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rom The Editor

卷 首 语

进一步完善补贴方式   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

自 200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实施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对可再生能源开发

利用的价格、财税、金融等一系列支持政策，主要是通过从电价中征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的

方式筹集资金，对可再生能源上网电量进行电价补贴。2020 年 1 月 20 日，财政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三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并修订形成了新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管理办法》，为 2020 年及以

后我国新增可再生能源项目如何进行补贴进行了说明。

《意见》主要明确了四方面的内容：一是坚持以收定支原则，新增补贴项目规模由新增补

贴收入决定，做到新增项目不新欠；二是开源节流，通过多种方式增加补贴收入、减少不合规

补贴需求，缓解存量项目补贴压力；三是凡符合条件的存量项目均纳入补贴清单；四是部门间

相互配合，增强政策协同性，对不同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实施分类管理。

根据《意见》，将以收定支，合理确定新增补贴项目规模。根据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补

助资金年度增收水平等情况，合理确定补助资金当年支持新增项目种类和规模。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在不超过年度补贴总额范围内，合理确定各类需补贴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新增装

机规模，并及早向社会公布，引导行业稳定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自 2020 年起，新增海上风电

核准（备案）目不再纳入中央财政补贴范围；而按规定完成核准（备案）并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全部机组完成并网的存量海上风电项目仍纳入中央财政补贴范围。

《意见》明确，充分保障政策延续性和存量项目合理收益。已按规定核准（备案）、全部

机组完成并网，同时经审核纳入补贴目录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按合理利用小时数核定中央

财政补贴额度。对于自愿转为平价项目的存量项目，财政、能源主管部门将在补贴优先兑付、

新增项目规模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

《意见》还指出，将全面推行绿色电力证书交易。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配额制下的

绿色电力证书交易（以下简称绿证），同时研究将燃煤发电企业优先发电权、优先保障企业煤

炭进口等与绿证挂钩，持续扩大绿证市场交易规模，并通过多种市场化方式推广绿证交易。企

业通过绿证交易获得收入相应替代财政补贴。

根据财政部经纪建设司发布的对《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的

官方解读，2020 年可享受补贴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新增项目补贴额度控制在 50 亿元以内。

□ 文   祁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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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4 日，一年一度的行业盛会——

2020 中国风能新春茶话会在北京举

行，来自政府部门、行业协会、风电

企业、科研院所等机构的 600 多位代

表出席。自 2007 年举办第一届始，

风能茶话会已走过 14 个年头，成为

盘点一年收获、展望来年愿景的行业

大聚会。德高望重的前辈们、冲锋陷

阵的一线人员，相关行业和媒体朋友

们齐聚一堂，共话行业发展，同叙绿

色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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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与高质量并重！华能大丰100MW海上扩建项目78天全部交付

国内首台8MW海上风电机组完成吊装

中国海装积极推动“企地合作”  低风速风电设备装配制造示范产业园落地菏泽

国内首台10MW抗台风型海上风电机组顺利通过全功率拖动试验

西门子歌美飒推出6.6MW最大陆上风电机组 并获得全球首个订单

GE中国2019全年陆上风电机组在手订单将达1215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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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6 日，2020 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在

北京召开。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传达学习国务院领导同志

关于能源工作的重要批示要求，总结 2019 年工

作成绩，部署 2020 年重点任务。国家发展改革

委党组书记、主任何立峰，国家能源局党组书记、

局长章建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何立峰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

国内外发展环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能源系统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

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成了一些各方高度

关注的重大事项，建设了一批推动能源高质量

发展的重大工程，谋划了一系列能源发展改革

的重大举措，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

体系不断向纵深推进。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的决策部

署上来，准确把握能源发展形势与任务 , 坚定不

移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始终把保障能源安全

作为首要任务，扎实办好民生实事，坚持清洁

低碳发展方向不动摇，增强科技对能源发展的

支撑作用，深化能源体制机制改革，高质量谋

划能源中长期发展，为实现明年经济平稳健康

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章建华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高度重

视能源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指引推

动 2019 年能源工作取得新的重要成效。能源行

业要深入贯彻落实能源安全新战略，深刻认识

当前能源发展改革的新形势新要求，特别是深

刻把握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集中力

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

持续深化改革的动力优势以及薪火相传的精神

优势，坚定方向信心，不断提高解决能源发展

矛盾问题的能力水平。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策部署，着力构建清洁低

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正确处理稳和进的

关系，国内和国际的关系、全局和区域的关系、

发展与节约的关系以及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坚

定不移地朝着能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方向迈进。

会议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深入贯彻落实能源安全新战略  为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大动力

2020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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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坚强领导下，全国能源系统持之以恒地在“六

个聚焦”上下功夫，2019 年能源发展主要目标

顺利完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

民生改善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障。聚焦党和国

家重大决策，紧紧围绕中心开展工作，重大活

动和主题教育成效显著，助力打赢三大攻坚战

成果突出，贯彻国家发展战略更加有为，能源

服务大局能力实现新提高；聚焦能源安全重大

使命，着力加强重点领域建设，油气增储上产

态势良好，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成效显著，

安全生产形势稳中向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持

续增强，能源供给保障水平取得新改善；聚焦

结构调整重大任务，着力推动增优减劣，坚决

淘汰落后过剩产能，有序发展优质先进产能，

积极推进清洁能源消纳，不断提升能源普遍服

务水平，节能减排工作扎实开展，能源产业转

型升级迈出新步伐；聚焦行业改革重大问题，

着力深化市场化改革，电力体制改革深入推进，

油气体制改革步伐加快，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化，

能源法治建设稳步进行，能源体制机制创新赢

得新突破；聚焦国际合作重大领域，着力扩大

高水平开放，积极应对能源国际合作新风险新

挑战，深化周边和沿线国家合作，海外油气供

应持续稳定，双多边能源合作务实推进，共建“一

带一路”收获新成果；聚焦政治建设重大实践，

大力强化党对能源工作的全面领导，坚决抓好

中央巡视整改工作，落实落细党建工作责任，

持续强化党风廉政建设，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

设，全面从严治党呈现新形象。

会议强调，2020 年能源工作要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

会精神，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

基本方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

标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

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

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遵循“四个革命、一个

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国家能源委员

会会议、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部署要求，

大力推进能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

快发展现代能源经济，奋力推动能源高质量发

展再上新台阶，为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贡献积极力量。要强统筹、重执行，切实抓好

能源战略规划编制实施；要稳基础、优产能，

切实抓好煤炭兜底保障；要补短板、稳增长，

切实抓好油气安全保障；要优布局、盯重点，

切实抓好清洁能源发展和消纳；要攻难关、迎

小康，切实抓好脱贫攻坚各项工作；要保民生，

促持续，切实抓好污染防治攻坚任务；要建机

制、强创新，切实抓好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和示

范；要勇担当、善作为，切实抓好能源监管工

作；要谋共赢、善斗争，切实抓好“一带一路”

能源合作；要抓示范、谋突破，切实抓好能源

领域重要改革；要固根本、求长效，切实抓好

全面从严治党。

国家能源局领导班子成员，监管总监、总

经济师、总工程师出席会议。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负责能源工作的职

能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有关能源企业、金融企

业、能源装备制造企业，行业协会负责同志，

国家能源局机关各司、各派出能源监管机构、

各直属事业单位、中电传媒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会议。

来源：国家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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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提供直接访问过渡件平台的商用和演示用的运动补偿访问系统的主要数据

Ampelmann Barge Master KENZ

A-Type E-Type N-Type Basic Adjustable
EH 15-

25/1800

EH 16-

26/1800

舷梯最小长度（m） 16 21 23 14.9 14.9 14.6 17.1

舷梯最大长度（m） 25 30 32 25.1 25.1 24.6 27.1

最大工作角度+/- deg. +/-17 +/-17 +/-15 +/-18 +/-18 +/-15 +/-18

距甲板高度（m） 5.4 9.5 12 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 常规高度 常规高度

垂直范围（m） 12 14.9 15 12.4 24.4 13 19

舷梯宽度（m） 0.55/1.2 0.55 0.8 0.9 0.9 0.8 1.2

系统重量（吨） 39 105 225 28 86 32.1 49.3

船舶空间（m2） 41.8 95 11m*11m Ø 1.9 m 3.3mx3.3m 40 12

限制波况波高（m） 3 (3.5 for AEP) 4.5 3.5 3.5+ 3.5+ 1.5 3+

船舶长度（m） 55+ 70+ 70+ - - 88 83.7

移动时间（小时） 12 48 60 48 168 48 48

部署时间（秒） 60 60 120 32 60 120 120

最大连接时间（小时） - - - 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

欧洲海上风电场运维交通报告（下）
□ 文   胡搏①　周华②　荷兰能源研究中心（ECN）①　南通风电运维海洋工程有限公司②

3.2 用于人员转移的运动补偿系统
有两种运动补偿模式：主动

和被动。主动运动补偿主要使用

传 感 器 和 控 制 系 统 去 消 除 相 对

运动。

被动补偿主要通过机械连接实

现，该机械连接可实现自身调节。

通过运动补偿舷梯进入海上风电场

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市场，并且新的

系统一直在持续开发中。除了运动

补偿舷梯外，还有其他系统可以安

装在船上并将技术人员转移到过渡

件平台。

为人员提供直接抵达过渡件平

台的大多数系统都是主动运动补偿

舷梯。其也可提供大型货物吊装服

务，大多数情况下可达 1000 公斤。

还有一些运动补偿式起重机能

够使用篮子的形式转移人员。本节

将会介绍将人员转移到过渡件工作

平台的商用系统和运动补偿样机系

统。相关的技术特点会在

3.2.1 节中进行总结，之后这

些系统分别在 3.2.2 节（商用系统），

3.2.3 节（对于尚未部署的演示系统）

和 3.2.4 节（人员转移的替代方式）

中进行分类和介绍。

3.2.1 技术特点概述

下表给出了相关技术特点的

概述。 

（上接本刊 2019 年第 12 期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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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pelmann Barge Master KENZ

A-Type E-Type N-Type Basic Adjustable
EH 15-

25/1800

EH 16-

26/1800

电力消耗（kW） 2*200 2*400 2*450 2*200 2*200 200 260

最大载荷（kg） 300/600 1000 450 2000 2000 300 500/1000

单位面积最大载荷（kg/m2） - - - - - 200 400

冗余 完全冗余 完全冗余 完全冗余 完全冗余 完全冗余 - 完全冗余

穿越性故障（秒） 60 60 60 直至运行结束 直至运行结束 直至运行结束 直至运行结束

已建系统数 >40 >15 >1
3 个建成

2 个在建

1 个建成

2 个在建
2 1

转换次数 >3,000,000 >1,500,000 >20,000 -25,000 -25,000 >20000 >10000

表 5: 提供直接访问过渡件平台的商用和演示用的运动补偿访问系统的主要数据

Lift2work
Osbit-Maxxcess Royal IHC

Safeway Seagull
AM-Series P-Series AM-38

舷梯最小长度（m） 12 - 可变的 26 18

舷梯最大长度（m） 24 18 25 35 10 18 24 32 35 58 38 28-30

最大工作角度+/- deg. N/A +/-17 +/-30 +25/-20 +/-15

距甲板高度（m） 20 常规 常规 常规 6-16

垂直范围（m） 24 常规 常规 - 17

舷梯宽度（m） 2.4 1.2 1.2-2 1.2 1

系统重量（吨） 10-15 - - - 90

船舶空间（m2） 8.8m2 9m2 9m2 3mx3m 30m2

限制波况波高（m） 2.5-4 3 4.5 4 3.5

船舶长度（m） 40+ 任何 任何 >80 >60

移动时间（小时） 8 24 24 - 24

部署时间（秒） 60 60 60 60 60

最大连接时间（小时） - 几周 几周 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

电力消耗（kW） 2*76 可变的 可变的 2*140 75-85

最大载荷（kg） 1000/2500 500 500 1000 1000

单位面积最大载荷（kg/m2） - - - - 4000

冗余 完全冗余 多重 - 完全冗余 根据 B.V.等级

穿越性故障（秒） - - - 故障安全 -

已建系统数 1 0 12 1 3 个建成，6 个在建

转换次数 0 0 100000 >10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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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提供直接访问过渡件平台的商用和演示用的运动补偿访问系统的主要数据

SMST Uptime Uptime
Z-bridge

TAB M TAB L TAB XL 23.4m 26m 30m 45m

舷梯最小长度（m） 13 15 28-38 23.4 26 20 31 15

舷梯最大长度（m） 21 25 43-58 31.4 34 30 45 24

最大工作角度+/- deg. +25/-20 +25/-20 +27/-23 +15/-10 +15/-10 +/-25 +20/-15 +/-15

距甲板高度（m） 最高 30 最高 30 可变的 常规 常规 常规 常规 13

垂直范围（m） 16 19 46 - - - - 12.5

舷梯宽度（m） 0.6 0.9-1.2 1.5 1.2 1.2 1.2 2 1.2

系统重量（吨） - - - 27 45 15 40 50

船舶空间（m2） 20 ft 3m*3m Ø3.2m 10m2 10m2 10m2 10m2 15m2

限制波况波高（m） 2.5-3.5 3-4 >4 3.5 3.5 4.5 >4.5 4

船舶长度（m） SOV SOV,CSV SOV >50 >50 >50 >80 >50

移动时间（小时） 24 - - 40 40 40 100 36

部署时间（秒） 150 150 - 60 60 60 200 60

最大连接时间（小时） - - - 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

电力消耗（kW） 55 100 86 128 128 150 150 50

最大载荷（kg） 300 1000 10000 1000 1000 1000 18000 1000

单位面积最大载荷（kg/m2） - - 400 200 200 200 200 -

冗余 完全冗余 完全冗余 完全冗余 完全冗余 完全冗余 完全冗余 完全冗余 完全冗余

穿越性故障（秒） 故障安全 故障安全 故障安全 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 -

已建系统数
7 个建成

3 个在建

4 个建成

4 个在建
5 27 4 0 82 1

转换次数 - - - 1000000 - - 1000000 >600

备注：

　　1.表中仅包含可公开获取或由开发人员共享的详细技术信息。空白单元格表示数据未可用。

　　2.该表概述了商用和演示的运动补偿接入系统，但不应对它们进行直接比较，因为所包含的数字高度依赖于个别假设。

　　3.限制波浪条件（重要波高或 Hs）的值由相关公司提供，TNO 未进行任何调查， 也未对其准确性给予保证。应该强调的是，

船舶尺寸，船体设计，船舶进入系统的位置，动态定位系统的机动能力以及船长都会对可达性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不能由一个（或

几个）环境参数准确捕获可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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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Ampelmann A-Type

图片：Ampelmann E-Type

图 片 ：Ampelmann N-Type

图片：Barge Master 以及延伸舷梯

图片：Kenz EH-15-25/1800 舷梯

3.2.2 用于人员转移的商用运

动补偿系统

本节列出了目前市场上可用的

系统（TRL 9 在运行环境中验证的

实际系统）。这些还包括尚未安装

但是可为已安装系统提供改良方案

的系统。

Ampelmann A-Type

受 Stewart 平 台 的 启 发，

Ampelmann 系统通过对船舶运动

进行实时测量来消除任何相对运

动，然后通过使用六个液压缸来补

偿运动。第一个概念是 A-Type。

Ampelmann A-Type 系列有四种型

号：AEP，A，A100 和 A400。 它

们的大小和最大运行海况不同。此

外，Ampelmann AEP 和只能转移

人员，而 A100 和 A400 也适合转

移小型货物（分别高达 100 公斤和 

400 公斤）。所有关键组件均以冗

余方式安装，以确保持续安全的运

行。A 型自 2008 年开始投入生产。

Ampelmann E-Type

Ampelmann E 型 的 设 计 基 于

与 A 型相同的技术，但比 A 型大 

1.5 倍。由于其尺寸增大，该系统

能够补偿更高的海况。Ampelmann 

E 型系列有四种型号：E，E100， 

E1000 和 E8000。 它 们 的 大 小 和

最大运行海况各不相同。此外，

Ampelmann E 只能转移人员，而 

E100，E1000 和 E8000 适 合 转

移人员和货物。如其名称所示，

E1000 和 E8000 分 别 能 够 提 升 

1000 千克和 8000 千克货物。从舷

梯到起重机配置的转换（反之亦然）

只需不到一分钟。

Ampelmann N-Type

Ampelmann 的最新产品 N 型

设计用于极端寒冷地区，温度低

至 -40℃，冰雪环境。N 型通过由

船舶完全控制的主动运动补偿和平

台着陆位置和方向的灵活性提高了

操作的安全性和效率。

Barge Master 运动补偿舷梯

Barge Master 的舷梯于 2015 

年推出。舷梯可作为基本系统安装，

直接安装在任何高度的固定基座上

的船只甲板上。舷梯还可以配备带

有集成升降机的可调节底座，以便

于适应着陆高度或潮汐范围的变化。

该系统还可用于 800 公斤货物的

小车转运，并配备一个可提供高达 

2000 千克的起重能力的模块。

Kenz Cranes EH-15-25/1800

Kenz Figee Group 已 经 建 造

了两种类型的 3D 主动补偿舷梯。

第一个系统（EH-15-25 / 1800）

是 由 POSH Endeavor 和 POSH 

Enterprise 联合开发。在接近过程

中，舷梯主动运动补偿。在连接后

和人员转移期间，系统设置为被动

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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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Kenz EH-16-26/1800 舷梯

图片：Royal IHC AMC-38 舷梯

图片：Safeway Seagull 舷梯

图片：SMST TAB

L系列

M系列

XL系列

Kenz Cranes EH-16-26/1800

第 二 个 舷 梯 系 统（EH 16-

26/1800）目前正在 Notus Express 

上安装，将服务于 Hornsea 1 风电

场。它配备主动运动补偿。为了接

近海上风电机组，舷梯配备有保险

杠对接系统。舷梯还配有使用相同 

3D 运动补偿系统的钩子附件用以

将设备安全地提升到平台上。

Royal IHC AMC-38

IHC 内关于主动运动补偿接入

系统的发展可追溯到 2010 年，第

一个系统于 2017 年交付。其长度

为 38 米，是市场上最长的主动运

动补偿通道之一。转舵，旋转和伸

缩运动都得到了积极的补偿。系统

控制模式允许舷梯以被动模式部署

（着陆锥中配有减震器，自由浮动）

或完全主动补偿。Royal IHC 还开

发了专为 SOV 设计的紧凑型舷梯

系统。

Safeway Seagull

Van Aalst 集 团 的 Safeway 

Seagull 运动补偿舷梯于 2015 年在

市 场 上 推 出。Safeway Seagull 具

有集成的垂直高度功能，允许在所

有地点进行水平海上通道。全封闭

式桥梁旨在为所有条件下提供最高

的安全性和舒适性。其零冲击保险

杠保持静止位置，无需与任何海上

结构物理连接。此外，其在舷梯尖

端提供 1 吨 3D 提升。

SMST TAB M, L and XL

SMST 舷梯有三款（M，L 和 

XL），伸缩通道桥（TAB），设计

用于通过较大的船只直接进入平台。

TAB-M 配备了主动运动补偿功能，

已经造出且有 7 节可用。 由于采用

模块化设置，系统可以专门应用于

各种着陆高度，其中容器框架用作

堆叠模块以获得更高的工作高度，

如图 21 的第一张图所示。TAB-L 

通常将与通道和货塔一起供货，包

括一个综合电梯。M 型主要用于步

行到工作应用，而 L 和 XL 型适用

于海上结构和住宿服务船等之间的

长期连接。所有桥梁均可用于货物

装卸，并可供出租。

Uptime 舷梯

Uptime 的大型主动补偿舷梯

（23.4 米或 26 米）自 2013 年以

来一直在市场上销售，并且拥有广

泛的业绩记录。23.4 米款已经生产

了 27 次，26 米款生产了 4 次。由

于在到达着陆点后与固定结构的被

动连接，它们适合于长时间操作。

除了主动运动补偿通道外，Uptime 

还提供更大但被动的运动补偿通道。

新出的 30 米款的市场定位是自动

着陆舷梯（舷梯上没有操作员舱）。

此 外，30 米 款 具 有 起 重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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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MaXccess P系列

图片：OPTS

力，起重能力为 4 吨。目前有两

个 30 米的舷梯正在签订合同（一

个用于 Island Clipper，另一个用于 

Windea“Ulstein SX195） 并 计 划

于 2019/20 交付。根据他们的统计

数据，45 米款已经交付了 80 多次。

这条大舷梯更适合 24/7 连接。  

Zbridge

Zbridge by ZTechnologies 是

一种新建的运动补偿舷梯系统，用

于运送人员和货物（最大 1000 公

斤）。Zbridge 可通过适合四名乘

员和 / 或最多 500 公斤货物的电梯

直接进入主平台。电梯容量可以从 

4 人增加到 8 人，从 500 公斤增加

到 1000 公斤。由于高度可调，着

陆高度可在2.5米至23米之间调节。

3.2.3 用于人员转移的演示运

动补偿系统

上一节列出了商用系统。本节

将显示已在样机层面（TRL 7）进

行演示但尚未部署的系统。

MaXccess P-and AM-Series

Osbit 是一家总部位于英国的

公司， 是 Maxccess 系统的设计者

和供应商， MaXccess 有两种型号：

被动补偿系统（P 系列）和主动运

动补偿系统（AM 系列）。第一个

设计用于自升式，半潜式和动态定

位系泊船舶，通常长度可达 50 米。 

AM 系列设计用于中型动态定位船

舶（80-140 米）， 可 以 桥 接 +/- 

25 米的距离。这种类型将与荷兰海

底技术公司 Seatools 合作设计。

海上乘客转运系统 (OPTS)

LIFT2WORK 的 OPTS 是一种

完全补偿容器，可以安装在各种各

样的船舶中。OPTS 具有 360 度自

由移动的能力，外展距离为 24 米。

最多可同时转移 6 人。除了转移人

员外，OPTS 还可用作完全补偿的

起重机，起重能力可达 1200 kg。

由于其特殊的设计，该系统被认为

是可以替代平台下绳索工作的少数

工具之一，因此它被认为适用于海

上风电场的退役工作。 该系统于 

2018 年建成、测试和认证。

3.2.4 人员转移替代系统

除了运动补偿舷梯之外，还有

系统位于船舶或风电机组结构处，

可以直接进入 TP 工作平台。

Reflex Marine Frog, Wave, Toro

Reflex Marine 提供四种不同

类型的人员运输船，具有不同的形

状，名称和特征供海上使用，如图 

27 所示。在所有情况下，它们都由

外部起重机“驱动”。它们提供了

一个防震舱，人们可以坐或站，周

围有一个保护框架。所有这些都具

有浮力或浮动能力。

虽然这种方法在海上石油和天

然气中很常见，但尚未在海上风电

中实施。该系统的主要优点是安全

性，因为根据 DNV-GL 和 Reflex 

Marine 通过起重机提升的运输船的

转移，每次转移的死亡率比直升机

转移低十倍。此外，它的成本低于

舷梯系统。缺点是需要起重机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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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运行中的 Frog XT（左），Wave-4（右上左），Frog-XT（右上右），

Frong Range（右下左），Toro（右下右）

表 7：运动补偿起重机的主要数据，用于 1 吨以上的部件

Ampelmann Barge Master

BM-T40
MacGregor

SMST
TTS Colibri

E80005 M L

人员转移能力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转移人员的方法 舷梯 吊装 吊装 吊装 吊装 人员吊装篮

最大货物安全工作载荷 8 吨

半径 10 米：

15吨（海况 4）/

20吨（海况 1）; 

半径 20 米：

5吨（海况 4）/ 

8吨（海况 1）

5-20 吨 3-5 吨 5-10 吨

1吨

3吨

7吨

浪高2.5m

最大起重机提升高度(m) 36 35 27 - - 40

最大半径(m) 28 - - 25 35 35

补偿 DOF 6 3 3 3 3 3

限制波况浪高(m) 4 3 4 4.5 4.5 3.5

波浪期限(s) - 4-18 - - - 4

最大风速(m/s) - - - 25 25 24

基础占地 8.4m*9.5m
4:8m；3:7m；

3:7m（三角形）
-

Ø1.8m/Ø2.2m

（关节臂起重面积）

Ø2.6m

（关节臂起重面积）
Ø1.8-Ø3.6m

重量（吨） 111 Barge Master: - 45 84 35-90 吨

85；HPU：34；

起重机：35
（转臂式起重机） （转臂式起重机）

备注：

　　1. 表中仅包含技术详细信息可公开获取或由开发人员共享的系统。空白单元格表示数据未可用。

　　2.该表概述了商用和示范的运动补偿起重机，但不应对它们进行直接比较，因为所包含的数字高度依赖于个别假设。

　　3.最大可行海况（重要波高或 Hs），风速和波浪周期限制的值由相关公司提供， ECN 未进行任何调查，也未对其准确性给予

保证。应该强调的是，船舶尺寸，船体设计，船舶进入系统的位置，动态定位（DP）系统的机动能力以及通过海洋运动驱动船舶的

船长都对可达性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很难通过一个（或几个）环境参数准确捕获。

台或船舶上完成货物或人员的非连

续转移。

3.3 运动补偿式起重机适用于 1 
至 20 公吨的部件

将货物像人员一样转移到海上

结构也很重要。出于维护目的，通

常需要将工具和部件运输到风电机

组和变电站中（单独地，在板条箱

或小容器中）。根据负载的重量，

它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传输。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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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片 ：Barge Master BM-T40

图片：MacGregor 3 轴运动补偿起重机

图片： SMST 3D 运动补偿起重机

图片：TTS COLIBRI

工具和备件可由技术人员或直升机

运送。过渡连接件平台上的吊架起

重机通常也可以从船上提升高达 1 

吨的载荷。此外，如前所述，一些

运动补偿舷梯也能够转移备件（通

常低于 1 吨）。然而，随着负载的

重量增加或平台的高度增加，在离

岸环境中的货物转移可能成为难题。

在这方面，运动补偿起重机被引入

市场。它们通常安装在 SOV 上，即

使在船舶由于波浪和电流而移动时

也可以将负载定位在下落区域。他

们中的一些人也可以转移人员。尽

管运动补偿起重机在市场上相对较

新，但预计它们将来会发挥越来越

大的作用，特别是随着单个风电机

组容量增大（备件更重）。以下，

介绍了市场上 1 公吨以上部件的运

动补偿起重机的概况。首先，表 7

总结了相关的技术特征，然后按字

母顺序显示系统。

Barge Master BM-T40

Barge Master BM-T40 是 一

款 3D 运动补偿式底座起重机。

不 同 于 补 偿 臂 架 运 动，BM-

T40 通过主动补偿基座的运动来保

持整个起重机的静止。 除了提升负

载的适用性外，T40 还经过了安全

转移人员认证。

目前有两个 BM-T40 系统在运

行， 为 Wagenborg 的 Kroonborg

（自 2014 年起）和 Kasteelborg（自 

2018 年以来）的 Shell / NAM 平台

（石油和天然气）提供服务。

MacGregor 3 轴运动补偿起重机

MacGregor 的 3 轴运动补偿起

重机通过液压起重机底座补偿船舶

的俯仰和侧倾运动，并主动补偿起

重机绞车上的升沉运动。 它也可以

连接到人员篮子以转移技术人员。

该系统自 2014 年起使用。

SMST 3D 运动补偿起重机

SMST 提供三种尺寸的 3D 运

动补偿起重机（M，L 和 XL）。该

起重机采用模块化设计，可在相应

尺寸（M，L 和 XL）的 SMST 折臂

式起重机上进行新建和改造。 船上

安装了六个系统：两个 M 型，容

量为 1 吨，在 ØstensjøRederi 的服

务操作船（SOV）上，两个 M 型，

容量为 5 吨，在 Vroon 的海底支

持船上，两个 L 型，容量为 6 吨，

在 Acta Marine 的建筑支持船 Acta 

Aurigaand Acta Centaurus 上。

TTS Colibri

Ulstein 和 TTS 合作为海上工

业提供 TTS Colibri 系列 3D 运动补

偿起重机。Colibri 运动补偿系统是

标准海上起重机的独立附加装置。

它可以作为新建选项或改造安装在

标准起重机的顶端。 此外，Colibri 

使用“突破性的防摇摆技术” 来

减轻直接作用于负载的风引起的运

动。这些起重机有 3 种不同的尺寸：

1mT，3mT 和 7mT。

第一个系统（1mT 版本）已安

装 在 Louis Dreyfus Armateurs 的

新建海上风电 SOV 上。第二台起重

机将于 2021 年交付给其姊妹船。

4. 抵达提升平台的方式
直升机可由风电机组机舱顶部

的提升平台和变电站的直升机平台

提供通道，风速可达 20m / s。由

于直升机通道的安全问题，已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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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开沟（在紧急情况下安全着陆）

的要求，这也对直升机运输的最大

海况有了要求与限制。与 CTV 相比， 

直升机可以显著减少行驶时间但很

昂贵（通常每分钟耗费 100-200 欧

元，具体取决于直升机的尺寸），

并且只能携带少量技术人员（通常

为 3-6 名）以及非常有限的小零件

和工具，（通常小于 100 千克）。

当技术人员在机舱内工作时，直升

机可以在海上风电场等待的时间非

常有限（通常不到 30 分钟），除

非他们可以暂时降落在附近的固定

着陆平台上。一般而言，为海上风

电场提供服务的直升机不会停留在

风电场中。因此，直升机在转移技

术人员后返回直升机场，并在工作

完成后再次来到风电场接送技术人

员。这意味着直升机转运需要两次

往返，费用翻倍。

5. 结论和未来的工作
本章介绍了此报告的主要结

论，并提供了今后工作的范围。

5.1 结论
此报告的主要目标是提供海

上风电的商业化和样机接入解决方

案的概述。比较研究表明，目前大

范围的 CTV 主要用于海上风电活

动，提供通向浪高为 1.2 至 1.5 米

的海域。此外，已经开发了几种增

强 CTV 在可达性和安全性（主要是

进入通道） 方面的性能的系统，但

是只有有限数量的系统在市场上销

售。实际上，除了 Mobimar 夹具

之外，这些商用系统目前都没有用

于 CTV，Mobimar 夹具仅安装在由 

Mobimar 制造的船舶上。为了改善

可达性，SWATH 船舶越来越多地

被使用，特别是用于海上风电场的

安装和调试。由于船上技术人员的

速度和诱发的晕船，CTV 可以服务

于距离海岸 40 公里以内的近岸风

电场。由于速度更快，SES 可以为

距离海岸约 70 公里的海上风电场

提供服务。

然而，目前可用于海上风电领

域的 SES 船只数量非常有限。远海

（超过 70 公里），离岸住宿更合适。

作为接入方式，目前风电场在

海上进一步建设的趋势为 SOV 和

运动补偿舷梯开辟了一个更大的潜

在市场，通常可在浪高 3 米的海况

下运行。然而，即使距离海岸不到 

70 公里的距离，战略原因已经使得

一些服务提供商和风电场业主选择 

SOV 而不是 CTV。近年来，海上风

电行业的 SOV 明显增加：越来越多

的 SOV 被用于风电场安装，调试和

预约的（短期）维护活动。 此外，

许多带有集成运动补偿舷梯的专用

海上风电 SOV 正在进入海上风电场

的（长期）日常运行和维护市场。

此外，运动补偿式起重机已开始在

货物转运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并

且可选择人员。尽管它们在海上风

电行业中相对较新，但随着风电场

越来越远以及风电机组越来越大，

相应的部件也会更大更重，因此运

动补偿式起重机未来市场预计将会

继续增长。

最后，由于高成本以及低客货

运能力，直升机不被视为海上风电

场的主要运输方式。

然而，由于响应时间快和可达

性高，直升机作为辅助支持会非常

有用。因此，预计直升机将主要用

于紧急转移，更多用于辅助通道，

而不是常规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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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国风电产业的高速发

展，风电装机容量不断增长，风电

发展重心从“三北地区”正逐步向

内地低风速地区发展。越来越多的

风电机组安装在山地，风能资源分

布受复杂地形影响，局部气候差异

较大，测风塔代表区域有限，难以

准确评估风能资源 [1]。在投资兴建

以后，不少风电机组的实际发电量

与设计指标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通过考察已投入运行的四川凉

山两个风电项目设计年发电量、年

利用小时数等指标与机组实际运行

的差距，找出产生差距的具体原因。

并通过后评估找出问题，以达到为

后期兴建项目积累经验；进一步优

化设计；更准确地核算项目投资成

本的目的。

1. 某风电场风能资源后评估
1.1 风电场风能资源后评估

项目后评估是指在项目建成投

产或投入使用一定时间以后，对项

目的运行结果进行系统地、客观的

评价，并以此确定预期目标是否实

现，项目是否合理及具有效率。通

过项目后评估，为未来的项目决策

提供经验和教训，以实现投资项目

的最优控制 [2]。

风能资源评估有点评估和区域

评估之分。风能资源点评估是指利

用测风塔观测数据，运用数理统计

方法对风能资源的各项参数进行直

接计算评估；风能资源区域评估是针

对区域，主要运用大气数值模拟技

术，如：大气动力学和热力学基本原

理等，研究近地层大气运动过程、

地形地貌对大气运动产生的影响[3]。

风电场后评估主要指对一个已

经投入实际运行的风电场进行全面

评估，包括运行阶段的风资源以及

运行阶段的风电场运行维护等情况，

找出实际运行阶段与设计阶段存在

的差距，同时进一步分析导致这些

差异的原因 [4]。

1.2 某风电场机组年利用小时数
分析

四川凉山某风电场设计有三期

项目，其中 1 期、2 期已投产运行，

3 期项目还处于测风阶段。已投入

运行的 1 期和 2 期项目分别处于两

个山头。分别有 1.5MW 叶轮直径

为 93 米的“弱风速型”直驱风电

机组 33 台。两期项目机组 2018 年

的利用率都在 99% 以上。2018 年，

机组运行数据的完整率等指标符合

相关国家标准。

2018 年，1 期整个项目全年年

发电量为 1.2262 亿千瓦时，实际

单机年平均利用小时数为：2477 小

时。可研报告估算的项目年发电量

为 1.1392 亿 kWh，设计单机年平

均年利用小时数为：2301 小时；2

期整个项目全年机组发电量 1.1767

亿 kWh，实际单机年平均利用小时

数为：2377 小时。可研报告估算发

电量为 1.0516 亿 kWh，设计单机

年平均年利用小时数为：2100 小时。

某风电场项目设计后评估分析
□ 文   王明军   高原生   东方电气风电有限公司

本文通过对四川凉山已投运两期风电项目的实际运行年发电量和年利用小时数两个指标与设计进行比

较。分析在这两个项目中的机组机位选取及前期风电场风能资源评估存在的不足，为后期兴建项目提供

经验。

风能资源后评估　测风塔　年风电量　年利用小时数　湍流效应

摘　要：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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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8 年发电量来看，两期项目

的实际运行状况，1 期项目的实际

单机年平均利用小时数高出设计值

7.6%；2 期项目的实际单机年平均

利用小时数高出设计值 13.2%。

因此，从整个项目整体来看，

项目的实际运行年总发电量和单机

年平均利用小时数都高于设计值。

风能资源的区域评估符合设计要求。

再考察 1 期、2 期的实际各机

组年发电量和年利率小时数，如表

1 所示。

1 期 的 8#、9#、10#、11#、

12#、13#、14#、15#、16， 这 #9

台机组，2018 年的利用小时数分别

为：3219、3279、3094、3179、

2 8 2 2 、 3 2 1 9 、 2 9 7 8 、 3 1 7 2 、

3073。远超过该项目的设计要求。

年平均风速分别为：6.09、6.22、

5.85、5.97、5.71、6.07、5.97、6.06、

6.05。机组的年平均风速越高，年

利用小时数则越高。与机组年利用

小时数基本吻合。

风况资源好是这些机组的单机

年利用小时数远超过设计值的主要

原因。再具体看这些机组的机位特

点。这些的机组安装机位，不仅地

理位置高，没有障碍物阻挡，不受

障碍物尾流的影响，而且，这些均

在山脊上，在风的主导方向上，没

有安装机组，所以不受其他机组尾

流的影响。

而 1 期项目：2、3、17、18、

19、20、25、26、27、28、29、

30、31、32、33 共 15 台，低于设

表1：两期项目各机组的年发电量和年利率小时数

一期机组 发电量(kWh) 年利用小时数 二期机组 发电量(kWh) 年利用小时数

1 3847364 2565 34 3694089 2463

2 3206708 2138 35 3143666 2096

3 3040024 2027 36 3639315 2426

4 3885434 2590 37 3095920 2064

5 4359356 2906 38 3057729 2038

6 4430370 2954 39 3059336 2040

7 3975611 2650 40 3167800 2112

8 4828084 3219 41 3276677 2184

9 4918898 3279 42 3528523 2352

10 4641525 3094 43 3822562 2548

11 4768000 3179 44 3460811 2307

12 4232872 2822 45 4555219 3037

13 4828596 3219 46 4513362 3009

14 4467260 2978 47 4555600 3037

15 4757318 3172 48 4220677 2814

16 4609876 3073 49 3824978 2550

17 3151781 2101 50 3825411 2550

18 3264688 2176 51 3933188.33 2622

19 3152432 2102 52 4269467 2846

20 3222012 2148 53 4198579 2799

21 3774388 2516 54 3673366 2449

22 3902795 2602 55 3920131 2613

23 3508415 2339 56 3732536 2488

24 3571303 2381 57 3692803 2462

25 3369791 2247 58 4185643 2790

26 3437874 2292 59 3949261 2633

27 2638968 1759 60 2389920 1593

28 2943082 1962 61 1633133 1089

29 2958258 1972 62 1968516 1312

30 2530722 1687 63 3768284 2512

31 2518933 1679 64 3492998 2329

32 2657555 1772 65 3247233 2165

33 3219682 2147 66 3170104 2113

注：各机组的年发电量、年利用小时数和年平均风速等均来自各机组的运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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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年利用小时数 2301 小时数；2 期

项 目：35、37、38、39、60、61、

62 共 7 台，低于设计年利用小时数

2100 小时。这些机组的机位选择方

面，或多或少地存在些问题，因此，

单机年利用小时数达不到设计要求。

尤其是 2 期项目：60#、61#、

62#， 这 三 台 机 组，2018 年 的 单

机 年 利 用 小 时 数 分 别 为：1593、

1089、1312 小时；年平均风速分

别 为：4.48、4.00、4.24。 机 组 的

年平均风速和年利用小时数均低于

项目的设计要求。究其原因，这些

机组机位的微观选址（前期风资源

点评估）是存在问题的。它们处于

山坳，平均风速低，风况极其复杂。

主要问题有：这些机位远离前期风

资源评估的测风塔，实际机位年平

均风速远低于设计值，且受上游机

组的尾流效应的影响，这使得机组

年发电量进一步降低。

再从两个项目的前期资源评估

总体来看，虽然，这两个项目的风

电机组大都分布在山脊，而每个项

目的 33 台机组的总跨度都在 10 多

公里以上，但是，它们都分别只安

装了一个测风塔，测风塔位置的代

表性是存在问题的。因测风塔数量

过少，则难以代表众多机位的风况

条件，因此，对有的机位而言则，

风能资源评估的偏差大；另一方面，

这两个测风塔的安装时间只有整一

年，所收集的数据少、测量时间短，

是产生风资源评估误差的另一个重

要因素。

2. 项目后评估的经验与总结
2.1 测风塔的重要作用

2.1.1 安装测风塔位置的代表性

风电场设立测风塔的目的是为

了能准确反映将来风电场内的资源

情况，为风电场的风能资源评估和

机组机位的微观选址提供数据支

持 [5]。因此，风能资源评价是否准确，

微观选址是否合理，主要决定于测

风塔的位置是否具有代表性，确保

能代表该区域内所布置机组机位的

风况。安装测风塔的位置代表性通

常指：地形代表性与地貌代表性。

地形代表性是指测风塔安装的

地形类型区域，与它能代表的机位

地形类型区域相同。因此，我们不

能用一种地形类型的测风数据去推

算另一种地形类型的风况；地貌代

表性是指安置测风塔的地貌特点应

反映出风电场布置机位所具有的地

貌。若采用测风塔处地貌的测风数

据去推算与之相异地貌机位的风况，

则可能产生很大的偏差。

通常，任何一个山地风电场，

地形类型大致包括：狭口加速地形、

隆升地形、背风地形、正压地形等

四种地形。所以，测风塔的安装应

考虑海拔变化、坡度变化以及植被

变化等各种地形变化。分别在不同

地形类型、不同海拔、不同植被区

域安装不同的测风塔 [6]。在不同地

形下，测风塔所代表范围的参考半

径，如表 2 所示。

2.1.2 测风塔位置选择的注意

事项

复杂地形测风塔的位置选择是

相当关键的。在设立测风塔时，应

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设立测风塔地点的风况，

应代表风电场风资源的风况，在可

利用风资源可能最好的位置和风资

源最差的位置区域，均需设置测风塔，

以便全面掌握风电场风资源状况。

第二、 测风塔四周应处于开阔

地带，尽量远离林区，且无高大建

筑物、树木等，同时，到单个障碍

物的距离应高出障碍物高度的 3 倍

以上，与成排障碍物保持的距离应

在障碍物最大高度的 10 倍以上。

尽量使测风塔四周的粗糙度最小。

第三、沿山脉走向的山脊上设

立测风塔时，如四周地形起伏不大，

则尽量放在缓坡上。

第四、测风塔所选区域的湍流

强度最小、水平偏差及入流角绝对

值最小。

表2：不同地形下测风塔的代表性范围的参考半径[5]

地形 代表性范围半径

平坦地形、粗糙度较一致 5-6km

丘陵、起伏山峦或粗糙度变化较大的区域 3-4km

起伏大的山区 2km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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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测风塔需建立在风电场

主导风向的上风向位置。对我国来

说，众多山地大都属于季风性气候。

冬季为迎风面的山坡，而在夏季则

可能成为背风面，因此，在可能安

装风电机组的季节性坡面上均需设

置测风塔。

第六、 为避免“塔影效应”，

即：塔体对测风精度的影响，在测

风塔的轮毂高度上，受季风影响较

为明显的区域，在两个季节性迎风

面上均需安装测风仪 [7]。

2.2 应准确预测风电场长期风资
源状况

年平均风速变化和风速频率分

布对预测和评估机组及风电场的年

发电量非常重要。关系到年发电量

评估是否准确的问题。

由气象站长时间观测数据发

现，如果仅用测风塔 1 年的现场测

风数据，去推测某个机位或风电场

长时间的风速状况，很可能引起的

误差很大。现场数据越少，越容易

产生误差。在风速较低的区域，风

速变化对发电量的影响就更加明显，

所以，测试时间短，且数据少而产

生的预测误差就更大。

通常，年平均风速误差 10%，

那么，发电量预测误差可能达到

20%。与之相反地，如果采用 3 年

的现场测风数据来代表当地的长时

间风速状况，平均风速和年发电量

与长期平均值之间的误差就会很低，

只有 3% 和 4%。因此，精准地预

测现场长时间风况，对于评估规划

风电场的发电量至关重要。

2.3 重视各机位的微观选址    
各机位机组的年利用小时数与

微观选址密不可分。一般风电场选

址需要两年时间，使用测风塔和评

估软件等对选址内的风资源分布情

况进行详细勘察。国内外的经验教

训表明，由于风电场选址的失误造

成发电量损失和增加维修费用等将

远远大于对场址进行详细调查的费

用。因此，风电场选址对于风电场

的建设是至关重要的 [8]。

在微观选址时，仅有气象资料

提供的风速、风向数据是不够的，

一般要在装机地点附近有代表性的

位置用 ( 一个或多个 ) 测风塔进行

一年以上的现场测风，测量风向、

风速、温度和湍流强度等。然后根

据这些测量数据，利用软件评估整

个风电场的风资源分布情况。如果

地形复杂，则需要布置多个测风塔 ,

通过测风塔和模拟软件的评估，可

使风资源评估误差在 5% 以内 [8]。

为避免风电场微观选址失误，

对复杂地形条件下的资源评估要做

到精细化。在选址和机位布置上必

须达到更精准程度，测风塔可能需

要立得多一点、测风时间长一点，

再加上激光雷达测风，适应性更好

的风资源评估软件，业内在做评估

分析的时候，要做得更专业一些，

进而对资源掌握得更加精准。

低风速风电场大多地处山地，

风况和地形条件复杂，不同机位之

间的风况差别很大，如超过一种机

型的承受能力，则应按照各机位

的风况条件选择多种机型与之相

对应 [9]。

2.4 降低尾流效应提高发电量
2.4.1 尾流效应及湍流的不利

影响

随着风力发电技术的发展，超

大型风电机组的发电容量迅速扩大，

意味着更高的塔架设计和更长的叶

片设计。叶片的加长，使得扫风面

积增大，尾流区也随之增大；同时，

塔架的增高，使得尾流效应的性质

更加复杂。研究表明，对于大型风

电机组，尾流效应的作用是不能忽

视的，它对风机的承载部件的疲劳

载荷的增大有着重要影响，并且对

风电机组输出功率特性也有显著影

响 [10]。

目前，复杂山地风电场较多，

较高的湍流强度是复杂风电场的主

要特征之一。湍流强度增强了山顶

的地形加速效应，并在下风坡以更

快的速度衰减，而风电机组的存在

加强了这一效应。沿着机组排布很

窄的风向区间内，发电量降低非常

显著。当风向偏离排布线后，发电

量损失随着风向变化快速减小。

2.4.2 减小尾流效应提高发电量

影响尾流效应的物理因素主要

有：地形；风速风向；机组排列方式；

机组之间的间距 [11]。位于下游的机

组在发电量上受尾流的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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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丘陵地区地形地貌对发电量影响

较大。通过数理统计分析得出尾流

增大 1%，年利用小时数减小 24 小

时 [12]。

斯坦福大学近日公布了一项最

新研究成果，可以显著提高风电场

发电量，尤其对于低风速地区的风

电场。通过操控风电机组尾流方向，

即采用机组偏离主风向的控制技术

能够使特定风电场的发电量大约增

加 50%[13]。项目研究者，来自斯坦

福大学土木、环境和机械工程教授

John Dabri 表示：“为了实现可再

生能源发电的全球目标，我们需要

找到从现有风电场获得更多能源的

方法。一直以来，风电场研究的重

点一直是风电场中单台风机的性能，

但实际上应该考虑整个风场，而不

仅仅是其各个部分的总和。”

在使用“尾流转向”的策略后，

前排机组的发电量会降低，但由于

尾流效应的减小，后排风机的发电

量显着增加。特别是在低风速地区

运行的风场，大量机组在原本输入

极低的风速条件下，局部位置的机

组发电量提高了 72%。“尾流转向”

也有助于风电场的电力输出更加平

稳，降低机组的机械疲劳载荷 [13]。

因此，为了减小尾流效应提高

发电量。一方面，通过对风电场尾

流效应的研究，兴建风电场确定机

组机位时，选择机组之间的最佳距

离和排布方式，使机组之间的相互

影响最小；另一方面，在机组投入

运行时，通过调整偏航角度却有助

于整个风场总体的发电量。

由于尾流的存在，机组之间必

须保持一定的距离，调整上游机组

的偏航角度，既是出于提高发电量

的考虑，也是机组安全运行的需要。

风电机组正在变得越来越大，叶片

也越来越长，对机组尾流效应的研

究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3. 结论
由于风能资源的不确定性以及

风电场地形的复杂性，导致风能资

源成为影响风电场效益的主要原因。

因此，开展基于风能资源的风电场

后评估能从多种可见因素中寻找设

计与实际运行产生差异的因素，减

少在风电场设计阶段可能出现的可

避免因素，缩小设计效益与运行效

益之间的差异，提高风电场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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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 Policies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发展

改革委、物价局、能源局，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财政局、发展改革委，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非水可再生能源是能源供应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内容。当

前，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已进入产业转型升

级和技术进步的关键期，风电、光伏等可再

生能源已基本具备与煤电等传统能源平价的

条件。为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稳定

发展，提出以下意见。

一、完善现行补贴方式
（一）以收定支，合理确定新增补贴项

目规模。根据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补助资

金年度增收水平等情况，合理确定补助资金

当年支持新增项目种类和规模。财政部将商

有关部门公布年度新增补贴总额。国家发展

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在不超过年度补贴总额

范围内，合理确定各类需补贴的可再生能源

发电项目新增装机规模，并及早向社会公布，

引导行业稳定发展。新增海上风电和光热项

目不再纳入中央财政补贴范围，按规定完成

核准（备案）并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全

部机组完成并网的存量海上风力发电和太阳

能光热发电项目，按相应价格政策纳入中央

财政补贴范围。

（二）充分保障政策延续性和存量项目

合理收益。已按规定核准（备案）、全部机

组完成并网，同时经审核纳入补贴目录的可

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按合理利用小时数核定

中央财政补贴额度。对于自愿转为平价项目

的存量项目，财政、能源主管部门将在补贴

优先兑付、新增项目规模等方面给予政策支

持。价格主管部门将根据行业发展需要和成

本变化情况，及时完善垃圾焚烧发电价格形

成机制。

（三）全面推行绿色电力证书交易。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配额制下的绿色

电力证书交易（以下简称绿证），同时研究

将燃煤发电企业优先发电权、优先保障企业

煤炭进口等与绿证挂钩，持续扩大绿证市场

交易规模，并通过多种市场化方式推广绿证

交易。企业通过绿证交易获得收入相应替代

财政补贴。

二、完善市场配置资源和补贴
　　退坡机制

（四）持续推动陆上风电、光伏电站、

工商业分布式光伏价格退坡。继续实施陆上

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
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财建〔2020〕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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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光伏电站、工商业分布式光伏等上网

指导价退坡机制，合理设置退坡幅度，引导

陆上风电、光伏电站、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尽

快实现平价上网。

（五）积极支持户用分布式光伏发展。

通过定额补贴方式，支持自然人安装使用“自

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的户用分布式光伏

设备。同时，根据行业技术进步、成本变化

以及户用光伏市场情况，及时调整自然人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定额补贴标准。

（六）通过竞争性方式配置新增项目。

在年度补贴资金总额确定的情况下，进一步

完善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市场化配置

机制，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优先选择补贴强

度低、退坡幅度大、技术水平高的项目。

三、优化补贴兑付流程
（七）简化目录制管理。国家不再发布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目录。所有可再生能源

项目通过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平台填报

电价附加申请信息。电网企业根据财政部等

部门确定的原则，依照项目类型、并网时间、

技术水平等条件，确定并定期向全社会公开

符合补助条件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清单，

并将清单审核情况报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国家能源局。此前，三部委已发文公布

的 1-7 批目录内项目直接列入电网企业可再

生能源发电项目补贴清单。

（八）明确补贴兑付主体责任。电网企

业依法依规收购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及时兑

付电价，收购电价（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电

价）超出常规能源发电平均上网电价的部

分，中央财政按照既定的规则与电网企业

进行结算。

（九）补贴资金按年度拨付。财政部根

据年度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预算和补助

资金申请情况，将补助资金拨付到国家电网

有限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和省

级财政部门，电网企业根据补助资金收支情

况，按照相关部门确定的优先顺序兑付补助

资金，光伏扶贫、自然人分布式、参与绿色

电力证书交易、自愿转为平价项目等项目可

优先拨付资金。电网企业应切实加快兑付进

度，确保资金及时拨付。

（十）鼓励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对

列入补贴发电项目清单的企业予以支持。鼓

励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对于符合规划并

纳入补贴清单的发电项目，合理安排信贷资

金规模，切实解决企业合规新能源项目融资

问题。同时，鼓励金融机构加强支持力度，

创新融资方式，加快推动已列入补贴清单发

电项目的资产证券化进程。

四、加强组织领导
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是推动

能源战略转型、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

容，各有关方面要采取有力措施，全面实施

预算绩效管理，保障各项政策实施效果。各

省级发改、财政、能源部门要加强对本地区

非水可再生能源的管理，结合实际制定发展

规划。各省级电网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可再生能源法》以及其他政策法规规定，通

过挖掘燃煤发电机组调峰潜力、增加电网调

峰电源、优化调度运行方式等，提高非水可

再生能源电力消纳水平，确保全额保障性收

购政策落实到位。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  　 　　

2020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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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规范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

助资金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等，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

（以下简称补助资金）属于可再生能源发展

基金，是国家为支持可再生能源发电、促进

可再生能源发电行业稳定发展而设立的政府

性基金。补助资金由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

入筹集。

第三条　按照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要求和程序，由财政部按照以收定支的原则

编制补助资金年度收支预算。

第四条　享受补助资金的可再生能源发

电项目按以下办法确定：

（一）本办法印发后需补贴的新增可

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以下简称新增项目），

由财政部根据补助资金年度增收水平、技术

进步和行业发展等情况，合理确定补助资金

当年支持的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补贴总

额。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根据可再

生能源发展规划、技术进步等情况，在不超

过财政部确定的年度新增补贴总额内，合理

确定各类需补贴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新增

装机规模。

（二）本办法印发前需补贴的存量可再

生能源发电项目（以下简称存量项目），需

符合国家能源主管部门要求，按照规模管理

的需纳入年度建设规模管理范围，并按流程

经电网企业审核后纳入补助项目清单。

第五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

应按照以收定支原则，制定可再生能源发电

项目分类型的管理办法，明确项目规模管理

以及具体监管措施并及早向社会公布。有管

理办法并且纳入国家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规

模管理范围的项目，相应给予补贴。

第六条　电网企业应按照本办法要求，

定期公布、及时调整符合补助条件的可再生

能源发电补助项目清单，并定期将公布情况

报送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

纳入补助项目清单项目的具体条件包括：

2020 年 1 月 20 日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共同修订形成了新的《可再生

能源电价附加资金管理办法》（财政部文号：财建〔2020〕5 号），全文如下：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
资金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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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增项目需纳入当年可再生能源

发电补贴总额范围内；存量项目需符合国家

能源主管部门要求，按照规模管理的需纳入

年度建设规模管理范围内。

（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已完成审批、

核准或备案；符合国家可再生能源价格政策，

上网电价已经价格主管部门审核批复。

（三）全部机组并网时间符合补助要求。

（四）相关审批、核准、备案和并网要

件经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平台审核通过。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南方电网有限责任

公司分别负责公布各自经营范围内的补助项

目清单；地方独立电网企业负责经营范围内

的补助项目清单，报送所在地省级财政、价

格、能源主管部门审核后公布。

第七条　享受补助资金的光伏扶贫项目

和公共可再生能源独立电力系统项目按以下

办法确定：

（一）纳入国家光伏规模管理且纳入国

家扶贫目录的光伏扶贫项目，由所在地省级

扶贫、能源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国务院扶贫

办、国家能源局审核后报财政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确认，符合条件的项目列入光伏扶贫

项目补助目录。

（二）国家投资建设或国家组织企业投

资建设的公共可再生能源独立电力系统，由

项目所在地省级财政、价格、能源主管部门

提出申请，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

能源局审核后纳入公共独立系统补助目录。

第八条　电网企业和省级相关部门按以

下办法测算补助资金需求：

（一）电网企业收购补助项目清单内项

目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按照上网电价（含

通过招标等竞争方式确定的上网电价）给予

补助的，补助标准 =（电网企业收购价格 -

燃煤发电上网基准价）/（1+ 适用增值税率）。

（二）电网企业收购补助项目清单内项

目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按照定额补助的，补

助标准 = 定额补助标准 /（1+ 适用增值税率）。

（三）纳入补助目录的公共可再生能源

独立电力系统，合理的运行和管理费用超出销

售电价的部分，经省级相关部门审核后，据实

测算补助资金，补助上限不超过每瓦每年 2

元。财政部将每两年委托第三方机构对运行

和管理费用进行核实并适时调整补助上限。

（四）单个项目的补助额度按照合理利

用小时数核定。

第九条　每年 3 月 30 日前，由电网企

业或省级相关部门提出补助资金申请。

（一）纳入补助目录的可再生能源发电

项目和光伏扶贫项目，由电网企业提出补助

资金申请。其中：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南方

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向财政部提出申请；地方

独立电网企业由所在地省级财政、价格、能

源主管部门向财政部提出申请。

（二）纳入补助目录的公共可再生能源

独立电力系统，由项目所在地省级财政、价

格、能源主管部门向财政部提出申请。

（三）电网企业和省级相关部门提出

的新增项目补助资金必须符合以收定支的原

则，不得超过当年确定的新增补贴总额。

第十条　财政部根据电网企业和省级相

关部门申请以及本年度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

收入情况，按照以收定支的原则向电网企业

和省级财政部门拨付补助资金。电网企业按

以下办法兑付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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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年纳入国家规模管理的新增项

目足额兑付补助资金。

（二）纳入补助目录的存量项目，由电

网企业依照项目类型、并网时间、技术水平

和相关部门确定的原则等条件，确定目录中

项目的补助资金拨付顺序并向社会公开。

光伏扶贫、自然人分布式、参与绿色电

力证书交易、自愿转为平价项目等项目可优

先兑付补助资金。其他存量项目由电网企业

按照相同比例统一兑付。

第十一条　电网企业因收购可再生能源

发电量产生的其他合理费用，以及按要求对

补助资金进行核查产生的合理费用，由财政

部审核后通过补助资金支持。

第十二条　各级财政部门收到补助资

金后，应尽快向本级独立电网企业或公共可

再生能源独立电力系统项目单位分解下达预

算，并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及时

支付资金。

电网企业收到补助资金后，一般应当在

10 个工作日内，按照目录优先顺序及结算要

求及时兑付给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电网企

业应按年对补助资金申请使用等情况进行全

面核查，必要时可聘请独立第三方，核查结

果及时报送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

能源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财

政部需适时对项目开展核查，核查结果将作

为补贴发放的重要依据。核查结果不合格的

项目，电网企业应暂停发放补贴。

光伏扶贫项目补助资金应及时兑付给县

级扶贫结转账户。

第十三条　补助资金实施绩效管理。

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根

据绩效管理要求确定年度绩效目标和评价要

求。年度结束后，电网企业和省级能源主管

部门应开展绩效自评，自评结果报国家能源

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

发展改革委汇总后将补助资金整体绩效评价

结果报财政部。财政部将适时组织对补贴政

策执行情况开展重点绩效评价，强化评价结

果应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及时调整完善政

策、优化预算安排。

第十四条　电网企业和可再生能源发电

企业存在违反规定骗取、套取补助资金等违

法违纪行为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

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

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五条　各级财政、发改、能源等部

门及其工作人员在补助资金审核、分配工作

中，存在违反规定分配资金、向不符合条件

的单位（个人）分配资金、擅自超出规定的

范围或者标准分配或使用补助资金等，以及

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

违纪行为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监察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

例》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会同相关部

门按职责分工进行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2012 年 3 月 14 日印发的《可再生能源电

价附加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建〔

2012〕102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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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联合

发布了《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

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2020 年 2 月 3 日，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现就该文件出台的背景、政策目标、

主要内容等相关事项进行解读如下：

一、《意见》出台背景
自 2006 年《可再生能源法》实施以来，我国逐

步建立了对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价格、财税、金融

等一系列支持政策。其中，对于可再生能源发电，通

过从电价中征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的方式筹集资

金，对上网电量给予电价补贴。2012 年，按照有关

管理要求，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转由财政部会同发展

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共同管理。此后，中央财政累

计安排资金超过 4500 亿元，有力支持了我国可再生

能源行业的快速发展。截至 2019 年底，全国累计风

电装机 2.1 亿千瓦，光伏发电 2 亿千瓦，生物质发电

2254 万千瓦，为实现 2020 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

能源消费总量比重的 15% 目标提供了有力支撑。同

时，在规模化应用的过程中，风电、光伏发电等可再

生能源发电技术水平不断提升，成本持续下降，已具

备和传统能源竞争的基础，逐步成为我国能源结构转

型的重要力量。

同时要看到，随着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快速发展，相

关管理机制已不能适应形势变化的要求。可再生能源电

价附加收入远不能满足可再生能源发电需要，补贴资金

缺口持续增加，相应带来一系列问题，亟需对相关管理

机制进行调整，以更好适应可再生能源行业发展现状，

实现可再生能源向平价上网的平稳过渡。

在充分总结相关政策经验的基础上，财政部、发

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自 2018 年起即共同着手《意

见》的起草工作。2019 年以来，财政部、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以召开座谈会、调研等形式，广泛听取相

关部门、地方、行业协会、企业、研究机构和专家的

意见。为推进可再生能源发电行业稳定健康发展，在

充分吸收各方意见后，经认真研究，最终形成了《意

见》。

二、《意见》的主要内容
《意见》主要明确 4 方面内容：一是坚持以收定

支原则，新增补贴项目规模由新增补贴收入决定，做

到新增项目不新欠；二是开源节流，通过多种方式增

加补贴收入、减少不合规补贴需求，缓解存量项目补

贴压力；三是凡符合条件的存量项目均纳入补贴清单；

四是部门间相互配合，增强政策协同性，对不同可再

生能源发电项目实施分类管理。

三、2020年新增补贴项目确定办法
自 2020 年起，所有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均

采取“以收定支”的方式确定。根据基金征收情况和

用电量增长等因素，预计 2020 年新增补贴资金额度

为 50 亿元，可用于支持新增风电、光伏发电、生物

质发电项目。同时，自 2020 年起，新增海上风电和

光热项目不再纳入中央财政补贴范围，由地方按照

关于《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
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

的若干意见》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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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予以支持，按规定完成核准（备案）并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全部机组完成并网的存量海上

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光热发电项目，按相应价格政策纳

入中央财政补贴范围。

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将进一步明确 2020 年

可享受补贴的可再生能源发电类型和分类别的补贴额

度，相应出台具体的管理办法，确保新增项目补贴额

度控制在 50 亿元以内。目前，国家能源局已就 2020

年风电、光伏发电管理办法征求了各方意见，正在修

改完善。发展改革委正在研究生物质发电项目的管理

办法。为引导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确保“以收定支”

原则的有效落实，未出台管理办法以及未按照管理办

法纳入国家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规模范围的项目，将

不享受中央财政补贴政策。

四、存量项目享受补贴政策的确认办法
自 2020 年起，凡是符合条件的存量项目均纳入

补贴清单。财政部将要求电网企业尽快启动补助清单

的申报、审核和发布等工作。第一批至第七批目录内

项目可直接列入补助清单，尚未纳入补助清单的项目

通过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平台进行申报，经省级

能源、价格管理部门进行合规性审查后，由电网企业

根据相关管理办法规定，依照项目类型、并网时间、

技术水平等条件确定，定期向全社会公布，并报财政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备案。国家不再发

布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补助目录。

电网企业应优先兑付光伏扶贫、自然人分布式、

2019 年光伏竞价项目、自愿转平价项目。

五、单个项目补贴额度确定办法
为稳定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收益预期，单个项目

补贴资金额度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定电价时采用的

年利用小时数和补贴年限确定。达到补贴资金额度的

项目不再享受国家补贴，但仍可按照燃煤发电上网基

准价与电网企业进行结算，获得更多收益。

六、关于接网工程补贴资金结算办法
根据《关于公布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

录（第七批）的通知》（财建〔2018〕250 号），已

纳入和尚未纳入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

录的可再生能源接网工程项目，不再通过可再生能源

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给予补贴，相关投入由国家发展改

革委在核定输配电价时一并考虑。可再生能源发电企

业所建接网工程，应由所在地电网企业回购，对于已

纳入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录并领取补贴的

接网工程，电网企业在接网工程回购时应扣除已获得

的补贴资金。

七、鼓励金融机构对列入补贴清单的项目予以支持
新的管理机制建立后，随着以收定支、新增项目

不新欠以及合规项目纳入补贴清单等措施的落地，可

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将具有稳定的收益。金融机构可据

此作为评估项目的依据，按照市场化原则，对绿色能

源予以支持，共同促进可再生能源行业可持续发展。

八、加强监管，保障享受补贴资金项目的合规
　　性，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为保证财政补贴资金充分发挥效益，加强补贴资

金使用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根据《可再生能源法》

要求，财政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开展多种方式的核查工

作：一是电网公司自查，每年定期组织对纳入补助清

单的项目开展核查工作，必要时可聘请第三方机构，

重点核查项目是否符合行业管理要求、补贴电量是否

真实、发电项目补贴资金结算是否符合规则；二是由

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组织开展专项核查，对发电

项目建设程序、审批流程、运行排放是否合规进行核

查；三是财政部将适时组织对补贴资金申领、发放等

进行核查。电网企业和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存在违反

规定骗取、套取补助资金等违法违纪行为的，将依法

依规严肃处理。

来源：经济建设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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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9 北京国际风能大会暨展览会上，埃克森美孚正式宣布启动全新的美孚 ® 优释达 ® 海

上风电服务，并隆重推出业内第一艘海上风电换油船。这是继埃克森美孚于 2012 年推出风电行

业第一台美孚 ® 优释达 ® 风电换油工程车之后，在风电换油领域的又一次创造性举措。此举填

补了风电机组海上换油领域的空白。

美孚 ® 优释达 ® 海上风电服务专为中国海上风电特定环境、特定工作模式打造，可为广大

企业提供一站式的综合性海上风电服务，涵盖换油、油品分析、工程服务等服务，突破海上风

电运维瓶颈，助力中国海上风电行业实现安全、高效、环保的发展。

在 CWP2019 上，记者就风电润滑、海上风电换油领域等相关问题对埃克森美孚（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企业用户业务总经理杨东先生、埃克森美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北亚润滑油企

业用户市场部总经理郑逸清女士进行了采访。

美孚®优释达®海上风电服务助力
中国海上风电安全高效发展
□ 本刊记者   徐涛

埃克森美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用户业务总经理杨东先生

埃克森美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北亚润滑油企业用户市场部总经理郑逸清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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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谈一谈美孚 ® 优释达 ® 海上风电服

务推出的背景；与传统海上风电换油服务相比，

美孚海上风电换油服务有哪些优势。

杨东：一直以来，海上风电换油存在着一

系列痛点。恶劣、不稳定的海上作业环境导致

海上风电作业工况非常复杂。传统模式下的海

上风电换油作业，时间可控性差，服务范围不

灵活，安全性也得不到保障；同时传统换油服

务的内容也较为简单，维护成本相对较高。

在这种情况下，埃克森美孚最新推出海上

风电换油船，搭载全新的美孚 ® 优释达 ® 海上

风电服务，可为广大企业提供一站式综合性海

上风电服务。最重要的是，考虑到海上风电换

油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操作安全性，美孚 ® 优释

达 ® 海上风电服务设计相比传统海上风电换油，

将会更迅速、更灵活、更专业、更安全。

美孚 ® 优释达 ® 海上风电服务以搭载美孚

性能卓越的润滑产品为基础，能为海上风电机

组的各关键部位，包括偏航变桨小齿轮换油。

同时，与传统换油的依靠重力让旧油流下来相

比，美孚换油程序包含抽吸、冲洗等过程，可以

更大程度去处旧油和磨损物，确保新油清洁性，

对风电机组的平稳运行提供了更强大的保障。

总结来说，美孚 ® 优释达 ® 海上风电服务

和海上风电换油船具备以下优势：

更具作业安全性。为解决海上风浪大、换

油设备难以稳定的问题，海上风电换油船采用

了双体船、平船头的设计。运用双体船可提供

更强的抗风浪能力；平船头的设计使得换油船

能够顶住塔筒，实现换油船与塔筒的“软连接”，

以确保换油过程中船体的相对稳定，为换油作

业提供了高安全性。

具备更好的设备密封性。海上空气潮湿，

盐分大，油品运输和换油过程中必须保证设备

密封性，保证油品品质及设备健康。海上风电

换油船将发电机、油罐、盘管等装备集成在集

装箱内，还可有效防范海上空气对设备的腐蚀；

同时采用全进口双层钢丝管，管道全程无接口，

抗磨损性能高于 ISO6945 要求 10 倍以上，可

将油品泄漏的风险降到更低。

具备更广泛的适用性。海上风电换油船自

带的盘管可为 130 米高的风电机组提供换油；

换油船还自备发电机以保障换油电力供应。

美孚 ® 优释达 ® 海上风电服务相比传统的

海上风电换油模式，在技术领域、海上风电换油

安全性、可靠性、适用性、以及对于未来风电

机组安全润滑保障，都提高到了非常高的层次。

记者：埃克森美孚与中风电行业携手走过

了二十年的发展历程。在中国市场，埃克森美

孚积极以技术先进的润滑解决方案，助力风机

设备提升性能表现和使用寿命，广受业界赞誉。

那么，通过今年的风能展，埃克森美孚期待与

风电行业的用户分享哪些更具价值的润滑解决

方案？

杨东：纵观中国风电行业过去十几年的发展，

在风电润滑领域，埃克森美孚是非常强有力的

参与者、助推者和引领者。埃克森美孚跟行业

里的主要整机厂商都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合作。

埃克森美孚不断创新高性能润滑产品，

为无论是海上还是陆上风电机组的各关键部

位——包括主齿轮箱、偏航变桨齿轮箱、电机、

电机轴承以及主轴等部位——提供全方位润滑

保护。

根据应用过程中客户的反馈和充分的油品

分析数据，埃克森美孚于 2019 年 5 月将美孚

SHC® 齿轮油 320 WT 的质保服务从原先的七

年延长至十年，升级后的质保项目将进一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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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提供更专业、更全面、更具针对性的润滑

服务，从而为企业带来更高的生产效益。”

美 孚 SHC® 齿 轮 油 320 WT 不 仅 能 够 同

时适应陆上风电和海上风电苛刻的润滑工况，

而且能够有效预防微点蚀、磨损和划伤，从而

帮助延长设备寿命。该产品是首个获得船级社

DNV GL 集团认证的不会引发与油品相关的白

腐蚀（WEC）的润滑油产品。

记者：提高能效有助于解决日益严峻的资

源环境问题。从提高能效的巨大潜力中发掘新

的机会，也给转型升级路上的中国润滑油行业

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对于“能效润滑”、

“润滑经济”，您怎么看？

郑逸清：虽然润滑油是企业成本的一小部

分，但通过系统性的润滑管理，能帮助企业大

大提升效率和节能降耗。所谓“润滑经济”，

就是通过应用先进的润滑技术和解决方案，帮

助企业显著提高机械设备的极压抗磨性能，减

少摩擦磨损，减少动力损失，延长润滑介质寿

命，降低恶性机械事故发生概率，延长设备寿

命，从而实现节能、减排、增效。这正是“润

滑经济”的价值所在。

以海上风电为例，从海上风电设备全生命

周期来看，“润滑经济”不仅仅能延长换油周期，

帮助降低维护成本，更能帮助延长设备的使用

寿命，降低总体运行成本。

对埃克森美孚来说，多年来一直大力进行

革新和创新，推出了一系列高效节能的润滑产

品，像美孚 DTE® 10 超凡系列液压油、美孚

SHC® 600 系列齿轮与轴承油、美孚 SHC® 拉

力士 ® 系列空气压缩机油。

在 2019 年 8 月份，美孚发布了全新升级

的美孚 DTE® 20 UT 长效液压油，这款产品是

在美孚 DTE®20 系列产品的基础上再度创新，

不仅创纪录地最多可延长换油周期达 2 倍 ，

沉积物控制能力提高 89% ，抗磨损保护性能

提升 72% ，还获得了世界权威的博世力士乐

RDE 90245 液压油性能等级认证 ，能有效保

障设备稳定性，进一步帮助企业实现降本增效。

埃克森美孚也与中国节能协会保持密切合

作，开展了多次工业润滑油节能测试；与企业

客户合作，分别在齿轮箱、压缩机、注塑机上

等设备上进行测试，多次成功验证了美孚润滑

产品的节能效果。

记者：谈谈埃克森美孚未来在中国风电市

场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郑逸清：十年以来，中国一直领跑全球风

电市场；在存量和新增市场，多年来中国风电

一直位居首位。近年来，中国风电机组技术得

到了飞快的进步和发展，未来创新步伐将进一

步加快。未来一定时期中，中国海上风电将拥

有非常大的发展契机。随着行业装机量的不断

增大和机组不断大型化发展，风电机组的可靠

性变得更为重要，机组的维护也将更为精细化。

在产品领域，埃克森美孚将根据中国市场

的需求的发展，不断创新技术，提升产品品质，

使产品能更好的适应中国的设备需求；同时不

断完善埃克森美孚的供应链，及时响应中国市

场井喷式的需求。

在服务领域，基于以往服务经验，埃克森

美孚将更加重视品牌建设，加强与整机企业的

合作关系。不断从战略角度进行考量，尝试在

服务上提前布局、部署。就像此次推出的国内

第一艘海上风电换油船的举措，未来埃克森美

孚将会在中国推出越来越多此类具有开创性的

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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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之边渤海湾，北疆之巅藏西南。

风驱之电立千杆，立杆百万汗成川。

上达重山及峻岭，下入深谷与险滩。

左臂抖起千里网，右肩负重塔万千。

织线千里塔如帆，并网发电清洁源。

只见千杆未见艰，身处其间共苦干。

父慈子孝堂前少，母爱女惠别离难。

风场奋战君莫问，红酥香淡有谁怜？

年少青春铸风歌，铁骨柔情思华年。

古来风伴歌者眠，谁见风随劳者坚？

人随塔基走千里，塔伴孤寂夜难眠。

立塔百万业未完，架网千里非最艰。

若问风电谁更苦，运行维护不让前。

寒来暑往日复日，守塔忠职年复年。

有谁能解其中苦？不在其间便枉然。

风电人儿有一愿，只求绿水又青山。

今逢盾安说其事，中国风电第一篇。

【中国风电】

张东林

作者简介：通辽市东兴风盈风电科技有限公司（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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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风能协会于近期发布的

《2019 年度风电行业第四季度市场

报告》首次全面披露了了 2019 年

度美国风电产业发展状况。2019 年

是美国风电领域新增装机市场有史

以来第三强的一年，目前有近 200

个风电项目正在开工建设。这意味

着美国风电将可为 3200 万户家庭

提供可靠且负担得起的清洁电力。

刚刚过去的 2019 年第四季度

是美国风电行业有史以来第四个强

劲的季度，在 2019 年的最后三个

月安装了 5746MW 风电项目。 这

使得该年度的新增装机容量达到

9143 MW，是美国新增风电装机

容量的第三大年份，比 2018 年增

加了 20％。目前，美国正在运行

的风电容量达到 105583 MW，近

60000 台风电机组分布在 41 个州。

2019 年，美国 19 个州共计有

55 个新增风电场开始运行。其中得

克萨斯州和爱荷华州是美国风电装

机容量最大的两个州，长期以来一

直是美国风电领域的引领者，2019

年更是取得了重大进展。德克萨斯

州 2019 年新增风电项目近 4GW，

爱荷华州新增风电项目 1.7GW，这

也突破了他们之前的单年安装新记

录。伊利诺伊州，南达科他州和堪

萨斯州纷纷排在年度前五。爱荷华

州是第二个装机容量超 10000MW

的州，而伊利诺伊州则成为了第六

个装机容量超 5000MW 的州。

2019 年，美国对于风电的需

求达到了新的高度。公用事业单

位和企业客户在 2019 年签署了创

纪录的 8726MW 的电力购买协议

（PPA）。 企 业 客 户 占 2019 年 新

签署 PPA 中的 40％。沃尔玛和 AT

＆ T 是去年三大风电买家中的两家。

与此同时，公用事业单位 2019 年

签署了 5266MW 的风电合同，创

下了该集团的最高记录。

在 2019 的 最 后 三 个 月 中，

新 增 客 户 签 署 了 2077 MW 的 风

电 PPA，新增客户中包括首次风电

美国2019年度风电装机容量
呈现增长态势
□ 编译   杜林娜

图1：2000-2019年美国风电新增/累计风电装机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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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A 买 家 Baker Hughes、 雅 诗 兰

黛集团和麦当劳，此举为持续增长

的风电市场增加了新的动力。

2019 年，美国风电市场建设中

或处于实质开发阶段的新风电项目

资源比 2018 年同期增加了 24％。 

目前，33 个州共计有 191 个建设

中的风电项目，涉及的投资金额为

620 亿美元，即未来将会有 44GW

的新增风电可以为 1500 万户美国

家庭提供清洁电力。

陆上风电的蓬勃发展也延伸到

了海上，2019 年，东海岸沿线有六

个州宣布了共计 16300 MW 的海上

风电建设目标。这比之前承诺过的

海上风电建设目标翻了一倍还多，

现在已超目标 25000MW。新泽西

州州长 Phil Murphy 宣布将于 2035

年之前将花园州的海上风电发展目

标扩大到 7500MW。

海上风电项目目前占美国风

电项目开发资源中的 17％，合计

图2：2019年美国几大州风电装机容量

7483MW，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

海上风电项目在陆续通过州政府招

标并签署合同。

毋庸置疑，2019 年对于美国风

图3：美国东海岸海上风电分布图

电来说是里程碑式的一年，我们完

全有信心所有这些积极的势头将会

2020 年继续持续下去。

内容来源：美国风能协会（AW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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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中国风能新春茶话会在京举行

1 月 4 日，一年一度的行业盛会——2020 中国风能新春茶话会在北京举行，来自政

府部门、行业协会、风电企业、科研院所等机构的 600 多位代表出席。自 2007 年举办

第一届始，风能茶话会已走过 14 个年头，成为盘点一年收获、展望来年愿景的行业大聚

会。德高望重的前辈们、冲锋陷阵的一线人员，相关行业和媒体朋友们齐聚一堂，共话

行业发展，同叙绿色情怀。

一曲《风给我力量》拉开了茶话会的序幕 现场氛围随之热烈起来

回望来时路，有这样

一群人，以法律的名义，照

亮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道路，

为绿色发展播撒无限希望。

茶话会上，让我们一起听听

《可再生能源法》颁布和实

施的故事，也感谢这些谱写

历史，为风电发展做出杰出

贡献的人！

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原主任、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孙佑海荣获

“中国风能人·杰出贡献人物”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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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代人筚路蓝缕，风电产业才有了今天不俗的成绩。回顾历史，那些磨难都是

我们的财富。茶话会特别邀请了几位前辈，分享他们的峥嵘岁月，从过去的故事里汲取

前行的动力。

1.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咨询委员朱俊生

2.中国科学院徐建中院士

3.原国务院参事、世界绿色设计组织主席石定寰

4.中国工程院杜祥琬院士

5.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贺德馨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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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电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国际合作，茶话会颁发了“中国风能人 ▪ 特别贡

献奖”，致敬丹麦、德国、西班牙、世界银行等多个国外政府和国际机构。

丹麦获得“中国风能人·特别贡献奖”

时至今日，中国风电涌现出很多标杆项目，它们与绿色生态和人文环境高度融合，

同时推动着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诠释了先锋的高度和意义。

创领先锋获奖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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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的发展需要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茶话会向过去一年大力支持行业发展的新闻

媒体表示由衷的感谢。

行业进步离不开那些勇于突破的青年才俊，创新是他们不竭的动力，坚持是他们制

胜的法宝！

青年先锋获奖者合影

行业建设贡献奖获得者合影

传播贡献奖

来源：CW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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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分散式风电发展推进研讨会召开

为了创新体制机制，因地制宜推进分散式风电有序发展，继安徽省分散式风电发展

推进研讨会之后，2019 年 12 月 13 日，由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风力机械分会、分散式

风电发展推进工作组、北京计鹏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主办，北京友能新能源工程有限公司

承办的“山西省分散式风电发展推进研讨会”在山西省大同市召开。

会议由北京计鹏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助理总工邢涛主持，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风力

机械分会副秘书长年方清、分散式风电发展推进工作组副组长王大刚、北京友能新能源

工程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雪松，以及来自大同市能源局、华能山西公司、华能新能源、

中广核新能源、华润电力、金风科技、阳光电源、风光无限、协鑫风电等单位的 20 余位

嘉宾参加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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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是国家批复的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大同市争当山西省能源

革命尖兵。大同市能源局领导对参会嘉宾表示欢迎，并表示山西省和大同

市风能资源丰富，分散式风电是大同市未来风电发展的主要方向，大同市

在 2018 年山西省“十三五”第一批分散式风电项目建设方案中共有 10 个

项目，截至到目前已经核准 5 个项目共计 34.1MW，另外还有多个分散式

风电项目上报第二批增补计划。希望本次研讨会嘉宾充分交流，为大同市

分散式风电发展提供宝贵经验和建议。

中国农机工业协会风力机械分会副秘书长年方清从全国分散式风电发

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前景等多角度分析。介绍了分散式风电发

展推进工作组成立以来，认真研究、宣传和贯彻国家关于分散式风电开发

的政策、法律法规、标准及相关规定，针对企业在分散式风电开发实际工

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创新模式组织了调研活动，并与分散式风电开发产业链

上的企业建立信息沟通机制，及时收集、整理、通报信息。

山西风光无限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是山西省最早开展分散式风电项目开

发和建设的企业，在分散式风电开发、建设、运营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风光无限的参会代表介绍了其在山西省分散式风电的经验和问题，对山西

省其他地区分散式风电开发具有参考价值。

本次会议上，来自新能源主管部门、开发企业、咨询机构、整机厂商

的代表积极发言，从不同角度分析探讨了分散式风电开发建设过程中的问

题，提供宝贵经验，对山西省“十四五”新能源规划和后续分散式风电开

发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分散式风电发展推进工作组计划在全国范围内优选典型省市，组织召

开一系列分散式风电发展推进研讨会，山西省是继安徽省之后的第二站。

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全面掌握分散式风电开发第一线的情况，及时发现问题，

探讨解决方案，汇总整理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政策建议，推动分散式风

电微观政策及开发细则的制定，推进分散式风电健康有序发展。

来源：风能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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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座160米预应力钢管风塔刷新机组吊装新高度

2020 年 1 月 6 日，由徐工集团、华斯壮科技、金风科技、憧憬吊装共同举办的全球

首座 160 米预应力抗疲劳构架式风塔落成典礼暨吊装观摩会在山东菏泽成功举办。中国

农机工业协会风力机械分会副秘书长年方清出席会议，并与参会的 60 名嘉宾共同现场观

摩了吊装。

为了提高风能利用效率，近年来，高塔筒、长叶片成为风电机组产品升级发展趋势。

特别是随着我国中东南部低风速风电开发的加速，需要采用更高的风电机组塔架、增加

轮毂高度，才能捕获更优质的风能资源，提高发电效益和风电场的投资回报价值。

全球首座 160 米预应力钢管风塔采用了青岛中天斯壮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同济大学研

发的“预应力构架式风电机组塔架”技术，这是一种创新性构架式风电机组钢管塔架，

由独立基础、构架式钢管塔架、过渡段及传统塔筒四部分组成 ，通过在过渡段处对钢管

施加预应力，实现钢管塔架的抗疲劳特性。采用这一技术能够将风电机组安装高度提升

至 160 米，这是目前我国风电行业最高的安装高度。此次安装的是金风科技 2.5MW 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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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本次吊装工程的北京憧憬吊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是风电大部件更

换吊装行业的排头兵，拥有 10 多年的风电大部件更换、整机吊装施工经验

和专业化的吊装施工队伍，检修和吊装的机组几乎涵盖了国内主流风电企

业的所有型号，并具有海上风机拆除施工经验。为了完成本次项目，憧憬

在吊装前认真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合理安排施工，克服了主吊锁定进场

困难、吊装工艺复杂、天气恶劣等不利因素的影响，按照预定计划进行了

吊装。

据了解，此次吊装的最重部件为直径 140 米的叶轮，重 82.4 吨，本次

吊装使用的是徐工集团倾力打造的风电精品——XGC11000履带式起重机，

采用超起 165 米主臂 +12 米副臂工况，最大起重量 105 吨。

在下午的风电吊装发展研讨会上，来自起重机制造企业、吊装租赁企业、

整机制造企业、开发商的参会代表就当前未来风电发展趋势、海上风电施

工与吊装及安全等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会上，憧憬吊装发出了《憧憬十

大呼吁》及《憧憬吊装十大安全建议》。

来源：风能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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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风科技江苏灌云生产基地首台机组下线

开山岛畔寒冬暖，红色家园喜事多。

2019 年 12 月 20 日，金风科技（连云港）有限公司内，江苏灌云风电智慧能源产业

基地首台机组下线仪式落下帷幕。

中共灌云县委书记左军，灌云县委常委、县政府党组成员、临港产业区党工委书记

谭树林，华能江苏清洁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杨正华，南京青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

淑娟，中材科技风电叶片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庄琴霞，中机华信诚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赵媛，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新能源院副院长程海锋与金风科技副总裁李

飞、金风科技（连云港）有限公司总经理于晨光及相关风电企业、供应链企业负责人、

灌云县企业家代表、临港产业区、燕尾镇重要嘉宾共同出席下线仪式。

合作共赢，共创灌云高质量风电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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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金风科技与灌云县人民政府、华能灌云清洁能源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签

订框架合作协议，共同投身灌云风电发展事业，打造“江苏灌云风电智慧能源产业基地”，

市场辐射江苏东部及其北部海域以及陆上周边区域。 

基地于 2019 年 5 月开工建设以来，受到灌云县委、县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得到

灌云县临港产业区管委会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金风科技全力推进项目建设，于 2019

年 12 月完成首台机组组装工作，实现了“当年开工，当年投产”的目标，在践行承诺的

同时，也为江苏灌云风电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推动当地风电

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依托在清洁能源、节能环保，以及海上风电等方面的优势和经验，金风科技未来将

携手上下游全产业链优质资源，通过深化新能源产业战略合作，以技术创新促进节能和

绿色能源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江苏灌云“新能源与节能环保技术”和“新能源与海洋

经济融合发展技术”能力，共建江苏灌云风电智慧能源产业基地，持续稳定推动风电产

业高质量发展。

来源：金风科技 

金风科技副总裁李飞陪同中共灌云县委书记左军参观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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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与高质量并重！

华能大丰100MW海上扩建项目78天全部交付

日前，华能大丰 100MW 海上扩建项目全部交付

完成。该项目采用23台远景EN-148/4.5海上智能风机，

从首台交付到全部交付仅用时 78 天，远景能源海上风

机产品可靠性和交付能力的持续性再次得到认可。

华 能 大 丰 海 上 风 电 项 目 位 于 大 丰 区 毛 竹 沙 海

域，其中心离岸距离约 55km，项目规划总装机规模

400MW，北侧场区为一期 300MW 项目，南侧场区为

扩建 100MW 项目。据称，远景海上智能风机交付和

产品在华能大丰一期项目中的优异表现，成为远景能源

今年 6 月中标华能大丰 100MW 扩建项目的重要砝码。

2019 年 11 月，华能大丰一期项目满发小时数高达 268

小时，位居江苏海上风场发电小时数第一。

中标华能大丰 100MW 扩建项目后，远景能源与

华能紧密协作，双方坚持高效管理、高质量发展。远景

能源凭借海上风机产品高模块化和成熟完备的供应链体

系，依据现场吊装节奏从容调整工厂生产节拍，10 月

30 日完成项目全容量 100MW 的 EN-148/4.5 海上智

能风机生产计划，从工厂端响应和保障了项目按需按时

交付。

远景能源对海上风电项目快速、可靠性交付的响

应和保障能力还体现在与吊装单位等作业方的协同合作

上。正是协同与合作，从 10 月 8 日完成首台风机安装，

到 12 月 21 日完成全部风机吊装再到全部交付，远景

能源创出仅用时 78 天高效高质量交付的佳绩。

华能大丰 100MW 扩建项目全部交付，再次彰显

了华能集团海上风电战略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以及远景

能源持续保质保量向客户交付海上风机产品和服务的能

力。2018 年远景能源先后创出龙源蒋家沙 300MW 海

上风场仅用 65 天时间一次性通过 240 试运行、上海电

力大丰 H3#300MW 海上风场实现全容量并网用时 202

天的行业最快记录。

来源：远景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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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台8MW海上风电机组完成吊装

2020 新年伊始，上海电气在广东迎来了开门红。上海电气 8MW 海上风电机组在汕

头智慧能源示范基地正式完成吊装。这是国内首台完成吊装的 8MW 海上风电机组，国

内已吊装的最大功率海上风电机组纪录提升至 8MW，中国海上风电迎来又一里程碑。

本次吊装的 8MW 海上风电机组风轮直径 167 米，叶片长 81.4 米，传输电压等级采

用 66KV。它是上海电气直驱平台目前推出的最大容量的产品，符合台风、地震、高温、

高湿环境的特殊要求。按照 IEC I 类风区设计，可根据风场的评估极限进行载荷校验，以

应对台风和强台风工况。机组具有优异的台风应对设计，叶片、塔架、风速风向仪、变

桨锁和控制系统都针对台风进行了进一步优化。经过详细地载荷仿真计算，足以应对台



行业纵览Events Overview

2020年1月·51

风各种工况。机组符合包括 IEC 61400、DNV-GL 热带飓风风电机组设计认证标准和中

国台风型风力发电机组标准 GB/T 31519 在内的一系列设计规范要求；产品的可靠性高，

机组采用全功率变频技术；优化的机舱布局，提供卓越的可维护性和安全保障，简洁的

机舱布局，宽敞且符合人体工学的设计，可安全方便到达任何关键部件，所有电气系统

布置在机舱内，可实现快速调试和维护。

和 7MW-154 相 比，8MW-167 年 发 电 量 提 高 了 约 20%， 度 电 成 本 下 降 了 约

11%，可从容面对台风、地震、高温和低温等挑战，在提升年发电量的同时有效降低了

度电成本和运营风险，将为客户提供稳定可靠的收益。

8MW 风电机组现场吊装过程中面临着起吊重量和高度双双创纪录的巨大挑战，也遇

到了寒潮大风、暴雨、热带气旋外围影响等恶劣天气，得益于采用了单叶片吊装技术和

现场团队的精心组织、大胆创新，全部吊装工作按既定节点顺利完成。本次使用的吊具

可携带叶片在空中旋转 250 度，可实现无需旋转风电机组轮毂进行叶片多角度安装。

本次吊装的 8MW 风电机组是上海电气汕头智慧能源示范项目的核心内容之一，未

来上海电气将依托于这一平台在此进行风电机组的调试、测试、认证和新技术应用等工作，

确保将最成熟的产品、最可靠的技术、最一流的产品解决方案推向市场。上海电气汕头

智慧能源示范项目是上海电气风电集团牵头的粤东海上风电产业集群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上海电气在“能源互联网 +”上的重要实践。项目充分利用汕头丰富的风、光自

然资源，构建集分散式风电、分布式光伏、新型储能装置、充电车桩设备、智能楼宇监控、

MGCC、能量调度管理平台为一体的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综合能源系统。

项目所在地汕头是中国潮汕文化的发源地，上海电气在项目建设中十分重视与当地

环境、本土文化相融合。8MW 风电机组塔筒采用了彩绘方案，整体图案生动寓含了“海

纳百川，自强不息”的汕头精神。塔筒下部绘有“三江之水”图案，象征着项目所在位

置的汕头位于三江汇集之处；中部绘有四艘具有潮汕文化色彩的红头船，红头船承载着

潮汕人远渡重洋探索世界的梦想与乡情，寓意着“永立潮头、一帆风顺”；塔筒上部绘

有祥云图案，体现了上海电气致力于创新创造，坚持可持续发展，为人类创造更多的蓝

天白云。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以“致力于创造有未来的能源”为使命，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

的风电全生命周期服务商”。以智能化助推风电进化，以数字化赋能风电未来。上海电

气引入全球一流的智能化技术理念及管理经验，打造国际领先的智能化生产基地，打通

产品设计、生产制造、后期服务等全智能化的管理流程体系，为客户提供更极致的产品

与服务。作为中国海上风电龙头企业，上海电气将继续探索引领中国海上风电又好又快

发展的道路。

来源：上海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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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装积极推动“企地合作”

低风速风电设备装配制造示范产业园落地菏泽

2019 年 12 月 13 日，在山东省能源局主要领导的见证下，中国海装与鄄城县人民政

府、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华东分公司、中铁二十四局集团贵溪桥梁厂有限公司、重庆

大学钢结构工程研究中心四家单位，在山东济南签订了《菏泽低风速风电设备装配制造

示范产业园战略合作协议》。

中国海装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满昌在致辞中表示，此次签约不仅是落实山东省 “新

旧动能转换”，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助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与各方携手打

造山东绿色能源产业，共谋政企发展，实现共赢的一次重要合作。选择在鄄城投资建设

风电设备制造基地，是中国海装贯彻落实中船集团“企地合作，强强联合”战略决策的

重要成果。在山东省能源政策指导下，中国海装将充分发挥中船集团在装备制造领域的

强大实力，集世界五百强企业专业优势与世界双一流建设高校科研优势，打造覆盖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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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的风电设备全产业链装配制造示范产业园，逐步吸引风电相关产业入驻，带动风电

技术研发和制造能力发展，推动混合高塔架等技术研究，助力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为

菏泽市及周边低风速平原地区陆上风电在平价上网时期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

撑，争创全国低风速风电产业发展标杆！

根据协议内容，鄄城政府将全力支持中国海装与华润电力华东大区开发菏泽周边县

市风电资源，同时中国海装、中铁二十四局将在鄄城县投资建设集研发、制造、工程服

务、技术培训、物流为一体的陆上 3MW-4MW 低风速风电机组总装基地和混合塔筒基

地。基地规划总用地面积 300 亩，建设内容包括风力发电机主机设备装配制造厂、混合

塔筒预制构件厂及综合服务楼等项目。重庆大学将提供教育部高性能风电设施及其高效

运行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国家钢结构工程研究中心西部研究院、土木工程一流学科和机

械工程一流学科、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机械基础国家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相关资源，

为风电产业园的塔筒结构、基础结构、风力发电机组系统设计的研究、技术咨询和专业

技术人员培训提供保障。中国海装、华润电力华东大区、中铁二十四局、重庆大学将在

风电产业园合作基础上，积极调研、论证、合作海上风电及其他项目的继续合作，更好

地推动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

菏泽市是山东省陆上风电重点发展区域，拥有丰富的陆上风电资源。此次合作，将

极大促进菏泽市陆上风电发展，为当地经济做出贡献。同时，也这也是中国海装高速发

展的又一重要举措，在鄄城的产业布局将成为中国海装继现有八大基地后，又一风电产

业基地。该基地范围辐射山东、河南、安徽、山西等 400km 内的低风速区域，为中国海

装抢占中部地区低风速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海装隶属于中国船舶集团公司，是国家海上风力发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平台建

设单位。作为中船集团军民融合的典范，一直以来，中国海装以“责任为重、质量为本、

创新为先、服务为要”为行动纲领，致力打造“引领需求、技术领先、绿色能源、智能服务”

的新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提供者。历经十余年发展，中国海装打造了风电叶片、齿轮箱、

发动机和控制系统等关重零部件在内的全风电产业链，是一系列全国和全球记录的创造

者和保持者，在整机制造企业中位居前列。目前，公司具备风电产品研发、整机装备制造、

工程技术服务、EPC 总包及全流程金融服务能力，能够提供风电场开发全生命周期一站

式整体解决方案，特别是在开发低风速风能资源方面有实际工程经验，有提高机组容量、

改进机组运行性能、加大叶片长度、提高轮毂高度等一系列有效技术措施。

山东省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栾建，党组成员、副局长王福栋，菏泽市发改委、鄄

城县相关领导，中国海装、华润电力华东大区、中铁二十四局、重庆大学相关部门领导

参加了签约仪式。

来源：中国海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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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台10MW抗台风型海上风电机组

顺利通过全功率拖动试验

继 2019 年 9 月 25 日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我国首台 10 兆瓦海上风力发电机组

在中国三峡福建产业园——东方电气风电有限公司福建生产基地顺利下线后，2019 年 12

月 20 日，东方风电自主研制的国内首台 10MW 抗台风型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在福建基

地顺利通过全功率拖动试验。

试验采用一台同型号的 10MW 永磁直驱风力发电机作为拖动端模拟风轮为试验机组

提供能量输入，通过并网、系统温升、转速调节、转矩调节、有功控制能力、无功控制

能力、传动链及部件效率等试验，对 10MW 海上风电机组整机的电气特性、控制逻辑、

系统的通风散热设计（全密封结构）以及关键部件的性能等进行全面验证。试验结果表明，

10MW 海上风电机组及其关键部件性能完全满足设计指标，部分指标甚至优于设计指标。

全功率拖动试验的顺利通过，进一步验证了 10MW 海上风电机组的质量、可靠性，

为机组吊装投运奠定了坚实基础。

东方风电 10MW 海上风电机组是目前国内最大功率的海上风电机组，也历史性地将

中国风电引进“两位数时代”。同时，该机组也是目前全亚洲功率等级最大、叶片最长

的抗台风型海上风力发电机组。

来源：东方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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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歌美飒推出6.6MW最大陆上风电机组 

并获得全球首个订单

西门子歌美飒可再生能源公司正在开启风电发展的新篇章，其 5.X MW 平台产品获

得来自客户的第一份订单。近日，西门子歌美飒宣布将为瑞典 Skaftåsen 项目提供 35 台

SG 5.8 -155 陆上风电机组，单机容量可达 6.6MW，吊装将在 2021 年第二季度进行。 

这是西门子歌美飒于今年四月在毕尔巴鄂欧洲风能展推出 5.X MW 平台后获得的全

球首个订单。瑞典是全球最为成熟的风电市场之一。该订单彰显了西门子歌美飒凭借全

球领先的技术积累，由研发团队打造的下一代西门子歌美飒 5.X MW 平台具备卓越性能，

并能够满足不同市场需求。

西门子歌美飒 5.X MW 平台拥有业内最大的单机容量，以及最大的叶轮直径，在高、

中、低风速区域都能最大化能量产出，优化项目的资本性支出。同时，由于模块化的灵

活设计提升了物流、施工和运维的方便性，并减少了运营成本，从而降低项目的能源成本。

“我们的愿景是创造能够适用于任意风场和要求的具有竞争力的陆上产品。西门子

歌美飒 5.X MW 平台提高了额定功率，能够承受零下 40 度的环境，并在零下 30 度依然

保持运行。我们的设计包含了 155 米和 170 米两种叶轮直径以及碳纤维叶片。我们正在

突破陆上风机的极限，提供最高的年发电量。我们很高兴与合作伙伴一道开启风能发展

的新篇章。”西门子歌美飒陆上风电首席执行官 Alfonso Faubel 表示。

来源：西门子歌美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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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中国2019全年陆上风电机组在手订单

将达1215MW

2019 年 12 月 23 日，北京——随着 2019 年即将落下帷幕， 

通用电气（以下简称“GE”）2019 年全年赢得的陆上风电机组

在手订单总量将达到 1215 兆瓦。这些风电场陆续落成后，将为

85 万户中国家庭提供绿色电力。已签和中标订单包括：

• 与河北建设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建投”）就

内蒙古自治区巴拉格歹二期 100 兆瓦风电场项目签订 33 台 GE 

2.7-132 风电机组供货协议，预计于 2020 年完工；

• 与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华能”）就河

南省濮阳县 715 兆瓦风电场项目签订 286 台 GE 2.5-132 风电机

组供货协议，预计于 2020 年完工；

• 与深能南京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能”）就江

苏省扬州市和邳州市共 285 兆瓦风电项目签订 114 台 GE 2.5-132

风电机组供货协议，预计于 2020 年完工；

• 中标中国华能在河南省渑池县和镇平县公开招标的 115 兆

瓦风电场项目，预计提供 46 台 GE 2.5-132 风电机组，于 2020

年完工。

GE 可再生能源集团陆上风电亚太区总裁雪莉 • 希科克（Sheri 

Hickok）表示：“我们很高兴再次与中国华能和河北建投合作，

持续深化在中国这一关键市场的伙伴关系。同时，我们很荣幸能

够首次与深能合作，在这一竞争激烈的领域里，选择 GE 作为其

风电机组供货商。GE 2.5/2.7-132 风电机组是适用于中国特殊地

形环境的理想产品，这些在手订单也证明了我们对中国这一重要市场的承诺。”

此次签署建设的风电项目将采用 GE 2.5/2.7-132 风电机组，是 GE 专门针对中国特

有低风速风况而设计，并由本地工厂生产的产品。这些风机的设计研发整合了 GE 在风电

领域的长期运营经验与创新技术，亦是 GE 致力于为所在市场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的最新

例证。

来源：GE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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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力发电机组报警信息的快速识别
□ 文   杨嘉仪   杨晓涛   东方电气风电有限公司

本文拟通过对风力发电机组报警问题的产生、分类及如何对报警信息进行量化练习方法等方面的介绍，

回答现场运维人员较为关心的风力发电机组报警问题，为正确快速识别风机报警提供一种思路和方法。

帮助新入职或接触新机型的运维人员对风机产生直观认识和增强识别风机报警能力，为准确合理地解决

和处理相关问题打下基础。

识别　复位　触发　就地　人机界面　故障信息

摘　要：

关键词：

前言
在风电厂服务期间，常与现场

运维人员探讨有关风力发电机方面

的问题，讨论最多的问题是：当风

机出现故障停机时，采取怎样的操

作才是正确的？当风机出现报警时，

是不是必须去现场进行检查和复

位？如何对风机报警信息进行有效

分辨？哪些报警信息可以直接复位

那些报警信息不能直接复位？成为

合格的运维人员要掌握哪些知识和

技能？而且持有这样疑问的运维人

员不是少数。

一、问题原因
通过进一步了解得知，引起以

上疑问的主要原因有：

1、现场新人较多或运维人员所了
解的风机技术与现场实际存在一
定的偏差。

由于风电场基本上地处偏远地

区工作环境相对恶劣，加之其它种

种原因风场运维人员常有辞职，而

且辞职的大多为在风场工作几年的

员工，虽然各单位都对缺口进行招

聘和补充，但在现场从事运维工作

的多为入行不久的新人，运维经验

有待积累和提高。

有的风场在质保期间的风机运

维工作，基本是由厂家驻场服务人

员或第三方负责，电厂运维人员上

手机会不多实践机会不多。而风电

知识的了解、机组技术的掌握和熟

练又需要时间的累积。有些经验较

为丰富的同志走上领导或管理岗位

后，无法在风机出现突发故障时第

一时间在场处理。

还有的风电场运维人员以前接

触的风机机型与现在管理的风机机

型有着较大差异，如：以前接触小

机型（千瓦级）现在负责的是大机

型（兆瓦级）；以前接触的是进口

机现在负责的是国产机；以前管理

的是直驱风机现在负责的是双馈风

机；以前在平原现在是高原、海上

机型等等。风机因厂家不同、机型

不同、地域不同，其部套、系统、

控制等方面也存在着差异，因此会

出现个人判断与实际相冲突的情况。

2、运维人员的学习方式简单、学
习形式单一、学习动力不强。

在风场服务期间，发现大多运

维人员刚开始对本职工作怀有热爱，

对风电技术充满好奇，提出的问题

也多种多样，说明大家有着很强的

求知欲望。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好奇心和

学习的劲头却逐渐下降，翻阅资料、

图纸的时间和次数也逐渐减少，事

前无储备、事后问一问成为部分运

维人员的工作、学习状态。就算事

后问一问也多是蜻蜓点水，没有对

问题的检查、处理过程进行追问，

以及事后通过看图纸、查资料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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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结果进行逆向验证。这样业务

水平很难得到快速提高，也不利于

现场技术人才的培养。

俗话讲“熟能生巧”只有亲自

去干，才能对事物发展过程产生认

知，多梳理图纸研究资料，对处理

结果进行逆向验证，才能知其然、

知其所以然，才会积累对故障准确

识别的有效经验。

3、对待考核、制度的心态有待
改变。

各风电公司都有发电量任务考

核，同时为了防止风机出现重大事

故，各主机厂家和风电公司对风机

安全同样有着严格的安全操作规定，

这些规定是保证企业和员工安全、

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而有的员工对此产生了畏惧情

绪，担心完不成任务被考核；担心

出事被追责，因而使部分员工在风

机报警处理上产生分歧：一种是为

了保证安全不论情况如何，只要出

现报警就停止运行；二是为保电量，

对风机只要能起机的就进行起机，

实在起不来的再说处理的事，而这

两种行为均说明是对风机不了解、

对产生的报警认识不透、处理问题

的经验不足。正因如此，如何在

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少停机多发电？

就成为风电场运维人员最为关心的

话题。

下面就从风电机组控制、监控、

故障的产生及分类、故障的快速识

别等方面开始，针对如何对风机故

障进行快速识别，减少误操作等方

面的经验介绍，来给大家提供一些

减少不必要的停机的分析思路。

二、控制系统
控制系统是指由发令、执行、

中介等组成的具有控制原则和控制

功能的管理系统。

1、风机控制原则
·确保风力发电机组在设计风

速范围内运行稳定、安全。

·在风速不能达到风机满发风

速时，按照最佳叶尖速比进行控制，

以寻求最大风能效率（也有厂家按

照风速与力矩表相对应的查表法进

行进行控制）。

·当风速达到或超过风机满发

风速要求时，通过改变桨叶角、调

整力矩给定等方式对风能获取进行

控制，以保持风力发电机组输出为

额定功率值。

·满足电厂、电网对无功补偿

的要求。

·减少并消除因风速、风向突

变等原因引起的风机转矩突变，带

给风机机械部件的冲击和造成的输

出功率波动、机械共振等危害。

·在发生风机故障时，具备必

要的预警和保护。

2、风机控制功能
根据风机的控制原则，在研发

风力发电机组控制系统时，通过自

动化技术、逻辑控制、程序控制等

方式实现控制功能，其主要有：

·根据气象情况自动进行风机

的启停、并网、脱网；

·追随风向变化，并通过偏航

系统自动保持风机机头始终正对主

风向；

·根据风速变化情况，自动调

整风机转速和输出功率；

·在风机运行时对各主要部

件、主要环节、运行数据进行监测

和记录；

·当检测到的风力发电机组运

行异常及外部异常时，通过分析判

断，自动对风力发电机组采取相应

的保护措施；

·根据需求自动采集相关数据

并生成风力发电机组各项性能图表

及运行报表。

3、风机运行特点
风电机组因其特有的能量获取

方式，决定了其特有的分散安装特

点和远距离监控方式。

一般情况下风机需在无人看守

情况下保持连续运行。正常情况下，

除必要的定期的巡检、定期维护外，

尽量减少人为停机时间和登机次数，

最大限度地保证风机对风能的有效

利用，这也是降低运维成本提高发

电效率的有效保证。这对风机无故

障运行能力和运维人员判别、处理

故障的能力提出了要求。

在设计时就针对关键部位、重

要数据等环节采取了一定的检测和

保护，其目的就是在这些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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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数据出现异常或达到保护设定值

时，第一时间将问题以报警形式提

出，并根据预先设定的报警条件，

触发相应的保护程序直至停机，以

避免风机故障问题的扩大化。因此

风力发电机组的主控系统是控制风

电机组稳定、安全运行的核心，并

通过远程监控系统，对风电机组运

行状态进行监测、控制及保护。

在风电场运行过程中，影响最

大的是风机安全运行问题，风机安

全运行除了操作、管理、运维、保护、

施工等方面因素外，风机的故障也

是影响风机可靠安全运行、和经济

效益的重要因素。

三、故障的产生及分类

1、故障的产生
风力发电机组在使用过程中，

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设计寿

命内的无故障运行永远是人们追求

的目标。而故障的发生又和设计、

材料、制造、装配、运输、安装、

使用、维护等因素有关。

有的故障发生是显性的，通过

观察和简单检测就能发现，比较直

观，这类故障一般比较容易识别。

而有的故障发生是隐性的，它需要

在满足一种或几种条件后才会显现，

而且有时故障表象与实际故障点存

在较大差异，存在一定的隐蔽性和

误导性；识别这类故障，就需要对

设备特性有足够的了解，对运维者

的技术水平和现场经验有较高要求。

为了方便识别风机出现的种种

报警，就需要对报警信息进行分辨

和识别，并根据辨识结果给出下一

步操作意见。因此如何对报警信息

进行分类，将对故障的判断和分析

起到重要作用，也是消除操作的随

意性的必要措施，同时还对提高人

们预知故障可能带来的危险性起到

帮助作用。

 2、报警信息分类
随着风电技术发展及用户需求

的提高，风力发电机组的智能化控

制水平也不断提高，系统监控的范

围已逐步扩大，所监控的数据量也

越来越多，与之关联的报警信息数

量也不断增加。现在一台风力发电

机组的报警信息数量少则几百条多

则几千条。因此要想对风机报警信

息进行快速有效识别，就须对风机

报警的分类有一定认识，而报警信

息的有效分类可以简化报警信息的

识别过程，快速确定故障信息的危

险等级，对保证风机安全和稳定运

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风机报警

信息一般可以进行以下分类：

1）按类型划分

可分为：电器类报警、机械类

报警。

·电器类报警——可以理解为

由电气控制系统、电器部件出现不

正常情况时引发的报警。又可分为：

电源类、电路类、控制系统或元器

件类、硬件类、软件类报警等等。

·机械类报警——可以看做由

机械零件或非用电部件出现异常或

损坏而引发的设备报警。又可分为

运动、静止报警；系统报警；部件

报警等等。

2）按报警涉及部位划分

可分为：叶片、轮毂、机舱、

塔筒、塔基及外部等。

3）按报警危险等级划分

可分为：危险故障报警、不危

险故障报警。

·危险故障报警——影响风机

安全的报警。

·不危险故障报警——不影响

风机安全的报警。

当出现危险故障报警时，现场

人员不得直接处理，应即时收集相

关数据，并汇报给相关技术部门，

由技术部门组织分析，给出结论和

处理方案，并安排有经验的专业人

员进行处理。

4）按发生次数划分

可分为：重复性和偶发性

重复性故障和偶发性故障的区

别在于，在单位时间内同一故障发

生次数及该故障出现的频率，重复

性故障说明该问题基本固化。

5）按登机检查要求划分

可分为：不需登机检查的报警、

需登机检查的报警。

·不需登机检查的报警——一

般是由风机外部原因或风机自身预

设的功能性检测等原因所产生的报

警停机，对风机安全没有影响或影

响小的。如：低风切出、大风切出、

时间类报警、系统测试等。当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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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报警时，一般不用登机检查。

时间类报警一般是鉴于风机所

处地形及环境，及为避免风机给安

装地居民、动物及设备本身可能带

来的影响，有选择性的对风机运行

时间段加以控制，而产生的风机停

机。如：为避免风轮在阳光照射下

产生的旋转阴影对当地居民生活的

影响，而在特定时间内停止运行的

停机。

·必须登机检查的报警——该

类报警一般由风机自身出现异常，

或运维人员对报警信息不了解，可

能对风机安全运行带来影响报警。

如：短时间内重复出现、触发安全链、

变桨类、温度异常升高、运行时有

明显异响等等方面。这些需运维人

员到现场，并依据故障报警信息对

风机进行检查，直至彻底排除故障

后才能起机运行。

3、报警信息识别
当风机出现异常时，运维人员

应根据监控系统（SCADA) 所显示

的风机气象条件、运行状况、报警

信息，判断出报警发生区域、类别、

及危险等级，根据判断做出下一步

操作安排。

故障危险等级判断时可按照

“叶片轮毂优先于机舱、机舱优先

于塔基；重复性故障优先于偶发故

障，刹车等级高的优先于低的；机

械故障优先于电器故障等原则进行。

重视不明原因报警及首发报

警。重视被直接复位起机风机的运

行情况。

在没有确认故障危险等级前的

复位操作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由没有受过专业培训的人员对

风机进行操作是非常危险的。

1）前提条件

现场和运维人员在具备以下基

本要素后，风机故障的快速、准确

的分析、处理才成为可能。具体如下：

a）了解风机各部构成特点和

各系统工作原理；

b）理解风机报警信息内容，

风机操作要求和操作要求；

c）掌握人机界面、远程监控

系统（SCADA) 操作要领。会查阅

报警记录（24 小时或 72 小时）和

运行数据。

d）保证所使用资料版本与现

场风机一致，不能用相似、相近的

资料来替代。

e）能看懂风机资料、图纸描

绘的内容，并能根据需要进行系统

控制流程梳理及数据、参数的查验

核对。

2）关注内容

除了要熟悉、掌握所管理风机

的系统知识和运行要求，还需对风

机动态运行时的监控数据变化情况

做到心中有数。如：风机运动部件

的温度升降情况、通信数据包丢失

情况、电流电压变化幅度等。

如遇到故障重复出现、监控数

据变化异常、温度曲线升高、电压

电流信号突变等情况时，应及时采

取停机措施，防止问题扩大。然后

根据之前（24 小时或 72 小时）的

数据、事件记录，对问题在时间上

进行排序、溯源，同时通过查阅事

件回放，确定触发报警信息的主要

信息和衍生信息，再对故障进行分

类，确定风机所报故障的安全等级。

最后根据以上结果做出是否对风机

所报故障进行停机、检查、复位等

运行操作指令。

通过这样的反复的训练来提

高自身对报警信息的认知和经验

的积累。

四、故障识别辅助练习
为了更加直观表现各故障的安

全属性，提高判别能力。根据多年

积累和实际需要，整理出风机故障

判别的练习表格（见表一），用于

提高运维人员对风机故障的识别

水平。

使用过的朋友反馈：该表对故

障信息的快速识别有一定帮助作用，

特别是对新人或接触风机运维不久

的运维人员作用较为明显。

在表中，当故障报警得分达到

或超过 12 分安全线时（系依照个

人经验拟定），就应引起重点关注，

分数越高则存在的危险性越大。

注：安全线分值可根据各自风

场使用风机的机型、系统、地域及

要求等情况自行设定，此表结果仅

为风机报警识别练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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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以“变频器错误”风机报警信息作为做练习（见表二），如下：

表一：报警信息判别练习表

序号 报警信息

发生部位 发生次数 复位方式 类型 安全链 报警具体内容

得分合计轮毂

5分

机舱

4分

塔基

2分

首次

2分

重复

5分

就地

5分

远程

3分

自动

1分

机械

5分

电气

4分

是

5分

否

2分

了解

0分

不了解

否决

注：①如练习者看不懂报警信息或对信息反映问题的含义不能明确，则测试无效！

　　②报警信息——指通过人机界面、远程监控系统或控制系统后台显示的故障内容。

　　③发生部位——指故障发生在风机的主要区域。

　　④发生次数——指同一故障在特定时间（一般为12或24小时）内发生的次数。

　　　　　　　　　重复——在特定时间内出现3次及以上。

　　⑤复位方式——指系统对报警进行清除或覆盖的方法，与报警的安全等级有关。

　　　　　　　　　就地复位——需进入风机或登塔才能进行的复位方式。

　　　　　　　　　远程复位——可以通过远程监控系统对风机故障进行的复位方式。

　　　　　　　　　自动复位——风机控制系统对风机故障进行自行复位的复位方式。

　　⑥报警类型——指引起风机故障的器件或原因属于电气部分还是机械部分。

　　⑦触发安全链——指风机所出现的报警信息，是否与风机安全链有关或引发安全链动作。

表二：报警信息判别练习表

序号 故障名称

部位 次数 报警复位方式 类型 安全链 报警具体内容

得分合计轮毂

5分

机舱

4分

塔基

2分

首次

2分

重复

5分

就地

5分

手动

3分

自动

1分

机械

5分

电气

3分

是

5分

否

2分

了解

0分

不了解

否决

1 变频器错误 2 2 1 3 2 0 10

2 变频器错误 2 5 3 3 2 0 15

说明：

1、“变频器错误”是指变频

器内部检测出异常时，变频器在停

止工作的同时改变给主控系统发出

的信号属性，主控系统收到这个信

号的变化后触发相应的保护同时发

出报警信息。但该报警信息不能说

明变频器具体的故障内容，须连接

变频器后台才能读取到具体报警内

容。如：直流母线过压、模块温度低、

熔断器、浪涌保护器故障等等。因

此在不了解引发变频器错误的具体

原因时，不易对风机进行复位操作。

2、该故障一般为自动复位方

式，重复发生后其复位方式升级为

手动复位方式。

3、自动复位是指当系统检测

到的报警触发条件消失后，系统通

过自检后对停机程序自行清除、覆

盖，使风机控制系统恢复至待起机

或起机模式。

4、在一定时间内，某一故障

允许出现最大触发次数，如果超过

允许的范围，则会触发“重复错误”

报警，重复错误一般无自动复位权

限，但有手动复位权限。

从练习表中可以看出，当变频

器错误信息首次出现时（见表二中

序号 1 行），练习表得分合计为 10

分，低于预设的 12 分安全线，因

此可以由系统对其进行自动复位，

以便在风机运行中进行观察。当变

频器错误故障重复发生时（见表二

中序号 1 行），练习表得分合计为

15 分，高于前面预设的 12 分安全线，

因此不得直接对报警进行复位和起

机操作，应前往故障风机对变频器

进行检查，在确认并排除问题后，

方可对报警进行复位和起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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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二可见，同一报警因发生

的次数不同所累计的分值也不同，

对应的安全等级也会随之改变，这

样的量化分值可以给练习者带来较

清晰的认识，也说明要重视重复出

现的故障问题。

目前，有风电场对这类报警列

为严禁直接复位起机，当出现该类

报警时必须到现场进行确认后方能

进行操作。也有部分风场对风机变

频器控制系统进行了技改，即通过

光纤环网将变频器后台接入风场监

控室的监控系统（有的是单列主机），

这样当风机出现“变频器故障”报

警时，就能通过变频器远程监控了

解相关变频器的内部信息，对“变

频器错误”报警的判断提供实际依

据，避免了无谓停机，建议有条件

的风场可以考虑对变频器系统实施

远程监控技改。

五、结尾
风机故障快速识别能力的提

高，不是通过更新数据分析系统、

添加检测设备，不是靠招揽大量高

学历人才就可以轻易实现。它是一

种工作态势，是对风机运行情况的

了解，是对细小差异的敏感，是对

可能出现问题的警惕，并能把这些

感知在第一时间形成思路，将可能

出现的威胁控制在无害或可接受范

围的一种能力。若我们只满足于浅

层面的能不能处理故障；醉心于抢

发电量、完成生产任务；或者将风

机安全寄希望与他人，最终将导致

严重的事故和灾难。

因此在进行风机故障快速识别

的学习和训练时，要遵循以下几点：

1、对风机出现的故障信息运

维人员不够了解，则运维人员不得

对风机进行故障复位、清除和起机

等操作。新手或非专业人员更不得

对风机进行操作。

2、当需要对风机报警信息进

行操作时，必需由熟悉系统操作且

有一定经验的专业人员进行指导或

操作，清晰严谨的分析思路和规范

的操作习惯，是进行故障分析判断

的关键，也是经验的组成部分。

3、当风机出现故障或报警信

息时，有必要先对运行数据进行查

看，对事件记录进行回放，在对故

障安全等级进行确认后，方可进行

下一步操作。

多练、多干，熟能生巧，是快

速提高技术和认识水平的有效方法。

同时多学、多看，追根溯源才能做

到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才能积累

属于自己的工作经验。记得 2009

年参加由丹麦风电专家 Ami 老师主

讲的风电技术培训，以及在后来的

风电机组现场调试时，他讲得最多

的一句话：在风电这个领域，经验

往往比学历和知识更为重要！

参考文献：
[1] 王明军，风电机组运行及远程故

障处理，风能产业，2017（9）.

[2] 霍志红，等编著，风力发电机组

控制技术，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0（5）.

[3] 杨校生，风力发电技术与风电场

工程，化学工业出版社，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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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风电场定期维护模式探讨
□ 文   王世全   重庆海装风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按照风电机组的技术要求，根据运行时间会对机组进行定期维护。随着海上风电的迅猛发展，为了提高

维护效率，通常将定期维护分为机械部分和电气部分。由于机械维护和电气维护存在效率差异，往往造

成停机时间、人员工时、船舶油耗成本的不同。本文通过对定期维护模式进行探讨，并对停机时间、人

员工时、船舶油耗成本等进行了分析计算，根据不同需求得出了最优的定期维护策略。

提高维护效率　效率差异　定期维护模式

摘　要：

关键词：

图1：循序型定维模式

1. 问题描述
定期维护是指按照风电机组的

技术要求，根据运行时间对风电机

组进行定期的检测、维护和保养等，

如六个月、一年等。根据这些不同

的运行时间会制定不同的但相对固

定的工作内容，其中，年度维护包

含的工作内容很多，主要分为电气

维护和机械维护两大部分，工作量

大，同时，年度维护也是风力发电

机组长期安全可靠运行的主要保证。

随着海上风电的迅猛发展，风

电场的规模也逐渐扩大，为了提高

定期维护的效率，开始将年度维护

工作分为机械部分和电气部分，随

着工作的进行，我们可以发现，机

械部分维护的工作时长往往和电气

部分维护的工作时长存在差异。例

如，一台机组机械部分的维护工作

需要三天才能完成，而电气部分的

维护工作则需要两天便能完成。

海上风电机组运行成本较高，

因此，单次出海往往时间较长，或

是三至四天，甚至更长。因此，当

电气部分的维护工作完成后，如果

要等待机械维护工作的完成，负责

电气部分维护工作的人员便进入了

一个待工时期。这时，我们发现，

为了工作进度，负责电气部分维护

工作的人员往往会选择直接开始下

一台机组的电气维护，而负责机械

部分维护工作的人员则需要先将上

一台机组完成之后再去追赶下一台

的进度。

那么，这种看似高效的维护方

式，是否实现了降本增效呢？

2. 定期维护模式探讨
2.1 循序型

循序型定维模式是指电气维护

和机械维护同时开始第一台工作，

当电气部分的维护工作完成后，机

械维护工作继续进行，负责电气部

分维护工作的人员则直接开始下一

台机组的电气维护，负责机械部分

维护的人员则按照电气维护的顺序

依次开展机械维护工作，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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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共进型定维模式

图3：阶段型定维模式

2.2 共进型
共进型定维模式是指电气维护

和机械维护同时开始第一台，当电

气部分的维护工作完成后，进入等

待期，待机械维护工作完成后，再同

时开始下一台机组的维护，见图 2。

2.3 阶段型
阶段型定维模式是指电气维护

和机械维护同时开始第一台工作，

当电气部分的维护工作完成后，机

械维护工作继续进行，负责电气部

分维护工作的人员则直接开始下一

台机组的电气维护，待电气维护和

机械维护同时结束不同机组的维护

工作时，按照电气维护的进度，机

械部分先跳过期间未维护的机组，

与电气组共同开始下一台机组的维

护工作，见图 3。

3. 总停机天数与工时分析
某海上风电场共 20 台机组，

机械维护共 4 人，需 3 天 / 台，电

气维护共 4 人，需 2 天 / 台。

3.1 循序型
从 图 1 中 可 以 看 出，1# 机 组

的电气、机械维护同时开始，则 1#

机组共停机 3 天；当 1# 机组电气

维护完成后直接开始 2# 机组电气

维护，在 2# 机组电气维护进行了 1

天的时候， 2# 机组的机械维护才

开始，则 2# 机组总停机时间为 4 天；

当 3# 机组电气维护完成后，机械

维护刚刚开始，则 3# 机组总停机

时间为 5 天；当 4# 机组电气维护

停机 2 天后，运行了 1 天，再开始机

械维护，再停机 3 天，则 4# 机组

总停机时间为 5 天；以此类推，之

后的每台机组的停机时间均为 5 天。

那 么， 该 海 上 风 电 场 20

台 机 组 总 的 停 机 维 护 时 间 为

3+4+5*18=97 天。

电气维护人员工时为 4（人）

*2（天 / 台）*20（台）=160 人·天；

机械维护人员工时为 4（人）

*3（天 / 台）*20（台）=240 人·天；

则 总 工 时 为 160+240=400

人·天。

3.2 共进型
从 图 2 中 可 以 看 出，1# 机 组

的电气、机械维护同时开始，则 1#

机组共停机 3 天；2# 机组的电气、

机械维护同时开始，2# 机组停机时

间也是 3 天；以此类推，所有机组

的停机时间均为 3 天。

那么，该海上风电场 20 台机组

总的停机维护时间为 3*20=60 天。

电气部分虽然维护时间仅为 2

天，但等待期同样要计入工时中，

因此电气维护人员工时为 4（人）

*3（天 / 台）*20（台）=240 人·天；

机械维护人员工时为 4（人）

*3（天 / 台）*20（台）=240 人·天；

则 总 工 时 为 240+240=480

人·天。

3.3 阶段型
从 图 3 中 可 以 看 出，1# 机 组

的电气、机械维护同时开始，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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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定维模式与停机时间和工时的关系

图5：循序型模式下运维船航行线路图

机组共停机 3 天；当 1# 机组电气

维护完成后直接开始 2# 机组电气

维护，在 2# 机组电气维护进行了 1

天的时候，2# 机组的机械维护才开

始，则 2# 机组总停机时间为 4 天；

当 3# 机组电气维护完成后，机械

维护同时结束 2# 机组的工作，此时，

机械组先跳过 3# 机组的机械维护，

与电气组同时开始 4# 机组的维护

工作，以此类推，待电气维护全部

完成后，机械组再来开展未维护的

机组。在这个过程后，3# 机组首先

进行电气维护停机了 2 天，在电气

维护全部完成后，再开展 3# 机组

的机械维护，需再停机 3 天，那么

3# 机组总停机时间为 5 天。

那么，该海上风电场 20 台机

组总的停机维护时间为（3+4+5）

*6+3+4=79 天。

电气维护人员工时为 4（人）

*2（天 / 台）*20（台）=160 人·天；

机械维护人员工时为 4（人）

*3（天 / 台）*20（台）=240 人·天；

则 总 工 时 为 160+240=400

人·天。

3.4 结论
三种定维模式讨论结果见图4。

可以看出，循序型定维模式总

工时最短，但总停机时间最长；共

进型定维模式总工时最长，但总停

机时间最短；阶段型定维模式总工

时与循序型定维模式相同，而总停

机时间居中。

4. 航行时间与油耗成本分析
中国东部黄海海域某海上风电

场共 20 台机组，其中最远的两台

机组相距 10.1km，最近的两台机

组相距 0.60km[1]：

目前普通钢制运维船服务航速

约 10 节，该航速下油耗约 120L/h，

油品单价约为 5.45 元 /L。

4.1 循序型
循序型模式下，为了满足电气

组人员的工作进度，运维船会不断

的接送人员。当 1# 机组电气维护结

束后，运维船需运送电气组人员至

2# 机组；2# 机组电气维护过程中，

1# 机组机械维护完成，运维船需回

到 1# 机组，运送机械组人员至 2#

机组；2# 机组机械维护过程中，2#

电气维护完成，此时，运维船需运

送电气组人员至 3# 机组。图中看

出，2# 机组机械维护和 3# 机组电

气维护同时结束，那么运维船在 3#

机组待电气人员结束后一起回到 2#

机组，然后将机械组人员运送至 3#

机组，再运送电气组人员至 4# 机组，

如此反复。航行线路过程见图 5。

该模式下，总距离计算结果如下：

D 总 =88.07(km)　　(1)

航行时间

T 总 =88.07/(10*1.875)=4.70(h)　(2)

油耗总成本为

C总=4.70*120*5.45=3073.8( 元 )(3)

4.2 共进型
共进型模式下，运维船从 1#

机组开始依次进行维护，最后维护

20# 机组。维护过程中，运维船不

会出现往返航行的情况。航行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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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共进型模式下运维船航行线路图

图7：阶段型模式下运维船航行线路图

图8：定维模式与航行时间和油耗成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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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见图 6。

该模式下，总距离计算如下：

D 总 =21.04(km)　　(4)

航行时间

T 总 =21.04/(10*1.875)=1.12(h)　(5)

油耗总成本为

C总=1.12*120*5.45=732.48( 元 )(6)

4.3 阶段型
阶段型模式下，为了满足电气

组人员的工作进度，运维船也会不

断的接送人员。当 1# 机组电气维

护结束后，运维船需运送电气组人

员至 2# 机组；2# 机组电气维护过

程中，1# 机组机械维护完成，运维

船需回到 1# 机组，运送机械组人

员至 2# 机组；2# 机组机械维护过

程 中，2# 电 气 维 护 完 成， 此 时，

运维船需运送电气组人员至 3# 机

组。图中看出，2# 机组机械维护和

3# 机组电气维护同时结束，那么运

维船在 3# 机组待电气人员结束后

一起回到 2# 机组。此时，3# 机组

机械维护暂时搁置，运维船将全部

人员运送至 4# 机组，如此反复。

最后再依次完成 18#、15#、12#、

9#、6#、3# 机组机械维护。航行

线路过程见图 7。

该模式下，总距离计算结果如下：

D 总 =61.46(km)　　(4)

航行时间

T 总 =61.46/(10*1.875)=3.28(h)　(5)

油耗总成本为

C总=3.28*120*5.45=2145.12( 元 )(6)

4.4 结论
可以看出，共进型定维模式航

行时间和油耗成本最低，循序型定

维模式航行时间和油耗成本最高。

5. 总结
海上风电场维护成本较高，受

环境影响较大，在进行长时间的定

期维护前，需提前考虑外包人员的

工作进度情况，根据所需天数的差

异对停机时间、人员工时及油耗成

本等进行分析，得出最优的定期维

护策略，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王世全 . 海上风电场运维策略模

型研究与实例分析 [A]. 中国农业机械工业

协会风力机械分会 . 第四届中国风电后市

场专题研讨会论文集 [C]. 中国农业机械工

业协会风力机械分会 : 中国农业机械工业

协会风力机械分会，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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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风力发电机组
叶片清洗检查机器人的应用
□ 文   梁振飞   叶葳   李勇   黄曙光   华电湖北发电有限公司新能源分公司

针对风力发电机组清洗和检查工作的日益增多，为避免工人高危作业，设计出了一种新型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风力发电机组叶片清洗检查机器人。本文详细分析了该机器人的方案

确定，如何解决目前检测和维护的痛点，以及对风力发电机组进行检测和维护工作的实际

意义 ; 提出了该机器人的设计技术指标和技术路线，并对机器人的基本功能方案做了重点

分析，确定出了机器人的机械本体结构。对推动智能技术与电力工业的深度融合，以及推

广风力发电机组叶片清洗检查智能机器人的切实可行的应用，起到了积极作用。

风电叶片　爬壁机器人　清洗　检查

摘　要：

关键词：

引言
风电已成为我国仅次于水电的第二大清洁

可再生能源。风机叶片在运行中受风蚀环境影

响大，表面保护层容易损坏，继而产生集尘、

结垢，严重影响发电效率。叶片高空运转，雷电、

冰雹、雨雪、沙尘、飓风等造成危害更为严重。

未及时发现的裂纹扩展到玻纤层内部，将造成

重大损失。许多风电场的叶片经常处于带病工

作状态，存在安全隐患。近年因风机叶片损伤造

成严重风机事故，甚至伤亡事故频发。叶片的清

洗和检查是必须直面的问题。

目前国内外叶片的常规清洗和检查方式是：

“蜘蛛人”和搭建可升降作业平台两种方式。“蜘

蛛人”检查、清洗效率低，且存在很大的安全

隐患。搭建升降平台准备和撤离时间长，需人

工高空作业，安全性不高。作为简单巡检，常

用方式还有望远镜和无人机两种。望远镜和无

人机检查效果差、效率低。无人机作业容易受

风电场电磁力影响，用于叶片近距离周身检查

轨迹控制复杂易存在撞击风险，只能发现表明

缺陷，并且无清洗功能。欧洲 HeliTechnics 公

司提供直升机清洗风机叶片服务，费用高。另

外也有一些其它研究实验，效果不是很好，并

未得到推广应用。

当今人工智能技术高速发展，传感、视觉

和控制系统不断进步，机械结构可靠稳定，针

对目前风机叶片清洗和检查痛点，有条件研发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风力发电机组叶片清洗检

查机器人。

1. 机器人机械方案布置
1.1 机器人本体形式选择

风电机组由主机、叶轮、塔筒等组成。叶

片悬挂在主机轮毂上，叶片造型奇特且表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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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常用吸附方式的优缺点比较

吸附方式 优点 缺点

真空吸附式 应用范围广，性能稳定，体积小 对电的依赖性强，耗能大，对吸附表面有较高要求

仿生学吸附式 维持吸附力不需外界供能，噪音小 目前研究较少，技术还不成熟

磁

吸

附

永磁体 吸力大，吸附安全性高 吸附面需为钢制材质，卸磁不方便

电磁体 卸磁方便 吸附面需为钢制材质，重量大，耗能大，发热量大，需要散热

胶体和油漆保护层材质，很难满足机器人附着

和攀爬作业。因此考虑通过塔筒爬壁机器人清

洗和检查叶片。

爬壁机器人常用吸附方式的优缺点比较 [1]

见表 1。

塔筒为钢制圆柱或圆锥筒状结构，有足够

的强度和刚度，适合机器人吸附攀爬。考虑到

技术成熟度和效率等方面的影响，机器人采用

永磁吸附方式。

永磁吸附爬壁机器人有履带式和轮式两

种。履带式优点是吸附力大，可靠性高，直线

度好，但无法实现转向功能。轮式结构简单，

运动灵活。

通过各种机器人的比较情况， 四驱轮式永

磁吸附爬壁机器人由于自身的吸附较为稳定、

运动灵活等特点，更加适宜于风机塔筒爬壁机

器人的设计要求，针对稳定性的问题，可在后

续设计中进行优化。

1.2 永磁吸附磁力设计
风电机组低段塔筒与顶段塔筒直径不同，

呈圆台形状。如果磁钢固定在小车上，低段塔

筒与顶段塔筒处磁隙相差很大。同时要考虑通

过塔筒焊缝时，磁隙过小会搁浅。磁隙大，吸

附力设计不足，无法适应圆台结构，也无法保

证整机安全性；磁隙小，吸附力设计过大，会

引起钢结构变形，增加负载，增大设备重量，

也需要更多的驱动力。因此，吸附力和磁隙的

设计要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影响。

通过计算和实验，需要选用超强吸附力的

定制磁钢。定制磁钢在制作时应经过严格工艺

以保证性能：精选原料，熔炼制粉成型，烧结

与时效，精密充磁，严格测试，精加工，表面

镀镍处理，成品检验。另需注意，由于磁力超强，

应额外注意安全。要提前设计可靠的装配工艺，

并设计专用卸磁工具。

1.3 移动轮式小车设计
机器人设备不仅需要上下行走，完成叶片

清洗和检查所需；还需要环绕塔筒周向移动，

避免机器人系统作业装置与叶片干涉。圆台曲

面并不方便转向，并且一旦转向，磁隙也无法

满足使用要求。因此考虑采用四驱麦克纳姆轮

形式，可实现原地转向以及原地向各个方向运

行。机器人行走机构能自适应在圆台曲面上实

现全方位移动。

为满足悬臂覆盖叶片曲面，考虑了长悬臂

作业装置平台，因此，机器人系统外形需足够大，

才能可靠稳定的吸附塔筒并实施作业。组合小

车可承载更大载荷，确保悬臂正常工作。组合

小车设计可将多组小车快速拼装，拆卸后也便

于转移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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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机器人布置方案

1.4 俯仰作业臂设计
以 2MW 风 电 机 组 XE105 系 列 为 例，

低 段 塔 筒 直 径 φ4400mm， 顶 段 塔 筒 直 径

φ2686mm，塔筒高度约 80m，叶轮中心与塔

筒中心距离 4740.6mm，叶片长度 48m，叶根

直径 2.2m，叶片最大弦长 3.5m，机舱主轴仰

角 5°。由于叶片尺寸较大，距离塔筒也有一定

距离 ( 约 7m），且叶片位于垂直检修位置时不

同高度横向尺寸存在很大变化，这要求爬壁机

器人作业时水平和垂直可作业范围较大。

作业臂采用轻质高强度材料。为便于安装

和运输，作业臂采用可拆卸结构。同时根据清

洗及检查不同需求作业臂前端可搭载不同结构

或设备。此外，作业臂可通过卷扬装置调整作

业角度，覆盖叶片各区域。

1.5 关节机器人设计
为保证机器人执行机构能够适应并抵近叶

片表面，机器人需要具备横向移动调整姿态的

功能，以实现对叶片的粗略定位。

机械臂机器人搭载于悬臂前端。此机器人

为可快速拆卸结构，当需要叶片清洗时，将关

节臂拆卸更换为清洗装置，以减少清洗时机器

人负荷。同时搭载关节机器人是为了实现更精

准的、更柔性的定位，既要保证其前端搭载的

超声扫查装置与叶片表面良好接触，又不能用

力过大过猛，以避免造成叶片损伤。

综合以上，减轻设备重量，增大安全可靠性，

优化结构受力，采用组合小车布置，装备俯仰

悬臂和安全绳，并在固定臂前装有水平作业臂，

以实现风机叶片的近距离高效清洗和检测。机

器人布置方案详见图 1。

2. 相控阵超声检测装置的研制
对于叶片检测，既要保证检测探头与叶片

高效接触，又不能对叶片表面造成任何损伤。

同时还要满足叶片材料检测需要，以及高空搭

载的便捷性。因此需研发全新的可供机器人携

带的超声波检测仪器。

风电叶片的故障源头包括：原材料问题，

制造或者工艺缺陷，设计因素。主要故障种类包

括：开裂和结构脱落。叶片壳体，多为 GFRM（玻

璃纤维增强材料）或 CFRM（碳纤维增强材料）。

粘接剂，多为环氧树脂。粘接不良和开裂是影

响在役叶片安全性能的最大内在缺陷。两个必

查界面：叶片壳体和粘合剂之间；粘合剂和腹

板之间。

风电机组叶片运转 5 年左右，起到外固合

保护作用的胶衣已被风沙抽磨至最低固合力点，

原始叶片粘合缝从外观上已清晰可见，此时叶

片完全依靠内粘合来运转。由于原始叶片弯曲、

扭曲的内粘合受粘合面不均匀、受力点不均，

风电机组的每一次弯曲、扭曲和自振，都可能

造成叶片的内粘合缝处开裂。尤其是叶片的迎

风面叶脊处，是叶片受损最严重的部位，开裂

率最高。如果风场巡视未发现已产生的开裂缺

陷，风电机组继续运转，叶片折断、摔落现象

极有可能发生，造成严重事故。

在摄像拍照检查基础上，研制一种合适于

爬壁机器人搭载和作业的叶片检测装置，如超

声扫查装置。并通过研制一款专用执行机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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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相控阵超声检测方案

收稿日期：2019 年 4 月 13 日

作者简介：梁振飞，高级工程师，华电湖北新能源分公

司副总经理，一直从事电力生产方面的工作和研究。

现该装置的作业控制，并将检测结果实时传送

至地面的计算机上，实现在线检测。检测方案

如图 2。

3. 机器人控制及检测
机器人吸附在塔筒上，远离地面操作位。

机器人应搭载精密可靠的传感器及监视系统，

设计的控制软件应具有很好的鲁棒性及适应性，

减少人为作业失误。

因机器人处于高空作业，尤其要注意避免

其从高空坠落。设计上又有诸多考虑。如安全

牵引钢丝绳以及俯仰卷扬钢丝绳设计均考虑 8

倍以上的安全系数；电控上也必须为运行安全

提供保护措施，如安全绳拉力保护，通过合理

设置安全载荷门槛，保证小车运行的同步性；

如动态倾角检测，保证左右小车水平度，通过

设置倾角限值，避免倾斜载荷对整机造成影响；

如臂架防撞，通过布置多点阵列式超声雷达传

感器，避免前臂与叶片碰撞，避免叶片损伤；

如执行机构均采用高精度伺服电机，以保证运

动机构的控制精度；尤其是关节机器人部分，

采用基于关节力矩的柔性控制，兼顾探头与叶

片之间的接触压力与叶片安全。

4. 总结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风力发电机组叶片清

洗检查机器人研发设计可应用于风机叶片的污

垢清洗、缺陷摄像拍照检查、超声扫查检查。

理论可拓展：风机叶片的除冰作业、简单缺陷

的修复；塔筒的清洗、焊缝检查、补漆、喷字等。

该机器人的推广应用，为风电机器人提供了新

思路，避免工人高危作业，推动智能技术与电

力工业的深度融合。

参考文献：
[1] 马向峰，2016，船体表面测量定位标识系统设计及

标识爬壁机器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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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齿轮箱润滑系统的清洁维护
□ 文   张梅香①　Kal Farooq②　田永红①　颇尔（中国）有限公司①　Pall Corporation②

齿轮箱的可靠性和长寿命对风力发电机成功运行起着重要作用。齿轮箱过滤系统是用来保持齿轮润滑油

的清洁，防止齿轮箱的主要部件如齿轮和轴承的过度磨损。结构设计和质量较好的，符合 ISO 16889 多

通实验，过滤比 (Beta 值 ) 为 1000 的高效、高纳污能力的过滤器是必需的，它能够确保过滤系统的油品

的清洁度保持最佳状态。本文讨论的是中国北方一个风场 1.5MW 风机安装高效过滤器的应用经验。

清洁度　过滤器　过滤比　齿轮箱　磨损　使用寿命等

摘　要：

关键词：

图1

风力发电机齿轮箱经受着大自

然从狂风到微风，瞬间再从微风到

狂风的高跨度变动和迅速反转等极

端苛刻的操作条件。同时，风机需

要尽可能的紧凑和轻便、低噪音、

能忍受极高和极低苛刻的温度条件，

并提供长达 20 年的使用寿命。

风力发电机大部分都分布在偏

远的地区，本身的特点决定了维修

和保养的难度，并且需要耗费大量

时间和超高的费用。尽管风力发电

机的设计使用寿命是 20 年，每 2

年保养一次，但实际使用发现，有

的齿轮箱刚刚运行一年就不能工作

了。在齿轮箱失效原因中，轴承失

效导致齿轮箱失效占比最高，齿轮

磨损导致齿轮箱失效也是常见原因。

据统计每台风力发电机不可预

见的停机是 280hrs/y ，35% 是由

齿轮箱轴承失效造成的。失效原因

分析发现，20% 失效原因与润滑

油中固体颗粒污染有关。固体颗粒

污染物会导致齿轮表面磨损产生金

属屑，磨损产生的金属屑导致更多

的磨损颗粒，不仅如此，固体颗粒

污染物还会破坏抗磨添加剂油膜的

形 成 [1]。 另 一 项 德 国 Schleswig-

HolsteinLand Wirtschafts Kammer 

(LWK) 调 查 研 究 结 果 显 示， 在

1993-2004 期间，由于齿轮箱失效导

致的风力发电机停机率最高（图 1）。

由于轴承磨损产生的污染物最

终导致风机齿轮箱内齿牙磨损。典

型的齿轮箱失效，就是从轴承磨损

开始的。轴承磨损产生金属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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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Source of oil sample Cleanliness Per ISO 4406

Oil added into gearbox at any location -/14/11

Bulk oil from gearbox after factory test at the gear 

manufacturers facility
-/15/12

Bulk oil from gearbox after having been in service 24 to 

72 hours after commissioning of the WT
-/15/12

Bulk oil from gearbox sampled per the maintenance 

manual
-/16/13

属屑导致更多的磨损，磨损产生大

量的污染物进一步导致齿轮与齿轮

箱的运动间隙平行度偏移，齿轮严

重磨损，最终导致齿轮箱失效。风

力发电机齿轮的维修和替换不可能

在风机上完成，只能整体齿轮箱更

换（其吊装、更换以及运输的费用

是非常昂贵的）。

齿轮箱润滑依靠高性能的润滑

流体，包括精制矿物油、合成油或

半合成混合油。风力发电机是典型

的低速重载运行设备，是弹性流体

动力润滑（EHL）模式，滑动和滚

动过程使部分金属表面直接接触是

普遍存在的。这些条件下要求使用

的润滑油具有加强型添加剂，最佳

操作粘度和清洁度。

AGMA/AWEA 6006:2003 《风

机齿轮箱设计标准和规范》是风电

齿轮箱制造行业具有权威性和全面

性的标准。依据 AGMA 标准，确定

合适的组件、过滤器尺寸、高效过

滤介质的责任，是由买方、齿轮箱

制造方和过滤器供应方共同协商确

定。买方提供齿轮制造厂家风机预

期安装地点的环境条件。

为得到齿轮和轴承的最佳使用

寿命，AGMA/AWEA 6006:2003 标

准中给出了维护润滑油清洁度的指

导（表 1）：

风机齿轮箱润滑系统包含过

滤固体颗粒金属屑的过滤装置，要

求油箱油清洁度维持在 ISO 4406 

-/16/13 以上。按维护手册要求 , 第

一次取样不能超过 4000 小时，随

后按 3-6 个月固定周期取样检测。

轴承使用寿命按 ISO 4406 -/17/14

计算，但齿轮制造商要求在生产 /

验收每个齿轮箱的试验用油清洁度

为 ISO -/15/12[2]。

风机齿轮箱润滑系统根据设计

要求采用一个或多个过滤系统。过

滤系统通常包含油冷却系统和在线

过滤器压力润滑系统。在线过滤器

可以是独立的润滑系统或与离线（独

立循环）过滤系统一起提供设计需

求的清洁度以及齿轮和轴承所需润

滑油量。离线过滤系统通常是与压

力喷溅润滑系统分离的。无论安装

位置如何，从离线系统出来的清洁

油直接进入齿轮箱来冲刷齿轮箱。

在线过滤器通常是由高效精过

滤器作为主过滤器部分，金属网过

滤器作为粗过滤器，两部分过滤器

做成一体。主过滤器尺寸和精度的

选择要提供流体需要的清洁度和使

用寿命。二级过滤器比较粗，压力低，

当冷启动情况下，流体粘度较高，

通过主过滤器阻力较大，旁通阀打

开，流体直接通过二级过滤器。

风机行业的做法是设计一个具

有高纳污能力的可以实现七个月使

用寿命的主过滤器，半年滤芯更换

周期一到，统一更换滤芯。同样道理，

十四个月的使用寿命的过滤器，到

十二个月时统一更换滤芯。对风电

场运营商来说，从维护和节约成本

的角度上，更长使用寿命的过滤器

滤芯是非常可取的。重要的是延长

使用寿命期间过滤器滤芯需要保持

其颗粒的去除性能和保留住捕获的

污染物。在许多冷启动和极端的温

度下，过滤器承受的应力是需要过

滤介质及其支撑结构设计来处理的。

中国北方风电场，1.5 MW 风

机上安装了许多颇尔公司专利生产

的渐变孔径、合成玻璃纤维过滤

器。该过滤器随同齿轮箱润滑系

统一起提供，包括完整的电泵、相

关阀门、软管、DP 报警和风冷器

等。Figure2 展示安装在齿轮箱上

的过滤系统。过滤器滤芯为高纳污

能力设计，并有支撑层和外面螺旋

缠带固定结构。过滤器期望保持润

滑油清洁度高于 ISO -/16/13 并且

提供至少 12 个月的使用寿命。本

文随机选取四台风机跟踪监测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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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图4

器的性能。四台风机中，三台风机

在线过滤过滤系统精过滤滤芯安装

了颗粒过滤比 β1000 ≥ 12µm 滤

芯（Pall“S”级滤材），一台风机

安装了颗粒过滤比 β1000 ≥ 7µm

（Pall“N”级滤材）滤芯，四个风

机粗过滤均为 25µm 金属网。所有

风机在 2010 年 5 月开始运行，齿

轮箱润滑油使用的是 ISO VG 320

合 成 油 (PAO based)。Figure 3 所

示为润滑系统示意图，最大流量为

116 LPM，系统油共约 320 L。

为 了 记 录 过 滤 器 的 性 能， 从

2012 年 7 月更换过滤器滤芯开始取

样跟踪，取样点在过滤器的上游，

目标跟踪一年，使用期间流体清洁

度高于等于 ISO4406 -/16/13。过

滤器使用寿命终止由油品清洁度或

滤芯压差（设置压差 3.0 bard）决定，

其中一项达到，使用寿命终止。

由于风场地处偏远地区，冬季

天气恶劣，大雪封山时无法按计划

取样，所以个别结果缺失。流体样

品按 ISO 4406 清洁度标准分析给

出，使用金属网堵塞法设备 [3] 检测。

由于齿轮油粘度太高，遮光法或光

散射法自动颗粒计数器被证实不能

正常检测。所取样品还采用 1.2µm

分析膜片法来验证金属网堵塞法的结

果，以及查看不正常颗粒或污染物。

由于过滤器使用过程中捕捉磨

损颗粒，过滤介质纤维矩阵内的空

隙体积逐渐被占据，导致阻力增加，

这主要表现在滤芯的压差（DP）增

长。压差增长跟滤芯堵塞的程度成

正比，在滤芯安装使用 12 个月后

我们进行了滤芯压差检测。

压差检测使用 Y 型接口安装到

过滤器滤头的 DP 指示器接口上，

通过传感器检测压差 ( 图 4)。因为，

在维修检测过程中，风机不允许运

行，所以压差检测是在电动泵高速

运转 68 LPM 下测得。报告中给出

的数据是根据当时的温度和粘度条

件，进一步换算成风机满负荷全流

量 116 LPM 运转时、油温 40oC 时

的压差。第一套滤芯使用 12 个月后，

齿轮油清洁度状况良好，压差值均

低于 3 bard 报警压差值，因此决定

暂不更换滤芯，继续跟踪清洁度和

压差情况。又跟踪 4 个月后，停止，

第一套滤芯总共使用 16 个月。

16 个月时的压差情况如图 5，

第二套滤芯的压差在后面讨论。

第二套滤芯仍然安装在这四

台 风 机 上。 新 滤 芯 有 三 支 12µm

（Pall“S”级滤材）安装在三台风

机 上， 一 支 7µm（Pall“N” 级 滤

材）安装 #56 风机上，粗过滤仍然

是 25µm 的金属网过滤器。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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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表2

ISO 4406 Cleanliness Code

Sample Date Months WT #41 WT #48 WT #56 WT #57

July 13,2012 In service 18/15/13 16/14/11 18/16/14 17/16/14

October 16,2012 3 18/16/14 16/15/13 18/16/15 16/15/14

December 13,2012 5 15/13/11 - - -

March 8,2013 8 14/13/11 - 15/14/12 -

April 18,2013 9 18/16/13 15/14/11 16/15/12 17/16/13

May 18,2013 10 16/15/11 15/14/11 16/14/12 15/14/11

June 22,2013 11 17/14/11 15/12/10 15/12/10 16/13/10

July 22,2013 12 15/12/10 15/13/11 16/12/10 15/14/12

September 16,2013 14 17/14/12 16/14/12 16/14/12 17/14/12

November 23,2013 16 19/16/13 16/14/13 16/14/12 16/15/12

套一样，定期取样检测齿轮箱油的

清洁度和滤芯的压差，直到 21 个

月四支滤芯压差都没有到达 3 bard

报警值（注 #48 风机第 19 个月因

为齿轮箱维修，无法得到压差值）。

但整体压差变化趋势看，从 19 个

月开始压差开始加速增长，指示着

滤芯快速堵塞，滤芯寿命即将结束

（图 6）。建议风场开始更换新的

滤芯。

参考（图 5）第 16 个月末第一

套和第二套滤芯压差比较图，#41

和 #48 风机上第二套滤芯压差明

显比第一套低。这是因为第一套滤

芯已经将齿轮箱内磨损颗粒清理干

净，减低了第二套滤芯的截污量，

因此降低了第二套滤芯第 16 个月

末的压差。#56 风机第一套精度为

12µm，第二套滤芯精度为 7µm， 

更细精度的过滤器进一步清洁系统

油品，因此第二套滤芯第 16 个月

末的压差比第一套高些。#57 风机

第一套精度为 7µm，第二套滤芯精

度为 12µm， 原本洁净的齿轮箱内

部，第二套滤芯第 16 个月末自然

截留污染物少，压差低。第一套滤

芯 16 个月得到的样品清洁度评估

结果如表 2，第一套滤芯 21 个月得

到的样品清洁度评估结果如表 3。

图 7 显示齿轮箱润滑油清洁度

自监测以来 37 个月的趋势图。曲

线表示流体中≥ 6µm(c) 颗粒数变

化情况，即体现的是 ISO4406 清

洁度等级的中间数字（参考图 8 按

ISO4406 清洁度评级系统描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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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ISO 4406 Cleanliness Code

Sample Date Months WT #41 WT #48 WT #56 WT #57

November 23,2013 0 19/16/13 16/14/13 16/14/12 16/15/12

May 24,2014 6 18/14/12 16/14/11 17/15/13 -

August 23,2014 9 18/15/13 14/12/10 17/15/13 16/14/12

November 24,2014 12 16/14/12 13/12/10 17/15/14 13/12/10

March 24,2015 16 13/12/10 14/13/11 15/14/11 13/12/10

June 24,2015 19 15/13/10 - 15/12/10 14/12/10

August 24,2015 21 16/14/11 17/15/13 15/12/10 15/13/11

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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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水平虚线绘制在代码 16 上，

根据 AGMA 标准，这是风机齿轮箱

润滑油要求的清洁度水平的上限，

代码越小，清洁度越高。从图 7 看出，

从过滤器的安装使用后，整体清洁

度代码在要求范围内呈下降趋势，

说明清洁度在不断改进。监测的四

台风机在第二套滤芯使用 21 个月，

总共跟踪 37 个月时停止试验。根

据这个风场的经验，建议提高滤芯的

更换周期从 12 个月提高到 18 个月。

将来，具有较高的纳污能力的

滤材和创新的滤材结构、较低的净

压差、更大的过滤面积的滤芯，将

同样的风电机组润滑油过滤器的使

用寿命达到 24 个月。这些计划正

在贯彻实施，未来的文章将介绍这

些过滤器的相关应用经验。

Ref:
[1] Contaminant: Unseen Killer, 

Lisa Tocci, Lubes & Grease, June 2000.

[2] AGMA 6006-A03 2003, Standard 

for Design and Specification of 

Gearboxes for Wind Turbines.

[ 3 ]  PCM500 Ser ie s  Portab le 

Cleanliness Monitor-Retrieved on 

January 21, 2016 from: https://www.pall.

com/pdfs/Industrial-Manufacturing/

M&EPCM500EN.pdf.

[4] ISO 4406-1999, Hydraulic fluid 

power-Fluids-Method for coding the 

level of contamination by sol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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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某风场采用的是 2.0MW 双馈

异步发电机组，投运几年来，共

有 9 台齿轮箱故障下架维修，1 台

齿轮箱故障停机待修，另外还有 4

台齿轮箱有缺陷隐患。在检查分析

过程中发现 50 台机组齿轮箱油压

都不一样，油压在 1.5bar-8bar 之

间（厂家说明：齿轮箱正常油压在

0.4bar-8bar 之间），其中有 27 台

齿轮箱油压在 1.5bar-3bar 左右，

另外 23 台齿轮箱油压在 3bar-8bar

左右，而上述 14 台故障损坏或有

缺陷的齿轮箱，有 10 台齿轮箱油

压在 1.5bar-3bar 左右。与其他采

用该型号风机齿轮箱的风电场了解，

齿轮箱油压也各不一样，也存在齿

轮箱油偏压，轴承温度偏高的问题。

针对 50 台机组齿轮箱油压都

不一样的情况，进行了专题分析，

在分析中发现，27 台齿轮箱油压在

1.5bar-3bar 左右的轴承平均温度

比另 23 台齿轮箱轴承温度高 8 度

左右，在夏季，轴承平均温度甚至

高 15 度左右，这 27 台齿轮箱轴承

温度经常达到报警值。齿轮箱长期

处于油压低、轴承温度高的情况下，

会加快齿轮箱磨损，缩短齿轮箱使

用寿命。

对风机齿轮箱润滑油系统每个

设备和油路进行逐一排查，发现油压

底的齿轮箱进口分配器底部多开了

一个油口，将该油口封堵后，27 台

齿轮箱油压全部上升到 3bar-8bar

左右，齿轮箱前轴承温度平均下降

7.92 度，后轴承温度平均下降 5.69

度（冬季环境温度 5 度的情况下）。

2. 齿轮箱润滑系统原理
该系统主要有一台润滑油泵

（双速电机）、温控阀、过压旁通阀、

过滤器及换热器等组成（见下方系

统图）。

2.0MW双馈异步发电机组齿轮箱油压底
检查及处理的案例分析
□ 文   周伟忠   华电江苏能源有限公司新能源分公司

基于 2.0MW 双馈异步发电机组齿轮箱在运行中发生多台风机齿轮箱故障，通过故障原因检查和分析，发

现 50 台齿轮箱中有 27 台齿轮箱油压较低，轴承温度偏高。针对齿轮箱油压低的问题，经过系统性的检

查和分析，找到了问题所在，通过技改解决了齿轮箱油压低的问题，这 27 台齿轮箱进口压力上升明显，

轴承温度大幅下降，技改效果显著。为同类风机齿轮箱消除油压低的问题提供可借鉴的方法。

齿轮箱　油压　温度　缺陷　方法

摘　要：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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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原理：当冷启动时（润滑

油温度过低），或当过滤器滤芯压

差大于 4bar 时，滤芯上单向阀打开，

润滑油只经过 50μ 的粗过滤；当

温度逐渐升高，滤芯压差低于 4bar

时，润滑油经过 10μ 和 50μ 两级

过滤。当油温低于 45℃时，润滑油

直接经温控阀进入齿轮箱；当油温

高于 45℃时，温控阀关闭，润滑油

经冷却器冷却后再进到齿轮箱。为

保证出口压力的稳定，在装置上有安

全保护旁通阀，当压力超过 10bar

时，开启安全保护旁通阀，以防止

压力过高对系统元件造成损坏。

3. 排查过程
3.1 润滑油压力低原因分析：

（1）电机转速在低速运行，

电机功率达不到额定功率；

（2）电机与油泵的联轴器损坏；

（3）油泵叶轮磨损，泵轮间

隙过大；

（4）油泵进口与出口被杂物

堵住；

（5）油泵的进油管被杂物堵住；

（6）过滤器的滤芯被堵住；

（7）温控阀故障：当油温高

于 45 度时有部分油从旁路油管进

入齿轮箱造成分压使进口压力降低；

（8）泄压阀故障：泄压阀泄漏，

油从泄压管路直接进入齿轮箱。

3.2 排查处理过程：
（1）排查油泵电机（结果正

常）：#45 机组更换了油泵电机，

在更换油泵电机之前启动油泵高

速，观察齿轮箱进出口压力，并测

量了油泵高速状态下的电机三相电

流，更换电机后将压力与电流进行

了对比（表 1）。

管连接到油泵的一端取下并用堵头

堵住。目的是排除泄压阀泄漏，防

止在正常压力下有油通过泄压管道

直接流入到齿轮箱（表 3）。

表1

电机状态
出口

压力

进口

压力

三相

电流

更换电机前 3.76bar 2.37bar 5.8A

更换电机后 3.85bar 2.2bar 5.8A

（2）排查油泵联轴器（结果

正常）：#45 机组更换电机时发现

电机与联轴器的花型缓冲器有磨损

情况，更换了联轴器与缓冲器，齿

轮箱进口与出口压力基本没变。

（3）排查温控阀（结果正常）：

将 #45 机组的温控阀的阀芯取下并

在旁路安装一个节流阀，目的是排

除温控阀对齿轮箱进口压力的影响

（表 2）。

表2

旁路状态 出口压力 进口压力

旁路全关 5.32bar 1.72bar

旁路全开 5.04bar 1.63bar

（4）排查泄压阀（结果正常）：

将 #45 机组的温控阀的阀芯取下并

在该管路安装一个节流阀，将泄压

表3

泄压管状态 出口压力 进口压力

未加堵头 5.45bar 2.0bar

加堵头 6.31bar 2.19bar

表4

泵的状态 温控状态 泄压管堵头状态 节流阀的状态 出口压力 进口压力

未更换 未更换 装堵头 全开 4.75bar 1.88bar

已更换 未更换 装堵头 全开 4.79bar 1.94bar

（5）排查滤芯（正常）：将

#45 机组的温控阀的阀芯取下，并

在该管路安装一个节流阀，将泄压

管连接到油泵的一端取下并用堵

头堵住，更换了齿轮箱油泵过滤器

的滤芯，目的是为了排除由于齿轮

箱滤芯被堵住而影响齿轮箱油的进

口压力。更换了齿轮箱进出口压力

与第四步加堵头后的压力值相差

无几。

（6）排查油泵（正常）：将

#45 机组的旁路节流阀、泄压管的

堵头更换到 #9 机组并更换了新的

油泵。目的是排除油泵磨损影响泵

的出口压力，在检查过程中，检查

了泵的进出口管道畅通（表 4）。

（7）进一步排查油泵（正常）：

将 #2 机组油压正常情况下的油泵

与 #9 机组油压低的油泵进行互换，

目的是彻底排除油泵的因素（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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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排查齿轮箱主油管路：

更换油泵的进口油管，目的是为了

排除进油管有异物堵住，造成油泵

进油量减少，影响齿轮箱进口压力。

更换油管后与更换油管前的进出口

压力没有差别。

3.3 初步结论
经反复排查，#9、#45 机组齿

轮箱进口压力低于 1.5bar，与电机、

油泵、滤芯、旁路油管、主油管、

泄压油管、温控阀没有直接关系。

3.4 后续排查
多次排查仍没有发现问题，经

多方调研及与齿轮箱厂家沟通了解，

灌云风电场 50 台齿轮箱进油口分

配器不是由一个厂家提供，部分齿

轮箱进油口分配器底部增开了油

孔。了解该信息后，挑选了一台压

力正常的 #36 机组和一台压力偏低

的 #38 机组，分别检查齿轮箱进油

口分配器开孔情况，发现压力低的

#38 机组齿轮箱进油口分配器底部

增开了油口，#36 机组没有开油口，

将 #38 机组齿轮箱进油口分配器底

部油口封堵后压力恢复正常。

4. 解决方案
拆下齿轮箱进油口分配器上的

各路油管，拆下齿轮箱进油口分配

器，用 M12×1.5 的丝锥对齿轮箱

进油口分配器底部 Φ10 的泄油孔

攻丝，攻深 20mm，清理干净毛刺

和铁屑（如下图）。

表5

机组号 交换前出口压力 交换前进口压力 交换后出口压力 交换后进口压力

#2 7.84bar 5.12bar 8.07bar 5.26bar

#9 5.01 2.1bar 5.0bar 2.0bar

机

组

号

技改前 技改后

齿轮箱

进口压力

油泵

出口压力

齿轮箱

前轴温度

齿轮箱

后轴温度

齿轮箱

进口压力

油泵

出口压力

齿轮箱

前轴温度

齿轮箱

后轴温度

3 1.72 4.52 74.37 65.22 4.8 7.62 64.66 54.76

4 1.55 3.79 70.21 66.48 4.34 6.87 62.08 60.85

5 1.74 4.65 69.78 68.84 5.32 8.44 58 61.31

10 1.77 4.14 71.8 62.02 5.29 7.84 63.2 55.82

11 1.76 4.22 73.78 70.8 4.63 6.92 64.05 61.6

12 1.74 4.01 72.56 68.15 5.21 7.72 64.27 62.31

通过数据对比，27 台齿轮箱

技改后，齿轮箱油泵出口压力平均

上升 2.98bar，齿轮箱进口压力平

均上升 22、在泄油孔上装上一个 

M12×1.5 的丝堵（FDSH-0287），

螺栓涂厌氧胶后拧紧，并将滑油分

配器回装到原位，拧紧连接螺栓，

重新回装油管。

5. 结论
通过技改前后数据对比分析，

在风速和环境温度相同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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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压大幅上升，轴承温度降低，对

比情况如下：（1 月 6 日环境温度

6 度， 平 均 风 速 9.7 米 每 秒；1 月

25 日环境温度 5 度，平均风速 9.5

米每秒 :1 月 30 日环境温度 4 度，

平均风速 9.8 米）。27 台齿轮箱技

改后，齿轮箱油泵出口压力平均上

升 2.98bar，齿轮箱进口压力平均

上升 2.98bar，齿轮箱前轴承温度

平均下降 7.92 度，后轴承温度平均

下降 5.69 度。齿轮箱进口压力上升

明显，齿轮箱各轴承得到充分润滑，

轴承温度大幅下降，有助于延长齿

轮箱使用寿命。

相同类型厂家生产的齿轮箱存

在齿轮箱油压低的问题，可借鉴以

上方法进行检查，解决齿轮箱油压

偏低的问题。

机

组

号

技改前 技改后

齿轮箱

进口压力

油泵

出口压力

齿轮箱

前轴温度

齿轮箱

后轴温度

齿轮箱

进口压力

油泵

出口压力

齿轮箱

前轴温度

齿轮箱

后轴温度

15 1.65 4.16 75.75 72.12 4.36 7 63.28 64.63

16 1.38 3.63 61.07 54.87 4.7 7.41 62.1 55.83

18 1.48 4.04 75.11 66.86 3.99 6.41 66.24 59.55

19 1.8 4.55 69.16 64.19 4.36 6.87 61.67 57.38

20 1.41 4.37 70.14 68.14 4.03 6.65 60.91 62.11

21 1.64 4.19 71.25 66.15 4.64 7.25 62.77 59.65

26 1.63 4.16 70.96 66.24 4.29 6.30 63.51 63.63

31 1.64 4.19 71.03 66.22 4.62 7.16 62.73 60.35

37 1.63 4.15 71.15 65.98 4.48 6.97 63.15 60.70

38 1.67 4.26 69.18 59.98 5 7.86 61.11 55.07

39 1.53 4.21 71.71 63.65 3.52 5.88 66.17 61.15

40 1.46 4.24 71.09 65.41 4.57 7.21 61.21 60.11

41 1.56 4.15 67.68 67.8 4.97 7.74 60.99 63.19

42 1.69 4.33 73.77 71.01 4.83 7.49 64.45 63.82

43 1.76 4.27 75.39 68.29 4.7 7.23 65.7 62.44

44 1.88 3.89 70.56 66.97 4.84 7.01 65.85 63

45 1.61 4.45 67.21 62.37 4.29 7.11 61.14 58.97

47 1.52 4.25 72.99 64.21 4.33 6.88 69.76 61.06

48 1.68 4.06 72.33 68.38 5.05 7.55 63.05 60.36

49 1.64 4.21 71.19 65.82 4.60 7.18 63.87 60.90

平均值 1.63 4.2 71.22 66.01 4.61 7.18 63.3 60.41

进口压力上升 2.98 出口压力上升 2.98

前轴温度下降 7.92 后轴温度下降 5.69

收稿日期：2019 年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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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的检修维护和技术改造等技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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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影响风速的众多因素中，地

形地貌是最为复杂的一种情况，山

地、林区、丘陵、平原等各种地貌，

其风速分析方式都多少有各自的差

异。在众多差异中，对实际工程和

设计影响较大的因素有高差、林地

阻隔等等。由于对于小地形的影响

最大的还是地势，因此本文仅对地

形和风向的不同组合下风速所受影

响情况进行浅析。

2. 分析基础：地形与风向关系
　梳理

对于一个确定自然区域来讲，

地形地貌通常是长久不变的，尤其

在时间跨度较小的、地质条件稳定

的前提下。然而风向随着季节、温度、

环境干扰等，会随时发生变化。因

此在对地形和风向进行关系梳理时，

组合很多，工作量较大。为便于问

题的分析，我们选取几种典型的地

形与风向关系作为讨论基础。以图

1 所描述的关系为例：

（1）迎风面

迎风面即风与地形主体正对，

整个地貌正面直接受风。图中可见，

正对着山坡倾向面的向坡风即为这

种关系中的风的研究主体。

（2）背风面

背风面与迎风面正好相对应，

是与地形主体背面相对的，地貌背

部直接受风。这种与向坡风对应的

反向的风被称为背坡风。

（3）顺风面

顺风面的含义是与地形整体走

势一致或很相近的风与地势相应受

风面的关系，这种关系下，地形对

风的阻碍和影响最小，这种风被称

为顺坡风。

（4）过渡带

以上三种均为正对坡面、坡背

和顺坡的风和地形本身之间的关系。

而过渡带则是结余这三种关系两两

之间的过渡区域的受风情况所对应

的地形和风，而组成关系的这种风

也被称为过渡带风。

为明确本文分析主体，这里就

对风与地形的关系归纳为以上四点。

3. 高度差对风速的影响分析
为实现高度差对风速的影响分

浅析小地形中高度差对风速的影响情况
□ 文   邵志旭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在对具体区域进行风速分析和研究时，由于涉及因素较多，通常需要对各个因素逐一进行分析。在众多

影响小地形风速的因素中，地形的特点是核心，尤其在山丘区域，高度差对于风速影响极大。本文对风向、

地形、地势和风速的关系进行了简要分析，对工程设计提供辅助支撑。

风速分析　小地形　高度差　风向

摘　要：

关键词：

图1：风向与地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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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这里选用对比站进行数据采集，

并进行相应的分析对比。首先将对

对比站选择原则进行阐述，然后对

地形高差对风速的影响进行分析，

最后对分析结果进行侧面印证。

3.1 对比站选择原则
在对比站选择时，首先需要确

定对比站的应用方法。本文采用对

比站 100m 高差改正数的方法来完

成。对于该方法，其对比站选择原

则如下：

（1）依照地质环境、测量精

度以及方法本身特点，需要在 40

公里以内的范围内选择对比站，且

观测站高度差应大于 100 米。这一

原则是为了尽可能降低地形差异对

于数据的影响。

（2）在选择目标地形时，需

要选择没有分水岭且在单峰上。避

免 V 型地形两峰的差异以及其他地

貌对数据的影响。

3.2 高差影响分析
在对比站选择时，由于存在种

种限制条件，导致对比站很难恰巧

处于同一竖直面上，这就使得在分

析的时候不能简单用各对比站数据

进行分析，而是需要综合考量方向、

地形倾向，综合前文所述几种关系，

对数据进行处理和统计。

要在分析中引入数值修正概

念，就要确定分析得基础。由于站

与站不在竖直面上，因此可以看做

站与站之间的连线与坡向存在一定

角度差异。我们在分析对比站高差

改正数的时候，需要考虑风向和站

间坡向的关系。

通过 3.1 所描述的原则，对对

比站进行筛选，并获取到相应站点

的测量数据，进行上述处理。最终

获得如表 1 所示的测量数据。

在对数据进行整理过程中发

现，其中有多个负值，根据分析可

以得知负值为偶然误差，不符合逻

辑规律，因此删去。与此同时存在

为 0 的改正值。此外的所有参数均

为正改正值。为进一步分析这些改

正值的的参考意义，特意对有效统

计数进行了计算，并将各个改正值

与有效统计数进行比值运算，最终

得到符合度参数。根据这一原则，

可以得知这样几个结论和规律：向

坡风改正值存在 0 值、若干负值以

及 26 个正值，其符合度为 86%，

在 向 坡 风 的 规 律 上， 平 均 增 加

100m，则风速增加 0.66m/s；顺坡

风中负值 8 个，0 值 4 个，符合度

83%，在顺坡风的规律上，每增加

100 米，风速增加 0.55m/s；背坡

风中仅存在一个 0 值，且其符合率

100%，在背坡风的规律中，每增

加 100 米，则风速增大 0.66m/s；

过渡带风存在 6 个负值，不存在 0

值，其符合率为 86%，在过渡带风

的规律上，每增加 100 米高度，风

速增大 0.55m/s。

以上则是针对各对比站数据进

行综合处理后的结果。

表1：分析结果表

对比站 站间坡向
年平均最大风速在100米地形高差改正数(m/s)

向坡风 背坡风 顺坡风 过渡带风

A N 0.7 0.4 0.4 0.9

B SSE 0.4 0.7 0.4 0.4

C1 NNW 1.0 0.4 0.5 0.5

C2 SSW 0.5 0.4 0.6 0.7

D1 NNW 0.9 1.1 0.3 0.5

D2 WNW 0 1.1 0.2 0.5

D3 WSW 0.7 0.6 0.4 0.4

D4 SSW 1.2 1.1 1.0 0.6

E1 WNW 0.5 0.4 0.6 0.7

E2 WSW 0.7 0.4 1.1 0.3

平均 - 0.66 0.66 0.55 0.55

符合度 - 86% 100% 83%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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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结果理性分析
通过上述数据和归纳出的规律

来看，可以初步认为：风速将随着

动力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顺坡风作

为典型的非规则地形运行状态，与

过渡带风一样，会受到地形本身的

各种影响，例如地面沟壑和突起的

梁等等特殊地貌。这就使得这个过

程中风收到的方向性干扰较大。因

此这种情况下，高度对于风俗的影

响就会变得比较小。从前文中该数

据也能佐证过渡带风和顺坡风的这

一特点，且过渡带风的符合率处于

各符合率中间，而顺坡风符合率最

低。而背坡风和顺坡风虽然在地貌

特征上很像，但是由于顺坡风在运

动过程中不断扩散和下沉，与原本

的高差对对风速的积极影响进行了

抵消，因此其风速在此段的衰减与

迎风坡随高度增加而增加的风速变

化值几乎一致，因此两者高差改正

值近似。

通过上述对数据的反推分析，

可以发现，风速在高差上的影响起

始于地貌特征有极大关系。与此同

时，各种地形和风向的关系对风速

的影响也有些许差异。但总体规律

是风速会随着高差的增加而增加，

且符合率都在 83% 以上。这一点

就直接证明在工程设计和勘探过程

中，要考虑地形地貌和风的关系，

就应当如本文所述进行风俗的高程

改正研究和计算。

4. 改正数实践 
在对改正数进行计算时，首先

需要对观测站高程进行计算，然后

对待评估面高程进行计算。最后根

据我们对数据的总结，选取一个以

100 米为高差度量区间的最大风速

改正数对其进行修正。即可获得总

改正数。

这里以一个实例对其进行分析

验证。如图 2 所示场景。

这里选取 NS 方向堤坝的最大

W 向风风速计算作为样例。在计算

点通常没有可直

接用于获取数据

的 截 面， 因 此 需

要借助高差对现

有 C 站的数据进

行 修 正， 以 获 得

目标截面的所需

数 据。 从 风 类 型

图 可 看 出， 所 要

求的 W 向风实际

上属于过渡带风。

根 据 前 文 计 算，

过渡带风的平均年最大风速 100 米

地形高差改正数应为 0.55m/s。这

里仅需再知道 C 站剧当前测量截面

高差，即可估算出所需风速。

5. 结语 
本文对小地形下高度差对风速

的影响进行了探析，使用实际数据

进行了推论和验证，并以实际案例

对目标断面风速利用高差改正数进

行估算的方法进行了实践检验。事

实证明差异存在且有利用规律，对

于山地丘陵地区工程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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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机组主传动链部件
失效原因分析
□ 文   姚小芹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

近年来，国内外的风电机组滚动轴承失效

的案例不断出现，2016 年欧洲某知名风力发电

机制造厂就因其多台直驱风电机组的主轴滚动

轴承失效就赔付业主 6.2 亿欧元。

据笔者统计，近两年来国内多家风电机组

制造厂就有一千多台直驱风电机组的主轴滚动

轴承失效；双馈机组也有几千台的各种滚动轴

承或轮齿失效：

福建浦田某风电场的 20 台某外国知名品牌

的风力机在 2015 到 2016 年更换了 6 台增速齿

轮箱，计划 2017 年把其余都更换；

瓜州某 60 万 KW 风电场有 17 台风电机组

的增速齿轮箱全换；

丰宁某风电场的风力机于 2017 年上半年增

速齿轮箱均出了故障。

德 国 某 风 电 齿 轮 箱 制 造 厂 从 2001 年 到

2004 年其供应全世界风电增速齿轮箱之中有

4500 多台出了故障、造成当时欧洲九个风力发

电机组制造厂破产、也连累到在中国的几百台

风力发电机组（后来是国内某齿轮箱制造厂对

该批增速齿轮箱作了更换）。

按当时欧洲保险公司的统计，在那 4500 多

台故障的风电齿轮箱中表现在轴承上占 30%（约

1350 台）、表现在轮齿上占 39%（约 1755 台），

表现在风电齿轮箱的轴、泵、联轴器、箱体、

密封件等其它方面占 31%。

之后世界各风电齿轮箱制造厂和轴承制造

厂都从优化齿轮箱或轴承结构设计、制造工艺、

制造精度、制造材料、表面处理、润滑方式、

润滑材料、优化滚动轴承轴向载荷、优化滚动

轴承轴径向间隙、优化滚子接触角、优化滚子

的波纹度、优化滚动轴承滚子修形、优化齿轮

齿修形、优化行星传动结构、优化均载系数、

安装工艺、试验验证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改进。

曾采用了那些通常适用于恒速运行的船用

齿轮箱或其他工业用齿轮箱行之有效的措施、

但用在风力机或风电齿轮箱上却只能治表、不

能治本，都未能达到预想的效果，只要风力机

运行到一定时段，风力机的主滚动轴承、风电

齿轮箱的滚动轴承和轮齿照样出现故障，而故

障频率和故障面是不断地加剧。

1. 低频扭转振动造成风力机主传动链
　部件各种故障

首 先 问 题 根 源 在 于 风 力 机 所 接 受 的 能

量——风，具有的随机性、波动性以及间歇性。

因此风力机传动轴系主轴滚动轴承－齿

轮－发电机转子系统是旋转机械、它在运行时，

要频繁经历启动、停机、工况变化、转速变化

和负荷变化等瞬态过程。

风力机传动轴系－主轴滚动轴－齿轮－

发电机转子系统就是工作在风的随机性、风



技术交流
rticles of TechnologiesA

86·风能产业 Wind Energy Industry

风轮I1　　　　　　　　　　发电机（或+齿轮箱）I2 

图1：风力机传装置的双质量系统当量图

的波动性以及风的间歇性的工况频繁突变的典

型代表。

低频扭转振动是造成风力机主传动链部件

的各种故障重要原因之一；

造成滚动轴承跑圈或轮齿损坏的重要原因

之一是风力机设计阶段没有意识到风力机主传

动链存在低频扭转振动。

风电机组是以风为能源的动力机械，它不

单是存在有低频扭转振动问题、而是“低频扭

转振动严重不严重”问题。

除了由于动力机械不均匀的输出功率会造

成扭转振动以外，在不均匀吸收扭矩的工作机

械，也有出现扭转振动。

风力机的低频扭转振动情况与风的时变性

使风力机叶轮的不均匀吸收和输出功率的情况

有关，在系统的振动特性不变时，当吸收和输

出功率的波动越大，扭转振动的振幅也越大。

如果系统存在低频扭转振动，风力机传动

轴系统就会产生由低频扭转振动而引起的低频

扭转振动应力，这应力是风力机装置本身所应

承受的应力之外的低频扭转振动附加应力，这

样就加重了风力机主传动链部件的负荷，当应

力超过允许限度，就会使风力机轴系主传动链

部件产生疲劳损坏。

当风力机的轴系产生低频扭转振动时，有

以下几种现象：

（1）轴系主轴发生扭转性的疲劳断裂；

（2）轴系中的连接部件，如轴系的连接螺

栓等等发生损坏，以致断裂；

（3）轴系中各附件如油泵等的连接轴产生

多发性的扭转疲劳断裂；

（4）叶轮的轮毂和主轴的连接螺纹紧固件

等发生磨损、磨松或断裂；

（5）轴系中局部轴发生过热现象；

（6）引起增速齿轮箱传动齿轮的脱开－

冲击或齿轮传动部位发生点蚀、噪声以致齿牙

折断；

（7）引起各滚动轴承滚柱、滚珠与保持架

脱开、冲击 ;

（8）使轴系中的各种过盈配合或红套部位

发生严重松动（如过盈配合或红套的轴承的内

外圈松动至跑圈）、错位现象；

（9）机组产生纵向和横向振动；

（10）机组的发电机装置发生严重的运转

不平稳，导致电压脉动，影响电气设备工作不

正常。

以上各种由于扭转振动引起的事故，根据

低频扭转振动的强烈程度，有时仅出现一种，

有时同时出现多种。

把风力机简化为双质量系统，风力机传动

装置的双质量系统简图中风轮部分的当量惯量

为 I1、发电机（或 + 齿轮箱部分）的转动惯量

为 I2，它们之间的刚度为 K1，2。

在风轮部分作用一当量的激励扭矩的低频

扭转振动特性是：

风力机传动装置的双质量系统中，两个质

量的振幅成反向，即 a2=（-I1/I2）×a1，两振

幅之比与两惯量之值成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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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大惯量风轮有微小的振幅，后面小惯

量的主轴承、齿轮、齿轮箱轴承、发电机转子、

发电机轴承的振幅就会被放大、相当于一个动

力放大器。

风力机传动装置之所以会产生低频扭转振

动；其根本原因在于风力机传动装置的轴系是

低转速、不但具有转动惯量特性，而且还具有

扭转的弹性特性，这种惯量与弹性的适当组合

使得轴系具有固有的低频扭转振动特性。

由于风力机大惯量风轮的惯量会随其叶轮

直径最高点或最高点的风速、风压、大气温度

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其低频扭转振动特性也会

随之变化，其低频扭转振动特性是非线性的。

作为风力机，由干其叶轮叶片工作的周期

性性质，使得作用于轴系上的扭矩为一周期性

的简谐扭拒，而形成激励源，当激励力的频率

与其固有的振动频率相同时，就会产生“共振”

现象，将使低频扭转振动得到巨大的动态放大

作用，从而大大增加了轴系中所受到的扭转应

力，以导致轴系发生各种事故。

目前有 99% 风力机是刚性传动的双质量系

统，它们都有个共同点：其系统的首部均为大

贯量，艉均为小贯量：

如某直驱 2MW 风力发电机组：

叶轮的转动贯量约为：12422198Kg-M2；

发电机转子的转动贯量为：78400Kg-M2

其 发 电 机 转 子 转 动 贯 量 / 叶 轮 转 动 贯 量

=1:159

又如某双馈 2MW 风电机组：

叶轮的转动贯量：12422198Kg-M2

（ 发 电 机 转 子 + 齿 轮 箱） 转 动 贯 量：

57.577Kg-M2

（发电机转子 + 齿轮箱）转动贯量 / 叶轮

转动贯量 =1:215749

这样只要大惯量风轮有微小的振幅，后面

小惯量的振幅就会成百倍到上十万倍地增大。

实际风力机传动轴系装置不同于扭摆。它

属于两端都是自由的所谓“自由—自由”系统。

各点的振幅都会很大。

这种系统在运转时，将产生“滚振”现象。

理论及实践上都证明：“滚振”现象随工作转

速的降低而增大。

即“滚振”是属于低频也就是低转速范畴

内的问题，实际上风力机主传动轴系－风轮是

在低转速运转、一般都在十多转 / 每分。

但是风力机传动轴系较短，则可能在风力

机大部分或甚至全部运转范围内的“滚振”反

而会变成为风力机低频扭转振动的主要表现。

由于低频扭振破坏是属于疲劳破坏，除了

低频扭振应力很大时，大部分情况是要经过一

段时间使用才有损坏现象出现，这样就更容易

被人们所忽视。

当风力机经常运转在低频扭振临界转速时，

一般容易出现的现象为风力机的增速齿轮箱噪

声大，齿面容易出现点蚀、剥落等摩损现象，

严重的会出现断齿螺栓折断等事故。会造成各

种过盈配合，如轮轴类部件松动、失效。

严重可以使轴系中某些位置经数分钟运转

即行发热，或造成轴折断等事故，当然低频扭

转振动并不是不可能反映在风力机振动上，例

如系统中有增速齿轮箱而且低频扭振比较严重

时，当低频扭振交变力矩瞬时超过传递平均扭

距时，啮合齿轮会出现瞬时脱离现象造成轮齿

的冲击－敲击。 

由于齿轮的冲击，使增速齿轮箱承受很

大的扭矩，通过底座传到机座，也会造成风

力机总振动或局部振动，以至造成风力机损

坏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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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微动磨损造成风力机主传动链部件的
　各种故障

微动磨损是造成风力机主传动链部件的各

种故障原因之二。

风力机存在振动，有振动就有微动磨损。

微动磨损普遍存在于机械行业、核反应堆、航

空航天、桥梁工程、汽车、铁路、船舶、电力

工业、风力机、电信装备和人工植入器官等领

域的紧配合部件中，随着高科技领域对高精度、

长寿命和高可靠性的要求，以及各种工况条件

的苛刻，微动损伤的危害日益凸现。

微动损伤现已成为一些关键零部件失效的

主要原因之一，甚至称之为“工业癌症”。

由于机械、流体、热循环、电磁等引起的

振动，微动磨损普遍存在于看似“静止”的各

种间隙或紧配合的接触界面。

微动磨损会造成以下危害：

（1）微动磨损会造成各种连接件，包括各

种螺栓、铆钉、销连接和搭接，微动损伤松动、

失效。

（2）微动磨损会造成各种紧固机构和夹持

机构，产生微动疲劳裂纹。

（3）微动磨损会造成各种榫槽配合、花键

配合发生的微动疲劳损伤（风力机行星传动就

有花键与花键槽配合）。

（4）微动磨损会造成各种绳索类构件 ( 如

风力机的电缆、钢丝绳、斜拉索等 )，发生微动

疲劳损伤。

（5）微动磨损会造成各种过盈配合，如轮

轴类部件。如滚动轴承内 / 外圈与轴 / 轴座发生

微动疲劳断裂、松动、跑圈，即轴冷切。

（6）微动磨损会造成各种间隙配合，发生

微动损伤。

（7）微动磨损会造成各种弹性支撑机构，

发生的微动损伤。   

（8）微动磨损会使置于振动环境下堆积的

零件，在运输过程中在局部地区发生微动磨损，

造成表面擦伤。

（9）微动磨损会使滚珠轴承的滚珠在承受

法向交变载荷后在内外滚道上留下通常被称为

“伪布氏压痕”的圆形凹坑状微动损伤。

（10）微动磨损会使各种人工植入件，如

人工关节与骨刺处在人体运动时易发生微动磨

损，因微动损伤造成的松动或断裂等。

（11）微动磨损会使各种电接触部件，部

分仪器设备中的电接触件在机械振动、电磁作用、

热波动下导致表面微动损伤、信号失真或失灵。

（12）微动磨损会使核工业的燃料棒组件－

弹性支撑机构和蒸汽发生器及热交换器发生的

微动损伤。   

在工程实际中判断是否发生了微动损伤，

一般可通过如下 4 个步骤进行：

（1）判断是否有振动源或承受交变载荷。

这是微动发生的内因。

（2）判断损伤是否发生在名义上静止的紧

配合界面上。这是微动产生的必要条件。

（3）判断是否存在微动损伤的表面形貌。

（4）判断磨屑的特征。

3. 风力机设计未从动态考虑实际风况的
　频繁突变等问题

造成风力机主传动链部件的及滚动轴承跑

圈、轮齿各种故障重要原因之三是风力机设计阶

段，其载荷谱是按传统的思维考虑，没有从动

态考虑实际风况的频繁突变，异常变化的时变

性、波动性、间歇性。工况异常变化引起的异

常瞬态工况（其异常瞬态载荷会比假设的极端

载荷大得多）载荷变化越快，其轴承的 PVmax

值就越大，转子和轴承的藕合会使 PVmax 值变

得更大，保持架滑动率、滚子的滑动率、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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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特殊津贴专家，曾任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

员会高级顾问。

的 PVmax 值会出现瞬时较大的现象，这时轴承

将出现瞬时高温、磨损等现象，这将引起轴承

失效。

同时异常瞬态工况引起→磨擦副间油漠破

坏→磨擦副间半干磨擦（或干磨擦）→磨擦副

微点蚀 / 磨损→磨擦副轴向开裂损伤→磨擦副蠕

动或跑圈 / 轴承或轮齿失效。

目前载荷谱仅考虑正常运转工况下的安全

设计余量，不是按 DfR 进行可靠性设计使设计

的产品实际承受应力大于材料强度的概率尽量

减小，即使产品的设计达到可靠性的要求原则。

未充分考虑异常风的瞬时工况，如风速瞬

时在变、风电机组急停、急启时等情况下产生

的异常瞬时冲击载荷大大超过设计极限载荷（国

外已测出超过 3 到 5 倍极限载荷），风力机长

期在异常冲击载荷、交变载荷作用下，极大影

响磨擦副各零件的刚度和形变量，改变了磨擦

副零件配合精度降低其疲劳寿命。

现在不管那种风力机出了故障、整机设计

厂很少从自身传动系统找原因、总把责任推到

齿轮箱、推到轴承或其他方面去，这是不公平的。

整机设计厂总认为目前所使用的刚性传动

系统是最好的、其实不以为然。

目前风力机这个问题表现在主轴承、齿轮

箱轴承、变桨轴承甚至轮齿上，实际上是已触

及到风力发电设备设计的核心：风力机的传动

系统的设计、风力机的载荷谱、风力机的控制

策略以及风力机设计软件的可靠性等。

4. 几点建议
（1）按 DfR 的评估方法（IEEE 1624 评估、

AIAG 计分评估法）用最流行的软件可靠性评估

工具 CASRE( 计算机辅助软件可靠性评估 ) 评估

目前风力机所用的设计软件可靠性。

（2）建议在目前已有的和新设计的风力机

主传动系统中加装不同型号、低频、非线性扭

转振动减振阻尼装置。

（3）建议风电机组传动系统应需破除技术

贯性、创新。

（4）建议推广国家科技部 863 项目、鲜

为人知的、目前国内已有 27 台使用了七年的

复合行星传动装置 + 液力变矩传动技术（其

低 增 比（1:30） 齿 轮 箱 用 Romax 软 件 设 计

dBA=88）。其两台样机七年未换油，无任何故障。

它能回收 5% ～ 8% 功率、重量比同样功

率少 20% 的体积减少 15%、能吸收和降低风

力机异常瞬时冲击载荷的电网友好型的传动系

统的风力机技术。

（5）从风电齿轮箱制造厂讲、是否可改变

现行对风电齿轮箱的试验考核方法、使其尽量

回归到其实际的运行工况 ;

（6）风力机的控制策略要优化到尽可能限

制或减少对风力机传动轴系－轴承系统突然加

载。尤其是高速轴承的工况交变严重时会使高

速轴系转子和高速轴承藕合。

（7）应规范风力机叶片其动平衡要求

目前国内制造的风力机叶片均未规范其动

平衡要求、而会使风力机频繁地在某些转速时

存在不平衡激励而引发不平衡振动造成慢变故

障，即可使风力机整个传动系统产生不平衡响

应引起轴承和轮齿的失效。

提高风电齿轮箱及轴承的可靠性、除了风

电齿轮箱厂、轴承厂的努力外，整机厂的整机

主传动系统的可靠性设计才是重要的一环。希

望整机厂能够给于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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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机组运行状态评估报告能

够整体反应风电机组在某一时间段

内机组的运行状态。该报告不仅能

够使业主及时掌握一段时间内机组

的运行情况，为指导后期的机组运

维提供支撑。同时也能为后期的优

化改善提供依据。

风电机组 SCADA 采集的数据

具有数量大、种类多的特点。通常

在报告编制时要经过较长的时间对

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这需要有

较高技能的专业人员进行统计分

析。随着近年来运行机组数量的增

多，该任务就显得较为繁重。利用

MATLAB 软件自动生成机组运行状

态评估报告，相对于传统方法（如：

使用 Excel、word 等工具进行分析）

效率更高，能够快速的分析处理大

数据，自动生成报告。

一、程序设计目标及主要思路
1、程序设计的主要目标是：

完成后的程序，具体针对任一项目、

任一风机、任一选定时间段的机组，

通过对 SACADA 采集的运行数据进行

分析。自动生成机组运行分析报告。

2、 程序设计的主要思路是：

2.1 报表样本格式

利用 Microsoft word 软件页面

设置板块中的功能，页面大小、页眉、

页脚、插入企业 LOGO 等基本功能，

编辑出符合企业所需要的报表页面

格式。编辑 MATLAB 程序步骤，调

取并应用符合要求的报表样本格式。

2.2 设置报表封面

此 部 分 通 过 编 辑 的 MATLAB

程序自动生成。在使用时仅需填写

需求项目的项目名称。通过程序调

用企业统计的风场项目基本信息表，

从而实现报告标题的自动生成。同

时通过输入不同的项目名称，从而

实现报表在不同项目之间的转换。

使程序具有通用性和覆盖性。

在封面上自动生成对报告进行

编、审、批的等签字栏。从而预留

出需要签字的位置。使报告具有正

式性。

2.3 任务来源

此部分需要在报告自动生成后，

后期进行编写。因需要提交报告的

原因多种多样。无规律性和统一性。

程序自动预留出此部分的位置，需

要后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填写。

2.4 项目及安装机组的基本信息

此 部 分 通 过 编 辑 的 MATLAB

程序自动生成。将此部分编辑成表

格的型式，因在设置封面部分已经

输入了该报告的项目名称，此部分

一种基于MATLAB软件的自动生成风电
机组运行状况报告的评估系统
□ 文   贾新民   周迎九   曹鹏   熊圣新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装风电股份有限公司

对风电机组监控系统（简称：SCADA）所采集和存储数据。利用 MATLAB 软件及编程语言，对风机历史时

间段内的数据的完整性、风频、功率曲线和发电量的情况进行分析，从而获得反应风电机组运行基本状

况报告。以利于制造厂及业主对此时间段内机组的整体情况进行把握，从而指导后期工作。在编程过程中，

结合 Microsoft Excel 及 word 软件从而实现机组运行状态报告的自动生成。提高了分析过程的工作效率。

MATLAB　SCADA　风频　功率曲线

摘　要：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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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需调用项目基本信息表内容，将

统计的项目内容按需求自动填写在

报表中。从而将该项目及装机机组

的基本信息进行显示。使报告的审

核和阅读更加清晰。

2.5 机组数据采集完整性的判断

此 部 分 通 过 编 辑 的 MATLAB

程序自动生成。风机 SCADA 对风

机运行过程中的数据按照设置的频

率自动进行采集并保存。通过对采

集数据的数量及采集时间进行对比，

判断采集数据是否和设置要求一致，

从而可以判断机组通讯部分的硬件

及数据采集软件的运行是否稳定。

2.6 时间段内风频的分布分析

此 部 分 通 过 编 辑 的 MATLAB

程序自动生成。对风机数据中的采

集时间和瞬时风速进行分析，自动

生成以 0.5m/s 为间隔的 3~25m/s

风速区间，实际风速的分布情况图

和分析时间段内风速和时间关系的

这两个图表。从而展现出该时间段

内的风速情况。

2.7 时间段内功率曲线情况分析

功率曲线的对比情况，能够体

现过去某时间段内机组的整体运行

情况和设计的要求是否出现偏移。

2.7.1 机组设置的动态功率曲

线和业主期望的功率曲线（合同功

率曲线）对比

此 部 分 通 过 编 辑 的 MATLAB

程序自动生成。通过调取项目当前

机组设置的动态功率曲线参数数据

和合同功率曲线数据进行逐个风速

点进行对比。判断机组设置的动态

功率曲线和合同要求是否相吻合。

从而判断处机组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2.7.2 实际功率曲线和动态功

率曲线进行对比

此 部 分 通 过 编 辑 的 MATLAB

程序自动生成。通

过调取此时间段内

的瞬时风速和机组

有功功率进行整理

分析，自动生成以

0.5m/s 为 间 隔 的

3~25m/s 风 速 区 间

的功率和风速折线

图，动态功率曲线

图进行对比，观察

其差异性。判断机

组在各风速段内的

功率情况和机组设

置的吻合性。

2.8 发电量对比

根据实际功率

曲线图和风频图，

自动计算出机组实

际功率曲线下和理

论功率曲线下各自

的发电量之和。通

过两者之间的比较。

从而判断出机组的

K 值 是 否 满 足 规 定

要求。同时通过机

组实际功率曲线和

SCADA 计算出的实

际发电量进行对比，

判断机组发电量测

量设备的运行的稳

定性和准确性。

整体来说，通过上述基本情况

的对比分析，可以客观的展现处过

去的这一时间段内的该机组整体运

行情况。参见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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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步骤及算法实现
1、编辑并打开报告样本格式。

使用 MATLAB 语句调用编制完成的

Microsoft word 文 件， 部 分 代 码

如下：

filespec_user=['pdw\ 标 准 样

本 .doc']; % 调用编制完成的 word

样本格式

try

word=actxGetRunningServer 

('word.application');

catch

word=ac txse rve r ( 'word .

application'); 

end;

word.visible=1;     

if exist(filespec_user,'file');                   

 D o c u m e n t = w o r d .

Documents.Open(filespec_user);  

else

Document=word.Document.

Add;                    

Document.SaveAs2(filespec_

user);

end

2、编辑报告封面。部分代码

如下：

y=input(' 请输入项目名称所处

于《机组基础信息统计表》中所处

的行号 :');

[a,a1,a2]=xlsread('pdw\ 机 组

基础信息统计表 ',' 项目基础信息统

计 ');

bc1=strcat ( ' ¹ 关 于 ',' " ' , 

a1(y,4),'"',' 机 组 运 行 状 态 分 析 报

告 ');

title=cell2mat(bc1);

set(Selection, 'Text',title);

Selection.font.size=24;

Selection.font.bold=4;

Selection.MoveDown;                             

paragraphformat.alignment='

wdAlignParagraphCenter';

Selection.TypeParagraph; 

Selection.TypeParagraph; 

title1=' 编辑 ______________';

title2=' 校对 ______________';

title3=' 审核 ______________';

title4=' 批准 ______________';

set(Selection, 'Text',title1);

Selection.font.size=16;

Selection.font.bold=4;

Selection.MoveDown;                             

paragraphformat.alignment='

wdAlignParagraphCenter';

Selection.TypeParagraph; 

3、 机组数据完整性。部分代

码如下：

[b,b1,b2] = xlsread('pdw','¹7#

机组运行数据 ');

y2=ones(2,size(b2,2));

bv=b1(:,1);

bv(1,:)=[];

[t,s]=size(b2);

y1=b2(1,:);

for y=1:size(y1,2)    y2(1,y)=y2

(1,y)*(datenum(bv(1,1))-datenum(

bv(length(bv),1)))*1440;

y 2 ( 2 , y ) =  y 2 ( 2 , y ) * 

numel(b2(:,y));

end

tb_1=figure('units','normaliz

ed','position',[0.280469 0.553385 

0.5 0.251302],'visible','off');   

dx1=1:8;

dy1=y2(1,:);

bar(dx1,dy1);

set(gca,'XTickLabel',{' 采 集 时

间 ','·1# 叶片变桨角度 ',' 有功功

率 ',' 发电机转速 ',' 风轮转速 ',' 瞬

时风速 ',' 环境温度 ',' 瞬时风向 '})

grid

holdon;

hgexport(tb_1, '-clipboard'); 

Selection.Paste; 

Selection.MoveDown;

Selection.TypeParagraph;

因代码较长，其他代码省略。

三、工程实例
以某一项目某一机组某个时间

段内的 SCADA 采集机组运行数据

对机组的运行状态机型分析。将机

组数据按照规定的格式及存放位

置进行保存后，运行程序能够自动

生成机组运行报表。下图为程序

运行中及生成报表中的部分图表

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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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运行中需要输入项目名称 四、结束语
风机是个多学科、多功能的集

成产品。同时运行过程中又受到不

可控的风向、湍流等多种因素的影

响。使得通过对其运行过程中的数

据进行分析，能够全面的反应机组

运行过程中状态变得较为困难。尽

管前人已经做了很多的研究和探讨，

但很多问题还需要后人的继续努力

和不懈的坚持。进一步研究才能更

好的、全面的指导生产运维。

收稿日期：2019 年 6 月 20 日

作者简介：贾新民，就职于中国船舶重工

集团海装风电股份有限公司，任技术中心

技术服务工程师。

生成报告中的部分内容

其他内容因篇幅较长，予以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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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风电竞争力
科思创是全球领先的高科技

聚合物材料制造商，业务涉及各

行 各 业；WINDnovation 是 领 先 的

多兆瓦级风力发电机叶片设计公

司。科思创研发了用于风力发电

机叶片的高性能聚氨酯材料，并和 

WINDnovation 共同对新型聚氨酯

材料在风机叶片中的应用进行评估。

目的在于评估聚氨酯材料在提高叶

片生产效率和降低叶片成本方面的

作用，同时也是为了应对整个行业

在未来长期发展中所面临的挑战。

此项研究的一个关键目标是证

明风力发电作为一种高性价比、更

可持续能源的“可行性”，实现这

一目标需要整个产业链加强合作，

包括生产、营销和服务过程监控环

节。当前，研发企业认为，风能的

可再生性使其成为全球能源市场的

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提高风能竞争

力，不仅需要简化供应链，还需要

研发创新方法以提高发电效率。

制造更长叶片是行业趋势，为

了满足这一发展需求，需要新型材

料创新。从材料方面而言，轻量化

叶片是至关重要的研究重点。叶片

轻量化可以减少原材料使用，同时

还需达到更好的产品性能。

另一个目标是提高生产速度和

效率，而这需要缩短灌注和固化时间。

再加上将生产整个风机叶片的生产

周期最小化，总体上能够降低相关的

生产能耗。由于该工艺能增加可再生

能源的占比，最终能提升空气质量。 

因此，这项研发活动与多项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UN SDG）

相契合，具体包括：

• 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

• 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

• 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

• 可持续城市和社区

• 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

• 气候行动

此外，该研究证实可以降低平准

化度电成本（LCOE[1]）。如果叶片的

生产成本降低 10% 至 15%，重量更

轻，性能不变，而且长度增加，那

么可以进一步降低平准化度电成本。

风机叶片的形状和尺寸由有效

获取风能的空气动力学性能以及叶

片承载强度决定。而更高强度的材

料在承载强度方面可以发挥出它的

作用。

图 1 显示了过去几年间叶片长

度和质量间的变化关系。

对于现代叶片设计而言，刚度、

制造风力发电机叶片的先进聚氨酯树脂：
提升叶片性能，降低叶片成本
□ 文   顾永明　孙国斌博士　朱宏　吴迪　肖双印　科思创聚合物（中国）有限公司

Klaus Franken博士　Dirk Soontjens　科思创股份有限公司
Roland Stoer博士　Heiko Hartfiel　WINDnovation Engineering Solutions GmbH

开发和扩大可再生能源使用的主要目的是着重于研发能带来社会效益的技术和产品。虽然风能作为清洁

能源展现出显著的优势，但其广泛使用仍面临着成本方面的挑战。本文根据聚氨酯材料的进展，评估了

可持续风能的新发展，同时还指出了风能发展的一个目标是降低风电成本。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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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强度以及疲劳性是设计的驱动

参数。所有超越现有玻璃纤维增强

环氧基复合材料限制的发展突破都

受到了风机叶片设计师和制造商的

青睐。

过去几年，已经确定出叶片结

构设计中存在的挑战有：

• 细长的叶片可容纳叶片结构

的内部空间非常有限。

• 叶片质量应尽量轻（以降低

载荷、充分缩减成本）。

• 细长的叶片往往会遇到叶片

尖部与塔体的间隙问题，这说明需

要使用高性能的玻璃纤维和碳纤维

材料，以及复杂的分析方法。

研究和新材料推动发展进步
2009 年，在美国能源部（US 

DoE）的资助下，科思创开始研究

创新型聚氨酯（PU）解决方案，以

推动风电行业摆脱阻碍其未来发展

的重大难题。鉴于中国和欧洲的风

电发展趋势，这项研究的前景无疑

是光明的。风机叶片占到整个风力

发电机成本的 20% 至 25%，所以

降低叶片成本有助于降低风电行业

的平准化度电成本。

聚氨酯树脂的研发从化学研究

开始，并拓展到聚氨酯灌注工艺的

开发。首款商业化产品于 2019 年

问世。这项突破性研究中的重要

部分——叶片，是由科思创和整

个风电产业链上的合作伙伴共同

开发的。其中包括风机整机制造

商、风机叶片制造商、玻璃纤维供

应商、机器生产商和叶片设计公司 

WINDnovation。

聚氨酯（PU）树脂的应用使得

叶片技术取得了关键性的进展。采

用轻量化设计能制造出更加细长的

风机叶片，而采用新的树脂可以满

足基本的设计要求。WINDnovation

首先表示有兴趣利用聚氨酯的特性

和优势提升叶片设计。这项研究表

明，聚氨酯树脂适合于风力发电机

叶片的制造，并且能降低叶片成本。

图 2 所示为东北地区大唐风力

发电厂的一个风力发电机装置。该

风机叶片长 55.2 米，配有聚氨酯主

梁和承剪腹板，自 2018 年 10 月以

来一直运转良好。附图显示了截至 

2019 年 5 月中旬该风机的装机发

电量（千瓦时）。

图1：全球的叶片长度和质量发展趋势（来源：WINDnovation）

图2：该风力发电机及其聚氨酯风机叶片使用频繁，但仍然运行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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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的设计性及其优势
在生产叶片中使用的大型纤维

复合材料部件时，全新的聚氨酯树

脂具有灌注速度快和固化速度快的

优势。聚氨酯树脂的初始粘度很低，

能在风机叶片生产过程中实现快速

灌注。图 3 显示在 25℃时，聚氨酯

树脂粘度只有 58mPa.s，远远低于

传统的环氧灌注树脂。

在相同条件下，由于粘度低，

聚氨酯树脂比环氧树脂的流动性更

好，灌注速度更快。

图 4 显 示， 在 25 ℃ 条 件 下，

混合 140 分钟后聚氨酯粘度小于 

600mPa.s，非常适合大型风机叶片

生产使用。尤其在 90 分钟开始时，

聚氨酯粘度持续低于 300mPa.s，

这意味着在风机叶片生产过程中，

聚氨酯的灌注速度比常规的环氧注

塑树脂快很多。

聚氨酯树脂的固化性能为叶片

生产带来更多的优势。在 80℃情况

下，叶片固化时间小于 4 小时，预

固化时间甚至更短，这能节约宝贵

的生产时间。

特性评估小结
WINDnovation 就 SR552-2 风

机叶片设计进行了基准研究，以下

是对叶片特性的描述与评估 [2]。

（1）材料数据
聚氨酯基复合材料结合聚氨酯

灌注工艺，可以提高纤维含量，带

来优于传统环氧树脂复合材料的力

学性能，从而使减轻叶片重量（图 

5）成为可能。WINDnovation 根据

两种情境开展了分析研究：（a）1:1 

取代现有环氧树脂，不做任何形式

的优化；（b）利用聚氨酯力学性能

优势进行结构优化。

（2）结构形式
PU-1on1 设计（1:1 取代环氧

树脂，不做任何形式的优化）与原

来的叶片 SR552-2 具有相同的结

构形式，只是在整个叶片中用聚氨

酯树脂取代了环氧树脂。这样设计

图3：不同温度时的初始粘度

图4：不同温度时的粘度曲线

图5：力学性能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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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SR552-2 PU-1on1 PU-opt

主梁UD和后缘UD

主梁质量 千克 5074.7 4913.7 4700.0

质量差 千克 - -161.0 -374.7

质量差率 % - -3.2% -7.6%

壳体（叶壳和叶根）

壳体质量 千克 4502.1 4565.4 4354.0

质量差 千克 - +63.3 -148.1

质量差率 % - +1.4% -3.2%

叶片（包括其他部件）

壳体质量 千克 11179.1 11058.8 10621.9

质量差 千克 - -120.3 -557.2

质量差率 % - -1.1% -5.0%

出的叶片重量更轻，偏转更低，疲

劳性更佳，而且稳定性更高。为了

减少质量，需要根据新的强度特性

调整叶片结构。对于 PU-opt 设计

（利用聚氨酯的力学特性优点进行

结构优化），主要是通过减少主梁

层数并通过调整根部的铺层来保持

有效的安全系数。图 6 显示了主梁

层在叶片上的铺层分布。

（3）叶片重量
计算表明，采用直接树脂替代

法，在保持必要的强度的条件下，

叶片重量初步可以减轻 1.1%。图 7 

显示采用 Pu-opt 叶片设计，叶片

重量减轻高达 5.0%。

（4）叶片偏转
在特定的额定功率，随着叶片

长度的增加，叶片偏转变得更加重

要。这是避免叶片尖部和塔筒之间

碰撞的必要的关键设计指标。图 8

比较了采用更高纤维含量（FMR）

时的参数值。将聚氨酯用作基材，

采用 PU-1on1 设计，偏转偏移显

著减小 2.1%。采用 Pu-opt 设计法，

偏转保持不变，与原来的 SR552-2

相近，偏差仅为 -0.03%。

（5）静力距
如图 9 所示，随着叶片重量减

轻，静力距也减小。

采用重量优化设计 PU-opt，

静 力 距 减 小 2.54%。 而 PU-1on1

设计仅通过取代树脂，便使得静力

图6：主梁的铺层分布

图7：可能的重量减轻比较

图8：偏转比较 图9：静力距比较

叶片 偏转 差率

（-） （M） （%）

SR552-2 9.162 -

PU-1on1 8.968 -2.1%

PU-opt 9.160 -0.03%

叶片 静力距

（-） (kg.m) (%)

SR552-2 1.89E+05 -

PU-1on1 1.86E+05 -1.71%

PU-opt 1.84E+05 -2.54%

距减小 1.76%。静力距减小有助于

减小风机承受的疲劳载荷，并延长

部分组件的使用寿命。

（6）纤维间失效（IFF）
在风机叶片设计中，纤维间失

效是最关键的失效模式之一。图 10

显示了各设计中所有叶片构件的最

大总体纤维间失效指标。更高的主

梁刚度会使叶片中的载荷重新分布，

因而能显著减小 PU-1on1 设计中

各个构件的纤维间失效指标。

即使采用PU-opt优化设计法，

纤维间失效力也能显著减少，因而

能显著提高安全余量。

纤维间的失效指标可以降低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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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证书
DNV-GL（“Det Norske Veritas-Germanischer Lloyd”公司简称）是一家全球性的质量保证和风险

管理公司，不论是安全、可靠性还是性能标准方面，都在国际风电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科思创聚氨酯树脂体系（Desmodur® 44CP20/Baydur® 78BD085）已经过 DNV-GL 批准和认证，

这 些 产 品 符 合“GL classification and construction II-Materials and 

welding part 2-non-metallic materials”的要求，用于玻璃纤维增强

塑料复合材料结构中的基体树脂。

对于风电行业而言，尤其是对于风力发电机和风机叶片制造商而

言，DNV-GL 认证是证明科思创聚氨酯树脂用作风机叶片制造树脂基

材具有良好特性和性能的一张名片。

风机叶片检测认证
用于 2 兆瓦风力发电机机且配有聚氨酯主梁和承

剪腹板的 55.2 米风机叶片已经在北京鉴衡认证中心

（CGC）通过静力试验和疲劳试验的检测。该型叶片由 

WINDnovation 设计且叶片设计通过了 DEWI 认证。

0.87，降低率为 11.2%，展现更多

的优化潜力。

结论
采 用 PU/TM 层 合 板 以 1:1 取

代各个标准层合板时（PU-1on1 设

计），叶片重量略有减轻。

但是纤维间失效指标和偏转安

全余量得到显著改善。

通过对 PU-1on1 设计进行优

化，形成 PU-opt 优化设计，聚氨

酯能显著减少整个叶片的材料使用

量，叶片减重 5.0%。尤其对于大

型风力发电机而言，这是一个非常

图10：最大总体纤维间失效指标

重要的结果，减轻质量将能降低疲

劳载荷，也有助于设计师进一步减

轻叶片质量，同时按照比例降低其

它风力发电机构件（尤其是涡轮机

毂）的质量。另外，铺层数减少有

助于实现更快速和容易的灌注工艺

流程。

总之，根据聚氨酯材料的性能

顺利地执行了 SR552-2 优化，实

现了更轻的叶片设计。

参考资料：
[1] 平准化度电成本（LCOE）是一种

发电衡量标准；便于以一致方式对不同的

发电方法进行比较 .

[2] 资料来源：文件编号： 00220-

00，科思创聚氨酯基准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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