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The Editor 卷首语

中东部是“十三五”风电
发展的重心

文 | 秦海岩

“建设大基地、融入大电网”的开发战略在 2007 年被提出后，对我国风电发展影响深远，成就有目共睹。
从价值层面看，一方面，它支持了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坚定了风电发展信心，
“十二五”风电发展目标的
实现促进了我国能源结构调整，也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解决了就业和民生问题 ；另一方面，市场规模效应促
进了产业链不断完善，提高了设备技术水平，降低了开发成本，同时，通过大规模市场的拉动，一个领先全球
的战略新兴产业初步形成。
然而，在发展过程中，大基地模式也遭遇了“成长的烦恼”
。其中，风电的并网消纳问题已成为制约产业可
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2015 年，全国弃风限电超过 330 亿千瓦时，平均弃风率达到 15%，2016 年第一季度弃风
超过 190 亿千瓦时，弃风率升至 26%，呈愈演愈烈之势。弃风限电核心原因是不符合时代发展的电力体制机制，
彻底解决需要时日。西部开发规模和速度必将受到制约。因此，要保障我国风电业在“十三五”继续实现可持
续发展，保证 2500 万千瓦左右的年度增长规模，兑现气候变化减排承诺，必须优化产业布局、加大中东部地区
开发力度。
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具有分布广、密度低的特性，更适合就地开发，就近利用。在处于负荷中心的中东部及
南方地区大规模开发风电项目更符合可再生能源的禀赋。之前，行业普遍认为，风速低于 6 米 / 秒的资源区不
具备经济开发价值。但是，通过“十二五”期间的技术创新，叶轮直径的加大、翼型效率的提升、控制策略的
智能化以及微观选址的精细化等，提高了机组的整体发电效率，使低风速资源区也具备了经济开发价值。目前，
年平均风速 5 米 / 秒的风电场，年等效满负荷利用小时数也可以达到 2000 左右。江苏临海风电场 2015 年年均风
速 4.89 米 / 秒，
但年发电利用小时数超过 2300。安徽来安风电场、
湖北桃花山风电场等众多位于中东部的风电场，
都只有每秒 5 米多的风速，但年发电利用小时数都能达到 2000 以上。据气象局最新评估结果，中东部和南部地
区风速在 5 米 / 秒以上达到经济开发价值的风资源技术可开发量接近 9 亿千瓦，足可以满足未来的开发需求。
“十三五”风电开发重心向中东部转移，已经万事俱备。正在制定中的国家“十三五”风电发展规划，应着
重明确推进“中东部”开发战略，在开发管理的体制机制上大胆创新，出台支持中东部风电开发的具体政策措施，
比如进一步简政放权，简化或取消核准程序要求。风电开发企业，一是开发布局要进行战略调整 ；二是中东部
地区地形和风况更为复杂，对风电场设计选址等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企业要有充分的技术准备 ；三是改变
原有按照机型进行招标采购的方式，应该针对具体场址招标“整体解决方案”
。整机制造企业，不仅仅能够组装
风电机组，而且要能够根据不同场址条件设计机组，从卖设备到卖服务转变。未来的竞争不仅是制造能力的竞争，
更是综合技术能力的竞争，只有技术过硬、创新能力强的企业才能生存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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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以其独特的优势成为了缓解

个点，塔塔相连就是一个空间，除了为风

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其在产业走向

农村用能短缺问题的主要途径。从世界

电场贡献一生的价值，测风塔还能记录周

成熟的过程中及时建立起相应的监测体

风能协会的此次调研中，不仅可以了解

围植被、地形的变化等等，至少 20 年的

系，这也值得正在大力发展海上风电的

到非洲大陆分布式农村电气化概况，也

生命周期中足够干成一件大事啊！

各国学习，对于中国而言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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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建设的一个新的切入点，对改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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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一项工作。

村生态环境、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保障
农民增收致富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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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2 日，国家能源局下发《关于征求建
立燃煤火电机组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考核制

国家能源局要求
建立燃煤火电机
组承担非水可再
生能源发电配额
机制

国务院决定实施
《装备制造业标
准化和质量提升
规划》

甘肃、内蒙古、
吉林可再生能源
就近消纳试点方
案获批

此外，文件对燃煤火电机组实现非水可再生

实行非水可再生能源的配额考核机制。文件提

能源发电配额的方式和途径进行了明确 ：燃煤发

出，各燃煤火电机组均应承担可再生能源发电的

电企业可以通过自建非水电可再生能源项目或购

配额责任，2020 年，国内所有火电企业所承担

买可再生能源电力绿色证书的方式，完成配额考

的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配额，需占火电发电量

核指标。

的 15% 以上。具体事项由能源主管部门根据能

4 月 6 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装备制

坚持标准引领，建设制造强国，是结构性改革尤

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
，要求对接《中国制

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有利于改善

造 2025》
，瞄准国际先进水平，实施工业基础和

供给、扩大需求，促进产品产业迈向中高端。李

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标准化和质量提升工程，加

克强总理在会上明确，
“ 标准和产品质量紧密相

快关键技术标准研制，推动重点领域标准化实现

连，我们要制造高质量的产品，建设制造强国，

新突破，并适应创新进展和市场需求及时更新标

必须有先进的标准作为支撑。反过来，我们推进

准，力争到 2020 年使重点领域国际标准转化率

装备制造业标准化的目的，也是为了提升产品质

从目前的 70% 以上提高到 90% 以上。会议认为，

量，拓展国内国际市场。
”

4 月 5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发《关于同意

目标顺利实现。在实施过程中积极推进市场化进

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吉林省开展可再生能源

程，探索建立完善辅助服务机制促进可再生能源

就近消纳试点方案的复函》
（发改办运行〔2016〕

消纳。同时，也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过程控制，

863 号）
，同意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吉林省

并积极做好与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可再生能源监

开展可再生能源就近消纳试点，要求试点地区在

管工作的有效衔接。对于涉及方面广、协调难度

落实各项工作措施时，准确把握可再生能源就近

大的任务事项，及时报告，必要时国家发展改革

消纳试点的外延和内涵，既要把握好中长期目

委商有关部门予以协调解决，保障试点各项工作

标，也要认真做好年度工作安排，确保“十三五”

顺利实施。

领域积极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通知》
（国能法改〔2016〕96 号），旨在鼓励和引导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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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能源领域公共服务水平，满足人民群众对能
源安全、可靠、清洁供应的要求。
《通知》称，对可再生能源及分布式光伏发

会资本投资能源领域，引入社会资本创新机制，

电、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及供热、农村电网改造升

提高供给效率。《通知》提出，在能源领域积极

级、光伏扶贫、页岩气开发、煤层气抽采利用等

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通过运

PPP 项目，符合财政投资补贴条件的，各级能源

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改革创新能源领域

主管部门应积极探索机制创新和政策创新，鼓励

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拓宽投融资渠道，充分调动

财政补贴向上述 PPP 项目倾斜。

社会资本参与能源领域项目建设的积极性，有效

8

落实考核指标。

度有关要求通知意见的函》，将对火电机组强制

3 月 31 日，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在能源

国家能源局鼓励
财政补贴向可再
生能源等PPP项
目倾斜

源生产和消费统计情况滚动调整，并按年度分解

Direction | 风向

数
3 月 24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可再生能源发

据

电全额保障性收购管理办法》
（发改能源〔2016〕625
号），旨在通过切实可行的制度安排，彻底解决现实中
阻碍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健康发展的瓶颈问题。
《办法》适用于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能
发电、地热能发电、海洋能发电等非水可再生能源。《办

《可再生能源发电
全额保障性收购管
理办法》印发

法》指出，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项目年发电量分为保障

552 亿千瓦时
一季度，全国风电上网电量 552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21％ ；风电弃风电量 192 亿千
瓦时，同比增加 85 亿千瓦时 ；平均弃风
率 26％，同比上升 7 个百分点。

性收购电量部分和市场交易电量部分。其中，保障性收
购电量部分通过优先安排年度发电计划、与电网公司签
订优先发电合同（实物合同或差价合同）保障全额按标
杆上网电价收购 ；市场交易电量部分由可再生能源发电
企业通过参与市场竞争方式获得发电合同，电网企业按
照优先调度原则执行发电合同。

683 万千瓦
近日，国家能源局对河北省发展改革委上
报的《张家口百万千瓦风电基地三期规划》
（冀发改能源〔2016〕93 号）予以批复。《规
划》的总规模为 683 万千瓦，分两批开展
项目核准工作，保证 2018 年前并网发电
423 万 千 瓦，2018 年 以 后 并 网 发 电 260

4 月 22 日，由国家海上风力发电工程技术研究中

万千瓦。

心主办、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等协办的国家海上风力发电

国家海上风力发电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学术委员会第五届
年会暨国际海上风
电高层技术论坛在
京举行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第五届年会暨国际海上风
电高层技术论坛在北京隆重举行。本届年会主题是“海

7120 亿卢比

上风电、中国装备”，国家有关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的

印度政府近日宣布，该国可再生能源领域

领导，院士、专家、教授，海上风电开发业主单位等海

在过去的 13 个月里获得银行及非银行金

内外风电行业人士共计 120 余人参加，围绕“海上风电、
中国装备”的主题，就海上风电的前沿技术、产业政策、

融机构资金援助 7120 亿卢比（约合人民
币 2.848 亿元），主要投资于风能及太阳
能项目。

未来发展等进行了交流探讨，为海上风电技术创新和规
模开发献智献策。

859.8 万千瓦
美国风能协会 (AWEA) 近日发布的《美国

4 月 20 日，北京东润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东润环能”）与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
旨在推动能源服务与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的融合，共同
探索基于阿里云技术的“能源云”服务。

风电行业年度市场报告》显示，2015 年美
国风电领域投资达 147 亿美元（约合人民
币 954 亿元）。2015 年，美国风电新增装
机容量为 859.8 万千瓦，相比 2014 年增
幅为 77%。

据悉，双方合作将结合新能源门、能量魔方应用

东润环能携手阿
里云共建“能源
云”探索能源互
联网

服务，以地理数据、能源规划、消纳限电评价等数据
服务为基础，构建新能源产业互联网云应用服务平台，

19.4%

为新能源投资企业、地方新能源开发、电网、装备技

据西班牙《五日报》近日报道，经初步测

术贸易、产业金融服务提供深度数据挖掘和专业应用
服务。此外，还将继续通过市场资源共享，建立东润

算，西班牙可利用的陆地和海洋风能资源
为 4000 万千瓦。截至 2015 年年底，该国
风电装机总量达 2298.8 万千瓦，风力发

环能和阿里云平台相结合的市场、品牌、服务等多方

电量达 477.04 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

面的合作机制，为“能源互联网 +”带来创新动力。

19.4%。

2016年第04期

9

现场 | Presence

我们无怨无悔
图文 | 杨彦林，林劲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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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②

④

⑤

① 东方风电姚安大龙口风电场地处云贵高原的横断山脉交界
处，平均海拔 2400 米以上 , 这个地方三雾三晴 , 地无三尺平 ,
可就在这样艰苦恶劣的环境中 , 却有这样一群为梦想、为光明
而默默奉献着的“战士”——我们东方电气风电有限公司现场
服务人员——他们迎着风声，找到了最值得停留的地方。
② 早晨，我们怀揣着梦想，激荡着青春，驱车赶往风电场，
开始了我们一天忙碌的工作。
③ 工作闲暇之余，站在风电机组上极目远眺，在高原上，洁
白的风电机组叶片伴着蓝天白云迎风转动，群山层峦叠嶂，我
们的风电机组像身材挺拔的战士伫立在群山之巅。
④ 吃饭时间到了，风电机组上的我们早已饥肠辘辘，为了不
把时间浪费在上下机舱和往返路上，我们在近百米高的机舱里
吃得一样香甜。
⑤ 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将周围涂上了一抹金色，我们带着
一身的疲惫回到住所……。我们在风电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虽然很辛苦但我们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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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能源必须比化石能源更便宜
文 | 亨利克·保尔森
编译 | 赵福艳

目前，全球能源供应的 80% 以上来自煤、
石油和天然气。近年来，二氧化碳大量排放造

系统，利用自己的自然资源，发挥在风能、水

成严重的气候问题，已危害到人类的生存环境

能和太阳能方面世界领先的优势。目前，欧洲

和健康安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

接近 90% 的石油和 65% 的天然气都需要进口，

济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但我们还不

每年花费大约 4000 亿欧元 ( 约合人民币 29841

能对这些排放设定一个适当的价格，这意味着

亿元 ) 进口化石燃料。而将这些资金的一部分

污染排放者所付出的代价非常低。目前由于我

投向可再生能源，促进其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

们不作为所产生的环境成本已经非常明显了。

将更有意义。

面对上述情况，我们必须有所行动。按照目前

此外，海上风电是当前欧洲发展速度最快

的排放速度 ,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的可再生能源。仅仅 20 年的时间，欧洲海上风

会（IPCC）预测，在 2040 年之前全球气温相

电发电量可满足欧洲 1800 万人口一年的用电需

对于工业化前的水平将上升 2 摄氏度。

求，目前欧盟国家正计划建立海上风电场，预

如果我们成功降低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将
会使全球气候变暖的脚步不再继续向前，当然

风能 Wind Energy

计到 2020 年，可满足用电需求的人口数量将升
至 6800 万。

这也要求我们必须找到合适的方法让可再生能

但与其他可再生能源技术一样，海上风电

源的发电成本比化石能源更低。挑战虽大，但

产业仍需不断完善，走向成熟。目前的可再生

却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需要一个有效迫

能源发电成本高于煤炭和天然气发电，我们必

使可再生能源价格下降的压力，而绿色能源行

须改变这种状况。如果绿色能源要想取代化石

业必须确保其能够实现。同样地，利用化石燃

燃料，至关重要的是降低成本。

料会带来环境污染，其成本必将因此变得更加

我带领的东能源（DONG Energy）公司在

昂贵。这是政治家们的任务，需要他们在正确

丹麦、英国、德国等国开展业务，最近又扩展

的方向上迈出重要一步，在巴黎 COP21 峰会

到美国。作为这家世界上最大的海上风力发电

达成全球气候协议就是证明。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我一直追求的是降低诸如

为了放缓全球气候变暖的步伐必须有效利

12

口的局面。欧洲应该建立一个更加独立的能源

海上风电、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的相关成本。

用可再生能源，为子孙后代留下良好的全球生

我们有一个到 2020 年将海上风力发电的成本减

态系统 ；与此同时，也要尽量摆脱依赖能源进

少 35% 到 40% 的战略目标，并努力为实现这一

Review | 时评

目标而不断探索创新。
然而，今天约占全球碳排放总量三分之一

们已经明确了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 ：首要的是
使用风能、水能和太阳能，后续再用生物质能

的能源领域，为降低成本做出的大量努力仍是

的补充。此外，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必须降低，

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一个全球气候协议，由世

而化石能源因污染环境必须付出高昂的成本。

界各国领导人制定引导全球建立过渡到绿色能
源的一个稳定框架。
如果要绿色能源变得比化石能源更便宜，

对于 COP21 全球气候协议，我希望世界
各国政治领导人能够与我们一起努力，确保将
来使用那些污染环境的能源技术会非常昂贵。

必须在制定二氧化碳排放价格水平时，更公平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确实需要一份全球性协议，

地反映其对地球造成的破坏。如果二氧化碳价

因其能够支撑能源系统成功转型。如果政府、

格能够增加到欧盟排放交易计划设立时的预

业内人士代表、监管机构和投资者协力推动，

期，化石燃料发电的成本将因此提高到一个该

世界将在未来十年内看到一个重大突破 ：
“绿色

有的水平，海上风力发电在可预见的未来会与

能源”变得比“黑色能源”便宜。

化石燃料发电成本相当。

系丹麦东能源首席执行官，原文刊于可再生能源世界网站）

（本文作者

为了全球能源系统能够成功转型，现在我

摄影：顾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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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嘉宾 ：徐东福，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找准属于自己的着力点
本刊 | 赖雅文
提出“新经济结构下的新能源企业”这一全新的企业定位，确立“新能源综合解决方案提供
商”的全新战略，是华锐风电在 2016 年战略发布会上向业界释放出创新求变的发展新思路，
让各界看到了风电领域标杆性企业转型谋发展的决心和信心。

《风能》：此前华锐风电的品牌定位是专注

风电在时代大背景之下做出的必然选择。随着

于大型风电机组研发制造的专业化高新技术企

对产业链延伸服务和风电生态链建设的推进，

业，今天我们看到华锐风电将致力于成长为“新

华锐风电将向金融增值服务、新能源产业投资

经济结构下的新能源企业”，请问华锐风电品

多元化方向发展。

牌定位及发展战略的调整，是基于什么考虑？
未来业务发展的亮点有哪些？
徐东福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家和政
府的大力推动，新能源产业越来越受到重视。
华锐风电根据整个宏观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新能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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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华锐风电将以“新经济结构下的
新能源企业”为战略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
华锐风电在市场、管理方面有哪些应对之策？
徐东福 ：迎接华锐风电新未来的关键是，

源产业未来发展的趋势，提出“新经济结构下

核心产品的研发和推广，多元化营销模式的建

的新能源企业”这一全新的企业定位，确立“新

立，再针对“十三五”规划提出具体的发展方

能源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的全新战略。与此

向和目标。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之下，华锐风电

前“大型风电机组研发制造的专业化高新技术

将以 1.5MW 系列陆上风电机组、2MW 系列

企业”的品牌定位不同，此次华锐风电提出的

陆上低风速风电机组、3MW 系列陆上 / 海上

全新发展战略，不再仅仅停留于对风电机组制

风电机组和 5/6MW 系列海上风电机组为核心

造技术的研发升级上，而是从“新能源”这一

产品，以传统产品销售模式、多元的资源合作

中心主题出发，力求打通产业链上下游，为客

销售模式、多元的金融合作销售模式和多元的

户提供从智慧风场、风储、风热项目建设，到

服务及 EPC 销售模式相互结合，以期实现华

风电设备提供，再到后期运维的综合化服务体

锐风电在“十三五”期间的良性、健康发展。

系。而这一全新转变，与当前我国促进现代能

华锐风电未来几年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主要

源体系建设、“十三五”能源规划等战略调整

有四个方面 ：第一是力争在“十三五”期间实

及行业发展密不可分，发展战略的调整是华锐

现国内年新增装机排名前 5 名的目标 ；第二是

Dialogue | 对话

做好分布式、风储、风热、微网等新市场 ；第

发展的新引擎。

三是强化海上风电市场，保持海上风电领域的
优势 ；第四是强化海外市场，借势国家“一带

《风能》：您如何看待我国海上风电发展面

一路”战略，聚焦重点区域，形成规模发展，

临的问题？华锐风电在海上风电领域如何打造

参与海外市场竞争。

自身竞争力？
徐东福：海上风电是风电技术的前沿领域，

《风能》：华锐风电从 2015 年开始在风电

也是近年来国际风电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欧

后服务市场发力，并成立了运维子公司，能否

洲国家海上风电已进入规模化发展阶段。从目

介绍下这方面的情况？华锐风电发布全新战略

前我国项目建设进展来看，陆上风电规划目标

后，此后的发展是否会对当前的业务结构进行

已经提前超额完成，但一些海上风电项目由于

调整，整机业务和运维业务在公司业务构成中

资源、场址、接入等多方面问题前期工作推进

将各占据什么样的地位？

缓慢。要实现我国海上风电健康快速发展，亟

徐东福 ：拥有庞大发展潜力的风电运维市

须在制度、政策、市场等方面做出重大变革，

场被各界看好，华锐风电在 2015 年确立了以

否则很难在短期内打破我国海上风电缓慢发展

整机业务为主 , 以风电运维为突破口的发展战

的僵局。

略，全面布局风电运维市场，寻求新的发展增

作为国内最早涉足海上风电领域的新能源

长点。按照华锐风电运维业务的发展规划，其

行业领军者，华锐风电为欧洲以外全球第一个

首要目标是把质保期内的华锐风电机组运维

海上风电场、我国第一个国家海上风电示范工

好，二是为出质保期的华锐风电机组做好技术

程——上海东海大桥风电场，提供全部 34 台

支持，三是希望把华锐风电机组的专有技术在

3MW 风电机组，该项目目前已成为国内唯一

行业推广。为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及响应速度，

经过 5 年运行检验并顺利出质保的海上风电项

华锐风电于 2016 年成立“锐源风能技术有限

目。除此之外，华锐风电还为全球第一个潮间

公司”，全权承担售后质保及增值服务等业务。

带示范项目——龙源江苏如东风电场提供 19

锐源风能技术有限公司继续秉持“以客户为导

台 3MW 风电机组全部并网发电。在多年参与

向、以客户满意为目标”的客户服务理念，打

海上风电示范项目的过程中，华锐风电已经形

造了一支 800 多人的专业化运维服务团队，驻

成了核心的海上风电研发和运维团队，在提高

守现场为客户提供 24 小时全方位服务，及时

机组设备的质量和可靠性的基础上，就运行管

关注客户每一个需求，提供全面、专业和快捷

理模式的优化、运行数据的分析汇总、备品备

的服务。同时总结近十年的运维经验，由“故

件供应及时性、提高运行维护人员专业技能

障运维”向“计划运维”转变，以提升客户体验。

水平等方面，形成了一套完善的运行维护体

针对风电产业发展，华锐风电积极做出调

系，为我国下一轮海上风电的快速发展积累宝

整，确立了以整机业务为主 , 以风电运维为突

贵的项目运行和管理经验。由华锐风电负责建

破口的发展战略。在华锐风电的发展过程中，

设的我国唯一以海上风电技术装备为研究对象

将始终坚持整机业务为中心，运维服务为辅助

的国家级海上研发中心，已开发出具有全球领

的“两翼齐飞”的局面。下一步工作，华锐风

先水平的 3MW、5MW、6MW 海上和潮间带

电继续加强整机业务发展，推出更多拥有自主

系列风电机组并实现装机运行，同时已完成

知识产权、应用更多先进风电机组技术、适合

10MW 级超大功率海上风电机组的技术研发，

各种地形和风况的风电机组 ；同时大力拓展风

以及海上风电接入技术、海上与潮间带施工成

电运维市场，力争将风电运维打造成华锐风电

套技术、海上机组支撑结构设计技术等关键领

市场发展的突破口，成为华锐风电持续、健康

域技术研究。
2016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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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嘉宾 ：王晓宇，
远景能源副总经理。

解决方案招标助推风电产业
进步和度电成本下降
本刊 | 张玥
“我们建议地方主管部门和电网系统在风电场核准和并网运行管理中，改变传统的风电场风电
机组单机容量管理的方式，建立适应风电波动特性的有效管理方式。”远景能源副总经理王晓
宇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建议“地方能源主管部门放开对风电场的单机容量核准，鼓励风电
企业通过技术手段提高整个风电场的能量可利用率 , 从而进一步降低度电成本，促进产业健
康升级 。”

《风能》：长期以来，风电项目开发采用设

线路、道路、风电场运行这些因素互相耦合影

备招标模式几成惯例，但您却建议风电场开发

响，使风电场解决方案寻优成为一个反复迭代

采用解决方案招标模式，请问出于怎样的考虑？

的非线性问题。这样，每一个风电场都应该对

王晓宇 ：风电场开发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

应一个可以被优化的空间，从而最大限度地提

工程建设，涉及因素繁多，两个开发条件完全

升风电场的内部收益率（IRR）。

相同的风电项目是不存在的。随着中东部和南
部风电开发的迅猛发展，风电场的资源情况、
道路情况、地形情况等可谓千差万别，如果再

场解决方案招标的优势体现在哪，您能否谈谈

把风电机组当作像螺栓、螺帽这样的标准件来

这方面的问题，以及好的方案招标案例？

看待、采购和使用，显然很不适宜了。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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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与传统风电设备招标相比，风电

王晓宇 ：仅从风电场设计和风电机组选型

远景能源提出风电场解决方案招标这一开发模

上来看，方案招标相较设备招标的优势是显而

式，以此突破传统开发模式的禁锢，实质性提

易见的。在风电场设计阶段，复杂山地地形风

升风电场整体收益率。

电开发面临风况多变、风速跨度大、限制因素

基于对风电场开发建设现有模式、现状的

多等诸多挑战，这都需要微观选址去解决，其

深度洞察和体验，远景能源提出了风电场开发

目的就是要通过平衡发电收益与地形地势、土

解决方案招标模式，也就是说，将风电场视为

地性质、载荷等约束条件，达到整个风电场经

一个集成化的系统性产品来开发，让风资源、

济性最优的目标。传统开发模式能提供的只是

风电机组排布方式及组合、塔筒、基础、集电

单一机型的布机方式，很难实现风电场最大化

Dialogue | 对话

能量利用和收益的设计诉求。而方案招标模式是

采用解决方案招标模式，无论对开发商还是

要根据风资源情况和基准收益率确定布机方式，混

设备制造商，甚至于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都有一定

排就成为在限制因素与项目收益之间达成最佳平

的促进作用。拿风电场开发中的机组设备选型来

衡的必经之路。

说，如果采用解决方案招标，各厂家就必须通过对

在机组选型阶段，机型招标仅对机型、单机

项目信息进行深入分析，通过不同方案比选、现

容量、塔筒高度、标准基础设计做规定，而方案

场踏勘和各种制约因素进行综合考量，也就是说，

招标提供的定制化机型容量，不仅可节省机位，

要从发电量、道路、基础投资、塔筒投资、征地费用、

还可降低整体投资水平或增加容量提升净现金流

交付难度、后期相关服务等多个维度对项目做出

水平。远景能源对大量的样本调研后得出这样的

全方位评估和优化，并和开发商进行深入讨论和

结论 ：风资源最优的方案不一定是发电量最优的

反复迭代，才能做出真正符合开发商投资偏好的

方案，发电量最优的方案不一定是经济性最优的

经济目标复合最优方案。

方案。
就解决方案招标提高风电场发电效率而言，

《风能》：在您看来，风电场解决方案招标在

远景能源有很多的案例。以某业主的某风电场项

提升产业效率方面，还存在哪些需要破除的障碍？

目为例，在设备采购招标模式下，前期规划容量

王晓宇 ：我们建议地方能源主管部门改变当

48MW，可研报告中采用 2.0MW 机型排布，提供

前对于风电管理实行既单机容量审核又风电场总

了 24 台机位点坐标。而在解决方案招标模式下，

容量核准的方式。目前的这种管理方式，对于风

各厂商通过各自的微观选址能力、工程建设经验

电场特别是复杂地形的风电场来说 , 无异于申请核

等优势对机位方案、机型选择进行了定制化优化，

准之初，在没有充分做出各种详细方案设计和比

最终远景能源中标。

选之前，就确定了整个风电场的设计方案。在当

远景能源的方案有两个要点，一是通过机位

前风电开发资源不断减少的背景下，继续目前这

优化确保机组排布处于风资源较好的区域，使机

种规定核准管理单机容量的做法，在政策上显然

位排布相对集中，既减少了道路、线路等工程造价，

是不合时宜的。

又规避了风资源差的机位，增大机位平均风速，减

此外，目前 , 整个电力系统还存在着很强的火

小了尾流。二是根据各个机位点平均风速、湍流

电管理思维 , 电网对于火电厂可以调度到每台火电

等级、坡度、入流角等参数的不同，选用不同容量、

机组。因此对于风电 , 电网系统的传统火电管理思

不同设计年平均风速、不同湍流等级的 A 和 B 两

维依然存在 , 控制着馈线甚至单机。然而实际上 ,

种机型混排，山地风电场优势更为显著，这不仅

目前风电行业已经约定俗成地将风电场看作整个

节省机位，减少项目的征地成本和工作量，缩短

发电单元。电网仅需要通过 AGC/AVC 控制风电

项目建设期，也进一步减少了资本金投入。根据

场 EMS 软件调度整个风场并网端的有功与无功出

优化后的数据统计，该风电场等效满发小时数提

力即可，具体到风电场内部每台机组的出力情况

升了 204 小时，资本金 IRR 提升 1.64%。

则不需要电网进行管理。
如果电网调度系统能够仅对风电场出口进行

《风能》：您能否谈谈风电场解决方案招标模
式为整个行业带来的价值创造？

控制 , 而允许风电场内部单机累计总装机容量超过
风电场出口的核准容量，那么在风电场能量管理

王晓宇 ：风电场解决方案招标模式摒弃了常

系统的全局优化控制下，虽然单台机组或单条馈

规的割裂思维和割裂模式，将风电场作为一个整

线超发，但是风电场出口每时每刻的总出力却并

体产品来开发，挖掘影响发电量提升和成本下降

没有超过核准的容量，这样就可以为风电场能量

因素的增效潜力，通过优化和迭代实现风电场最

利用提供提升的空间，特别是在复杂山地风电场，

优收益。

提升空间巨大。
2016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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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美飒：
4400小时
背后的运维经
在中国，达到 4400 年均等效利用小时数的风电场
可谓凤毛麟角，这项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运维管理
和服务模式做支撑，值得深入思考。
本刊 | 赵靓，赖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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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场的年等效利用小时数更高 , 意味着

同时，歌美飒非常注重运维支持体系建设，

其拥有更好的风资源或更靠谱的机组，随之而

比如在中国设立了解决现场问题的部门 , 在第

来的是可观的发电量和经济效益。但对于运维

一时间响应需求 , 进行技术支持，解决疑难杂

人员而言，这似乎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其

症。对于该技术团队解决不了的问题，会直接

对运维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申请总部支持。

一个例子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大蚶山风

与大多数中国整机商相比，歌美飒在运维

电场位于福建省，受季风和台湾海峡“狭管效

模式上较为明显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人员配置

应”的共同影响，风能资源十分丰富，风电场

与管理模式方面更为灵活。

的年平均风速达到 8m/s，年等效利用小时数
达到了 4400 小时以上。
“如果以北方地区 2000 的年等效利用小

“从歌美飒标准化的人员配置来讲，每个
5 万千瓦的风电场至少要配备 4 个技术工程师。
每一个 10 万千瓦的风电场，配备一个现场主

时数对比，机组在大蚶山风电场工作一年相当

管。每 50 万千瓦到 100 万千瓦的维护规模，

于在北方地区工作 2 年。”歌美飒福建地区维

根据地区不同会有一个区域化管理团队。”费

护区域经理高树国说，“这就意味着维护团队

长生说，“而从运维模式来讲，歌美飒在中国

的工作时间很紧张，需要更高水平的设备管理

主要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是比较接近欧洲传统

能力，更加用心地将每一项维护工作落实好，

的模式，与分包商合作，约占目前运维项目的

从而获得良好的客户口碑。”

60%。”

能够确定的是，在运维时间紧张的束缚之

据费长生介绍，在与分包商合作的运维模

下，该风电场的设备可利用率始终保持在 99%

式中，5 万千瓦风电场中的 4 个工程师可能都

以上。那么问题来了，歌美飒是通过怎样的管

来自分包商，而 10 万千瓦的风电场中所配备

理与服务模式，获得了这样的成绩？

的一个主管，则是歌美飒自己的员工。之所以
在中国采用这样的运维模式，首先是由于其更
为灵活，如果市场发生一些需求的变动，可以

上篇：经验集聚的管理模式

更快符合当地要求。其次是作为全球化发展的
企业，歌美飒从其进行运维工作之初，就更善

截至 2016 年 4 月底，在中国由歌美飒运
维的风电机组为 60 万千瓦，预计到 2016 年底
在 100 万千瓦左右。与一些国内整机商相比，

“歌美飒的员工在这种模式中，主要进行
管理。比如通过标准来控制服务质量，不断提

已在 54 个国家运维了总容量超过 2100 万千瓦

高物流效率，对现场工作提供数据支持， 严

的机组，因而形成了一套相当完善的运维工作

格安全管理，进行人员培训等。我们认为在

管理模式。

整个模式中，歌美飒应该把重心放在有价值的

这套运维工作管理模式可分为现场工作

地方。”歌美飒中国项目建设和服务总监马优

与后方支持两个层面。其中，“维护现场的工

（Joris Mazille）对《风能》说，“比如做定检

作主要是进行消缺，包括机组设备运行与安全

或小修，分包商是按照歌美飒制定的标准去做，

情况调查，定期完成定检，每月进行运行数据

我们自己的质量管理团队会定期去现场考核，

的规整、登记，形成报告，做好现场所有配件

如果运维情况与标准有差异，会进行整改。”

换。”歌美飒中国运维经理费长生说。

风能 Wind Energy

但这并不意味着歌美飒对分包商放任自由。

这个数字显得并不是非常巨大，但由于歌美飒

库存整体的管理协调，负责与客户做好信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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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采用分包形式为客户服务。

显而易见，歌美飒的分包运维模式建立在
一个成熟而严苛的质量控制体系之上，这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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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运维团队所欠缺的。而为更加适应中国市场
的客户需求，歌美飒也不仅仅依靠这种“传统”
的分包运维模式，而是为客户配备了更多的自
有员工。
“虽然分包的方式完全可以满足运维工作

“我放在第一的是安全。”在谈到运维管理
时，马优向记者特别强调。
在马优看来，风电运维并不像在工厂中的
生产活动，员工集中度不高，分散各处。因此，
必须有一套高效的安全管理体系予以支撑。同

需要，但一些客户更愿意用歌美飒的人员。那

时，歌美飒对于安全毫不妥协，无论在哪里，

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提供至少是由两个，

也不论是对自己的员工还是分包商，都采用了

您刚才提到 5 万千瓦的风电场有四个人，那么

统一的欧洲标准去进行安全和风险管控。

这四个人里面至少有两个是歌美飒的人，然后

例如，员工每年都需要完成定期的培训考

另外的两个人是分包，直接是领着我们分包来

核，持证上岗。员工随身携带着被称为“安全

的工程师一起现场组成团队。”

圣经”的一本厚册子，在每项活动中，都有相

除严格做好运维人员的管理外，歌美飒在
其他运维管理工作方面也做到了有的放矢，战
略清晰。例如，其一直在不断加强备件管理体
系和安全管理体系的建设，而这两方面的管理
体系建设，是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一方面是
在备件供应上，尽量实现中国本地化 ；另一方
面是在安全管理体系上，严格执行欧洲标准。
据了解，歌美飒的备件管理体系基于 SAP
系统，已经做到了全球一体化。在中国，歌美
飒在其天津生产制造基地建设了一个备件中心
库，在比较有发展潜力的区域，或是歌美飒机
组装机容量超过 50 万千瓦的地区，建设了备
件二级库。备件中心库与二级库通过信息系统
保持沟通，当设定的 MIP 低于库存要求，系
统会自动发送库存信息，保证二级库的备件需
求得到满足。在项目现场维护工作中，通过工
单操作，每一个备件的使用情况都会留有记录。
运维工作每使用一个备件，SAP 系统就会自动
识别，并定期从二级库中调取备件，向每个风
电场项目自动补货。
事实上，歌美飒的备件管理体系，不仅
因为融合了其 20 年的运维经验相当稳定，而
且也在通过技术进步不断创新。例如，如果中
国缺少了某个备件，管理人员可以通过查询歌
美飒在各国的库存，调动备件流转。可以说，
SAP 不仅应用在歌美飒的备件管理体系上，也
整合了生产、物流甚至财务系统，达到了融会
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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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安全建议进行指导。在日常维护工作中，质

项事业对环境的影响，实实在在放在第一位。

量抽检员也会兼顾一部分安全员的职责，每月

虽然合同中约定了现场人员工作时间，但业主

去风电项目中排查安全隐患。员工的年终奖也

往往在半夜发现机组停机了，就会要求现场工

与安全管理直接挂钩，并占有着相当大的份额。

作人员进行配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很无

在全套安全体系的支撑下，歌美飒自来到

奈，只能在现场尽可能地做好预防性维护，以

中国的那一天起，基本上没有发生过严重的事

及本地化的协调。例如，在条件允许和安全部

故，甚至连续多年没有一点小的损伤。然而，

门同意的情况下，做好预案修理机组。”

由于外资整机商的市场空间一再被压缩，在总

除人员安全外，歌美飒也非常注重设备安

体不够完善的市场环境下，歌美飒的安全管理

全。以高树国所负责的福建地区为例，抗台风

体系也受到了一定的挑战。

是其设备安全工作中的一个重点。

“有时业主提的需求，我们真的很难满足，

歌美飒专门建设了全球台风监控系统。全

合同约束性往往非常脆弱。”费长生说，“举个

球任何一个台风在形成之后的走向及影响，都

最简单的例子，对于一个外企来讲，我们真的

会在位于西班牙潘普洛纳的远程控制中心里获

是把人的安全、设备的安全，以及我们从事这

得评估，并向风电项目所在地配发应对预案。
在此预案中，明确规定有在台风来临的事前、
事中、事后项目管理人员应做好怎样的工作。
“我们每年都会经历几次台风，例如 2015
年最大的台风苏迪罗正好在莆田地区登陆，瞬
间风力达到了 60 多米，平均风速达到了 30 多
米。”高树国说，“通过高效执行抗台风预案，
我们福建区域成功应对了这些台风，安装有大
叶片的 G97 和 G90 机型，到目前没有出现过
大的损伤。”

下篇：技术支撑的服务模式
“基于歌美飒在行业近 30 年的成熟的产
品、技术、经验，可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不同
的服务与解决方案。”歌美飒中国区首席执行
官安然（Alvaro Bilbao）在接受《风能》采访
时谈到，
“歌美飒一直在做的是利用技术保障
高效、高产、高可利用率，通过老旧设备维修、
设备故障预诊断等提高机组产量。”
据了解，歌美飒在做好质保期内的风电运
维工作的同时，已经在布局出质保后的运维市
场。在这个市场中，与一些整机商倾向于保电
量不同，歌美飒更愿意与业主达成保可利用率
的长期合同。例如，歌美飒往往会向业主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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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可利用率目标比正常情况高一些的运维方

美飒完善的风电场运维体系，所有歌美飒运维

案，当实际可利用率超出目标后，双方对超出

活动能高效的被实施。”

部分的效益进行分成。
一个有趣的例子证明了这一点。一个业

显然，歌美飒运维服务背后的理念透露
出，其不但能为客户提供高价值的服务，也能

主将自己的风电场一分为二，一半自己做运维，

为客户设备的长期稳定性提供保障。因此，该

一半交给歌美飒管理。结果可想而知，双方的

公司甚至敢于同业主签署一个长达十年的运维

风电设备可利用率差别相当明显。业主自己运

合同，并真的负起责任来。

维的机组稳定性表现较差，由于一些问题确实

“我与客户沟通时，喜欢提欧洲的数据。

无法依靠自身力量进行处理，导致可利用率在

歌美飒在欧洲安装的 660kW 型机组，15 年后

每个月时高时低，最终平均可利用率为 96%。

的可利用率还保持在 98.7% 的水平。”马优说，

而歌美飒所运维的机组较为稳定，最终平均可
利用率在 98.56%。

“这说明机组可靠性和长期运维水平都保持在
一个稳定的状态，不是越来越差。同时也说明，

除了与业主对标外，歌美飒由于在福建区

如果没有严格的运维管理标准和必要的资金支

域的一个风电场中供应了一半的机组，而得以

持，损坏的设备会越来越多，可利用率会越来

与另一家整机商进行现实意义上的对标。

越差，到 10 年后会坏掉很多部件。”

“在 2015 年，歌美飒的风电机组等效小时

事实上，目前中国风电运维市场中，愿意

数为 4100 小时，而另一家机组的数据为 3050

签署长期运维合同的业主非常有限，不少业主

小时。歌美飒在该项目的历史可利用率一直高

仍然认为自己有能力运维风电机组，不愿将出

于 99%，远远大于合同承诺的 95% 的可利用

质保的设备交由整机商或第三方进行管理。因

率。”高树国说，“如此差距主要体现在风电机

此，歌美飒目前正在运维的出质保项目规模也

组的叶轮翼型差异、整体机组的运行稳定性和

只为 20 万千瓦。

机组主要大部件的运行质量。更重要的基于歌

“但现在已经有了一些趋势，银行在评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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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时会越来越细，业主也在想将运维工作交给

实现固定资产的盘活还显得不紧不慢，但对于

谁会对自己的资产好一些，自己可以睡得踏实

IT 技术与风电开发相结合，创造出更多的运维

一点。
”马优用一句中国谚语描绘业主的心态。

服务产品，则相当关注。在这一方面，歌美飒

除了保可利用率，歌美飒还在通过对控
制策略或硬件的技术改造，帮助一些比较老

大，分散式较多，在一片区域会有几个员工，

地的 850kW 型机组，甚至是早期 2MW 型机

按照远控中心的指示对散落在各处的机组进行

组的服役时间不少已经超过了 10 年。近年来

维修。因此，通过 IT 技术提高效率，就显得

的技术进步使得这些机型的发电能力已经无法

非常重要。歌美飒为此早已建立了自己的数字

与最新机型相比。为此，歌美飒通过一项名为

化运维体系，利用大数据等工具，充分调动预

Energy Thrust 的技术服务，改造了一些风电

防性维护的能力。”马优说。
其实，2100 万千瓦的运维规模，使歌美

歌美飒创新了商业模式，对意图通过技改提升

飒并不缺少数据，并完全可以支撑该公司做出

项目盈利能力的业主并不要求一次性付款，而

有效的产品。此前，歌美飒已经在欧洲评估了

是采用额外发电量分成的方式，减少了业主的

其振动预测系统，准确率达到了 80%。基本实

资金负担。

现了说没问题，就没问题 ；说有问题，运维人

据 介 绍， 歌 美 飒 的 Energy Thrust 产 品

员知道去哪找到并怎样解决问题。该系统准确

有三项优势。一是安全。虽然该产品的实质是

的预测能力，源自于歌美飒运维服务始终关注

技术改造，但也要通过第三方认证以保证不存

机组运行状态和数据的比对 ：通过分析每一个

在超发等现象，对机组的长期稳定运行没有坏

应急问题的发生原因，和分析当月所有机组问

的影响。二是能够给予一个准确的发电量目标，

题发生的时间和频次，进行分类汇总，基于共

通过测算，为客户提供一个准确的最低增发目

性问题的特性结合预防性维护活动，做到防患

标。三是能够为客户带来更多的效益。

于未然。

Life Extension 则是歌美飒可以提供给用

“这与一些单独做出的产品不可同日而语，

户的另外一个技术改造方案，通过深入的研究

要知道，安装硬件不难，但如何判断振动信息

及不间断的监视风机机械部件的疲劳状态，歌

更难。有些产品要不给你一堆报警，却没什么

美飒可以通过适当的技术改造及更新的维护方

意义。要不就找不到问题，使你一头雾水。”

案在控制维护成本的同时提高歌美飒老旧风机

马优说。

的运行寿命，此种方案也可以帮助用户提高或
者恢复老旧风机的盈利能力。

为了进一步提高故障预测能力，2015 年
歌美飒收购了一家专业做火车预防性维护的公

“例如，由于西班牙的电价不断下降，一

司，希望通过更为专业的技术，支持其服务水

些风电项目在亏损，歌美飒通过提高这些项目

平和产品能力的提升。“相信再过几年，风电

的发电量，延长机组寿命，帮他们恢复到一

场是否派驻人员将不再重要，我们完全可以远

个盈利的状态。”马优说，“比如一个项目本

程分析问题，需要时再派人去，这就是我们

来与银行签订了 15 年的贷款合同，通过 Life

研发高准确性预防性维护系统的重要原因之

Extension 进行技改后，就可以与银行重新谈

一。”马优说，
“在不断提高预防性维护能力的

贷款，将合同改成 25 年 , 从而恢复盈利。”

同时，歌美飒会推出更多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实

虽然中国风电业主们对于通过技术改造而

风能 Wind Energy

“在欧洲，很多风电项目不像中国的这么

的项目提升盈利水平。例如，该公司安装在各

场项目，使其发电量能够平均增加 5%。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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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敦：高效工业涂料保护风电财产
本刊 | 岳宝彩

能获得这样的成绩，与佐敦较早
进入中国市场，并不断努力推出领先
产品有关。
佐敦作为工业重防腐领域比较老
牌的涂料供应商，在中国已经耕耘了
近三十年，其在中国的团队能力都相
当强大。佐敦在中国的员工总数已达
1700 多人，从这一点上来说，佐敦中
国已经是其在全球最大的子公司。佐
敦在中国有两家工厂，一家在江苏张
家港，另一家在山东青岛。佐敦工业
保护涂料主要在张家港工厂进行生产，
据该公司的一个产能估算报告显示，
仅该公司的张家港工厂，每年产能就
可达 8000 万升。目前全国风电叶片
年均装机量约为 12000 套，每套叶片
的涂料用量大概是 200 升。也就是说，
即便由佐敦为所有风电叶片来提供涂
料，也仅仅占用该公司产能的 3%，这
也是为什么佐敦进入中国风电叶片行
业的时间略晚，但发展非常迅速的重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佐敦涂料（以

在中国快速发展

下简称“佐敦”）在工业防腐和防火、

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佐敦作为一家专注于

混凝土保护和装饰上取得了显著的成

佐敦中国风电行业经理陈景鑫告

涂料的公司，在这一行业内涉及的服

就和经验。近年来，这家在全球拥有

诉《风能》杂志，无论是在全球，还

务领域非常广，面对不同的环境、不

63 家 子 公 司、37 个 生 产 基 地、9800

是在中国，佐敦的业务都主要分成四

同的需求，能够通过丰富的产品线与

多名员工的公司，又将触角伸向风电

大部分，包括工业保护涂料、船舶漆、

行业经验最大限度做到与客户乃至整

领域，为这一绿色能源产业提供优质

装饰漆和粉末涂料。在其中的工业保

个行业保持良性的沟通与互动，再通

的工业保护涂料，为风电事业健康发

护涂料领域，佐敦已连续三年在中国

过强大的研发能力，开发出技术上更

展保驾护航。

市场排名第一。

领先的产品。”陈景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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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从风沙区域，到冰雪

经验。

2011 年开始在中国提供相关产品。从

佐敦是一家来自挪威的公司，而

2011 年到 2015 年的几年间，佐敦的

到上海中心、上海世博馆、广州电视

挪威的石油产业非常繁荣，佐敦为北海

叶片涂料发展一步一个脚印，最初其

塔等知名建筑的一站式解决方案，佐

上很多挪威海上石油平台提供了保护，

与国内叶片的领军企业中材科技合作，

敦都提供了优质的产品与服务，积累

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该公司甚至在北

到 2013 年又与国内第二大叶片生产商

了大量成功经验。陈景鑫强调 ：
“我相

海的一个项目中，创造了三十年免维

联合动力合作。近两年，在产品和市

信佐敦把这些资源运用起来，一定能

修的纪录。北海的自然环境非常恶劣，

场认知方面，佐敦处于一个内部和外

够得到更好的发展。”

这与海上风电所处环境相近。因而，佐

部积累的阶段。可以预见，在 2015 年、

敦通过将其在海洋工程方面的优势应

2016 年，佐敦在中国国内客户的群体

用到海上风电项目中，可以为海上风电

和市场份额方面还会有更好发展。

区域，从北极科考船雪龙号破冰船，

涂料逐渐受到重视

的客户提供优质的长效保护。

陈景鑫介绍说 ：
“佐敦在风电领域

“涂料对风电设备的运营提供必要

“风电叶片涂料行业相对来说是

主要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对于陆上

的保护 ；好的涂料体系，对整个风电

一 个 新 兴 行 业， 我 们 进 入 这 个 行 业

风电而言，从塔筒，也就是传统的钢

设备成本的控制和降低也能够起到巨

的 时 间 不 算 很 久， 大 约 六、 七 年 时

结构防腐领域来讲，佐敦有环氧富锌

大的作用。”佐敦全球能源电力行业总

间。”Andres Braekke 介 绍，“ 佐 敦

产品、环氧云铁产品、聚氨酯面漆产品，

监 Andres Braekke 向《 风 能 》 杂 志

能够提供好产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

这个三体系的产品在塔筒上有着非常

表示。

因是研发能力强。在中国的研发中心，

成熟的应用。对于风电机舱，包括机

是佐敦除了挪威总部以外，全球最大

舱内部件的部分，佐敦提供的体系与

说，最早大家更多的关注点都放在树

的研发中心，就设在张家港工厂内。

为塔筒提供的体系是比较接近的。对

脂玻纤等这些对叶片本身的力学结构

因此，我们不仅能把国外好的经验和

于海上风电，还会多出一个特殊部分

非常重要的材料上，因为这些材料直

成果引进中国，还能够针对本地客户

需要处理，也就是海上风电设备位于

接决定了叶片在运转过程中会不会出

的具体情况与需求，在本地实验室进

水下以及浪溅区的部分，需要海洋重

现本体结构的折断，这些事故风险非

行产品性能的研发、改进与测试。”

防腐产品。在这个领域，佐敦有好几

陈景鑫补充指出 ：
“对风电叶片来

常大而且代价非常高昂。对于涂料来
说，一开始并没有受到很多重视。近

款具有明显特点与优势的产品，包括

一站式解决方案

几年来，随着大家对叶片保护与发电

前面提及的，佐敦在北欧海上石油平
台有超过 30 年免维护的产品。在这些

效率的愈发关注，越来越重视叶片涂

陈景鑫告诉《风能》杂志，广义

料。同时，中国风电的发展从以三北

上来说，风电领域的涂料保护包括风

在近两年位于江苏和福建的海上

地区的风沙环境区域装机为主，逐渐

电机组的塔筒、机舱和叶片等部件上

风电项目中，佐敦拥有不少亮眼的业

发展到现在在低风速、高原、海上区

使用的防腐方案。佐敦进入风电行业，

绩。例如 ：该公司为福建平海湾项目提

域等，对涂料的需求越来越呈现多样

最早是在 2004 年和丹麦的叶片制造商

供了从装机、塔筒到叶片的一站式解决

化，对其作用也越来越重视。”

艾 尔 姆（LM Windpower） 合 作， 为

方案，为上海临港的海上风电项目提供

其提供航标漆和海上 61.5 米叶片的涂

了塔筒和钢板涂料产品，为江苏中广核

分成陆上风电与海上风电。一般来说，

料整体解决方案。而在中国，佐敦则

如东和响水的项目提供了海上升压站、

海上风电的情况更加复杂，涂料产品

是在 2007 年前后开始供应风电塔筒涂

爬梯、钢管等部件的一体化涂料产品

需要经过更复杂的性能测试。在这方

料。目前在这个领域当中，该公司是

与服务解决方案。在这些项目案例中，

面，佐敦一个很强的优势，那就是对

排名前三的涂料供应商。此后佐敦发

佐敦高质量产品和专业服务能力都得

海上的项目工程有着丰富的涂料保护

现叶片涂料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于

到了客户的广泛好评。

据 Andres Braekke 介 绍， 风 电

领域佐敦都有优势。

2016年第04期

27

公司 | Company

壳牌：提高风电效益的“幕后英雄”
本刊 | 赵福艳

持续有效运行和提高盈利能力，“壳牌
通过一系列具体措施降低了齿轮箱使
用的总成本 ：一是加强对关键零部件
的保护以降低更换成本并延长风电机
组的使用寿命 ；二是延长换油周期，
减少润滑油消耗和维护需求 ；三是采
用合成润滑油技术提高运行效率。”壳
牌全球工业和设备制造商技术总经理
卡梅伦 · 沃森谈到，“壳牌拥有全球研
发风电机组的丰富经验，深知润滑油
在风电机组运行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不管是偏远地区的陆上风电机组，还
是海上风电机组，都需要在严苛的气
候条件下运行，这无疑加大了维护的
难度。”
为了能给风电企业提供全系列的
润滑油产品，壳牌也在针对不同客户
的需求，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润滑油质
对风电整机商和业主来说，关注

护成本，以及发电量损失。

量与管理水平。

比较多的莫过于减少停机时间和保证

风电机组的巨大桨叶是通过润滑

其实，在风电行业快速发展的过

齿轮箱持续运转，这既是他们面临的

脂润滑的桨叶轴承来支撑的，又基于

程中，也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设备的

挑战，也是要努力抓住的核心需求。

风电机组要在严苛的工况下运行的情

体积和负载相对较大 ；二是在恶劣的

而润滑油作为机组运行成本中很小的

况，如果不能保证充分润滑，就可能

天气下需要不间歇工作 ；三是运转速

一部分，以及在机组运行中难以被觉

因摩擦腐蚀和微动腐蚀而引发故障，

度时快时慢，有时甚至停机 ；四是设

察的一部分，却是保障机组稳定运行

因此为了提高运行效率就需要维持其

备及其维修的成本较高。而润滑油在

的关键。据相关数据显示，在齿轮箱

可靠性和正常工作时间。同时，维持

应对这些挑战中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

故障中与润滑相关的故障比例达到

风电机组的高效运转并降低运营成本，

角色。作为世界领先的国际油品公司

30％。因此，选择好的润滑产品能够

对风电企业的盈利也至关重要。基于

和润滑油供应商，壳牌深知风电行业

在很大程度上降低齿轮箱设备故障维

上述情况，为了帮助客户维持机组的

的运营状况，要解决上述挑战，就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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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开发新的产品和运用新的技术。

持续创新并开发出新产品，首先要做

提出帮助机组稳定运行的建议，并通

“最近发布的壳牌佳度可耐压润滑

的是要清楚地了解 OEM 客户对新产

过培训专业技术团队来提升业务人员

脂 S5，就是专门用于风电行业齿轮箱

品的需求，开发出更适合中国的产品

的知识技能水平 ；另一方面，业主也

润滑的，具有卓越抗磨特性、延长换

的前提是要与中国客户有更广泛和更

希望与壳牌进行合作，共同研发，在

脂周期和提高系统效率的优点。”卡梅

亲密的接触 ：一是配合他们的步伐来

新机型出来时推出相匹配的润滑产品，

伦 · 沃森提到，“该产品还可以帮助风

研发 ；二是壳牌也会从自身专业的角

为客户解决相关问题。

电企业简化产品库存的多用途润滑脂，

度给 OEM 厂商提出更多有价值的意

目前，壳牌利用技术和服务，通

以及专为最严苛的极端温度、使用寿

见和建议。因此，壳牌会进一步加深

过降低故障率和延长换油周期平均每

命较长的应用而设计的专用润滑脂，

与他们的合作，而且这个合作最终一

年 为 客 户 节 省 41% 的 成 本。2016 年

是设备使用者和管理者的最佳选择。”

定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壳牌的目标是推出可耐压 S5 系列产

另外，如何延长齿轮箱的寿命和

品， 该 产 品 是 可 耐 压 Omala S4 GX

还面临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

换油周期也一直困扰着整机商和业主

的 升 级 产 品，“Omala S5 Wind” 在

在齿轮运转过程中，啮合部分的金属

们。对于齿轮箱的寿命，壳牌主要是

保留“Omala S4 GX”产品的抗泡性、

会出现起泡现象，而造成这个问题的

通过对运行设备进行实时监护的方法，

抗白斑腐蚀等优点的同时，在清洁度、

除了上述提到的挑战，风电行业

原因有很多，如材料、工艺、润滑油

“一般来说，风电企业在使用一段时间

抗极压、耐低温以及延长使用寿命方

产品的质量等。针对起泡的问题，壳

后，会把润滑产品进行检测，分析油

面都做出了很大的突破。“‘Omala S5

牌一方面与高校和 OEM 厂商进行了

品中是否含有污染和水分以及是否有

Wind’目前在中国市场反馈较好，但

长期的合作研究，最后开发出一种坚

比较严重的磨损等情况。”卡梅伦 · 沃

现在客户对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因

硬的涂层，这种涂层涂在齿轮的齿上

森向《风能》介绍，“如果检测的结果

此壳牌希望该系列产品可以在中国市

可以很好地解决起泡的问题 ；另一方

是金属成分较高，那就可能说明齿轮

场有很好的应用效果。”卡梅伦 · 沃森

面，风电行业的设备多数时候是在高

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磨损，可能是

说到。

压环境下运行，对油品的清洁度有较

运行方面的问题，也可能是过滤网堵

自进入中国风电市场以来，壳牌

高要求，因为一旦润滑达不到较好的

塞问题。这种方法就如同医生验血一

技术专家团队与风电企业进行了广泛

效果就可能对部件造成影响。基于此，

样，通过血液的检查与分析情况表征

合作，在了解他们的需求后 , 研发出的

壳牌和一些 OEM 厂商又开发出了一

身体状况的好坏。”他进一步补充道，

润滑脂产品也都得到了很好的反馈。同

种防起泡的混合型添加剂，该添加剂

“检测的结果会以报告的形式送到客

时壳牌也一直致力于与风电行业客户

应用在可耐压系列润滑油上，可以保

户手中，并给他们提出一些合理的建

分享交流先进理念和探讨行业发展，为

证整个机组润滑的正常运行。

议，以帮助他们尽快让机器恢复正常

客户提供润滑解决方案，用产品与服务

运行。”

提高风电机组可靠性和运行效率。

在壳牌与 OEM 厂商合作的过程
中，卡梅伦 · 沃森认识到，“壳牌要想

此外对业主来说，壳牌一方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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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国风电开发主要数据汇总
文 | 路涛，赵靓

为近 3 年最高水平。当年共有 9 家整

计装机容量超过了 1000 万千瓦，其中

机商的新增装机容量超过 100 万千瓦，

1 家整机商的累计装机量超过了 3000

据 统 计，2015 年 中 国 风 电 新 增

其中 2 家整机商新增装机容量超过了

万千瓦 ；当年共有 4 家开发商的累计

装 机 容 量 为 3075 万 千 瓦， 首 次 突 破

300 万千瓦 ；共有 8 家开发商的新增

装机容量超过了 1000 万千瓦。

3000 万千瓦大关，达到中国风电新增

装机容量超过了 100 万千瓦，其中 2

与近年来总发电装机容量的增速

装机历史最高水平。2015 年中国风电

家开发商的新增装机容量超过了 300

相对稳定，保持在 8% 至 11% 左右相

累计装机容量为 14536 万千瓦，增速

万千瓦。2015 年共有 5 家整机商的累

比，风电装机容量增速波动幅度更大，

装机容量与并网容量

图1 历年中国风电新增和累计装机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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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历年中国电力总装机容量和风电装机容量增速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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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总体来说，从 2012 年开始保持了增

亿 千 瓦 时， 相 比 2014 年 的 56496 亿

在各类电源发电量中所占的比例不断

速不断增高的趋势。2015 年中国风电

千瓦时有所下降，也是近些年来全国

提高。2011 年时，风电上网电量占全

装机容量增速超过了全国总发电装机

总发电量的首次下降。与全国总发电

国 总 发 电 量 的 1.67%， 到 2015 年 则

容量增速的一倍。

量 下 降 相 比，2015 年 风 电 上 网 电 量

已占到 3.3%。

与装机容量相比，并网容量所反

再 创 新 高， 达 到 了 1863 亿 千 瓦 时。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上网电

映的市场情况具有滞后性，但能体现

2015 年的风电上网电量并非近五年增

量增幅为 10% 的 2014 年，还是在上

出有多少风电机组已经可以用于发电。

幅最高的，相比于 2011 年 45% 以上、

网电量增幅超过 20% 的 2015 年，上

2015 年 中 国 风 电 新 增 并 网 容 量 达 到

2012 年 40% 以 上 和 2013 年 35% 以

网电量增幅都未能超过风电装机容量

了 3297 万 千 瓦， 比 2014 年 的 1823

上的增长幅度，2015 年风电上网电量

的增幅，这与上网电量统计数据延后

万千瓦增加明显。2015 年累计并网容

同比增长相差甚远，仅超过了 20%。

于装机容量统计数据有关，但也在一

量为 12934 万千瓦，与新增并网容量

但这已经比 2014 年的 10% 的增幅提

定程度上同弃风限电有一定关系。

一样，其增幅是近五年中最高的。

高了不少。这样的发电量增长速度，
是在全国电力需求放缓的背景下获得

风电上网电量
2015 年 全 国 总 发 电 量 为 56184

在近五年，风电上网电量的增幅

2015 年中国风电机组设备平均利

一直高于全国发电量的增幅，说明其

用小时数为 1728 小时，相比 2014 年

图3 历年中国风电新增和累计并网容量

图5 历年中国风电上网电量

风电平均利用小时数

的，显得更为不易。

图4 历年中国总发电量

图6 历年中国总发电量和风电上网电量增速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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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历年风电上网电量在中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

图8 历年中国风电平均利用小时数

图9 历年中国风电弃风率

图10 历年中国风电弃风电量

的 1905 小 时， 下 降 了 177 小 时， 相

2014 年相比又有了明显升高，达到了

998 亿千瓦时，接近于三峡、葛洲坝

比 2014 年的 2074 小时，下降 346 小

15%。虽然公开数据显示弃风率并不

两座水电站在 2015 年的发电量。期

时。平均利用小时数最高的省（市、区）

是近五年中最高的，但由于机组并网

间电费损失 539 亿元，相当于北京市

是福建，达到了 2658 小时 ；最低的省

容 量 逐 年提高，弃风电量在 2015 年

一年的电费支出。因此造成的严重污

份是甘肃，为 1184 小时。一些省（市、

创出历史之最，达到了 339 亿千瓦时，

染， 相 当 于 多 燃 烧 标 煤 3226 万 吨，

区）的利用小时数与 2014 年相比降低

比 2014 年 高 出 一 倍 以 上。2015 年

多排放二氧化碳 8200 万吨，其他有

明显，新疆减少 703 小时，贵州减少

因弃风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严重，电费

害物，如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了 651 小 时， 甘 肃 减 少 了 416 小 时，

损 失 达 183 亿 元， 折 合 标 煤 1088 万

共计超过 33 万吨。 （本文数据来源于

但也有一些省（市、区）的利用小时

吨。相当于 2000 万千瓦的风电装机被

国家能源局、国家统计局、国家可再生能源

数有所增加，其中广西增加 561 小时，

浪费，也就是 400 个 5 万千瓦风电场

中心、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水电水利规划

天津、福建、湖南、重庆、四川等也

一年的电费收入白白损失掉，意味着

设计总院、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

有不同幅度的增加。但总体来说，全

2015 年三分之二的新增装机容量没有

员会等机构的通知公告、会议报告等公共场

国利用小时数降低的省份降低幅度，

产生任何效益。

合所展现的数据资料。有部分图片中所出现

比增加的省份所增加幅度要更大一些。

据统计显示，在 2010 年至 2015

2015 年 的 弃 风 率 与 2013 年 和

年 间， 全 国 因 弃 风 损 失 的 电 量 共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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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类数据，来源并不一致，仅供参考。路
涛 ：中广核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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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EC：欧洲
仍是全球海上
风电发展引擎
编译 | 夏云峰

概述
2015 年，全球海上风电取得长足发展，新增装机容
量接近 340 万千瓦，总装机容量突破 1200 万千瓦。
其中，欧洲十一国贡献了超过 91%（1103.4 万千瓦）
的总装机容量，其余 9% 装机中的大部分位于中国，日本
和韩国也有小规模的海上风电项目。
目前，英国依然是全球最大的海上风电市场，占全球
总装机容量中的超过 40%，德国则以 27% 的份额位居第
二位。其他欧洲国家中，丹麦占比 10.5%，比利时占比近
6%，荷兰占比 3.5%、瑞典占比 1.6%，芬兰、爱尔兰、西
班牙和葡萄牙四国共占比 0.5%。中国则是欧洲之外最大
的海上风电市场，占到全球总装机容量的 8.4% 左右。其
他一些国家也纷纷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海上风电发展目标，
部分市场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发展。
与陆上风电相比，成本更高和吊装复杂将是海上风
电 发 展 面 临 的 一 大 障 碍。 然 而， 由 安 永 公 司（Ernst &
Young）于 2015 年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到 2030 年，
海上风电成本有望降至 90 欧元 /MWh（按当前汇率折算，
约合人民币 668 元 /MWh）。而到 2020 年，海上风电的
平准化电力成本将会降至 100 欧元 /MWh。届时，欧洲水
域的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将会达到 2350 万千瓦。
关键性的成本下降手段包括 ：应用更大型的机组以提
升能量捕获的能力（节约 9% 的成本）；强化竞争（节约 7%
的成本）；持续提升容量（节约 7% 的成本）以及解决供应
链面对的挑战（节约 3% 的成本）。

欧洲：总装机容量突破1100万千瓦
2015 年，欧洲海上风电新增并网容量为 301.85 万千
瓦，比 2014 年增长 108%。海上风电占到欧盟 2015 年风
电总装机容量的 24%，2014 年，这一比例仅为 13%。
有 3 个潜在因素推动了这一增长 ：有效的政策 ；大量
于 2014 年吊装但未并网的海上风电机组在 2015 年实现
并网 ；海上风电产业抢在德国于 2017 年转为采用市场化
安排之前完成吊装。
2015 年，欧洲水域共吊装 419 台机组。与此同时，
该区域也首次出现海上风电机组退役的情况。在英国和瑞
典，共有 7 台机组退役，导致机组的净增量只有 412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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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欧洲有 14 个海上风电项目完成施工建设。

进行修订，这部法律为德国国内市场的稳定奠定了基础。

2015 年， 欧 洲 净 增 并 网 容 量 中 的 75.4%（228.24

2016 版的 EEG 将会使得德国海上风电到 2025 年只能实

万千瓦）由德国贡献，是其 2014 年并网容量的 4 倍。其

现一个中等规模的发展目标——1100 万千瓦。这也就意味

余的净增并网容量来自于其他两个国家——英国和荷兰。

着在接下来的 10 年中，德国海上风电的年均增长规模只

其 中， 英 国 以 18.7% 的 份 额 位 居 第 二 位， 并 网 容 量 为

有 70 万千瓦左右。

56.61 万千瓦 ；荷兰紧随其后，并网容量 18 万千瓦，占比
5.9%。
目前欧洲已经吊装并实现并网的海上风电机组数量为

业界认为，从长远来看，持续、稳定的增长比任何一
次性的创纪录发展都重要。要保持持续发展，2016 版的
EEG 与 2025 年 的 海 上 风 电 电 网 发 展 规 划（O － NEP）

3230 台，累计装机容量超过 1100 万千瓦。在正常年份，

相协调就显得至关重要。为了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和维持在

这些机组可以为欧洲提供 406 亿千瓦时的电量。

进一步削减成本上的投资的长期确定性，业界认为年度新

一、英国
2015 年， 在 欧 洲 施 工 建 设 的 22 个 海 上 风 电 场 中，
有 5 个位于英国。其中的 4 个风电场——Gwynt y Môr、

增规模不能低于 90 万千瓦。
三、荷兰
2015 年，荷兰并网了 60 台海上风电机组，装机容量

Westernmost Rough、Humber Gateway 以 及 Kentish

为 18 万千瓦。其累计装机容量达到 42.7 万千瓦，是全球

Flats 2 Extension 于 2015 年实现了 153 台机组的并网，

第六大海上风电市场。

装机容量为 57.2 万千瓦。另一个风电场——Robin Rigg
中，则有 2 台单机容量为 3MW 的机组退役。
2015 年 11 月， 英 国 能 源 与 气 候 变 化 大 臣 Amber

荷 兰 计 划 到 2020 年 将 可 再 生 能 源 的 占 比 提 升 至
15%。该国还制定了相关计划，以便到 2023 年将海上风
电装机容量扩大到 350 万千瓦。

Rudd 表示，按照计划，英国的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到 2020

2016 年 3 月，荷兰上议院批准了一项法律，允许政

年将会达到 1000 万千瓦。然而，这一目标能否达成则与

府推行一轮海上风电投标。这项法律属于《电力法》的修

英国海上风电成本能否在 2020 年降至 100 英镑 /MWh 有

正案，它允许输电运营商 TenneT 开始为该国离岸以及位

很大的关系。目前来看，英国海上风电产业正在逐步实现

于博尔瑟勒地区的新风电场建设电网基础设施。

成本下降目标。Amber Rudd 还表示，英国政府将会为 3
轮拍卖提供补贴，第一轮拍卖将于 2016 年年底举行。

荷兰海上风电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能否确保已经规
划的海上风电投标得以平稳有序地执行。第一轮投标有望

二、德国

于 2016 年春季展开，第二轮则将于 2016 年年底前进行。

2015 年，德国海上风电产业实现了创纪录的发展，有

此外，博尔瑟勒地区还有 140 万千瓦的容量计划将被拍卖。

546 台机组并入电网，装机容量为 228.24 万千瓦。这一规

业 内 希 望 未 来 5 年 将 成 本 降 低 40%。 长 期 来 看，

模占到欧洲 2015 年净增并网容量的 71%，
是 2014 年的 4 倍。

2023 年的目标实现以后，荷兰北海地区有进一步发展大

在累计装机容量方面，德国占据了欧洲总装机容量的 30%。

规模海上风电的巨大潜力，IImuiden Ver 的指定区域就

2014 年，德国海上风电装机容量超过 100 万千瓦，

可以容纳 600 万千瓦的海上风电开发规模。

与 2013 年 相 比， 新 增 和 累 计 装 机 容 量 均 实 现 翻番。到

四、法国

2015 年年底，欧洲所有获批准项目中的 26% 位于德国。

在法国，总装机容量为 300 万千瓦的 6 个海上风电场

2015 年，德国完成吊装但尚未并入电网的机组数量

目前正在施工建设。其中第一轮项目包括：Courseulles（50

为 41 台，装机容量为 24.6 万千瓦。另有 122 个基座已经

万 千 瓦 ）、Fécamp（50 万 千 瓦 ）、Saint － Nazaire（50

完成施工，将于 2016 年完成机组的吊装。

万千瓦）、Saint － Brieuc（50 万千瓦）；第二轮项目包括：

根据工作组 AG Energiebilanzen 的统计，2015 年，

Dieppe － Le Tréport（50 万千瓦）和 Iles d’Yeu et de

德国海上风电共生产了 80 亿千瓦时的电力，占到全国总

Noirmoutier（50 万千瓦）。业内希望第三轮海上风电投

电量的 1.7% 左右，可以满足 200 万家庭的电力需求。

标能在 2016 年年底展开。

2016 年，德国政府预计将会对《可再生能源法》
（EEG）

法国海上风电产业发展面临的关键性挑战在于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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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进一步降低，划定为发展海上风电的区域与海事区域

被吊装在 Eurus Akita 港。2014 年 3 月，日本政府将海

存在利益冲突以及市场竞争的加剧。一项聚焦法国海上风

上风电的固定电价确定在 36 日元 /kWh（按照目前的汇率

电发展的公共辩论将于 2016 年夏季展开。法国风电产业

折算，约合人民币 2.196 元 /kWh），是陆上风电上网电价

制定了雄心勃勃的 2030 年目标，包括 1200 万千瓦的固

（22 日元 /kWh）的 1.6 倍，这个价格也提升了投资者的

定式和 600 万千瓦漂浮式的海上风电。

信心。
2016 年，日本将有 1.2 万千瓦的漂浮式海上风电机

中国：海上风电装机容量突破100万千瓦
截 至 2015 年 年 底， 中 国 海 上 风 电 新 增 装 机 容 量
36.05 万千瓦，同比增长 57%。中国也凭借 101.468 万千
瓦的累计装机容量成为全球第四大海上风电市场。
中国新建的海上风电项目分布于广东、福建以及江苏

组开始投运。一些项目也有望在未来两年开工建设，其中
Kashima 港口项目一期将是其中的首个项目。此外，日
本目前有 140.7 万千瓦的海上风电项目正处于规划阶段。
目前，日本并没有针对未指定区域海上风电的发展制
定法律和法规。在日本，海域通常被划分为两类 ：港口相
关区域（Port Associated Area）和一般公共海域（General

三省的海岸。目前来看，中国的大部分海上风电项目都位

Common Sea Area）。前者由港口管理机构掌管，因此，

于靠近岸边的浅水区，它们也被称为潮间带项目，这些地

从哪个机构获得官方许可证是明确的。然而，与后者相关

区在枯潮期会变干（或者接近于这种状态）。而大部分位

的法律和法规却未建立起来，因此，对于目前在一般公共

于更深水域的项目，比如在第一轮投标中被批准建设的项

海域规划建设的项目而言，仍然存在较大的商业风险。

目，目前仍处于开发或者刚开始施工阶段。
中国海上风电此前一直发展较为缓慢，但 2016 年有
望进入加速发展阶段，试水潮间带海上风电项目的开发商
在逐渐增多。
然而，中国发展大规模海上风电面临的主要瓶颈是过

2013 年前完成吊装的所有 4 个项目主要是为了测试不
同的技术，其投资均由政府主导。2014 年，在引入固定电
价之后，日本的商业化海上风电项目建设开始有所起色。
目前，日本在港口相关海域规划了总装机容量为 80
万千瓦的 10 个商业化项目，在一般公共海域则安排了总

低的固定电价（FIT）。目前，近海和潮间带项目的上网电

装机容量为 58 万千瓦的 3 个项目。至于国家项目方面，

价分别为人民币 0.85 元 /kWh 和人民币 0.75 元 /kWh。

日本环境省（MOE）在川崎县 Goto 岛的 Kabashima 组

2017 年，海上风电的上网电价将面临调整，这是一

织建设了一个漂浮式海上风电机组示范项目。2013 年 10

个很复杂的问题。在固定电价政策如何调整还不明确的情

月，1 台以 Spar 型浮式为基座的日立 2MW 下风向式风

况下，一些开发商很难做出开发决策。

电机组已经开始投运。2015 年，这台机组所产生的电力

此外，阻碍中国海上风电发展的另一个瓶颈是审批过
程很繁琐，因为这牵涉到众多政府部门。在某些情况下，
环境影响评估尤其难以开展和完成。

主 要 用 于 制 氢。 该 机 组 很 快 将 会 被 从 Kabashima 移 到
Fukue 岛，后者的人口规模更大，相应的电力需求也更高。
至于经济产业省（METI）的 FukushimaFORWARD

中国海上风电将会持续发展，但步伐会远远慢于陆上

项目，其第二个漂浮式的机组（7 MW）已经于 2015 年 8

风电。中国国内的开发商正在积极储备海上风电开发方面

月完成吊装，有望很快进入可以投运阶段。第三个漂浮式

的经验和知识。对于中国海上风电产业来说，最大的改变

机组（5 MW）已经在日立的工厂中进行制造。这台机组

有望发生在 2017 年之后，到那时，目前的固定电价政策

将会吊装在日本海洋联合公司（JMU）提供的先进 Spar

将会到期，新的固定电价政策将会生效。

型浮式基座上，并将于 2016 年投运。2016 年，共有 3 台、
装机容量为 1.2 万千瓦的漂浮式机组将会投运。

日本：国内产业推动海上风电发展

2015 年，日本新能源及产业技术开发组织（NEDO）
已经开始针对建设一个新的先进漂浮式海上风电示范项目

截至 2015 年年底，日本海上风电的装机容量为 5.26

展开可行性研究。有 2 个团体被指定为潜在的候选者，为

万千瓦，其中包括 2 台 2MW 的漂浮式风电机组。2015 年，

了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每个团体都将设法开发 2 台单机

有一台 3MW 的西门子半海上（Semi-offshore）风电机组

容量在 7500 千瓦以内的漂浮式海上风电机组。考虑到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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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长的海岸线以及陆上风电开发成本较高，对于日本风

Energy 项目提供获得监管机构批准的最后机会。新泽西

电产业而言，海上风电无疑是一个更有吸引力的选项。

州公共设施委员会两次推翻了 Fishermen 已获准的装机
容量为 2.4 万千瓦、投资额为 2.2 亿美元的项目，理由是 ：

其他正在形成的市场

该项目在获得可再生能源证书（ORECs）的情况下无法给
该州带来足够的经济和环境效益。

一、美国

此外，公共设施委员会也不同意开发商关于将可再生

除了缅因大学的 0.02MW VolturnUS 漂浮式机组项

能源证书价格定在 199.17 美元 /MWh 的提议，因为这需

目外，美国现在还没有任何海上风电装机容量。该国首个

要根据 Fishermen’s Energy 所获得的 1 亿美元联邦补

海上风电场很快将会投入运营，它距离罗得岛州布洛克岛

贴的发放情况而定。2015 年，这笔补贴还未完全发放到位。

海岸近 5km。

为了消除这些担忧，项目开发商已经决定放弃中国湘电的

这 个 总 装 机 容 量 为 3 万 千 瓦， 投 资 额 为 2.9 亿 美
元 的 项 目 已 经 于 2015 年 上 半 年 开 工 建 设。 其 开 发 商
Deepwater Wind 表示，该项目有望在 2016 年第四季度
开始发电。

机组，转而使用西门子的机组，同时，他还承诺利用传统
的项目融资方式以及已得到证明的技术。
另一方面，美国内政部的海洋能源管理局（BOEM）
主管海上风电的审批程序，包括规划、租赁、场地评估、

据 Deepwater Wind 公 司 官 网 介 绍， 该 风 电 场 由 5

建设以及运营。它已经在包括罗得岛、马赛诸塞州（2013

台机组组成，有望每年生产大约 1.25 亿千瓦时电力，足

年）、佛吉尼亚州（2013 年）、马里兰州（2014 年）、马

以满足 1.72 万户罗得岛家庭的用电需求，布洛克岛也可

赛诸塞州（2015 年）以及新泽西州（2016 年）实施过一

从中获得自己所需电力的 90%。通过该风电场的建设，布

些租赁拍卖（Lease Sale）。

洛克岛将首次通过地下电缆与美国本土实现互连。当该风

美国的第一个商业化海上风电项目将会在 2016 年并

电场处于检修或者无法生产足够电力时，本土的电网将会

网，这一过程将会充满挑战，并且与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

为该岛供应电力。目前，布洛克岛的电力全部来源于柴油

结果密切相关。在新一届政府的领导下，对海上风电的联

机发电。

邦支持力度将会受到审查。

根据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NREL）的评估，
美国海上风电的可开发量为 42 亿千瓦，陆上风电的可开

二、印度
印度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部（MNRE）已经发起了一

发量为 110 亿千瓦。按照能量密度，风资源可以被划分

场有关在该国建设一个示范性项目的讨论。2015 年 10 月，

为 0—7 级，美国有超过 66% 的海上风电属于第六级和

该机构公布了《印度海上风电发展政策》。其中明确了印

第七级。

度国家风能研究所（NIWE）是实施该政策以及建立海上

美国能源部资助的 3 个示范性项目——佛吉尼亚州的
Offshore Wind Technology Advancement（VOWTAP5）、

风电产业生态系统的中介机构（Nodal Agency）。
推 动 印 度 海 上 风 电 发 展（FOWIND） 项 目 是 由 欧

新泽西州的 Fisherman's Energy Wind6 以及俄勒冈州的

盟 资 助 的 一 个 为 期 4 年 的 项 目。 一 个 由 全 球 风 能 理 事

WindFloat，虽然已经在建设上取得重大进展，但也依然

会主导的联盟正在古吉拉特邦和泰米尔纳德邦实施该项

面临着一些障碍。

目。印度国家风能研究所是该项目的知识伙伴。2016 年，

按照规划，Fishermen’s Energy 项目分为两个阶

FOWIND 将会承担在坎贝湾（位于古吉拉特邦海岸）的

段建设 ：第一阶段是在新泽西州水域建设一个装机容量为

首次海上风资源测量。FOWIND 还与印度新能源和可再

2.5 万千瓦的项目，第二阶段则是在联邦水域建设一个装

生能源部以及各邦的政府机构密切协作，从而绘制出印度

机规模为 33 万千瓦的公用事业规模项目。

海上风电发展的路线图。

2016 年 3 月，新泽西州的立法机构通过了一个次级

《印度海上风电发展政策》为该国风电产业确定了一

法 案（Second Bill）， 要 求 公 共 设 施 委 员 会 为 一 个 位 于

个国际竞争性投标机制，第一轮竞标有望将于 2018 年下

州水域、装机容量为 2 万千瓦—2.5 万千瓦的海上风电项

半年宣布。

目 重 启 一 个 应 用 窗 口， 这 一 举 措 旨 在 为 Fishermen’s

电发展报告》）

( 摘编自全球风能理事会发布的《2015 年全球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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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投融资：
2016绿色金融年来了
文 | 珍妮弗·鲁优
编译 | 赖雅文

随着可再生能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资

许财务分析师（CFA），他在接受以“2016 年

金将源源不断地涌入该领域。2015 年清洁能

清洁能源领域投资”为主题的采访中这样说道。

源投资创历史新高纪录。彭博新能源财经发

过去六年中，康拉德坚持每年收集 10 只他认

布的数据显示，2015 年，中国、非洲、美国、

为来年最值得买入的清洁能源股票，并把这些

拉美和印度的清洁能源投资额均激增，拉动全

股票放在一起列成一张表，根据市场变化每月

球投资总额也达到了创纪录的 3289 亿美元，

对投资组合进行更新。结果显示，这些股票的

比 2014 年的总额高出 4%，比 2011 年的历史

股价表现大都领先于基准股指。

峰值还要高出 3%。2016 年清洁能源投资总额

康拉德确信，随着清洁能源越来越受到关

再创新高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但可能面临一些

注，主流投资方向已经发生了转变。同时伴随

挑战。

美国《清洁电力计划》出炉，
《巴黎协定》的签署，
再加上 2015 年底美国决定延长清洁能源投资

1

清洁能源股票投资

税收抵免政策（ITC），这将吸引资金力量雄厚
的美国投资者踏入清洁能源投资市场。“我相
信，2016 年，清洁能源将成为投资组合中越
来越重要的一部分。”康拉德认为，即使股市走
低，2016 年清洁能源投资额仍将呈增长态势。

“全球能源转型已悄然发生，这成功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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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可再生能源板块有可能首次远远跑赢

了主流投资者们的注意，特别是美国投资者。”

大盘。”他作出大胆预测，“并且即使股市不够

汤姆 · 康拉德是一名金融分析师，也是一名特

景气，牛市来不了，这些股票涨幅也有可能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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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4年—
2015年清洁能源
新增投资总额
来源：彭博新能源财经

过 50%。”

转，预计 2016 年将会迎来高潮。“2015 年 12

然而，可再生能源股票也曾跌幅达 50%，

月是买入清洁能源股票的最佳时机，很有可能

康拉德认为 2016 年不太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们再也遇不到这样的好时机了。”康拉德解释

他以美国第一太阳能公司（First Solar）举例。

说，12 月，关注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者还不算

“美国第一太阳能公司股票市盈率达 12%，这
对观望者是有吸引力的。”康拉德解释说，ITC

太多，因而当时对许多清洁能源公司估值偏低，
但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了。

政策延期为美国第一太阳能公司带来了重大利
好。“这同时意味着对它的股票估值是较为合
理的。如果一家公司在某些驱动因素影响下股
票估值上升，那么很难判断未来其估值会下滑
多少。”

2

公司融资与项目融资

康拉德认为，尽管清洁能源发展潜力早已
“唤醒”了全球范围内的投资者们，随着越来
越多的美国投资者进入该市场，2016 年，清

清洁能源公司估值偏低给投资者带来了趁
低吸纳的机会，但对公司本身而言是一个问题。

洁能源行业应该还有更庞大的发展潜力。原因

“太阳能公司股价与石油库存之间存在一定的

在于，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股票市场，并且美

关联性。”马克姆投资集团（Mercom Capital

国投资者所占比例相当可观。“美国市场方向

Group）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拉杰 · 普拉

的变化至关重要，其一举一动总是备受关注。”

布说道，“即便两者之间没有关系，‘没有经验

康 拉 德 称， 虽 然 2015 年 收 益 性 公 司

的’投资者也不会在油价下跌时买入太阳能股

（Yieldco）市场行情低迷，12 月底倒是略有好

票。一直以来的情况就是这样。太阳能股票受

2016年第04期

39

国际 | International

国际原油价格急剧下滑影响而下跌的情况出现

能电站到获得租金需要一些过程，大趋势是这

过不止一次了。”

类公司会有突出的业绩表现。”

普 拉 布 说， 股 价 暴 跌 使 上 市 公 司 募 集

普拉布称，未来，随着太阳能市场资产证

资金变得困难。例如，美国太阳爱迪生公司

券化发展将逐步加快，太阳能金融租赁公司可

（SunEdison）的股票价格从六个月前的 33 美

以采取捆绑式融资租赁模式并进行证券交易。

元一路跌到如今的 3 美元。“这样一来，其处

普拉布认为，目前太阳能市场资产证券化规模

境就变得艰难了。因为即使现在试图募集资金，

已达 6 亿美元，并且由于市场的成熟性与政策

成本还是太高了。”

的稳定性，2016 年将持续扩大。“对企业而言，

普拉布承认，股票价格起起伏伏很难预料。
但他相信当前的低估值将给整个板块带来“显

借贷利息与证券化资产规模相比数额会更少。”
“在这个行业，企业无论是通过金融租赁

著的影响”。他还提出“Yieldco 融资灾难”一说，

还是 Yieldco 公司模式，或是资产证券化的模

来解释美国太阳爱迪生公司在其股价下跌时过

式开展业务，追求的一直是最低成本。”普拉布

度融资，最终导致整个板块走低的现象。“受

补充说，“同时，市场在不断升级优化，未来

美国太阳爱迪生公司影响，板块中的强势股集

还将衍生出更多的融资工具。”

体走低。”如果股市回暖，那么 Yieldco 市场有
望走出低谷。“我不知道美国太阳爱迪生公司
将会怎样发展，但至少其他 Yieldco 公司的情
况会是这样的。”他补充说。
另一方面，发展太阳能金融租赁业务的公

3

银行竞争越激烈是否意味着
清洁能源领域贷款利率更低

司将在 2016 年迎来春天。普拉布分析，这不
仅是受 ITC 政策的延期利好的影响，还在于这

国外媒体 Chadbourne and Park 进行过

类公司可以筹集股票基金。“尽管从租出太阳

一次以“可再生能源企业融资成本”为主题的

图2 2007年—
2015年绿色债券
发行品种
来源：彭博新能源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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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直播。当时，来自活跃在可再生能源领域

的债券工具。“2016 年是绿色债券市场发展至

的几家银行的五位代表组成了专题讨论小组，

关重要的一年。”瑞典北欧斯安银行（SEB）可

他们一致认为，2016 年是可再生能源金融界

持续产品及产品开发部门主管克里斯托弗 · 弗

繁忙的一年。

伦斯伯格（最近，他被《经济学家》杂志称为“绿

荷兰合作银行（美洲）纽约分行可再生

色债券之父”）在一则报道中如是说。

能源融资项目总经理（负责人）托马斯 · 埃蒙

SEB 预计，2016 年绿色债券发行量将达

斯表示，过去两年来，北美洲项目融资市场翻

到 800 亿美元—1000 亿美元，将是 2015 年的

了一番。“2015 年，可再生能源项目融资比去

2 倍。欧洲国家与美国将领跑市场，同时，中

年增长了 70%，达到 170 亿美元，同时风电、

国和印度也将成为市场主体。2015 年 12 月，

太阳能项目融资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他说道。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正式启动绿色金融债券

与其他能源版块相比，比如油气板块，可再生

支持绿色项目融资。

能源版块是大赢家。“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在所有电力版块中，可再生能源发电版块的业
绩表现是最佳的。”
埃蒙斯称，2015 年活跃在可再生能源板

马克姆投资集团（Mercom Capital Group）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拉杰 · 普拉布补充道 ：
“非洲市场也出现了一些创新型的融资工具。
去年，一些在非洲、印度市场出售分布式设备

块的银行有 104 家，比 2013 年上涨了 50%。 （如太阳能电灯、现收现付制太阳能系统）的
他强调，最吸引人眼球的便是贷款规模。2014
年，12 家银行发放 10 亿美元以上贷款，相比

公司获得融资首次超过 1 亿美元。”
普拉布直言道，非洲市场融资规模虽不大，

之下，2015 年有 20 家银行发放 10 亿美元以

但拥有数十亿潜在消费者。最新统计的数据表

上贷款。“大手笔的银行越来越多。”埃蒙斯认

明，世界无电人口超出 20 亿。目前，向贫困

为，即使现在已经有很多银行活跃在可再生能

地区投资，并成功取得回报的企业是少数。“这

源领域，2016 年这一领域还将受到更多关注。

些企业正在做着令人惊叹的事情。”虽然他们

目前，至少对长期项目而言，利率呈上升趋势，

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利润，那么如果这些风险投

埃蒙斯对行业发展给出了乐观预期，“毕竟对

资者获得了回报，我们也应该看到整个板块业

项目融资而言，利率上涨会对长期借贷成本效

绩的上涨。

益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

来自彭博新能源财经的詹妮 · 蔡斯对此表
示同意。“尽管贫困地区的投资额跟全球投资

4

新兴市场融资增长

总额相比还是九牛一毛，期待通过风险投资交
易、发行债券等更多方式促进企业资金周转，
并进一步促进非洲、南美洲与东南亚太阳能产
业融资方式多样化。”
同时，蔡斯预测北非市场和中东市场还有

绿色债券是可再生能源行业融资的又一途

很大的增长空间。“尽管这些地区受到国际原

径。绿色债券是指募集资金专门用于资助符合

油价格下降影响，太阳能、风能将在其能源供

规定条件的绿色项目或为这些项目进行再融资

应系统中体现出发电成本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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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重点实验室
在风电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文 | 内蒙古工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2013 年，我国风力发电量首次超越核电，并稳步发展

汪建文，马剑龙

极鼓励在基础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实用化创新开发，

成为我国第三大主力电源。目前，我国风电的发展已度过

推动理论成果与实践应用的有效结合，进而实现研究生培

了初期技术引入式的发展模式，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和储

养中逻辑思考能力与试验实操能力的双优培养，提升研究

备已进入了以高品质风电机组研发、生产、维护为一体的

生的综合创新能力，满足现实社会对风电人才培养的特殊

自主研发式发展模式，高素质风电人才的培养是我国风电

要求。

发展模式战略转型的重要支撑。本文结合自身近二十多年

近年来，重点实验室成员承担国家 863 项目 1 项、国

来风电技术的研究经验和风电方向研究生培养经验，以内

家科技支撑项目 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9 项、教育

蒙古工业大学“风能太阳能利用技术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

部博士点基金 3 项、省部级项目 20 余项、地厅级项目 30

实验室”建设为基础，对风电人才培养的作用介绍一二。

余项，横向项目 20 项 ；获自治区自然科学二等奖 2 项、自
治区优秀教学成果奖 1 项，获授权发明专利 5 项、获得实

依托地区优势，创办特色学科
内蒙古自治区幅员辽阔，风能资源优势明显，风电建
设环境显著优于国内其它各省。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与支持

用新型专利 30 余项 ；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篇，其中三大检
索收录论文近百篇 ；培养博士 19 人，硕士生 150 余人，在
读博士生和硕士生 110 余人，毕业的研究生就职于全国 10
余家大型风电集团、国内外风电科研机构。

下，自 2013 年底至今，内蒙古境内每年风电新增装机及装
机总量均居全国前列。自上世纪 90 年代起至今，内蒙古风

注重特色发展，谋求国内协作

电的规模化建设不仅仅对高校风电人才的培养提出了量的
要求，更在于质的提升。内蒙古工业大学抓住专业发展的

实验室建设之初，本着“育人为本、协同创新、试验

时代契机，从 1988 年开始从事风电机组开发利用研究，随

为主、计算为辅”的发展理念，谋求与国内多家知名研究

后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 ；2008 年新增“风能与动力工程”

机构及兄弟院校间的深入合作。2011 年柔性引进中组部“拔

本科专业，2013 年改为“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经过 20

尖人才”、国家基金委“优青”罗坤教授，通过浙江大学和

余年的不懈努力与持续建设，提出了以特色化重点实验室

我校重点实验室双方优势优势互补，双方先后相互派出 11

建设带动风电专业研究生培养的发展模式。2014 年 8 月 15

名师生进行科研合作。此外，利用我校“风能太阳能利用

日“风能太阳能利用技术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正

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浙江大学“能源清洁利用”国

式通过教育部评审与验收。

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等的相互申请，获得实验室开放课
题 25 项，促进我校青年及骨干教师的培养。在实验室建设

着力基础研究，培养风电人才

过程中，为国内 20 多家科研机构、高校及企业提供了优质
测试服务，并与其中多家机构建立了学术互访、互派学生、

实验室人才培养中，特别重视基础研究的投入，并积

42

风能 Wind Energy

定期走访的协作机制，为博士、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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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交流平台，较大
程度上推动了学术成果
的及时共享，为学生科
研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
了良好的资源环境。

开展前沿研究，
搭建国际平台
学生做叶片疲劳测试

通过与美国能源
部合作研究风光互补
发电系统、与荷兰壳牌公司合作进行户用光伏发电系统测
试等，广泛与国际开展合作交流。2013 年，实验室依据
自身积累关注风电行业国际发展动态，借助与国际能源署
（IEA）、小型风电机组测试联盟（SWAT）、国际电工委员
会（IEC）三个国际性组织搭建的交流与科研协作平台，加
入了涉及 10 多个国家的国际性协作课题 IEA Wind Task
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重点实验室同仁进行学术交流

27 和 IEA Wind Task 32，并与多个国家的研究机构建立
了科研合作与数据共享，与丹麦里索（Risoe）国家风能
实验室、美国国家再生能源实验室（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建立了研究生共同培养或科研合作机
制，为风电人才培养提供了国际交流平台和出国留学深造
机会。

重视成果推广，产学研齐发展
上个世纪末，由于在风光互补发电系统研究方面取得
行业专家参观实验室并指导学生

了突出成绩，2000 年刘志璋教授代表内蒙古自治区获得“可
再生能源户用系统”全球能源奖一等奖。
本着科学研究源于生产、服务于生产的原则，实验室
注重企业的紧密结合和对研究生时间能力的培养，承担小
型风力发电机沿海野外测试场建设、山东莱芜 6m×6m 低
速回流风洞的建造等一批有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及推广项。
2014 年，受到中国振动工程学会模态分析与试验专业
委员会邀请，承办了“风电技术及设备故障分析诊断”学
术交流研修会，介绍实验室的最新测试技术及研究成果，
得到学会和来自全国各大风电机组制造、设计企业学员的

学生参与810kW风电机组叶片应力测试

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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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风速风电项目投资分析实例探究
文 | 潘沛

摄影：刘全顺

2008 年全国风能资源详查和评价结果显示，我国陆上

据统计，全国范围内可利用的低风速资源面积约占全

风能资源丰富区主要分布在东北、内蒙古、华北北部、甘肃

国风能资源区的 68%，且均接近电网负荷的受端地区，市

酒泉和新疆北部、云贵高原、东南沿海地区。以 70m 高度

场前景广阔。随着风能资源丰富的风电场越来越少，而适用

风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为例，内蒙古最大，约为 15 亿千瓦，

于低风速地区的风电机型则越来越多，低风速风电场的开发

其次是新疆和甘肃，分别为 4 亿千瓦和 2.4 亿千瓦。此外，

正逐步进入发展期。目前开发低风速风电场热门的省份有江

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北部，以及山东、江苏和福建等

苏、安徽、河南、湖南、江西、广西和广东等。

地沿海区域风能资源丰富地区面积大，适宜规划建设大型风
电基地。我国中部内陆地区的山脊、台地、江湖河岸等特殊
地形也有较好的风能资源分布，适宜开发利用分散式风电。
由全国 10m 高度风功率密度等值线图（图 1）可见，
我国风能资源丰富区（东南沿海及其附近岛屿、新疆北部、
内蒙古全境、甘肃北部、“三北”地区）10m 高度年有效
风能密度都能达到 200 W/m2 － 300W/m2。目前这类地区的
风能资源开发程度较高。相对于这些地区之外，除了部分高
山和湖泊周围风能资源较丰富外，其他地区风功率密度都在
150 W/m2 以下。
通常行业内将风电机组轮毂高度处年平均风速小于6m/s，
年平均风功率密度在 200 W/m2 以下的风电场称为低风速风
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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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全国10m高度风功率密度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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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风速风电场的定义

区内由多条南北向山梁构成，风电场内机组主要依靠山脊走
势呈南北布置。风电场平均高程在 59m － 198m 之间。

低风速风电场的概念尚未有统一的定义，参考部分文

风电场场址区80m高度年平均风速为5.4m/s，风功率密

献后，较客观的表述可为：低风速风电项目是指风电机组轮

度165.3W/m 2； 50年一遇10min平均最大风速为29.94m/s，

毂高度上年平均风速在 5.3m/s － 6.5m/s 之间，年利用小时

宜选用安全等级为IEC IV（C）类及以上风电机组，风电场

数在 2000h 以下的平原或相应风功率密度的高原区域内可开

安全等级较小。风电场位置及地形见图2。

发风电的项目，其一年内风速介于 3m/s － 7m/s 的频率较高。

二、机型选择

目前随着低风速风电机组的技术水平提升，年平均风

由于风电场安全等级较小，可以选用国内安装数量较

速达到 6.0m/s 以上，风电机组年发电利用小时数基本可以

多、技术较成熟的几种低风速风电机组，机型参数见表 1。

达到 2000h。根据近两年风电项目投资造价情况分析，年利

三、数据处理

用小时数达到 2000h 以上的风电项目都有不错的盈利能力，

风电场场址区域内有一座 80m 高度测风塔，测风数据

年利用小时数达到 1800h 则大多数风电项目资本金财务内部
收益率可以达到 8% 的要求。而年平均风速小于 5.5m/s 时，
风电项目将面临较大的投资风险。所以从风电开发商立场考
虑，其关注的低风速风电项目年平均风速基本在 5.5m/s －
6.0m/s 之间，年利用小时数在 1800h － 2000h 之间。

低风速风电项目实例
一、项目概况
该风电项目位于安徽省巢湖南岸低山丘陵地区，场址

图2 安徽巢湖某风电场地形图

表1 几种应用较多的低风速风电机组参数表
序号
1

项目

单位

机型特点

WTG － 1

WTG － 3

WTG － 2

WTG － 4

1.5MW 双馈

2MW 双馈

2MW 双馈

2MW 永磁

风电机组参数

2

3

单机容量

MW

1.5

2

2

2

风轮直径

m

93

105

111

115

扫风面积

2

6731

8655

9676

10434

单位容量扫风面积

m
2

m /MW

功率调节

4487

4328

4838

5217

变桨变速

变桨变速

变桨变速

变桨变速

切入风速

m/s

3

3

3

2.5

切出风速

m/s

20

20

22

19

额定风速

m/s

10

10

9.5

9

极限风速（3s）

m/s

42

52.5

52.5

52.5

异步双馈发电机

异步双馈发电机

异步双馈发电机

多极永磁同步电机

锥管式

锥管式

锥管式

锥管式

80

80

80

85

发电机
型式
塔架

4

型式
轮毂高度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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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满一年，年平均风速 5.4m/s。通过对该套数据进行同比例

电量 / 装机容量。

放大及缩小，将年平均风速折算成 5.0 m/s － 5.9m/s、间隔

由表 2 可得，发电量和单位容量下的扫风面积成正比

0.1m/s，共获得十套风能资源数据。采用 WAsP 软件按照不

关系，由于 WTG － 4 机型单位容量下的扫风面积较大，捕

同的年平均风速成果计算威布尔拟合参数 A、k 值和各风电

捉风能的效率较高，所以年上网电量等效利用小时数较高。

机组机型对应的理论发电量。

风电机组的启动风速和额定风速越低，则更适应低风

风电场年上网电量是在理论发电量的基础上，考虑风

速风电场，发电量相应有更大优势。

电机组利用率、气候影响、空气密度、功率曲线保证率、尾

四、项目效益分析

流影响、控制和湍流、风电机组叶片污染、风电场场用电线

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中国风电建设统计评价报告

损等因素和软件计算误差的影响，对其进行修正，得出风电

2014》显示，位于华东低山丘陵地区风电场投资成本约在

场年上网电量。按照该风电场特征计算了风电场上网电量综

9000 元 /kW。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陆上风电光

合折减系数，并计算年上网发电量及风电场年利用小时数。

伏发电上网标杆电价政策的通知》，明确了 2016 年和 2018

A、k 值及年利用小时数成果见表 2。各项折减系数取

年标杆电价。对应四类风能资源地区具体执行标准如下：

值按照工程经验估算，见表 3。风电场年利用小时数为上网

（1）2016 年、2018 年等年份 1 月 1 日以后核准的陆上

表2 各机型在不同风速下的年等效利用小时数
威布尔参数

风速（m/s）

风电机组年等效利用小时数（h）

A（m/s）

k

WTG － 1

WTG － 2

WTG － 3

WTG － 4

5.0

5.5

2.13

1530

1437

1545

1713

5.1

5.6

2.15

1588

1494

1604

1773

5.2

5.7

2.15

1629

1535

1646

1814

5.3

5.9

2.16

1722

1628

1740

1907

5.4

6.0

2.18

1818

1721

1836

2005

5.5

6.1

2.18

1860

1762

1878

2047

5.6

6.1

2.17

1896

1799

1916

2084

5.7

6.2

2.17

1932

1835

1952

2120

5.8

6.2

2.16

1968

1871

1988

2156

5.9

6.5

2.16

2053

1962

2075

2229

表3 案例风电场综合折减系数计算
折减因素

损失值（%）

能量累计（%）

风电机组利用率折减

3.00%

97%

气候影响折减

3.00%

94.09%

空气密度折减

1.00%

93.15%

功率曲线保证率折减

5.00%

88.49%

尾流影响折减

7.00%

82.30%

控制和湍流折减

2.50%

80.24%

叶片污染折减

2.50%

78.23%

场用电、线损等折减

3.00%

75.89%

软件计算误差折减

2.50%

73.99%

上网电量占理论电量（%）

46

风能 Wind Energy

73.99%

Industry | 产业

表4 电价为0.60元/kWh时各机型收益表
风速（m/s）

表5 电价为0.58元/kWh时各机型收益表

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

风速（m/s）

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

WTG － 1

WTG － 2

WTG － 3

WTG － 4

WTG － 1

WTG － 2

WTG － 3

WTG － 4

5.0

2.2

0.2

2.5

6.0

5.0

1.0

－ 0.9

1.3

4.8

5.1

3.4

1.4

3.8

7.1

5.1

2.2

0.3

2.6

6.0

5.2

4.3

2.3

4.6

7.8

5.2

3.1

1.1

3.4

6.7

5.3

6.2

4.3

6.5

9.6

5.3

5.0

3.1

5.3

8.3

5.4

7.9

6.2

8.2

11.4

5.4

6.8

5.0

7.1

10.1

5.5

8.7

6.9

9.1

12.2

5.5

7.5

5.8

7.8

10.9

5.6

9.4

7.6

9.8

12.9

5.6

8.1

6.4

8.5

11.5

5.7

10.1

8.2

10.4

13.5

5.7

8.8

7.1

9.2

12.2

5.8

10.7

8.9

11.1

14.2

5.8

9.4

7.7

9.8

12.8

5.9

12.3

10.6

12.7

15.5

5.9

11.0

9.4

11.4

14.1

风电项目分别执行 0.60 元 /kWh、0.58 元 /kWh 的上网标杆电价。
（2）2 年核准期内未开工建设的项目不得执行该核准
期对应的标杆电价。
（3）2016 年前核准的陆上风电项目但于 2017 年底前
仍未开工建设的，执行 2016 年上网标杆电价。
因此，案例项目的上网标杆电价在 0.60 元 /kWh 和 0.58

达到 1900h 以上。
对于案例项目而言，风电场实际年平均风速为 5.4m/s，
宜选用 WTG － 4 机型，年发电量等效利用小时数 2005h 时。
经测算项目若能在 2016 年核准并如期开工建设，全部全投
资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前）8.65%，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税
后）11.43%，投资回收期 9.2 年。

元 /kWh 时分别测算其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另外还考虑
了案例项目的造价水平、发电量及各项取费标准进行测算。

结论

根据国家现行财税制度和现行价格，按国家发展改革
委和建设部颁发的《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

本文通过我国东南地区某低风速风电场案例，讨论了

版）进行费用和效益计算，考察项目的获利能力、清偿能力

在目前风电机组制造水平下投资低风速风电场的必要条件。

等财务状况，以判断其在财务上的可行性。判断风电项目可

（1）低风速风电场年平均风速需达到 5.3m/s 以上，且

行的重要参数是项目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下同）
要达到 8% 以上。各机型在不同风速条件下项目资本金财务
内部收益率结果见表 4。

年利用小时数需达到 1800h 以上，项目才适合投资。
（2）在最新的风电上网标杆电价标准情况下，低风速
风电场需满足年平均风速达到 5.5m/s 以上才有较多的可选

根据表 4 和表 5 的结果可得：

机型，使得项目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满足 8% 的要求，这

（1）若是采用 WTG － 1 和 WTG － 3 机型，在 2016

样才能保证项目开发风险较低。

年电价政策下，要达到项目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 8% 的要

（3）在年平均风速达到 5.3m/s 的情况下，目前也有较

求，需要项目年平均风速达到 5.4m/s － 5.5m/s；在 2018 年

合适的机型可选，使得低风速风电项目基本实现投资收益目

电价政策下，要达到项目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 8% 的要求，

标，
但是目前此类机型尚未大规模安装应用，
有待进一步验证。

需要项目年平均风速达到 5.6m/s。
（2）若是采用 WTG － 4 机型，在两种电价政策下，
在年平均风速只要达到 5.3m/s，项目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
就能达到 8%，但是该机型目前尚未大规模应用。
（3）同时测算出，在 2016 年电价政策下，风电场利
用小时数需达到 1800h 以上；在 2018 年电价政策下，则需

（4）低风速风电场开发需要选择的机型有如下特点：
较大的单位容量扫风面积、较低的启动风速和额定风速。
（5）由于面临陆上风电上网标杆电价的调整，在 2016
年和 2018 年电价政策下，风电场利用小时数需达到 1800h
和 1900h 以上，低风速风电项目才能达到投资收益目标。
（作者单位：上海申能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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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化融合背景下风电企业研发
信息化建设研究
文 | 吴兵，秦明，吕占龙，贾冰，张雷

摄影：楼晓捷

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是新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对工

度不够，不同规模企业间信息化水平参差不齐、缺乏统一规

业行业信息化发展的新要求，是国家工业行业信息化发展的

范标准等问题均有待解决。本文以研发信息化建设为抓手，

新战略。从党的十六大“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

系统阐述两化融合对于风电企业研发信息化的促进作用。

进信息化”战略思想，到党的十七大“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明确要

推进产品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

求，再到党的十八大“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的“四
化同步”首要位置，两化融合政策的发展历程充分显示了信

构建产品设计及协同研发数字化平台，促进公司协同

息化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积极作用。作为

研发创新。处于产品生命周期最前端的研发设计是两化融

促进新型企业升级转型的创新途径，两化融合最终的践行者

合的重要切入点。首要在于推进产品生命周期的数字化管

是企业。由于受多品种、小批量和复杂产品结构的制造特征、

理，数字化的范畴远不限于数字化设备。事实证明，先进

市场竞争不规范、准入资格审核欠缺等因素的影响，风电企

管理方法和先进制造技术无一例外都需要通过数字化的途

业的两化融合水平普遍需要提高，研发信息化应用深度与广

径才能发挥其最大价值。以并行工程理念为例，如果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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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产品的三维数字化模型，要想在设计阶段验证产品的

略，明确产品的买点，确立竞争优势；在统一的信息管理

可制造性和可装配性就非常困难，这样就不得不试制更多

平台下，商务、研发、售后、供应链、生产等环节共同参

成本昂贵的物理样机。此外，协同设计、虚拟产品开发和

与决策应对风险，包括技术路线选择、商业前景分析、度

网络制造等也都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和产品相关的数据

电成本分析、新产品较之老产品或竞争对手的优劣分析、

经过数字化描述后，其优点是多方面的：（1）便于信息的

过去发生过的经验教训总结、未来新产品的销售区域分析、

管理、一致性维护、查询统计和重复利用；（2）便于产品

知识产权潜在冲突及预防措施、生产制造及维护的可行性，

和制造过程的虚拟分析验证，有助于优化设计方案和工艺

以及各种风险预见及应对等。同时在概念设计阶段引入设

方案；（3）便于信息的网络共享和协同工作。

计失效模式和影响分析，重复运用过去经验来确定重要组
件，降低了项目的风险计划；在产品规划时确定产品质量

建立统一数据源的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

计划，定义产品质量需求，提高各设计阶段各子系统、模块、
组件及元器件的设计质量；每一个产品的技术参数及功能

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信息系统为基础与产品设计开

需求都被科学验证，既有仿真试验验证又有现场验证数据，

发密切结合，通过加大信息化投入力度，打造一个适合企

从而实现对设计与分析、试验与评价、评估与改进的完整

业研发产品全生命周期的信息集成平台，实现信息化和工

过程的管控。

业化真正融合，已成为新时期下推动企业信息化发展和结
构转型的重要工作之一。构建先进的 PLM 平台、基于 Web

信息化平台建设提升产品设计质量控制

的一体化协同工作平台，满足研发、制造、综保、质量等
各环节的内部及外部多层次、多方位业务协同的需求； 通

质量管理过程包括了质量策划、质量执行、质量检查、

过 扩 充 SolidWork、Pro/E、MathLAB、MathCAD、ePLAN

质量改进等四个关键环节，各个环节都需要与研制过程进

等工具提升结构设计、计算及仿真能力，在此基础上将工

行紧密结合，以体现研制过程中的质量管控，而不是事后

具与平台进行结合，提升机电一体化并行协同能力、设计

检查模式。基于信息化设计平台环境，支持设计过程中的

过程管理能力、协同计算管理能力、基于配置的数字化仿

五性（可靠性、保障性、安全性、维修性、测试性）管理

真能力等。在深化协同研发管理的基础上，基于统一的技

和全生命周期各阶段的质量问题闭环管理。其中，五性管

术架构平台实现数字化制造过程管理，支持设计制造并行

理对五性定义与分解、设计与分析、试验与评价、评估与

工程、工艺结构化设计、工装协同设计、工艺指令输出等，

改进的完整过程进行管理，并提供五性分析的集成工作环

实现设计数据、工艺设计过程与工艺资源的管理一体化和

境；质量问题闭环管理则对设计、工艺、制造、售后各个

数据向生产的打包发布。将设计、制造与综合保障管理进

阶段反馈的质量问题进行闭环管理，确保质量问题可控、

行有效衔接，实现技术出版物资料的统一管理和状态控制，

可追溯。按照产品的成熟度，明确界定了各个研发阶段的

支持电子化培训及课件制作、维修支持管理等，全面提升

交付物及成果定义，在项目阶段评审时，依照交付物完成

电子装备的综合保障管理能力；对用户需求定义、需求实现、
需求验证的过程进行闭环管理，确保需求、实现、验证的
关联性、更改一致性和可追溯性，使新产品研发和现有产
品改进能够以客户需求为导向。

利用信息化手段对项目全角度分析强化筛查
借助各种信息及管理技术和手段，在新产品提案阶段
就确定产品的战略定位，即进行产品的市场定位分析，明
确此产品在市场中的需求定位与客户群体。通过搭建产品
技术分析系统，对竞争产品进行分析，确定差异化竞争策

图1 基于信息化手段的项目决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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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来检查和评审项目是否满足进入下一研发阶段的条件，

一阶流程：业务模式（流程总图）二阶流程：项目流程（阶

并评估其风险，决策是否继续进行产品开发或调整开发策

段定义）；三阶流程：细部流程（设计，工艺等）；四阶流程：

略，保证了企业商业利益最大化，实现了对成本、进度、

任务流程（WBS 任务分解）；五六阶流程：电子工作流（审

质量的有效控制。

批、签署），以专注于产品开发业务流程的制订为核心，
并将后续的工艺、采购、制造以及维护维修环节纳入产品

实现业务流程的标准规范化管理与执行

研发，实现串行业务模式向最大程度的并行业务模式转换，
构架出完整业务流程体系。

现代风电制造企业往往存在以下问题：产品研发流程
化规范化程度相对薄弱，产品研发依赖于研发人员的经验、

结语

默契，以及对工作的负责态度；项目参与者的工作职责、
前后关联关系，执行内容、交付件等尚未清楚定义；归根

在两化深度融合进程中，风电企业必须抓住机遇，迎

结底是缺少规范化业务流程，或已有的标准流程得不到严

接挑战。深刻认识到两化融合的内涵，根据自身发展需求，

格执行，这给降低成本、缩短研发周期、提升质量及研发

切实推进两化融合，推动研发信息化建设。在两化融合进

效率带来了较大的挑战。

程中，充分运用信息网络技术，有效保障产品研发数据的

以信息化 PLM 系统为平台，重点集中在 PLM 所涉及

完整性、有效性和管理规范性，从而实现产品研发技术状

的产品开发和订单响应关键业务梳理与优化，以风能行业

态的可控、可追溯，整体提高研发效率，真正地向管理要

“最佳业务实践”为依据，并充分结合企业的未来发展，

效益，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做基础铺垫。

设计出适合企业的最佳解决方案。通过业务流程分类即：

（作者单位：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摄影：杜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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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场运行管理指标研究与应用
文 | 方志宁，李红莉，刘俊燕

随着全球能源的开发利用逐渐向

和风能频率分布、风向频率和风能密

向出现的频率，并将其表示在风向玫

新能源方向过渡，大规模的风电开发

度方向分布、风切变指数和湍流强度

瑰图上，作为风电机组偏航的参考依

越来越多。虽然风电场开发、并网运

等。这些指标是风能资源好坏评估的

据，其中扇区面积最大的可作为一年

行的势头与日俱增，但是风电场的生

标准，对风电场前期选址具有重要意

主导风向的参考。

产运行管理办法却没有跟上产业开发

义，但是对于已经投产运行的风电场

的步伐。因此建立一套完整的评估机

来说，并不需要这些完整的指标。根

风频率即小于 3m/s 的风速出现的频率。

制，对现场运维人员的工作进行考核，

据风电场的实际运行情况，主要考虑

统计出的静风频率同样表示在风向玫

最大限度的保证风电机组处于最佳运

以下几项指标。

瑰图上，如图 1 所示。积累的数据做

将 3m/s 以下的风定义为静风，静

行状态，是提高风电场经济效益的有

一、平均风速

横向对比，对未来的微观选址具有指

效途径。

平均风速是给定时间内瞬时风速

导性意义。

的平均值，给定的时间从几秒到数年

由图 1 可以看出风电场当月的主

管 理 经 验， 对 风 电 场 风 能 资 源 指 标、

不等。目前广泛采用的是 10 分钟平均

导风向为南风，静风频率为 5%，该静

风电机组性能指标、生产指标以及可

风速。计算公式如下 ：

风频率很小，表明风电机组可以长时

根据宁夏地区部分风电场的运行

靠性指标四个方面的研究性工作进行

间处于并网发电状态。

n

1
v 10min = n | v i
i=1

了探究，并根据研究成果在集控系统

风电机组性能指标

软件内集成了各项指标的统计分析模

其中 ：

块，公司管理人员通过计算机即可了

v 10min 表示 10 分钟平均风速 ；

解各场站的实时运行情况，并可对各

vi 表示 10 分钟内每次采样的风速；

一、功率特性曲线

项指标进行横向与纵向对比，提高了

n 表示采样次数。

功率特性曲线是风电机组输出功

公司对于风电场的远程管理能力。同

二、风向频率和静风频率

率随风速变化的关系曲线，是考核风

时，通过对各项指标的实时考核和分

计算出代表 16 个方位的扇区内风

电机组性能、评估风电机组发电量的

析，找到实际值与目标值的差异，指
导运行人员实时调整运行方案，大大
提高了公司的经济效益和员工的工作
效率。

风能资源指标
根 据 GBT 18710 － 2002 规 定，
风电场运行前期风能资源的评估需要
各种不同的参数，包括不同时段的平
均风速和风功率密度、风速频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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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组会停机，停止发电，以此降低风电

重要指标。
实际功率曲线是根据风电场采集
的风速——功率散点数据，运用最小二
乘法进行功率曲线拟合，得到风电机组

降低机组反复启停导致的电量损耗。

机组发生塔架倒塌、叶轮飞车等事故的

四、拟合优度

风险。

为了衡量和评估风电机组出力大

风电机组制造商会提供风电机组

小，引入拟合优度的概念。拟合优度

的切入、切出风速，但是不同风电场

R 是指回归直线对观测值的拟合程度，

的实际运行情况不同，风电机组的切

是衡量模型的预期值和现实所得的实

入、切出风速与厂家提供值会有一定

际值的差距。在这里用理论功率与实

的出入，所以统计出小风切入、大风

际功率进行拟合模拟计算。首先计算

际运行数据的最优值得到的功率曲线。

切入、小风切出和大风切出 4 种类别

二者的偏差 Q ：

三者对比结果如图 2 所示。

下的风速区间内的切入切出占比，对

实际运行风速——功率的函数关系。
保证功率曲线是风电机组制造厂
家提供的标准功率曲线。
最优功率曲线是根据风电机组实

由图 2 可以看出当风速在切入风
速和额定风速之间时，实际功率曲线

n

Q = | ^ W hi - W rih2

后面风电机组的启停预测起到至关重

i=1

其中 ：

要的作用。

n 为时间段个数 ；

与保证功率曲线契合较好。当风速大

根据月小风切入统计可以看出，

于额定风速之后，风电机组的实际功

当月风电机组在小于切入风速以下时，

Whi 为第 i 个时间段内的实际发电量；

率大于风电机组的额定功率，所以实

风电机组切入仅占 5% 左右，而风速大

Wri 为第 i 个时间段内的理论发电量。

际功率曲线更能体现风电机组的实际

于 4m/s 的切入占比达到了 70% 左右，

则拟合优度可表示为 ：

运行状态。在计算风电机组发电量时，

这说明风电机组的低风速发电能力不

使用实际功率曲线的准确性更好。

足。当风电场观测的风速低于切入风

二、理论发电量

速 时， 应减少风电机组切入的次数，

R=

n

Q/ | W hi2
i=1

R 的值越小，表明风电机组的相

通过测风塔长期观测到的风速数
据，得到场站地区的风速概率分布函
数，与拟合的功率曲线相结合得到风
电机组平均功率，进而得到风电机组
的理论发电量。计算公式如下 ：
W = TT $ | 6 F ^ v i h - F ^ v i - 1 h @
N

i=1

^ Pi + Pi - 1h
2

其中 ：
∆ T 为计算发电量的时间间隔 ；
N 为 bin 区间数 ；

图2 功率曲线

vi 为第 i 个 bin 区间的风速平均值；
F（vi）为第 i 个 bin 区间的概率值；
Pi 为第 i 个 bin 区间的平均功率值；
W 为理论发电量。
三、切入切出风速
风电机组切入风速是针对并网型
风电机组而言的，是指达到并网条件
的风速，也就是可以发电的最低风速，
低于此风速风电机组会自动停机。切出
风速指风电机组并网发电的最大风速，

图3 月切入风速统计

超过此风速风电机组将切出电网，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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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出力越大。
表 1 为选取麻黄山风电场 33 台风
电机组某天的拟合优度数据。
由表 1 可知，当天有 10 台风电机
组的拟合优度为 0，有 30 台风电机组

内除去基建、技改等用电量之后的风

流系统、消防系统等负荷的用电量总

电场生产、生活用电量，包括全站办

和。通过此项指标可以看出风电场生

公、食堂、照明、动力、电暖、空调、

产管理的基本能耗情况。

电热水器、通信、检修、试验、逆变、
设备控制和操作、视频监控系统、直

由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图 5），各
场站本月厂用电率相比于同期有所增

的拟合优度小于 0.2，仅有一台机组的
拟合优度超过 0.5，这表明整个风电场

表1 风电机组拟合优度排行量

的实际发电量与理论发电量偏差很小，
运行效率较高。

风电机组

平均风速 (m/s)

拟合优度

风电机组

平均风速 (m/s)

拟合优度

6.50

0.10

五、曲线偏差率

MG01_07

8.00

0.00

MG01_06

风电机组的曲线偏差率 K 的计算

MG01_21

7.00

0.00

MG01_08

6.50

0.10

6.50

0.10

方法为 ：
KJK
K
K = KKK1 L
其中 ：

N
- Prih2 OOO
i=1
OO # 100%
O
Pd # n
P
n

| ^P

hi

MG01_03

7.00

0.00

MG01_14

MG01_13

7.00

0.00

MG01_27

6.00

0.10
0.10

MG01_26

6.50

0.00

MG01_32

6.00

MG01_04

6.50

0.00

MG01_01

5.86

0.10

MG01_05

6.50

0.00

MG01_12

5.50

0.10

n 表示采样次数 ；

MG01_25

6.00

0.00

MG01_24

5.38

0.10

Pri 为第 i 次采样风速对应于标准

MG01_33

5.50

0.00

MG01_31

5.00

0.10

MG01_23

4.50

0.00

MG01_20

7.00

0.14

MG01_02

7.50

0.10

MG01_10

7.00

0.14

6.90

0.14

功率曲线上的功率值 ；
Phi 为第 i 次采样的实际功率值 ；
Pd 为风电机组的额定功率。
将设备拟合出的功率曲线，按不
同时间段进行偏差率对比，对比方式分

MG01_16

7.50

0.10

MG01_19

MG01_15

7.00

0.10

MG01_29

6.50

0.14

7.50

0.20

MG01_09

6.90

0.10

MG01_30

MG01_18

6.90

0.10

MG01_17

7.50

0.35

MG01_28

6.00

0.52

六种，分别是实际功率 / 保证功率、实

MG01_11

6.73

0.10

际功率 / 最优功率、最优功率 / 保证功

MG01_22

6.50

0.10

率、实际功率 / 上月实际功率、实际功
率 / 同期实际功率、实际功率 / 最优功
率，生成两种对比曲线方便查看，如图
4 所示，通过曲线偏差率的对比，特别
是同期机组间的对比，可以了解设备的
性能变化。

生产指标
生产指标是衡量一个风电场效益

图4 风电机组曲线偏差率排行

及管理水平的基本指标。它包括风电
场的发电量、运行状态小时数、风电
场有功功率、厂用电损耗、复位及时率、
消缺及时率以及减排 KPI。
一、厂用电损耗
风电场厂用电损耗是指统计周期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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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厂用电率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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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年累计厂用电率也有所上升，管

其中阀值预警可以监测 7 大部件 27 个

可靠性指标

理人员应及时考核各场站厂用电是否

温度压力测点，这样可以有效避免部

合理，给各场站提出合理的建议，改

一、停机报警

件老化故障后维修，提前做好计划检

善厂用电情况，提高风电场效益。

风电机组在运行过程中产生故障

修工作 ；停机管理也做到与部件报警

二、复位及时率

报警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发电机故障、

关联，能提供事件追忆功能准确定位

当风电机组发生某些故障而停机

齿轮箱故障、变桨系统故障、主轴故

停机原因。图 8 所示为风电机组报警

之后，现场工作人员可以通过手动按

障等等。发现机组出现故障报警应及

信息排行统计。

复位键将风电机组复位，从而使机组

时处理，防止机组产生更严重的损毁。

重新开机运行。
根 据 图 6 统 计 的 各 场 站 5 分 钟、

集控系统的预警报警提供了包括

由统计结果可以看到风电机组的
变桨、偏航、其他等的故障次数较高，

设备报警、升压站报警、自定义报警、

风电场应着重做好相关部件的计划检修

10 分钟、15 分钟以及 20 分钟内复位

阀值预警、停机管理、效能管理和限

及备品工作，提高风电场的应急能力。

及时率可以看出，工作人员在风电机

电管理等历史记录查询等功能，这些

二、利用小时数

组故障停机后 5 分钟内复位风电机组

功能能为缺陷管理、计划检修等工作

风电机组或风电场的利用小时数

的 及 时 率 为 100%， 执 行 效 率 较 高，

的精细化提供精确详细的数据支持，

是在统计周期内，总的发电量折算到

这就有效地减少了风电机组因故障停
机而损失的发电量，提高了风电场的
效益。
三、消缺及时率
消缺及时率是风电机组发生故障
时，现场运维人员消除故障的次数与
故障总次数的比值。它是考核风电场
运维人员在规定时间内排除风电机组
故障能力的重要指标。

图6 风电场复位及时率统计

图 7 中看出石板泉风电场消缺率
达到了 97.96%，而香山风电场的消缺
率仅为 60.64%，这充分体出现了两个
风电场运维人员的工作效率，管理人
员应加强对香山风电场的运维人员的
督导，提高香山风电场的消缺率，从
而减少风电机组故障损失电量，提高

图7 风电场故障次数统计

风电场收益。
四、减排KPI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资源
消耗和污染物排放的速度在不断加快，
随之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不断加重。
为了响应国家节能减排的号召，从减
排二氧化碳、二氧化硫，节约标煤以
及节约水四个方面构成了企业的减排
KPI，为以后企业的节能减排绩效评估
提供一定的参考。

图8 风电机组报警信息排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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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负荷状态下的发电时间，即总发电

当出现较大的偏差时，说明机组性能

二、性能分析模块

量除以装机容量。

不佳，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改善机组

性能分析模块（图 12）可以单独
选择一项指标，并以年、月、日的时

的运行状态。

W总
T= P
总

间尺度生成相应的分析报表。

集控系统展示

其中 ：

三、指标排行模块

T 为有效风时数 ；

指标排行主要从生产水平、设备

W 总为总发电量 ；

一、运行分析界面

可靠性、设备性能、故障报警等几个

P 总为总装机容量。

集控系统的运行分析界面分类集成

方面在不同时间段对全省公司所有设

了风电场的发电量、损失电量、故障报

备进行了全面的对比排行，对促进各

以及与同期数据的对比，可以直观地

警以及风能资源等基本情况，通过不同

个场站的生产维护水平有所帮助 ；同

看出风电场的运行状态是否良好。

的形式展现，并有同期数据对比，每个

时对于公司整体而言能一目了然地了

分类还能进入分类子页面，
如图11所示。

解到不同时段不同场站设备出力情况。

通过各场站利用小时数的统计，

三、设备利用率
设备利用率是指设备实际使用时
间占计划用时的百分比，即设备的使
用效率，也是反映设备工作状态及生
产效率的技术经济指标。
通过本月与上月的设备利用率对
比（图 10），可以大致看出风电场每月
设备利用率的变化情况。当设备利用
率较低时应及时考核风电机组的设备
可用状态，及时检修，避免长时间停

图9 场站利用小时数

机造成发电量的损失。
四、功率一致性系数
根据风电机组所处位置的风速和
空气密度，观测风电机组输出功率与风
电机组厂商提供的在相同噪声条件下的
额定功率曲线的规定功率进行比较，选
取切入风速和额定风速间以 1m/s 为步
长的若干个取样点进行计算功率特性

图10 风电场设备利用率

一致性系数。
n

功率一致性系数 =

|
i=1

Pri - Phi
Pri
# 100%
n

其中 ：
i 为采样次数 ；
Pri 为第 i 次采样风速对应于标准
功率曲线上的功率值 ；
Phi 为第 i 次采样的实际功率值。
当统计出的功率一致性系数较小
时，说明风电机组的实际运行接近厂
家提供的功率曲线，运行状态良好 ；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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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分类排行能了解到公司所有设备

时 率 88%，3 月 复 位 及 时 率 92%， 各

最 容 易 出现的故障，提前做出预防，

风电场风电机组故障报警复位及时率

采购备品备件，来增加设备的可利用

逐月上升，最大限度的提高设备可利

率。指标排行模块如图 13 所示。

用小时，提高了发电量。
（三）风电场的各项指标分析模块

结论

投入使用以后为公司带来了显著的经
济效益。据统计，2015 年一季度风电

（一）通过集控软件达到了对区
图12 性能分析模块

域内风电场的统一调度和管理，实现

去掉风速差异及调度限电损失，实际

了对不同区域、不同控制系统的风电

多发电量 202.27 万千瓦时，按风电上

场在同一平台下统一监控、数据分析，

网电价 580 元 / 千瓦时计算，一季度风

提高了生产管理效率。

电场直接效益增加 117.32 万元，合每

（二）通过生产指标，可以了解各

图13 指标排行模块

场发电量同比增加 1479.64 万千瓦时，

月增加收益 39.11 万元。

个场站的机组的运行情况，及时调节

（四）随着日后风电场规模的扩大

生产计划，使各个电站的利益达到最

以及经验的提升，还需要进一步细化

大化。统计发现，2015 年 1 月青山风

每项指标，不断推进风电场高效安全

电机组故障报警复位及时率 85%，在

运行的进程。

集控人员运行督促下，风电机组故障

（作者单位：国电电力宁夏新能源开发有

报警复位及时率持续上升，2 月复位及

限公司）

摄影：李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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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PLC的硬件在环系统在风电机组
仿真中的应用﹡
文 | 张雪松，纪国瑞，朱莲，王一婧

风电机组主要功能是将风的动能转化成发电机转子

建立模型代替。

的动能，转子的动能又转化成电能实现发电。随着全球
对风电产业的大力投入，大功率风电机组发展越来越快，

（三）建立风电机组运行仿真系统。该系统具有风能特
性仿真和风电机组仿真的功能。

2MW、3MW 已成现役主力机型，远景 5MW、国电联合动
力 6MW、西门子 7MW 样机都已完成吊装或并网。随着风

（四）实现仿真平台执行周期（10 毫秒）与风电机组实
际控制系统运行一致。

电机组的快速发展，其部件及控制系统越来越复杂，从而也
增加了设计和调试上的难度。因此对于大功率风电机组仿真

风电机组仿真平台

平台建设的需求越来越强烈。
硬件在环最初主要用于避免直接建立不确定系统的数

从功能角度看风电机组仿真平台分为两部分 ：一是硬

学模型。对许多复杂的、时变的、强非线性的系统来说，建

件和用来满足模型计算的相关软件即仿真系统，它能够计算

立其准确的数学模型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动态模型。因

出风电机组对 PLC 所发出指令的响应 ；二是用来为 PLC 建

此提出一种将系统硬件嵌入到仿真系统中，用真实的可编程

立正确连接的数据通讯接口，将模型计算结果，如风速、桨

逻辑控制器代替模型，而其它部分则采用数学模型实现。这

距角、发电机转速及转矩等反馈给 PLC。为了能反映风电

样能准确模拟风电机组控制系统及各部件的运行情况。

机组真实运行情况，因此需要快速的数据交换接口。风电机

本文把硬件在环系统引入风电机组仿真，搭建联合动

组仿真平台主要由运行仿真系统的计算机和运行风电机组

力 2MW 双馈风电机组硬件在环仿真平台（以下简称风电机

主控系统的 PLC 组成（如图 1），以及扩展到变桨系统、变

组仿真平台）。

流器系统等。该平台将风电机组主控程序运行于 Bachmann
MPC240 控制器，通过建立风电机组模型，开发数据接口实

目标

现风电机组模型和主控数据交互形成闭环控制，完成风电机
组仿真。

风电机组仿真平台设计目标如下 ：
（一）构建以风电机组总体设计平台为核心的风电机组
仿真系统，该系统贯穿风电机组参数选择、总体设计、详细

仿真系统包括描述风电机组信息的虚拟风电机组模型、
描述风速风向信息的风况模型、数据通信接口以及加载并运
行以上模型的仿真主系统，其架构如图 2。

设计整个过程，包括风电机组性能分析、载荷计算、结构强

一、虚拟风电机组模型

度分析模块。

虚拟风电机组模型（如图 3）通过使用 FAST（Fatigue,

（二）建立风电机组控制系统半物理仿真系统，在该系

Aerodynamics, Structures and Turbulence）搭建一个虚拟风电

统中控制器及相关的通信为实物，而风电机组其他部件通过

机组，该模型包含叶片、塔筒、齿箱、发电机、偏航及变流

﹡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基金项目（2012AA05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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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等部件。FAST 由美国可再生能源实验室（NREL）开发
的一个复杂气弹仿真器，具备计算风电机组的极限载荷和疲
劳载荷，同时具有与 GH Bladed 仿真模型数据接口。2005
年 FAST 通过德国劳氏认证，适合为设计和认证陆上风电机
组计算载荷。FAST 使用与凯恩动力学组合模型方法建立运
动方程，并使用自由度较少的模态的方法来描述风电机组动
力学中最重要的部分，因此运行速度快。仿真系统还可能包
括其它外围设备的模型，如变流器和变桨等模型以尽可能真
实地反映风电机组系统。
本文介绍一下虚拟风电机组模型及参数，塔筒模型包
括底部直径、顶部直径、轮毂高度、塔筒质量、有效的塔顶

图1 风电机组仿真平台拓扑图

的扭转刚度及基础环等相关参数。叶片模型包括叶片数、叶
片长度、叶尖速比、叶轮直径、攻角、升力系数、阻力系数
等相关参数。传动链模型包括传动链，主要是由风轮转子、
低速轴、齿轮箱、高速轴和发电机转子构成，发电机在此处

风况模型

仿真主系统

我们单独建模。发电机模型包括电网频率、额定功率、并网
转速、额定转速、额定转矩、机械损耗、电损耗等相关参数。

测试对象
数据
通讯
模块

主控系统

虚拟风电机组模型

变流器模型包括并网转速、并网开关、额定转速、额定转矩
等相关参数。变桨模型包括叶片个数、变桨速率、桨距角、
桨距角最大最小限位等相关参数。

图2 风电机组仿真系统架构图

二、风况模型
风是自然界的产物，人们目前还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
控制，但风速变化和分布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Weibull 分
布是通过常年的风速预测，取 600s 的风速平均值进行研究，
用该平均值来估计预测风能资源。
风况模型为风电机组提供实时风速、风向数据。文
中 通 过 使 用 AeroDyn 搭 建 起 来 的 风 能 资 源 仿 真 接 口，
AeroDyn 即空气动力载荷，由美国 NREL 提供的空气动力
载荷算法，在航空、航天、风电机组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
主要使用 Wind 模块设计风况，包括风速、风向、持续时间、
空气密度等参数，然后通过 AeroDyn 接口与 FAST 进行数

图3 虚拟风电机组模型

据交互。
三、数据通信接口
数据通信接口实现仿真系统和控制系统之间数据交互。
一方面将虚拟风电机组模型和风况模型产生的运行数据从
PC 传输到 PLC 中运行的控制系统中 ；另一方面将控制系统
控制参数从 PLC 传回到 PC。该接口使用 visual studio 2008
和巴合曼控制器提供的 M1com 动态链接库开发，其满足数
据高速准确交互的要求，能实现和主控系统同周期（10 毫秒）
数据交互。

图4 风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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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仿真主系统

桨系统、变流器系统通过 proﬁbus 或 canopen 等通信方式与

仿真主系统是风电机组仿真平台执行主流程。该系统

主控系统相连。

使用 visual studio 2008 开发，主要完成模型和通信接口加载

仿真

任务，实时读取模型运行数据并发送给控制系统以及接受控
制系统参数并写入到运行的模型。其主要流程，首先，启动
仿真主系统加载风况模型和风电机组模型 ；其次，通过风况

一、功能

模型生成风速和风向数据，并将数据输入给风电机组模型模

通过运行硬件在环仿真系统（图 6），模拟风电机组运行，

拟风电机组运行 ；然后，仿真主程序将风况数据和风电机组

对风电机组控制系统进行测试。该平台主要实现以下功能 ：
1. 风电机组正常工况仿真，按 IEC61400 － 1 设计正常

运行数据通过数据通信模块发送给 PLC 中运行的主控系统 ；
最后，主控系统将控制参数再传给风电机组模型，从而形成

风况，即风速界与切入和切出之间，检验风电机组在该风况

闭环控制（如图 5）。如果我们要进行带部件的仿真时，可

下能否正常运行，并完成待机－启机－并网－停机等过程。

以将风电机组模型中变桨、变流器等软件模型屏蔽，而将变

2. 特殊工况和复杂风况仿真，如 50 年一遇大风或山地

初始化

读 MCS 参数

将参数写入 WTM

运行 WTM 并读取参数

运行 WM 并读取参数

将 WTM 和 WM 参数写入
MCS

停止 WTM

资源释放

退出

图5 风电机组硬件在环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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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硬件在环仿真系统运行界面

图7 小风主要参数曲线

湍流风等实际测试中不易遇到的风况，验证此风况下风电机
组运行及响应是否与控制系统设计一致。
3. 主控算法与逻辑验证，验证转速转矩、风速功率等
曲线是否吻合，转速与开收桨动作以及部件启停逻辑是否满
足设计要求。
4. 风电场故障复现，将风电场实际采集数据输入到风
况模块，调整虚拟风电机组模型尽量与实际发生故障时一
致。仿真风电机组在风电场中的运行，从而复现出风电机组
图8 大风主要参数曲线

的故障，为故障解决及控制优化提供方案。
5. 部件的联调仿真，通过用变桨变流器等大部件或其
控制板卡替代虚拟风电机组模型中的相关部件，实现仿真系
统与真实部件联动测试，如测试变桨变流器能否跟随控制系

关操作并录制风电机组运行相关参数。实验数据通过 Matlab

统指令动作。

绘制图形如图 7、图 8 所示。

二、实验
以下针对国电联合动力 2MW 双馈风电机组，使用仿

结语

真测试平台仿真正常工况下风电机组的待机、启机、并网、
停机完整过程。设计风况为 ：
1(10s) － 4(110s) － 6(140s) － 8(20s) － 4(60s) －

本文根据 PLC 的优势，结合 HILS 的软硬件要求，首先，
提出把 PLC 引入到 HILS 中，实现风电机组实时仿真 ；其次，

6(60s) － 8(60s) － 10(60s) － 12(60s) － 14(60s) － 16(60s) －

采用先进的数据通信接口实现毫秒级的仿真，真实模拟风电机

18(60s) － 20(60s) － 22(60s) － 24(60s) － 26(60s) －

组主控程序的实际运行 ；然后，设计特殊工况 ；最后，通过与

28(60s) － 30(60s) － 32(60s) － 34(60s)， 其 中 1 代 表 1m/s，

大部件联调实现了风电机组全实物仿真。仿真结果验证了系统

表示风速，（10s）表示持续时间。

的有效性，同时该系统具有实时性好、易于扩展等优点。

我们针对小风和大风分别完成启机、并网、停机等相

（作者单位：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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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规划的风电场工程化聚合模型及
软件适用性研究﹡
文 | 邓小亮，成涛，胡斌奇，戴梦

近年来国内外风电发展迅速，已有的风电机组详细模
型十分复杂，对风电场几十台风电机组进行详细建模显然难

BPA 和 DIgSILENT 两款软件的仿真结果，给出聚合模型在
两款软件中的适用性结论。

以用于含风电的电网规划计算。因此有必要结合规划计算的
要求建立一种既满足精度又尽可能减少计算量的等效模型。
截至目前已有不少研究给出了风电场的等效方法，包

风电接入系统规划电气计算对风电模型的技
术要求

括奇异摄动理论、平衡理论和积分流形理论的风电场动态降
阶等效方法，将风电场详细模型的微分方程进行化简，进而

随着风电的快速发展，风电规划不应该仅仅取决于风

得到等效模型 ；或基于传递函数概念的参数辨识方法进行动

能资源，而更应该与电网的运行相结合，因此对风电接入系

态聚合等效 ；还有根据风电场的输出特性利用遗传算法得到

统规划方案进行的各种电力计算和优化分析都需要引入恰

参数的动态聚合等效模型。另外可以根据风速对风电场内的

当的风电模型。风电接入系统规划阶段的计算包括潮流计算

风电机组进行分群，将每个机群的风电机组等效为一台风电

分析、暂态稳定计算、短路电流计算等，有着各自不同的计

机组，进而将整个风电场等效为几台风电机组 ；部分研究还

算分析目标，相应对风电等效模型也有不同的技术要求。

根据聚类算法对风电机组进行分群 ；或是以风电机组具有相

一、潮流计算

似运行点为机组分群原则 ；相关研究还通过特征分析的方法

风电场在运行时需要保证并网点的功率因数或者电压

确定机组的分群指标，并以此分群进行多机等值。

水平在一定范围内，因此规划阶段的潮流计算需检验风电场

但上述研究的模型在用于规划分析方面却存在一定障

的静态无功配置是否能满足无功要求，进而确定风电场的无

碍。首先是模型方法的局限性，系统参数辨识的方法需要风

功配置容量。同时在规划阶段需确保风电接入系统在几个典

电场的运行数据，不适用于规划阶段的风电场。其次是模型

型出力情况下（包含最大、最小运行方式）不存在线路过载

精度问题，风电规划模型往往期望采用统一的降阶等效模型

或重载的现象。

用于所有的电气计算，降阶改变了原有风电机组模型的结构

二、暂态稳定计算

必然带来计算精度的下降，因此风电规划模型的精度验证必

接入电网的风电场需要保证一定的低电压穿越能力，

须采用其他的方法来进行。最后是软件适用性问题，电力系

即电网电压降低时风电场仍能连接在电网上不脱网运行。规

统计算软件 BPA 提供的风电机组模型准确性有待验证。

划阶段的暂态计算就是用于检验风电场在暂态过程中的行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在已有单机等值聚合方法的基础

为，包括风电机组机端电压的跌落和恢复、风电场送出功率

上，建立一种可直接用于现有规划计算软件、满足规划阶段

的跌落和恢复等。对于不满足国标低电压穿越能力的风电

少实测数据要求的高精度聚合模型。还搭建了风电场仿真

场，可以采用静止无功发生器等动态无功补偿设备进行暂态

算例，验证聚合模型在规划计算应用中的准确性，同时对比

电压支撑。

﹡ 本研究受国家电网公司项目（SGHN0000DKJS1300221）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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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短路电流计算

组的控制系统参数保持不变，只需要进行轴系参数的聚合。

规划阶段短路电流计算的主要目的是确定规划方案的短

对轴系模型中的参数进行聚合有 ：

路电流能否被网络中所有断路器所承受，计算最大短路电流

(

用于断路器选型，计算最小短路电流用于保护整定值设定等。
综上分析，可以整理得到规划所进行的电气计算对风

H gen eq = mH gen, H WTR eq = mH WTR
k sh eq = mk sh, c sh = mc sh
_

_

（3）

_

式中 ：HWTR 和 Hgen 分别代表风电机组和发电机的转子
惯性时间常数 ；ksh 为轴系刚度系数 ；csh 为转轴阻尼。

电场等效聚合模型的技术要求，如表 1 所示。

二、集电线路聚合模型

风电场等效聚合模型

风电场内集电系统的接线方式一般包括干线式及放射
式两种，进行聚合时不同接线方式的等值形式不同。

以双馈风电机组构成的风电场为例，综合考虑上述技
术要求，可以提出一种用于规划计算的风电场聚合模型。建

根据聚合前后线路损耗保持不变的原则可以计算出两
种接线方式下的等值阻抗，干线式接线的等值阻抗为 ：
n

模的目标是将风电场聚合为一台或几台风电机组和等效集

i

k

Z eq =

电线路的形式。最简单的聚合模型为单机聚合，即用一台风

i=1

k=1

j

i

j=k
2

n

（4）

c | Pi m

电机组和一条集电线路等效整个风电场 ；当风电场内集电线
路较长时，需要将每条馈线上的风电机组分别进行单机聚

n

| d| dZ | P nP n
i=1

放射式接线的等值阻抗为 ：
n

合，多台聚合风电机组共同等效风电场，以确保聚合模型的

| ^Z P h
i

Z eq =

精度 ；当风电场内风电机组型号不完全相同时，还需要对不
同型号的风电机组分别进行聚合。具体参数聚合方法如下 ：

i=1

n

2
i

（5）

c | Pi m

2

i=1

式中 ：Zeq 为等值集电线路阻抗 ；Zi 为第 i 台风电机组

一、双馈风电机组聚合模型
相同型号、电气距离近的风电机组可以聚合为一台风
电机组。机群中如果有 m 台风电机组，聚合风电机组的发
电机功率 P、Q 根据各台风电机组的实际功率累加或近似为

对应的集电线路阻抗 ；Pi 为第 i 台风电机组的有功出力。
在聚合过程中两种接线方式的等值可交替进行，直到
聚合模型为满足精度的最简形式。

单台风电机组出力的 m 倍，对于不同的规划计算，需要考

算例验证

虑的聚合参数也有所不同 ：
（一）潮流计算。潮流计算中将每个机群等效成 PQ 节

DIgSILENT 是行业内公认对风电计算分析比较深入的

点参与计算，因此只需将容量进行聚合 ：
S eq = mS

（1）

式中 ：S 为发电机容量 ；m 为等值前机群的风电机组的
台数 ；下标 eq 表示等值后。

电气计算软件，可以用于评价风电场聚合模型的精确性。由
于 BPA 和 DIgSILENT 在风电机组模型上存在一定差异性，
因此聚合模型在 BPA 中的适用性有待校验。以下算例首先

（二）短路计算。除容量聚合外，还需考虑发电机参数
的聚合，对短路计算需要用到的发电机参数进行聚合 ：
]Z]
Xm
Xs
Xr
]] X m eq = m , X s eq = m , X r eq = m
[]
（2）
]]
Rs
Rr
] R s eq = m , R r eq = m
\

规划计算

关键技术要求

所有计算

能用于 BPA、DIgSILENT 等规划用的电气计算软件

式中 ：Xm、Xs 和 Xr 为励磁电感、定转子漏电感，Rs、

潮流计算

精确拟合并网点电压

_

_

_

_

_

表1 规划计算对等效模型的技术要求

保留 35kV 母线

Rr 为定转子电阻，ω 为同步电角速度，ωr 为转子电角速度，

精确拟合送出线路有功值

转差 s ＝ 1 － ωr/ω，Isf 和 Irf 为归算至定子侧的定转子电流。

精确拟合机端电压跌落和恢复时间

（三）暂态计算。暂态计算中发电机参数为 d、q 坐标

暂态计算

系下的参数，包括 d、q 轴电抗 Xd、Xq，暂态电抗 Xd'、Xq' 等，
采用类似式（2）的形式进行聚合。除此以外，聚合风电机

精确拟合风电场有功跌落和恢复时间
精确拟合风电场无功暂态过程曲线

短路计算

精确拟合短路电流有效值的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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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算例详细模型接线图

表2 潮流计算结果（电压）
电压幅值 /p.u.

图3 算例聚合模型

相角 / 度

详细

聚合

详细

聚合

N1

1.02

1.02

25.92

25.91

N3

1.02

1.02

25.54

25.53

N4

1.01

1.01

7.13

7.13

HV

1.01

1.01

6.82

6.83

应用 DIgSILENT 对详细模型和聚合模型进行对比以证明聚

表3 潮流计算结果（有功）

合模型的有效性，然后以 DIgSILENT 为根据，对聚合模型

有功 /MW

在 BPA 中的适用性进行探讨。

线路

详细模型

聚合模型

一、算例系统

N1 － N3

14.9134

14.9271

算例风电场详细模型结构图如图 2 所示。风电场由 20

N2 － N3

14.9134

14.9271

台型号相同的 1.5MW 的双馈式风电机组构成，风电机组出

N4 － HV

29.4338

29.4610

口电压 0.69kV，经机端箱式变压器升压至 35kV，再通过电
缆集电线路汇集至 35/230kV 升压变压器，再次升压后经过
一段架空线路接入电网，每两台风电机组间集电线路阻抗为
Z，电网用一等效阻抗 Zs 和无穷大点进行描述，考虑干线式
接线方式，风电场电气参数见附表 1 和附表 2。
条等值集电线路阻抗为 ：

在 DIgSILENT 中分别采用详细模型算例和聚合模型对
上述算例进行潮流计算、暂态计算和短路电流计算，对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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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 中的潮流计算结果（有功）可以看出，聚合模
型用于潮流计算有很高的等效精度，无论是并网点电压还是

（6）

二、简化聚合模型的精确度校验

析聚合模型精度是否满足规划计算的技术要求。

潮流计算的节点电压和线路潮流（有功）结果分别如
表 2 和表 3 所示。

可以将上述算例等值为图 3 所示的聚合模型。其中每
Z eq = 3.85Z

（一）潮流计算

送出线路有功都与详细模型相差无几，可以满足规划阶段潮
流计算的要求。
（二）暂态故障仿真
暂态仿真设置故障为升压变压器高压侧母线三相短路，
0.2s 后清除故障，仿真结果包括风电机组机端电压、风电场

Technology | 技术

输出有功和无功的暂态过程，如图 4 和表 4 所示，曲线中蓝

满足规划的要求。

色代表详细模型，红色代表聚合模型。
从上面仿真结果可以看出，聚合模型的暂态过程仿真

BPA 软件的适应性研究

效果很好，无论是跌落值还是恢复时间都与详细模型差别不
大，该聚合模型能满足规划阶段暂态计算的技术要求。

（一）潮流计算
首先给出 BPA 的潮流计算结果，如表 6 所示。为了对比，

（三）短路电流计算
采用有效值仿真方法，故障地点为升压变压器高压

同时给出了 DIgSILENT 软件中的潮流计算结果。

母 线， 故 障 类 型 为 三 相 短 路 故 障， 故 障 时 间 为 0.2s， 用

对比 BPA 和 DIgSILENT 的计算结果，可以发现两款

DIgSILENT 仿真详细模型和聚合模型的故障点短路电流结

软件中聚合模型的潮流计算结果十分接近，因此聚合模型在

果如表 5 所示。

两款软件中都有很好的适应性。事实上，两款软件都将风电

由表 5 的对比可知 ：对于 PCC 点发生三相短路故障时，

机组等效成 PQ 节点，因此潮流计算时聚合模型在两款软件

采用详细模型和聚合模型进行仿真计算时，故障点短路电流

中是等价的，进行风电接入系统的潮流计算时可以任意选择

最大值误差很小，聚合模型能较为精确反映短路电流特性，

其中的一款软件。
（二）暂态故障仿真
为了研究 BPA 对风电场暂态聚合模型的适应性，图 5
给出了与图 4 具有相同故障的暂态计算结果曲线。
对比两款软件中聚合模型的暂态过程，可以得到表 7。

图4 暂态仿真结果曲线

表4 暂态仿真结果的关键指标值
跌落值

恢复时间 /s

详细

聚合

详细

聚合

电压 /p.u.

0.1723

0.2896

0.0127

0.0128

有功 /MW

0.0230

0.0230

0.0210

0.0188

0.0173

0.0173

无功 /MVar － 42.2346 － 42.2777

图5 暂态仿真结果曲线（BPA）

表6 两款软件中聚合模型潮流计算结果
电压幅值 /p.u.

表5 短路电流计算结果

相角 / 度

BPA

DIgSILENT

BPA

DIgSILENT

N1

1.022

1.02

25.8

25.91

模型名称

最大值 /kA

稳态值 /kA

N3

1.020

1.02

25.5

25.53

详细模型

0.1478

0.0755

N4

1.012

1.01

7.1

7.13

聚合模型

0.1478

0.0770

HV

1.009

1.01

6.8

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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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两款软件中暂态过程对比

电压 /p.u.
有功 /MW
无功 /MVar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两款软件中的暂态过程是相似的，

最大值

最小值

稳态值

但是电压跌落值存在较大差异，且 BPA 中的暂态过程出现

BPA

1.3273

0.4891

1.0068

明显超调量，时间常数远大于 DIgSILENT 中的结果，尤其

DIg

1.0993

0.2896

1.0066

是风电场输出无功的暂态过程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因此简化

BPA

34.1245

－ 12.433

29.4607

等效模型用于 BPA 中的计算结果有较大误差，须引入新的

DIg

31.6385

0.0000

29.4682

计算软件，例如 DIgSILENT 来进行此类电气计算。

BPA

21.458

－ 8.0510

－ 5.9559

DIg

0.5687

－ 42.2777

－ 5.9684

（三）短路电流计算
应用 BPA 计算得到的短路电流仿真结果如表 8 所示。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BPA 中的短路电流尖峰值计算结
果与 DIgSILENT 的计算结果相比差距不大，但暂态仿真曲

表8 两款软件中短路电流计算结果对比

线明显失真，整个暂态过程明显拉长。但在确定断路器型号、

软件名称

最大值 /kA

稳态值 /kA

保护整定等规划设计工作中，用到的短路电流关键变量是尖

BPA

0.1428

0.0795

DIgSILENT

0.1478

0.0770

峰值。因此，仍然可以应用 BPA 软件进行风电接入系统的
短路电流计算。

结论

附表1 风电场电气参数
设备

参数

数值

发电机

额定容量 /MVA

1.67

额定功率 /MW

1.5

R/Ohm/km

0.0404

X/Ohm/km

0.12

B/uS/km

75

R /Ohm/km

0.0579

模方法、精度要求方面有特定的要求，应该在满足一定精确

X/Ohm/km

0.316

性的基础上尽可能简单，且适应各种电气计算的技术要求。

B/uS/km

3

额定容量 /MVA

1.6

场等值为一台风电机组，并考虑其内部的集电线路等值，从

X1/Ohm（折合至低压侧）

0.00667

而建立了一种风电场的聚合模型。在 DIgSILENT 中进行典

额定容量 /MVA

50

型风电场算例的潮流计算、暂态稳定计算和短路电流计算，

X1/Ohm（折合至低压侧）

12.4236

R_S/Ohm

21.5

X_S/Ohm

215

电缆

架空线

箱式变压器
升压变压器
电网等值

本文从规划的角度研究了风电接入系统中的风电场聚
合模型，通过搭建仿真算例验证了所提出聚合模型的精确
性，并考察了其在两款规划常用的电力系统计算软件中的适
应性，可得出以下结论 ：
（一）用于风电接入系统规划计算的风电聚合模型在建

（二）采用基于理论模型的机群单机聚合方法，将风电

验证了其精确度与详细模型接近，满足规划电气计算的技术
要求。
（三）将同样的风电聚合模型应用于BPA进行对比计
算，证明该风电聚合模型可用于BPA的潮流计算和短路电流

附表2 电缆和架空线长度/km

66

L1

1

L2

5

L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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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峰值的计算，而暂态短路仿真计算则需要引入能更好考
虑风电特性的电力系统计算软件。这些结论对修订含风电
的电网规划设计电气计算技术规程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邓小亮，成涛，胡斌奇：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戴梦：
电力系统及发电设备控制和仿真国家重点实验室，清华大学电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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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集电线路雷电绕击分析及应用
文 | 刘承祥

雷电在山区活动的特点

三种：
首先是直击雷过电压，是雷电直接击中杆塔、避雷线

雷电活动是一种正常的大气放电现象，从大气放电的

或导线引起的线路过电压；感应雷过电压（雷电脉冲侵入），

原理方面分析，山区的雷暴活动较平原地区一般会相差几

是雷击线路附近大地，由于电磁感应在导线上产生的过电

倍；在山区，由于下垫面较为复杂，之间的热力状况差异也

压。按照雷击线路部位的不同，直击雷过电压又分为两种情

较大，容易产生空气对流，因而积雨云出现的几率较大。而

况：第一是雷击线路杆塔或避雷线时，雷电流通过雷击点阻

起伏的山峦又使得空气运动呈现一种非常不规则的紊流状

抗使该点对地电位升高，当雷击点与导线之间的电位差超过

态，并能影响到相当高的高度，容易生成雷电天气。此外，

绝缘的冲击放电电压时，会对导线发生闪络，使导线出现过

不稳定的暖湿气流进入山区，受地形作用的抬升，也极易成

电压。因为杆塔或避雷线的电位（绝缘值）高于导线，故通

为积雨云。由于风电场自身系统的特点也导致在山区的风电

常称为反击。第二是雷电直接击中导线（无避雷线时）或绕

场包括机组、集电线路都成为雷击放电的主要对象。

过避雷线（保护失效）击中导线，直接在导线上引起过电压，

影响山区风电场放电的因素主要包括：雷击密度、风
电机组装机密度、架空线路的等效截收面积，其中雷击密度
2

2

后者通常称之为绕击（如图 1）。
其次是反击过电压，在雷击塔顶的先导放电阶段，导线、

的单位是：次 /（km ·年），机组的装机密度是：台 /km ，

避雷线和杆塔上都会感应出异号束缚电荷。在主放电阶段，

架空线路的等效截收面积采用作图法根据线路总长进行计

先导通道中的负电荷与杆塔、避雷线及大地中的正电荷迅速

算。在我国电力系统中往往还采用一个年落雷密度的参数，

中和，形成雷电冲击电流。此时，一方面负极性的雷电冲击

年落雷密度 = 雷暴日 × 地面落雷密度，以往在没有更科学

波沿着杆塔向下和沿避雷线向两侧传播，使塔顶电位不断升

的观测手段时，人们用耳朵听来记录雷电活动强度，即雷暴

高，并通过电磁耦合使导线电位发生变化；另一方面由塔顶

日。而计算跳闸率最终需要的是每年单位面积的落雷数，而

向雷云迅速发展的正极性雷电波，引起空间电磁场的迅速变

不是雷暴日或落雷密度，这两个参数不能完全反映雷电活动

化，又使导线上出现正极性的感应雷电波。作用在线路绝缘

强度，为了得到年落雷密度，人们根据观测，对两者的关系

子串上的电压为横担高度处杆塔电位与导线电位之差。这一

进行研究，得出了一些经验公式，如国际大电网会议 1980

电压一旦超过绝缘子串的冲击放电电压，反击随即发生，如

年提出的（我电力行业标准采用了该公式）：

图 1 所示。

Ng = 0.023 # Td

0.3

在利用雷电定位系统进行观测后，完全只用年落雷密
度即可。目前风电场沿用线路的跳闸率作为评价生产指标，
但 35kV 系统标准中没有关于风电场集电线路或山区集电线
路的跳闸率标准，目前属于空白区间。

雷击塔杆的物理过程
一、放电形式
根据过电压形成的物理过程，雷电过电压可以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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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线路的绕击、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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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绕击过电压，雷电绕过避雷线直击导线的示意

表1 击杆率对比表

图 2 所示。
忽略避雷线和导线的耦合作用，以及杆塔接地的影响，
如图 3 所示，从 A 点看，雷击放电可以等值为幅值等于 I/2
的雷电流波，或幅值等于 U0 ＝ IZ0/2 的雷电压波，沿波阻抗
为 Z0 的雷电通道传播到达 A 点。设导线为无限长，即不考

地形

避雷线数量
0

1

2

平原

1/2

1/4

1/6

山区

1

1/3

1/4

虑导线远端返回 A 点的反射波，则根据彼德逊法则，可以
得到电流源等值电路。其中 Zc/2 为导线的等值波阻抗，即
A 点两侧导线波阻抗 Zc 的并联值（如图 3 所示）。
二、雷电击中铁塔或线路的分流计算
对于一般高度（约 40m 以下）的杆塔，在工程近似计
算中常采用集中参数等值电路。图 4 中 Lt 为被击杆塔的等
值电感，Ri 为被击杆塔的冲击接地电阻，it 为流经杆塔入地
的电流，未考虑相邻杆塔及其接地电阻的影响；Ls 为杆塔
两侧一档避雷线并联的等值电感，is 为流过 Ls 的电流。当
绝缘子串闪络后，还应考虑两侧导线的分流作用，如图虚线

图2 雷电绕击示意图

部分所示，其中 Zc 为每侧导线的等值波阻抗。
考虑到雷击点的对地阻抗比雷电流通道波阻抗低得多，
计算中略去了雷道波阻抗的影响，认为雷电流 i 直接由 A 点
注入。设雷电流具有三角波形，其幅值为 I，波头为 τf，波
头陡度为 α。在波头部分，雷电流可表示为 i ＝ αt。大部分
雷电流通过被击杆塔入地，小部分流经避雷线等支路入地。
近似认为各支路电流也具有斜角波头。由杆塔电流如下式所
示，其中 β 称为杆塔分流系数，即杆塔电流与雷电流之比值。
i t = bi = bat
三、线路跳闸率的计算

图3 雷电绕击等效电路

为了掌握山区集电线路的因雷跳闸率，可以先期对线
路进行预算，主要通过线路对线路耐雷水平和建弧率的公式
推导进行计算，其中：
耐雷水平：能引起绝缘闪络的最小临界雷电流称为耐
雷水平，单位为 kA。反击和绕击的耐雷水平是不同的，根
据以上分析可计算出。
建弧率：建弧率即由冲击闪络转变为稳定工频电弧的
概率，可表示为：
h = ^ 4.5E 0.75
- 14h /100
u
Eu 为绝缘子串的平均电位梯度，单位为 kV/m。
击杆率：雷击杆塔次数与雷击线路总次数的比值（如
表 1 所示）。
而对于输电线路的雷击率可以通过对架空线路进行雷

图4 雷电流在线路上的传导

电等效截收面积计算，由于架空输电线路高出地面具有引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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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根据模拟试验和运行经验，一般高度的线路的等值

模型法（也称击距法或华特海德法）。由于经验法无法通过

截收面的宽度为：

公式的形式表述，本文主要介绍电气几何模型法。美国 20
W = 4h + b

世纪 50 年代兴建了塔高 45m 的 345kV 线路。按传统的设计

h：线路的平均高度，

方法，其雷击跳闸率小于 0.3 次 / 百千米·年，但投入运行以

b：两根避雷线间的距离，

后实际出现的跳闸率在 4 次 / 百千米·年－ 6 次 / 百千米·年

即线路愈高，则等值受雷面积愈大。

的范围内。差别如此惊人，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讨论，这促

当线路长度为 100km 时，平均每年雷击次数为：

使人们进一步研究线路防雷的原理。在 20 世纪 60 年代出现

输电线路落雷次数＝当地年落雷密度 # ^ 4h + bh # 100/1000

了一种以雷击机理的现代知识为基础的、分析避雷线（针）

当然，同样可以参照公式对线路的雷击跳闸率进行计
算，其中绕击与反击跳闸率的计算有些区别：
反击跳闸率 = 线路落雷次数 × 击杆率 × 超过反击耐
雷水平的概率 × 建弧率
绕击跳闸率 = 线路落雷次数 × 绕击率 × 超过绕击耐
雷水平的概率 × 建弧率
针对山区的绕击率计算，可参考电力标准推荐的公式：
a h
lgPa = 86 - 3.35
式中：

保护效果的电气几何分析模型（Electrogeometric Model，简
称 EGM）法，这是用几何模型来分析地线对直击雷的屏蔽
作用的一种方法。它是以击距（rs）的概念为基础所建立的
一种新的屏蔽理论。击距是梯级先导最终一段的长度（由于
其电势超过了最后一段空气的击穿电阻）。发现其与第一次
回击的幅值有关。击距大小与先导头部电位有关，而后者又
和主放电电流有关，因此认为击距是雷电流幅值的，IEEE
的工作小组在 1985 年给出的击距公式是：
rs = 8I 0.65
几何法绘制步骤如下：分别以避雷线和导线为圆心，

α 为避雷线对边导线的保护角，单位为°；

以击距为半径作两个圆弧（见图 5），这两个圆弧交于 F 点；

h 为地线在杆塔上的悬挂点高度，单位为 m。

再在离地面高度为 brs 处作一水平线与以 D 为圆心的弧交于
G 点。由圆弧 C1、C2 和直线 C3 在沿线路方向形成一个曲面，

改变地线保护半径及其工程应用

此曲面叫做定位曲面。在雷电流为 I 的先导未到定位曲面之
前，其发展不受地面物体的影响。若 I 的先导落在 C1 弧面上，

地线作为送电线路最基本的防雷措施之一，在防雷方
面具有以下功能：

则雷击避雷线；若落在 C2 弧面上，则雷绕击于导线上；若
落在 C3 面上，则雷击大地。因此 C2 称为绕击暴露面。为考

（1）防止雷直击导线。

虑避雷针、避雷线或大地的系数，Mousa 给出避雷线或大地

（2）雷击塔顶时对雷电流有分流作用，减少流入杆塔

的 b 为 1，对避雷针的 b 为 1.2。

的雷电流，使塔顶电位降低。
（3）对导线有耦合作用，降低雷击杆塔时塔头绝缘上
的电压。

二、防绕击针的工程应用
（一）35kV 系统安装防绕击针的争议
针对 35kV 集电线路是否有必要安装防绕击避雷针的问

（4）对导线有屏蔽作用，降低导线上的感应过电压。
那么，如何提高地线的防雷保护效率就是最重要的前
提条件。目前国际上对于地线的保护方法在电力系统中一直
采用折线法（保护角法），与建筑物行业采用的滚球法有一
定的区别，但美国高压输电线路系统一般采用电气几何模型
法，目前这种方式并没有在国内得到大规模推广和应用。
一、利用电气几何模型法
目前，用地线防止雷绕击于导线的计算方法基本上可
分为两类：一类是像我国规程及苏联规程所用的方法，可以
叫做经验法；其次是 20 世纪 60 年代才发展起来的电气几何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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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电气几何法绘制地线保护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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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在电力系统中是存在一定的争议的；绝大部分专家认为

风电行业特有的。

35kV 系统不需要安装防绕击避雷针，主要原因在于传统的

（四）防绕击避雷针安装需要注意的问题

35kV 线路主要用于中短途的平原线路输电。随着风电行业

应用防绕击避雷针进行线路改造项目时，需要对既有

的高速发展，山区风电场从经济性角度普遍采用 35kV 系统。

地线的承重载荷进行计算，同时需要考虑风偏舞动因素，

由于标准层面的缺失，目前的 35kV 输电线路设计主要以《国

尤其在线路上设置安装多支防绕击避雷针时，由于风偏舞

家电网公司 66kV 和 35kV 输电线路典型设计技术导则》作

动及防绕击避雷针自身重量产生的载荷，会出现超出既有

为设计参考，其防雷部分没有详细的技术要求，导致风电场

地线的承载载荷情况。因此避免地线上安装过多的防绕击

在实践运行过程中出现了较为显著的雷电问题，这些问题是

避雷针造成地线载荷过大导致断裂。由于自承载式防绕击

前期在平原环境中从未出现的问题。

避雷针有防舞动设计，因此不会造成侧针发生旋转导致与

赤沽项目处于内蒙高原末端，坝上地区边缘，雷电活

B 相线发生闪络放电的事故。但应该注意的是在安装过程

动较为频繁，每年均有因雷导致的线路跳闸问题。为了减少

中，侧针的长度不应大于地线与相线间距的一般长度，防

因雷导致的跳闸问题，解决赤沽风电场集电线路雷电绕击的

止雷雨时发生相地闪络。

问题，2014 年在赤沽风电场防雷改造项目中，对于档距大、
塔间高差大、地线斜率超过 15°的区段采用分段试验的方

结束语

式在部分线路上安装线路防绕击避雷针。通过同步对比的方
式，可直观地判断防绕击避雷针的有效率。

高山风电场的集电线路绕击问题，是近年来较为多发

（二）防绕击避雷针工作原理

的因雷事件。其实，造成线路因雷事件的原因不局限于地

重力型线路防绕击避雷针是高电压远程输电线路中常

线的设计，也存在风偏舞动、接地电阻不良等诸多因素。

见的辅助防雷产品。防绕击避雷针的工作原理是改变地线狭

但由于风电行业的快速发展，设计部门还没有积累相关的

长结构的保护区域，通过双向测针在地线的保护范围内增加

经验就直接投入到具体的设计工作中去，难免遇到一些新

新的电场畸变，利用尖端放电原理增加侧针形成上行先导的

的问题。因此，针对高山风电场集电线路的绕击问题，还

概率，提高地线上放绕击针的有效接闪率，进而达到防绕

需要通过大量的经验去进行分析，才能够得出较为准确且

击的目的。为了更好地提高其引雷性能，结合 35kV 系统的

有效的解决方案。

特点，防绕击针的侧针长度需要根据地线弧垂与 B 相间距

对于低压架空输电线在山区出现的问题是伴随着风电

的击穿电压进行设计，一般在低压情况放绕击针侧针的长

行业发展出现的新问题、新课题，原来对 35kV 中低压输电

度为 20cm；通过对平原 110kV 系统放绕击针及国内相关试

线路防雷系统在新的工程应用环境中，自然会出现新的问

验院所对不同种类防绕击避雷针的相关试验得出测针长度在

题。作为企业的安生服务部门，不能被动的处理问题，需要

20cm 时其有效接闪率可提高 35% 左右。

在不断地探索中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为企业生产提供

（三）防绕击避雷针在山区架空线路的安装

有益的尝试，在生产实践中取得的工程效果，是促进企业安

传统平原电力传输线路的防绕击避雷针主要安装在铁

全生产、提高生产效率的保障；通过对老技术的新应用、新

塔的两侧，主要考虑在平原线路中档距间铁塔的高度最高，

尝试不仅激发了基层员工的技术创新能力，更从主动的层面

地线自铁塔两侧自然下垂，重点在铁塔两侧 30m － 50m 位

促进企业员工提高技术水平，增强安全生产意识。

置安装防绕击避雷针；但在山区线路中，大跨距档段主要是

本文仅对山区风电场架空集电线路的雷击放电形式、

线路穿越山沟，而山沟实际处于封口，锋面气流的主通道；

防护改进措施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和尝试，希望对同行业的高

一次在山区及高斜率档距间的地线防绕击不仅需要在铁塔

山风电场架空集电线路雨季因雷跳闸事件的分析判断和工

两侧安装防绕击针，在档距中间的底线上也需要安装防绕击

程改造有所帮助和贡献。

避雷针。而这种安装方式在平原线路上是极为少见的，也是

（作者单位：刘承祥：国华投资（河北）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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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T与Bladed软件用于风电机组
载荷计算的比较
文 | 叶浩，吴根勇，应有

近年来，国家对于清洁可再生能源越来越重视，风电

电机组空气动力学、机械和控制等多领域的耦合及符合 IEC

产业有了迅猛发展，风电机组的装机容量在不断增加，风电

标准的各种工况，提供方便的参数化建模功能。其参数化建

机组各部件的结构尺寸不断增大，这对于风电机组设计的安

模可以让用户从默认的库中根据所需的精度要求选择风电

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沿用的载荷计算方法遇到了更大的

机组部件，然后调整参数装配。也可以根据所需在 Samcef

挑战。

Field 平台下设计新型、高精度的部件，然后导入 SWT 中装

风电机组载荷计算是风电机组设计的重要步骤，得出

配。可以将部件模拟为刚性单元，也可以在高精度耦合模型

的载荷计算结果用于风电机组结构部件强度分析的输入，因

中导入超单元模型，这是一种有限元模型经过质量矩阵和刚

此载荷计算结果的可靠性对于风电机组的设计至关重要。目

度矩阵缩减的模型，这也正适应了风电机组整机这种包含机

前业界基本上使用 Bladed 软件进行建模仿真分析。沿用的

械和控制的复杂系统。

载荷计算方法建模时采用了过多的假设，考虑的自由度相对

Garrad & Hassan's （GH） Bladed 软件为业界广泛应用

较少，在计算机组传动系统其他位置处的载荷时通过轮毂中

的风电机组建模仿真软件，本文选用的计算版本为 3.82。

心力转换推算，而失去了动力学本身特性，使载荷计算的结

Bladed4.0 版本在 3.82 版本基础上有修改，但计算的总体思

果不够精确，从而影响风电机组的安全性。

想和原理不变，Bladed 4.0 theory manual section3 中说明柔

本文在常用的计算软件 Bladed 计算载荷的基础上，应

性体在基本的有限元模型中假设为线性空间梁单元，通常为

用专业的风电机组解决方案软件包 SWT 进行载荷计算，以

Timoshenko 梁单元，在计算柔性体的内力时通常采用基本

某一 2MW 风电机组机型为研究对象，建立完全一致的模

的有限元模型，运动方程的求解采用的是常微分方程的时间

型。首先通过气动特性计算，发现由两个软件计算得到的轴

逐步积分，通过变步长、四阶 Runge － Kutta 积分。计算过

向、切向诱导因子，攻角和入流角几乎完全一致；然后通过

程中也做了一部分的比较，两者的差别不大，本文对不同版

风电机组模态分析以及不同风速工况下的瞬态分析，对比结

本不做过多的比较。

果表明，两个软件在前七阶频率、发电功率、桨距角、轮毂
中心力和塔架内力等差异很小。比较分析表明，通过建立与
Bladed 软件完全一致的模型，SWT 软件在对风电机组载荷
计算方面与 Bladed 软件完全吻合。

本文选取的风电机组机型为 2MW 风电机组机型，机
组基本参数见表 1。各部件的建模说明如下：
叶片建模：叶片选用梁单元，在参数化界面中输入叶
片展向各截面的物理参数和翼型相关数据，建模方式基本一
表1 机组参数表

载荷计算方法与风电机组建模

风轮直径（m）

106.7

额定输出功率（kW）

2000

叶片数目

3

15 SL 1。SWT 软件采用基于有限元方法的柔性多体动力学

塔架高度（m）

80

和基于动量－叶素理论描述的空气动力学，以三维 CAD 建

切入风速（m/s）

3

模和成熟的有限元分析平台 Samcef Field 为基础，集成了风

切出风速（m/s）

25

Samcef For Wind Turbines（SWT）专注于机电风力涡
轮系统的建模、分析和仿真，本文选用的计算版本为 Rev

72

风能 Wind Energy

Technology | 技术

致，SWT 中有连接点的设置，以便后续的装配。

以及塔架底部和顶部的内力。

塔架建模：塔架选用梁单元，SWT软件采用分段式建
模，每段为单位方式建模，给出各单位的上下端面结构尺

气动特性比较

寸和材料物理参数及各单位分段段数，各单位之间采用法
兰连接。Bladed软件直接输入各焊接段的结构尺寸和材料物

首先在建立的模型基础上进行气动特性的比较，以验证

理参数。对于法兰的建模SWT采用直接建模，Bladed采用附

气动特性计算的相似性和可靠性。选用了三种工况，分别为：

加点质量的方式模拟。

（1）低于额定风速：风速 4m/s，叶轮转速 13rpm，桨

传动链建模：传动链建模主要考虑主轴、高速轴的刚
度和阻尼，并设置了发电机的主要参数，SWT 采用最简单
的简化模型，保证模型与 Bladed 近似。
控制器建模：载荷计算中两种软件都通过调用相同的
外部控制器（.dll）对机组进行运行控制，控制器的参数设
置也完全相同。
其他建模：机组其他部件如机舱、轮毂等结构部件都
通过直接输入相关的质量、转动惯量信息。SWT 软件建立
的机组整机模型如图 1 所示。
所选工况都为稳态风，首先进行气动特性计算，比较
两种软件建模计算的叶片各截面的轴向、切向诱导因子，攻
角、入流角；然后对机组进行各阶频率值计算以及稳态风速
下的载荷计算，所计算工况的风速从 3m/s 到 25m/s，步长
为 1m/s，比较不同风速下的发电功率、桨距角、轮毂中心力，

图1 SWT风电机组整机模型

摄影：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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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角 0°。

桨距角 10°。

（2）额定风速：风速 12m/s，叶轮转速 15rpm，桨距
角 0°。

在三种工况下分别进行模拟，给出各工况下叶片各截
面的轴向、切向诱导因子，攻角和入流角的比较如图 2、图 3、

（3）高于额定风速：风速 20m/s，叶轮转速 15rpm，

图 4 所示。

（a） 轴向和切向诱导因子

（b）攻角和入流角
图2 低于额定风速工况

（a） 轴向和切向诱导因子

（b）攻角和入流角
图3 额定风速工况

（a） 轴向和切向诱导因子

（b）攻角和入流角
图4 高于额定风速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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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种不同工况的结果可以看出，两种软件计算得到
的叶片各个不同截面的气动特性都非常相似，尤其是攻角和
入流角几乎一致，轴向诱导因子有略微的差别，但差别很小，
切向诱导因子除叶根位置处有一定的差别，其他截面几乎一
致。由此可知两款软件对于风电机组气动特性的求解具有物
理相似性。

模态分析
对风电机组分别进行模态分析，比较机组叶片、塔架

（a）Bladed

和传动链的频率如表 2 所示。叶片面外一阶频率差别相对较
大，达 6.33%，其他频率差异都在 5% 以内；塔架的一阶频
率比较接近，最大差别在 2% 左右；传动链频率的差异较大。

载荷计算比较
在不同风速工况下可以给出不同时刻下的结果（模拟
计算时间为 500s），在 25m/s 风速工况下，Bladed 和 SWT
的发电功率随时间的变化如图 5 所示。Bladed 计算结果在
不同时刻下有一定的波动，SWT 计算结果在初始一段时间
内会有一个非平稳过程，达到一定时间后趋于平稳，只在小

（b）SWT
图5 风速25m/s时的发电功率随时间的变化

区间内波动，给出最后 100s 内的比较如图 6 所示。由图可知，
其波动性差别不大，Bladed 的结果波动性略大。为此在最
后时刻的几个周期内（如 480s － 500s 内）的值进行平均处理，
得到每一风速下的结果值，进行不同风速下的结果比较。
一、发电功率和桨距角
不同风速下两种软件计算得到的发电功率和桨角比较
如图 7 所示。由图 7 可知，两种软件计算得到的发电功率基
本一致，小风速下，Bladed 计算得到的值略大。小风速下
图6 风速25m/s时的发电功率比较

表2 机组模态比较
模态描述

Bladed

SWT

相差百分比

叶片面外一阶

0.648

0.607

6.33%

叶片面内一阶

0.988

0.951

3.74%

叶片面外二阶

1.821

1.741

4.39%

叶片面内二阶

2.949

2.883

2.24%

塔架前后一阶

0.337

0.330

2.08%

塔架侧向一阶

0.341

0.336

1.47%

传动链一阶

1.329

1.492

－ 12.26%

注 ：相差百分比 =（Bladed － SWT）/Bladed，频率单位 ：[Hz]

图7 不同风速下的发电功率和桨距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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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软件计算得到的桨距角值一致，在较大风速（20m/s 以

三、塔架内力

上），Bladed 计算得到的桨距角比 SWT 计算得到的值大，

对于塔架的内力主要关注塔架底部及塔架顶端的内力。

随着风速的增大，差别增大，在 25m/s 风速下的差别最大，

塔底 Fx、Fy、Fz 和 Mx、My 如图 9 所示。两种软件计算得

但差别小于 3%。

到的塔底 Fx 差别不大，在大风速下 SWT 的结果略大；Fy

二、轮毂中心力

有一定的差别，但差别的数值不大，最大差别 3kN 左右；

轮毂与叶片连接处是结构比较特殊的部位，首先比较

Fz 的数值 Bladed 的结果略大，但差别在 10kN 以内；Mx 的

轮毂中心内力情况，X、Y、Z 三向的轴力和弯矩如图 8 所

值 Bladed 的结果略大，但差别也在 300kN*m 以内；My 的

示。两种软件计算得到的轮毂中心 Fx 差别不大，在 8m/s －

值几乎一致，个别风况下 Bladed 的结果略大。

10m/s 风速下极大风速下 SWT 的结果略大；Fy 有一定的

塔顶轴力和弯矩如图 10 所示。两种软件计算得到的

差别，但差别的数值不大，最大差别 3kN 左右；Fz 的数值

塔顶 Fx 差别不大，在大风速下 Bladed 的结果略大；Fy 有

SWT 的结果略大，但差别很小；Mx 的值两种软件计算的结

一定的差别，但差别的数值不大，最大差别 3kN 左右；Fz

果几乎一致；My 的值两种软件计算的结果差别不大，最大

的数值 SWT 的结果略大，但差别在 10kN 以内；Mx 的值

差别在 60kN*m 以内。

Bladed 的结果略大，但最大差别在 100kN*m 左右；My 的

（a） 轴力

（b）弯矩
图8 轮毂中心轴力和弯矩

（a） 轴力

（b）弯矩
图9 塔架底部轴力和弯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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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轴力

（b）弯矩
图10 塔架顶端轴力和弯矩

值在小风速下 Bladed 的结果略大，大风速下 SWT 的结果略
大，但差别在 150kN*m 以内。

（二）通过模态分析比较，SWT 和 Bladed 计算得到的
叶片、塔架的前两阶频率差别不大，传动链的频率有一定的
差别。

结论

（三）在不同风速工况下，发电功率、桨距角几乎一致，
轮毂中心力和塔架内力基本一致，表明 SWT 软件对于风电

本文对于某一 2MW 风电机组机型进行载荷计算，利
用 Bladed 软件和 SWT 软件，建立风电机组参数化仿真模型，

机组建模仿真进行载荷计算具有有效性和可靠性。
（四）在建立模型和流程化的工况定义时，SWT 软件

进行气动特性比较，模态分析比较，及不同风速工况下的发

相较于 Bladed 软件有更好的交互界面，可以帮助用户进行

电功率、桨角和载荷比较，通过比较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初始设计和改型设计，针对各部件可以进行参数化建模，在

（一）通过在 SWT 中建立与 Bladed 完全一致的模型，

Samcef Field 平台下设计修改，导入 SWT 中进行装配，并

通过不同工况下气动特性的计算分析，发现两款软件在关键

有二次开发和扩展功能，具有更强大的功能和空间。

气动参数，如轴向、切向诱导因子，攻角、入流角等结果都

（作者单位：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风力发电系统国家重点实

非常相近，从而验证了 SWT 软件气动计算结果的可信度。

验室）

摄影：曹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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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W两叶片海上风电机组整机模态分析
文 | 杨勇，陆道辉，黄冬明

风荷载和波浪荷载是风电机组结构所承受的主要荷载，

梁单元建模时考虑了管节点位置处支撑杆件的偏移间隙等，

这些载荷具有明显的动力特性，高耸的风电机组结构体系在

塔筒采用分段建模的方式。为了考虑塔筒内部布置的柜体

这些动力载荷作用下将产生显著的动力特性，而这些动力效

电缆等附件对整体质量分布的影响，本文通过改变塔筒材

应总是趋向于增加应力数值并降低结构的长期承载能力。因

料密度的方式来实现，即将塔筒密度由原来的 7.85 t/m3 改

此需要对风电机组结构进行动力分析，以掌握结构的动力特

成 8.2425t/m3。

性和响应。
整机一阶、二阶振动频率尤其重要，因为它直接决定

导管架基础由三部分组成 ：主体支撑结构、平台梁结
构及过渡段结构，如图 1 所示。

了风电机组的整机动力学行为。如果叶轮激振频率在风电机

塔筒分段建模模型如图 2 所示。

组自然频率附近，整机就会发生共振。对三叶片风电机组而

二、风电机组部件模型

言，由于叶轮激振频率的一倍频（1P）和三倍频（3P）之

风电机组部件参数，如下表 1 所示。

间存在非共振区间，三叶片风电机组设计的整机自然频率可
以错开叶轮激振频率的一倍频和三倍频，避免共振 ；而对两
叶片风电机组而言，叶轮的激振频率的一倍频和两倍频（2P）
区间范围是重叠的，且频率从一倍频到两倍频范围较宽，使
得设计的两叶片风电机组整机自然频率，很难避开叶轮激振
频率一倍频和两倍频的区间范围。所以为了避免共振引起的
结构破坏及疲劳损伤，必须准确地计算出两叶片风电机组的
整机自然频率，从而可以通过叶轮转速控制策略，快速通过
与整机自然频率相对应的叶轮激振频率。
本文以珠海桂山项目为背景，对 3MW 两叶片海上风电
机组整机（包括导管架基础、塔架、机舱、轮毂及叶片）进
行建模，并对整机模型进行模态分析，计算得到整机自然频

图1 导管架基础模型

率，为制定快速通过叶轮共振转速控制策略提供参考数据。

3MW 两叶片海上风电机组整机模型
整机建模时，对于导管架基础及塔架，根据图纸进行
全尺寸的建模 ；而对于结构较复杂的机舱、轮毂及叶片，采
用质量点矩阵的形式模拟其整体质量分布，简化建模，但其
对整机模态分析影响可以忽略。
一、导管架基础及塔筒模型
导管架基础及塔筒建模时，根据项目图纸，真实还原
了导管架基础和塔筒结构尺寸以及材料属性，导管架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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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机组部件根据表 1 提供的质量参数，以质量点的
形式进行建模，具体模型如下图 3 所示。

条件，并且采用弹簧单元来模拟刚度矩阵。具体的建模方式，
如图 4 所示，而弹簧单元刚度矩阵的数值，如表 2 所示。

三、弹簧单元边界条件
对于海上风电机组，导管架基础是通过基础桩沉入海

整机模态分析

床面以下的土壤，来支撑整个风电机组结构载荷的。而为了
考虑桩土相互作用对整机模态分析的影响，本文将海上风电

本文以有限元方法对珠海桂山项目 3MW 两叶片海上风

机组的基础桩在泥面处的刚度矩阵作为导管架基础的边界

电机组及基础结构整体系统，即叶片 + 轮毂 + 机舱 + 塔架

图3 风电机组部件模型

图4 刚度矩阵弹簧单元示意图

表1 风电机组部件重量重心及转动惯量参数
转动惯量 Ixx（t·m2） 转动惯量 Iyy（t·m2） 转动惯量 Izz（t·m2）

部件名称

重心（m）

机舱（含机舱内所有部件）

（－ 1.6，0，1.737）

200

200

340

轮毂

（0，0，0）

0

29.8

29.8

叶片

（16.876，0.221，0.019）

15.72

272.3

272.7

注：
（1）机舱参数基于的坐标系为塔顶坐标系。
（2）轮毂参数基于如下坐标系 ：坐标原点位于轮毂自身旋转轴与变桨轴交点处，x 轴与主轴平行。
（3）叶片参数基于如下坐标系 ：坐标原点位于叶根截面圆心，x 轴由叶根指向叶尖，y 轴由前缘指向后缘，z 轴根据右手法则确定。

表2 弹簧单元刚度矩阵
刚度

K － x[kN/M]

K － y[kN/M]

K － z[kN/M]

K － xx[kN/rad]

K － yy[kN/rad]

K － zz[kN/rad]

K － x[kN/M]

1.78E+04

9.49E － 11

1.06E － 26

3.41E － 10

2.47E+05

2.74E － 11

K － y[kN/M]

9.49E － 11

1.78E+04

－ 1.64E － 10

－ 2.47E+05

6.96E － 10

7.73E － 26

K － z[kN/M]

1.06E － 26

－ 1.64E － 10

1.50E+06

－ 2.74E － 11

7.73E － 26

8.59E － 42

K － xx[kN/rad]

3.41E － 10

－ 2.47E+05

－ 2.74E － 11

4.80E+06

－ 5.78E － 09

－ 6.41E － 25

K － yy[kN/rad]

2.47E+05

6.96E － 10

7.73E － 26

－ 5.78E － 09

4.80E+06

4.32E － 10

K － zz[kN/rad]

2.74E － 11

7.73E － 26

8.59E － 42

－ 6.41E － 25

4.32E － 10

9.17E+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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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模态计算结果
阶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频率（Hz）

0.415

0.435

0.835

1.258

1.536

1.761

2.555

2.774

3.026

3.148

周期（T）

2.407

2.300

1.197

0.795

0.651

0.567

0.391

0.361

0.330

0.318

图5 一阶振型

图6 二阶振型

+ 基础 + 地基系统进行了模态计算分析，得到风电机组整体

图7 Bladed导管架基础模型

结论

系统的前 10 阶模态，如表 3 所示。
同时给出对叶轮转速控制策略起重要作用的一阶、二
阶振型，如图 5、图 6 所示。
本文采用的 3MW 两叶片海上风电机组叶轮的最小转速

两叶片结构型式激振频率一倍频和两倍频重叠，使得
整机固有频率避开激振频率难度较大，故必须准确计算出整
机固有频率，为控制策略编写避开整机固有频率，提供准确

为 5.54rpm、最大转速为 17.8rpm，即切入转速与切出转速，

的依据。而对于海上风电机组，由于 Bladed 软件无法完整

也就是叶轮激振频率一倍频范围为 0.092Hz － 0.297Hz。由于

的还原海上基础结构，即 Bladed 软件只能建立简单的梁单

风电机组为两叶片机型，故同时需要考虑叶轮激振频率两倍

元结构，对海上风电机组导管架基础进行等效建模，如图 7

频范围：
0.185Hz － 0.593Hz。综上可以看出 0.092Hz － 0.593Hz

所示，所以采用海工专业软件计算海上风电机组的整机模态

是风电机组叶轮的激振频率范围，所以计算所得的整机自然

十分必要。

频率的一阶频率 0.415 Hz 和二阶频率 0.435 Hz 都是潜在的共

（作者单位：杨勇，陆道辉，黄冬明：广东明阳风电产业集团有限公

振频率。基于本文的计算结果，可以确定叶轮转速控制策略

司；黄冬明：华南理工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需要考虑的叶轮转速范围，以便快速通过，避免共振。

80

风能 Wind Energy

Technology | 技术

2016年第04期

81

技术 | Technology

基于无人机的风电叶片检测应用
文 | 王栋

随着风电市场的逐渐成熟，大型风电机组相继出现，

固定翼无人机和旋翼无人机两大类。

叶片长度也由原来的 30m － 40m 增加至 60m － 70m。风电

固定翼无人机通过固定式的机翼产生升力，外形与传

机组的生命周期是 20 年，叶片长度的增长和叶片重量的增

统的固定翼载人飞机类似 , 如图 1 所示。旋翼无人机通过旋

加给叶片的运行维护带来了挑战。

转的桨叶提供升力，通过桨叶旋转面的倾斜产生水平运动。

现在传统的叶片检测手段是望远镜观察和绳索垂降人
工检测。传统叶片检测有以下缺点 ：
（1）检测效率低，工人
劳动强度大 ；
（2）高空作业，检测成本高 ；
（3）检测时间长，

这类无人机具有垂直起降能力，提高了起降场地的适应性，
如图 2、图 3、图 4 所示。
（二）无人机特点对比
相比于旋翼无人机复杂的机械结构，固定翼无人机的

停机发电量损失大。
无人机（Unmanned Aerial Vehicle，UAV）是利用无线

任务载荷更高，飞行时间更长。旋翼无人机由于可以悬停和

电遥控设备和自备的程序控制装置操纵的不载人飞机。近年

低速飞行，因此近距离、低速运动或者长时间保持同一视角

来随着复合材料、动力系统、传感器，尤其是飞行控制等技

的观测任务需要使用旋翼无人机完成。各类无人机的特点对

术的飞速发展，无人机性能不断提高，无人机在农业植保、

比见表 1。

监控、测绘、影视等领域快速应用。

多旋翼无人机
无人机分类及特点
多旋翼无人机由于具备悬停和低速飞行能力，并且以
（一）无人机分类

其操控简易、维修方便、经济性好的特点，本文主要以多旋

无人机按照飞行原理和结构进行分类，可以大致分为

翼无人机作为研究重点。

表1 各类无人机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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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

固定翼

直升机

多旋翼

翼型

固定机翼 + 摆翼

螺旋桨 + 旋翼

多个旋翼

动力来源

桨 + 助推发动机

发动机 + 桨

电机 + 旋翼

系统稳定性

自稳定系统

不稳定系统

不稳定系统

驱动完整性

完整驱动系统

完整驱动系统

欠驱动系统

结构

结构复杂

结构复杂

结构简单

能否悬停

不能悬停

可以悬停

可以悬停

续航性能

续航时间长

续航中

续航短

起飞方式

需长距离跑道

垂直起落

垂直起落

载荷

载荷大

载荷中

载荷小

飞行效率

飞行效率高

飞行效率中

飞行效率低

维护成本

维护成本一般

维护成本高

维护成本低

操作难度

高

高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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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旋翼无人机主要由动力系统、主体结构、控制系统、
辅助设备组成，具体如下图 5 所示。
在多旋翼无人机的研究方面，关键技术为 ：
（1）数学
模型的建立 ；
（2）能源供给系统 ；
（3）飞行控制算法 ；
（4）
自主导航智能飞行。针对工业化应用领域，多旋翼无人机应
该主要考虑的是 ：
（1）安全性 ；
（2）稳定性 ；
（3）维护及扩

图1 RQ-170“哨兵”无人机

图2 AIRKEY 无人直升机

图3 大疆inspire-1

图4 RQ-16 涵道式无人机

展性 ；
（4）工作效率 ；
（5）负载优化。

无人机风电叶片检测
近年来，无人机开始在国内应用到包括农业、电力石油、
检灾、林业、气象、国土资源、警用、海洋水利、测绘、城
市规划等多个行业，特别是农林植保和电力巡线两个领域，
无人机应用进入了快速发展期。
2001 年国网公司开始应用直升机进行电力巡线。2012
年国家能源局颁布了《DLT 288 － 2012 架空输电线路直升
机巡视技术导则》。2013 年 3 月，国家电网公司出台《国家
电网公司输电线路直升机、无人机和人工协同检测模式试点
工作方案》，明确要求在 2015 年建立直升机、无人机和人工
检测相互协同的新型检测模式。2014 年 6 月，中国电力企
业联合会标准化中心对外发布名为《架空输电线路无人机检
测作业技术导则》的电力行业标准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一、叶片故障种类
风力发电叶片一般安装于偏远的地区，运行环境恶劣，
如较大的风沙侵袭，－ 30℃至 50℃的循环温差，以及强紫
外光的老化等。在运行过程中，现场叶片的主要故障种类

图5 多旋翼无人机的组成

如下 ：
1. 雷击损伤 ：虽然叶片有防雷系统，但根据国内外统

塞影响叶片排水，而且会造成叶片的噪音。

计每年遭遇雷击的叶片有 10% 左右。雷击将导致叶片损伤，

6. 边缘开裂。

严重时直接造成叶片的报废，不可恢复。

7. 涂层脱落。

2. 叶片结冰 ：在南方湿度较大的地区，冬季容易结冰，

8. 螺栓断裂掉落 ：叶根螺栓断裂导致叶片掉落损毁。

比如云贵地区冬季的时候冰冻现象非常频繁，冰冻之后整体

二、叶片故障检测方式

机组载荷会急速上升。

针对风电机组叶片的故障形式，目前现场叶片故障检

3. 前缘腐蚀 ：前缘腐蚀一般发生在沿海的风电机组。
前缘腐蚀不仅使机组的效率急剧降低，同时会造成叶片的振
动和载荷增加。

测方式主要为目测检查，形式上主要分为高倍望远镜检查、
高空绕行下降目测检查（“蜘蛛人”）、叶片维修平台检查。
目测检查是对叶片表面故障最直接、有效的检测方法。

4. 整体结构失效 ：整体结构失效的表现形式为叶片折

对于非表面故障，目测检测并不能提供太多帮助。对于较小

断。原因大部分是由于叶片主梁的制造工艺缺陷造成，也有

的表面损伤，用高倍望远镜检查不容易发现故障。蜘蛛人和

雷击和设计原因造成的。

叶片维修平台检查是比较彻底的表面检查，缺点是检测时间

5. 叶尖排水孔堵塞 ：叶片受污染后，叶尖排水孔会堵

长、费用高、效率低，不适合进行日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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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各检测方式的有效性
损伤类型

望远镜

蜘蛛人

维修平台

无人机

雷击损伤

有效

有效

有效

有效

叶片结冰

有效

有效

有效

有效

前缘腐蚀

有效

有效

有效

有效

叶尖排水孔堵塞

有效

有效

有效

有效

边缘开裂

有效

有效

有效

有效

涂层脱落

有效

有效

有效

有效

横向竖向裂纹

无效

有效

有效

有效

砂眼

无效

有效

有效

有效

整体结构失效

有效

有效

有效

有效

螺栓断裂掉落

无效

无效

无效

无效

叶片内部缺陷（分层、褶皱、脱胶等）

无效

无效

无效

无效

应用无人机对风电机组叶片进行检测已经在国外开展
起来。德国的 InspecTools 及 Height 等多家公司都开发了相

四、现场应用
鉴于风电叶片检测的特点，本文选择了多旋翼无人机

应的无人机检测系统，都是基于现在流行的多旋翼飞行器所

为试验对象。多旋翼无人机为垂直起落无人机，支持悬停，

研发的无人机检测平台。

操作简单，维护成本低，检测费用低。本文选择了大疆筋斗

无人机可以携带各种检测传感器，比如高清摄像机、
红外热成像仪等，能够快速地进行故障检查和故障确认。相
比于蜘蛛人和叶片维修平台检查，无人机检测系统具有应急
启动快、检测效率高、成本低、机动灵活的特点。
三、无人机叶片检测特点

云 S1000 系列和零度 HighOne 系列进行了现场检测测试。
1. 大疆筋斗云 S1000
筋斗云 S1000 是一款八旋翼无人机，大疆无人机中的
专业级航拍飞行平台，此次检测搭配了佳能的 5DIII 相机。
本次测试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1 日，地点在山东某风电

无人机叶片故障检测有如下特点 ：

场，检测机型为联合动力 UP1500 机组，被检测机组为二期

1. 分布式检测

33# 机组，现场温度 6℃，风速 9 m/s － 11m/s，能见度一般，

风力发电是一种分布式发电，机组在风电场呈离散分

检测一支叶片平均时间为 5min，起飞重量约 9kg，飞行最

布，无人机对风电机组叶片监测不需要连续进行，所以对无
人机的单次续航时间要求不高。

高高度 125m，无人机的续航时间为 15min。
试验表明，筋斗云 S1000 的稳定好，在 9m/s 的大风中

2. 立体式观测

影像的成像效果清晰，由于加载的是佳能 5DIII，起飞重量

对叶片的观测涉及到迎风面、背风面、叶片前缘、叶

较重，影响了续航时间。此次测试相机加载的是定焦距镜头

片后缘，由于叶片薄厚不均，而且叶片表面为曲面，在观测

无法进行光学变焦，如采用长焦距变焦镜头会更有利于叶片

时需进行立体式观测，由此对无人机的操控有一定要求，观

的细节检测。

测时间将增长。
3. 注重成像清晰度
对叶片的观测主要是对表面质量进行观察分析，尤其
是进行砂眼排查和横向裂纹观察，对无人机的成像要求较
高。无人机的成像主要对其云台稳定性、成像设备的摄影摄

2. 零度智控 HighOne
HighOne 是一款大型四旋翼无人机，在安全性方面，
既有双余度飞行控制系统，又有安全降落伞。此次测试中，
搭载了松下的 GH3 相机和定焦镜头。
本次测试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9 日，地点在北京周边，

像能力要求较高。如果要进行高清晰度的观测，要求天气的

检测机型为联合动力 UP1500 机组，现场温度 15℃，风速

可见度要好，风速越低越好。

3m/s, 能见度良，检测一支叶片平均时间为 5min，起飞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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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大疆筋斗云S1000

图8 零度智控HighOne

图7 S1000实际观察效果

图9 HighOne实际观察效果

约 6kg，飞行最高高度 125m，无人机的续航时间为 20min。
试验表明，零度 HighOne 的稳定好，影像的成像效果
较为清晰，由于加载的是松下的 GH3，相比佳能 5D3 成像

价格昂贵，一般一套无人直升机航拍系统报价在 20 万元以
上；
（2）操控困难，无人直升机需要专业的飞手进行操作，
不利于普及。

质量上稍有差距，机组的续航时间要优于 S1000。
五、应用小结

结论

通过试验证明了多旋翼无人机在风电叶片故障检测中
能够完成目测检查分析的任务，即便在风速为 10m/s，无人
机仍然保持了相当的稳定性。

（1）无人机应用到风电叶片检测中能够弥补使用高倍
望远镜观测所达不到的精细化程度，基本能够达到蜘蛛人的

在合理的制定飞行计划及良好的天气情况下，多旋翼

效果。叶片表面污染严重或者灰尘堆积则会影响检测结果。

无人机进行叶片检测的时间平均为 15min。多旋翼无人机

（2）无人机应用到叶片检测当中能够极大增加叶片目

的续航时间和起飞重量关系紧密，续航时间一般都能保证
15min 以上，续航良好的多旋翼无人机一次起降能够完成一
台机组检测。
如需更长的续航时间进行连续性检测，则需考虑使用

视检测的效率，减小停机损失。
（3）多旋翼无人机以其操控简易、维修方便、经济性好
等特点，适合作为风电叶片检测的主力工具。
（4）无人机叶片检测不同于农业植保、影视等领域，针

无人直升机。无人直升机一般使用油动发动机，载重量会

对叶片检测开发定制化飞控是提高效率和安全性的关键。

更高，续航时间更长，但是无人直升机有如下缺点 ：
（1）

（作者单位：中能电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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