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The Editor

卷首语

建立长效机制 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
□ 文 祁和生

近日国家能源局公布了上半年风电并网运行情况，今年上半年，全国弃风电
量 182 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53 亿千瓦时；弃风率 8.7%，同比下降了 5 个百分点。
统计数据表明，我国风电消纳形势持续好转，风电产业发展质量正在稳步提升。
消纳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风电行业的发展，为应对并网消纳和补贴不足这一
当前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今年 3 月，国家能源局印发了《可再
生能源电力配额及考核办法（征求意见稿）》，对各省级行政区域全社会用电量
规定了最低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比重指标，将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制度从
一般性政策引导转向省级约束性指标。5 月，《关于 2018 年度风电建设管理有
关要求的通知》出台，要求各地要严格落实规划和预警要求，将消纳作为首要条
件，严格落实电力送出和消纳条件，积极推进就近全额消纳风电项目。与此同时，
今年以来，国家能源局会同各相关部门在监测、督查、调度、交易、监管等五个
方面协同作战、共同努力，取得了上半年弃电量和弃电率“双降”这一好成绩。
按照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和党的十九大关于“壮大清洁能源产业”的战略部署，
未来可再生能源还将继续发展壮大，实现更大规模的发展，因此，尽管目前消纳
情况实现了好转，但可再生能源消纳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必须要建立起一套长效
机制。
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和绿色电力证书交易机制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可再生能源
产业扶持政策。配额制通过强制性手段和与之配套的市场化交易措施，建立对可
再生能源电力利用水平的约束性机制。国家能源局正在稳步推进的配额制及绿证
制度，将有力促进可再生能源的消纳利用，为可再生能源的健康、可持续、高质
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确保完成国家制定的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到 2020
年和 2030 年分别达到 15% 和 20% 的目标，实现能源系统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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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全国风电

发电量1917亿千瓦

来自国家能源局 7 月 30 日举行的新闻

有关地区的清洁能源消纳情况督查，按照《解

发布会的消息，截至 2018 年 6 月底，我国

决弃水弃风弃光问题实施方案》等加大力度

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到 6.8 亿千瓦，同比

改进清洁能源消纳，加强可再生能源电力建

增长 13%；其中，风电装机超过 1.7 亿千瓦。 设和并网运行监管，保持可再生能源电力平
全国风电发电量 191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稳有序发展，风电消纳形势持续好转，实现

28.7%。

了弃电量和弃电率“双降”。

从新增并网容量布局看，风电消纳困难

上半年，全国风电满负荷利用小时数

较大的东北、内蒙古和西北地区总计新增并

1143 小 时， 同 比 增 加 159 小 时； 全 国 弃

网风电容量 275 万千瓦，占全国新增风电并

风 电 量 182 亿 千 瓦 时， 同 比 减 少 53 亿 千

网容量的 35%；其余风电并网都在电力需求

瓦 时， 弃 风 率 8.7%， 同 比 下 降 5 个 百 分

较大地区，占到 65%。风电新增并网装机布

点。有 18 个省（区、市）没有弃风限电，

局与电力需求更加吻合。

另有 9 个省弃风率在 5% 以下，弃风率超

上半年，海上风电新增并网容量 15.7
万千瓦。截至 6 月底，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

过 5% 的只有内蒙古、吉林、甘肃和新疆
4 省（区）。

机容量 270 万千瓦，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的

上半年，可再生能源重大工程建设有序

上海（30 万千瓦）、江苏（225 万千瓦）、

推进，国家发改委、能源局指导内蒙古发展

福建（14 万千瓦）。

改革委启动内蒙古乌兰察布 600 万千瓦无补

今年以来，国家能源局切实贯彻高质量

贴风电基地建设，指导内蒙古发展改革委开

发展和“放管服”改革的总要求，进一步完

展上海庙 - 山东直流特高压配套 400 万千瓦

善新能源发电项目竞争配置机制，组织了对

风电工程配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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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一览表
指 标 名 称

计算单位

6月

1-6月累计

绝对量

增长

绝对量

增长

5663

8.0

32291

9.4

亿千瓦时

65

9.4

328

10.3

亿千瓦时

4037

6.6

22336

7.6

工业用电量

亿千瓦时

3976

6.6

21984

7.5

          第三产业用电量

亿千瓦时

892

13.2

5071

14.7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亿千瓦时

669

9.4

4555

13.2

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亿千瓦时

其中：第一产业用电量
          第二产业用电量

6000千瓦及以上电厂发电装机容量

万千瓦

173058

6.2

其中：水电

万千瓦

30042

2.7

          火电

万千瓦

110805

4.1

          核电

万千瓦

3694

6.4

          风电

万千瓦

17096

11.3

全国供电煤耗率

克/千瓦时

308

-1

全国线路损失率

％

5.8

-0.2

万百万千焦

241261

10.3

万吨

14205

12.4

全国供电量

亿千瓦时

27790

10.7

全国售电量

全国供热量
全国供热耗用原煤

亿千瓦时

26189

11.0

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小时

小时

1858

68

其中：水电

小时

1505

-9

          火电

小时

2126

116

          核电

小时

3548

141

          风电

小时

1143

159

%

4.8

0.12

全国发电累计厂用电率
其中：水电

%

0.3

-0.02

          火电

%

5.9

0.19

电源工程投资完成

亿元

970

-7.3

其中：水电

亿元

223

4.1

          火电

亿元

295

-5.5

          核电

亿元

204

11.6

          风电

亿元

190

-7.8

电网工程投资完成

亿元

2036

-15.1

新增发电装机容量

万千瓦

5211

155

其中：水电

万千瓦

249

-315

          火电

万千瓦

1515

94

          核电

万千瓦

113

4

          风电

万千瓦

753

152

新增220千伏及以上变电设备容量

万千伏安

14981

351

新增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长度

千米

22396

-371

注：1、全社会用电量指标是全口径数据。2、三次产业划分按照2018年3月《国家统计局关于修订<三次产业划分规定(2012)>的
通知》（国统设管函〔2018〕74号）相应调整，为保证数据同口径可比，上年同期数据根据新标准重新进行了分类。

来源：国家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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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

发布上半年风电并网运行情况
据行业统计，2018 年 1-6 月，全国新增风

1-6 月，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较多的省份是

电并网容量 794 万千瓦，到 6 月底累计风电并

江苏（92 万千瓦）、内蒙古（91 万千瓦）、青

网容量达到 1.716 亿千瓦；1-6 月，全国风电

海（85 万千瓦）、河南（66 万千瓦）、山西（59

发电量 191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8.7%；平均

万千瓦）、宁夏（54 万千瓦）。平均利用小时

利用小时数 1143 小时，同比增加 159 小时；1-6

数较高的省份是云南（1592 小时）、辽宁（1335

月，全国弃风电量 182 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53

小时）、福建（1302 小时）、河北（1297 小时）、

亿千瓦时。

四川（1296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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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上半年风电并网运行情况
省（区、市）

新增并网容量

累计并网容量

发电量

弃风电量

弃风率

利用小时数

合  计

794

17161

1917

181.8

北  京

0

19

1.9

1026

天  津

23

52

4.4

1238

河  北

46

1227

157.0

4.4

2.7%

1297

山  西

59

931

113.2

0.6

0.6%

1263

内蒙古

91

2761

314.2

63.1

16.7%

1179

辽  宁

14

725

95.8

1.3

1.3%

1335

吉  林

5

510

55.3

3.6

6.1%

1093

黑龙江

15

585

63.0

3.3

5.0%

1099

上  海

0

71

9.1

1278

江  苏

92

748

82.8

1292

浙  江

9

142

14.3

1049

安  徽

14

231

25.1

1105

福  建

26

278

34.1

1302

江  西

39

208

19.9

976

山  东

20

1081

130.0

1226

河  南

66

299

28.9

996

湖  北

31

284

32.0

1153

湖  南

16

279

31.3

1158

广  东

13

348

30.4

874

广  西

39

189

21.0

1227

海  南

1

32

2.7

804

重  庆

0

33

3.3

990

四  川

8

218

28.0

1296

贵  州

3

372

38.4

0.7

1.8%

1049

云  南

13

832

131.0

0.3

0.2%

1592

西  藏

0

1

0.1

陕  西

11

374

37.3

1.0

2.6%

1034

甘  肃

0

1282

117.2

30.1

20.5%

918

青  海

85

247

18.7

0.2

0.8%

799

宁  夏

54

996

101.1

1.7

1.6%

1038

新  疆

0

1806

175.0

71.3

28.9%

969

1143

1146

备注：1. 容量单位：万千瓦；电量单位：亿千瓦时；
2. 本次统计是电网公司调度运行口径，与中电联统计数据的主要区别是包含6000千瓦以下和陕西地电范围内的风电装机，
为全口径风电装机。

来源：国家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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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措并举

使可再生能源消纳形势持续好转
消纳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发

交易、监管”五个关键词介绍了国家发展改革委、

展，近日国家能源局公布的上半年统计数据显

国家能源局，及国务院其他相关部门，国家电

示，风电和光伏发电消纳形势持续好转，弃电

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以及各个省级的电网公

量和弃电率“双降”。上半年，全国弃风电量

司，共同采取多种措施，集中解决可再生能源

182 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53 亿千瓦时，弃风率

面临的消纳问题。

8.7%，同比下降 5 个百分点。弃光电量 30 亿

监测。通过加强对可再生能源建设和运行

千瓦时，同比减少 7 亿千瓦时，弃光率 3.6%，

的年度监测，按照可再生能源利用的情况，对

同比下降 3.2 个百分点。

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建设布局进行调控，避免弃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

水弃风弃光问题严重地区进一步加剧，为解决

梁志鹏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以“监测、督查、调度、 弃水弃风弃光创造了有利条件。国家能源局已

2018年8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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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连续几年发布风电监测评价报告，对风电建

查发现可再生能源消纳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和

设实行了预警制度。红色预警是暂停在建项目，

不足，督促地方政府和电网企业完善有关工作

集中精力解决已经并网的风电项目的消纳工作。

措施，加大力度，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消纳水平。

橙色预警是暂停启动新的项目建设，把已经进

调度。以国家电网公司和南方电网公司为

入建设阶段或已经并网的消纳工作解决好。绿

主，组织有关省级电网以及跨省区的电力调度，

色地区要在国家规划指导下有序开展建设。从

优化运行方式，为可再生能源的消纳创造条件。

去年开始，已经建立了对光伏发电投资的监测

目前在风电、光伏比例比较高的省级电网都建

和预警制度，指导各个地区开展光伏发电建设，

立了可再生能源监测和信息优化调度系统，在

保持新能源项目的建设和电力送出、电网消纳

新能源并网运行、电网调度管理上比前几年有

保持协调，互相匹配。此外，国家能源局 2018

了很大的提升，为消纳可再生能源创造了条件。

年发布了两个文件，强调新的风电和光伏建设

交易。随着电力体制改革和市场化交易的

项目必须落实电力的送出和消纳的条件，同时

全面推进，各个地区开展了多种可再生能源消

通过竞争的方式来配置风电项目和集中式的光

纳交易。既有本地的风电、光伏和大的电力用

伏电站项目，做到优化新能源发电项目建设和

户的交易，与自备电厂的置换交易，也有通过

提高利用率。

跨区输电通道，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可再生能源

督查。今年，国家能源局组织了对弃水弃
风弃光严重地区消纳工作的督查工作，通过督

消纳的专项交易。通过这些交易，有力促进了
可再生能源的消纳。
加强监管。国家能源局组织有关派驻机构，
加强了对可再生能源的并网运行及市场交易等
方面的监管工作，特别是对光伏发电开展了专
项监管。这些监管方面工作的加强，使可再生
能源有关政策得到了更好落实，也使可再生能
源的消纳取得了更好的效果。
梁志鹏表示，尽管与两年前相比今年可再
生能源消纳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但可再生能
源消纳是一个长期问题。根据国家能源发展战
略和党的十九大“壮大清洁能源产业”的总体
战 略 部 署， 可 再 生 能 源 今 后 将 有 更 大 规 模 的
发 展。 因 此， 从 长 远 来 看， 必 须 要 建 立 可 再
生 能 源 消 纳 利 用 的 长 效 机 制， 不 断 完 善 可 再
生能源开发利用相关政策机制，实现可再生能
源的高质量发展，为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作出
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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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

下达多项风电标准出版计划
7 月 20 日， 国 家 能 源 局 下 达《2018 年 能
源领域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及英文版翻译
出版计划的通知》。

行业协会、标准技术委员会等风电产业链单位
起草，标准拟定于 2020 年完成。
2018 年能源领域行业标准英文版翻译出版

2018 年能源领域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

计划共计 62 项，其中风电领域标准 9 项，该标

共计 812 项，其中风电领域标准 47 项，涉及风

准涉及风电场工程招标设计技术规定、陆上风

电场地质勘察、微观选址、风电机组性能评估、

电场工程施工组织设计、110kV~220kV 海上升

并网技术等细分领域，由各风电企业、研究所、

压变电站设计等规范。并计划于 2019 年完成。

2018年8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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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风电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汇总表(47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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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风电行业标准英文版翻译出版计划汇总表（9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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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家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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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企业绿色供应链实施指南》
2018 年 4 月，在能源基金会支持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完成“绿色供
应链推动节能减碳的运作模式、推进机制与案例研究”，并发布《核心企业绿色供应链》
实施指南。
该实施指南以金风科技为研究对象，在充分调研、分析金风科技供应链系统的基础上，
总结分析金风科技绿色供应链管理运作模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造业绿色供应链管
理运作模式及推进机制。
本刊摘录了实施指南的部分章节。

01 关于绿色供应链
绿色供应链是这样一个链条 : 产昂从原材料购买、生产、消费，直到资源固收离利
用的整个过程中，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顾客、物流商、回收商应该考虑环境保护
和节约资源的因素，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环境三重目标的统一。绿色供应链就是在供
应链的墓础上加入了环保和节能低碳的因素。
绿色供应链管理旨在通过政府、企业的采购与公众的消费选择，严生市场机制的传
导效应，通过对严晶从设计、原材料购买、生产、消费，直到资源回收再利用的整个过
程提出绿色要求，推动供应链企业减少环境污染、降低能籍和节约资源。

绿色供应链管理——市场化手段

绿色供应链管理三大主体

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核心思想是以核心企业为纽带，推动链上企业

绿色转型，在实现环境优化、节能减碳的前提下，提升整个链条的市
场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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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企业或大型采购方是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核心主体

02 绿色供应链管理与节能减碳
·绿色供应链——环保合规是基础
·节能和提高能是从源头落实环境保护的重要举措
·提高非化石能源 使用比重是减少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选择
·绿色供应链管理既要重视企业环保合规更要重视节能减碳

03 核心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基本思路
供应链整体竞争力提升是宗旨，
全供应链企业环保合规是基础，
市场化的创新商业模式是关键核心，
带动共同节能减碳是目标。

2018年8月·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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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核心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基本流程
实施与管理

·从绿色设计、绿色制造、绿色采购、绿色销售、绿色物流、

评估绿色低碳水平和潜力

绿色使用、绿色回收等多个维度采取措施，推进绿色供应链管理

设计调查问卷；分析问卷数据；

·组织保障、制度保障

选取重点企业实地考察；分析重点企业

·绿色采购管理

节能潜力；逐渐扩延到全产业链。

·实施改进项目

认识供应链

确定实施战略

资金流、信息流各个维度

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的优势、

·定期进行能耗诊断

开展信息追溯与分析。

劣势、机遇和挑战进行交叉分

·持续实施改进项目

从物质流、能量流、

基于 SWOT 分析法对核心

定期评估、挖潜、再实施

·建立绿色供应链管理平台

析，科学选择实施战略。

05 绿色供应链管理与合同能源管理
合同能源管理

合同能源管理（EPC）就一种新型的市场化节能机制，是指节能服务公司通过 与客

户签订节能服务合同，为客户提供节能改造的相关服务，并从客户节能改造后获得的节
能效益中收回投资和取得利润的一种商业街运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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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供应链管理特点

·核心企业与供应商存在共生关系，核心企业可通过采购管理对供应商提出绿色要

求，且具有较强的信服力
·核心企业规模大，银行信用评级高，具有较强的融资和担保能力
·实施节能减碳对核心企业和供应商是双赢
·绿色供应链管理是推动节能减碳的一种桥梁模式

合同能源管理特点

·专业的节能灯服务团队
·先进的节能技术
·成效显著
·项目商务模式多样化，有效缓解项目实施方初期投资压力

06 实施与管理
① 组织和体系保障
·高层重视

·统一认识

·优化组织结构

②供应商绿色评价评价

2018年8月·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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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绿色采购管理

④实施提升项目
·环保项目

·节能技改项目

·减碳类项目

⑤结合实际，识别供应链绿色升级所有环节的潜力和具体措施
·绿色设计
产品性能的 70%-80% 是由设计阶段决定的。绿色设计主要从零件设计师的标准化、
模块化、可拆卸和可回收设计等方面予以考虑。
·绿色材料
原材料供应是整条绿色供应链的源头，必须严格控制源头的污染。
·绿色供应过程
- 绿色供应商

- 绿色物流

·绿色生产
需综合考虑零件制造过程的输入、输出和资源消耗以及对环境的影响，即由原材料
到合格零件的转化过程和转化过程中物料流动、物能资源的消耗、废弃物的产生、对环
境影响等状况。
·绿色销售、包装和使用
减少分销过程中的污染和社会资源的损失。
优化包装结构，减少包装材料，考虑包装材料的回收、处理和循环利用。
·绿色回收与处理
产品废弃阶段的绿色性主要是回收利用、循环再用和报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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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定期评估、挖潜、再实施
绿色供应链管理是一项长期的、伴随企业生存发展的工作，没有终点，没有止境。
只要企业存在，坚持绿色供应链管理，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可以不断深挖企业的节能
潜力，实现降本增效。

08 金风案例

金风绿色供应链系统

金风案例潜力分析与实施战略
节能潜力分析

296 家企业初步测算：
·年节能潜力 5.7 万 tce
·年可再生能源发展替代 14.8 万 tce
·可节约 20.5 万 tce 的一次能源消费量
·减碳潜力约为 62 万 t-co2 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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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战略

SWOT 分析，确定开拓型战略：发挥企业自身的技术、资金及供应链前期建设优势，
以供应链龙头企业引导和带动供应商推进节能、减碳工作的开展。落实国家推进中小企
业节能减碳政策；加快实现风火同价，并向全社会展示企业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金风案例工作实践
①组织保障、宣传和示范

·下达正式总裁令，优化绿色供应链管理组织架构
·由各部门指派专人成立绿色供应链项目组
·以组织召开相关论坛、培训等方式 ，加强对链上企业的能力建设和宣传
·在企业内部率先开展绿色发展示范项目

②对供应商进行绿色管理

供应商绿色信息管理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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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优化供需组织模式

④不断完善管理体系
·制度及规则更新

·制定了供应商“绿色度”评价标准通则
·开开展供应商绿色审核培训项目

⑤实施供应链绿色化提升项目
·供应链能效诊断

·设立绿色供应链能效提升专项基金

⑥其他措施

·绿色设计：围绕风电装备产品设计、施工、使用等全生命周期过程开展系统化的
绿色升级改造。
·绿色物流：运输道路规划设计优化升级；建立物流信息平台

金风案例实施成效

金风科技——工信部首批15家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之一

·得到供应商认可，80% 的供应商已与金风科技签署绿色提升战略合作协议。
·拓展了金风科技的公司业务—北京天诚同创电气有限公司，一家以绿色供应链管
理为重点业务方向的全资子公司
·天诚同创已协助欧伏电气、龙马重工、宁波日星铸业、中车永济电机、高澜股份
等多家企业开展了节能和智慧能源建设，取得了显著的节能减碳成效，另有多家
供应链企业正在推进。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实施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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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风科技
成立于 1998 年，是国内领先的风电机组制造商，致力于成为国际化的清洁
能源和节能环保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全球风电装机容量已超过 44GW，28500
台风电机组（直驱机组超过 23000 台）在全球 6 大洲近 20 个国家稳定运行。公
司在深交所（002202）、港交所（02208）两地上市，并成为全国首个同时在境
内外发行绿色债券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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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天润新能打造绿色风电场
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天润新能）是全球第三大风电机组制造商——新疆金
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主营风电场的投资开发、建设开发、
建设业务。集清洁能源咨询规划、清洁能源项目开发、清洁能源投融资、清洁能源工程建设、
发电运维业务，致力于打造一流的清洁能源服务共享平台。

天润新能四川攀枝花风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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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企业的发展，天润新能自

社会的负面影响。对此，天润新能

2009 年以来开始侧重于风电场运

认为，新能源绿色的体现应该在全

营、 发 电 业 务。 截 至 2017 年 底，

生命周期的视角下进行考量，新能

累计装机容量达 520 万千瓦，国内

源的绿色应该体现在电源的开发、

排名第八位。

设计、采购、施工、运维、退役一

作为清洁能源服务共享平台，
天 润 新 能 始 终 秉 持“ 绿 色” “ 低
碳”的发展理念，倡导绿色发展。
2017 年，公司向社会提供绿色电力
276.45 亿 千 瓦 时， 与 化 石 能 源 相

系列过程之中。

四个维度定义绿色标准

天润新能从“节约”
“环保”
“低

碳”
“健康”四个维度定义绿色标准。

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817 万吨，

“节约”是指土地集约使用、

节约标煤 283 万吨，相当于再造森

节约水资源、节材与材料利用、节

林 446.3 万立方米。同时，公司严

能与能源利用；“环保”是指努力

格落实各项环境管理制度，着力打

减少污染物排放、选用环保节能材

造全生命周期过程中的绿色风电场，

料和设备、环水保措施落实、保护

致力于提升全产业链的绿色管理水

生物多样性、保护水资源、避免土

平，与广大的合作伙伴携手共谋绿

壤及地下水污染；“低碳”是指选

色发展，增添企业的发展动力。

用低碳设备和材料、减少林业碳汇

绿色发展呼唤绿色能源

损失、建筑低碳、打造绿色供应链，
通过风电场运营期间产生的减排量

能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或

抵扣其他阶段产生的碳排放量，实

缺的基础，新能源是化解资源与环

现全过程的零碳排放；“健康”是

境危机、减缓气候变化的主要手段

指关注饮用水安全、减少或消除电

之一。以风电、光伏为代表的新能

磁辐射和噪声影响、有毒有害物质

源产业成为全社会实现绿色发展的

含量与释放量不能对人体健康构成

希望之光。作为清洁能源服务商，

威胁。

天润新能一直以“为人类提供更优

绿色标准对绿色发展起到重要

质的绿色能源”为己任，着力建设

的引领作用，是绿色发展战略的重

全生命周期中的绿色风电场。

要支撑。目前，天润新能已编制并

近年来，风电项目开发重心向

实施了《全优绿色风电工程评价标

华南、华东、中部等消化能力强的

准》，启动了《绿色风电场》评价

负荷中心区域转移，由于人口密度

标准的编制工作，为绿色风电场建

较高、地形复杂，带来了一定的环境、

设提供技术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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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润新能湖北石首桃花山风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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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全生命周期绿色风电场

土地资源，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和扰

绿色开发。绿色风电场项目需

动；拟建风电场要与当地自然景观

在符合国家及地方法律法规的前提

和传统文化相融合，打造美丽景观。

下，进行开发时事前考虑“节约”
“环

绿色采购。绿色风电场相关的

保” “低碳” “健康”的要求以及

采购活动中，优先采购环境友好、

相关风险，做到符合现行环境法律

节能低耗和易于资源综合利用的原

法规要求；识别并分析环境、社会

材料、产品和服务，兼顾经济效益

的风险因素；注意避让环境敏感点、

和环境效益，与上下游企业共同履

历史古迹等。

行环境保护、减缓气候变化等社会

绿色设计。在风电场的设计中，

责任，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打造

在满足工程设计一般性要求的基础

绿色供应链，自觉实施和强化绿色

上，应体现绿色的特殊要求。即选址

采购，并通过公开绿色承诺等方式，

科学，风电机组布局合理，不能位于

接受社会监督。做到优先采购通过

候鸟迁徙通道上；事前全面考虑风

认证的低碳、环保产品；主要建设

电项目各阶段的环境影响，并提出

材料属地化原则；计算风电机组制

消除或减缓措施；优化设计，节约

造过程的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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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润新能山西朔州大山台风电场

绿 色 施 工。 在 保 证 质 量、 安
全 等 基 本 要 求 的 前 提 下， 为 节 约

相关环境影响，主动维护运营区域
内的生态价值。

资源和减少生态环境负面影响，在

绿色退役。风电场退役时依然

风 电 场 建 设 施 工 活 动 中， 体 现 的

需要满足绿色的要求，要做到完善

“节约”“环保”“低碳”“健康” 风电产业链，实现相关材料和设备
的绿色要求。做到采取措施减缓施

的再生利用最大化；恢复原有地貌、

工作业对环境的影响；采用节约材

景观、植被。

料、节约土地资源、节约水资源的

绿色意味着生命与成长，是大

施 工 方 式； 保 障 相 关 工 作 人 员 的

自然的底色。天润新能将可持续发

安 全 与 健 康； 计 算 施 工 过 程 的 碳

展理念和环境保护的要求融入企业

排放。

日常经营管理之中，率先实行绿色

绿色运维。在运营期内实现风

管理，树立绿色企业文化，以身践

电场绿色运营，运营过程产生的碳

行国家绿色发展战略，竭尽全力为

减排量抵消项目其他阶段产生的碳

社会贡献更多、更优质的绿色能源，

排放量，实现风电场全生命周期内

助力绿色发展。

零碳排放，打造零碳风电场，消除

来源：天润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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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丹麦风能会议之余

杨校生：
早期风电开发的那些日子
□ 本刊记者 王润茁

从 1988 年与风电结缘，转瞬间 30 年过去了。杨校生的工作岗位和“头衔”
几经变化，却始终没有离开风电，完整的见证和亲历了我国风电产业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的全过程。
在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风力机械分会即将迎来成立 30 周年之际，本刊记
者采访了现任分会理事长杨校生，请他讲述了现在已经鲜为人知的中国风电发
展早期的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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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机工业协会风力机械分会成立 30 周年系列报道之一

结缘风电，丹麦始启蒙
“30 年前，风力发电在国内主要是解决地处偏

义无反顾，“下海”干风电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开始腾飞，电力需求

远、无动力、无电贫困地区农牧民的用电和提水问题，

快速增长。国家能源部在推动煤电发展的同时，已经

所以 1988 年国家能源部成立后，在农电司设立了农

意识到我国能源结构不尽合理，下决心要发展风电。

村能源处，负责新能源发电工作，我担任了副处长一

在时任能源部部长黄毅诚的指示下，杨校生根据我国

职，从此开始了与风电 30 年的不解之缘。”杨校生

风能资源、风电发展的趋势和技术发展情况，起草了

回忆说，
“到任后我发现，当时的风电行业现状是没钱、

《关于大力发展风电的请示》报请国家计委，得到高

没人、没技术、没设备、没相关知识和经验，还很少

度关注和认可。

有人理解和支持，真可谓是一穷二白，举步维艰。”

1991 年，国家能源部决定成立专业的风能开发

想要系统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风电产业发

公司，并要求公司要按照市场规律发展风电，自主经

展实际，坐在部机关大院里是不行的。于是杨校生走

营，自负盈亏。1992 年，能源部注资，组织安排部

出办公室里，到全国各地实地考察，走遍了当时国内

分干部“下海”，组建了中国福霖风能开发公司。

所有的试验科研和示范性的风力发电点，写下了万余
字的笔记，并将部分内容整理成报告提交给上级部门，
得到了能源部领导的重视。
国内的情况大致摸清了，还需要了解国际风电发
展状况，但当时国内少有相关资料，杨校生就想方设
法去搜集国外风电技术论文和资料，先后编译发表了
数十篇技术文章，有些观点在当时很具启迪意义，引
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
1989 年 8 月，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在
丹麦召开 “国际风能研讨会”，这让前去参会的杨校
生有机会亲身体验到丹麦风电的发展情况和先进的技
术，他抓住一切机会与丹麦风电同行学习交流，并深
受启发。回国后，结合世界风电的技术趋势和中国实
际，杨校生对中国风电发展提出了建议：“中国微型
风电机（百瓦级）技术比较成熟，而大型风机（百千
瓦级）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差甚远。大型风电机的
设计和制造规律我国掌握不多，靠仿制和有限的科研
很难在短时间赶上世界水平，建议引进大型风电技术，
组织国产化生产以改变这种局面，否则会极大影响中
国风电事业。”事实上，后来中国风电产业的发展历
程也完全印证了杨校生这一建议的前瞻性。

1995年能源部黄毅诚部长视察南澳竹笠山风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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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杨校生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继续留在机关

何审？怎么批？没人知道。我们经过多方奔走，终于

享受熟悉安逸的工作环境和优厚的待遇，一个是“下

得到了国家计委电力司水电处的支持，国家计委以计

海”进入福霖公司开始条件艰苦且前景不明的风电开

能源［1993］1859 号文正式批准，这才启动了国内

发事业。杨校生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一个，出任中国

第一批商业化、规模化的风电项目建设。”回忆起当

福霖风能开发公司副总经理和总工程师。“当时比较

年遇到的种种困难，杨校生感慨不已。

熟悉了解风电行业的人还不多，为了国家的需要，我
责无旁贷。” 由此，杨校生走上了风电开发第一线，
投身到中国风电场商业化、规模化开发的早期实践中。
由于当时国内完全没有商业化风电场项目的开发
经验，杨校生和他的团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和操
作难题：风资源分析、风电场可行性研究、风电场选
址、风电场设计、项目审批手续……所有这一切难题
都只能靠自己去解决。杨校生告诉本刊记者，他们为
此做了大量工作，组织了行业内的技术人员合作攻关，
编制完成国内最早的风电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广东南澳风电场可行性研究报告》等几个可行性研
究报告。
“可行性研究报告完成后，接下来我们又遇到了
国家计委批复文件

审批问题。国家计划部门过去从没批过风电项目，如

披荆斩棘，创开山之作
中国福霖风能开发公司竹笠山风电项目装机

除了要克服生活上的困难，杨校生和同事们还要

3000KW，是当时国内最大的风电场项目。可行性研

面对岛上交通极其不便、地形复杂的考验。山上乱枝

究报告完成并获批准后，杨校生带队来到广东南澳这

丛生，藤条蔽道，杨校生就从当地请来老乡作向导，

个地处偏远的蛮荒岛县。

老乡在前面带着刀具斩藤开路，他和中国水利水电工

“那个时候的南澳贫穷落后，尽管之前已经有了

程顾问公司的十几名技术人员跟在后面，用手持测风

心理准备，但生活条件的艰苦还是出乎我的意料。我

仪观测风的分布情况，作为后来风电场机组列阵布局

们当时住的县政府招待所大院里遍布青苔，房间里仅

的依据，进行风电场微观选址的勘测。

有的设施就是一张床，一个脸盆，门后盛水大缸和一

考虑到竹笠山地形复杂，海岛的运输难度和山

个水瓢。岛上淡水奇缺，回到驻地想洗个澡都是件比

坡陡峭给安装带来的难度，几经比较机组的性能和

较奢侈的事。”回忆当时的艰苦生活杨校生说，
“不过，

价格，反复筛选机型，该项目最终引进了 15 台丹麦

那时候一门心思都在竹笠山开发风电上，再苦再累也

Nordtank-200KW 机组，这也是当时国际上最先进、

算不得什么了。”

性价比最高的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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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开展设备国产化试验，我们当时是冒着极
大的风险在福霖鞍山风神公司完成了风电机组塔筒国
产化的首次尝试，最终制造出了合格的风电机组塔架。
这是国内首次自行制造塔筒，从此结束了我国塔筒一
直依赖进口的历史，也是风电机组国产化的开端。”
说起这些，杨校生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1994 年年底，中国第一个商业化风电场——广
东省南澳竹笠山风电场建成投入发电运行。在各方的

1996年合资风电场签字

关注支持和项目公司全体职工的不懈努力下，该项目
在开发、建设、运行管理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

“1997 年，在国内资金极为困难的情况下，福

仅实现了自负盈亏、按时还贷，为职工发出工资和奖

霖公司再接再厉，参股汕头南方风能开发公司与荷兰

金，还为各方股东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特别是该

Nuon 公司合作，在南澳果老山建成了国内最大的中

项目的成功，为后续的中国风电商业化、规模化开发

外合资风电场项目，开创了中外合作建设风电场的先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培养出了一批骨干人才。

河。这个项目安装了 40 台丹麦 NEG Micon-600KW

1996 年，国家电力部在南澳竹笠山风电项目所

机组，在 1998 年 7 月并网发电。”杨校生介绍说。

在地广东汕头召开了全国风电大会，明确了国家大力

2000 年前后，中国福霖风能开发公司并入龙源

发展风力发电的方向，号召全国电力系统大力发展风

电力集团，龙源集团的主营业务开始转向风力发电。

电。风电商业化、规模化发展的星星之火，开始呈现

由于抢占了风电开发先机，也成就了日后龙源集团作

出燎原之势。

为开发商和运营商在风电领域的霸主地位。

回首往事，不枉此生
经过几十年来的发展，如今中国风电装机已达 1.8

之材，每每说起中国风电行业这些年来的成长历程，

亿千瓦，多年来占据世界首位。风电发电量占比逐步

杨校生都如数家珍，满怀欣慰与自豪。如今作为中

提高，已稳居我国第三大电源。中国风电设备的制造

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风力机械分会的理事长，杨校

能力已经可以完全满足国内外开发需要，自主研发制

生仍然在为中国风电事业发展操劳。当年和他一道

造的 6000 千瓦及以下的、适应各种风况、各种用途

参与项目建设的前辈们都年事已高，大多已退休，

的风电机组型号已有数百种之多。同时，我国还建立

有些已故去。

起具备很强研发能力和全产业链的研发体系，自主风

回首往事，早期开发建设的几个风电项目犹如大

电技术特别是在低风速风机技术和智能风机技术领域

海中的一朵浪花，已完全隐身于波澜壮阔的风电发展

走在世界前列，中国的风电技术、装备和项目开发已

大潮中了。然而，正是由于前辈们的艰苦努力和辛勤

开始稳步走向海外。

付出，才让中国风电发展冲出了起跑线，从最初的默

就如同亲眼目睹了一个蹒跚学步的幼小孩童，
在自己的精心抚育下，如今已长成高大帅气的栋梁

默无闻到进军世界级赛场。今天的一切是前辈们以往
成就的延续，他们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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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高温 斗酷暑 致敬！海装铁军
热！热！热！
气温一再创新高，风电机组机舱内气温全部超 40℃。

即使热到融化、热到变形，在新疆哈密烟墩风场、广东茂名高州
风场、山东淄博沂源风场，海装风电郎依然执着坚守，书写着海装
铁军战高温、斗酷暑坚守岗位的动人故事。
坐 标

新疆哈密烟墩
烈日照射下的烟墩风场，气温骤升，连日高温。由于气温不断
升高、机组连续工作，机舱温度有时能达到 50℃，针对高温现象，
项目组织运维人员加强对机组的日常巡检工作。
针对风电机组的冷却润滑系统，运维人员分别对机组润滑系统、
控制柜、冷却泵及风扇进行检查，同时清理或更换机组控制柜滤网，
通过专项巡检，确保了机组的正常运行。
2018 年三、四季度，对风电机组的定期维护与叶片更换是工
作的重点。为此运维人员每天一大早就登上机组，检查各部件的运行
情况，在高温的机舱里作业，运维人员的衣服常常是湿了干、干了又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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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酷暑，为防止缺水，每天两
瓶矿泉水是标配，为了防止中暑，车上
的藿香正气液两天就添一盒。火热的夏
天，烟墩风场运维人员的心也是火热的。
他们战高温、斗酷暑，在高温下完成机
组日常维护和机组专项巡检，保证了机
组的正常稳定运行。

坐 标

广东茂名高州
7 月 9 日，在通往广东茂名高州风场的路上，由于前往 6 号机组的线路正在进行路面硬化作业，
导致运维车辆无法正常通行，身着蓝装的海装运维人员担着运维工具在烈日下徒步前行。
项目运维人员发扬海装人不怕苦、不怕累，为业主提供金牌运维的服务精神。一大早就担着重
重的运维工具包，向机组所在的山上进发。烈日下，明晃晃的太阳照得人睁不开眼，从地面涌上来
的热浪让他们瞬间汗流浃背，虽然酷暑难耐，他们却没有一句怨言。
他们在高温下整整徒步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达到 6 号风电机组，刚达到机组脚下，来不及坐下
歇歇脚，就爬上机组开始巡检工作。
酷热高温击不退他们火热的心，茂名高州项目运维人员用坚忍不拔的精神和高度负责的态度，
赢得了业主方的认可，树立了良好的海装铁军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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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淄博沂源
七月流火，进入三伏，徐家庄正值烈日
炎炎，连续高温的季节，而此时徐家庄项目
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定期维护工作。
一大早，运行维护人员就登上机组，开
始巡检机组，在狭小而又密不透风的机舱内，
他们挥汗如雨，对机组进行卫生和废油废脂
的清理、螺栓力矩的抽检、润滑泵加脂和发
电机碳刷的清理等工作。这样的工作，一做
就是五六个小时，即使闷热难耐，他们也丝
毫没有退却，而是更加执着的坚持。
为了保证风电机组正常稳定运行，在这
个炎热的夏季，徐家庄项目组全体成员顶着
烈日炎炎坚守在一线，时刻展现海装男儿吃
苦耐劳、勇于奋斗的品质。为了守护风电机
组，保证业主发电量，他们始终冲锋在一线，
不忘使命。
来源：中国海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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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设备润滑油脂国产化替代专题交流会”在北京召开
□ 本刊记者 徐涛

2018 年 7 月 26 日下午，以“携手共赢 为风电加油”为主题的“风电设备润滑油脂国产化替代专题交流会”
在北京召开。
交流会由中国农机工业协会风力机械分会和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来自全国各地 30 多个
单位的 70 余位风电行业专家和代表参加了本次交流会。参加本次会议的有龙源、华电、华能、中广核、中节能、
河北建投等业主单位；金风科技、明阳智能、联合动力、上海电气、中国海装、运达风电、东方风电、中车
风电、华锐风电和华仪风能等整机企业；南高齿、重齿和杭齿等零部件企业，以及水电顾问集团等研究院所
和部分第三方运维企业。
交流会由中国农机工业协会风力机械分会常务副秘书长吕青源、副秘书长张文忠主持。中国农机工业协
会风力机械分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祁和生、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苟连杰分别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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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苟连杰致辞

中国农机工业协会风力机械分会常务副秘书长吕青源、副秘书长张文忠主持会议

中国农机工业协会风力机械分会秘书长祁和生在致辞中指出，随着风电技术的不断进步，
风电的发电成本不断降低，在未来能源转型进程中，风电必将承担更重要的角色。到 2020 年、
2030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分别达到 15% 和 20% 的目标不会改变，国家
发展可再生能源、发展风电的脚步不会停歇。
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苟连杰在致辞中说，中国石化润滑油作为国内润滑油
行业的龙头企业，长期秉承“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打造世界一流”的初心和使命，坚定做中
国高端制造的支持和参与者，助力风电行业的发展责无旁贷。中国石化润滑油愿与协会、风
电行业企业携手努力，整合行业资源、共同推进创新，加速推进技术研发和转化，加快推动
商业模式的创新和融合，为中国清洁能源和风电的发展加油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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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科技开发部副主任水琳做报告

面对这样一个持续增长、又有着庞大存量的市场，如何让现役机组在二十年内保持稳定、
良好的运行状态，是风能产业健康发展的关键。而且，国家已经正式提出了风电的竞价上网，
到 2020 年还将实现风火同价，所以要保证风电的收益，必须不断创新风电技术、提升风电
机组的质量和可靠性，不断降低风电场的运维成本。
风电整机是高度集成的系统，风电机组润滑解决方案对提升部件运行可靠性非常重要。
良好的润滑解决方案能有效提升整机的运行性能、降低故障频率，从而降低度电成本、提高
风电场收益。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风电设备国产润滑油脂的技术水平和产业化能力已取得
了长足的进步，基本具备了替代或部分替代国外品牌的综合实力。
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在投身风电行业以来，积极与多家风电业主、整机制造企业联
合开展项目合作，经过持之以恒的研发创新，开发出了适用于风电机组设备专用的润滑产品，
取得了多项权威认证，能够为风电机组运行提供全面的润滑解决方案，并主导制定了风电机
组专用润滑油剂国家标准（包括齿轮油、液压油、润滑脂）。在本次交流会上，中国石化润
滑油有限公司科技开发部副主任水琳、北京研究院产品研发工程师金吟、天津分公司副总经
理吴宝杰和华北销售中心副总经理韩松等专家详细介绍了其在风电齿轮润滑、轴承润滑和后
市场润滑服务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与国内风电业主、整机企业的合作情况。
本次交流会上，中国农机工业协会风力机械分会副秘书长董万里、中节能风电（张北）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群星、明阳智能机械工程师代勋伟、重齿副总经理吕和生和龙源电力油
液监测中心工程师杨策等国内风电行业润滑油研发、应用单位的专家就风电设备润滑油脂发
展概况与趋势、风电齿轮与轴承润滑技术、风电机组油液监测与润滑管理、基于国产润滑油
的风电齿轮箱试验验证、风电油品的应用和国产化期望、风电行业后市场润滑服务等方面的
内容进行了充分交流，希望能够就国产风电油品的应用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为降低风电行
业整体成本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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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交付能力，如何帮存量项目跑赢竞价

交付——这个在紧要时刻可能令你感到捶胸顿足，也可能使你倍感欣慰的“乙方”
能力，其强大与否，对项目开发顺利与否有着异常紧密的关系。
前一段时间，一个 400 兆瓦风电项目仅用 88 小时便完成并网的新闻，引发了风电
行业的广泛关注。该项目并网速度之快，可谓刷新了并网记录。而据笔者了解，这个项
目还是从核准到建成周期最短的 400 兆瓦风电场。
我们暂且不提这 160 台 GW109-2.5MW 机组是如何迅速完成调试的，能够在短期
内实现这样大批量的供货，也是实实在在地体现了整机商强大的交付能力。
如今，风电行业即将推行以竞争方式配置项目，已核准项目如果未能按时开工，
2019 年也将参与竞价。不少业主已经开始督促项目进度，争取尽早开工。预计行业吊装
量将在一定时期内快速释放，机组交付需求迅速增加，或对整机商的交付能力产生较大
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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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制造商的交付计划、产能布局、

客户提供与交付有关的准确信息。这使客户对

生产管理与运输能力都可能对其交付能力产

金风科技的交付保障更有信心，从而有效减

生重要影响。”一位了解整机交付的业内人

少交付信息传递过程中的猜测与失真情况。

士向小编坦言：“这里某一个环节如果做不

“项目制则是以建设中的项目为横向拉

到位，那么短时间、大批量、高质量的产品

动链条，针对项目的合同分解、排产、采购、

交付就可能出现问题，从而影响项目既定计

生产、运输、吊装和预验收等环节，实现信

划，推高相关成本。”

息的相关方共享与透明。”上述交付经理认

一致的步调

风电的整个交付链条复杂而繁冗，下游

需衔接业主需求，上游需发挥供应商能力，

为：“这可为客户呈现清晰的在建项目产品
交付节点，以此减少无效沟通。”
金风科技的客户制与项目制得以充分发
挥作用，是源于背后计划一体化所做的支撑。

交付过程中还存在有无数个节点与流程需要

据悉，计划一体化是金风科技为实现其

进行细枝末节地沟通与管理。如果在整个链

与业主、供应商三方在交付工作上的联动和

条中，有一条信息无法及时而准确地传递，

一致性，所设计与应用的管理模型。在三方

那么业主需求与供应能力之间就可能出现无

横向拉动的链条里，该公司为每一个所需打

法弥合的脱节。

通的“关节”进行了不同层面的细分，从而

“比如，如果设备供应商不了解业主的

使战略层、决策层、计划层、执行层与监控

施工计划与整体进度，就会对项目的物资储

层等不同颗粒度的层面，既可以做好本身工

备与能力建设持有一个错误的判断，造成延

作，又能够充分保持相互之间的整体协调。

迟交付。”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

“通过构建计划一体化对交付信息一致

称“金风科技”）一位交付经理谈道：“相反， 性的不断优化，金风科技的交付周期得以持
如果业主对设备制造商的供货能力不清楚，

续下降，2017 年相比前一年的交付周期进

那么有可能释放出错误或夸大的信号，造成

一步减少。”上述交付经理谈道。

资源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金风科技在客户需求响
应方面以客户制、项目制为主线，制定了与

全面的布局

如果说金风科技交付计划一体化保障了

供应商联动的机制，通过搭建计划一体化模

信息的畅通，使处于产业链不同位置的各方

型，嫁接信息化、数字化工具，来全面提升

均能步调一致，那么生产设施与供应链的布

全产业链整体响应效率，快速响应客户需求， 局，则是令计划得以落地实施的关键环节。
提升客户体验。
金风科技的客户制是以客户为中心，

在这一点上，金风科技具有着较大的优势。
对于机舱叶轮的生产与总装工序，金风

在项目的投标、合同、交付与回款过程中，

科技在西北、西南、华北、华东、东北、华中、

为 客 户 配 置 了 专 职 的 交 付 BP（Business

华南等地区共布局超过了十余个工厂，包括

Partner）人员。交付 BP 人员对于金风科技

哈密、酒泉、北京、大丰、攀枝花、延安等

的实时的采购与生产能力更为了解，能够为

工厂，总产能可完全满足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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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零部件的供应方面，以叶片为例，金

升，实现精益管理、精益运营、精益生产，

风科技与国际、国内优质供应商合作，供应

推动质量和成本的提升与优化。另一方面则

商工厂布局超过 30 家，具备 35 种以上量产

是将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的理念

翼型叶片的生产能力，覆盖了全国市场。再

贯穿于全产业链，不断加速绿色供应链体系

如发电机，金风科技通过自产和采购模式进

建设，引领风电行业实现绿色制造。

行布局，全国自有与供应商发电机工厂布局

值得注意的是，金风科技之所以能够保

超过 10 个。75% 的发电机工厂具备全机型生

持着强大的交付能力与产品质量水平，也基

产能力，从而使金风科技在主力机型和新机型

于其始终坚持善待供应商。2017 年，其不

的交付保障方面，均具有极强的交付柔性。

仅对供应商到期付款支付比例达 100%，对

“目前，即使考虑供货高峰期，金风科
技的产能也完全可以满足业主需要。”上述
交付经理谈到：“目前，金风科技更多地是
在结合工厂周边项目需求，对原有工厂进行
升级改造，对新建工厂实行全机型覆盖。”

行业纵览

二级供应商到期付款支付比例也达 100%。

智能的制造

对于工厂实施先进的管理措施，不仅可提

高效率，更重要的是能够将产品质量始终保持

在实现超强交付能力的同时，金风科技

在一个高水准。金风科技在产品生产、安全、

不断加强供应商能力建设：一方面是基于供

质量与工艺管理的先进之处在于，其不仅实现

应成本、研发技术能力、服务能力与企业信

了全部工厂乃至全体人员的标准化管理，同

誉等多维度评价，持续推动供应商的能力提

时实现了工厂的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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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自有工厂还是合作工厂，无论

所共举实现的。”上述交付经理谈到：“经

是固定工厂还是移动工厂，金风科技都能保

过数年的优化提升，金风科技已经在实现工

证其产品质量与可靠性保持在同一水平。”

艺布局优化、模块化生产、工装统一的基础

交付经理谈到：“这基于金风科技在全部工

上，大量采用了智能机械化设备，实现了生

厂中采用了标准化的管理规范，并且通过卓

产流水线化作业，同时已将 MES 等系统的

越班组等绩效评价方法，激发每一个团队的

主要功能嵌入至各生产相关环节当中。”

能力与潜力，实现质量与效率的双提升。”

例如，金风科技的各个机舱叶轮工厂

该交付经理所提到的“卓越班组”，是

中，已经实施了大型风力发电机组流水产线

金风科技在其全部制造厂中持续推行的先进

的应用，并采用了偏航与叶轮系统机械化装

管理方法。其通过对每一个班组团队进行制

备、半自动螺栓紧固、机械化装配设备升降

度流程、文化、生产组织、安全、工艺质量、 工作平台、柔性制造轮式运输、电控柜产品
设备、成本、学习、现场、创新、员工、团

自动化产线与智能设备等创新的自动化制造

队等不同维度的管理建设，制定评价标准，

技术。

实施年度评价，从而促进和引领生产团队走
向“卓越”。

如今，标准化管理结合金风智造，已使
得金风科技的产品质量水平如虎添翼。统计

在这个过程中，金风科技得以进一步完

显示，2017 年金风科技大部件到场合格率

善了对班组的一整套评分体系，从而通过班

超过 99%，为项目现场实现“一键启机”奠

组对每个员工进行标准化管理，实现产品的

定了良好的基础。

高度统一。
在标准化管理的基础上，金风科技还进
一步通过“金风智造”提升自身制造能力。

安心的物流

“机组交付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在路上。

据悉，金风智造的目标是基于产品的数

这个时候，物流与运输能力就成了对交付能

字化、标准化及模块化设计，通过采用自动

力的最终考验。”金风科技一位物流运输经

化的工装设备和智能化的信息系统，来使整
个产品的生产过程实现智能化。
实现这一点，不仅需要制造管理人员贴
近并及时响应客户的需求，通过前置参与到
产品设计研发阶段，保证协同工作的有效，
使产品具备智能制造的基础。并且还需要建
设柔性化、智能化的生产工厂，配置先进的
软、硬件资源，实现从供应商到生产制造厂
再到终端客户的信息互联与数据共享与统一
信息平台，建设智能、高效、全优的产业链。
“金风智造需要对标准化、自动化、信
息化、系统化与智能化这一系列串行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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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认为。而物流与运输能力，恰恰是作为全
国装机量连续 7 年第一的金风科技，所具有
的较大优势。
据介绍，金风科技目前已与 33 家承运
商展开合作，可动用的长途运输车辆达到了
我国风电行业全部车辆的 70%。对于山地
地区的叶片运输，金风科技则可调用 68 套
126m 以下叶轮直径机型叶片山地倒运车，
以及 18 套 140m 以下叶轮直径机型叶片山

辆，金风科技需要更加精细地把控差评运输

地倒运车。

过程中的人员与设备安全。为此，金风科技

这意味着以目前市场需求的情况下，无

于 2017 年编制完成了一整套风电运输安全

论是否处于供货高峰期，金风科技皆可满足

标准化规范，并已经完成了对三家承运商的

其所生产全部机组的运输需求。

验收试点。

既然随时都有大量的机组被发往全国各

“在实施验收后，这三家承运商的安全

地，那么如何确保他们被安全、准时地送达， 管理提升工作成效显著。”物流运输经理自
就成了金风科技物流运输管理工作的关键。

豪地说：“至 2018 年底，金风科技将完成

金风科技不断在三方面努力，以保障客户准

全部承运商的安全标准化推行工作，从而有

时收到机组：其一是精确的路勘，其二是

效提升物流运输过程中的安全水平。”

LMS 信息系统，其三是对承运商进行安全标
准化验收。

随着竞价上网政策的出台与落实，各方
对风电项目的的关注正在由机组价格向全生

“金风科技不仅拥有先进的路勘技术，

命周期度电成本转变。这不仅要求项目的精

还拥有专业的路勘团队。对道路勘测，能够

益管理水平越来越高，也需要设备供应商能

通过无人机建模与路勘人员现场查勘相结合

够将机组的质量与可靠性保持乃至进一步提

的方式，在确保路勘精准度的同时提升效率， 升到新的水平线上。正因如此，金风科技已
帮助业主在道路优化的过程中节省人力物

经在上述强大的交付能力基础上，通过构建

力。”上述物流运输经理谈道。

全优产业链，帮助业主在开发能力与度电成

LMS 是金风科技采用的一套物流信息

本方面“再下一城”。

系统，该系统使从货物发运到项目现场货物

金风科技在构建全优产业链的过程中，

签收之间的全部信息，实现了多方共享。对

将坚持质量引领，强化精准交付、产业链资

于业主而言，可以通过该系统随时了解货物

源协同与产业链可持续发展能力，通过创新

运输轨迹与所在位置；而承运商则可在该系

合作与供应商构建产业联盟实现共赢。

统中实现各项结算。这对于各方提高物流过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更进一步的努力，

程中的信息透明度，做好相关计划，提升物

让风电成为最具成本竞争力的清洁能源。”

流运输效率颇有裨益。

上述交付经理谈道。

面对数量庞大的承运商与长途运输车

来源：金风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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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锁定海上风电机组最优坐标？

在海上风电场建设过程中，机位排布是实实在在影响项目全生命周期收益的重要一
环。合理的机位排布可以充分利用风力资源以获得最大发电量，进而获取最大经济效益。
然而，主流的基于经验公式的传统手动排布方法不仅费时费力，更致命的是不能精
准描述尾流场分布以及全生命周期风向变化这两大影响发电量的关键要素，导致 100200 小时左右的年等效满发小时数偏差值，给客户造成重大损失。
为攻克上述难题，明阳智能开发了海上机位智能优化模块，以全生命周期机位优化
策略为指导，破解造成发电量损失的难题。基于多重变量嵌套迭代遍历寻优方式、先进
的尾流计算模型，该模块已实现在 1-2 个小时内对上万种机位排布方案快速寻优，精准
锁定最优机位排布坐标，带来全生命周期发电量提升。
以某 30 万千瓦装机的海上项目为例，明阳智能海上机位智能优化模块在原始方案
基础上将发电量提升了 2.1%。按海上 0.85 元 / 度电价计算，在 25 年全生命周期内，整
个风场可为客户增加收益 3.9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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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 100 个实际案例的研究，并基于

明阳智能海上机位智能优化模块自动排

尾流模型、风向年际变化等数据对年等效满

布结果显示，不同机位排布方案导致的发电

发小时数进行精准计算，明阳智能风资源工

效率偏差值最高可达 8% 左右，如何精准锁

程师发现，尾流和风向对发电量的影响堪比

定发电效率最高的排布点呢？

陆上机位排布中的复杂地形因素影响。因对

在传统的排布机位方法中，工程师凭

尾流场分布、风向年度变化的描述与风场全

借技术经验在少量机位排布方案中模糊化优

生命周期的实际情况不符，造成的年等效满

选，而机位排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经

发小时数偏差最高可达 200 小时以上。

验”往往存在偏差，进而导致发电量的损失。
明阳智能海上机位智能优化模块可以实
现在 1~2 小时内快速完成上万种排布方案的
迭代寻优计算，并对所有排布方案进行清晰
的量化处理，快速为客户锁定发电量最大的

通过海上机位智能优化模块精准描述尾
流场分布以及全生命周期风向变化是提升海
上风电项目发电量的关键。

先进的尾流计算模型

尾流损失的大小直接影响整场的年发电

机位排布坐标。
需要强调的是，海上机位智能优化模块

量值。统计数据显示，尾流损失降低 1%，

之所以能够精准锁定最佳机位排布坐标，原

年等效满发小时数至少提升 30 小时，IRR

因在于明阳智能抓住了“偷走”海上风电场

至少提升 0.5%。

发电量的两大关键因素：尾流及风向，并基
于全生命周期对其进行研究。

目前，机位排布主要通过经验公式计算
尾流场分布，不同的经验公式计算得出的尾

图1：明阳智能海上机位智能优化模块自动排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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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Jensen尾流模型与Larsen尾流模型计算得出的尾流场分布

流场有极大偏差。下图为 Jensen 尾流模型

为了验证尾流计算模型的准确性，明阳

与 Larsen 尾流模型计算得出的尾流场分布，

智能采用美国 NREL 实验室的风洞试验结果，

呈现出了不同的结果。经验公式所描绘的尾

与经验公式及拟合尾流计算模型做了比对分

流场分布与海上风场实际尾流分布不一致是

析。由图 3 可见，采用经验公式推导在超过

导致风场实际发电量与计算发电量偏差较大

4D 距离后，计算偏差逐渐增大，最大可达

的主要原因。

20%，而明阳智能尾流模型计算结果与实际

以先进的尾流计算模型为内核的海上机

情况的偏差值仅为 3% 左右。尾流计算模型

位智能优化模块破解了这一难题。明阳智能

与 MySE 平台机组完美匹配，实现了尾流场

海上技术专家对 MySE 平台机组整机模型的

分布的准确描述，进而实现了最高发电量的

叶片与转速、三种尾流描述方法（包括经验

精准计算。

公式法、制动盘模拟法、大涡模拟法等），
以及常见的十余个尾流经验公式做了深入研
究，并利用 CFD 仿真中先进的大涡模拟技术
计算真实尾流场分布，最终拟合推导出了针
对 MySE 平台机组的尾流计算模型。

全生命周期精准捕风

破解尾流损失难题后，明阳智能海上机

位智能优化模块进一步攻克风向难题。
受限于风场建设周期制约，大多数海上

图3：不同经验公式、CFD仿真的尾流模型与风洞试验的测试数据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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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项目机位排布定点都是依靠测风塔一个

由 下 图 可 知， 在 不 考 虑 25 年 风 向 变

完整年的风向数据。但实际情况是，风向是

化 的 前 提 下， 方 案 4 的 年 等 效 满 发 小 时

存在年际变化的，这意味着今年测风数据排

数最高，其他方案年等效满发小时数降低

布最优机位方案并非适用于明年，更不适用

0.22%~0.65%。而考虑风向的年际变化影

于整个生命周期。海上机位智能优化模块完

响后，方案 2 的年等效满发小时数最高。从

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风向对年等效满发小时数影响差异上分析，

以某海上风场项目为例，通过海上机位

方案 2 损失的年等效满发小时数仅为 0.24%，

智能优化模块快速完成上万种排布方案的迭

而方案 4 损失高达 2.39%，两方案差异为

代寻优计算，找出发电量前五的机位排布方

2.15%。

案，结果如表 1。

由图中数据可见风向偏转对年等效满发
小时数影响之大，方案 2 最终成为最优机位
排布方案。
而如若在这个海上风场仅根据测风塔某
一年的风向数据做机位排布，随着风向的年
际变化，在风场的全生命周期中，年等效满
发小时数减少 92.6h，以 10 万千瓦容量风场
计算，客户将损失至少 1.9 亿元的经济收益。
“出生决定一生”，明阳智能突破了传
统手动排布方法的技术经验限制，以领先的
尾流计算模型、贴合全生命周期的风向分析
方法，精准锁定最优机位排布，规避 25 年
全生命周期内的发电量损失，为客户提供最
佳风场布局选择，实现了对海上机位布控的

图4：考虑全生命周期风向偏转的不同机位排布方案对比

全面引领。（来源：明阳智能）

表1：风向偏转对不同机位优化方案的影响
不考虑风向影响

考虑风向影响

序号

行间距
（D）

列间距
（D）

风向差异影响
（%）
年等效满发小时数（h） 小时数差异（%） 年等效满发小时数（h） 小时数差异（%）

1

9.34

4.67

3860.0

-0.51

3799.0

-1.57

-1.58

2

11.76

4.05

3868.9

-0.29

3859.6

0

-0.24

3

12.39

3.18

3854.8

-0.65

3833.7

-0.67

-0.55

4

13.88

3.23

3880.0

0

3787.4

-1.87

-2.39

5

14.99

3.12

3871.3

-0.22

3831.0

0.7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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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电风能机组“以柔克刚”
正面抗击超强台风“玛利亚”验证其可靠性

2018 年 7 月 11 日上午 9 时 10 分，第 8 号超强台风“玛利亚”正面袭击福建省连
江县黄岐半岛，根据公开信息显示，沿海最大风力达到 17 级（58.8 米 / 秒）。
连江北茭风电场正位于黄岐半岛，共布置 24 台湘电风能 XE82-2000 风力发电机组，
正面登陆黄岐半岛的“玛利亚”也因此成为连江北茭风电场投产以来所遭遇的最强台风，
这为验证湘电风能机组的抗台风性能提供了一次绝佳机会。在这次正面抗击超强台风“玛
利亚”的过程中，湘电风能 XEMC 机组表现优异，再次以毫发无损的战绩经受住超强台
风的考验，并在“玛利亚”过境后迅速恢复生产，成为继 2014 年湘电风能机组在广东
省徐闻风电场成功正面抗击超强台风“威马逊”之后的又一经典案例，再一次论证了湘
电风电机组的高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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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及海上风电面对的环境复杂多变，针对沿海及海上风电所需的抗台风特性，湘电风
能制定了独有的台风智能生存策略，采取独特的“以柔克刚”方式，确保机组始终处于载荷
最小的状态，以应对异常情况及极端工况。从 2008 年至今，湘电风能在台风区域投入运行
的风电机组已经超过 1000 台，得益于优异的“抗台风基因”，湘电风能海上风电机组先后
成功经受住“鲇鱼”、“威马逊”“尼伯特”、“莫兰蒂”等超强台风的极限考验，运行状
态良好。
台风来临前，湘电风能运筹帷幄做好防台风预案，技术团队进一步细化防台风预案，现
场运维人员严格按照公司防台风抗台风的要求，做好各项准备。
台风过境时，密切监测风力变化及机组状态。“玛利亚”正面登陆风场后，湘电风能机
组自动进入抗台风模式，根据预设的控制策略始终让机组自身处于载荷最低的状态，以最“柔”
的方式抗击台风。在台风过境期间，北茭风电场监测到的最大瞬时风速达到惊人的 70.6m/s ！
尽管极风已经超出 IEC Ⅰ类安全等级，湘电风能的所有机组始终以勇士的姿态，直面狰狞咆
哮的台风，笑看风云过。

台风过境后，经详细巡查后确认所有机组完好无损，立即恢复生产运行，为业主争取最
大经济效益，受到业主对湘电风能机组抗台风性能的充分肯定及高度赞扬。
作为国内海上风电的先驱者之一，湘电风能正在进一步深耕海上风电核心技术，大力推
进海上风电产业布局，凭借持之以恒的技术创新及在海上风电领域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以
更加自信的姿态迎接海上风电新时代。
来源：湘电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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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亚太首个海上风电运营和开发中心落户黄埔

7 月 19 日，通用电气（中国）有限公司（以

应链中心等。

下简称“GE 中国”）与黄埔区、广州开发区签署

GE 海上风电运营和开发中心落户黄埔区、广

合作备忘录。GE 中国将在黄埔区、广州开发区设

州开发区，主要是基于该区强大的科技创新实力。

立其在亚太地区的首个海上风电运营和开发中心。

该区是广州市发展实体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的主战

GE 在风电机领域具有领先全球的高功率、高

场，累计吸引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3400 家跨国公

发电效率的大型风电机技术，是业界龙头企业。

司投资创业，世界 500 强企业项目 170 多家。全

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发布的 2017 年全球风电整机

区有高新技术企业 1632 家，约占广州市 1/5，上

制造商市场份额报告，GE2017 年在全球新增装机

市企业 49 家。聚集“两院”院士 33 名、中央“千

4.9GW，排名全球前四。近年来，GE 收购了法国

人计划”人才 85 名，各类研发机构 900 多家。全

阿尔斯通（Alstom）的能源资产，并收购全球最

区孵化面积 600 万平方米，连续三年入选瞪羚企

大风电叶片制造商 LM Wind 公司，加速进军全球

业数位居全国高新区第二，跻身科技部 10 大世界

海上风电市场。

一流科技园区建设行列。

GE 在海上风电研发和设计方面的实力雄厚。

GE 与黄埔区、广州开发区有深厚的合作基础。

今年 3 月，GE 公布将开发功率最大、功能最强的

2017 年 6 月 23 日，GE 的另一个重要部门——GE

海上风电机组 Haliade-X。Haliade-X 12MW 机型

医疗集团，在该区动工建设亚洲首个生物科技园。

从基座到叶尖高达 260 米，被称为“海上摩天大楼”， 这一科技园以数个 GE 独创的“乐高式” 模块化生
比纽约著名的洛克菲勒中心还要高出 1 米，是法国

物制药工厂为核心，打造世界领先、国际一流的生

巴黎标志性建筑凯旋门的 5 倍以上，风轮直径 220

物医药与健康产业的创新特色园区，建设单克隆抗

米，其中 107 米长的叶片将成为目前为止最长的

体类生物药品生产基地。在 GE 的引领下，百济神州、

海上风电叶片，相当于一个国际标准足球场。1 台

冷泉港实验室、康方生物、绿叶制药等重点项目相

Haliade-X 12MW 机型机组每年将发出高达 6700

继落户。GE 医疗还与该区的香雪制药公司合作建

万度电，每台风机可为多达 16000 户家庭供电。

设首个用于 TCRT 细胞治疗的 GE 灵活工厂，与该

GE 中国将在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建立一个辐

区的锐博生物公司合作打造亚洲最大的寡核酸原料

射中国及亚太区的海上风电运营和开发中心，负

药生产基地。GE 医疗促进生物医药企业在黄埔区、

责海上风机本地化生产流程优化和改造，针对中

广州开发区聚集发展，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生物医药

国市场优化海上风机设计和适应性改造，打造海

产业格局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力。

上风电本地化运营数据中心、运维服务中心、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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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风电场机组技改方案研究
及案例分析
□ 文 辽宁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 李斌 王敏人

摘

要： 电力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性能源开发力度不断加强，大批量的风电项目投陆续投产建设，而早期建设
的风场设备逐渐老化，为此提出老旧风电场技改方案。本文通过一座典型投产风电场机组发电能力及机
组运行状况对比，充分了解场区的地貌和风况特征，选取实际发电能力较低的风力发电机组进行逐台分
析，同时收集现场实际风电机组运行数据，兼顾故障、停机、维护、限电等电量损失因素，通过技术评
估方案客观真实的反映机组低产能下降的原因 , 加强对场区风资源情况、机组设备情况等采用针对性技
改方案 , 满足机组技术安全前提下更改机组选型并精细优化机组排布方案，到达最佳技改效果，有效提
高老旧风电场发电能力。

关键词： 技改

尾流模型

风电场

利用小时数

风电场微观选址优化

提高

资源

前言

档案，分别建立单台风电机组与整

区，场区面积约 16.78km2，海拔在

对于早期已开发建设的风电项

体区域数据模型，挖掘每台风电机

150 ～ 430m 之间，属于低山丘陵地

目，部分机组已出质保或者由于维

组潜在的发电能力，计算调整风场

貌，山脊交错，落差较大，地形建设

护难度及备品备件问题难以保持原

阵列的排布方式的最佳技改方案，

条件复杂。根据风电场代表年测风塔

设计发电能力 , 通过部分物理方式

彻底改变发电能力，扭亏为盈，增

70m 高年平均风速为 6.74m/s，空气

提升发电量，如加长塔筒、增长叶

加经济效益。

密度 1.231kg/m3，

片、移动机位等技改措施得以应用，
实际上这些老旧风电场场区在风电

1. 老旧风电场资源概述

风功率密度为 365kg/m2，风能主要
集中于 SSW 和 SW 区间，占总风

某 风 电 场 始 建 与 2009 年 , 一

能的 52.15%。70m 高度 50 年一遇

期装机容量 49.5MW 已全部投产，

最大风速取 36.2m/s，极大风速取

。

二期计划装机容量 49.5MW, 由于

51.1m/s，70m 轮 毂 高 度 处 15m/s

本文通过应用微观选址技术方案及

项 目 原 业 主 工 程 建 设 原 因， 只 投

湍流强度值 0.11。投产风电机组发

合理的机组排布方式，配合成熟机

产 20 台 风 电 机 组， 其 它 13 台 只

电能力统计如表 1。

型对老旧风电场进行技术改造，建

风电机组完成选址工作，但未开工

该 风 场 采 用 70m 塔 筒，89m

立老旧风电场整个运行周期的数据

建 设。 该 风 电 场 位 于 辽 宁 铁 岭 地

叶 片 的 某 风 电 机 组 厂 家 1500MW

市场初期阶段均优质风资源区域，
仅限于风电机组技术能力限制，造
成资源浪费和机组选型保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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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投产20台风电机组完整年发电量情况统计表
投产风电 实际发电量 故障维护损失电量 理论发电量 平均风速 投产风电 实际发电量 故障维护损失电量 理论发电量 平均风速
机组编号 （万kWh）
（万kWh）
（万kWh） （m/s） 机组编号 （万kWh）
（万kWh）
（万kWh） （m/s）
T1

242

23.97

308

4.99

T11

322

2.28

366

6.37

T2

221

15.93

279

4.95

T12

317

1.83

361

6.24

T3

181

1.43

225

5.02

T13

256

3.46

302

5.87

T4

222

3.51

267

4.54

T14

289

7.95

339

6.96

T5

211

3.35

257

5.05

T15

227

17.76

287

6.24

T6

235

9.56

287

5.53

T16

219

12.66

274

5.28

T7

201

22.79

266

5.51

T17

254

8.82

306

5.85

T8

251

8.05

301

5.47

T18

271

47.60

360

7.12

T9

271

15.50

328

6.14

T19

223

25.49

291

5.27

T10

252

6.04

301

6.07

T20

212

13.06

268

5.56

机型，综合折减系数为 33.4%，根

尾流干扰强度大，布置间距不合理，

E4 风电机组尾流影响程度分别为

据该场区资源情况分析，该项目属

较高海拔的山脊放弃布置风电机组

10.31%、9.11%、9.05%、9.81%，

于 二 级 风 电 场， 适 用 于 IEC-III-B

等，由于尚有 13 台风电机组未建设， 严重影响单机发电量，造成风电场

类 及 以 上 风 电 机 组， 而 对 于 2009

若该 13 台风电机组按照原设计方

整体产能降低。该风场原拟建设的

年的风电机组主机技术而言，采用

案施工，必将严重影响项目整体发

13 台 风 电 机 组 平 均 海 拔 高 度 308

1500MW 的双馈技术，只适用于项

电能力。通过对二期项目场区资源

米，在二期山脊中属于资源较差区

目建设期的最佳技术，如今，风电

微光选址，选出 13 台风资源较好

域，部分风电机组并没有布置在迎

技术日新月异，选型问题造成该风

的风电机组点位用于续建项目，平

风山脊处，而是建设在山体坡度较

场机组对风资源适用性的损失，本

均海拔高度较原 13 台风电机组高

缓的山腰处，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

项目老旧风电机组都是在最优质的

60m，相当于每台风电机组加高两

风能区域，具备得天独厚的风能自

节塔筒，且与原 20 台风电机组之

然资源条件。

间的排布间距符合设计规程，可大

2.2 优化机型技改方案

对于老旧风电场最为简洁的技

幅度提升二期风电场发电能力，优

改方案是适当加长优质风资源风电

化后的 13 台风电机组点位与可借

机组的叶片长度，以便于增大扫风

用于已建设道路，且距离集电线路

面积，截取更高效的风能，趋势风

该项目机组排列方式工程建设

较近，可降低工程难度及施工造价。

电机组处于风能最佳转换状态。同

初期已经完成设计方案，通过分析

目前已建设 20 台风电机组之

时适当增高风切变较大的风电机组

该场区已建设的 20 台风电机组并

间的尾流影响程度平均值已达到

塔筒高度也可获得较高的风速，提

未达到最佳利用风资源的组合方式， 6.6%, 个 别 风 电 机 组 已 完 全 超 出

高发电能力。对于本项目的技改风

且排布混乱，单机发电能力落差大，

电机组实现配套叶片的所有齿轮箱

2. 技改方案分析

2.1 优化机组排布方式技改方案

60·风能产业 Wind Energy Industry

标 准 值 8%， 其 中 D5、B5、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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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调整前后风电机组数据对比表
风电机
组编号

原待建风电机组

海拔高度

相距最近的
风电机组

距离
（m）

风电机
组编号

优化风电机组点位

海拔高度

相距最近的
风电机组

距离
（m）

B6

597653

4732715

264

B5

1100

1

605578

4741051

373

E9

430

C05

601155

4741700

331

C06

505

2

606362

4741634

403

E4

270

C06

601285

4741204

325

C08

283

3

601808

4741685

396

D4

480

C07

601618

4741325

348

C06

358

4

603262

4741235

392

D1

371

C08

601450

4740973

326

C06

283

5

601695

4738814

348

C2

602

C09

600593

4740446

307

C10

293

6

597074

4730559

298

B4

592

C10

600841

4740281

301

C09

293

7

604855

4741469

360

8

580

C11

600282

4741924

269

C13

270

8

604365

4741147

361

7

580

C12

599598

4740624

288

C09

997

9

601857

4740087

359

C3

263

C13

600014

4741867

267

C11

270

10

601155

4741699

330

3

651

D3

602342

4741997

360

D4

250

11

602995

4741586

387

D2

214

E6

604205

4743518

295

E5

1560

12

602547

4741765

378

D4

254

E8

604279

4741488

329

D1

1050

13

601481

4742801

326

X

260

表3：调整前后风电机组数据对比表
机型
1.5MW(80-89)（原）

二期投产20台风 二期续建风电
二期投产20台风 二期续建
一期利用 二期利用
一期风场 二期风场
电机组利用小时数 机组平均利用
电机组平均尾流 风电机组
小时数
小时数
尾流
尾流
1.5MW(80-89)
小时数
1.5MW(80-89) 平均尾流
1927

2135

2262

1940

6.23

7.28

5.76

9.63

1.5MW(80-89)（优化）

*

2362

2234

2559

6.21

6.36

6.90

5.53

1.5MW(80-89)（原）

*

2157

2265

1990

6.22

6.80

5.63

8.60

1.5MW(80-89)（优化）

*

2334

2241

2477

6.21

6.10

6.59

5.36

2MW(80-104)（原）

*

2231

2259

2188

6.24

6.40

5.90

7.40

2MW(80-104)（优化）

*

2370

2236

2637

6.22

6.07

6.79

4.61

2MW(80-121)（原）

*

2324

2253

2464

6.25

6.43

6.11

7.07

2MW(80-121)（优化）

*

2450

2232

2885

6.23

6.06

6.96

4.26

2.5MW(85-121)（原）

*

2285

2261

2346

6.25

6.24

5.83

5.94

2.5MW(85-121)（优化）

*

2397

2233

2807

6.23

6.43

6.93

5.45

3MW(85-121)（原）

*

2288

2262

2364

6.21

6.00

5.77

6.64

3MW(85-121)（优化）

*

2393

2238

2837

6.24

6.03

6.75

3.98

3MW(90-135)（原）

*

2381

2258

2731

6.21

6.02

5.92

6.28

3MW(90-135)（优化）

*

2482

2235

3188

6.24

6.05

6.86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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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与整机桨距的完全更新改造的

道路、集电线路、土地征用工程费

的风况条件，深入微观选址技术对

操作难度很大，组件繁琐，拆解安

用。通过不同机型的比选计算使用

比并与机组设计条件进行复核，依

装精度要求高，衔接难度大，无法

优化后的风电机组点位同种机型可

据主机厂家出具的工况条件、设计

形成规模化生产，需求量小更不便

有效二期风电场平均利用小时数增

标准，粗造度变化 [4]、载荷参数，

于统一设计制造，研发费用比技改

加约 110h；均使用同一优化位置的

部件极限性能和疲劳强度进行逐一

费用还高。然而叶片加长需要复核

2MW-80-104、2MW-80-121、

校核。通过大量的仿真测算，核实

风电机组齿轮箱的各项力矩参数，

2.5MW-85-121、3MW-85-

叶片长度、翼形变化、机组载荷、

若需单独设计配套的叶片将增大投

121、3MW-90-135 机 组 较 原 设

功率曲线偏差、齿轮箱性能等，设

资费用 , 预计每套叶片更换费用约

计 机 组 分 别 高 36h、116h、63h、

备验证改造后部件的安全性和有效

130 万，塔筒的加长所需投资回报

59h、148h。

性，避免因小隐患导致大问题。

率更低，吊装费用、征地费用、期

结合机组排布的技改方案的风

间电量损失均将制约技改回报率，

电机组间距，逐台复核风电机组此

针对于老旧风电场的技改需要综合

工况下的安全性能，并复核轮毂高

考虑风电机组寿命，测算远期经济

度处安全风速及载荷强度，2MW-

案是增强运行维护和风电机组更新

效益。

80-121 机型的适用性较为适用于

改造，更新改造是运行维护之后的

本项目资源情况，尾流影响强度降

终极选择应综合资金回报率，充分

风电机组建设工程未到达核准容量， 低促使风电机组单机发电能力显著

分析项目技改后的增益程度。一般

且该场址区域的风资源情况较好，

提 升， 同 时 使 用 10 台 2MW 机 组

风电机组主机厂家的质保维护为 5

通过不同机组选型的对比方案计算， 使用优化点位减少办理相关征地手

年左右，出质保后的维护工作量均

能够达到既加大叶片长度又提高塔

由业主承担，即使续签运维合同，

该项目技改方案的优势为早期

续、环境敏感房屋问题的影响。

2.3 综合技改方案

对于老旧风电场的综合技改方

筒高度的经济排列方式，同时优化

技改是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的

机组的各项运行数据均有所下降，

方案采用的大容量机组，减少布置

产能提升，针对不同机组的优化改

后期的消缺难度大、任务重。特别

风电机组的数量，大幅度降低工程

造方法，需要核实新机位、新机型

是投运年限较长老旧风电场，技改

表4：单台风电机组性能数据对比表
续建
遍号

年平均风速 折算到标况风 标况下五十年一遇 平均风切
（m/s）
速（m/s） 最大风速（m/s）
变值

续建
遍号

年平均风速 折算到标况风 标况下五十年一遇 平均风切
（m/s）
速（m/s） 最大风速（m/s）
变值

1

6.65

6.64

33.6

0.11

8

6.81

6.79

35.1

0.11

2

6.78

6.77

34.5

0.11

9

6.45

6.44

34.6

0.09

3

7.01

6.99

34.1

0.09

10

6.76

6.75

34.5

0.1

4

6.8

6.79

35.1

0.1

11

6.45

6.43

34.3

0.13

5

6.32

6.3

34.6

0.09

12

6.24

6.22

34.6

0.11

6

6.37

6.36

34.3

0.12

13

6.14

6.13

34.2

0.09

7

6.78

6.77

34.3

0.13

62·风能产业 Wind Energy Industry

风电运维

Wind Power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资金批复难，项目技改投资大收益低，若不

综合经济性能尽量较少布置台数。⑥老旧风

能充分考虑技改方案的可行性及经济效益无

电场的技改方案要充分考虑、新选址的可能

法改变盈亏现状。一般风电机组的使用寿命

性、设计的完善性、技术工艺的改进性，吊

为 20 年，资源条件优越的风电项目建设期

装改造成本的可控性、保证质量和可靠的长

的资本金回报收益约需要 8-10 年，技改项

久收益性能。

目的回报收益期应充分考虑运行年限问题。
技改方案中不能考虑单一机位的调整，
资源好的位置，不一定代表风电场整体发电

4. 结论

风电技术的迅速进步，加速老旧有机组

能力强，单纯地把机组移挪到资源更好的机

改造提升，对于业主、整机企业、第三方技

位后，会改变该点位周围的地貌特征，给邻

改公司的部分风电项目均可通过技改提高发

近风电机组造成部分尾流影响，应对比移机

电量，获得可观的收益。加强老旧风场中可

前后风电场整体发电能力及邻近风电机组风

控因素的控制，降低技改成本、选用新型机

况参数的变化。同时技改过程中加高塔筒高

组、应用深入的微观选址技术等技改方式均

度、改善扇区控制、更换叶片或加长叶根等

可有效提升项目年利用小时数，提高项目产

技改方式均需详细核实风电机组运行性能及

能效益。

载荷情况，杜绝因超载、过负荷、疲劳等恶
性现场造成的安全隐患。

3. 加强微观选址及技改方案的建议

老旧风电场的综合技改方式提出几点建

议：①加强运行维护力量，培养专业技术人
才，对故障风电机组实施早发现、早维护、
早消缺；②加强常用备品备件储备，针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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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组历年发电、维护、故障情况深入挖掘
产能低效原因；④结合主机厂家的前沿技术，
选用适合于本风场机组的替换机型，对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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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SCADA数据分析进行风电场性能下降
原因以及风电机组部件故障预警的研究
□ 文 克劳迪娅(西班牙) 塞巴斯蒂安(德国) 张世惠 苏州 UL美华认证有限公司

摘

要： 一些风电场在进入到运行阶段之后，发生性能下降问题如发电量达不到设计值，风电场中一些风电机组
发生部件故障造成停机，产生维修费用，同时造成发电量损失，影响到风电场的经济效益。提升风电场
运行性能、提前预警风电机组部件故障是后市场服务中的关键研究课题之一。
风电场及风电机组运行监控系统 (SCADA) 不断采集风电场及风电机组各种信号，产生大量的运行信
息，风电场性能及部件故障信息直接反应或者可能隐含在这些信息中，对这些信息的智能化、专业化分
析是提升风电场运行性能、风电机组部件故障提前预警的关键因素之一。
本文在风电场集中控制系统 SCADA 数据一般的分析基础之上，通过采用智能化、专业化分析技术对
风电场 SCADA 数据进行研究，对于准确寻找风电场性能下降原因以及确定部件发生故障可能性的方法进
行了论述。

1. 风电场集中监控(SCADA)数

它们进行分析。如事件日志数据，

设定工况导致动作等。对风电场性

可以采用一些过滤和处理。最重要

能和风电机组健康评估可以通过事

风 电 场 SCADA 系 统 一 般 对 2

的是过滤掉所有那些与停机报警关

件或报警日志的统计处理获得。相

联的 10 分钟记录，也就是说，标

关变量的分析如停机时间、报警频

记出所有 10 分钟记录 ( 暨在 600 秒

率、运维干预措施时间间隔、报警

内 ) 中风电机组没有运行的记录。

动作和干预之间的时间，从中可以

包括日常风电机组 ( 以及变电

采用 10 分钟数据可能需要进行大

分析确定风电场的主要问题以及运

系统 ) 运行数据的监视和记录，包

量信息处理，有必要时，可以采用

维管理水平等评估。

括风资源数据、机组和变电系统的

专用软件工具，以自动的方式进行

实时及 10 分钟数据等。

处理分析。

据分析

个主要内容进行监视记录：

1.1 运行数据(10分钟)

10 分钟的 SCADA 数据分析：
大量的风电场运行数据包含在

1.2 报警和事件

SCADA 数 据 中 记 录 的 报 警 和
事件信息数据虽然不像 10 分钟数据
那么复杂，但这些数据应正确进行
分类和过滤。首先，报警特征取决

风电场报警和事件记录包括日

于他们的动作，比如风电机组停机

步是确定哪些变量对分析人员来讲

常风电设备出现动作事件的记录，

或只是降出力，或者事件只是一个

是更有意义以及采用那种方式，对

如机组等设备启停、设备运行超过

告警信息，就有所不同。第二，重

10 分钟 SCADA 数据中，因此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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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事件应被过滤掉，需要调整部分

类型的“异常值”。例如，它可以

这些参数的深入分析，可以对风电

重叠报警的开始时间，这样的操作

通过风向扇区计算功率曲线“异常

场设备健康水平有深入的了解。对

可能需要特殊的工具，包括采用具

值”，与制造商或参考网站的功率

于不同相关因素的分析方法，可能

有模型和算法的分析软件。实际上

曲线或与其他风电机组的实际功率

非常不同，有些分析方法也有可能

采用这种专业软件作为进行 SCADA

曲线比较。如图 1 示例所示，在这

是定制化，但最常用的方法之一是

分析的工具，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种情况下，损坏的风电机组机舱风

风电机组部件故障停机影响发电量

向标造成偏航错误是风电机组严重

的因素分析，如图 2 所示。通过这

性能不佳的根源。

种方法以及与制造商或相同风电机

2. 采用SCADA数据分析风电场
性能下降原因

2.1 实际功率曲线分析

一旦检测到异常值，也可以设

组之间参数的比较等，很容易确定

定一个算法来确定观察到的异常值

在风电场中或风电机群里，哪些部

通过每台风电机组实际功率曲

的根源和具体的纠正措施来解决这

件影响因素最大，通过载荷模型和

线的分析可以发现风电场性能表现

一问题。采用功率曲线典型问题分

实际风电机组部件状态分析部件剩

不佳的问题，不同的功率曲线形状

析，可以确定变桨角度和偏航位置

余寿命，确定部件还能运行多少时

可以为找到性能表现不佳问题的根

错误、风传感器故障、不希望的限

间或是否还能运行更长时间。通过

源提供线索。

电和降出力、叶片上污染和结冰、

对最有问题的部件及其风电机组采

发电机问题、错误的软件配置、被

取特定的维护策略，可以延长部件

动失速风电机组叶尖甩出等问题。

或风电机组的寿命。因此，风电场

风电机组实际功率曲线的分析
时，有可能采用 SCADA 数据库中
其他相关数据变量，做更高级更复
杂的分析，比如变桨数据、偏航数
据等。

2.2“异常值”分析

分析 10 分钟数据最有效的方

3. 风电机组部件故障预警
3.1 报警和事件分析

从性能的角度而言，总停机时

间、损失电量等以及影响发电量的
相关因素是最重要的参数，通过对

采取状态检修，可以降低风电场运
行维护管理成本。

3.2 故障报警(频次)排名

风电场中排名前 20 的报警来

确定故障的风险程度，以及它们随

法之一是通过所谓“异常值”的检
测分析，可以与处在所谓 “正常值”
范围内的相同风电场风电机组或运
行在可比条件下的风电机群进行比
较发现这些“异常值”。一般采用
多方面的“异常行为”，来确定风
电机组的“异常值”。这种方法可
以应用于几乎所有风电机组数据变
量的 SCADA 数据的分析。
“异常值”分析可以应用于任
何表现不佳功率曲线的识别分析。
此外，这种方法可以用来分析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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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初始阶段得到提前预测。
主要部件的温度变化趋势分析
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我们可以
从风电机组上温度传感器的获得信
号进行分析，其中一些是最关键的，
这些关键部位是发电机轴承和绕组、
齿轮箱轴承和润滑油、主轴承和变
压器等。
部件温度分析的最佳方法是通
过定期检查他们的变化趋势。我们
不可能仅从几个变量短时间来检查
图2：每个部件报警的损失电量百分比、停机时间和频次

大量的风电机组温度趋势去发现问
题，而最有效的方法是定期检查“异
常值”。这将与其他具有类似特征
值设备进行比较，来确定可能在更
高的工作温度下运行的风电机组部
件。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尽早发现问
题部件，及早采取措施，可以减少
维护成本和增加部件寿命。

5. 实际案例

可以在下面的案例中看到，通

过在风电场中采用前述技术进行风
电机组故障分析的实际案例。在月
度报告分析的基础上，不断地发现
风电机组变速箱轴承 (WTG09) 的温
度异常值。经过现场检查，维护团
队发现变速箱冷却系统油品泄漏的
问题，2016 年 2 月通过现场维修，
图3：某风电场排名前20的报警频次月度演变

时间上的演变，这些可以通过长时

4 . 部件温度分析

问题得到解决。自那以后，温度保
持在正常范围，如图 4 中可以看到。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异常值分析和

一般可以通过对部件各部位温

纠正措施，故障得到及时的完全修

以看到，叶片角度不平衡报警显示，

度变化趋势的分析以及偏航和变桨

复，否则可能发生由于缺少润滑油

故障频次出现明显上升的趋势。

角度和风轮转速等分析，在故障发

所造成的齿轮箱故障。

间定期监测发现问题，如图 3 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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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风电机组重要位置安装振动
传感器，如主轴轴承、齿轮箱轴承、
发电机轴承等部位进行监测，通过
对特征频率及其幅值变化以及大量
相同风电机组的相同工况下的数据
进行比较，发现故障早期阶段的状
态变化提早预警。这种系统需要专
业设计、设备和方法以及专业的分
析方法，才能准确分析部件故障和
健康状态。
图4：齿轮箱油和轴承温度变化趋势，轴承温度增加表明齿轮箱故障

7. 结论

本文基于多年风电场运行数据

6. 其他变量分析

独立性能指标，作为补充分析，可

分析、故障诊断处理的大量案例，

以对风电场的性能表现有更深层次

论述了 SCADA 数据分析的重要性

变量，对于一些特定的问题，将是

的了解。

以及 SCADA 数据智能和专业的分

包含在 SCADA 系统中的其他

十分重要的指标。例如，叶片桨距

风电机组机械设备运转接触表

析方法。通过定期对 SCADA 大量

角异常值可以用来发现变桨相同问

面当受到长时间交变并经常超过极

数据专业分析，可以识别和确定风

题，发电功能已经下降，而报警动

端设计工况的载荷，设备的运行状

电机组及部件可能存在的问题。在

作还没有达到动作的水平。由于不

态将发生改变，如齿轮箱高速轴轴

此基础上，采取相应的技术改进措

正确的软件参数，同样可能发生偏

承的滑道表面，首先可能是金属表

施，可以有效提升风电场性能。需

航错误以及补偿不佳的无功功率或

面疲劳产生裂纹，然后产生局部或

要强调的是，可能需要专业的分析

错 误 的 发 电 机 转 速。 气 象 塔 或 计

大面积剥落，最终发生振动、噪音、

方法、模型和算法以及专用的软件

量 关 口 表 的 数 据， 也 可 以 集 成 在

过热，最终失效，如图 5 所示。

长期自动运行，才有可能发现性能

SCADA 的 这 些 分 析 中。 使 用 这 些

通过振动信号的频域分析是早

外部数据，可以计算出一些更多的

期发现机械系统故障的重要手段之

下降的原因和可能的部件损坏趋势，
提前安排检修，实现部件损坏的早
期诊断、运维管理策略的优化，从
而实现维护成本降低，部件寿命的
提高。
收稿日期：2017 年 4 月 30 日

作 者 简 介： 克 劳 迪 娅· 普 侑 思 (Claudia
Puyals) 是 UL AWS Truepower 风电场性

能分析师，获得过物理学学位和可再生能
源方面硕士学位，一直从事风电行业研究
图5：机械表面疲劳破坏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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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风电场不良备品备件管理与维修
□ 文 冯国庆 天津瑞能电气有限公司

摘

要： 随着风电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与风电企业发展的需要，加强风电场风电机组不良备件管理及损坏备件处
理已成为当务之急。从某种意义上说，风场不良备件管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后期备件可维修率及备件维
修成本。不良备件的处理更是备件管理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风电机组电气备件往往价格相对较高，将损
坏的备件进行维修处理，使其重新被利用可降低风电厂运维成本。可见搞好风场不良备件管理及处理方
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关键词： 备品备件

维修

原理开发

合格率

1. 风电场不良备品备件管理现状

备件更是随意丢弃甚至当作废品处

用率，使资金周转率最高，将各种

风电机组作为新能源行业的一

理，这更是风场运维中巨大的资金

不良备品备件进行维修储备，加以

种新型设备，在备品备件需求及管

浪费，仓库内备件往往包含机械类、

先进科学存贮方法，使其得以重新

理上具有自己的特殊性。每个风电

油品类、电子电器类备品备件，且

使用，对风电场降低运维成本有非

机组制造商都有自己专用的备品备

不同种类备品备件不合理存放会导

常重要的意义。

件。风场备件仓库是整风电场稳定

致备品备件性能下降甚至损坏现象，

运行的必要基础条件，但设备多样、

如：油品挥发气体腐蚀电子类备件。

型号各异，厂家各异，这也就给备

如何更合理的存储和处理损坏的备

品备件的管理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品备件显得尤为重要。

2. 备品备件维修企业现状

随着时间的推移，超出质保风

电机组数量越来越多，使用维修合

尤其是电气、电子备件的管理，对

风电场能够合理的对不良备品

格的备品备件也会逐步增多，作为

仓库的环境要求非常苛刻，包括温

备件管理，可实现按计划进行不良

一种资源重复利用和补充备品备件

度、湿度等，一旦储存不当就会引

备品备件维修，缩短风电机组停机

的有效手段，备品备件维修的必要

起内部受潮，外壳、端子等部件氧

时间，减少风电场损失，不良备品

性和作用日益明显。使用维修备品

化情况。随着风电厂运行时间越来

备件管理也是备件维修工作的重要

备件可以降低运维费用，加快风电

越长，积存的损坏备品备件越来越

组成部分，科学地储存不良备品备

机组故障处理速度，目前备品备件

多，损坏的备品备件管理往往更加

件，不仅有助于按期完成对其维修

维修市场较为混乱，风电场业主端

不被重视，加之风电场因受条件限

工作，而且能提高使用维修备品备

在自行维修，逐渐由工控备件维修

制往往只有一到两间小小的仓库用

件设备的可靠性。将不良备件进行

行业转型为风电备品备件维修的第

于备件存储，某些风场损坏的备品

维修储备还可增加储备备件资金利

三方公司也在维修，在我国风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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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刚刚发展几十年的情况下，该类

（2）经验维修：由技术经验

维修公司则存在经验相对缺乏、维

丰富的维修工程师根据自身经验进

鉴于此风电备品备件维修行业

修能力不足等问题，真正具备专业

行维修，将损坏的器件进行替换，

要逐渐从前两种维修方式转为第三

维修能力的维修公司非常少。随着

基本可实现大部分备品备件维修合

种专业维修方式，或探索更为快速

未来风电机组制造企业及相关配套

格，但在风场恶劣环境条件下会存

有效的方式开展备件维修工作，这

设备供应企业的行业转型，这些排

在运行不稳定、使用寿命偏低或根

不仅能提升维修公司的维修专业性

名在前的风电相关行业的企业巨头

本无法使用等情况发生，无形中增

及行业口碑，也更能让广大风电厂

将在资金、技术实力、运营管理和

加了风电场运维成本，虽然此类维

经营者认可使用维修的备品备件带

人才等方面实现自身集成优势，为

修方式备品备件可维修率和维修质

来的经济效益，从而促进整个风电

风电机组运维及备品备件维修市场

保合格率较第一种维修方式相对较

备品备件维修行业健康发展。

提供支持。

高，但在维修过程中一旦遇到较为

出于整机及配套设备的质保压

复杂的故障就会导致维修周期长、

力，目前部分整机厂商和配套设备

不能修复、测试时导致二次损坏、

现场运行的新品故障率相当。

4. 总结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风电场大

供应商已经组自己的专业维修团队， 功率器件爆炸甚至导致报废等问题

多存在不良备件管理效率低、备件

在自身的技术、维修成本等优势条

存储不科学，以及风电备品件维修

发生。

件下，这些企业的不良备品备件维

（3）专业原理维修：先将不

行业还存在相关标准不健全，专业

修合格率可达 90% 以上，且此类

良备品备件进原理分析，在进行深

维修技术人员短缺、维修市场混乱

企业中有自己的专业检测设备及配

入分析并绘制出原理图，在分析故

等问题。但从长远来看，随着风电

套设备的测试工装，可使维修过的

障原因的基础上在进行维修操作，

企业运维市场的持续爆发，迫于备

备品备件有更高的质量保证，使其

此类维修方式最为可靠，不仅提高

品备件的需求及风电机组运维的成

在风电机组设备中运行更为可靠。

了损坏备品备件的可维修率，且在

本提高，不良备品备件维修行业发

维修分析过程中可找出损坏的根本

展尤为重要，待相关行业政策规范

原因甚至找到产品设计薄弱环节，

的出台以及各大整机厂商和配套设

对产品进行维修改造，使其维修后

备供应商为主体在技术、管理、人员、

的备品备件运行更加稳定可靠。尤

规模等方面的完善，我国风电备品

3. 备品备件维修现状

目前备品备件维修方式主要分

为三种：
（1）拼凑方式维修：为了实

其是含有大量电路板之类专业性强、 备件维修将逐渐走向成熟，进而推

现快速维修同一种物料，可以选取

技术难度高的备件，更是需要此类

未损坏部件拼组成为可用备件，导

方法进行维修。但此类维修方式需

致损坏备品备件可维修率和维修质

要一定的维修开发周期、专业技术

保合格率也相对较低。某些备品备

人员及少量资金等作为支撑。例如

件由于技术壁垒，因个体差异内部

OAT 变桨系统 PMM 与 PMC 模块，

参数也会存在差异或程序掉电丢失

经过深入分析后，将电路板原理图

等问题，即使拼组也无法正常使用，

绘制完成在进行维修，加之完善的

年风电现场运维管理工作，5 年风电机组

并且拼凑不良的备品备件在后期进

测试系统，可保证维修后备品备件

电气类备品备件原理分析、维修开发、测

行维修也会带来很大麻烦。

维修质保合格率在 98% 以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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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7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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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排除双馈发电机隐性故障方法
□ 文 周迎九 重庆海装风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摘

要： 双馈发电系统主要由发电机和变频器构成，双馈发电系统在兆瓦级的风力发电机发电系统中占有很大的
比例。当双馈发电系统出现比较难以排查的故障后，首先就是要判断是发电机故障还是变频器故障。简
单的发电机故障容易判断，比如发电机定、转子对地绝缘下降，可以用摇表或绝缘电阻测试仪测量发电
机绕组端对地电阻；发电机定、转子绕组砸间短路或开路，可以用电桥测量发电机绕组端电阻等。而隐
性发电机故障是比较难排查的，静态测量无问题，发电机转子旋转后偶尔故障一下，常常导致检修人员
对变频器进行反复的检查。对变频器各种元件的更换都比较容易，而更换发电机需要吊车、需要大量的
拆卸和组装工作、并且发电机价值较高，没有绝对的证据证明发电机有故障，风场是不可能通过更换发
电机来验证是否有发电机故障的。因此，找到一个快速、准确、简单的查找出双馈发电机隐性故障的方法，
在双馈风力发电机维护领域是有重要作用的。于是我们想到用变频器的测量设备对发电机的变压器实验
进行检测，这里写出来和大家交流。
双馈发电——指发电机在超同步转速时定子、转子绕组同时发电，向电网馈送能量。隐性故障——故障

关键词： 在运行中偶尔发生，用常规方法不容易检查出来的故障。

1.引言

用具体的故障处理过程来阐述

2.理论分析

双馈发电系统简图如下：

如何用变频器测量设备检测发电机。
某风场某 # 风电机组变频器功率模
块 IGBT 经常烧毁，更换 IGBT 后风
电机组能运行正常，但运行几天后
模块 IGBT 又烧毁，连续几次出现
类似现象，导致风场不敢继续更换
变频器功率模块 IGBT。现场不清楚
是更换的 IGBT 本身有质量问题或
是变频器和发电机有软故障没有排
除导致 IGBT 的频繁烧毁。我们最
后通过变频器测量设备检测发电机，
找到了故障原因，并很快修复了该
风电机组。

图1：双馈发电系统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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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馈发电机单相等效电路图如
图 2：

U2：折算到变压器一次侧的二
次侧端电压

定子三相电压波形正弦、相位互差
120°、幅值相同、有效值和计算

对比发电机等效电路图和变压

出来的值相同，就说明发电机静态

器等效电路图，可以看出：双馈发

变压器实验无问题。完成发电机静

电机在静止状态就是一台变压器。

态变压器实验后，可控制风电机组

由于转子在停止时的空间位置可以

使发电机转子在安全的转速下旋转，

改变，发电机定、转子端电压相位

然后再给发电机转子提供 400V、

Rs：发电机定子电阻

差就可以改变，因此发电机在静止

50HZ 三相交流电源，测量定子电压、

R'r：折算到定子侧的发电机转

状态就是一台移相式变压器。通过

转子电流、并且通过变频器的测量

变压器实验就可在静态时对发电机

设备来显示三相定子电压波形 ，如

Xs：发电机定子电抗

进行检测。对于某些只有在发电机

果转子电流三相平衡，定子三相电

X'r：折算到定子侧的发电机转

旋转时才可能出现的偶发故障，我

压波形正弦、相位互差 120°、幅

们也可以将发电机旋转起来做发电

值相同、有效值和计算出来的值相

机动态变压器实验。

同、频率和计算值相同，并经过一

图2：双馈发电机单相等效电路图

子电阻

子电抗
Rm：发电机励磁电阻

发电机静态和动态变压器实验

段时间的运行无问题，说明发电机

Us： 发电机定子端电动势

的区别：①发电机静态变压器实验

动态变压器实验无问题。这时就可

U'r：折算到定子侧的发电机转

是发电机转子静止的实验，发电机

以下结论：发电机完好。

Xm：发电机励磁电抗

子端电动势
三相电力变压器单相等效电路
图如图 3：

动态变压器实验是发电机转子旋转

当然这种检查是在发电机空载

的变压器实验。②发电机静态变压

情况下进行的，还不能检查出发电

器实验各参数的折算只是变比折算， 机在大的负荷下才显现的隐性故障，
发电机动态变压器实验各参数的折

但是一般情况下，大负荷下显现的

算除了变比折算还有频率折算。

隐性故障会因为大的故障功率而将

该 发 电 机 铭 牌 标 定：“ 定
子 额 定 电 压 690V， 转 子 开 环 堵
图3：电力变压器单相等效电路图

隐性故障转化为显性故障，检修人
员可以很容易就检查出来。

转 电 压 1835V”。 因 此 变 比 为

但不是所有变频器都能显示定

1835÷690 ≈ 2.66。 在 确 保 并 网

子三相电压波形，我们用的这款变

R1：变压器一次侧电阻

接触器不会因误动作而并网的情况

频器就不能显示定子三相电压波形，

R2：折算到变压器一次侧的二

下，取机舱 400V、50HZ 的 3 相交

而是将检测到的定子三相电压转变

流电源，接到发电机转子电缆接线

为定子磁通波形进行显示。旋转的

X1：变压器一次侧电抗

端。就给发电机转子提供了励磁电

磁通切割定子三相线圈就得到定子

X2：折算到变压器一次侧的二

流，该型发电机在 400V 交流电压

三相电压，如图 4：

次侧电阻

次侧电抗

下的励磁电流约为 23A 左右。测量

如果我们在变频器上观察到

Rm：变压器励磁电阻

定子电压、转子电流、并且通过变

定子 U 磁通和定子 Y 磁通是互差

Xm：变压器励磁电抗

频器的测量设备来显示三相定子电

90°、大小相等的正弦波，也就说

U1： 变压器一次侧端电压

压波形 ，如果转子电流三相平衡，

明我们的定子电压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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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检修过程

3.1 发电机静态变压器实验

断开发电机转子和变频器的连

接电缆，在机舱内用 4 mm2 铜芯
电缆通过带漏电保护的 30A 额定电
流的空开，取机舱 400V、50HZ 的
3 相交流电源，接到发电机转子电
缆接线端，合上空开，就给发电机
转子提供了励磁电流。
在风场的检修过程中，我们通
过变频器的测量设备获得了一些发
电机静态变压器实验的变频器波形，
如图 5-7：

图4：发电机定子U磁通和Y磁通与三相线圈

三个变频器波形中，波幅较大、
幅值相等并且相位相差 90°的两个
正弦波分别为电网 U 磁通和电网 Y
磁通，其余两个波幅较小的正弦波
为发电机定子 U 磁通和定子 Y 磁通。
我们看出在图 5 中定子 U 磁
通和定子 Y 磁通是大小基本相等、

图5：发电机定子U磁通和Y磁通互差180度电角度

相位相反的正弦波，这说明在 U、
Y 坐标系中气隙磁通是在 2、4 象限
脉振的磁通，而不是旋转磁通。在
图 6 中定子 U 磁通和定子 Y 磁通是
大小不等、相位相同的正弦波，这
说明气隙磁通是在 1、3 象限脉振
的磁通，也不是旋转磁通。产生这

图6：发电机定子U磁通和Y磁通同相

两种波形的原因可能是接线错误，
也可能是发电机故障，也可能是变
频器测量系统故障，总之为我们判
断故障点找到了方向，在排除故障
后，我们得到了图 7 的变频器波形。
可以看出，发电机定子 U 磁通
和定子 Y 磁通是大小相等、相差 90
度的正弦波，说明当前发电机定子

图7：发电机定子U磁通和Y磁通互差90度电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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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波形无问题，变频器显示的发
电机定子电压为 137V（线电压），
和我们用万用表测到的一致，和理
论计算值相差不大。发电机静态变
压器实验说明目前发电机在静态时
无问题，变频器测量系统正常。
图8：发电机动态变压器实验1，变频器检测波形

3.2 发电机动态变压器实验

在发电机静态变压器实验无问

题后，如果没有排除故障，我们还
可以做发电机动态变压器实验，过
程如下：交换给发电机转子供电的
相序，做两次发电机动态变压器实
验，在实验过程中如果带漏电保护
的空开未跳闸，就说明发电机转子
回路没有对地放电和相间短路现象。

图9：交换给发电机转子供电的相序，发电机动态变压器实验2，变频器检测波形

如果发电机无问题，变频器测量系
统无问题，我们会得到如图 8、图

数值和我们计算的数值是相同的，

发电机的变压器实验进行检测的方

9 变频器波形：

我们在完全正常的正在运行的风电

法，在风场电能质量分析仪普遍没

从图 8、图 9 中我们可以看出

机组上做发电机动态变压器实验，

有的情况下，希望我们的方法有借

定子磁通波形和发电机静态实验一

得到的结果是相同的，于是我们认

鉴作用。

样仍是正弦波，只是定子磁通的周

为该种变频器显示的发电机定子电

期改变了。改变转子相序，改变了

压并不是变频器实际测到的电压，

发电机旋转后的磁通旋转速度（等

而是变频器将实际测到的电压经过

于转子的机械转速加上转子电流产

频率转换后的电压。

生的磁通转速），使得定子 U 磁通
和定子 Y 磁通的周期明显改变。发
电机转子旋转后，变频器显示的定

4. 风电机组修复

经 过 这 一 系 列 的 测 试， 我 们

子电压改变不大，改变转子的供电

最终找到了故障点，完成了风电机

相序，发电机转子再次旋转后，变

组的修复。

频器显示的定子电压改变也不大，
显示的定子电压和我们根据转差率
计算出来的电压差距很大。我们用
万用表进行了测量，万用表测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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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结

这里写出来和大家交流的是我

们想 到 的 用 变 频 器 的 测 量 设 备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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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风速风向仪零度位置
风向突变的分析
□ 文 钱建 李伟强 朱重伟 水电十四局大理聚能投资有限公司

摘

要： 本文主要描述了超声波风速风向仪在某风场使用中出现的 0 度位置风向突变的现象，分析了导致故障的
多种可能原因，并通过故障复现测试得出问题的主要原因，并提出解决办法，最后反馈到现场验证。

关键词： 超声波风速风向仪

0°位置

突变

原因

解决办法

引言

1. 问题现象

电机组上，受磁场干扰可能性较大，

学实验中都有广泛的应用，尤其在

的是超声波风速风向仪，在使用一

制器说明执行。

风电行业，风速风向测量更有着重

段时间后发现风电机组的风向在

要的价值。进几年来随着风电技术

0°时有瞬时跳变现象，如图 1 所示， 线说明

的发展，风电的传感器也在不断地

且 25 台风电机组均有此现象。

风速风向测量在工业生产和科

革新。由于机械式风速风向仪工作
特性决定了本身存在很多缺陷，在
使用中逐步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如
在风沙扬尘或者腐蚀性的沿海场合，
轴承会腐蚀引起卡转，或者在冻雨

在某风场 25 台风电机组使用

其接线一定要严格按照传感器和控

2.1.1 超声波风速风向仪的接

7 号管脚：24V ＋
8 号管脚：24V －

2. 可能原因

1 号管脚：风速

2.1 电磁干扰

4 号管脚：风向

超声波传感器是很精密的仪

器，而且使用在电磁强度很大的风

6 号管脚：公共地
2.1.2 AIO288 接线端子与参考

地区容易结冰，导致风速风向仪无
法使用等。而超声波风速风向仪弥
补了机械式风速风向仪的许多不足，
具有测量精度高、使用寿命长、自
带大功率加热装置，适用低温、风
沙等恶劣环境，是目前最先进 和可
靠的风速风向传感器，已经被越来
越多的客户所接受和使用。但是在
使用中难免出现一些问题，下面就
关于超声波在 0°位置出现突变问
题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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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说明
AIO288 的接线端子可以分为
（3，4，5），（22，23，24），（41，
42，43），（60，61，62）四组，
接线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其中
的任意几组。但是必须是成组搭配。

图2：AIO288的接线端子分组图

接线端子的组合如图 2 所示：
根据传感器和控制器的接线
说 明 可 得 出 图 3 的 接 线 图， 注 意
到 AIO288 的 参 考 地（REF） 与
AIO288 的 U/I- 连接在一起，但是
不能跟 24V 电源的 COM 端连接到
一起。
经现场检查，现场确实按图 3
接的线，说明线路没问题，风场又
是批量出的现象，判断超声波传感
器受到电磁干扰的可能性不大。

2.2 雷击干扰

图3：超声波传感器和控制器的接线原理图

风电机组高耸在空旷地方，而

超声波风速仪又在风电机组顶端，
如果防雷保护没做好，极易受到雷
击浪涌的干扰。超声波传感器的电
源和信号线都应该安装防雷浪涌保
护器，接线原理图如图 4 所示。
经检查现场已根据原理图安装
了防雷器，且没有损坏情况，现场
照片如图 5 所示。因此判断超声波
传感器受到雷击干扰的可能性不大。

2.3 安装及程序

常用的风速风向仪都有自己

的 N 点，用来指向机舱头部。而风
速风向仪的 N 点即是风向的 0°也
是风向的 360°，同时 0°对应的

图4：超声波传感器防雷接线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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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实验数据记录

值，绿色为电流瞬时值，且通用于

3.1.1 风向仪 N 对机舱头部

图5：超声波传感器现场防雷器图

电流是 4mA，360°对应的电流是

下面的所有图形。

由图 7 可以看到，在 0°附近

图 8 可以看到，在 0°附近偏

重现了风向的跳变，跳变幅度接近

转时也能够出现跳变，并且风向跳

正负 150°左右。并且风向跳变的

变大多出现在靠近 0°的地方。

同时，都伴随着电流信号的突变，

3.1.2 风向仪 N 对机舱尾部

由 4mA 变 到 20mA 或 者 由 20mA

由图 9 可以看到，在 0°附近

变回 4mA。图 7 中红色为风向瞬时

并没有出现风向的突变。

20mA。故当风向在 0°附近波动时，
电 流 可 能 会 产 生 从 4mA 到 20mA
的跳变，而程序算法是计算电流对
应的数值平均值，这样的话就可能
从 0°瞬间变化到 130° ~180°之
间，为验证这种可能性，特做故障
再现实验。

3. 故障再现实验及分析

图7：风向固定在0°附近

3.1 实验方法

本次实验方法为了重现这个现

象，采用风扇的风模拟实际风向，
风扇代表机头方向，分以下两种测
试方法：
用 N 点对准机头，使用风扇对
准 0°吹、摇头吹、对准远离 10°
附近吹。
用 N 点 对 准 机 尾， 使 用 风 扇

图8：风向在0°附近偏转

对准 180°吹、摇头吹、对准远离
190°附近吹。
如图 6 所示。

图6：风向测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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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实验分析

在超声波的风向信号输出接

250Ω 电阻（将 4-20mA 电流信号
转为 1-5V 电压信号），用示波器
进行监测。风向信号在 4 和 20mA
瞬间的截图，如图 10 所示。
可以看出电流信号完全改变
需 要 40ms（ 超 过 90 ° 的 持 续 时
间约为 10ms），而巴赫曼控制器
AIO288 模块的采样频率为 200us，
控制器设置采样间隔为 50ms。电
流测量模块可以采到跳变过程中的

图10：风向信号在4和20mA瞬间变化图

信号，进过计算显示为突变（4mA
对 应 0 °， 20mA 对 应 -0 °，

4. 解决办法

制器读取的是 180°，这个问题就

从上述分析得出是超声波风速

能解决。在安装时最好使用精密仪

风向仪朝向了机舱头部导致了风向

器如激光仪进行对准，以保证风速

通过上述实验及分析，可以总

在 0°瞬间突变，所以在实际安装

风向仪的安装是平行于机舱方向且

结得出结论为超声波风速风向在 N

中应该避开 0°的使用，就是使控

对准机舱尾部方向。两种超声波风

点附近产生风向跳变的原因是电流

制器尽量避开对 0°的计算。如果

速风向仪的安装方法如图 11 和图

值随着角度突变导致的，也就是说在

把超声波的风速风向仪 0°朝向机

12 所示。

安装中将 N 点对准机舱头部导致的。

舱尾部，即 N 点对准机舱尾部，控

12mA 对 应 180 °）。 从 0 ° 附 近
实验结果的统计，电流跳变发生大
约 50 次，风向跳变发生 10 次。

注意：如上图所示，圆盘型风速风向仪上箭头与机舱平
行对准风电机组轮毂方向，四爪型把带有红色指示标的爪子与
机舱平行正对准机舱尾部方向。
图11：FT超声波风速风向仪安装方法

图12：爪式超声波风速风向仪安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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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超声波传感器0度朝向机舱尾部的风向图

5. 方法验证

在把超声波风速风向仪的 N 点

改为朝向机舱尾部，并修改相应程
序后，再观察风向的 0°位置，没
有突变现象，截取的 0°风向曲线
如图 13 所示。
由图 13 可以看到，风向在远
离 0°时不会产生跳变 , 其中黑线
表示风向的 10s 平均值，经过平均
之后，风向的波动平滑很多。

6. 结束语

超声波传感器是一种比较先进

题后只要能从实际出发，认真分析
就一定能找到解决办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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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的测量风速风向的仪器。由于它很
好地克服了机械式风速风向仪固有
的缺陷，因而能全天候、长久地正
常工作，越来越广泛地得到使用。
因在风电机组行业中使用环境很恶
劣，难免会碰到各种问题，出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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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机组齿轮箱油温高原因分析
及治理对策
□ 文 陆春波 李渊 华电国际宁夏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华锐 SL1500 风电机组的齿轮箱润滑与冷却系统的工作过程、部分元器件的工作原理及齿轮
箱油温高的原因和处理方法进行了论述，对风电场现场检修人员在故障排除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
义。快速定位故障根源，能最大限度减少风电机组停机时间，保证风电机组的可利用率，提高风电场的
经济盈利能力。

关键词： 齿轮箱

温控阀

冷却器

油温

引言

温的高低也是衡量齿轮箱是否正常

的动能，通过联轴器传递给发电机。

华电国际宁夏新能源发电有

运行的一个重要条件。每年春季开

润滑采用强迫油循环风冷 +

限 公 司 采 用 了 63 台 华 锐 风 电 机

始，齿轮箱油温高限功率运行的问

飞 溅 润 滑 方 式。 润 滑 油 采 用 Shell

组， 型 号 为 华 锐 SL1500， 齿 轮 箱

题困扰着各个风电场，针对于此问

omala HD320 可耐压合成油，润滑

型 号 为 大 连 重 工 PPSC1290， 传

题，本文进行了简要分析并提出了

油加注量 600L, 设计润滑油流量低

动比为 104.125。额定驱动功率为

技术改造方案。

速泵时 54L/h，高速泵时 104L/h。

1700kW，齿轮箱传动结构为两级
行星和一级平行轴传动，润滑系统
为 HYDAC，润滑方式为飞溅润滑 +
压力润滑。润滑油为壳牌 320 高级

1. 齿轮箱润滑系统
1.1 润滑

运行中的风电机组，在炎热的

齿轮箱的润滑十分重要，良好的润
滑能够对齿轮和轴承起到足够的保
护作用。此外还具有如下性能：
（1）减小摩擦和磨损，具有

合成工业齿轮油。齿轮箱润滑和冷

夏天大负荷运转时，会报齿轮箱油

却系统的性能是否良好，对齿轮箱

温高故障。要想正确处理齿轮箱油

（2）吸收冲击和振动。

的使用寿命非常重要，因为良好的

温高的问题，首先应了解齿轮箱润

（3）防止疲劳点蚀。

润滑和冷却系统不仅可以对齿轮箱

滑与冷却系统的工作过程及原理。

（4）冷却、防锈、抗腐蚀。

高的承载能力，防止胶合。

内部的齿轮、轴承起保护作用，还

华锐 SL1500 机组主要采用南

能够吸收冲击和振动、减少摩擦防

高齿和大重齿轮箱，结构为一级平

止齿轮点蚀和齿面胶合。齿轮箱油

行轴 + 二级行星轮传动形式，经过

温的高低对齿轮油的各项化学性能

三级变速，齿轮副将输入的大扭矩、

式，油冷散热器安装在齿轮箱上方，

指标影响也较大，因此，齿轮箱油

低转速动能转化成低扭矩、高转速

油冷风扇是从机舱内吸风，通过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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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板进行对流换热之后将热风吹到

来控制，不需要增加任何外界的附

机舱外部。

加能量。

2. 原因分析和解决方案

齿轮箱油冷却系统发生故障，

温控阀的动作有以下三种情况：

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油温过高，使

常工作油温为 -15℃ ~75℃之间，

1.2.1 当油温低于 45℃时

得机组限制功率或者故障停机。齿

当 高 于 75 ℃ 时， 机 组 会 自 动 限 制

齿轮箱油的循环路径是通过旁

轮箱油冷系统故障所致油温过高问

出 力， 从 而 保 护 机 组。 当 齿 轮 箱

通模式，直接从齿轮箱来，再直接

题一般两个方面考虑：一是油冷系

油 温 高 于 80 ℃ 时， 机 组 会 自 动 报

回到齿轮箱中去。( 见图 1)

统发生故障；二是齿轮油循环不畅，

华锐 FL1500 机组齿轮箱的正

齿 轮 箱 油 温 高 而 故 障 停 机。 当 齿

致使齿轮油不能充分散热。下面就

轮 箱 温 度 低 于 -15 ℃ 时， 齿 轮 箱

这这两方面所涉及的结构和部件进

中的加热系统会自动加热，将齿轮

行原因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

箱 油 加 热 到 -15 ℃ 以 上， 当 温 度

2.1 机械部件磨损

在 -15 ℃ ~45 ℃ 之 间 时， 齿 轮 箱

齿轮箱内结构为一级平行轴加

油流动的路径为油泵到滤芯再到齿

二级行星轮传动形式，经过三级变

轮箱。在这一过程中如果系统压力
图1

高 10bar，那么齿轮箱油将直接通

速动能转化成低扭矩、高转速的动

过润滑泵到单向阀再到齿轮箱，这
1.2.2 当温度在 45℃ -60℃之

样加速油的循环，使得油温快速升
高。随着油温的升高，系统压力也

速，齿轮副将输入的大扭矩、低转

间时

能，通过联轴器传递给发电机。内
部齿轮多，齿轮在长期的啮合运行

会随之降低，当压力在 3bar~10bar

齿轮箱油的循环路径是通过混

中会出现点蚀、铰合等较大的磨损，

时，溢流阀会自动关闭，3bar 的溢

合模式，直接经过齿轮箱，部分通

由此可造成发热快，促使润滑油温

流阀会自动打开，油经过粗滤流回

过旁路直接流回到齿轮箱，另外一

升快，出现油温高频报现象。

到齿轮箱。当齿轮箱油温进一步升

部分经过散热片流回到齿轮箱。

2.2 温度传感器故障

高时，3bar 溢流阀会自动关闭，齿

1.2.3 当温度高于 60℃时

轮箱油经过滤芯两级过滤后回到油

齿轮箱油循环路径是通过全

箱。如果齿轮箱油温高于 45℃而低

冷却模式，直接经过齿轮箱，待全

于 60℃时，温控阀将开始动作。

部散热片冷却后再流回到齿轮箱。 回传给 PLC 计算当前温度，长时间

温控阀是由充满蜡的混合物和

（见图 2）

齿轮油温度通过铂热电阻

PT100 温度传感器测出，并将信号

运行后，由于线路问题或 PT100 温

一个带工作塞的压力安全外壳组成。

度传感器自身问题，会导致电阻与

温控阀的工作原理是当油 温上升

温度的线性变化与理论值不符。首

时，蜡的体积开始随着温度的升高

先检查 PT100 温度传感器功能是否

而膨胀，并且通过传递压力给一个

正常，用万用表检测 PT100 的阻值

橡胶弹性体，直接推动工作塞。此时，

与温度的关系是否与 PT 铂电阻的

阀体开始整齐地移动，并通往冷却

温度与阻值对应表相对应（PT100

器通道，活塞的移动完全通过油温

图2

温 度 与 阻 值 对 应：0 ℃ 是 100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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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是 108Ω）；其次因为齿轮箱

尘会堵住散热片的通风道，会影响

查滤芯是否有堵塞现象。如果发现

运行中轴承温度应高于齿轮油的温

散热片的散热效果。如果是散热片

滤芯有堵塞现象，需要及时更换滤

度，检查油温、轴温传感器是否安

含有大量的灰尘和污垢，需及时用

芯。如果滤芯表面附着较多杂质，

装正确，如果传感器装反也会造成

高压水枪和纯净水对散热片进行冲

也要立即进行更换。

齿轮箱油温高故障。如有传感器异

洗。如果散热片渗漏油，需更换散

常或者安装不正确，需重新正确安

热片。虑在机组上进行清洗存在困

装或者更换 PT100 或者做相应的接

难，散热片清洗完后晾干延长消缺

屏蔽线等处理措施。

时间，因此需要提前制定散热片采

压力润滑，压力润滑中分油器将润

购计划，清洗时采用替换的方式进

滑油分配后喷射至各齿轮啮合处，

行，在地面清洗，晾干后进行更换。

如果某处喷射管道或油嘴堵塞后会

2.3 油冷风扇电机异常

通过机组控制面板单独开启油

2.6 油路的检查

齿轮箱润滑方式是飞溅润滑和

2.4.2 散热片防尘保护

造成齿轮箱局部温度较高。因此需

冷风扇电机，来检验油冷风扇实际

为有效减少灰尘堆积造成散热

要检查油路循环是否畅通，用手触

的工作效率，通风降温的效果。打

片孔洞堵塞，也可以在散热片底部

摸油管，判断油管里面油温是否变

开油冷风扇电机的接线盒，按电机

加装防尘网，对散热片进行防尘、

化；启动齿轮箱润滑油泵，使用内

铭牌上的接线方式检查接线。查看

防絮保护，从而保证散热片的清洁

窥镜检查齿轮箱喷油嘴，如果有堵

电机的连接方式，观察其工作时是

和正常的工作。同时也能延长散热

塞情况要及时进行疏通。

否处在电机高速模式。如果接在低

片的使用寿命，减少检修人员的工

速模式，不能自动切至电机高速模

作量。

式，会影响散热效果，这样需要连
接至电机高速模式上。

2.5 滤芯的检查

2.7 温控阀的检查

2.7.1 温控阀工作原理
以 45℃温控阀为例，温控阀的

滤芯的更换周期为 6 个月，但

工作原理是当齿轮箱油温达到 45℃

如果在巡视检查中发现污染严重，

时逐渐开启，齿轮油流经散热器，

也可提前更换。检查方法：一是华

经散热器冷却后回到齿轮箱。当齿

风电场一般在风沙较大的偏

锐机组在控制面板中查看滤芯压差

轮箱油温大于 60℃时，温控阀切换

远地区，而且有效的风能密度都在

传感器报警信号，如果有报警信号

动作全部完成。如果温控阀失效，

必须在 48h 内更换滤芯，但需要注

齿轮油无法冷却，温度达到 75℃时

风大、高温、严寒灰尘、扬沙较严重， 意的是该信号在油温高于 30℃时才

机组开始限负荷（华锐机组报故障

油冷散热片孔易被堵塞，影响散热

有效。二是打开滤芯端盖，检查滤

停机）。（见图 3）

效果。这是实际运行中每台机组都

芯的污染程度，用吸铁棒检查滤芯

2.7.2 检查方法

面临的高温限制功率的环境因素，

处的油液是否含有铁屑。如有铁屑

由于齿轮箱油温设定最大值为

需加强巡视，及时清理。

需进一步用工业内窥镜检查齿轮箱

75℃。根据齿轮箱润滑及冷却的工

2.4.1 散热片清洗与更换

内部齿轮齿面情况；如发现齿轮箱

作原理可知，当齿轮箱油的温度大

检查散热片是否漏油或是否有

齿轮或轴承磨合异常，这也有可能

于 75 ℃ 时， 齿 轮 箱 油 的 循 环 路 径

大量的灰尘和污垢。因为大量的灰

是导致油温升高的一个原因，应检

机是通过全冷模式完成的，因此可

2.4 油冷散热片表面积灰，孔洞
堵塞

2

300W/m ，因此，环境条件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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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以对旁路油管与冷却器油管进行对

根据 2016 年油温高治理经验，

比。 正 常 情 况 下， 当 油 温 在 45 ℃

大部分报油温高故障的机组都是由

左右时，齿轮箱上的旁路油管应该

于温控阀未能正常动作导致高温热

在 45℃左右，而去散热片的油管温

油都会全部经过散热板冷却后进入
分配器。

油未经红色油管进入冷却风扇引起。 3. 日常维护
经与温控阀厂家沟通得知，温控阀

在对齿轮箱润滑及冷却系统的

45℃ ~60℃之间时，旁路油管也逐

理论设计寿命大约 3 年，但是实际

日常年度维护及平常巡查过程中，

步关闭，而去散热片的油管温度应

运行中，因为软件参数设置不当和

需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逐渐升高。当量齿轮箱油的油温大

机组油温具体情况影响，寿命会缩

于 60℃时，齿轮箱油循环通过全冷

短至 2 年内。鉴于以上情况，现对

模式完成，途径散热片，油冷风扇

温控阀油路进行改造。

度应该为机舱环境温度。当油温在

（1）对润滑及冷却系统的元
器件和接线需定期检查；
（2）保持齿轮箱中齿轮油的

给散热片强制进行风冷。如果在油

由于温控阀改造难度较大，因

液位、确保压力值在规定范围内，

温大于 50℃后，而齿轮箱去散热片

此不做改造，在下图紫色油管处加

使齿轮箱中齿轮油有足够的循环冷

的油管温度一直是冷的，则有可能

装三通阀连接红色油管，如图 5：

却条件；

温控阀异常。具体检查方法如下：

冬季环境温度低时，将三通阀

当齿轮箱油温高于 45℃时，开启油

左右联通，使其仅依靠温控阀进行

泵电机，使用红外测温仪测量下图

油路调节。

（3）检查齿轮箱润滑系统的
管路是否畅通，散热片是否清洁；
（4）加强对齿轮箱油液的分析，

箭头两个油管的温度，正常情况下

春、夏、秋三季环境温度相对

对齿轮箱油液的性能做到心中有数；

是进入散热片油管温度要高于进入

较高时，齿轮箱润滑油温度基本在

（5）加强齿轮箱振动的检查，

齿轮箱油管的温度，反之则说明温

20℃以上，往年报油温高多发生在

控阀已经失效。对已失效的温控阀

这三个季节，将三通阀左侧和下侧

要及时更换。（见图 4）
2.7.3 温控阀改造

及时发现齿轮箱的早期故障。

联通，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油温多高， 4. 结束语
也不论温控阀性能是否良好，齿轮

油温过高容易引起润滑油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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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降低，容易造成齿面的损伤和
损坏，影响机组的正常运行。因此，
当遇到齿轮箱油温异常时，因分析
原因，采取有效措施排除其故障，
保证设备稳定可靠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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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叶片雨蚀微观机理
及防护特性的研究
□ 文 张立新 赵春妮 中科国风科技有限公司

摘

要： 叶片作为风力发电机关键部件，表面侵蚀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问题，而叶片的雨蚀（即雨水侵蚀）破坏目
前被认为是最主要的破坏因素。本文从微观角度提出一种新的雨蚀破坏模型，该模型能更好的解释风电
叶片的雨蚀破坏的原因和力学模式。另外，结合当前加速雨蚀试验的一般方法，对目前被较为广泛采用
的试验方法的局限性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最后，根据其破坏机理的分析，对目前广泛采用的两种防护方
式提出了几个开发的关键要素。

关键词： 风电叶片

雨蚀机理

雨蚀实验

防护膜

1. 引言

旋转速率较大，尤其对于叶尖部位。

接触的边缘扩展 [3]。该模型，是将

风电叶片是风力发电机组一个

叶片叶尖线速率能达到 90m/s。

雨滴按照一个可压缩成膜的球体进

关键的部件。风电叶片的气动性能

Keegan 等 人 通 过 公 式 进 行 计 算，

行理论模拟。再根据相关力学公式

直接影响到风电机组的发电效率。

在受到雨滴冲击时（一般取直径为

得到上述压强值。

对于已经成型的风电叶片，导致其

2mm），水压接近 140MPa。雨滴

而对于实际叶片受雨滴冲击的

气动性能的改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就

撞击叶片表面使用的理论模型如图

过程分为两部，其一是液滴在瞬间

是叶片长期运行后外形的改变。在

1 所示：

接触叶片表面时雨滴的冲击，表现

运行过程中，叶片的前缘位置长期

为瞬时，受力大。其次该雨滴的扩

受到风力的摩擦，雨水以及砂粒的

散和破碎，而在扩散和破碎的过程

冲击，是最容易出现腐蚀的部位，

中，增大了雨滴的接触面积。表现

而因此导致的气动外形的改变对于

为时间长，受力小。同时，再进一

发电效率有较大的影响 [1]。研究表

图1：液滴冲击固体表面行为示意图

明，轻微的前缘腐蚀可造成年发电

步的雨蚀过程中，叶片表面形成水
膜，该水膜能有效缓冲后续雨滴的

量的损失为 5%，而严重的前缘腐

在液滴冲击固体表面时，液滴

蚀 可 造 成 年 发 电 量 的 损 失 达 25%

对固体表面先产生压缩波，再产生

目前，为了有效降低前缘的被

之多 [2]，而且这种侵蚀破坏会随着

剪切波和瑞利波。该模型也显示，

侵蚀，采用两种办法：①贴膜防护

时间的推移加剧。

在液滴撞击固体表面瞬间，先在液

技术；②前缘保护涂层防护技术。

风电叶片前缘的雨蚀是其腐蚀

滴内部形成压缩液体波，短时间后，

两种方式共同的特征在于：将叶片

的最主要因素。叶片在运行过程中，

这个压缩液体波向液滴和固体表面

表面增加高延伸率弹性体，这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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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效地缓冲外界冲击的办法。

较难像其他叶片位置一样实现较高

片面漆一般为双组份固化体系，在

的质量水平。另外，在对叶片表面

固化过程中，产生交联，分子链逐

该机理更好地描述了在雨滴作用下， 进行滚涂或喷涂施工均为手工，漆

渐增大，在原液滴内部分子链形成

叶片表面的破坏模式。并结合其破

层之间，叶片表面的相邻的区域之

聚集。虽然面漆有一定的自流平性

坏机理，对当前采取的前缘防护方

间，总有缺陷的产生。宏观上缺陷

能，但是在上述 4 个方面的影响下，

式进行评价，并对贴膜防护方式的

如图 3 所示，在滚涂的过程中，每

面漆内部以及表面，微观上仍然会

薄膜材料提出了新的要求。根据这

道滚涂中，均有界面产生，而叶片

有未完全融合的边界存在，这就是

个新的雨蚀损伤机理，指出了传统

的前缘位置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前

边界的缺陷源。

加速雨蚀试验的局限性。

缘面漆光顺层度较差，表面缺陷更

本文构建一种新的雨蚀机理，

2. 叶片面漆施工特性及缺陷机理

多，如图 4 所示。
面漆是由一系列液滴沉积在一

面漆在涂敷表面形成漆膜的过
程如图 5 所示：面漆均是以球状液
滴微粒附着在固体表面，如图 5（A）

在喷涂或滚涂面漆时，一般将

起形成的漆膜，在漆膜的形成过程

所示。当一组面漆液滴在表面附着

叶片摆放为前缘朝向地面，后缘向

中，液滴自身产生了边界。该边界

时，液滴向固体表面沉积，相邻的

上。这样施工，在进行叶片面漆喷

的产生有几个方面的原因：①液滴

液滴之间有微孔存在，如图 5（B）。

涂或滚涂时，人能够尽可能的面向

与液滴之间由于表面张力的作用存

当面漆液滴进一步聚集时，上面的

叶片表面，有利于大面积施工。如

在天然的边界。②液滴在沉积过程

液滴会部分覆盖部分微孔，如图 5

图 2 所示。前缘位于叶片状态的低

中核心和界面也会存在固含量的差

（C）。但是最终漆膜的表面还是

点，相对于叶片压力面及吸力面表

异，这在液滴叠加时会包容气泡类

有微孔存在，如图 5（D）。

面，在滚涂或者喷涂施工时，更容

缺陷，在漆膜固体化过程中部分不

通过上述模型，指出叶片表面

易产生滚涂或喷涂缺陷。一方面，

能被及时排出。③部分面漆由于添

在无论是施工以及微观成膜的机理

人工对于叶片下方的操作较之叶片

加了挥发组分，在挥发份挥发时，

上，均有缺陷的产生，下文结合面

其他位置施工难度大。另一方面，

产生了挥发的通道没有最终完全融

漆缺陷对风电叶片的雨蚀破坏展开

前缘位置曲率较大，滚涂和喷涂均

合消失，该通道产生了边界。④叶

机理方面的分析。

图2：叶片表面滚涂施工

图3：滚涂界面缺陷

图4：叶片前缘面漆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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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风电叶片面漆缺陷-雨蚀机
理损伤模型

风电叶片的雨蚀是在雨滴在一

定速率下对叶片表面的撞击后产生
对叶片的涂层的损伤。若涂层不及

$

%

时进行修复，容易对裸露的玻璃钢
产生光老化及盐雾老化等损伤。而
雨滴对于叶片的涂层的损伤不仅在
于雨滴在叶片高速运转下的冲击，
而更多来源于雨滴在涂层自身的缺
陷上的作用。

'

&

图 6 描述了雨滴在面漆表面的

图5：面漆漆膜形成示意图

作用。当雨滴在落至面漆表面的缺
陷时，雨滴在缺陷表面爆开，如图
6（A，B）所示。同时，雨滴对于
缺陷位置附近的基体材料（这里表
现为漆膜）产生拉 - 拉剪切疲劳，
如图 6（C）所示。从图中直观的看
到雨滴对于面漆上缺陷上的作用，

˄$˅

˄%˅

并产生了拉 - 拉剪切疲劳应力。当

³ ³

雨滴对于缺陷位置产生拉 - 拉剪切
发生疲劳破坏时 , 如图 6（D），雨
滴开始在下一层的缺陷源上进行作
用，直到玻璃钢本体。而这种破坏

˄&˅

˄'˅

图6：面漆缺陷-雨蚀机理模型

的模型所能产生的危害，远大于前
叶片表面，因为不能瞬间排掉产生

这时对于面漆缺陷的拉 - 拉剪切疲

因上述模型是将雨作用于面漆

水膜，而稳定的水膜能作为阻尼缓

劳有较大影响。故对风电叶片的雨

缺陷位置从而产生的表面拉 - 拉剪

解后续雨滴连续作用于面漆缺陷产

蚀破坏，总降雨量和降雨速度都不

切疲劳。故任何增加拉 - 拉剪切疲

生的疲劳。因此，对于短时间内，

是其单一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另外，

劳的强度及程度的方式均是加剧雨

高雨量，平均到单个雨滴上不一定

雨蚀对面漆的拉 - 拉剪切疲劳损伤，

蚀破坏的结果。当叶片运行速率增

能表现出更大的破坏力，而且因为

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弹性延伸率高

大时，叶片与雨滴的相对速率也随

雨膜厚度不同破坏力会也有较大差

的表面显然会改善叶片整体的抗雨

之增大，在雨滴的作用下，面漆的

异。相反，短时间内雨量不大，尤

蚀能力，而且，据我们的研究市场

破坏更容易发生。另一方面看，叶

其是下雨的初期，表面没有雨膜的

上大部分抗雨蚀产品都能满足抗雨

片运行时，较多的雨水连续作用于

时候，单个雨滴的影响会比较大。

蚀需要。

文提到的 keegan 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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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速雨蚀试验及其局限性

目前，采用雨蚀试验来对风电叶

片表面耐雨蚀性能进行测试。该试
验方法一般采用实验室模拟高速雨
水对旋翼进行冲击，如图 7 所示 [4]。
实验采用 ASTM G73 的测试标准进
行测试，采用 120m/s 或更高的冲
击速率作为雨滴的相对速率。最后
根据破坏时间以及总降雨量使用公
式推算抗雨蚀能力。
真实风电叶片运行速率对于叶

图7：加速雨蚀实验装置

尖部位最大为 90m/s，远低于上述
高速雨滴的速率。另外，叶片与雨
滴之间的相对速率增加时，对于风
电叶片表面的破坏形式也发生变化。
相对速率增加，叶片表面开始呈现
冲击破坏，而实际叶片涂层的破坏
为剪切破坏。我们根据文献 [3] 中提
供的测试照片以及实际风电叶片常
年运行的对比照片更能发现问题。
图 7 是采用高速雨滴进行冲击叶片
模型的结果，其中雨滴测试过程中
使用的相对速率为 123 ～ 157m/s，
从图中左侧为接近高速雨滴中心点

图8：高速雨滴冲击叶片样件实验照片

的位置，8（A）所示可以看出涂层
整体破坏，为集中破坏。但远离高

果。根据这一判断我们对外场雨蚀

中，9(A) 对应区域中，面漆出现大

速雨滴中心点的区域 8（B）所示，

真实情况应当得出几个结论：①缺

块掉落现象。也反映了该位置有较

由于高速雨滴雨量减少，破坏形态

陷较少的位置破坏程度较低，缺陷

大区域的界面缺陷。而图中 9(B) 的

呈现明显的圆点状，说明在高速雨

多的位置破坏程度较大。②雨蚀破

区域，虽然为受雨蚀的最直接位置，

蚀下，破坏的状态为直接冲击的典

坏从面漆缺陷边界开始向四周辐射

但未全部破坏，说明该位置的缺陷

型破坏。

状破坏。③最初发生破坏点的位置

程度较其他位置低。另外，我们在

并不一定叶片运行速率最大的点。

其他文献资料的图片也可得到上述

根据本文所提到的叶片雨蚀破
坏模型为面漆界面缺陷 - 雨蚀模型

对外场叶片长时间运行受雨蚀

的机理，叶片雨蚀是雨滴在界面缺

的照片进行分析。图 9 是外场叶片

叶片雨蚀的初始缺陷并未非叶片运

陷位置产生的拉 - 拉剪切疲劳的结

长时运行的雨蚀真实照片。从照片

行速率最大的位置，即叶尖位置。

结论，如图 10 所示。图 10 中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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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叶片受雨蚀程度进一步增加，其
雨蚀沿叶片弦向扩展程度并非受叶
片运行速率的大小线性控制，而破
坏程度明显呈现不规律的现象，也
佐证了雨蚀是从破坏点沿面漆缺陷
边界更多的方向扩展。
根据实际叶片同加速雨蚀试验
破坏形貌的对比，客观反映了加速
雨蚀试验无法完全真实的模拟实际
叶片雨蚀的情况。但是加速雨蚀试
验对于检测叶片表面抗冲击能力是
有一定帮助的。其能直观的反映了
叶片表面涂层或防护材料耐冲击韧
性。同时作为叶片雨蚀机理的探讨
对耐雨蚀材料进行评价是有一定局
限性的。这主要表现在：①叶片真

图9：外场叶片长时运行雨蚀真实照片

实雨蚀是在低速下即可产生的，且
与加速雨蚀的破坏方式有偏差。②

击力远大于对于叶片面漆的横向剪

两者之间的比较关系不够线性。即

叶片涂层的缺陷边界是雨蚀的破坏

切力。而实际叶片面漆横向剪切破

加速雨蚀试验无法准确反映抗雨蚀

源。③高速雨滴对于叶片表面的冲

坏在较低的应力条件下即可发生，

的效果，不排除错误引导的可能性。

图10：外场叶片运行不同时间的雨蚀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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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叶片前缘防护材料的探讨

究，笔者认为雨蚀是雨滴作用于面漆

目前，对于叶片前缘防护主要有

缺陷产生的拉 - 拉剪切疲劳的破坏。

两种方式：①采用前缘特殊防护涂层

另外，本文也对叶片的加速雨蚀试验

（含喷涂薄膜方式）提高叶片表面耐

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该试验无法真

雨蚀性能；②采用前缘防护贴膜提高

实模拟外场叶片的雨蚀，高速模拟雨

叶片表面耐雨蚀性能。

滴对叶片表面的作用，表现为其冲击

对于采用涂层防护的，涂层的边

远大于叶片真实雨蚀的承载延伸率需

界缺陷，不谈粘接的可靠性，在工艺

求，如果用于量化考核，甚至可能产

上，施工过程的复杂就限制了其应用，

生误导。

很难成为最理想的防护材料。

最后，本文对于常用的两种风电

采用前缘防护贴膜提高叶片表面

叶 片 前 缘 防 护 方 式 进 行 了 点 评， 分

耐雨蚀性能，由于贴膜材料致密性较

别提出了对材料特性的需求自己的

好，贴膜后，雨滴无法直接对叶片表

理解。

面的涂层缺陷边界进行作用，加之当
膜的弹性延伸率足以承耐雨滴的冲击
时，也无法对膜产生直接破坏，所以
贴膜显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具体的
要求就是两个：①薄膜在满足雨蚀要
求的同时有可靠的耐环境老化性能。
据我们了解，市场是几乎所有的膜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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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叶片前缘形状对涡轮气动性能的影

响 [J]. 陈雷等 航空动力学报 2013.04.
[2] 风电叶片前缘防护技术进展 [J]. 卢
家骐等 玻璃钢 / 复合材料 2015.7.
[3] On erosion issues associated with
the leading edge of wind turbine blades[J].

性能都已过剩。②薄膜同叶片表面要

Keegan MH, etc. Journal of Physics

有持续可靠的连接。而该问题最为重

D:Applied Physics,2013,46(38).

要。高空贴膜，换膜工作量及施工成

[4] Impact of erosion testing aspects

本太高，因此，采用贴膜方式防护，

on current and future flight conditions[J].

可靠粘接及施工的便捷是用户期望提

O.Gohardani.Progress in Aerospace

升的方向。

Sciences 47(2011).

6. 结论

本文从微观角度上建立了风电

收稿日期：2017 年 4 月 28 日

叶片雨蚀的模型，指出叶片的前缘雨

作者简介：

蚀来源于叶片面漆液滴的边界缺陷，

从事风电叶片工艺及材料研究 8 年以上。专

并从工艺施工的角度以及前缘施工的

长：叶片制造及外出维护技术。

特性和面漆液滴沉积的微观模型方面
提出了边界缺陷形成是必然的。通过
对风电叶片前缘雨蚀的微观模型的研

张立新，长春工业大学材料专业硕士，

赵春妮，毕业于华北电力大学机械工程
及自动化专业，从事风电叶片结构设计 9 年。
专长：叶片结构设计与载荷校验。

2018年8月·93

A

技术交流

rticles of Technologies

风电机组变桨铅酸蓄电池测试数据
分析与检测方法研究
□ 文 张悦超 张金强 朱耀春 彭立新 龙源（北京）风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摘

要： 作为变桨系统后备电源，变桨蓄电池在变桨控制系统中尤为重要，在紧急情况下代替市电将桨叶收回到
安全位置，保证机组安全停机。本文首先介绍了蓄电池性能指标评价参数，分析了影响蓄电池使用寿命
的几大因素。通过选取具备代表性的测试数据，分析了蓄电池的劣化趋势特性，提出了按现有标准定期
更换的不合理性。鉴于蓄电池劣化的客观规律，为确保机组安全运行，提出了基于运行状态更换蓄电池
的策略。

关键词： 铅酸蓄电池

容量

内阻

1. 引言

变桨系统是风力发电机组的主

寿命

检测

2. 性能指标与影响因素
2.1 性能指标

电电流大、放电时间短的特点，因
此最直接反映风电机组变桨蓄电池

国际电工委员会《IEC 60896-

性能的指标为：容量和大电流放电

备电源进行紧急收桨。阀控式铅酸

21-2004 固定式铅酸蓄电池组 . 第

能力。为提高测试效率，我们通常

蓄电池（以下简称“电池”）以其

21 部分 : 阀调型 . 试验方法》中规

采用 3C 电流放电，即电池额定容

较高的经济适用性和免维护性应用

定了阀控型铅酸蓄电池的测试方法， 量 3 倍大小的电流。受容量测试时

最为广泛。风电机组安全链断开或

主要包括：放电容量、大电流放电

间长、测试设备重、设备体积大等

电网故障时能否安全可靠停机，很

能力、短路电流和内阻水平、浮充

因素的限制，通常还可以用内阻、

大程度上取决于变桨蓄电池是否安

寿命、荷电保持能力、低温敏感性、

电压降等指标间接反应电池性能。

全、稳定、可靠。为保证变桨蓄电

气体析出量等共计 21 条试验项目。

刹车系统，紧急情况下一般采用后

（2）内阻

池性能完好，能够满足急停顺桨要

（1）容量

求，各整机厂家、变桨系统厂家和

容量越大，容量测试是判断蓄

所受的阻力，一般指充电态内阻，

电池生产厂家大多要求定期更换，

电池存储能量多少最准确的方法。

即蓄电池充满电时的内阻。蓄电池

即自电池出厂后一定期限内必须更

常用的方法有 20 小时率放电法、

的内阻与容量有着密切的关系，蓄

换，目前大多数厂家要求 2-3 年定

10 小时率放电法、3 小时率放电法

电池内阻升高是蓄电池性能劣化的

期更换。该更换模式是否科学、合理， 和 1 小时率放电法。
本文将对该问题做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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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组急停顺桨时蓄电池具有放

内阻是指电流流过蓄电池内部

重要标志。内阻是目前普遍采用的
测量蓄电池性能最便捷的手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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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测试精度，测试内阻的仪器要

别为安徽某风电场和吉林某风电场

蓄电池容量降低就是因为内部材料

求采用交流放电法原理，且测试频

电池柜月平均温度曲线图，，风电机

在多次使用之后改变了原有的结构，

率为 1kHz。交流放电法也为实现电

组轮毂温度常年在 20-45℃范围区

无法再像新蓄电池完成高效率的充

池在线监测提供了可行性，不需要

间，约半年时间温度都在 25℃以上， 放电。部分机组变桨安全链触发后，

断开电池外接回路，直接在线测试

环境温度高是导致变桨电池寿命缩

变桨系统不考虑市电是否存在，立

电池内阻。内阻测试也可用于蓄电

短的主要原因，有效的控制电池柜内

即采用电池收桨，增加了电池的使

池日常性维护测试和电池的出厂全

温度，可以大幅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用次数，缩短了电池寿命。

检测试。对于风电机组变桨用铅酸

（2）放电电流大小

（4）充电器性能

蓄电池，一般当内阻值超出标称值

在大电流密度和高硫酸浓度条

在大电流密度和高硫酸浓度条

件下，正极二氧化铅易松散脱落。

件下，正极二氧化铅易松散脱落。

放电电流越大，即放电电流密度越

放电电流越大，即放电电流密度越

大，蓄电池的寿命越短。风电机组

大，蓄电池的寿命越短。风电机组

影响蓄电池容量和内阻的因素

变桨电池，放电时就具有电流大、

变桨电池，放电时就具有电流大、

较多，其中环境温度是影响蓄电池

时间短的特点，电流约 20A~30A，

时间短的特点，电流约 20A~30A，时

寿命的主要因素，其它影响因素还

时间持续约 14s~17s。在小电流放

间约 13s~17s。小电流放电时，即便

包括放电深度、放电电流、充放电

电时，即便放电稍深但对蓄电池的

放电稍深对蓄电池的寿命影响不大。

次数等。环境温度高、放电深度深、

寿命影响并不大。

100% 时务必更换。

2.2 影响因素

（5）放电深度

放电电流大、充放电次数多，都会

（3）充放电次数

缩短蓄电池使用寿命。

蓄电池在多次充电、放电的过

止。蓄电池使用寿命受放电深度影

（1）温度

程中，每一次使用都会对内部造成

响较大，过放电会导致蓄电池很快

环境温度每升高 10℃，蓄电池

不可逆的损害，这种损害改变了蓄

失效。蓄电池正极活性物质二氧化

寿命降低一半，特别是在 40℃高温

电池内部材料结构，使内部材料不

铅结合牢固性差，放电时生成硫酸

下使用时，寿命明显缩短。图 1 分

再像最初一样能够完全被转化利用， 铅，充电时又恢复为二氧化铅，硫

放电深度即放电到何种程度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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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电池柜每月平均温度曲线图

2018年8月·95

A

技术交流

rticles of Technologies

酸铅的摩尔体积比氧化铅大。过放

会导致蓄电池过放电。同时，电池

蓄电池已使用 3.5 年，C 风电场的

电时活性物质体积膨胀，结合力破

放置时间过长也可能过放电。

蓄电池已使用 5.5 年，使用时间自

坏，硫酸铅易于脱落，脱落后无法
再转化为二氧化铅，大大影响了电

蓄电池出厂日期起算，一般出厂半

3. 测试数据

年内会安装使用。采用容量测试法

为评估被定期更换下的变桨蓄

3C 恒流放电，电池容量为 7.2Ah，

次急停顺桨，蓄电池放电深度约在

电池性能情况，挑选了 3 个风电场

放电电流为 21.6A，3C 当电压降至

5%-10% 之 间， 放 电 深 度 较 小。

的蓄电池检测。其中，A 风电场的

9.6V 时停止放电，记录放电时间，

但风电机组连续多次故障停机，将

蓄电池已使用 2.5 年，B 风电场的

测试的数据如下表 1 所示。

池的容量和寿命。风电机组执行 1

表1：不同寿命周期的蓄电池测试数据
风电场

A风电场（2.5年）

B风电场（3.5年）

C风电场（5.5年）

电池组

电压（V）

内阻(mΩ)

放电电流（A）

放电时间(s)

电池型号

1号

13.46

22.9

21.6

582

LC-WTP127R2T

变桨系统
能健

2号

13.47

23.2

21.6

580

LC-WTP127R2T

能健

3号

13.46

22.5

21.6

587

LC-WTP127R2T

能健

4号

13.46

22.2

21.6

603

LC-WTP127R2T

能健

5号

13.5

24

21.6

584

LC-WTP127R2T

能健

6号

13.47

23.2

21.6

567

LC-WTP127R2T

能健

7号

13.52

24.5

21.6

582

LC-WTP127R2T

能健

8号

13.54

26.8

21.6

601

LC-WTP127R2T

能健

9号

13.56

25

21.6

567

LC-WTP127R2T

能健

10号

13.55

26.5

21.6

553

LC-WTP127R2T

能健

11号

13.55

26.5

21.6

581

LC-WTP127R2T

能健

12号

13.55

超量程

21.6

0

LC-WTP127R2T

能健

1号

12.97

25.7

21.6

470

LC-WTP127R2T

能健

2号

13.03

25.8

21.6

528

LC-WTP127R2T

能健

3号

13.17

26

21.6

514

LC-WTP127R2T

能健

4号

12.99

26

21.6

474

LC-WTP127R2T

能健

5号

13

26.2

21.6

465

LC-WTP127R2T

能健

6号

12.98

26.2

21.6

500

LC-WTP127R2T

能健

7号

13.03

26.6

21.6

485

LC-WTP127R2T

能健

8号

13.04

26.6

21.6

488

LC-WTP127R2T

能健

9号

12.98

26.9

21.6

435

LC-WTP127R2T

能健

10号

13.04

27.2

21.6

512

LC-WTP127R2T

能健

11号

13.03

27.2

21.6

470

LC-WTP127R2T

能健

12号

13.04

27.4

21.6

503

LC-WTP127R2T

能健

1号

13.42

112.6

21.6

3

LC-WTP127R2T

能健

2号

13.42

98.1

21.6

5

LC-WTP127R2T

能健

3号

13.42

89.6

21.6

11

LC-WTP127R2T

能健

4号

13.41

83.5

21.6

19

LC-WTP127R2T

能健

5号

13.4

76.3

21.6

28

LC-WTP127R2T

能健

6号

13.41

75.9

21.6

37

LC-WTP127R2T

能健

7号

13.37

68

21.6

55

LC-WTP127R2T

能健

8号

13.39

65.6

21.6

67

LC-WTP127R2T

能健

9号

13.33

63.9

21.6

75

LC-WTP127R2T

能健

10号

13.38

57.9

21.6

84

LC-WTP127R2T

能健

11号

13.45

57.1

21.6

92

LC-WTP127R2T

能健

12号

13.44

49.9

21.6

101

LC-WTP127R2T

能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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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中可以看出，A 风电场

停顺桨测试法和状态监测法。通过

（3）当无法顺桨时，需要采

12 号电池出现了异常劣化损坏，无

在线检测法，可准确发现不满足使

用内阻仪或容量测试仪上机判断电

法继续使用，其余电池仅使用 2.5

用要求的电池，及时更换。

池是否出现问题，或是变桨机构其

年了，放电时间普遍较长，在 3 个
风电场中容量最大。B 风电场电池
放电时间比 A 风电场普遍偏小，但

4.1 急停顺桨测试法

目前，各风电场普遍采用急停

差别有限。C 风电场由于备件采购

顺桨测试法检测变桨蓄电池，通常

和更换不及时，电池坚持用到了 5.5

1 个月执行一次，并选择小风天气

年才更换，测试数据显示电池劣化程

测试。急停顺桨测试是在中控室操

度极为严重，部分电池容量接近为零， 作 SCADA 系统，控制机组执行紧

它故障。
但鉴于该方法的有效性和便捷
性，推荐可作为检测蓄电池的主要
方法之一继续使用。

4.2 状态监测法

为弥补急停顺桨测试法的不

已经无法支持机组顺桨。综合 3 个

急顺桨动作，由后备蓄电池提供电

足，可安装电池组在线监测系统。

风电场的测试数据可得出以下结论：

源驱动三个叶片顺桨。通过观察或

该系统能够在不干扰风电机组正常

（1）蓄电池容量越小，内阻

记录顺桨时间和顺桨速度，判断变

使用的情况下，实现对电池组多项

桨后备蓄电池是否存在问题。

参数的实时在线监测，获取所有电

越大，随使用时间延长，内阻逐渐

急停顺桨测试法分为人工测试

池组的健康状态，并根据预设健康

（2）电压无法准确反映蓄电

和自动测试两种。早期的机组均为

状态报警值报警，提醒在电池组开

池的容量和内阻情况，不能作为评

人工测试模式，后期安装的多升级

始劣化甚至容量已经无法保证顺桨

价电池性能的指标；

为自动测试，在自动测试模式下机

之前对电池组进行更换，保证机组

组按照预先设定的程序自动顺桨测

变桨蓄电池的绝对可靠。

增加，容量逐渐减小；

（3）使用 3.5 年的电池各项指
标均正常，完全可以满足继续使用
的条件，按照 2-3 年更换电池的周
期标准有待调整。
（4）电池存在个体差异及突
变的可能，需要定期监视电池的运
行状态。
据有关研究数据，按照 2~3 年
的更换周期被换下的电池，约 90%

试蓄电池。
该检测方法也存在一定的优缺

电池在线监测系统主要由数据
采集单元、无线通讯单元、上位机

点，如下所述：

软件三部分组成。数据采集单元主

优点：

要负责采集每支叶片电池组的电压

（1）操作简单，不需要上机

降、内阻、放电电流、电池温度等

操作；
（2）检测电池的同时可检测
整个变桨机构是否正常。

参数，实时监测电池的状态，并将
数据打包后转送给无线通讯单元；
无线通讯单元负责与数据采集单元

仍可长时间继续使用。因此，建议

缺点：

和塔底交换机之间数据实时交互；

改变原有的定期更换策略，利用状

（1）该试验只能在小风天气

上位机软件系统负责对采集的数据

态检测手段，定期或实时检测电池

测试，不能真实反映在大风天气且

的状态，实现依据电池的状态更换，

机组发电时急停顺桨的真实情况，

避免资源浪费。

更无法定量分析电池容量及性能；

4. 在线检测方法

变桨蓄电在线检测方法分为急

（2）两次检测的中间时间段

分析和报警。

5. 总结

变桨蓄电池的使用寿命最长期

为空白期，无法预测期间可能出现

望可达 6~8 年，但在实际使用中，

的电池突变等情况；

由于受电池柜内温度、充放电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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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变桨蓄电池在线监测系统安装结构布局图

图3：变桨蓄电池状态检测系统上位机软件

理、充放电循环次数多等因素影响，

用的时间，指导风电场制定蓄电池

寿命往往远小于期待寿命，但不至

采购和更换计划，避免盲目更换导

于在 2~3 年之内就达到电池寿命极

致的资源浪费。

限。通过合理的温度控制、减少故
障停机次数等措施，预计可延长电
池使用寿命 1 倍左右。
状态监测法可对电池定量测
试，根据蓄电池电压降、放电电流、
内阻、电机转速、温度等指标综合
评估蓄电池的性能指标。根据在线
状态监测系统，可实时监测和评估
蓄电池状态，推算蓄电池可继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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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机组用支撑电容剩余寿命预测方法
□ 文 薛建国 魏新 王璐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摘

要： 大容量铝电解电容广泛用作风电机组变流系统的支撑电容。作为风电机组中非常重要而又相对薄弱的环
节，准确的预测电容的剩余使用寿命对于机组可靠、高效、经济的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在机组设计时所
使用的铝电解电容器寿命计算公式一般是适用于静态计算条件，难以直接用于复杂工况时的预测，本文
提出了一种适用于变化工况 ( 环境温度、风电机组功率、纹波电流等 ) 下电容器剩余寿命预测的计算模型，
并结合实测数据验证了其有效性。结果证明此方法对于风电机组支撑电容的剩余寿命预测具有一定的实
用价值。

关键词： 风电机组

支撑电容

铝电解电容

引言

随着风力发电技术的不断发

可靠性

剩余寿命预测

等效串联电阻

大及消耗角正切值增大等电参数的
[2]

恶化 。

用 Weibull 模型、Weiner 模型、比
例风险模型等建立了基于统计方法

[3]

展，风电装机容量不断增大，对风

电子设备可靠性预计手册

从

的电容器等电子器件的失效预测模

电机组的安全性和系统的可靠性要

设计角度给出的批量产品的失效率

型，这类模型由于没有考虑具体工

求越来越高。在作为机组核心组件

公式，其是以基本失效率和容量、

况变化，较难推广到建模数据来源

的变流系统中，支撑电容相对其它

质量、使用环境的修正系数乘积计

之外的场合。文献 [9] 通过对电容所

元件寿命较短，其使用状态直接影

算的，但这种计算在设计即已完成，

在电路离线施加电流并测量输出，

响着变流系统的可靠性水平和运行

而无法考虑电容器实际应用的状况。 经过计算得到电容的 ESR。文献 [10]

维护成本，因此有必要对其可靠性

电 容 器 产 品 说 明 书 [4] 则 一 般 根 据

通过在线测量电容电压电流，并计

进行准确的实时评估。

Arrhenius 模型，给出特定工作状态

算 得 到 电 容 容 量 和 ESR。 文 献 [11]

风电机组中广泛应用的铝电解

下的寿命与额定状态下寿命的关系， 通过在线采样电容电压由电路模型

电容，其失效模式主要有开路、短路、 但由于实际工况复杂多变且与寿命

推 导 得 到 ESR。 文 献 [12] 则 利 用 人

漏液、爆炸、电参数恶化等 [1]。若不

的关系为非线性，按平均取值的工

工神经网络算法计算得到电容容量。

考虑由于过压、过流、温度过高或

作状态计算结果误差较大。

这些方法，无论离线或在线，都需

过低引起的灾变性失效，在使用中

对于使用中电容器寿命的状

主要是由于内部电解液随着工作时

态监控或寿命预测，常用的方法

[5]

对成本或资源的占用较多。文献 [13]

间的增加而蒸发，导致等效串联电

有：基于可靠性分布统计模型的方

从电解液蒸发的机理出发，通过参

阻（equivalent series resistance，

法、基于电路模型的方法和基于数

数辨识法得到 ESR，从而建立电容

ESR) 增大、电容量下降、漏电流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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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方法等。如文献

[6-8]

中分别利

对特定电容的参数进行检测或计算，

器退化过程预测模型。文献 [14]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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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henius 原 理 出 发， 通 过 时 间 积

用（t*+Δt） 代 替 原 t 即 可 计 算 当

分的方式进行累积得到电容容值和

前工况下的 ESR 退化量。

ESR 的变化趋势，用于剩余寿命的
判断。但它们都将退化率当作温度
的函数，而没有考虑退化时间对其
的影响。
本文从现有的机理模型和经验

由 公 式（1） 可 知， 电 容 器

ESR 随使用时间单调递增，即由计

1.2 电容器温度计算

算的 ESR 值可得到对应温度下的使

当前使用时刻的电容器温度由

用时间，与额定寿命相减，就可以

环境温度和电容器温升两部分组成：

计算出剩余使用寿命，当剩余寿命

T=Ta+RthPv

（3）

公式出发，引入虚拟使用时间的概

式中，Ta 为当前环境温度，K；

念，提出了一种新的电容寿命预测

Rth 为电容器热阻，K/W；PV 为电

计算方法并进行了应用及探讨。

容总的能量消耗，W。电容能量消
耗包括电介质功耗和电阻功耗，影

1. 剩余寿命计算模型

响因素较多，如电容容量、ESR、

1.1 ESR退化计算

1.3 剩余寿命计算

小于给定阈值 [16]，进行预警。即
（7）
式中，LRUL 是剩余使用寿命，
LT 是在温度 T 下额定使用寿命。不
同温度间额定使用寿命的换算，可
按 Arrhenius 模型计算：

介电损耗系数以及纹波电流、平均

文 献 [15] 所 给 出 的 t 时 刻 ESR

退化的计算公式为：
(1)
式中，R 为当前等效串联电阻，
mΩ；R0 为 初 始 等 效 串 联 电 阻，

（8）

电压、电流频率等，较难直接在线
获取。而现场测试数据分析证明电

式 中，L0 是 额 定 温 度 T0 下 的

容工作纹波电流与机组发电功率具

额定使用寿命，LT 是待转换温度 T

有相关关系，可进行回归建模，如

下的额定使用寿命。

按线性拟合其计算公式为：
Irms=b0+b1Pw

（4）

2. 计算方法步骤

mΩ；T 为电容器核心温度，K；k

式中，Irms 为纹波电流，A；

为与电容性质相关的常数；E 为激

PW 为发电功率，kW；b0，b1 为实

活能与波兹曼常数之比；t 为使用

验拟合系数。进一步的，由纹波电

首先输入电容器相关参数，如

时间，h。

流和当前实际等效串联电阻即可求

电解容量、初始等效电阻、电容常

得电容功耗

数等，初始化模型；将上一时刻等

在实际风电机组运行过程中，
电容温度会随着风速、风向、气温、

Pv=I2rmsRh

(5)

模型计算方法的流程图如图 1

所示。其主要步骤如下：

效串联电阻结果 R(t) 作为 R’h，结

通风状况、发电状况等各种因素的

Rh 为当前热状态下的 ESR，其

合当前计算周期 ∆t 的风电机组功率

影响而变化，无法直接利用公式 1）

与公式（1）所采用的标准温度下的

计算纹波电流和电容功率；然后由

进行计算。这里通过将原来 ESR 的

ESR 间的关系可通过下式计算：

当前环境温度和电容器温升可得到

退化量转变为当前工况条件下的等

(6)

效使用时间 t*，然后继续计算其退
化量，转化公式为：

（2）

电容平均温度 T。
根 据 当 前 温 度 T 由 式（2） 可

式中 ∆T 为当前电容温度与标

计算（t-∆t）时刻的虚拟使用时间

准温度之差；α1 和 α2 为与电解液

t*，然后由式（1）计算当前时刻的

性质有关的常数，可通过实验得到。

标准温度等效电阻 R(t) 以及当前温

考虑到式中 R(t) 与 ∆T 为待计算值，

度 等 效 电 阻 Rh， 判 断 Rh 和 R’h

式中，Δt 为当前时间增量，h。 可用迭代法求解。

的大小，如不同，则用 Rh 更新 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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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测其 ESR 值。结果如图 2 所示。

容 规 格 为 6800 μF， 设 计 寿 命 为

可以看出，计算所得的 ESR 与实测

10000 h（85 ℃）。计算所用工况

的 ESR 结果基本符合，证明模型具

条件来源于 2015 年全年监控数据，

有一定的准确性。另外，计算结果显

记录的分布情况如图 3 所示。

示当电容达到其额定使用时间时，其

图 4 是根据不同日均柜温和功

ESR 值 达 到 30mΩ 时， 这 也 与 生

率计算的额定使用寿命和使用后剩

产中对电容质量检测的标准相一致。

余寿命的对比，可以看出，开始时
剩余寿命与预测寿命相同，随着使

3.2 应用讨论

用时间增加，剩余寿命逐渐减少，

选取某南方 1# 风场 22# 风电

而且两者都与图 3 中的柜温和功率

机 组 为 研 究 对 象， 其 所 用 支 撑 电

有较强的相关性。由于气温和风电

图1：计算过程流程图

重新迭代计算，直至收敛。
由额定使用寿命减去式 2）计
算的等效使用寿命，即得到剩余使
用寿命，递推计算，直至计算的剩

图2：计算ESR结果与实测ESR结果对比

余寿命小于限定值时进行更换预警。

3. 验证与应用
3.1 结果验证

选取三台不同地理位置和投

运时间的风电机组所使用电容作为
验证对象，根据其使用过程的历史
监控数据作为工况条件，按照上述
模型算法与流程进行计算，并将计
算 所 得 ESR 计 算 结 果 统 一 转 换 为
85℃时的等效使用时间。同时从现
场取得实际使用的电容（每台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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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015年监控数据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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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额定使用寿命与预测剩余寿命比较

图5：统一条件下不同风电机组剩余寿命计算结果

机组功率变化不定，使得预测结果

成 的 IGBT(Insulated Gate Bipolar

少一半）。另外，按小时平均计算

的波动也较频繁。为方便比较，我

Transistor) 模块在电控柜中位置不

结果与按十分钟记录数据相比差别

们将其统一转化为此风电机组年平

同，及单个电容在 IGBT 中位置也

较小，这与十分钟内或一小时内风

均柜温与功率（32℃，360kW）下

不同，所以流通散热条件不同，造

电机组运行参数和环境参数变化较

的寿命。如图 5 所示，转化后，预

成其工作温度也会有一定的差别，

小的现场经验较为相符，因此，实

测的使用寿命不变，预测的剩余寿

进而影响到其剩余使用寿命，但考

际应用中以小时为周期计算电容剩

命随着时间单调递减，使结果更为

虑到实施的复杂性，目前无法对每

余寿命，在计算复杂度和结果精度

直观明了，便于应用。更进一步的，

一电容单独预测，所以对每一 IGBT

上都较为合适。

如在预测剩余寿命小于一年时，也

模块按最恶劣条件进行计算。

4. 结论

可根据对未来时期内气温、风速、

由历史数据情况可知，用于模

停机等条件的预测，由模型计算出

型的电控柜温度与机组功率等参数

更为准确的失效到达时间。

随时间波动较大，而其与预测寿命

在工况变化时利用估算等效串联电

另 取 同 一 风 场 09# 风 电 机 组

的关系又是非线性的，因此参数粒

阻退休的模型来预测电容器寿命。

及 2# 风场 11# 风电机组运行数据

度（计算步长）对结果也应有较大

此种方法考虑了环境温度、机组功

进行计算对比（结果折算为与 22#

影响。图 6 为根据数据库存储的十

率及功耗造成电容温升，计算结果

风 电 机 组 相 同 的 柜 温 与 功 率），

分钟数据及按小时、日、月、年平

具有一定的准确性。

结 果 如 图 5 所 示。 可 以 看 出， 同

均后的数据，并按相应周期步长，

计算结果应折算为相同条件下

一风场不同风电机组的电容预测

计算的剩余寿命结果。可以看出，

预测寿命方便比较，计算周期按小

寿命趋势基本相同，但仍有差别，

随着计算步长的增加，预测的剩余

时平均参数计算较为合理，不同风

而不同风场及风电机组的预测寿

寿命变大。其原因是对测量参数的

电机组电容应当分别建模计算。

命差别较大。因此有必要对不同风

平均，抹除了其波动的信息，而波

电机组进行分别建模预测其电容

动的极端条件对寿命的影响尤为强

参考文献：

剩余寿命。而实际上由多个电容组

烈（如经验中每增加 10℃，寿命减

Reliability of Capacitors for DC-

通过引入的等效使用时间，可

[1] Huai Wang,Frede Blaabjerg.

2018年8月·103

A

技术交流

rticles of Technologies

2010, 46(4): 1644-1652.
[11] Weijie Tang, Yao Kai, H. U.
Wenbin ,et al. An Online Monitoring
Scheme of Output Capacitor’s ESR
and C for CCM Buck Converter Without
Current Sensor[J], Proceedings of the
CSEE, 2015, 35(21): 5569-5576.
[12] Hammam Soliman, Condition
monitoring for DC-link capacitors based
on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C],
// IEE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wer Engineering, Energy and
Electrical Drives Riga, Latvia IEEE Press,
2015:587-591.
图6：计算步长对剩余寿命预测结果的影响

[13] 马皓，王林国 . 铝电解电容器
退化分析与故障预诊断 [J]. 电力系统自动

Link Applications in Power Electronic

[6] 王小林 , 程志君 , 郭波 . 基于维纳

Converters-2014;An Overview[J], IEEE

过程金属化膜电容器的剩余寿命预测 [J]. 国

Transactions on Industry Applications,

防科技大学学报，2011，33(4):146-151.

2014, 50(5): 3569-3578.

化，2005，29(15):68-74)
[14] Bo Sun, Xuejun Fan, C. A.
Yuan ,et al., A degradation model of

[7] F. Perisse, P. Venet,G. Rojat.

aluminum electrolytic capacitors for LED

[2] James L. Stevens, Jesse S.

Reliability Determination of Aluminium

drivers[C],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haffer,Jan T. Vandenham. The service life

Electrolytic Capacitors by various

on Thermal, Mechanical and Multi-

of large aluminum electrolytic capacitors:

methods. Application to the Protection

Physics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s in

effects of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J],

System of the LHC[J], Microelectronics

Microelectronics and Microsystems.

IEEE Transactions on Industry

Reliability, 2004, 44(9): 1757-1762.

Budapest, Hungary:EuroSimE, 2015:1-4.

[8] 蔡 忠 义， 陈 云 翔， 张 诤 敏，

[15] A. Lahyani, P. Venet, G.

[3] M I L - H D B K - 2 1 7 E . M i l i t a r y

等 . 基于比例失效率退化模型的可靠

Grellet ,et al. Failure prediction of

Handbook Reliability Prediction

性 评 估 方 法 [J]. 系 统 工 程 与 电 子 技 术 ,

electrolytic capacitors during operation

of Electronic Equipment [S].

2015,37(8):1943-1947)

of a switchmode power supply[J], Power

Applications, 2002, 38(5): 2493 - 2499.

Washington:Defence Department of
USA, 1991.

[9] Xing Si Pu, Thanh Hai Nguyen,
Dong Choon Lee ,et al. Fault Diagnosis of

Electronics IEEE Transactions on, 1998,
13(6): 1199-1207.

[4] N i p p o n C h e m i - C o n .

DC-Link Capacitors in Three-Phase AC/

[16] M. L. Gasperi, Life prediction

Judicious Use of Aluminum Electrolytic

DC PWM Converters by Online Estimation

model for aluminum electrolytic

Capacitors[EB/OL]. [2016-12-08] http:

of Equivalent Series Resistance[J], IEEE

capacitors[C], // Industry Applications

//www.chemi-con.co.jp/ e/catalog /

Transactions on Industrial Electronics,

Conference Thirty-First IAS Annual

aluminum.html.

2013, 60(9): 4118-4127.

Meeting. San Diego, CA:IEEE Press,

[5] H . S o l i m a n , H . W a n g , F .

[10] K. Abdennadher, P. Venet, G.

Blaabjerg. A Review of the Condition

Rojat ,et al. A Real-Time Predictive-

Monitoring of Capacitors in Power

Maintenance System of Aluminum

Electronic Converters[J], IEEE

Electrolytic Capacitors Used in

Transactions on Industry Applications,

Uninterrupted Power Supplies[J], IEEE

2016, 52(6): 4976-4989.

Transactions on Industry Applications,

104·风能产业 Wind Energy Industry

1996:1347-1351.
收稿日期：2017 年 4 月 30 日

作者简介：薛建国，任职于新疆金风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数据开发工程师。

技术交流

Articles of Technologies

2018年8月·105

A

技术交流

rticles of Technologies

106·风能产业 Wind Energy Indust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