
机容量 4.2 万千瓦，安装 28 台单机容量为 1.5 兆瓦的风电机组。
9 月 13 日，新疆达坂城风电场西区最后一台风电机组吊装成功，西场区总装机容量为 100.5 兆瓦，
共安装 67 台单机容量 1.5 兆瓦的机组。
9 月 5 日，河北围场郭家湾风电总承包项目首台机组吊装完成，这是龙源电力在国内试点的首个风

河北

电工程总承包项目，由中能公司负责实施建设。该项目总装机容量 50 兆瓦，安装 25 台单机容量 2
兆瓦的风电机组。

广西

欧洲

8 月 28 日，广西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南宁市横县新福 60 兆瓦和钦州市钦南区 110 兆瓦项目取得
广西能源局 2014 年度路条批复。广西龙源取得的路条可开发容量已达到 305.5 兆瓦。
根据最新市场报告，2013 年 -2018 年欧洲智能电网技术市场年复合增长率 23.9%，预计从 2012
年的 130.247 亿美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475.488 亿美元。
丹麦 DONG 能源公司近日与维斯塔斯公司达成协议，将采购最新款 V164-8.0MW 风电机组，用于

维斯塔斯

其位于英国利物浦海湾的 BurboBank 海上风电场扩建项目。V164-8.0MW 机组为目前世界上功率
最大的海上机组，合同生效后也将成为该机组的首笔商业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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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海上风电人
或许，没有亲临东海大桥风电场的人，会憧憬着，海上风
电场是不是将风电机组立在碧蓝的大海之上，坐着轮船，游弋于
蔚蓝的大海，欣赏着大海的壮阔和机组的雄壮呢？

图 | 高辉

文 | 姜天平

还有绕着风电机组基础桩来去游动嬉戏的鱼群。
海上风电场，是中国风电人，尤其是海上风电人梦想得以
实现的地方。作为风电场的建设群体之一，风电机组的运行维

其实，东海大桥风电场位于东海跨海大桥东侧海域，其所

护团队功不可没，从 2009 年第一台风电机组组装、安装开始，

在海域水深 10 多米，距离芦潮港陆地岸线最近约 8 公里，属

直到 2010 年 6 月，34 台风电机组全部安装调试、并网发电，

于近海岸海域，受长江河流影响，这里的海滩多为泥沙滩，周

再到今日乃至以后很长一段时期的日常运行维护，都有我们维

围的海水也没有想象中的清澈碧蓝，反而带了更多的泥沙气息，

护团队的身影。时间一点一滴的流过，我们都在坚定而富有激

显得浑黄。在每天的高平潮期间，有那么一段幸福的时间，大

情地努力着，风电场每年向电网输入的“绿色”电能，是我们

约一两个小时，在风电机组基础平台上，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大海，

以及风电场所有建设者和生产者们共同的劳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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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⑧  

③
⑤

⑨  
②

④

⑥
⑦

① 穿好救生衣，带好随身物资和饮用水，我们整装待发，前往
风电场，开始一天的工作。
② 船只靠泊风电机组了，海浪依旧疯狂，我们要足够敏捷，以
抓住最好的登机时机。
③ 安全抵达风电机组，带好所需物资，以饱满的精神开始工作。
④ 饮用水是登机工作必备物资。
⑤ 登上国内最大的海上风电机组 SL5000 的必经之路。
⑥ 完成机组作业，撤离机组时，相互递接物资。乘坐专用小船，
前往下一台机组。
⑦ 工作完成，来到机组旁边的小屋，稍作休息，隔窗观海景，
倚桌享午餐。
⑧ 一天的工作告一段落，乘船返航途中，手机是不错的解乏工具。
⑨ 船长和水手，每天都要陪伴我们的战友，风雨同行，不离不弃。

201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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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风电行业亟待解决的三个问题
文 | 杨建设

目 前 ， 积 极 发 展 风 电 等 可 再 生 能 源 已 经 成 为 我 国 一 项 具 有 广 泛 社 会 共 识， 且 肩 负 厚
望 的 宏 大 事 业 。 还 应 该 清 醒 地 意 识 到 ， 我 国 风 电 行 业 还 有 诸 多 问 题 ， 如 何 面 对 这 些 问 题，
对 于 今 后 发 展 则有着重大意义。
本 文 针 对 三 个问题展开一些讨论。

1

顶层设计待加强

“顶层设计”正成为我国政治领域的新名

理方式转变，需要部分群体舍弃一些既得利益。
因此，改进思想观念是人们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电行业管理与决策层面的思想能力和工作成效。

进一步则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

指导我国现今经济生活的一些重大决策规

府，就是“该管的管住管好，不该管的不管不

划，无不是在集思广益和潜心酝酿后出台的，

干预”
。现阶段，所谓“该管的”关键在于厘清，

也多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例如国家能源发展

所谓“不该管的”重点在于放权，规划整理好管

“十二五”规划和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二五”

理的范围与边界是开展工作的基础。总体说来，

规划等。不过，我们也常感觉，大政方针背景下，

以往“该管的”
，如推进电力市场化还做得不够，

具体如目标实现、问题认识、工作部署等，即便

而以往“不该管的”还管得很宽，应适时退居场

在行业管理与决策层面仍踌躇不前。于此，透过

外，做好服务。

能源转型中煤电角色究竟为何，电力体制改革当
急当缓等问题。
当下，加强能源领域顶层设计，可以首先
着手于服务型政府和智库体系建设两个方面。
（一）服务型政府建设
多 年 来， 能 源 体 制 改 革 倍 受 社 会 关 注。

这里的该管不该管，实际上就是呼唤有效
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
对于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发展而言，建立有
效市场，就是要坚决推进电力市场化进程，借鉴
发达国家成功经验，借助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发
挥风电等可再生能源运用灵活和低边际成本的优
势，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市场竞争力。而创建有为

十二届全国人大之后，虽然推进了组织机构的调

政府，就应该积极为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

整，重新组建了国家能源局，但正如国务院机构

和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推动可再生能源全方

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强调的，政府机构改革的核

位、多元化、规模化和产业化发展。用经济学的

心是“政府职能转变”
，而转变政府职能的目标

语言讲，可再生能源由于环境友好，其发展具有

是要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作为计划经济

明显的正外部性，政府因此有责任和理由给予其

色彩遗留最多的领域之一，能源领域更需要加大

市场之外的扶持与鼓励。

深化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更应该成为国家能源
管理机构的中心工作。
风能 Wind Energy

重计划的惯性思维，向尊重法治、强调服务的管

词。本文所指的风电行业顶层设计，是指国家风

业内的某些观点或可窥见如风电是否能堪大用，

18

建设服务型政府，需要人们从以往强管治

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是一个
艰难甚至痛苦的过程，但却是能源领域改革的核

Review | 时评

心，因为中国正在迎来能源领域改革的关键期和

体制改革，早已经是全社会的共识。但自 2002

转折点。

年《电力体制改革方案》提出之后，十余年过去，

（二）智库体系建设与利用
智库，又称智囊，一般是指为决策层提供

电力体制改革的核心工作始终停滞不前，构建电
力市场体系的基本目标依然遥不可及。电力市场

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技术等的公共咨询机构。

化的推进缓慢，已经严重制约了能源领域改革及

智库体系则是这些公共咨询机构的整体。我国能

转型的健康发展。

源领域常见的智库机构分散于政府专门机构、中

对于电力体制改革，大家已有长期的思想

国科学院、学会协会、独立的咨询公司以及大型

准备，社会承受能力也今非昔比，加之外有成功

企业旗下的科研设计院所等。

经验可以借鉴，不必一味强调处处凶险，甚至前

动员并利用智库咨询完成决策过程，是能
源主管部门的重要工作方式，也是加强顶层设计
不可或缺的依托力量。

途难料。改革者必须有强大自信，只要仔细筹划，
借鉴经验，敢于实践，就有成功的把握。
个人认为，迅速而坚定地推进电力体制改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智库咨询的动员和利

革，是实现能源领域改革及转型的关键，抓住电

用方式不尽合理，咨询单位受制于利益牵扯等原

力体制改革，就是牵住了能源领域改革及转型的

因，主管决策层面往往得不到真知灼见和科学方

牛鼻子。

案，加之如果主管在决策时仅是为某种固化的观
念寻找支撑，就更会导致得到的方案南辕北辙。
对智库体系建设应该注意两点 ：一是要改

至于如何推进，关键要做好两件事。
（一）迅捷的进度安排
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是渐进式的，这决定

进智库咨询的动员利用方式，尤其是涉及重大决

于我国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和独特性，

策、重要事项的咨询过程。既要诚心实意，以开

但这并不意味着渐进式适用于所有时期、所有领

放的心态和恰当的程序，选用组织力量，又要尊

域，尤其是涉及微观经济领域调整的行业体制改

重经济交易原则，不轻视市场行为，也不享受权

革。电力体制改革积攒了多年的研究与思考，甚

利索取。二是要在被动员组织的机构与团队之间

至也有局部范围的示范摸索，一些国家成功的电

引入竞争机制，反对终身制，支持协同作战，被

力转型升级模式亦可参考，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

选用的机构与团队也要有高度的信誉意识，不能

主要在于条块分割治下的利益格局调整，改革的

沉溺于“揣摩上意”
，更不能“屁股决定脑袋”
，

进度安排可以更简洁、紧凑。

要相信，务实求真的独立精神是自身长久发展的

（二）充分的市场化

唯一保障。

2

电力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应该是构建一个
开放、透明、充分的电力市场体系。具有统一规

电力体制改革须加快

则和充分竞争机制的电力市场的建立，对于政府
宏观调控功能的回归，市场资源配置作用的发挥

理论与实践都在证明一个道理，风电等

十分重要，也是衡量电力体制改革深度的标杆。

可再生能源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电力系统的技

因此，需要在法规、管理、监控、企业运营多个

术支持，更需要一个开放的、现代的、有利于资

层面，发电、发电辅助服务、输电、配电、用电

源优化配置的电力市场环境。有观点指出“推动

的生产消费全过程都体现这样的目标导向。

可再生能源发展，必须解决好可再生能源发展与

同时也要注意两个细节 ：其一，市场化是

现代电力系统的融合问题，要根据可再生能源

一个体系化的过程，不可因为“不放心”的心理

的特点，构建适应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新的电力系

作祟，而将过程碎片化（例如部分市场，部分电

统。
”的确如此，我国目前的电力体制距离这样

价调控）
。二是市场也有“失灵”
，电力市场及其

的要求还相差很远。

运行并不排斥恰当的政府干预，即用“看得见的

应该说，加快电力市场化进程，推进电力

手”弥补“看不见的手”
（例如政府通过法律手
201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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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限制垄断行为，通过税收和补贴手段消除外
部性）
。有关消除外部性的问题，对风电等可再
生能源的市场定位及其发展尤为重要，这应该

这有助于厘清工作头绪。对此，
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推动督查与自律活动
当前阶段，政府主管部门可以依据市场监

是市场规则的组成部分。

管职能要求，在全行业组织市场经营行为的专

3

项检查，同时，各类行业协会也可倡导行业自

技术进步须破局

律活动，多管齐下，为清风正气摇旗呐喊。
（二）扶持建设独立的行业信誉评级体系

毫无疑问，技术进步是推动风电行业以

一位业内人士曾经谈及，我国风电行业需

及可再生能源领域发展的核心动力。这些年来，

要一个权威的独立评价平台，以专业手法开展

我国风电行业取得了较快发展，技术水平也有

市场评级业务，
并发布有关信息。这是个好主意。

极大提高，但技术水平与其规模成就还不相称，

如果能够尽快建立起这样的平台和体系，借助

尤其与未来发展要求还有很大距离，这是不争

其评价或评级活动对于市场的影响，就可能形

的事实。我们需要从资源评估、整机设备制造、

成关于市场的激励及约束作用。或许这样一种

风电场开发与运维、电网“再造”及需求侧管

市场方式解决市场问题的办法，果真可以起到

理等全产业链升级技术水平，一些重大核心技

事半功倍的效果。

术的攻坚与掌握，更是决定未来国际竞争地位
的重点所在。
目前我国风电行业不同方面的技术差距的

以上议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顶层设计、
电力市场、技术进步，回味三者关系可使人想
到这样一幅画面 ：如果顶层设计是编剧导演，

例子不少，但究其原因也许并不容易，对此本

电力市场就是舞台，而舞台上就是以技术进步

文亦有探究。

装扮起来的舞者。中国风电已有成功过往，一

目前我国阻碍风电行业技术进步的重要原
因是技术创新的动力不足，而技术创新动力不
足的根源则与一些已经见惯不怪的社会现象不

场新的流光溢彩的大戏更值得期待。
（作者单位 ：中国电建集团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无关系。
譬如，风电设备制造商是支撑风电机组设
备技术攻关和进步的主要力量，但以往关乎他
们经营效果和市场业绩的，除了设备技术、质
量、价格及服务等因素外，还常与地方保护主义，
甚至行政长官想法相联系 ；风电场开发的成效
与勘测设计和工程建设关系密切，但有关咨询
与建设的采购市场总是挣脱不开无形的人情网 ；
还有行业内蔑视经营合同、拖欠经营款项的不
良行为等。这些也不仅仅存在于风电行业，其
与社会尚未养成市场经济文化有关，也与社会
风气低下相联系。
可以想象，这样的风气环境下，企业不能
以正常经济活动争得市场，不能实现生产与经
营的良性循环，自然也就不能从技术进步获取
发展动力。
因此，我们在考虑风电等可再生能源技术
进步工作时，必须注意到风气环境的阻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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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嘉宾 ：
贺石中，教授，博导，著
名润滑技术专家、国务院
特贴专家，广州机械科学
研究院设备润滑与检测研
究所所长，机械工业油品
检验评定中心主任，中国
摩擦学会会刊《润滑与密
封》杂志主编 ；有三十余
年从事工矿企业设备润滑
管理、油液监测、故障诊
断、维修策略等技术的研
究和推广应用工作经验。

润滑油与润滑是两码事
                        ——专访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
                               设备润滑与检测研究所所长贺石中
本刊 | 苏晓

《风能》：运行中风电机组的维护

源领域的重要研究项目。在今年 6 月

轮箱的润滑维护与管理对于整机的运

与保养是关系到业主收益率的关键因

国家科技部组织的项目申报中，全国

维成本和发电效率起着重要的作用。

素，您如何看待润滑维护与管理在运

有十四家大型电力企业和科研院所分

由于风电机组运行环境的特殊性（运

维工作中的重要性？

别组织力量申报了该项目，其中广州

行环境温差大、湿度大、风沙污染重、

机械科学研究院的项目申报书中着重

海边盐分高、负荷不恒定等因素），风

场维护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强调了风电机组零部件的润滑维护与

电齿轮箱的润滑故障问题非常突出，

一是及时监测风电机组零部件的实时

管理在运维工作中的重要性，最终通

主要有齿轮的微点蚀、擦伤磨损、腐

状态，建立风电机组的故障隐患状态

过了科技部组织的答辩和专家评审。

蚀磨损等。首先，选择优质的风电齿

和风险评估模型 ；二是根据风电机组

项目立项成功，充分说明了风电机组

轮箱润滑油，能克服运行环境温差大、

的故障模式，建立风电机组的故障趋

零部件的润滑维护与管理得到了我国

湿度大、污染高、负荷不恒定、油膜

势及预警模型 ；三是确定最优维护和

风电运维技术专家的高度重视。

难建立等困难，如何选择合适的风电

贺石中 ：国际上管理先进的风电

齿轮油，是值得风电场认真思考的问

维修阈值，制定风电机组的最优维修
策略。现代风电场维护与保养的核心

《风能》：由润滑原因导致的风电

题 ；其次是润滑维护问题，油中的微

方式是将零部件的故障隐患消灭在萌

机组故障主要有哪些？这些故障是否

量水分、污染颗粒和磨损下来的金属

芽状态，以此来组织运维资源。

可以通过选择润滑产品、加强运维管

颗粒都会加剧油品氧化老化，并且会

理等方式予以规避？

导致油膜形成不良，所以要加强监测

风电场的故障主要分为电器故障
和机械故障，电器故障多但容易排除，

贺石中 ：风电机组的主要润滑部

和维护 ；再次是油温、油压、冷却系

机械故障尽管少，但一旦发生很难排

件有齿轮箱、轴承（发电机轴承、偏

除，将导致重大危害。而润滑问题是

航轴承、主轴承）、液压系统等。国际

轴承一般是用各种润滑脂来润滑，

导致风电机组零部件异常磨损、工作

上风电场正常运行情况下，风电机组

润滑脂的耐高温、耐水、极压抗磨性能、

失效的重要根源，是机械故障的重要

的使用寿命一般为 20 年，其中最重要

耐污染等性能都直接影响轴承的正常

根源。

的部件是齿轮箱。但是由于润滑油品

运行，而且现场的加注润滑脂的方式

在 2015 年度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质量问题、润滑维护问题、还有维修

是否正确都有影响。风电液压系统主

项目申报指南中，“大型风电场智能化

问题等因素，齿轮箱的寿命有较大的

要是刹车系统，油箱不大，但液压油

运行维护系统研究及示范”被列为能

差异，作为风电机组的主要部件，齿

的污染程度会直接导致液压系统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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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等的正常运行都影响润滑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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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透彻，缺乏故障失效分析技能。一

品牌相比，本土品牌处于怎样的位置？

些机械部件的失效，现场人员对是否

贺石中 ：我国风电润滑油市场主

《风能》：您认为目前国内在风电

由润滑引起往往难以判断，从而一些

要被外资品牌所占有，这里面有许多

润滑维护方面还有哪些不足？除了润

表面现场掩盖了润滑不良的深层次的

深层次的原因。自 2006 年《可再生能

滑技术，是否有理念上的更深层次的

原因。

源法》颁布以来，我国风电得到快速

阀的卡瑟和故障。

原因？
贺石中 ：对国内风电整机厂及齿

发展，初始阶段有关技术完全来自于
《风能》：您曾经为风电企业做过

国外，随后才逐步消化吸收和国产化。

轮箱制造厂来讲，需要加强整机设计

风电润滑管理培训，从您的角度来看，

目前风电场使用外资品牌多的主要原

及机械部件设计人员对润滑知识及理

我国风电行业在润滑管理与人才培养

因，一 是国外 原 始设 备厂商的推 荐，

论的学习，提高对润滑与机械失效之

方面处于什么水平？有哪些方面需要

中国的业主往往认为用原始厂商推荐

间关系的认识。机械是宏观的，而润

改进？

的产品心里踏实点，即使出了问题自

滑更多的是微观。我是中国摩擦学会

贺石中 ：风电行业是个新兴行业，

己也没有太大的责任 ；二是国外风电

会刊《润滑与密封》主编，审阅一些

据我接触到的一些风电企业管理者和

行业已发展了几十年，国外一些著名

有关齿轮箱用油选型的论文时发现，

技术专家，他们都较易接受新的事物

油品公司的风电润滑油产品开发时间

搞齿轮箱设计的往往注重的是齿轮负

和观点，也比较重视组织有关的知识

也较长，成熟度也较高，而我国润滑

荷、强度、表面粗糙度等对润滑的影响，

技能培训。在 2012 年广州机械院与金

油行业对风电专用油，特别是风电齿

而对润滑油的化学性能、污染劣化程

风科技在北京召开的首届风电润滑培

轮油研发时间不长，这也是风电业主

度、摩擦润滑、磨损失效机理关注不多，

训班上，时任中国风能协会主任贺德

的顾虑所在。

对现场的润滑维护向风电业主要求的

馨研究员就亲自到会，以其专业视野

近 年 来， 我 国 本 土 的 著 名 润 滑

也不如国外整机厂要求得高，这也是

要求风电运营商要高度重视润滑技术

油企业的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都有

中国机械设计制造行业普遍存在的问

和管理，防微杜渐，避免重大机械故

较快的发展，在风电行业的润滑产品

题，重视宏观，轻视微观，就像一些

障的发生。

开发应用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社

但由于风电与火电、水电、核电

会上还有不少地方上的润滑油企业

等有很大的不同，许多风电场的现场

的润滑产品质量缺乏技术保障，所以

相比较其他行业来讲，我国风电

运维管理难度大、不少现场的运维人

风电行业的国产化新油选型要认真

产业在润滑技术与理念上总的来讲还

员技术素质有待提高，特别是预防维

重视，要用检测数据来说话。与国外

是不错的，这主要是受国外整机厂的

护意识存在问题。因为润滑不良所导

著名品牌相比，我国的本土品牌在产

影响。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

致的故 障是渐 进的， 不会 马上爆 发，

品配方和调制技术上差距都不大，问

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预防维护、维修

本来一个正常运行的齿轮箱可以用 20

题主要还是在产品质量的稳定性上，

的概念理解执行不到位，例如国外整

年，若平时润滑不良，可能其寿命只

这主要是要靠整个企业管理水平提

机厂对润滑的要求，在风电场业主运

有 10 年，但现场许多运维人员认识不

高来实现的，对使用本土润滑油品牌

维人 员那里就打折扣了，如对每台风

到这个问题。所以风电行业在润滑管

的风电场，建议要建立加强新油的质

机齿轮箱润滑油每年至少要取样分析

理与人才培养上关键还是预防维护意

量验收把关制度，对供应商的油品质

检测一次，不少风电场业主就不愿意

识的教育培养，其次是润滑油知识和

量进行监督。我国润滑油品牌的主要

检测，认为现在机组还运行得好好的，

现场润滑技术的培训。广州机械院在

优势是市场销售网点的完整性和价

没什么意义。二是现场润滑技术和管

国际交流合作的基础上，不久将在风

格优势，但其售后检测技术服务意识

理落实不到位，例如不少风电场对润

电行业推出更便于运维人员消化吸收

没有国外著名品牌强。总的来讲，润

滑油脂的选型、使用、换油、维护等

的国际最新润滑培训课程。

滑油不等于润滑，风电场机械零部件

制造业的机加工，重视冷加工，轻视
热加工。

的润滑状况好坏，除了靠新油的自身

缺乏科学有效性，没有系统完整的管
理方法和现场润滑操作手册。三是对

《风能》：您如何看待目前国内风

一些机械零部件的失效故障原因分析

电润滑产品的市场格局？与国外知名

质量外，主要还要靠日常的润滑维护
和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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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源的运维布局
在充满想象力的运维市场图景下，形形色色的公司趋之若鹜。看看金风旗下的天源做什么，
也许你能想到这个市场未来的面貌。
本刊 | 薛辰 苏晓 赵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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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源从 2005 年成立至今已有九年的时间

然金风科技的装机资源是天源科创最坚实的基

了，从一个 10 多个人的公司发展到目前拥有

础，但他也期望能够面向更大运维市场寻求突

1700 多名员工的专业化服务公司。在伴随着中

破和改变。

国的风电行业经历了跌宕起伏、辗转求生的过

风电运维市场究竟有多大？现有数据会让

程后，终于迎来了风电后服务市场的春天。很

人产生不尽的想象力。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多的机构和专家都在预测未来后服务市场的规

日，我国风电累计装机 63120 台、装机容量

模可以达到千亿，金风在九年前预见性地创立

91412 兆瓦，且未来几年的数据递增也较为清

了天源，但是否可以从容分享未来的后服务市

晰。正是在这个充满想象力的数据图景下，形

场这块蛋糕，是天源近期思考最多的问题。

形色色的公司趋之若鹜。但是，面对如此巨大

在九年的发展过程中，天源科创的独立服

的运维蛋糕，
真正能够分享的公司却不那么多。

务业务与金风科技销售的机组质保期内的运维

2013 年的数据表明，风电开发商中“五

业务几经分离与合并，到 2013 年初再度实现

大”和“四小”的累计装机量已占中国风电装

合并。经历过 2013 年的整合年后，2014 年才

机总量的 7 成以上，在目前，这些国有公司有

是金风副总裁兼天源总经理杨华最想让天源发

足够的人马、工程经验和拿得出手的技术，应

生改变的一年。他把 2014、2015、2016 分别

对风电运维几乎不是问题，怎会轻易把自己的

为定义为天源科创的建设年、提升年和发展年 ,

运维业务交给外部公司？此外，想做和已着手

而且开始倾力研究开展天源在运维业务上的战

做风电运维业务的公司，如果没有令这些开发

略布局。

商惊喜的技术或商业模式，再大的运维蛋糕也

低调的杨华提到天源未来 3 年的规划，透
露出天源要在风电运维后市场发力的期望。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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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看上去很美而已。
从这样的角度看风电运维市场，杨华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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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场运维与风机的研发和生产制造一样是一

质保期运行维护、工程 EPC、质保期外的增值

个长跑项目，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持久力，不仅

服务以及风电场全生命周期资产管理等在内的

要有开创运维新时代的勇气，更需要具备足够

一站式服务模式。

强的人员、技术、产品、经验甚至资金的支持。

在整个发展过程天源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

而且未来的风电运维市场也将是一个全年细分

向，站在客户的角度，持续改进和提高金风风

的市场，谁能够收获哪部分利益完全是由综合

电机组质量，不断的创新和优化服务来保证业

能力所决定的。

主的收益和资产提效。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

拆开天源风电场运维业务包，就不难发现

中，天源逐步建立了一个近 1700 人专业团队，

是技术驱动了这家公司的运维布局，包括故障

形成了上百个技术和工程管理标准，同时形成

处理、定检定修、备件供应、培训、远程技术

了较强的数据管理能力及多项软件产品，获得

服务、发电量提升和技术改进等诸多项目在内

了包括五大电力在内的客户认可。

的运维业务都是建立在多年积累的经验及数据
的基础上。目前信息化的平台和大数据分析更

所有的一切都成为天源快速发展的支撑及
资本。

加提升了上述运维业务的能力。

平台
经验
对杨华来说，2014 年 7 月 21 日是他最为
金风科技成立于 1998 年，至今整整十六

难忘的日子。

年。从 1998 年依托参与国家“九五”攻关项

这一天，天源风电场全寿命周期资产管理

目开展对 600 千瓦国产机组的研制工作开始，

系统上线。至此，包括风电场监控及预警平台

到 2003 年毅然决然选择永磁直驱技术，经历

在内，这家公司已经完成了两大平台建设，这

了技术引进、消化吸收、技术转让、再由联合

对计划明年上线的备件物流网信息化平台具有

设计过渡到自主研发，直至延伸到全面创新的

很好的导向价值。用项目总监 Wolfgang 的话

所有过程，。到今天，金风科技全球装机已超

来表述，就是“我们希望所设计和实现的都是

过 20GW , 装机台数 15000 多台，其中永磁直

能够带动行业的发展。”

驱机组已超过 10000 台，天源科创伴随了金风

Wolfgang 曾 在 欧 洲 制 造 商 Nordex 和

科技的整个发展历程，当然，其中各种犯错、

REpower 任职，在中国拥有 15 年的工作经验，

失败、改正、进步，再改正的痛苦过程都为天

所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便是把铁路行业的

源科创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丰富

一套系统引进到风电行业。

的经验，就如 Vestas 所说，：
“我在全球 60Gw
的装机是我最宝贵的财富。”

此事引起了金风的关注和兴趣。于是，
2012 年 6 月，Wolfgang 受邀承担完成天源业

自金风科技成立的那天起，服务部门就

务调研以及运维管理方式变革项目的任务。经

是整个公司最重要的部门，即使成为一个独立

过多项调研，2013 年春节过后，金风决定开启

的公司，也依然保持着其重要的地位。借助机

名为“风电场全生命周期资产管理”的项目，

组的销售，天源能够直接获得质保期内的服务

并在全球招标最合适的软件供应商共同参与，

业务，所以他们的业务起步具有一定的先发优

这意味着此项目真正汇集了全球智慧。

势，从最早的风电场简单运行维护起步，逐步

据项目经理介绍，这个项目以技术可追溯

丰富和提升。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涵盖咨询，

性和财务上的透明性为目标，建立以资产管理
201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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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和服务维护工单数据在内的大数据积累，
构建跨业务单元的大数据平台，挖掘机组运行
维护过程中有价值的数据，探寻海量数据的规
律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为机组研发设计优化、
质量改进、物资供应、备件消耗以及降低成本
提供数据支持。
在谈到这一项目的成功要素时，这个项目
组成员认为这主要得益于金风自行设计大数据
库结构的水平，而软件开发商的平台和经验只
能是辅助条件。此外，不能忽略的一点，是杨
华看重的天源“自主设计服务管理软件系统”
的能力。其实，早在 2007 年天源就获得数字
化风电场系统软件著作权，自主研发设计风电
场系列管理软件超过几十个，并在 400 多个风
电场得以应用。
按照预期，2014 年天源要将质保期内的
8000 多台机组接入全寿命周期资产管理平台，
到 9 月 30 日已完成了接近 80% 的质保期内机
组的接入。“但接入过程并不怎么顺利”，杨华
这样解释说，
“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有些风电
开发商最初并不情愿把自己的风电场接入天源
的平台。即便还在质保期内的机组，也是天源
实施接入计划遇到的最大的困难，但他相信只
要开发商能够逐步认知此系统的作用就会有实
为中心，以服务工单为主线、成本管理为辅线
的信息化管理平台，实现对核心资产与服务全

天源也用实际案例说服了很多客户。

过程的精细化、规范化管理，积累机组运维大

举一个例子，2014 年 2 月的一天，山东

数据。

电场监控及预警平台发现 1 号机组振动模式异

周期资产管理系统已实现了从风电场接货、吊

常，通过软件判定很可能是叶片出现了问题。

装、调试到质保维护以及质保外运维的管理，

于是，监控中心的工程师将预判结果通知了区

涵盖了机组 20 年全寿命周期。从系统构成看，

域监控工程师和现场服务工程师。不到 2 个小

它是一个复杂多样的平台，主要包括机组服务

时，现场工程师将 1 号机组叶片出现的“鼓包”

BOM、故障树管理、工艺标准管理、现场项

问题反馈给监控中心，并提出修复请求，问题

目管理、服务工单管理、KPI 报表体系，并可

快速解决，避免了经常出现的叶片损坏导致的

与 SCADA、Oracle EBS 等信息化系统实现集

重大损失。

平和效率。

风能 Wind Energy

某风电场，天源监控中心的监控工程师通过风

值得关注的是，上线后的风电场全寿命

成，以提升风电场服务业务信息化、标准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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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目标的那一天。”

杨华告诉记者，监控平台能够发现机组的
“亚健康”运行状态的秘密，源于天源针对不

令人期待的是，在未来两年，天源风电场

同机型建立的预警模型，这是也预警系统的核

全寿命周期资产管理系统可实现包括机组运行

心技术。杨华乐观地预计会有更多的业主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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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的风电场接入天源的平台，这可能是天

已拥有成熟的备件网络，可以和供应商保持长

源占据运维市场另一制高点的开始。天源的监

期战略合作，利用最完善、最经济的供货渠道，

控平台正在全球扩展，将实现“北京总部 + 全

为客户创造最健康的备件供货环境。

球 9 个监控中心”的布局模式。

值得一提是，这项服务的客户价值在于，
不仅可获得 100% 的备件保障，而且还可以通
过金风获得质量担保、部件改进等方面的保障

模式

服务。而对天源来说，通过备件银行服务模式，
不但可以降低机组部件占用资金的成本，还可
以发掘客户对其他品牌机组部件的储备需求，

在杨华看来，天源的平台布局无疑会衍生

逐步转化为备件银行的服务业务。

有客户价值的运维服务，眼下，天源还有另外

2014 年 7 月 26 日，天源与龙源签署《备

两项较具客户价值和亮点的运维服务，是备件

品备件采购合作框架协议书》
。据协议，龙源能

银行和发电量担保服务模式。

够享受金风机组备件业务的优质服务和优惠价

先来看备件银行服务模式。所谓备件银行

格，实现风电场备件供应的快速响应，最大限

就是通过备件网络资源采用银行业务模式，解

度地减少发电量损失 ；而天源借助龙源成熟的

决客户风电场全寿命周期备件需求。天源之所

采购平台，首次实现了备件价格的市场对标，

以能够开展备件银行服务模式，在于天源已经

为后续金风机组备件价格定价提供了可靠依据。

具备的先天优势 ；
“金风系”累计装机台数超过

目前已经有 20 多家客户成为天源备件银

一万五千台，积累了大量的机组运行数据和备
件消耗数据，最能掌握机组的运行特征。借助

行的客户。
再来看发电量担保服务模式。杨华告诉记

201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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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这是天源今年创新的运维服务模式，但

的管理提升、技术优化为客户创造价值。

令杨华担忧的是，短期无法根治的弃风限电问

在杨华看来，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对精益管

题，会给发电量担保服务模式的推广带来不确

理与优化以及技术改进相当重要，由于中国风

定性。

电发展的阶段性特点，风电精益管理与优化及

令人乐观一点的是，有些业主并没有因为

改进是中国风电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天源的

弃风限电放弃天源的运维服务。比如，宁夏某

工作历练也证明了这一点。也正因此，天源的

电力集团出于对天源运维技术和服务质量的信

经验变得极其宝贵。

任，2014 年 4 月 22 日与天源签订了多个项目

但是，运维技术优化和改进仅靠过往的知

的“十年代维服务合同”，据初步，按照目前的

识和经验还不够，还要有相应的检测平台和测

标准，未来十年至少给天源带来超过一亿元人

试工装。据介绍，天源已经完成 12 个电控检

民币的运维服务收入。

测平台的建设，具备 30 多种电控部件的维修、

杨华坦言，相对于备件银行服务模式，发
电量担保服务模式存在一定的风险。但他也坚

检测能力，这也对精益管理与优化提供了强力
支持。

信，天源的风电工程的经验可以最大限度地化

杨华说，
“正是通过持续精益管理与优化，

解风险，以往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天源已完

我们解决了最初变流器、变桨系统故障多发的

成风电场前期规划咨询服务项目 800 个，EPC

问题，也真正让天源的运维由被动服务向预防

工程总承包、分包及管理咨询容量累计 2000

性维护转变，保障了‘金风系机组的可利用率，

兆瓦，机组运维业务超过 15000 台，实战经验

也保障了客户的发电收益。”

丰富。这样看，杨华的自信蛮有道理。

精益管理与优化提升了天源运维业务的技
术含量，也给这家公司正在进行的《金风机组
全生命周期失效模型的研究与应用》提供了支

精益管理与优化

持。据杨华透露，早在 2012 年，天源就与耶
鲁大学、清华大学和湖南理工开展叶片、发电
机等大部件失效模式研究与应用，这项成果有

杨华谈精益管理与优化是从一个有趣的小
故事开始的。

会对风电场全寿命周期备件保障体系的完善提

一旦进入机舱就会影响环控系统，风电场时常

供技术支持。可以预见的是，这至少可以准确

发生机组高温报警、烧坏 IGBT 模块的故障，

预判分析设备全生命周期失效趋势，提高物资

这是该地区的一个季节性现象。“为防止 IGBT

储备供应效率。

模块的损坏，我们就在运维预警上进行了改

任何技术进步都要注重经济性。天源的所

进，保证冷却液的冷却温度高于预定值但还没

有优化方案都是基于机组故障频次和部件损耗

到达故障点时，机组就开始预防报警，这样就

来设计的。杨华说，天源愿意与同行分享这方

全面保障了 IGBT 模块的安全。这就是运维工

面的知识和经验，包括弯路和教训。

程知识和经验积累的结果。”杨华强调说，“只

未来的天源会将保障性服务与提效增值性

要提到地区和机型，我们就能很快地对机组故

服务充分结合，更加注重帮助客户做好资产管

障作出有针对性的判断。”

理和设备健康，毕竟中国的蓝天是要靠越来越

有很多，天源将对现场项目的精细化管理逐步
引伸、延展到运维的全过程，追求通过精细化
风能 Wind Energy

不仅如此，大部件失效模式研究和应用也

在辽宁朝阳，每年的 4、5 月柳絮特别多，

实际上，类似这样精益管理与优化的例子

30

望在 2015 年运维业务中得以应用。

多的新能源利用方式实现。
天源的建设年刚刚开始，此时，距离杨华
心中的发展年已经越来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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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维塞尔：测风先行者
本刊 | 赵靓

研讨会较为引人注目。不但帮助产业
界了解风电场测风技术发展动态，也
使国内外同行得以充分的交流测风技
术和经验。
由一家公司主办的研讨会能够引
起多方关注，说明这家公司本身就具
备一定的实力。事实上，但凡在业内
提到测风设备，就很难绕开莱维塞尔。
据了解，这家公司早在 1998 年就开始
进行测风技术探索和经验积累，对于
本身发展不久的风电产业来说，其进
入行业已是相当的早，可以说是与中
国风电共同成长。2003 年，莱维塞尔
北京总部正式挂牌成立，截至 2013 年
底，莱维塞尔已经在全球安装测风塔
8500 座，遍布中国所有省份，并将业
务拓展到海外市场，包括蒙古、菲律
宾、马来西亚、缅甸、泰国、巴基斯坦、
哈萨克斯坦、埃塞俄比亚、苏丹等国家。
其实，莱维塞尔之所以能够迅速
风资源测量是风电场开发前期的

划设计和风电机组选型的重要依据，

的成长，与其具有双重身份有着密不

首要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

海上测风技术更为重要，要求能够适

可分的关系。

一方面，在电网公司的严格考核下风

应和容纳特殊的环境条件，从而决定

莱维塞尔的第一个身份是测风设

功率预测的准确性显得极为重要，能

了对海上风资源测量和风电场选址必

备 代 理 商。 据 了 解， 早 在 2004 年 莱

够直接影响电网调度决策，甚至通过

须有更高更严格要求，才能够最大限

维塞尔就与 NRG 正式签约，成为其

对预测曲线与实际功率曲线的对比，

度减少开发成本投入和项目风险。

中国区代理商。此后，该公司又先后

进行技术分析，从而提升风电场运维

测风技术虽然对于开发和运营风

成为美国 NRG Systems 亚洲区最大

管理水平，有效地提高业主收益。另

电项目都十分重要，但目前与此相关

代 理 商， 德 国 Ammonit 高 精 度 测 风

一方面，正确的测量可以给投资商提

的全 面 研究工 作 甚少。 就 目前 看 来，

设备中国区独家代理商。在激光雷达

供更加真实、可信的测风数据，从而

以测风为主要议题且具有广泛参与程

测风仪开始进入中国风电之初，莱维

提高了测风的准确性，使投资更加安

度的交流研讨活动中，以莱维塞尔等

塞尔也很快地对这块市场进行了布局，

全可靠。另外，作为海上风电场的规

几家公司主办，每年一届的测风技术

于 2008 年在中国安装了第一台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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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 Wind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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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施工现场

麦 RISO 风能研究所开发的一种能独
立对风资源进行三维分析的软件。目
前已成为公认的测风数据处理、风能
资源分析，风电场微观选址、风电机
组及风电场发电量计算、风电场风能
资源分布分析的行业基本工具软件。
而 WindPRO 是一款电场规划设计专
业软件。
安装测风塔

这些从硬件设备到软件系统的代
理与合作，帮助莱维塞尔在 2009 年成
为了中国市场占有率最高、测风测光

测风设备，并成为法国 Windcube 激

方式销售一系列软件。这些软件包括

设备种类最全最大的设备供应商。但

光雷达测风仪中国区独家代理商，以

Wind Iris 、WindSim、WindPRO、

作为一个不只是“卖”产品，还为客

及 Wind Iris

机舱激光雷达独家代理

WAsP 等。WindSim 软 件 是 风 资 源

户提供全方位的解决方案的企业，莱

商。据了解，激光雷达作为新兴的测

评估、风电机组布局优化和降低风电

维塞尔的第二个身份，即服务商就显

量技术，由于测量精度高、灵活性好，

机组负载软件解决方案的业界领航者。

得更有价值。

逐渐被业界所接受和喜爱。机舱激光

其将计算流体力学技术和 3D 计算机可

据了解，莱维塞尔除提供和销售

是 由 法 国 Avent 公

视化技术基于一身，提供从平坦地形

其他品牌的产品外，更使其自己的品

司研发推出的一款可以更快、更准确

到山地、丘陵、森林等复杂地形的完

牌显现出优势的服务包括风电项目宏

的了解风电机组的性能、调节特定位

整的风资源评估解决方案，同时能更

观选址、 微观 选址和制 定测风方案，

置的控制参数，最终使风电场更好运

快捷、轻松地实现风电机组布局的最

对风电场风能资源进行初评价，以及

行的机舱激光雷达测风系统。

优化、发电量的准确预测、地形粗糙

风资源第三方效核，并提供中尺度数

除了对国外先进设备的硬件进行

度的编辑和复杂地形下的激光雷达测

据服务。对于莱维塞尔所代理的各类

代理销售外，莱维塞尔也通过代理的

速系统修正等功能。WAsP 则是由丹

软件，这家公司还提供相当全面的应

TM

雷 达 Wind Iris

TM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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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施工现场

用培训、数据管理及售后服务。而对

场发电量分析和优化的数据分析系统

已经实现。据了解，
该公司在发展之初，

于其所代理的硬件，该公司对陆上和

打造专业化、精细化的气象服务体系，

就将经营理念定为“应用为本、服务

海上测风塔及设备的安装和维护，进

包含数据收集、数据加工、数据存储

第一”
，也就是说其将客户的需求和利

行风电场风资源实时传输系统设计和

和数据呈现，以及行业定制化风能数

益放在了突出位置。其在服务方面所具

设备安装维护，设计风电机组功率特

据服务的系列解决方案。

备的最明显特点，是拥有强大的系统集

除 此 之 外， 莱 维 塞 尔 还 开 发 了

成能力，因此，但凡提到测风，无论条

装维护。此外，在风电场建成投产后，

LS2000 风资源实时传输系统，将测风

件如何，无论要到哪里，总能提供一套

莱维塞尔可以对客户的风电机组运行

能力和数据管理能力又提高了一个台

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经过多年发展，

状态进行评价和对其进行理论发电量

阶。该传输系统能够以实时传输方式

莱维塞尔经从一个代理商蜕变为服务

分析服务。

将测量数据实时传输至风电场主控中

商——甚至是投资者、开发商。

性测试系统方案并这些对设备进行安

莱维塞尔为深入挖掘和充分利用

心，并通过 MODBUS 协议将数据传

据了解，2011 年莱维塞尔开始进

风电大数据，成立了旗下的风电大数

输至远动系统，适用于各种类型风电

入了集团化发展阶段，不但继续做好风

据服务公司北方大贤，推出实体塔结

场的主控系统。另外，该公司还开发

资源相关产品与服务，还开始着眼于

合数据塔的测风方案，让客户获得一

了一系列与风资源管理有关的服务系

风电开发，
以及风电后市场服务。例如，

整年的测风数据不必再苦苦等上一年。

统，例如高精度测风系统、DX Presee

其成立的子公司北京盛世锋业能源技

依托北京大学大气科学与海洋学系的

风电场功率预测系统等。

术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风电机组技术服

有专家指出，风电行业早已从“卖

务、提供风电机组备品备件。而北京莱

包含了全球 8000 个气象站点的长期

设备”发展到了“卖服务”阶段，而

瑞嘉城投资公司，则主要进行风电场开

监测数据。同时其自有大气数值模拟

无论是整机商、零部件商还是相关设

发投资。到 2013 年，莱维塞尔成立了

中心，自主生产中小尺度数据，可以

备供应商，若想长远发展都需具备强大

旗下第四家控股子公司——哈密莱北

对全国进行精细化数值模拟，获取任

的研发能力和服务水平。对于莱维塞

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其风电场开发业

意区域的风资源数据。通过建立风电

尔而言，这一点早已不是愿景，而是

务进一步向纵深方向发展。

科 研 实力，拥 有 强大 的 气象 数 据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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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ized slip rings by simulation

基于模拟的客户定制滑环装置
By Timo Heinonen (Finland)
作者 | Timo Heinonen（芬兰）

The slip ring unit (SRU) is one of the key components in doubly-fed (DF) generators.
Environmental simulation enables it to be customized for each site.
滑环单元是双馈发电机的关键组件之一。
环境模拟使得滑环单元可以针对每个不同的场合来进行定制。

Turbine OEMs install their standard wind turbines in many different environments, ranging from coastal
areas to dry, high altitude locations.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ffect the operation and service life of the
generator SRU. Significant benefits can be achieved for end users if the operation conditions are simulated
and the results used to customize the SRU for the specific site where the generator is installed.
风电机组设备制造商需要在从沿海地区到高海拔干燥地区等各种不同的环境下安装标准的风电机组。环境会影响发电
机滑环单元运行和使用年限。如果能够模拟滑环单元的运行情况并根据模拟运行的结果对其进行定制生产，那么对最终客
户大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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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manding SRU
要求严苛的滑环单元

件调试来输出更多的无功功率以满足电网的要求，且不同原
始设备制造商的参数要求包括无功功率、转速范围和超速等
也会影响滑环单元的性能。综上所述，选择正确的材料组合

In DF generators reactive and active power

和滑环单元部件的配置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is fed to the grid not only from the stator but also
from the rotor, which involves high currents and high
temperatures. Because the rotor is rotating, reliable
slip rings are needed to get the power out from inside
the generator.
The SRU comprises a hub with phase slip rings
and current rods, a brush rocker with brush holders,
phase brushes, and rotor cable connecting studs.
Improving the operation of the SRU in different
site conditions requires considerable experience.
Designing a reliable SRU involves many important
factors, including material selection between the slip
ring and the brushes, dust removal, efficient cooling
and easy servicing. The changing operation condition
cycles and need for regular servicing also make this
one of the most critical components for the end user.

New innovations in SRU design
滑环单元设计亮点

Many other factors - such as different grid codes
and load conditions - affect the size and optimum

To help turbine OEMs meet the often unknown

construction of the SRU. Turbine manufacturers also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t installation sites, ABB has

use the software and hardware configuration of the

worked with leading SRU manufacturer to create an

converter to deliver more reactive power in order to

innovative modular slip ring design which enables

comply with grid support requirements. Different OEM

load optimization and effective cooling based on

specs involving reactive power, speed range and

exact load conditions.

overspeed affec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RU.

为了帮助风电机组设备制造商在安装现场应对常常未

Selecting the correct material combinations and

知的环境条件，ABB 和行业领先的滑环单元制造商密切合

setup for the SRU components can therefore be a

作以便开发一种创新的模块化滑环设计。该设计旨在实现基

challenging task.

于准确负载条件的负载优化和高效冷却。

双馈发电机馈送给电网的无功功率和有功功率由两部
分组成，一部分来自定子，另一部分来自电流大温度高的转

A development initiative was launched with

子。因转子是旋转的，所以需要有可靠的滑环将电能从发电

the aim of achieving a flexible standardized design

机内部传输出来。滑环单元包括由三相集电环和导电杆组成

which would enable perfect optimization for each

的滑环、刷架和刷握、三相电刷以及转子电缆连接螺柱等几

individual case. The focus was on reliable, trouble-

部分。不过针对不同场合来改进滑环单元的运行需要相当丰

free operation with long service intervals and low

富的经验。设计一套可靠的滑环单元需要多方面的考虑，包

maintenance needs in order to maximize availability

括滑环和电刷的材料选取、除尘、高效冷却以及方便维护等

and kWh production.

等。不断变化的运行情况和定期维护的需求也使得滑环单元

为了实现灵活的滑环单元标准化设计以便能为每个独

成为对最终用户而言最关键的部件之一。而其他因素诸如不

立案例提供完美的优化，ABB 开始了滑环单元的进一步开

同的电网规范和负载条件等也会影响滑环单元的大小和最

发设计。开发设计的重点是使滑环单元长期可靠地无故障运

佳结构。此外，风电机组设备制造商常使用变流器软件与硬

行并减少维护需求，从而实现利用率和发电量的最大化。
201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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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was based on a new modular
construction which can be easily optimized for

单元都会进行 5kV 的高压测试，还会进行局部放电试验以
确保优异的绝缘性能。

each load case. This also contributed to efficient
cooling and dust removal. At the same time an
advanced brush set up was also developed which
enables easy brush installation and maintenance.
To standardize the construction for different load

Tailor made testing in simulated site
conditions
模拟现场条件来定制测试

cases, the same brush size is used and the number of

A new slip ring testing laboratory was built to

brushes needed for each phase is optimized, resulting

enable R&D to support customers by performing

in a cost effective solution. A widely known brush

comprehensive testing with the exact installation

grade, proven in most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was

site conditions. The results are used to customize the

selected as the standard option.

setup of the new SRU components according to the

该设计以一种全新的模块化结构为基础，该结构便于

load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针对不同的负载条件进行优化，也有助于高效冷却和除尘。

建立一个新的滑环单元测试实验室可以使研发部门在

同时还包括一种先进的电刷结构设计，使电刷便于安装和维

与实际安装现场一致的条件下进行全面的测试从而为客户

护。为了使不同负载条件下的结构标准化，对电刷规格进行

提供支持。测试结果可用来根据负载和环境条件定制新的滑

了统一，对每相电刷数量也进行了优化，这是一个非常有成

环单元组件。

本效益的方案。此外，一个在大多数环境条件下都得到验证
的知名电刷品牌被选定为标准选项。

The new SRU testing laboratory follows the
conditions of IEC standard 60068-1 7th edition on

The unit is straightforward and robust, and it

environmental testing procedures. Wind turbine

features efficient cooling, easy maintenance and

load conditions can be emulated based on IEC

a rigid structure for high overspeed endurance. All

61400. The requirements of these two standards

the main components, including the brushes, are

can be combined to create tailored test programs,

made by one of the biggest global turn-key slip ring

which can also incorporate the customer’s other

manufacturers.

requirements and site conditions.

滑环单元结构简单且坚固，主要特点包括冷却效率高、

新 的 滑 环 单 元 测 试 实 验 室 遵 循《IEC 60068-1》 标

易于维护且拥有耐受超速的刚性结构。包括电刷在内的所有

准（第七版）中有关环境测试过程的要求，同时根据《IEC

主要部件都是由一家全球最大的成套滑环制造商制造的。

61400》标准模拟风电机组的负载条件。测试程序的制订则
参考了以上这两个标准的要求，测试程序同样也可以包括客

High quality, partial discharge resistant

户的其他要求和现场情况。

insulation materials are used so that the SRU can
withstand the voltage
stresses encountered in
converter duty. Every SRU
will undergo a 5 kV HV test.
A partial discharge test is
also performed in order to
verify the high quality of the
insulation.
滑环单元使用优质且抗局
部放电的绝缘材料，可以耐受变
流器工作时的电应力。每个滑环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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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work with turbine OEMs throughout the generator development
process to find the best solutions for each case. And now with our new
R&D lab we can customize the SRU for the exact site conditions and help
wind park operators to maximize their production time,” says Raimo Sakki,
product manager for wind power generators at ABB.
ABB 风力发电机产品经理 Raimo Sakki 先生说 ：
“在发电机设计过程中，我们始终
和风电机组设备制造商密切合作，针对每个案例来寻找最佳方案。现在通过新成立
的实验室，我们可以模拟真实的现场条件来定制滑环单元并可以帮助风电场管理人
员实现运行时间最大化。”

flow measurement for easy dust removal.
测试会在一个真正的滑环室内并且在有风扇的条件下
进行，这些测试条件模拟了一个在风机机舱内的完整的发电
机。除超速试验和高电压试验外，这套完整的测试程序还包
括局部放电认证、电刷磨损试验和为方便除尘而进行的气流
测量。

Benefits for turbine OEMs and end users
给风电机组设备制造商和最终用户带来好处
The test results are used to select the correct
combination of SRU components by optimizing
parameters such as the slip ring size and number of
brushes, as well as the brush and ring material. Load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and load parameters
can be simulated based on ABB’s broad experience

optimization ensures safe operation temperatures
and effective cooling.

in generators, research studies, environmental

根据测试的结果并通过优化相关参数如滑环尺寸、电

conditions and customer specifications. Using

刷数量、电刷与滑环的材料等等，可以确定配置合理的滑

separate converters in both the rotating and feeding

环单元组件。而负载优化则保证了安全的运行温度和有效

system sides it is possible to test all major turbine

的冷却。

operation points while the climate chamber controls
For turbine OEMs and end users the main benefit

the humidity and ambient temperature.
ABB 凭借在发电机、技术研究、环境条件和客户要求

of using pretested components is that it eliminates the

上的丰富经验能够模拟不同的环境和负载条件。在转子侧和

need for design changes and avoids unnecessary

电网侧使用独立的变流器，这样就可以测试所有风机的主要

turbine shut downs. Using site specific optimization

运行点同时可用气候模拟箱控制湿度和环境温度。

also minimizes maintenance and enables long
service intervals. This results in continuous operation

The tests are performed with a real SRU housing

and maximized kWh production.

and fans, in a configuration similar to a complete

对于风电机组设备制造商和最终用户而言，如果使用

generator in wind turbine nacelle conditions. In

经过预测试的组件，则不需要进行后期的设计变更，也可避

addition to overspeed and high voltage tests,

免不必要的风电机组停机。针对特定场合的优化设计会大大

the comprehensive test program also includes

减少相应的维护并能保证长期地运行，这样有利于连续地运

verification of partial discharge, brush wear and air

行和最大化地产生电能。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is article was written by Timo Heinonen (MSc. Mech. Eng.), who has over 15 years of experience in wind power
generators at ABB Oy, Finland. The Chinese version was translated by Xingchen Xia and Ranran Lin, who work at Technology Center (Asia),
ABB Business Unit Motors and Generators.
本文英文版由芬兰 ABB 公司 Timo Heinonen 先生（机械工程专业硕士）撰写，他在风力发电机领域拥有超过十五年的经验。中文版由 ABB 电机与发
电机业务单元亚洲技术中心夏星晨先生和林然然先生负责翻译。

A slip ring unit laboratory will come into use soon at Technology Center (Asia), ABB Business Unit Motors and Generator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ABB 电机与发电机业务单元亚洲技术中心的滑环单元实验室即将投入使用。敬请联系我们。
Visiting address: No.59, Tianning Rd., Minhang District, Shanghai, China.
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天宁路 59 号。

Phone: 0086 21 3478 2835 / 3478 2505.

电话 ：021-34782835 / 34782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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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高海拔地区风电装机情况分析
本刊 | 赵靓

1

总体情况

在 占 比 方 面， 虽 然 2013 年 高 海

占全部新增装机容量的 8.79%，相比
2012 年 的 1458.75MW 及 11.26% 的

拔地区的新增装机容量占比有所下降，

据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

占比，各数据均有所下降。与 2012 年

但在累计装机容量占比趋势上始终表

委员会的数据显示，中国从 2008 年开

相比，新增装机容量在 2013 年下降的

现出上升态势。出现新增装机容量占

始在高海拔地区有风电装机，到 2013

比较小，而占比却下降的比较大，这

比略有下降而累计装机容量占比上升

年 底 累 计 装 机 容 量 达 到 4067.6MW。

从侧面印证了 2012 年高海拔以外地区

的情况，从侧面说明中国高海拔地区

在此 6 年间，高海拔地区新增装机量

的新增装机量曾出现较大的下降。虽

的风电装机起步较晚，但其发展跑赢

总体呈现以上升为主，期间略有波动

然 2012 年以前新增装机容量上升速度

了总体装机趋势。

的趋势。其中，除 2009 年和 2013 年

较快，但由于此前的装机基数并不大，

与前一年的新增装机量相比略有下降

表现在累计装机增长上并不明显，与

外，2008 年、2010 年、2011 年 和

之相反的是，2011 年以后高海拔地区

2012 年高海拔地区的新增装机容量都

的新增装机量达到了一定的量级，虽

比前一年有所上升。2013 年，中国高

然在 2013 年有所下降，但累计装机上

海拔地区新增装机容量为 1415MW，

升的却更为明显。

2

各高海拔地区装机情况
在 2012 年 以 前， 云 南 的 风 电 新

增装机量始终是各高海拔地区中最高

1 中国高海拔地区主要分布于云南、贵州、青海、西藏，本文对高海拔地区的数据统计以上述 4 个省、自治区的装机数据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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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但 2013 年 贵 州 的 新 增 装 机 量 超
过了云南。通过图 4 可以看出，历年
来云南的新增装机容量增长有高有低，
而贵州和青海始终保持了增长。图 6
显示，2008 年和 2009 年高海拔地区
中只有云南有新增装机，从 2010 年开
始，其他高海拔地区的新增装机容量
和 占 比 不 断 增 加， 到 2013 年 超 过 了
60%。在累计装机方面，虽然 2013 年

图1 历年高海拔地区新增与累计装机容量趋势（单位：MW）

云南的趋势有所减缓，但仍然比贵州
的累计装机容量高出一倍以上，在高
海拔地区中的占比达到 61.07%。青海
自 2010 年有新增装机量开始，历年的
新增装机量不断增加，其增长趋势与
贵州相似。西藏在 2013 年以前一直没
有 风 电 装 机， 于 2013 年 安 装 了 5 台
1.5MW 的风电机组，实现了风电零的
突破。

3

图2 历年高海拔地区新增装机容量占比

整机商高海拔地区装机
情况
2008 年金风和运达在云南分别安
装了各自生产的 750kW 型风电机组，
至 2013 年，在高海拔地区累计安装风
电机组最多的整机商是联合动力，其
次是明阳，以及金风、南车、上海电

气。这些整机商在高海拔地区的风电
机组累计装机容量分别为 628.5MW、
602MW、494.25MW、457.5MW 和

图3 历年高海拔地区累计装机容量占比

378.25MW。

表1 历年高海拔地区及其他地区新增与累计装机容量（单位：MW）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高海拔地区新增

78.75

42

362.75

710.35

1458.75

1415

高海拔地区累计

78.75

120.75

483.5

1193.85

2652.6

4067.6

其他地区新增

6075.3

13761

其他地区累计

11923.25

25684.25

18566.25 16919.65 11501.25
44250.5

61170.15

72671.4

14674

在高海拔地区的新增装机容量方
面，2013 年 明 阳 的 该 项 数 据 最 为 惹
眼，为 272MW。第二位的上海电气为
200MW。第三位的金风为 187.5MW，
第四位的联合动力为 180MW，第五

87345.4

位的重庆海装为 128MW。其中联合动

全部地区新增

6154

13803

18929

17630

12960

16089

力是 2012 年在高海拔地区新增装机最

全部地区累计

12002

25805

44734

62364

75324

91413

高 的 整 机 商， 达 到 了 357MW， 这 也
201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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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历年各高海拔地区新增装机容量（单位：MW）

图5 历年各高海拔地区累计装机容量（单位：MW）

图6 历年各高海拔地区新增装机容量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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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2013年各高海拔地区累计装机容量占比

图8 历年各整机商高海拔地区新增装机容量趋势（单位：MW）

图9 历年各整机商高海拔地区累计装机容量趋势（单位：MW）

Survey | 调研

是截至 2013 年底单个整机商在高海拔
地区一年时间内的最大装机量。由图 8
可以看出，各整机商在高海拔地区历
年的新增装机量变化较大，使名次变
化也较为频繁，说明在高海拔地区的
风电装机本身量不是太大，从而受项
目影响比较大。
由 图 10 可 以 看 出， 各 整 机 商 在
高海拔地区的新增装机占比呈现细
分 化 趋 势， 一 家 独 大 的 局 面 逐 步 减

图10 历年各整机商在高海拔地区的新增装机容量占比

弱，市场被越来越多的整机商所分割。
2012 年 在 高 海 拔 地 区 新 增 装 机 量 占
比最高的整机商是联合动力，达到了
24.47% ；2013 年在高海拔地区新增装
机量占比最高的整机商是明阳，达到
了 19.22%。
由图 11 可以看出，2013 年高海
拔地区累计装机容量占比最高的是联
合动力，达到了 15.14%。占比第二高
的是明阳，为 14.5%。占比第三、四、
五高的分别是金风、南车风电和上海
电 气， 分 别 为 11.91%、11.02% 和
9.11%。这项数据中累计装机前五名的
图11 2013年各整机商在高海拔地区的累计装机容量占比

表2 历年各高海拔地区整机商新增装机容量（单位：MW）
省份

制造商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东汽

42

57

49.5

148.5

华创
金风

30.75

明阳

15

49.5

60

88.5

88.5

355.5

22.5

49.5

49.5

139.5

南车风电

138

99

48

42

三一电气

49.5

上海电气

48.75 48.75 48.75

湘电风能

0

远景能源
运达

贵州

48

31.5

重庆海装

48

风盈风电

1.6

金风

63

联合动力

49.5

制造商
明阳

49.5

联合动力

云南

省份

42

南车风电
贵州

99

82.5

222.5

39

102

79.5

16

144

银河风电

57.5

37.5
99

3

华锐
金风
青海

联合动力

32

上海电气

128

湘电风能
运达

85.5

西藏

49.5
3

99

京城新能源

49.5

100.5

49.5

运达

48
2

49.5

上海电气

东汽

48

1.5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联合动力

49.5
3

48
49.5

16

8

8
49.5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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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动力

上海电气

远景能源

图12 历年在高海拔地区有新增装机的整机商数量

图13 2013年在高海拔地区有新增装机的整机商数量占比

重庆海装

南车风电

型装机占比

图14 2013年各单机容量机型在高海拔地区的累计装机容量占比

图15 2013年高海拔地区各整机商在各单机容量机型累计装机容量中的占比

摄影：熊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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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机商占比达到了全部高海拔地区累
计装机容量的 61.68%。
历年在高海拔地区有新增装机的
整 机 商 数 量， 除 2009 年 比 2008 年
少了 1 家外，整体上处于不断增加的
趋 势。 整 机 商 数 量 最 高 时 的 2012 年
和 2013 年 均 为 13 家。2013 年 在 高
海拔地区有装机的整机商数量是当年
在中国有风电装机的整机商数量的
43.33%。

图16 2013年各高海拔地区的各单机容量机型累计装机容量占比

表3 2013年各高海拔地区的整机商各单机容量机型新增装机容量（单位：MW）
省份

整机商

750kW

800kW

1.25MW

东汽

云南

各单机容量机型高海拔
地区装机情况

中，在高海拔地区累计装机容量占比

联合动力

466.5

明阳

238.5

最高的是 1.5MW 型机组，达 76.92%。

南车风电

237

其次是 2MW 机组，为 14.8%。2.5MW

三一电气

运达

48

2.3% 左右。占比最小的是 800kW 型

50

机组，是由风盈风电在 2012 年贵州安

181.5
48

装的 2 台。

81

重庆海装
风盈风电

和 750kW 机 组 分 别 占 比 在 2.34% 和

139.5
146.25

远景能源

由 图 15 可 以 看 出， 在 高 海 拔 地

208

区安装的 800kW、1.25MW、2.5MW

1.6

金风

148.5

联合动力

102

明阳

289.5

74

南车风电

190.5

30

上海电气

机组都分别来自于单个厂家，即风盈
风电、上海电气和银河风电。750kW
型机组来自于 2 个不同的整机商，分
别为金风和运达。2MW 和 1.5MW 则

160

银河风电

西藏

4

2013 年 各 单 机 容 量 的 风 电 机 组

198

湘电风能

青海

2.5MW

49.5
45.75

上海电气

贵州

2MW

346.5

华创
金风

1.5MW

95

来自于多个不同的整机商，侧面说明

运达

99

目前在高海拔地区风电装机的主力机

东汽

3

华锐

49.5

型为 2MW 和 1.5MW。

金风

102

京城新能源

97.5

联合动力

52.5

由图 16 可以看出，在各高海拔地
区中，1.5MW 机组分布最为广泛，其
次是 2MW 机组。
装机量较小的 2.5MW、

上海电气

24

1.25MW、800kW 和 750kW 机组基本

湘电风能

8

都分别安装在一个省内。

运达

49.5

联合动力

7.5

（本文部分数据来自于《中国风电产业地图
2008-2013》
，何杰英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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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风电发展及能源改革
文 | 王佳莹，苏晓

墨西哥位于北美洲南部，北邻美国，南

是之后两年一直处于缓慢增长阶段，直到 2010

接危地马拉和伯利兹，东临墨西哥湾和加勒比

年，墨西哥风电新增装机容量同比增长 156%，

海，西南濒太平洋。东、西、南三面为马德雷

累计装机容量达到 56.9 万千瓦，该国风电产业

山脉所环绕，中央为墨西哥高原，东南为地势

进入高速增长阶段。2012 年和 2013 年，墨西哥

平坦的尤卡坦半岛，沿海多狭长平原。墨西哥

累计风电装机容量分别为 153.7 万千瓦和 191.7

气候复杂多样，高原地区终年温和，平均气温

万千瓦，创历史新高。墨西哥风电市场吸引了越

10 － 26℃ ；西北内陆为大陆性气候 ；沿海和

来越多来自全球各地的风电开发商和制造商。

东南部平原属热带气候。

根据全球风能理事会（GWEC）的统计，

随着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突出，作为

2013 年，墨西哥风电发展迅速，风电在整个

重要的石油出口国，墨西哥开始不断重视可再

可再生能源电力中的占比达到 20%。过去一

生能源的发展。作为 2010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

年，墨西哥新增并网发电装机容量 38 万千瓦，

大会的东道国，2012 年 6 月，墨西哥颁布了气

累计风电并网装机容量达到 1917 兆瓦，相比

候 变 化 法（GLCC）， 提 出 到 2020 年 在 2010

2012 年增长速度有轻微下降。

年的基础上，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30％，到

根 据 IEA Wind 最 新 统 计，2013 年， 墨

2050 年减少 50％ ；法案还提出，到 2024 年

西哥风电的总电力输出约为 39 亿千瓦时，相

墨西哥非化石能源（包括大水电和核电）在能

当于整个国家电力需求的 1.5%。以风电每兆瓦

源消费中的比重达到 35％。因此，可再生能源

时可减排 0.58 吨二氧化碳的水平计算，2013

在墨西哥已经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年因风电而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 220 万吨。
可以说，墨西哥政府 2008 年所颁布的《可

风电发展成绩

再生能源法案》比较成功了实现了其所设定的
主要目标。目前，在墨西哥整个电力市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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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拥有丰富的风能资源，据墨西哥能

电是很有竞争力的一种电力能源，而且墨西哥

源部（SENER）估计，墨西哥可供开发的风

能源部还发布了一项可再生能源利用特别计

能资源约 4000 万千瓦，主要集中在尤加坦半

划。此外，在墨西哥特万特佩克地峡地区正在

岛、坎佩切州和瓦哈卡州等 7 个地区，墨西哥

建 设 一 条 200MW － 400kV － 300km 的 风

最大的风能资源基地位于瓦哈卡州的特万特佩

电项目输电线路。统计显示，目前有总装机量

克地峡，这里离地面 30 米高度的年平均风速

31.6 万千瓦的新增风电项目已经确认。

为 7 米 / 秒至 10 米 / 秒，预测可供商业开发的

墨西哥能源监管委员会（CRE）已经授权许

风电容量超过了 600 万千瓦。如果在该区域使

可开发总装机容量为 499.9 万千瓦的风电项目。

用高可靠性、高效能的风电机组，年容量系数

根据预测，在接下来十年内（到 2024 年）
，墨西

有望达到 40% 左右。墨西哥的下加利福尼亚

哥将建设 1200 万千瓦左右具有经济可行性的风

州、恰帕斯州和塔毛利帕斯州都成为该国新涌

电项目。假设机组年均容量系数为 30% 左右，则

现出来的风能资源开发区域。

风力发电对该国电力需求的贡献率将约为 5%。

2005 年，墨西哥风电累计装机容量仅为

目 前 在 墨 西 哥 最 早 动 工 的 是 La Venta

3000 千瓦，2006 年迅速增长到 8.5 万千瓦，但

I, Guerrero Negro 和 La Venta II 风 电 场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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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这些项目都由墨西哥的联邦电力委员会

西班牙的 Iberdrola 可再生能源公司），该风电

（CFE）所有和运营。Parques Ecologicos 是

场主要为多个私人公司提供电力。Eurus 是拉

墨西哥首个私人所有的风电场（主要投资方是

丁美洲最大的风电场，由西麦斯（Cemex）公

表1 墨西哥风电项目进展
项目

地区

项目状况

La Venta I

瓦哈卡州

运营

La Venta II

瓦哈卡州

La ventosa II

瓦哈卡州

La Ventosa

瓦哈卡州

开发商

制造商

运行日期

容量（MW）

CFE

Vestas, 225 kW

1994

1.57

运营

CFE

Gamesa,850kW

2006

83.3

运营

Iberdrola

Gamesa

2008

49.3

运营

Iberdrola

Gamesa

2008

30.6

已经运营的项目

Eurus, 1 期

瓦哈卡州

运营

Cemex/Acciona

Acciona,1.5MW

2009

37.5

Eurus, 2 期

瓦哈卡州

运营

Cemex/Acciona

Acciona,1.5MW

2010

212.5

Bii Nee Stipa I

瓦哈卡州

运营

Cisa-Gamesa

Gamesa,850kW

2010

26.35

Clipper,2.5MW

2010

67.5

2011

50

La Mata - La Ventosa

瓦哈卡州

运营

Electrica del Valle de
México(EDF-EN)

Fuerza Eólica del Istmo

瓦哈卡州

运营

Peñoles

Clipper,2.5MW

Oaxaca II, III y IV

瓦哈卡州

运营

CFE/Acciona

Acciona,1.5MW

2011

306

La Venta III

瓦哈卡州

运营

CFE/Iberdrola

Gamesa,850kW

2012

102.85

Oaxaca I

瓦哈卡州

运营

CFE/EYRA (ACS)

Vestas,2MW

2012

102

Fuerza Eólica del Istmo

瓦哈卡州

运营

Peñoles

Clipper,2.5MW

2012

30

瓦哈卡州

运营

ENEL Green Power

Gamesa,2MW

2012

74

瓦哈卡州

运营

ENEL Green Power

Gamesa,2MW

2012

70

Piedra Larga

瓦哈卡州

运营

Renovalia/Demex

Gamesa

2012

90

Bii Stinú

瓦哈卡州

运营

EDF Energies Nouvelles

Gamesa,2MW

2012

164

La Ventosa III

瓦哈卡州

运营

Iberdrola

Gamesa

2013

20

Bii Nee Stipa II (Stipa
Nayaá)
Bii Nee Stipa III
(Zopiloapan)

Eoliatec del Pacifico

瓦哈卡州

运营

EDF Energies Nouvelles

Gamesa

2013

160

Bii Nee Stipa II Fase III El
Retiro

瓦哈卡州

运营

Cisa-Gamesa

Gamesa,2MW

2013

74

Guerrero Negro

下加利福尼亚州

运营

CFE

Gamesa

1999

0.6

La Rumorosa

下加利福尼亚州

运营

Turbopower

Gamesa

2009

10

Arriaga

恰帕斯州

运营

Grupo Salinas

Vestas

2012

28.8

Los Altos

哈利斯科州

运营

Grupo Dragón

Vestas

2013

50.4

El Porvenir

塔毛利帕斯州

运营

GEMEX

Vestas

2013

54

Sta. Catarina

新莱昂州

运营

Comexhidro/Asergen

GE

2013

22

建设中的项目
Bii Hioxo

瓦哈卡州

建设

GNF

Gamesa,2MW

2014

234

Bii Nee Stipa II Fase IV Dos
Arbolitos

瓦哈卡州

建设

Cisa-Gamesa

Gamesa,2MW

2014

70

Piedra Larga II

瓦哈卡州

建设

DEMEX

Gamesa

2014

138

Sureste I Fase II

瓦哈卡州

建设

CFE/ENEL

不确定

2014

102

Granja SEDENA

瓦哈卡州

建设

SEDENA

Vestas

2014

15

Energía Sierra Juarez

下加利福尼亚州

建设

IENOVA (SEMPRA)

Vestas

2014-2015

155.1

资料来源：墨西哥风能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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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所有，其主要目的是满足西麦斯约 25% 的电

目前墨西哥还没有向公众公开的有关每个

力需求。La Rumorosa 是墨西哥首个为公共市

风电场具体运营详情的资料。总体而言，墨西哥

政照明供电的风电项目。

风电机组制造商正在学习研究特万特佩克地峡良
好的风况和独特情况。正如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情

风电产业现况

况一样，很多投资商也心存担忧，因为质保期后
所需花费的维护成本到底是多少还不确定。

根据 IEA Wind 报告统计，截至 2013 年

特万特佩克地峡地区的风电项目投资成本约

年底，墨西哥风电场建设的总投资预计约为

为每千瓦 2000 美元（约合人民币 1.22 万元）
。在

21.8 亿美元（约合 134 亿元人民币）。假设其

该区域，独立发电商的回购电价大约为每千瓦时

中有 80% 左右的资金对应风电机组的成本，那

0.065 美元（约为每千瓦时 0.4 元人民币）
。

么其余大约 4.35 亿美元（约合 26.7 亿元人民
币）的资金是风电对墨西哥经济发展的贡献。

风电激励政策

虽然如此，还是有相当一部分风电相关的工作
聘用了国外的工人。
目前，墨西哥总共安装的风电机组数量

能源政策和能源计划（涵盖领域包括石油，

已经超过 1050 台。西班牙的风电机组制造商

电力，天然气），研究开发国家节能科技技术，

Acciona 风电公司和 Gamesa 风能公司在墨西

发展可再生能源和可持续利用能源，促进替

哥风电市场占主导地位，不过，其他的公司如

代能源的广泛使用和推广。能源部还负责协

Vestas、GE 和 Alstom 在 该 市 场 也 获 得 了 不

调联邦政府机构和其他省市以及不同的生产

错的订单。

部门。此外，能源部负责每年的能源补贴预

墨西哥涌现出来的风电开发商主要分几种

算，对出台的政策执行情况进行评估以及监

类型。早几年，墨西哥能源监管委员会所开发

管。墨西哥的电力生产和传输主要由国有企

的项目不少。另外，西麦斯公司是全球领先的

业完成，联邦电力委员会负责全国 2/3 的电力

建筑材料公司，它在投资墨西哥自供电风电项

供应，它拥有墨西哥国家电网，提供发、输

目中充当着主要角色。通过组建自供电财团，

配电一体化服务。

Iberdrola 公司则在为大型和中型电力消费者

2008 年，墨西哥国会通过了能源改革法

提供电力的风电项目开发中充当重要角色。此

案，其中包括一个新的《可再生能源法案》

外，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墨西哥下加利福尼

（LAERFTE），旨在减少墨西哥对化石能源的

亚州政府为公共市政照明开发了一个 10 兆瓦

依赖程度。LAERFTE 设定了该国到 2024 年

的风电项目——La Rumorosa 项目，该项目已

可再生能源电力占比达到 35% 的目标。根据该

经在 2010 年并网运营。来自西班牙的风电机

法案，政府也设定了若干项鼓励政策，譬如设

组制造商 Gamesa、Acciona 也与当地的开发

立可再生能源利用和提高能效的“绿色基金”

商或者财团一起开发了不少风电场项目。

和确定电力固定输配价格等，以帮助完成该目

在墨西哥，有 200 多家公司有能力生产风

标。LAERFTE 体 现 了 墨 西 哥 政 府 贯 彻 能 源

电机组和风电场的所需配件。墨西哥 Trinity

多元化政策、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政治意愿和承

工业、S.deR.L.de C.V. 为很多风电企业提供塔

诺。该法案包还提出鼓励建立电力输送联网和

筒。墨西哥 Potencia Industrial S.A. de C.V. 为

基础设施的技术标准 ；为产业发展和技术研发

Clipper 风电公司提供永磁发电机。墨西哥在

提供支持等内容。

土木工程、机械和电气工程等方面也有很多从
事于风电场设计和建设的优秀技术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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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墨西哥能源部负责制定国家

另外，墨西哥的国家气候变化法也设定了
到 2020 年该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 30% 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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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

施运营与扩展的合同不同类型将在 2014 年 4

程中势必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月由国会立法。

墨西哥已存的风电激励政策主要包括 ：

（2）新成立的墨西哥石油基金可以用来

（1）2001 年颁布的可再生能源发电站接入国

发展可再生能源项目（当公共储蓄投资水平为

家电网的联网协议 ：该协议允许在计费周期内

3% 或以上时）。

实行电力交换 ；
（2）2004 年颁布的环境效益

（3）将成立一个环境保护的新法律体制，

投资加速折旧法，该法案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

包括国家对能源使用的规划以及过渡到清洁能

给予鼓励，投资方如果投资可再生能源项目，

源技术和燃料使用的战略。

第一年可享受 100% 的税赋减免优惠。（3）对

2014 年 8 月，墨西哥联邦政府向国会提

自供电项目一定容量信用的确认 ；
（4）降低电

交的能源改革二级法案在经过多次讨论、修改

力输送税费。

后，有 9 部相关法案得到批准，12 部法案进行
了修改。其中，通过的 9 部新法律包括油气法、

能源改革

电力产业法、地热资源法、墨西哥石油法、联
邦电力委员会法、电力领域协调监管机构法、

2013 年 12 月 11 日，墨西哥参议院全体

全国油气领域产业安全和环境保护局法、油气

大会通过了旨在推动国内经济增长、创造更多

收入法、墨西哥石油稳定和发展基金法。值得

就业岗位、降低能源成本的新的能源改革法

一提的是，能源改革规定，私人企业可以参与

案。根据该法案，立法机构将对现有墨西哥《宪

电力输送和销售，允许从国家电网相联的发电

法》中的部分条款进行修改，以允许私人及境

设施购电。

外资本进入墨西哥能源产业，通过签订服务合

虽然能源改革法案并非一定保证墨西哥风

同、产量分成、利润分成等方式，提高墨西哥

电市场迅速发展起来，但是它给了墨西哥私人

能源产业的生产力与竞争力，并最终实现推动

电力市场领域更高的灵活性和自由，很多风电

国家经济增长。法案的出台终结了墨西哥在石

开发商对这个风电市场充满了信心。而且，私

油、天然气、电力等能源公司长达 75 年的垄

人部门对运输与配送网络过程的参与意味着那

断地位，为自由电力市场的建立、可再生能源

些可开发潜力巨大的风能资源区将有更多的风

包括风电的市场化竞争创造了机会。

电接入到电网中。

墨西哥联邦电力委员会（CFE）将变成一

不过，墨西哥风电发展也面临着影响风电

个“国有生产机构”，也就是与其他发电商公

发展的一些问题。目前，输电线路的短缺已经

平竞争的国有公司。目前，CFE 将继续拥有电

成为阻碍墨西哥风电发展最主要的障碍。墨西

力运输和分配权，但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能

哥风能协会正在努力寻找解决方案，建设更大

源监管委员会（CRE）将充当一个独立的机构

的电网系统以接纳更多风电。此外，在风电项

来发布许可证、设定电价并监管整个市场。此

目谈判过程中，迫切需要给风电项目土地所有

外，在 2014 年还将成立一个独立系统调度机

者带来恰当而公平的社会效益（尤其是农民和

构（ISO）——国家能源控制中心（CENACE）。

渔民）。墨西哥曾经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这里的

ISO 将控制电力系统和新电力市场的运营情

很多土著社区一直反对西班牙公司在这块土地

况，同时为所有接入国家电网的发电商提供公

上发展风电并获利，而且他们认为这些外国风

开的、无差别待遇的准入途径。

电公司在占用土地中破坏了环境和农、渔业生

除此之外，
能源改革法案还作出了以下调整：

产，同时没有获得相应的回报。因此，墨西哥

（1）代表国家的、有关电力能源运输和

风电产业的持续发展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

分配的融资、安装、维护、管理、以及基础设

力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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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年生活遥想
文 | 卢安武（美）

杯中的咖啡依然醇香，窗外宁静的社区景色也几无异

为中心来组建社区，而不是汽车。我们工作、居住、休闲以

样，但房子保温性设计得非常好，再也不用集中供暖了。家

及购物的地方距社区都很近，所以驾车机会越来越少。因为

电和电子产品的能耗只相当于 21 世纪初的同功能产品的很

电动汽车将交通变得更便宜，所以一些过去无限蔓延的郊区

小一部分。房间再也不会太冷或太热，再也不需要早年那些

还是保留了下来，然而更多的郊区又被重新开发为被新农场

噪音大能耗高的机电设备。房子也不像过去那么复杂，建设

和公园环绕着的集约型、多功能型的社区。我们很多人的绝

成本变得很低，比过去建一所低能效的房子还要低。虽然人

大部分食物都从离家 10 英里半径内的农民那里购买的——

们在离上班地点更近的地方买房会更贵些，但花在能源和交

这些食物的味道更鲜美。

通上的钱却大大减少，所以整体而言，购房花费在人们的全
部开销中占据的比例比 2011 年时还要小。

我是少数有私家车的人之一。大多数邻居和我的两个
十几岁的孩子都可以用更少的开销获得更好的、有保障的交

不仅如此，房子还变成了能给我们带来一定收入的摇钱

通服务，而这一服务提供了多种套餐供你选择，要不要步行，

树。我们每月不仅不用再支付 100 美元的家庭能源账单，还

步行到哪里完全由你决定。现在，掌上远程视频已非常发达，

能收到一张支票。这笔收入是因为我们可以将屋顶太阳能电

你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使用。选好后，在你眼前就会展现出

池生产的多余电量卖掉，电网公司会从我们的电动汽车电池

更多种类、更加吸引人的交通路线。

里回购电量以应对很少出现的用电高峰，以及因为家庭智能

除了开私家车外，我还可以选择其他出行方式。因为

控制器可以根据基于实时价值的价格信号，协调汽车充电、

参加了拼车服务，我可以跳上一辆电动敞篷车外出，可以打

家用电器使用和在最赚钱的时段买卖电能行为等。如果美国

的，坐小型巴士，乘坐距家只有两分钟步行距离的轻轨，或

再次发生像去年创纪录的冰暴压倒州际输电线路的事情，社

者通过社交网络联系搭乘过路的车。现在我刚好在智能手机

区的微网会立刻断开与主网的联系，处于独立运行状态，保

上发现一辆噪声都没有的燃料电池公交车就要开进附近的

障家家户户的电灯照常点亮。当线路修好后，微网又会与主

站点，所以我该出发了。乘坐公交时可以通过免费网络工作

网实现自动无缝重联。大停电将永远属于逝去的时代。

一会儿，到站后再随手拿起一辆免费的混合动力自行车，悠

尽管电动汽车的车身比 40 年前的汽车轻了 3 倍，价钱
也略微便宜些，车的用能成本大幅降低，但是由于新材料、

然骑行在到工作地点之间这段短暂的坡路上。
登上公交车，不同之处就跃然眼前。比起 2011 年，道

制造工艺、营销以及设计等各方面的激烈竞争，这些车的安

路将不再拥挤。以往的社区按照收入将人们分开，导致人群

全性更高，性能更优，更宽敞豪华。然而，如今我们以“人”

孤立和社会隔阂，去任何地方都得有昂贵的私家车，现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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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规则早已被废除。郊区再也没有补助了，因为开发商承担

要么已经解决，要么就是影响不到世界其他地区。能源问题

了所有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建设费用。高速公路上来往的

的解决方案也为水资源问题的解决打开一扇窗户。以前用来

卡车少了很多。加油站配有生物燃料和氢燃料，以及可以为

进口石油的美元留在了国内，用于改善教育和医疗条件，增

电动汽车充电的智能充电桩。空气清新爽朗，鸟鸣取代了引

加研发活动资金投入，加强了美国在科技创新上的复兴力量。

擎的轰鸣。曾经像乳腺癌一样严重威胁公众健康的交通致死
事件，已很少发生，一般就是些轻度损伤。

2050 年，职员还是要去办公室上班，通常每周三到四
天 ( 否则就是在家工作 )，但工作场所变了。我的工作场所

今天的碳纤维汽车再也不生锈了。汽车的挡板偶尔也

是沐浴在温暖的自然阳光下，阳光透过树木洒射进来，滋养

遭受撞击，但很少会对超强的车身造成真正伤害，基本不需

着屋内翠绿的小花园。没有嘈杂的通风系统，有的是大量的

要什么维修。我隐约记得过去保养汽车要用到超过 20 种液

自然流动的新鲜空气，每个房间都有可调节的窗户。我们的

体和耗材，而现在只需要挡风玻璃清洗液。车辆无线诊断设

建筑，像大多数建筑一样，通过屋顶和墙壁的太阳能供电，

备和智能调节系统很强大，汽车发生故障的事已鲜有耳闻。

还有剩余电量可卖。社区医院，不管效率如何，总有较高的

也很少看见移动维修车在您家里修理汽车。汽车制造商和被

能源需求。这些医院将垃圾池中沼气用于热电联产，实现空

认证的应用软件商店都提供无线下载，你可以应用从悬挂系

间温度调节、热水和电力供应。超过一亿栋像这样的、更好

统到样式显示的任何功能，这些功能都在软件里。

的建筑使建筑能耗比 2011 年时降低了近四分之三，而且还

整个美国都是如此。这些变化意味着车用液体燃料已

在继续降低。

降至 2011 年水平的 1% 或 2%，而几乎所有需要液体燃料

新兴产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一些老产业也渐趋衰

的古董汽车都要使用高级生物燃料。汽车俱乐部里老式汽

落。在我的公司附近，石油钻机设计公司消失了，取而代之

车—那些闪闪发光的耗油怪物—依然要燃烧汽油或柴油，在

的是一个风力发电机维修公司。主营地球物理的公司已经从

进行公路赛车会时从特种化工公司开来的油罐车那里补充

油矿探索转向地热资源勘探。汽车租赁公司已变成汽车销售

燃料。在 21 世纪 40 年代，美国还向外出口国内有限的石油，

公司。许多新公司主营能源需求管理，中心城区房屋保温层

但是现在很多国家都有了石油储备，并且用其他燃料取代了

安装，以及电网安全监控。一些公司提供现场生产，不仅能

石油，因此石油就像有了电灯后的鲸油一样，成为一种稀罕

以批量生产价格生产定制的烤面包机及其配件，现在生产一

物，而没有什么买卖价值。

件和生产一百万件一样便宜，还能按照数字测量的身体尺寸

美国军人再也不用保护石油，军队也不需要石油了，他

在一刻钟内生产出非常合身的鞋和衣服。

们倍感庆幸因为他们无需再为石油而战。世界还是一个危险

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当人类世界向无化石能源世界转

的世界，但看起来比以前安全多了 ：军事任务现在大多是人

变时，像太阳能发电组件等一些关键设备主要来自中国的设

道主义的灾难援助，最多是冲突预防，这些已经成为和消防

备生产商。但美国开始认真对待，通过支持现有的市场力

一样的日常事务。大多数石油出口商正在逐步适应更多样化

量来加快转型，其强大的创新引擎便轰然启动。研究人员设

的经济和更开放的社会。曾数次点燃中东火药桶的石油争端

计出了更加高效的太阳能电池组件和永久性的低成本生产
方式。量子体、等离子体、纳米天线、太阳能涂料以及其
他创新奇迹，将会把现在 2011 年市场上的主导产品那可怜
的 20% 的效率提高 3 倍，乃至 4 倍。电力电子、智能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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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储能装置不仅能嵌入太阳能组件里，也能嵌入卷叠的燃

的发电机和供应需求，跳着一支永不停休的能量交换的舞

料电池当中，或者同时嵌入两者中。这样，美国会再次成为

蹈，并创造着互联电网的最大化的价值。老式建筑不能反馈

全球领先的供应商，快速赶上世界发展步伐。

这种信息，自然也就没有这种价值。

我们做生意的方式和以前也有所不同。我们仍乘飞机

因此，在我所处的 2050 年，美国不再使用石油了，在

去客户和供应商见面，但乘坐的是新式超高效全翼飞机。飞

汽车充电或补充燃料的地方也买不到燃油。一些卡车烧天然

机的燃料是海藻油，在本世纪 20 年代海藻油成为主流燃油。

气，但是生物燃料更便宜。工业已不用燃煤供热了，火力发

人际关系永远举足轻重，但只要通过一顿盛大的晚餐建立并

电厂已在 2036 年走进工业博物馆。最后一家核电厂也将在

确定了合作关系，以后的交易只需要利用网络的网真技术就

今年退休。相比于 2011 年，天然气的使用量下降了整整三

可完成，既省时，又省钱，也宜于家庭生活。

分之一。天然气在早些时候替代煤炭用来发电，之后一直是

在美国，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余热将被采集并多次

市场上的灵活弹性能源。作为一种宝贵的过渡能源，天然气

重复利用（也用来发电 )，直到最后只剩下微乎其微的热量。

借助更小心和更透明的操作标准的力量，熬过了 20 世纪初

在微型反应器和紧凑工艺设备之间的窄小空间里，布置着曲

人们的争论，由于能源利用率的提高以及可再生能源对其剩

线优雅的更宽、更短的管道。化工过程模仿自然的化学作用

余市场的不断蚕食，天然气的使用规模正慢慢缩小。尽管认

过程，在室温下用酶催化各种物质产生复杂的化学反应。生

为天然气够用到 2100 年，它还是很可能在那之前消耗殆尽。

产也变得更加快捷、更灵活和更本地化。制造厂商如果不模

尽管为了应对一些突发事件，如遮天蔽日的大规模火山喷发

仿自然界开展产品和工艺设计，一般是不会有什么生意的。

等，电网里还是要保留一些燃气发电厂作为不常使用的“主

那些没有意识到产品设计长期价值将带来竞争优势的厂商，

动备用”；天然气可以作为特殊用途的资源及化工原料储存

没有及时放弃原有产品设计和计划的厂商，也难逃生意凋零

起来。

的结局。我们的经济依靠过去三分之一的原材料，依然保持
了繁荣。

简而言之，我们已经一步一个脚印地重塑了能源。这
曾经只是一份青涩的好奇心，而现在它已成为一个新的范

所有工业热电厂靠废品或天然气来发电供热，其市场

式，一个隐而不显可又无处不在的支撑结构，就像水之于鱼。

继续萎缩，因为用电效率的提高和太阳能热利用的价格持续

（注：本文摘自《重塑能源：新能源世纪的商业解决方案》）

降低。可再生能源发电也可以从远方输送过来，很便宜。但
是越来越多的电力来自当地，尤其是来自耗电最多的各类建
筑中。由于有了高效的太阳能发电外墙和太阳能建筑部件，
在本世纪 20 年代逐渐兴起并取代旧建筑的新式建筑，它们
刚好能够实现自身用电的自给，而现在他们正输出更多富余
的电力。不计其数的芯片和软件，正悄无声息地交换着具有
价值和需要替换的数据信息，魔法般引导着电网里广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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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风电产业链发展环境及柔性优化
﹡
策略研究
文 | 赵振宇，侯丽颖

摄影：苑春阳

增加能源供应、保障能源安全、保护生态环境，是实
现首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风电作为

生能源发展规划》以来，北京市一直大力发展新能源与可
再生能源。近年来北京市累计风电装机的数据如表 1。

清洁能源，可以有效降低碳排放、减少环境污染，缓解对

北京市风电场数量少。鹿鸣山官厅风电场是北京最具

化石能源发电的需求。在倡导绿色能源的当下，风力发电

代表性的风电场，目前与北京电网并网运行，位于延庆县

凭借其技术相对成熟、成本相对较低等优势发展迅速并得

西北端官厅水库两岸，在 10m 高度年平均风速为 5m/s，

到了北京市的政策支持和大力推进。但影响风电产业的因

在 70m 的高度年平均风速为 7.11m/s，平均风功率密度约

素多，北京风电产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遇到诸多难题，

为 422W/m2。国家能源局“十二五”第二批风电项目核准

对风电产业链柔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北京风电

计划中拟核准的鹿鸣山官厅风电场三期项目，目前已经相

产业的发展环境、风电产业链柔性优化策略亟待深入分析

继完成风电机组主机、辅机、塔筒吊装施工招标以及工程

和研究。

项目管理招标。除鹿鸣山官厅风电场外，其他几座风电场
一般只做示范或政府项目用，如位于延庆县的八达岭风力

北京风电产业链发展现状与特点

发电试验站以及在 2014 年 6 月启动建设的位于昌平区的大
唐昌平青灰岭风光发电示范项目。

（一） 北京市风电装机及风电场概况

（二） 北京倡导风电等绿色能源具示范作用

自 2011 年发布《北京市“十二五”时期新能源和可再

北京是国际型大都市，每年需消耗大量能源以满足巨

﹡基金项目 ：2012 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2JGB06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12YJAZH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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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07年-2013年北京市累计风电装机情况
年份

北京市累计风电 全国累计风电
装机总量 (MW) 装机总量 (MW)

北京市占全国
比例 (%)

柔性，必须首先识别影响北京风电产业链发展的环境因素，
然后再针对这些因素构建产业链柔性的优化配置模式，从
而形成应对复杂环境问题时的解决思路，提出解决方案并

2007

49.5

5906.4

0.84

2008

64.5

12019.6

0.54

（一） 资源开发因素

2009

152.5

26341.35

0.58

北京地区自身风能资源并不丰富，开发潜力有限。北

2010

152.5

45252.3

0.34

2011

155

62928.2

0.25

2012

155

75945.19

0.20

2013

156.5

92038.49

0.17
数据来源：CWEA

做好相应准备，实现北京风电产业链健康稳定发展。

京地处平原，属于风能资源一般区域，其风向有明显的季
节性变化，且风速受地理环境的影响较大，城区、谷地、
盆地年平均风速较小，山区和风口处风速较大；北京地区
仅有三个主要风口，分别位于延庆县康庄地区、密云县古
北口地区以及永定河两岸，形成三条风带，风带内年平均
风速大于 3m/s，最大风速约在 20m/s － 23m/s 之间。总

大的城市需求。随着能源供应的日益紧张以及对低碳生活

体匮乏的风能资源导致北京地区风电开发潜力不足，风电

理念的倡导，大力推广应用绿色电力将有利于首都的环境

场建设和长远发展受到极大限制。

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根据国家风电政策导向，北京市出台

（二） 电网建设因素

了相应的配套政策，如《北京市能源发展及节能规划》、《北

北京地区电网基础条件对风电接入构成限制。从区域

京市节能监察办法》、《加快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

分布来看，北京风电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延庆地区，大容量

型环境友好型城市行动计划》等。作为首都，北京有责任

风电进入延庆电网后，由于当地不能完全消纳，要向北京

有义务根据国家的方针政策，挑起能源改革的重担，改善

主网架推送。然而，延庆电网却是典型的受电电网结构，

当前的用电结构，逐步增加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并以其

物质基础薄弱，如被迫转为送电电网，则需改变本地区的

具有标志性、示范性、导向性、形象性的首都效应，引领

电网结构以及与北京主网架的联络能力，使其尽快具备大

全国绿色能源发展。

规模风电接入电网系统的条件，提升电网接纳风电的能力。

（三） 风电产业链延伸至外省，自身主要定位于研发
设计环节
风电产业链主要涉及研发设计、风电设备制造、风电

另外，北京有不少变电站和输电线路已运行超过 20 年，为
了保障电网的安全运行，需要尽快改造升级。但北京地区
土地资源日益紧张，变电站站址和线路走廊资源十分有限，

场开发建设、风电电网接入以及相关服务等。依附大城市

偏高的工程造价使得针对开发风电的电网项目启动难度大、

功能定位的优势，北京主要侧重于风电产业链中的研发设

收益率低，新增风电供电能力的经济性也受到限制。

计环节，每年邀请国内外风电行业专家和学者在京举办技

（三） 调控技术因素

术交流会、展览会等，大力推动了全国风电产业的发展。

风电并网加大了电网调控的难度。一方面，北京电网

此外，凭借第三产业发展优势，北京地区的物流、保险、

的负荷呈日峰谷差大、年波动大、尖峰负荷持续时间短等特

金融等服务业相对发达，为风电产业链需要的相关服务提

点，给电网调峰带来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北京地区装机基

供了有力支持。同时，北京优良的市场和人力资源也吸引

本上都是供热机组，使得电源的调峰能力小，两者之间形成

了众多大型风电企业落户，如国电联合动力、金风科技、

了很大矛盾。不仅如此，北京电网的电源结构目前正在发生

华锐风电、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等。大企业的纷纷落户加

改变，风电机组、太阳能发电装置、燃气供热机组、“三联

速了北京地区风电市场资源的流转，使得北京逐渐具备了

供”等电源快速发展且对电网运行的影响日益明显。风电的

发展风电产业链中高端产业的环境优势。

间歇性、不稳定性特点对北京电网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
如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要求、并网电压的要求、继电保护

影响北京风电产业链发展的环境因素分析

的要求、低电压穿越的要求和电能质量的要求等，这使电网
面临严峻的安全运行考验，加大了电网调控的难度。此外，

北京风电产业链已初具规模，要优化配置风电产业链

北京电网为非独立控制区，电力平衡在京津唐电网内统一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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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在冬季，特别是夜间，风力大而电网负荷处于低谷时段，
华北地区富余风电出力会大量输送到京津唐电网消纳，从而
导致北京本地风电机组并网受到一定限制。
（四） 市场竞争因素
较之风电，其他一些清洁发电项目更具竞争潜力。
北京地区受到环保压力相继关停淘汰了百万千瓦小火电机
组，火电发展受到限制。目前，北京电网的外受电比例高
达 70％以上，因此，充分开发本地资源、大力推广可再生
能源和能源综合利用已是大势所趋。由于北京市的生物质、
太阳能、燃气等可再生或清洁能源资源较之风能资源更加
丰富、来源更有保证，北京市开发生物质、太阳能以及燃
气资源初具发展潜力。从清洁能源开发力度看，北京市发
展燃气发电和生物质发电较之风力发电的力度更大，燃气

图1 北京风电产业链柔性优化配置模式

和生物质发电势必会对风电发展产生一定的替代效应并带
来竞争压力。
（五）政策支持因素

容量较小，适合采用中小型风电机组；而分散式发电采用

北京风电产业发展的配套政策尚未健全。北京市风电

的风电机组单机容量较大，能解决北京局部地区用电问题，

起步较晚，需要政府大力扶持，因此政府出台的相关配套

避免远距离送电，且由于总容量较小，对电网影响也较小。

政策以及明确的专项规划会对风电产业的发展状况产生显

此外，北京还可尝试将分散式风力发电与光电、小水电互补，

著影响。然而，有关风电发展的很多方面目前尚没有配套

并配以储能，建成微网系统。

政策，如大型风电机组成套装备的标准如何制定，风电场

（二） 改善电网建设加大风电比例

建设与电网建设如何协调，风电场项目立项审批阶段电网

由于北京市风能资源有限，单纯靠本地区的风力发电

企业如何参与，用以风能电源接入的电网建设费用如何承

很难满足自身发展需要，所以可以考虑从外省购入风电。

担，电网配套接入设备的投资如何回收，以及风能电源的

位于北京周边的内蒙古、河北、山西等省（自治区）拥有

并网准入条件，风能电源的并网调度管理等。这些标准、

丰富的风电资源，年发电量也非常可观。较多地购入这些

运行管理办法及其配套政策尚在探索研究，亟待尽快出台

省份的风电，不仅可以促进北京地区用电结构的改善，还

并有效实施。

可带动北京周边风能资源丰富省份风电的发展，改善当地
的环境状况，从而也间接缓解北京地区雾霾、大气污染等

柔性优化配置模式与策略研究

环境问题。因此，为促进对风电的规模开发和高效利用，
必须加快首都跨区输电通道及受端跨区电网的建设，电网

基于上述影响北京风电产业链发展的环境因素分析，

基础条件的改善是大力发展风电的重要前提。

同时考虑风电产业发展特点，可进一步构建北京风电产业

（三） 提高风电并网能力

链柔性优化配置模式，如图 1。该模型提出了北京风电产业

由于风力发电具有间歇性特点，对北京地区电网的风

链在多种环境因素影响下的柔性优化模式和策略，并具体

电容纳能力提出挑战，需要北京地区电网加强自身建设，

分析如下。

强化技术和调度管理，提高风电功率输出的预测精度、优

（一） 探索风电发展新模式

化调度。同时，为确保电网稳定运行也需对大规模风电上

北京风能资源相对匮乏，应探索对风电发展模式的创

网的电能质量有更高要求。在提高风电并网能力时，可以

新。结合北京风能资源特点，可以转变发展思路，积极探

考虑建立风电场功率预测预报体系，从而显著提高风电集

索分布式发电与分散式发电的风能利用形式，以摆脱风能

中开发区域电网运行消纳风电的比例；建成北京周边风电

资源不足的限制。分布式发电主要在用户侧并网，电压较低、

基地配套外输通道，从而解决风电远距离输送北京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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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纳问题；还可利用储能技术，如抽水蓄能以辅助并网运行。

准还在制定中，不久也将出台。届时，一套全面完整的风

（四） 加强风电场安全运行管理

电标准体系将在我国首次确立。在国家标准方面，关于并

2011 年，酒泉、张家口等地风电机组因不具备低电压

网机组的国家标准已经颁布 40 项，尚有 26 项正在编制

穿越能力在系统电压跌落时脱网，引起系列反应，造成大

中。在紧跟国家政策的同时，北京风电行业还要能够预判

规模脱网事故。国内其他地方还有风电机组烧毁、风塔倒塌、

国家政策动向，准确把握未来国家清洁能源政策的发展趋

叶片材料不合格成批更换报废等现象发生，造成巨大经济

势，提前做好相关准备工作；风电相关企业也要加强自身

损失。风电机组的质量是风电质量的重要方面，但也有不

对新机制的认识与学习能力，提高自身的应变能力和转型

少质量问题并非缘自风电机组本身，而是由于安装和运行

能力。

维护过程中存在的管理缺陷。因此，北京地区必须高度重

（六）规范风电行业发展

视已建风电场的安全运行管理问题，严格执行国家出台的

在风电公共技术研发及测试方面，我国公共技术服务

一系列规范风电开发建设的管理办法，在风电设备、风电

平台还不完善，尚未掌握大型风电机组测试关键技术，且

场建设、风电场管理、电网接入以及运行安全监管等方面

缺少先进完备的公共测试系统，也没有完善的测试标准体

严格把控，加强风电场的安全运行管理。

系，与国外先进国家的差距仍然较大。虽然国内部分风电

（五）把握风电和清洁能源政策动向

企业建设有风电测试平台，但是功能相对简单，不具备公

北京风电行业起步较晚，目前发展仍然需要当地政

共性和独立性，难以提供高质量的第三方服务。北京地区

府和国家政策的推动。在行业标准方面，2011 年，国家

具有全国领先的区位、资源、技术与研发优势，应积极争

能源局相继批准发布了《大型风电场并网设计技术规范》、

取承担国家级风电公共测试平台和测试风电场的建设工作，

《风电机组振动状态监测导则》等 18 项能源行业风电标准，

提供面向全国的风力发电检测、认证和权威机构评估服务。

涉及风电并网、风电场运行维护管理、风电场规划设计、

（七） 将风电纳入电力系统规划

风力机械设备、风电电气设备，覆盖了风电产业的关键部

目前，北京周边风能资源丰富省份普遍存在风电场弃

分；而风能资源测量评价和预报、风电场施工与安装的标

风、并网难、整体运行效率低等问题，风电在电力系统中

摄影：李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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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边缘地位。面向清洁能源的电力统一规划功能的缺失

风电发展的需要，实际经验丰富、技术水平高的专业人才

使得风电并网难的矛盾更加突出。为了充分发挥风电的效

更为缺乏。北京具有全国领先的教育资源，应积极提供相

益、提升北京地区消纳风能等清洁能源的比例，必须把风

关教育支持，增加培养风电专业人才，尤其要大力培养自

电纳入电力系统进行统筹规划：应将风电和其他电源、电

主设计研发人员和高技能人才，为风电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网、蓄能及负荷进行优化配置，制定综合规划、协调发展；

提供人才保证。

研究火电、水电和风电的打捆外送方案，以及抽水蓄能和
天然气调峰电源的配置；研究大规模风电输出功率预测和

结论

调度管理方案；研究间歇供电的适应性问题；研究坚强智
能电网对大规模风电的输送和消纳等。

发展风电是北京绿色能源发展的重要内容。要实现北

（八） 发展培养风电专业人才

京风电产业链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认清北京风电产业链的发

专业及复合型人才数量及素质是整个风电产业链发展

展环境，识别影响风电发展的资源开发、电网建设、调控技

的基础，对风电产业链有着深层影响。目前，虽然国家对

术、市场竞争和政策支持因素；进而构建北京风电产业链柔

风电行业扶持态度明确，风电发展保持着高速增长态势，

性优化配置模式，提出北京风电产业链在多种环境因素影响

但风电领域的专业人才却相当匮乏。预计到 2020 年，风

下的柔性优化配置路径；通过探索风电发展新模式、改善电

电人才缺口将在 40 万左右，其中高端人才缺口占比将高达

网建设、加大风电比例、提高并网能力、加强风电场安全运

40%。而目前国内开设风电专业的高校尚少，高校培养的

行管理、把握清洁能源政策动向、规范行业发展等方式实现

相关人才仅为 2000 多人，即使加上每年其他各层次专业技
能教育培养的风电人才，也不超过 5000 人，远远不能满足

北京风电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 ：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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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风电生产运营对标体系研究
文 | 周盛龙

摄影：许霞

自 2008 年云南省第一个风电项目——华能港灯大理

界第一。但受国内风电行业规范体系建设滞后这一短板的

大风坝风电场（48MW）投产发电以来，国内各大发电集

影响，绝大多数风电企业的管理水平与常规能源发电企业

团纷纷涌入云南这块风水宝地。短短六年，云南风电从无

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因此，适时引入相对先进且较为成

到有，从小到大。根据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

熟的常规能源发电企业生产管理体系对于引导风电企业健

会的统计，截至 2013 年末，全国（除台湾地区外）风电装

康、有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标管理是火力发电

机容量已达到 91412.89MW，云南省风电装机容量也达到

企业最重要的管理方法之一，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已形成较

了 2484MW，占全国风电装机容量的 2.72%，在全国 33

为完备的体系，并已成为发电企业建立科学管理模式的坚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中排名第十二位，

实理论与实践基础。目前，我国各大电力企业已陆续采取

在南方五省（自治区）中位列第一。

该方法指导企业的管理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可利
用小时数就作为对标管理的主要指标，被沿用到了风电企

风电企业当前对标情况概述

业的对标管理中。但是由于风电行业自身的特殊性，使得
它受资源差异、设备差异、电网差异、管理差异等四个方

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中国风电装机容量已跃居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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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意义。而且，随着风电装机的进一步扩大、地形条件

由于转速不可变，使得其风能利用系数较低；高于额定风

的更加复杂、电网消纳情况的不断变化，使得单一采用可

速运行时，将通过桨叶的失速性能调节，限制其功率输出，

利用小时数对标的简单模式更加不能适应实际的需要。因

保证风电机组的安全运行。上述设计原理使得该机组不能

此，建立起适合本地区的风电对标体系对于提高风电企业

实现满功率运行。

的管理水平来说其意义不言而喻。

1.5MW 机组为主要为变桨变频型机组，从 2010 年应
用至今，应用范围最广。变桨技术的使用使得 3 个叶片可

云南风电企业对标因素分析

以随着风速的变化而始终保持最佳角度，提高了机组的风能
转换效率。采用的双馈式发电机能够保证发电机在任何转速

云南高原属低纬度高原，地理位置特殊，地形地貌复杂，

下都始终工作在最佳状态，使机电转换效率达到最高，输出

气候环境也较为复杂，受南孟加拉高压气流的影响，省内

功率最大，而频率保持不变。在大风时段可以实现满发甚至

大部分地区全年风向以西南风为主。全省风能资源丰富的

超发，发电效率相对定桨失速型机组高出约 10% 以上。

地区主要集中在曲靖市东部、红河州中南部、大理州中部

750kW、1.5MW 机组的功率曲线如图 2 所示。

等地，具有随着海拔高度增加，风速加大，平均风功率密度、

（三）电网环境分析

有效小时数等增加很大的特点。现就云南风电企业为例，

随着近几年“三北”地区弃风问题的日益突出，电

分析四大因素对对标结果造成的影响。

网消纳能力越来越成为影响风电经济效益不容忽视的重要

（一）风能资源分析

因 素。2008 － 2010 年， 云 南 风 电 开 发 才 刚 刚 起 步， 风

风能资源评价是整个风电场前期工作的重中之重，也

电装机规模还比较小，基本是在“小风电，大电网”的环

是决定项目投产后经济效益的决定性因素。云南地区的风

境下运行，而且又恰逢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电力供不应

电资源多位于众山峻岭之中，地形地貌复杂，使得每个机

求，基本不存在弃风限电的情况。通过几年来电源建设的

位的测风数据都不尽相同。通常情况下，开发商会综合地
形地貌的特点，本着节约投资的原则，选取部分能够代表
全场风况的位置安装测风塔，而这就对测风塔选址的准确
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平原地区的风电场选址还可以参考当地气象站的测风
数据，而云南地区的气象站多位于县级以上政府驻地，海
拔较低，而风电场多位于大山之巅，海拔较高，二者的落
差有时甚至在一千米以上，因此高原地区气象站的风速数
据并不能直接用来反映风电场的风况条件。
此外，根据图 1“大理气象站风速年际变化直方图”

图1 大理气象站风速年际变化直方图（1971年-2000年）

可以看出，以大理为代表的云南地区的年平均风速的分布
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波动，即有着大、小年之分。因此，
若不能结合风速的年际变化，进行连续 1 年以上时间的测
风数据收集、修正、分析，将会给日后的经营带来极大的
风险。
（二）设备效率分析
目 前， 云 南 省 并 网 的 风 电 机 组 主 要 有 750kW、
1.5MW 两种机型。
750kW 机组为定桨失速型机组，安装时期为 2008 －
2010 年，为云南省首批投运的风电机组。其运行特点是运
行中转速基本恒定，桨距角不可变化；低于额定风速运行时，

图2 某750kW机组与某1.5MW机组在标准风功率密度
条件下的功率曲线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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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速发展，截至 2013 年底，云南省全口径装机容量已达

B：统计期内实际利用小时数；

到 60154.77MW。在纳入云南省调平衡的电源中，水电装

C：统计期内限电影响小时数；

机 已 达 到 36218.6MW， 占 总 装 机 的 71.03%； 风 电 装 机

D：统计期内平均风速对应的标准功率；

2190MW，占总装机的 4.3%。但受经济增势趋缓、电力供

E：统计期内小时数；

大于求、动稳问题突出等因素的制约，云南电网近两年来

F：统计期内平均装机容量；

弃水压力较大，仅 2013 年云南主网累计弃水电量就达到了

G：统计期内厂用电率。

10.84 亿千瓦时。按照“若主网全面出现弃水时，首先安排

A 越小，就意味着实际的发电能力越接近设计水平，

风电、光伏为水电腾出发电空间”的调度原则，汛期风电

厂用电损耗越小；A 越大，就意味着实际的发电能力离设

弃风问题将在一定时期内不可避免。另一方面，由于大理

计水平越越远，厂用电损耗越大。因此，综合上述指标就

地处滇西北负荷末端，动稳问题突出，大理剑川、洱源片

可以完成对机组发电能力、厂用电率的考量。各企业通过

区弃风问题相比省内其他地区都更为突出，常年都存在弃

对数据 A 的对比分析就能够了解各自的机组出力效率和厂

风限电的情况。根据国家能源局的统计，2013 年云南省的

用电率水平，避免了不分情况一律采用可利用小时数对标

风电弃风率达到 3.68%，是南方五省（自治区）中唯一存

的误区，对于提高风电企业的自身管理水平也能提供较为

在弃风限电情况的省份。

科学合理的参考。

（四）管理方式分析
风电企业的生产管理模式一般可分为“运检合一”和“集

（作者单位 ：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华能港灯大理风
力发电有限公司 ）

控管理”两种。由于风电企业的人员编制普遍较少，在投
运初期大多采用“运检合一”的管理模式，以缓解人员不
足的压力。当装机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机组数量较多的时
候，通过“集控管理”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现场人员
“上完运行干检修”这种疲于奔命的状态。一方面缓解了
现场人员的工作压力，改善了现场恶劣的工作环境，另一
方面集中了人员力量和技术优势，基本形成运行集控和检
修集中的管理模式。通过“集控管理”能够开展机组效率、
厂用电率等关键数据的对比分析，有助于进一步压缩成本、
提高生产经营水平和盈利能力；通过集中检修不仅有助于
提高检修效率，也为解决技术难题提供了人力和智力支持。

结语
由于风能资源属于先天条件，机组选型也非运行期内
可以改变，因此要想提升对标排名，惟有在加强营销工作
和提升机组运行效率两个方面下功夫。由于营销工作对于
电量的贡献不易量化，现仅就如何提升机组运行效率方面
开展分析。
为量化对标结果，选取代表风能资源情况的平均风速、
代表机组发电效率的功率曲线，代表电网环境的限电影响
小时数，代表管理水平的厂用电率结合起来形成如下公式：
A=(D*E)/F － (B ＋ C) ＋ G*B
A：统计期内需要加强管理获得的利用小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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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机组重大事故分析（二）
文 | 王明军，高原生，杜作义

摄影：鲁耀

在中国风电的快速发展时期，不少风电场出现了机组

用信息很少，这给事故分析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而事发过程

飞车、倒塌事故。事故原因多种多样。在事故分析时，只有

留下了很多谜团，通过剖析事发时诸多特殊的现象，可找到

遵从风电机组运行的基本原理、设计理念，方能找出事故产

事故发生时的确切原因。

生的真实原因，以避免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下面就某风电
场的飞车、倒塌事故进行分析。

该机组使用的是 LUST 直流变桨系统，Mita 控制器
WP3100，后台为 Getway 软件，由于事发时机组控制器数
据没有传到后台，机组全部烧毁，数据无法读取。只能从现

某风电场机组的飞车倒塌事故

场人员那里知道当时的一些现象和细节。
事发时风速大约在 10m/s 左右。一方面，现场维修人

一、事故现象

员在事发时看到，事故机组在机舱冒烟后完全停下来了，其

某风电场监控人员发现监控系统报发电机超速，在短

后又迅速启机，并飞速旋转，迅速倒塌；另一方面，控制

暂的停机后，风电机组的叶片又再次不明原因运转。事故机

室的监控人员从监控软件上看到，机组达到的最高转速在

组发生飞车以后，机舱已经全部烧毁，不能从监控软件和控

2700rpm 以上。由于厂家维修人员和业主监控人员离出事

制器获取信息，除了事故现象和烧毁机组外，能够得到的有

机组距离较近，当第一次停机时，机组的机舱部分已经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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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引起了他们的特别关注，第二次启机的旋转速度又与平

1905、1411、310、311、312、317、328、319、320。除

常机组启机有明显的区别，因此，所有现场人员都一致地描

状态码 213 是只报警不停机之外，其他的 9 道超速保护均

述到：“机组是完全停下来之后，经过短暂停机，机组又再

为停机保护。

次迅速启机”。
机组全部烧毁后，现场勘查发现，三支叶片都没有顺桨；

以 上 状 态 码 , 除 213、1905、1411 之 外， 其 他 超 速
状态码都由机组控制器的程序设定不能屏蔽。虽然状态码

在第二节塔筒的中部位置折断；主轴刹车器处于制动状态，

1905 能够屏蔽，但是，它的执行是完全由变桨控制器控制的，

刹车盘和主轴刹车片严重磨损。而其他部位没有卡死和剧烈

即使在机组控制器中被屏蔽了，只要满足触发条件，叶轮顺

磨损的现象。

桨依然是要执行的。

从以上的现象和现场勘测留下的疑问有：当时机组是
因什么故障而停机的；在机组停下来的同时，机舱因何冒烟、

第一，状态码 213（极端阵风），限制超速，只报警
不停机。

火源来自何方；而停机之后，没有人复位，又怎么会自动迅

在 出 现 瞬 时 飓 风 时， 报 状 态 码 213 是 降 低 额 定 转

速启机（在正常情况下，只有当机组故障消除后，才能自动

速，把机组的额定转速降至安全转速，即：机组在达到

复位）；是主轴刹车器刹不住还是自动解开了？如果主轴刹

1960rpm，时间超过 0.2 秒，叶片以 5° /s 顺桨，通过软

车器自动解开，又因何而解开等众多疑问。

件把机组的额定转速由 1780rpm 降到 1720rpm，使机组转

然而，此次事故最为关键的是：事后三支叶片都在零

速迅速下降。当转速下降后，机组的额定转速还可以再次上

度位置，没有任何收桨的痕迹。为何三支桨叶都没有顺桨？

升且不停机。这样，既保证发电又降低转速，不至于超速。

二、事故的思考与问题
（一）是否因屏蔽状态码造成飞车倒塌事故

第 二， 状 态 码 1905（ 变 桨 自 主 运 行）， 刹 车 程 序
BP52，交流供电顺桨。

该机组使用的是 Mita 公司所生产的风电机组控制器，

顺桨速度为 5° /s。当机组转速达到 1950rpm 时，硬

其设计较为完善。该控制器把风电机组所处的状态都用与之

件 WP2135 动作，通过滑环传到轮毂控制器，轮毂控制器

对应代码表示，可以表明风电机组的运行状态、故障信息以

接到信号后超过 300ms，轮毂控制器不再接收机组控制器

及刹车等级等，这就是状态码。

的任何命令，只按轮毂控制器程序设定进行顺桨。在执行顺

对于绝大部分的状态码，根据维修人员的技术水平与

桨的同时，轮毂控制器通过变桨通讯传给机组控制器，由机

当时的需要可以屏蔽（使其失效）；而有的状态码则由程序

组控制器报出故障，叶片顺桨到 90°。如果存在变桨通讯

设定不能屏蔽，即使是用最高权限也不能屏蔽，例如：手动

故障，实际顺桨没有执行，则控制器不报此 1905 状态码故障。

停机（13）、电池检测（95）、轮毂电池故障（57）、电

第三，BP75 限制超速状态码：1411（变频器超速）、

池电压低（1182、1184、1186）、变桨速度太慢（1919、

310（齿轮箱超速）、311（转子超速）、312（发电机超速）

1920、1921）、刹车反馈（429、455）、刹车磨损（415）

均为交流供电收桨。

以及与安全链有关的状态码等。也就是说，任何现场人员都

顺 桨 速 度 为 8 ° /s。1411 是 变 频 器 超 速， 达 到

不能对这些状态码进行操作。这样，既能保证机组安全和人

2000rpm，变频器发出信号通过 Mita 控制发出信号使机组

身安全，又能在处理故障时采取灵活多变的措施，根据维修

安全停机。

人员的经验、判断和处理故障能力，在保证部件安全的前提
下，以达到迅速分析、判断、确认并排除故障。
经过以上分析，此次事故不可能是因现场人员屏蔽状
态码造成，而事故原因何在？

310、311、312 分别是齿轮箱、转子、发电机软件超
速保护。机组达到相应转速，如 2178rpm 时，Mita 控制
器通过软件，给轮毂控制发出指令，让叶轮顺桨使机组停机。
第四，BP200 限制超速的状态码：317（转子超速超

（二） 有多道超速保护机组为何没有停下来

过最大值）、328（齿轮超速超过最大值）、319（发电机

当机组第二次启机时，机组转速从 0rpm 一直飞升到

WP2035 超速）、320（转子 WP2035 超速）均为电池顺桨，

2700rpm，中间顺利通过了多道超速保护，而没有顺桨，
则是交、直流顺桨均没有起作用。
该控制器为限制机组超速而设置的状态码有：213、

同时，主轴刹车器参与制动。
顺桨速度理论上应为 15° /s，其实际速度要与电池电
压、电流、变桨电机、变桨齿轮箱有关，通常在 10s 之内，
201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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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叶片均能顺桨到 92°，主轴刹车器制动，安全链断开。

从现场实践来看，对于当时所用的 LUST 轮毂，当机

状态码 317、328 分别是转子、齿轮箱转速超过最大

组报轮毂电池故障时，一般都能顺桨到 92°限位开关位置

设置值。机组达到相应转速，如 2400rpm 时，Mita 控制

（安全位置）。而因轮毂电池故障造成有一支叶片不能顺桨

器通过软件控制，使机组控制器断开安全链。

到预定位置的情况都很少，也就是说，叶片大都能顺桨到安

状态码 319、320 分别是转子、发电机硬件超速保护。

全位置，至多由于电池电压太低，电池没有足够的能量使叶

机组达到相应转速，如 2400rpm 时，通过超速模块内的继

片到达 92°，而能顺桨几度，或几十度。在现场的机组运

电器动作断安全链，使机组停机，而与机组控制器程序设定

行中，对于这种轮毂，当电池检测或高级别刹车时，因轮毂

无关。

电池故障，又有一支叶片停在零度位置的情况极其罕见。

从上面可以看出，在绝大多数的超速停机中，只采取

再者，对于 Mita 控制器 WP3100 来说，无论是由于

交流供电收桨方式，不触及安全链，主轴刹车器不参与制动。

高级别刹车，还是电池检测时，每当报过“轮毂电池故障”

而这 10 道超速保护，无论是在并网状态，或者是非并网条

后，按照控制器程序的设定，在 8h 以后，必然还会进行电

件都能使叶轮顺桨。

池检测。如果电池电压真低，机组还会报“轮毂电池故障”

不管是交流供电顺桨，还是直流供电顺桨方式，只要
在顺桨过程中出现问题，会报 BP190 故障，电池顺桨再辅
助以主轴刹车器，从而保证风电机组能安全停下来。在主轴
刹车器参与制动的 30s 后，主轴刹车器自动解开。

故障。此状态码不能屏蔽，一般情况下，只有将故障处理后
才会再次正常运行。
一般情况下，在报“轮毂电池故障”之前，电池检测
或高级别刹车时，会报“变桨速度太慢”。按照设定一周一

当顺桨存在问题时，主轴刹车器参与制动也能使机组

次电池检测，在前一次电测检测时，三支桨叶都没有报“变

安全停下来。在此次事故的第二次启机后，机组转速超过了

桨速度太慢”，也没有报“轮毂电池故障”故障（从现场人

2700rpm，为什么没有顺桨？只要以上的超速保护设置有

员了解，事故机组运行很好），而在需要电池顺桨时，不只

一道保护能起作用，就不可能出现三支桨叶同时停在零度位

是一支桨叶在零度位置不能顺桨，而是三支叶片都因轮毂电

置的现象。

池故障不能顺桨，从概率来讲也是很难讲得通。

（三）主轴刹车器制动是否有问题
低级别刹车 BP50、BP52、BP60、BP75 采用交流供

假设，因轮毂电池故障有一支叶片停在零度位置不能
顺桨的概率为： 1×10 － 3

电进行顺桨；高级别刹车 BP180、BP190、BP200 采用电

那么，三支叶片同时在零度位置的概率为：1×10 － 9

池供电顺桨；BP190、BP200 除了电池供电顺桨外，还要

因此，在轮毂的其他元器件没问题且接线正确的情况

辅助以主轴刹车器参与制动。由于主轴刹车器参与停机制动

下，三支叶片同时因电池供电不足停在零度位置不能顺桨的

会产生巨大的冲击载荷，对机组不利。因此，在一般情况下，

概率极低。从概率来讲，这样的事件低到不可能发生的程度。

机组只采用顺桨来执行停机，主轴刹车器不参与制动。
机组停机，顺桨起主要作用，即：交流供电顺桨或电

再从现场实践来讲，当时所使用的 LUST 直流变桨系
统，因轮毂电池故障而造成两支叶片同时出现顺桨问题，并

池顺桨，主轴刹车器一般不参与停机制动，主要在维护时使

保持在零度位置，至今还没有发生过。所以，当电池顺桨时，

用；但是，当出现交流供电顺桨和电池顺桨都不能使机组停

因轮毂电池故障而造成三支桨叶同时在零度位置，既没有理

下来时，例如：三桨叶同时不能顺桨，主轴刹车器作为最后

论依据，也没有实践依据。

一道保护，参与制动保证机组安全。
该机组是采用的是两个被动式（常闭）主轴刹车器，

机组飞车、烧毁和倒塌原因分析

总的制动扭矩为两倍满负荷扭矩。在三桨叶不能收回的条
件下，风电机组也可以安全停下来。机组在第一次停机时，

一、该风电机组的刹车原理分析

三支桨叶同时不能顺桨，应该是主轴刹车器参与制动，从

采用直流变桨系统的 Mita 控制器 WP3100，每一个

而使叶轮停止转动，机组完全停了下来。而第二次启机后，

状态码都对应一个刹车程序。当一个状态码激活时就会执行

主轴刹车器为何不能进行有效地制动？

与之相对应的刹车程序。当有多个状态码激活时，刹车级别

（四）是否轮毂电池故障造成三支叶片同时不能顺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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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刹车程序期间，即使是具有最高刹车程序的状态码复

轮毂驱动器→变桨电机顺桨，按照控制器 WP3100 程序控

位了，也要执行完这个高级别刹车。

制，三叶片都准确回到 90 度，保证机组安全。

三支桨叶同时不能收桨时，当转速上升到 2400rpm 时，

但是，如果存在以上的线路故障（1159），在机组运

则执行硬件超速 BP200 刹车。此时完全通过硬件动作执行。

行过程中，又报变桨通讯故障，则必然导致机组的三支叶片

在这种情况下，只与硬件有关，而与风电机组控制器和轮

同时不能顺桨。这将严重危及机组安全，也许正是由于这个

毂软件程序无关，也跟风电机组外部供电与否及人为参与

原因，Mita 控制器 WP3100 的状态码 1159，由程序设定

无关。

不能屏蔽。

当主轴刹车器在叶轮高速旋转时进行制动，要使机组

在上述情况下，如果机组在运行过程中，没有变桨通

停下来，一方面，叶片有巨大的惯性，主轴刹车制动减速会

讯故障，轮毂驱动器供电的交流 400V 断开，或不正常，对

产生很大的翻转扭矩，有使塔筒沿叶轮旋转方向折断的趋

于 LUST 轮毂，能解开变桨电机的电器刹车，但是，轮毂

势，当翻转扭矩足够大时，就会从塔筒的应力集中点折断；

驱动器内部不能切换到直流供电状态，三支叶片不能完全顺

另一方面，要使叶轮停止转动，叶轮的动能、势能和叶轮继

桨，在风能和重力的作用下使叶片在一定程度上顺桨，且三

续吸收的风能都消耗在主轴刹车器和刹车盘上，会释放巨大

支叶片收桨的程度很难保持一致，从而使叶轮旋转困难，有

的热量，同时可能产生剧烈的火花。因此，主轴刹车器上设

利于降低叶轮转速，保证机组安全。

计有主轴刹车器罩壳，避免火花飞溅造成机舱起火。但是，

当存在以上的线路故障（1159），在变桨通讯和轮毂

当叶轮的能量足够大时，刹车器产生的剧烈火花还是会烧穿

驱动器的交流 400V 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运行机组在紧急

刹车器罩壳，或者引燃周围的可燃物着火导致机舱起火。

顺桨，或电池检测时，由机组控制器程序设定使三支叶片回

二、三支桨叶同时不能顺桨原理分析

都到 90 度位置。由于机组故障不能切换到正常的电池顺桨

该机组使用的直流变桨系统，其安全性很高。在正常

回路，此时，在变桨通讯和变桨电机的交流供电都正常的情

情况下，电池顺桨电路是：电池→接触器→变桨电机，其顺

况下，机组通过外界供电，按照 Mita 控制器 WP3100 的

桨方式与机组的控制软件无关，包括轮毂控制软件和机组控

程序设定使三支叶片同时回到 90 位置。也就是说，此时，

制软件。

机组执行交流供电顺桨，保证机组安全。

依据 LUST 电路图，如果电池顺桨控制回路，或旁路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即便是存在 1159 故障，在轮

限位开关回路被强行供上 24V 直流，那么，需要执行电池

毂与机组控制器通讯正常时也能保证机组安全，造成三支桨

顺桨时，电池顺桨控制回路就不能断电，不可能切换到电池

叶同时不能顺桨的概率很低。

顺桨。在执行高级别刹车（需要电池供电顺桨）或电池检测
时，机组会报“限位开关故障”（1159）故障。

如果电池顺桨控制回路，或旁路限位开关回路被强行
供上 24V 直流，报此故障后不作任何处理，采用一定的方

在轮毂交流 400V 供电，以及机组控制器与轮毂控制

法机组又可以顺利启机并网，不影响机组运行。如果没有出

器通讯正常的条件下，还可以通过：交流 400V →接触器→

现高级别刹车和电池检测，机组则不会报任何故障。因此，

摄影：夏伟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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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王顺泰

这种飞车、倒塌事故往往发生在“运行得很好”的机组上。

限位开关回路被强行提供 24V 直流，事故发生时，风速较大，

如果没有认识到此故障的严重性，即便是机组在电池

发电功率在 1MW 以上。由于没有达到满负荷发电功率，机

检测时报出来了，也大都不会引起足够的重视；从现场的故

组在事故之前叶轮的三支叶片都处在零度位置。此时，由于

障处理来看，因涉及器件及电路较多，分析和处理此故障较

某种原因机组报“变桨通讯故障” （1157），刹车 180，

为困难，这又进一步增加了这种安全隐患存在的概率。

机组脱网、甩负荷，因存线路问题，不能切换到电池顺桨，

从故障的产生原因来看，这个故障也容易产生。在风

三支叶片同时不能顺桨，机组控制器因不能接收到应有的变

电机组厂内生产调试时，一般都没有把轮毂与机舱放在一

桨角度值，于是报“变桨速度太慢”，刹车 190。在正常情

起加以调试，因此，在出厂之前很难发现这种故障；在现

况下，此时会电池顺桨，同时主轴刹车器动作，因电池顺桨

场调试时，有不少风电场存在以赶工期、赶进度、多发电

控制回路存在故障，不能切换到电池顺桨，三支桨叶维持在

为根本目标，只求并网、不求质量的现象，不能及时排除

零度位置。由于机组已经脱网，叶轮储存的势能转化为动能，

此故障也在所难免；另外，当维护叶片螺钉时，需要手动

叶轮飞升转速很高，主轴刹车器参与制动，以两倍满负荷扭

变桨，如果机组控制柜的没有维护开关钥匙，不能利用钥

矩进行制动。由于三支桨叶同时不能顺桨，机组已处于完全

匙对机组进行操控时，有的维护人员，通过给电池顺桨控

失控状态，轮毂吸收的巨大能量全部消耗在主轴刹车器和刹

制回路，或旁路开关回路强行供电，以达到叶片维护叶片

车盘上，机组具有很大的火灾和倒塌风险。当时主轴刹车器

的目的，而在叶片维护之后又忘记了把线路还原，致使机

的罩壳没有盖上，主轴刹车器制动产生的大量飞溅火花引燃

组埋藏了这样的安全隐患。

了机舱罩壳、周围的油污和其他可燃物，机组冒烟。

三、事故现象还原
由于某种原因，事故机组的电池顺桨控制回路，或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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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轴刹车的制动力矩最终使机组停了下来，机组报“变
桨速度太慢（BP190）”之后超过 30s，主轴刹车器自动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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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此时，由于风的作用，风轮再次迅速旋转起来，转速快

进技术的时间很短，没有充分地消化和吸收国外技术，对风

速上升（类似再次自动启机），叶轮旋转起来的角加速度远

电机组的运行经验不足，加之，在风电快速发展期，业内人

超过正常启机时的加速度。

士普遍对机组的安全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了解，甚至人为

在第二次叶轮转速从 0rpm 旋转起来后，因机组存在

地改动线路制造安全隐患。

故障，到达并网转速时，不能并网，叶轮所吸收的风能完

在通常情况下，机组控制器按照设定的电池检测时间，

全转化为机组的转速和角加速度，旋转到 1950rpm 时，超

定时按程序自检，自检通过以后自动启机，在机组定期的电

速模块动作，机组可能执行状态码 1905，三支桨叶本应该

池检测时能发现 1159 故障；另外，为了便捷地检查机组安

以 5° /s 的速度进行交流供电顺桨，但是，由于叶轮的转

全系统，检查并排除 1159 故障，可以人为地在后台软件上

速很高，还没等到 300ms 延时，叶轮转速已经到了硬件超

启动自检程序，对每台机组的安全系统进行远程检测，检查

速的设定值，或者，由于某种原因机舱的轮毂 400V 交流供

机组是否存在安全性故障。只要对此故障有足够的重视，并

电开关已经跳闸，机组没能顺桨；当机组到达软件超速值

采取适当的措施，此类事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1960rpm 时，可以执行状态码 213；在 2000rpm 时，可以

虽然，风电机组倒塌、烧毁事故的损失很大，但是，

执行变频器超速；到 2178rpm 时，还可以执行软件超速顺

需认真分析事故发生的真实原因，检查和排除三支桨叶

桨，但是，因存在变桨通讯故障，机组控制器不能通过软

同时不能顺桨的安全隐患，从根本上消除起火点，而试

件对轮毂变桨进行控制，这些顺桨都不能执行；最后到达

图防止机组着火事故的发生，并不是简单地添加消防系

2400rpm 时，触及硬件超速值，松开后的主轴刹车器再次

统就能解决问题的。从以上分析可知，对于这种因长时

参与制动。

间剧烈摩擦起火而造成的机组烧毁事故来说，增加消防

此时，由于机组采用的是两个被动式主轴刹车器，靠

系统必定会使机组的生产成本增加，而不能对此类火灾

弹簧压力对机组进行制动，而前一次停机制动时，刹车片已

事故起到杜绝的作用，更不能避免类似倒塌事故的再次

经磨损严重，使得主轴刹车器的弹簧形变减小，制动扭矩大

发生。

大降低。机组第二次转动后巨大的势能和很高的旋转速度，

如果把此次事故归结为因“轮毂电池故障”造成，因

主轴轴刹车器已不可能使机组的旋转速度迅速降低，转速继

此而过分地关注轮毂电池、无原则地更换电池，这样，既增

续上升，机组旋转速度超过 2700rpm。此时，主轴刹车器

加了成本，又不能取得预防该类事故的效果。由于电池寿命

制动产生的剧烈火花加剧了机舱可燃物着火，发生火灾，并

不仅跟使用时间有关，更与电池的使用环境、方法和条件等

且，在主轴刹车器制动时，产生了巨大的翻转扭矩，最终使

有关，对于类似质量合格轮毂系统来说，当机组报轮毂电池

机组沿叶轮的旋转方向倒塌，在塔筒的应力集中点，即第二

故障时，再检查和更换电池可能更科学一些。

节塔筒处断裂。
从 机 组 设 计 和 现 场 实 践 来 看， 如 果 只 是 空 转 到
2700rpm，而主轴刹车器不参与制动，机组能在较长时间
旋转，而不至于很快倒塌，塔筒的折断是由于叶轮高速旋转
时，主轴刹车器在制动产生了巨大翻转力矩所致。
本次事故，机组本有多次顺桨的机会，由于多种偶然
如存在 1159 故障，同时在运行过程中又发生了变桨通讯故

结语
为了减少机组故障，避免重大事故的再次发生，应该
对国外风电技术充分理解、消化和吸收，取长补短、结合国
内风电机组生产及运行状况，重点检查事故发生的关键部
位，以达到减少、甚至避免极端事故发生的目的。

障、且风能量足够大等，才促成了机组倒塌的必然。从本次

风电机组的运行环境恶劣，在控制器程序设定的条件

事故来看，要排除机组存在的安全隐患，才是减少和避免机

下自主、自动运行。我们要以预防为主，不仅要防止机组烧

组飞车倒塌的关键。

毁、倒塌事故的发生，而且，还要考虑到生产、运行和维护
成本，最终达到机组在 20 年内是盈利的，甚至在更长时间

总结与建议

内达到度电成本最低。
（作者单位 : 王明军 , 高原生 ：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 ；杜作义 ：德昌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此次事故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引

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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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信息化管理助力风电企业快速发展
文 | 贾冰，张雷，吴兵

摄影：张进

PLM—— 产 品 生 命 周 期 管 理 (Product Lifecycle
Management，PLM) 是一种对所有与产品相关的数据、在
其整个生命周期内进行管理的技术。它覆盖从产品的设计阶
段一直到产品报废的全过程。通过实施 PLM 可以缩短目前

（3）建立联合动力的产品库，规范三维结构、图纸、
BOM 表等。
各目标又向下细分为子目标，总体目标与子目标共同
构建起联合动力 PLM 项目实施的框架。

风电企业产品研发的开发周期，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产品成
本。同时，PLM 提供了从产品设计、工艺制造、生产、使

PLM 项目实施面临的问题

用维护到回收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产生的所有数据进行管
理的功能，成为提升现有研发管理水平和推动风电企业现代
化转型一种有效的工具。

（一）项目管理存在的问题
联合动力研发中心管理属于弱矩阵管理模式，如何将
项目与当前的管理模式结合是项目实施的首要问题。由于缺

企业实施 PLM 系统的目标

乏在线的项目进度看板，对项目的进展情况，只能依靠会议
汇报的形式来进行，企业管理层难以及时了解企业目前执行

国电联合动力通过实施 PLM 项目，希望达到如下总体
目标 ：
（1）建立产品研发的项目管理平台和协同工作空间，
提升项目管理水平。
（2）通过共享的数据平台、并行开发方式、电子化的
签审及更改控制流程，提高产品研发工作效率，缩短产品研
制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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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进展情况，企业决策层难以及时获取项目实施信息，
难以对项目投入进行准确决策。同时项目执行过程中数据的
齐套性和完备性也缺乏有效的管理，导致项目进度不可控，
质量难以保证，返工工作增加，研发周期延长。
（二）文档管理问题
作为制造企业，公司从成立以来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历
史数据的准确性与完整性关系系统上线后数据的准确与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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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如何处理数据是项目实施的关键。由于缺乏有效的产品

明确了组织中各人员承担的责任，通过每周的周例会和周报、

定义手段，传统的图纸等同于零件描述方式限制了产品技术

月报、阶段性总结等多种形式对人员职责监督，确保项目按

描述的完整性，
其他相关的电子文档（如试验报告、
使用手册、

期执行。

变更通知等）没有得到有效地关联管理，从而影响后续产品
变更实施的完整性。
（三）数据管理问题
产品数据管理集中于结果，如图纸、Word 或 PDF 文档，

（2）人员管理
PLM 项目的人员管理包括项目组的人员管理和使用者
的管理。项目组人员管理首先是通过系统的培训、专题讨论
等方式使项目双方实施人员深入理解系统，根据公司的实际

而不是过程，导致有价值的设计过程知识无法持续积累，新

需求对 PLM 系统的 OOTB 功能进行扩展。使用者管理是通

员工无法有效地借鉴以往的设计经验。此外产品研发 BOM

过培训、宣贯等方式培养各部门的关键用户，最后由关键用

数据没有形成统一的 BOM 数据库，导致重新开发新产品时，

户带动各所或者部门人员使用，如图 2。逐步推进并呈环状

既有零件 / 模块的利用率偏低，导致开发周期较长。

扩展，这种方法可以减少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阻力，同时可

（四）流程问题
现有研发系统中相对局限的电子流程无法保证企业级研
发流程顺利、准确的实施。研发过程中的图档发放流程、变

以减轻实施小组在项目推广中的负担。
（3）软硬件保障
联合动力 PLM 在硬件方面采取了多层架构系统，并根

更流程需要依靠人工推动流转，设计人员将宝贵的开发时间

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在数据存储方面采用了双机备份的机制，

浪费在大量的事务性工作上，从而影响开发流程效率和产品

以保证数据的安全。服务器端采用 LINUX 系统，提高了系

开发质量的提升，设计、生产，质检相互脱节，从而产生返工、

统的安全性，如图 3。在客户端系统对 IE9 以上及火狐等系

加班、指责等情况，严重影响效率、质量和工作氛围。

统完全兼容，便于工程师接受。

（五）信息孤岛问题
在实施 PLM 项目之前，公司已实施了 ERP 项目及采

（4）技术支持保障
项目双方在技术支持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技术支持共

购系统，但各系统产品信息化模型不统一，导致同一实体在

分为四个方面，即现场支持、热线电话、紧急响应和系统维护。

不同部门对其进行管理采用的信息模型是不同的。信息孤岛

同时构建了技术支持体系，如图 4，各类问题可以快速得到

的存在严重影响数据流在企业之间的传递，降低了工作效率。

PLM 项目实施范围与保障措施
( 一 ) 项目实施范围
PLM 项目实施涉及多个部门和流程，涵盖整个产品
的生命周期。为了能够更好的推进项目进行，联合动力将
PLM 项目分阶段实施。在项目共分成了三期实施，其中项

图1 项目团队组织架构

目一期为研发中心及下辖的各所和部门 ；二期范围包括公司
总部及子公司技术部门；
三期包括与 ERP，CAPP 的接口等。
( 二 ) 项目实施保障措施
PLM 项目启动阶段就制定了严格的制度及保障措施，
从组织建设、人员管理、软硬件保障、技术支持保障、文档
资料、实施环境建设六个方面同时推进，针对各个不同阶段
又有相应的侧重点。
（1）组织建设
组织建设是项目实施的最核心因素，为了能够有效推动
项目进展，项目建立了一个自上而下的组织机构，如图 1，

图2 知识传递与项目推广影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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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M 组成员与实施方人员组件的团队为临时性的团队，重
视团队建设可以提高项目人员的积极性，有利于项目实施的
健康有利发展。

PLM 项目实施成果
（一）项目管理
（1）实现研发中心所有项目由 PLM 系统项目群管理总
体管控
研发中心所有项目被划分为产品平台项目群、持续改进
图3 项目构架图

项目群、科研类项目群、工程支持类项目群、专利产权申报
/ 评审项目群、标准编制项目群、研发质量管理群、科技项
目申报 / 奖项申报 / 科技平台建设项目群、综合事务项目群
9 个项目群，包含研发中心百余个项目，此外专利、标准化、
项目申报等各项目均在 PLM 系统中得到有效的管理。
（2）各级领导通过项目看板获取重要项目信息
通过项目管理模块中的项目看板，拥有相关授权的人员
可在系统中方便地获取各类项目的进度、人员、流程、工时
等信息，便于更好的协同工作。领导通过项目看板工具，可

图4 技术支持流程

实时获得研发中心所有项目的延误、风险情况，了解工程支
持状态，获得研发中心责任状、性能提升执行状况。

响应。在响应问题的同时，各类问题以问题记录表形式汇总
为问题清单，计入文档资料。
（5）文档资料
PLM 项目文档资料包括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形成的各种

（3）PLM 系统工时管理为研发资源和研发成本统计提
供依据
通过资源管理（工时）相关领导可以及时掌握研发中心
所有成员状态，根据需要灵活安排及调度研发人员，提高生

文档，具体可以分为技术方案文档、问题记录、培训文档、

产效率 ; 同时通过系统的工时统计等数据，为相关部门提供

项目周报 / 月报 / 总结类文档、验收文档等。各类型文档汇

准确的工时及效率数据，用于核算员工工资及计算人力成本，

总成一个文档体系存储在单独的项目文件服务器中，便于项

无需耗费大量的人力进行统计、核算。

目组人员及时查询，项目实施完毕后，此文档体系汇总立卷

（二）文档管理

作为项目结题资料归档。

（1）研发中心历史文档梳理为后续文件处理提供数据基础

（6）实施环境建设
实施环境包括项目外部环境及项目组内部环境。外部环
境主要是实施项目的氛围及各部门、人员对项目的了解程度
及评价，尤其是公司各级领导对项目的认可。通过宣贯、有
奖问答、定期走访可以使工程师及时了解项目的最新动态 ；

从 2013 年初，PLM 组开始梳理历史文档，并对历史
文档进行电子化处理，为后续文件处理搭建了基础。
（2）
《研发中心文件编码规则》为研发文件体系提供编
码依据
在历史文档整理的基础上，经公司流程审批发布了新

及时反馈问题能让问题提出人感到被尊重和重视，利于提高

的文件编码规则，编码规则将研发中心所有文件分为十个大

其积极性 ；专门的领导培训可以使公司各级领导对项目的进

类，每个大类又划分各子类文件。本规则的发布，为研发中

度和功能有所了解，在沟通的基础上能及时了解其对系统的

心文件编码提供了依据，为文件在 PLM 系统有效管控提供

要求，并有针对性的做出改进。

了依据。

项目内部环境主要是项目团队的建设，由于联合动力方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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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发中心所有文件录入 PLM 系统便于归档和查询

Industry | 产业

2013 年下半年，PLM 组开始将整理过的电子文档编码

其原因有 ：工作管理模式与 PLM 系统新的管理模式的冲

并录入 PLM 系统。截止到项目实施完毕，研发中心所有常

突、历史数据繁杂，标准化程度低，数据整理困难、系统

用文件已全部录入 PLM 系统，其他历史文件正在按照优先

开发方与使用者对方案的理解不一致，导致项目延期等等。

级陆续录入。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实施项目组将诸多经验和教训总结

（三）数据管理
（1）设计体系将实现由传统的设计模式转变为“模块化
设计”

如下 ：
（1）深入的调研是项目实施的基础
在 PLM 组实施项目的过程中，发现由于前期的调研的

对一定范围内不同功能或相同功能不同性能、不同规格

不足，导致项目实施双方对 PLM 系统理解的偏差，花费精

的产品进行功能分析的基础上，划分并设计出一系列功能模

力与时间开发的功能与系统使用者的要求并不一致，导致项

块，通过模块的选择和组合，以构成不同的产品，满足市场

目开发多次变更。

不同的需求，这种设计方法称为模块化设计。

（2）详尽的方案是项目按期实施的关键

模块化设计的优点在于可以减轻设计工作量、设计人员

PLM 项目的方案由系统开发商编制，并由北京某公司

主要精力用于产品和技术创新、适应大批量生产产品的个性

实施，由于双方实施人员对系统了解的不足，对项目方案理

化和单件小批量产品的批量化生产同时也适用先进工艺技术

解不够透彻，导致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双方对某些似是而非的

进行柔性生产，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便于维修，增大

问题“扯皮”
，
导致按照预定的时间没能完成既定方案的实施，

部件、零件互换性。

造成项目延期。

通过产品模块化组合，还可以面向不同客户拼组出实现

（3）
“本土化”是项目顺利推进的“润滑剂”

新功能的产品，实现功能组合、技术组合和新结构组合，实

由于 PLM 系统原型采用国外的原型系统作为基础，原

现快速响应客户需求。由传统设计模式向模块化设计的转变

系统是经过多方验证并推广实施的，但西方管理理念与目前

将成为联合动力未来几年研发模式转变的重点工作内容之一。

国企的管理方法并不完全相同。当前工作制度和工作习惯难

（2）风电机组的物料实现“一物一码”
，确保风电机组
产品物料信息的准确性
以研发管理部为主导，与其他相关部门合作，共同编制
了物料编码规则，以 ERP 编码规则为基础对风电机组的各
零部件进行了编码，为未来系统中“一物一码”提供了编码
依据。
（3）BOM 结构库将成为联合动力的基本数据源

以在短时间内有较大的变动，所以，顺利推行项目必须使系
统原型与国电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必要的开发将成为项目顺
利推进的“润滑剂”
。
（4）
“一把手”的作用不可忽视
企业的“一把手”
，一般为公司董事长 / 总经理 / 技术总
监，他们的态度对 PLM 系统实施非常关键。一般项目经理
在公司担任职务并不高，而实施系统管控的范围却较广，
“一

依据物料编码规则，PLM 实施小组以某风电机组项目

把手”对项目的支持对推动项目实施，保持系统实施的稳定

为例，整理了本机型的 BOM 清单，搭建了以此机型为模板

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流于形式的关注会对项目有着很

的 BOM 结构已搭建完成，并录入了图纸和三维模型。

大的负面影响。总的来说“一把手”就是应树立目标、选择

产品 BOM 结构库将公司所有机型的 BOM 汇总到一

人员、亲自协调、并对最终效果进行评价。

起，各机型的 BOM 增加、删减、引用等变更都可以在系统
中得到有效管控，同时为后续的模块化设计和产品配置管理

结语

提供了基础，成为联合动力的基本数据源。此数据源将结合
ERP 和财务相关系统，形成完整的数据链，以解决由于信
息孤岛产生的数据在各部门间不通畅的问题。

PLM 作为一个柔性的、开放性的平台，将企业多种系
统、应用集合在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整体，为国电联合动力
构建了一个有利于产品快速创新的环境，有利于提高研发质

经验与教训

量，降低研发成本，缩短产品上市周期，助力于风电企业快
速发展。

在 PLM 项目实施的过程中，遇到了多方面的问题，

( 作者单位 ：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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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合金电缆在风电场中的应用
文 | 牛清华

近年来我国的风力发电事业得到

稀土等，其中铜的作用增加了导体在

软态纯铝的伸长率比硬态纯铝有了很

了飞速发展，风电总装机量和年度新

高温时的电阻稳定性 ；铁的作用是增

大提高，但是其屈服强度只有铜的一

增装机量均居世界前列，但由于风电

加导体的抗蠕变性 ；镁的作用是提高

半， 抗 蠕 变 性 差， 安 装 一 段 时 间 后，

场环境条件较恶劣，场内集电线路的

导体的抗拉强度 ；稀土的作用是提高

连接处容易松弛，造成接触电阻增大，

电 缆终 端、 电缆 本 体等 易出现 故障，

导体的抗腐蚀性能。

形成安全运行隐患。通过表 1 的比较

因此不断采用技术先进和性能可靠的
新材料、新工艺来提高集电线路运行
质量对风电场的安全稳定运行是十分

一、铝合金电缆的电气性能

可以得出铝合金导体的机械特性具有

（一）导电率 ：铝合金的导电率介

以下优点 ：

于铝和铜之间，比铜差，比铝略优。

（一）高延伸。铝合金导体退火后

（二）电缆紧压特性 ：铝合金导体

的延伸率能达到 30%，接近于铜而远

电力电缆是风电场集电线路的重

采用分层紧压绞合技术，导体的紧压

高于铝。这也表明了铝合金导体比铝

要组成部分，通常情况下，风电场电

系数可达到 0.93，而铜导体的紧压系

导体能承受更大的外力。

缆导体的选择有铝芯和铜芯两种。铝

数一般只有 0.80。通过最大极限的紧

芯电缆与铜芯电缆各有不足，铝芯电

压，可以弥补铝合金导体在体积导电

合金导体比铝导体有更小的弯曲半径，

缆的缺点是柔韧性差，反复折弯易断

率上的不足，使绞合导体线芯如实体

更容易进行接线端子的连接。

裂 ；稳定性较差，易受腐蚀和氧化 ；

线芯一般，明显降低了线芯外径，提

电阻率高，比同截面铜芯能耗高，损

高 了导 电性 能， 因此 载 流量 相同 时，

金元素经过特殊的工艺处理，抗蠕变

耗大 ；延展性差，不便于安装等。铜

铝合金电缆代替铜芯电缆后的电缆外

性与压紧性有了很大提高，当导体遇

芯电缆的缺点是价格高 ；重量较重 ；

径增加不大。

到冷流、过载过热等极端情况时，也

必要的。

施工及运输成本高。

二、铝合金电缆的机械性能
铜、铝、铝合金（以常用 AA8030

始生产铝合金电缆，目前国内生产铝

铝合金导体为例）的金属力学特性对比

合金电缆的企业已有 10 余家。事实上，

见表 1。

明了铝合金电缆，美国和加拿大等国

（三）抗蠕变性好。铝合金中的合

能保证稳定的连接。

基于上述现状，国内电缆厂家开

早在 1968 年，美国南方电缆公司就发

（二）强柔韧、易弯曲。安装时铝

三、 铝合金电缆的耐腐蚀性
铝合金导体中加入的稀有金属，
在化学性能方面，进一步提高了单纯

由表 1 可以看出，硬态纯铝的伸
长率很低，反复折弯时易损伤或折断，

以铝为导体的金属材料耐腐蚀性能，
减少了不同金属之间的电位差，电位

家至今已有了 40 多年的应用历史。因
此为提高风电场集电线路运行质量并
降低工程造价，有必要对铝合金电缆

表1 金属力学特性比较表

的产品使用进行分析。
力学特性

铝合金电缆的特点分析
铝合金电缆的导体中主要成份有：
铜、 铁、 硅、 镁、 锰、 钛、 铬、 锌、
74

风能 Wind Energy

电工铜（Cu）

电工铝

AA8030 电工铝合金

软态

硬态

软态

抗拉强度（Mpa）

220-270

150-210

70-110

113.8

屈服强度（Mpa）

60-80

120-170

20-30

53.9

伸长率（%）

30-45

0.5-2.0

23-2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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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越小，腐蚀会越轻。合金材料中的

铝合金导体根据所添加的化学成

稀土元素能够起到填补表层缺陷、细

分不同，其型号多种多样，而在国内

化 晶粒， 消 除 导体 局 部腐 蚀 的作 用，

规范中没有对所添加的化学成分的说

同时也带来铝的电极电位负移，具有

明，因此在招投标以及实际供货时产

了阳极效应，从而大大提高了耐腐蚀

品易存在差异。

性能。

由于铝合金、铝、铜导体的膨胀

四、 铝合金电缆的经济性能

系数不同，不同导体之间不宜直接连

与 铜 芯 电 缆 相 比， 铝 合 金 电 缆

接，需要用过渡端子保证铝合金导体

的价格优势也比较明显，同等载流量

与铜、铝导体连接的可靠性，也因此

的铝合金电缆价格只有铜芯电缆的

增大了使用的风险。

60% － 70%。另外由于重量较轻，也

风电场采用铝合金电缆的应用案

间接降低了安装成本。

例很少，在高温、高寒、高海拔、高盐雾、
图1 电缆与架空线连接图

风电场中的 35kV 电缆导体选择

高温差等特殊地区的应用中，铝合金
电缆是否比铝芯和铜芯电缆更可靠也
需时间的检验。

风电场所采用的 35kV 高压电缆，
起初为了节省工程造价，导体优先选

电缆长度远超过电缆厂家最大生产盘

用铝芯，在满足电压降及修正后的载

长时，电缆分段及中间接头增多，这

流量的前提下利用经济电流密度计算

样对集电线路的长期运行是不利的。

合适的电缆截面。

基 于 上 述 原 因， 近 几 年 风 电 场

结语
经过上述分析，铝合金电缆具有
良好的导电性能和优异的机械性能，

中电力电缆主要采用铜芯。铜芯电缆

改善了铝芯电缆的连接不可靠、机械

推移，铝芯电缆的缺点逐渐显现出来，

可以很好的解决铝芯电缆的各种问

性能差和易蠕变等缺点。但考虑到铝

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

题，但是最近几年我国对铜材的需求

合金电缆还有一些问题亟待完善和解

一、机械强度差，容易折断。风

量逐渐上升，铜价也不断上升，无形

决，建议风电场可针对现场情况，特

电场所在地区环境比较恶劣，风速较

中增加了许多工程成本，更是增加了

别是针对早期风电场的技术改造中，

大， 电缆 上 塔 后受 到 的风 荷 载较 大，

施工现场被盗缆的风险。此外由于铜

在集电线路局部或者某一输电回路对

尤其是电缆终端处由于伞群的影响，

芯电缆重量较重，对电缆支架的要求

铝合金电缆进行试用，通过在同一运

该部位的受风面更大，因此更容易出

也较高。

行环境条件下的对比，了解其线路损

随着风电场数量增多和运行时间

现故障。电缆与导线连接如图 1 所示。

铝合金电缆与铝芯和铜芯电缆

耗、故障率等方面是否更优于铜芯和

二、抗蠕变性较差。风电场电缆

相 比 确 实 有 很 多 优 点， 能 在 许 多 场

铝芯电缆，为以后大量推广提供实践

上塔 后， 当 通 过导 体 的电 流 过大 时，

合 替 代 它 们， 而 且 在 GB/T3956 －

经验。

铝导体发热发生蠕变，电缆接头容易

2008《 电 缆 的 导 体 》 中 增 加 了 铝 合

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时间的检验

出现松动、变形，导致线路接触不好，

金导体的部分内容，因此风电场集电

和相关规程规范的逐步完善，在特定

从而引起线路和设备故障事故。

线路中采用铝合金电缆在理论上是可

场合使用铝合金电缆是未来电缆行业

行的。

的发展趋势。

三、电阻率高，损耗大。风电场
选择电缆导体截面，铝芯截面要比铜
芯截面大很多，如电缆截面选择过大，

但风电场大量推广铝合金电缆仍
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

（作者单位 ：龙源（北京）风电工程设计咨
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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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风电机组基础防碰撞分析及防护
措施探讨
文 | 吴永祥，李文通，宁红超

随着风力发电技术的快速发展，陆上可开发利用的风

经验公式的形式给出。Martin J.Petersen 的研究工作也

电场越来越少，而海上风电开发越来越受到重视。海上风

同样具有代表性，对二维情况下的碰撞运动过程进行了分

电机组基础作为海上风电开发的基础性设施，长期在海上

析。20 世 纪 70 年 代，McDermott 等 人 根 据 塑 性 静 力 学

恶劣的环境下工作，不可避免会遇到各种碰撞问题。例如，

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游轮与平台结构的低能碰撞问题作了

供应船与基础的碰撞、上部结构坠物到基础平台和浮冰对

研 究。 随 着 有 限 元 技 术 的 发 展，Reckling、Minorsky 和

基础的撞击等。这些意外事故经常使基础发生整体弯曲或

Yang 等人相继采用有限元技术对船舶平台碰撞问题进行了

局部屈曲，结构承载能力降低，直接影响到基础的安全性

研 究 分 析。20 世 纪 90 年 代，Kawamoto 及 Che 和 Jang

和耐久性，甚至可能引起风电机组倒塌等灾难性后果。

利用显示非线性分析程序 MSC/DYTRAN 对超大型油轮在

根据 Tebbett《最近五年钢制平台的修理经验》中对

碰撞中的结构响应进行了数值模拟分析，采用显示有限元

世界上 100 起需要修理的海洋结构物损伤原因进行分析得

法（LSDYNA3D）分析撞击船的船艏和被撞平台的结构损

到结果，约 25% 的海洋结构物损伤是由于碰撞引起的。根

伤变形，且计算中假设为刚体碰撞。

据英国 HSE 机构对海洋平台的损伤调查，在海洋平台发

总之，随着对碰撞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有限元技术的不

生损伤的原因调查中船舶碰撞占 11.2%，是主要原因之一。

断发展，国内外在船舶与海洋平台碰撞问题上的数值模拟

根据 DNV 海洋工业报告，在挪威北海海域从 2001 年到

手段越来越多，结果也越来越可靠。通过对以往案例数据

2011 年十年间共发生船舶与海洋平台碰撞事故 26 起，其

的统计分析和理论推导，分析结果在海洋平台设计与维护

中 6 起造成严重后果。

方面也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海上风电机组基础与海洋平台有着类似的结构形式，
但是由于海上风电机组处于刚刚起步阶段，技术尚未成

船舶与海洋平台结构碰撞模拟方法

熟，对应的海上风电机组基础碰撞方面的研究还不够充
分，也很少有标准规范可供参考。本文对海上基础与船舶

一、常用分析方法

碰撞的研究借鉴了海洋平台碰撞方面的标准和经验。基于

由于碰撞区的变形损伤程度与船舶安全性以及事故后

ANSYS/LS － DYNA 软件，通过结构模型化及数值仿真计

果有直接关系，因此需要充分重视内部碰撞力学的研究。

算，获得并分析了船桥碰撞力、能量转换、以及风电机组

目前研究内部碰撞力学的方法主要有：统计分析法、试验法、

基础结构的冲击响应的一般规律和特点，从而为海上风电

简化分析法和有限元法。

机组基础设计、维护、防撞措施等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一）统计分析法
统计分析法是将船舶的碰撞问题分为相对独立的结构

船舶与海洋平台基础碰撞理论发展

损伤和动能损失，研究他们之间的关系，采用完全非线性
理论求解碰撞过程中的动能损失，用附连水质量来代替碰

早 在 20 世 纪 60 年 代，Minorsky 在 20 多 个 船 舶 与

撞中水的影响。最后用统计分析方法将损伤体积和动能损

平台碰撞事故或者实验的统计数据分析中，得到了撞击船

失联系起来，建立线性关系。这种依据大量相似船型的船

的动能损失量与被撞平台结构损伤之间的线性关系，并以

舶碰撞数据总结出的经验公式应用很方便，但从成本上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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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显然是不太现实。另外，这种方法进行了很多简化，精

三、本文分析方法

度也不是很高，因此现在应用很少。

本文采用两步分析方法对船舶与风电机组海上基础的

（二）试验法

碰撞进行数值模拟。

对于比较复杂的无法用理论模型来表达的问题，往往

根据分析经验，拟采用 LS － DYNA 和 ANSYS 软件

可以通过试验获得比较可靠的结论。在船舶与海洋平台碰

进 行 分 析。 借 助 ANSYS Workbench 软 件 与 SolidWorks

撞问题上，荷兰、丹麦、德国、日本等国的学者都进行了

良好的接口和强大的模型前处理功能，对要分析的船体和

很多模拟碰撞试验，并总结出了很多具有参考价值的结论。

风电机组基础进行网格划分与处理，将生成的有限元模型

但众所周知，试验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财力，且海

导入 LS － DYNA 进行刚体碰撞分析并提取所需结果。最

洋结构物碰撞问题本身的强非线性特征和碰撞条件的多样

后将碰撞分析结果作为输入条件对风电机组基础局部详细

性对试验结果在实践中的应用产生很大的局限性，加之海

模型进行分析，得到基础结构的损伤。

洋结构物的建造非常昂贵，进行此类试验往往因耗资巨大
而难以实施，因此这种方法实施起来难度很大。

船舶和风电机组基础碰撞有限元分析

（三）解析法
简化分析方法一般研究的是破坏过程的特点，借助理

一、 海上风电机组基础结构模型

论公式加以分析计算，从而为设计者提供整体及局部结构

根据某风电机组海上基础结构设计方案，建立六桩导

设计计算工具。这种方法主要基于塑性力学中的上限理论

管架基础模型。每个基础有 6 根钢管桩，结构底面直径为

和一些重要假设来分析碰撞问题。这些假设主要来自对碰

24m；钢管桩采用 Q345C 型钢材，导管架钢材为 Q345D 型，

撞事故和试验研究的观察分析。但往往由于它将碰撞中的

如图 1 所示。

船舶做了大量简化处理，所以精度相对较低。
（四）有限元数值仿真法
数值仿真法是对船舶真实碰撞场景的虚拟再现，借助
于一些有限元分析软件，船舶碰撞过程中的各种物理量都

假 设 撞 击 船 为 5000 吨 级， 简 化 后 型 长 20m， 型 宽
16m，型深 15m，吃水线 5m。计算模型碰撞区域采用壳
单元建模，对艏尖舱之后的船体，因其远离碰撞区域，实
际并不产生变形，仅提供刚度和质量影响，故将其省略。

可以作为结果输出，可以真实的模拟碰撞现象，部分代替
实船或者模型的碰撞试验，实现“虚拟碰撞”。因此有限元

二、有限元模型

方法是结构碰撞响应分析的强有力工具，也是研究船舶碰

根据简化的几何模型建立有限元模型，为减少计算

撞问题最为有效的方法。

时间和保证结果精度，本项目中基础和船体都采用壳单元

但是目前在工程应用中，由于仿真模型的建立需要一
定的知识、经验和处理技巧，模型的计算精度并非总是令
人满意，船舶碰撞非线性有限元法用于实际船舶结构的碰
撞分析还没有完全成熟，数值仿真法的结果仍然需要试验
或者其他研究者的计算结果来检验。
二、 船舶与海洋平台碰撞问题的有限元数值仿真
船舶碰撞的数值仿真大都采用非线性有限元方法，不
仅能够考虑结构大变形、接触、材料非线性和结构失效等
情况，计算碰撞区的结构损伤变形与碰撞力，而且结合了
外部机理的分析与计算。
目 前 常 用 的 三 维 非 线 性 动 态 响 应 分 析 程 序 MSC/
Dytran 和 LS － DYNA 等都可以用来模拟碰撞响应，利用
显示或隐式方法求解流体－结构的动力学控制方程，能较
好的解决碰撞中的大变形、损伤、接触、流体动力等问题。

图1 导管架基础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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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LL163 单元建模 ；并对所关心的碰撞区域网格细化，
得到整体结构有限元模型如图 2 和图 3 所示。
三、 接触算法
碰撞构件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接触算法来完成。在可
能发生接触作用的结构之间定义接触面，接触面能有效地
模拟相撞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允许结构之间连续不断
的接触和滑动。
本文使用的是主从面接触算法，在求解的每一时间

图2 整体结构有限元模型

图3 局部网格加密

步长，检查从属节点的位置坐标，看它是否已经穿透主
面，如果还没有穿透，则计算工作不受影响地继续进行 ；
如果已经穿透，则在垂直于主面的方向上施加一个作用
力，以阻止从属节点的进一步穿透，这个作用力就是接
触力。接触力的大小取决于穿透量和接触面两侧的单元
属性。
四、分析工况
本项目模拟了多种船艏与基础碰撞的工况，并根据计
算结果总结规律，得到分析船与风电机组基础碰撞的一般
规律。
（一）约束条件

图4 模型约束条件

对风电机组基础钢管桩底部位置进行全约束 ；为保证
船艏运动方向，约束船艏沿竖直方向的自由度。模型约束
条件如图 4 所示。

表1 船舶初始工况表

（二）分析工况
本项目中根据船舶的初始速度大小和方向，分别计算
了多种工况的碰撞分析。具体工况如表 1 所示。无碰撞防

碰撞模式

无防护措施

五、碰撞分析结果
风电机组基础垂直碰撞的情况，船体与基础之间无防护装

初始速度
m/s
1

护措施图和有碰撞防护措施图如图 5、6 所示。
本文主要给出了船艏正面以速度 V ＝ 4m/s 的速度与

防护措施

2
4

船艏碰撞

1
有防护措施

置和有防护措施两种情况下的相关曲线及应力云图，具体

2
4

计算结果如图 7 －图 22 所示。
（一）无防护措施，见图 7 －图 14。
（二）有防护措施，见图 15 －图 22。
所有分析工况下，分析结果列表如表 2 所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结构吸能、等效应力、塑性变
形参量随着船初始动能的增加而增加，但是会由于防撞设
施的设置而有效降低，这三个参数是衡量风电机组基础抵
抗撞击性能的重要指标。因此，在风电机组基础设计中可
以通过设置防撞结构，有效降低由于船舶等结构碰撞对基
础结构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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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无碰撞防护措施

图6 有碰撞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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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碰撞力曲线

图11 碰撞过程最大应力云图

图8 速度、位移曲线

图12 碰撞后残余应力云图

图9 能量曲线

图13 局部应力云图

图10 碰撞加速度曲线

图14 局部塑形应变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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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碰撞力曲线

图19 碰撞过程最大应力云图

图16 速度、位移曲线

图20 碰撞后残余应力云图

图17 能量曲线

图21 局部应力云图

图18 碰撞加速度曲线

图22 局部塑性应变云图

Technology | 技术

表2 船正面碰撞风电机组基础
变量

单位

无防护措施

有防护措施

V=1

V=2

V=4

V=1

V=2

V=4

碰撞能量吸收

MJ

0.02

0.04

0.07

0.21

0.40

0.88

最大应力

MPa

329

426

430

221

324

352

塑性应变

-

0.0279

0.13

0.14

3E-5

0.02

0.04

最大碰撞力

MN

3.9

7.7

13.9

3.9

10.2

16.2

1.3

3.4

6.5

3.8

7.9

8.7

碰撞后最大加速度

2

m/s

六、 防护措施

速度、能量等参数的变化。通过对这些结果参数的分析比较，

根据研究发现，发生船舶与平台碰撞的过程中，运维

可以得到初步结论如下 ：

船只是造成碰撞的主要因素，所以对于海上风电机组基础

船－风电机组基础碰撞的力学过程和结构损伤可以用

来说，必须充分考虑运维船只对基础结构带来的破坏性影

ANSYS/LS_DYNA 软件详细模拟，数值计算结果可以作为

响 ；通过以上的分析也可以看到，采取了一定的防护措施

风电机组海上基础结构设计、评估的有效依据。

后，基础支撑结构受到的作用力会大大减小，可以减少船

结构吸能、等效应力、塑性变形参量随着船初始动

舶对支撑结构的损坏。目前可用的方法有：在靠船的过程中，

能的增加而增加，但是会由于防撞设施的设置而有效降

船舶逆流靠近基础平台 ；增加橡胶、轮胎等缓冲装置，减

低，这三个参数是衡量风电机组基础抵抗撞击性能的重

少运维船只撞击力 ；在基础支撑结构上设置、靠船件，减

要指标。因此，在风电机组基础设计中可以通过设置防

少船舶对基础结构的直接冲击力等。

撞结构，有效降低由于船舶等结构碰撞对基础结构造成
的影响。

结论

从碰撞分析中还可以提出其他计算结果（如碰撞力、
碰撞后速度、加速度等参数曲线），作为局部结构详细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结果可以得到船与风电机组基础碰撞后
的响应，包括风电机组基础设计所关心的应力、应变、加

的输入条件，可以对基础或者船只结构强度进行评估。
（作者单位 ：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摄影：高石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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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BP神经网络和iSIGHT平台的
风电机组设计年发电量预测
文 | 周书锋，方郁锋

随着中国风电产业多年的快速发展，风电技术人员已
经积累了大量的设计、测试和运行数据。在大数据时代背景
下，如何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和挖掘，总结内在规律，开发
外延应用，对今后的风电技术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人工神经网络简称神经网络，是一种非线性统计性数
据建模工具，常用来对输入和输出间复杂的关系进行建模。
神经网络可以通过有监督的学习，观察有限数量的包含输入
和预期输出的训练样本，不断调整网络内部节点之间的阈值
和权重，最终形成对未知样本的预测能力。
本文选取与风电机组年发电量密切相关的机组参数，

图1 BP神经网络基本结构

包括额定功率、风轮直径、叶尖线速度、设计叶尖速比、
最大风能利用系数、切出风速、空气密度、年平均风速共

软件和仿真语言。本文所述的预测方法，使用 MATLAB 内

8 个变量作为网络的输入，结合相应的 Bladed 模型计算的

置的神经网络工具箱实现。主要工作内容为网络输入输出参

年发电量作为网络的输出，形成网络的训练样本，并使用

数的选择、网络结构特别是隐层数和隐层节点数的确定、网

iSIGHT 平台的优化算法，完成了风电机组设计年发电量

络性能的评价等方面。

预测模型。只要给出任意输入参数，即使没有任何相关的

二、输入和输出参数

机组模型，也能够预测该机型的设计年发电量，或者通过

风电机组的发电量与诸多因素有关，除了风电机组本

期望的设计年发电量来反推机组参数。

身的设计规格之外，还与实际安装的风电场风能资源情况、
机组故障率、控制策略等因素相关。由于本文的预测目标为

BP 神经网络建模

设计年发电量，并考虑到训练和预测数据生成的效率，仅使
用了静态功率曲线、标准瑞利分布计算的年发电量，应用到

一、BP神经网络和Matalab实现

实际项目时，再附加上相应的折减系数。选择的网络输入参

BP 神经网络是一种按误差逆传播算法训练的多层前馈

数，更多地反映了风电机组关键指标和风电叶片气动特性。

神经网络，是目前发展最成熟、应用最广泛的神经网络类型

网络的输入参数，以及这些参数与发电量的关系简述

之一。该网络的特点是能够学习和存贮大量的输入输出模

如下：

式映射关系，而无需事先描述这种映射关系的数学模型。通

（一）额定功率 Pr

过反向传播来不断调整网络的权值和阈值，使得网络的误差

额定功率是风电机组最基本的参数之一。额定功率的

平方和最小，从而实现输入和输出的非线性映射。BP 神经

增大，可以提升单台风电机组的年发电量。

网络模型拓扑结构一般包括输入层、隐层和输出层。如图 1

（二）风轮直径 RotorD

所示。

风轮直径同样是风电机组最基本的参数之一。风轮直

随着神经网络技术的发展，出现大量相关的建模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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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的增大，可以提升风电机组捕获风能的能力，特别是在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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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给出了 7 个机型的 77 个样本数据作为预测样本。这些

风速地区，效果更加明显。
（三）叶尖线速度 Vtip

样本的额定功率和风轮直径与训练样本有较大差异。

叶尖线速度在这里特指风电机组在额定转速下的叶尖

为了避免数据间数量级的差别影响结果，对训练数据

线速度。适当地提高叶尖线速度，也就是提高额定转速，可

进行了归一化处理，进行预测年发电量时，进行反归一化。

以提升发电量。但由于叶尖噪音和叶片前缘风沙磨损的问

四、网络结构

题，叶尖线速度往往设定在 75m/s － 85m/s 之间。

网络结构分为三层，上文提到的 8 个风电机组参数作

（四）叶尖速比 TSR

为输入层，年发电量作为唯一的输出层，输入层和输出层之

叶尖速比在这里特指变速变桨风电机组在额定风速下，

间包含一个隐层，隐层节点数在 3 至 14 之间为宜。本文采

追踪最优 Cp 时的设计叶尖速比。在一定范围内，减小设计

用凑试法来确定隐层节点数，主要研究了 5 个至 12 个隐层

叶尖速比，会增大发电量，但同时会增大载荷和叶片成本。

节点数的预测情况，分别从预测精度、单调性、过拟合三个

设计叶尖速比的确定，是综合考虑后的结果。

方面来确定网络结构。

（五）最大风能利用系数 Cpmax

五、预测精度

风能利用系数是指风电机组将风能转化为电能的转换

表 1 罗列了各个隐层节点数网络的预测精度，预测结

效率，最大风能利用系数是考虑不同叶尖速比和桨距角之后
的最大值。最大风能利用系数的增大，风电机组的发电量也

果已经转化为与期望结果的百分比。
“预测平均值”是对 77 个预测结果的平均值，代表着
预测的平均水平，越接近 100％，代表预测越准确。“预测

会相应增大。
（六）切出风速 Vout

标准差”是对 77 个预测结果的标准差，代表着预测的稳定性。

一般来说，风电机组的切出风速一般在 20m/s － 25m/

若标准差较大，则意味着有些样本预测得很准确，另外有些

s 之间。大风轮直径的风电机组，出于载荷的考虑，会将切

样本预测的偏差很大。由于 Matlab 随机给出网络的初始值，

出风速限制在较小的数值，这会造成一部分发电量的损失。

会造成最终网络性能差异，表中数值为 5000 个网络的平均值。

但这些机组一般安装在低风速地区，切出风速区间所占的比
例并不是很大，反映到发电量的损失一般可以接受。

由表 2 可知，随着隐层节点数的增加，预测平均值有
着接近 100％的趋势，在隐层节点数 7 时－ 12 时就逐渐稳

（七）空气密度 AirD

定，预测标准差则逐渐下降，在隐层节点数 11 时处于较低点。

由于风能是空气流动产生的动能，动能与运动物体的

从预测精度来看，隐层节点数 11 是较好的平衡点。

质量有关，故空气密度也影响着发电量大小。较高的空气密

六、单调性

度，会带来较大的发电量。

单调性是指最终网络应能表现出输入参数与输出参数

（八）年平均风速 Vave

的单调关系。以额定功率为例，在其他输入参数都保持恒定

风速的变化，跟季节因素相关较大，所以年是较好的

时，额定功率单调上升时，输出的年发电量应呈现单调上升

平均风速统计周期。年平均风速也可以用来反映风电机组整

趋势。表 2 列出了各个输入参数与输出参数应该呈现的单

个寿命周期的平均风速。年平均风速较高时，会带来较大的
发电量。

表1 不同隐层节点数的预测精度

这里描述的 8 个与设计年发电量相关的参数，前 6 个
是风电机组的本身属性，而后 2 个即空气密度、年平均风
速是外部环境条件。

隐层节点数

预测平均值

预测标准差

5

80.56%

0.6000

6

99.20%

0.3400

三、样本生成和归一化处理

7

98.21%

0.1260

本文利用现有的 37 个风电机组 Bladed 模型，额定功

8

96.96%

0.1370

率涵盖 1.5 MW － 5.0MW，风轮直径涵盖 88m － 130m，

9

97.57%

0.1130

计算了空气密度 0.85 kg/m － 1.225kg/m ，年平均风速 5m/

10

98.42%

0.1000

s － 10m/s 的机组年发电量，共形成了 15873 个训练样本。

11

98.34%

0.0940

12

98.42%

0.0970

3

3

为了测试网络的预测性能，特别是内插和外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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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4”网络的单调性情况。编号名称中 “Hid8”表示这

调关系。
表 2 中的“↗”代表递增，“↘”代表递减。表中除

个网络有 8 个隐层节点，“num74”表生成的先后序列是

了叶尖速比 TSR 应满足“递增－递减”关系之外，其他参

第 74 个，“00001111_sum4”表示只有最大风能利用系

数都符合“递增－递增”的单调关系。最好的情况是，网络

数 Cpmax、切出风速 Vout、空气密度 AirD、年平均风速

能符合表 2 中所有的单调关系。但实际上训练后的大多数

Vave 这后面共 4 个参数才满足单调性关系。
由于 Matlab 随机给出了网络的初值，造成最终网络的

网络，是不能完全符合这些单调关系的。
图 2 绘 制 了 编 号 为“net_Hid8_num74_00001111_

不同单调表现，故可通过大量生成网络，加以分析和挑选。
表 3 使用 Matlab 随机生成网络，每个隐层节点数的网络分
别生成 5000 个，统计每个网络符合单调关系个数的总和，

表2 输入和输出参数应符合的单调关系

再按照隐层节点数分配到表中相应位置。

输入参数

输入参数
变化趋势

输出参数
( 年发电量 AEY)
变化趋势

额定功率 Pr

↗

↗

5 个等较多单调关系的网络呈现递减趋势，符合单调预期的

风轮直径 RotoD

↗

↗

网络数量越来越少。在隐层节点数为 5 个时，5000 个随机

叶尖线速度 Vtip

↗

↗

生成的网络中，还有 36 个网络全部满足单调关系，但到了

叶尖速比 TSR

↗

↘

隐层节点数 10 时－ 12 时，只剩 0 个－ 2 个了。

最大风能利用系数 Cpmax

↗

↗

需要注意的是，在表 3 中隐层节点数 11 时，满足全部

切出风速 Vout

↗

↗

单调关系的网络个数为 0，并不说明这样的网络结构就无法

空气密度 AirD

↗

↗

生成全部满足单调关系的网络，而只是因为比例所占极小，

年平均风速 Vave

↗

↗

5000 个网络的基数还远远不够。

由表 3 可知，随着隐层节点数的增加，符合 8、7、6、

图2 网络net_Hid8_num74_00001111_sum4单调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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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数均满足表 2 的单调性关系，且曲线光滑均匀。

七、过拟合
进一步研究发现，除了网络的单调关系与隐层节点数

图 4 给 出 了 编 号 为“net_Hid12_num1491_11111111_
sum8”的单调表现，该网络为 12 个隐层节点数，所有的参

有关，单调曲线的光滑程度与隐层节点数也有关系。
图 3 给 出 了 编 号 为“net_Hid5_num672_11111111_

数也均满足表 2 的单调性关系，但曲线不太光滑，有较多的

sum8”网络的单调表现，该网络为 5 个隐层节点数，所有

拐点变化。这很可能是网络在训练中，过分追求与样本的逼
近程度，
造成网络的过拟合。
过拟合也会影响网络的泛化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并没有从理论上推导，这些输入

表3 不同隐层节点数网络的单调关系统计

参数与发电量的单调关系是否存在拐点。只是从过拟合的角

隐层节点数

单调关系
个数

5

6

7

8

9

10

11

12

8

36

20

11

9

5

2

0

2

7

404

249

142

81

55

42

24

17

6

1114

860

638

486

370

306

223

175

预测精度总体较差；隐层节点数较多时，满足单调关系的网络

5

1531 1476 1334 1230 1119 1012

953

870

较少，曲线也不太光滑，容易过拟合，但预测精度总体较好。

4

1236 1355 1599 1662 1726 1735 1822 1743

要想从预测精度、单调性、过拟合三者达到最佳平衡，

3

575

841

1030 1196 1318 1460 1507 1646

隐层节点数 11 是较好的选择。但实际上在隐层节点数 11 时，

2

102

199

246

335

407

443

471

545

5000 个随机生成的网络，还找不到一个全部满足单调关系

1

2

0

0

1

0

0

0

2

的网络，可见比例之小。即使找到了满足单调关系的网络，

0

0

0

0

0

0

0

0

在较大的隐层节点数的前提下，期望单调曲线光滑，不出现

0
总计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度，期望最后的曲线应该是均匀变化的。
现将隐层节点数与网络性能的基本关系总结如下：隐层
节点数较少时，满足单调关系的网络较多，曲线较为光滑，但

凹凸变化，也是一件小概率事件。只使用大量随机生成，并

图3 网络net_Hid5_num672_11111111_sum8单调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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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网络net_Hid12_num1491_11111111_sum8单调性情况

加以筛选的方法，很难得到理想性能的网络。

（四）确定 iSIGHT 的优化算法。综合考虑优化问题

八、iSIGHT平台优化网络初始权值和阈值

的多目标性、不连续性、非线性的特征，加上单次计算时间

实践证明，使用优化算法和 BP 神经网络结合的方法，

不是很长，故采用了 AMGA 优化算法，进行了 5000 次的

可以较好地获得预期性能的网络。iSIGHT 平台内置多种成

迭代。图 5 是优化完成后的网络单调性情况。

熟的优化算法，提供多种满足约束条件和目标函数的设计方

由图 5 可见，优化后的网络曲线全部满足了单调关系，

案，并支持多种 CAD 和 CAE 商用软件的接口，可以直接调

且变化光滑均匀，基本无明显的拐点变化。由表 4 可知该

用 Matlab 程序，是优化网络性能的较好途径。具体方法如下：

优化网络的预测平均值为 100.8%，预测标准差为 0.0143，

（一）确定 iSIGHT 输入变量。该网络结构为 8 个输

预测极差在 9.7% 以内，可见最终的优化网络，较好满足了

入参数、11 个隐层节点数、1 个输出参数，包含 99 个权值、

单调性、过拟合、预测精度三方面的要求。

12 个阈值共 111 个初始变量，作为 iSIGHT 的输入变量。
（二）确定 iSIGHT 输出变量。该网络的评价指标分

实例应用

三个方面，预测精度方面有预测平均值、预测标准差、预测
极差，单调性方面为单调关系个数，过拟合方面将统计单调

如上所述，最终网络已经较好地完成了风电机组发电

曲线无拐点的个数。综上 iSIGHT 共包含了 5 个输出变量。

量的预测功能。但实际工作中，有时并不需要发电量的预

（三）确定 iSIGHT 的约束和目标。单调关系个数要

测，而是去寻求什么样的机型、什么样的风能资源条件，能

求必须全部满足，即单调关系个数限制为 8。预测平均值目

够满足某种发电量的心理预期。这便是现有预测的逆问题。

标为 1，即希望预测平均值尽可能接近 1。预测标准差和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可以把样本数据的输入输出做一下

测极差最小化，即希望预测的稳定性要非常好。无拐点数最

置换，再进行训练、筛选、评价和优化。这无疑需要巨大和

大化，即希望单调曲线尽可能均匀变化。

重复的工作量，而且在实际问题提出前，哪些参数为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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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进行iSIGHT优化后的网络单调性情况

表4 单一网络与优化网络预测精度对比
网络名称

预测平均值

预测标准差

最大偏差

最小偏差

极差

net_Hid8_num74_00001111_sum4

96.03%

0.0460

101.7%

85.8%

15.9%

net_Hid5_num672_11111111_sum8

101.09%

0.0231

112.7%

98.0%

14.7%

net_Hid12_num1491_11111111_sum8

98.31%

0.0359

109.1%

90.3%

18.7%

iSIGHT 优化网络

100.80%

0.0143

105.9%

96.2%

9.7%

哪些参数为输出，还非常不确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同样
可以用 iSIGHT 进行反推和优化。
以开发一款 3.0MW 机型为例，目标风电场空气密度

结论
本文依照神经网络的基本原理，以风电机组与发电量

1.0kg/m3，年平均风速 6.5m/s，在发电折减系数 75% 时，

相关参数为输入，建立 BP 神经网络模型，并考虑了单调性、

期望达到的全年可利用小时数为 2200h，求最小的风轮直

过拟合、预测精度三方面，使用 iSIGHT 平台对现有的网

径。假定最大风能利用系数 0.48、叶尖速比 10.5、切出风

络进行了优化。结果表明，该方法对风电机组设计年发电量

速 20m/s、设计叶尖线速度 80m/s，iSIGHT 给出的风轮直

有较好的预测性能。为了进一步提高预测模型的实用性，使

径为 128.4m。

用 iSIGHT 平台完成了各参数的反推和优化。

这其实是一个已知输入输出参数之间映射关系，以风

本文提供的方法在风电叶片开发、目标风电场的风电

轮直径为目标解的问题，相当于解方程。实际上 iSIGHT

机组选型、风电机组新品预研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参考和指导

可以利用这个映射模型，设置更多的变量、约束和目标，得

价值。

到更多更有价值的应用。

（作者单位 ：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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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瓦级风电机组高温气候
应对技术及应用
文 | 刘敏，刘豪，董红云，龙泽彦

由于风力发电设备所处的环境大多是高温、高原、沙

循环回路。水温低于25℃时，三通温控阀未打开，冷却水

尘等复杂恶劣的环境，设备运行时间越长，各个独立单元

流经发电机、变频器和其它换热管路后，不经过外部冷却

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越多，特别是在高温、沙尘等复杂环

板直接流回泵单元。水温低于25℃时冷却介质不通过冷却

境下，风电机组部件过温问题越来越严重，散热效果明显

板，当冷却水温度上升高于25℃温控阀逐渐打开，水温超

下降，设备可利用率越来越不可观。所以，解决风电机组

过30℃时温控阀完全打开，直至最后全部通过冷却板进行

部件过温问题，提升散热效率，改善散热系统结构，选择

循环回路。

最佳的冷却方式显得尤为重要。

水泵出口设有压力罐，预充一定氮气压力，作用相当
于隔膜式蓄能器，正常情况下通过压力罐把液压能转化成

风电机组常用的冷却方式

弹性势能储存起来并维持泵出口压力的稳定，当系统瞬时
需要大流量或泵出口压力出现波动时候，此时压力罐释放

一、水-空冷却

之前所储存的能量参与系统的调节。

由于水的比热容大，水冷系统具有换热效率高、散热

水泵集成，是整个系统的动力单元，由电机和水泵组

快的特点，成为现在大功率变流器和双馈式发电机主流的

成。水泵入口和出口都设有铜热电阻PT100，入口处用于

应用技术。系统组成为：驱动液体循环的水泵、水－空冷

检测发电机和变流器的回水温度，出口处用于检测水泵出

却器、连接管件、检测仪表及冷却液。原理图（被冷却部

口的冷却水温度。水泵出口设有压力表，用于实时测量泵

件为变流器）如图1所示。

出口的压力值。水泵出口设有压力继电器，当冷却水压力

水泵工作后，冷却水经变频器、冷却器组成冷却水

低于一定值时，压力继电器发出低压报警信号。
水泵出口设有自动排气阀，当系统中存在气体时，自
动排气阀会自动排出系统气体。水泵出口还设有安全阀，
当冷却水压力超过设定值3 bar 时，安全阀动作，用以维持
系统压力的稳定。水泵出口设有充水球阀，系统正常工作
时为常闭，当系统需加注冷却介质时把球阀打开，连接到
外部动力单元往系统管路添加冷却介质，为系统提供充足
的压力，保证系统长期稳定运行。
测压接头，便于测量系统回流的压力大小，即泵的进
口压力值。
泄压阀，当系统压力超过正常工作压力，达到一个定
值时，泄压阀自动对外释放，以保护整个系统。水泵集成
系统图见图2。
二、空－空冷却系统（图3）

图1 变流器水冷却系统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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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交换达到冷却效果，冷却介质为空气。空空冷却器内部轴
流风扇电机外观和发电机轴流式空空冷却器见图4和图5。
空－空冷却器不需要添加冷却液，利用空气换热，无
需考虑冷却液变质和金属产生化学反映，结构紧凑、节省
材料，制造工艺性好，运行可靠以及安装、检修方便等优
点。但空气换热效率较低，且受环境的影响较大，如空气
温度变化、雨水沙尘侵蚀等情况，往往需增加一台甚至多
台轴流风扇提高散热功率。
图2 水泵集成系统

风电机组常见的关键部件过温故障问题分析
一、部件限功基本原理
当齿轮箱轴承温度、齿轮箱油温、发电机绕组温度、
发电机轴承温度、发电机侧电抗温度、变流器IGBT温度中
的任一温度超过其对应的限功温度时，限功标志为1，同时
限功积分开始。积分周期为5ms。超限越多，功率限功积分
值就越大，当然这个值目前限制在额定功率的1/4，也就是
说限功运行的最小值为额定功率的25%。在限功率运行过程
中，温度仍然呈上升趋势，那么就会导致停机保护。

图3 发电机空-空冷却系统

各单元温度保护值如下（以某型号双馈风电机组为
例）：
齿轮箱轴承保护温度

95度

齿轮箱油保护温度

80度

发电机绕组保护温度

155度

发电机轴承保护温度

110度

发电机侧电抗保护温度 155度
变流器IGBT保护温度

100度

二、过温故障原因分析
过温故障主要原因为变频控制柜内温度过高，热量无
法及时散出导致故障报发。而冷却变流控制柜、导出控制
柜内温度的水冷却系统就成了研究对象。影响水冷却系统
冷却性能的因素可能有：水冷却系统系统内部预充压力不

图4 空空冷却器内部轴流风扇电机外观

足，循环流量不能达到设计要求；水冷却系统管道系统部
分堵塞；水冷却系统冷却介质——防冻液变质；水－空冷
却器表面积灰影响冷却能力。
三、过温解决通用的方案
根据原因分析，采取如下方案进行处理，并已通过实
践证明可行。
（一）减少系统阻力，加大变流器单元的冷却介质流量。
（二）定期清洗冷却系统管道单元，并做好相关防腐

图5 发电机轴流式空空冷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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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措施；更换全新冷却介质，确保有良好的散热效果。
（三）优化散热系统结构：增大集成水泵功率、提高
系统内部循环压力、改变介质流通管道直径从而达到增加
流量的目的。
（四）增加过滤和防尘系统，因为系统会存在杂质，
散热器容易被沙尘堵塞从而影响散热效果。

图6 帕尔帖效应的示意图

（五）定期清洗空冷部分散热器，保证良好的散热效
果，使流通到空冷散热器的冷却介质能以最快速度冷却，
从而保证流向各散热单元的冷却介质有更好的散热功能，
吸收更多的热量，从而提高散热效率。
（六）定检检测各散热器风量是否正常，检查风扇启
动电容容量是否达到，风扇电机是否有卡死现象，对存在
问题的电容和电机进行更新处理。
图7 半导体致冷器示意图

采用新型冷却方式彻底解决过温故障
一、半导体制冷的物理基础
半导体制冷是建立于塞贝克效应、帕尔帖效应、汤姆

半导体制冷片是电流换能型片件，通过输入电流的控

逊效应、焦耳效应、傅立叶效应共五种热电效应基础上的

制，可实现高精度的温度控制，再加上温度检测和控制手

制冷新技术。其中，塞贝克效应、帕耳帖效应和汤姆逊效

段，很容易实现遥控、程控、计算机控制，便于组成自动

应三种效应表明电和热能相互转换是直接可逆的，而焦耳

控制系统；

效应和傅立叶效应是热的不可逆效应。

半导体制冷片热惯性非常小，制冷制热时间很快，在

（一）帕尔贴效应

热端散热良好冷端空载的情况下，通电不到一分钟，制冷

法国物理学家，帕尔帖在1834年发现，当有外加直流

片就能达到最大温差；

电流流过由两种不同金属组成的闭合回路时，在两接头之
一会有热量Q的吸收，而在另一接头上会有热量Q的放出"
这种吸收或放出的热量称为帕尔帖热，帕尔帖效应的示意
图，如图6所示。
接通电源之后，冷端的热量被移到热端，导致冷端温
度降低，热端温度升高，这就是著名的帕尔帖效应，这个

半导体制冷片的反向使用就是温差发电，半导体制冷
片一般适用于中低温区发电；
半导体制冷片的单个制冷元件对的功率很小，但组合
成电堆，用同类型的电堆串、并联的方法组合成制冷系统
的话，功率就可以做的很大，因此制冷功率可以做到几毫
瓦到上万瓦的范围。

现象直到近代随着半导体的发展才有了实际的应用，也就

（二） 半导体制冷器（图8）

是半导体制冷器（图7）的发明。

半导体制冷器目前已得到广泛应用，如电脑CPU散

半导体制冷在技术应用上具有以下特点：

热、车载冰箱、带制冷功能的饮水机、红外探头激光器

不需要任何制冷剂，可连续工作，没有污染源没有旋

等等。

转部件，不会产生回转效应，没有滑动部件是一种固体片

1 空－空冷却系统与半导体致冷相结合（图9）

件，工作时没有震动、噪音、寿命长，安装容易。结构简

2 水冷却系统与半导体致冷相结合（图10）

单，部件少，维修方便；
半导体制冷片具有两种功能，既能制冷，又能加热，

结语

制冷效率一般不高，但制热效率很高，永远大于1。因此使
用一个片件就可以代替分立的加热系统和制冷系统；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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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半导体制冷器

图9 空空冷却发电机结合半导体制冷设备

图10 水冷却系统结合半导体致冷设备

的安装空间内大大降低部件运行温度，因此现场整改具有
可行性，可以彻底解决风电机组由于散热不良造成的过温
问题。

摄影：宁佳

( 作者单位 ：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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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设备故障相关参数筛选模型
建立风电机组故障预警体系
文 | 陈晓清，刘少明，张健，朱永峰，孔晶

传统的风电机组报警系统是以安装在设备上的传感器

满足行业安全规定、要求的条件下，将风电场的风电机组、

部件为基础进行报警，其结构和原理如图 1 所示。当设备

气象、升压站中的数据传送至集团公司风电场数据中心，并

部件的部分指标超过限定值时，就会触发报警系统的警报。

能够在集团公司风电场集中数据管控中心进行风电场各类

触发系统报警的条件包括：设备部件温度骤升、液压系统压

数据的监视、存储。通过利用风电场丰富的数据资源对风电

力过高过低、电流忽大忽小等。传统系统预警能力十分薄弱，

机组故障预警、不同型号的风电机组分类建模，实现对所辖

需要人为根据报警参数再次进行分析找出存在的预计缺陷。

风电机组运行工况的有效管理以及不良工况的提前预警。因

传统报警系统所提供的报警初始设定限值也是根据广泛经

此，集团公司可以利用风电场集中监控中心来整合所辖风电

验设定的值，忽略了综合天气、气候、机型等多种因素进行

场各种机型的运行数据，进而提高自己在故障预警建模方面

人为限值设定。

具有的建模依赖数据丰富、预警准确率高的优势。

综上所述，传统报警系统存在的缺陷严重影响了风电

风电场集中数据管控中心结构图，如图 2 所示。

场人员对风电设备运行时的消缺、检查工作，且不利于设备
运行寿命的增长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因此，一套能够利用现

故障预警建模机制

场丰富的实时数据资源，并能够进行自动缺陷分析、自动预
警的设备故障侦查预警系统是很有必要的，可以实现设备的

一、风电机组故障预警模型

提前预警、提前检修规划，达到延长设备寿命、提高生产效

图 3 描绘了风电机组故障预警体系从风电机组故障模
型建立、故障预警到风电机组故障模型自动优化的整个过

率的目的。

程。以下为各个过程的简要说明：

故障预警系统网络结构

（一）基于设备故障相关参数筛选模型自动对各种型
号的风电机组建立一套故障预警体系，从统计学角度通过对

集团公司风电场集中数据管控中心的建设，实现了在

历史设备故障数据的提取分析建立故障相关参数信息挖掘
模型，以该模型和已有的工业运行库为基础，形成特定型号
设备的故障相关参数信息知识库。
（二）以故障相关参数信息知识库实时监测设备特定

风电机组 1

风电机组 2

风电机组 n

故障相关的参数信息，建立一个设备故障侦查预警模型对符
合知识库参数值和逻辑的进行预警。
（三）以历史预警信息和预警效果评估为基础，建立
一个设备故障预警自优化模型，实现预警参数信息知识库的
优化，从而达到预警信息准确性的不断提高。
（四）风电机组故障预警体系同时开放用户参数调整
接口，保证权限的用户可以根据经验直接添加系统的故障相

图1 传统风电机组预警原理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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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机组

风电机组

风电机组

图2 风电场集中数据管控中心网络结构图

图3 故障预警体系建立过程

利用。
二、风电机组故障预警相关参数建模
设备故障预警相关参数筛选统计流程，如图 4 所示。
通过图中所示流程，完成一系列建模后，风电机组故障数据
仓库对故障模型信息进行了统一存储，模型涵盖了风电机组
型号、所在地域、厂建时间、预警相关参数组、健康阵列等
信息。
风电机组故障相关参数预警设备建模过程，分为以下
几步：

图4 设备故障预警相关参数筛选统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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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故障条目数据结构表
故障项目编号

故障时间点

故障项目描述

故障部件

机组型号

001

2013-11-23 11:23:55

变频器加热器故障

变频器

苏斯兰

001

2013-12-21 12:32:51

变频器加热器故障

变频器

苏斯兰

002

2013-12-21 12:54:51

偏航系统液压低

偏航系统

华锐

表2 预测参数信息表
机组型号

故障项目

故障相关参数

参数幅值

准确率

故障预计时间

苏斯兰

001

变频中值 A 相电流

15%

78%

35min 后

苏斯兰

001

变频器温度低

10%

75%

40min 后

华锐

002

液压泵压力值

12%

89%

20min 后

在统计时间段（一般为 1 年以上）的故障时间点，形成如
下表 1 所示的数据结构。
（二）对特定型号风电机组的故障条目进行逐项遍历，
并在每个故障条目下通过大量的历史数据进行参数幅值相

实时故障预警

（一）挖掘每个故障条目（如：变频器加热器故障）

行记录。
（三）在调整过程中，需要对数据进行及时存库备查
以及将预测依据参数信息完整入库存储。预测相关参数信息

实时预警评价

关性统计，将震荡幅值较大且能影响风电机组的故障情况进

三、 风电机组实时故障侦查预警及自优化
设备故障侦查预警系统主要分为三个模块，分别是实
时故障预警模块、实时预警评价模块、自动预警参数幅度优
化模块。三个模块的工作流程，如图 5 所示。下面对三个
模块流程设计分别说明。
（一）实时故障预警模块：

自动预警参数幅度优化

入库存储格式，如表 2 所示。

图5 预警系统流程图

实时故障预警模块是对设备故障项目相关的数据点进
行实时（触发或小周期轮询）监测，对符合预警参数值和参
数条件逻辑的 xxx 转入预警处理，并对各设备故障项目依

如 20min）查询预警信息中未评价的预警信息，检查预警

次进行检查。

信息是否发生、发生的预警信息准确方面统计（如：预警发

预警触发时，推送出相应的弹出窗口，并以声音报告、

生但推迟了 5min）。每次检查未评价的预警信息，除非预

图形闪动形式报送给用户；将产生预警的信息存储归档以备

警记录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可定义，如 1 天）。

预警评价。故障信息表见表 3 和表 4。

对于已经评价的预警条目进行统计，统计在目前的预警参数

（二）实时预警评价模块：

条件下预警的准确性。预警的准确性分多个方面，首先检查

实时预警评价模块是对已经预警，但还未出现预警结

是否全部准确，其次检查预警的故障条目是否准确（人为不

果的预警记录进行跟踪评价的模块。周期性（周期可配置，

参与的情况下），再次是预警时间是否准确。该评价信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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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故障信息表（1）
风电机组型号

故障项目

预测故障时间

HR-1500S

001

2013-1-1 18:23:12

HR-1500S

001

2013-2-3 17:31:54

HR-1500S

002

2013-3-1 13:45:32

故障时间

评价

故障时间

评价

表4 故障信息表（2）
风电机组型号

故障项目

预测故障时间

HR-1500S

001

2013-1-1 18:23:12

HR-1500S

001

2013-2-3 17:31:54

2013-2-3 17:35:43

99%

HR-1500S

002

2013-3-1 13:45:32

2013-3-1 13:43:43

98%

档，以备优化阶段使用。

0%

故障预警效果分析

（三）自动预警参数幅度优化模块
周期性（如：7 天）的对预警参数幅度进行优化，首先
需要设定一个预测准确率标准（如：85%），再根据历史数

一、 故障预警过程数据分析
依据故障相关参数筛选算法进行参数幅值变化和相应

据对没有达标的参数幅值进行自调整，主要针对不断增加的

故障之间的关系研究。“1 桨叶正常收桨回风暴位置太慢 3”

历史数据，对历史数据进行再统计，对幅值进行细度的调整。

故障的动态变化关系表如表 5 所示。

摄影：杨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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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1桨叶正常收桨回风暴位置太慢3”的动态变化关系表
参数

幅值

准确率

预定准确率

版本

故障描述

hm1:x01:NacOrient

0.5

0.7742

0.75

1

1 桨叶正常收桨回风暴位置太慢 3

hm1:x01:NacOrient

0.48

0.7419

0.75

2

1 桨叶正常收桨回风暴位置太慢 3

hm1:x01:NacOrient

0.46

0.7419

0.75

3

1 桨叶正常收桨回风暴位置太慢 3

hm1:x01:NacOrient

0.44

0.6774

0.75

4

1 桨叶正常收桨回风暴位置太慢 3

hm1:x01:NacOrient

0.42

0.6774

0.75

5

1 桨叶正常收桨回风暴位置太慢 3

hm1:x01:NacOrient

0.4

0.6452

0.75

6

1 桨叶正常收桨回风暴位置太慢 3

hm1:x01:NacOrient

0.38

0.6452

0.75

7

1 桨叶正常收桨回风暴位置太慢 3

hm1:x01:NacOrient

0.36

0.6129

0.75

8

1 桨叶正常收桨回风暴位置太慢 3

hm1:x01:NacOrient

0.34

0.5806

0.75

9

1 桨叶正常收桨回风暴位置太慢 3

hm1:x01:NacOrient

0.32

0.5484

0.75

10

1 桨叶正常收桨回风暴位置太慢 3

hm1:x01:NacOrient

0.3

0.5161

0.75

11

1 桨叶正常收桨回风暴位置太慢 3

hm1:x01:NacOrient

0.28

0.4839

0.75

12

1 桨叶正常收桨回风暴位置太慢 3

hm1:x01:NacOrient

0.26

0.4839

0.75

13

1 桨叶正常收桨回风暴位置太慢 3

hm1:x01:NacOrient

0.24

0.4516

0.75

14

1 桨叶正常收桨回风暴位置太慢 3

hm1:x01:NacOrient

0.22

0.4194

0.75

15

1 桨叶正常收桨回风暴位置太慢 3

hm1:x01:NacOrient

0.2

0.3548

0.75

16

1 桨叶正常收桨回风暴位置太慢 3

hm1:x01:NacOrient

0.18

0.3226

0.75

17

1 桨叶正常收桨回风暴位置太慢 3

hm1:x01:NacOrient

0.16

0.2903

0.75

18

1 桨叶正常收桨回风暴位置太慢 3

hm1:x01:NacOrient

0.14

0.2903

0.75

19

1 桨叶正常收桨回风暴位置太慢 3

hm1:x01:NacOrient

0.12

0.2581

0.75

20

1 桨叶正常收桨回风暴位置太慢 3

hm1:x01:NacOrient

0.1

0.2258

0.75

21

1 桨叶正常收桨回风暴位置太慢 3

hm1:x01:NacOrient

0.8

0.0968

0.75

22

1 桨叶正常收桨回风暴位置太慢 3

hm1:x01:NacOrient

0.6

0.0968

0.75

23

1 桨叶正常收桨回风暴位置太慢 3

hm1:x01:NacOrient

0.4

0.0323

0.75

24

1 桨叶正常收桨回风暴位置太慢 3

图 6 为某风电场风电机组出现“1 桨叶正常收桨回风
暴位置太慢 3”故障时各参数的变化趋势。横轴为相应参数
振动幅值的变化率，分 0.02 为调点进行逐变，纵轴为上述
故障“1 桨叶正常收桨回风暴位置太慢 3”各个参数跳变过
程中发生的概率。
下面是曲线分析：

图6“1桨叶正常收桨回风暴位置太慢3”时各参数的变化趋势

（一）风电场运行实际：“桨叶正常收桨回风暴位置
太慢”是风电机组运行中经常发生的故障之一，且造成停机
的次数高达 800 次 / 年以上。故障发生后，风电场检修人员

时刻点，风电机组主要测点跃动幅值百分比（X 轴）和故障

一般需要爬至风电机组机舱中检查和变桨相关的部件状态。

发生率（Y 轴）的变化关系。幅值百分比在小于 2% 时，各

变桨轴承润滑不良、液压系统缺陷、桨叶驱动电机发热磁退、

参数变化情况与发生的故障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SBP 充电装置故障、叶片蓄电池耗损等情况是该故障可能
发生的原因。
（二）统计数据分析：图 6 中的曲线为风电机组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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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限定幅值的逐步放开（X 轴从右到左），故障发
生概率逐步增大。曲线中，X 轴测点幅值百分比有微小变化
时，故障发生率有明显变化的位置即说明相应测点和故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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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1桨叶正常收桨回风暴位置太慢3”信息表
故障名称：1 桨叶正常收桨回风暴位置太慢 3
编号

测点名

中文释义

跃动幅值百分比

故障发生率

1

hm1:x01:VSVibMsXYdir

机舱 XY 方向振动位移

0.16-0.26

40%

2

hm1:x01:PLC_power_limiter_setpoint

风机功率限定值

0.26-0.28

50%

3

hm1:x01:Pitch_bearing_grease_pump_inter

变桨系统油泵润滑间隔（Min）

0.12-0.14

40%

4

hm1:x01:Yaw_bearing_grease_pump_interval

偏航齿轮润滑间隔（Min）

0.20-0.26

50%

5

hm1:x01:Pitch_standby_position

变桨备用机电状态

0.04-0.06

100%

2.7

3

图7 预警信息表
4032 变频器冷却管爆液

2014/7/26 13:16

zzl:x_:Cooling_water_pressure_

表 7 为上述故障预警系统在故障发生之前给予的预警
（由于预警时值班运行人员对初上系统未引起足够的关注，
该预警信息只能从预警历史记录中查得）。
图 7 为故障预警时间区间内 43 号风电机组变频器水冷
系统压力的变化趋势图，该型号风电机组使用的变频器水冷
部件正常情况下压力限值在 1.2 － 2.6 之间，按照故障预警
模型参数相关性预警根据了预警。
图7 43号风电机组变频器水冷系统压力的变化趋势图

根据建立的预警模型可知正常情况下变频器水冷系统
的压力值在 1.2 － 2.6 之间，图 8 为压力值正常情况下的变
化走势，在超过 2.6 时即易发生压力过大引起的爆管，本系
统对实时监测区间内水冷压力值的极值和变化趋势，在超限
时即给出预警。

结论
图8 43号风电机组变频器水冷系统压力值正常情况下的变化走势

在数据就是财富的今天，保存有大量风电机组运行数
据的 SIS、SCADA 系统记录了风电机组运行的各种工况和
历史数据，此为大部分风电场都已完成的基建工程。基于已

关，见表 6。

有的历史数据，对风电机组进行建模分析，建立一套能自动

二、某风电场故障预警案例实际效果分析

根据海量历史数据模型、自动生成特定型号风电机组故障预

如某风电场生产日志部分的开票记录中，43 号风电机

警系统模型，能够解决风电场设备故障缺少提前发觉，设备

组变频器水冷系统压力过高进行了就地检修。变频器水冷系

故障没有合理预警等问题，整体上增加设备的可靠性和可利

统压力过高易发生管路爆液，严重造成变频器 IGBT 模块

用程度，从而实现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

短路烧毁。

（作者单位 ：北京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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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上9度抗震设防烈度风电场风电机组
基础设计
文 | 迟洪明，李向辉，吴勇

随着传统能源的日趋枯竭，作为清洁、可再生的风
能日益受到关注。据统计，我国风能资源总储量为 42.65

受的其他有关荷载。多遇地震工况应进行基础承载力、变形、
稳定性计算。罕遇地震应进行抗滑和抗倾覆稳定验算。

亿 kWh，技术可开发量为 2.98 亿 kWh。 2012 年，我国《风

抗震设防烈度为 9 度的风电场的风电机组基础设计专

电发展“十二五”规划》出台，明确了未来风电发展的宏伟

门研究中，应采用两种以上的计算模型进行设计。目前，我

目标，到 2015 年并网装机容量达到 1 亿 kW，到 2020 年

国常用的陆上风电机组基础计算模型为 CFD － WTF 软件

装机容量达到 2 亿 kW。“十二五”规划中要加快内陆资源

中模型，该软件为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北京木联能软件

丰富区风能资源开发，其中就包括云南省，云南省是地震多

公司开发，经过了业内专家的评审。该软件在陆上风电场的

发省份，从中国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区划图中可见，云南省地

计算设计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地震荷载的计算是依据建

震加速度均高于 0.1g，而风能资源较好的区域陆良、石林、

筑抗震规范中的底部剪力法计算地震荷载的。另外一种计算

剑川等地的地震加速度达到了 0.3g，甚至 0.4g。

模型就是采用有限元软件进行有限元分析。有限元法是一种

风电机组基础是风电场建设的重要环节，虽然在陆上

计算精度高，且能够适应各种复杂形状、行之有效的工程分

风电场中风电机组基础的成本只占整个风电场投资的 5% 左

析方法。目前常用的有限元软件包括 ANSYS、ABAQUS、

右，但是风电机组设备成本占到了整个风电场投资的 70%

FLAC 等。

以上，因此，风电机组基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旦风电机
组基础出现问题，将会产生摔塔等问题，整个风电机组设备

工程案例

将损坏，造成风电机组基础成本百倍以上的经济损失。
风电机组基础设计时需要进行正常运行荷载工况、极
端荷载工况、多遇地震工况、罕遇地震工况和疲劳强度验算

一、工程概况
云南剑川百山风电区域，百山区域规划风电总装机容

工况进行设计。一般情况下，在 6 度抗震设防烈度情况下，

量约 132MW，分 3 个片区开发建设。安装 88 台 1500kW

风电机组基础设计的控制工况为极端工况 ；7 度及以上抗震

的发电机组，项目地处云南省大理州剑川县境内，风电场区

设防烈度下，风电机组基础控制工况为地震工况。抗震设防

域西至金华镇，东至黄蜂厂庆新公社，南至背马厂村，北至

烈度为 9 度及以上的风电场，其地基基础设计应进行专门

玉皇山，场址以构造剥蚀作用形成的地貌为主，山体海拔较

研究。

高，地形起伏变化大，地表植被以灌木为主。
二、基础资料

设计模型

（一）地质资料
根据地勘报告以及场区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本场区

风电机组基础进行抗震设计时，应进行地震工况下的

位于青、藏、滇、缅、印尼“歹”字形构造体系东支中段东

基础设计，地震工况包括多遇地震工况和罕遇地震工况。多

缘，处于北西走向的红河断裂带与近南北走向的程海断裂带

遇地震工况为上部结构传来的正常运行荷载效应叠加多遇

之交汇部位，红河断裂带是由北西走向的洱海、乔巍等断层

地震作用和基础所承受的其他有关荷载 ；罕遇地震工况为上

组成，呈右旋剪切拉张活动，程海断裂带是由一系列北东走

部结构传来的正常运行荷载效应叠加地震作用和基础所承

向的左旋走滑正断层组成。工程区的地震烈度主要受外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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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弥渡 7 级、永平－鲁史 6 级、云县 7 级三个地震危险

（三）风电机组基础设计
1 木联能软件计算

区的影响。工程区地震活跃，构造运动强烈。

通过采用木联能软件，分别对以上 5 种荷载工况进

根据现场调查及勘探结果，工程区地表主要覆盖新生
界（代）第四系全新统人工堆积、残坡积层粉质粘土、碎石土、

行计算，经计算确定的风电机组基础底部平面采用边长为

红黏土，出露基岩为三叠中系统北衙组及志留系中统宾川组

8.119m 的八边形基础，基础底板外缘高度为 1.1m，底板

灰岩、角砾状灰岩。各层岩土设计参数如表 1 所示。

棱台高度为 1.6m，台柱高度为 0.5m，基础埋深 3.2m，基
础下设 100mm 厚 C15 素混凝土垫层。基础中预埋连接塔

根 据《 中 国 地 震 动 参 数 区 划 图（1:400 万 ）》
GB18306 － 2001 及《 建 筑 抗 震 设 计 规 范 》GB50011 －

筒的底法兰段。混凝土设计强度等级为 C35 混凝土，计算

2010，场区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为 0.40s，地震动峰值加

成果如表 3 所示。
2 有限元计算

速度为 0.40g，抗震设防烈度为 9 度，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二组。

采用有限差分软件 FLAC3D 建立风电机组基础与土体

（二）风电机组资料
风电机组采用某厂商 EN87 － 1500 风电机组，轮毂

共同作用的整体模型。为加快计算效率，取整体模型一半计

高度 70m。根据厂家提供的荷载以及风电机组各部件重量、

算，模型尺寸 ：38m×19m×13.8m，风电机组基础尺寸同

尺寸等，最终确定的荷载如表 2 所示。

木联能计算尺寸，如图 1 所示。

表1 岩、土体设计参数一览表

地层时代 岩土类别

Q4el+dl

岩性状态

天然

饱和

Φ（°） C（kPa）

弹性模量
压缩模量
标准值
标准值
（1×104MPa）（MPa）

饱和抗
地基
压强度
承载力
标准值
特征值
（MPa） （kPa）

基底
摩擦
系数

粉质黏土

可塑状

1.71

1.85

10.5

12

5.0

130

0.28

红粘土

可塑状

1.86

1.90

11

13

8.0

150

0.25

20

20

160

0.30

180

0.35

2700

0.65

180

0.35

2500

0.60

180

0.35

2100

0.65

碎石土
灰岩

S2b
角砾状
灰岩

T2b2

抗剪强度
标准值

密度（g/cm3）

灰岩

中密

2.00

2.05

20

强风化

2.30

2.35

30

微风化

2.70

2.71

42

强风化

2.30

2.35

30

微风化

2.71

2.72

32

强风化

2.30

2.35

30

微风化

2.70

2.71

35

800

600

700

6900

54.26

5000

50.1

6950

42.37

表2 荷载工况表
工况名称

Fx（kN）

Fy（kN）

Fz（kN）

Mx（kNm）

My（kNm）

Mz（kNm）

正常运行荷载工况

301.1

3.9

1738.6

1220.7

19061

341

极端荷载工况

459.36

9.9

1866.04

918.61

32736

588.94

多遇地震工况

802.965

0

1369.6

48095.758

0

341

罕遇地震工况

2496.675

0

1369.6

145956.278

0

341

疲劳荷载工况 ( 上限 )

202.2

123.76

64.76

7484.77

13533.42

1610.72

疲劳荷载工况 ( 下限 )

219.86

103.07

98.64

3008.13

9772.65

165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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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计算成果表
计算内容

正常运行荷载工况

极端荷载工况

多遇地震工况

基底脱开面积

e/r1=0.111<0.25

e/r1=0.189<0.43

e/r1=0.241<0.25

最大基底反力

119.56kPa<1.2fa

146.09kPa<1.2fa

159.96kPa<1.2fa

抗滑稳定安全系数

30.581>1.3

23.791>1.3

19.136>1.3

6.83>1.0

抗倾覆稳定安全系数

8.759>1.6

5.166>1.6

4.049>1.6

1.451>1.0

最大裂缝宽度 ( 基础底板悬挑根部 )

0.03453<0.2

0.0544<0.3

最大沉降量

4.889mm<100mm

4.915mm<100mm

4.815mm<100mm

基础倾斜率

0.0004<0.005

0.0001<0.005

0.0001<0.005

风能 Wind Energy

罕遇地震工况

图1 FLAC3D有限差分模型

图4 正常工况基础底面土体沉降

图2 基础外表面与土体接触面

图5 正常工况基础底土体（soil2）竖向应力云图

图3 荷载边界条件

100

荷载工况

图6 正常工况接触面法向分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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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极端工况基础底面土体沉降

图10 罕遇工况基础底面土体沉降

图8 极端工况基础底土体（soil2）竖向应力云图

图11 罕遇工况基础底土体（soil2）竖向应力云图

图9 极端工况接触面法向分离示意图

图12 罕遇工况接触面法向分离示意图

风 电 机 组 基 础（foundation） 与 周 围 土 体（soil1、
soil2、soil3）之间建立 interface 接触面，如图 2 所示。
将上部结构传至基础顶面荷载折算为基础台柱顶面荷

本构模型 ：土体采用 Mohr － Coulomb 本构模型，钢
筋混凝土基础采用 Elastic 模型。
边界条件 ：上表面（Z=0）自由和下表面（Z= － 13.8）

载边界条件，如图 3 所示。初始平衡后，分别计算正常荷

固定 XYZ 方向位移、侧表面（X= － 19、X=19）固定 X 方

载、极端荷载和多遇地震工况下基础底面土体沉降（zdisp）、

向位移、后表面（Y=19）固定 X 方向位移、前表面（Y=0）

竖向应力（szz）以及基础底面与土体脱开情况（interface

固定 Y 方向位移（对称性要求）。

normal separation）。

图 4 －图 12 分别为正常荷载工况、极端荷载工况、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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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结果对比表
木联能计算

载荷

有限元计算

最大压应力

倾斜率

最大压应力

倾斜率

正常荷载工况

119.563

0.0000

118.8

5.78×10-5

极端荷载工况

146.095

0.0001

124.38

1.15×10-4

多遇地震工况

159.996

0.0001

133.39

1.34×10-4

遇地震工况下的计算结果图，正常工况下，基础底面土体最
大沉降 1.4724mm，倾斜率 tanθ=5.78×10

－5

，满足要求。

从上表可以看出有限元计算的最大压应力稍小，倾斜率
计算较为接近。基底压应力的差别原因在于木联能软件地基承

基础底面土体最大竖向压应力 1.188×105pa，满足承载力

载力计算是依据《风电机组地基基础设计规定》
（试行）中计

要求。基础底面与土体接触面节点没有破坏，基础底面未与

算公式得出，该计算中都是采用简化方法，即假定基底压力

土体脱开，满足要求。极端荷载工况下基础底面土体最大沉

按直线分布的材料力学方法，而有限元计算中是采用 Mohr －

降 2.1912mm，倾斜率 tanθ=1.15×10

，满足要求。基

Coulomb 本构模型进行计算的。两种不同的计算理论导致结

础底面土体最大竖向压应力 1.2438×105pa，满足承载力

果的稍有不同，但是从总体上看结果接近，且都能满足现行

要求。基础底面与土体接触面节点没有破坏，基础底面未与

规范的要求。因此采用木联能进行施工图设计是可行的。

－4

土体脱开，满足要求。多遇地震工况下基础底面土体最大沉
降 2.5448mm，倾斜率 tanθ=1.34×10 － 4，满足要求。基
础底面土体最大竖向压应力 1.3339×105pa，满足承载力
要求。基础底面与土体接触面节点没有破坏，基础底面未与
土体脱开，满足要求。

结论
本文在对云南百山风电规划区域的风电机组基础专题
设计时，采用了两种计算模型进行了计算，并对两种模型计

3 结果对比

算成果进行了对比分析。两种模型在 9 度抗震设防烈度下

从有限元计算的风电机组基础基底竖向应力图来看，

进行风电机组基础设计是可行的。该专题的计算成果通过了

在三种工况下，基底都没有出现零应力或负应力区，说明风

由云南省发展改革委组织的专家评审。该规划区域项目已经

电机组基础底部没有出现脱开，这和木联能的计算结果一

于 2013 年 12 月份全部投产发电，目前项目运行良好。

致。表 4 是木联能软件和有限元计算的基底压应力和倾斜
率对比。

（作者单位：迟洪明、吴勇：龙源（北京）风电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李向辉 ：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

摄影：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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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MW双馈型风电机组
现场更换齿轮箱方案
文 | 胡仕明，梅国刚

风电机组主齿轮箱故障，由于受机舱内维修条件限制，
现场维修及更换零部件十分困难，绝大多数故障需整体更
换齿轮箱返厂维修。
齿轮箱的传统更换方式 ：先在装配车间准备一套新传
动链（包含主轴、主轴轴承、轴承座、齿轮箱及相关附件）
运往风电场，用 450t 以上主吊车一台及 50t 以上辅助吊
车更换传动链，然后把更换下传动链运回车间拆解。这种
更换方式主要有以下缺点 ：需大型车运输传动链、增加车
间拆装环节、需 450t 大型吊车及辅助吊车、增加拆装和更
换相关附件等增加了更换成本。现目前更换传动链直接费

图1 1.5MW双馈型风电机组外形结构图

用约 35 万－ 40 万 ；由于更换传动链必须拆叶轮，需要较
大平地摆放，受现场地理位置限制 ；因更换传动链现场装
拆部件较多，更换时间相对较长 ；需一套新装配的主轴系，

整个叶轮的重量必需以轴承为支点在机架上得到平衡，避

更换下来没有损坏的主轴系需进行维护、维修才能再次投

免叶轮的倾翻危险。利用机架结构，设计专用工装固定主

入使用。

轴，主轴不动，实现叶轮重量平衡后，在机舱内依靠工装

基于上述现状，如果在机舱内实施齿轮箱的更换，不

和液压千斤顶使齿轮箱与主轴分离，无须拆卸叶轮和主轴

仅能节约更换的成本，还可以缩短更换时间，且减少叶轮

轴系，只要揭开机舱罩壳，把拆下的齿轮箱吊下即可。该

的拆卸，因而不受摆放叶轮场地限制。根据 1.5MW 双馈型

方案与传统维修方案相比，减少了叶轮和主轴轴系的拆吊

风电机组结构特点现场更换齿轮箱需考虑以下因数 ：安全

工作，吊车吨位也可减至为 200t，从而减少了主轴系（主轴、

性分析 ；现场拆装可行性分析 ；拆装专用工装设计 ；拆装

主轴轴承、锁紧盘、轴承座，油封、螺母等辅件）的物资

工艺流程 。

准备和运输，这样节约了成本，减少了更换的时间。

方案设计

现场更换齿轮箱载荷安全性分析

一、1.5MW双馈型风电机组结构
如图 1 所示，该类型机组结构较为紧凑，传动链主要
由主轴系、齿轮箱、联轴器、发电机组成，主轴与齿轮箱
联结为锁紧套方式。
二、现场更换齿轮箱方案
在现场实施单独更换齿轮箱时，齿轮箱拆离后，塔
筒以上部件的综合重心发生了变化，但只要在塔筒承受载
荷支撑点范围内，机架与塔筒联结螺栓强度足够即可。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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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组齿轮箱拆离后，由于机舱、叶轮综合重心发生了
变化，对塔筒、机架会产生一个倾覆力矩。
建 立 坐 标 系 如 图 2， 原 点 设 在 塔 筒 轴 线 和 塔 筒 顶 面
的交点，不随机舱转动。经计算，在机组还没有拆离任何
部 套 之 前， 重 心（ 机 舱 和 叶 轮 ） 位 置 ：GX= － 0.7375m，
GY=0.019m，GZ=1.516m ；
当齿轮箱拆离下架后，GX′= － 1.2193m，GY′=0.021m，
GZ′=1.5421m。

Technology | 技术

从数据看出，整个叶轮和机舱的重心位置在 X 方向变
化最大，但仍处在塔筒顶部直径范围内（塔筒顶部直径为

保证齿轮箱后端有足够的空间位置，即 L2 ≥ L1，以便于实
施主轴与齿轮箱的分离措施。
（二）当齿轮箱后移时，需拆卸齿轮箱两侧弹性支承

Φ2900mm 左右）。
其产生的倾覆力矩 ：

座与机架连接螺栓，用吊车把齿轮箱吊起，起吊高度约为

M=17×1000×9.8×(1.2193 － 0.7375)=81.9KNM（ 齿 轮

9mm，避免弹性支承座与机架之间产生干涉，以利于分离

箱重量约 17t）。

措施的实施。在采取这项措施之前，须对主轴轴承受影响

对 于 70m 塔 筒 机 组， 经 计 算 极 限 工 况 下 塔 顶 处
MY=4052.7KNM>M（其它高度的机组该极限载荷值接近）。

程度进行评估。
主轴轴承是采用的是双列调心滚子轴承，它可承受较

由于重心发生变化引起的静载荷倾覆力矩远小于极限工况

大的径向载荷，同时也能承受一定的轴向载荷。该类轴承

载荷，对机组影响甚微。

外圈滚道是球面形，故具有调心的能力，当轴系受到弯曲
或倾斜力而使内圈中心线与外圈中心线相对倾斜在 1°－

现场拆装可行性分析

2.5°之内时，主轴轴承仍能正常工作。如图 4 所示各部的
支承点及距离计算。

一、 拆装需考虑的要点
（一）主轴不动，齿轮箱脱离，需考虑机舱内后移空间，
主轴与齿轮箱连接是靠锁紧套，如图 3 所示。
因齿轮箱后移受到机架空间的限制，所以必须拆除后
端的滑环、润滑泵及电机、滤油器、加热器、甚至部分端盖，

主轴倾斜角度 а=arctg(9/2470)≈0.2°，主轴轴承不会受
到影响。
二、拆装需要设计专用工装
（一）在齿轮箱分离过程中，虽锁紧套螺栓已松开，但
叶轮部位稍重，齿轮箱前端主轴存在向上的力，会导致脱
离困难，因此需要专用工装固定主轴。另外，该工装更大
的作用是避免叶轮倾翻危险，由于以上的原因，在工装的
结构、装卡位置设计时，需对工装、机架、连接螺栓的强
度进行校核。
（二）锁紧套将齿轮箱行星架连接在主轴上，在机组
运行一段时间后，行星架可能产生部分变形，以及初始装
配等原因，可能会造成与主轴分离困难。这时需要专用顶
开工装来施加顶开力量。选择 100t 双杠同步式液压千斤顶，
两侧同时施加力量。

专用工装设计
一、主轴压紧工装
图2 塔顶坐标系

（一）结构设计
如图 5 所示，以机舱内机架、主轴结构、空间位置、
千斤顶的安放等综合考虑来设计专用固定工装，工装安装
中心位置距离前端轴承支撑中心点 L 最小 1.4m，最大 1.9m，
按 1.68m（如图 4 所示）设计。
结构如图 6。
工装圆弧部分与主轴仿形，接触受力，叶轮的倾翻力
矩通过 12 颗螺栓与卡在机架上的基座联结，通过基座传递
到机架上。
（二）工装强度计算分析

图3 齿轮箱与相关部件装配关系

1.5MW 系列风电机组，叶轮质量最大约 34.61t，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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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1.3 倍的安全系数，则在专用工具处需加载的最大
向下压力为 410.4kN。
建立该夹具的三维几何模型，如下图 7。
施加载荷进行计算，结果如图 8。
如图 8 的应力分析图显示，最大应力 41.8MPa，在底
板与机架接触的部位，小于主体结构材料 Q235 － B 的屈
服强度，主体结构安全。
最大变形 0.108mm，在夹具与主轴接触的两侧，变
形较小。
图4 传动链支撑点示意图

二、分离齿轮箱工装
顶开齿轮箱，着力点一端设在主轴轴承内圈固定的锁
紧背冒上，另一端设在行星架端面。由于两点之间安装有
前后可浮动的压紧工装，所以传力必须通过压紧工装、液
压千斤顶才能对行星架施加顶开力量。结构设计如图 9 所示。
工装采用 100mm 厚钢板，材质 Q235 － B，作为两
端支撑板，并设计成半圆弧，增加接触面积，直接安放于
主轴上，不需用吊车。中间长支撑采用 Φ133×20 无缝钢
管承受压缩力量，材质 Q235 － B，根据空间结构设计工
装长度。100t 双杠同步式液压千斤顶通过两个 U 型板紧靠
压紧工装和齿轮箱行星架端面，增加接触面积，保证工装、
齿轮箱行星架受力均布和平稳。经过强度校核，均能满足

图5 压紧工装位置设计

使用要求。
施工时，缓慢加压千斤顶，顶紧后使用游标卡尺测量
工装侧 U 型板与行星架侧 U 型板的间距，确保间距相等，
受力均衡。

更换工艺流程
1 准备工作 ：如吊车、工装、工具准备齐全 ；
2 拆离机舱罩壳上半 ；
3 利用固定工装压住主轴 ；
4 拆卸齿轮箱后端会与机架发生干涉的部套 ：如齿轮
箱加热器、油泵电机、散热风扇电机供电电源、齿轮箱滤
油器、散热器、端盖等 ；
图6 压紧工装结构图

5 松开锁紧套螺钉，释放收缩盘的内、外环紧力 ；
6 拆卸齿轮箱两侧弹性支承座与机架连接螺栓，并用
吊车吊起齿轮箱，吊起的距离约 9mm，以避免弹性支承座

心距主轴承中心 1.67m。1.5MW 主轴重量 7.15t，重心距
主轴承中心 0.515m。
专 用 工 具 中 心 距 主 轴 承 中 心 1.68m， 因 此 为
达 到 平 衡， 在 竖 直 方 向 加 载 的 力 为 (34.61*1.677.15*0.515)/1.68=32.21t，即 315.7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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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机架干涉和方便脱离齿轮箱 ：
7 利用工装使齿轮箱与主轴分离 ；
8 利用手拉葫芦平衡、移位，吊下旧齿轮箱 ；
9 吊装新齿轮箱，套进主轴时，利用手拉葫芦工具、
机架上的吊耳进行移动齿轮箱 ；

Technology | 技术

图7 压紧工装三位模型

图9 工装结构图

效果良好。
上述的分离装置也可在地面上使用，例如 ：齿轮箱更
换或主轴系更换，在分离齿轮箱和主轴时不需要主轴压紧
装置，只需将分离装置的无缝钢管部分设计加长即可。
图8 应力分析图

结论
10 按要求装配锁紧套，复装其它部件 ；
11 起机前的各部检查、起机试验。

通过可行性的分析、工装强度校核，以及多次的现场
实践证明：上述方案不仅可行，而且安全可靠、节约了成本，
大大缩短了齿轮箱的更换时间，为风电场更换齿轮箱部件

应用

以及主轴系提供了良好的方案，具有极高社会效益和经济
价值。

经过多个风电场的现场实践，在机舱内更换齿轮箱， （作者单位 ：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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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机组气动不平衡分析及诊断
文 | 王千，董礼，于迟，苏宝定，程庆阳

风轮是风电机组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将空气的动
能转化为旋转的机械能，它是风电机组的动力之源。风电
机组的大部分载荷也是由风轮传递过来的，风轮一般由几
组叶片组成，目前主流机型基本采用 3 叶片型式风轮。
目前风电机组叶片的故障也越来越多，叶片的故障将
直接影响机组转化风能的效率，同时使机组产生额外载荷
或者载荷失衡。所以叶片故障不但会影响自身的动力性能
同时会给风电机组其他部件产生较大的损伤，如对变桨系
统的损伤、对主轴承的损伤、对偏航系统的损伤等。
叶片在实际运行中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运行时
间较长的叶片内部配重块脱落 ；叶片开裂或者雷击造成损
伤 ；现场吊装叶片时，叶片安装角错误 ；叶片出厂时零位
线标记错误 ；随着变桨系统的累计误差，3 个叶片出现桨距
图1 叶片截面受力示意图

角差异过大。
叶片存在上述故障的直接表现就是造成叶片的质量不
平衡和气动不平衡，目前质量不平衡故障利用常规的诊断
方式可快速进行诊断进行重新配重，但是气动不平衡故障
前期不容易被发现，采用常规的诊断方法很难诊断叶片是
质量不平衡还是气动不平衡。

机组不平衡分析
首先分析叶片的受力，如下图 1 所示截取叶片的一个
弦面，当该截面以旋转速度 u 运行，外界风速 v 时，叶片
将受到一个合成气流 w 的作用，合成气流的大小 w。
w=

v2 + u2

当叶片受到合成气流 w 时，叶片将产生一个垂直叶片

图2 风轮受力示意图

弦线的气动力 F，气动力 F 沿着合成风速 w 方向分解为升
力 Fl，阻力 Fd，Fl 升力分解为平行于旋转平面的力 Fu 和

由于 3 个叶片在旋转平面内互 120°，所以轴向力在 XZ 平

垂直于旋转平面的 Fa，Fu 将产生旋转力矩推动风轮旋转，

面内时产生力矩也相同，正常运行的风电机组应该处于此

Fa 则作用风轮上产生轴向推力。

状态。当 3 个叶片的气动性能不同时，3 个轴向力在 XZ 平

不考虑湍流、风切变等影响，正常情况下风轮受力如
下图 2 所示，主要为 3 个叶片的径向力 Fu，和轴向力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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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内将产生额外力矩，同时在旋转平面 XY 内造成冲击，使
风电机组出现上下点头和左右摇摆的现象，这种运动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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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轴向载荷随风轮转动发生规律性冲击。正常运行机组

图如图 4 所示，从浮动主轴承水平位置所测数据时域波形

受塔影效应影响，同样从图 2 所示的风轮受力图中可以看出， 中可以看出主轴承存在明显冲击，而频谱图中主要主轴转
当叶片发生质量不平衡时，由于质量引起的惯性力只会在

频 0.29Hz 和塔筒 1 阶固有频率 0.48Hz 为主要振动。为了

旋转平面 XY 内造成冲击，不会影响对风轮轴向造成影响， 进一步分析低频振动对加速度信号进行积分，积分后速度
或者影响很小。

谱图如图 5 所示。从速度谱可以明显看出主轴承的主要振

通过叶片和风轮的受力分析，可看出叶片的质量不平
衡和气动不平衡都会造成旋转平面的振动冲击，但是只有
气动不平衡会造成风轮出现轴向冲击。所以本方法采用同
步采集风电机组主轴承径向振动和轴向振动的方法，通过
分析轴向和径向振动的 1 倍转频振动幅值及幅值和叶片通
过频率的关系从而区分叶片的质量不平衡和气动不平衡。
当叶片出现质量不平衡时主轴承径向会出现较大的 1
倍频转频冲击，但是轴向冲击较小 ；当叶片出现气动不平
衡时主轴承在径向和轴向都会出现较大的 1 倍频冲击，而

表1 传感器类型及采样频率
测点位置

传感器类型

采样频率

浮动主轴承径向水平方向 低频传感器（0.1-2000Hz） 256 Hz
浮动主轴承径向垂直方向 低频传感器（0.1-2000Hz） 256 Hz
推力主轴承径向水平方向 低频传感器（0.1-2000Hz） 256 Hz
推力主轴承轴向方向

低频传感器（0.1-2000Hz） 256 Hz

且径向和轴向 1 倍频冲击都明显大于叶片通过频率 3 倍频
冲击。

案例实测分析
某 1.5MW 型变桨距双馈风电机组，12m/s 风速以上
运行时能明显听见偏航轴承位置处有异响，检查偏航制动
器、液压系统、偏航轴承后故障均未解决，怀疑机组可能
有载荷失衡原因，随按本方法进行布点测试。
安装有 3 个叶片的风轮通过 2 个主轴承支撑在机架上，
为了分析风轮的振动情况在 2 个主轴承的 4 个方向安装低
频加速度传感器 . 传感器类型见表 1，安装位置如图 3 所示。
对该机组在 10min 平均风速约 15m/s 的风速下进行振
动测试，测试时主轴转速 17.4r/min，振动时域波形和频谱

图3 传感器安装位置

摄影：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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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浮动主轴承
水平方向
（加速度频谱）

图5 浮动主轴承
水平方向
（速度频谱）

图6 推力主轴承
轴向
（速度频谱）

动为转频和塔筒固有振动。正常风电机组的转频及 1 倍频
应该比 3 倍频低，1 倍频较大。

结论

对该机组推力轴承轴向振动数据进行分析，推力轴承

通过对叶片及风轮进行受力分析，在受力分析的基础

轴向振动时域波形和频谱图如图 5 和图 6 所示，谱图中可

上采用同步采集机组径向和轴向振动的方式能有效分析机

以明显看出轴承轴向存在 1 倍频冲击，且 1 倍频冲击远大

组的质量不平衡故障和气动不平衡故障。质量不平衡故障

于叶片通过频率。

主要表现在旋转平面内的转频冲击，但是轴向冲击较小 ；

叶片专业设计人员进行检查，发现某一支叶片零位标

气动不平衡主轴承在径向和轴向都会出现较大的 1 倍频冲

记错误一个螺栓位置和正确零位相差 6.6°，导致实际的 3

击，而且径向和轴向 1 倍频冲击都明显大于叶片通过频率 3

个叶片实际桨距角相差 6.6°，桨距角的差异导致机组出现

倍频冲击。

气动不平衡。调整叶片角度后机组运行正常。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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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 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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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滑油检测综合分析诊断设备机械状态
文 | 李彬，韩东伟，朱鑫鑫，刘月茹

近年来，随着风电行业运维技术不断成熟，润滑油检
测技术已被风电行业认可。多数风电场能够定期进行风电
机组齿轮箱润滑油检测。
由于风电机组润滑油取样受多种因素影响，取样后

三、水分
石油产品中含有水分时，会加速油品的氧化和生胶引
起容器和机械的腐蚀。水分对金属的腐蚀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水分能直接引起金属的腐蚀 ；另一方面是某些含

的检测数据能否真实的体现润滑油和风电机组运行状态，

硫及酸性腐蚀性物质能溶解到水中，加速对金属的腐蚀作

如何理解常规检测的结果运用在风电机组机械状态分析

用。油品中如存在游离水，则对金属的危害很大 ；润滑油

中 ；能否用简单的等级或者数字，让运维人员更为直观

中含水时，能促使润滑油乳化，破坏润滑油油膜，使润滑

的判断润滑油的使用情况及风电机组的机械状态，不受

油的性能变化。还会使润滑油中加入的添加剂发生降解而

个人润滑油检测分析能力的影响，这些都需要通过一种

失去效用。

方法来规避因取样造成的非润滑油自身机械状态的因素

四、污染度等级

来达到。

油液污染度是指单位体积油液中固体颗粒污染物的
含量，及油液中固体颗粒污染度的浓度。油液污染度是评

目前常使用的润滑油检测参数

定油液污染程度的重要指标，而颗粒污染物对元件和系统
的危害作用与其颗粒尺寸分布及数量密切相关，因而随着

一、黏度

颗粒计数技术的发展，目前已普遍采用颗粒污染度的表示

黏度是流体流动时内摩擦力的量度。常用于衡量油品

方法。为了定量评定油液污染程度，世界各主要工业国都

在特定温度下抵抗流动的能力。黏度明显升高或降低，都

制定有各自的油液污染度等级，近年来已趋向于采用统一

能直接或间接表明油品的品质有劣化，如被污染、油品变

的国际标准。下面介绍美国 NAS 1638 油液污染物等级和

质等方面的可能性，是油品的重要理化指标和劣化的重要

ISO 4406 油液污染度等级国际标准。

报警指标 ；并且可以通过黏度判断用油的正确性。适当的

对于液压系统，污染颗粒将加剧相关元件的磨损 ；对

黏度可以保证在弹性流体动压润滑状态下形成足够厚的油

于轴承与齿轮系统，污染颗粒将加剧轴承与齿轮部件的磨

膜，使齿轮具有足够的承载能力，降低齿面磨损。黏度过低，

损 ；对于设备用油，污染颗粒将加剧油品的氧化变质。

油膜薄，无法保证对设备良好润滑 ；黏度过高，流动缓慢
的特点导致润滑油不能及时补充到摩擦表面形成润滑油膜，

部分在用润滑油性能要求缺少国家标准

因而会使机件较长时间处于干摩擦和半干摩擦状态，从而
促使机件磨损增加，同时增加设备能量损耗。

润滑油是为机械设备服务的，使用中的润滑油质量标

二、元素分析

准，是判断在用油使用寿命、决定是否对使用中的润滑油

元素分析是通过原子发射光谱或 X 荧光光谱、等离子

进行更换和预报设备故障的依据。而对在用润滑油的质量

光谱等同时测出几十个金属元素在润滑油中的含量，也可测

评价，却缺少科学的国家标准。很多润滑油生产厂家有自

磷、硫等非金属含量。通过元素分析可以分析如下情况 ：

己的一套评价标准，但是它只是针对润滑油的质量，没有

磨损金属 ：根据磨损金属的成分和含量趋势，判断设
备有关部件的磨损情况 ；

112

将设备的运行情况与润滑油质量相结合。不同类型的机械
设备润滑特点不同，运行状态不同，故而在用润滑油质量

污染元素 ：判断油品污染程度和原因 ；

评价标准不同。对于刚刚兴起的风电行业没有相关的在用

添加剂元素 ：判断设备在用油添加剂损耗度。

润滑油的质量评判标准和依据，也没有太多其他的行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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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参考。对于润滑油中参数偏离特征值的变化率等都是在
不断的摸索探求。

长期监测风电机组润滑油相关参数的变化趋势
为研究润滑油在齿轮箱中的变化规律，对 8 台风电机
组齿轮箱润滑油进行长达 20 个月的检测。检测参数的数据
会因为取样位置、停机时间、油液温度等多个原因会出现
不稳定。
一、黏度变化趋势

图1 8台风电机组齿轮箱润滑油40℃黏度变化趋势图

根据追踪检测，发现常规检测参数运动黏度变化范
围并不大，具体变化趋势如图 1。润滑油典型黏度数据为
335cSt，根据 L － CKC 工业闭式齿轮油换油指标（SH/
t0586 － 2010） 中 提 出 黏 度 变 化 率 指 标 规 定 为“ 超 过
±15%”，其正常范围是 285 cSt － 385 cSt。可以观察到
所有检测样品除一组数据外，其余数据均落在指标规定范
围内。也就是说单从黏度变化趋势来看，这八台设备的润
滑油是落在正常范围内的。
二、铁元素含量分析
根据光谱分析得出的检测数据，铁元素的变化趋势如
图 2 和图 3。根据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定期检测设备铁元素变
化趋势中有两台风电机组齿轮箱润滑油变化较为明显。根

图2 8台风电机组齿轮箱润滑油铁元素变化趋势图

据国外机械磨损界限中提到传动轴系统铁元素允许界限为
50 mg/L － 200mg/L。根据国外机械磨损界限，仅一台风
电机组齿轮箱润滑油超出要求。该台风电机组齿轮箱损坏
返厂维修，拆开齿轮箱后发现齿面存在大面积的磨损。另
一台风电机组齿轮箱润滑油虽然按照磨损界限判断属于正
常范围，但是其变化曲率偏大，也就是说磨损属于一种非
正常磨损状态。而仅从检测数据落在范围看，样品是正常的。

综合检测分析数据在风电机组运行管理中的
运用
仅从上两个数据分析来看，按照单一的检测结果来判

图3 8台风电机组齿轮箱润滑油铁元素变化趋势图

断润滑油的品质和风电机组运行情况有可能会出现偏差。
根据检测项目，将所涉及的检测数据通过数学变换结合检
测极限数据综合汇总为综合检测数据值，并将综合检测数

紫色和红色。下面两个实例是上文中提到的 8 台风电机组

据分为五个等级，根据综合检测数据所在等级判断润滑油

中的两台。根据两台风电机组齿轮箱润滑油的检测数据计

及设备的健康状况。五个等级分别是：正常，警告，低报警，

算综合检测数据，具体分析如下。

高报警和危险，用不同的颜色表示分别是绿色、蓝色、黄色、

例 1（见图 4）：该机组润滑油在 13 年 5 月的检测数
201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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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X1风电机组齿轮箱润滑油组综合检测数据变化趋势图

图5 X2风电机组齿轮箱润滑油综合检测数据变化趋势图

据与前期检测数据出现较大差异，并在之后的追踪检测过

表1 X2风电机组齿轮箱润滑油部分检测数据

程中，虽然有回落的数据，但是整体趋势是呈上升趋势的。

检测项目

污染度

综合检测
数据

242.9

22/22/21

37.48

19.6

145.0

23/22/20

9.38

106.0

207.7

22/22/21

32.56

铁质指数 铁元素

14 年 4 月风电场进行了相关设备的维护，5 月的检测数据

时间

出现回落，但后续又开始上升，需要继续观察两个月，判

更换滤芯前样品

116.5

断是因样品采样位置等不同原因造成的数据变化，还是风

更换滤芯后 15 天样品
更换滤芯后 30 天样品

电场设备维护时给予的对策并未直接找到根源，才造成数
据短时回落后上升。
例 2 ：X2 风电机组与 2012 年 12 月取检样品后更换滤
芯（滤芯精度 20μm），并分别在更换滤芯 15 天后、30 天

场各种问题未能及时做出相应的对策。在做完第 10 个月检

后齿轮箱润滑油取样检测，部分检测数据如表 1。

测后不久出现风电机组齿轮箱损坏的故障，必须返厂维修。

从表 1 中看出数据在刚更换后有回落，但是随着时间
推移数据又开始上升。从数据的变化趋势看，造成数据上

结语

升的情况有一下二种可能，第一，滤芯的精度不够，导致
污染度等级无明显变化 ；第二，推断该设备摩擦副之间已

本文提出的将风电机组润滑油检测数据通过数学关系

经存在非正常磨损，仅通过更换一次滤芯无法有效改变其

等因素换算后，成为一个简单的指标，并按照数据的大小

润滑效果及减少非正常磨损情况的发生几率。其综合检测

判断其设备等级。这样的方法对于没有明确在用润滑油质

数据变化趋势如图 5。

量标准的情况下，更加方便风电场运行人员对润滑油及风

X2 风电机组齿轮箱润滑油连续跟踪 10 个月，综合检
测一直成上升的趋势，且检测数据后期连续 5 个月超出危险
值并呈现出上升状态。多次告知风电场需要检修，但因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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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组状态进行判断。对运维人员在润滑油检测分析方面
的技术能力要求不高，更方便对润滑油性能进行判断。
（作者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风能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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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差式异步发电机无功补偿系统技术改造
文 | 杨厚继

滑差式异步风电机组通过控制转子电阻、电流调节

（SVC）进行无功补偿。

发电机输出功率，但不允许无功功率控制。此类发电机一

风电机组在发电机出口安装了一套无功补偿装置，补

般在其出口或母线上安装并联电容器组或静止无功补偿器

偿装置由四组电容器组成，每组电容器补偿装置由电容保

（SVC）进行无功补偿，但发电机的无功补偿装置往往因为

险、接触器、电容器和放电绕组组成，电容器通过接触器

设计存在缺陷，需要进行技术改造保证风电机组安全、稳
定的运行。

吸合进行投切。如图 2 所示。
从右至左，第一、二组并有三个电容，第三、四组并

滑差式异步发电机 RCC 控制原理
红海湾风电场地处南海之滨，装有 660kW 风电机组
25 台，风电机组采用滑差式异步发电机，发电机出口安装
了一套共 4 组电容器补偿装置，对电网进行无功补偿。
滑差可调绕线异步发电机在转子上外接了一个可变电
阻，通过转子电流的测量值与给定参考电流，计算可变电
阻的大小，并通过脉宽调制来控制绝缘栅极双击性晶体管
的导通和开断来调整转子外接电阻的大小，从而控制转子
电流。为了调节转子电流进而控制发电机的输出功率，外
接转子电阻可在零至最大值之间变化，使发电机在滑差率
在 1% 到 10% 之间变化。

图1 滑差式异步发电机控制原理图

当风速超过额定风速，风速不断变化时，叶轮转速和
异步发电机的转速也在变化，为保持输出功率额定，异步
发电机的滑差也相应变化，通过改变转子外接电阻，从而
改变发电机的转子电阻，来跟随发电机滑差变化，当发电
机转速增加时，外接的可变电阻值增大 ；反之，当发电机
的转速降低时，外接的可变电阻减小。滑差式异步发电机
控制原理图如图 1 所示。

无功补偿装置控制策略
滑差式异步发电机不同于双馈异步发电机，在输出有
功功率的同时，还必须从电网吸收滞后的无功功率，无功
吸取如果不经过补偿直接并网，对电网形成污染，妨碍有
功功率的输出，而且还会造成线损增加，所以异步发电机
需在其出口或母线上安装并联电容器组或静止无功补偿器
116

风能 Wind Energy

图2 电容器组

Technology | 技术

有两个电容。第一、二组的补偿容量为 75KVAr，第三、

风速在 6m/s 左右，而风电机组并网风速是 5m/s，所以在

四组的补偿容量为 50KVAr。一般来说电容器的投切顺序

风电机组并网发电时第一组电容器投切频繁。风速是经常

与电容器的分组方式和补偿容量有关，当补偿容量相同时，

变化的，当风速在并网风速和额定风速之间时，无功补偿

一般按顺序循环投切电容器组，即先投先切，后投后切，

装置会根据风电机组输出功率的大小，投切电容器组保证

这样使每组电容器投入补偿运行大致相同 ；当补偿电容器

功率因数在正常范围。电容器频繁投切时，来电的电压极

每组容量不一样时，则需根据补偿无功的大小，组合投

性正好与电容组残留电荷极性相反，会产生很大电流，容

入。风电机组无功补偿装置有 50 KVAr 、75 KVAr 、100

易造成电容器损坏。

KVAr、125 KVAr、150 KVAr、175 KVAr、200 KVAr、

（二）空间封闭、运行温度高。无功补偿装置位于风电

250 KVAr 八种组合方式，但风电机组发电受风速影响，在

机组控制柜内、空间狭小且封闭，没有散热系统，空气不

大于切入风速（5m/s）且小于切除风速的情况下，输出的

流通，电气设备产生的热量无法排除，况且风电场地处南方，

有功功率不断变化，这要求无功补偿装置也不断的投切来

温度较高，特别在夏季，天气炎热，柜内最高温度可达 50 度，

补偿无功功率，但频繁投切对控制系统要求较高，对电容

严重影响了电容器的使用寿命。

器损害较大，在实际运行中，风电机组无功补偿装置只有

二、电容器爆炸原因及分析

投第一组（75 KVAr），投第一、二组（150 KVAr），投前

（ 一 ） 受 电 网 谐 波 的 影 响 ：无 功 补 偿 装 置 选 用 的 是

三组（200 KVAr），四组全投（250 KVAr）四种无功补偿

EPCOS 电容，这种电容器没有调节谐波的电抗器，无法

方式，即从右至左依次投切。

起到调谐滤波补偿作用，当电网出现高次谐波时，其产生
的过电压很容易击穿电容器，如果持续的时间比较长的话，

并联电容器补偿装置运行状况

过电流产生大量的热量极易造成电容器爆炸。
（二）鼓肚和内部游离 ：电容器运行时内部产生电晕、

红海湾风电场自 2003 年投产至今已有十年，通过统计，

击穿放电和严重游离，在过电压的作用下，使元件起始游离

每年电容器损坏 50 个左右，相当于每台风电机组年损坏电

电压降低到工作电场强度之下，由此引起物理、化学、电

容器 2 个，虽然损坏两个电容器不会对无功补偿造成太大

气效应，使绝缘加速老化、分解，产生气体，形成恶性循环，

的影响，风电机组也不会报故障停机，但是故障电容器继

使电容器外壁压力增大，造成箱壁外鼓以至爆炸。

续投入运行损坏会越来越严重，甚至会出现极板击穿而爆

（三）带电荷合闸引起电容器爆炸 ：任何额定电压的电

炸的现象，所以在巡视或专项检查时都会及时更换损坏的

容器组均禁止带电合闸。电容器组每次重新合闸，必须在

电容器，一年更换电容器的费用在 8 万元左右。

开关断开的情况下将电容器放电 1min 后才能进行，否则合

2010 年 11 月，一风电机组电容器爆炸起火，造成两

闸瞬间的电压极性可能与电容器上残留电荷的极性相反而

组电容器以及接触器和保险烧坏，电容器爆炸起火没造成

引起爆炸。为此，一般规定容量在 160kvar 以上的电容器组，

其他电器设备损坏，但烧坏了两组电容器补偿装置，故障

应装设无压时自动跳闸装置，并规定电容器组的开关不允

停机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许装设自动重合闸。

2011 年 4 月，一风电机组无通讯，运行人员检查发现
风电机组底部控制柜正在燃烧，运行人员及时做好安全措

电容器组无功补偿装置缺陷改造以及防范措施

施，扑灭火源，但整个控制柜包括无功补偿装置都被烧毁。
通过事故分析，发现起火原因是电容器投入时，电容器极
板被击穿而发生爆炸，导致整个控制柜烧坏。

电容器频繁损坏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两起电容器
爆炸事故，不仅造成无功补偿装置损坏，同时还造成了其
他电气部件损坏，甚至整个风电机组控制柜都被烧坏。两

电容器频繁损坏和爆炸的原因及分析

起事故虽然是因为电容器爆炸引起，但无功补偿装置设计
上存在的缺陷也是造成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

一、电容器频繁损坏的原因及分析
（一）电容器投切频繁，风电场地处南海之滨，年平均

（1）根据无功补偿电容器的安装尺寸，我们设计制作
一套独立的电容柜，将电容器从控制柜搬移出来，彻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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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贾泽方

控制柜元件隔开。这样即使再发生电容器爆炸着火的情况，

（2）安装一套散热系统。散热系统安装在独立的电容

也只是损失几个电容器，不会造成其他电气部件的损坏。

器柜内，当温度超过 30 度时，风扇在继电器的控制下启动，

改造前电容柜和改造后电容柜如图 3 和图 4 所示。

保证柜内温度较低，空气流通，为电容器运行提供良好的
环境。
（3）增加动力电缆防火隔断阻燃装置。在风电机组塔
筒底部的动力电缆进出线中间，增加一套防火隔断阻燃装
置，采用不锈钢材料作装置壳体，将防火阻燃材料填充于
装置内部，形成一个阻燃包体。一旦因为电容器爆炸着火
或者其他原因着火时，阻燃装置会截断火源，防止火情继
续蔓延，有效的保护其他电器元件。
（4）加强风电机组运行监控工作。加强对风电机组电流、
电压、功率因数等参数的监控，及时发现电容器损坏造成
电流不平衡的现象，及时通知检修人员更换电容器，保证
风电机组安全稳定运行。

图3 改造前电容柜

（5）加强电容器组巡视工作。电容器出现漏油、鼓肚
现象等现象，基本可以判断电容器已经损坏，如果出现保
护熔断器未熔断，接触器在吸合的情况下，“带病”运行的
电容器极易以防爆炸，造成更大的损失，所以运行检修人
员应加强巡视，及时发现隐患，防止事故发生，特别是夏
季，电容器投切更频繁，应增加巡视次数，天气异常情况下，
增加特别巡视。

结语
无功补偿装置改造后，电容器损坏数量明显减少，也
未发生电容器爆炸的事故，显然对电容器无功补偿装置的
改造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为风电场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更重要的是使风电机组运行更安全、可靠。
图4 改造后电容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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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 ：神华国华（陆丰）风电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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