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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From The Editor

文 | 秦海岩

对于风电产业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能源转型席卷全球，各国竞相将加快风能资源开发作为助

推转型进程的战略选择，风能人的舞台从未像今天这样广阔。中国更是用30年左右的时间培育出一个全球规

模最大、技术领先的风电市场，为推动全球能源转型贡献着“中国力量”。

从草创期的筚路蓝缕一路走来，几代从业者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每代风能人，用自己的青春年华丈量

着中国风电发展的全新高度，以自己的勤劳智慧描绘出中国风能精神的亮丽底色。现在，新一代中国风电青年

接过接力棒，沿着前辈们奋斗的方向，正在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青年是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群体，始终走在创新的前列。他们总是充满奇思妙想，善于找到解决问题

的金点子，擅长吸纳其他领域的最新成果开展跨界创新，通过在产品和解决方案上不断推陈出新，持续突破效

率提升与成本下降的极限，让风电在越来越多的地区成为具有市场竞争力优势的电力来源。可以说，一批批青

年的加入为风电产业保持高质量发展注入了不竭动能。

青年也是最富韧性、最具抗压能力的群体，始终以乐观的心态直面艰难困苦。无论是身处戈壁荒漠的孤寂中，

还是遭遇研发中的暂时挫折，他们都淡然处之。因为他们深知，自己肩负着“让所有的人用上绿色电力，为子

孙后代留下一片蓝天”的崇高使命，多一份坚持，就离实现 100%可再生能源的目标更近一步。信念，是前辈

们留给他们的最宝贵财富，让这群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在寂寞中释然，在挫折中坚强，在行走中笃定。

为了弘扬风能精神，使之薪火相传，风电行业每年都会组织评选“中国风能人·青年先锋”奖，并在中国

风能新春茶话会上对获奖的杰出风电青年代表进行表彰。本期“封面故事”选取几名2019年度“中国风能人·青

年先锋”获奖者，深入讲述他们的成长故事，借此以一个别样的视角观察我国风电产业之所以能够在短短30

年间实现蜕变的力量之源。从中，你会领略到研发测试人员的“偏执”，他们开展成百上千次试验，只为尽早

发现产品设计中的细小缺陷；你能看到项目设计人员的“精致”，他们反复分析、核验数据，翻山越岭进行踏勘，

只为交出一份更加严谨的可研报告；你将读懂项目一线人员的“隐忍”，他们长期远离故乡与亲人，坚守于荒

芜之地，只为打造标杆项目……最终，这些个体身上的特质凝练成风能精神的内核，并且随着新鲜血液的注入，

它的内涵仍在进一步丰富。

创新，是青年的灵魂；担当，是青春的底色。正是有了一代又一代风能人的大胆创新和勇于担当，风电产

业才始终保持着朝气蓬勃的发展势头。只要这种精神永续，风电产业的未来就会一片光明，能源转型的梦想也

必将变为现实。  

风电，因他们而朝气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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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赋予每代人不同的使命。当代
风电青年继承了绿色的梦想，也见
证了中国风电事业的伟大腾飞，展
现出敢于担当、勇往直前的气魄。

当代青年追风记

20 66
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
占比目标可提高到25%

印度风电悬而未决的
难题

24

专栏 Column12
能源互联网视域下综
合能源服务的新特征

未来，从单调到多样的综合能源
服务新业态，重点在于挖掘“一
杆多用”“多站合一”“多表集
抄”后的数据增值服务，服务于
城市智慧能源和智慧城市建设。

今 年 全 国 两 会 期 间 ， 全 国 人 大 代
表、阳光电源董事长曹仁贤表示，
以往可再生能源规划低估了行业变
革的速度，建议将2030 年我国非化
石能源消费占比目标提高到25%。

印度设定了风电装机容量到2022
年3月达到60GW的目标。结合
该国目前风电装机情况以及可再
生能源电力发展面临的问题，相
关机构预测其无法实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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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随着国际上的减排努力，可能每个产品都会贴上碳标签，国际社会可能重新制定

规则，要求对有碳排放的产品加征重税，不接受者可能会出局。

当然，这些假设的情景暂时还不是迫切的问题，但确实给我们一些可能的考量。中国

既然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成为新的引领者，就一定要在清洁发展、低碳发展上勇于

承担责任，勇于走到前面。

——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研究员 杨雷

能源新说E

The contemporary
y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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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一季度新能源电力消纳评估结果公布

5 月 12 日， 全 国 新 能

源消纳监测预警中心发布了

2020 年第一季度我国新能

源电力消纳评估分析。

第一季度，全国风电和

光伏发电消纳利用水平同比

整 体 下 降， 但 3 月 以 来 呈

现好转趋势。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第一季度用电增速

同比下降 6.5%，给新能源

消纳带来一定压力。第一季

度，全国弃风、弃光电量分

别 为 56.3 亿 千 瓦 时 和 17.5

亿 千 瓦 时， 同 比 分 别 上 升

29.4% 和 40.8%，风电和光

伏发电的平均利用率分别

为 95.3% 和 96.8%， 同 比

分别下降 0.6 和 0.5 个百分

点。3 月，风电和光伏发电

的利用率环比分别提升 4.2

和 3.8 个百分点。

华 北 地 区 新 能 源 消 纳

情况同比整体下滑，第一

季度弃风率为 13.6%、弃光

率为 4.1%，同比分别上升

7.5 和 3.0 个百分点，山西、

蒙 西、 山 东、 河 北 的 弃 电

矛盾较为突出 ；西北地区

新能源消纳情况维持较好

态势，第一季度弃风率为

7.1%、弃光率为 4.9%，同

比分别下降 1.3 和 1.9 个百

分点 ；东北地区新能源消

纳利用持续保持较好水平，

第 一 季 度 弃 风 率 为 3.5%，

同比下降 2.8 个百分点，基

本 无 弃 光 ；华 中、 华 东 和

南方地区消纳情况整体较

好， 第 一 季 度， 除 西 藏、

云 南、 贵 州、 湖 南 出 现 一

定 弃 风、 弃 光， 其 余 地 区

无新能源消纳问题。

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

4 月 23 日，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财 政 部、 税 务 总

局联合发布《关于延续西

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政策

的公告》，规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 至 2030 年 12 月 31

日，对设在西部地区的鼓

励类产业企业减按 15% 的

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鼓 励 类 产 业 企 业 是 指

以由发展改革委牵头制定

的《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

目录》中规定的产业项目

为 主 营 业 务， 且 其 主 营

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

60% 以上的企业。

其 中， 内 蒙 古 的 风 电

场建设及运营、牧区户用

小型风电机组制造和太阳

能发电系统建设及运营等

产业 ；四川和云南的高效

太阳能电池组件技术开发

及制造等产业 ；西藏的太

阳 能 光 伏 发 电 系 统 检 测、

建设及运营等产业 ；甘肃

的风电场建设及运营、太

阳能发电系统建设及运营

等产业 ；青海的风电场建

设及运营、太阳能发电系

统建设及运营等产业 ；宁

夏 的 风 电 场 建 设 及 运 营、

太阳能发电系统建设及运

营等产业 ；新疆的风电场

建设及运营，风电机组控

制系统，风电机组用新型

发 电 机、 高 速 叶 片、 全 功

率 变 流 器、 变 桨 控 制 器、

增 速 齿 轮 箱、 主 轴、 轴 承

等关键部件，海上风电工

程 施 工 机 械 研 发 及 制 造，

太阳能发电系统建设及运

营等产业属于鼓励类产业。

5 月 13 日，辽宁省发展

改革委印发《辽宁省风电项

目建设方案》。

《方案》提出，根据消纳

能力分析，排除在建项目规

模，该省 2025 年前可新增投

产 风 电 330 万 千 瓦， 全 部 用

于支持陆上无补贴风电项目

建设，一次性落实到项目业

主，2020 年 全 面 启 动 建 设。

其 中，240 万 千 瓦 装 机 被 分

解 到 阜 新（80 万 千 瓦 ）、 铁

岭（100 万千瓦）和朝阳（60

万千瓦）等辽西北地区。其

余的 90 万千瓦装机用于支持

煤电关停企业等容量替代风

电项目建设，重点支持辽西

北三市之外的贫困地区。

此外，《方案》还支持现

役 风 电 机 组 更 新 项 目 建 设。

对已由能源主管部门核准（审

批）同意的项目、且并入电

网运行多年的风电场，由于

机组服役寿命、质量、效率、

安全、经济等原因，项目业

主可申请一次性解列拆除全

部旧机组，并在原址实施机

组等容量更新建设。各市发

展改革委自行组织核准风电

更新项目。有关政策和建设

要求，原则上参照核准其他

新增风电项目执行。

辽宁支持现役风电机组
更新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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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0 日， 国 际 能 源

署（IEA） 发 布《 全 球 能 源

回顾 2020 ：新冠肺炎危机

对全球能源需求和碳排放影

响》报告，基于新冠肺炎疫

情对 2020 年第一季度全球

能源的影响，分析预测了全

年的能源需求和碳排放。

今年第一季度，受新冠

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欧洲、

北美和其他地方采取封锁措

施的影响，报告认为全球能

源需求会下降 3.8%。得益

于优先调度等优势，可再生

能源需求逆势增长。

预计 2020 年全球能源

需求将下降 6%，同时导致

全球能源相关碳排放下降近

国际能源署发布《全球能源回顾2020》报告

8%。全球电力结构将出现

最大幅度的低碳转型，低

碳发电在电力需求中的占

比将激增至 40%。

可 再 生 能 源 是 第 一 季

度唯一需求增长的电力来

源。 第 一 季 度， 全 球 可 再

生能源发电量增长近 3%，

而其他用能部门的需求有

所下降，导致可再生能源

总需求增长约 1.5%。同时，

第一季度，可再生能源发

电量在全球发电量中的占

比 从 2019 年 同 期 的 26%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发布《全球可再生能源展望》报告

4 月 20 日， 国 际 可 再

生能源署（IRENA）发布《全

球可再生能源展望》。报告

指出，推进以可再生能源

为基础的能源转型，不仅

能帮助实现国际应对气候

目标，还会促进经济增长、

创 造 数 百 万 个 就 业 机 会，

并且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

报 告 显 示， 为 了 实 现

能源系统的深度去碳化，虽

然 需 要 再 投 资 约 130 万 亿

美元（约合人民币 927.524

万亿元），但这类投资的社

会经济收益将是巨大的。

从现在到 2050 年，与

常规情境相比，能源系统

的转型能使全球 GDP 多增

加 98 万亿美元（约合人民

币 699.21 万亿元），并将使

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就业人

数增加近 3 倍，达到 4200

万人，且会推动能源效率相

关的就业机会增加到 2100

万个，电网灵活性相关的

就业机会增加到 1500 万个。

报 告 研 究 了 能 源 系

统的组成部分以及管理转

型所需的投资策略和政策

框架，探索了如何实现到 

封锁措施实施后部分国家电力需求的变化情况

提升至 28%。

全年，可再生能源需求预

计增加约 1%。尽管疫情危机

造成供应链紧张和项目建设

延误，2020 年，全球可再生

能源发电量仍将增长近 5%，

将占全球电力供应的约 30%。

2050 年将全球 CO2 排放量至

少减少 70％。

此 外， 报 告 就 深 入 脱 碳

的新观点提供了实现净零排

放和零排放的方法。以发展

绿色氢能和提高最终用途电

气化等关键技术为基础，可

以 推 动 化 石 燃 料 取 代 进 程，

大幅降低重工业和难以脱碳

行业的排放量。



风向 | Direction

10  风能 Wind Energy 

我国首套10MW海上风电叶片发运

数
据

5 月 11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
第一季度风电并网运行情况 ：
全 国 风 电 新 增 并 网 装 机 236
万千瓦，其中，陆上风电新
增 装 机 207 万 千 瓦， 海 上 风
电新增装机 29 万千瓦。全国
风电累计装机达 2.13 亿千瓦。

近 日，《 贵 州 电 网 公 司 2020
年清洁能源消纳专项行动方
案》印发，明确今年清洁能源
消纳的工作原则、重点工作和
保障措施。根据《方案》，今
年贵州清洁能源电量占比将
不低于 35.8%。

4 月 24 日，内蒙古新能源单
日 发 电 量 2.8766 亿 千 瓦 时，
风电单日发电量 2.4878 亿千
瓦时，刷新历史纪录。此外，
截至当天，2020 年风电预测
准确率达 84% 以上，光伏预
测准确率达 88% 以上。

236 万千瓦 35.8% 2.4878 亿千瓦时

4 月 20 日， 中 国 首 套

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 10MW 

-B900A 型海上风电叶片在

东方风电天津叶片公司正

式下线发运。

B900A 型叶片长 90 余

米，于 2019 年 6 月研制成

功。通过相关的认证和试

验 后， 首 套 3 支 叶 片 正 式

下 线， 意 味 着 10MW 海 上

风电叶片进入量产阶段。

B900A 型 叶 片 采 用 气

动性能优异的先进翼型，叶

片外形整体后掠，有利于

在大风情况下通过增大叶

片的扭转变形来降低载荷 ；

主梁帽采用性能优异的碳

纤维材料，有效降低叶片

重量和载荷 ；防雷系统按

照 IEC 一级防雷等级标准设

计，采用双回路雷电流通

道，通过对叶片防雷系统

全方位仿真分析和实物测

试，验证了防雷的可靠性，

有效降低叶片遭受雷击的

风险。

据 悉， 该 叶 片 将 被 应

用于同样由东方风电研发

的风电机组上。该机组针

对中国福建、广东等海域 I

类风区设计，单机容量为

10MW，是目前为止中国单

机功率最大、叶片最长的抗

台风型海上风电机组。

《风力发电机组延寿技术规范》发布

4 月 17 日， 由 北 京

鉴衡认证中心牵头编制的

《 风 力 发 电 机 组 延 寿 技 术

规 范 》（CGC/GF 149:2020）

正式发布。

该 规 范 较 为 全 面 地 给

出了具体项目在制定风电

机组延寿可行性和延寿方

案时的工作方法，明确了

需要开展工作的范畴和关

注点。

规 范 确 立 机 组 延 寿 评

价中的两大关键问题的工

作方向 ：使用历史真实风

况条件和运行记录，进行

剩余可用寿命分析的方法

和延寿前确定机组状态的

检查方法。在我国风电机

组延寿需求高峰期到来前，

该规范从技术角度填补了

机组寿命分析和延寿方案

制定的工作方法空白。

按 照 规 范 的 要 求， 对

于 计 划 延 寿 的 风 电 机 组，

宜在设计寿命到期前的 3~5

年开始准备，对其当前以

及延寿后的结构完整性谨

慎地进行评估，从而估计

机组的剩余寿命、瓶颈部

位以及是否需要进行技术

改 造， 方 案 确 定 后， 还 可

以再次通过评估，确定延

寿期间的检查内容、方法

及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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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热点

彭博新能源财经估算，2020
年上半年新建的陆上风电项
目全球基准平准化度电成本
为 44 美元 / 兆瓦时（约合人
民 币 0.313 元 / 千 瓦 时 ）， 同
比下降 9％，为 2015 年以来
的最大降幅。

美国风能协会（AWEA）日前公布
了 2020 年第一季度该国风电开发
情况 ：新增装机容量超过 180 万千
瓦，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此外，
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第一季
度，美国风电项目施工与购电协议
量均创下纪录。

法国近期向欧盟委员会提交了其
最 终 版 本《2030 年 国 家 能 源 与
气 候 计 划 》（NECP）， 目 标 是 到
2030 年使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
中的占比达到 33%。该计划特别
提到实施的关键是，要充分挖掘
法国风能资源的潜力。

44 美元 / 兆瓦时 180 万千瓦 33%

近日，荷兰政府按计划举行了 76 万千瓦 Hollandse 

Kust Noord 海上风电场开发主体公开竞标。本阶段是竞争

“零补贴”电价，竞标已在 4 月 30 日截止。沃旭能源（Ørsted）

和壳牌等传统油气企业都纷纷加入竞标队伍。

5 月 12 日，德国政府正

式宣布，已与沿海五个州的

政府及输电运营商 50Hertz、

Amprion、TenneT 达成一致，

同 意 将 2030 年 海 上 风 电 目

标 从 原 先 的 1500 万 千 瓦 提

高 到 2000 万 千 瓦。 此 次 将

以立法的形式把这一目标写

入“海上风能法案”，该法

案预计在 6 月进入审查程序。

4 月 23 日，纽约州公共服务委员会（PSC）授权了

高达 250 万千瓦的海上风电装机招标，这是美国迄今为

止规模最大的风电招标项目。纽约海上风电联盟董事 Joe 

Martens 表示，此举能为纽约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环境效益。

荷兰

德国

美国

西班牙

据媒体 Riviera 5 月 5 日报道，西班牙能源部将制定海上风电路线图，并

向公众征询意见，以寻求有关海上风电，包括漂浮式海上风电发展的意见，

希望借此探寻其漂浮式海上风电发展的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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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永真

能源互联网视域下综合能源
服务的新特征

相对于传统节能服务，在现阶段
综合能源系统（Integrated Energy 
System，IES 或 Comprehensive 
Energy Service，CES） 中， 既 有
新的对象产生，以及相应技术路径
和商业模式的探索，也有基于大数
据技术对传统能源服务的升级改造。
当前，面对综合能源服务业态的林
林总总，仍有太多企业分不清、看
不明相关的新技术与新模式，难以
打造适合自身特点的关键技术。因
此，总结凝练这些新技术与新模式
的特征、辨识与之相关的关键技术，
有助于厘清综合能源服务的内涵与
外延，科学地应对挑战。

王永真
清华大学能源互
联网创新研究院
助理研究员

在当前的能源互联网生态下，我
国综合能源服务呈现多重新特征。值
得注意的是，本文仅试图从单一维度
对这些新特征进行示意区分，对于某
一综合能源服务，以上特征互有交叉
且多重并举，也是在能源互联网新趋
势下对传统能源服务的继承与创新。

单一供能与综合供能并举，综合
供能发展态势明显（简称：单一 /综合）：
多能联供是综合能源服务最基础的能
源服务之一。在能源互联网特征下，
对于能源规模用户，多能联供试图打
破各行业条块分割的体制机制及技术
壁垒，实现冷、热、电、气、氢等多
种能源的联合供应，以提高能源的综
合利用率与综合效益。其中，多能互
补综合能源系统就是综合能源服务技
术和体制壁垒破局的最佳体现。多能
互补更强调源侧两种以上一次能源的
集成互补，综合能源系统则更强调荷
侧冷、热、电、气多能源的耦合供应。
从能量利用角度来看，多能互补综合
能源系统体现出源侧、网侧和荷侧多
种异质能源的耦合互补与多能协同，
已经从技术上实现了不同行业能流的
优化。如，“北京市北科产业园综合智
慧能源项目”将冷、热、电、气统一规
划，打造了集燃气锅炉、直燃机、电制
冷设备、配电系统、供冷 /热管网于一
体的综合能源系统，相较于单一分供
系统，可节约配电容量 300MVA；国
网客户服务中心北方园区集合了光伏
发电、储能微网、太阳能空调、太阳
能热水、地源热泵、冰蓄冷空调、蓄
热式电锅炉等七个能源子系统的集成
应用和托管服务等等。

重资产与轻资产投资并举，轻资
产的服务态势明显（简称：重资 /轻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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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运行，削减峰值负荷约 20%，具备节
约配电投资以及节能降耗的潜力。“大规
模源网荷友好互动系统示范工程”打造了
多资源参与电网资源配置的管理机制及技
术，利用有效的响应机制引导可调节负荷
参与电网资源配置，将分散的海量可中断
负荷、储能资源集中起来，进行精准柔性
负荷的实时控制与有序控制。再如，伴随
未来电动汽车的规模化发展，以及车网互
动（Vehicle-to-Grid，V2G）技术和需求
侧响应技术的成熟，电动汽车有序充电和
释电技术将整合巨量无序的电动汽车储能
资源，助力于电网的削峰填谷，这也是综
合能源服务实现用能从无序到有序的体现。

从局部优化到全局优化的发展（简称：
局部 /全局）：综合能源系统的目标就是追
求“能源三角”的多目标全局优化。当前，
随着“云大物移智链”等数据驱动相关技
术的发展，综合能源系统摆脱了传统物理
驱动模型求解强耦合非线性能源系统问题
的瓶颈，逐渐实现从局部优化上升到尽可
能的全局优化，覆盖的优化对象越来越全
面。比如，数据中心作为一个能耗大户，
在传统模式中，为了追求高性能、保证服
务质量和可靠性，通常采用电力冗余的设
计或者制冷系统过大设计的运行策略，加
大了数据中心冷却系统、配电装置等配套
设备能耗的投入，致使数据中心的能耗成
本可达到运行成本的 50%以上。而人工智
能技术的研究，让数据中心的全局优化具
有了可行性，能为探究数据中心“算力”“能
效”“成本”的系统性同步优化，数据中心
能耗监控、动态控制与数据计算量联动互
动的全局优化提供手段。再如，建筑空调
系统的优化已经由原来只关注冷水机组的
局部优化，逐步发展成对建筑负荷预测、
冷冻机组、冷却塔以及冷却水泵等因素全
景感知的综合能源服务的全局优化。对于

除传统大型能源设备以及管网等“重资
产”的投资或改造外，对于存量改造项目，
综合能源服务的另一主要业态是基于已有
重资产基础上的多元供能增值服务（轻资
产），即依托信息及物联网技术能源管控
及托管平台、商业模式与增值服务的创新，
来满足用户多元化、定制化的用能服务需
求，涉及节能服务、运维服务、技术咨询等。
如，“基于电力大数据的能源公共服务建
设与应用工程示范项目”构建了“物理分
布、逻辑统一、跨越协同”的企业级大数
据平台，探索出电力数据对外服务的新模
式；河北雄安市民服务中心应用城市智慧
能源管控系统（CIEMS），初步实现对能
源系统的生产、运行、传输、消费环节的
集中数字化管理；张家口可再生能源示范
区探索了“政府 +电网公司 +企业 +用户”
的“四方协作机制”。

从无序用能向有序用能的转变（简称：
无序 /有序）：能量系统在熵视域下具有明
显的耗散结构特征，符合社会系统生存和
演化的熵增规律，即能源系统逐渐由有序
向无序发展。因此，能源系统的提质增效，
就是持续通过物理和信息的方法，优化其
架构及能流分布，在满足日益增长的负荷
需求的条件下，不断减少能源系统内外部
的熵增，尽可能地减缓能源系统从有序走
向无序的速度。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
现阶段以信息流改造能量流的综合能源服
务趋势也日益明朗，即利用能源大数据挖
掘技术及商业模式，形成一种能源信息流
的负熵策略，以减缓对应的能源物理系统
向无序发展的速度，尽可能使能源系统更
加有序。例如，“面向特大城市电网能源
互联网示范项目”是基于数据挖掘与精准
调节的生产设备有序控制技术，通过密炼
机能耗数据的挖掘与分析，形成有序生产
的电力调控策略，将无序生产设备控制为

能源系统的提质增效，就是
通 过 优 化 其 架 构 及 能 流 分
布，在满足负荷需求的条件
下，不断减少系统内外部的
熵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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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项目的优化目标也由传统单一的经济
最优，扩展到环境效益、投资成本以及节
能率的多目标综合优化。

单向能流与双向能流并存，双向能流
特征逐渐凸显（简称：单向 /双向）：传统
电网运行调控是单一的源随荷动模式，电
力系统供应侧随时按照负荷侧的变化而变
化，负荷侧则不会考虑供应侧的弹性变化。
因此，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增长的用
能需求，采用基于源随荷动的传统解决方
案，就必须不断增加电力供应侧的装机。
如此，在刚性投资不断加大的同时，电网
设备未能全力运行，另外还要花费更多人
力、财力去运维，影响企业效益。为了解
决上述问题，“大规模源网荷友好互动系
统示范工程”研究了大规模源网荷友好互
动技术，将电网运行调控从传统单一的源
随荷动模式，转变为“源随荷动、荷随网动”
的源网荷储智能互动模式，显著提升新能
源消纳水平、电网灵活调节能力和弹性恢
复能力，有利于支撑新一代电力系统的安
全经济运行。从单向到双向的体现还有电
动汽车、分布式能源的发展，在并网时形
成了电网潮流的反向分布，传统电网的单
向分布由此变成了复杂动态的双向分布，
这是综合能源服务的新特征和市场空间之
一。类似地，“产消者”的新模式就是在
以往单纯的能源消费者群体中产生的一个
新形态⸺�能源“产消者”（Prosumer，
既是能源的生产者，也是能源的消费者），
比如 V2G模式，具有储能的微能源网 /分
布式能源，甚至是产消型的数据中心，使
能源消费用户具备了能源生产的能力，从
而给综合能源服务注入新动力。

余能回收与利用将从高品位走向低品
位领域（简称：高位 /低位）：余能回收
与利用是综合能源服务的业态之一，比如
我国工业余热可回收资源潜力达到 2189~ 
8676 TWh。不过，当前综合能源服务在

余热回收领域主要面临从高温到低温的挑
战。水泥厂、玻璃厂、钢铁厂的余热回收
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以余热发电为例，
早期余热发电的温度在 300~1000℃，多
采用高炉煤气余压透平发电装置（Top 
Gas Pressure Recovery Turbine，TRT）
或者余热锅炉 +汽轮机的方式，已经实
现较为成熟的中高温余热的动力回收技
术。剩下难以回收的 300℃以下中低品位
余热能，则需要更为先进、更昂贵的回收
技术，比如有机朗肯循环技术（Organic 
Rankine Cycle，ORC）、烟气深度冷却
技术、吸收式制冷技术等。根据卡诺循环
基本原理，驱动热源温度越低，动力循环
（正循环）的热电转换效率会越低。因此，
低品位余热驱动的余热回收的热经济性收
益会越来越小。同理，对于余热制冷来讲，
高品位余热驱动的吸收式或者吸附式制冷
的性能系数（COP）会大于低品位驱动的
COP。因此，对于中低品位余热的回收需
要有周全详细的方案，方能获得预期的综

图1 综合能源服务的新特征

通过电动汽车、分布式能
源的发展，在并网时形成
了 电 网 潮 流 的 反 向 分 布，
传统电网的单向分布变成
双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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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能源服务投资回报率。相反，对于热泵
（供暖模式）而言，环境温度越低，热泵
搬运难度更大，其 COP会越低，热经济
性就越差，且“三北”地区冬季供暖还面
临结霜的问题。

电池规模化回收即将到来，单次到梯
次利用正在形成（简称：单次 /梯次）：随
着电动汽车数量爆发式增长，不能达到电
动汽车使用标准的动力电池将大量退役，
对这些电池进行储能梯级利用，也是综合
能源服务的业态之一。动力电池从电动
汽车上退役后仍有高达 80%的剩余容量，
可应用于对电池性能要求较低的场合，即
进入电池储能梯级利用阶段。典型的储能
梯级场合，如削峰填谷，减小用电峰谷差，
减轻电网供需矛盾；作为备用电源，提高
供电可靠性；与可再生能源发电结合，提
高它们的可控性等。例如，“面向特大城
市电网能源互联网示范项目”引入综合能
源服务商在用户内建设分布式储能，包括
中国铁塔闲散储能电池资源、电动汽车退
役电池的梯次利用，实现多方共赢，采用
多种投资模式已建设4个分布式储能项目，
合计总容量 10MW/44MWh；利用变电站
退役电池进行梯级利用，提高资产利用率，
已投运 187kW/1.87MWh（2V/300Ah）。
“数字储能技术”，则基于能量信息化的基
本理念，可以针对不同储能应用需求，将
多种物理、化学性质迥异的储能介质进行
数字化混用，实现一套物理储能系统同时
满足多种储能应用需求，达到储能系统的
价值最大化，可为未来大规模电池泛在、
梯级利用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单一资源多功能加载，能源服务从单
调到多样发展（简称：单调 /多样）：综
合能源服务也可体现在将传统不同行业单
一的用能设备集成在一起，在方便供能的
同时，节约占地，还能集中管控，并提供
能源大数据增值服务。城市层面的智慧路

灯作为一种集成各种信息技术应用的市政
基础设施，是建立城市全面感知网络的优
质载体。如广州供电局积极部署智慧用能
新兴业务，智慧路灯集公共照明、视频监
控、环境监测、微基站、充电桩等功能模
块于一体，实现“一杆多用”。国网雄安
新区供电公司主导研发的多功能复合杆柱
示范工程，借助智能照明设备、多功能摄
像头和交通指示灯、一键式报警装置、路
灯WiFi和 5G网络基站、多功能传感装
置，实现对环境温度、空气质量、土壤湿
度等指标的实时监测。再如，南方电网的
首个“互联网 +智慧用能综合示范小区”
实现四网融合，集中承载“互联网、广播
电视网、电信网和电网”的业务需求。另外，
随着分布式电网的建设与发展，变电站的
功能将包括储能、电力变换等，能量的传
输也从单向转为双向，这使得电力的调度
变得非常复杂，所需要采集的数据急剧增
加。因此，“多站融合”的建设与运营模
式成为一种综合能源服务的新业态，它是
将变电站、充换电站、储能站，甚至是数
据中心等集于一体。未来，从单调到多样
的综合能源服务新业态，重点在于挖掘“一
杆多用”“多站合一”“多表集抄”之后的
数据增值服务，服务于城市智慧能源以及
为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设施起支撑作用。

需求侧管理与响应，是综合能源服
务从实体到虚拟的趋势（简称：实体 /虚
拟）：利用存量能源载体的热惯性或者可
调节负荷，可以实现与同等实体设备投入
等价的效果。其中，虚拟电厂（Virtual 
Power Plant，VPP）是一种通过先进信
息通信技术和软件系统，实现分布式电
源（Distributed Generation，DG）、储
能系统、可控负荷、电动汽车等分布式能
源资源（Distributed Energy Resource，
DER）的聚合和协调优化，以作为一个特
殊电厂参与电力市场和电网运行的电源协

未来，从单调到多样的综合
能源服务新业态，重点在于
挖掘“一杆多用”“多站合
一”“多表集抄”后的数据
增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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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管理系统。“虚拟电厂”概念的内核可以
概括为“通信”和“聚合”。虚拟电厂的关
键技术包括协调控制技术、智能计量技术
以及信息通信技术。如“冀北泛在电力物
联网虚拟电厂示范工程”具备秒级感传算
用、可聚合亿级用户能力，它依托泛（FUN）
电平台，将蓄热式电采暖、智能楼宇、智
能家居、储能、电动汽车充电站、分布式
光伏等 11类泛在可调资源组合在一起，
参与电力系统实时柔性互动，打造出泛在
可调资源创新参与电力市场的市场机制和
商业模式。另外，建筑的保温性能使其温
度变化相较于空调耗电量大小的瞬变具有
一定滞后性，某种程度上具有热储备的能
力。通过改变空调的设定温度，改变其耗
电量，可以将空调的制冷制热量在短时间
内存储于建筑中。把空调―建筑系统等效
为虚拟储能（Virtual Energy Storage，
VES）装置，在保证用户舒适度的前提下，
能够实现负荷削峰填谷的功能。

系统优化的颗粒度逐渐从粗放到精
细，从静态到动态（简称：粗放 /精细）：
随着功率预测、负荷预测和智能规划技术
的发展，对能源系统供应侧和需求侧的匹
配研究，逐渐由以日为尺度，变为以小时、
分钟甚至是秒为尺度。时间尺度的逐渐缩
短，供、用能之间的动态变化以及匹配特
性逐渐被挖掘，也给能源系统的节能降耗
提供了潜力空间。如此，经过合理的设计，
就能够避免能源供给设备的过大设计、设
备利用率低以及配电资源的浪费。再如，
由于计算困难，早期多联供系统中能源转
化设备的性能系数往往取恒定值；如今随
着智能算法的发展，综合能源系统的设备
性能模型趋于更加精细，可以实现驱动热
源、冷源变化，甚至是设备内部参数的动
态变化，这样有利于综合能源系统的规划
和策略制定。再如，“互联网 +”在智能供
热系统中的应用研究及工程示范，构建了
智慧供热的“一站一优化曲线”，通过综
合考虑室外气温、太阳辐射以及建筑物热

惰性对供热负荷的影响，折算成一个综合
环境温度，实现对每个站点温度调节曲线
的优化。未来，以个性化、定制化、动态
化为特征的能源需求会不断出现，这都将
依靠传感、能源路由、边缘计算、数据挖
掘等技术，是基于数据驱动的综合能源服
务的重要业态之一。

能源的商品化属性凸显，从垄断态势
走向共享共赢（简称：垄断 /共享）：在
目前能源相对充足的发展阶段，能源“民
主化”的态势逐渐显现，能源行业扁平化
的体制机制和大众参与的态势正在逐步形
成。“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是能源互联网的指导方针。综合能源服务
作为能源产业发展的新形态，相关运营技
术、商业模式还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国家
层面正在健全能源互联网相关技术从优化
到实际落地的体制机制，放管服、新电改、
电力现货市场、碳市场等能源市场机制日
益完善的趋势不断明朗。例如，在“新基
建”的驱动下，国家电网―国网电动汽车
公司推出了“寻找合伙人”的商业模式，
打造一种个人桩加入、桩群商户、充电桩
生产企业、充电场地投入、资金场地投入
的合作开放的综合能源服务模式。未来综
合能源服务的典型特征之一是，能源将像
商品一样，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自由流
动，从而构建起人人能够参与的综合能源
服务新业态。再如，“基于能源互联网插座”
的精细化用电管理模式及平台，可以能源
的泛在通道⸺�“插座”为抓手，将用电
服务、计量和管理等功能下沉到能源系统
的最底层⸺�插座，在便捷扫码充电的同
时，充分还原了电能的商品属性，也能够
实现用户对电价的个性化自定义设置，形
成“人人泛在的经济共享售电”的应用模
式。“近零能耗建筑”集合了主动式、被
动式的多种能源技术，可以畅想，未来的
家庭在实现能源自给的同时，也可以基于
能源互联网的思维及技术，充分参与到综
合能源服务的生态中。  

未来，以个性化、定制化、
动态化为特征的能源需求
会不断出现，这是基于数
据驱动的综合能源服务的
重要业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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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人工作日记四则
文 | 内蒙古华电蒙东能源有限公司  李强强

华电代力吉风电场，地处我国蒙东地区千万千瓦级风
电基地核心区域之一的通辽市。在这里，一群平均年龄 33
岁的年轻人在各自的岗位上挥洒青春汗水，践行时代宣言，
把个人梦融入“中国梦”之中，把自己的青春故事写入“中
国故事”里。

防疫情，助力属地防控。“您好，我是道伦浩尼嘎查
党支部书记付斯琴，急需贵方支援防疫物资运输车辆！”2

月 7日，风电场接到了一通求助电话。原来是进村路口防
疫检查站值班人员急需的防风帐篷等御寒物资已到达镇政
府，但道伦浩尼嘎查缺少合适的车辆进行转运及派发，这
才向风电场求援。疫情就是命令，防疫就是责任。风电场
人员及时调整下午工作计划，抽出精干力量和生产车辆协
助道伦浩尼嘎查党支部及时、准确、完好地将防疫物资送
达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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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破冰行动
02 碧水蓝天
03 冰冻特巡

抗冻雨，力保设备安全。2月 13日，风电场突发冻雨、
结冰天气，升压站输变电设备、集电线路、机组叶片及风
速仪等出现不同程度覆冰，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风电场

立即调整机组的运行方式，防止发生大部件损坏等安全事故，
同时重点对站内设备架构、绝缘子、引线等开展特巡，确保及
时发现安全隐患。此外，检修人员不惧严寒，逐台登上风电机
组开始“破冰之旅”。2月 14日 16：00，风电场 33台机组风
速仪、风向标上的覆冰全部被清除。在确保结冰消融后，现场
人员开始有序组织机组并网运行，最大程度降低了冻雨的影响。

以实战，检验节日应急。4月 4日 2：54，急促的电话铃
声响起：“220kV母线失压，风电机组全部停止运行，请现场
立即检查处理。”接到集控中心传来的指令，风电场紧急动员，
启动《风电场 2020年度清明节期间保电工作预案》，在岗全体
人员按照预案分工快速投入“战斗”……3：15，运行操作组汇报，
“执行调度令拉开 1#主变高压侧开关 2201，将 1#主变转为热
备用状态”；3：20，设备检查组汇报，“巡视各电气设备未见异常，
各设备保护装置无动作”；5：18，机组恢复组汇报，“33台机
组已全部就地复位启机后并网运行”。从 220kV母线失压故障
发生，到 33台机组全部恢复并网，共耗时 2个小时 24分钟，
发电量损失被降到了最小。

挥汗水，欢庆劳动节日。5月 1日一大早，风电场一片空
菜地上呈现出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同事们为播种菜籽、移
栽菜苗，在对土地进行翻耕平整！此举，一方面是为了充分利
用好风电场的土地资源，另一方面，则是同事们以最淳朴自然
的方式向每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送去节日的问候。“这块地
种辣椒准长得好”“这片区域种点茄子不错”“这嘎达适合种蘸
酱菜”……休息间隔，同事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来，恍惚间，
每个人眼前都浮现出一片结满硕果的五彩田园。

01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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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 Dialogue

“十四五”能源规划要大胆预测

Q ：今年是“十三五”的收官之年，“十四五”

能源规划也在积极酝酿之中，您对“十四五”

能源规划有怎样的建议？

A ：需要加大发展西北可再生能源基地项
目建设，在全国形成北电南送、西电东送的清
洁电力生产供应格局；鼓励分布式可再生能源
推广应用，全面推动煤电灵活性改造，挖掘电
网接纳可再生能源的潜力；支持更多可再生能
源发电项目中规划配置电化学储能系统，改善
电能消纳，同时加速推进可再生能源制氢等新
型能源示范应用。“十四五”期间，建议使光
伏发电新增规模装机不低于 3亿千瓦，风电新
增装机规模不低于 1.5亿千瓦。

Q ：其中，有哪些重点值得特别关注？这

些建议是基于您对行业的哪些认识？

A ：“十四五”能源规划要特别注意提高
可再生能源规划的前瞻性和预见性。“十二五”
期间，可再生能源装机规划目标是 4.24亿千
瓦，由于过于保守，结果大幅度超预期完成；
“十三五”规划确定到 2020年可再生能源装机
目标为 6.8亿千瓦，但到 2019年年底的装机
就已达到 7.94亿千瓦。前几期规划低估了行
业变革进步的速度，导致规划落后于发展，随
之带来配套设施跟不上、补贴矛盾突出、电网
建设滞后等问题。“十四五”规划需承上启下，
积极吸取过往经验教训，大胆预测，科学部署，
提前谋局。建议将 203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
费规划占比提高到 25%，为实现社会主义生态
文明和实现富强美丽的“中国梦”提供清洁可
靠的动力。

Q ：“十四五”期间，风电将全面走入平

本刊 | 王芳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阳光电源董事长
曹仁贤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之前的可再生能
源规划低估了行业变革的速度，“十四五”规划需承
上启下，大胆预测，科学部署，提前谋局，建议将
2030 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目标提高到 25%。

受访人 ：曹仁贤
全国人大代表、阳光
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2030年
非化石能源消费
占比目标可提高到25%



2 0 2 0 年 第 0 5 期  21  

Dialogue | 对话 

打破原有体制机制的束缚，推动电力系统由垂直

的单向一体化向分散化、网格化方向发展，将电

力系统中现存的灵活性资源调动起来，建立电力

现货市场及以绿色证书为代表的市场化补贴机制，

推动产业适度规模化发展。

场服务，通过多领域技术协同创新提高风电的
稳定性，如风光储一体化系统等促进风电的可
持续发展。此外，风电场的投资建设也是阳光
电源的业务之一。“十四五”期间，阳光电源
在风电领域将不断加大投资力度，在全国布局
建设风电场，为绿色能源添砖加瓦。

征收碳税降低化石能源消费比例

Q ：您提出要尽快开征碳税，请问，目前

征收碳税有哪些相关依据和必要性？对我国能

源转型有何重要意义？

A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大力推动绿色
低碳发展，空气质量明显好转，单位 GDP二
氧化碳排放量逐年降低，节能减排成效显著，
但是我国仍连续多年是全球碳排放第一大国，
目前二氧化碳年排放量还在逐年上升。

2011年，我国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
作，于 2017年 12月正式启动全国碳交易体系。
由于只覆盖发电行业，而且配额基本按照历史
排放量核定，实际只起到约束增量作用。截至
2019年 5月底，全国碳市场累计成交 3.1亿
吨二氧化碳，成交额约 68亿元，碳交易市场

价 / 竞价上网的阶段，要顺利实现这一政策落

地，行业还需要哪些支持？风电产业链要做好

哪些准备？阳光电源欲在“十四五”期间的风

电领域做出哪些贡献？

A ：对于平价上网，首先需要凝聚共识，
坚定用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信心，其次需
要科学、稳定和可持续的好政策出台。可再生
能源发展进入从替代能源向主流能源发展的关
键时期，已经从高成本制约大规模应用，转变
为传统电力体制机制不能适应高比例可再生能
源发展的局面。想要化解问题，必须着眼于电
力市场化改革，打破原有体制机制的束缚，推
动电力系统由垂直的单向一体化向分散化、网
格化方向发展，将电力系统中现存的灵活性资
源调动起来，并且建立电力现货市场及以绿色
证书为代表的市场化补贴机制，推动产业适度
规模化发展。除此之外，同步加快电网投入和
灵活性改造、智慧能源互联网建设的力度，加
大一系列能源输送通道以及微电网的建设等，
保障清洁能源的有效消纳。

同时，风电产业链也需要提升发展质量，
加大技术研发力度、实施智能化和精细化管理、
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通过内外部机
制的共同作用和技术的不断进步，推动行业的
健康可持续发展。

对阳光电源来说，风电变流器是我们的战
略业务，我们将更加深刻理解电力市场和风电
行业变革，深耕并引领以风电变流器为代表的
电力转换技术，苦修内功，专注低成本创新，
使风电变流器能更好地适应电网、支撑电网，
高效融入电力系统以及行业的发展。“十四五”
期间，阳光电源风电变流器将进入海上风电领
域和海外风电市场，巩固高端品牌，为客户提
供一流产品。

同时，我们将持续探索和研究风能在多能
领域中的融合发展，推进风电参与电力辅助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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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进口的排放密集型产品，如铝、钢铁、水
泥和一些化工产品等征收的一种进口关税。我国是
出口贸易大国，碳关税的征收对我国出口贸易影
响较大。而我国开征碳税，可通过世界贸易组织
（WTO）禁止双重征税原则避免被征收碳关税。

疫情之下，风电更需实质性支持

Q ：目前，全球疫情形势严峻，您预估对风

电的影响将持续到何时？对风电的产业政策有何

建议？

A ：今年以来，受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我国风电产业遭受重大打击，第一季度，项
目建设全面停滞，当前正在艰难复苏中。全球疫
情形势依然严峻，导致部分零部件供应紧张加剧，
预计影响会持续到今年年底。

受疫情影响，相当一部分项目无法在规定时
间节点前并网，也就无法享受核准时的补贴电价，
这将导致项目失去投资价值，大量计划投资项目
将被放弃，还会影响今、明两年的项目投资。粗
略估算，由此将导致风电项目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约千亿元。更严重的是，整机厂和上游供应商前
期为己完成招标项目的投入将全部无法回收，叠
加国际市场需求下滑的影响，我国实体经济会雪
上加霜。

因此，靠风电企业自己应对不可抗力已经非常
艰难了，在此呼吁相关主管部门能够适时调整风电
产业政策。建议国家能源管理部门将并网时间节点
向后顺延 6个月；进一步降低或减免相关税收，降
低企业资金成本；协调各地方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简
化审批程序，合理优化流程，为企业减负松绑。  

减排效果极其有限。
碳税是指针对二氧化碳排放所征的税，与碳

交易市场的交易模式完全不同，碳税采用公平义务
原则，不论排放多少，都必须征收，是以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为目的，对化石燃料按照其碳含量或碳排
放量征收的一种税，主要目的是应对全球气候变
化。目前，全球已经有 30多个国家开征了碳税。

碳税的计税依据主要有按照排放到空气中的
二氧化碳量和对化石燃料含碳量测算排放量两种。
建议我国按对化石燃料含碳量测算排放量作为计
税依据，并可对采用低碳技术节能减排的企业进行
税收减免。

首先，开征碳税是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生
态文明思想，实现《巴黎协定》中国承诺的必然要
求。2015年 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巴黎气候大
会上承诺中国将于 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
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
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年下降 60%~65%。从目
前来看，实现承诺还面临较大压力。另外，在今年
的气候大会上，希望中国能提前几年达峰的呼声也
越来越高，我们需要通过税收杠杆的调节进一步加
快降低化石能源消费比例。对化石燃料征收碳排放
税，可以抑制、减缓化石能源的消费，进而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以及其他污染物排放。

其次，开征碳税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
必然要求。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特别是能源结构不
合理，是我国经济发展诸多矛盾和问题的主要症结
之一。适度开征碳税，有利于抑制高耗能、高排放
产业的增长，有利于鼓励企业开发利用可再生能
源，加快淘汰耗能高、排放高的落后工艺，也可促
进碳捕捉、新型减排、清洁能源和零碳生产等技术
的应用，使一些新兴行业孕育而生，增加新的就
业岗位，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是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最佳路径，开征碳税不会
对我国经济造成冲击。

最后，开征碳税是应对“碳关税”等贸易保护
的有效措施。碳关税，也称边境调节税（BTAs），
是对在国内没有征收碳税或能源税的出口商品征收
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主要是发达国家对从发

建议我国按对化石燃料含碳量测算排放量作为碳

税计税依据。



2 0 2 0 年 第 0 5 期  23  

Dialogue | 对话 



24  风能 Wind Energy 

The contemporary
y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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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赋予每代人不同的使命。当代风电青
年继承了绿色的梦想，也见证了中国风电
事业的伟大腾飞，展现出敢于担当、勇往
直前的气魄。

当代青年追风记

本刊策划

28／许新鑫：我与海上风电的七年“爱恋”

31／马雪韵：静心前行 守得风来

34／景志林：在数字化转型中重新发现新能源的价值边界

38／魏煜锋：用测试提升价值

41／沈文：9年坚守，只为心中那个标杆

45／魏子祥：风电江湖修炼记

48／专家寄语



封面故事 | Cover Story

26  风能 Wind Energy 

提水灌溉、磨面照明的古老风车吱呀旋转
了几个世纪，没人料到，通过应用现代化控制
系统，短短几十年间，风能已迅速成长为重要
的能源形式，风电版图也从陆上“遍地开花 ”
扩展到海上“迎风听涛”。

因为，矢志前行的追风者不曾辜负时代的
荣光，而青年人更是开拓创新的主力军。

风电在技术上充满了挑战性，但这没有阻
挡住风能人前进的脚步。第一台用于发电的风
力机，第一台并网型陆上风电机组，第一台海
上风电机组，以及数不清的发明专利，无不记
载着前人为风电技术变革付出的艰辛努力。而
消除化石能源带来的环境问题、应对全球气候
变化、“让人类用上负担得起的绿色能源”的
美好愿望，令世界各国对风电寄予了更多期望，
进一步加速了风能人追梦的步伐。

当风力发电技术的春风吹到东方，中国的
风电梦想也开始起航。多个领域的科研工作者
汇聚于风电麾下，将其作为毕生追求的事业。

经过近 30年的风雨兼程，中国的风电产
业，规模上，实现了从无到有，再到装机容量
全球排名第一；技术上，实现了从跟随到引领；
设备上，实现了从引进到国产化；成本上，从
需要补贴到实现平价……

经过几代人的筚路蓝缕，风电产业才有了
今天不俗的成绩。老一辈风能人用青春与热血
为洁白的风车铺就了绚丽的底色。为了填补行
业的空白，专家们夜以继日研究制定相关政策
和标准；科研工作者为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不
断攻克技术壁垒，大胆创新、勇于试错、精益
求精；建设者们则深入人迹罕至的高山、戈壁、
荒原，栉风沐雨、风餐露宿，竖起一台台百米
巨人；运维人员更要与严寒酷暑抗争，舍小家
为大家，忍受难耐的寂寞与孤独，常年坚守在
风电场一线。艰苦奋斗成就了中国风能精神，
也造就了风能人坚韧、乐观、不畏艰险、勇于
创新的性格。

正是老一辈风能人的开拓与创新，为今日
风电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他们身上开拓
创新、奋发图强、开放求实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也深深感召和影响着“后浪”们。

为了实现绿色能源的理想，一代代人薪火
相传，挥洒着青春热血，积蓄着力量，将知识
的捕风塔层层垒起。如今，年轻的风能人已经
接过前辈们手中的接力棒，沿着他们的足迹，
踏上新的征程。风电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其发
展势必面临诸多压力与障碍，而风能人始终怀
揣着对绿色未来的美好憧憬，一路披荆斩棘，
实现了一次次的突破。他们用火热的激情和勤
劳的付出，铸就了今日风电的中国模样。这其
中，有科研工作者对数据的探究，有制造者们
对生产的精益求精，有建设者们操纵重器的胸
有成竹，也有运维人员的踏破铁鞋……

2020年中国风能新春茶话会上，一群年轻
的风之骄子，接过“中国风能人 ·青年先锋”的
奖状，他们是一群平凡的普通人，也是不平凡的
时代英雄。本期封面采访了其中的优秀代表，以
向读者展现当代风能人的精神传承和时代风采。

风电是一场接力跑。今天，高速发展的风
电产业，同样张开双臂，吸引和拥抱着全球顶
尖专业人才，能源物联网、智能运维、机器人、
无人机、新材料、先进的工艺和管理技术正汇
聚于这个朝阳产业；而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
年轻的风电郎们更是冲在一线，将自己的身影
镌刻在时代的丰碑上。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
的担当。年轻的新能源产业开拓创新者们，正
在破解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两难”悖论。

吹皱的春水、起伏的麦浪、摇曳的树枝、
奔涌的海浪，千姿百态的风，将在创新者的指
挥棒下舞出另一种动人的姿态。蓝色的天、干
净的水、清洁的空气，一个新能源的世界正向
我们招手，在这里，更多的青春故事即将上演。
奔跑吧，风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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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装风电股份有限公司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电气风电有限公司

中能动力（北京）滑环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中车电机有限公司

华电福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华伍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京城新能源有限公司
河北源恒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粤电湛江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远景能源有限公司

迪皮埃风电叶片大丰有限公司
北控清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连云港中复连众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海上风电运维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京冶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湘电风能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核汇能有限公司
华仪风能有限公司

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金风新能贸易有限公司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挚迈绿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大唐集团新能源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三一重能有限公司

重庆科凯前卫风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西安中车永电捷力风能有限公司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维斯塔斯风力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五家渠京能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奇台分公司

中外天利（北京）风电科技有限公司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西门子歌美飒可再生能源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大唐青岛新能源有限公司

张家口市能源局
三峡新能源阳江发电有限公司

协合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瑞能电气有限公司

北京鉴衡认证中心
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中国风能人 · 青年先锋”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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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新鑫：我与海上风电的七年“爱恋”

本刊 | 王芳

蔚蓝的天空中，白云追赶着阳光，在草地
上留下嬉戏的身影。天地之间，白色的风车在
悠然旋转，一派祥和。如此绿色环保的能源，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
多么舒服，多么令人向往啊！

对于三峡新能源阳江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许新鑫来说，这样的场景就是风电在他心目
中“初恋”的样子。“最开始觉得风力发电非
常简单，跟火电、水电比起来，占地面积小、
设备少、电气系统也简单。”随着了解的深入，
许新鑫愈发觉得风电是个充满内涵的“白富
美”，“风力发电其实是一个科技含量高、自动
化程度高的复杂工程，涉及电气、机械、材料、
空气动力学等多个专业领域，海上风电更是涉
及海洋环境、海工结构等更多的专业内容。” 

如今，进入风电行业七个年头，1986年
出生的许新鑫已经称得上“半个老兵”，而他
对风电的“爱恋”也愈发深沉。

许新鑫
三峡新能源阳江发电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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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送电并网时

七年朝夕相处，最难忘的日子有两个。
一个是江苏响水近海风电场海上施工现场

管理时。该项目是三峡集团首个海上风电项目，
也是许新鑫第一次邂逅海上项目。其间，克服
了经验缺乏、交叉工作面多、海上作业窗口期
短等重重困难，成功投运国内首根 220千伏三
芯海缆，全球首次实现西门子风电机组海上整
体吊装。
“人类真的好伟大，在浩瀚无垠的大海上，

把长达六七十米、上百吨的钢管桩以一定的斜
度分毫不差地打到海床面以下四五十米，这是
我第一次真正面对大国重器⸺�海上风电，感
觉很震撼。”

说这话的时候，许新鑫充满了自豪感，但
随后升压站的工作却让他刻苦铭心。

响水项目海上升压站是亚洲首座 220千伏
海上升压站，从设计到建设都毫无经验可循，
再加上标段划分比较细，一方面，现场的协调
量非常大；另一方面，由于一些配合不到位，
升压站出海时还有很多工作没完成。许新鑫说：
“升压站只有 30米×30米的面积，大约相当
于两个篮球场。来自设备厂商、施工单位、设
计单位以及业主单位的 20多位精兵强将，在
没水、没电、没手机信号，定期补给也不是很
及时的情况下，在升压站坚持了三个月，完成
大量的安装、调试、完善设计等工作，一直到
送电完成。好在当时是冬天，食物容易存放。
那时，每天面朝广阔的大海，没有春暖花开，
倒感觉有些迷茫和无助。”

最终，参建各方克服了各种困难，保证
了升压站送电成功。当然作为第一个吃螃蟹
的项目，那些走过的弯路也为后期海上风电
项目的开发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目前，
三峡海上升压站建造以及设备采购的标段划

分、施工的理念，包括升压站上面的生活条
件和人文关怀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建设周期
也缩短到一个月。

另一个是 2019年 11月 29日，三峡阳江
项目首批机组并网的时刻。阳江一期项目是三
峡集团在广东省的第一个海上风电项目，建设
难度前所未有：水深 30米，是当时国内水深
最深的海上风电项目；地质条件复杂，海底积
岩面起伏很大，随时有碰到嵌岩的可能；海况
恶劣，每年的施工窗口期仅有 100来天，只
有江苏海域的一半。从 11月到来年 3月上旬，
几乎干不了活。3月到 10月也不好干，每年
有二十七八个台风，其中会有 1～ 2个台风正
面登陆。由于水深大，基础钢结构的用量普遍
在 1500～ 1800吨，比江苏海上风电基础用
钢量的两倍还多。如果碰到嵌岩，成本还要增
加 50%，这些困难导致施工周期长，占用船只
时间长，员工在外作业时间多，效率降低，成
本增加。

从 2018 年 12 月 3 日开工，到 2019 年
11月 29日首批机组并网发电，在 362天的时
间里，许新鑫时刻关注着气象预报，了解天气、
风速、浪高、涌浪等，几乎每天都在煎熬：导
管架沉桩会不会碰到岩石？灌浆会不会堵管？
单桩会不会溜桩？风电机组吊装会不会遇到突
风？期间，由于遇到软质地层，还真发生过一
次令人惊心动魄的溜桩。好在准备充分加上运
气不错，恰好在设计范围之内停止了溜桩。

机组并网的瞬间，那种苦尽甘来的感觉，
令许新鑫百感交集，泪湿眼底，“所有受过的
苦、所有流过的泪，似乎都随着叶片的旋转烟
消云散。” 

三峡阳江一期项目成功并网发电将以点带
面，带动后续阳江二至五期 140万千瓦项目建
设，同时也为三峡集团在粤千万千瓦级海上风
电基地成功打响了第一枪，美好愿景正逐步由
蓝图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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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恋爱”经验

负责过两次大型海上风电施工工程的现场
管理，许新鑫对海上风电也有了更深的认识。

首先，海上风电项目建设是一个复杂的工
程，一开始就应该有通盘的考虑，从项目建设
是否存在颠覆性的因素，到各种批复意见的获
取，再到整机设备以及主要施工单位的选择，
最后到运维模式的确定，其间可能会出现各种
各样不可控因素，但不能偏离这条主线太远。

其次，海上风电的关键因素是海，大海本
身就是一个最大的不可控的因素，整个项目的
建设一定要把握好大海的“脾气”，在非施工
窗口期一定要做好各种下海的准备，包括整机、
海缆的生产，钢结构的加工，各种手续的办理，
一旦施工窗口期来临，要全力以赴抢抓每一天、
每一小时、每一分钟。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
海上风电靠的就是装备，特别是在广东阳江，
能在南海这片海域作业的船屈指可数，适时把
握施工资源尤为重要。

最后，协调参建各方，充当好润滑剂的作
用。施工中参建各方有时会站在自己角度考虑
事情，协调工作繁重，但要完成任务，一定要

本着事情的轻重缓急，把道理说清楚，团结各
方，既要有策略，也要有耐心。

想说爱“她”也容易

随着经验的积累和能力的提升，许新鑫承
担起更多的工作任务，负责与地方政府、海洋
海事、电网等的关系协调，以及项目公司的日
常管理工作，其综合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由于条件艰苦，风电基层存在着招人难、
留人难的现象，但仍有大批的风电人难以割舍
对“她”的好感痴心不改。从实际工作出发，
许新鑫总结出风电人的心理需求，或许能够表
达爱上“她”的原由。

首先要让大家感觉到“认同感”，三峡整
个海上风电建设团队都比较年轻，尤其是阳江
团队，平均年龄不到 30岁，大部分新入职的
员工经过半年左右培训，都会被安排单独负责
一个工作面。如此重要的岗位交到自己手中，
大家都会感受到个人价值得到认可，会更加主
动、积极地开展自己负责的工作；第二是“新
鲜感”，海上风电开发建设是个复杂的系统性
工程，涉及手续办理、工程建设（包含各个工
作面）、生产运维、质量安全、环境管理等方
方面面，通过部门间轮岗、交流学习的方式或
者部门内部工作面间的调配，大家能够接触到
新奇有趣的工作内容，不断学习接受新的知识，
避免因长时间干一件事而感到疲劳；第三是“成
就感”，一个项目在自己手里从无到有，从小
变大。当目睹项目建成的那一刻，你会发现那
种成就感、满足感，可能比其他任何一种形式
的奖励更能得到精神上的愉悦。

许新鑫希望风电人的“痴情”能揭开风电
神秘的另一面：“风力发电部分技术还不太成
熟，未来还有很多亟需解决的问题等着我们去
探索、思考、完善、解决。希望我们有办法把
它培育成更加绿色、稳定的能源。” 

许新鑫在海上

检查海缆弯曲

限制器安装是

否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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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雪韵：静心前行  守得风来

本刊 | 孙一琳

22岁之前，马雪韵一直生活在湖南，生
活轨迹在参加工作后发生改变，2008年，她
来到北京，从此家乡变成故乡。北方的风刺骨、
雨凉人，与南方的和煦截然不同，但就是这样
的环境也妥善安放了她的理想。

马雪韵
中国大唐集团新能源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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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行

马雪韵就读于长沙理工大学水文与水资源
专业，毕业后进入中国电建集团北京勘测设计
研究院（下称“北京院”），开始参与大型水电
项目规划。2006年，可再生能源法出台，风电、
光伏发展形势一片大好。2009年，在北京院
的安排下，她随一批同事转行进入新能源领域，
自此之后一直从事新能源评估和设计工作。
“2010年之前全国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新

能源专业，所以，当时大部分从事新能源评估
和设计的技术人员都是水利专业出身的。资源
分析的原理大体相似，比如资源勘测的基本流
程、流体力学方面的知识、数值理论统计和地
形图处理等。”她解释道。可以说，那一批技
术人员是在项目中不断磨练，在实操中积累经
验的。此外，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北京院组
织安排他们系统学习了风电机组的相关课程。

现场勘测是设计人员的主要工作之一。早
期没有智能化的仪器，勘测小组成员外出作业
时要用一双脚量遍每一寸土地。因为条件过于
艰苦，并且对体力要求较高，风电行业较少有
女性从事外勤工作。看着眼前温柔白净的姑娘，
本刊记者提出疑问。“当时我们资源部门有 11
个人，女子顶了半边天。”她笑眯眯地说：“因
为姑娘们工作很拼，我们还评上了‘巾帼英雄’
团队。”
“有一年元宵节，我是在河北坝上度过的。”

那是马雪韵印象最深的一次勘测经历。冬季的
坝上草原，最低温度能达到零下 30摄氏度，
平均积雪 15厘米以上，很多地方都不通车。
资源、地勘、道路和土建专业的四、五个人组
成的一支小战队，拿着对讲机、扛着测量仪，
要在雪地里走一整天。“每天回来之后从外面
裤腿到里面的袜子全都湿透了。因为车开不进
来，每天就随便吃点干粮，连口热水都喝不上。
确实辛苦，但这是我热爱的事业，我愿意为其

付出，就不觉得有多困难。”
马雪韵是较早一批开始风能资源勘测和项

目设计的技术人员，那时风电发展还处于前期
阶段，项目少而精，北京院承接了很多百万千
瓦级基地项目和特许权项目，一个项目的设计
流程要数个月才能完成，并且要经过国家层面
的审查才能通过。这就给了马雪韵充足的时间
和空间去成长。

作为新人，最初她只是负责前期数据的处
理和基础数据的输入处理，半年之后才写了自
己的第一份风能资源评估报告，算是踏出了第
一步。随后她遇到了一个“跨级”挑战。“这
个项目主要是需要进行可研性分析，论证资源
等级和装机容量。但甲方公司有一位行业公认
要求很高的技术总监，要求利用有限的资料做
到微观选址的深度。为了达标，我连续三四天
在办公室改报告，一直到凌晨三点。办公楼大
门都上锁了，只能翻窗户回家。”说起这个项目，
马雪韵虽有面对严格甲方的无奈，但更多的是
感激，“从这个项目里我接触了风电设计阶段
的整体流程，包括资源情况、风电机组选型、
基础形式设计以及工程量等。这令我快速地成
长起来。”

马雪韵和团队

在河北张家口

尚义县进行资

源勘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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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淀

业精于勤，马雪韵很快就能在工作中独当
一面。在随后的工作中，她作为资源专业主设、
项目副设总完成了国内外 100余个新能源项
目，积累了大量国内外风电项目资源评估及经
济评价的相关经验。

随着项目经验的不断积累，马雪韵不再拘
泥于眼前有限的工作，开始聚焦于行业未来的
发展。

实际上，新能源高歌猛进的势头并没有
持续太久，西北地区日益严重的弃风、弃光问
题迫使新能源的发展紧急刹车。各方都在寻找
出路。

为此，她跟随北京院转向开拓南方山地风
电市场和国外风电市场，积极参与了风电制氢
和风电供热等课题研究。“2012年，我参与了
一个丹麦风电供热项目课题研究。这个项目脱
离了常规新能源项目的范畴，从国家层面寻找
一个解决弃风的新思路、新机制。”虽然课题研
究在三年后结束了，并且证明风电供热的本质
是电力供热，短期内并不能对解决消纳问题起
到什么作用，但这次的经历让马雪韵得以从更
高的视角来观察自己的工作，新能源不仅仅是
某个或某几个项目，而是与人们日常生活休戚
相关、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有长远意义的事业。

2019年，出于生活和工作的多重考虑，
马雪韵离开了工作十年的北京院，来到了大唐
新能源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多年的积淀
让她面对从设计院到开发企业的角色转换游刃
有余。她参与了项目的规划、可研、初设、投
资价值评价审查及部分项目实地现场踏勘、选
址等工作，同期还主导搭建了大唐新能源科学
技术研究院―远景能源格林威治云平台。
“数据是一笔巨大的财富，随着大数据技

术的不断发展，我们有机会利用这笔财富创造
更大的价值。” 马雪韵和团队采集大唐现有项目

的运行数据，将已建成项目、在建项目和待开
发项目地的数据导入平台，借助大数据分析和
高性能计算技术获得非常直观的风能资源情况，
“在项目前期，该平台对技术人员在资源普查、
宏观选址、拟定测风方案等方面的工作有指导
作用，能够提高工作效率。”马雪韵解释道：“现
在再也不用在山里一呆就是半个多月了。”

传承

时代往往决定了一代人的底色。这个生于
八零年代末的姑娘在社会飞速前进的强压下见
识了科技带来的红利，身上有一股只争朝夕的
劲头儿，但在她身上同样能看到传承的印记，
有老一辈技术人员那份纯粹、专注做事情的心。

起初为了帮助所有人尽快适应新的工作，
北京院安排马雪韵等人跟随项目设计经验丰富
的专家学习。马雪韵对自己的师傅又敬又怕：
“师傅是非常严格的一个人，有时我们报告改
不好还会被骂到掉眼泪，但我真的很感恩他对
我的指导。”老一辈的人不习惯阅读电子材料，
写好的报告要打印成纸质版。一份报告递上去，
拿回来从措辞到标点，没有一处不标红的。

这些红色的印记在她未来岁月中常常会偶
然地或者必然地闪现，形成了她严谨、爱钻研
的工作习惯。为了搞懂一项数据的来龙去脉，
她可以在低温机房里冻上两三天；现场勘测时，
在太阳下暴晒也不觉得辛苦，因为在她的认知
中，这些都是职责所在。

马雪韵时常提醒自己，也告诫身边的人不
要对工具形成依赖：“我一直秉承的理念就是要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诸如大数据平台类的工
具只是辅助，不能否认其为工作带来的便利，
但对于软件计算的原理、公式，要做到心中有数。
这样才能保证无论何时，项目设计都有理有据。”
“现在的时代过于浮躁，我们应该对这个

世界、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她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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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志林：
在数字化转型中重新发现新能源的价值边界

本刊 | 夏云峰

进入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金
风科技”）不到 3年时间，景志林迅速成长为
区域运营中心的运行主管，负责分布于新疆、
甘肃、宁夏等地区的 18个风电、光伏发电项
目（167万千瓦）的集控运行管理工作，并凭
借优异的业绩表现，先后获得 2018年度金风
科技“优秀员工奖”以及 2019年度“中国风
能人 ·青年先锋”奖。谦逊的他，将这一切归
功于金风科技提供的良好工作环境。一个好的
平台，一名优秀的员工，共同成就了一段“企
业搭台，员工唱戏，共同进步”，让员工“想干事，
能干事，干成事”的佳话。

景志林
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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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网到风电企业，与电为舞

2008年，从西北工业大学完成信号与信息处
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业后，景志林选择回到自己
的家乡，供职于国网新疆电力公司，从此与电力
结下不解之缘。

最初，景志林主要与火电机组打交道。虽然
是初出茅庐，但他仍然参与了许多重要工作⸺�
2008年，参与新疆首台 30万千瓦火电机组调
试；2010年，参与中电投乌苏热电火电机组调试；
2011年，他更是走遍全新疆的火、水电站，完成
了电力行业技术监督工作。

2012年 1月，国家电网印发《关于全面推进“三
集五大”体系建设的意见》，着力推进人、财、物
集约化管理和“大规划、大建设、大运行、大检修、
大营销”体系建设。期间，针对所用软硬件严重依
赖进口的局面，加快电网调度控制系统的智能化、
国产化升级成为紧迫的任务。

在这一背景下，景志林再次被委以重任，转
而负责智能电网调度控制系统的模块开发，完成
AGC（自动发电控制）、AVC（自动电压控制）、
SCADA（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新能源功率预
测模块建设。

让他引以为傲的是，由其开发的 AGC控制
系统后被应用于新疆区域火、水、风、光电源的
发电控制，项目获得自治区的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时至今日，新疆省调仍在采用这套控制策略。

2012―2017年，景志林还完成 5000万千瓦
新疆各类电源省调接入工作，这段经历让他对全
疆电网网架结构和电源分布情况更加熟悉，从而
具备了电网调度运行下的各类电源运行分析能力。

2017年 6月，带着对电力系统的深厚积累，
景志林选择加入金风科技旗下的全资子公司北京
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天润新能”），负
责建设西北集控中心。

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景志林起初最为看中
的是金风科技的平台价值，而后又被这家公司的

企业文化深深吸引。
金风科技有一幅广为人知的油画：画面的背

景是，在绵延起伏的天山脚下，遍布成百上千台
风电机组；近景则画着坚韧跋涉于广袤沉寂大漠
上的 13头骆驼。它们既象征金风科技最早开发的
达坂城风电场安装的 13台风电机组，也寓意这家
国内最大风电整机企业创业者们早期创业的艰辛
和不屈的意志。

第一代拓荒者的精神，给金风科技的企业文
化打上了“稳健、可靠、技术流”的烙印。然而，
在成立至今的 20多年里，无论是走出新疆，步
入国际化发展轨道，还是在风电机组研制之外实
现光伏、水务环保、绿色金融、智慧生活等领域
的多元化发展，金风科技又给外界留下“不保守”
的印象。

在处事沉稳、喜欢分析、愿意接触新事物的
景志林看来，自己的性格以及做事风格与金风科
技的企业文化高度契合。
“金风科技是一家非常优秀的企业，愿意给予

那些希望用自己的努力和知识积淀，为公司创造价
值以及推动行业发展的人以大力支持，能够充分调
动员工的积极性。”谈及入职以来的感受时，他说。

据景志林介绍，在金风科技，所有人每天都
有饱和的工作任务，但企业也努力营造出有利于
员工身心健康的工作环境，提供了丰富多样的体
育、娱乐活动，让员工保持好的心态来高效工作。
“如果把企业当作朋友，金风科技则是一个积极向
上的朋友，他将乐观的情绪传导给了我。”

受集团价值观的影响，天润新能一直倡导“卓
越天润人，温暖天润家”的理念。
“前半句指的是，天润新能始终追求成为一流

的清洁能源服务共享平台，持续推动创新，这就给
愿意做事的员工创造出广阔的发展空间。”景志林
解释道，“后半句是指，大家作为这个家庭的一分
子，都是围着工作转，把企业关注的事情往前推进。
此外，谁有点事，大家会互相帮助。”

融入这样的氛围中，景志林找到了一展拳脚
的动力。



封面故事 | Cover Story

36  风能 Wind Energy 

集控+精益化管理，降本增效

近些年，为了提升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
建设集控中心成为新能源行业发展的重要趋势。致
力于推进业务数字化转型的金风科技，自然同样
将此视为一项重点工作。

景志林加入之时，天润新能正在建设金风科
技的第一个集控系统。公司给予初来乍到的景志
林充分的信任和支持，而在景志林看来，新能源
企业的集控系统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小的调度系统，
因此，他的过往经历此时也派上了用场。

在共同的目标下，景志林迅速融入天润新能
资管团队，与大家并肩作战，从场站信息接入、网
络通道组织、集控主站系统建设、电力监控系统
安全防护等方面着手，建成金风科技第一个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能源集控中心，并进一步基于
EAM（企业资产管理）等数字化手段，打造了“集
控 +区域运检”的新型新能源生产运维模式。针
对期间的成果，他们还申请了 10项专利。

这套系统在实践中发挥出良好的价值。以哈
密运检中心为例，借助“集控 +区域运检”模式，
在保证同等效率的前提下，现场运维人员数量减
少了一半以上，人工成本大幅降低。

由此带来的是综合成本的大幅下降。这一系
统的应用，使得天润新能西北运营中心管理的 17
个风电项目的运维成本共计下降 38%。

值得一提的是，集控系统也为降低新能源发
电项目的“两个细则”考核分数提供支撑。

据了解，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新版的《西
北区域发电厂并网运行管理实施细则》《西北区域
并网发电厂辅助服务管理实施细则》开始正式执
行，“两个细则”考核比旧版本更为严格。
“对于西北区域的新能源发电企业而言，‘两

个细则’考核费用的支出，会极大影响电场的发
电收益。”景志林指出。

他介绍，“两个细则”考核的分数高低与功率
预测的准确度紧密相关。对此，运用集控系统中
的功率预测功能，能很好地结合场站的特点，充

分利用金风科技的云端计算能力以及与功率预测
相关的算法，提升准确率指标。

此外，利用集控系统做好生产管控，将检修
工作安排在微风或无风的日子开展，可以减少发
电量损失，同时，通过合理利用 AGC的控制点，
还能够使场站用电率最小化，有效实现电量增发。

这些措施显著降低了“两个细则”考核分数。
2019年 1―9月，天润新能新疆区域的风电项目“两
个细则”考核分数远低于区域平均水平（分数越低，
考核费用越少），居于新疆各大发电企业前列。两
年多来，共减少“两个细则”考核费用上千万元，
并为金风科技累计增发数千万千瓦时的电量。

有鉴于此，目前已有多家新能源发电企业拟
委托天润新能资管团队开发数字化运维系统，也
有部分新能源金融投资企业选择将发电资产运维
和电力交易全权托管给天润新能的资产管理团队。

近两年工作中，景志林开始对“运用精益化
管理深挖新能源的降本增效潜力”产生浓厚兴趣，
金风科技面向员工提供的丰富系统性培训满足了
他的这一需求。2018年，景志林参与金风科技组
织的六西格玛黑带培训，培训鼓励员工带着课题
参与。随后，他通过考试，并先后完成“集中风
功率预测降低电网考核”“天润西北集控场站多点
联锁电话共享系统”“提升两个细则管理能力的精
益平台建设”等 3项精益化课题，合计创造价值
接近 1800万元，并输出 5项技术发明专利。
“公司给大家一个学习的环境，让大家带着问

题去学习、解决，核心永远是围绕如何增效以及
创造更大价值。”景志林说。

他还申请成为金风科技的一名内训师，开展
过十多场专题技术培训，提炼出“两个细则”运
维要点，让更多人掌握减少损益的方法。2019年，
他被评为金风科技“最佳内训师”。

开启下一个新征程，现货交易

近几年，金风科技将目光投向另一个在国内尚
属刚刚起步，但潜力巨大的领域⸺�电力现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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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3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
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9号）
公布，我国的电力市场化改革进程加快。同年11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 6个电力
体制改革配套文件。其中提出，具备条件的地区
逐步建立以中长期交易为主、现货交易为补充的
市场化电力电量平衡机制；逐步建立以中长期交
易规避风险，以现货市场发现价格，交易品种齐全、
功能完善的电力市场。此后，山西、甘肃等多个
省份陆续开展了电力现货交易结算试运行。

天润新能资管团队从中敏锐地意识到，面对
“无现货，不市场”的大趋势，电力现货交易能力
将是发电企业下一阶段参与电力市场竞争时要拼
的硬实力。
“以前的集控系统主要是管生产，重点关注中

长期交易和设备运行。但一旦进入现货交易模式，
每隔 15分钟就必须报价一次，这又与生产运行密
不可分。”景志林说，“现在亟需构建的是具备现
货交易能力的集控运维模式，这要求集控系统必
须与现货交易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相结合，集控值
班人员既要有传统的生产运营能力，也需具备较
强的电力交易能力。”

基于这样的判断，自 2018年起，按照集团的
统一规划，天润新能资管团队开始筹划构建电力
市场交易能力，提前布局电力现货交易模式下的
新能源集控运行模式。

景志林的多年积累此时再次发挥作用⸺�他
参与过 2017年以来新疆区域的中长期交易、跨区
外送、新能源替代、电采暖、月度临时交易，以
及甘肃、山西的电力现货交易结算试运行，掌握
了与各类电力交易有关的政策和结算办法。

近 3年的推进过程中，景志林得到了公司层
面的大力支持。团队和领导多方协调负责风能资
源、功率预测等业务单元和分子公司，整个团队
共同基于现货交易背景梳理申报逻辑，配合进行
整个传输通道的调试等。
“只要向前推进的是对我们业务有利的事情，

公司会从各方面调动一切资源进行协助。公司甚至
给了我们试错的机会，因为在金风科技的文化里，

经验的积累也十分重要。”他说。
这里隐含的一个信息是，金风科技在开拓电

力市场业务上具有集团化优势。据悉，作为新能
源龙头企业，金风科技在全国范围内开发了众多
的新能源电站，每年生产超过 120亿千瓦时的纯
绿色电力（含等量配额、绿证）。这家企业还与主
要大型发电集团建立起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能
够充分保障电力供给。此外，金风科技形成了完
善的用户侧能源服务产品体系，业务范围涵盖分
布式能源、水蓄能、储能、能效管理平台等，与
售电业务共同构成完整的服务方案。

另外需要提及的一点是，由于电力现货交易
的价格带有显著的时标特性，且由此带来的总体
趋势是降低全社会用电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如
何保障收益成为各个发电企业必须考虑的头等大
事。数字化技术手段则提供了一条解决路径。
“天润新能作为一家发电企业，只能在现有模

式下，将电力现货交易业务向数字化方向转型。”
景志林指出，“其核心在于，运用我们自身的数字
化业务能力和分析能力精准实施电力交易策略，
合理利用规则来保障收益。”

针对于此，天润新能资产管理团队自主开发
电力交易数字化平台，全面兼容多个现货试点省
份的中长期、现货电力交易及辅助服务交易规则，
内嵌功率预测、负荷预测及交易辅助决策三大核
心模型，可以充分保障发、售两侧最优出清结果。

在今年 5月的山西电力现货交易结算试运行
中，借助这套系统，天润新能的风电现货平均成交
价格高于中长期市场平均交易价格，接近于该省的
燃煤发电机组标杆上网电价，最大限度提高了收益。

目前，金风科技的售电业务初具规模，与苹
果、亚马逊、百威、宜家等全球知名企业在绿电、
绿证供应方面保持长期合作关系。

而鉴于电力现货交易在未来售电业务中发挥
的关键作用，景志林将之视为自己接下来要推进
的重点工作。“希望与团队一同将电力交易业务的
规模做大，实力做强，成为在业内拥有一定知名
度的电力交易团队。对于我个人来说，将依托金
风科技这个平台，与之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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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煜锋：用测试提升价值

本刊 | 孙一琳

在采访中，魏煜锋给人一种充满力量的感
觉，或许源自他对目标的笃定和对工作的坚持，
或许来自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我的追求。这
让他面对风电日新月异的技术愈战愈勇，激光
测风雷达、漂浮式风电机组、人工智能，他不
断地突破知识边界，去探寻更新、更广的世界。

魏煜锋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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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与突破

魏煜锋是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下
称“明阳智能”）研发测试团队的核心骨干，
他深入理解产品，了解各方需求，为客户提供
完备的解决方案。“可靠”和“令人信服”是
同事和客户对魏煜锋的评价，这是对一个研发
测试人员的高度认可。但他不是一个天赋型人
才，行至此，他用了数年时间。

2007年，魏煜锋获得保研资格，就读于
新疆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在校期间，一次企业
的实习经历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
那是他第一次接触测试验证的概念，知道了这
是推出产品的必经环节。

学成毕业时的他很懵懂，由于硕士期间的
研究课题与风电相关，进入风电行业顺理成章。
最初他主要从事动力学仿真方面的工作。在此
期间，与外企的合作让他正式了解了测试工作。
“测试是一个综合型的工作，要求从业人员对
风电机组有一定了解、具备数据挖掘以及数据
分析的能力。国内很多公司没有意识到测试的
重要性，这一环节最大的意义在于它能对研发
起到指导作用。”预见到测试能在风电产品研
发中释放的价值之后，魏煜锋看到了自己前行
的方向。

当时的魏煜锋既坚定又迷茫。坚定在于找
到了努力的目标，迷茫的是进行风电产品测试
必须有充分的电力知识储备，那是没有系统学
习过电力的他难以突破的瓶颈。

好在上天总是眷顾肯付出的人。回想起
那段时光，魏煜锋还是斗志十足：“一知半解
根本无法展开工作。比起等着问题来找我，我
更喜欢掌握主动权。”他有一套自己的学习模
式：有机会就跑现场，去看、去听、去问；找
来大量教材，出差的路上、工作的间隙，钻研
硬件、软件原理；买来很多设备，用实操验证
所学。

这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三年时间，
他融汇了多方面的知识，如同拼图一般逐渐搭
建起属于自己的庞大体系，并在实践中得到印
证。在一个海上风电项目中，电缆故障导致通
信中断，无论是查找故障点还是重新敷设电缆
都耗时耗力，魏煜锋当机立断，决定安装无线
通信设备。从采购硬件到安装再到调试，每个
步骤他都亲力亲为。最终接通的不仅是风电场
的信号，也是他知识体系的通路。提起这件事
情恍如昨日，魏煜锋形容当时的感觉为“开窍”，
自此之后似乎任何电力技术问题都再难绊住他
的步伐。

除了扎实的技术水平外，沟通能力也是一
个研发测试人员的核心竞争力。采访中能感受
到魏煜锋条理清晰，十分健谈。但是据他自己
回忆，这不是与生俱来的能力。
“本科期间，很少有人认识我。”彼时的魏

煜锋信奉沉默是金，大部分的精力都用来学习。
当他开始接触项目后，才逐渐意识到沟通的重
要性，并有意去转变自己的行事风格，“你必
须充分了解对方所需，也需要准确地表达自己
对项目的理解和意见。要放开自己，努力接触
外界。”这种开放的心态促成了魏煜锋后来的
成功。

好奇并执着

从电力小白到技术大牛，从沉默寡言到谈
辞如云，魏煜锋一步步转变，突破自我，完成
逆袭之路，背后除了孜孜不倦的努力付出之外，
也和他的性格密不可分。

魏煜锋是个危机感很强，同时非常执着
的人。孩童时代会因为误听了老师布置作业的
截止时间，不眠不休两天，只为了“按时”上
交；也会披星戴月地翻山走上几公里路上早课，
只为了不居人后。陪伴少年成长起来的内驱力
如今已足够强大，推动他不断走出“舒适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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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风电机组基础及塔筒应力应变监测系统，
同时还负责叶片监测系统等多种辅控系统开发
工作。

测试研发同样有其前瞻意义。
除了常规的测试实验，魏煜锋及其团队还

承担了前沿技术的测试项目，孵化前沿技术与
设备，为风电设备快速走向市场提供重要支持。
在明阳智能漂浮式风电机组预研中，该团队进
行了机组缩比模型实验验证的工作，提出了完
整的水池实验方案，为未来漂浮式海上机组的
安全性、可靠性起到技术积累的作用。

工作即兴趣

魏煜锋所做的一切都来自对测试研发的热
爱。工作几乎占据了他全部的时间，让工作中
的每一处细节尽善尽美，他乐在其中：“能把
自己的爱好当成事业的人，是幸运的。”

做喜欢的事是每个人的本能，而喜欢自己
所做的事却不那么容易。唯有从工作中找到真
正的价值方能如此。作为领头人，魏煜锋也希
望将这份快乐、这份幸运传递给团队中的每一
个人。为此他经常和团队成员长谈，引导他们
在工作中寻找自己的价值：“测试这项工作的
综合性非常强，涉及领域很广，只要你想做，
就能有施展的空间。”

至于自己，他表示：“明阳智能承担了很
多风电设备的基础研究和测试实施建设工作，
目前也算小有所成。未来这些测试资源可以服
务于行业内更多的企业，带动行业整体优化。
这也符合公司进行战略投入的初衷。于我个人
而言，虽然力量渺小，但既然选择从事这个工
作，我希望能在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和追求，
在此留下一些痕迹。” 

寻找新突破。
“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只有不断地学习

才能防止被淘汰。”实际上，一个人若能时刻
保持一颗好奇心，再加上执着的决心和行动，
总能发现一些别人见不到的宝藏。

2015年，魏煜锋带着他的积累和理念来
到明阳智能，开始一展拳脚。

对于研发测试人员来说，越早介入产品设
计，对产品原型开始测试，越能加深对产品的
理解，尽早发现设计缺陷，并提出改进方案。
这是所有研发行业的共识，但即使意识到了，
也很少有人能做到。
“这是我选择进入明阳智能的原因。”魏煜

锋表示：“公司高层非常重视测试在研发中的
作用。整个产品的研发环节是不能割裂的，要
实现所有资源和信息的共享。测试研发至少要
占总研发投入的三分之一，去实现产品研发的
闭环，以期形成完整的测试覆盖和研究能力。
我觉得明阳智能可以将我的想法变成现实。”

第一步就是对明阳智能的测试工作进行规
范化建设。由魏煜锋牵头打造了完全符合 ISO 
17025实验室标准，具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
可委员会（CANS）认可资质的实验室，提升
了公司测试研发团队的公信力，为后续工作的
展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同时，为了有效地应对研发、市场、运维
等多样的测试需求，团队成功开拓了明阳智能
型式测试、噪音测试、激光雷达测风、模态测
试等多种技术手段，并具备完全独立自主的测
试分析能力，有效地缩短了产品研发和进入市
场的周期。

谈及团队的工作重点，魏煜锋表示：“我
们的工作首要是了解症结所在，并提供解决方
案。”为解决大型海上风电安全监控要求，在
公司降本增效的整体方针指导下，团队研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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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文：9年坚守，只为心中那个标杆

本刊 | 夏云峰

初识沈文，是在本刊于 2019年组织的一
次“最美风电场”活动现场。不高的个儿，不
善言谈，人群中的他并不算显眼。然而，作为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风电事业部
（下称“中车株洲所风电事业部”）派驻甘肃华
电福新能源有限公司阿克塞分公司阿克塞当金
山风电场（下称“当金山风电场”）的服务经理，
沈文对业务细节的了如指掌，及其身上所展现
的湖南人的“刀刚火辣”性格特点，还是给记
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再度听闻沈文的消息，已是他在今年年初
结束上述工作回到湖南株洲休假。从 2011年
毅然决然踏上西北戈壁滩的那一刻起，这个湖
南小伙子就与当金山风电场结下不解之缘。9
年光阴，沈文从懵懂少年脱变为风电“老人”，
也与团队携手奉献出一个高水准的标杆项目，
充分诠释了专注、坚韧的风能人精神内核。

沈文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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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庆幸

与多数从业者的经历类似，沈文选择走上中
车株洲所风电事业部的客户服务岗位，同样带有
很大的偶然性。然而，多年后回首审视自己当初
的决定，沈文感到“很庆幸”。
“株洲所崇尚简单、阳光的工作氛围，这对我

的吸引还是挺大的，因为我就是一个简单的人。”
他如此诠释道。

自小就爱捣鼓收音机、录音机的沈文，一直
对电有着浓厚的兴趣，大学期间更是主修机电一
体化专业。偏内向的性格，喜欢动手的习惯，技
术派的出身，都促使沈文将“简单做人，踏实做事”
奉为人生信条，这样的风格恰好与中车株洲所的
企业文化形成“同频共振”。

众所周知，成立于 1959年的中车株洲所，是
我国最早开展轨道交通技术研发的专业性机构之
一，在 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打破自我，成为
全国科研院所成功改制为企业的样板。由此凝练
出的中车株洲所企业文化，带有明显的“技术立身、
敢于突破、注重实干”的底色。

不过，对于刚刚入职，不甚了解风电的沈文
而言，想要在中车株洲所的大舞台上有所作为，还
需经过一番历练，风电场一线无疑是最好的去处。

按照规定，中车株洲所风电事业部技术中心
的所有新进员工都必须到项目现场实习数月。沈
文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虽然未来可能是在技术
中心从事设计、研发，但了解现场的情况对后续
的工作会有很大帮助。”

2010年 7月，在总装车间完成培训后，沈
文将自己正式工作的第一站选在内蒙古通辽风电
场⸺�当时中车株洲所参建的最大风电项目，安
装了 121台机组。

第一次出远门，广袤无垠的平原、碧草连天
的大草原，沿途的一切无不让看惯了南方丘陵和
山地的沈文感到新奇不已。
“记得经过北京的时候，还特意去天安门转了

转，拍了照片。”他笑着说。
在通辽风电场，沈文先期负责接货管理，后

又参与并网调试工作。彼时，项目处于建设初期，
各种设备运抵现场，需要逐件清点、记录。正是
这个看似简单，实则不容有半点闪失的任务，让
沈文养成了做任何事都追求严谨、细致的习惯。

时隔多年，沈文已经记不清这段经历的很多
细节，但对期间遇过的挫折依然记忆犹新。一次，
他去处理故障，因为一时疏忽导致线路接地，很
多保险丝被熔断，引发一系列故障。

对此，沈文非常愧疚。“当时，我被领导狠狠
批评了一顿，真想找个地方躲起来，因为我本来
就比较害羞，脸皮薄。”

另一次，服务经理临时有事离开现场，沈文
第一次代理此职，但面对两名队员发生矛盾的局
面，却因缺少经验而不知如何处理，只得求助于
自己以前的领导。

这两件事给沈文带来很大的触动，他深深体
会到专业技能的提升以及管理经验的积累永无止
境，这也让沈文找准了此后的努力方向。

没想到

从通辽风电场返回株洲后，经过短暂的休整，
沈文接到了新的岗位安排⸺�到当金山风电场担
当服务工程师。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去就是
9年。

动身前，沈文对项目所在地的环境恶劣程度
早有耳闻，并做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但到达现场后，
情况依然超出了他的预想。

据了解，当金山位于甘肃省酒泉市阿克塞哈
萨克族自治县，东、西连接祁连山与阿尔金山。翻
越海拔 3800米的当金山口，就进入了素有“世界
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由于海拔高、山势陡峻、
常年气温低，当地植被稀疏、人迹罕至，曾有人
如此描述：“抬头不见鸟，低头不见草；风吹石头跑，
六月穿皮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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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当金山地区，需要迈过的第一道坎便是
高原反应。即使提前做过体检，沈文还是出现了
流鼻血、耳鸣等症状，适应一两个月才逐渐缓解。

除了身体不适，更大的挑战来自于生产生活
条件的艰苦。当时，项目建设刚刚启动，升压站
尚未建成，县城又远在六七十公里之外，一时难
以找到合适的场所作为驻地，中车株洲所的团队
只能住在活动板房中。考虑到当地一年里有一半
的时间处于冬季，最低气温会降至零下 30摄氏度
以下，饮用水只有泉眼水，对于其中的艰辛，或
许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有切肤之感。

在这种的环境中，沈文从库房管理做起，短
暂参与并网调试工作后，随着风电机组进入质保
期而开始承担日常检修维护任务。这不仅要求现
场技术人员具备过硬的技能水平，很多时候更是
对他们意志力的巨大考验。

沈文记得，某次处理一个疑难杂症，经过 3
天的排查仍无法确定原因，在大家都接近崩溃之
际，沈文没有选择放弃，经过再次仔细检查，最
终确定这是由变桨变频器内部的一个通信模块损
坏引起的。故障消除后，沈文也累瘫在了车后座上。
那时，他们已经连续奋战超过 12个小时。

2016年，沈文迈入而立之年，也迎来了自己
的全新职业角色⸺�服务经理，管理当金山风电
场的现场服务团队，这让他倍感压力。

有必要提及的是，装机容量为 9.9万千瓦的
当金山风电场有着一层特殊的身份，即全国首座
高原示范型风电场。同时，它也是中车株洲所参
建的第一个高原风电项目。因此，业主方和整机
企业都十分看重项目的价值，并对建设、运营提
出了极高的要求。

沈文明白，无论是不服输的性格使然，还是
基于对客户负责、达成公司参建的目标，将当金
山风电场打造成一个标杆，都是自己义不容辞的
责任。

显然，这离不开业主方与整机企业双方团队
的密切配合。沈文认为，中车株洲所风电事业部
所要做的是，提供高质量服务，使设备运行保持

在最佳状态。
“我们从事的是服务工作，第一点，态度肯定

要好，真心把客户当成上帝。这个就看你心里是
怎么想的，如果只是嘴里说说而已，不管能不能
干得长久，至少会干得不顺心。”他强调，“第二点，
得站在客户的角度帮助他们思考问题。如果还能
替他们想得更超前，比如将机组的隐患预防性处
理掉，对方肯定会更加信任你。”

为此，他将更多精力放在了设备治理上。一
方面，更加注重对每日的风电机组运行数据进行
分析，据此安排第二天的检修工作，从而做到以
状态检修为主。

另一方面，坚持“修必修好”的原则，提高
检修效率。“我跟同事说过，我们每爬一次机组，
就不能让设备留下任何运行隐患。即使在现场处
理不了部分缺陷，回来后也要如实汇报。我们有
一张机组的状态统计表，里面记录着所有缺陷的
数据，包括是否处理完毕。”

值得注意的是，当金山风电场的这些做法还
在中车株洲所风电事业部得到推广。

此外，团队建设同样是十分重要的一环。面
对风电场地处偏僻，业余生活单调的现实，沈文
会在空闲时间组织打球、唱歌，或者包饺子、做
湖南菜等活动，这也让团队成员之间多了一层“兄
弟情谊”。

依靠各方的共同努力，当金山风电场的运营
渐入佳境。2018年，在 6.4米 /秒的年平均风速下，
机组的平均可利用率达到 99.61%，年发电 2.4亿
千瓦时，年利用小时数为 2416小时，位居中国华
电集团甘肃分公司的所有风电场之首；在中国电
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2018年度电力行业风电运
行指标对标结果”中，被评为 3A级项目。2019年，
在年平均风速 5.95米 /秒的条件下，全场机组保
持着 99.66%的平均可利用率，全年发电量突破 2.5
亿千瓦时，年利用小时数达到 2535小时。

在沈文看来，开发当金山风电场的初衷已经
基本实现。除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外，这个项目的成
功开发，在让业主方积累大量高原风电开发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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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也使中车株洲所获取了丰富的一手数据，
并为其后续高海拔风电机组订单的获取起到引领
和示范作用。

硬骨头

担任服务经理一年后，一个棘手的任务摆到
沈文的面前，当金山风电场的风电机组陆续进入
退出质保期的阶段。这让他既紧张，又兴奋：紧
张的是，出质保的难度大，自己又缺少相关的经验；
兴奋的是，啃下这块“硬骨头”一直是促使自己
坚持下来的重要动力。

经过数月的准备，按照业主方制定的出质保
管理办法，沈文带领团队拟定了详细的计划。饶是
如此，一期项目的机组消缺、定检、换油，电科
院检查，资料与物料移交等工作还是持续了一年
多的时间。好在二期项目的出质保过程较为顺利，
用时大为缩短。
“因为有了经验，我们提前规划，把各项工作

安排得非常细致。”他总结道，“此外，机组运行
表现也一直不错。我们采取预防性维护，以状态
检修为主，定期检修和故障检修为辅。所以，平
时发生的故障少，要做的消缺工作不多。”

当业主方在出质保验收文件上签字的那一瞬
间，沈文的内心充满了成就感。“这项工作有难度，
但我们把事做成了。另外，我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包括对出质保过程的整体规划，里面涉及诸多环
节，虽然前期进行过详细规划，但我们还是开展
了三轮巡检、消缺。过程是艰辛的，但算是过来了。”

按照沈文的理解，顺利出质保的一个关键在
于，吃透业主方的出质保管理办法，关注他们的
需求和痛点，而不能仅按照自己的理解来组织设
备的消缺等工作。即使是对于资料和物料移交的
要求，也必须彻底弄清楚。

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当金山风电场的两期项
目出质保后，业主方决定将机组的维护工作继续

交由中车株洲所风电事业部的团队负责，算是对
这家整机企业服务实力的认可。

不后悔

离开当金山风电场后，沈文依然割舍不下那
份牵挂，时常通过电话、微信视频等方式与现场
的兄弟聊聊天，了解项目的运行情况。
“有机会的话，我想再去看看，毕竟付出过很

多心血。”他说。
回到株洲，沈文开启休假模式，也有了难得

的机会多陪陪家人。
据了解，沈文是在当金山风电场工作期间结

识妻子的。结婚生子后，妻子便带着儿子住在株洲，
两人相隔千里。无法守护在家人的身旁，给沈文留
下了难以弥补的遗憾。正因为如此，每每谈及家庭，
他的语气中总是充满内疚。

在长期的两地分居过程中，沈文同样面临着
多数风电售后服务人员都会遇到的烦恼⸺�来自
家人的抱怨。对此，沈文尝试用各种办法来化解
矛盾，比如，经常与妻子视频聊天；她想买什么，
尽量予以满足；休假回去前不告诉她，为她制造
惊喜。

目前，在陪伴家人之余，沈文开始认真思考
下一步的职业规划。他希望能够进入技术支持部
门，为风电场一线的同事提供支撑。
“当然，如果公司做出去现场的安排，我仍会

义无反顾服从的。虽然已经不算年轻，但我还能够
尽一把力。”他强调，“我没有后悔过参加一线工作，
因为确实是喜欢这份工作，爱动手。”

作为一名“老兵”，沈文向那些有志于进入
风电场一线的“后浪”建议：第一，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因为去的是条件相对较为艰苦的一
线。第二，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否则心理落差太大，
适应的时间更长。第三，要在风电行业做出成绩，
必须坚持，坚持下来，肯定会有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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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子祥
西门子歌美飒可再生能源科技（中国）
有限公司

魏子祥：风电江湖修炼记

本刊 | 孙一琳

“Keep calm, and let my team handle 
it！（放轻松，交给我们！）”这是印在西门
子歌美飒现场建设团队 T恤上的一句话，搭配
上每个成员黝黑脸上爽朗的笑，总有一种豪气
和底气在里面。

对很多人来说，在一线的工作就是一场修
行，风吹日晒劳身、沟通协调费心，也只有百
米高风电机组平地而起时能带来一些成就感，
并网发电时欢欣雀跃，机组通过最终测试并进
入质保期后心中大石才能真正落地：哦，这个
项目成了。

而从一个一线新人修炼成为现场负责人，
个中滋味非身在其中不能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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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启程

魏子祥进入风电行业的年头不短了。
早在 2005年，他就在家乡黑龙江接触了

风电机组安装工作。很凑巧的是，同一年，歌
美飒（当时还未和西门子风电部门合并）在天
津建立了该公司在中国的第一个风电机组制造
厂。“那时就觉得风电是个新奇的东西，国内
很少见到。”就凭着这股新鲜劲儿，魏子祥干
了两年。

2007年，歌美飒来到东北市场，并尝试
在当地找寻有风电机组安装经验的人才，魏子
祥当时在当地风电圈子已“小有名气”，凭着
自己的积累和伯乐的引荐很自然地加入了这个
队伍。

升级之路

随后的 13年里，魏子祥从最初的现场工程
师到项目现场负责人，再到被委以重任奔赴海
外开拓市场，其间的成长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

偶然在于，西门子歌美飒作为一家跨国风
电企业，公司内人才无数。 据魏子祥回忆，选
定越南 Damnai项目现场负责人的时候，他刚
好“坐在”领导视线里，就这么被点名了。这
是一个笑谈，他承认虽然自己负责过很多项目，
却并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去到国外一个人生地不
熟的地方。

必然在于，他从来不打没准备的仗。
在剖析了自己的情况之后，他认为语言是

当下最大的短板，于是开始苦下功夫。他尝试
用不熟练的口语和同事交流；抓紧零散的时间
努力学习，朋友圈里有他打卡英语学习软件的
记录，100天里，阅读英文文章字数达 14万。
沉浸式的学习让他很快突破了这一障碍。

同时，在出发之前，他详细调研了当地的
风电市场和项目执行情况。与想象中不同，越
南的风电由于起步晚，直接借鉴了很多成熟市
场的发展模式，形成了一个较为正规、专业的
国际市场。“这对我来说是个好消息，至少不
会在很多不必要的环节上浪费时间。但是，正
因为市场专业，业主方的要求会更加严格。”
魏子祥解释道。

除要求严格外，这个项目还有一个特殊之
处。因为项目施工期临近当地大风季节，叠加
各种因素影响，业主方希望项目能提前完工。
“他们提出了加速计划，如果能按期完成会支
付加速的费用。但这在很多人眼里都是不可能
实现的，即便是业主方，他们也只是试探性地
提出要求。”谈及此，魏子祥有掩不住的激动，
因为“我们可以！”

他连夜制定施工计划，联系供应商商讨加
一台吊装车的成本，统筹安排各环节的时间节
点和人员配置，最终提出一版各方都认可的施
工方案。

作为负责人，开工前期魏子祥每天几乎
24小时蹲守在现场（集装箱办公室设置了行军
床），不仅把控施工的节奏，也将那一幕幕辛

团队开香槟庆

祝越南项目最

后一台机组吊

装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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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的付出看在眼里，记在心中：“我很感谢供
应商。我提出方案后，他们在设备和工具方面
给予了足够可靠的支持。也感谢兄弟们的坚持，
当时为了赶工，我们实施白晚班工作制度，执
行每班工作前安全会议制度，现场安全监督管
理。非常辛苦，但没有任何人掉链子。”

利用两台吊装车、一套工具，他们最终在
26天内完成 12台 SG 2.6-114风电机组的安
装工作，同时第一台机组并网发电，完工比计
划要求的时间提前了一周。一个多月前开工的
临近风电场此时才在吊装第 4台机组。

不到一年之后，魏子祥又奔赴韩国。他
被任命为西门子歌美飒在韩国的第一个非直驱
风电机组项目的现场负责人，参与项目管理
及领导现场管理工作。该项目机型为 SG132-
3.3MW-T114，是亚洲第一个应用 SG132机型
的项目。

他认为这是到目前为止，最棘手的项目。
 “SG132-3.3MW-T114作为西门子歌美

飒在亚洲落地的一款全新机型，安装和调试需
要公司内部提供技术支持，及时处理新问题。
当时业主方请来的英译人员不太熟悉风电机组
的相关知识，而我们双方都很迫切，满脑子的
想法不知道怎么让对方领会。”直到现在，说
起这件事，他仍然能感受到那种焦虑。但好在，
同一个项目的人相处久了总会生出很多默契
来，而且毕竟是和业主以及当地吊装公司经验
丰富的团队在一起，沟通的困难总能解决，后
来魏子祥嘴里甚至能蹦出几个韩语单词来，这
也算是意外收获了。

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该项目坐落
于海岛，道路崎岖，吊装平台非常狭小，岛屿
地形也不具备存放设备的条件，而且还需要将
102吨重的部件安装到 114米的高度。他和业
主方一起想了很多种办法，搭建主吊车临时平
台，一起改造不合适吊具等等，最后愣是利用
仅能容纳一台吊装车的平台，一个在港口临时

搭建的小型堆场，一点点从港口运送，边安装
边吊装。项目最终于2019年7月6日完成吊装，
8月 19日并网发电。

这两个项目的成功对于魏子祥和西门子
歌美飒都至关重要，是魏子祥能力的证明，
更是向国际市场发出的信息，“let my team 
handle it”绝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这是一个真
正值得信赖的团队。

坚守之道

修炼的日子并不总是充满成功的喜悦。我
们津津乐道的常常是孙悟空叛逆的故事，因为那
是突破，还很畅快，而唐僧师徒一路西行的苦难，
因其琐碎和重复，又远离我们的视线，甚至是
常规定义下的职责所在，好像很少被提及。

但这才是修炼的内核。远离最亲最爱的家
人，日复一日重复繁琐的工作，坚守不易。

谈到这个话题，魏子祥有片刻的停顿。从
一线一步步成长起来，他曾在方圆 100公里内
没有城市的荒野待过大半年，也承受过高海拔
呼吸困难的痛苦，他明白其中的辛酸，所以，
他时常和项目及现场的同事交流，分享各自的
趣事，分担彼此的困难。成为现场负责人后，
更是鼓舞来自不同国家的同事和施工人员，有
机会、有条件就聚餐团建，放松心情。

在现场难得的每周一天休息日里，魏子祥
喜欢拉上三五好友一起钓鱼。他在黑龙江撒过
饵儿，在福建海岛甩过杆儿，感受过韩国的海
风，在越南海边一坐就是一整天，最难忘巴基
斯坦丰富的鱼类资源。观潮汐、找海流、挑鱼
饵、选钩线，他在每个细节都下足了功夫。魏
子祥常说：“项目管理与海钓是有相通之处的，
都要经历五大过程：启动、规划、执行、监控、
收尾。项目管理与生活息息相关，我们要享受
工作，享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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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家     寄     语

非化石能源让我们拥有未来，可再生能源将成为主流能源，风能将是其主力之一。

这是我国和全球能源的共同趋势。

我国拥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这是我国能源资源禀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

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资源基础。至 2019年年底，我国风电装机 2.1亿千瓦，还不到技术

可开发资源量的十分之一。高成本曾经是制约非水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障碍，近二十年来，

风电和光伏的成本大幅下降了，其经济可行性和技术可行性都已被实践证明。

牵引可再生能源快速增长的，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可再生能源是本国

可以掌控的，不受国际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发展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将增强我国能源体

系的韧性、独立性和安全性。发展清洁低碳的可再生能源对保障环境安全和气候安全的

作用更是显而易见的、战略性的。

像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一样，不能指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道路是平坦的、一帆风顺的，

观念上、技术上、政策环境上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是自然的。从事风能事业的企业家

和专家学者们，重视倾听各种不同的声音，把对风能的各种质疑看作是对我们的帮助和

提醒，让风能健康、高质量地发展起来，做好自己，赢得未来。

现代风能是年轻的事业，更是美丽的事业，寄希望于青年一代。中国风能从今天的

2亿千瓦出发，要为逐步达到 10亿千瓦、20亿千瓦做好准备。为此，我国风能的发展

要有一个中长期的发展战略，聚焦陆上和海上、集中式和分布式、东部和西部如何发展；

与化石能源、储能技术如何协调配合；风能技术与信息技术如何深度融合等问题。在战

略的指导下做好规划，实现全生命周期的高质量发展。

风能：做好自己  赢得未来

杜祥琬

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院士



Cover Story | 封面故事

2 0 2 0 年 第 0 5 期  49  

自强不息  建功立业

42年前，根据国家的需要，我从航空领域跨界到了风能领域，进行军民融合，在老

师和风能前辈的引领和指导下开始接触风能方面的工作。40多年来，在国家改革开放政

策的指引下，伴随可再生能源法的贯彻实施，我国风能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和开拓，一步

一步从小到大，正在进入向高质量发展，从大到强的新时代。

青年是国家未来的希望，也是风能未来的希望。你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要担

当大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勉励青年时说：“青

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你们这一代风电人将在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

我想在这里和年轻一代风电人再交流一下我对风电人的人生价值的再认识。

第一，我们从事的事业是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人类的崇高事业，要有献身精神，树

立理想，坚守信念，去筑梦、追梦、圆梦，为最终完成全球能源转型，建设一个生态文明，

绿水青山的地球而努力奋斗。

第二，我们从事的事业是一项科技含量很高的工作，要发扬创新精神、构建创新思维、

提升创新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技术成就展时指出：“创新的制

高点在科技，科技创新的希望在青年。”

第三，我们从事的事业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系统工程，不是一个人、一个单位、一

个部门独立能够完成的。需要发扬团队精神，团结协作、互帮互助、默默耕耘，朝着一

个共同的目标去改变世界，创造奇迹。

第四，我们从事的事业是一项为人类造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伟业。我们的

工作成果是要用之于实践，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一定要有执着坚守、求真务实、尊重规律、

尊重自然、艰苦探索的科学精神。

年轻一代风电人，你们赶上了一个美好的时代，民族复兴将在你们手中实现，这是

难得的人生机遇。我衷心地祝愿你们立鸿鹄志，担当重任，自强不息，投身到富国强国

的大风大浪中去建功立业，做新时代的主力军！

贺德馨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

名誉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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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语风电新青年

回首四十年前作为教育部公派进修生，我到风车王国荷兰学习风能利用，经历了欧

洲早期对现代风电技术的探索，国内并网风电技术的引进，风电场规划设计，风能资源

标准制定和风电发展政策咨询等，有些切身感悟愿与风电新青年共勉。

坚定信念。追求美好环境是我们的动力，开发风能等可持续的清洁能源，必然要克

服各种艰难险阻。为了探寻好的风电场址，不畏生活条件艰苦，前往北方的戈壁荒漠或

南方的丛山峻岭。为了风电产业健康发展，在政策咨询时能顶住各种压力，抵制不合理

的主张。

不断学习。风能利用涵盖的学科领域十分宽广，面对实际需要，必须保持学习新知

识的兴趣和能力。我在大学的专业是机床设计，运行环境是室内恒温的、精密的，相反

风电机组则在野外经受全天候考验。参加风电机组测试就要学习空气动力学等；参与风

电场风能资源评估方法标准制定时要学习应用气候学中的风能理论。

坚持实践。风能的瞬时随机变化和复杂地形影响等，使风电项目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现场踏勘还是必要的，虽然现在各种风能资源和地形影响模拟越来越多，还是与实际有

差距，不辞辛劳勤于到现场，找出差距才能逐步完善初始建模。

国际视野。风能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国际合作与交流，二十多年前我们主要是“引进

来”，将国外风电技术消化吸收后建立起自己的产业体系。现在“走出去”是风电新青年

的使命，除了商务交流，更应该参与国际科研项目和国际标准制定，提高我们的话语权，

真正体现出风电大国向风电强国的转变。

现在每年风能新春茶话会最让我激动的已不再是听到新增多少风电装机，而是舞台

上那些奋战在一线生龙活虎的年轻身影，“风电郎”的歌声催我热泪盈眶，艰辛的风能事

业代代相传，充满希望。

施鹏飞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

名誉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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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代，是人一生中充满最多可能性的时代。青年人的世界朝气蓬勃，容得下宏

大的理想，担得起艰巨的使命。

我从青年时代走过，深刻体会到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辉煌，每一代人也肩负属

于自己的重任。

“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新时代的中国

青年理应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练就过硬本领，投身强国伟业。

风电行业的青年亦是如此。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前辈们将自己的青春与热忱奉献给中国的风电事业。在他们的

带领和影响下，在政策的扶持和引领下，从学习、跟随到自主研发，从只能进行机组简

单组装到风电整体解决方案创新，我们逐步拼搏出一条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的道路。中

国风电不断崛起的过程，实际上是中国风电人不断努力、探索风电技术制高点的崛起之路，

也是三代青年人成长的过程。

如今，我们的风电行业不乏有理想、有志向、有担当、热爱钻研、敢于创新的青年，

我时常感动于他们的热情，惊叹于他们的想法。作为一家企业，我们也致力于创造包容、

支持的环境，鼓励风电新青年持续地创新，为行业贡献力量。

变化的时代，我们迎来高质量发展的挑战，这亦是风电行业的一次“成年礼”。希望

更多的风电青年拥抱时代，以学习和拼搏的态度，迎接挑战，继续创造属于自己和整个

行业的辉煌。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更美丽的中国梦，等着你们实现！

愿更多风电青年拥抱新时代

创造属于自己和行业的辉煌 武钢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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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
称“时代新材”）顺利下线两套海上风电叶片：一
套是与远景能源合作，采用碳纤维、长 80米的
EN161叶片；另一套是适配于上海电气 6.25MW
整机的叶片。在此之前，时代新材的叶片还曾跋
涉 5000千米，远赴哈萨克斯坦。在全球疫情防控
的特殊时期，时代新材不断探索新材料、新工艺，
使产品更加适应大型化、轻量化的趋势，满足海上、
海外风电市场的需求；在应对未来的技术挑战和
疫情影响下的抢装时，努力提高质量和效率，苦
练内功，增强自我的竞争力。

本刊 | 王芳

更大更轻，时代新材
叶片技术的新征程



Company | 公司

2 0 2 0 年 第 0 5 期  53  

应用碳纤维是大型叶片的必然趋势

大型风电叶片对材料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碳纤维具有高模量、高强度等优异性能，
能有效提高叶片刚度，降低重量，从而进一步
降低机组载荷，使整机的部件轻量化。

时代新材风电产品事业部总工冯学斌认
为，碳纤维材料的成本虽然比玻璃纤维高，但
若生产 80米以上的叶片，从整机的角度考虑，
通过应用碳纤维，综合成本反而会降低。如果
全部用玻璃纤维，叶片刚度、成型工艺以及重
量都将面临巨大挑战，并且没有成本优势。

此次与远景能源合作生产的 80米长碳纤
维叶片，是我国第一款批量应用碳纤维的大型
海上风电叶片，发电性能优异。冯学斌表示，
远景能源具有很强的技术优势，与其合作开发
的碳纤维轻量化叶片，在叶片设计和工艺设计
上实现了很多技术创新，通过对整机和叶片的
充分优化设计，碳纤维叶片会为整机带来更强
的市场竞争力。

同时，风电叶片作为目前最大的复合材料
产业，也承担着拉动原材料产业发展的历史使
命，特别是碳纤维产业。国内已经建有很多千
吨级的碳纤维生产线，但产能还没有完全被释
放，包括碳纤维应用的工艺、装备也在不断成
熟中。预计碳纤维叶片将在 3~5年内进入成长
期。风电有望拉动碳纤维产业发展，而国产碳
纤维应用带来的成本空间也会进一步推进风电
进步。

冯学斌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基于
这些优势和条件，碳纤维材料在大尺寸风电机
组叶片上的应用成为必然趋势，也是行业必须
深入研究的战略课题。目前，与碳纤维叶片相
关的重点技术方向包括：碳纤维叶片的设计、
碳纤维主梁成型工艺技术、相应的配套设备以

及碳纤维制品无损检测等。
此外，叶片大型化趋势导致叶片模具占

地面积、成本增加，对制造场地的要求更加苛
刻。同时，大型叶片的成型周期也相对更长。
如何提高叶片的制造效率和单模产出，是未来
在工艺技术方面需要重点关注的方向。其中，
必须重点研究和关注的关键技术包括： 关键部
件预制技术、纤维套材预成型设计、壳体灌注
固化流道设计及固化程序设计技术、腹板快速
粘接技术等。需要强调的是，新装备的开发和
应用对于工艺提升也是至关重要的。

芯材应用要尽快实现替代

目前，风电叶片的主要夹心材料以巴沙
木（balsa）和聚氯乙烯（PVC）芯材为主。
balsa有一定的生长周期，PVC也存在环保问
题，同时主要依赖进口，存在供应风险。

冯学斌告诉记者，去年 balsa的主产地
厄瓜多尔，雨季较长，运输困难，储备少；
今年受疫情影响，加上抢装放大了需求，导
致储量和配套相对不足。PVC主要来自意大
利，受疫情等影响，我国 balsa和 PVC的供
应出现紧张，价格已经翻倍。由于这两种材
料在叶片中的用量较大，给叶片成本带来较
大压力。

根据当前情况，国内叶片行业一方面在
开发印度尼西亚、巴西等地区的轻木资源，避
免对单一产地的依赖；另一方面，开展聚对苯
二甲酸乙二醇酯（PET）、高强度热塑性 PET
泡沫材料性能的应用研究，部分替代轻木及
PVC，从而进一步缓解供应压力。

冯学斌介绍说，国产 PET的技术已经基
本成熟，产能也在逐渐扩大，但要实现完全替
代，仍需时间。

时代新材株洲

动力谷工厂的

叶片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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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合作，迎接海上风电新挑战

新材料的应用，也推动解决了海上风电面
临的一些技术难题。

海上环境更加恶劣，同时维修成本高，对
叶片前缘防护材料提出更高的要求。加快对高
性能前缘防护材料的研究应用，有利于提升海
上风电叶片的质量和降低运维的成本。冯学斌
解释说，叶片的前缘以及叶尖的扫风位置，线
速度和负荷都比较高，而海上环境下，叶尖受
到的雨蚀会更加严重。时代新材通过与供应商
合作，开发出一种应用于叶片前缘的保护膜，
比之前的油漆具有更加优越的耐腐蚀性。

此次时代新材与上海电气合作生产的应用
于 6.25MW机型、长 84米的叶片，是该公司
目前生产的叶根节圆最大、预弯最大、长度最
长、重量最重的叶片。

从海、陆两用的 S72 项目，到此次的
6.25MW-84项目，时代新材与上海电气已经
合作很多年。冯学斌介绍说，上海电气目前的
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在国内排名第一，在大功率
海上风电机组的开发上积累了很多经验和优
势。这款 84米长的叶片，风能利用效率大于
0.48，扫风面积大于 23000平方米，发电性能
优异，是我国目前批量装机中最大功率等级的
叶片。在海上风电项目中，应用大功率机组的

优势明显，降低了初始投资、基础建设和运维
的成本。目前，这款叶片采用的是玻璃纤维材
料，应该说是探索了玻纤叶片现阶段最大、最
长的极限，也为后续更大级别的叶片开发做了
技术储备。

严格的试验测试，形成设计闭环

在新产品的研发过程中，最煎熬、漫长的
莫过于进行叶片的静载试验及疲劳试验。对此，
冯学斌深有感触：“静载试验是指测试全尺寸
叶片在极限载荷的 1.1倍及以上的载荷下叶片
的承受能力，是检测叶片设计最关键的试验之
一，决定了整个设计项目能否成功。由于叶片
巨大，试验都是在室外进行。夏天时，由于天
气炎热，试验选择在每天早上 5点前开始，7
点前就要做完。叶片上要有 4到 6个拉力点，
通过加重载荷，测试其变形的应力结果。目前
70米以上的叶尖最大变形均在 20米以上，场
面极其壮观，尤其对设计者的心理承受能力是
极大考验。”
“静载试验通过后，接下来是叶片疲劳试

验，分为摆振及挥舞两个方向，在所要求的载
荷下，各方向需要至少进行 200万次试验。在
长达 4个多月的时间里，技术人员需要在现场
持续定期观测，非常辛苦。”他接着说，叶片

时代新材叶

片在进行静

力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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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实验室严苛的“摧残蹂躏”，精确地达到
测试效果，才能形成对产品开发的闭环。

此外，作为风电整机的核心部件，对于叶
片的开发，企业除了要加强自身的研发设计和
试验能力以外，更需要利用产业链的协同，与
整机企业、材料供应商合作。冯学斌强调，今后，
如何与整机企业形成共同开发新叶型的合作模
式，快速与整机企业进行设计迭代，如何应用
新材料实现减重、降本，提高产品性能，共享
开发信息，成为合作的新方向。

平价之下，锚定清晰的技术路线

随着平价时代的来临，整个产业链会进行
新一轮的洗牌。正如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
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所言，“十四五”将
是风电企业靠本事吃饭的时代。部件制造商更
要瞄准未来的技术前沿，找准技术路线，不断
加强技术开发与储备应用。

对此，时代新材率先研发出“关于超长柔
性叶片气弹稳定性分析技术”。冯学斌解释说，
超长柔性叶片存在复杂气动力、弹性力和惯性
力之间强烈的相互作用，并由此引发多自由度
的受迫和自激振动问题，使其气动弹性呈现强
非线性特征，而当前的线性化气弹分析方法会
造成叶片极限载荷和振动分析出现较大的偏
差。时代新材通过与院校开展合作，联合申报
国家项目，建立一套从精细化分析到工程应用
的非线性气弹分析与颤振预测方法，为大型叶
片安全运行提供保障。

在平价的背景下，在新叶型的开发上如何
找到叶片成本或者整机综合成本与发电量的最
佳平衡点，至关重要。通过叶片提升整机的性
价比能够有效地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冯学
斌认为：“这就要求叶片要降低成本，增加发
电性能。叶片需要越做越大，而重量却要求越
来越轻，新叶型的开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对我们的精细化设计、优化设计能力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企业竞争力的提高有赖于制造技术核心竞
争力的提升。目前，抢装给叶片的交付带来很
大的压力。“为提高生产效率，提升叶片质量，
时代新材的做法是对大型叶片的叶根及后缘
UD预制工艺进行研究和验证，获得充分的制
造经验，以此加快产品的成型周期，减少占模
时间，同时降低质量风险，最大程度地满足客
户的交付要求。”

在技术储备方面，冯学斌表示，从材料
方面来看，要加快碳纤维技术储备；从功能性
上来看，要加强除冰、防腐蚀的技术研究；而
对于海上风电机组或可达性较差的陆上风电机
组，要加强智能在线监控管理，完善光纤传感
监测技术；在制造技术上，要加强自动化设备
的应用，注重质量与效率的提高。

时代新材参与建

设的印度博尔本

德尔风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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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浮式海上风电发展概述

文 |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许移庆，张友林

自 2009年挪威首台立柱（Spar
式）漂浮式海上风电机组安装以来，
全球海上风电迎来了漂浮式时代。从
能源分布上看，海上风能资源储量
丰富，但面对苛刻的深远海环境条
件，传统固定式海上风电在技术和经
济上面对的挑战急剧增加，欧美和日
韩风电巨头逐步聚焦漂浮式海上风电
技术的研发。总体而言，漂浮式海上
风电市场经历了从小规模单台样机
（2009―2015年）到小型风电场示范
（2016―2022年）的演变过程。

漂浮式海上风电项目进展

一、单台兆瓦级示范项目
在挪威 Hywind demo漂浮式样

机项目之后，涌现出众多新的漂浮式
基础方案。部分方案完成了实尺度样
机的安装，并开展验证研究（见表 1）。
（一）挪威 Hywind demo项目
Hywind漂浮式海上风电机组基

础方案是由挪威国家石油（Statoil公
司，2018年更名为 Equinor）借鉴海
上漂浮式航标的创意于 2002年提出，

为立柱式基础的代表。在经历了概念设
计、分析理论的发展、缩尺模型的水池
试验阶段后，2009年，Equinor在挪
威 Karmoy海域开发了世界上第一个
全尺寸漂浮式机组的样机项目，原计划
部署两年，但至今仍在服役发电。

Hywind项目中立柱式技术的特
征包括：基础内部包含浮力舱和压载
舱，浮力舱位于基础的上段，为上部
风轮、机舱、塔筒等结构提供支撑浮力；
压载舱位于基础的下段，通过装载水、
碎石或高密度混凝土进行压载，使系
统重心位于浮心之下；基础外部通过
3根锚索固定于水底，在水中形成“不
倒翁”式结构，具有无条件稳定、运
动周期长、所受垂向波浪力小等优点。

Hywind项目技术方案的浮体吃
水深，存在建造、安装的局限。例如，
应用该基础时，需要经过湿拖、扶正、
系泊系统回接、海上压载、海上机组
安装、整体调试等环节。由于挪威有
条件良好的深水港湾，基础的扶正、
压载可以在港湾内进行；但是在中国，
上述所有作业都需要在开阔海域进行。
（二）葡萄牙WindFloat项目

基于美国西雅图的 PPI（Principle 
Power, Inc）公司提出的WindFloat三
立柱半潜式海上风电机组技术，2011
年，EDP（Energias de Portugal）
等企业在葡萄牙的 Aguçadoura近海
安装了首台WindFloat样机，这是全
球首个半潜式海上风电样机项目。样
机在 5年的验证阶段，经受住了超过
17m的巨浪以及 30 m/s大风的恶劣
天气考验。2017年，该项目以少于
50万欧元的成本拆除，充分体现出漂
浮式机组在拆除方面的优势。

WindFloat漂浮式机组技术采用
非对称浮体布置方案，机组塔筒偏置
于其中一个浮体上。其技术特征包括：
静态压载系统、主动压载系统和垂荡
板系统。其中，静态压载系统通过在
3个浮体内部隔舱中装载压载水的方
式，保障系统整体重心位于结构的垂
向几何中心线上。主动压载系统根据
机组的运动姿态调整 3个浮体的排水
和压载水质量，以补偿风速和风向变
化引起的机组运动。3个浮体下端设
置的垂荡板结构，使平台在垂向运动
过程中增加了附加水质量，进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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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的固有周期。
（三）法国 FLOATGEN项目
近年来，法国 Ideol公司开发的

阻尼池半潜式海上风电机组解决方案
受到广泛关注。2018年，由 Centrale 
Nantes和 SEM-REV公司联合开发
的 FLOATGEN 项目投入运营，场
址水深为 33m，采用 Vestas的 V80-
2.0MW机组。运营以来，样机表现优
异，2019年共发电 6GWh，下半年的
可利用率达 94.6%。

该方案采用中空环形阻尼池技术
实现类似减摇液舱的功能。技术特征
包括：采用钢筋混凝土材料建造环形
基础主体结构，既可以减少结构的用
钢成本，又能够降低基础的结构重心
高度，保证基础的稳定性；基础采用
6条系泊缆绳与海底链接，保障平台
具有足够的系泊安全冗余；基础底部
外围安装大面积的垂荡板结构，增加
了基础的运动阻尼，能有效抑制平台

的垂荡运动；基础吃水浅，垂向特征
尺寸小，对港口、航道和风电场环境
水深的适应性强，登船便捷，基础平
台上作业空间较大，设施维护容易。
（四）日本 GOTO项目
除欧美外，日本在漂浮式海上风

电方面走在世界前列。自 2011年福
岛核电站因海啸而发生核泄漏后，日
本启动弃核计划，并积极发展风能等
可再生能源。在丰富的海上风能资源
以及积极的政策支撑下，日本较早启
动漂浮式机组的研发。2011年，由日
本环境省启动的 GOTO项目是亚洲首
例全尺寸漂浮式机组样机项目 1。它
由户田建设、富士重工、九州大学、
日本海上技术安全研究所的联合体实
施，位于日本的长崎县五岛市桦岛
（Kabashima）离岸 1km、水深 91m
的海域，采用富士重工（其风电业务
板块于 2012年被日立收购）的 2MW
下风向机组，基础为长 76m、直径 7.8m

的 Spar式结构。样机的五十年一遇设
计浪高为 8.4m，但试运行不久即遭遇 
2012 年的第 16 号台风 Sanba，成功
抵抗 9.5m高的波浪。2015年，完成
样机试验，结果认定这一漂浮式基础
的安全性好，且对环境影响小，可继
续营运。此后，样机迁移至福江岛东
岸崎山冲（Sakiyama）近海约 100m
水深海域继续运行至今。
（五）日本 Fukushima Forward

项目
日本 Fukushima Forward漂浮

式海上风电场是安装漂浮式样机型式
最多的示范项目，位于距离福岛楢叶
町沿岸约 20km、水深约 120m的海
域。目前，已经安装了 1台 2MW、1
台 7MW和 1台 5MW机组，并安装
世界上第一个 25MVA的漂浮式海上
升压站，工程总投资 188亿日元。其中，
2MW机组是日本日立公司（原富士重
工的风电业务板块）生产的下风向机

表1 单台漂浮式样机示范项目

项目 国家
安装

年份

场址

水深 

（m）

单机

容量 

（MW）

整机

厂商

风轮

直径 

（m）

轮毂

高度 

（m）

基础

类型

总排

水量 

（ton）

基础吃水

深度

（m）

基础主尺寸

（m）

系泊

类型

Hywind 
demo

挪威 2009 220 2.3 西门子 82 65 立柱式 5300 100 8.3（直径） 悬链

WindFloat 葡萄牙 2011 >40 2 维斯塔斯 80 67 半潜式 — — 53×38.1×22.2 悬链

FLOATGEN 法国 2018 33 2 维斯塔斯 80 66.5 半潜式 — 7 36×36×9.5 复合缆

GOTO 日本 2011 91 2 日立 80 56 立柱式 — 74 7.8（直径） 悬链

Fukushima 
Forward

日本

2013 ≈ 120 2 日立 80 — 半潜式 5300 16 57.2×64.2×32 悬链

2016 ≈ 120 7 三菱 126 105 半潜式 26000 17 85×150×32 悬链

2017 ≈ 120 5 日立 167 86 立柱式 — 33 59×51×48 悬链

HIBIKI 日本 2018 55 3.2 Aerodyn — — 驳船式 — — 45×45×7.5 复合缆

1: http://www.4coffsho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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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风轮直径为 80m，于 2013年 11
月 11日并网发电。7MW机组是日本
三菱生产的上风向机组，风轮直径为
167m，于 2015年 7月 29日拖至示
范项目现场，2016年 8月前并网发电。
5MW机组同样是由日立公司生产的
下风向机组，风轮直径为 126m，于
2017年 3月并网发电。
（六）其他建设中的项目
除上述进入安装运行阶段的样

机项目外，近年来，一些新型漂浮
式基础方案也逐步获得示范核准，并
即将进入样机安装阶段。例如，丹麦
Stiesdal Offshore Technologies A/
S公司从漂浮式机组基础建造便利性
的角度出发，提出了 Tetraspar漂浮
式方案。它设计的同一套基础构件可
满足固定式、立柱式、半潜式、张力
腿式多种工作模式的组装要求，基于
批量化、模块化建造原则实现基础成
本的最大程度下降。目前，应用该方
案的样机项目已完成核准与融资，将
于 2020年在挪威北海区域完成首台西
门子 3.6MW机组的示范应用。此外，
西班牙 Saitec公司将于 2020年基于
其浅吃水双体船漂浮式方案 SATH开
展样机项目融资。瑞典 SeaTwirl公
司将于 2021年建设 1MW垂直轴漂
浮式样机项目。德国 GICON公司将
于 2022年基于其张力腿式方案建设样
机项目，采用西门子的 2.3MW机组。
此外，三峡新能源公司也将于 2021年
7月在广东省阳江市沙扒镇近海 28km
海域建设中国首个漂浮式机组项目，
拟采用 5.5MW机组。

二、小批量示范项目
除上述已完成安装的单台样机

示范项目外，Hywind技术凭借起步
早、技术成熟度高的优势步入了小批

量示范应用阶段。在葡萄牙和英国，
WindFloat Atlantic和Kincardine项
目分别采用WindFloat半潜式机组技
术，正在开展小批量示范风电场的建
设。此外，近年来，法国逐步成为漂
浮式海上风电的后起之秀，政府核准
建设的小批量示范项目包括 EolMed、
Groix & Belle-Ile、Provence Grand 
Large（PGL）等（见表 2）。
（一）已建成项目
Hywind Scotland 项 目 是 目 前

仅有的已建成小批量漂浮式海上风
电的商业化项目。它于 2015年由挪
威 Equinor 公司与阿联酋 Masdar
公司联合发起，2017年，基于第二
代 Hywind漂浮式技术在英国苏格
兰的北海区域建立。项目装机容量为
30MW，采用 5台西门子的 6MW机
组。基础相对于 Hywind demo的立
柱式结构进行了主尺度优化，水下浮
体直径增加至 14.4m，吃水深度减小
至 78m，每套系统排水量为 11200吨。
（二）建设中项目
PPI公司的WindFloat半潜式技

术虽然起步晚于 Hywind Scotland项
目所用的立柱式技术，但适用于更宽
的水深范围，更符合市场的需求，目
前已启动两个小批量示范项目。位于
葡萄牙的 WindFloat Atlantic 项目
由 WindPlus 公司开发，它由 EDP 
Renováveis、Repsol S.A. 及 PPI 三
家企业联合成立。项目装机容量为
25.2MW，采用 3 台 MHI Vestas 的
V164-8.4MW 机 组。2019 年 7 月，
第一台机组成功安装，另外两台机组
将于 2020年完成安装及并网。

Kincardine 项 目 是 继 Hywind 
Scotland之后苏格兰海域的第二个漂
浮式海上风电项目，由 Cobra公司开

发，装机容量为 49.5MW，采用 1台
2 MW 和 5 台 MHI Vestas 的 V164- 
9.5MW机组。第一台漂浮式机组来自
于WindFloat项目的退役机组和基础，
现已并网发电，预计 2020年完成整个
项目的开发建设。
（三）已核准待建设项目
截至目前，已核准待建设的小批

量漂浮式海上风电项目均位于法国。
其中，Groix & Belle-Ile项目位于法
国 Brittany海域，由 EOLFI和中广
核欧洲能源等企业组成的联合体⸺�
FEFGBI公司负责开发。项目计划安
装 3 台 MHI Vestas 的 V164-9.5MW
机组，基础采用 Naval Energies公司
开发的四立柱半潜式方案，基础的上
部浮筒采用钢质材料，下部采用混凝
土材料。项目计划于 2022年建成。

鉴于地中海良好的海洋波浪环
境，法国的其他待建项目均位于这
一海域。例如，EolMed 项目位于
地中海 Occitanie 区域，采用 Ideol
的阻尼池漂浮式基础技术，装机容
量 共 24.8MW， 采 用 4 台 Senvion
的 6.2MW 机 组， 将 于 2020 年 启
动， 预 计 2021 年 建 成。Provence 
Grand Large项目位于地中海 Fose 
sur Mer区域，由法国电力公司 EDF 
Renewables开发，预计安装 3台西
门子歌美飒的 8.4MW机组，基础采用
SBM Offshore 和 IFP Energy 联 合
开发的新一代 TLP式方案⸺�SBM 
WindFloater，预计 2021年正式运营。
Eoliennes Flottantes du Golfe du 
Lion项目位于地中海 Leucate近海区
域，同样由 Engie和 EDPR联合开发，
预计安装 3台 MHI Vestas的 V164-
10.0 MW机组，基础采用 PPI的半潜
式方案WindFloat，预计于 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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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运营，届时将成为单机容量最大
的漂浮式机组。

三、大批量商业化运营项目
目前尚无进入大批量商业化运

营阶段的漂浮式海上风电项目。根
据现有的开发计划，最早进入该阶段
的漂浮式海上风电项目将是 Hywind 
Tampen 风 电 场。 它 由 Equinor 公
司开发，位于挪威北海北部水深
110m 的 Tampen 海 域， 装 机 容 量
为 88MW，安装 11 台西门子歌美
飒的 SG 8.0-167 DD 机组，基础采
用 Hywind立柱式混凝土平台方案。
2019年 10月，项目完成投资决策，
预计于 2022年建成，届时输出的电能
将满足附近 5个海上石油平台年用电
量的 35%。另外，根据美国和日本的
漂浮式海上风电发展规划，2025年后
将开发 400MW级的项目，意味着届
时漂浮式海上风电真正迎来大批量商
业化运营阶段。

挑战与发展趋势

一、挑战
十余年来，漂浮式海上风电稳步

发展，同时也面临一系列的技术和市
场挑战。这里依据英国 Carbon Trust
基金会对欧美漂浮式机组方案研发者
开展的问卷调研，从机组成本下降空
间、技术突破紧急程度、知识产权敏
感性三个维度对漂浮式海上风电的技
术挑战进行识别。表 3从 13个关键技
术点对漂浮式海上风电项目的影响程
度进行评分划级，各技术点的打分区
间为 1~3分。从漂浮式海上风电成本
下降空间的角度可见，欧美研发者普
遍认为支撑平台的主尺度和结构重量
对项目建设成本的影响最为明显，技
术优化的空间最大。此外，漂浮式海
上机组的安装技术、返港检修运维技
术也具有较大的降本空间。在技术突
破的紧急性方面，大多数挑战被认为

具有较高的优先级。值得注意的是，
漂浮式升压站技术虽然是一个较远期
的事项，只有在商业化规模的项目中
才有应用的必要，但其对漂浮式海上
风电项目的成本降低存在重要影响。
尽管直接降低成本的作用有限，但先
进仿真计算技术是一个关键的近期技
术挑战，并可以帮助其他方面的成本
下降。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漂浮式
支撑平台、控制技术、系泊系统等结
构具有较高的产权冲突挑战，可以通
过联合项目或合作研发来应对。

此外，漂浮式海上风电技术虽然
经过了样机验证，但在市场推广方面
同样面临较多挑战。在对漂浮式海上
风电的认识方面，部分投资者建议在
固定式海上风电场充分开发之后，再
开发深水漂浮式海上风电场，对漂
浮式风电场工业化后平准化度电成本
（LCOE）的降低潜力缺乏信心。在漂
浮式海上风电项目的资金投入方面，

表2 小批量漂浮式示范风电项目统计

项目 国家 进展 决策年份
容量

（MW）

 水深

（m）
开发商

单机功率

（MW）
基础类型

Hywind Scotland 英国 已安装 2017 30 100 Equinor 6 立柱式

WindFloat Atlantic 葡萄牙 建造中 2019 25.2 50 WindPlus 8.4 半潜式

Kincardine Phase 1
英国

已安装 2018 2 62 Cobra 2 半潜式

Kincardine Phase 2 建造中 2020 47.5 62 Cobra 9.5 半潜式

Groix & Belle-Ile

法国

已核准 2021 24 62 FEFGBI 6 半潜式

Provence Grand 
Large

已核准 2021 24 30 EDF 8 张力腿式

EolMed 已核准 2021 24.8 62 Ideol 6.2 驳船式

Eoliennes 
Flottantes du Golfe 

du Lion
已核准 2021 30 71 EDPR、Engie 10 半潜式

X1 Wind PLOCAN
西班牙

已核准 2021 待定 62 X1 Wind 待定 张力腿式

Floating Power 
Plant PLOCAN

已核准 2021 待定 62
Floating Power 

Plant
8

半潜—波浪能联
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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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机项目的研发成本高昂，欧美金融
机构对其风险评估偏保守，研发组织
缺乏开展高质量数值模拟、物理试验
的设备租金。在合作机制方面，创新
者缺乏行业合作伙伴，难以寻找合适
的海上试验场，并获取并网许可。在
政策方面，缺乏长期的制度支持。

二、发展趋势
（一）技术发展趋势
1. 机组
漂浮式海上风电的发展受到机组、

支撑结构、输配电技术的综合制约。在
机组选型方面，目前，所有的漂浮式海
上风电项目均采用与固定式海上风电
通用的机型，这是由于当前漂浮式海
上风电机组市场尚处于发展初期阶段，
短期没有大批量应用的市场需求，整机
厂商定制研发匹配于漂浮式基础的机
组将承担较大的技术和经济风险。随
着漂浮式海上风电商业化市场的到来，
机组的发展会呈现下列趋势：

机组定制化。适用于传统固定式
基础的机组对支撑结构的振动响应具
有苛刻的要求，且不同类型的漂浮式
基础在平台运动特征、固有频率范围
的差别迥异，需开发适用于特定漂浮
式基础的机组。

容量大型化。漂浮式海上风电项
目趋于采用大兆瓦机组，进而降低项
目成本。例如，葡萄牙的WindFloat 
Atlantic 项 目 计 划 安 装 3 台 MHI 
Vestas 的 V164-8.4 MW 风电机组，
苏格兰的 Kincardine项目正在安装 5
台MHI Vestas的V164-9.5 MW机组。

新的控制策略。当漂浮式机组在
高于额定风速的条件下发电时，基于
功率的控制目标可能引起与风速和风
轮俯仰角相关的负推力梯度，产生负

的气动阻尼，并将导致运动放大到可
能超过机组设计极限的水平。为了避
免该现象的发生，需要对漂浮式机组
的控制器进行优化设计。

2. 支撑结构
海上风电项目的成本取决于所

用支撑结构的特点。对于漂浮式海上
风电而言，支撑结构的成本占比高达
40%，同时还对降低系统其他部分的成
本有重要影响。例如，可通过批量化
制造、岸上装配和调试，以及最大限
度地减少昂贵的海上运维作业等措施
降低项目费用。为实现漂浮式海上风
电项目的成本下降和推广应用，在支
撑结构方面将呈现以下技术发展趋势：

方案多样化。在对漂浮式基础
方案不断进行总布置、主尺度优化

的同时，近年来涌现出多种结构特征
鲜明、设计理念独特的新型漂浮式
基础方案。如前文提及的 Stiesdal 
Offshore Technologies A/S公司提出
的 TetraSpar方案。

新材料的推广应用。传统漂浮式
机组的结构重心高、稳性差，导致基
础主尺度和用钢量难以降低。近年来，
一些方案采用混凝土等高密度、低单
价材料作为漂浮式基础的主要建造或
压载材料，有效降低机组的重心，减
少基础的主尺度和建造费用。

3. 动态电缆
漂浮式机组基础在波浪和风的联

合作用下不断移动，电力电缆的连接
点也随之运动。这就要求开发商和电
缆制造商采用动态电缆，以确保电缆

表3 关键技术挑战的优先级划分2

技术挑战 成本下降空间 技术紧急度 知识产权敏感性

支撑平台的主尺度及重量 2.7 2.4 2.8

漂浮式机组安装技术 2.5 2.2 1.8

返港检修技术 2.3 2.2 1

漂浮式升压站技术 2.3 2 2

漂浮式机组新一代控制技术 2.2 2.2 2.6

系泊设计与安装技术 2.2 2.1 2.4

锚的设计与安装技术 2.1 2.1 2

先进水池试验技术 2 2.1 1.7

考虑尾流效应、年发电量最优
的漂浮式风电场技术 1.9 2.1 1

先进仿真计算技术 1.9 2.5 2

高压动态电缆技术 1.8 2.1 1.6

漂浮式机组专业规范研究 1.8 2 1

对环境的影响 1.4 2.1 1

2:Carbon Trust. Floating Offshore Wind: Market and Technology Review [R]. Stamford Street 27-45, London, UK,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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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周期性载荷和弯曲不会对系统造
成损害。动态电缆的研发是漂浮式海
上风电技术推广的重要环节之一，在
不远的未来，动态电缆将逐步应用于
漂浮式海上风电项目中。例如，装机
容量为 25.2MW的葡萄牙WindFloat 
Atlantic项目采用海底电力电缆和脐带
电缆供应商 JDR公司的动态电缆，将
是行业内首次应用 66kV的动态电缆。
（二）成本发展趋势
尽管仍处于预商业化阶段，但漂

浮式海上风电被普遍认为是未来海上
风电的可行技术，这得益于近年来一
系列样机的成功运行。然而，平准化
度电成本是困扰漂浮式海上风电发展
的重要因素。图 1展示了各研究机构
和咨询公司对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准化
度电成本发展趋势的预估，除了 ORE 
Catapult提供的数据之外，其他估
算数据都是基于商业化规模的漂浮海
上风电场以及与成熟工业相匹配的行
业收益学习曲线。图中数据显示漂浮
式海上风电的平准化度电成本有望由
2020年的 200美元 /兆瓦时左右下降
到 2030年的 70美元 /兆瓦时。

2015年至 2030年期间的成本下
降与漂浮式机组的部署实践相关，包
括单台样机项目阶段（2015―2017
年），多台样机小批量示范项目阶段
（2018―2022年），中等批量到全面
商用项目阶段（2023―2030年）。目
前，漂浮式海上风电技术的成本数据
是基于少量的样机和处于设计或施工
阶段的项目测算的，故而技术进步会
导致该成本的大幅降低。此外，固定
式海上风电技术及其商业化发展经验

可能会被转化至漂浮式海上风电系
统，因而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
（NREL）的成本估算表明，漂浮式海
上风电项目成本可能会比固定式海上
风电成本下降的速度更快，成本降低
的途径包括：充分利用固定式机组系
统的降本、创新和经验；充分利用现
有的供应链；优化结构，使用更轻的
组件和更多的模块化功能；充分利用
码头的机组和支撑结构吊装资源，减
少海上施工的步骤和复杂性；借鉴海
洋工程平台成熟的批量化生产和制造
技术；获取优于近岸的风能资源。

结论

在全球海上风电向深远海发展的
趋势下，漂浮式海上风电从研究逐步
走向商业化应用。本文通过对全球兆
瓦级漂浮式海上风电项目的统计和分

析，得到如下结论：
（1）漂浮式海上风电项目仍以单

台兆瓦级示范样机为主。已建设的 8
个项目中，6个为单台兆瓦级示范项目。
此外，尚有 4个单台兆瓦级漂浮式海
上风电项目处于施工建造阶段。
（2）越来越多富有创意的漂浮

式基础方案开始进入兆瓦级示范项
目建设阶段。例如，丹麦 Stiesdal 
Offshore Technologies A/S 公 司 的
Tetraspar多工作模式方案，西班牙
Saitec公司的 SATH浅吃水双体船基
础方案等，均开始样机的建设。
（3）漂浮式海上风电技术日益成

熟，商业化应用前景可期。例如，装
机容量为 30MW的Hywind Scotland
项目已并网发电，步入小批量示范风
电场应用阶段；装机容量为 88MW的
Hywind Tampen风电项目也完成了
投资决策，将于 2022年完成建设。

3:Walter M., Philipp B., Paul S., et al. 2018 Offshore Wind Technologies Market Report [R].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P.O. Box 62, Oak Ridge, State of Tennessee, 
USA, 2019.

图1  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准化度电成本发展趋势预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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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风电开发流程与政府监管

美国海上风电项目开发主要由联
邦内政部海洋能源管理局（BOEM）
监管。根据“2005年能源政策法案”
第 388节的规定，内政部负责在外大
陆架（OCS）海上可再生能源设施开
发中协调其他联邦机构。在与美国能
源监管委员会（FERC）的谅解备忘
录中，明确规定外大陆架区域可再生
能源（包括海上风电，不含潮汐能）
项目的生产和传输都由内政部专门负
责，而内政部海洋能源管理局则成为
具体实施协调职能的联邦机构，并于

美国海上风电发展概述（政策篇）

文 | 全球能源互联网集团有限公司（发展合作组织） 贺庆，金颖，王乾坤

2009年签发了正式版监管条例，建立
海上可再生能源开发计划，主要负责
外大陆架区域能源（包括传统和可再
生能源）项目开发，风电场选址和运
营，授予外大陆架区域租赁权、地役
权或路权等工作。其他联邦、州层面
机构 [主要涉及执行“国家环境政策法”
（NEPA）的机构 ]则主要参与风电场
选址和运营相关监管或审批事项。在
美国，海上风电与其他电力能源项目
类似，需要经过多年的开发建设过程，
主要包括规划分析、海域租赁、海域
选址、建设运营等 4个阶段（一般耗
时 7~10年）。

规划分析阶段（约 2年）：通常，
该步骤可由海洋能源管理局或项目开
发商发起，即：海洋能源管理局在《联
邦公告》中签发“兴趣意向书”（RFI），
或为海上风电场待开发区（WEA）签
发“信息提名征询书”；开发商向海洋
能源管理局提交风电场海域的租赁使
用申请。规划分析流程发起后，根据
州长或州政府要求，将成立政府间任
务工作组，为新确定的海上风电场待
开发区提供必要的专家力量支撑。海
洋能源管理局将对海上风电场待开发
区的可行性进行评审分析，发布意向
通知书（NOI），准备环境评估材料 ,

从全球来看，海上风电已经进入大规模发展阶段。截至 2019 年年底，全球海上风电累计
并网容量接近 3000 万千瓦。其中，美国仅有罗德岛州的一个 3 万千瓦海上风电场在运。
但美国海上风能资源十分丰富，相关政策不断出台，一批规划项目正在推进，预计近期将
有较快发展。本系列文章将围绕美国，尤其是该国东部海域的海上风电相关情况，从政策
和市场两个角度介绍其海上风电的资源潜力、监管政策、开发流程、产业配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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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关于环境评估的可行性通知书
（NOA）。其中，环境评估需要对所在
海域的风速、海浪高度、海床条件、
海洋生物情况等进行详细调研。

海域租赁（1~2年）：由海洋能源
管理局提出并发布租赁竞拍公告，举
行租赁竞拍，签发租赁合同。

海域选址（不超过 5年）：开发商
提交场址评估计划（SAP），并获得海
洋能源管理局的批准，开展项目场址
评估和调研工作。

建设运营（建设过程一般耗时 2
年，项目运营周期一般为 25年）：由
开发商提交建设运营计划（COP）；海
洋能源管理局对建设运营计划进行审
核，并发布 NOI和基于建设运营计划
的环评报告（EIS）；由海洋能源管理
局批准通过建设运营计划 [发布对于
建设运营计划的决定意见（ROD）]；
开发商提交设计和安装计划，并根据
计划开始实施工程建设。

风电场项目开工建设一般至少需
要 3个条件：一是项目的建设运营计

划得到联邦内政部和所在州监管机构
的批准，涉及的联邦、州监管机构及
相应流程如表 1所示；二是已与电力
承购商签订购电协议（PPA）；三是完
成项目融资。

规划分析和海域租赁阶段。BOEM
通过发布“兴趣意向书”确认提出的
租赁区域是否具有市场吸引力，保证
租赁区域的市场竞争性，并在此基础
上发布“信息提名征询书”，征求公众
对于租赁区域的意见建议。在举行租
赁竞拍前，海洋能源管理局必须严格
按照《国家环境政策法》履行环境审
核与评估流程。

项目选址及建设运营阶段。在竞
拍中获得租赁权的开发商（承租方）
需要在 1 年内分别提交场址评估计
划（SAP），计划需详细描述如何在
这一阶段开展风能资源深度评估及
技术测试工作。海洋能源管理局需要
对提交的计划进行审核评估，给出评
审意见（通过、拒绝或附带评价的
通过）。通过场址评估计划的承租方

将获得 5 年期限参与场址评估活动，
并在期间提交建设运营计划，计划不
仅需要详细描述如何开展风电场的
建设运营工作，还必须涵盖租赁期满
后风电场的退役处理。如果项目需要
将电力传输到陆地，则需要在建设运
营计划中提出铺设管道、海缆或其他
附属设备所需地役权的请求。海洋能
源管理局在给出评审意见（通过、拒
绝或附带评价的通过）前，需要向公
众征求意见建议，确保项目的环保性
和技术可行性。

针对海上风电的主要激励政策

海上风电项目的发展壮大主要受
联邦及州政府，特别是州政府的立法
或行政推动。美国东部沿海大部分州
政府都颁布了法律、行政命令以及海
上风电的容量发展目标（RPS），并建
立了绿色银行、绿色债券等融资机制，
还开创“海上风电可再生能源证书”
（OREC）的方式，根据每个海上风电

表1 项目获批环节中涉及的监管机构及相应流程

海洋能源管理局 美国陆军工程兵团
国家海洋渔业局/鱼类

和野生动物管理局

州历史保护

办公室
环保署

美国海岸

警卫队

场址评估计划审核 /
批准

分析论证场址评估计划中对美
国用水的影响

前期咨询（对联邦保护物
种的生物性评估、重要鱼

类栖息地）

前期咨询
（文化资源）

外大陆架空气
监管

专用助航设备
批准

建设运营计划
审核批准

分析论证建设运营计划中对于
州 / 陆地用水的影响

咨询（同上） 咨询（同上） 审核环评报告

发布环评报告 /
决定意见

发布环评报告 / 决定意见
审核生物性评估报告

（BA），签发生物性评估意
见（BO）

参考国家历史保
护法第 10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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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开发和运营成本给予开发商一
定条件和限额的浮动资金补贴，努力
降低开发风险，鼓励当地电力公司、
私人开发商积极参与到开发中去。

一、联邦层面的激励政策
美国联邦政府为刺激风电项目开

发，为私人投资方引入税收抵免和融
资机制，例如免税债券、贷款担保计
划和低息贷款。其中，对项目建设和
运营激励力度最大、最重要的政策是
生产税抵免和投资税抵免政策。

可再生能源生产税抵免（PTC）：
允许风电设施（陆上和海上）的所有
者和开发商在设施投入使用后的 10年
内，每年为上网度电申请联邦所得税
抵免。对于 2017―2020年破土动工
的项目，度电抵免水平取决于项目启
动建设时间，并且开工后四年内必须
建成投运才能享受该政策。

商业能源投资税收抵免（ITC）：
针对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的联邦所得
税抵免。与 PTC不同，ITC是指在项
目正式投运后，其资本性投资总额的
一定百分比可以抵扣项目业主 /开发
商的应纳税额，相当于为项目提供了
一次性投资补贴。如果项目在 2021年
前破土动工，可以放弃 PTC，申请享
受 ITC。

二、州层面的激励政策
除了联邦层面的激励举措外，一

些位于东海岸的州也制定了推动海上
风电项目开发的鼓励政策。

1.海上风电可再生能源证书机制
一般来说，海上风电项目除了依

据购电协议在电力批发市场获得卖电
收入外，还可以通过海上风电可再生

能源证书机制获得额外收益。海上风
电可再生能源证书与清洁能源配额制
（CES）中的可再生能源证书（REC）
类似，它为海上风电项目的投资建设
提供经济激励，以更好地实现各州制
定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其基本原
理是：

州政府对海上风电电量在清洁能
源配额中所占的比例作出约束性规定，
即要求海上风电电量必须占到供电公
司（Load Serving Entity）供电量的
一定百分比；海上风电项目每发出 1
兆瓦时电能即获得 1个海上风电可再
生能源证书；政府清算机构（Clearing 

House）从具备资质的风电开发商处
购买证书，并将其转卖给供电公司；
供电公司需要收集到的证书数量比重
与其售电量比重成正比，以履行海上
风电配额义务，否则就需要向政府支
付履约款（Alternative Compliance 
Payment）。

2.部分州的海上风电规划与激励
政策

马萨诸塞州：2016年，通过一项
法律，要求截至 2027年该州公用事业
公司需采购 160万千瓦的海上风电装
机容量。2018年，通过立法，授权公
用事业公司采购额外的 160万千瓦海

表2 可再生能源生产税抵免补贴水平

项目启动建设时间 抵免所得税额估值（美分/千瓦时）

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后 1.9 

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 1.8 

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 1.4 

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 1 

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 1.5 

表3 商业能源投资税收抵免补贴价格

项目启动建设时间 大型机组补贴费用

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 支出费用 ×18%

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 支出费用 ×12%

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 支出费用 ×18%

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 暂不明确

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 暂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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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风电装机容量，即截至 2035年的采
购量达到 320万千瓦，该目标建议于
2019年 5月由马萨诸塞州能源资源部
正式提出。

马里兰州：2013年，《海上风能
法案》修订了该州的“可再生能源配
额制”，将海上风能纳入其中，并以海
上风能可再生能源证书的形式为海上
风电项目提供财务支持。2019年 5月，
发布一项法令，制定了 2030年实现
120万千瓦海上风电装机容量的发展
目标。

新泽西州：2018年 5月，通过立
法将 2030年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发展目
标从 110万千瓦提高到 350万千瓦，
以履行州长墨菲的行政命令。2019年
11月，州长墨菲发布了另一项行政命
令，将 2035年的州海上风电装机容量
发展目标提高到 750万千瓦。

纽约州：2017年 1月，纽约州州
长科莫宣布到 2030年发展 240万千
瓦海上风电的承诺。2019 年 1 月，
州长科莫将该州 2035年的海上风电
发展目标提高到 900万千瓦，该目
标于 2019年 7月签署成为法律。纽
约长岛电力局与深海风能发电公司
（Deepwater Wind）签署了为期 20
年的购电协议，由南叉风电场（South 
Fork） 于 2017 年 和 2018 年 11 月
分别向长岛电力局提供 9万千瓦和 4
万千瓦海上风电装机容量。

海上风电接入电网的有关规定

海上风电场接入系统的技术方案
（网架结构、技术路线等）对项目的开

发成本、开发规模、单机容量、开发
风险都有比较大的影响。

接入系统方式。从接入网架结构
的角度看，通常有辐射式和骨干网架
式两种方式接入系统。辐射式适用于
一次建成的海上风电基地接入系统；
骨干网架式适合分期建设的海上风电
基地逐步接入系统。纽约能源与研究
发展局（NYSERDA）是纽约州政府
研究和投资机构，该机构推荐纽约州
近期发展的风电项目以辐射式的方式
接入系统。

交 /直流技术选择。海上风电在
距离海岸比较近的情况下，一般采取
高压交流方式接入电网；随着送出距
离增加，则更适合采用高压直流方式
接入。当前，美国东部沿海的风电项
目距离海岸较近，所以，开发商多选
择将风电项目以高压交流的方式接入
电网。未来，随着风电规模的扩大，
美国东部有可能大量海上风电项目都
在同一个调度网范围内或者跨调度网
接入。随着调度机构对风电项目的运
行可靠性和控制要求越来越高，以及
市场交易等方面的要求，海上风电项
目的接入方式也更加趋向于高压直流
方式。纽约能源与研究发展局和纽约
州公用事业监管委员会组织进行技术
研讨，其中，多端直流是备选的接入
系统方案之一。

接入系统工程建设。美国调度机
构要求发电开发商不仅应承担风电项
目本身的建设运行费用，还要承担为
了送出和消纳风电，导致电网升级改
造的费用，也就是要承担“深成本”。
由于海上风电的配套送出费用在前期

阶段不是很明晰，所以，监管机构允
许通过“海上风电可再生能源证书”
的方式对上述费用支出在工程建设后
期进行浮动补贴。

接入系统可靠性要求。根据联邦
能源监管委员会的法规要求，项目开
发商在提交项目审批的材料中要包括
项目的接入系统研究报告，报告需要
对项目接入的可行性、必要性、技术
经济性进行分析、研究和论述。独立
电网调度机构，还要根据此项目情况
滚动完成包含可能建成投产海上风电
项目的全网系统可靠性研究。系统可
靠性研究要确保海上风电项目在接入
电网后，大电网的运行要满足北美电
力可靠性委员会（NERC）、区域电
网可靠性组织（Regional Reliability 
Organizations）等监管机构颁布的各
项电网稳定性标准。另外，由于新的
电源容量接入，电力市场方面的供求
关系也会发生变化，需要开展相应的
分析。

接入系统可靠性研究。接入系统
研究主要从两个角度对电网安全可靠
性进行分析。一是分析新（扩、改）
建项目对电网的稳定性造成多大程度
的影响。二是分析为满足电网稳定性
或者供电可靠性要求（有可能是新增
的要求），需要进行何种电网升级改造
工作以满足上述要求。所有的独立电
网调度机构都提供上述两类接入系统
研究咨询服务。开发商在完成上述工
作，同意签订入网协议，并向联邦能
源监管委员会递交材料之后，才能开
展项目的施工图设计、建设、安装、
调试和运行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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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由于不断增长的能源需
求和明确的政治倾向⸺�印度政府设
定到 2022年 3月使可再生能源发电
装机达到 175GW的目标，其中风能
60GW，大量资本涌入印度可再生能
源市场。印度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部
（MNRE）的数据显示，2015年，该
国可再生能源投资额为 7297.2亿卢
比（约合人民币 684.61亿元），2016
年一举突破 1万亿卢比（约合人民
币 938.19亿元）。大量资本涌入的同
时，技术进步也在不断推动成本下降。
2019年，印度风电平准化度电成本为
2.81卢比 /千瓦时（约合人民币 0.26
元 /千瓦时），较 2015年下降 40%，
比传统燃料低近 35%，成为印度能源
市场中最具成本竞争力的能源之一。

然而自 2017年起，政策的摇摆
导致该国可再生能源投资规模不断下
降。2017年，投资额降至 8108亿卢比，
2018年进一步减少至 7960.6亿卢比。
2019年，印度可再生能源投资额同比

下降 14%，至 6855亿卢比。
此外，全球风能理事会（GWEC）

的数据显示，过去 3年中，尽管印度
电力机构竞拍了装机容量超过 17GW
的风电项目，但近三分之一的装机容
量因各种因素被取消认购或被取消分
配，超过 80％的已分配项目被推迟
6~12个月。新增市场规模不断下滑，
2019年，印度风电新增装机量仅为
2.4GW，与 2017年的 4.1GW相比，
几乎“腰斩”。

上述表现让公众开始质疑印度实
现其风电装机目标的可能性。此前，
全球风能理事会联合可再生能源咨询
公司MEC+发布了《2022年印度风
电展望》（India Wind Outlook Towards 

2022）报告，按照电网的完善程度、
市场投资额度和竞拍容量分为基准、
较高和较低三种情况，预测了不同情
境下印度风电的新增装机情况。

大体上，因为 2020年电网设备
尚不完善和投资不足等原因，叠加

疫情影响，风电项目延期，市场活
动仍然有限；2021年，市场可能会
因 Bhuj变电站的建成而发生巨大变
化；2022年，联邦间输电线路费用
减免政策（Interstate Transmission 
System charge waive-offs）的取消和
电网问题的缓解，将推动风电新增装
机容量达到高位。

该报告将印度风电市场细分为
三部分：中央竞拍市场（Central 
auctions）、各邦市场（State market）
和 工 商 业 市 场（C&I market，the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market）。

中央竞拍市场，即由国家电网进
行调度，将风电引入有电力需求且有
足够财政资源，但缺少风能资源的邦。
此类市场目前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
电网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以及土地相
关政策的缺陷。

一方面，印度设计了近 26座变电
站来输送风电，但目前只有两座由于
土地价格较低且有丰富的风能资源而

印度风电
悬而未决的难题

本刊 | 孙一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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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采用。一座变电站的建设周期约为
36~48个月，比风电项目的 18~24个
月建设期要长。项目建设和电网扩建
时间的不匹配，限制了风电新增装机
规模。其余还未确定是否开建的变电
站也令开发商犹豫不决。

另一方面，古吉拉特邦和泰米尔
纳德邦的土地政策变化对项目的成本
和时间测算造成不利影响。在古吉拉
特邦，对于在中央竞拍中中标的风电
项目，原有的土地分配已于 2018年年
中停止，并且在 2019年对指定的风
电场实行了新的土地分配政策。在泰
米尔纳德邦，最新的土地法案要求风
电场提供更多证明以获取土地使用权，
延长了项目申请时间。土地政策的变
化也增加了中央竞拍市场的不确定性。

在未来三年中，中央竞拍机制下
的新增装机容量预计在 9~13GW，具
体容量将取决于解决问题的程度。

各邦市场一直是印度风电发展的
中心。自从引入中央竞拍机制，各邦
市场的发展已经放缓。在过去十年中，
印度拥有风能资源的 7个邦一直是发
展风电的中心，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基
础设施架构和较为清晰的风电开发流
程，他们几乎承担了该国全部的风电
项目。然而在引入中央竞拍机制后，
风电发展在过去两年内有所放缓。未
来由于存在的支付延迟问题（据统计，
7个邦拖欠发电企业的款项达 750亿
卢比，拖欠时间最长达 18个月。与中
央拍卖不同，各邦市场没有支付担保，
在引入竞拍机制之前签署的协议没有
任何保证。而通过竞拍签署的采购协
议需要信用证，目前并没有严格执行），
预计相关市场不会回暖，新增装机容

量预计在 1~2.5GW。
工商业市场主要针对诸如印度钢

铁管理局（SAIL）和石油天然气公
司（ONGC）的公共部门以及私营公
司，他们是印度最大的电力消费者，
约占总量的 50%。这主要来自电网购
电，但据估计，还有约 35%~39%的
电力为直购电。截至 2019年 12月 19
日，印度安装了近 65GW的自用和第
三方 PPA项目（大部分为自用）。其中，
8GW装机来自风电。未来 3年，工商
业市场将继续保持稳定的增长，预计
增长 0.7~1.4GW。

除了上述提到风电发展面临的难
题之外，印度电力发展还存在很多历
史性问题。

印度街头低垂缠绕的电线是其复
杂、混乱电力体制的缩影。不同供电
商拥有不同的供电线路，难以统一；
落后的电力控制系统和老旧的设备也
无法维持供电的稳定。

分散的管理和调度机制是导致印
度电网困境的深层原因。印度是联邦
制国家，各邦之间相对独立，电力体
系的管理体制也分为两个层面⸺�国
家级电力部、调度中心和电网公司与
联邦级电力公司间是平等的关系，并
无约束管理权力。有专家认为，各邦
电力公司的运营深受当地政府的影响，
对全国范围内的电力形势不甚关心。
这是中央竞拍市场的主要阻力。

除此之外，印度政府为了提升制
造业竞争力、争取低收入民众支持，
通过行政手段维持了较低的电价，严
重损害电力企业的利益。

全球风能理事会的数据显示，到
2019年年底，印度陆上风电累计装机
容量达到 37.5GW。以此来看，即使
上文提及的所有问题均得到解决，到
2022年，陆上风电的累计装机容量也
仅能达到 54.2GW，无法实现政府设
定的目标。

图1 2020—2022年不同情境下印度风电新增装机预测（单位：GW）

（来源：India Wind Outlook Towards 2022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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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高效开发利用，降低海上风电成本
——对海上风电平价时代项目建设的思考   

文 | 张星波

中国海上风电在“十三五”期间
实现了快速发展，新增装机容量连年
大幅递增。至 2019年年底，海上风
电累计装机已达到 593万千瓦，预计
到 2020年年底装机容量还将会有较
大幅度的增加，并将毫无悬念地超过
“十三五”规划确定的“到 2020年建
成 500万千瓦”的目标，我国近海风
电已进入规模化发展阶段。

为拿到 0.85元 /千瓦时的上网电
价，自 2019年开始，广东、江苏、浙江、
福建等沿海省份大量的核准项目纷纷
开工建设，形成了所谓的海上风电“抢
装潮”，给海上风电整个产业链带来
了巨大压力，整机、海缆、基础钢结
构以及关键施工船机设备等，出现供
不应求的局面，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
大型浮吊租金，法兰、整机配套的轴
承及叶片等的采购价都出现不同程度
的上涨。在这种情况下，海上风电单
位千瓦建设成本不但没有随着规模扩
大而降低，反倒有所增加，显然有悖
于行业发展的预期。

海上风电在 2021年后取消中央财
政补贴的政策已经基本明朗，虽然各
地区“省补”政策尚未出台，但海上
风电平价上网已是大势所趋，有效降
低海上风电开发建设成本，成为摆在
全行业面前的重大任务。本文从海上
风电承包商的角度，对海上风电市场
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并对海上风

电如何实现降本增效提出一些建议。

我国海上风电平价上网面临
的挑战

粗略统计到目前为止，国内投入
海上风电施工的自升式平台已近30座，
至 2020年年底，国内投运的自升式平
台预计将达 38座左右，大型液压打桩
锤 38台套，可用于海上风电施工的各
型海上起重船、打桩船 70余艘，且总
体基础施工和风电机组吊装能力基本
匹配。按照目前海上风电施工的平均
效率并考虑各因素的影响，以每座自
升式平台每年吊装 30台风电机组、机
组平均容量为 5兆瓦计，每年装机规
模可达 500万 ~600万千瓦。从此数据
来看，已有船机设备应该可以支撑国
内海上风电成规模开发建设。但由于
国内各海域施工条件差异较大，这些
船机设备对各海域的适用性也有很大
差别，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

江苏省是我国最早开始海上风电
规模开发建设的省份，也是目前我国
海上风电并网容量最大的省份，预计
至 2020年年底并网容量将超过 500

万千瓦。经过“十三五”期间的发展，
江苏省形成了从整机、海缆生产到塔
筒、基础钢结构、海上升压站制造等
完整的产业链，江苏海域绝大部分项
目适合单桩基础、分体式风电机组吊

装的技术方案，这套技术方案非常成
熟，施工效率高、安全可靠，国内现
有的船机设备基本都适用于江苏海上
风电施工作业，因此，江苏省又是目
前国内海上风电产业链支撑最强、技
术方案相对成熟的省份，尤其是基础
桩、导管架、塔筒的生产厂家大部分
集中在该省，形成了庞大的产能。“抢
装潮”过后，如果开工规模缩小，产
能将会出现一定的过剩，项目开发成
本也随之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不
利因素是，江苏海域近海风能资源已
基本开发殆尽，待开发的风电场离岸
距离已经达到 60~80公里，甚至更远，
不仅投资会有所增加，随着水深的增
加也会降低施工效率。另外，江苏地
区风能资源条件相对较差，标杆上网
电价相对较低，短期内平价上网压力
较大。

福建海域风能资源相对较好，但
该海域气象水文条件较江苏恶劣，而
且易受台风袭扰，施工窗口期短，作
业难度大，尤其是福建沿海地质条件
复杂，很大一部分风电机组基础需要
进行嵌岩钻孔⸺�不仅施工难度大、
效率低，而且同样的风电机组，嵌岩
基础的造价甚至达到江苏地区单桩基
础造价的两倍甚至更多。短期来看，
福建海域海上风电降低开发成本非常
困难，但由于风能资源好，发电量高，
即使没有补贴，有些开发条件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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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场仍具有一定的投资收益。
广东省是目前国内规划装机容量

最大的省份，该海域风能资源虽不如
福建，但好于江苏，且标杆上网电价
相对其他省份高出约 10%。但该海域
风电场水深基本都在 30米以上，气象
水文条件恶劣，而且易受台风袭扰，
施工窗口期短，尤其是该海域浪涌较
大，非常不利于海上作业。因施工难
度大、效率低，对作业船只稳定性要
求很高，目前国内适用于广东海上风
电施工的大型起重船屈指可数。该海
域风电产业链供给产能不足，导致风
电项目施工成本居高不下，甚至近两
年呈递增的趋势。广东到 2019年年
底建成的海上风电并网容量尚不足 20

万千瓦，后续虽将开发建成大批海上
风电项目，但依照目前的开发模式，
大幅度降低开发成本是十分困难的。

上述三省是国内海上风电在建和
规划容量规模较大的省份，其他区域
如山东、浙江、广西、辽宁、上海、河北、
天津、海南等，虽然具有一定的规划
容量，但开工规模都不如上述三个省
份。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山东海域开
发条件与江苏接近，在当地已有的产
业链基础上，借助江苏地区产业链支
持，将更有利于控制建设成本。

对我国实现海上风电平价的
几点建议

“抢装潮”过后，开工规模明显
下降将会是大概率发生的情况。如果
上网电价补贴退坡，开发商在保障投
资收益率的情况下，所能做的只有压
低建设成本。这些压缩的成本会传导
到整机、海缆、基础结构、施工等整
个产业链，如果仅依靠市场竞争压低
价格，依照目前的情况，将会导致产

业链很多环节出现亏损。事实上，即
使按照广东区域目前较高的施工成本
测算，施工单位在项目上出现亏损的
情况仍不在少数，国内整机制造商在
海上风电市场实现盈利的也为数不多。
如果不能有效地降低成本，开发商的
投资收益率得不到保障，会影响其投
资热情，使市场规模进一步缩减，对
行业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因此，降低
成本是今后海上风电开发建设面临的
关键问题。

开发商投资海上风电基本按照 8%

的年投资收益率进行考核，由于国内
沿海各地区风能资源和建设成本不同，
按照 0.85元 /千瓦时的电价和目前的
建设成本，实际上有些已建成的风电场
普遍收益较好，甚至有的达到 20%以
上的超预期收益，这也是形成“抢装潮”
的动因。也就是说，在有些地区，0.85

元 /千瓦时的上网电价本身存在一定的
下行空间。经过粗略计算，如果适当降
低投资考核收益率，比如降到 5%左右，
风电场的总开发成本在目前基础上降低
15%～ 30%，应该可以实现平价上网。
但实现这个降幅需要一定的时间，各省
级政府应该给予一定的过渡期支持。

任何行业实现成本降低和健康发
展都需要依靠合理的规划、技术进步
和一定的市场规模。欧洲发展海上风
电比我国早了近 20年，他们的一些做
法很值得借鉴。总体来看，我国在建
设规划的合理性、施工装备的专业化
和效率等方面与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
一些差距，希望今后在以下几个方面
能够有所进步和提高：

一、整机技术进步是降低成本的
关键

风电机组是海上风电最为核心的
设备，其性能和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风电场的投资收益。电价固定

后，发电量就成为影响投资收益最敏
感的因素，因此风电机组的技术进步
也成为降低海上风电成本的核心和关
键所在。其主要体现在提高风能利用
效率、降低基础造价、更易于安装和
维护、运行更加稳定可靠、运行维护
更加智能化。这些都是赋予整机供应
商的任务和使命（这里仅仅提出问题，
不展开论述）。

二、规划解决海上风电集约送出
问题

到目前为止，不论是 200MW，还
是 500MW的海上风电场，都是各自规
划送出路由，自建海上升压站，既谈
不上集约，更谈不上经济。随着离岸
距离越来越远，采用高压柔性直流送
出已成必然。如果仍然按照各自为政
的做法，会因重复投资造成浪费，并
进一步增加成本。按照“专业的人干
专业的事”的原则，电网系统掌握着
国内最先进的高压柔性输送技术和产
业链，建议送出环节由电网投资建设，
并收取一定的投资收益。

三、依托母港，建造高效的海上
施工作业船只

所谓母港，是指海上风电开发建
设和运行维护所依托的专业港口，具
有制造、物流、存储、组装、海上出
运等功能。随着风电场离岸越来越远，
水越来越深，海上作业更加困难，要
保障作业效率，除需要更加大型、高
效的施工船外，在海上风电场集中连
片开发的区域，比如广东，建设海上
施工所依托的母港尤其必要。从欧洲
的实践来看，母港可在最大程度上减
少海上作业的工作量，减少船机等待
时间，大大提高海上作业效率。母港
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建设阶段，对今后
的运维保障也是十分有利的。同时，
母港的建设也可吸引投资并培育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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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业链，可显著带动当地产业发展，
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由于缺乏母港依托，国内目前虽
然建造了数量众多的自升式平台，但
普遍不具备自行运输风电机组部件和
基础构件的功能。海上作业时需要运
输船配合，在海况较差的区域如广东
和福建海域，自升式平台与运输船之
间的配合作业受海况影响较大，严重
影响作业效率，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风
险。而欧洲的自升式平台依托母港支
持，靠港一次可以自行搭载 5~8台套
风电机组部件或基础构件，不需要运
输船配合，海上作业受风浪影响小，
可实现很高的作业效率。根据对比利
时 DEME公司的调研，其风电安装船
按照上述作业方式，效率是国内自升
式平台作业的 4~5倍。目前广东地区
的单桩施工，几乎动用了全部国内已
有的大型起重船，而且需要大型运输
驳船和其他辅助船机配合，这些船机
虽然造价昂贵，但对海上风电施工来
讲针对性不强，施工效率并不理想。
如果在广东地区采用欧洲的技术方案，
简单按投入产出比来计算，施工成本
至少可降低一半。此外，由于海上作
业受风浪影响小，工期和施工安全变
得更加可控。

四、重视漂浮式海上风电基础的
研发应用

随着离岸越来越远，水深越来越
深，采用固定桩基础的施工难度越来
越大，适用的船机设备会更少，如果
建造新的更大的施工船舶，投资会更
大，成本也会进一步抬高。因此，将
来漂浮式基础的应用会成为必然。目
前欧洲已经建成商业化的漂浮式风电
场，漂浮式基础已经具备了技术上的
可行性，关键在于经济性⸺�不仅与

技术方案本身有关，也与产业链的投
入及产能密切相关。漂浮式基础在国
内应用的优势在于，其生产制造与造
船业吻合度较高，利用国内已有的庞
大造船业产能，容易形成生产规模，
现有的产能即可满足一部分海上风电
的需求。应该根据国内海域的实际情
况加大漂浮式基础相关技术的研究，
使其早日实现商业化应用，降低海上
风电建设成本。

五、因地制宜发展适合不同海域
的技术方案

我国海上风电规模开发建设始于
江苏，目前海上风电技术装备也基本
上是基于江苏的需求筹划建造的，如
用于风电机组分体式吊装的自升式平
台及用于单桩基础施工的起重船等。
实践证明，这些装备在江苏海域实现
了比较高的施工效率，成本也较低，
对江苏及以北海域的适用性是比较好
的。但这套方案在广东和福建等海域，
则适用性较差。比如，福建海域地质
情况比较复杂，嵌岩作业十分困难，
应该开发单桩复合筒组合、复合筒型
导管架、锚固钢筋混凝土等基础型式，
尽量避免或者减少嵌岩作业，提高效
率，降低成本。中国海域辽阔，不同
地域情况不同，应因地制宜发展适用
于不同地域的技术方案。

六、发挥好政府的规划、引领、
协调、支持作用

这些年来，有些地方政府本着以
资源换产业投资的原则招商引资，由
于缺乏统一规划，造成了海上风电投
资的碎片化，甚至导致一些低效产能
的重复投资。要实现海上风电开发建
设的集约高效，开发成本的降低，涉
及规划、投资、产业融合和协同、产
业链配套、政策及资金支持等很多方

面。需要政府规划、协调项目所在地
一级政府、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和政
府之间投资合作，稳定投资预期，做
好关键设施装备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以
及产业链配套服务。

以海上风电施工装备为例，近几
年国内企业建造、购置了大量的自升
式平台、起重船、打桩锤，但由于缺
乏统一的规划指导和相互合作，以及
市场预期的不确定性，这些装备趋于
同质化、碎片化，与欧洲等地区存在
技术代差。设备分散在各个承包商手
里，资源整合和使用效率也较低。实
际上，海上风电的发展对施工装备的
性能要求变化是非常快的，一旦这些
设备的适用性出现问题，容易造成闲
置浪费和恶性竞争，影响设备的投资
收益，进而影响下一代设备的投资。

对于沿海地区而言，多产业融合
发展可以提高海洋资源利用效率，如
果规划利用得当，通过增加投资收益，
能够分摊海上风电建设成本。因此，
政府要尽快拿出跨行业融合的具体实
施方案，配套出台相关政策和规范。

结语

中国是制造业大国，有着完整的
工业体系，海上风电虽然较欧洲起步
晚，但近几年取得了迅猛发展。只要
立足于中国国情，注意学习吸收国外
先进的技术和做法，加强自主创新能
力建设，把取消补贴作为进一步激发
国内企业创新、降本潜能的政策机遇，
相信一定能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海
上风电健康发展之路，最终实现海上风
电平价上网的目标，为国家绿色可再生
能源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单位：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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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电网消纳能力的风电项目限电
比率估算方法研究   

文 | 吴斯

大规模风电的消纳一直都是世界
性难题，我国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
通常情况下，风能资源好、适合大规
模开发风电的地区一般都在相对偏远
的“三北”地区。这些区域也正是网
架结构比较薄弱的电网末端，输电能
力的发展往往迟缓于其新能源电源的
增长。此外，在部分区域，由于冬季
供暖的需求，也一定程度上挤压了风
电的消纳容量，容易出现弃风限电现
象。现阶段，弃风限电最主要的原因
是电网对风电的接纳度和接纳能力有
限，归根结底是电源及负荷两侧供求
难以达到平衡、输送断面存在较大限
制所致。

为保证投资回报率，项目的限电
情况是风电开发企业决策时需重点考
虑的因素之一。然而，目前并没有系
统的限电分析方法适用于项目评估与
可研报告，也没有可以借鉴的范本。
因此，本文提出一种在地区范围内通
过分析电网结构、电源种类及容量、
潮流情况、供暖期及非供暖期电力供
需平衡和风电的消纳空间，进而估算
项目投产后综合限电比率的方法。

现有风电项目限电程度分析
方法

在项目测算前期工作中，估算出

较准确限电比率的难度较大。在项目
接入系统的报告中，一般也不会给出
明确的限电比率。目前，在风电项目
评估、可研、交底报告中，对限电比
率的估值，一般取该项目所在省份上
一年度限电比率的平均值，甚至选取
一个经验值，但类似于根据经验取值
的办法，其局限性在于：

（1）由于地区电源装机容量、负
荷大小不同，送出能力有差异，一般
同一省份内各市（区）、甚至同一市（区）
内各县域的风电项目消纳能力各不同。
由于所在地区的差别，项目实际限电
情况会存在较大的误差。

（2）各省份内的电源和送出线路
等建设，会对区域内的风电消纳现状
产生影响。取值时，需动态考虑本省
份规划电源、规划输电线路、预计负
荷增长情况等因素。

（3）各风电企业间、风电企业与
政府部门及电网企业之间均存在一定
程度的限电数据统计标准和统计方案
的差别。根据经验取值往往会因统计标
准不同、统计方法不合理等产生误差。

基于电网消纳能力的风电项
目限电程度分析方法

电力平衡是电力系统的基本原则。
本文将研究对象细化为市（区）、县

域内的风电项目，甚至是某电力系统
的变电站，以自然年为基础研究单位，
将一年根据供暖期与非供暖期，丰水
期与枯水期，高、低负荷与平均负荷
时段等，细分为若干个具有典型特征
的电力供需平衡时段。根据各时段的
特征，结合期间的风能资源情况，分
别计算在电力供需平衡和电力输送能
力两个边界条件限制下风电项目的限
电比率。根据各时段在时间长短上的
加权，计算该风电项目的全年综合限
电比率。

由于是基于对电网本身情况的分
析研究，该方法不仅适用于风电领域，
亦可供分析集中式并网光伏发电项目
的限电情况时参照。其基本计算流程
如下：

（1）根据电网运行方式及电网规
划情况资料，整理出项目所在市（区）
或县域内的电源结构（包含各电源类
型和装机容量）。

（2）根据电网运行方式数据，整
理出项目所在市（区）或县域内输电
及配电的综合线损率。

（3）根据电网潮流分区图以及预
期规划图，估算项目所在市（区）或
县域内电网总送出容量区间以及最小
负荷、平均负荷及最大负荷值。根据
项目所在市（区）或县域内输电及配
电的综合线损率，将最小负荷、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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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荷及最大负荷值折算到发电侧。
（4）根据电网运行方式所提供的

年典型日负荷图，估算最小负荷、平
均负荷及最大负荷值在每日中所占的
时长。确定项目所在市（区）或县域
内供暖期和非供暖期在一年中所占的
时长。

（5）按照供暖期和非供暖期（水
电集中地区应在此基础上，再细分为
丰水期和枯水期两个阶段），分别计
算该市（区）或县域内除风电外其余
电源的最小出力。

（6）分别计算该地区风电项目在
供暖期最小负荷、平均负荷、最大负
荷和非供暖期最小负荷、平均负荷、
最大负荷六种情况下将被限电的百分
比。然后，综合各情况在全年中的时
间占比，得出该地区风电项目的年限
电比率。

（7）引入风能资源分析和发电量
计算的成果，分别计算出在该风电项
目的利用小时数中供暖期和非供暖期
的占比。结合年限电比率，得出该项
目限电后的利用小时数。

算例分析及验证

以位于吉林省某颇具代表性的风
电项目为算例，利用本文所述方法估
算限电比率，并与当地实际限电情况
进行对比验证。

根据该地级市区域电源装机规
划表数据，本文所选的风电项目于
2017年建成投产。2017年，该地区
新增风电装机共 99MW，含本项目的
49.5MW及另一个项目的 49.5MW，
未新增其他类型电源装机。截至 2017

年年底，该区域内电力总装机为
2630.3MW。其中，火电机组装机容量
1700MW（以热电机组为主），风电
机组装机容量 840MW，光伏发电装机
容量 40MW，其他类型电源装机容量
50.3MW。

依“以热定电”原则，为保证供
暖期的热量需求，供暖期热电机组最
小出力按 80%计算，光伏发电不参与
调峰，其他电源最小出力按 50%计算，
开机系数为 0.9，调峰能力始终不变。
经综合考虑，该地区内输电及配电的

综合线损率按 8%计算。供暖期（11

月至 4月 15日）最小负荷区间粗算
为供暖期时长的 1/4（根据日负荷曲
线，一般考虑每日的 23 时至次日 5

时为最小负荷期）。 

根据当地电网的统计数据，该
地区电力最大负荷约为 932MW，最
小负荷约为 559MW，平均负荷约为
839MW。考虑输电及配电综合线损
率后，折合到电源侧最大负荷约为
1007MW，最小负荷约为 604MW，平
均负荷约为 906MW。另外，根据当地
电力潮流情况综合分析，该地区电网
的最大外送能力约为 1153MW。

供暖期，热电机组出力为 1360MW

（1700MW×80%），光伏发电出力
为 40MW，其他电源出力为 23MW

（50MW×50%×0.9），因此，除风
电外，其余电源在供暖期最低出力约
为 1423MW。除外送容量 1153MW

外，处于最小负荷时，风电的最大消
纳空间约为 334MW，此时，该地区
风电平均应限电约为 60.2%；处于平
均负荷时，风电的最大消纳空间约为

图1 该地区电网年典型日负荷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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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MW，此时，该地区风电平均应限
电约为 24.3%；处于最大负荷时，风
电的最大消纳空间约为 737MW，此时，
该地区风电平均应限电约为 12.3%。

非供暖期，热电机组最小出力也
按 50%计算，开机系数为 0.9。除风电
外，其余电源非供暖期最低出力约为
828MW[40MW+（1700MW+50MW）
×50%×0.9]。同上，处于最小负荷时，
风电的最大消纳空间约为 929MW，此
时，该地区的 840MW风电装机所发电
量可完全被消纳；处于平均负荷和最
大负荷时，风电亦可完全被消纳。

按当地电力一天中 6小时处于最
小负荷，12小时处于平均负荷，6小
时处于最大负荷估算（若处于最小负

荷期间风电无消纳空间，即认为供暖
期限电为 25%）。根据项目可研报告，
该风电场场区的平均风速 6.9m/s，采
用某整机厂家的单机容量 2MW、风轮
直径 105m机组，测算年平均利用小时
数为 2874小时。其中，将供暖期间（11

月至 4月 15日）测算的利用小时数进
行累加，可得供暖期间利用小时数约
为 1410小时，占年利用小时数的 49%

左右。折算到全年，可得项目限电比
率约为 14%（49%/4×60.2%+49%/2×
24.3%+49%/4×12.3%），限电后利用
小时数约为 2448小时。

向当地电网相关单位了解的情
况显示，2017 年，该地区风电的平
均限电比率约为 13%，与本文计算

结果基本相符，验证了运用本文方法
在项目前期评估阶段估算限电情况的
可行性。

结论

限电是影响风电项目收益的重大
风险因素之一。本文提出了一种在项
目前期评估、可研阶段估算风电项目
限电比例的参考方法，也通过算例初
步证明了该方法的准确性。但在具体
应用中，电网等基础资料不准确、电
网及电源规划调整等问题，可能导致
限电计算结果不准确，因此，应对此
类影响因素予以重点关注。
（作者单位：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摄影：杨茂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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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风电国际化标准在企业管理
提升中的应用   

文 | 李咏梅，段志强，王晶

1979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成立了质量保证技术委员会，总结各
国质量管理与保证的有效经验、发展
要求，根据全面质量管理（TQM）的
思想制定了质量管理体系 IS09000系
列国际标准。ISO9001为最基础且通
用的标准，对于不同行业来说，需要
在该标准的基础上添加行业特殊要求
形成具有行业特点的标准。如汽车行
业质量管理体系、航空行业质量管理
体系和通信行业质量管理体系。就风
电行业而言，由于其具有产品设计寿
命长，风电场地处偏远、运行环境恶劣、
运维难度大、维修成本高等特点，目
前仍无统一的质量管理标准。但毫无
疑问，构建出符合风电行业特征的高
标准的质量管理体系，对于公司满足
国际化发展需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在现代质量管理理论、精

益六西格玛设计等先进管理理论和
IATF16949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德国
VDA6.1过程审核以及 GB/T19579卓
越绩效评价准则实施指南的基础上，
创新并拓展提出一套风电国际化质量
管理体系，该体系是对 IATF16949 标
准运行情况定量评价的大胆尝试。其
内涵是将“标准 +α”（ IATF16949+

顾客特殊要求）的宗旨落实到生产流
程的每一道工序和每一个岗位，同时
向供应链上游延伸到供应商，实施
“供应商 -企业 -顾客”整个供应链的 

IATF16949 统一评价指标体系，做到
“一把尺子量到底”。

评价指标模型  

以生产制造过程为切入点，应用
相关性分析，通过解读 IATF16949：

2016标准条款以及公司六个维度的当
前管理现状，将六个维度及顾客特定
要求嵌入到 IATF16949：2016标准中，
制定指标体系，构建维度、条目、子
条目评价指标模型。

六个维度指人员（Men）、机器
（Machine）、 材 料（Material）、 方
法（Method）、测量（Measure）和环
境（Environment）。条目指相关标准
条款，共计 8 个，分别为质量管理系
统（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环
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系统（Environmental 

& OH&S systems）、产品开发（Product 

Development）、工艺开发和生产计
划（Process Development & Production 

Planning）、供应链管理（Supply Chain 

Management）、库房管理（Warehouse）、
生产管理（Production）、执行和监控
（Performance & Monitoring）。

表1 指标打分标准

分值 子条目

10 分 完成目标值 100% 或完成目标值 90%，且以“5M1E”为导向进行原因查找并根据数据分析或 5WHY 找到了根本原因，并
制定了针对性的可执行措施

8 分 完成目标值 90% 或完成目标值 75%，有深入的原因分析并制定了相应的措施
6 分 完成目标值 75% 或完成目标值 60%，且有简单的原因分析，并制定了简单应对措施
4 分 完成目标值 60% 或完成目标值 50%，且有简单的原因分析
2 分 未完成目标并没有原因分析，完成目标值低于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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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计评价子条目 
评价子条目设计是以 IATF16949：

2016为主线，结合历年客户二方审核、
三方审核要求，同时考虑部分安全和环
境体系相关要求及公司实际情况，把
“标准 +α”的要求转换为一系列可以
执行的评价要求，并设立评价子条目。

二、设计评价模型权重
对影响质量管理体系有效性的各

类指标进行深入分析，对六个维度、
八大板块的重要度进行分析、评估、
排序，随后将这些信息数据进行综合，
选择质量、成本、效率类指标，运用
QFD（质量功能展开）法和专家打分法，
测算出维度的权重。根据权重，依次
计算出条目和子条目的分数，得到影
响风电行业质量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的
各评价指标。

三、设计精细打分标准 
结合实际情况及定性和定量指标，

借鉴“方法 -展开 -学习 -整合”方法，
制定了如表 1所示的满分 10分，分为
10/8/6/4/2五个档位的打分标准。 

四、设计结果评价标准 
利用评价模型的测算公式测算各

部门、企业管理体系运行评价结果，
借鉴麦肯锡质量管理水平评价结果的
理念，考虑到评价结果需通俗易懂，
制定了如表 2所示的评价标准。

体系特点及创新性

一、“三标合一”，实现高效节能   
“三标合一”的管理体系构建，

将安全管理体系、质量管理体系和环
境管理体系的共性要求有效地融为一
体，同时兼顾了不同体系的特定条款
要求，使得整合之后的管理体系符合
多个体系标准的要求和企业的实际需
要，在保证有效性的前提下，实现高

效节能。 

二、定量评价，实现由定性向定
量的管理变革

传统的质量管理体系评价一般为
文字描述，本文所述风电国际化质量
管理体系从产品开发、工艺开发和生
产计划等八大板块，针对每个标准条
款采用 10分、8分、6分、4分、2分
五档打分，根据不同权重得出质量管
理体系的总符合率，结论由通过与否
转变为分等级接收与否，从而更加细
致直观，有利于改进提升。

三、应用精益六西格玛设计优化
管理流程

精益六西格玛改进较多应用于产
品制造过程，借鉴精益六西格玛设计
进行管理流程的优化。通过失效模式
及效应分析（FMEA）和控制计划（CP）
等管理工具和方法的应用，实现定量
评价体系科学合理的设计。

结合标准要求，将审核延伸到供
应商，由传统的供应商进货验收控制
向供应商制造过程控制前移，促进供
应商开展质量改进，提高了供货和服
务质量，减少采购产品质量问题造成
的影响，实现供应链互利共赢。

 

整改提升的具体实施方案

一、成立专项管理提升小组
成立专项管理提升小组，组员四

人，以个人擅长业务领域及工作经验
各分派两个业务板块。设置各板块部
门业务对接人，由小组成员与各部门
对接人针对整改项点每周逐一落实，
并且现场跟踪进度，提供必要的提升
证据。

二、整改提升周期及目标
制定整改提升周期，设定目标为：

一类问题项点完全关闭；二类问题项
点尽可能解决，到期后需可见具体的
关闭措施及计划；三类问题保持关注，
并要求相关部门制定长期计划，小组
成员进行长期进度跟踪。

三、整改提升工具
由于一般审核过程中，审核项点

不能完全覆盖各个方面，发现的多为
文件 /记录缺失、更改 /培训不及时、
类似问题重复出现、员工意识淡薄等
表面问题，往往不能深层挖掘其根源。
故借助先进的管理方法及工具，制定
有效的整改措施和提升计划。

基于 8D报告、5W分析法以及
鱼骨图等形式进行分析整改，同时引
入 IATF16949：2016体系五大工具，
即 PPAP（生产件批准程序）、APQP

（产品质量先期策划）、MSA（测量
系统分析）、SPC（统计过程控制）、
FMEA。其中 SPC和 FMEA是公司企
业管理人员熟练运用并掌握的工具，而
PPAP、APQP、MSA这三大工具需通
过深入培训学习，逐步在整改提升及日

表2 结果评价标准

总符合率 / % 质量体系评价
90~100 优秀
80~90 良好
70~80 合格
＜ 70 不合格



产业 | Industry

80  风能 Wind Energy 

常工作中加以应用。
四、整改效果
经过一段时期的国际化管理对

标、整改、提升以及后续的持续改进， 

2018―2019年间，公司在与国际一流
风电整机企业的业务合作中受益颇多，
尤其在客户的供应商审核、国际订单
获取、设计及供应链的降本增效、产
品质量提升等方面体现得更加明显。
此次公司开展企业管理对标的流程如
图 1所示。

根据企业管理整改提升方案，在
三个月整改周期内采取了一系列整改
提升措施，经由外部企业管理专家复
审，均达到预期效果。

从改善过程及结果来看，大多数
部门有了明显的管理提升。其中，环
境和职业健康安全、产品开发、质量

管理等板块已经达到与国际客户合作
的基准要求；供应链管理、仓储物流、
生产计划管理也有较大的提升。

公司不再停留于满足现有客户
的要求，而是追求更高的标准、更优
化的体系。这次的管理提升工作将为
今后国际业务的开展起到积极的推进
作用。

总结

以 ISO9001体系为基础管理方法，
对标 IATF16949：2016汽车行业体系，
引 入“PPAP、APQP、MSA、SPC、
FMEA”五大工具，深入学习先进行
业的管理理念与精髓，形成一套针对
风电业务的管理思路与体系。通过本
文研究可知：

（1）企业管理审核过程中发现的
问题，往往存在于表面，反复出现，
而通过更先进的标准体系及工具，可
以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整改，杜绝此类
问题的再次发生。

（2）在企业管理，尤其是质量
管理中，FMEA贯穿始终，其重要性
往往被管理者忽视。从 D-FMEA到
P-FMEA，每一个环节都应严谨对待，
实地验证，持续更新，做到理论支持
及实践经验的传承。

（3）企业需要对产品全寿命周期
的数据进行科学有效地记录，通过现
代化管理手段与工具进行分析，充分
开发及利用其内在价值。同时，应注
重环境与职业健康安全，体现以人为
本，精益安全。
（作者单位：中车永济电机有限公司）

图1 开展企业管理对标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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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两个细则”下风电场预测功率
及理论功率的分析与优化

文 | 马晓慧，丁同光，宋刚，马凤林
 

国家能源局西北监管局于 2018年
12月颁布实施了《西北区域发电厂并
网运行管理实施细则》和《西北区域
并网发电厂辅助服务管理实施细则》
（简称新版“两个细则”），自此，
2015年颁布实施的旧版“两个细则”
废止。

“两个细则”对保障电网安全稳
定、促进新能源与传统能源协调发展
起到重要作用，为新疆电网并网发电
机组运行管理提供技术标准与行业规
范。根据国家能源局新疆监管办公室
公布的“两个细则”考核与补偿情况，
截至 2019年 12月，新疆电网共有 123

个风电场、276个光伏电站、34个火
电厂、23个水电站和 1个燃气电站被
纳入“两个细则”管理。

风电场功率预测管理流程

新版“两个细则”对风电场功率
预测的精度要求提高、考核金额加大。
与旧版相比，上传率由 90%提高至
95%，短期功率预测指标取消了均方根
误差考核，增加了超短期预测中的调
和平均数准确率指标；同时，为验证
风电场在不限电情况下的理论出力效
果，增加了理论功率指标。新疆电网

省地一体化调度管理系统于次日公示
考核明细，国家能源局新疆监管办公
室按月度公布考核结果。

结合风电场实际运行情况，对预
测功率及理论功率的上传和考核计算
流程进行系统梳理，详见图 1，新版“两
个细则”总体考核要求见表 1。

某风电场考核原因数据分析

某装机容量为 49.5MW的风电场
位于新疆罗布泊风能资源区，是天山
山脉气流向东运动的必经之地。该风
电场采用 33台华创风能 CCWE1500-93

图1 风电场功率预测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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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风电机组，塔筒高度为 78m，2019

年 11月的平均风速为 3.16m/s，从切入
风速 3m/s至切出风速 25m/s的有效风
时数占比为 46.2%，其中，3m/s至额
定风速 10m/s之间的有效风时数占比
为 97.4%，可见该月整体风况以小风天
偏多。同时，该风电场月度“两个细则”
考核分数在区域对标排名中较高，具
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以该风电场“两
个细则”考核明细及公示分数为例，
对其按以上四项指标进行月度考核计
算，计算结果（表 2）与能监办公示的
考核总分一致，反映了计算公式及依
据的准确性。

一、超短期功率预测考核分析
（一）无风天存在小数位差异
在无风天时，虽然预测值与实际

值的差值小，但由于存在两位小数的
偏差，导致公式计算出的偏差大。如
图 2所示，以 2019年 11月 28日为例，

表1 新版“两个细则”对风电场功率预测的考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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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9年11月新疆某风电场“两个细则”考核计算结果

超短期预测功率 理论功率 短期预测功率 上传率 合计
考核分数（分） 23.36 8.86 8.05 0 40.28

占比（%） 58 22 20 0 100

该天仅因 1：00－ 2：15和 17：30七
个噪点导致整体数据失真，调和平均
数准确率仅为 1.91%，考核分数为 5.43

分。其原因为在切入风速 3m/s附近，
此风电场采用的机组未能正常发电。
由于机组能否正常并网发电与整机性
能息息相关，而功率预测厂家是以整
机理论功率曲线进行预测，因此业主
单位应及时将此情况向功率预测厂家
进行反馈。

针对此问题，建议在无风天时，
合理利用超短期调和平均数准确率公
式中的免考核策略，将类似情况的功
率调整为装机容量的 3%以内，免除因
此部分偏差造成的考核分。

（二）大风天存在气象源偏差
以 2019年 11月 3日为例，在大

风天时，出现气象数据与实际数据变
化幅值不一致的情况。如图 3所示，
实际风速从 13：30开始到次日 00：

00均高于预测风速，造成功率平均偏
差为 1.89MW，少预测电量约为 1.03

万千瓦时。
针对此问题，建议升级功率预测

算法，参照实际功率做预测；同时，
也可提高气象采集频次，由目前的一
日两次增加为多次。

二、理论功率考核分析
（一）无风天理论功率出现负值
以 2019 年 11 月 18 日和 2019 年

11月 25日为例（图 4），这两日基本
无风，由于风电机组 SCADA系统会
考虑待机状态下从电网吸收的功率，
因此，理论功率出现负值，而电网侧
仅测量风电场实际发出的功率值，该
值始终大于等于零，从而导致偏差。
这两日理论功率中分别有 83个、84

个点为负值，累计和为 -7.93MW，实
际功率为 0MW，由此产生的考核分
数为 2.44分，占全月理论功率考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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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测风塔和天气预报的风速对比

图2 预测功率的绝对误差

27.5%。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小风或
无风时出现的负值能够对大风时部分
应发未发电量进行抵消，从而在全天
减小与实际功率的差值，减少理论功
率的考核分。

针对上述问题，在进行理论功率
修正时，不能仅仅将无风天理论功率

负值归零。如图 4所示，非负值因素
产生的考核分主要由风电机组功率曲
线不达标造成，因此，还需对其他风
况按照 Bin法参照对应实际功率进行
分区校准。

（二）大风天风电机组功率曲线
不达标

以 2019 年 11 月 22 日为例，当
日 17：45 － 23：45 的平均风速为
10.39m/s，且当日无故障机组，按照功
率曲线理论功率应为 149.2MWh，然而
实际功率却为 143.7MWh。其中，电网
已自动筛除该时段中的限电时刻，反
映出风电机组存在应发未发的情况。

（三）理论功率的修正方法
针对上述两项问题，为使理论功

率与实际功率趋势一致，基于 Bin法
将预测功率按 0.5MW为一个单位步
长，统计 [0.5MW，49.5MW] 区间各
预测功率下的平均实际功率，进行理
论功率矫正系数的计算，如图 5所示，
得出平均矫正系数为 95.6%。矫正后理
论功率符合实际功率变化，有效降低
了考核分。

对风电场运行与管理的建议

随着新能源在外送通道占比的提
升及现货交易市场的逐步开放，新能
源企业对短期、超短期预测功率和理
论功率的精度要求将日益严格。因预
测功率和理论功率精度不达标造成的
考核分值偏高已然成为拉低企业盈利
水平的“出血点”，因此，制定行之
有效的策略是当前提升“两个细则”
管理能力的关键所在。本文通过归纳
整理目前已实施管理办法，形成如下
几条建议：

一、提升运行人员的数据分析能力
提高风电场运行人员对风电功率

预测系统的运行维护与数据分析能力，
使其具备掌握短期预测状态、超短期
预测状态、风电机组接入状态、气象
预测状态、功率预测上报、测风塔数
据上传状态的运维能力。同时，要理
解考核指标来源，形成测风塔、功率
预测系统、风电机组 SCADA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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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能源局新疆监管办公室
下发的《新疆区域并网发电厂 <两个
细则 >补充规定》和《新疆区域并网
发电厂 <两个细则 >免考核规定》，
目前“两个细则”考核均按三折执行，
要求风电场人员掌握免考核申报的多
种途径及具体执行标准，对电网故障
类、检修计划类、第三方故障类、不
可控外力类、更换系统类、未满一年类、
限电未完全筛除类免考途径要有敏锐
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

三、强化与第三方厂家的技术沟通
风电场预测功率和理论功率模型

的优化与修正并非一蹴而就，其需要
大量历史数据作为训练样本，因此，
风电场应本着科学客观的原则与第三
方服务厂家进行技术沟通，不能仅以
降低考核为单一诉求，而应从多元数
据分析角度寻找解决思路，从而达到
信息共享与有效交流，提高风电场预
测功率、理论功率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结语

“两个细则”降考核管理是新能
源场站降本增效的有效手段，为不断
提升功率预测设备治理水平，最大程
度降低由功率预测不达标造成的考核
分数，需对风电机组功率预测、运行
数据进行综合性分析，提高风电场功
率预测的准确率和风电机组的可利用
率。同时，随着现货交易市场的逐渐
开放，对日前预测、超短期预测的精
度要求会日益增加，对于如何在降考
核和提收益上提升风电场竞争力，还
需在数据挖掘和分析上进行深入的研
究与思考。
（作者单位：马晓慧：新疆工程学院；丁

同光，宋刚，马凤林：大唐新疆清洁能源

有限公司）

图5 理论功率的矫正系数

图4 因理论功率不达标产生的考核分

多元数据集合分析的思维能力。尤其
针对理论功率曲线不达标的问题，按
照 GB/Z35483―2017《风力发电机组
发电量可利用率》，该类情况属于风
电机组处于正常运行但仍含有潜在发
电量的状态，虽然时间可利用率达标，

但从发电量可利用率上追溯则能发现
风电机组存在的“隐形”缺陷。后续
应对风电机组变桨、偏航、齿轮箱、
发电机等各传动环节参数进行分析，
探究理论功率不达标的根本原因。

二、提高免考核申报的通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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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SCADA数据的齿轮箱轴承温度
高故障诊断

文 | 秦杰

受平价上网政策的影响，刚刚过去的一年，风电行业
出现一轮“抢装潮”。2021年，我国新核准的陆上风电项
目将实现全面平价，不再获得补贴。同时，“抢装潮”过后，
风电项目也将由增量时代进入存量时代，如何通过精准的智
慧运维模式，对风电机组重要部件进行更智能、更细分的状
态监测，已经成为新增及存量风电项目运维管理的迫切需
求，从提升机组运维效率、保障机组高可用率、降低后续运
维成本几个方面实现“降本增效”，势必将成为行业最重要
的诉求之一。

为了减少风电场运营维护成本，保证风电机组持续可

靠运行，许多运行监测装置和状态识别与预警方法相继推出。
但相比于此，直接通过风电场配置的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
（SCADA，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实时记
录的数据对风电机组运行状态进行识别，既不需要增加合适
的安装空间，也不会带来额外的成本。

本文针对某风电场机组频繁报出的齿轮箱后端轴承温
度高故障，从风电机组运行特性出发，基于 SCADA运行历
史数据，构建输入 /输出变量历史运行数据折线图，通过选
取故障变量并分析其运行曲线的变化规律寻找造成部件整
体异常的原因，实现故障的辅助判断与初步定位。

表1 齿轮箱的基本组成及主要参数

项目 基本构件 基本参数
齿轮箱本体 箱体及内部齿轮轴承等 2 级行星 +1 级平行

润滑系统 润滑泵、管道、温控阀 机械泵 + 电动泵
冷却系统 散热片、冷却风扇 空冷
辅助系统 加热器、各传感器 1 ∶ 131.6（速比）

表2 齿轮箱各个结构部件的故障模式和故障原因

损坏部件 故障模式 故障原因
内部齿轮 断齿、磨损、裂纹、点蚀 润滑油杂质、安装缺陷

转轴 断裂、磨损 冲击载荷、过载
轴承 滚珠脱落、烧伤 疲劳磨损、过载
箱体 开裂、变形 振动、传动不稳
油封 老化失效 过温老化



Technology | 技术

2020年第05期  87  

风电机组齿轮箱结构特点

在水平轴双馈式风电机组中，齿轮箱是传动链非常关
键的一个零部件，作用不可替代，并且一旦发生内部齿轮损
坏等大型故障，就需要拆卸整个风轮，对传动链进行整体更
换，因此，齿轮箱故障是造成机组停机时间较长的因素之一。

传动链中齿轮箱的功能是把叶轮的扭矩传递到发电机，
把风能通过转子叶片从机组主轴传递到齿轮箱，最后通过柔
性联轴器传递到发电机系统。同时，齿轮箱还起到将转子的
速度提高到发电机的同步速度，带动发电机快速旋转发电的
作用。其主要结构形式如表 1所示。

齿轮箱的结构、传动较复杂，其中，某一结构的失效
就可能引发齿轮箱整体故障，进而造成严重的后果。由于其
构件的结构、工作形式不同，发生故障（如表 2）的概率也
不尽相同。

齿轮箱结构中齿轮及轴承故障所占的比例最高，其能
否正常有效地运行不仅会直接影响到整个齿轮箱的运行状
态，也会影响整个设备的运行与维护。齿轮箱故障按照发生
原因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制造误差和装配不规范等造成的故
障；另一类是齿轮箱在长期经受交变载荷运行过程中逐渐产
生的不同形式故障，比如：断齿、点蚀、胶合、疲劳裂纹等。

在风电机组增速齿轮箱并网运行初期发生的故障中，
以高速轴轴承温度高的问题较为典型。作为高速级的第三级
平行轴输出部分，由于转速较高，相对转矩较大，在长时间
持续工作中容易出现轴承温度超过限值报警或故障引发机
组停机问题。

某机组齿轮箱轴承温度高故障原因分析及改
进方案

河南某风电场所用的机组为水平轴三叶片双馈异步发
电机组，单机功率 2MW，详细指标见表 3。进入 11月，该
风电场机组开始频繁出现齿轮箱后端轴承温度高（Gearbox 

HS Bearing Back Too Hot）故障。
本文针对这一问题，在齿轮运行机理和分析理论的基

础上，对其相关 SCADA历史数据进行深入研究，实现对齿
轮箱故障的预警以及诊断。故障诊断流程如图 1所示。

一、故障初步诊断及硬件排查
通过查询相关资料以及对该风电场其余风电机组的共

性进行分析可知，主要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造成齿轮箱轴

承温度高报警的物理原因：
（1）齿轮箱正常运行产生过多热量，主要包括齿轮箱

传动部件卡滑、内部机械部件磨损和机组长时间满发导致的
齿轮箱油温过高。

（2）齿轮箱某些部件出现故障或设计不合理导致的轴
承过温，具体表现为：油冷却系统故障，包括：冷却风扇故
障及风扇电机、温控阀失效、油冷散热片堵塞、浮尘覆着、
安全阀失效等；油循环不畅，包括：润滑油有杂质或质量差、
过滤系统滤芯堵塞、油泵电机故障、油位过高或者油位过低；
温度传感器数据与现场实际温度不符，包括：温度传感器本
身存在故障、温度传感器安装不规范、测温回路有问题；整
机参数设置不合理，包括：风电机组齿轮箱油温报警设置不
合理、风电机组机舱通风结构设计不合理。

因机组并网时间短，整体不满半年，因此，排除齿轮

表3 风电机组基础指标

项目 数据
风轮 三叶片，上风向

轴系，发电机 水平轴，双馈异步
额定功率 2060kW
额定风速 9.5m/s
切入风速 2.5m/s
切出风速 24m/s
设计寿命 20 年

图1 故障诊断流程



技术 | Technology

88  风能 Wind Energy 

箱长期经受交变载荷运行过程中逐渐产生的不同形式故障，
考虑过温是由齿轮箱某些部件出现故障或设计不合理导致。
通常来说，面对过温这类故障，首先考虑的是油冷却与循环
系统的问题，但在对冷却风扇、双速油泵电机，以及温控阀
芯、温度传感器等可能引起轴承温度高的硬件故障排查中，
均未发现异常。

二、基于SCADA数据的故障诊断
（一）变量选取
风电机组的 SCADA数据即为风电机组各个传感器监

测点记录的监测数据，其中蕴含着机组性能的大量信息，
具有非常大的研究价值。本文选取该风电机组故障发生前
后 6小时的实际 SCADA运行数据，利用 SPSS数据分析软
件制作相关变量时间序列趋势图。在以时间间隔为 1min的
SCADA记录的数据中，经过筛选，得到表 4中的 8个变量。

（二）变量分析
1.齿轮箱油温、风速与功率关系分析
风电机组风速与功率运行关系反映的是风电机组整个

系统的运行状态，是风电机组 SCADA数据最基本的一组参
数，也是基于 SCADA数据进行风电机组故障诊断和异常分
析的主要研究对象。

图 2为风电机组风速与输出功率运行状态曲线和同时
间段齿轮箱油温、入口油温运行状态曲线。从图 2（a）可
见，风速在 17：00－ 18：00时间段出现指数型增长，机组
呈现满负荷运行状态，运行过程中出现异常状态，触发预警。
从图 2（b）可见，齿轮箱油温、入口油温在前期运行正常，
但是在 17：00－ 18：00时间段出现明显降低现象，下行幅
度较大，运行曲线出现异常，温度最低至 25℃。

表4 进行SCADA数据分析所取变量

变量名 注释
Wind Speed 风速

Pcs Active Power 有功功率
Gearbox Oil Temperature 齿轮箱油温

Gearbox Oil Inlet Temperature 齿轮箱入口油温
Gearbox High Speed Bearing F Temperature 高速轴前端温度（驱动端）
Gearbox High Speed Bearing B Temperature 高速轴后端温度（非驱动端）

Gearbox Oil Pressure Filter Entrance 滤油器进口压力
Gearbox Oil Pressure Lube Exit 滤油器出口压力

由上述分析可知，机组在功率增加时，油温出现明显
降低。通过查阅相关参数得知，齿轮箱冷却风扇启动逻辑为
油温大于 60℃或者轴温大于 70℃，显然油温没有达到触发

图2 风速与功率、油温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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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值。此外，分析该风电场同型号故障机组的 SCADA数据
发现，二者有着基本相同的运行规律。

2. 齿轮箱过滤器进出口压力与轴承温度关系分析
图 3为风电机组齿轮箱过滤器进出口压力与齿轮箱前

后端轴承温度关系曲线图。从图 3（a）来看，齿轮箱过滤
器进出口压力在 17：00－ 18：00时间段出现明显升高。从
图 3（b）来看，在 17：00－ 18：00时间段齿轮箱后端轴
承温度超出阈值，出现异常状态，触发预警；而前端轴承温

度状态指标虽有波动，但未超出阈值。
三、诊断结果
进入 11月以后，该风电场的气温急转直下，日间平均

气温为 5℃左右，比 10月的平均气温下降约 10℃。随着外
部环境温度持续降低，齿轮箱冷却系统中的散热器散热效
果加强。在风速突然增大的情况下，机组功率增加，后端
轴承温度上升很快，导致与后端轴承温度关联的冷却风扇
开启，经过冷却后的齿轮油温度迅速降低，最低至 25℃。
由于齿轮箱润滑油的粘度会伴随着温度的降低而增大，进
而导致齿轮箱滤油器油压增大，部分机组甚至超过 10bar。
当压力超过溢流压力时，部分润滑油就会通过溢流阀返回
到齿轮箱，达不到油循环的目的。随着滤油器出口润滑油
流量的减少，分配到各个齿轮和轴承润滑点的油量也随之
减少，导致齿轮箱润滑系统的润滑冷却效果降低，从而引
起齿轮油温度看似很低，而后端轴承的温度持续升高。当
后端轴承即高速端轴承温度高于机组设定的阈值温度时，
引发风电机组故障停机。

四、改进方案
通过核算，对齿轮箱润滑系统进后端轴承油管进行加

粗改造。此举可以减少润滑油沿程压力损失与溢流损失，
增加进入后端轴承的润滑油流量，从而抑制后端轴承温升
过快，延迟冷却风扇启动时间，保证齿轮箱润滑油温度出
现一个缓慢上升的过程，降低润滑油的粘度，使分配到各
个齿轮和轴承润滑点的油量充足，将后端轴承温度稳定在
合理的数值。

测试发现，机组后端轴温能够稳定运行在 70℃左右，
特别恶劣工况下，运行在 80℃左右，运行正常。

结论

本文基于 SCADA数据对某风电场 2MW风电机组在低
温运行中出现的齿轮箱轴承温度高故障停机问题进行研究，
找到了影响停机的原因并提出改进方案。研究结果表明，基
于 SCADA参数关系模型的风电机组故障诊断方法，能够实
现对风电机组运行异常状态的识别和诊断，进而做出正确的
维护决策。
（作者单位：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图3 齿轮箱过滤器进出口压力、轴承温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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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尺寸褶皱对风电叶片主梁性能的
影响研究   

文 | 赵春妮，刘清，陈文光，李军向 

风电叶片的主梁主要由单向纤维成型，单向复合材料

结构的典型设计极限是压缩强度极限。众所周知，纤维的直

线度对复合材料的压缩强度有很大的影响。纤维在铺层或固

化过程中产生的褶皱会使局部应力状态恶化，导致局部基体

屈服、纤维微屈曲和扭结或在纤维 /基体界面发生断裂。因

此，褶皱的存在会大幅降低叶片的强度，最终导致叶片提前

失效。叶片作为风电机组的重要部件，成本占整机制造成本

的 22%左右，再加上发电量的损失、叶片的运输和吊装成本，

叶片失效造成的损失无疑是巨大的。

当前，行业已经意识到了褶皱的危害，也开展了很多

关于褶皱的研究，包括定性和定量分析。定性分析主要是从

褶皱产生机理出发，从材料、工艺、模具、检验、人员、标

准以及修复等方面对产生褶皱缺陷的主要原因进行研究分

析；定量分析包括有限元仿真分析和试验对比分析：有限元

分析通过建立含褶皱的有限元模型，分析受压状态下，褶皱

不同层数、宽度、高宽比等因素对风电叶片强度的不同影响；

试验分析通过制作不同类型的褶皱试件，对比不同高宽比、

不同偏移角度的褶皱对叶片主梁材料疲劳性能的影响。其

中，西门子公司与美国西北大学对其合作制作的褶皱试件进

行了静力、疲劳测试，并详细记录了褶皱的发展过程，该研

究增进了行业对褶皱的认识。

然而，当前针对褶皱的已有研究并不全面，不能涵盖

实际运维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本文试图从仿真的角度对如下

问题进行解答：（1）当前主要以褶皱的高宽比来描述褶皱尺

寸和比较褶皱性能，相同高宽比、不同尺寸的褶皱性能差别

有多大？（2）当褶皱缺陷占主梁宽度的比例较小时，如何

判断褶皱缺陷对主梁性能的影响？（3）早期由于对褶皱的

危害认识不足，相当数量存在褶皱缺陷的叶片被发往风电

场，在褶皱损伤出现的早期，是否可以通过合适的方式予以

排查？

叶片褶皱的模型建立与仿真计算

本文以某长 40m、主梁宽度 420mm的叶片为例进行研

究。褶皱各尺寸参数分别为：高度 2mm、底部宽度 35mm、

顶部宽度 42mm、褶皱长度 420mm。

一、褶皱模型建立

在叶片的设计和校核过程中，使用的是复合材料层合

板的“表观”性能，即将复合材料单层视为均质材料，而没

有考虑它由两种或多种组分材料构成这一事实。然而，根据

对褶皱损伤的观察和国外的测试结果，褶皱的初始损伤出现

在树脂上。为了得到更加精确的结果，本次模型按照细观力

图1 褶皱尺寸



Technology | 技术

2020年第05期  91  

学的思想，将树脂和玻纤按照体积比分层建立。为了更加方

便地描述褶皱的各个尺寸，如图 1所示定义各尺寸：Ls表

示主梁的长度，Ws表示主梁的宽度，Lc表示过渡区域的长

度，Lw表示褶皱的长度，Wt表示褶皱顶部的宽度，Wb表

示褶皱底部的宽度，H表示褶皱的高度。

为了简化褶皱模型，首先建立无褶皱的叶片整体模型，

然后对叶片整体有限元模型加载设计疲劳载荷。在设计疲劳

载荷My的作用下，得到 L20m附近 PS面主梁上轴向最大

应力为 73.6MPa，根据此应力计算得到褶皱模型的等效拉力

为 1238520.2N。

褶皱模型宽度和铺层按照上述叶片距叶根 20m位置实

际宽度和铺层设定，褶皱尺寸按照测得尺寸设定，建立长度

为 1m的平板有限元模型。取树脂与玻纤的体积比为 53:47，

图2 褶皱模型

图3 褶皱位置树脂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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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褶皱位置玻纤应力

褶皱弧线参照实际模型采用同心圆建立，并与平面区域进行

倒角处理，所建模型如图 2所示，绿色区域代表树脂，紫色

区域代表玻纤。将模型一端固支，根据叶片整体有限元模型

计算得到的应力，在另一端施加等效拉力。

二、褶皱模型分析

根据GL规范，叶片容许载荷循环次数N应按下式确定：

2 /
1 2N S c R R S R R

1a mb b
kt kc km ma kt kc

m

k c
c= + - - += G* 4

 

式中，Skm为特征载荷平均值；Ska为特征载荷幅值；Rkt

为结构元件拉伸强度特征值；Rkc为结构元件压缩强度特征

值；m为 S-N曲线斜率，m＝ 10。

其中， C0mb m ib
i
$c c= %

Height

Length

玻纤 树脂 倒角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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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γm0 ＝ 1.35； C N1
1

b m= ；C2b＝ 1.1（考虑温度影响）； 
C3b＝ 1.0（单向增强材料），＝ 1.1（非机织纤维和单向机织

纤维），＝ 1.2（机织纤维和毡）； C4b＝ 1.0 （考虑后固化处理）。

树脂是各向同性的材料，需要综合考虑各个方向的应

力。如图 3所示，分析得到褶皱区域树脂材料 mises等效应

力分布。在疲劳载荷作用下，树脂最大等效应力出现在褶

皱边缘区域，为 22.6MPa。对于树脂可使用年限的计算方

图5 试验过程

表1 相同高宽比、不同褶皱高度的树脂应力

褶皱长度
[mm]

褶皱尺寸 [mm] 等效拉力
[N]底部长度 顶部长度 高度

420 8.75 10.5 0.5 1238520 
420 17.5 21 1 1238520 
420 35 42 2 1238520 
420 52.5 63 3 1238520 
420 70 84 4 1238520 
420 87.5 105 5 1238520 

表2 相同高宽比、不同褶皱长度的树脂应力

褶皱长度
[mm]

褶皱尺寸 [mm] 等效拉力
[N]底部长度 顶部长度 高度

60 50 60 3 1255347 
120 50 60 3 1255347 
140 50 60 3 1255347 
160 50 60 3 1255347 
180 50 60 3 1255347 
240 50 60 3 1255347 
300 50 60 3 1255347 
340 50 60 3 1255347 
360 50 60 3 1255347
420 50 60 3 1255347 

图6 相同高宽比、不同褶皱高度的树脂应力

法，国内外尚无较为成熟的理论，暂选用 Goodman公式进

行计算。树脂材料拉伸强度取 67MPa，S-N 疲劳曲线取斜率

m=8。考虑到老化、温度、后固化影响，取折减系数为 1.634，

计算得到树脂寿命小于 1年（0.06年）；若不考虑上述因素

的影响，取折减系数为 1时，计算可得树脂寿命为 3.05年。

玻纤在纤维主方向的应力为 240.5MPa，同样按上述方

法，考虑折减系数为 1.485时，玻纤寿命为 6.5年；若折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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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相同高宽比、不同褶皱长度的树脂应力

一、高宽比相同、褶皱高度不同时的应力比较

仍以上述叶片为例，在高宽比相同的情况下，对比不

同褶皱高度树脂的应力情况，各种褶皱尺寸详见表 1，模型

建立和计算过程同上文所述，得到应力结果如图 6所示。

由计算结果可知：高宽比相同时，随着褶皱高度的增

加，树脂的应力增大⸺�在褶皱高度较小时，随着褶皱高度

增加，应力变化幅度较大；当高度增大到一定值时，随着褶

皱高度增加，应力变化幅度呈减小的趋势。

二、高宽比相同、褶皱长度不同时的应力比较

部分叶片的褶皱仅占整个主梁宽度的一部分，为分析

此类叶片，按照上文方法重新建立褶皱局部模型，有褶皱的

区域与无褶皱区域通过斜线过渡，为使过渡较为平滑，过渡

区域长度取值为 30mm，主梁宽度仍为 420mm，剩余部分

为无褶皱区域。褶皱不同长度详见表 2，计算过程同上文所

述，得到应力结果如图 7所示。

由计算结果可知：在褶皱截面尺寸不变的情况下，随

着褶皱长度的增加，褶皱处树脂应力呈抛物线变化趋势⸺�

当褶皱长度小于主梁宽度的约 2/3时，随着褶皱长度增加，

树脂应力逐渐增大，当褶皱长度介于主梁宽度的 1/3与 2/3

之间时，树脂应力变化幅度在 0.5MPa范围内；当褶皱长度

大于主梁宽度的约 2/3时，随着褶皱长度增加，树脂应力反

而逐渐减小。

结论

本文分析结果，可为褶皱叶片的排查和检测提供以下

参考：

（1）褶皱缺陷最初始的损伤出现在树脂上，最先表现

为褶皱边缘处的分层。因此，明确损伤类型，及时发现褶皱

早期损伤并进行针对性维修或更换，可以最大程度减低风电

场褶皱叶片的运维成本。

（2）相同高宽比的褶皱，随着高度增加，应力也在增大，

只依靠高宽比并不能准确描述褶皱的性能。

（3）在相同高宽比的情况下，长度为主梁宽度的三分

之一与等同于整个主梁宽度的褶皱应力接近，因此，不能忽

略长度较短褶皱的危害。
（作者单位：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系数为 1，玻纤寿命为 339年。

三、褶皱模型分析结果与国外试验结果对比

西门子公司与美国西北大学合作对多种尺寸的褶皱试

件（长宽高尺寸为 275mm×13mm×30mm，褶皱宽度为

7~11 mm，高度为 2~3mm）进行了测试，并详细记录褶皱

从初始损伤到失效的全部过程，疲劳试验取应力比 R=－ 1，

测得同样大小、无褶皱的式样可循环次数为 2E6，发现多数

式样可循环次数在 1E3与 8E5之间，在目标循环次数完成

之前就发生了失效。疲劳试验中得到的失效区域与图 3一致，

发生在褶皱的边缘位置。典型的损伤扩展过程如图 5所示：

（a）初始式样无损伤；（b）褶皱区域厚度出现单一的分层；（c）

分层数在式样厚度方向增加；（d）式样最终发生失效。

该试验结果与本文仿真结果一致，二者均表明在叶片

运行中褶皱缺陷的初始损伤发生在树脂上，具体表现为主梁

的分层。复合材料的分层会导致透光不均匀，这个特征有助

于褶皱损伤早期的检测和识别。

不同尺寸褶皱对主梁性能的影响

由于褶皱处树脂早于玻纤失效，以下通过比较不同情

况下树脂的应力获得褶皱初始损伤的情况。

褶皱高度［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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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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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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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26

25.5

25

24.5

24

23.5

23
0               100             200             300            400             500



技术 | Technology

94  风能 Wind Energy 

基于WebGL的3D技术在风电运维
支持系统中的应用   

文 | 张瑞君，卢军，张文忠，张亮，李宗政，辛理夫

风电场多处在风能资源丰富的草原、戈壁、高山、近
海等偏远地区，受外界恶劣的环境和气候因素的影响，技术
人员的运维工作面临较多的实际困难。随着出质保机组数量
的大量增加，高级技术人员短缺以及现场工作人员对专业培
训需求增多的问题日益凸显，急需构建一个轻量级支持移动
智能设备使用，能够模拟现场机组的实时情况，用于风电运
行、维护工作的支持系统。

风电领域的运维技术培训难点包括原理、机械结构
和零部件响应动作情况的直观讲解及其通过平面的结构
原理逻辑图、结构图纸的动态和立体展示。WebGL（Web 

Graphics Library）是一种 3D绘图协议，通过WebGL网页
制作技术能够实现网页中 3D动画、3D模型的交互及实时
技术接入，可以进行跨平台的 3D网页制作，更加直观地在
移动端展示风电机组实时数据的变化，让使用者有身临其境
之感。结合WebGL技术，构建满足教学内容的模型和原理
动画，能够立体多方位地查看零部件结构和相互关系，动态
演示风电机组各系统的运行原理和零部件的响应，从而提升
风电技术工作者的能力和运行维护的工作效率。

本文基于WebGL的 3D技术，提出一种风电运维支持
系统方案。该方案可以实现在网页端进行风电机组虚拟化仿

图1 系统架构

展示层

WebGL+HT 引擎

移动设备浏览器页面

视频及实时数据分类

设备信息管理

实时采集数据信息

3D设备模型信息

HTML5+JS

SpringMVC框架

MySQL

JSON文件

处理层

存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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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模拟，使风电机组运行原理和运维技能的展示更加形象立
体，为使用者带来轻量级、可移动、形象化和沉浸式的使用
体验，为风电运维技能的传承提供高效的载体。

风电运维可视化支持系统系统架构

风电运维可视化支持系统基于WebGL技术制作风电机
组的设备仿真模型和设备运行原理动画，并基于风电控制系
统采集到的真实数据对风电机组的运行工况进行仿真模拟。
该系统应用主流架构、开发语言和数据库，能够与其他系统
进行完美兼容，实现视频资源的分类存储、扩展，通过预留
接口可与其他系统进行数据交互，实现信息互联互通。

系统采用 B/S 架构，基于WebGL框架 HT引擎设计实
现，用户可直接在浏览器上通过网址进行访问，不依赖任何
插件。如图 1所示，系统分为数据存储层、数据处理层和
数据展示层。数据存储层主要使用MySQL数据库存储设备
数据基本信息和采集到的实时数据信息，使用 JSON文件存
储 3D模型数据信息；数据处理层主要使用 HT引擎对数据
进行处理以及动画逻辑的实现；数据展示层主要使用基于
WebGL开发的 HT引擎和 HTML5完成对 3D场景的加载渲
染，通过改进的渲染算法解决加载大量 3D模型时出现浏览
器崩溃的现象。基于WebGL引擎搭建的场景，可以自由旋转、
缩放、平移；通过 JS脚本控制模型、动画，可演示风电机

组各系统的运作过程；通过分步骤，又可分别查看不同时期
的动画。在数字化风电机组场景中，通过动态调整模型实现
模型外壳显示及模型驱动。

系统所用到的按钮、列表、树和弹窗等组件，都是基
于 HTML5 Canvas实现的 HT UI库组件。Canvas又叫画板，
可以使用 JavaScript绘制想要的图形（通过基本的图形，如线、
圆、矩形以及填充图像绘制更加复杂的图形）。通过 Canvas

能在指定的位置绘制需求像素，绘制效率高，动画性能高。
Canvas的渲染方案实现了高性能，例如，表格组件可显示
上百万个单元格，不存在卡顿现象；完备的页面布局组件，
可轻松实现页面布局；单独的页面组件样式设置，简化了代
码，更加方便快捷。

风电运维可视化支持系统功能设计

风电运维可视化支持系统主要包括 9个模块（见图 2）。
系统以实际应用为核心，逐级构造，使用详实的 3D动画制
作风电机组组成和控制系统的原理等基础知识，为用户提供
便捷的理论学习内容；定期维护模块为用户从理论学习到实
操学习提供了过渡；故障处理模块则整合理论和实操内容，
形成完整处理现场实际问题的工作流程；数字化风机模块能
将故障数据和实时运行数据导入到系统中，并对其进行可视
化分析，加深用户对风电机组原理和运行逻辑的理解，形成

图2 系统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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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用户认知规律的系统学习路线。
一、3D场景漫游模块
该模块是指用户通过鼠标和滚轮可完成对整个 3D场景

的移动、缩放、选中、旋转操作，并能从任意角度查看设备
结构。选中相应的部件会弹出该设备的信息框，从中可以查
看设备的信息，包括定期维护及拆装信息（如图 3、图 4）。

二、故障处理模块
点击故障编号或名称，能在界面显示“故障分析”和“故

障消除”两个列表。“故障分析”包括依据图纸、控制逻辑、
设备的实时和历史数据进行故障分析的视频内容。“故障消
除”包括的视频内容有：（1）消除故障时工器具使用；（2）
对照图纸进行故障排查时元件、电气回路测量与检查以及故
障点定位；（3）消除故障时零部件更换。

故障处理的内容按照图 5进行分步制作，每一小步为
一个视频或者文档，并配有文字说明。

三、定期维护模块

图3 整机模型

图4 减速机透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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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故障处理模块界面

图5 故障处理

该模块包含维护的项目、使用的工器具、消耗材料的
名称和数量、维护的方法和步骤。依据维护手册和有关标准
（列标准名称）按照机组结构从下至上、机舱从内到外的顺
序逐一介绍每个维护项目的操作步骤，并在操作中用文字附
注详细的工作标准以及注意事项。

四、安全模块
该模块包含风电机组安全作业规范、安全工器具及防

护用品的使用等。
五、资料库模块
用户可通过该模块对系统中的定期维护模块、故障处

理模块、安全模块所展示的内容进行集中管理，具有资料的
上传和删除功能。

资源库依据风电机组的结构分类进行设计，完整覆盖

整个机组的基础结构。为系统的资源扩展和技术支持、培训
素材制作提供规范载体。以资源库中每个项目为基本元素，
可最大化地进行资源复用（复用率可达 60%以上，节省了
开发维护成本），通过调用基本单元完成从部件到系统，再
到整机的构建。

六、数字化风机模块
将风电机组正常运行时的实时数据导入到系统中，通

过该模块对真实数据的模拟展示风电机组不同状态机的变
化。用户通过对数据流的重放和追溯，能直观理解风电机组
状态机的跳转和风电机组的控制原理。

 七、论坛模块
用户可建立和发布主题内容，上传文字、图片、视频，

其他用户可对该主题进行浏览、留言、关键字搜索。在线交

故障 故障分析 故障消除

数据分析

图纸分析

原理分析

工器具使用

故障点定位

零部件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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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与分享技术技能的方式，有助于运维人员技术水平和机组
故障处理能力的提高。每一个风电运营公司都拥有众多类型
的机型，每一种机型都有各自专属的备件配置，通过论坛能
够聚集公司内相同机型的运维人员。对于论坛中收集到的问
题，可凝聚整个公司的技术力量进行解答，通过检索即可快
速找出已经得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应用效果

借助WebGL技术在网页端构建 3D可视化模型，技术人
员通过不同角度反复观看机组的组成结构和其在不同运行工
况下元器件的响应过程，能够直观学习到所需的知识，更好
地掌握机组结构和控制原理知识；利用故障处理、定期维护
等相关模块能够快速完成相关故障的分析、处理及机组维护。

一、风电机组组成和控制原理培训
在风电机组未出质保（维护工作由整机厂家完成）的

内蒙古自治区某风电公司应用本系统进行了 2次针对风电机
组组成和控制原理的培训，参加人员共 53人（新入职人员
22人，初级技术人员 31人），其中 40人未经过专业培训。
培训考试平均分数为 82分，而传统课堂培训的 2年平均分
数为 68.5分。这表明相对于传统课堂，通过本系统学习能
有效提高技术人员的技能水平。

二、风电机组故障处理
在风电机组已出质保的内蒙古自治区某风电公司应用

本系统进行故障排查支持工作。应用本系统处理故障 76次，
其中高级技术人员应用 21次，初级技术人员应用 54次，参
与人数 12人。统计现场故障处理情况发现，故障点分析没
有遗漏，精准度达到 100%，故障点排查覆盖率达 89%；初
级技术人员平均故障处理时间减少 32%，高级技术人员平
均故障处理时间减少 19%。试用结果表明，通过本系统进
行故障排查工作能有效提高现场技术人员的工作效率，减少
机组停机时间。

结语

针对当前风电运维工作中高级技术人员短缺以及风电
场对集约化管理的需求，本文提出了基于WebGL 技术和
HT引擎框架开发、用于风电运维人员培训和实际工作的风
电运维可视化支持系统。本系统通过在浏览器端对风电机组
以及各子系统的实际运行数据进行 3D仿真模拟，使资料和
数据的展示更加真实、立体，为风电运维集约化、运维技术
标准化和技术传承提供支撑。
( 作者单位：张瑞君，卢军，张文忠，李宗政：华电福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张亮，辛理夫：锐电科技有限公司）

图7 数字化风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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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功率风电机组行星齿轮内孔磨削
加工在线测量技术研究

文 | 陈宗瑞，吴刚

齿轮箱是高速双馈风电机组的核心部件，目前，业
内多采用两级 NGW行星轮系 +一级平行轴的结构。对于
NGW行星结构，通常将行星齿轮支撑轴承通过过盈配合安
装在行星齿轮内部（如图 1），将行星齿轮内孔设计成支撑
轴承的轴承座。在实际使用工况中，行星齿轮受载后会发生
倾斜、扭曲等多种形式的弹性变形，进而导致行星齿轮轴承
外圈发生蠕动、跑圈、打滑，并产生异常振动、齿轮间异常
啮合甚至轴承碎裂和轮齿断裂等，降低传动系统的可靠性。

为了解决行星齿轮轴承外圈跑圈问题，提高轴承的承
载能力，并减小齿轮箱径向尺寸，提高齿轮箱整体功率传
递密度，多家公司采用无轴承外圈的行星齿轮及轴承集成
设计方案，将行星齿轮内孔设计成轴承外圈。其中，增加
负游隙设计的无轴承外圈锥轴承的行星齿轮集成方案，如
图 2所示。受成本因素制约，该行星齿轮集成设计技术目
前多应用于海上大功率齿轮箱中。在实际应用中，集成圆
锥轴承的行星齿轮可以避免轴承外圈跑圈带来的危害，以
及提升整个行星轮系的刚度，消除轴承游隙不均导致的行
星齿轮啮合不均载问题。

目前，对于锥孔结构零件的磨削加工，一种常用的方
法是选择塞规进行在线测量，通过目测塞规锥面的接触面积
和塞规端面与工件端面的高度差，计算出加工余量来保证锥
孔的加工精度要求。但是该方法主要适用于小锥孔结构，而
且由于塞规的自身重力会使测量过程中存在操作误差，影响
真实结果。另一种方法是设计“大锥孔测量仪”专用测量设
备，测量设备由内径百分表、连接盘、定位装置和标准环规
构成，但是该装置针对每个被测锥孔需要配置标准量规和量
杆等测量部件，而且内径百分表、连接盘、定位装置的组装
精度会影响测量误差。此外，该方法是通过测量被测工件上

图1 行星齿轮和支撑轴承结构示意图 

图2 无轴承外圈集成结构示意图

与准量规上对应点之间的误差值来判断锥度，由于对应点的
位置很难保持一致，测量过程中也会存在操作误差，影响真
实结果。同时，该装置对操作人员的操作技能提出很高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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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行星齿轮结构简图

图4 测量工装示意图

求，生产效率不高，且会增加量具的生产成本。
本文通过对行星齿轮锥孔在线测量技术的研究与实践，

提出了一种大锥孔零件在线磨削加工测量新方法。该方法能
够在批量生产中使用，可以节省加工工时，并保证锥孔的锥
度要求。

行星齿轮技术要求

以某大功率风电机组齿轮箱为例，行星齿轮的主要参
数如表 1所示。

行星齿轮均采用 18CrNiMo7-6低碳合金钢，齿轮齿面
硬度为 58～ 62HRC，齿轮芯部硬度为 30～ 45HRC，有效
渗碳层深为 3.5～ 4.0mm。行星齿轮内孔（轴承滚道）硬度
为 56～ 60HRC，内孔最小有效硬化层深不小于 3.0mm，内
孔圆锥角为 34° ±0.011°，内孔表面粗糙度为 0.3μm，内孔
圆度小于 0.005mm，直线度小于 0.004mm，不允许有凹面。

表1 行星齿轮参数

模数 mn 19mm
齿数 Z 38

压力角 an 20。

螺旋角 β 7.5。

变位系数 X 0.02

公法线长度
Wk(k ＝ 5) 263.185mm

-Ews -0.334mm
-Ewi -0.434mm

精度等级 ISO13285 级

行星齿轮结构简图如图 3所示。

锥度在线测量方法

一、测量工装
测量工装由圆柱塞规和大、小标准量球组成（如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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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内孔锥角测量方法示意图

图5 行星齿轮装夹加工示意图

为减轻重量、便于操作，圆柱塞规可做成空心轴，外形尺寸
与工件尺寸适中（保证量球放置后能落在 E－ F之间位置），
高度一般高于被测工件 10～ 100mm，标准量球直径的选取
也要适中。

二、测量方法
将工件夹紧在立式磨床的工作台上，先加工出工件内

孔及工件端面作为测量基准，对工件锥孔内表面进行磨削，

使工件锥孔达到规定的加工要求：将圆柱塞规插入工件内
孔并高出工件端面，沿轴向在同一位置放置第一量球和第
二量球，测量两个量球顶点与圆柱塞规端面的距离，经计
算得到工件锥孔的测量锥度值，并通过调整砂轮架角度使
测量锥度值与加工要求的锥度值相同；再对锥孔的大端直
径进行校核，并调节进刀量使大端直径与加工要求的大端
直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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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行星齿轮尺寸的检查记录表（单位：mm）

供应商 南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有限公司 零件图号 02-04-001255 零件名称 WIKOV 行星齿轮

标记
号

检验
项点

产品
特性

检验方法
/ 设备

检查结果
NO. 
002

 NO.
005

 NO. 
006

 NO. 
007

 NO. 
008

 NO. 
009

 NO. 
010

 NO.
011

 NO. 
012

内
锥
角

大端直径 Φ385.05±0.05 专用塞规 358.090 358.044 358.096 358.059 358.050 358.068 358.065 358.083 358.074 

圆度 0.01 三坐标 0.005 0.006 0.005 0.005 0.005 0.005 0.006 0.004 0.003

同轴度 0.07 三坐标 0.011 0.012 0.013 0.011 0.011 0.015 0.012 0.013 0.011

 NTD 0.0055/35 三坐标 0.0045 0.0048 0.0051 0.0051 0.0054 0.0051 0.0049 0.0041 0.0051

直线度 0.004 三坐标 0.002 0.003 0.003 0.002 0.002 0.002 0.003 0.002 0.003

（1）工件找正：将工件如图 5所示夹紧在立式磨床的
工作台上，用百分表靠在内孔 A上，通过旋转工作台来检
验工件的轴线与工作台的垂直度。当旋转工作台百分表无变
化时，表示工件轴线已经与工作台垂直。
（2）加工测量基准：先用砂轮磨削工件端面 D，并保

证其与工作台平行，将其作为测量基准。
（3）加工锥孔锥度：将砂轮架角度调整至 17°后开始粗

磨锥孔 B，待锥孔 B内表面全部加工后退出砂轮，然后将
其放入内孔 A内，并调整至合适位置保证圆柱塞规与行星
齿轮同心。
（4）在线测量锥度：沿同一轴向位置将大、小量球放

入工件锥孔内，并分别测量小量球顶点和大量球顶点与圆柱
塞规上端面的距离（见图 6），将所需测量值代入公式（1）
计算。直径和距离的测量误差通过公式计算后可大大减小。

 

                
tan

2 H H
D d

D dd D

a =
- - -

-

`
`

`j
j

j                     
 （1）

式中，α为 4
1 行星齿轮内孔圆锥角度；D为大量球直径； 

d为小量球直径；Hd为圆柱塞规上端面到小量球顶点的距
离； HD为圆柱塞规上端面到大量球顶点的距离。
（5）校核大端直径：在锥度满足设计要求后，还需要

校核锥孔的大端直径（或锥孔深度）是否满足设计要求，将
所需测量值代入下式计算：

2 2
2 2 tan 2

2cos
DD H h D

1 2 D $z z
a

a= + + - + +d `n jf p  （2）

式中，ϕ1为行星齿轮锥孔大端直径；ϕ2为圆柱塞规外径； 

h为圆柱塞规端面到行星齿轮端面距离。
判断行星齿轮锥孔锥度是否达到加工要求，需要至少

在锥孔圆周位置分别测量四次，测量位置可选择圆周四等分
处，且计算得到的锥角值和大端直径值均满足设计值公差要
求。在顺利完成行星齿轮上端锥孔锥度的磨削加工和在线测
量后，下端锥孔按照上述方法重复操作一遍即可。

三、测量结果
采用该方法共加工了某批次 12件行星齿轮，在首件行

星齿轮锥内孔加工完成后，恒温 24小时进行三坐标离线检
测，得出的内孔锥角离线测量报告显示锥孔锥度半角最大偏
差为 +0.0044°，最小偏差为 -0.0054°，满足 17° ±0.0055°的
要求。在首件合格后固化磨削测量工艺，加工其他齿轮，表
2是部分行星齿轮尺寸的检查记录表，结果显示齿轮均通过
了三坐标测量验证。

结论

本文介绍的大锥孔锥度在线测量方法操作方便、操作
强度低。测量装置可以充分利用生产中现有的量具，不需要
特殊定制，同时，测量装置结构简单，能够避免特殊量具在
组装过程中的误差。工件一次装夹即可加工到位，节省了加
工时间，并能保证锥孔相关尺寸的精度要求，具有较好的推
广意义。
[ 作者单位：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有限公司；

陈柏宇（武进星河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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