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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From The Editor

文 | 秦海岩

近些年，我国海上风电发展节奏不断加快，数据显示，2013 年 -2017 年的新增装机规模几乎以每年翻一

番的速度扩大。2017 年，我国海上风电新增装机 116 万千瓦，累计装机达到 279 万千瓦，均位居全球前三。从

目前的核准和开工建设信息来看，未来的产业发展还有望进一步提速。

大力发展海上风电，对于加速我国的能源转型进程、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保障行业健康发展都具有极其

重要的意义。首先，我国沿海 11 个省份的 GDP 约占全国的一半，总能耗也占全国的一半左右。要完成我国的

能源结构调整，上述经济发达地区必须做出示范。但即使是在完成 2020 年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比重这

个阶段性目标上，多数省份都还有很大的差距。截至 2017 年，广东、上海、海南只完成了目标的一半，浙江、

山东、福建、辽宁则有三分之一的任务未完成。因此，这些省份必须加快海上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其次，

发展海上风电将为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升级带来新契机。一方面，由于关联众多上下游产业，海上风电开发会起

到很好的辐射带动作用，形成多个高度一体化的产业集群。另一方面，海上自然条件恶劣，对设备技术要求更高。

通过在海上的应用探索，能够推动我国在高端轴承、齿轮箱和大功率发电机等前沿技术上实现突破。再次，海

上风电是我国风电产业实现健康发展的核心支撑之一。数据显示，我国 5 米到 25 米水深线以内近海区域、海

平面以上 50 米高度风电可装机容量约 2 亿千瓦，70 米以上可装机容量约 5 亿千瓦。规模化开发海上风电可以

创造新的增量市场，从而为保持风电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足够的年度增长规模。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基本具备了规模化开发的条件。在资源量上，我国技术可开发的海上风能资源丰富，

足以满足未来的发展需求。在技术层面，国内风电企业近年来纷纷加强技术创新，一批重要成果相继问世。比如，

金风科技推出了 6.X 兆瓦平台，远景能源则研发出 4.5 兆瓦机型，明阳智能和中国海装分别发布了 7.0 兆瓦、5.0

兆瓦机型 ；最新制造的施工船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此外，通过前期的积累，国内企业的施工建设、运维能力

有了大幅提升。在政策层面，国家陆续出台多项利好文件。《风电发展“十三五”规划》确定“到 2020 年，全

国海上风电开工建设规模达到 1000 万千瓦，并网容量达到 500 万千瓦以上”的目标，明确的预期有效提振了

业界的信心。《海上风电开发建设管理办法》则围绕简政放权，优化了规划编制、项目核准、海域使用、环境

保护等方面的政策。

当然，就当下的现状而言，要使我国海上风电实现高质量发展，现阶段必须坚持“积极稳妥”的原则，重

点做好以下工作 ：

一是优化政策环境。海上风电开发涉及多个政府部门，彼此间协调困难，造成审批手续繁琐、周期长，增

加了不必要的成本。此外，相关的国家或行业标准还不完善，难以有效指导开发的全过程。这些都是我们要尽

快完善的环节。

第二是加大创新力度。一方面，我国海洋环境复杂，虽然目前整机以及施工配套等已经取得突破，但还难

以完全满足大规模开发的需要。另一方面，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成本仍然偏高，面临着较大的降本压力。这些都

要求必须加强全产业链的创新，依托数字化技术增强机组性能和可靠性，提高施工、运维和管理效率。

第三是高度重视样机测试、认证工作。对于海上风电机组而言，一旦批量安装后出现问题，将会付出惨重

的代价。因此，应该扎实推进前期工作，遵循先安装样机再批量安装的原则，做好认证测试。

万事开头难。相较于成熟的陆上风电，我国的海上风电依然很“年轻”，需要学习、积累的东西还有很多。

目前，业内亟待在完善政策的基础上，通过实践打造坚强的产业链。这些工作既需做得扎实，又不能过于保守；

既要有严谨科学的态度，也离不开开拓进取的魄力。

海上风电：

既要强力开启，更需稳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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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4 日，国家能源局

发布《关于 2018 年度风电建

设管理有关要求的通知》，以

促进风电产业高质量发展，

降低度电补贴强度。《通知》

以附件形式配发《风电项目

竞争配置指导方案（试行）》。

《方案》提出，为促进风

电有序规范建设，加快风电

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市场

化发展，按照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

发挥政府作用的总要求，对

集中式陆上风电项目和海上

风电项目通过竞争配置方式

组织建设。分散式风电项目

可不参与竞争性配置，逐步

纳入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

范围。另外，新列入年度建

设方案的风电项目，须以确

保达到最低保障收购年利用

小时数，或弃风率不超过 5%

作为前提条件。

该《方案》引起业内广

泛热议，其中不乏片面理解

和错误解读，不利政策正确

有效落实。有业内专家全面

解读 ：风电项目竞争配置的

是“年度开发规模指标”，不

是“资源开发权”；风电项目

竞争配置的前提是解决弃风

限电，消除非技术成本 ；风

电项目竞争配置将加快优胜

劣汰，推动技术进步。

日前，广东省政府召开

推进海上风电建设工作现场

会，研究部署该省海上风电

产业建设工作，推动全省产

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实

现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发展。

会上披露，《广东省海

上风电发展规划（2017—

2030 年）（修编）》已获得

国家能源局正式批复同意。

按照该《规划》，到 2020 年

底，广东省将开工建设海上

风电 1200 万千瓦以上，其

中建成投产 200 万千瓦以

上 ；到 2030 年底前建成海

上风电约 3000 万千瓦。

这一目标与 2017 年 1

月下发的《广东省能源发展

国家能源局下发《分散式风电项目开发建设
暂行管理办法》

国家能源局：推行竞争
方式配置风电项目

2030年底前广东有望建成海上风电3000万千瓦

国家能源局 4 月 16 日

下发的《分散式风电项目开

发建设暂行管理办法》提出，

鼓励各类企业及个人作为项

目单位，在符合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的前提下，投资、建

设和经营分散式风电项目。

《办法》明确全面拓宽

应用领域。鼓励分散式风电

项目与太阳能、天然气、生

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

能源形式综合开发，提高区

域可再生能源利用水平。

《办法》提出，创新投

融资机制。鼓励各类企业、

社会机构、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和个人参与投资分散

式风电项目，实现投资主

体多元化。《办法》还提出，

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综

合考虑社会效益和商业可

持续性，积极为分散式风

电项目提供金融服务，探

索以项目售电收费权和项

目资产为质押的贷款机制。

在确保不增加地方政

府隐性债务的前提下，《办

法》鼓励合法合规地采用

融资租赁方式为分散式风

电项目提供一体化融资租

赁服务 ；鼓励各类基金、

保险、信托等与产业资本

结合，探索建立分散式风

电项目投资基金 ；鼓励担

保机构对中小企业和个人

提供建设分散式风电项目

的信用担保，支持分散式

风电入户、入社区（乡村

和工业园区等）。

“十三五”规划（2016-2020

年）》相比，装机量调整幅

度巨大。《广东省能源发

展“十三五”规划（2016-

2020 年 ）》 提 出 ：到 2020

年底，海上风电力争实现

开工建设 200 万千瓦、建成

投产 100 万千瓦以上。这一

调整表明，广东省计划在

“十三五”期间开工建设的

海上风电装机容量目标增

长了 5 倍 ；建成目标则翻了

一番。这也意味着，海上风

电发展正在加速从示范阶

段转向规模化开发阶段。

广东省省长马兴瑞在会

上指出，海上风电是广东省

可再生能源中最具规模化发

展潜力的领域。省各有关部

门和有关市要深刻认识到推

进广东省海上风电建设，是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是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的关键举措，是培育

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是充

分发挥广东海洋优势、打造

海洋强省的重要举措。他还

强调，要按照市场主导与政

府引导相结合，开发利用与

环境保护相协调，资源开发

与产业发展相促进的基本原

则和“大、快、高”的要求

进行海上风电开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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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东省委、省政

府印发《山东海洋强省建设

行动方案》，山东将在新旧动

能转换引导基金下设立现代

海洋产业基金，每年筹集不

少于 55 亿元财政资金，全力

支持海洋强省建设。

在海洋新能源新材料方

面，统筹海洋能源开发利用，

科学布局海上风电、滩涂光

伏发电、潮流能、波浪能等

海洋能发电利用项目。做好

全省海上风电发展规划修编

工作，加快开展黄海和渤海

不同类型海域离岸海上风电

与海洋牧场融合发展试验，

健全海上风电产业技术标准

体系和用海标准，在水深超

过 10 米，离岸 10 公里以外的

海域科学有序开发海上风电。

加 强 6 兆 瓦、8 兆 瓦、10 兆

瓦及以上大功率海上风电设

备研制及使用 , 突破离岸独立

发电装置、漂浮式载体、海

底电缆、发电装置防腐蚀等

关键技术。

到 2022 年 , 全省开工建

设海上风电装机规模达到 300

万千瓦左右。加快推进海洋

新材料研发，重点研制用于

海洋开发的材料，大力发展

海洋生物新型功能纺织材料、

纤维材料等，超前布局研发

海洋矿物新材料。

近日，湖北崇阳县与浙

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签

约，后者投资 16 亿元，于

2018 年至 2020 年开发分散

式风电扶贫项目，预计装机

规模 20 万千瓦。未来 20 年

内，该项目每年为贫困村和

贫困户提供现金收入 300 万

元，按每人每年 3000 元计，

可惠及 1000 贫困人口。

山东省拟2022年开工建
设海上风电300万千瓦

风电项目激发贵州农村新活力

湖北省崇阳县签约16亿元风电项目

北京天润新能源投资

有限公司在贵州省沿河县

谯家镇风力发电项目中投

入 13.5 亿元，促进当地经

济转型。

该风电场项目共分三

期建设。4 月 3 日，投资约

为 4.5 亿元的一期 5 万千瓦

工程在谯家镇开工建设。

该项目于 2016 年在谯

家镇开始正式测风，经过

两年的测试，得以顺利启

动实施。项目建成后，不

仅可以有效开发风能资源，

也可以作为主网的补充电

源，还可直接向铜仁市电

网供电。

吴鹏是北京天润新能

源投资有限公司员工，也

是该项目负责人，他说：“我

们公司长期致力于国家扶

贫事业。沿河县是贵州深

度贫困县之一，这里风能

资源丰富，所以选择在此

投资。”

吴鹏表示，沿河县拥

有广阔的草场，地势开阔，

风速达到 5 米 / 秒。

“一般情况下风速达 6

米 / 秒以上才能建风电场，

但我们公司研发了适合丘

陵地带的低风速风力发电

机组，谯家镇的风能资源

能够得以利用。风电场建

成后，预计投资回报率为

每年 8% 到 10%。”吴鹏说。

此外，北京天润还捐

赠了 80 万元扶贫资金，旨

在促进沿河县基础设施建

设，扶持当地农业发展。

沿河县县委常委、副

县长韩飞表示 ：“当地主要

以农业为主，工业发展相

对薄弱。”风电场利用风能

发电，对生态有益，将促

进县域经济发展。

“风电场建起来后，将

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此

外，北京天润还出资完善当

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会打造

一些旅游拓展项目。我们可

以借此机会把农业和旅游

业结合起来，带动百姓脱贫

致富。”韩飞补充道。

近年来，该镇依托农

业园区建设，不断优化产

业结构，以产业发展促进

群众增收。风电项目的建

成将助推当地农旅结合，

为发展注入新动力。

项目实施重点范围在

该县肖岭、桂花泉、石城、

白霓、路口、金塘等乡镇，

分 两 期 进 行， 各 装 机 10

万千瓦，一期在崇阳县北

部和南部区域，二期在该

县西部和东部区域，实施

对象是该县建档立卡贫困

户。按约定，运达风电将

于今年底完成项目公司注

册、项目核准，项目核准 6

个月内开工建设，18 个月

内建成投产。

崇阳县风能资源丰富，

预计可用于发电的风电场

装机规模超过 76 万千瓦。

目前在建的有金塘风电场、

罗家山风电场，装机规模

13 万余千瓦，总投资超过

1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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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风科技亮相美国风能展引关注

上海电气新机型获得权威设计认证

数
据

据 悉， 截 至 4 月 20 日 已 有

1735 名绿色电力证书认购者，

共认购 27171 个绿证。在绿

证购买企业总榜中，明阳智

能以 12100 个绿证居首位，金

风科技、远景能源、运达风电、

上海电气均上榜。

《内蒙古清洁能源消纳行动

计 划（2018-2020）》 提 出，

2019 年，内蒙古地区弃风率

控制在 12％以内，弃光率控

制在 4％以内 ；2020 年内蒙

古地区弃风率控制在 10％以

内，基本无弃光现象发生。

5 月 8 日，河南省发展改革委

下达《2018 年风电建设规模

的通知》，明确河南省各市、

县风电项目开发新增装机规

模，共计 550 万千瓦，其中，

省辖市 370 万千瓦，直管县

180 万千瓦。

27171 个 10％ 550 万千瓦

2018 年 5 月 8-10 日，

北美地区最大规模的国际

风能盛会——美国风能展

在美国芝加哥举行，新疆金

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盛装

亮相展会，吸引了专业观众

及媒体的关注，与金风科技

产品技术专业人员积极交

流，了解金风科技的最新动

态、主要产品及业务。

5 月 10 日，上海电气

风电集团自主研发的新机

型 WD3000-146-95 陆 上 风

电机组获得北京鉴衡认证

中心（CGC）设计认证。

该机组为上海电气自

展会上，众多产业链

上下游的企业代表展现出

了与金风科技在未来开展

合作的意愿。他们表示，

金风科技作为中国风电领

域国际化企业的代表，无

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际市

场，都受到极大关注，许

多企业对于与金风科技的

合作都抱有极大兴趣。

主研发的首款直驱机型，风

轮直径达到 146 米，是目前

国内风轮直径最大的陆上

风电机组，适用于 IEC III

类风区，并且针对低温风区

进行了特定的设计。该机组

的推出，不仅是上海电气技

术积累的质变，也是研发团

队不断突破的成果。

近年来，上海电气不

断加大陆上风电投入，高

度重视技术研发。杭州、

北京、丹麦研发中心相继

建立，构建起上海电气全

球风电研发体系。例如，

WD3000-146-95 风 电 机 组

的先进直驱发电机就是由

杭州研发中心研发的。

龙源中能公司获得一
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据悉，龙源中能公司

联合龙源福建公司申请的

“一种用于海上风电施工的

整体式作业平台”获实用

新型专利授权，这是该公

司在海上风电领域获得的

第 4 项专利授权。

该专利针对福建南日

海域复杂地质条件，创新

研发了一种适用于海上风

电施工的整体式作业平台，

具有结构稳定、承载能力

强、以及较强的抗风作用，

能有效减少海上作业时间，

提升施工效率。同时，该

装置还具有安全性高、周

转速度快等特点，能够有

效降低施工成本。目前，

该装置已成功应用于福建

南日岛海上风电项目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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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热点

日前，FTI 发布 2018-2027 年

全球风电市场预测 ：全球新

增风电装机将达 68900 万千瓦

左右，未来 10 年的年均复合

增长率为 3.3%。亚太地区将

占 2018-2027 年全球风电新

增装机 55.4% 的市场份额。

虽然美国海上风电刚刚起步，但业

内人士十分看好这一市场。目前美

国已经有共 812 万千瓦的海上风电

项目得到批准或承诺，美国能源部

预计 2050 年美国海上风电装机可

达 8600 万千瓦，相关就业人数可

达 16 万。

希腊正计划招标一批太阳能和风

能发电项目，累计装机容量达

260 万千瓦。希腊能源部长表示，

可再生能源生产和价格将由竞争

性招标程序决定。此举能够鼓励

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达到 25 亿至

30 亿欧元。

68900 万千瓦 8600 万千瓦 260 万千瓦

印度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部在４月发布声明称 ：印度

政府已经明确了发展海上风电的方向，希望能将全球范围

的海上风电开发商都列入候选名单，率先在古吉拉特邦沿

岸的坎巴湾海域打造一个 100 万千瓦的海上风电项目。计

划到 2022 年实现 500 万千瓦的装机容量。

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的数

据，到 2000 年，德国煤炭工

业（硬煤、褐煤）的就业人数

为132877，而风电行业就业人

数仅为 46800。此后煤炭工业

就业人数不断下降，而风电就

业人数持续增加，到 2016 年

风电的就业人数已达 160200，

而煤炭的就业人数降至31258。

美国 2017 年新增发电容量 2100 万千瓦，其中可再生

能源容量占比 55%，这已经是连续第 4 年可再生能源在新

增容量占比超过一半。而 2018 年美国新增发电容量中新

增燃气发电容量将占 58%。也就是说，2018 年可再生能源

发电新增容量将低于一半。

印度

德国

美国

阿曼苏丹国

据报道，除目前规划的佐法尔 5 万千瓦风电站和伊卜里 50 万千瓦光伏

发电项目外，阿曼苏丹国日前公布再建 6 个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计划，

旨在 2024 年底前实现 265 万千瓦装机。这些正在审批阶段，其中包括 3 个

光伏电站和 3 个风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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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组设备选型和风电场工程设计，直

接影响到项目的发电小时数及工程造价，

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风电项目的投资

收益水平，是风电项目开展招标工作时需

要重点考虑的两个因素。在传统的招标模

式下，由于投标方在投标时缺乏对风电场

特性的深入分析和研究，导致中标的机组

设备机型与风电场的风能资源、地形等特

性的适应性不佳。尤其是，随着我国风电

开发逐渐从北方平坦地区向南方复杂山地

区域扩展以及风电上网电价的逐步走低，

招标方对风电机组设备与风电场特性的适

应性要求越来越高，一些风电开发企业

开始推行机组设备带方案招标的模式。近

日，国家能源局出台政策（国能发新能〔

2018〕47 号），明确要求集中式陆上风电

项目和海上风电项目将以竞争方式配置资

源和确定上网电价。政策实施后，风电开

文 | 张瑞君，张文忠

带方案招标模式可以敦促投

标方在规定的原则范围内充

分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深

入研究风电场的风能资源及

地形因素，设计出科学的布

机方案，匹配最适合的机型。

关于风电场机组设备带
方案招标的思考

发企业将面临电价下调的压力。机组设备

带方案招标有助于优化建设方案，将成为

开发企业应对新的挑战、在竞价中获胜的

有力武器。

在带方案招标模式下，投标方在投标

时应对与投标设备相关的全部或部分工程

的设计方案进行阐述和报价，招标方根据

方案的优劣、设备与方案的适应性及报价

进行综合评价和确定。这样就可以敦促投

标方在规定的原则范围内充分利用自身的

技术优势，深入研究风电场的风能资源及

地形因素，设计出科学的布机方案，匹配

最适合的机型，既保障了发电量的最大化，

也从源头上控制了项目的投资额。

为了更好地实施带方案招标模式，本

文在分析带方案招标模式所处客观环境的

基础上，阐述了带方案招标的实施原则，

探讨了带方案招标面对的挑战并提出相应

的解决策略，以期为风电项目开发单位在

进行机组设备招标时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和依据。

实施带方案招标的有利环境

一、传统的风电机组设备招标方式及

其弊端

在传统的机组招标方式下，有效测风

数据和适当的地形图具备之后，由项目可

研编制单位对市场上常见的不同单机容量

的机组进行发电量模拟计算、对比和分析，

最后在可研报告中给出一个单机容量、轮

毂高度、风轮直径的推荐值，因此，审定

的可研报告基本确定了项目的单机容量、

轮毂高度、风轮直径及总台数。机组招标

时，整机厂家将招标文件要求的机型参数、

风能资源数据、地形数据等输入软件系

统，根据各自机型的功率特性进行简单的

微观选址和电量计算。这种招标方式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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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相对简单，只要有了测风数据及比例

恰当的地形图，并完成了可研报告就可以

开展招标工作，可为后续工程建设创造条

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缩短项目的建设周

期。同时，其技术难度较小，招标周期较

短，易于执行。但是也存在不容忽视的弊

端，一是由于现场地形比较复杂，可研阶

段所选的单一机型从单机容量、风轮直径

和轮毂高度方面讲，不一定是最适合该风

电场的机型 ；二是最终风电场的微观选址

结果将由设计单位重新设计复核，并根据

现场地形进行修正，其结果可能与投标时

整机厂家计算发电量时的微观选址差距较

大，导致实际发电量与投标发电量的差距

很大 ；三是没有考虑不同机型的微观选址

结果或同一机型不同的布机方案对检修道

路和集电线路的影响，而检修道路和集电

线路路径和长度对工程造价的影响很大。

二、当前风电场建设环境的变化 

随着风电技术的进步以及风电产业政

策的调整，特别是低风速风电机组的逐步

成熟，许多企业把目光投向电网消纳能力

较强、但地形较复杂的南方低风速地区。

在这种地形条件下，招标前就对一些重要

参数加以限定，显然不利于风能资源的充

分利用和发电量最大化目标的实现。随着

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各设备厂家的机型

逐渐多样化，在机组容量、风轮直径和轮

毂高度等主要参数方面逐渐形成完整、系

统的型号序列，开发企业能够在适应不同

区域、不同地形、不同风况等环境条件的

机型中有更大的选择空间。另外，整机厂

家的设计能力逐步提高，对风能资源的分

析计算能力以及微观选址设计能力与几年

前相比有了很大的提升，加上各整机制造

商对自己的产品性能非常熟悉，因此，整

机厂家对风电场机型选择、机位布置等方

面的设计有很大的优势。

在招标评价过程中，应把

发 电 量 与 工 程 造 价 的 比

值——单位造价下的发电

量作为衡量投标方案优劣

的主要指标。

实施带方案招标的四个原则

近年来，一些风电开发企业开始推

行机组设备带方案招标的模式。通过选择

最适合当地特点的风电机组设备及布机方

案，以充分利用风能资源，提升项目发电

量，并合理控制造价，实现发电量与建设

成本的双重优化，最大程度地提高风电项

目的盈利能力。

从上述带方案招标的目的出发，实施

带方案招标，应秉持以下原则。

一、一个目标——单位造价下的发电

量最大

对于业主而言，最关注的是发电量与

工程造价之间的对比关系，选择发电量最

高而相应的工程造价合理偏低的机组设备

及布机方案是开发企业的最终目标，因此，

在招标评价过程中，把发电量与工程造价

的比值——单位造价下的发电量作为衡量

投标方案优劣的主要指标。

为了让各投标商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

境，同时便于投标商报价，需要将与机组

选型及微观选址有关的各分项造价纳入投

标商的报价范围，其中包括主机、塔筒及

箱变等的设备价和基础、道路、吊装平台

及集电线路等的工程价，与机组选型和微

观选址无关的升压站等的造价可以不纳入

投标商的报价范围，由招标方另行核定。

二、两个约束条件——风电场的边界

及总容量

一般来说，风电项目在取得路条时，

其总容量和风电场的用地范围就已经确

定，因此，项目建成后的总容量原则上不

能超出该项目核准容量，风电场的用地范

围不能超出国土部门批复的土地红线。

三、四个自由度的优化空间——单机

容量、风轮直径、轮毂高度、风电机组位置

为了充分利用风能资源，实现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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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风况的最佳匹配，投资与效益的最

佳匹配，应尽可能给整机制造商提供一个

宽松的设计环境，以充分发挥其设计优势。

投标方案中的单机容量、风轮直径、轮毂

高度、机组布置均由整机厂家自行确定，

风电场内可以选用同厂家不同型号的机组

进行组合，风电机组的点位由整机厂家经

过计算分析和现场踏勘后进行确定。经反

复计算后在给定范围内如确实无法实现计

划装机总容量的布置，可以牺牲部分容量，

进而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四、两个承诺考核指标——工程造

价、年度发电量

为了防止投标商刻意高报发电量或低

报工程造价这种恶意行为发生，设置如下

两个约束条件 ：

一是在招标文件中明确并由投标商承

诺 ：项目竣工投产后，质保期内业主根据

投标商所报的发电量进行考核，如质保期

内实际等效总发电量大于投标文件承诺的

质保期内各年发电量总和，业主给予一定

比例的奖励 ；如质保期内实际等效总发电

量小于投标文件承诺的质保期内各年发电

量总和，业主将按照少发电量乘以电价所

得数额从质保金中扣除。考核发电量的标

准严格执行投标书中承诺的发电量，不以

当年风力情况而进行调整。等效总发电量

是指扣除因电网、不可抗力、场内除机组

外其他设备（不含投标方总承包范围内的

设备）故障等因素造成的损失电量后的发

电量。为保证少发电索赔能够覆盖投标人

虚报电量给招标人带来的损失，质保期不

宜短于 5 年。否则，应通过设置电量赔偿

系数的方式加以修正。若在质保期内每年

的等效发电量均少于年承诺发电量，则应

设置相应的电量赔偿系数对质保期后剩余

寿命期内的发电量损失予以适当补偿。

二是投标商须承诺 ：如果开发企业同

意，投标商必须同意按其所报工程造价项

下的价格对风电场工程的全部或部分进行

承包建设，且工程质量须满足国家相关标

准的要求。对于未交由投标商承包建设的

全部或部分工程，如果其工程实际造价（按

不变价格计）超过相应报价，则将由投标

商对由于其方案设计原因而导致的投资增

加额向业主进行补偿。

对投标商的考核，需要开发企业在项

目执行和生产运行过程中对工程造价及设

备运行情况有详细和具体的记录，以便作

为考核的依据，这就对开发企业的工程管

控和设备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实施带方案招标的挑战及对策

机组设备带方案招标与传统招标模式

相比，能够充分利用投标方的能力和优势，

对设备、环境、资源、工程等因素进行统

筹考虑，因而更加科学、精细，可以给项

目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但同时招标、投

标和评标的内容比传统招、投标模式更加

复杂，需要更多、更详细的资料和信息，

更长的周期，更加周密的策划，充分的准

备和精心的组织。面临的主要挑战及相应

对策如下 ：

一、激励并帮助投标商最大限度地优

化投标方案

带方案招标的投标商，要做好投标方

案，面临很大挑战。要给足标书编制时间，

还要组织各投标商对项目现场进行多次详

细踏勘，为投标商提供尽量翔实的技术资

料，包括风能资源数据、满足设计需要的

地形图、风电场场址坐标、有关部门的批

复文件、项目可研报告等。

二、降低投标商报价时的不确定性

明确报价范围，组织投标商对地材价

格、运输距离进行考察了解，提供环保水

对投标商的考核，需要开发企

业在项目执行和生产运行过程

中对工程造价及设备运行情况

有详细和具体的记录，这就对

开发企业的工程管控和设备管

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Column | 专栏

2 0 1 8 年 第 0 5 期  15  

建议尽快制订“风电场项目机

组设备带方案招投标技术规

范”，具体指导和规范行业实践，

全面促进风电项目全寿命期内

度电成本的合理降低。

保要求，提供当地征地补偿标准，提

供道路、集电线路设计要求。由于造

价不仅与工程量有关，还与材料、设备、

人工、机械、距离、政策、设计标准

等息息相关，因此，在投标截止之前

应尽量给投标商提供全面、真实的信

息，使其易于报价，中标后便于执行。

鉴于风电机组基础、检修道路、集电

线路等设计以及工程报价的专业性较

强，可以接受整机制造商与设计单位

联合投标，中标后可分别与开发企业

签订供货和设计合同的模式。对于确

实无法准确报价的分项工程，可以采

取开发企业暂定价格的方式。

三、编制高质量的招标文件及评

标细则 

（一）明确规定投标文件的内容

及格式

投标文件应包括风能资源分析报

告、场址适应性分析 / 机组选型方案、

机组布置方案、发电量计算成果、塔

架材料和参数、基础设计方案、道路

和集电线路设计方案、工程报价明细、

工程报价说明和机组报价及其分项价

格等材料。对发电量、报价的计算原则、

考核办法等约束条款要在招标文件中

作出明确要求。报价格式及报价明细

的模板要作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二）重点考察评标细则的关键

环节

机组的发电性能在风电场的整个

寿命周期都起作用，因此，制定评标

细则时应予以重点考察。单位造价发

电量指标是通过计算得出的一个指标，

也是评价投标方案的核心指标。发电

量和造价主要取决于技术方案，因此，

在评标时应对投标文件中的风能资源

分析、布机方案、功率曲线、电量计

算过程、工程量、材料设备单价、取

费标准等环节进行细致分析，严格核

算，必要时可由独立第三方机构对投

标方案进行详细评价，确保投标发电

量和投标报价的合理性与公正性，进

而保证入围投标人在单位造价发电量

这个指标上具有可达性。

可靠性是衡量机组设备质量和性

能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招标文件里应

设置合适的指标对机组的可靠性进行

约束，并通过机组的整体设计、零部

件配置、历史运行数据等对可靠性指

标进行评价。

除了设备的发电性能、工程设计

和报价的合理性以及设备的可靠性等

方面，对投标商的资格和投标设备的

合规性做出客观评价，也是评标的一

个关键环节。

投标设备的型式试验和认证及并

网性能检测情况，投标商的产品研发

和技术实力、生产制造和质量保证能

力、投运产品的业绩和质量水平、运

维服务能力和全寿命期内的运维费用

等要素，对整个项目的运营风险和投

资收益都有重要影响，需要在招标文

件和评标规则中加以规定与明确。

结语

做好带方案招标，需要风电开

发商和整机供应商之间有良好的互信

基础和互利共赢的共识，也需要有行

业标准的支撑。建议尽快制订“风电

场项目机组设备带方案招投标技术规

范”，具体指导和规范行业实践，全面

促进风电项目全寿命期内度电成本的

合理降低。 （作者单位 ：华电福新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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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的经典对局，

在经济学、政治学和道德哲学中得到广泛

讨论和运用。其大意是 ：两个被指控共同

参与了某种罪行的囚徒被检察官分隔开来

提审。两人都知道如下选择 ：（1）如果他

们都不坦白，根据已有证据，两人都将判

1 年的监禁 ；（2）如果两人都坦白，每人

都将判 8 年监禁 ；（3）如果一人坦白，另

一个不坦白，坦白的人将被释放，而另一

人将被判 10 年的监禁。谁都不知道对方

的选择。对每个人来说，合理的选择是什

么？如果每个囚徒要求得到他的最大效

益，经过缜密推理，合理的选择应是坦白，

但这样每个人都不能得到最好的结果。

“囚徒困境”通常被用以说明这样的

道理 ：一个人自私地寻求最大效益并不意

味着就能得到最好的结果，也不意味着由

此可以促进公共的善。相反，只有合作才

能获得最好的结果。这一道理被许多事实

文 | 张伟，关晓晴

“囚徒困境”被用以说明 ：一

个人自私地寻求最大效益并

不意味着就能得到最好的结

果，也不意味着由此可以促

进公共的善。相反，只有合

作才能获得最好的结果。

谨防风电新政下机组价
格竞争中的“囚徒困境”

印证。如我国家电销售商为使消费者多买

自己产品，时常竞相降价、引发“价格大

战”，其结果是“各败俱伤”，不仅谁也得

不到最大利益，而且会导致利润日益走低

甚至赔本。可是如果他们在较高价格上形

成某种默契，就都会得到不错的利润。

在国家能源局风电新政出台后，势必

会出现风电开发企业倒逼机组设备制造商

降价的情况。目前风电机组设备制造企业

的纯利润已经仅仅能维持在 5% 左右，还

要承受继续降价的压力。这种情况下，究

竟采用何种定价策略才能够取得利润率

最大化，避免陷入机组投标中的“囚徒困

境”？下面笔者就用博弈论的方法对机组

设备厂家的策略进行分析 ：

我们用一个简化的模型，来提出表

示和求解该博弈的方法。某风电基地总规

划容量是 100 万千瓦，按照风电新政策的

分配方式分给 20 家企业，每家容量为 5
万千瓦。在竞争性投标中标电价下降的影

响下，各家投资商对价格因素都极其敏感。

为了简化说明，假设在这个市场上只有两

家风电设备制造商（假设这两家制造商的

设备技术路线和质量都一样，只有同一款

机型），每家的设备单位成本均为 3000 元

/ 千瓦，现在两家企业参与基地中标单位

的设备招标。他们估计，如果都对机组定

价为 3200 元 / 千瓦。那么每家公司中标

的容量为 50 万千瓦，这样每家公司都将

得到（3200-3000）×50 万千瓦 =1 亿元

的利润。而且事实证明，这个价格能够使

他们的共同利益最大 ：如果两家公司合谋

起来，统一定价，那么 3200 元 / 千瓦是

使他们联合利润最大化的价格。

两家公司还估计出，如果其中一家公

司把价格降低 100 元 / 千瓦，而另一家的

价格保持不变，那么降价的公司将额外得

到 6 家客户，即 30 万千瓦的容量，而另

一家公司将减少 6 家客户，只能得到 4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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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也就是 20 万千瓦的中标容量。因此，

每家公司都有动机制定低于对方公司的价

格，以获得更多的中标容量。我们做出这

种假设的主要目的就是找出这些动机是如

何影响双方行动的。

首先，我们假设每个机组设备制造厂

只有两个投标价格选择 ：3200 元 / 千瓦和

3100 元 / 千瓦（这是保证机组设备制造商

还有微薄利润的前提，在此不考虑为了抢

占市场、打击竞争对手而采取的非理性策

略）。如果一家首先把价格降到 3100 元 /
千瓦，而另一家仍然定价为 3200 元 / 千瓦，

那么降价者额外得到 30 万千瓦的容量，

而另外一家则失去 30 万千瓦的容量。这

样降价者售出 80 万千瓦的机组，而另一

家销售量则降到 20 万千瓦 ；降价者的利

润为（3100-3000）×80 万千瓦 =0.8 亿

元，而另一家公司的利润为（3200-3000）
×20 万千瓦 =0.4 亿元。

如果两家公司都把价格降至 3100
元 / 千瓦，结果会怎样？如果他们都降价

100 元 / 千瓦，现在中标容量仍为每家 50
万千瓦。获得的利润均为（3100-3000）
×50 万千瓦，每家获得的利润为 0.5 亿元。

我们可以用一种由行和列组成的类似

电子表格的形式简单地把它们表示出来，

通常我们称之为博弈表或赢利表。在这四

个单元格中的每个单元格，A 公司的选择

表示在列中，B 公司的选择表示在行中。

在这四个单元格中的每个单元格，我们都

展示了与每个 A 列选择和 B 行选择相对

应的两个数字——机组的销售利润。在每

个单元格中，右下角的数字属于列参与者，

左上角的数字属于行参与者。在博弈论术

语中，这些数字统称为赢利。同时，在这

个例子中，为了清楚地区分出哪些赢利属

于哪个参与者，我们把数字用不同的阴影

表示出来。

在求解这个“博弈”之前，让我们观

为避免“囚徒困境”出现，

各整机制造厂应保持理性，

摒弃采用价格战的方法进

行恶性竞争，否则最终只

能是玩死对手，饿死自己。

察并强调一下这个表格的特性。比较一下

这四个单元格中的赢利组合。对 A 公司而

言较好的效果，并不意味着对于 B 公司而

言是较坏的结果，反之亦然。这种博弈无

须分出胜者和败者，因为它不是零和博弈。

在很多的博弈中，比如囚徒困境的博弈，

主要为了避免出现两败俱伤的结果，或者

如何促成双赢的结果。

我们通过对矩阵简单的分析可得知，

对于以上两家机组制造企业而言，作为市

场策略的参与者的最好结果是采用价格联

盟的方式，双方的利润均为 1 亿元，最

坏的结果就是均从自身利益出发大打价格

战，最终达到降价后的容量均衡，而造成

利润大幅下降到 5000 万元，下降比例高

达 50%。

根据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可以得知，为

了避免“囚徒困境”出现，各整机制造厂

都应保持理性，摒弃采用价格战的方法进

行恶性竞争，那种抱有依靠挤压对手生存

空间的竞争是极为不明智的，最后的结局

就是玩死对手，饿死自己。

因此，在风电新政实施的新形势下，

对于机组设备制造商而言，应避免陷入价

格战当中，切实做好自主创新和研发工

作，不断提高整机产品的性价比和降低成

本，促进我国风电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作者单位 ：神华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表1 两家企业采取不同竞争策略的博弈表

B

A
3200元/千瓦 3100元/千瓦

3200 元 / 千瓦
1 亿元

1 亿元

0.8 亿元

0.4 亿元

3100 元 / 千瓦
0.4 亿元

0.8 亿元

0.5 亿元

0.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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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哥”的精彩人生
文 | 冯文旭

在国华通辽分公司，有一群被称为“线路哥”

的群体，他们头戴安全帽，身穿工作服，腰系安全带，

整日穿梭于代力吉风电场 18 条集电线路的大枝小干。

他们的工作名不见经传，但他们一直默默坚守，只源

于一份责任 ；他们的工作任重而道远，但他们从未放

弃，只源于一份信念。

“万里长征”第一步

2015 年 7 月 2 日，线路专工和代力吉风电场线

路班组的几位“线路哥”回到了工作岗位，他们要充

分利用小风天对代力吉风电场 18 条集电线路、743
基水泥杆、221 基铁塔展开为期一个月的检修、维护

工作。早上 8 点，线路专工拿着游标卡尺认真计量螺

栓的尺寸、清点螺栓的数量，分析制定好的检修方案。

7 月 3 日，从国泰风电场抽调的几位“线路哥”

也赶到了代力吉风电场。临睡前，他们再次观察风功

率预测曲线以确定第二天的风况，并将工作票、安全

带、脚扣、单钩等准备好。

晨星而作 戴月而归

7 月 4 日凌晨 3:00，天刚蒙蒙亮，隐约中听见

走廊里急促的脚步声。为调整工作时间、提高工作效

率，几位“线路哥”奔赴工作现场，要充分利用清晨

和傍晚两个非高温时间段开展抢工作业。

上午 10:00，早已汗流浃背的他们还在一丝不苟

地紧固螺栓。骄阳犹如火炉般炙烤着科尔沁大地，

三十几度的高温还在持续上升，闷热的天气没有一

丝凉意，肆虐的蚊子透过厚厚的工作服吸咬着他们。

这样的工作持续到晚上七八点钟，偌大的科尔沁草

原洒满静谧的月光，他们拖着疲惫的身体赶回升压

站，向值班长汇报今天的工作，2 条集电线路的 94
处杆塔消缺都已处理完成。看到这样的进度，几个

人脸上流露出一丝欣慰。

一路苦乐相随

“用心工作、无悔青春”是他们的真实写照，这

样的例子不胜枚举。28 岁的组长李林懋紧固好最后

一颗螺栓，放下手里的扳手，顾不上休息就赶紧拿

对讲机从杆塔上询问其他工作人员是否需要“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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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刚从学校毕业的李林懋就扎根到代力吉风

电场，那时正值炎热无风的夏天，因鸟害导致线路跳闸的

设备障碍特别多，这就需要工作人员走巡相关集电线路准

确查找跳闸原因及故障点。每次李林懋都会自告奋勇地接

下这个任务，在烈日下，走在杂草触及腰的草丛里，沿着

线路一走就是几公里。而今他已独当一面、带着线路组的

兄弟们不仅自主完成了多项试验，还制定出加装绝缘护套

降低鸟害导致线路跳闸的方案。

线路维护期间，“线路哥”们尽职尽责，辛苦而充实，

尽管不被关注，但他们用辛勤的劳动，换来了故障率的不断

降低。他们用“坚强、坚韧、坚守”的劲头感动着身边的许

多人，用默默无语和脚踏实地演绎着“线路哥”的精彩人生，

用一片赤诚之心，诠释着风电员工的铁骨柔情。他们是当之

无愧的草原英雄。  [ 作者单位 ：国华（通辽）风电有限公司 ]

定期巡视做周全、设备稳定有保障 设备验电不可少、安全措施要牢靠

团结协作、共御风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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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风电开发必须
打造“利益共同体”

翟恩地认为，要高质量开发我国的海上风电，除了应该解决大容量机组的可靠性、海

上工程、运维等重点环节存在的问题外，还必须让开发商、整机商、设计院、施工单

位等参与方在开发过程中形成“利益共同体”。

《风能》：当前，为加快我国海上风电的规模化

开发，业内应该重点解决好哪些问题？

翟恩地：海上风电的开发比陆上风电更复杂，

在设计、施工以及运维等方面面对的挑战都很大。

我们要重点关注三个问题 ：首先，大容量机组的

可靠性是关键。随着海上风电的规模化开发，机

组将进入大批量生产阶段，成本会随之下降。现

在国产海上风电机组的最大单机容量达到 6.7MW
（GW154-6.7MW），各整机商正在积极开发更大容

量的产品。机组需要在海上运行 25 年，如果发生

大部件问题，将直接影响项目的经济性。金风科技

不遗余力提升产品可靠性，在江苏大丰建立大容量

机组试验中心，通过严格检测来提升产品的可靠性。

其次，海上风电的另一个关键点是海洋工程。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机组的上部塔架设计主要采用

GL 等钢结构标准，下部基础设计采用海洋工程标

准，但这是一个统一的支撑结构，在动力学疲劳特

性上是整体考虑的，因此，标准需要统一。另外，

整机商在计算载荷时已考虑波浪、流、冰、地震等

环境条件影响，设计院在设计基础时除了应用整机

商提供的载荷，还要再考虑波浪、流、冰、地震等

环境条件影响，造成过分冗余设计。金风科技正在

通过推动海上风电支撑结构一体化设计创新技术来

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将给设计院提供载荷门户，共

享模型和载荷数据，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通过降低

载荷来降低塔架、基础重量，实现度电成本下降。

实现一体化设计之后能够使载荷降低 15%~20%，

进而使塔架基础成本下降 5%~10%。同时，海上

施工存在窗口期，不同海域的窗口期各不相同，需

要对气象、海洋环境等进行精准预报，防止出现船

只到达预定机位点时因海洋环境差而无法施工的现

象。金风科技将大数据技术运用到海洋工程领域，

开发了 iGO（intelligent Goldwind Offshore）海

上风电智能管理系统，及时分析处理气象、海洋波

浪、潮涌、流等数据，精准规划航线和航行时间。

另外，在叶片吊装技术上，各大整机厂商通过国外

引进和自主研发等方式寻求突破。为充分利用好施

工窗口期，金风科技致力于自主开发适用于直驱机

组的单叶片吊装技术及应用，大幅缩短了项目施工

周期。

最后，海上运维不可忽视。我国海上风电的爆

发是在“十三五”期间，多数海上机组处于质保期，

这些机组出质保期后如何运维是市场各方很关注

的，整机商和第三方机构等也在探索新的商业模式。

受访嘉宾：
翟恩地，国家“千人计划”专家、新疆金风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金风科技海上业务单元总经理

本刊 | 张雪伟，夏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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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风电项目竞争配置指导方案出台会对

海上风电产生何种影响？金风科技如何应对？

翟恩地：风电项目竞争配置指导方案给行业既

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目前，各家企业都在为

此做准备。风电项目竞争性配置政策对行业的技术进

步无疑是起促进作用的。海上机组可靠性、海洋工程、

海上运维等将迈上新台阶，这势必将加速成本的下降，

推动平价上网时代的早日到来。

金风科技积极通过构建经济模型来为海上风电

平价上网做准备。目前，进入海上风电市场的各方

力量在加强，如整机商、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的数

量在增加，这有利于成本的下降。随着风电机组技

术的进步，海上风电机组成本将逐步降低。非机组

成本的下降，如精细化施工组织、一体化支撑结构

设计以及高效吊安装方案设计带来的成本下降对海

上风电尤为重要。金风科技因此加大在海洋工程和

运维成本的控制，并且不断夯实相关技术的储备。

《风能》：请您具体介绍贵公司在项目开发、技

术、施工和运维等方面的经验和未来发展思路？

翟恩地：海上风电是金风科技“两海战略”的

重要一极。目前，我们的海上风电业务主要集中

在三个板块，对应前述海上风电开发的三个关键

点——机组可靠性、海洋工程和海上运维。

金风科技大容量机组敢于与业内产品对标。前

不久，金风科技自主研发的 GW154-6.7MW 机组

在福建福清兴化湾的国内首个大容量海上风电试验

风电场实现“一键启机”，从机组上电到并网运行

用时不足 10 小时，并在 72 小时内实现满发。福清

海上风电场是三峡集团打造的海上风电样机试验风

电场，安装了金风科技、GE 和西门子 - 歌美飒等 8
家企业的大容量海上机组，这是推进我国海上风电

发展的创举。金风科技敢于在这里与其他企业过招，

GW154-6.7MW 机组运行状况很好，这是基于金风

科技在技术上的自信。面对我国 1.8 万公里的海岸

线，我们根据不同海域工况条件推出了定制化机组，

比如在北方由于风速较低，采用 GW18X-6.45MW
的海上风电机组能够达到最优经济性 ；在福建由于

风速较大，采用 GW154-6.7MW 的海上风电机组。

同时，在福建和广东沿海地区，还要考虑台风因素，

金风科技研发了多项抗台技术。

同时，金风科技成立了海上风电设计研究部门，

通过与相关单位合作实现载荷计算的精准化、一体

化及自动化。金风科技将负责海上风电载荷计算和

支撑机构一体化设计的人员组成一个部门，能够快

速为设计院提供精准的载荷数据。在机组施工安装

方面，金风科技在设计初期就提前考虑海上安装特

点并体现在海上机组设计开发过程中，机组自动盘

车、整机吊装、单叶片吊装等解决方案为施工团队

吊装及施工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此外，金风科技还组建了海上风电运维团队，

在国内整机商中最早拥有自建单体及双体运维船，

积累了超过 10 年的海上机组运维经验。后续还将考

虑打造大部件更换船舶、快速运维船队。根据业务

范围，金风科技按照从北到南划分几个片区来配备

船舶，根据海域特点提供匹配的海上运维解决方案。

在开发海上风电时，永远是安全第一，金风科

技正在建设亚洲最先进、符合 GWO 标准的海上风

电运维培训中心，设置了急救、求生、直升机救援

等先进课程，通过持续培训，不断强化从业人员的

安全意识、实操技能，未来该培训中心将对外开放。

《风能》：您如何看待“十三五”规划设定的海

上风电发展目标？对行业的发展又有哪些建议？

翟恩地：我国海上风电市场方兴未艾，“十三五”

规划目标能够实现，甚至有可能超出。随着技术的

发展，加上具有资源丰富、接近负荷中心等优势，

海上风电已经显现出巨大开发潜力，一些省份也在

加快发展步伐。如广东省规划的装机目标已经超过

“十三五”规划目标，江苏省也是如此。

海上风电实现平价上网是大势所趋。技术层面

要不断降本增效，非技术层面也必须降低成本，政府

需要降低海上风电的“额外”开发成本，制订并推

动落实“平价上网”保障性政策。行业协会要与企

业相配合，充当行业发展的“守望者”。整机商则要

从机组、海洋工程和运维三个方面下功夫，带方案

投标将成为常态，整机商的工程设计、施工和服务

能力与机组质量同等重要，这就要求整机商必须联

合设计院、施工商和运维商一起制定海上风电整体

解决方案，打造海上风电开发的“利益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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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海上风电
的“中国故事”

本刊 | 曹宏源

经过多年探索，我国海上风电基本具备了大规模

开发的条件。但由于众所周知的高风险，未来海

上风电开发既需积极推进，也要稳妥有序，如此

方能讲好海上风电的“中国故事”。基于国内的产

业现状，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还需从更多国际的

最佳实践中获得启示。

封面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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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可以被称为中国海上风电的起

步之年。是年，我国第一台海上风电试验样机

（金风科技 GW70/1500）在渤海湾矗立起来，

我国首个海上风电示范项目——上海东海大桥

10 万千瓦风电场揭标。至今，我国海上风电已

经走过了 11 个年头。期间，中国海上风电开

发的政策背景、市场环境、技术条件已经发生

巨大变化。经历“十二五”的谨慎探索，“十三五”

则被认为是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探索出一条

积极稳妥地推动海上风电开发的路径已获各方

共识，其意义之广大，更在于为中国在风电乃

至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全球引领实现弯道超车。

完善政策体系 护航海上开发

截至 2017 年，中国风电累计装机 1.88 亿

千瓦，已连续8年蝉联全球第一。短短十年余间，

中国风电便实现了弯道超车，综合实力进入全

球风电行业第一方阵，成绩有目共睹。海上风

电作为风电发展的下一个制高点，谁能率先突

围，就将掌握发展先机，实现超越引领。

由于受海洋环境复杂、技术设备要求高、

施工管理难度大、投资风险高等因素影响，各

国无疑都在海上风电发展初级阶段，给予产业

必要的政策引导和扶持。

欧洲作为海上风电的起源地，各国政府早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推动行

业发展。比如通过实施价格激励，如固定电价

制度、电网配额制度或绿色电力交易等机制吸

引投资 ；制定有利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税收优

惠政策 ；欧盟对海上风电开发进行协调 ；通过

优先上网或强制上网等法律手段为风电建立一

个稳定的市场环境等。

整体来看，我国海上风电开发起步相对较

晚，在“十一五”末，海上风电才刚刚起步。

2010 年，我国首个海上风电场——上海东海

大桥 10 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正式建成投运。

国家能源局同国家海洋局发布《海上风电开发

建设管理暂行办法》，首轮 100 万千瓦海上风

电特许权项目完成招标，标志着中国海上风电

建设正式启动。

进入“十二五”以来，国家对海上风电

开发给予了较高重视，相关部门先后出台《国

家能源局关于印发风电发展“十二五”规划的

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海上风电上网电

价政策的通知》《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全国海

上风电开发建设方案（2014-2016）的通知》

等一系列相关文件，对海上风电开发的规划和

规模、上网电价等都进行了明确，为开发创造

条件。

“当时海上风电项目涉及诸多部门（环保、

海洋、军事、渔业等），审批流程过于复杂、周

期漫长，海上风电场的开发又没有统一协调监

管，致使海上风电项目推进缓慢，‘十二五’500
万千瓦的规划目标未能实现。”相关业内人士

表示。

《风电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将积

极稳妥推进海上风电建设，即到 2020 年底我

国海上风电并网装机容量达到 500 万千瓦以

上，开工规模达到 1000 万千瓦。重点推动江苏、

浙江、福建、广东等省的海上风电建设，积极

推动天津、河北、上海、海南等省（市）的海

上风电项目。

“对于我国刚起步的海上风电而言，

‘十二五’更像是一个探索期，它为接下来的

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各方的努力下，除了

规划目标之外，技术进步的各个领域基本完成

了预期的目标，具备了进一步规模化发展的条

件。目前介入海上风电开发的企业明显增多，

海上风电项目开发建设的数量也明显增多，就

是很好的证明。”国家能源局相关领导曾表示，

“十三五”海上风电的开发要总结“十二五”

期间的经验，政策也要更加务实可行。

近日，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 2018 年度

风电建设管理有关要求的通知》，同时配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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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项目竞争配置指导方案（试行），提出将企

业的项目方案及技术先进性、前期工作深度、

上网电价等要素作为竞争配置参考，通过招标

等竞争方式公开选择项目投资主体。此举将重

新制定海上风电领域游戏规则，更加符合市场

化方向，产生倒逼作用，助推技术、产业的进步。

规模化开发渐进 市场机制待创新

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底，我国海上风

电装机规模连续 5 年增长，累计装机容量达到

279 万千瓦，规模已位居全球第三。其中，江

苏省累计吊装容量占全国累计容量的 77.9%。

随着江苏如东海上风电项目（30 万千瓦）和江

苏响水近海风电场 20 万千瓦示范项目完工投

入运营，江苏省在几个沿海城市中成为装机规

模最大的省。其他省份也在陆续开展海上风电

开发建设，福建平海湾项目、广东珠海桂山项

目投入运营，标志着两省也开始进入规模化开

发海上风电的行列。浙江、河北两省在 2017

年首次新建海上风电项目。

在我国长约 1.8 万多公里的海岸线中，大

部分近海海域 90 米高度年平均风速在 7～ 8.5
米 / 秒之间，具备较好的风能资源条件，适合

大规模开发建设海上风电场。我国长江口以北

的海域基本属于 IEC  Ⅲ或Ⅱ类风电场，长江

口以南的海域基本属于 IEC Ⅱ或Ⅰ类，局部地

区为Ⅰ + 类风电场。风电场理想的风能资源应

该是具有较高的年平均风速和较低的 50 年一

遇最大风速。

从布局区域上看，江苏省海上风电项目主

要集中在如东县、大丰市、滨海县和响水县等

海域；浙江省海上风电项目则集中在杭州湾海

域；福建省海上风电主要集中在莆田市、福清

市和平潭县等近海海域；广东省集中在珠海市、

阳江市和汕尾市等近海海域；天津市海上风电

主要集中在滨海新区海域；河北省海上风电项

目集中在乐亭县、海港区、曹妃甸区等近海区域。

作为衡量海上风电开发的重要尺度，成本

无疑将决定着市场走向。目前我国执行的海上

风电电价政策是 2014 年制定的，其中潮间带

摄影：徐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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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曾表示，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企业实力是左

右融资情况的核心条件之一，一些欧洲银行之

所以愿意贷款给海上风电项目，最重要的一个

原因是整机企业提供了 10 年以上的质保和运

维。而国内的企业要做到这一点，尚有很长的

路要走。

大机组引领潮流 激励研发势在必行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场的建设主要集中在

浅海海域，且呈现由近海到远海、由浅水到深

水、由小规模示范到大规模集中开发的特点。

为获取更多的海上风能资源，海上风电项目将

逐渐向深海、远海方向发展。 
从行业来看，我国大部分整机制造厂家

研发的海上机组都没有长时间、大批量的运行

经验，基本处于机组设计研发、样机试运行阶

风电项目含税上网电价为 0.75 元 / 千瓦时，近

海风电项目含税上网电价为 0.85 元 / 千瓦时。

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也曾表示，未来提高电

价的可能性不大，“十三五”期间保持这个电

价水平不变是合理的，逐步调低电价来推动成

本下降将是必然的趋势。

有测算显示，目前含税海上风电成本不低

于 0.84 元 / 千瓦时。“由于目前的电价只能给

开发企业提供基本收益，而海上风电项目投资

成本高、建设周期长、风险大，也因此给市场

发展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有的企业就出现

了项目获批后迟迟不开工的情况，不仅造成资

源的浪费，也阻碍行业的发展。”业内有关人

士建议，广开融资渠道，建立多方位、多渠道、

多方式的融资途径，也可以在国家或省的层面

建立引导基金，目前已有地区在进行相关的实

践探索。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海波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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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但从陆上风电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在巨

大市场需求的带动下，国内海上风电机组制造

商的技术实力会迅速提升。

大兆瓦机组便是海上风电机组的主要发展

趋势。虽然我国大兆瓦机组技术发展较快，但

与国外相比还有差距。据了解，当前中国投入

商业化运营的海上风电机组主要为 4MW，通

过引进吸收国外海上风电机组先进技术，我国

4MW 和 5MW 海上风电机组已经批量生产，

6MW 和 7MW 风电机组已经有了实验样机 ；

2017 年 8 月，全球风轮直径最大的 5MW 海

上风电机组——中国海装 H171-5MW 在江苏

如东吊装成功，2018 年 3 月，上海电气正式

引进 SG-8MW-167 海上风电机组技术。从国

外来看，8MW 和 9MW 海上风电机组早已经

投入商业运营，且 GE 已经开始研发 12MW
的海上风电机组。

据悉，“‘十二五’期间，国家在大型海上

风电机组及关键部件研制与产业化方面开展了

一系列科研工作。从整机技术方面，完成了适

合中国海上风况的新型大叶轮设计与应用技术

研究，整机载荷得到充分优化，发电量更高 ；

对大型海上风电机组的数学建模和仿真技术进

行了研究分析 ；完成了大型海上风电机组的试

验方案研究以及海上安装、运维、防腐等产业

化关键技术研究。研究了超大型海上风力发电

机组直驱永磁式、超导式、增速式三种技术路

线的方案，为传动路线选择和决策奠定了良好

的技术基础。

为了让我国大兆瓦海上风电机组有一个同

台竞技的平台，并为规模化开发福建海上风电

遴选出质量可靠、性能最优、技术先进的海上

风电机组，三峡集团于 2016 年 11 月开始在福

建福清市兴化湾北部建设国际上首个大功率海

上样机试验风电场。目前，该风电场已经初具

规模，显现出良好的带动作用。“我们将努力

摄影：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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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福建沿海打造成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风电基

地和国际一流的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基地，

在海上风电的技术、人才、标准等方面引领世

界。”三峡集团福建公司相关负责人曾表示。

当前海上风电的投资成本比陆上高出将近

一倍，（陆上风电投资成本在 8000~9000 元 / 千
瓦，海上风电投资成本在 10000~18000 元 / 千
瓦），其中很大在施工建设、设备投资等方面，

且后期的运维成本也较高。

欧洲在海洋开发方面有着上百年的经验，

已经建立起完善的海洋经济产业链，并培养了

一大批成熟的海上施工队伍及运行维护队伍，

中国必须在相关领域加快补上短板。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

（CWEA）的相关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巨大的

市场需求将带动海上风电机组的迅猛发展，随

着大量海上风电机组的批量生产、吊装、并网

运行，机组和配套零部件等的价格会呈现明显

下降趋势 ；另外，海上升压站、高压海缆等的

价格随着产业化程度的提高，进一步下降的趋

势明显 ; 随着施工技术成熟、建设规模扩大化、

施工船机专业化，海上风电的施工成本也将大

幅降低。初步估计，至 2020 年海上风电场开

发建设成本可小幅下降。

此外，海上风电场的运维也是十分重要的

产业链，其内容主要包括风电机组、塔筒及基

础、升压站、海缆等设备的预防性维护、故障

维护和定检维护。未来随着市场的客观需要，

一批以运行、维护为主的专业团队将应运而生，

为投资企业提供全面、专业的服务。不仅如此 ,
海上风电装备标准、产品检测和认证体系等也

将逐步建立完善。

“当前，风电行业呼唤国家出台相关激励

政策，加大基础技术研究方面的投入，快速提

升海上风电设备的国产化水平的同时，建立起

一整套成熟的产业体系，实现弯道超车。”多

名风电行业专家呼吁。

政策、市场、技术三方面的互动关系将决

定着产业的发展前景。在这里面，技术推动将

是海上风电产业发展的牛鼻子，唯有创新，创

新，再创新，方可倒逼市场体系完善及政策体

系健全，反过来又将推动技术体系的进步，实

现良性循环，闯出一条适合中国的海上风电发

展道路。 （何杰英对本文亦有贡献）

 

福清兴化湾一期（样机试验风电场）为全球首个国际化大功率试验风电场，

引入金风科技、中国海装、明阳智能等 8 家国内外厂商的 14 台机组同台竞技，

创造了我国海上风电机型最多、机型最新、单机最大的纪录。该项目于 2016

年 11 月启动建设，2017 年 9 月首批机组并网发电，2018 年 6 月底前实现全

小
贴
士

部 14 台机组并网发电。项目建成后，主要为福建海上风电开发遴

选最适合本海域海况、风况的机型，并入驻三峡集团建设的海上

风电国际产业园区，致力于为后续集中连片规模开发好、建设好、

利用好福建优质海上风能资源资源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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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开发风能资源最早的国家之一，目前，

丹麦无疑在项目开发、技术研发、供应链打造

等方面处于全球领先位置。丹麦风电产业从业

人员已经将近 3.3 万，2016 年的行业营业额为

130 亿欧元（约合人民币 979 亿元）。丹麦能

源署的研究显示，陆上风电的价格已经低于煤

炭和天然气，成为了丹麦新能源中价格最低的

能源。那么，丹麦在开发风能资源方面有哪些

好的做法？风能资源开发又给丹麦能源系统带

来了哪些改变？

丹麦电网是欧洲电网的一部分

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担忧，当风电发电量

达到总用电量的 5% 时会发生什么？然后又担

心这个比例接近 10% 时，电力系统是否能够

承受？几年后，我们说 20% 绝对是极限了！

然而，我们几乎没有想过，在 2016 年，丹麦

风电产量与电力消耗总量相比，超出了 317 个

小时。当年复一年，我们确定风电发电量已经

增加到丹麦总用电量的 33%、39% 甚至 42%，

丹麦风电取得了非凡成就。

风电的占比及它与其他能源的有效整合是

丹麦成功的基础。Energinet 是丹麦的输电系

统供应商。然而，丹麦如今取得的成就绝不仅

风能是如何改变丹麦能源系统的

仅归功于某一个体，它是风能行业、监管机构、

能源部门、公民和其他方之间良好互动的结果。

要平衡供电系统和大量不同的电能来源，与此

同时还要保持全欧洲最高水平的供电安全，这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2016 年中的某一个小

时，丹麦电力系统的风电占比曾达到 139% ；

某一个全天，这一比例曾达到了 103%。反之，

2016 年中也有几天风电发电量较低，某一天

机组发电量占比仅为 1%。

无论产能高低，对于风电行业而言，都是

成功的。丹麦人从不必为电力供应而担忧。这

种成功依赖三个前提条件 ：（1）丹麦具有灵活

高效的发电站，当地的热电联产厂、风力发电

和太阳能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整体的供电系统。

（2）丹麦有着发达的电网，可以处理大幅波动。

丹麦可以进口或出口相当于最大用电量 80%
左右的电力。（3）丹麦是完善的北欧和欧洲电

力市场的一部分。通常在大风条件下，发电成

本会下降，当发电成本低时，丹麦供应商会向

邻国出售电力 ；在邻国提供更优惠的电力价格

时，丹麦会从邻国进口电力，包括挪威水电、

德国风电和太阳能电力、瑞典核能电力等。

日常的电力市场和最先进的系统运行保证

了电力系统的平衡和可再生能源的高效整合。

文 | 丹麦绿色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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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inet 的任务是确保电力安全和高性价比

的电力供应，以便消费者能持续享受经济且高

度安全的电力。这需要跨境电网与贸易的持续

发展，和区域性及泛欧洲的解决方案。

本地电网——高效能源系统的关键

公众很少围绕配电网开展激烈讨论。但是，

配电网在协助向更清洁和更易分配的能源过渡

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现如今，丹麦有超过一半的发电量来自风

电机组、热电联产厂和太阳能电池板，并直接

从下级电网输送至配电网，发电量逐年增长。

丹麦的配电系统运营商（DSO）为这种从下至

上的分散式发电提供支持。

丹麦配电系统运营商需要采取重要的平衡

措施，并转变自身的角色。系统从前是将电力

从大型中心发电商输送到电网，然后单向供电

给消费者，现在转变为一个不断变化的电能在

许多小单元之间流动的系统，其中一部分小单

元的发电依赖于市场和天气条件，这些小单元

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

丹麦配电系统运营商已成为电力系统中的

灵活“脊柱”。这是通过对配电网的创新、维

护和扩展进行必要的投资而实现的。如此，配

电系统运营商便可处理不同可再生能源的产出

情况。随着波动电力来源的占比逐步增加，电

力系统需要有更高的适应度。

电力系统完全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是一

场重大的变革。要应对这一变革，配电系统运

营商必须利用其电网运营的专业知识和最新装

机技术参与创新项目。电网公司对新概念的测

试，例如，加强客户与灵活电力消耗的联系等，

对于将科研成果引入实际应用至关重要。因此，

丹麦配电系统运营商处在转型的最前沿。

配电系统运营商在引入新的创新理念中起

着关键作用，它们可以改善电网，开发智能能

源系统，使客户受益。由于配电系统运营商为

自然垄断，因此，创新概念的开发需要在监管

框架内进行。

受监管的公司必须有效运行，而监管必须

留出发展余地。如果只鼓励配电系统运营商进

行短期的成本削减，那么它们将变得停滞不前，

社会将会把这一纸高额账单传给下一代。如今

坚决不能以牺牲可再生能源的最佳解决方案为

代价，去实现短期的效率提升。

密切合作是降低风能成本的关键

多年来，降低成本一直是风电产业的一个

指导原则。创建更智能、更强大、更具创新性

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可以提高风电机组的效率，

从而降低风力发电的价格。丹麦拥有世界领先

的风电机组制造商和供应商。总共有大约 500
家风电公司的总部坐落在丹麦，它们覆盖了风

电产业所有领域，从而建立了一个全球独一无

图1 与配电网直
接相连的电力生
产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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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的供应链和紧密联系的全能服务型网络。然

而，让丹麦风电产业脱颖而出的，不仅是创新

和降低成本的能力，还有产业在整个供应链内

彼此开展合作的独特能力。多年来，风电产业

已形成了在各方面互相协作的强大传统，这将

有助于进一步降低风能价格。

在丹麦，尤其是在日德兰半岛，数百家公

司距离很近，注重风能研究的公司聚集程度令

人惊叹。在中日德兰大区，每 25 个私营部门

的雇员中就有 1 个在风电行业工作，可见行业

规模巨大。

“少即是多”的理念如今也体现在供应商

的数量选择上。这一新趋势促使了丹麦供应商

将服务和产品汇集到实际的系统中。通过向风

电机组制造商或风电场所有者等终端消费者提

供完整的技术系统或成套解决方案，合作公司

可以巩固其战略地位。这就需要丹麦风电机组

制造商和子供应商之间更紧密的合作，提高科

技创新和降低成本的能力。

风电产业从其他行业中引入了很多标准和

最佳实践。最近几年来，丹麦风电产业的标准

化已经有了重大飞跃，商业组织正在一起制定

专门针对风电产业应用的标准。通过遵循共同

的标准，供应商可以减少制造和质量监控流程，

从而减少产品故障。标准化可以扩展到风电产

业的许多领域，预计未来几年内，标准的开发

和部署将有所增加。在这个过程中，丹麦强大

的合作传统将起到重要作用。有一个完善的供

应链是至关重要的，它使风能在与最新、最好、

最有竞争力的产品竞争时更具有竞争力。

先进的测试和演示设备为全球创新
保驾护航

力求创新是丹麦整个风电产业的不懈追

求。为了测试各种想法的可行性，以及新解决

方案的耐用性，企业会进行全面的测试。目标

是提出一种比以前更好的解决方案，同时降低

发电成本，确保为消费者提供具有竞争力的海

上和陆上风电。通过全方位测试风电机组中的

每个组件并通过局部模块和机组整体测试，企

业能够在产品最终交付之前及时发现并修正潜

在的设计或生产误差。

在早期测试阶段找出并消除设计和生产

误差，与在风电机组投入量产和安装之后再

消除误差相比，更加经济可行。因此，先进

测试设施有助于降低风能的平准化电力成本

（LCOE）。

Østerild 的近郊地区安装了 7 台大型试

验型风电机组，充分展现了丹麦风电产业的雄

厚实力。Østerild 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

测量风电机组高度达到 250 米的地区。在偏往

南部的 Funen 岛上，风电机组制造商可以在

LORC（Lindoe 海上可再生能源中心），模拟

摇晃和较恶劣的条件，测试机舱的生命周期。

丹麦丰富的风能知识吸引了国际风电产业

一批有影响力的参与者。其中有来自中国的制

最先进的测试
设施，包括私
人和公共投资
的设施

拥有强大教育
背景的风电产
业人员

业内一大批经
验丰富的专业
研发人员

测试场与公司
研发部门之间
距离较短

世界领先的风
能研究机构

强大测试环境中的五个重要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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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商，如远景能源和金风科技，它们都在丹麦

设立了研发部门。远景能源也在 Østerild 地区

安装了风电机组，与 GE-Alstom、西门子 - 歌
美飒、维斯塔斯和 MHI- 维斯塔斯海上风电的

风电机组为邻。

与大多数其他国家的科研机构相比，丹

麦科技大学在风能研究方面有悠久的历史。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在这个行业的兴起阶段，

Risoe 国家实验室（现名为 DTU 风能中心）

就建立了风电机组测试设备。

丹麦政府委派 Risoe 来审验风电机组的原

型设计，合格之后才能投入丹麦市场。这是产

学在测试和改进设计与研究方面密切合作的早

期例子。如今，科研与工业的密切合作仍在继

续，双方都获益于对方的能力和资源。丹麦的

研究环境与风电产业并肩发展。尽管其他国家

也形成了强大的研究环境，但丹麦研究机构仍

然位居世界前列。

极大拉动就业、增长及出口

随着丹麦、欧洲和其他地区风能利用的增

长，风电产业也在发展壮大。今天，风电产业

对就业、经济增长、出口和经济做出了巨大贡

献。根据欧洲风能行业组织 WindEurope 的

数据，如今欧洲风电产业的雇员达到 30 万人，

年营业额达 720 亿欧元（5350 亿丹麦克朗）。

根据丹麦风能协会的数据，该国风电产

业雇用将近 3.3 万人，相当于全国私营部门就

业人数的 2.2%。风电产业提供技术型工作岗

位，大部分工作都位于首都地区之外。事实上，

80％的风电产业工作位于丹麦西部，主要是边

远地区。

安装风电机组可创造就业机会，而风电机

组的运行和维护则可提供长期工作机会。每安

装容量为 10 万千瓦的海上风电机组，就可以

创造 1800 个就业岗位。

2017 年，丹麦风能技术出口额超过 73 亿

欧元（544 亿丹麦克朗），相当于该国商品出

口总额的 6.7%。

根据丹麦能源工业联合会的数据，2016
年，能源技术出口总额占丹麦商品出口总额的

11.8％。这是欧盟国家中的最高技术出口占比。

它证明了丹麦具有不凡实力，并擅长出口包括

风能技术在内的能源解决方案。

近年来，丹麦的能源技术出口增长强劲，

风能技术成为其中的重要驱动力量。政府和能

源行业共同的愿景是到 2030 年让丹麦的能源

技术出口额翻番，达到 190 亿欧元（1400 亿

丹麦克朗）。

总的来说，风电的增长会创造更多本行

业和相关部门的就业机会。风电装机项目在安

装阶段会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在整个项目生

命周期内会创造运行和维护岗位。由于丹麦风

电产业规模大，风力发电设备在全国范围内的

安装需求量大，丹麦存在许多此类工作岗位。

国际经验表明，无论是在安装阶段还是后续阶

段，风力发电项目都能够为当地带来就业机会

和增长。

 

制定招标程序标准

在丹麦，海上风电场的招标模式是一个

协商过程，其中包括资格预审和与潜在投标人

及投资者的初步技术对话。海上风电场 Horns 
Rev 和 Kriegers Flak 的招标程序同时启动，

但程序分别在 2015 年春季和 2016 年秋季完

成。在这两次招标中，丹麦能源署（DEA）都

是招标人。

在选择风电场的适宜区域以及编制招标文

件时，DEA 一直与其他相关部门就共同感兴

趣的任何项目主题展开持续对话。对话范围包

括电网连接、国防、海运和商业船运交通、自

然环境保护、原材料提取以及渔业和海洋考古

方面。对话降低了选定地区的利益冲突风险。

建立海上风电场是一个复杂的投资项目。

持续的技术发展和经济变化对招标文件框架条

件的设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为了确保潜在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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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
标人能够对框架条件提出意见和看法，为创造

更有吸引力和更具活力的市场做出贡献，DEA
开展了相应的技术对话。这意味着 DEA 根据

选定的主题向市场提出具体问题，同时，DEA 
邀请潜在投标者自愿提供补充意见和建议。

为了进一步降低参与各方的风险，DEA
积极寻求投资者面临的市场挑战相关信息。这

意味着潜在的错误可以在招标过程的初始阶段

以及合同通知与合同文件发布之前得到纠正。

对流程变更的所有意见和建议均以匿名方式发

布，以帮助建立和确定最终合同文件中包含的

框架条件。

丹麦能源署负责协调和授予海上风电场调

试和运行所需的所有必要许可证和执照。由单

一机构进行协调就是所谓的一站式服务理念。

丹麦海上风场项目招标的唯一授标标准是首个

5 万满负荷小时的价格（丹麦克朗 / 千瓦时），

大致相当于 11～ 12 年的补贴期。海上风电场

的预计寿命为 25 年，在度过补贴期的剩余时

间内，电力按市场价出售。

   

公私合作融资模式使在高风险市场
投资可再生能源成为可能

由于高风险和缺乏特定国家的相关知识，

纯私人投资可行性太低。然而，混合融资模式

通过丹麦气候投资基金（KIF）使这些投资成

为可能。KIF 为发展中国家和亚洲、非洲、拉

丁美洲和欧洲部分地区的新兴市场的气候投资

提供风险资本和建议。KIF 在肯尼亚图尔卡

纳湖的一个风电场进行了首笔大规模投资，金

额达 1160 万欧元（8700 万丹麦克朗）。该风

电项目将建造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最大的风电

场，装机规模为 31 万千瓦，将以非常经济的

价格生产占肯尼亚当前装机容量的 20％左右的

电力，并将替代大约每年 1.2 亿欧元（9 亿丹

麦克朗）的燃料进口。

KIF 的资本承诺来自丹麦政府、IFU——

丹麦发展中国家投资基金，以及机构投资者

PKA、PBU 和丹麦养老基金。通过 KIF，丹

麦养老基金承诺了 2700 万欧元（2 亿丹麦克朗）

的投资。丹麦的出口信贷机构 EKF 同时提供

了约 1.35 亿欧元（10 亿丹麦克朗）的贷款担

保 EKF 的担保减轻了资金提供者的风险，从

而使得机构投资者能够参与进来。

该基金由 IFU 管理。自 50 年前成立以来，

该基金一直与丹麦贸易界和工业界合作，参与

了对 100多个国家、地区的 1200项投资。因此，

KIF 和 IFU 具备丰富的融资经验、深厚的当

地商业条件知识和广泛的国际关系网。

在通过丹麦气候投资基金投资的项目中，

图2 2000-2016
年丹麦能源技术
出口在总出口额
中的占比

 

OECD 对 混 合

金融的定义是，有策

略地使用发展融资和

慈善基金，以调动私

人资本流向新兴和前

沿市场。混合融资有

意将私人投资引向有

长远发展意义的领域，

同时提供具有吸引力

的风险调整回报。丹

麦气候投资基金是一

个极好的示范。其他

混合融资优秀示范还

有 IFC- 加 拿 大

气候适应项目、

全球环境基金和

丹麦农业综合企

业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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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和资本会通力协作，承诺为机构投资者带来丰厚回

报，并通过在丹麦下订单为丹麦公司带来收益。丹麦公

司维斯塔斯为图卡尔纳湖地区提供 365 台机组。

简而言之，混合融资可以使新兴和前沿经济体中

的此类投资获得收益。这个概念有三个关键特征 ：（1）
杠杆效应 ：利用发展融资和慈善基金吸引私人资本进

入交易；（2）影响：投资可推动社会、环境和经济进步；

（3）回报 ：私人投资者的财务收益基

于真实风险和感知风险，与市场利率

相一致。

混合融资模式可以促进环境友好

型项目的私人融资，从而在整个经济

中推广气候友好型技术。同时，混合

融资模式可以启动那些在正常情况下

对私人投资者而言风险程度过高的项

目，使项目获得盈利并实现财务可持

续性。值得一提的是，混合融资模式

能够降低政治风险和监管风险，这是

该模式所具备的一个关键特性。由于

该基金会与当地投资者共同对项目投

资，预计 KIF 将吸引约 10 亿～ 12 亿

欧元（70 亿～ 90 亿丹麦克朗）的投

资额。 （摘编自绿色国度发布的《绿

色转型白皮书》）

图3 丹麦能源署
提供的一站式许
可程序

图4 丹麦海上风
电场的中标价格

摄影：王世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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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左） 2017
年英国各发电类
型的发电量占比

图2（右） 2017
年英国各类可再
生能源的发电量
及占比

2017年英国海上风电运行报告
编译 | 夏云峰

2017 年是英国海上风电发展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一年 ：

• 有 7 个项目开始投运，其中的 4 个实现

全场并网发电，使得当年欧洲海上风电的过半

新增装机都来自英国。

• 海上风电发电量达到 208 亿千瓦时，占

该国全部发电量的 6.2%，可以满足 20% 家庭

（530 万户）的用电需求。

• 这些发电量相当于少排放了 860 万吨的

二氧化碳。

项目建设情况

截至 2017 年，英国已完全投运风电场的

数量达到 33 个，还有 8 个处于建设中，有望

在未来几年新增 450 万千瓦的装机。

2017 年，贯穿该国海上风电产业发展的

主基调就是建设，全年共新增 200 万千瓦的装

机，其中的 180 万千瓦装机于同年实现并网，

它也由此继续成为推动欧洲海上风电发展的核

心力量，该地区是年新增了超过 310 万千瓦的

装机。在欧洲全部已投运装机中，英国所占份

额为 43%，是最大的海上风电市场。

2017 年，英国新吊装了 372 台海上风电

机组，相当于每天新增一台以上的装机。支撑

这一发展速度的则是复杂的供应链体系和庞大

的设计、规划、建设、项目管理、电缆安装等

方面的专家团队。

资产

到 2017 年年底，英国海域并网机组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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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截至2017年英国的各类海上风电项目一览

已投运项目（包括所有已实现全场并网的项目）

序号 项目 装机规模（MW）

1 Barrow 90

2 Blyth 4

3
Blyth Demonstration

(Phase 1)
41.5

4 Burbo Bank 90

5 Burbo Bank Extension 258

6 Dudgeo 402

7 Greater Gabbard 504

8
Gunfleet Sands 

Demonstration
12

9 Gunfleet Sands I 108

10 Gunfleet Sands II 65

11 Gwynt y Môr 576

12 Humber Gateway 219

13
Hywind 2 Demonstration 

(Buchan Deep) *
30

14 Inner Dowsing 97

15 Kentish Flats 90

16 Kentish Flats Extension 49.5

17
Levenmouth 

Demonstration *
7

18 Lincs 270

19 London Array 630

20 Lynn 97

21 North Hoyle 60

22 Ormonde 150

23 Rhyl Flats 90

24 Robin Rigg East * 90

25 Robin Rigg West * 90

序号 项目 装机规模（MW）

26 Scroby Sands 60

27 Sheringham Shoal 317

28 Teesside 62

29 Thanet 300

30 Walney 1 184

31 Walney 2 184

32 West of Duddon Sands 389

33 Westermost Rough 210

合计 5826

建设中的项目（包括所有处于施工中或者已经做出最终投资

决策的项目）

序号 项目 装机规模（MW）

34
European Offshore Wind 

Deployment Centre *
92.4

35 Beatrice * 588

36 East Anglia ONE 714

37 Galloper 336

38 Hornsea Project 1 1218

39 Race Bank 573

40 Rampion 400

41 Walney Extension 659

合计 4580

获得差价合约的项目

序号 项目 装机规模（MW）

42 Hornsea Project 2 1384

43 Moray East * 950

44 Neart na Gaoithe (NNG) * 448

45 Triton Knoll 860

合计 3642

* 由苏格兰皇家财产局（Crown Estate Scotland）提供用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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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达到 1762 台，还有 1161 台机组正在吊装。

累计并网装机则达到 690 万千瓦，还有 60
万千瓦的机组已经完成吊装，但尚未并入电网。

另有 15 个项目处于施工中。到 2018 年 2 月，

英国海上风电累计装机突破了 700 万千瓦，这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凸显了该产业的巨大

进步。

2017 年，该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要亮点

包括 ：

• 首 批 8MW 机 组 在 Burbo Bank 
Extension 风电场中顺利并网。

• 全球首座漂浮式项目——Hywind 海上

风电场投运。

• 首批 5 个具有开创性的钢筋混凝土重

力 式 基 础（Pioneering Reinforced Concrete 

Gravity-based Foundations）在 Blyth 海岸的

Blyth 海上示范项目中完成安装，这类基础有望

取代传统的单桩式和导管架式基础。

上述案例表明，英国在测试海上风电新技

术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未来几年，该国海域将会有规模更大、离

岸更远的海上风电场开始施工，并有望实现商

业化运营，这些会促使到 2020 年海上风电发

电量在英国全部电力供应中的占比达到 10%。

建设速度

图 4 展示了从开工之日起到最后一台机组

投运为止的吊装速度。图中的趋势线表明，整

图3 截至2017年
的英国海上风电
资产

图4 2004
年-20 1 7
年英国海
上风电的
日均吊装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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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同装机规模的项目的平均建设速度

项目规模 建设速度（兆瓦/日）

0 ～ 100MW 0.17

100 ～ 300MW 0.36

300MW+ 0.62

个行业的建设速度不断加快，变得日益高效。

2005 年至 2017 年，平均建设速度提高了 5 倍。

表 2 反映的是，不同装机规模的项目的平

均建设速度。从中可以看出，在风电场规模和

建设速度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项目规模越大，

越容易从规模经济中受益。2017 年，大型项

目的平均建设速度维持在 2016 年的 0.62 兆瓦

/ 日的水平。

投运前，机组吊装和交付使用是相继完成

的。机组并网的速度会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

包括气候条件、自升式船舶的可用性、零部件

供应链、技术难点以及其他因素。

• 通常，建设期上半段的施工速度较慢，

其周期要比下半段长 25%。

• 冬季的建设速度要比夏季略慢，因此，

项目所处纬度也是一个必须要考虑的因素，因

为冬季日照时间更短、天气更加恶劣。

一旦项目完全运营，前几个月的运行表现

通常无法达到最优。然而，现在业界在处理投

运初期所出现的问题方面变得更有效率，因此，

现在的新项目可以比之前的项目更快达到预期

的表现。

风能变化

风电场发电情况主要取决于风速。对于

单个项目而言，我们可以通过长期的历史数据

来较为精确地测算其全生命周期的平均发电情

况，但是它在较短时期内的发电表现则主要取

决于当地风能资源条件。

这 表 明“ 气 象（Weather）” 与“ 气 候

（Climate）”有着不同的含义，前者可以预报

未来几天的精确气象条件，而后者则能够预测

更长一段时间内的平均情况。

图 5 中显示了 2017 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地

区的风电场月度发电表现与长期平均值之间的

偏差。由于风力较小，英国 1 月的发电量要比

长期平均值低 28%，这在 6 月和 10 月得到了

补偿，两个月的发电量分别比长期平均值高出

33% 和 23%。这些数据都是英格兰和威尔士地

区的平均值，各地的发电表现则取决于当地的

实际情况，可能与全国的平均值存在较大差异。

图 6 显示的是 2011 年 -2017 年由于风

能偏差（Wind Deviation）造成的年度发电

表现变化情况。截至 2017 年的整体能量偏差

（Energy Deviation）比长期的平均值高出 1%。

其中，2015 年的发电量超过了长期平均值的

近 10%，而 2016 年则比预期低了 5%。

投融资

2017 年，英国海上风电投资方面实现突

破，取得多项“第一”。

在已投运和建设的海上风电项目中，金融

投资者的数量增加了 8%，这也使得他们在市

图5 2017年1月-11月
由于风速变化导致的
月度能量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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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不同类型企业在
英国海上风电资产中
的所有权占比

图6 2011年-2017年
由于风速变化导致
年度能量偏差

场中的整体份额接近 30%。一些为人所熟知的

企业，比如 Statkraft、Centrica 等则在 2017
年完全出售自己手中的海上风电项目份额，由

此退出该市场。

2017 年 12 月， 丹 麦 养 老 金 管 理 机

构 PKA 和 PFA 从 Ørsted 公司手中收购了

Walney 3 项目的一半股权，这进一步巩固

PKA 在英国海上风电市场中的地位。2017 年，

这家公司迎来 100 岁“生日”。2016 年，PKA
收购了 Burbo Bank Extension 项目的 25%
股权，此前，它还收购了其他一些欧洲海上风

电项目的股权。

2017 年也可以被称为欧洲海上风电的再

融资年，约有 50 家银行为海上风电行业提供

债务融资，其中大约有 30 家在项目建设期就

开始介入。全年，这种变化还体现在项目融资

的负债股权比（Debt to Equity Ratio）中，

它由 70:30 变为 75:25。
由于一些项目需要进行再融资，2017

年，控股公司融资结构（Hold-co Financing 
Structure）模式的应用有所增多。此外，随

着产业的成熟以及风险的下降吸引大量投资者

进入，债券融资的应用也会越来越广泛。

展望未来，由于竞拍机制的引入促使中标

价格竞争十分激烈，在提供项目融资时必须确

保购电协议等合同已经签订。

风电场所有权

从所有权角度而言，公用事业级所有者在

英国海上风电中仍然处于统治地位，份额达到

62%。此前，这些企业的主营业务都是围绕碳

氢化合物展开的，但近些年，他们开始对业务

布局进行调整。这种转变揭示着一种更广泛的

趋势，即企业开始转型走低碳经济之路，并将

关注的焦点转向更加绿色的发展目标。

金融投资者，尤其是养老金管理机构在英

国海上风电项目所有权占比的提升，显示了该

市场正在不断走向成熟。2011 年到 2017 年的

6 年间，英国海上风电市场中的金融投资者数

量增加了 350%。

2017 年，一个新型的运维服务提供商

ExceCo 介入到 Lynn 和 Inner Dowsing 海上

风电场的运维服务（O&M）中，这意味着由

母公司 / 项目股东主导的传统运维模式正在发

生改变，从而使得金融投资者可以完全持有整

个项目。这方面已发生的案例就是由 Innogy
公司代表金融投资 / 所有者 Greencoat 为

North Hoyle 海上风电场提供运维服务。随着

所有权和项目股份的持续改变，运维服务和合

同包（Contracting Package）模式都有望得

到进一步发展。 （摘编自 The Crown Estate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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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的这个春天，对于三一重能而言，可谓捷报

频传。除了与大型央企、地方政府等各方的合作进展顺利，

4 月中旬，其 3.X 兆瓦陆上最长叶片也成功下线。而来自

全国各地的更多好消息是 ：该公司多个标杆风电场的发电

量屡创新高，受到客户们的高度认可。

在陕西定边油房庄风电场，自 2017 年 11 月 1 日并

网至 2018 年 4 月底，同场竞技中，三一重能机组的发电

量遥遥领先。2 月，湖南宁乡观音阁风电场的等效利用小

时数在全省 40 个风电场中位居第一。在山东阳信风电场，

截至 4 月 25 日，三一重能的机组累计发电 3505 万千瓦时，

在山东已建成风电场排名中拔得头筹。在青岛海西风电场，

截至 3 月 23 日 12 时，25 台三一重能机组的日均发电量

达 31.16 万千瓦时，在 3 家厂商中稳居第一。这样的好消

息还来自宁夏吴忠太阳山风电场、新疆达坂城风电场、湖

北钟祥胡家湾风电场……

一切皆非“偶然”。好消息频传的背后，是三一重能

自 2016 年启动战略转型至今，在产品打磨、研发创新、

客户服务等多个维度的全力投入与可喜收获。

本刊 | 夏云峰

为何三一重能的多个风电场发电量
能屡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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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全生命周期度电成本最低”做研发
设计

众所周知，风电场的经济效益与机组发电量直接挂

钩，影响发电量的因素则是多方面的。据三一重能研究院

院长胡杰分析，影响发电量的因素主要有四个方面 ：

其一，风能资源。在实际利用中，除去那些不能使

机组启动或运行的风速和破坏性风速，其余的有效风能密

度和风频分布将对发电量影响很大。

其二，风电场微观选址。这是在宏观选址选定的小

区域中确定机组的分布位置，以使整个风电场具有更好经

济效益的过程。

其三，机组选型以及机组性能。在单机容量相同的

情况下，不同厂家、不同型号的机组在同一风能资源的风

电场的发电量有明显区别。

其四，风电场的整体运营管理水平也会影响发电量。

最后还要考虑电网因素，比如电网故障以及电网消

纳都会对风电场的发电量产生直接影响。

综上所述，为使风电场投运后能有最高的发电量，

获得最好的经济效益，从宏观布局到微观选址，从机组选

型到电网消纳都需要进行统筹考虑。

对于三一重能而言，“首要的任务”则是紧紧围绕“机

组全生命周期度电成本最低”的目标，全力研发设计并制

造出全生命周期内成本更低、发电量更高、可靠性最好的

机组产品，最终营造完美交付以及极致的客户体验。

三一重能欧洲研究院院长拉菲尔向记者表示，欧洲

研究院的主要定位和职责，就是通过国际性的合作开发、

聚合全球顶级公司的科研资源、集合全球性价比最优零部

件，打造具有绝对竞争优势的风电机组。具体而言，就是

不断提升机组的可靠性和发电量，同时持续降低成本。

欧洲研究院成立于 2017 年 5 月，这标志着已完成战

略转型的三一重能在整合全球研发资源的道路上迈出了坚

实一步。欧洲在风电市场开发和风电技术研发上都具有深

厚的历史积淀。拉菲尔表示，未来一段时间内，欧洲研究

院将和国内研发团队一起对现有机组进行持续优化，进一

步提高发电量。

比如说在选址和机组定机位方面，三一重能不仅可

以向客户提供最优化的机型，而且能够进行优势互补与平

衡，由此保证风电场的发电量可以达到最大化。该公司通

过智能化的控制系统来监测并由此优化机组的发电量。未

来的智能控制系统将具备更卓越的仿真、预测功能，机组

可以向客户提供可信的发电量数据报告。

据胡杰介绍，自 2016 年启动战略转型后，三一重能

聚合全球研发资源和顶尖技术，陆续推出了多款适应中东

部低风速市场的平台，这些产品融合了欧洲技术的全新结

构、智能控制系统，并装配国际一流品牌的零部件，拥有

高塔筒、大功率、长叶片、轻量化、智能化等特点，同时

还具备优异的抗低温、冰冻、凝露、雷暴等能力。

这些产品大幅提升了“低风速发电效率”和“整机

可靠性”，由此在多个示范项目上表现优秀，发电量屡创

新高。

从启动战略转型至今，三一重能已拥有 905、906、
908 等三大技术平台，七大系列产品，13 个规格型号风

电机组，完全能够满足国内外各类风电场的开发需求。

一切以满足客户需求为中心

对于制造商而言，到底应该打造什么样的产品？在

胡杰看来，回归到问题的本源，就是要充分满足客户的需

求。具体而言，这首先要有较高的收益，其次则是要有较

好的环境适应性。

“一切为了客户，为客户创造最大的价值。”胡杰表示。

对三一重能而言，这包含多方面的优化与提升 ：

第一，为了充分识别不同客户的需求，三一重能牵

手 IBM 做了咨询项目，充分调研客户需求。

第二，在工程层面，三一重能与大型央企中航工业

合作，引进实施了航空系统的需求工程。“我们在充分调

研客户需求的基础上，将其转化成设计的每一个指标，然

后在每个设计环节中得到验证和确认，以保证我们的产品

出来后能充分满足客户的需求。”

第三，切实做到了战略上的转型，包括国际化方面，

三一重能的研发和产品设计都强调“开放、合作、共赢”，

由此聚合了全球最顶尖的研发队伍、顶尖的技术，以及国

内外卓越的供应商。

第四，工作做得更加精细入微，比如在微观选址方面，

可以通过超算中心来优化微观选址 ；同时，通过控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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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整实现在不同风能资源条件下提高发电量，这都体现

了三一重能在产品设计方面做得更加精细化。此外，“精

细化、平台化是我们的团队一直努力在做的，取得的成果

非常明显”。

第五，在质量控制与可靠性方面，三一重能生产

过程的质量体系，除了原有的 ISO9001 质量体系基础，

如今运行的质量管理体系还包括航空业标准 AS9100/
EN9100。这包括供应商的管理、装备上实现的智能制造，

都保证了三一重能产品质量的一致性与可靠性。

第六，为了验证产品的可靠性，三一重能非常重视

试验。比如部件试验、整机试验。该公司在张北电科院试

验基地租了 5 个机位，目前有 4 台机组在那里常年试运行。

“这些工作都说明我们在战略转型后，在产品的研发

设计上，从有到优，从优秀到卓越的不断努力与成果。”

胡杰表示。

对于高性能产品的设计和研发，拉菲尔则特别强调

了“降成本”的重要性 ：“想要在市场上有一个非常好的

竞争力，一定要有非常有竞争力的成本。”拉菲尔表示，

未来，欧洲研究院会把欧洲风电领域的丰富经验进一步优

化应用到三一重能的产品中。

目前，在产品研发和设计方面，智能控制系统的升

级是欧洲研究院正在努力的一项工作。拉菲尔表示，正在

研发的控制系统将具备更强大的自我优化、自我学习、自

我诊断等功能，这一系统将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帮助

客户进一步保证和提升风电场的发电量和整体收益。

拉菲尔透露 ：“我们的第一台样机今年就会出来。”

从 2016 年战略调整后，三一重能的研发策略取得了

很好的效果，“具体到客户层面，这种策略得到了普遍认同，

看到了三一重能的专业。另一方面，三一重能产品的运行

情况很好，故障率也大幅下降，利用小时数和发电量相应

提高了很多” 。
胡杰和拉菲尔都表示，“十三五”期间，三一重能会

继续加大高性能机组产品的研发力度，始终坚持以全生命

周期度电成本为设计工作的衡量标尺，聚合全球研发和技

术资源，加强整机系统集成的过程管控力度，不断提高测

试验证能力，确保机组性能满足设计要求并持续优化，不

断满足市场和客户对产品以及服务的严格要求，不断为全

球客户提供高质、高效、高可靠、高发电量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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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风电装机容量统计2017
统计说明

1.	 本统计是国家统计调研的一部分，由风能专委会遵照《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可再生能源发电利用统计报

表制度的通知（国能规划〔2016〕115 号）》和《国家海洋局关于印发海洋统计报表制度的函（国海函〔2017〕96

号）》的要求组织实施。

2.	 本统计中的“风电装机容量”是指“吊装容量”，指统计期内风电机组制造企业发货到风电场现场，施

工单位完成风电机组所有部件吊装完毕、且完成安装验收或静态调试后的装机容量。

3.	 数据统计期为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即此数据包含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之间，及上一年度未纳入当年吊装统计的项目容量。

4.	 本统计数据基于发布单位风力发电项目数据库以及企业填报的项目清单核定。核定过程具体如下 ：

（1）	依据国家能源局下发的年度全国风电开发建设方案文件和各省能源局下发的年度开发建设方案，通过

风力发电项目数据库，风电项目核准数据库对企业报送的清单进行逐一校核，剔除与统计期内实际吊装情况不

符的数据 ；

（2）	通过公开信息、风电开发企业施工进度信息，以及聘请的核查员通过现场核查的方式剔除与统计期内

实际吊装情况不符的数据；并以企业提供补充材料为依据证明，进行核实数据，确保统计数据的可靠、合法、合规。

同时，根据已调取的其他渠道数据，并考虑本行业工程动态的实际情况，进行核定数据。

5.	 本统计简报是依据国家相关职能机构对数据来源、统计口径及方法的要求而编制完成。

［特别声明］

1.	 本报告由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会员、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风力机械分会和国家可再生能
源中心联合发布。未经事先书面授权，任何个人和机构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形式的发布、复制。如引用，需
注明出处，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删减和修改。

2.	 本统计数据依据企业填报的项目清单和数据进行多方核定，企业对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
有责任。

3.	 发布单位已力求数据准确、完整，但对于本统计数据的绝对真实性和准确性不作任何保证，不承担使
用本文件以及文件内容引起的任何责任。

4.	 报告中的信息不构成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等事项的最终操作建议或决策依据，发布单位不就报告
中的内容对最终操作可能带来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

5.	 未经发布单位事先书面同意，本文件的任何信息部分不可被复制、扫描、公开展示等用于其他用途进
行传播。

统计显示，2017 年，我国风电新增装机容量 1966 万千瓦，累计装机容量达到 1.88

亿千瓦。其中，“三北” 地区新增装机容量占比为 45%，中东南部地区新增装机容

量占比达到 55%。同时，海上风电开发和机组出口均实现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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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装机情况

2017 年，全国（除港、澳、台地

区外）新增装机容量 1966 万千瓦，同

比下降 15.9%；累计装机容量达到 1.88
亿千瓦，同比增长 11.7%，增速放缓。 

区域装机情况

2017 年，中国六大区域的风电

新增装机容量所占比例分别为华北

（25%）、中南（23%）、华东（23%）、

西北（17%）、西南（9%）、东北（3%）。

“三北”地区新增装机容量占比为

45%，中东南部地区新增装机容量占

比达到 55%。

与 2016 年相比，2017 年中国中

南地区出现增长，同比增长 44%，新

增装机容量占比增长至 23% ；中南地

区主要增长的省份有 ：湖南、河南、

广西、广东。另外，西北、西南、东北、

华北、华东装机容量同比均出现下降，

西北、西南同比下降均超过 40%，东

北同比下降 32%，华北同比下降 9%，

华东同比下降 5%。

 

风电机组制造商装机情况

2017 年，中国风电统计有新增装

机的整机制造企业共 22 家，新增装机

容量 1966 万千瓦，其中，金风科技新

增装机容量达到 523 万千瓦，市场份

额达到 26.6% ；其次为远景能源、明

阳智能、联合动力和重庆海装，前五

数据来源 ：CWEA

图1 2008年至2017年中国新增和累计风电装机容量

家市场份额合计达到 67%。

近 5 年，风电整机制造企业的市

场份额集中趋势明显。排名前五的风

电机组制造企业新增装机市场份额由

2013 年的 54.1% 增长到 2017 年的

67.1%，增长了 13% ；排名前十的风

电制造企业新增装机市场份额由 2013
年的 77.8% 增长到 2017 年的 89.5%，

增长了 12%。 
截至 2017 年底，全国累计装机

容量达到 1.88 亿千瓦，有 7 家整机制

造企业的累计装机容量超过 1000 万千

瓦，7 家市场份额合计达到 67%；其中，

金风科技累计装机容量超过 4000 万千

瓦，占国内市场的 22.7% ；另外，联

合动力累计装机占比 9.4%，首次超过

华锐风电，位居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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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

华北

华东

西南

中南

东北

图2 2016年和2017年中国各区域新增风电装机容量占比情况

数据来源 ：CW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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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13年至2017年中国各区域新增风电装机容量趋势

1. 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 
2. 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
3. 华东地区（包括山东、江苏、安徽、上海、浙江、江西、福建）； 
4. 西北地区（包括新疆、甘肃、青海、宁夏、陕西）；
5. 西南地区（包括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 
6. 中南地区（包括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

数据来源 ：CW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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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17年中国各省（区、市）新增风电装机容量

图5 截至2017年底中国各省（区、市）累计风电装机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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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7年中国风电整机制造企业新增装机容量

序号  制造商
装机容量

（万千瓦） 
装机容量占比 

1 金风科技 523 26.6%

2 远景能源 304 15.4%

3 明阳智能 246 12.5%

4 联合动力 131 6.7%

5 中国海装 116 5.9%

6 上海电气 112 5.7%

7 湘电风能 93 4.7%

8 运达风电 83 4.2%

9 东方电气 80 4.1%

10 华创风能 73 3.7%

11 三一重能 42 2.1%

12 中车风电 41 2.1%

数据来源 ：CWEA

序号  制造商
装机容量

（万千瓦） 
装机容量占比 

13 Vestas 39 2.0%

14 许继风电 18 0.9%

15 GE 16 0.8%

16 
Siemens 

Gamesa
11 0.6%

17 中人能源 11 0.6%

18 华仪风能 10 0.5%

19 太原重工 7 0.3%

20 航天万源 5 0.3%

21 京城新能源 5 0.2%

22 久和能源 2 0.1%

总计 1966 100.00%

数据来源 ：CWEA

图6 2013年至2017年中国风电整机制造企业国内新增装机份额集中度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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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CWEA

图7 截至2017年底中国风电制造企业累计装机容量

单位 ：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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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CWEA

图8 2017年中国风电制造企业累计市场份额

金风科技，22.7%

联合动力，9.4%

华锐风电，8.7%

明阳智能，7.7%

其他，21.6%

Vestas，3.2%

中国海装，4.4%

湘电风能，4.9%

上海电气，5.4%

远景能源，6.3%

东方电气，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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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机组机型统计

2017 年，中国新增装机的风电机

组平均功率 2.1MW，同比增长 8% ；

截至 2017 年底，累计装机的风电机组

平均功率为 1.7MW，同比增长 2.6%。

2017 年，中国新增风电机组中，

2MW 以下（不含 2MW）新增装机容

量市场占比达到 7.3%，2MW 风电机

组装机占全国新增装机容量的 59%，

2MW 至 3MW（不包括 3MW）新增

装机占比达到 85%。3MW至 4MW（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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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CWEA

图9 1991年至2017年中国新增和累计装机的风电机组平均功率

1.6～ 1.9MW，1.1%

2.0MW，59%

3～ 3.9MW，2.9%

4MW 及以上，4.7%

1.5MW，6.2%

2.1～ 2.9MW，26.1%

数据来源 ：CWEA

图10 2017年中国不同功率风电机组新增装机容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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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4MW）机组新增装机占比达到

2.9%，4MW 及以上机组新增装机占

比达到 4.7%。

与2016年相比，变化幅度较大有，

2.1MW 至 2.9MW 机组市场份额增长

了 11% ；1.5MW 机组市场份额下降了

11% 至 6.2%。

截至 2017 年底，中国风电累计

装机中，2MW 以下（不含 2MW）累

4MW 以上，1.0% 1.5MW，45.8%

1.6～ 1.9MW，1.4%

3～ 3.9MW，2.1%

小于 1.5MW，5.9%

2.1～ 2.9MW，8.9%

2.0MW，35%

数据来源 ：CWEA

图11 截至2017年底中国不同功率风电机组累计装机容量比例

数据来源 ：CWEA

图12 2017年中国风电开发企业新增装机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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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CWEA

图13 2017年中国风电开发企业新增装机市场份额

华润集团，6.3%

大唐集团，8.9%

国能投，17.3%

国电投，9%

华能集团，6.0%

中广核，5.6%

中国电建，5.3%

新天绿色能源，1.3%

三峡集团，1.3%

华电集团，2.3%

天润，2.4%

洁源，2.5%

协合，2.9%

国家电网，3.7%

华源电力，1.2%

其他，24%

注：国能投的统计为国电集团和神华集团的数据之和。
    华能集团的统计为华能新能源和其他分公司数据之和。
    华润集团的统计为华润电力和华润新能源的数据之和。
    中国电建统计为中水电、中水顾问和中水建数据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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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截至2017年底中国风电开发企业累计装机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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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集团，6.9%

华能集团，10.1%

大唐集团，9.0%

国电投，7.3%

国能投，20%

天润，3%

华润集团，3.5%

中广核，6.3%

中国电建，2.8%

三峡集团，2.2%

其他，29%

数据来源 ：CWEA

图15 2017年中国风电开发企业累计装机市场份额

注：国能投的统计为国电集团和神华集团的数据之和。
    华能集团的统计为华能新能源和其他分公司数据之和。
    华电集团的统计为华电国际、华电新能源及其他分公司数据之和。
    华润集团的统计为华润电力和华润新能源的数据之和。
    中国电建统计为中水电、中水顾问和中水建数据之和。

计装机容量市场占比达到 53.1%，其

中，1.5MW 风电机组累计装机容量

占总装机容量的 45.8%，同比下降约

5 个百分点。2MW 风电机组累计装

机容量占比上升至 35%，同比上升约

3 个百分点。 2MW 至 3MW（不包

括 3MW）累计装机占比达到 8.9%。

3MW 至 4MW（不包括 4MW）机组

累计装机占比达到 2.1%，4MW 及以

上机组累计装机占比达到 1%。

风电开发商装机情况

2017 年，中国风电有新增装机的

开发企业共 80 多家，前十五家装机容

量合计接近 1500 万千瓦，占比达到

76%。截至 2017 年底，前十家开发企

业累计装机容量合计超过 1.3 亿千瓦，

占比达到 71%。

海上风电装机情况

2017 年，中国海上风电取得突

破进展，新增装机共 319 台，新增

装机容量达到 116 万千瓦，同比增

长 97% ；累计装机达到 279 万千瓦。

2017 年共有 8 家制造企业有新增装

机，其中，上海电气新增装机容量最多，

共吊装 147 台，容量为 58.8 万千瓦，

占比达到 50.5%。

截至 2017 年底，海上风电机组

整机制造企业共 11 家，其中，累计装

机容量达到 15 万千瓦以上有上海电

气、远景能源、金风科技、华锐风电，

这 4 家企业海上风电机组累计装机量

占海上风电总装机容量的 88%，上海

电气以 55% 的市场份额遥遥领先。

截至 2017 年底，在所有吊装的

海上风电机组中，单机容量为 4MW
机组最多，累计装机容量达到 153
万千瓦，占海上装机容量的 55% ；

5MW 风电机组装机容量累计达到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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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CWEA

图16 2017年中国海上风电新增和累计装机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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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7年中国风电制造企业海上新增装机容量

制造企业 额定功率/kW 装机台数 装机容量/MW

上海电气 4000 147 588

金风科技

2500 77 192.5

3000 5 15

3300 1 3.3

金风科技汇总 83 210.8

远景能源 4000 50 200

中国海装 5000 21 105

明阳智能 3000 10 30

联合动力 3000 5 15

太原重工 5000 2 10

东方电气 5000 1 5

总计 　 319 1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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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2017年中国风电制造企业海上累计装机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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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2017年中国海上风电不同功率机组累计装机容量

万千瓦，占海上总装机容量的 7% ；

6MW 风电机组吊装的仍是样机，尚未

批量吊装。

风电机组出口情况

2017 年，中国向国外出口风电机

组 311 台，容量 641MW，同比增长

21%。截至 2017 年底，中国风电机组

制造企业已出口的风电机组共计 1707



调研   Survey

56  风能 Wind Energy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新增 /MW

2013

692

1439

2011

369

1761

2015

275

2036

2016

529

2564

2017

641

279累计 /MW

图19 2013年至2017年中国风电机组出口容量

数据来源 ：CWEA

数据来源 ：CWEA

表3 2017年中国风电机组制造企业出口情况*

制造商 功率/kW 出口国家  已发运台数  容量/MW

金风科技

1500

巴基斯坦 66 99

美国 20 30

土耳其 7 10.5

2500

澳大利亚 30 75

菲律宾 16 40

美国 51 127.5

智利 7 17.5

金风科技汇总 197 399.5

远景能源
2000 黑山共和国 23 46

2500 墨西哥 28 70

远景能源汇总 51 116

中国海装 2000 巴基斯坦 25 50

东方电气 2500 俄罗斯 14 35

联合动力 1500 南非 15 22.5

湘电风能 2000
法国 7 14

摩洛哥 2 4

湘电风能汇总 9 18

总计 　 　 311 641

*目前统计的风电机组出口情况主要针对中国内资风电机组制造商，外资风电机组制造商不包含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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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17年中国风电机组出口国家

国家
2017年出口容量

（MW）

2017年累计出口容量

（MW）

美国 157.5 552

巴基斯坦 149 427

澳大利亚 75 360

南非 22.5 299

巴拿马 　 270

埃塞俄比亚 　 204

瑞典 　 134

土耳其 10.5 124

泰国 　 112

意大利 　 92

智利 17.5 77

墨西哥 70 70

保加利亚 　 52

罗马尼亚 　 50

伊朗 　 50

黑山共和国 46 46

菲律宾 40 40

国家
2017年出口容量

（MW）

2017年累计出口容量

（MW）

法国 14 37

西班牙 　 36

印度 　 36

俄罗斯 35 35

巴西 　 35

塞浦路斯 　 20

厄瓜多尔 　 17

白俄罗斯 　 9

芬兰 　 5

古巴 　 5

摩洛哥 4 4

英国 　 4

丹麦 　 4

玻利维亚 　 3

哈萨克斯坦 　 2

乌兹别克斯坦 　 1

总计 641 3205

台，累计容量达到 3205MW。

2017 年，6 家制造企业分别向

12 个国家出口风电机组，其中，金风

科技出口量最大，出口到 6 个国家，

合计 197 台，总容量为 399.5MW ；

其次是远景能源出口两个新型市场国

家，共 51 台，总容量 116MW。

截至 2017 年底，中国风电机组

累计出口到 33 个国家，较 2016 年新

增加 5 个国家（包括墨西哥、黑山共

和国、菲律宾、法国和摩洛哥）；其中

向美国出口的风电机组容量最多，占

出口总容量的 17%。其次是巴基斯

坦、澳大利亚、南非，出口占比分别

为 13%、11% 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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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撬动了超过 30 亿美元的新增投

资。洛基山研究所（Rocky Mountain 
Institute）的项目营销经理 Kevin 
Haley 则证实，谷歌加大利用清洁

能源的努力带动了一批可再生能源新

项目的开发，这些项目的建设尤其得

益于互联网企业所签的长期购电协

议（PPAs）。落基山研究所企业可再

生能源中心（Business Renewables 
Center）的交易追踪报告显示，大

约有 240 万千瓦可再生能源项目的

编译 | 张雪伟

谷歌与苹果实现100%可再生能源的目标

今年 4 月上旬，两家科技巨头——

谷歌和苹果公司相继宣布完成 100%
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的目标。这两家

公司不仅在引领前沿科技方面遥遥领

先，在利用可再生能源方面也积极发

挥领头羊的作用。

谷歌的300万千瓦

据悉，目前，谷歌共签订了 300
万千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的购电合

同，是迄今为止单个企业中持有可再

生能源发电装机最多的公司，这也使

得谷歌在 2017 年完成了用电量 100%
来自可再生能源的目标。实际上，谷

歌的全部可再生能源电力采购超过了

其 2017 年办公室和分布于全球的 15
个数据中心运营中所使用的电量。

 “2017 年，我们在全球范围内

消耗的所有电量，理论上都来自于专

门为谷歌而建的风电场或太阳能发电

站。”谷歌技术基础设施高级副总裁

Urs Hölzle 在一篇网帖中说，“这使得

谷歌成为了同等规模公司中第一个实

现这一壮举的企业。”

Hölzle 承认，为谷歌而建的可再

生能源发电项目并非向谷歌直接供电，

“像我们这种规模的公司，还无法完全

依靠这些项目的发电量来维持日常的

‘运转’。”毕竟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与

谷歌的数据中心和办公室等办公设施

在地理位置上存在着错位。但最关键

的是，谷歌正增加“新的清洁能源”，

Hölzle 表示。

谷歌称，这些购电合同在全球范

作为全球顶尖的科技公司——谷歌和苹果向来不缺乏关注度。而

今年 4 月，这两家企业受到外界广泛关注则是因为它们完成了

一项壮举，即实现 100% 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的目标。在它们的

身后，还有无数公司正踏着同样的道路走来。

图1 美国、欧洲和墨西哥的部分企业、机构累计持有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截至20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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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要归功于谷歌签订的长期购电协

议。“这还只是统计了美国国内的项

目，”Haley 说道。

谷歌是逐步走向 100% 使用可再

生能源电力这一目标的。2016 年，在

谷歌的全部用电量中，可再生能源电

力占比 57%。该公司还在当年与一批

新建的风电场和光伏电站签订购电协

议，合同规模达到创纪录的水平，这

些项目在 2017 年实现并网。2017 年

11 月，EDF 可再生能源公司宣布，其

与谷歌围绕位于爱荷华州的 Glacier's 
Edge 风电场签订购电合同，装机规模

为 20 万千瓦，该项目预计于 2019 年

并网发电。2017 年晚些时候，谷歌还

与南达科他州的 Avangrid’s Coyote 
Ridge 和 Tatanka Ridge 风电场，以

及俄克拉荷马州的 Red Dirt site 风电

场签署了风电购电合同。仅在 2017 年

11 月，谷歌就与美国境内的风电场签

订了装机规模达到 53.6 万千瓦的购电

协议。当前，谷歌共与全球 26 个可再

生能源发电项目签订了购电协议，还

有更多的购电计划处于酝酿中。

对于其他试图增加可再生能源电

力应用的公司来说，谷歌一直是个开

拓者。而达到 300 万千瓦的漂亮成绩，

谷歌付出了诸多艰辛的努力。

2017 年，谷歌和包括飞利浦在

内的另外三家公司一起组成“联盟”，

将它们的总电力需求打包，在荷兰共

同与风电企业洽谈签订长期购电协议

（PPAs）。这种特别的合作关系比较

容易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并且合作的

各个公司可以节省并共担成本，便于

投资多样化及危机管理，不失为一种

简单、易复制的合作模式。这个“联

盟”已经签了两份可再生能源购电协

议，装机规模分别为 10.2 万千瓦和 3.4
万千瓦。

谷 歌 还 与 杜 克 能 源（Duke 
Energy）合作在北卡罗来纳州推动了

“Green Source Rider”项目，并与

可再生能源购买者联盟（Renewable 
Energy Buyers Alliance）之类的团

体合作，继续寻找使购买风电和太阳

能发电更容易的政策改革。

随着公司不断扩张，谷歌想在其

运营所在区域购买更多的可再生能源

电力，但是这项任务一直是个挑战。

“在那些我们尚无法购买可再生能源电

力的区域，我们会继续想办法打开市

场，”Hölzle 写道。

“我们确实想要达到这样一种程

度 ：可再生能源和其他无碳能源能够

为我们每天每时的运营提供电力，”他

说道。“这需要技术、政策和新的交易

结构的组合才能实现，但是我们对这

个挑战感到兴奋。”

苹果推动供应链清洁化

大约是在与谷歌公司的同一时期，

苹果公司也宣布其建筑用电实现了

100% 由可再生能源供应。有所不同

的是，苹果公司这一目标的实现将使

其可持续发展的努力转移到供应链上。

据悉，该公司已有 10% 的供应商做出

了 100% 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承诺。

2017 年，在苹果公司的电力消费

结构中，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比例达到

了 96%，这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首次

在印度、土耳其、巴西和墨西哥签订

可再生能源购电协议来实现的。在今

年，苹果公司实现了其坚守十年的目

标——100% 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即

苹果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设施用电全

部由可再生能源发电供应，涵盖所有的

零售店、办公室、数据中心和合作数

据中心，以及位于加州库比蒂诺、外

形酷似飞船的新总部大楼 Apple Park，
其一大主要特色就是建有全球规模最

大的屋顶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之一。

苹 果 公 司 环 境 部 副 总 裁 Lisa 
Jackson 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

访时说道，“在我们的供应链都达到

100% 使用可再生能源之前，我们不会

停止努力。”

谷歌和苹果两家企业同为国际

倡议联盟 RE100 的成员。RE100 旨

在联合全球 100 多个有影响力的公司

致力于 100% 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

该 倡 议 由 气 候 组 织（The Climate 
Group）和国际碳排放信息披露项目

CDP 共同发起，在 2014 年承诺转向

100% 的可再生能源，从而既缩减开支，

也放缓气候变化。该倡议目前有 131
个成员公司，包括微软、Facebook、
宜家、星巴克、可口可乐、维斯塔斯

等。其中，还有两家中国成员公司——

远大集团和亿利资源。到 2016 年年

底，RE100 中已经有 25 家公司兑现

了 100% 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承诺。

RE100 显然不会将加大可再生能

源应用的努力局限在自身之内，很多

成员公司已经加速行动，说服它们的

供应商加入到 100% 使用可再生能源

电力的队伍中。

使用可再生能源不仅能节约成

本、为生态环境保护做贡献，更是成

为了一种社会新潮。在全球巨头公司

的榜样作用下，100% 利用可再生能

源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Haley
认为，当前规模大、实力强的国际化

公司有渠道和资源去追求广泛的可再

生能源项目，而市场需要继续演化，

更多地支持小型购电方，让越来越多

的公司参与到利用可再生能源的运

动中。 （ 编 译 自 greentechmedia、

marketwatch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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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风电行业发展规模的扩大，

传统的实训设备均为缩小版的仿真设

备 , 已不能充分符合专业人才培养需

求。为推进本专业校企深度融合，将

实体风力发电机组转换为培养专业人

才所用，践行“校企两境、虚实结合、

岗位递进、双师带徒”的人才培养模式，

构建学校教师和企业技术骨干对流的

通道，形成“双师”结构的教学团队，

整合资源，建立具有全区示范作用的

教学、培训、科研和服务等功能的真

实风力发电机组检修实训中心，成为

地方风力发电教育和培养共享的资源

和重要平台。

机组布置

经过前期调研，为保证 HSW-
250 风力发电机组拆装实训项目的开

展，必须将机组各组成部分吊装出机

舱，放于预先设计好的位置，进行结

构学习，原理讲解，完成维护保养，

从退役风电机组到教学装置的转换

文 | 仝彩霞

课题编号：ZD2016-09 HSW-250型风力发电机实体教学培训装置设计

再吊装回机舱并组装。根据现有四套

HSW-250 机组，利用 4 个机舱，1 套

机组的 3 段塔筒，1 套机组的叶片，

进行布置利用。为进一步明确机组各

组成部分的功能。现对风电实体拆装

实训基地组成设备进行功能区划分并

立牌说明具体功能，将一个 540 平方

米的空旷场地规划成为实习、实训场

地，布置图如图 1 所示（比例 1:260），
用黄色虚线进行功能区划分，四周为

黄色实线，以标识牌形式展示各功能

本文通过将 4 台 HSM-250kW 风力发电机组转换成教学装置，设计专门的“支

架”对机组各部件进行布置，设计专用工器具（工装）对机组各部件完整地

拆分，学员通过拆装、维护各零部件，能够直观地看到机组各零部件的真实

面貌，理解各零部件的生产工艺，从而达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目的。

区学习内容。

一、机舱支架的设计

机舱是位于风力发电机组最上方，

支撑除塔架之外的所有风力发电机组

的零部件在塔架以上高度，并对机座

（底盘）上安装的所有设备进行安全防

护的装置，风力发电机组的重要部件如

主轴、变速箱、电机等均安装在机舱罩

内，HSW-250 风力发电机组重 12 吨，

为满足教师授课，学员吊装、拆装、维

护、试运行，需将机舱安全地固定于合

图1 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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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的位置及高度，为此教学团队设计了

专门的机舱支架，机舱底座槽钢支架，

高度 50cm，塔筒平放，每段塔筒 2 个

支架，采用镀锌槽钢（100mm）喷漆，

焊接成型，如图 2 所示。

二、轮毂支架的设计

HSW-250 风力发电机组轮毂由

轮毂壳体、叶片锁定装置、指针、撞

块等装置构成，是风轮的枢纽，也

是叶片根部与主轴的连接件，所有从

叶片传来的力都通过轮毂传递到传动

系统，再传到风力机驱动的对象。为

实现轮毂的安装、维护、调试，需将

轮毂中心固定在与机舱安装孔中心对

应的高度，为此教学团队设计了专门

的轮毂支架。支架为移动支架，采用

镀锌槽钢（100mm），托盘为厚钢板

（100mm），地轮与架子采用螺栓连接，

如图 3 所示。

三、叶片支架的设计

HSW-250 风力发电机组所使用

的叶片是代表一个风电机组时代的定

桨距失速型叶片。桨叶翼型要满足失

速效应，符合空气动力学外形，风能

转换效率与空气流过叶片翼型产生的

升力有关，因此叶片的翼型性能直接

影响风能转换效率。为研究叶片气动

外形、叶片结构、几何参数、静力分析、

叶片材料、生产工艺、机组设计标准

等内容，需将叶片安全地固定在合适

高度的支架上，为此教学团队设计了

两个实用且外形美观的叶片支架，支

架材料为镀锌槽钢，楼梯装支架采用

地脚螺栓固定，如图 4 所示。

四、塔筒支架的设计

塔筒是支撑机舱和风轮的重量，

并使机舱和风轮保持在风速较大的一

定高度位置的部件，是风电机组的主

要承载部件，必须具有足够的疲劳

强度，能承受风轮引起的振动载荷。

图2 机舱支架 图3 轮毂支架

图4 叶片支架

图5 底段塔筒支架

HSW-250 风力发电机组由 3 段塔筒

组成，每段长度为 9 米，3 段总重 9 吨。

为研究塔筒结构、材料、高度，为实

现美观、适合研究和观赏的高度，将

3 段塔筒安全地布置在塔筒中心轴线

距地面 1.5 米高度，上水平摆放，为

此教学团队设计了一套机组专门的塔

筒支架，塔筒下水平放置，采用 2 个

支架，固定于距塔筒端面 15cm 处，

地脚螺栓固定，镀锌槽钢（100mm）。

如图 5 所示。

 

机组拆解

在实训项目开发时，每个步骤贴

近真实工作过程，利用专业教学团队

设计的工装、机组配套工具，对齿轮

箱、发电机、液压系统、传动系统、

偏航系统、制动系统、控制与安全系

统等部件进行拆解、吊装、维护、安装、

调试。在此过程中学员可以更好地掌

握风电机组的整体结构、内部结构以

及装配工艺的相关技能，能够掌握风

电专业核心技能。

 结论

该教学装置能够满足高校和职业

院校风能与动力工程专业、风电系统

运行与维护专业、风力发电工程技术

专业的“风力发电原理”“风电机组设

计与制造”“风电机组检测与控制”“风

力发电厂”等专业课程的实验实训教

学。亦可承担风电机组机械装调工、

风电机组电气装调工、风电机组维修

保养工，风力发电运行检修员等职业

工种的培训考核任务。

通过该教学装置的学习，学员从

实践中熟悉了风力发电设备的组成，

真正具备了风力发电维护、检修，以

及风力发电机组设备运行维护的能力，

真正实现与企业专业岗位零对接。同

时，帮助学员养成企业所需的职业精

神和良好的安全生产意识，使学员能

够自觉按规程规范操作，达到职业岗

位所要求的职业仪容、仪表和举止行

为。 （作者单位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机

械与电力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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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机组事故分析及预防的思考
文 | 王明军

随着我国风电机组运行总量的增

加，叶片断裂、脱落，机组烧毁、倒

塌等重大事故时有发生。近年来，随

着国内出质保机组数量的不断增加，

机组烧毁、倒塌等重大事故更有增多

的趋势。这不仅要从机组及部件质量

上找原因，更应从现场施工、机组运维、

备件采购、风电场管理和现场机组改

造等多方面查找原因。

对风电机组重大事故预防不足，

或过度预防，均不利于度电成本的降

低及行业的发展。面对事故，需深入

分析和研究。从过去事故中总结经验

教训，采取合理、适度的防范措施，

减少和避免重大事故的发生。相反，

事故分析结论的错误，无效预防措施

的实施，势必造成重大事故的再次发

生和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下面就我国业内的风电机组重大

事故分析的现状，以及预防措施存在

的一些问题进行阐述，并对机组烧毁、

倒塌事故的预防措施进行分析和探讨。

风电机组事故分析和预防的
现状

一、事故案例分析的疑问

对于风电机组重大事故，各级部

门通常高度重视。调用单位及相关部

门的技术人员进行事故分析。例如，

某风电场在机组烧毁事故发生之后，

事故单位及相关机构高度重视，对事

故分析工作进行了部署和安排，事故

分析团队由国内多家电力企业的风电

技术人员和相关部门的消防人员组成。

事故机组的变频器布置于塔基，

事故前在现场进行了变频器定子接触

器改造，增加了定子接触器柜。这样，

变频器布局从左到右依次为：定子接

触器柜、并网柜、中间控制柜及功率柜。

在烧毁事故中，定子接触器柜、并网

柜和中间控制柜烧毁严重，离定子接

触器柜最远的变频器功率柜，相对保

存完好；塔筒内部的电缆、机舱及轮

毂等全部烧毁。在现场勘查时，在进

机舱的 U 形电缆处，分析人员发现了

发电机定子电缆对地短路打火的证据，

后经权威机构检测，认定电缆阻燃值

不达标，机组烧毁原因指向定子电缆，

即在 U 形电缆处的发电机定子电缆拉

弧、打火是引发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

于是，多个风电场的同类型机组，按

照分析意见进行了整改，将该品牌电

缆全部予以更换。

既然有发电机定子电缆对地拉弧

打火的证据，因此，拉弧的时间长短、

功率大小，打火的严重程度等也应是

分析的重点。众所周知，除少数有机

物（四氯化碳、二氟二溴甲烷等）不

能燃烧外，绝大多数的有机物都是可

燃物。如有几十秒甚至有几分钟以上，

超过几百千瓦的对地拉弧打火，因电

弧的温度高、能量大，即使阻燃值再

好的电缆胶皮，也会因较长时间的高

温而分解、燃烧，机组烧毁可能就难

以避免。从发生过的风电机组事故可

知，长时间的高温烘烤、燃烧，可把

在一般条件下不可能燃烧的玻璃钢联

轴器及罩壳内的高分子链有机物变成

白灰。

另一方面，在通常情况下，即使

事故机组所用定子电缆的阻燃值不能

达到“国标”要求，对于“瞬间”对

地短路就能实现停机保护的合格变频

器机组来说，则难以造成定子电缆的

燃烧和持续燃烧。据笔者的现场经验，

导致此次机组烧毁事故关键因素应与

定子电缆质量无关。

如果事故分析人员认为此次事故

与电缆质量有着必然的联系，在充分保

证人身安全和机组安全的前提下，如能

用没有安全隐患的变频器与事故机组

同样质量的定子电缆（品牌和使用年

限相同等）配合，在现场风电机组上

做实验，当运行机组的定子电缆破皮，

并对地打火、短路以后，观察是否会

造成机组的“瞬间”停机或造成电缆

的燃烧和持续燃烧，据此来判断是否

会造成机组烧毁事故的发生，而不是

仅仅依据做电缆阻燃值实验，检查电缆

的阻燃值是否达标的手段下事故结论。

最大限度地模拟事故时的诸多条件是

还原事故本来面目的关键，也只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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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其分析结论才更具说服力。因为，

事故的分析结论，不仅会涉及责任认

定和众多风电场的大批电缆下架问题，

更涉及后续机组的安全隐患的排查以

及此类机组烧毁事故的预防等问题，因

此，我们的事故分析结论应经得起多方

论证和现场实践的检验。这对有目的、

有重点地预防机组火灾事故，避免在一

次机组重大事故发生之后，采取无效、

过度的预防措施造成资源的浪费有着

重要意义。

再者，受各种外界因素（尖锐物

的撞击、环境温度、电缆过电流发热

以及使用年限等）的影响，在机组运

行过程中，电缆可能会产生破皮，电

缆的阻燃值和机械性能也可能会发生

变化。为保证机组安全，在设计机组

保护时应给予充分的考虑，如把此次

事故简单归结为电缆质量问题，笔者

认为有失偏颇。

据分析人员结论推断，当发电机

定子电缆着火、燃烧之后，火势不仅

向上燃烧，烧毁了机舱等，同时还从

塔筒上部的 U 形电缆处向下，顺着电

缆燃烧到了变频器，并造成了变频器

的严重烧毁。

在通常情况下，塔筒门处于关闭

状态，在塔筒内部，由于缺乏充足的

氧气，燃烧速度很慢，甚至难以进行。

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故，因吊装预留

的 U 形电缆长度远超过规定，机组运

行过程中剧烈摇晃，使得给机舱、轮

毂提供 400V 交流动力电缆的绝缘胶

皮，在塔筒内被尖锐物件刮伤、破皮，

并引发了电缆燃烧。电缆对地拉弧、

燃烧之后，塔基变频器处的过流保护

熔断器迅速熔断，在无人干预下明火

自然熄灭，最后仅造成了电缆的局部

烧毁。在塔筒内，如不是长时间地拉弧、

打火，电缆燃烧将很难进行，要自上

往下燃烧更加困难。

按照风电机组保护原理：在机组

的箱变负载线路出现过载或严重对地

短路时，通过箱变低压侧断路器迅速

跳闸断电，保护塔筒内的相关动力电

缆及变频器等；当发电机及定、转子

线路发生故障时，变频器及时停机、

脱网，以保障自身安全，保护发电机

及定、转子电缆等。

在机组运行中，即便 U 形电缆处

的定、转子电缆破皮短路，也应避免

机组烧毁事件发生。如果变频器正常

保护，也很大程度能够避免。因此，

如果发电机定子电缆出现了打火，并

导致电缆大面积燃烧和机组烧毁，这

与变频器不能及时保护、停机脱网有

着直接的关系。由此推断，在事发前

变频器也存在安全隐患。

在正常情况下，当发电机的定、

转子电缆对地短路时，变频器在毫秒

级的时间内就能发出停机指令，与发

电机定子相连的断路器，得到指令后

一般在 60 毫秒左右就能断开、脱网，

这就是说，如果定子电缆出现破皮对

地短路，变频器能实现“瞬间”脱网，

保障电缆及机组安全。正因为这样，

笔者在进行原装 ALSTOM 变频器机组

调试时，就有过这样的经历，该机组

采用的是带屏蔽层的转子电缆，在变

频器柜内接线处，因为转子电缆屏蔽

层中的一根细铜丝与转子线形成对地

短路，曾多次造成了变频器励磁停止，

当时是在夜间进行机组调试，因打火

瞬间还有一丝亮光，故障点才得以顺

利找到；在 ALSTOM 变频器的故障处

理中，也曾因一根定子电缆在机舱的

马鞍处有细微的破损，偶然会出现对

地短路的问题，从而造成了机组不能

正常并网，因短路地点的隐蔽性和间

歇性，且打火部位相当不明显，经过

了长时间、多次故障排查，才找到了

故障点。

再者，当机组处于并网状态，发

电机定子电缆严重对地短路时，如变

频器因故不能脱网，还可能因巨大的

单相对地短路电流促成箱变的低压侧

断路器为保障机组安全迅速跳闸。这

就是说，如因发电机定子电缆严重对

地拉弧打火造成了机组烧毁，那么，

在事发前，箱变也存在安全隐患。

因此，笔者认为事故分析团队的

分析结论存在一些疑问，如果机组的

烧毁原因不明，自然不能采取有效的

措施消除同类机组的安全隐患，在适

当的条件下，类似事故可能还会再次

发生。

二、 事故分析简单化

在进行风电机组事故分析时，仅

从某一方面考虑问题，造成了风电事

故分析的简单化。我们通常看到的事

故分析结论是：运行机组的叶片断裂

是叶片质量问题；齿轮箱损坏是齿轮

箱质量问题；机组烧毁、倒塌是机组

的生产质量有问题。

叶片的载荷是由机组所承受的

各种风况条件以及机组控制等多种因

素决定的。也就是说，叶片设计与风

电场的平均风速、极限风速和湍流强

度等风况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湍流

强度增加，不仅会使机组重要部件的

极限载荷增加，而且湍流强度每增加

0.02，叶根的等效疲劳载荷增加 10%

左右。在叶片断裂事故的分析中，如

不排除微观选址不当、叶片与整机载

荷匹配性等因素，就难以认定事故原

因为叶片质量。如果运行机组的叶片

断裂被错误判定为由叶片质量引发，

那么，在同一机组或相近机位还会出

现叶片断裂或机组部件的频繁损坏等

问题，势必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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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主齿轮箱损坏而言，除了与自

身质量有关外，还与微观选址、维护、

润滑、控制（运行功率控制、功率管

理控制）、启机和停机（例如：当机

组长期停电时，要确保主齿轮箱高速

轴的主轴刹车器处于松开状态，以保

证叶轮能够自由旋转，在停机期间，

主齿轮箱也能得到适当地润滑、不受

损伤）等密切相关。同理，变桨齿轮箱、

变桨电机、偏航齿轮箱、偏航电机损

坏等，不仅与其生产质量有关，还与

负载状况、控制方式、控制策略及微

观选址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部分机组的烧毁、倒塌事故，不

排除与机组及部件质量有关。但也与

维修、维护人员的技术水平和责任心，

机组改造、备件采购，风电场管理体制

等因素有关。因此，事故分析时应放下

担心被追究责任的负担，客观、科学、

全面地开展分析工作，以找到真正的事

故原因，避免同类事故再次发生。

在我国风电是新兴行业，少数从

业人员的风电工作能力不足，不能从机

组所处环境条件、整机概念和风电思路

去思考问题，容易造成对事故结果的误

判。因此风电从业人员应对已发生事故

进行认真分析和深入研究，在长期的工

作实践中不断地学习和提高。

三、整改措施及事故预防的问题

重大事故发生之后，在通常情况

下，都要根据事故结论，对同类型机组

采取相应的整改措施。相关单位大都

希望通过完善设计，一劳永逸地避免

事故的再次发生。在没有完全理解机

组的整机性能和原设计意图的情况下，

有的则大胆地修改设计和控制逻辑；有

的整改措施则是由没有风电机组现场

维修、维护经验的领导或缺乏现场经

验的研发人员、技术人员提出并实施，

难免会偏离现场实际，给企业和社会带

来不必要的损失，一次事故往往会伴随

着一系列整改措施的出台。

整改措施在大规模实施之前，如

果不能经过现场实践的充分验证，实

施之后如发现问题再进行纠正将很困

难，并且将造成运维成本的增加。

在我国风电发展初期，不少国内

整机厂家引进了国外技术。有的则引

进了世界一流整机厂商的成熟技术。

如果因某次事故，依照错误的事故分

析结论和对风电技术的片面理解就大

规模地对同类型机组进行设计修改，

结果往往会使机组性能变坏、部件寿

命缩短、机组故障概率增加等。

不少事故分析结论的责任指向现

场和现场人员，因此，对现场机组的

整改项目和现场人员的要求条款也与

日俱增。现场的工作流程更加复杂而

繁琐；现场的管理措施和项目则不断

增多；登机人员的各种证件检查、资

格审查更加严格。 

为完善制度、加强管理，采取多

种手段避免重大事故的再次发生。有

的风电企业大量借用或完全套用其他

行业（如火电、核电等）的现成经验

用于风电机组的改进。这样，不少的

措施、规定和制度条款，违背了风电

机组设计、运行的基本原理和风电企

业运作的基本规律，不能有效地解决

问题。同时，也造成了风电企业及风

电场管理体制趋于僵化，管理成本和

机组运维成本的大幅度上升。

有的改进措施还可能带来新的问

题和安全隐患，例如，在某次安全事

故发生之后，要求所有机组在主控柜

和变频器柜的柜门把手处及变频柜安

装板的螺钉上加装“五防锁”，并配

之以进轮毂及打开任何一个“五防锁”

都需分别开结工作票的规定。这样，

维修人员处理一个机组故障，时常需

要多次开结工作票、多次登机，才能

最后完成。这给正常的机组维修带来

了不便，更重要的是，在机组维修、

维护时，不能根据现场的需要，在主

控柜和变频器柜内及时断电，可能危

及人身安全。不能依据现场机组的所

处状态，对相关部位进行必要的检查，

可能造成更多的机组故障和安全隐患。

结果各种管理方法和措施应有尽有，

而重大事故则有增无减。

为了减少和避免重大事故的发生，

我们应从现场实践出发，各种措施和

整改方案在实施之前，应经过现场充

分的检验和验证；尊重客观规律，认

真研究风电机组及风电企业的固有特

性，按规律办事，方能取得良好效果。

风电机组重大事故的预防

一、预防重大事故的总体思路

从烧毁、倒塌事故的产生来看，

因机组设计、生产、安装、运维及现

场改造中出现了安全隐患且没有及时

发现和排除，从而造成了重大事故的

发生。

在预防重大事故的具体措施上：

在机组设计时，控制逻辑、变桨及主

控程序完善，应设置多重保护，机组

的自检项目设计完善；在机组部件采

购时，保证变桨、主控、变频器及箱

变等重要机组部件的采购质量和保护

措施的完善；在机组吊装和未运行时，

避免三支桨叶同时处于最大迎风面位

置；在处理机组故障过程中，应有足

够的警惕和安全意识，及时发现和消

除安全隐患（这对预防重大事故发生

起着直接的作用）；在机组定检维护

时，重点检查三支叶片同时不能顺桨、

安全系统故障和常见安全隐患；在管

理体制上，通过高质量的机组主控和



 Industry | 产业

2 0 1 8 年 第 0 5 期  67  

后台管理软件，真正实现对机组的多

级管理，确保能通过远程发现机组的

安全隐患；谨慎实施机组的现场改造，

尤其是采用成熟技术的现场机组；在

事故发生后，应重视事故分析，在分

析正确的基础上实施有效的整改措施，

对症下药，以取得较好的预防效果。

二、 风电场机组管理的具体措施

在机组检查、维修、维护时，应

首先保障人身安全，认真排查和消除

机组的安全隐患。在维修时，尤其在

维修变频器时，则应提前关闭变频器

上的相关电源开关或断开箱变；保持

机内整洁，避免产生安全隐患等；认

真研究风电机组的安全运行原理，总

结经验教训，检查重点部位，有目的、

有意识地做好机组安全工作，以期达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预防重大事故

时，应具体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首先，充分发挥机组定期自动

进行各项测试的作用，如，三支叶片

同时不能顺桨故障；机组安全系统和

重要部位应通过机组自检，检查安全

隐患。

其次，在机组维修和定检维护时，

注意重点部位和安全隐患的排查。如

防止叶片脱落事故，应按规定检查螺

栓的扭矩值，防止塔筒、叶片以及变

桨轴承螺栓的疲劳损坏。如出现了螺

栓断裂，还应检查叶片和变桨轴承法

兰面是否存在不平整的问题。

第三，现场经验丰富的片区和总

部技术人员，定期通过远程等方式对

机组的安全隐患进行抽检或详细排查，

直接参与风电场机组管理。并通过机

组现场维护、维修出现的问题及部件

损坏状况等，提前发现潜在安全隐患。

第四，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借

鉴世界先进风电企业的管理制度和风

电场运作经验，依据风电场的特点及

固有规律实施现场管理。调动现场服

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把行之有效的

防范措施落到实处。

三、采取积极主动的防火措施

风电机组大都为非易燃部件，从

已发生过的风电机组火灾事故来看，

通常有以下几种情况：双馈机组停机

不能脱网时，箱变的低压侧断路器不

能跳闸，造成发电机长时间、大功率

发热；桨叶不能顺桨，主轴刹车器不

能良好制动，造成主轴刹车器长时间

制动的摩擦起火；发电机轴承的保持

架损坏、报死且轴承内部油脂过多，

造成大量润滑油长期在机舱燃烧；变

频器内部或箱变到变频器的动力电缆

严重对地拉弧、打火，且箱变的低压

侧断路器不能及时跳闸。这类事故因

长时间的发热、烘烤和燃烧，使有机

物变性、分子链断裂，导致阻燃物变

成了可燃和易燃物，从而引发了机组

烧毁事故的发生。

因此，在预防机组烧毁事故时，

需从风电机组的安全保护原理出发，

有效地避免三支叶片同时不能顺桨故

障，确保相关的保护继电器、断路器

在事发时能及时跳闸断电，这才是预

防机组烧毁事故的关键。

在预防机组火灾事故中，双馈机

组的变频器扮演着极其重要角色。当

发电机定、转子的某个部位出现相间、

对地打火或在发电机集电环处严重打

火时，变频器会报故障停机，并网开

关（没有定子接触器的变频器）或断

路器接到命令后瞬间断开。故障部位

则没有更多的热量使有机物变性或燃

烧，短路拉弧的能量为：I×I×R× t，

其中，I 为拉弧的等效短路电流；R 为

拉弧的等效电阻，△ t 为拉弧的时间，

因此，断路器的断开时间越短越好。

对设计有发电机定子接触器变频

器的双馈机组，断路器主要执行带负

荷断开任务，具有灭弧罩，不会因甩

负荷断开出现严重拉弧烧毁变频器内

的部件或引发火灾，从而有效地保证

了变频器及机组安全。定子接触器虽

然具有一定的带负荷切入和切除能力，

但影响寿命。在正常情况下，机组报

变频器故障或因机组报故障执行甩负

荷停机时，断路器首先断开，其断开

时间短。在断路器断开之后，定子接

触器再后续断开。如果定子接触器改

造或控制失当，定子接触器首先执行

带负荷断开命令，因没有灭弧装置，

且断开时间一般在 100 ～ 150ms，定

子接触器在变频器柜内拉弧的时间增

加。如长期执行带负荷切除，容易引

起接触器触头分断能力下降，甚至粘

连，导致不能正常分断。

因此，不恰当的定子接触器改造，

则可能带来更大的安全隐患。如果变

频器因设计、生产、改造质量不过关

而存在安全隐患，不仅可能导致变频

器的故障概率增加和烧毁，还可能引

发机组烧毁事故的发生。

四、发挥变频器和箱变的保护作

用，检查接地电缆，预防火灾事故

依据我国近年来变频器、机组烧

毁事故分析，以及风电快速发展时期

的现场施工质量现状，为预防变频器

及机组烧毁事故的发生，首先，应检

查变频器、箱变的安全保护系统能否

正常工作以及各项功能是否齐全；其

次，需检查箱变的低压侧中性线，发

电机定、转子接地电缆和变频器平台

的接地电缆是否良好接地。具体措施

如下。

为了保证机组安全，断路器设置

应合理，充分发挥变频器的保护作用，

在维修时，保证变频器的各种保护措

施正常工作，断路器的维护重点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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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分合闸运动机构、参数设置和触点

烧蚀情况等。检查变频器内的控制参

数设置；检查变频器平台的接地电缆

与发电机定、转子接地线能否在塔筒

底部良好接地，有效保证电气连通性。

确保箱变的低压侧断路器质量和

正确设置。定期维护低压侧断路器，

检查其过流及对地、相间短路时的自

动跳闸功能。如变频器不能及时脱网，

可通过箱变低压侧断路器瞬间跳闸，

保护变频器及机组安全。检查并确保

箱变低压侧的中性线和机壳在箱变处

良好接地，箱变接地电缆还应在塔筒

底部的基础环处与变频器平台的接地

电缆，发电机定、转子接地电缆在共

同的接地排上良好接地。

以上良好接地的主要作用有：首

先，箱变的动力电缆对地短路，可使

箱变低压侧断路器瞬间跳闸；其次，

可以避免单相对地电压的升高，以保

护变频器及机组的相关部件；第三，

箱变的机壳与低压侧中性线的良好接

地，有利于保障人身安全，防止触电

事故的发生。

综上所述，确保变频器、箱变质

量和设置正确；保证发电机定、转子

接地电缆，变频器平台的接地电缆，

以及箱变接地电缆在塔筒内的良好接

地，对预防风电机组火灾事故具有重

要意义。

结语

在分析重大事故时，应从机组保

护的基本原理分析问题，密切联系同

种机型的运行特性和维修经验，找出

事故的根本原因，并以正确的结论去

指导现场和排除安全隐患。在预防重

大事故时，需根据风电机组的运行及

分布特点，制定与机组运行特点相适

应的管理办法，建立与风电发展相适

应的企业管理体制，减少和避免重大

事故的发生。

（作者单位：东方电气风电有限公司）

摄影：刘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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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口上的分散式风电应该如何开发
文 | 李海涛

近期，国家能源局官网发布《分

散式风电项目开发建设暂行管理办法》

（简称管理办法），释放出强烈而明

确的鼓励分散式风电发展的信号。从

能源革命的大环境和大趋势来看，分

散式风电符合我国能源清洁、低碳、

分散化生产的发展路线，当前分散式

风电的发展环境和市场时机基本成熟，

管理办法的出台将进一步扫清体制机

制障碍，推动分散式风电形成星火燎

原之势，成为风电开发的下一个风口。

按照已经明确的非水可再生能源

补贴退坡路线，2020 年底风电项目将

全部实现平价上网，在此期间风电标

杆价格必然将逐步下调。因此对投资

者来说，从当前至 2020 年底是分散式

风电开发的最佳窗口期。如何抓住风

口，实现分散式风电的高效率、高质

量开发？关键是要准确把握分散式与

集中式风电的不同之处，跳出集中式

风电开发的固有模式，采取适合的开

发方式。如果完全照搬集中式风电开

发模式，恐怕将会事倍功半，甚至南

辕北辙，背道而驰。具体来说，要把

握好以下六个关键点。

选址方式由“找风”转为“找网荷”

集中式风电一直采取先“找风”

的宏观选址方式，即先根据风能资源

情况寻找具备开发价值的场址，再论

证场址是否具备接网、环保、土地等

关键条件。分散式风电由于容量小，

不能负担过高的线路投资，建设地点

必须离电网接入点较近。按照规定，

分散式风电必须在 110 千伏及以下电

压等级消纳，向 110 千伏的上一级电

压等级电网反送电的“假”分散式项

目将受到严格监管与处罚，为此，分

散式风电项目必须尽量做到项目容量

与电力负荷匹配，否则将造成较严重

的限电，影响项目收益。

因此，分散式风电的选址应该先

“找网荷”，配电网或直供电用户的

消纳能力是判别项目是否具备开发价

值的首要因素。开发商要全面了解掌

握拟接入配电网的架构、负荷容量和

负荷特性。对于“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的分布式风电项目，还要掌握直供电

用户的负荷及特性情况。这些关键数

据多掌握在电网企业手中，确保电网

相关信息准确、公开、透明是分散式

风电健康快速发展的首要前提。

从地理范围来看，经济发达的中

东部平原地区是开发分散式风电的理

想区域，这些地区大部分风切变较高，

风能资源较好，将是分散式风电开发

的重点区域。从负荷特性来看，电力

负荷稳定的各类工业园区、开发区和

大型工厂是分散式风电的理想用户。

开发模式由“圈资源”转为“圈地”

集中式风电多采取“圈资源”的

方式开发，即在风能资源优良的地区

与政府签订协议占有资源后立塔测风，

办理审批手续。这种方式在中东部地

区已经受到越来越严格的土地和生态

限制，特别在负荷中心区，实际上很

难找到大片可利用土地。为了解决土

地限制问题，分散式风电管理办法首

次明确提出，除了常规风电开发通用

的建设用地审批和协议流转途径外，

投资商可使用本单位自有建设用地或

租用其他单位建设用地建设分散式风

电项目。这一举措意义重大，有望释

放大量的闲置建设用地。未来中东部

地区分散式风电开发，将会更多采取

租用工业园、开发区和大型工业企业

闲置建设用地的方式。特别是“自发

自用、余电上网”的分布式风电项目，

直接租用用户自有或临近建设用地，

既能节约道路和线路投资，又可以充

分利用用户已有电气设施，降低接网

投入，并通过协商获得较高的电价水

平，是较理想的开发模式，也是分散

式风电开发最大的市场空间所在。

因此，分散式风电开发，采取“圈

资源”的方式可开发容量相对有限。

必须转变开发方式，更多采取类似分

布式光伏“抢屋顶”的 “圈地”方式，

从众多土地使用权人手中租用土地。

很多“地主”往往又是潜在电力用户，

锁定了建设用地，也就锁定了优质客

户。从这一点来看，分散式风电容量

小型化，投资门槛低，位置分散化，

土地多源化，就单个项目来说，天然

地更适合中小投资者，这是相关政策

鼓励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原因，也是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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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投资主体必然多元化的原因，未来

分散式风电“圈地”的竞争可能比分

布式光伏“抢屋顶”更为激烈。

采用更先进的风能资源评估方法

准确的风能资源评估是确保风电

场经济性和安全性的根本性前提，对

低风速区的分散式风电场来说更是如

此。分散式风电资源评估的最大难题

是测风数据来源问题。完全照搬集中

式风电场的评估办法显然不现实，特

别是只有一台或数台风电机组的小容

量风电场，如果也要立塔测风一年以

上，一来增加投资成本，二来在开发

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下，恐怕未等测

风结束，开发权已经易手。准确又快

速的资源评估是分散式风电开发的基

本要求。

好在 2015 年，中国气象局出台

了《分散式风力发电风能资源评估技

术导则（QX/T308 － 2015）》，这是

目前为止分散式风电资源评估的唯一

技术标准，但也给相关工作提供了方

向思路和技术依据。依据技术导则规

定，结合最新的测风技术，经过近年

来的实践，国内分散式风电开发的先

行者已经基本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分散

式风电资源评估方法。即采取中尺度

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与基于计算流体力

学的小尺度数值模式相结合，对评估

区域风能资源分布情况进行数值模拟，

以邻近区域测风塔数据对模拟结果进

行校核，必要情况下在评估区域内加

装激光测风雷达对短期测风做进一步

校核。

这种评估方式与集中式风电场资

源评估方式相比，不要求评估区域设

立测风塔，看似简化了过程，实际对

资源评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

具备中尺度数值模拟计算能力，以掌

握精准的中尺度气象数据；要掌握大

量评估区域周边测风塔数据和机组实

际运行数据，以对数值模拟结果做精

准校核。简单来说就是以风能资源大

数据 + 云计算来替代测风塔数据。

在实际应用中还需要因地制宜。

中东部平原低风速地区，已有经验证

明，采取上述方式进行资源评估满足

经济性和安全性评价要求。接入 110

千伏或多点接入、容量较大的项目，

可考虑按集中式风电模式进行测风和

风能资源评估。复杂地形地区的小容

量分散式项目，则要根据掌握的周边

风能资源数据情况综合判断是否需要

立塔测风。

进一步降低电网接入成本

电网接入办理流程长、效率低、

接网投入过高一直是制约分散式风电

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新出台的管理

办法简化并明确了接网流程和办理时

限，接网效率有望显著改善。在电网

接入标准方面，国家电网公司曾于

2013 年发布企业标准《分散式风电

接入电网技术规定（Q/GDW1866 －

2012）》，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两方面

的问题，一是开发企业普遍认为技术

规定过分考虑电网安全性，造成很多

非必要的成本投入。已建成的河南兰

考和江苏江阴分散式风电项目，容量

分别为 11MW 和 6.6MW，开关站投资

均接近 800 万元，大幅增加成本造价，

实际上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二是各

地电网公司执行规定的标准不统一，

以无功补偿装置为例，有的地区电网

企业不要求安装，有的地区则要求必

须安装。因此，在降低接网投入方面，

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和电网企业继续采

取更进一步的有效措施，优化并统一

技术标准并切实执行，提升分散式风

电的市场竞争力。

遵循更严格的机组选型标准

与集中式风电相比，分散式风电

选用的风电机组要具备更好的发电性

能，以适应低风速特性，实现产能最

大化，确保项目收益。要更加智能化

并具备更高的可靠性，以适应无人值

守、远程集控的运维模式，确保稳定

运行，降低运维成本。最重要的是要

具备更高的安全性，这一点目前可能

尚未引起业内足够的重视。集中式风

电项目多地处偏远，远离人员密集区，

即使发生倒塔、失火、叶片脱落等极

端事故，一般也不会造成其他损失。

而分散式风电多采用高塔筒、长桨叶

技术，靠近生产和生活区，一旦发生

此类事故，极易造成风电场之外的重

大附加损失甚至是人身伤亡事件，随

之而来必然导致地方政府和公众的恐

慌和抵触心理，对分散式风电的发展

造成致命打击。为此，应用于分散式

场景的风电机组应当满足更高安全标

准，应用更多更新传感技术，具备更

多安全监测与防护功能。特别是塔筒

倾斜、叶片裂纹、火情等在线监测功

能，应当成为标准配置。特别需要注

意的是，在机组市场竞争激烈且良莠

不齐的环境下，中小投资者不具备相

应专业技术辨识能力，很容易出现“劣

币驱逐良币”现象，应当尽快完善并

出台分散式风电机组相关技术标准，

确保分散式风电的安全健康发展。

转变开发建设和运维管理模式

分散式风电如何管理是令开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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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痛的问题。对于中小投资者来说，

多数不具备足够的人力资源和专业化

的管理能力。对大型发电集团来说，

容量较大的单体项目或较小区域范围

内有多个项目且总容量较大的情况下，

还可以延续集中式风电的开发建设和

运营管理模式，但多数情况下项目容

量小且分散，以传统的方式管理，既

浪费人力、物力，又效率低下，降低

了项目的市场竞争力。

因此，分散式风电项目开发建设

显然更适合采取“小业主、大咨询”

的管理模式，将项目开发全过程或者

项目核准后的建设和运营委托给专业

化的服务公司，业主只负责提出相关

要求并做好过程监督和关键点决策。

分散式风电的发展将催生出更多的专

业化管理服务需求。目前此类专业公

司为数不少，但适合分散式风电特点

的专业化服务能力还有待深化培育。

从行业现状看，市场占有率较高的风

电机组厂商具备较大优势。除了风电

机组本身性能优良外，这些厂商都掌

握风能资源和风电机组运行大数据，

掌握数字化开发和运维管理技术，具

有较丰富的风电设计、施工和集中运

维管理经验，这些优势最终必然转化

为服务质量和服务价格方面的竞争力，

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分散式风电的市场

竞争力。

结语

准确认识分散式风电的特点，

也就掌握了分散式风电的开发要点。

转换开发建设和运维管理模式、应

用先进技术、有效降低成本、提升

安全标准是需要把握的重要原则。

此外，分散式风电的健康快速发展

还需政府、电网企业和风电机组厂

商等各方共同努力。政府需要切实

履行管理职能，确保政策机制落地，

组织完善相关标准，为分散式风电

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政策环境。电

网企业需要进一步放开电网接入，

优化降低接网标准，为分散式风电

发展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整机厂

商需要不断提升设备品质，培育全

生命周期的专业化管理能力，为分

散式风电发展提供服务支撑。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分散式风电一定会

形成成熟的发展模式，步入发展快

车道。

（作者单位：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

摄影：刘晓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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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风力发电为主的需求侧响应
策略研究

文 | 要建华

分布式风力发电作为一种小规模、

近距离输电、所发电力首先满足用户

自用的技术，可以协调日益增长的用

电需求与节能减排要求的矛盾。特别

是对岛屿、偏远山区，以及远离电网

和近期内电网还难以达到的农村、边

疆，可以作为解决生产和生活能源的

一种可靠途径。如今，多国已经在市

政设施、居民小区及社区建筑物等地

开发了大量分布式风力发电。因此，

分布式风力发电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但分布式风力发电要实现更加广泛的

应用，需要面向本地用户制定科学的、

灵活的需求侧响应策略。

随着风力发电渗透率不断增加，

其随机波动性和间歇性，以及用户电

力需求侧的不确定性，往往导致电力

负荷率低，而传统的能量管理策略此

时无法保证电网在高负荷、多样化需

求的条件下维持可靠、高效、稳定的

运作，这是配电网亟需处理的关键问

题。对于这一问题，需求侧响应作为

一种先进的机制，可以在制定市场价

格信号或激励机制，改变用户故有用

电模式，进而使得需求侧参与电网调

节。目前，很多国家已经在大中型工

商业用户中实施峰谷分时电价，通过

需求侧响应机制使负荷侧用户对电价

进行响应，达到负荷曲线削峰填谷、

按照供电需求进行自我调节的目的。

然而，现阶段我国风力发电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风能的规划设计、功角稳定、

继电保护、调度运行等方面，几乎没

有从需求侧响应的角度切入研究。本

文针对分布式风力发电作为主要可再

生能源电源的社区负荷，以江西赣州、

云南楚雄两地实际风电机组数据为例，

利用优化的模糊聚类法和非线性有约

束规划算法，结合供电与居民用电需

求的趋势差异，给出了优化的需求侧

响应信号规划方法，同时使用价格 - 需

求弹性分析理论，对制定的需求响应

策略效果进行了仿真、评估与分析。

需求侧响应策略选择

需求侧响应项目可分为基于价格

和基于激励两类。其中，基于价格的

需求响应包括分时电价（TOU）、实

时电价（RTP）、尖峰电价（CPP），

基于激励的需求响应则是实施机构根

据电力供需状况制定相应政策，用户

在系统需要或电力紧张时减少用电以

获得直接补偿。分时电价 TOU（Time 

of Use）是电力需求侧响应的雏形，也

是最普及的一种。因此，本文以分时

电价为需求侧响应策略，在此基础上

对电价信号的制定进行开发和优化。

分时电价是需求侧管理中最常见

的一种措施，通过分时段定价引导用

户改变用电计划，以达到削峰填谷、

提高电力系统的负荷率和稳定性，使

得供电方和用户方均获利的手段。分

时电价将一天24小时划分为若干时段，

一般的策略为将电力需求高的时段设

定为高电价，其他时段采用一般或优

惠的电价，并期望用户响应。值得注

意的是，用户用电行为是和人的行为

相关的，无论用何种激励政策，即使

在实行有序用电和拉闸限电时期，也

不可能完全精确地控制负荷需求。因

此，需要不断地优化激励策略，以达

到引导用户合理用电、移峰填谷、改

善负荷曲线、提高电网负荷率的目的。

需求侧响应策略制定

自然界中的风速不稳定，无法像

火电厂一样可以依照用电需求调整发

电量。反之，风力发电功率具有随机性、

波动性和间歇性，常与用户用电呈负

相关。因此，与传统的分时电价信号

不同，本文针对以分布式风力发电为

主要电源的社区负荷，结合供电与负

荷需求的趋势差异，规划相应的需求

响应信号。本文设计的需求响应策略

制定流程如图 1 所示。

一、风力发电功率与社区用电负

荷特性相关性分析

以江西赣州基隆嶂风电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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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风电场装机容量 102MW，单机容量

2MW，2016 年 12 月全部投运（文章

采用 17#、47# 风电机组典型风况 24

小时功率数据进行模拟计算）。根据

两台机组日每小时数据制作的日功率

曲线如图 2 所示。

可以看出，风电机组出力随时间

的波动性很大。为比较供电功率与用

电负荷的趋势，本文使用 Gridlab-D 软

件对典型的居民社区、商业建筑等社

区负荷建模，根据天气、时间、建筑

类型等外部因素进行模拟。针对江西

赣州当地的商户（包括 1 家大型商场、

3 所宾馆、5 个餐厅）进行负荷模拟，

模拟结果如图 3 所示。

由图 3 可知，当地商业用户的负

荷用电高峰往往在中午、傍晚，而此

时对于风电机组却是功率偏低时段；

风电机组输出功率高的夜间和凌晨，

负荷的需求却处于最低时段。两条曲

线叠加后如图 4 所示。

为更客观地展示电源与负荷的相

图1 需求侧响应流程图

图2 江西赣州基隆嶂风电场4台机组日功率曲线

图3 江西赣州当地社区商业建筑群负荷模拟

图4 电源、负荷趋势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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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性，本文使用皮尔逊（Pearson）相

关系数 r 来度量风力发电功率与用电负

荷之间相关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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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 为样本数量，X，X 和 Y，

Y 分别为两组样本及其平均值。r>0

时，线性正相关；r<0 时，线性负相关；

r ＝ 1，则两者完全正相关；r ＝－ 1 则

两者完全负相关；r ＝ 0，两个变量之

间不存在线性关系。在本文中，可令

两组样本分别为发电输出功率与用电

负荷功率。将江西赣州商业社区用电

负荷与选取的当地风电机组发电功率

数据带入公式（1），计算可得 r ＝－

0.804306。可见，本例中用电负荷和风

电机组发电功率呈较强的负相关关系，

即，风电出力高峰时期用电负荷率却

往往不高。因此，在设计分时电价时

段时，不能单一地考虑用电方的用电

曲线，还应结合供电方供电曲线，以

达到提升负载率、提升可再生能源消

纳能力的目的。

二、分时电价时段划分

把风电场的发电功率当作“负的

负荷”，将实际负荷与风电场“负的

负荷”的叠加定义为“等效负荷”。

等效负荷的峰谷差越大，对电网的调

峰调频能力要求越高，需要的调峰容

量越大，系统的成本越高。为解决此

问题，供电公司可以通过实施需求侧

响应策略，激励用户改变用电行为，

达到缩小等效负荷曲线的峰谷差，即

减少等效负荷波动率的目的。这意味

着风电出力与负荷的变化趋势接近，

有利于电网系统的稳定性。

首先，比较风电机组输出功率和

用户用电负荷特性：

     Load_eq ＝ Load － Power 图5 电源、用电负荷与等效负荷

式 中，Load_eq 是 等 效 负 荷，

Load 为用户负荷，Power 是电源功率。

可以得到等效负荷曲线（图 5）。

通过比较电源曲线（黄色）和原

负荷曲线（蓝色），能看出风电机组

出力和居民用电趋势的差异，即等效

负荷曲线（红色）。提升风电机组发

电功率与当地用户用电的相关性问题，

可以等效为平抑等效负荷曲线的波动

问题。根据等效曲线可以发现，其形

状随风力发电输出功率的变化会有显

著差异，不存在稳定的峰谷特征，传

统的主观经验式方法无法划分出能准

确反应峰谷特征的时段。本文使用模

糊聚类算法，可以判定出相应的峰、平、

谷时段。时段划分的方法如下。

1.利用隶属函数确定各点属于峰、

平、谷时段的程度，分析等效负荷曲

线上各点分别处于高峰、低谷、平时

三种时段的可能性。其特征为：曲线

上的最低点 100% 处于谷时段，不可

能处于峰时段，其谷隶属度为 1，峰

隶属度为 0；曲线上的最高点 100% 处

于峰时段，不可能处于谷时段，其谷

隶属度为 0，峰隶属度为 1；曲线上其

余各点的峰平谷隶属度介于 0 和 1 之

间。由于分时电价信号的性质，分时

的时段最小为 1 小时，因此可将一天

中的时段集合定为 T ＝ {t1，t2，…，

t24}，各时段电量集合为 Q ＝ {qt1，

qt2，…，qt24}。时段 ti 的峰隶属度

upti、谷隶属度 uvti 可采用偏大型半梯度

隶属函数与偏小型半梯度隶属函数计

算得到公式（2）：

  
max min

min
Q Q

q Q
u pti

ti
=

-
-
^

^
^h
h
h

        （2）                            
                                                    

式中，upti 为时段 ti时的峰隶属度，

qti 为时段 ti 内的用电量，Q 为一天中

24个每小时用电量集合。谷隶属度同理。

2. 采用基于等价关系的模糊聚类

进行时段区间划分，步骤如下：

（1）建立原始数据矩阵，以峰谷

隶属度建立特性指标矩阵：

            

u u
X

u u1

24

1

24

pt

pt

vt

vt

g g=

J

L

KKKKKKK

N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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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平移标准差变换进行数据标

准化：

, 1,2, 24u S
u u u S

u u ipti
p

pti pti
vti
'

v

vti vti f=
-

= - =l
r r ^ h                       

                                                             （3）

式（3）中 upti 、 uvti 分别为峰、

谷隶属度均值，Sp、Sv 分别为峰、谷隶

属度的标准差。得到标准化矩阵：

 

功
率
（
kW
）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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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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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模糊相似矩阵

模糊相似矩阵的元素为 rij ＝ R

（u'pti，u'vti），体现了 X 中任意两个样

本点之间的相似度。采用直接距离法

中的欧几里得距离法建立模糊相似矩

阵中的元素：

         
1 ,r c d x xij i j)= - ^ h

         
（4）

,d x x u u u u2 2
i j pti ptj vti vtj= - + -^ ^ ^h h h  （5）

式中，rij 为两个样本点之间的相

似程度，c 为适当选取的参数，使所有

的 rij ∈ [0，1]；d（xi，xj）表示 xi 与

xj 间的距离，upti、uptj 为时段 ti、tj 时

的峰隶属度，uvti、uvtj 为时段 ti、tj 时

的谷隶属度。计算出全部的 rij，即可

得到模糊相似矩阵 R。

（3）建立模糊等价矩阵

采用传递闭包法求取模糊等价矩

阵，再通过自平方合成法求取传递闭

包矩阵 t（R），则 t（R）就是所求的

模糊等价矩阵。对 R 不断求取 2 次方，

直到出现 Rk*Rk ＝ Rk。得到的 Rk 为所

求传递闭包，即所求模糊等价矩阵。

有 t（R）＝ Rk ＝（tij）n×n，满足自反性、

对称性和传递性。

（4）求取截矩阵

             R tij n nm= #m ^ ^ hh             （6）

        
1
0

t
t
t

ij

ij

ij 1

$
m

m

m
=^ h )             （7）                

式中，截矩阵 Rλ是一个布尔矩阵。

当 λ 取不同值时，可得到不同的 Rλ。

Rλ 与时段集合 T 中的元素相对应，当

Rλ 中对应的某两列列向量相等时，这

两列对应的时段即可划分为一类。通

过调整 λ的值，即可形成动态聚类：λ

越大，划分的类别就越少；反之越多。

调节 λ至聚类数为 3，则时段被划分为

了三类，即峰、平、谷时段。

三、分时电价定价

划分出正确的峰、平、谷时段后，

下面是峰、平、谷电价的定价问题。

基于用户价格的需求侧响应策略，目

标普遍为最小化最大等效负荷和最小

化等效负荷的峰谷差，约束条件为供

电方获利、用户侧受益等，峰谷电价

的制定必须符合客观的生产规律。考

虑到供电、用电双方的利益，要求实

行需求侧响应后，既不能让用户的用

电总费用升高，又不能使供电公司承

受太高的额外成本，因此，此问题可

以看作非线性有约束的优化问题，通

过设置原始电价、边际电价、供电成本、

用户响应度等参数，将负荷率、峰谷

边际值、策略目标等作为目标函数，

即可计算出合适的电价。具体的约束

条件如下：

1. 用户端受益

在设计分时电价信号时，首先要

保证用户端总体支出小于等于需求响

应实施前的支出，以保证对用户的激

励效果。即：

                  m w x0 0 0=                （8）

     m w x w x w x1 1 1 2 2 3 3+ +=      （9）

                     m m1 0#              （10）

式中，m0 为实行分时电价前用户

端用电支出，m1 为实行分时电价后的

支出。w1、w2、w3 为峰、平、谷时总

用电量，x1、x2、x3 为峰、平、谷时电

价。通过以上约束关系，可以约束定

价使用户端永远处于受益状态，避免

了终端用户利益受损、激励效果消失

的情况。

2. 成本约束

实施分时电价，虽然需要通过调

整电价高低以刺激用户用电行为，但

售电价格不可过低，至少应该保证各

时段的电价不小于本时段发电成本，

避免出现实施成本过大，供电方无法

承担的情况。根据监管部门要求，峰

谷电价之比的范围应在 2 至 5 倍之间，

这是充分考虑了发电成本和用户的承

受能力的数据，同时还应令谷时电价

低于原始电价，以保证对用户的激励。

综上所述，使用的成本约束如下：

                                                 

            2 5
x x

x x x
x x

x 3 2

3 1 3

3 0

e

1 1

#

# #

            （11）

式中，xe为边际电价，x1为峰电价，

x2 为平电价，x3 为谷电价，x0 为原电价。

通过以上约束关系，即可得到合适的

电价。

3. 峰谷电价比约束

优化资源配置，峰谷价比应当反

映负荷高峰、低谷时段电力供应边际

成本的差异。例如，在水电为主的加

拿大魁北克地区，峰、谷时段的边际

成本差异 10 1 至 22.5 1；法国的日峰

谷价比在 1.4 ～ 8 之间；我国各地区目

前的峰谷价比多在 2 ～ 4。

此外，作为算法的一项输入，需

要用到需求 - 价格弹性分析方法来计算

用户对于不同价格的反应，从而得到

某种电价策略下用户的用电量。需求

的价格弹性定义为需求的变化幅值 / 引

起该变化的价格变化幅度，即：

          
pD

D pT T
_f               （12）

式中，p 是变化前的价格水平，D

＝ D（p）是需求曲线上对应价格 p 的

需求量；Δp、ΔD 分别是价格变化量

和由此产生的需求变化量。价格上升通

常引起需求减少，因而 ε∈（－∞，0］。

用户针对峰谷电价的响应行为一般体

现为其各时段用电负荷的变化。

需求价格弹性参数 ε由经验数据

获得，代表用户对于价格变化的反应

程度。例如，ε＝ 1 时，需求的涨幅 /

降幅＝价格的涨幅 / 降幅；ε＝ 0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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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不随价格变化而变化；ε>1 时，需

求的涨幅 / 降幅大于价格的涨幅 / 降幅。

不同价格水平下的需求弹性通常不同，

而统一价格水平下，不同的需求对象，

价格弹性通常也不同。在本文设定的

条件下，用户峰时电力需求不仅跟峰

价水平有关，也和平价、谷价水平有

关系，平时 / 谷时亦然。因此，设定四

种需求价格弹性系数，代表分时电价

信号的变化对应的用户需求系数，分

别为：保持当前电价、峰 - 谷或谷 - 峰、

峰 - 平或平 - 峰、谷 - 平或平 - 谷四种

情况，体现用户在不同情况下对于电

价的反应。接着，构建电价弹性矩阵 E，

根据需求 - 价格公式（12）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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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式中，Q 为原始用电量，Q' 为新

用电量，P 为价格。

由前文可知，为了削峰填谷，使

日负荷曲线最大峰负荷最小化，从而

保证系统运行的经济性和稳定性，优

化模型的目标函数为：

       min max , , ,Q f P x x x t1 2 3i fi=^ ^h h6 @        
解决此非线性有约束的最大最小

值问题，可以使用 matlab 内置函数

fminimax 求解。对于江西赣州基隆嶂

风电场案例，设定当地居民原始电价

为 0.425 元 / 千瓦时，边际电价 0.12 元

/ 千瓦时，得到结果如图 6 所示。

需求侧响应效果仿真与分析

使用上文所述的需求价格弹性分

析即可反映出用户对分时电价的响应

效果。本文通过等效负荷波动率＝等

效负荷标准差 / 等效负荷均值，计算等

图6 分时电价信号

图7 针对江西赣州基隆嶂风电与负荷模拟的需求侧响应策略

表1 针对江西赣州当地商业用户的分时电价信号

电价 峰时 0.58 元 / 千瓦时 平时 0.44 元 / 千瓦时 谷时 0.14 元 / 千瓦时

时段 11:00-19:59
9:00-10:59
20:00-21:59

0:00-8:59
22:0-23:59

表2 需求侧响应策略效果分析

总用电量
（kWh）

电费
（元）

等效负荷
波动率

负荷与发电功率
相关性系数

分时电价前 182775 77679 90.2% -0.804306

分时电价后 181483 66834 45.9% 0.262288

时间

时间

价
格
（
元

/
千
瓦
时
）

价
格
（
元

/
千
瓦
时
）

功
率
（

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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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负荷波动率；通过皮尔逊公式分析

新、旧用电曲线与发电功率曲线的相

关性变化；通过新、旧电价和用电量

计算用户与供电公司的成本。用户在

分时电价后减少的费用，即为供电公

司实施需求侧响应策略时付出的电费

成本。仿真效果见如下两例：

（一）接前文所用的江西赣州基

隆嶂风电机组数据，以及使用 Girlab-D

模拟得到的当地典型商业区负荷，应

用本文设计的需求响应策略制定流程

后得到的结果如图 7 所示。

图 7 中，黄色曲线为风力发电功

率，蓝色曲线为原始负荷，绿色曲线

为实行新电价后的负荷曲线，红色虚

线是制定的分时电价信号，具体见表 1。

根据以上的电价信息和用户用电

曲线，可以对响应效果进行分析。首

先计算用电量：

               Q q
1

24

total t
t

=
=

|               （14）

式中，Qtotal 为当日总用电量，qt

为每小时平均用电功率，即每小时用

电量（kWh）。

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总电费：

           
M p q

1

24

total t t
t

)=
=

|           
（15）                

式中，Mtotal 为日总电费，qt 为各

时段用电量（kWh），pt为各时段电价（元

/ 千瓦时）。

还可以计算等效负荷的波动率：

       R
Load Power

Load Powerv
=

-
-

^
^

h
h       

（16）

式中，R 为等效负荷波动率，

Load 为负荷，Power 为风力发电功

率，σ（Load － Power） 为求取的标准差，

Load Power-^ h为负荷与风力发电功

率之差的平均值。

计算结果见表 2。

从分析数据可以看出，实施制定

表3 针对云南楚雄当地居民用户的分时电价信号

电价 峰时 0.66 元 / 千瓦时 平时 0.39 元 / 千瓦时 谷时 0.33 元 / 千瓦时

时段
11:00-11:59
17:00-17:59

6:00-6:59,10:00-10:59
12:00-12:59, 16:00-16:59

18:00-18:59

0:00-5:59,7:00-9:59
13:00-15:59,19:00-23:59

表4 需求侧响应效果策略分析

总用电量
（kWh）

电费
（元）

等效负荷
波动率

负荷与发电功率
相关性系数

分时电价前 3381 1437.0057 31.7% -0.396346

分时电价后 3855 1437.0012 28.3% 0.434072

图8 针对云南楚雄风电功率与负荷模拟的需求侧响应策略

的分时电价策略后，用电负荷与发电

功率由负相关变为正相关，说明两者

的正相关程度上升，可再生能源率上

升；等效负荷波动率下降了 44.3%，

说明用户用电负荷与发电功率的峰谷

差减小了，达到了使电网系统稳定的

目的；与此同时，用户的总用电量差

别不大，说明策略并未影响用户的总

需求，而主要在于改变了其用电时段，

避免了损害用户用电权益；电费有所

下降，保证了用户进行响应的积极性。

综上，说明了本文所述需求侧响应策

略制定方法的有效性。

（二）云南楚雄大荒山风电场，

装机容量 286MW，单机容量 2MW，

2016 年 4 月全部投运（文章采用 5#、

61#、105#、131# 风电机组典型风况

24 小时功率数据进行模拟计算）。使

用 Girdlab-D 模拟了当地 100 户居民的

用电曲线，根据风电场数据和当地的

居民区负荷模拟，需求侧响应策略与

分析如图 8 所示。

制定的分时电价信号具体见表3。

通过式（1）、（13）、（14）、

时间

价
格
（
元
／
千
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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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率
（

k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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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分析，计算结果见表 4。

从分析数据可以看出，实施制定

的分时电价策略后，居民用电负荷与

所选当地风电机组发电功率由负相关

变为正相关 , 说明两者的正相关程度上

升，可再生能源利用率上升；等效负

荷波动率下降了 3.4%，即等效负荷的

峰谷差减小，对电网的稳定性有所提

升；用户的总用电量差别不大，说明

策略并未影响用户的总需求，而主要

在于改变了其用电时段；电费基本持

平，保证了用户进行响应的积极性。

由于需求响应策略是对用户实施，用

户规模越大，实施前后的数据差异越

明显。与案例（一）比较，本例所模

拟的用户规模较小，因而数据前后差

异较小。但仍可看出，即使是在 100

户的微型用户群中，本文所使用的策

略所达到的降低等效负荷波动率、提

高电网稳定性、提升用电发电正相关

程度的效果仍然是客观的。综上，证

明了本文所述需求侧响应策略制定方

法的有效性。

结论与展望

为了提高风能利用率，提升分布

式风力发电出力与本地负荷的正相关

程度，本文采用模糊聚类和非线性有

约束优化方法，制定了优化的分时电

价需求侧响应策略，并对两种针对不

同负荷类型的策略响应效果进行了仿

真。仿真结果显示，与传统的平抑负

荷需求波动相比，该策略提高了风力

发电功率与负荷特性的正相关程度，

有效提升了分布式风力发电的利用率

和置信容量，提高了电网的稳定性，

达到了优化的目的。在后续研究中，

计划对更多地区的风电机组和当地负

荷的组合进行分析，对本方法进行修

正和优化，以提高其面向不同负荷类

型的适应性。此外，还可以考虑结合

智能电表和智能家电，使某些类型的

负荷进行自动需求侧响应。这样可以

减少全人工需求侧响应带来的不确定

性，进一步优化结合分布式风力发电

特性的需求侧响应策略，为能量管理

与电力系统设计者在规划中提供参考，

对促进我国集约、智能、绿色、低碳

的城镇化建设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摄影：牛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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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地形测风塔被遮挡
引起的发电量误差原因分析及修正

文 | 苗得胜，吴迪，刘飞虹

  

我国风电产业的蓬勃发展推进

了中低风速复杂山区风电场项目的开

发。风资源评估作为风电场开发流程

中的重要一环，对风电场项目的经济

性评价和机组选择起重要指导作用。

相比平原地区风资源评估，复杂

山区的风况受地形影响很大，评估难

度较高。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针对复

杂地形的风资源仿真开展了大量的研

究工作，包括流场模拟、湍流模型和

整场发电量评估等方面。目前，复杂

地形的流场模拟方法已经比较成熟，

主要采用计算流体力学（CFD）手段

进行；对于复杂地形的发电量评估方

法的研究则相对较少。目前工程界采

用测风数据结合定向计算进行外推的

方法计算整场发电量。对于简单地形

而言，这种方法的计算结果可靠性很

高。然而，对于复杂地形，采用这种

方法的计算结果有时会出现较大误

差。目前，这一问题并未引起工程界

广泛的重视，对于误差原因分析的相

关研究较少。

在复杂山区地形立测风塔时，

受安装条件和代表性要求的限制，有

时测风塔四周存在海拔更高的山峰。

在实际的风电场项目中，存在这一现

象：当测风塔被山峰遮挡时，发电量

计算结果出现了较大偏差。这说明测

风塔被遮挡时，采用上述办法进行发

电量计算在某个环节存在问题，需要

从整个发电量计算环节中寻找原因。

基于此，本文针对一个实际项目

案例，用CFD方法进行定向流场模拟，

再结合测风塔数据计算发电量，探究当

测风塔被山峰遮挡时，发电量偏差较大

的原因，并提出合理的修正方案。

发电量计算

一、发电量计算方法简介

目前工程上计算风电场发电量，

一般采用定向计算结合场地内测风塔

测风数据的方法来进行。具体求解思

路如下。

首先，准备地形文件、粗糙度文

件，将360°风向分为若干个扇区，

设置边界条件和求解参数进行CFD求

解，得到机位点和测风塔相对于参考

风速的风加速因子。

风加速因子Cm（dir）定义如下：

Cm u
Vm

dir
ref

dir
=^

^
h

h          
（1）

其中，Vm（dir）是测风塔和机位点

处计算得到的水平风速，uref是入流边

界的参考风速。

然后，处理测风塔原始数据，通

过数据剔除、插补、订正等过程，得

到测风塔处轮毂高度的风速风向时历

数据。

之后，根据定向计算得到的风加

速因子，将测风塔风速外推到每个机

位点，得到尾流前风速。采用相应尾

流模型对尾流前风速进行修正，得到

尾流后风速。

最后，根据对应机型的功率曲线，

推出各机位点处每个时刻点风速对应的

功率，对时间积分得到全年发电量。

二、案例项目定向计算

本文选取的风电场位于河南省中

西部，地势西高东低，西、南、北三

面环山，最高海拔2153.1米，最低海

拔90.1米，为复杂地形。处于南暖温

带向北亚热带过渡地带，为大陆季风

气候，主风向为西南风。此风电场内

共设四座测风塔，其中1号塔（mast-

1）位于山峰上，四周均无遮挡。2号

塔（mast-2）西北偏西风向1000m有一

条山脉，海拔比测风塔所在山峰高约

50m。3号塔（mast-3）正西方900m处

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山脉，海拔比测风

塔高约200m。4号塔（mast-4）位于地

势平缓的小山上，四周无遮挡。四座

测风塔的分布如图1所示。

采用开源CFD软件OpenFOAM进

行定向计算。计算域完全包含四座塔

风塔，并向外围扩展5km，地形边界做

平滑处理。计算域高度取场内海拔高

差的5倍，约3.4km。

计算域划分为六面体网格，网

格水平尺寸20m，地表第一层网格高

2m，网格高度沿垂向按比例放大。对

风电场核心区域网格加密。网格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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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370万，网格如图2所示。

边界条件选择速度入口和压力出

口。边界上的风速分布采用对数风廓

线，公式如下：

1n

1n
U

z
u

z
z z , z z

u z z , z z
0

0

0

0
z

cri

cri
cri2

#

l

l
=

+

+

)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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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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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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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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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n
u

z
z z

u

0

0cri

refl
= +
)

a k           （3）

其中：U（z）是风速沿海拔高度的

分布；u＊是地表摩擦速度；z是离地

高度；z0是地表粗糙度长度；κ是冯卡

曼常数（取0.42）；zcri是大气边界层高

度；uref为参考风速。

假定风电场内空气密度均匀且

恒定不可压缩。大气层热稳定度为中

性，Monin-Obukhov长度取10000m。

不考虑科式力的影响。湍流模型采用

标准k-epsilon湍流模型。

假设正北方向为0°风向角，将

360°来风方向均匀划分为16个扇区，

每隔22.5°设置一个水平入流风向角，

每一水平入流风向角位于对应扇区中

心线上。定向计算工况如表1所示。

N-S方程组中各方程的对流项采

用二阶迎风格式进行离散，扩散项采

用中心差分格式进行离散。收敛判据

设定：速度项、压力项为1E-3，k、

epsilon项设为1E-4。

进行定向计算，获取各个工况下

四座塔的风速、风向数据，以及各个

塔对应各个方向下的风加速因子和流

动细节。

三、发电量计算

定向计算完成后，提取目标点的

风加速因子，计算加速比（目标机位

点风加速因子与测风塔风加速因子的

比值），结合测风数据，外推得到目

标点风速，进一步计算发电量。

表1 定向计算工况设置

编号 风向
（°）

参考风速
（m/s）

参考高度
（m）

粗糙度
（m）

MO 长度
（m）

1 0 12 80 0.05 10000

2 22.5 12 80 0.05 10000

3 45 12 80 0.05 10000

4 67.5 12 80 0.05 10000

5 90 12 80 0.05 10000

6 112.5 12 80 0.05 10000

7 135 12 80 0.05 10000

8 157.5 12 80 0.05 10000

9 180 12 80 0.05 10000

10 202.5 12 80 0.05 10000

11 225 12 80 0.05 10000

12 247.5 12 80 0.05 10000

13 270 12 80 0.05 10000

14 292.5 12 80 0.05 10000

15 315 12 80 0.05 10000

16 337.5 12 80 0.05 10000

图1 地形和测风塔分布示意图

图2 计算域网格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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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量误差原因分析

一、定向计算结果分析

将四座测风塔在各个定向计算得到

的风加速因子整理作图，如图3所示。

从图3可以看到，四座塔在各个

风向下的风加速因子大多在0.8~1.25

之间。然而，在270°入流角工况下，

mast-2的风加速因子只有0.447，mast-3

的风加速因子只有0.255，这说明此时

测量点的风速很小。两座测风塔均位

于山顶，因而这一现象较为反常。

提取270°来流时，mast-3所在的

顺流向剖面的流场，作出云图如图4

所示。

从风速云图上可以看出，正西向

（270°）来风经过山峰后，在山峰后

面形成了一个较长的低风速尾流区，

mast-3刚好位于尾流区内，因而水平风

速远小于来流风速。

除了风速变小，尾流区的风向也会

发生一定的偏转，偏离来流方向。提取

同一剖面的风向矢量图，如图5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到，mast-3处的风

向确实相较来流发生了较大偏转。

在风资源评估中，各个机位点通

过线性插值计算风加速因子时采用的

是定向计算得到的测风塔处的水平风

向角。因此，为了避免加速比文件中

风向角互相交叉，需保证测风塔处模

拟得到的水平风向角与入流风向角之

间的偏差要小于相邻入流风向角间距

的一半（如下式所示）。这是采用测

风数据结合定向计算进行发电量计算

的一个重要假设。

          
2

1n nT #i
a a-+            

（4）

其中，Δθ是定向计算的风向角偏

差，αn+1是第n+1个扇区入流角，αn是

第n个扇区入流角。

图3 定向计算的风加速因子

图4 270°入流角下顺流向剖面风速云图

图5 270°入流角下顺流向剖面风向矢量图

提取各个工况定向计算后各个

测风塔处的水平风向角，计算测风塔

处水平风向角与入流风向角之间的偏

差，如图6所示。

从图6中可以发现，mast-1、mast-

2、mast-4各入流风向下计算得到的水

平入流角偏差均在10°以内。mast-3

的水平风向角在入流角为247.5°、

270°和292.5°时偏离入流角较大，

远大于相邻入流风向角间距的一半

（11.25°），超出了允许的偏差范

围。这一数据说明当风从山脉一侧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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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时，mast-3位置的风向发生了较大

偏转。

二、细化扇区计算结果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入流风向介于

247.5°和292.5°之间时mast-3处风向

的变化规律，对此区间每隔3°取一个

风向进行CFD定向计算，求解参数保

持不变。获取各个测风塔位置对应的

水平风向角如图7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当风向从西南

风逐渐转为西风的过程中，风向逐渐

偏离来风向，偏转幅度达到了180°

（反向）。

综合风速和风向的分析发现，由

于山脉的遮挡，导致山脉侧来风在山

后方形成较大的尾流区。位于此尾流

区的测风塔，一方面风速严重减小，

另一方面风向严重偏离来风方向。

当采用mast-3的作为测风塔进行

发电量计算时，这种风速和风向的变

化会导致两个问题：

1. 当风向偏离不大时，风速严重

偏低导致mast-3的风加速因子非常小，

从而使得运用此加速因子推得的各个

机位点的加速比（目标机位点风加速

因子与测风塔风加速因子的比值）非

常大。导致该扇区的时刻点数据通过

线性插值外推时，风速被严重放大，

造成发电量计算误差；

2 .当测风塔风向偏角超出限值

时，此风向偏差会导致此扇区的加速

比被排列到其他某个扇区，使得该扇

区相邻扇区内的时刻点数据在外推时

采用被严重放大的加速比，从而造成

发电量计算误差。

三、发电量误差分析

为验证上节所述原因引起的发

电量误差大小，将mast-1，mast-2，

mas t -3和mas t -4作为机位点，采用

mast-3作为测风塔，进行发电量计算。

图6 定向计算的水平风向角偏差

图7 247.5~292.5°来风的水平风向角

图8 mast-3原始加速比

首先用mast-3和各个机位点的风

加速因子计算得到各个机位点的加速

比，如图8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到，入流角在270°

附近时，加速比明显偏大。

然后将加速比数据根据定向计算

时mast-3处的风向进行重新排列，得

到用于线性插值的加速比文件，如图

9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到，根据风向重新

排列后，原本异常的270°附近的加速

比被排到了67.5°和90°之间。这一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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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导致采用mast-3实测数据中风向位于

67.5°和90°区间内的时刻点风速推算

机位点对应时刻的风速时，采用严重

偏大的加速比进行线性插值推算，得

到偏大的风速。

分别采用mast-1，mast-2，mast-

3，mast-4作为测风塔，计算四个测风

塔位置的年发电量，如图10所示。

分析图10，mast -1，mast -2，

mast-4作为测风塔计算得到的每台机位

的发电量均比较接近，且各机位变化

趋势一致。mast-3作为测风塔计算得到

的发电量要明显高于其他三座塔。并

且，各机位点发电量的变化趋势与其

他三塔不同。

根据项目经验，在采用不同测风

塔数据计算风电场内的发电量时，各

个机位点发电量大小可能存在差异，

但是各个机位点一般具有固定的变化

趋势。

为了消除不同测风塔代表性的影

响，统计各个机位在整场发电量中的

占比，如图11所示。

可以发现，mas t -1，mas t -2，

mast-4作为测风塔的计算结果呈现出同

一种变化趋势，mast-3计算结果与其他

三塔的趋势明显不同。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mast-3作为

测风塔计算得到的发电量存在明显异

常。而同样存在异常加速因子的mast-2

计算得到发电量并无异常。

对比两组结果表明，单独加速比

异常（非主扇区）并不会导致发电量

的严重偏差；只有当加速比异常的同

时，风向也出现较大偏差，才会导致

发电量的严重偏差。

加速比修正策略

测风塔选址时，一般会保证主风

图9 mast-3重新排列后的加速比

图10 各机位发电小时数（修正前）

图11 各机位发电量占比（修正前）

向上无遮挡。因此即使测风塔某一方向

有遮挡，被遮挡的方向上来风占比一般

很小。基于这一事实，在运用定向计算

结合测风数据进行发电量计算时，可以

将风向超出限定范围的扇区加速比剔除

掉，采用前后扇区的加速比对本扇区时

刻点进行插值计算。以此来避免将异常

加速比排列到其他扇区。

采用上述办法，修正mast-3的加

速比文件，如图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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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修正后的加速比文件重新进行

发电量计算，结果如图13所示。

从图中可以发现，采用mast-3测

风数据结合修正后的加速比文件计算

的发电量相比修正之前在其他三个机

位点均有所降低。

统计各机位点在整场发电量中的

占比情况，如图14所示。

从图中可以发现，用修正后的加

速比文件推得的各机位点发电量占比

与其他三座塔作为测风塔的计算结果

趋势吻合良好。这一结果验证了采用

这种的异常加速比文件修正方案的可

行性。

结论

本文采用开源CFD软件OpenFOAM

结合自编后处理程序进行了某复杂山

区地形风电场测风塔被山峰遮挡引起

的发电量计算误差分析，提出并验证

了一种异常加速比文件修正方案。经

过对比验证，采用此修正方案可以极

大地降低复杂山区地形发电量计算的

不确定性，对复杂山区风电场的风资

源评估具有重要的工程应用意义。主

要工作和结论有以下三个方面：

（1）本文以实际风电场项目为

例，通过CFD定向计算、对比场内不

同测风塔计算结果，详细分析了复杂

山区地形测风塔被遮挡引起的发电量

计算的误差来源。

（2）分析发现当测风塔某一方位

上有较高的山脉时，从山脉一侧的来

风会在山后形成较大范围的尾流区。

测风塔位于此尾流区时，风速和风向

会严重偏离来流。其中，风向偏差过

大会导致加速比重新排列，使得此扇

区定向计算得到的异常加速比被用于

其他扇区的风速预测，最终引起发电

图12 mast-3加速比文件（修正后）

图13 各机位发电小时数（修正后）

图14 各机位发电量占比（修正后）

量计算的误差。尤其当这一加速比被

排列到主风向附近时，计算得到的发

电量会严重偏离实际。

（3）本文提出并验证了一种异常

加速比的修正方案——通过检测定向

计算时测风塔风向的偏差，将超出风

向偏差限值的扇区（非主风向）的加

速比剔除，用剔除后的加速比进行后

续发电量计算，从而避免异常加速比

导致的计算错误。

（作者单位：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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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分布式发电系统移动测试
电源研制

文 | 周金博，孙俪，王鹏强，蒋文功

  

风电场或光伏电站经营管理的主

要目标是要电量、要效益，开源节流

是增加效益的主要手段。开源就是提

高风电机组可利用率、上网电量，存

在一定客观因素；节流包括降低厂用

电率、器件更换维修率等。对于风电

场而言，风电机组及相关系统能否短

期内完成测试并达到并网条件，直接

决定电站收益。

风电场建设中，当风力发电机组

及相关系统组装完成后，需对其可靠

性、稳定性、安全性进行测试评估，

而此时风电场并未接入大电网，无法

让整套发电系统（包括控制系统、冷

却系统）稳定运行起来。一体化风电

机组或光伏电站测试电源，设计目的

是在无大电网支撑的情况下进行电网

模拟，使得风电并网前的检测实验能

够进行。

针对这种需求，本文研制了一

款集储能和泄能功能于一体的风力

发电机组和光伏发电系统测试电源

装置。该电源采用新颖的拓扑结构

和先进的控制策略，不仅可以进行

四象限运行，实现能量的双向流动，

完成风力发电机组和光伏发电系统

发电前的静态调试和动态调试，而

且可以模拟电网电压和频率的特性，

完成风力发电机组和光伏发电系统

的电网适应性测试。

主电路拓扑及工作原理分析

一、主电路拓扑

如图 1 所示，风力发电机组测试

电源主电路由储能单元、功率变化单

元、模拟负载（泄放电阻）单元、三

相三绕组隔离变压器以及五路交流开

关组成。

储能单元包括锂电池和超级电容，

功率变换单元由 DC/AC 变换器和 DC/

DC 变换器组成，DC/AC 变换器和 DC/

DC 变换器在主电路直流侧并联，锂电

池连接在主回路直流侧，第一、第二

交流开关 QF1、QF2 位于主回路上。

锂电池输出的直流电经直流 EMI 滤波

器进入功率变换单元母线。

DC/AC 变换器采用三相桥逆变单

元，将锂电池输出的直流电逆变为具

有额定电压、频率的三相交流电，经

LC 滤波器及交流 EMI 滤波器后将交

流电送入主回路交流侧的三相三绕组

隔离变压器进行电能分配，通过次边

两个绕组分别输出 380Vac 和 690Vac

三相工频交流电。

DC/DC 变换器由三路交错型双向

斩波电路构成，其输出端（未与 DC/

AC 变换器并联的一端）经第四交流

开关连接锂电池、经第五交流开关连

接超级电容、经第三交流开关连接模

拟负载。第三、第四、第五交流开关

QF3 － QF5 的输入侧并联，第四、

第五交流开关 QF4、QF5 输出侧的三

路正极分别并联后输出。DC/DC 变

换器采用带磁耦合电感的 LC 滤波电

路，等效提高了开关频率，大大降低

了 du/dt，同时减小了模拟负载泄能时

图1 主电路拓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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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线直流电压的波动，同时减少了电

感的噪声。通过第三～第五交流开关

QF3 ～ QF5（断路器或接触器）使功

率变换单元分时复用，实现储能单元

充放电（包括储能单元首次充电）和

模拟负载泄能分时进行。

二、工作原理分析

本文设计开发的电源用于风电场

接大电网之前的风电机组系统调试工

作，包括变桨和偏航系统的调试、风

电变流器的小功率并网测试，以及整

机的系统调试工作等。完成调试的初

始能量由锂电池和超级电容器组提供，

当风电机组发电能量反灌时给储能单

元充电，为防止反灌能量出现“供”

大于“求”，模拟负载提供泄能通道。

该电源接风力发电机组时系统原

理如图 2 所示，测试风力发电机组小

功率并网发电时，当风电变流器网侧

启动开始，闭合第五交流开关，通过

超级电容为风电变流器提供冲击性能

量；当风电变流器网侧启动成功后，

断开第五交流开关；当风电机组启动

后开始能量反灌时，通过主回路给锂

电池充电，充满后闭合第五交流开关

给超级电容充电，充满后如果还有多

余能量，断开第四交流开关和第五交

流开关，同时闭合第三交流开关，利

用模拟负载泄放多余的能量。当风电

变流器反灌过来的功率大于电池的充

电功率时，保持第四和第五交流开关

断开，同时闭合第三交流开关，通过

改变 DC/DC 占空比来调节泄放功率，

从而使得反灌功率与充电功率、泄放

功率达到平衡。

该测试电源系统的创新之处在于：

（1）储能单元与模拟负载通过功

率开关并联，集储能与泄能于一体，

在被测试系统没有接入大电网之前提

供能量支撑和能量存储，当系统负载

图2 测试电源接风电机组时原理图

发生能量反灌时提供泄能通道，并且

通过对 DC/DC 所接模拟负载的电流和

功率控制，实现对储能单元充电电流

和功率的控制。

（2）超级电容通过双向 DC/DC

变换器与锂电池并联，实现高能量密

度特性和高功率特性的完美统一，大

大增强了系统的波动性负载适应能力。

（3）采用三路 DC/DC 作为三路

模拟负载的开关，实现了模拟负载的

分时切入，等效开关频率大为提高，

为单路的三倍，能更好地实现电流和

功率的瞬时和稳态控制，同时降低了

单路电阻负载的功率，有助于散热系

统的设计，提高了经济性能。

（4）Buck/Boost 电路与模拟负

载放电回路共用三路 DC/DC 开关，通

过交流开关实现其分时复用，减少了

DC/DC 滤波器和 IGBT 的使用数量，

节约了成本。

（5）功率器件直流侧、交流侧均

有 EMI 滤波器，有效减小高频分量对

输出电能质量的负面影响，抑制电磁

干扰对控制系统的影响。

（6）DC/DC 输出侧采用带共模

电感的耦合电感，以交错方式运行，

从而在共模电感（直流滤波电感）不

变的条件下，使得差模均流电感增大，

总的电感尺寸降低；使用交错式方法

运行，提高了耦合电感的等效开关频

率，使得电感工作时产生的噪音降低。

控制策略及测试实验

与主电路对应的控制部分包括

DC/AC 和双向 DC/DC 两部分的控制。

DC/AC 部分采用三相逆变桥结

构，在并网充放电时采用 PWM 控制

实现四象限运行，在离网接风电机组

输出变压变频的三相交流电时采用基

于电压和电流瞬时值的双闭环控制方

式，此方式不仅可以满足高性能指标

的要求，还可以使系统提高响应速度，

增强稳定性。在电流内环中引入电流

前馈加快逆变器动态响应速度，增强

对非线性负载扰动的适应能力，并且

图3 DC/AC离网模式双闭环控制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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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输出电压的谐波含量。图 3 为双

闭环控制框图。

逆变器引入反馈控制，因此需要

采用 A/D 转换器以及其他各种检测元

件，但实际中 A/D 转换器和检测元件

存在零点漂移， 且功率管不一致的特

性均会使 SPWM 波形正负不对称，使

得逆变器输出电压含有直流分量， 对

逆变器本身及用电设备造成一定的危

害 ，故需要考虑在系统中引入对直流

分量的抑制。 对输出电压一个周期 T

内的平均值进行积分，即可得到该周

期的直流分量：

      1U T u t dt
1

odc o
kT

k T

=
+ ^^ hh#

随后，将给定值与Uodc 进行比较，

其误差经 PI 调节器调节，作为下一周

期输出电压的直流分量修正值，修正

值与原调制信号相加即为 PWM 的调

制信号。

双 向 DC/DC 部 分 为 非 隔 离 型

Buck-Boost 双向变换器，为了实现低

压侧超级电容器和锂电池与直流高压

之间的能量双向流动且保持高压侧电

压恒定，因此锂电池外接 DC/DC 部分

采用双 PI 控制结构，外环高压侧给定

值 Udcref 与实测值 Udc 的偏差经 PI 调节

器输出高压侧电流控制信号 Idcref，电流

环的输出经 PWM 脉宽调制控制 DC/

DC 变换器。由于锂电池组的输出电流

不能突变，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超级

电容采用单电流环控制，电流环的电

流给定 Idcref 2 为系统实际的输出电流减

去锂电池的最大输出电流的差值。锂

电池和超级电容系统控制框图如图 4

和图 5 所示。

整套电源系统控制结构如图 6 所

示，FPGA 的作用是对电流、电压的采

集，输入信号逻辑处理及各种逻辑保

护、接口处理；DSP 的作用是对 DC/

图4 锂电池双向DC／DC双闭环控制框图

图5 超级电容双向DC／DC双闭环控制框图

图6 测试电源控制结构图

DC 和 DC/AC 变换器控制算法的处

理，上位机之间的通信，以及电流、

电压传感器采集到的电流、电压信号

经 A/D 模块转换后送入 FPGA，随后，

FPGA 对采集信号进行逻辑处理后送入

DSP，通过软件编程实现对测试电源

的控制策略，最后将各种电压、电流、

频率及故障报警信号通过在 DSP 上显

示并同时传输给上位机。

该测试电源系统于 2016 年 11

月在甘肃武威周家井风电场完成了

2.2MW 直驱风电机组的系统静态和动

态调试，测试波形如图 7 所示，测试

电源输出稳定的 690V 三相交流电源

给 2.2MW 风电机组主控系统和变流器

弱电系统提供电源完成静态调试，图 8

为动态调试时风电变流器发出的电能

通过测试电源一部分用来给测试电源

储能系统进行充电，剩余能量通过泄

放电阻泄放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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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风电机组静态调试时测试电源输出
电压和电流波形

图8 风电机组动态调试时测试电源输出
参数和电压波形

结论

本文介绍了一种适用于风电场和

光伏电站的移动测试电源，该电源采

用新颖的拓扑结构和先进的控制策略，

不仅能完成风力发电机组发电前的静

态调试和动态调试，而且能模拟电网

电压和频率的特性，可以满足 2MW 及

以下功率的风电机组和 1MW 及以下

功率的光伏发电系统在接大电网之前

的系统调试以及小功率并网测试。该

产品目前在北京航天万源甘肃武威周

家井风电场的应用结果表明该产品在

无大电网支撑的情况下，通过自身的

储能功能和负载模拟吸收功能，大大

加快了整个风电场的静态调试和动态

并网调试的进度，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对于更大功率的测试电源和光伏电站

的应用，这里的分析所得结论同样适

用，可以作为分析和设计参考。

（作者单位：威腾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摄影：李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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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机工况下风电机组的载荷对比分析
文 | 王煜翔，田德，闫肖蒙，林俊杰，罗涛 

 

风电机组运行在复杂的自然环境中，所受载荷情况非

常复杂，载荷计算是风电机组认证和设计中的首要问题，是

结构强度校核与部件选型的基础。风电机组厂家在机组设计

过程中，如果设计载荷偏低，当遇到极端风况时，风电机组

轻则出现故障，重则发生机组倒塌事故，造成严重的经济损

失；如果设计载荷偏高，对材料的性能要求过高，从而大幅

度增加风电机组的总体造价。因此，载荷计算在风电机组设

计中占着重要的地位。

目前，风电机组载荷计算大部分采用国际通用标准——

国际电工委员会 2005 年修订的 IEC 61400-1 标准（以下简

称 IEC2005）。IEC2005 标准有 8 种设计工况，包括：发电、

发电兼故障、起动、正常关机、紧急关机、停机、停机兼故

障以及运输组装维护与修理。其中，停机工况分为静止和空

转两种状态，但是停机工况下的载荷设计是以静止状态的载

荷计算结果为依据，还是以空转状态下的载荷计算结果为依

据，目前尚无定论。基于此，本文以 1.5MW 水平轴风电机

组为模型，对停机工况下的静止和空转状态的载荷计算结果

进行对比分析，得出停机工况下的载荷设计依据。

风电机组模型参数

载荷计算采用 1.5MW 双馈异步风电机组模型，详细参

数如表 1 所示；机组安全等级 A。风电机组安全等级基本参

数如表 2 所示。

停机风况介绍

根据 IEC2005，停机工况分为两种风况，极端风速模

型（EWM）和正常湍流模型（NTM）。

一、极端风速模型（EWM）

极端风速模型应是稳态风速模型或湍流风速模型，该

风速模型是基于参考风速 Vref 与恒定的湍流标准偏差 σ1。

对于稳态风速模型，50 年一遇和 1 年一遇的极大风速

Ve50 和 Ve1 作为高度 z 的函数，应采用公式（1）、公式（2）

进行计算：

                     
1.4 /V z V z z50

0.11
e ref hub=^ ^h h

                  
（1）

                   0.8V z V z501e e=^ ^h h                  （2）

在稳态极端风速模型中，允许短时间内与平均风向有

一定的偏离，应假定恒定的偏航误差在 ±15°范围内。

对于湍流极端风速模型，50 年和 1 年一遇的 10min 平

均风速是高度 z 的函数，应采用公式（3）、公式（4）进行

计算。

表1 风电机组模型参数

参数（单位） 数值

机组容量（ MW） 1.5 

叶片数量 3

额定转速（ r/min） 17

风轮直径（m） 77

额定风速（m/s） 11

切入风速 （m/s） 3 

切出风速（ m/s） 25

机组安全等级 II A

齿轮箱传动比 104.125

塔架高度（m） 68

轮毂高度（m） 70

旋转方向 顺时针

叶片位置 上风向

功率调节方式 变桨变速

表2 风电机组安全等级基本参数

风电机组安全等级 Ⅰ II III S

Vref（m/s） 50 42.5 37.5

设计值由设计者选
定

A      Iref     （-） 0.16

B      Iref     （-） 0.14

C      Iref     （-） 0.12

注 ：1. 表中所示参数值对应于轮毂高度。

2.Vref 表示 10min 平均参考风速 ；A 表示高湍流特性等级 ；B 表示中湍流特

性等级；C 表示低湍流特性等级；Iref 表示风速为 15m/s 时湍流强度的期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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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z V z z 0.11
50 hubref=^ ^h h

                  
（3）

                   0.8V z V z501 =^ ^h h                  （4）

纵向湍流标准偏差为：

                             0.11Vhub1v =                                  
（5）

二、正常湍流模型（NTM）

对于正常湍流模型，轮毂高度处风速的湍流标准偏差

的代表值 σ1 应由该风速下湍流标准偏差分布的 90% 分位数

确定。对于标准风电机组等级，σ1 采用公式（6）进行计算：

              0.75 ; 5.6 /I V b b m s1 ref hubv = + =^ h                  （6）

计算模型

在停机工况下，运用 Kaimal 和 Mann 湍流谱密度模型，

分别对静止和空转两种状态的风电机组进行载荷计算，对计

算结果进行分析对比，得出结论。

Bladed 湍流风模型采用三种模型进行仿真，分别是

Von Karman、Kaimal 以及 Mann 模型。目前风电机组设计

要求 IEC 标准规定采用 Kaimal 谱和 Mann 均匀切变湍流模

型，停止使用 Von Karman 湍流模型。同时研究文献中表明，

应用 Kaimal 和 Mann 模型计算出的极限载荷和等效疲劳载

荷相对于 Von Karman 更为保守。基于此，本文采用 Kaimal

和 Mann 湍流风模型进行仿真计算。

一、Mann均匀切变湍流模型

Mann 湍流谱密度模型定义了一个三维速度谱张量，与

Von Karman 模型稍微不同，假设该模型产生的随机速度场

以轮毂高度风速流过风电机组，某一点的速度分量谱可对谱

张量进行积分计算，那么无量纲的单面谱公式为：

              4 2fS f
V

lf
V

lf
2 2

2

i

i

i

iso

hub
ii

hubv v
v r r

W=
^ c ch m m                  （7）

                 

             ,,k k k k dk dk1 2 3 2 3ij l ijW U=
3

3

3

3

--

^ ^h h##                 （8）  

式中，f 代表频率，Hz；Si 代表单边速度分量谱；下标 

i 代表速度分量方向，1 为纵向，2 为横向，3 为竖向；σ2
iso、

l 分别代表无切变、各向同性方差和尺度参数；当 i ＝ j 时，

Ψij 是一维的波数自谱密度；当 i ≠ j 且分量方差为公式（9）

时，Ψij 为正交谱；Vhub 表示轮毂高度处的风速，下标 hub 表

示轮毂高度处的位置。

 , ,k k k dk dk dk2
1 2 3 2 31

2
iso iji vv U=

3

3

3

3

3

3

---

^ h###            
（9）

同样，对于垂直于纵向的多个空间分离点，相关函数为：

, ,
2

2
, ,

2
Coh f l l

V
lf

V
lf

k k e e

V
lf2 3

2 3

ij

ii
hub

jj
hub

ij
hub

ik ik dk dk2 2 3 3 2 3

d d
r

r

r
W

U

W

= 3

3

3

3

d d

-

- -

-^
c

c c
h

m

m

m

##     
                                                                                 （10）

式中，Φij（k1，k2，k3）是三维无量纲速度谱张量；

k1，k2，k3 是 3 个分量方向的无量纲空间波数；δ2，δ3 为无

量纲空间分离的矢量分量。

二、Kaimal谱和指数相干模型

Kaimal 谱和指数相干模型同样定义了一个三维速度谱

张量，模型中湍流分量方差率以及竖向速度分量的方程形式

与 Mann 均匀切变湍流模型略有不同，Kaimal 分量功率谱密

度无量纲形式为：

                             1 6 /
4 /fS f

fL V
fL V

2 5/3
k

k

k hub

k hub

v
=

+
^

^
h

h                     （11）

式中，f 代表频率，Hz；Sk 代表单边速度分量谱；下标 

k 代表速度分量方向，1 为纵向，2 为横向，3 为竖向；Lk 代

表速度分量积分尺度参数；σk 代表速度分量标准偏差，其表

达式为：

                             
S f df2

0

k kv =
3

^ h#
               

         
     

（12）

                                  0.82 1v v=                                  （13）

                           0.5 13v v=                                    （14）

             .L 8 1 11 K=                                    （15）

                            .L 2 7 12 K=                                  （16）

式中，σ1 和 Λ1 分别是湍流标准偏差和尺度参数。

无量纲互谱相干模型为： 

, exp 12 / 0.12 /Coh r f f r V r L2 2 0.5
hub c$= - +^ ^ ^h h h6 @" ,      （17）

式中，r 代表两点之间分离矢量在垂直于平均风向平面

上的投影值；f代表频率，Hz；Lc 代表相干尺度参数，取 8.1Λ1  

（Λ1 为尺度参数）。

Kaimal 与 Mann 模型的相关参数如表 3、表 4 所示。

停机工况下的设计载荷状态如表 5 所示，在 DLC6.1、

DLC6.2 和 DLC6.3 设计状态下，采用极端风速模型；在

DLC6.4 设计状态下，采用正常湍流模型。

 

计算结果与分析

在进行停机工况的载荷设计时，若设计载荷偏小，在

风电机组的实际运行中可能发生超载现象。在风电机组实际

运行过程中，对风电机组进行载荷设计时，应采取较大的载

荷计算结果，这样才能保证机组在实际条件下更加安全可靠

的运行，预防飞轮、倒塔等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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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极限载荷对比分析

在 Kaimal 与 Mann 风湍流模型下，通过对风电机组关

键位置处的的极限载荷计算，比较两种模型下风电机组关键

位置处极限载荷的要求情况并加以分析。

（一）Kaimal 模型停机工况极限载荷计算结果

在停机工况下，采用Kaimal模型对风电机组叶片、轮毂、

塔架等关键部位进行极限载荷计算，得出静止和空转状态下

的极限载荷分量计算结果，如图 1 －图 3 所示。在叶片根部、

轮毂和塔架底部位置，静止状态下的极限载荷分量明显大于

空转状态。

通过图 1 可以看出，在叶片根部，静止和空转状态极

限载荷分量相差最小的为 Fy，相差率（两种状态下同一极

限载荷分量的差值与较小值之比）为 60%；两者极限载荷

表3 Kaimal模型相关参数

模型
Λ1

（m）
纵向尺度

参数（m）
横向尺度

参数（m）
竖向尺度

参数（m）
LC

 （m）
H

Kaimal 42 340.2 113.4 27.72 340.2 12

表4 Mann模型相关参数

模型 剪切参数
L

（m）
FFT 点数

最大垂直波长
（m）

Mann 3.9 33.6 32 134.4

表5 停机工况设计载荷状态

设计工况 DLC 风况 其他条件 分析类型 局部安全系数 本文计算工况数 / 个

停机
（静止或空转）

6.1
EWM 

Vhub ＝ Ve50
U 1.35（N） 18

6.2
EWM 

Vhub ＝ Ve50
脱离电网连接 U 1.1（A） 72

6.3
EWM 

Vhub ＝ Ve1
极端偏航偏差 U 1.35（N） 30

6.4
NTM 

Vhub<0.7Vref
F * 252

注 ：F 代表疲劳载荷分析 ；U 代表极限强度分析 ；N 表示正常，安全系数取 1.35 ；A 表示非正常，安全系数取 1.1 ；* 表示疲劳局部安全系数 ；Vhub 表示轮毂

高度处的平均风速 ；Vref 表示参考风速 ；Ve50 表示 50 年一遇极端风速 ；Ve1 表示 1 年一遇极端风速。 

图1 叶片根部极限载荷分量对比 （Kaimal模型） 

图3 塔架底部极限载荷分量对比（Kaimal模型）       

图2 旋转轮毂极限载荷分量对比（Kaimal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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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量相差最大的为 Fz，差值高于一个数量级。这是由于在

空转状态下，极端风况的风载荷，一部分由叶片自身承受，

一部分转化为风轮旋转的动能；在静止状态下，风载荷全部

由叶片自身承受，极限载荷分量较大。

通过图 2 可以看出，在轮毂位置处，静止状态下的极

限载荷分量 Mz、Myz 比空转状态下大一个数量级。产生这

种现象的原因与叶根相似，由于在空转状态下，极端风况的

风载荷，一部分由轮毂自身承受，一部分转化为旋转的动能；

在静止状态下，风载荷全部由轮毂部分承受，极限载荷分量

较大。

通过图 3 可以看出，在塔架底部的极限载荷分量中，

两种状态下的 Fz 相差较小，其他极限载荷分量静止状态均

比空转状态大且差别明显，两种状态下的 My 相差最大，该

分量下静止状态为空转状态的 8 倍。极限载荷分量 Fz 是由

于在塔架坐标系中，z 方向为垂直方向，塔架底部在 z 方向

承受的力 Fz 是风电机组机舱以及塔架的重力，该力几乎不

受风载荷的影响，因此极限载荷分量 Fz 相差很小。而在其

他载荷分量处相差较大，是由于塔架底部承受的是机舱、叶

片及塔架本身的力。在静止状态下，叶片、轮毂等重要部件

受力大于空转状态，因此，塔架底部在静止状态下受力同样

大于空转状态。

综上所述，在 Kaimal 模型停机工况下，在空转状态下

计算得出的极限载荷分量相对较小，在静止状态下计算得出

的极限载荷分量较大。因此，在采用 Kaimal 模型时，停机

工况下应根据静止状态的极限载荷计算结果，进行机组极限

载荷设计。

（二）Mann 模型停机工况极限载荷计算结果

在停机工况下，采用 Mann 模型对风电机组叶片、轮毂、

塔架等关键部位进行极限载荷计算，得出静止和空转状态下

的极限载荷分量计算结果，如图 4 －图 6 所示。在停机工况

下，在叶片根部、轮毂和塔架底部位置，静止状态下的极限

载荷分量同样大于空转状态下的极限载荷分量。与 Kaimal

模型相比，Mann 模型下空转与静止状态时的极限载荷分量

差距较小，其极限载荷分量差值小于一个数量级，这是由于

Kaimal 模型与 Mann 模型设置的参数不同。

通过图 4 可以看出，在叶根位置，静止与空转状态下

的极限载荷分量 Fy 差距较小。这是由于在叶片坐标系中，

y 方向垂直于风速方向，受风载荷的影响较小，因此两种状

态下的极限载荷分量 Fy 差别不大。这种情况在 Kaimal 模型

中的叶根极限载荷分量 Fy 中也有体现，产生这种情况的原

图4 叶片根部极限载荷分量对比（Mann模型）

图5 旋转轮毂极限载荷分量对比（Mann模型）

图6 塔架底部极限载荷分量对比（Mann模型） 

因与 Mann 模型相同。

通过图 5、图 6 可以看出，在轮毂和塔架底部位置

处，Mann 模型在静止和空转状态下的极限载荷分量分布与

Kaimal 模型相似。

综上所述，在 Mann 模型停机工况下，按照 IEC2005

标准得出的极限载荷计算对比结果与 Kaimal 模型相同，即

在空转状态下的极限载荷分量较小，在静止状态下的极限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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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叶片根部载荷分量对比（Kaimal模型）

S-N
曲线

反斜率

空转 静止

Mx

（Nm）
/*106

My

（Nm） 
/*106

Mz

（Nm） 
/*106

Mx

（Nm） 
/*106

My

（Nm） 
/*106

Mz

（Nm） 
/*106

3 0.839 0.120 0.019 826 253 133

4 0.940 0.107 0.021 1730 521 259

5 1.010 0.106 0.022 3010 899 448

6 1.060 0.111 0.023 4350 1300 648

7 1.100 0.119 0.024 5650 1690 842

8 1.120 0.128 0.025 6890 2050 1030

9 1.150 0.138 0.025 8030 2390 1200

10 1.170 0.149 0.026 9070 2700 1350

11 1.180 0.159 0.026 10000 2990 1490

12 1.200 0.170 0.026 10900 3250 1630

表8 塔架底部载荷分量对比（Kaimal模型）

S-N
曲线

反斜率

空转 静止

Mx

（Nm）
/*103

My

（Nm） 
/*103

Mz

（Nm） 
/*103

Mx

（Nm） 
/*103

My

（Nm） 
/*103

Mz

（Nm） 
/*103

3 2.618 1.222 0.186 2110 175 474

4 2.610 1.228 0.168 4580 369 975

5 2.794 1.320 0.172 7940 640 1690

6 3.061 1.453 0.186 11500 925 2450

7 3.371 1.609 0.203 14900 1200 3180

8 3.701 1.781 0.223 18200 1470 3880

9 4.039 1.962 0.244 21200 1710 4520

10 4.378 2.146 0.265 24000 1930 5110

11 4.711 2.332 0.285 26500 2140 5650

12 5.037 2.514 0.305 28800 2320 6140

表9 叶片根部载荷分量对比（Mann模型）

S-N
曲线

反斜率

空转 静止

Mx

（Nm）
/*105

My

（Nm） 
/*105

Mz

（Nm） 
/*105

Mx

（Nm） 
/*105

My

（Nm） 
/*105

Mz

（Nm） 
/*105

3 8.549 1.020 0.185 120.0 94.6 14.2

4 9.566 0.980 0.208 239.0 165.0 27.5

5 10.300 1.033 0.223 393.0 263.0 45.4

6 10.800 1.123 0.233 553.0 369.0 63.8

7 11.200 1.233 0.241 709.0 474.0 81.8

8 11.500 1.353 0.248 857.0 575.0 98.7

9 11.700 1.477 0.253 995.0 669.0 114.0

10 11.900 1.605 0.257 1120.0 755.0 129.0

11 12.100 1.732 0.260 1240.0 835.0 142.0

12 12.300 1.860 0.264 1350.0 907.0 154.0

表7 旋转轮毂载荷分量对比（Kaimal模型）

S-N
曲线

反斜率

空转 静止

Mx

（Nm）
/*103

My

（Nm） 
/*103

Mz

（Nm） 
/*103

Mx

（Nm） 
/*103

My

（Nm） 
/*103

Mz

（Nm） 
/*103

3 0.187 0.162 0.163 84.8 321.0 249.6

4 0.157 0.145 0.146 155.0 663.2 518.4

5 0.150 0.146 0.147 252.5 1150.0 897.1

6 0.151 0.152 0.154 352.1 1650.0 1300.0

7 0.156 0.162 0.164 447.9 2150.0 1680.0

8 0.164 0.174 0.176 537.5 2620.0 2050.0

9 0.172 0.186 0.189 620.0 3050.0 2390.0

10 0.182 0.200 0.202 695.5 3450.0 2700.0

11 0.192 0.213 0.216 764.5 3810.0 2990.0

12 0.202 0.227 0.229 827.4 4140.0 3250.0

表10 旋转轮毂载荷分量对比（Mann模型）

S-N
曲线

反斜率

空转 静止

Mx

（Nm）
/*103

My

（Nm） 
/*103

Mz

（Nm） 
/*103

Mx

（Nm） 
/*103

My

（Nm） 
/*103

Mz

（Nm） 
/*103

3 1.484 1.382 1.374 174.0 116.8 130.3

4 1.376 1.339 1.337 335.5 186.8 186.4

5 1.404 1.410 1.412 541.1 289.6 296.8

6 1.485 1.525 1.532 752.0 398.1 422.1

7 1.592 1.663 1.675 955.6 505.4 546.4

8 1.712 1.816 1.831 1146.6 608.1 664.3

9 1.840 1.975 1.991 1323.2 704.4 773.8

10 1.971 2.138 2.152 1485.4 793.7 874.6

11 2.102 2.302 2.312 1634.0 875.9 966.7

12 2.232 2.463 2.469 1770.1 951.4 1051.0

表11 塔架底部载荷分量对比（Mann模型）

S-N
曲线

反斜率

空转 静止

Mx

（Nm）
/*103

My

（Nm） 
/*103

Mz

（Nm） 
/*103

Mx

（Nm） 
/*103

My

（Nm） 
/*103

Mz

（Nm） 
/*103

3 4.333 1.753 0.178 28.7 44.0 12.1

4 4.362 1.825 0.176 57.7 62.8 17.2

5 4.658 1.997 0.188 96.1 88.7 26.3

6 5.073 2.212 0.207 137.2 116.2 36.6

7 5.556 2.456 0.229 177.7 142.9 46.8

8 6.087 2.721 0.253 216.0 167.6 56.7

9 6.657 3.003 0.277 251.6 190.4 65.9

10 7.255 3.296 0.303 284.3 211.1 74.4

11 7.867 3.593 0.328 314.3 229.9 82.2

12 8.481 3.889 0.352 341.7 247.1 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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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分量较大。因此，得出与 Kaimal 模型一致的结论，停机

工况下应根据静止状态的极限载荷计算结果，进行机组极限

载荷设计。

（三）停机工况极限载荷设计选取

根据 Kaimal 模型和 Mann 模型极限载荷计算结果的对

比分析，得出结论：在停机工况下，在叶片根部、轮毂和塔

架底部位置，采用静止状态计算得出的极限载荷分量较大，

采用空转状态计算得出的极限载荷分量较小。因此，考虑到

实际环境中的运行情况，应以静止状态下的极限载荷计算结

果为依据进行极限载荷设计。

二、疲劳载荷对比分析

在 Kaimal 与 Mann 风湍流模型下，通过对风电机组关

键位置处的等效疲劳载荷计算，比较两种模型下风电机组关

键位置处等效疲劳载荷的要求情况并加以分析。

S-N 曲线为疲劳寿命曲线，疲劳寿命是疲劳失效时所

经受的应力或应变的循环次数。不同的 S-N 曲线反斜率，

如表中所示（数字 3 到 12）分别代表风电机组不同部件所

用的材料。

（一）Kaimal 模型停机工况疲劳载荷计算结果

在停机工况下，采用 Kaimal 模型、应用雨流计数统计

对风电机组叶片、轮毂、塔架等关键部位进行疲劳载荷计算，

得出静止和空转状态下的等效疲劳载荷，如表 6－表 8 所示。

在叶片根部、轮毂和塔架底部位置，静止和空转状态下的弯

矩等效疲劳载荷差距较大。

在 Kaimal 模型下，二者最小的差距出现在表 7， 即旋

转轮毂与固定轮毂的 S-N 曲线反斜率为 3 的位置，Mx 相差

454 倍；最大的差距出现在表 6， 即叶片根部的 S-N 曲线反

斜率为 12 的位置，Mz 相差 62692 倍。

综上所述，在 Kaimal 模型停机工况下，采用静止状态

计算出的等效疲劳载荷远远大于空转状态。因此，停机工况

下根据静止状态的等效疲劳载荷计算结果，机组安全性更高。

（二）Mann 模型停机工况疲劳载荷计算结果

在停机工况下，采用 Mann 模型、应用雨流计数统计

对风电机组叶片、轮毂、塔架等关键部位进行疲劳载荷计算，

得出静止和空转状态下的等效疲劳载荷，如表9－表11所示。

在叶片根部、轮毂和塔架底部位置，静止和空转状态下的弯

矩等效疲劳载荷差距也较大，但与 Kaimal 模型相比，差距

相对较小。

在 Mann 模型下，二者最小的差距出现在表 11，即塔

架底部载荷 S-N 曲线反斜率为 3 的位置，Mx 相差 7 倍；二

者最大的差距出现在表 10，即旋转轮毂载荷 S-N 曲线反斜

率为 12 的位置，Mx 相差 793 倍。

综上所述，在 Mann 模型停机工况下，静止状态所计

算出的等效疲劳载荷远远大于空转状态。因此，为保证风电

机组的载荷设计更加安全可靠，停机工况下应根据静止状态

的等效疲劳载荷计算结果。

（三）停机工况疲劳载荷设计选取

根据 Kaimal 模型和 Mann 模型等效疲劳载荷计算结果

的对比分析，得出结论：在停机工况下，在叶片根部、轮毂

和塔架底部位置，采用静止状态计算得出的等效疲劳载荷远

远大于空转状态计算得出的等效疲劳载荷。因此，考虑到实

际环境中的运行情况，应以静止状态下的等效疲劳载荷计算

结果为依据进行疲劳载荷设计。

结论

基于 IEC2005 标准，以 1.5MW 双馈异步风电机组为研

究对象，在停机工况下分别采用 Kaimal 和 Mann 湍流谱密

度模型，对静止状态和空转状态下的风电机组进行载荷计

算。根据 Kaimal 和 Mann 模型下两种状态的极限载荷和等

效疲劳载荷计算结果，依据风电机组设计载荷选取原则，判

断应以哪一种状态的载荷结果作为停机工况下的载荷设计

依据，增强机组在极端风况下的抗破坏能力，提高机组的设

计可靠性。得出结论如下：

（1）在停机工况 Kaimal 模型和 Mann 模型下，在风电

机组叶片、轮毂、塔架等关键位置，采用静止状态计算得出

的极限载荷分量均比空转状态大，最大相差一个数量级，所

以应以静止状态下的极限载荷计算结果为依据进行极限载

荷设计。

（2）在停机工况 Kaimal 模型和 Mann 模型下，在风电

机组叶片、轮毂、塔架等关键位置，采用静止状态计算得出

的等效疲劳载荷远远大于空转状态，最大的差距为 62692倍，

所以应以静止状态下的等效疲劳载荷计算结果为依据进行

疲劳载荷设计。

（3）在停机工况 Kaimal 模型和 Mann 模型下，在风电

机组关键位置，采用静止状态计算得出的极限载荷和等效疲

劳载荷均大于空转状态。综合考虑极限载荷和等效疲劳载

荷，在进行停机工况的载荷设计时，应以静止状态的载荷计

算结果为依据。

（作者单位：华北电力大学可再生能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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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桨距风力发电机组叶尖延长改造评估 
文 | 程明哲，周晓亮，翁海平，龚玉祥

我国风能资源丰富，陆上风电主要分布于“三北”（东北、

华北、西北）地区、东南沿海地区以及内陆局部地区。其中，

“三北”地区风能储量占全国陆上风能储量的 79%。随着

全球变暖，导致两极与赤道的温差缩小，全球风速都在变小。

研究指出近 50 年来除青藏高原及其东部和东南地区年平均

风速不存在显著变化外，我国大部分地区年平均风速呈明

显减小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已装机风电机组的发电

性能明显下降。而运营商出于经济性考虑，则希望通过技

术手段对原叶片进行技术改造而提高发电量。

目前较为成熟的技术改造方法有叶片延长和加装增功

组件两种。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表明，叶尖延长可带来非常

可观的发电性能提升。并且山西某风电场已有数台进行了

叶尖延长的技术改造，其年发电量增幅大于 5%。然而，叶

尖延长也同时会带来整机载荷的增加。目前很少有研究表

明叶尖延长对整机载荷及安全性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对

某风电场 1.5MW 变桨距风电机组进行叶尖延长技术改造，

并从整机角度分析技改机组的载荷、强度和发电性能，从

而评估该方法的可行性，也为叶尖延长方案的实施提供理

论依据。

理论基础

风电机组的发电性能主要通过年发电量进行评估。年

发电量取决于风电机组的输出功率与风电场的风速分布。

这些参数的确定将在下文进行详细介绍。

一、输出功率

从接收风能的风轮端到输出电能的电机端，中间要经

过空气动力、传动链、电机的转化。最终电机端实际的输

出功率可表示为：

                      2
1W C v R3 2

1 2pt rh h=                          （1）
式中，

W：电机输出功率

ρ：空气密度

v： 额定风速

R： 风轮半径

Cp：风轮功率系数

η1：传动链效率

η2：电机效率

对运行的风电机组来说，现场的空气密度、叶片的风

能利用系数、风况水平均已确定，而叶片长度的二次方与

输出功率成正比。

二、风速分布

风速分布作为风电机组设计的重要参考因素，GL2010

标准提供了两种分布函数，分别为威布尔函数和瑞利函数。

本文将以威布尔函数进行载荷和年发电量的计算，其表达

式为：

                    1 C
Vp V exp

k

= - -^ ah k: D                          （2）
                          

1 1C
k

Vave=
C +a k

                                 

                                                                                     （3）

式中，

V： 轮毂高度处风速

p（V）：风速 V 出现的概率

C： 威布尔函数尺寸参数

基金项目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风电机组智能控制技术研究及示范（2015BAA06B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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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威布尔函数形状参数

Vave：轮毂高度处年平均风速

三、年发电量

风电机组的年发电量不仅取决于风电机组自身的输出

功率，还与现场的风力条件息息相关。年发电量用公式可

表示为：

87608760 V P V p VP P V p dv VAE
Vcut in

Vcut out

Vcut in

Vcut out
$ $ $$ $ $ T.=

-

-

-

- ^ ^ ^ ^h h h h|#           
                                                                                              （4）

式中，

PAE：年发电量

Vcut-in：切入风速

Vcut-out：切出风速

V：轮毂高度处风速

P（V）：机组在风速 V 时的输出功率

p（V）：风速 V 出现的概率

本文技改机组切入、切出风速分别为 2.5m/s 和 20m/s，

∆V 为 0.1m/s。

叶尖延长方案分析计算

一、条件设置

对某风电场 1.5MW 机组进行叶尖延长技改方案。根据

图 1 所示步骤，确定叶片延长节外形气动参数。最终将叶

片由 40.3m 增加到 42.1m。其中，原机型称为原 82-1500，

技改机型为改 86-1500。技改机组相关参数如表 1 所示。

根据上述参数对 Bladed 整机模型进行设置，并将技改

后的叶片模型输入到 Bladed 中，如图 2 所示。

以 GL2010 标准为依据，计算该模型的极限、疲劳等

工况，并根据计算结果对整机的功率、载荷、强度进行评估。

二、计算结果

（一）最大功率曲线

由于叶尖延长节采用相对厚度较小的 NACA 翼形，具

有较高的升阻比和良好的气动特性。因此延长节对整个叶

片的功率系数的提升起到积极作用。

如图 3 所示，当桨距角为－ 0.5°时，叶片获得最大功

率系数 0.485，与技改前叶片的最大功率系数 0.483 相比提

高了 0.4%。

（二） 载荷强度评估

由于叶尖延长节提升了叶片的出力性能，从而导致整

机载荷的增加。通过统计各个工况下的载荷计算结果，获

图1 延长节气动外形设计流程

图2 基于Bladed叶片模型

表1 技改机型参数

序号 项目 规格

1 额定功率 1500 kW

2 风轮直径 86 m

3 轮毂中心高度 65 m

4 轮毂高度额定风速 11 m/s

5 轮毂中心高度运行风速 3~20 m/s

6 空气密度 1.057 kg/m3

7 轮毂中心高度年平均风速 7.64 m/s

8 湍流强度平均风速 15m/s 时的特征值 I15 0.14

9 轮毂中心高度 50 年一遇 10 分钟最大风速 41.7 m/s

10 轮毂中心高度 1 年一遇 10 分钟最大风速 33.4 m/s

11 轮毂中心高度 50 年一遇 3 秒极大风速 58.4 m/s

12 轮毂中心高度 1 年一遇 3 秒极大风速 46.7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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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技改机组各个部件的最大载荷，并与原设计载荷进行对

比，如表 2 所示。

由表 2 可知，叶根与轮毂的计算载荷与设计载荷相比，

具有较大的安全余量。然而，由于整机载荷传递到塔底，

使得塔底承受较大的载荷，其中塔底正常运行工况下载荷

Mxy 为 15695kNm，与原设计载荷 15706kNm 十分接近，

但仍处于设计载荷范围内，因此技改机组能够满足风电机

组正常运行需求。从表 2 也可看出，塔底载荷安全余量已

接近饱和，额外的增功改造都有可能造成塔底载荷超限的

情况，这也是影响叶尖延长节长度的重要因素。

（三） 发电量增益评估

通过 Bladed 仿真计算得出原 82-1500 和改 86-1500 的

静态功率曲线，对比可得改 86-1500 机组的理论静态功率

曲线在达到额定功率之前要明显优于原 82-1500 机组的静

态功率曲线，改 86-1500 机组额定风速也由 11.5m/s 减小到

11m/s，如图 4 所示。其主要原因在于叶尖延长节增大了风

图3 功率系数随叶尖速比变化曲线

图4 静态功率曲线对比

表2 载荷对比

部位 原设计载荷
技改机组
计算载荷

技改后与原
设计的比值

叶根

Mxy 5881.3 kNm 4065.6 kNm 69.1%

Mz 135.4 kNm 54.8 kNm 40.5%

Fxy 287.0 kN 192.2 kN 67.0%

Fz 715.0 kN 608.1 kN 85.0%

轮毂
（旋转

坐标系）

Mx 2047.9 kNm 1748.3 kNm 85.4%

Myz 4234 kNm 3065.2 kNm 72.4%

Fx 473.8 kN 399.1 kN 84.2%

Fyz 637.4 kN 506.3 kN 79.4%

轮毂
（静止

坐标系）

Mx 2047.9 kNm 1748.3 kNm 85.4%

Myz 4234 kNm 3065.2 kNm 72.4%

Fx 473.8 kN 399.1 kN 84.2%

Fyz 637.4 kN 506.3 kN 79.4%

塔底
（正常运行
工况载荷）

Mxy 15705.9kNm 15695kNm 99.9%

Fxy 282.2kN 265.5kN 94.1%

Fz 1881.5kN 1851.3kN 98.4%

塔底
（极限

工况载荷）

Mxy 34093.6kNm 30620kNm 89.8%

Fxy 592.6kN 548.0kN 92.5%

Fz 1882.0kN 1704.7kN 90.6%

轮扫掠面积的同时，也提高了风电机组叶片的最大功率系

数，从而使得风电机组在更低的风速下达到额定功率。

根据静态功率曲线，并结合公式（2）、（3）、（4）

计算技改前后，风电机组在不同年平均风速下的年发电量。

发电量增益结果如表 3 所示。

从表 3 可以看出，随着年平均风速的增加，年发电量

增益逐渐减少。其中，年平均风速为 5m/s 时，年发电量增

益最大，为 6.18%。而当年平均风速为 8.5m/s 时，年发电

量增益降至 3.24%。因此，叶尖延长技改方案将对低风速

地区的风电机组提供可观的年发电量增益。而在高风速地

区，发电量增益将十分有限。

根据表 4 显示的年发电量数据以及表 3 提供的发电量

增益，按年平均风速 6.0m/s 的增益量 5.11% 计算。技改后

机组年平均发电量增量约为 190.4MWh，年等效发电小时

增量约为 126.9h。以上网电价按照 0.6 元 / 千瓦时计算，技

改后单台机组年收益增幅约为 11.4 万元。

功
率
系
数

C
p

叶尖速比 λ

发
电
功
率

P(
kW

)

风速 Vhub(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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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针对某风电场 1.5MW 机组叶尖延长技术改造（叶

片长度由 40.3m 增加到 42.1m）展开研究，对技改机组的

载荷、强度和年发电量等方面进行评估。结果表明：

（1）叶片通过加装叶尖延长节，能够有效提升叶片的

最大功率系数。经计算，该风电场技改后叶片的最大功率

系数由 0.483 增加到 0.485，提高了 0.4%；

（2）技改机组所有部件的载荷强度均满足设计要求，

其中，塔底的疲劳载荷为设计载荷的 99.9%，这就意味着

叶片增功已达到饱和，额外的技术改造有可能会造成塔底

疲劳载荷超出设计范围；

（3）叶尖延长技改方案能够有效降低风电机组的额定

风速，就该风电场而言，额定风速由 11.5m/s 减小到 11m/s；

（4）叶尖延长能为低风速地区的风电机组提供可观的年

发电量增益，随着年平均风速的增加，年发电量增益逐渐减小。

根据当地风电场年发电量统计数据，按年平均风速 6.0m/s 的

增益量 5.11% 计算，单台机组年收益约为 11.4 万元。

（作者单位：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

 

 

表3 年发电量增益

平均风速（m/s） 增益（%）

5 6.18%

5.5 5.62%

6 5.11%

6.5 4.65%

7 4.23%

7.5 3.86%

8 3.53%

8.5 3.24%

表4 某风电场年发电量数据

统计年度 2013 2014 2015 平均

平均风速
（m/s）

6.39 5.99 5.99 6.12

年平均发电量
（MWh）

4213.2 3562.0 3401.1 3725.4

等效发电小时
（h）

2808.8 2374.7 2267.3 2483.6

摄影：马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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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机组轮毂高度比选中风切变指数
的应用分析

文 | 胡己坤，王海华，李庆庆，袁红亮，刘玮

为适应不同地区风能资源特点，风电机组厂家通常会

为一款风电机组配置多种不同轮毂高度的塔架，目前国内风

电开发普遍向低风速区发展，高塔架的使用不仅成为提高风

电场发电量的有效手段，甚至可能决定着项目能否最终上马，

近年来钢 - 混凝土混合塔架及柔性塔架技术发展，风电机组

经济可利用轮毂高度明显上升，低风速区域测风塔高度率先

向 120 ～ 150m 发展，但仍有大量早期设立的 70m、80m 高

度测风塔用于风电场设计，这就对风切变指数的拟合及使用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通过案例分析论证了现有风切变指

数计算方法的局限性，提出 6 ～ 11m/s 风速段风切变指数对

发电量估算结果影响最大，在评估时应重点予以考虑。

数据来源

甘肃酒泉东部某地120m高测风塔（下文简称1#测风塔）

完整一年有效测风数据。测风塔所在地区为戈壁滩，周边地

形平坦开阔。

风切变指数计算

1# 测风塔塔高 120m，分别在 120m、110m、100m、

90m、80m、70m、50m、30m 和 10m 高度各安装有一套风

速计，经检验处理后统计得到该测风塔各高度完整一年平均

风速统计见表 1。

按照指数公式计算1#测风塔不同高度之间风切变指数，

计算公式为：

                                 
log Z
log V

V

Zb

a

b

a

a =
a
a k
k

                               （1）

式中，α为风切变指数，Va、Vb 分别为高度为 Za、Zb

处的平均风速。

1# 测风塔各高度之间风切变指数拟合结果见表 2。

从表 2可以看出，1#测风塔高层风切变指数整体较大，

其中 90m 和 120m 之间的风切变指数达 0.145。此外若根据

各时段风切变指数求平均值的方法得到风切变指数为 0.151，

根据大于 3m/s 风速的各时段风切变指数求平均值的方法得

到风切变指数为 0.139，采用风廓线指数拟合的方法得到风

切变指数为 0.146，三种方法计算得到的风切变指数均较大。

由于测风塔风切变较大，120m 高塔架的经济性可能优

于 90m 高塔架。本文以单机容量 2500kW 的某款风电机组

为例，在测风塔周边按照梅花形布置 25 台风电机组进行发

电量估算比较，其中方案一为 90m 高钢制塔架，采用 1# 测

风塔 90m 高度实测风速资料进行计算，方案二和方案三均

表2  1#测风塔各高度之间风切变指数拟合结果表

高度 10m 30m 50m 70m 80m 90m 100m 110m

30m 0.106

50m 0.105 0.102

70m 0.113 0.121 0.151

80m 0.119 0.133 0.168 0.209

90m 0.115 0.124 0.143 0.133 0.047

100m 0.114 0.122 0.137 0.124 0.073 0.103

110m 0.119 0.13 0.148 0.146 0.119 0.161 0.225

120m 0.118 0.128 0.144 0.139 0.116 0.145 0.168 0.106

表1  1#测风塔各高度完整一年平均风速统计表

高度（m） 120 110 100 90 80 70 50 30 10

平均风速
（m/s）

7.61 7.54 7.38 7.30 7.26 7.06 6.71 6.37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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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20m 高预应力混凝土 - 钢混合塔架，方案二采用 1# 测

风塔 120m 高度实测风速资料进行计算，方案三采用 90m

高度实测资料通过风切变指数推算得到的 120m 风速数据进

行计算（风切变指数以工程设计中最为常用的指数拟合方法

为例计算得到，取 0.146），理论发电量估算结果见表 3。 

从表 3 可以看出，与方案一相比，方案二与方案三理

论发电量分别提升了 4.53% 和 5.17%，方案三增幅更大，说

明通过 0.146 的风切变指数推算出的 120m 高度风速数据较

实测值偏大。

不同风速段风切变指数差异及影响

现有风切变指数计算方法的计算思路均为通过测风塔

全部或部分数据，得出一个单一风切变指数值以拟合真实的

风廓线特征。从算例中可以看出，这种单一的风切变指数值

实际上并不能全面反映风廓线特征，因此出现了轮毂高度比

选方案三中估算得到的发电量偏高的问题。

经研究发现，1# 测风塔尽管在 90m 高度以上的整体风

切变指数达 0.146，但不同风速段风切变指数差异较大，1#

测风塔 90 ～ 120m 高度不同风速段风切变指数变化曲线见

图 1。

由图 1 可以看出：

（1）1 ～ 4m/s 风速段是风切变指数的最大值区，为

0.232 ～ 0.438，但由于此时风电机组处于未切入或刚刚启动

状态，对发电量增加几乎没有贡献；

（2）20 ～ 28m/s 风速段是风切变指数的次大值区，为

0.150 ～ 0.222，但由于此时风电机组处于满发或切出状态，

对发电量增加亦没有贡献；

（3）11 ～ 20m/s 风速段是风切变指数的较大值区，为

0.128 ～ 0.154，但由于此时风电机组处于满发状态，对发电

量增加同样没有贡献；

（4）4 ～ 11m/s 风速段风电机组出力随风速增大不

断增加且尚未达到额定功率，是风切变引起发电量增加

的有效区域，其中 4 ～ 6m/s 风速段风切变指数较大，为

0.156～ 0.158，但风能仅占 4～ 11m/s风速段总风能的 7.7%，

且此时风电机组刚刚切入，出力较小，对发电量增加贡献

不大；6 ～ 11m/s 风速段风能占 4 ～ 11m/s 风速段总风能的

92.3%，风电机组出力快速增加，对发电量增加贡献最大，

但风切变指数较小，仅 0.124 ～ 0.143，这是造成采用风切

变指数推算高层风速时导致发电量被高估的主因。

表3  各方案理论发电量估算结果表

项目 单位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单机容量 kW 2500 2500 2500

轮毂高度 m 90 120 120

风电机组台数 台 20 20 20

总装机容量 MW 50 50 50

数据来源 / 实测 实测 推算

理论发电量 万千瓦时 18786.0 19637.2 19757.9

发电量增加比例 % / 4.53% 5.17%

图1 1#测风塔90～120m高度不同风速段风切变指数变化曲线

考虑到不同风速段风切变指数存在差异且对发电量估算

的影响亦不相同，采用分风速段拟合风切变指数很可能有助

于降低发电量估算误差。采用指数拟合方法，按照 1m/s 为

一个风速区间分别估算各段风切变指数，据此通过 90m 高

度实测资料推算 120m 高度风速数据并进行发电量估算，得

到算例中 120m 高度的理论发电量为 19678.8 万千瓦时，与

90m 高度相比发电量增加比例为 4.75%，与方案三相比理论

发电量估算误差减小了 79.1 万千瓦时。

结论

目前常用的风切变指数均是通过全部或部分测风数据

计算得出的一个综合性数据，以此指导风电机组轮毂高度比

选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实际上，风切变指数在不同风速段的

大小是不同的，各风速段风切变指数对发电量的影响程度也

不相同，其中 6 ～ 11m/s 风速段的风切变指数影响程度最大，

在进行风电机组轮毂高度比选中若用于发电量估算的风速

数据是由风切变指数推算获得，则应重点关注 6 ～ 11m/s 风

速段的风切变指数。

（作者单位：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风
切
变
指
数

风速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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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齿轮箱高精度硬齿面内花键
工艺研究

文 | 冉雄涛，吴刚，姚洋洋，王廷霞

随着风力发电产业的飞速发展，风电机组运行数量与

日俱增，运行过程中机械故障量也逐年增长，其中花键副

的故障就是其中之一，从分析结果来看，花键副的加工精度，

特别是内花键的精度差、齿面硬度低、缺乏主动润滑是其

失效的主要原因。而内花键由于本身结构尺寸限制、较大

过盈的组装要求，很难在加工同时保证其高精度和高硬度

的要求。

目前，国内主流的风电机组齿轮箱制造商对于内花键

的加工工艺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软齿面并以插齿作为

最终加工状态，第二种是以插齿后渗氮作为最终加工状态，

第三种是以插齿后感应淬火作为最终加工状态。三种工艺的

共同缺点就是无法同时保证精度和硬度，基于此种情况，本

文以高精度、硬齿面内花键为目标，从结构设计开始，到有

限元分析计算，再到试验验证，提出了一种可行的、可靠的

工艺方案。

因外花键可与太阳轮轮齿同时进行渗碳淬火，工艺实

现难度低，故本文主要对高精度、硬齿面的内花键加工工艺

进行研究。

工艺方案

风电齿轮箱的传动结构一般采用 1 级行星级 +2 级平行

轴传动或者 2 级行星级 +1 级平行轴传动，行星级输出与平

行轴输入间都是通过花键连接传递扭矩和功率，其中外花键

在行星级输出的太阳轮上，内花键在中间轴（也称内花键轴）

上，内花键轴与大齿轮通过过盈配合实现扭矩和功率的传

递，如图 1 所示。

针对图 1 中的两种零件，传统的加工工艺是将内花键

轴和大齿轮组装后加工内花键，这样避免了过盈配合对花键

精度的影响，但由于两零件材料不同，组装后无法再进行热

处理，因此只能将内花键做成软齿面。若将内花键轴和大齿

轮选用同样的材料，并做成整体式结构，理论上也可以实现

外齿和内花键同时硬化，但是会大大增加原材料成本和后期

机加工难度。

对于内花键轴的硬化工艺，由于内花键本身结构尺寸

较小，感应器的制作难度较大，同时感应淬火存在开裂风险，

因此本文采用工艺难度较小的渗氮工艺。对于过盈装配后内

花键变形，目前只能通过磨齿来解决，且有装配前磨齿和装

配后磨齿两种方案，这两种方案都要对内花键进行修形，区

别是前者为预先的逆向修形，以抵消过盈装配产生的变形，

而后者是对已产生的变形进行修正。考虑到渗氮层深较浅，

装配后磨齿会显著降低齿面硬度，因此本文选用装配前磨内

花键的方案，总体工艺流程为插花键→去应力回火→磨花键

→渗氮→过盈装配。

图1 内花键轴和大齿轮装配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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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盈配合有限元计算

根据上一节已选择的工艺方案可知，需要对内花键进

行预先的逆向修形，以抵消过盈装配产生的变形。本文利

用有限元软件 ANSYS 计算过盈配合的变形规律及变形量，

然后转化成对内花键精度的影响，作为对其进行逆向修形

的输入。 

首先按照实物尺寸 1:1 建立内花键轴和大齿轮的过盈配

合有限元模型，通过有限元分析计算，得到过盈配合的应变

云图，如图 2 所示。

从图 2 可以看出，由过盈配合引起的内花键轴径向收

缩变形沿轴向为非线性分布，过盈配合区变形明显大于非配

合区，内花键轴两端几乎没有变形。同时，由于设计结构原

因，内花键仅约有一半处于过盈配合区，这必将产生锥度变

形，直接体现在内花键的齿向精度上。

在内花键齿宽方向上，选取图 2 所示的最左端截面，

然后选择一个轮齿，从齿顶到齿根每隔 0.5mm 选取一个节

点的综合位移，如图 3 所示，得到了齿形的变形规律，其中

横坐标为所选轮齿的齿顶圆到齿根圆的直径。从图 3可看出，

齿形方向上的整体变形量较为均匀，仅在靠近齿根处，变形

量稍微增大，这是因为齿根处受到过盈装配的挤压力，齿厚

稍有变小，而靠近齿顶处仅有内花键轴整体收缩而产生的径

向位移。由于齿形方向最大和最小变形量仅相差 0.002mm，

可将齿形变形视为整体的径向位移，且由于位移量也较小，

对于齿面各点的压力角影响也很小，即对于齿形精度的影响

可以忽略。

在内花键齿宽方向上，等距离共取了 17 个截面，包括

内花键的两个端面，提取这 17 个截面齿高中点处的径向位

移，如图 4 所示，得到内花键齿向的变形规律，其中最大变

形量为 0.081mm，同时也可看出齿面径向变形量并非线性

分布，在最左端和最右端呈现抛物线分布规律。

内花键逆向修形

从上述有限元分析可知，过盈配合后，内花键齿形变

形可以忽略，而齿向发生较大的锥度变形，对齿向精度影响

较大，为保证组装后整体精度满足设计要求，须在组装前对

齿向进行逆向修形。

上一节的有限元分析结果仅显示了内花键齿面径向变

图2 过盈配合的应变云图

图3 内花键齿面综合位移

图4 内花键齿面径向变形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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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量，并不能直接作为磨齿的修形输入，还需转化为内花键

齿面的法向变形量，即齿高中点处的径向变形量乘以此处的

压力角正弦值，带入数值，得到内花键齿向的逆向修行量约

为 0.042mm。为防止修形量过大导致装配后内花键齿向产生

倒锥度影响装配，故将磨花键时的齿向修形量减小0.005mm，

即为 0.037mm，同时对两端面约 10% 的范围进行 0.015mm

的抛物修薄，以应对内花键两端的抛物线变形。

经上述分析，将逆向修形参数设置为：齿形不修，为

标准渐开线，齿向斜度修形量为（0.037±0.005）mm，齿

向两端抛物修薄（0.015±0.005）mm。将内花键轴采用数

控磨齿机进行逆向修形，经齿轮精度检测仪检测的内花键齿

形齿向报告如图 5、图 6 所示。从图中可看出，齿形精度为

5级，远高于8级的设计要求，齿向双边呈现明显的斜度修形，

其中左齿面齿向斜度约为 0.034mm，右齿面约为 0.031mm。

需要注意的是，因齿向两端有抛物修薄，图 6 中的齿向斜度

评价范围并非整个全齿宽 160mm，而是去除两端各 9mm，

即 142mm 齿宽范围内的齿向斜度，这样按照比例得出全齿

宽范围内的齿向斜度应分别为 0.038mm 和 0.035mm，满足

要求值（0.037±0.005）mm。

将经过磨齿逆向修形的内花键轴进行氮化，然后测量

内花键齿形齿向精度，如图 7、图 8 所示。对比氮化前的图 5、

图 6 可以看出，齿形精度基本没有发生变化，这是因为齿形

精度对检测基准的变形不敏感，但部分齿向的修形量略有变

化，这是因为氮化后的内花键轴发生轻微变形，检测内花键

的基准面的平面度也有微小变形所致，这是氮化过程中不可

避免的，但对于本文的研究及实际应用影响不大。

过盈装配及检测

对氮化后的内花键轴采用液氮冷冻，大齿轮采用感应

加热内孔，两零件组装并恢复常温后，检测内花键齿形齿向，

如图 9、图 10 所示。

将图 9 与图 7 对比可看出，齿形精度略有变化，由组

装前的 5 级变为 6 级，变形主要集中在靠近齿根部位，这

是由于内花键齿根处在过盈装配下，受到挤压，产生变形，

这与第一节的有限元分析结果相吻合。对比图 10 和图 8 可

看出，齿向在组装前的逆向斜度修形则被过盈配合变形所抵

消，整体呈现一定的鼓型，同时也可以看出齿向仍然存在一

定的斜度，且斜度方向与逆向修行的斜度方向相反，说明齿

向的逆向斜度修形量不够，不足以完全抵消过盈配合产生的

图5 内花键齿形精度报告

图6 内花键齿向精度报告

图7 氮化后的内花键齿形精度报告

图8 氮化后的内花键齿向精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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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过盈装配后的内花键齿形精度报告

图10 过盈装配后的内花键齿向精度报告

锥度变形，这是上文中齿向逆向斜度修形量趋于保守所致，

但也侧面印证了我们逆向修形量的有限元计算值是较为准

确的。

同时，图 9 和图 10 作为内花键组件最终的的齿形齿向

精度报告，其结果是较为令人满意的，首先图 9 所示的齿

形精度为 6 级，高于设计要求的 8 级；而图 10 所示的齿向

呈现鼓型，因此只需重点关注齿向精度中的螺旋线倾斜偏

差 fHβ，从图 10 可看出，左齿面的螺旋线倾斜偏差平均值为

18.4μm，右齿面为 20.3μm，精度等级为 8 级，满足设计要求，

当然仍有优化的空间，在实际生产应用中，可将有限元计算

结果经转化后直接作为磨齿逆向修形输入，最终得到的齿向

精度将高于本文。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高精度、硬齿面内花键轴的加工方法，

解决了内花键硬化后过盈装配而导致的齿向精度差的问题。

相比传统的内花键轴调质后以插齿作为最终工序的工艺，具

有齿形齿向精度高、齿面硬度高的特点，其关键在于前期的

过盈配合有限元计算，以及装配前的磨齿逆向修形。研究结

果总结如下：

（1）过盈配合后内花键齿形精度的变形量可以忽略，

齿向精度的变形量与过盈量、内花键的轴向位置关系直接

相关；

（2）逆向修形时，除了考虑齿向总体修形量外，还必

须考虑齿向变形规律曲线，适当增加齿向两端抛物修形量；

（3）过盈装配的有限元计算结果较为准确，经分析换

算后可作为内花键磨齿逆向修形的输入。

（作者单位：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有限公司 ）

摄影：王舒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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