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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Editor

卷 首 语

摆脱依赖加快发展　当好“双碳”目标主力军

低碳发展关乎人类未来，在碳中和愿景下，持续推动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开

发与利用，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化能源体系成为重要课题。

近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2020 年度全国可再生能源电力发展监测评价报

告》显示，截至 2020 年底，全国风电累计装机达到 2.81 亿千瓦，风电发电量

4665 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 6.1%，全国平均风电利用率为 97%。

“十四五”期间，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以及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战略目标，

可再生能源是我国能源发展的主导方向。“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纲要中对加快可再生能源发展都提出明确要求，“十四五”期间，预计我国可

再生能源发电新增装机容量占新增发电装机的 70% 以上，可再生能源消费增

量占一次能源消费增量的 50% 左右。到 2025 年，预计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

我国发电总装机的 50% 以上。可再生能源将由能源电力消费增量补充成为增

量主体，在能源转型中发挥主导作用。这意味着，今后我国电力增量的需求将

主要靠可再生能源满足，可再生能源在我国能源电力系统中的定位从目前的“配

角”变为“主角”。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风电平价上网的第一年。摆脱了财政补

贴依赖，风电市场化发展、竞争化发展将进一步提速，随着源网荷储一体化、

多能互补等集约化开发项目与海上风电的加快推进实施，风电将从能源绿色低

碳转型的生力军，成长为碳达峰、碳中和的主力军，为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

效的能源体系提供坚强保障。



2021 年 7 月 15 日，“2021 激光雷达

测风技术与风电应用研讨会”在南

京召开。来自风电开发商、整机厂商、

科研检测认证机构、高校、金融证券

的 200 多位代表，围绕测风激光雷

达技术发展现状与趋势、前馈控制技

术研究及工程应用进展、资源评估、

载荷性能测试及功率预测、激光雷达

在海上风电的应用、激光雷达在风

电后市场的应用等议题进行了深入

交流，以推进激光雷达的普及应用，

助力中国风电行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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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全场并网。2020 年，在年平均风

速 4.8m/s 的情况下，项目实现可利

用小时数 2448 小时，平均可利用率

达到 99.9%，成为当年中广核湖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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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发布2020年全国可再生
能源电力发展监测评价报告

伏发电量 2611 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 3.4%。

2020 年，在规定风电最低保障收购年利用

小时数的地区中，甘肃 III 类资源区、宁夏 III 类

资源区和山西 IV 类资源区未达国家最低保障收

购年利用小时数要求，实际利用小时数比最低

保障收购年利用小时数分别低 162 小时、197

小时和 150 小时。

2020 年全国平均风电利用率 97%，超过

2020 年风电利用率目标 2 个百分点，重点省区

全部达到了 2020 年消纳目标。

以下为《报告》全文：

7 月 2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 2020

年度全国可再生能源电力发展监测评价结果的

通报》。

根据附件《报告》，截至 2020 年底，全国

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容量 9.34 亿千瓦，同

比增长约 17.5%，占全部电力装机的 42.5%；

其中风电装机 2.81 亿千瓦、光伏发电装机 2.53

亿千瓦。

2020 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 22154

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 29.1%；其中风电发

电量 4665 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 6.1%；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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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用电量比重为 11.4%，同比增长 1.2 个

百分点。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

发各省级行政区域 2020 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

纳责任权重的通知》（发改能源〔2020〕767 号）

公布的 2020 年各省（区、市）可再生能源电

力消纳责任权重，综合考虑各省本地生产、本

地利用以及外来电力消纳情况，经核算，除西

藏免除考核外，全国 30 个省（区、市）都完

成了国家能源主管部门下达的总量消纳责任权

重和非水电消纳责任权重。

据 统 计，30 个 省（ 区、 市 ） 中， 可 再

生能源电力消纳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超过

80% 以 上 的 3 个、40-80% 的 6 个、20-

40% 的 10 个、10-20% 的 11 个；非水电可

再生能源电力消纳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超过

20% 以上的 4 个、10-20% 的 15 个、5-10%

的 9 个、5% 以下的 2 个。2020 年可再生能

源电力消纳总量责任权重完成情况如表 1，

2020 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非水电责任权重

完成情况如表 2。

附件

2020年度全国可再生能源电力发展监测评价报告

一、全国可再生能源电力发展总体情况
截 至 2020 年 底， 全 国 可 再 生 能 源 发

电 累 计 装 机 容 量 9.34 亿 千 瓦， 同 比 增 长 约

17.5%，占全部电力装机的 42.5%；其中水电

装机 3.7 亿千瓦（其中抽水蓄能 3149 万千瓦）、

风电装机 2.81 亿千瓦、光伏发电装机 2.53 亿

千瓦、生物质发电装机 2952 万千瓦。2020 年，

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 22154 亿千瓦时，占

全部发电量的 29.1%；其中水电发电量 13552

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 17.8%；风电发电

量 4665 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 6.1%；

光伏发电量 2611 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

3.4%；生物质发电量 1326 亿千瓦时，占全部

发电量的 1.7%。

二、各省（区、市）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
　　责任权重完成情况

2020 年 全 国 可 再 生 能 源 电 力 实 际 消 纳

量为 21613 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

28.8%，同比提高 1.3 个百分点；全国非水电

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为 8562 亿千瓦时，占

表1：2020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总量责任权重完成情况

省（区、市）
实际消纳量

（亿千瓦时）
实际完成情况 同比增加百分点

下达的最低总量

消纳责任权重

实际完成情况超出下达

最低权重指标的百分点

青  海 629 84.7% 2.9 63.5% 21.2 

四  川 2344 81.8% 0.7 80.0% 1.8 

云  南 1634 80.6% -2.3 80.0% 0.6

甘  肃 722 52.5% -1.4 44.5% 8.0 

重  庆 610 51.4% 5.9 40.0%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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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区、市）
实际消纳量

（亿千瓦时）
实际完成情况 同比增加百分点

下达的最低总量

消纳责任权重

实际完成情况超出下达

最低权重指标的百分点

湖  南 909 47.1% 2.7 40.0% 7.1 

广  西 878 43.3% 0.2 39.5% 3.8 

湖  北 927 43.2% 10.7 32.5% 10.7 

贵  州 646 40.7% 5.1 30.0% 10.7 

上  海 561 35.6% 1.1 32.5% 3.1 

广  东 2294 33.1% -1.3 28.5% 4.6 

吉  林 244 30.3% 5.3 24.0% 6.3 

宁  夏 277 26.7% 1.0 22.0% 4.7 

江  西 410 25.2% -0.3 22.0% 3.2 

陕  西 434 24.9% 2.5 17.0% 7.9 

黑龙江 238 23.4% 1.4 22.0% 1.4 

新  疆 652 20.54% -0.1 20.0% 0.5 

河  南 731 21.6% 1.1 17.5% 4.1 

内蒙古 821 21.1% 2.8 18.0% 3.1 

浙  江 946 19.6% -0.4 17.5% 2.1 

福  建 473 19.0% -5.0 19.0%* 0.0 

山  西 440 18.8% 0.4 17.0% 1.8 

安  徽 427 17.6% 1.9 15.0% 2.6 

辽  宁 418 17.2% 1.8 15.0% 2.2 

江  苏 1072 16.8% 1.8 14.0% 2.8 

北  京 187 16.4% 3.7 15.5% 0.9 

海  南 59 16.2% 1.7 13.5% 2.7 

天  津 141 16.1% 3.5 14.5% 1.6 

河  北 559 14.2% 0.5 13.0% 1.2 

山  东 860 12.4% 0.8 11.5% 0.9 

西  藏 72 87.1% -1.6 不考核 -

全  国 21613 28.8% 1.3

备注：福建省2020年由于来水偏枯，实际完成可再生能源电力总量消纳权重低于国家下达的19.5%考核指标0.5个百分点；通过指标

年度转移，将0.5个百分点转移至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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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020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非水电责任权重完成情况

省（区、市）
实际消纳量

（亿千瓦时）
实际完成情况 同比增加百分点

下达的最低总量

消纳责任权重

实际完成情况超出下达

最低权重指标的百分点

青  海 188 25.4%* 5.7 25.0% 0.4 

黑龙江 218 21.5% 1.3 20.0 % 1.5 

宁  夏 222 21.4% 0.1 20.0% 1.4 

吉  林 172 21.3% 2.5 18.5% 2.8 

内蒙古 760 19.5% 2.8 16.5% 3.0 

甘  肃 245 17.8% 0.9 16.5% 1.3 

山  西 393 16.8% 0.6 16.0% 0.8 

北  京 183 16.1% 4.1 15.0% 1.1 

云  南 307 15.1% -1.2 15.0% 0.1 

天  津 132 15.1% 3.1 14.0% 1.1 

河  南 465 13.7% 0.6 12.5% 1.2 

辽  宁 331 13.6% 1.1 12.5% 1.1 

安  徽 330 13.6% 1.3 12.5% 1.1 

陕  西 236 13.6% 1.9 12.0% 1.6 

河  北 530 13.5% 0.5 12.5% 1.0 

新  疆 345 10.9% 0.4 10.5% 0.4 

山  东 792 11.4% 0.3 11.0% 0.4 

湖  南 215 11.1% 2.5 9.0% 2.1 

江  西 172 10.6% 1.9 9.0% 1.6 

湖  北 194 9.1% 1.3 8.0% 1.1 

江  苏 574 9.0% 1.6 7.5% 1.5 

广  西 180 8.9% 2.4 7.0% 1.9 

浙  江 362 7.5%* 0.8 7.5% 0.0 

海  南 27 7.4% 0.6 6.5% 0.9 

贵  州 116 7.3% 2.1 6.0% 1.3 

福  建 181 7.3% 1.7 6.0% 1.3 

四  川 174 6.1% 0.5 6.0% 0.1 

广  东 375 5.4% 1.2 4.5%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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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风电、光伏发电保障性收购落实情况
2016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

依照《可再生能源法》要求，核定了重点地区

风电和光伏发电最低保障收购年利用小时数，

提出全额保障性收购相关要求。

2020 年，在规定风电最低保障收购年利

用小时数的地区中，甘肃 III 类资源区、宁夏 III

类资源区和山西 IV 类资源区未达国家最低保

障收购年利用小时数要求，实际利用小时数比

最低保障收购年利用小时数分别低 162 小时、

197 小时和 150 小时。2020 年，在规定光伏

发电最低保障收购年利用小时数的地区中，甘

肃 II 类地区、青海 I 类和 II 类地区以及宁夏 I

类地区等 4 个地区未达到光伏发电最低保障

收购年利用小时数要求，其中，甘肃 II 类地

区比最低保障收购年利用小时数地区低 137

小时；青海 I 类和 II 类地区比最低保障收购

年利用小时数分别低 64 小时和 63 小时；宁

夏 I 类地区比最低保障收购年利用小时数低

110 小时。

省（区、市）
实际消纳量

（亿千瓦时）
实际完成情况 同比增加百分点

下达的最低总量

消纳责任权重

实际完成情况超出下达

最低权重指标的百分点

上  海 76 4.8% 0.6 4.0% 0.8 

重  庆 49 4.2% 0.2 3.5% 0.7 

西  藏 18 21.6% 0.7 不考核 -

全  国 8562 11.4% 1.2 　 　

备注：1.青海省加上了河南省转让的12亿千瓦时超额消纳量；

　　　2. 浙江省加上了宁夏自治区转让的12.55亿千瓦时超额消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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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020年光伏发电重点地区最低保障收购年利用小时数落实情况

省（区） 资源区 地区
保障性收购

利用小时数

2020年实际

利用小时数

2020年偏差

小时数

内蒙古
I类 除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以外其他地区 1500 1626 126

II类 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 1400 1619 219

新疆
I类 哈密、塔城、阿勒泰、克拉玛依 1500 1655 155

II类 除I类外其他地区 1350 1414 64

甘肃
I类 嘉峪关、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金昌 1500 1535 35

II类 除I类外其他地区 1400 1263 -137

青海
I类 海西 1500 1436 -64

II类 除I类外其他地区 1450 1387 -63

宁夏 I类 宁夏 1500 1390 -110

陕西 II类 榆林、延安 1300 1466 166

表3：2020年风电重点地区最低保障收购年利用小时数落实情况

省（区） 资源区 地区
保障性收购

利用小时数

2020年实际

利用小时数

2020年偏差

小时数

内蒙古
I类 除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以外其他地区 2000 2318 318 

II类 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 1900 2378 478 

新疆

I类 乌鲁木齐市、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 1900 2616 716 

III类
除乌鲁木齐市、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克拉玛依市、

石河子市以外其他地区
1800 2178 378 

甘肃
II类 嘉峪关市、酒泉市 1800 2016 216 

III类 除嘉峪关市、酒泉市以外其他地区 1800 1638 -162 

宁夏 III类 宁夏 1850 1653 -197 

黑龙江
III类

鸡西市、双鸭山市、七台河市、绥化市、伊春市、

大兴安岭地区
1900 2255 355 

IV类 黑龙江省其他地区 1850 2270 420 

吉林
III类 白城市、松原市 1800 2302 502 

IV类 吉林省其他地区 1800 2355 555 

辽宁 IV类 辽宁 1850 2243 393 

河北 II类 张家口市 1900 2032 132 

山西 IV类 忻州市、朔州市、大同市 1900 175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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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洁能源消纳目标完成情况
根据 2018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

印发的《清洁能源消纳行动计划（2018-2020年）》

（发改能源规〔2018〕1575 号），所确定的分

年度风电、光伏和水电消纳目标，2020 年全国

平均风电利用率 97%，超过 2020 年风电利用率

目标 2 个百分点，重点省区全部达到了 2020 年

消纳目标；全国平均光伏发电利用率为 98%，

超过 2020 年利用率目标 3 个百分点，重点省区

全部达到了 2020 年消纳目标；全国主要流域水

能利用率 97%，超过 2020 年利用率目标近 2 个

百分点，重点省区全部达到了 2020 年消纳目标。

表5：2020年清洁能源消纳目标完成情况

2020年消纳目标 2020年实际完成情况 2020年消纳目标 2020年实际完成情况

一、风电 二、光伏

全  国 95% 97% 全  国 95% 98%

新  疆 85% 90% 新  疆 90% 95%

甘  肃 85% 94% 甘  肃 90% 98%

黑龙江 94% 99% 三、水电

内蒙古 92% 95% 全  国 95% 97%

吉  林 90% 98% 四  川 95% 95%

河  北 95% 95% 云  南 95% 99%

广  西 95% 100%

省（区） 资源区 地区
保障性收购

利用小时数

2020年实际

利用小时数

2020年偏差

小时数

黑龙江 II类 黑龙江 1300 1507 207

吉林 II类 吉林 1300 1477 177

辽宁 II类 辽宁 1300 1388 88

河北 II类 承德、张家口、唐山、秦皇岛 1400 1485 85

山西 II类 忻州、朔州、大同 1400 1470 70

五、特高压线路输送可再生能源情况
2020 年，22 条 特 高 压 线 路 年 输 送 电 量

5318 亿千瓦时，其中可再生能源电量 2441

亿千瓦时，同比提高 3.8%，可再生能源电量

占全部输送电量的 45.9%。国家电网运营的

18 条特高压线路输送电量 4559 亿千瓦时，其

中可再生能源电量 1682 亿千瓦时，占输送电

量的 37%；南方电网运营的 4 条特高压线路

输送电量 759 亿千瓦时，全部为可再生能源

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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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区）落实情况
浙江。2020 年，全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

纳量 946 亿千瓦时，占本省全社会用电量的比

重为 19.6 %，同比降低 0.4 个百分点；非水电

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为 362 亿千瓦时，占本

省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为 7.5%，同比上升 0.8

个百分点。

四川。2020 年，全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

纳量为 2344 亿千瓦时，占本省全社会用电量

的比重为 81.80%，同比上升 0.7 个百分点；

表6：2020年特高压线路输送电量情况

序号 线路名称
年输送量

（亿千瓦时）

可再生能源

（亿千瓦时）
可再生能源占比 占比同比

1 长南荆特高压 52.2 15.3 29.3% 3.1

2 淮沪特高压 282.2 0.0 0.0% 0

3 浙福特高压 76.5 0.0 0.0% 0

4 锡盟-山东 92.4 0.0 0.0% 0

5 蒙西-天津南 145.4 0.0 0.0% 0

6 榆横至潍坊特高压 247.1 0.0 0.0% 0

7 复奉直流 306.9 306.9 100.0% 0.0

8 锦苏直流 374.2 374.2 100.0% 0.0

9 天中直流 408.6 166.2 40.7% -9.5

10 宾金直流 329.8 329.8 100.0% 0.1

11 灵绍直流 498.3 85.3 17.1% -9.2

12 祁韶直流 224.6 61.4 27.3% -3.6

13 雁淮直流 259.1 35.5 13.7% 12.9

14 锡泰直流 171.2 0.5 0.3% 0.1

15 鲁固直流 330.9 56.7 17.1% -22.2

16 昭沂直流 286.2 135.9 47.5% 11.4

17 吉泉直流 439.6 80.5 18.3% -4.0

18 青豫直流 34.1 34.1 100.0% /

19 楚穗直流 259.0 259.0 100.0% 0.0

20 普侨直流 192.7 192.7 100.0% 0.0

21 新东直流 255.3 255.3 100.0% 0.0

22 昆柳龙直流 51.7 51.7 100.0% /

全  国 5318.0 2441.0 45.9% -6.5%

注： 1-18项数据为国家电网报送，19-22项数据为公司报送。/表示由于线路新投产等原因没有同比数据。



产业综述Industry Overview

2021年7月·15

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为 174 亿千瓦时，

占本省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为 6.1 %，同比上

升 0.5 个百分点。

宁夏。2020 年，全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

纳量为 277 亿千瓦时，占本省全社会用电量的

比重为 26.7%，同比上升 1 个百分点；非水电

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为 222 亿千瓦时，占本

省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为 21.4%，同比上升 0.1

个百分点。风电 III 类地区未达到最低保障收购

年利用小时数要求，比要求低 197 小时，风电

利用率为 97.8%；光伏发电 I 类地区未达到最

低保障收购年利用小时数要求，比要求低 110

小时，光伏利用率为 97.5%。

甘肃。2020 年，全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

量为 722 亿千瓦时，占本省全社会用电量的比

重为 52.5%，同比下降 1.4 个百分点；非水电

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为 245 亿千瓦时，占本

省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为 17.8%，同比上升 0.9

个百分点。风电 II 类资源区达到保障性收购利

用小时数要求，风电 III 类资源区未达到最低保

障性收购年利用小时数要求，比要求低 162 小

时，风电利用率为 97.1%；光伏发电 I 类资源

区达到保障性收购利用小时数要求，光伏发电 II

类资源区未达到最低保障性收购年利用小时数要

求，比要求低 137 小时，光伏利用率为 97.7%。

青海。2020 年，全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

纳量为 629 亿千瓦时，占本省全社会用电量的

比重为 84.7%，同比上升 2.9 个百分点；非水

电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为 188 亿千瓦时，占

本省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约为 25.4 %，同比上

升 5.7 个百分点。青海光伏发电未达到最低保

障性收购年利用小时数要求，光伏发电 I 类和

II 类资源区分别比要求低 64 小时和 63 小时，

光伏利用率分别为 88.5%、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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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截至6月底风电装机
容量约2.9亿千瓦  同比增长34.7%

核电 3805 小时，比上年同期增加 286 小时；

风电 1212 小时，比上年同期增加 88 小时。

1-6 月份，全国主要发电企业电源工程完

成投资 1893 亿元，同比增长 8.9%。其中，核

电 226 亿元，同比增长 44.3%；水电 475 亿元，

同比增长 19.1%；太阳能发电 165 亿元，同比

增长 12.2%。电网工程完成投资 1734 亿元，

同比增长 4.7%。

7 月 16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 1-6 月份全

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截至 6 月底，全国发电

装机容量约为 22.6 亿千瓦，同比增长 9.5%。

其中，风电装机容量约为 2.9 亿千瓦，同比增

长 34.7%。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约为 2.7 亿千

瓦，同比增长 23.7%。

1-6 月份，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

1853 小时，比上年同期增加 119 小时。其中，

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一览表

指标名称 单位 6月 同比增长（%） 1-6月累计 同比增长（%）

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亿千瓦时 7033 9.8 39339 16.2

　　其中：第一产业用电量 亿千瓦时 88 16.3 451 20.6

　　　　　第二产业用电量 亿千瓦时 4832 8.5 26610 16.6

　　　　　　　工业用电量 亿千瓦时 4747 8.5 26127 16.5

　　　　　第三产业用电量 亿千瓦时 1226 17.5 6710 25.8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亿千瓦时 887 6.8 5568 4.5

全国发电装机容量 万千瓦 - - 225660 9.5

　　其中：水电 万千瓦 - - 37785 4.7

　　　　　火电 万千瓦 - - 126658 4.1

　　　　　核电 万千瓦 - - 5216 6.9

　　　　　风电 万千瓦 - - 29192 34.7

　　　　　太阳能发电 万千瓦 26761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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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单位 6月 同比增长（%） 1-6月累计 同比增长（%）

全国供电煤耗率 克/千瓦时 - - 301.4 -0.8*

全国供热量 万百万千焦 - - 297462 6.6

全国供热耗用原煤 万吨 - - 17860 9.1

全国供电量 亿千瓦时 - - 34155 17.7

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小时 小时 - - 1853 119*

　　其中：水电 小时 - - 1496 -33*

　　　　　火电 小时 - - 2186 231*

　　　　　核电 小时 - - 3805 286*

　　　　　风电 小时 - - 1212 88*

　　　　　太阳能发电 小时 660 -3*

全国发电累计厂用电率 % - - 4.5 -0.1▲

　　其中：水电 % - - 0.3 0.01▲

　　　　　火电 % - - 5.7 -0.1▲

电源工程投资完成 亿元 - - 1893 8.9

　　其中：水电 亿元 - - 475 19.1

　　　　　火电 亿元 - - 202 10.3

　　　　　核电 亿元 - - 226 44.3

　　　　　风电 亿元 - - 826 -3.2

　　　　　太阳能发电 亿元 - - 165 12.2

电网工程投资完成 亿元 - - 1734 4.7

新增发电装机容量 万千瓦 - - 5187 1492*

　　其中：水电 万千瓦 - - 812 400*

　　　　　火电 万千瓦 - - 1757 125*

　　　　　核电 万千瓦 - - 227 227*

　　　　　风电 万千瓦 - - 1084 452*

　　　　　太阳能发电 万千瓦 1301 286*

新增220千伏及以上变电设备容量 万千伏安 - - 13733 2839*

新增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长度 千米 - - 19882 5317*

注：1.全社会用电量为全口径数据，全国供电量为调度口径数据。

　　2.“同比增长”列中，标*的指标为绝对量；标▲的指标为百分点。

来源：国家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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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Special Report

“2021激光雷达测风技术与风电应用
 研讨会”在南京召开

本刊记者  王润茁

2021 年 7 月 15 日，“2021 激光雷达测风技术与风电应用研讨会”在南京召开。

来自风电开发商、整机厂商、科研检测认证机构、高校、金融证券的 200 多位代表，

围绕测风激光雷达技术发展现状与趋势、前馈控制技术研究及工程应用进展、资源

评估、载荷性能测试及功率预测、激光雷达在海上风电的应用、激光雷达在风电后

市场的应用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以推进激光雷达的普及应用，助力中国风电行

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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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风力机械分会理事长杨校生致辞中

指出，与以往的风电技术改进优化不同，激光雷达测风技术的

出现与发展是真正的创新，是将激光技术与风电技术相结合，

能有效消除风机和风场控制的滞后效应，实现前感控制，精确

而准时地对风机和风电场进行调节，使之适时地达到最佳发电

状态，对于更好地捕获风资源，通过降低载荷来降低度电成本，

提高发电量和风电场收益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激光

雷达测风与应用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风电场建设中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必不可少的测风技术和手段。下一步，要继续进一步推动激光雷达测风

技术的创新，促进激光雷达产品成本下降，推动风电降本增效，实现高质量发展。

开 幕 式

”

全国风力发电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作为中国风电产业标准的

引领者和推动者，是风电国家标准的归口管理单位，对内组织

全产业链企业进行风电国家标准的制定，对外代表中国参与国

际风电标准的制定。全国风力发电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任

君在致辞中介绍，今年6月，全国风标委组织召开了国家标准“机

舱式激光雷达测风”启动会，并建设了测试场地，为标准制定

提供数据指导和支撑。未来，全国风标委将继续加强与中国农

机工业协会风力机械分会及企业的合作，共同推动激光雷达技

术在风电行业中的普及应用。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风力机械分会主办，南京牧镭激光科技有限公司承办，江苏省可再生能

源行业协会、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先进激光技术研究所协办。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风力机械分会理事长杨校生、

全国风力发电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任君、江苏省可再生能源行业协会秘书长施新春、中广核新能源江苏分公

司副总经理张锋、南京牧镭激光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军出席会议并分别发表了致辞。



22·风能产业 Wind Energy Industry

特别报道 Special Report

”

江苏省可再生能源行业协会秘书长施新春在致辞中表示，

风电产业是江苏省新型电力新能源装备集群的重要的组成部

分，当前，在 “双碳”目标和以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

力系统等多重利好政策的激励下，以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

迎来了大好发展局面，但同时也面临着补贴退坡、平价上网、

原材料及人工成本上涨等巨大的挑战，需要风电企业不断进行

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激光雷达测风技术在风电领域的应用是

有益的技术创新，积极探索运用先进的测风技术，最大化利用

好宝贵的风能资源，将为推动行业的健康发展和早日实现双创目标作出积极的贡献。

”

截至 2020 年底，中国广核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江苏分公

司风电累计投运容量58.4万千瓦，在建项目（如东H8海上风电）

30 万千瓦。中广核新能源江苏分公司副总经理张锋在致辞中表

示，平价上网对风力发电成本控制提出了严峻的考验，目前技

术上仍然面临很多亟待攻克的难题，测风技术就是其中非常重

要的一项。随着海上风电向深远海发展，测风塔的建设难度和

成本将大大增加，而激光雷达测风技术也存在着成本高、大气

穿透能力差、近地面水平作用距离有限等劣势，如何“多快好省”

地评估出准确的风资源数据，经济高效地捕获转换风能，迫切需要断加大技术投入，破解技术难题，

加快推动激光雷达测风技术的发展和有效运用，服务 “双碳”目标实现。

”

南京牧镭激光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军在欢迎辞中表示 ,

激光既是一个先进的工具，也是一个赋能的技术，自上个世纪

60 年代诞生以来，激光技术的应用给许多行业带来了价值提升，

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牧镭激光将激光技术引入

风电行业 8 年来，以其有效的发电量提升效果，得到了风电行

业的接受和认可，目前出货量已经超过了 1000 台。未来，牧

镭激光将加大投资力度，让激光技术在风电行业有更多的使用，

产生更大效益，与同行共同继续努力，共同构建良好的生态，

共同打造一个更加美好的能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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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旨 报 告

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风力机械分会副秘书长余春平、南京牧镭激光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朱海龙、浙江运

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孙勇分别作了题为《中国风电产业发展报告（2020-2021）》《测风激光雷

达技术发展现状与趋势》《机舱式激光雷达在智能风电机组中的应用》的主旨报告。

”

《中国风电产业发展报告（2020-2021）》
风电产业健康、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是永恒的主题，需要

特别关注的几个方面：打造良好的产业生态圈，共荣共享，促

进风电行业健康发展；风电发展加速，产业链配备、人才培养、

政策措施、标准规范等，要与未来发展需求相匹配；加大自主

创新力度，着力解决产业“卡脖子”和短板问题；加强安全管

理和风险管控，防范重大和批量故障发生，防范投资风险；绿

色低碳、电力市场、综合能源和智慧运维是必然趋势，需提前

布局；老旧机组升级、改造、退役、回收的相关政策及方案正

在研究，要未雨绸缪。

”

《测风激光雷达技术发展现状与趋势》
2015 年之后，激光雷达市场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价格

从高不可攀到更易为市场接受，应用方案也越来越完善，迅速

得到国内的用户认知认可。目前，牧镭激光机舱式测风雷达已

交付 2000 余台，作为风电机组标配产品，获得金风、明阳、

远景、运达、南车、北车、海装、上海电气等多个客户的批量

销售。地基雷达已在众多场景开展广泛应用，累计交付 300 余

台，海外市场稳步发展，产品已覆盖欧洲、南美等多个国家和

地区。牧镭激光将以完备的产能和服务体系，引领风电产业测

风技术升级，助力国家“30·60”目标的实现。

南京牧镭激光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朱海龙

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风力机械分会

副秘书长余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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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舱式激光雷达在智能风电机组中的应用》
风机智能化发展是必然趋势，智能化是产业的风向标，是

各个行业的发展走向。雷达的应用加快了智能化发展进程，为

风机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应用雷达技术进行偏航优化，发电量

可提升 2%-4%。功率曲线修正可提高功率曲线评估的准确度，

更准确的发电量评估，准确度提升 2%-3%。雷达作为智能风

机的控制单元，对数据的有效性、电器元件的可靠性具有较高

的要求。随着行业的发展，成本压力仍然处于较大的压力位，

雷达的成本下降仍然具有很大的空间。测风雷达作为智能机组

关键传感器，对于雷达控制用于机组的设计，缺乏完善的标准。

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孙勇

机舱前馈控制专题

”

《激光雷达在风电机组控制中的应用和展望》
激光雷达应用前景展望：行业标准规范的完善，与认证机

构一起积极推进激光雷达控制技术在行业内的载荷 / 安全 / 型

式测试相关流程规范的制定，获取全球第一个雷达控制技术认

证证书，形成当前推荐规程。整机与激光雷达的深度整合设计，

在设计阶段，结合激光雷达“眼睛”功能预知风况，持续完善

更先进智能的算法，优化整机性能和成本，形成最优设计方案。

更广泛的行业应用场景，风电行业中多种场景激光雷达的应用，

会使激光雷达技术更加成熟完善，推动行业的进步。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任工程师刘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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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光雷达技术应用端的挑战与发展趋势》
相比于风电机组其他核心传感器，激光雷达设备可靠性任

偏低，导致其引入核心降载控制时，需要过多的冗余保护，目

前主要以降容为主，影响实际的机组发电性能。激光雷达核心

在于风速的提前测量，如何从有限点的风速推算至风轮面风速，

仍是激光雷达规模化应用的前提，目前的方式相对单一，假设

条件较多，实际应用过程中的偏差无法评估。严重制约了激光

雷达参与核心控制步伐。IEC 新标准中，赋予激光雷达测风更多

的测风权限，使得激光雷达的应用更加多样化，除去目前传统

的激光雷达前馈和偏航校准外。风电场级控制引入激光雷达将变得更加多样化，包括功率的精细化分配、

疲劳载荷的评估与预测（延寿），复杂外部条件下的风电机组预警控制，风电场尾流控制与预测等。

中国船舶集团海装风电股份有限公司

仿真所副所长韩佳

”

《用新技术驱动产品升级，全面拥抱平价时代-
基于激光雷达的技术开发与应用》

平价时代产品生存周期变短，开发速度加快，价格不断创

新低，原材料价格上涨。大功率、长叶片、高塔筒产品是平价

时代产品的研发趋势，其核心要素是降低业主的投资成本，提

升风电场收益，降低度电成本。在某风电场进行的偏航校正的

测试验证效果表明，基于 MOLAS NL200-L 的偏航校正后，

机组年发电量实现 2.3% 左右的提升。应用数字化、智能化技

术创新，提升性能和可靠性，降低载荷，降低运行故障，驱动风机产品升级。

中车株洲所风电事业部技术中心副主任刘红文

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风力机械分会常务副秘书长吕青源、华北电力大学风力发电研究中心主任田德分别主

持了上午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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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荷性能测试与雷达测风技术专题

”

《激光雷达在海上风电场尾流研究中的应用》
尾流研究的发展趋势：研究大气边界层稳定性等因素对于

尾流效应影响区域的恢复；研究尾流效应对风电机组塔筒、叶

片等关键大部件疲劳载荷的影响评估；研究风电机组偏航状态

下的尾流特征；评估执行偏航动作的实际效果（降载或提升整

场发电量的效果）；研究尾流影响区域内的湍流分布规律；通

过探测风轮前方湍流的变化用于评估下游风机是否处于上游风

机尾流的影响区域；现有尾流模型的优化研究，考虑大气入流

条件，特别是热稳定性等因素，改进优化尾流模型；开展三维

扫描测试分析，以及更多距离门和更高空间分辨率的测量；增加距离门和扫描点的数量；针对 3D

扫描激光雷达，研究扫描次数、扫描周期、空间均匀假设等多方面的平衡点。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检测认证室副主任陈宝康

”

《机舱雷达在功率曲线测试中的应用实践》
UL 雷 达 测 试 场 地 位 于 张 北 县。 该 场 地 同 时 满 足 IEC 

61400-12-1 Ed.2 和 IEC61400-50-3 CDV Ed.1 对地面雷达

和机舱雷达的测试要求。场地 100 米高的年平均风速 7.18m/s，

40 米高的年平均风速 6.14m/s。机舱式激光雷达可以安放在地

面，以不超过 10 度的倾角对准离地 40 米的气象塔上的杯式风

速计机舱式雷达的水平风速（最终值）与其中一座塔的 40 米

高度杯式风速计进行比对。地面式雷达布置于气象塔上风向，

与气象塔水平距离 X。机舱雷达的标定测试对国际度量溯源和

确定测量的不确定性，分级测试识别和量化环境条对雷达精度的影响。

苏州UL美华认证有限公司风能检测与认证主管张剑

”

《海上风电场非典型测试条件下机舱雷达应用局限性探讨》
通过激光雷达的应用，大大降低了整个行业在测风方面的

成本，同时提供了更多的测试方案和可能性；现阶段激光雷达

在海上风电场的使用，主要场景报告升压站上的地基、扫描雷

达，风机机舱激光雷达，以及风机基础上的扫描雷达的应用。

非测试工况下的典型应用场景海上风电场 + 机舱激光雷达：风

电场流场测试中的辅助校验风速测量；非周边风电机组的偏航

误差校准；风电场场内受尾流影响风电机组出力、控制参数研

究；基于前馈的 IPC 控制。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海上销售事业部

风电场预研设计中心负责人陆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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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光雷达数据修正及短期数据应用研究》
项目开发面临无测风数据、参考中尺度数据偏差大、场区

资源差异大、测试数据不足完整年等各种问题，客户优势区域

择选难、收益评估风险大。基于 3 个月实测数据可完成大基地

项目图谱及完整年数据生产，从“高效”和“精准”两个维度

解决客户大基地开发痛点，大幅缩短客户投资决策周期。目前

在 10+ 大基地项目有效应用，提供 100+ 技术服务。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激光雷达技术负责人董琦

”

《精细化评估之组合测风》
风场组合测风理念 -- 三者融合 - 全方位覆盖风资源评估。

湖南某地区，有业主反映实际数据与测算的发电小时数相差约

300 小时。为准确获取复杂地形下具有代表性的测风数据，我

们在项目方案中设立两个激光雷达辅助测风。对项目的重新梳

理：首先，重新获取场区的实测地形数据，测风塔和等高线地

图在同一坐标系下进行中尺度评估；其次，项目地表为灌木林，

因此去掉最低层风数据后重新外推了 90 米风速；最后，用当

地空气密度下的功率曲线进行更替。通过三者融合，团队最后

把差距缩小到 70 小时的合理可接受范围内。

东荣盛世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发展部总监张进辉

”

《使用流场数值模拟技术优化激光雷达测风》
在复杂地形上，LiDAR 数据重构算法所依赖的流场均质性

假设不成立，使风速测量产生偏差。针对位于山脊的 LiDAR，当

风向垂直于山脊时，其测量误差最大，一般来说低估风速；地形

特征造成的山脊上方气流弯曲是产生误差的主要因素。采用适

当的风流场数值模型对地形、粗糙度、大气稳定度进行合理建

模，是重现风流场特征和定量评估 LiDAR 测风误差的关键。使用

Meteodyn WT 的风流场模拟和激光雷达校正模块，是在 LiDAR

测风数据相关应用中提升数据认可度的成熟、有效的途径。
法国美迪公司中国区技术负责人蒋紫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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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雷达标准与应用经验专题

”

《3D扫描式激光雷达在海上风电场的应用》
通过如东海上风电场风机尾流观测实验，可以得到以下结

论：从个例中可以看出风速损失率随着距离增加逐渐减小，与

环境相融合。不同扫描仰角对于尾流探测有影响，低仰角探测

由于只扫到尾流边缘部分导致风速损失率较小、变化缓慢或在

个例中存在风速损失率随距离增大而增大的趋势。通过整合各

风速段风速损失率，在 1.5D~4D 距离处，高风速段风速损失

率最大，低风速段风速损失率最小。尾流宽度随风速、湍流强

度变化不大。尾流长度随着风速增加有增加趋势。
华能集团清洁能源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卢坤鹏

”

《SpiDAR服务于中国风电市场的八年》
2015 年 9 月，与远景合作，开展机舱式激光雷达应用研究。

2017 年，远景在兰考首次安装了 140 米高塔筒风机，安装一

台 SpiDAR 进行同步测试，风机风功率曲线验证，优化风机控

制算法。2016 年，首次在中国海上风电应用于风功率预测系统。

在老旧风机技术改进的应用于风功率曲线测试、风速计传递函

数修正、风向仪校准、叶轮等效风速、风切变测试、风机故障

分析、风机技改验证等。在高海拔、高寒地区等等极端环境下，

激光雷达的数据有效率 >90%。
青岛浦芮斯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研发副总经理郭磊

”

《漂浮式激光雷达测风系统核心设计思考与成果分享》
漂浮式激光雷达测风系统（FLS）日益成为国内外海上风

电风资源测量、功率曲线验证的主要工具。和传统测风塔相比，

FLS 具备突出的成本和灵活性优势。但毋庸讳言，同时伴随着

技术挑战和新的风险点，主要体现在数据准确性、系统可靠性、

浮体安全性。在移动通讯领域，冗余备份和消除单点故障措施

无处不在，建议国产漂浮雷达产品参考移动通讯最佳实践设计，

确保消除各类单点故障。系统设计需要考虑稳性、随波性、防

腐性、算法友好性、生产周期、质控友好性、运输便利性、防

破坏安全性、全生命周期成本与风险。系统设计需综合考虑各需求维度，最小化设备全生命周期运

行成本和风险。

江苏憬知梦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宋励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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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C61400-50-3 CDV版本介绍》
机舱雷达的应用起草 IEC 标准由来自中国、丹麦、德国、

西班牙、法国、英国、美国等国家的专家共同参与编写，预

计国际标准最终稿（FDIS）将在今年 9 月份完成投票，并在

2022 年发布。IEC61400-50-3 是在对机舱雷达应用进行了大

量研究和实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标准，也是目前行业内各机构能

够取得的最大共识。但是仍有不少待解决的问题，同时技术仍

在发展，标准的编写不会停滞，后面有待探索的问题：雷达的

湍流度与杯式风速计的湍流度对比；复杂地形的测试；标准中

是针对测试的，具体的使用场景需求要大家自己看；对于其他测试场景，如前馈控制等有待探索；

有一些可以在项目中获得的经验等。

北京鉴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检测部副部长黄宇同

”

《多普勒激光雷达技术与海上风电应用》
2019 年 12 月 29 日，国产首台海上漂浮式测风激光雷达

（WindMast 350-MB）完成布放并成功投入运行。该系统基

于当前世界先进且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测风激光雷达和国

产 10m 大型浮标平台，利用自主研发的运动平台姿态校正算法，

可达到与 1 类测风塔同等的测风精度。经过与海上测风塔对比

验证，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测量精度、数据获取率等关键

指标均满足 IEA 及 OWA 相关国际规范要求。2020 年 5 月 20 日，

海上漂浮式测风激光雷达系统（WindMast 350-MB）顺利抵

达山东附近海域某站位，历经 6 个月的海上测量，系统的测量精度和设备稳定性满足 OWA stage 2 

阶段的要求。

青岛镭测创芯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王琪超

”

《激光雷达测风性能验证标准及行业应用分享》
雷达由于它的便捷性及独特的测风优势，在风电领域的应用

势不可挡。雷达在性能上和传统测风塔测风的主要差异在湍流强

度的测量，DNV 联合其他机构及公司已经发起了一个研究湍流强

度修正的研究性项目，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个问题会得到解决。

使用雷达时对性能和精度验证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过程，不仅为

后期项目不确定度的评估提供了依据，也确保了后期使用的可

靠性。无论是雷达还是测风塔，前期的安装部署以及后期维护

至关重要，没有这个根基，后期的数据分析再高级也无事于补。
挪威船级社雷达应用专家赵勇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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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6 日，出席研讨会的与会代表参观了南京牧镭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风力机械分会副秘书长年方清、龙源（北京）风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博分

别主持了下午的会议。



特别报道Special Report

2021年7月·31

来源：CWE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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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现场 On Wind Farm

提起西藏，你会想到什么？

我和运达机组在西藏有了一场刻骨铭心的相遇。

我和运达机组的入藏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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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还在休假的我得知运达股份中标西藏措美项目时，我第一时间向领导

申请，如果可以，我愿意参与这个世界最高海拔风电场的建设。

2020 年 9 月底，运达股份一台 2.2MW 风力发电机组自吴忠基地开启了长达约

2700 公里的西藏之行，机组格尔木下高速后，经 109 国道行驶近 1300 公里到达山南市，

期间需通过著名的可可西里无人区，最后运抵西藏措美县哲古分散式风电场 6# 机位，机

组和风场的相识，历时近三个月。

2020 年 12 月中旬，贵州清镇流长项目与西藏措美项目的距离同样约 2700 公里，

我和西藏的初识，用时仅两天。第一次入藏的十天，没有高强度的作业，仅出现了小腹

胀痛和拉肚子等轻微高反。

2021 年 4 月中旬，当我再一次只身一人入藏，没有了之前的陌生感，连续上山 4 天

进行清点物料及吊装前准备工作后，我开始出现头晕、恶心、夜间失眠多梦等症状，经

过几天的调养，身体逐渐适应。

5 月初，现场吊装在即，工作如火如荼开展。叶片转运，从山南市堆场转运至 6# 机

位约 100 公里左右，期间需经过多个藏族乡镇和村庄，此外，山南市海拔约 3500 米，

6# 机位海拔超 5100 米，海拔的极大提升，对人员和车辆的要求极高。

在超高海拔地区进行风机安装我见识过需克服的很多困难，如作业人员高原缺氧、

工作效率低、紫外线强、低温大风雨雪天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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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西藏措美风电场建设各家单位的部分人

员在入藏后均出现过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轻微

的高反如小腹胀痛、拉肚子、夜间失眠多梦、无

法进入深度睡眠等，严重的高反伴随手脚抽搐、

呼吸困难、头晕头痛、意识不清等。由于高原反应，

施工单位人员更换也成了常事，一名备件运输司

机自内地开车抵达卸货机位后，货物还未卸掉，

整个人脸色发白、呼吸困难，吸了便携式氧气后

立马送到山下就医。此外，由于高原气候干燥，

早晚流鼻血也是家常便饭。

熟悉风电吊装的人员知道，吊装阶段的所有

上塔工作必须穿戴劳保防护用品后徒手攀爬，这也使得超高海拔地区的登塔作业效率变

低，为了尽量提高工作效率，施工单位人员提前入场，每日需在风场进行适量的跑步等

运动，尽管这样，现场繁重的作业照样使得工人身体吃不消，现场只能储备更多的工人

进行轮番休息。

有过高原从业经验的人员会知道，在高原一天什么也不用干，每日只需经历一次海

拔升降，都会感觉身体疲惫不堪，更何况高强度的工作，现场工作效率低也是不言而喻。

在这离天较近的雪域高原，防晒霜根本无法抵御强烈的紫外线，皮肤干燥、脸脱皮，

整张脸成天都是红彤彤的，尤其在晚上洗漱的时候，脸和脖子，所有裸露的皮肤，感觉

是被火灼烧，疼痛感久久无法平复。

此外，昼夜温差大伴随低温大风雨雪天气给现场施工造成极大干扰。在部分地方已

经开始穿短袖迎来了初夏的 5 月中旬，措美风场作业还是棉衣棉裤羽绒服加身，早上到

达现场，吊车打火需要至少半小时以上。

为了保证及时的吊装技术指导，在现场进行机组吊装之前我入住到离风场约 30 公里、

海拔近 4700 米的哲古镇，开始了一段用水不便，需驱车 10 公里左右打生活用水；风况

极好，感觉大风快把房顶掀开；五月低温，夜间开电热毯、早起白雪皑皑的日子。

措美风电场 6# 机组 5 月 10 日开始塔筒吊装，吊装当天，第一段塔筒就位后，现场

狂风大作，下起了鹅毛大雪，瞬时最大风速高达 28m/s，被迫只能做好相关防护后停止

作业。

5 月 11 日风速较小，完成二三段塔筒吊装后，施工单位高空指挥人员在塔筒上出现

高原反应，人员无法下塔，现场只能在塔上对其进行供氧措施，最终，人员身体得到恢复，

吊装作业停止进行。

5 月 12 日的小雪天气带走了大风，当天完成了第四段塔筒和机舱吊装。大风之后的

15 日和 16 日两天时间完成风轮地面拼装，之后又是每天约 20m/s 的平均风速，现场做

好相关防护后也必须保证 24 小时都有人员看护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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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1 日，现场合理利用上 3 小时的小风窗口期顺利完成了风轮安装作业，至此，

历时 12 天，运达股份一台 2.2MW 风力发电机组完美矗立在世界最高海拔的西藏措美县

哲古分散式风电场。

回首措美风电场 6# 机组的准备及吊装过程，个中艰辛，唯有自知，在现场，一个人

的行动、一个人的思考、一个人的承担与感动，我想，作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虽苦犹荣，

在党旗的引领下前行，这也是我在这个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的雪域高原献给祖

国建党 100 周年最好的礼物。

遥想 1972 年，我国第一台 18kw 并网型风力发电机组诞生于浙江省机电研究院风电

研究所，这是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

彼时，这台 18kw 风力发电机组的成功研制，填补了我国并网型风力发电机组研究

工作的空白；此时，目前世界最高海拔风电机组的矗立，体现了运达股份对风电市场的

又一突破。

如今，运达股份站在超高海拔新的起点和开端，一代代辛勤耕耘的运达人必将一如

既往秉承开拓创新的精神，勇攀风电行业高峰，并以昂扬的姿态和必胜的信心迎接新的

机遇与挑战，以谦卑的心态和默默耕耘的态度为风电行业尽其所能。

追风路，永无止境；

追风人，一路欢歌；

运匠心，达韶华，臻完美！

来源：运达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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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尽

管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和项目建

设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全球风电

新增装机因得益于中国和美国两大

市场的抢装仍创历史新高，达到

93 GW。 国 家 能 源 局 数 据 显 示，

截至 2020 年年底全国风电累计装

机达 2.81 亿千瓦，其中陆上风电

2.71 亿千瓦、海上风电约 900 万千

瓦，这让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风电

第一大国，比排名第二的美国多

130%，是整个欧洲装机的 1.2 倍。

但是从风电占总电力需求的比例来

看，中国目前不仅落后于欧美国家，

而且还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在 全 球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方 面，

2020 也是很特殊的一年。我们不

仅见证了欧盟、日本、韩国、加拿

大、南非等经济体做出 2050 年实

现碳中和的承诺，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也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

般性辩论上向国际社会做出了庄严

宣示：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二

氧化碳排放国，该承诺被认为是继

2015 年巴黎气候协议达成以来，人

类在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最重要的

一座里程碑。

2021 年，全球在应对气候变

化的征途上继续取得突破。今年年

初新任总统拜登宣布美国重返《巴

黎协议》。四月，在美国召集的“领

全球风电加速布局
实现碳中和承诺任重道远
□ 文   赵锋　全球风能理事会战略总监

表一：2020年全球部分国家和地区风电累计装机及在总电力需求中占比统计

地区/国家
2020年底风电累计

装机（吉瓦）

2020 年风电发电量

（吉瓦小时）

2020年风电在总电

力需求中占比

全球 743 1,532,000 6.38%

中国 281 466,500 6.2%

欧洲（EU 27+英国） 220 458,000 16%

丹麦 6.2 16,350 48%

德国 63 131,900 27%

西班牙 27 53,650 21.9%

瑞典 10 28,200 16%

荷兰 6.6 13,900 11.7%

英国 24 75,700 24.2%

美国 122 337,500 8.4%

巴西 18 51,000 9.8%

澳大利亚 7.3 22,600 9.9%

数据来源：GWEC，IEA，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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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人气候峰会”上，包括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内的 40 多位国家领

导人先后在会上重申或更新了自主

减排目标。拜登代表美国承诺，到

2030 年温室气体排放水平比 2005

年减少 50-52%，并在 2050 年实

现碳中和。此外，巴西总统也在峰

会上宣布加入 2050 碳中和阵营。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最新统计，

截至今年四月，已有四十四个国家

及欧盟做出了碳中和的承诺，它们

代表了约 70% 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

和 GDP。显然，以油气为代表的化

石能源时代将很快走到尽头，以新

能源为主体的全球能源转型将势不

可挡。IEA 在今年五月发布的《2050

年能源零碳排放路线图》报告中预

测风电和光伏将在 2050 年为全球

提供大约 70% 的电力需求。要实

现该目标，IEA 在报告中呼吁全球

风电和光伏装机的节奏在接下的十

年里必须进一步加快，到 2030 年

风电年新增装机需达到 390GW，

到 2050 年仍需保持在 350 GW 的

水平。

数据显示，在碳中和趋势的推

动下，全球风电正加速布局。根据

GWEC 最新统计，2021 年一季度

全球风电总中标量为 6,970MW，

是去年同期的 1.6 倍。另外，一季

度宣布的风电项目招标规模也同步

提升，总量超过 14GW。这两组数据

不仅展示了风电产业在新冠疫情期

间的韧性，而且也显示出风电正在

成为各国经济绿色复苏的重要引擎。

2020 年 12 月底美国参议院通

过了综合拨款与 COVID-19 救济法

案，生产税减免政策（PTC）延期

一年也确保了陆上风电市场的稳步

发展可以持续到2025年。与此同时，

该法案也将海上风电的投资税收抵

扣政策延期到 2025 年年底，这无

疑是给仍处于“婴儿期”的美国海

上风电市场提供了最重要的保障。

该政策不仅赢得海外和本土开发商

的投资信心，也为打造本国海上风

电供应链铺平道路。为了快速启动

海上风电市场并创造本土就业机会，

今年三月拜登政府制定了到 2030

年海上风电装机 30 GW 的目标，

这也将为美国在 2050 年实现 110 

GW 的海上风电装机打下基础。针

对海上风电在川普执政期间面临的

项目审批严重滞后等问题，新政府

还特别授权内政部的海洋能源管理

局（BOEM）加快海上风电项目审

批。今年二月，原已撤回建设许可

申请的 Vineyard 海上风电项目（800 

MW）重新启动申请流程，并在五

图一：2021年一季度全球风电中标及招标规模统计

数据来源：GWEC，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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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获得联邦政府的批准。该项目不

仅是美国首个获批的大型商业化规

模海上风电项目，还标志着美国海

上风电市场的真正启动。另外，根

据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最

新统计，截至今年五月底，总容量

达 209 GW 的风电项目开始在美国

排队，准备申请并网许可，其中近

30% 是海上风电项目。

在欧洲，风电已经占到 2020

年社会用电总需求的 16%。欧盟委

员会的 2050 路线情景预测显示，

欧盟要在 2050 年实现其碳中和目

标，陆地和海上风电装机需要从目

前的 194 GW 和 25 GW 分别增加

到 750 GW 和 450 GW。在去年年

底欧盟公布的“欧洲绿色协议”中，

2050 年欧盟海上风电装机目标正式

设定为 300 GW 。

2020 年 10 月，首相菅义伟宣

布了日本到 2050 年实现碳中和的

目标。日本政府与风电产业也在去

年年底达成类似英国政府和海上风

电产业在 2019 年签订的联合协议。

该协议作为日本政府绿色发展战略

的一部分，为日本制定了 2030 年

10 GW 和 2040 年 30-45GW 的海

上风电装机目标。 

仅在日本宣布碳中和目标两天

后，韩国总统文在寅也宣布韩国加

入实现碳中和的阵营，努力摆脱对

化石燃料的依赖。跟邻国日本一样，

韩国也将新能源作为其“绿色新政”

的重要部分。今年二月文在寅总统

代表韩国政府与 33 家韩国企业签

订了在全罗南道的海上风电开发协

议，总量达 8.2 GW，总投资额高

达 360 亿欧元。目前韩国海上风电

装 机 仅 为 133MW， 为 实 现 2030

年 12GW 的海上风电装机目标，文

在寅今年五月宣布到 2030 年韩国

将在蔚山外海建设 6 GW 的漂浮式

海上风电，总投资共 270 亿欧元。

这是迄今为止全球已宣布的最大规

模的漂浮式海上风电项目投资。

在澳大利亚，即使算上储能、

并网成本，风电和光伏仍被认为是

最便宜的能源技术。去年澳大利亚

风电新增装机 1.1 GW, 创历史记

录。截至 2020 年底其累计风电装

机突破 7 GW, 可以满足该国 10%

的电力需求。目前澳大利亚在建和

已完成融资的风电项目容量已超过

5 GW 。尽管澳大利亚电力市场运

营商 AER 对未来新能源项目的并网

提出了担忧，但是 AER 在今年五月

底最终通过了对“EnergyConnect” 

电网项目的投资，总投资额达 23

亿美元。该项目计划于今年底开工，

投产后预计将并入位于三个州至少

10 GW 的风、光、风光储项目。

尽管受疫情影响，但巴西去年

仍实现 2GW 以上的新增装机，排

名全球第三。原定在 2020 年进行

的招标因疫情而全部取消，但巴西

政府决定于今年 6 月和 9 月分别完

成 A-3、A-4 和 A-5、A-6 四 轮

招标。由于风电成本在巴西很具有

优势，非政府招标和项目双边协议

也非常活跃，目前已成为风电市场

发展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另外，

今年三月，巴西通过参议员提案 PL 

576/2021，该提案将启动业界期待已

久的海洋能源开发监管框架的制定。

在 非 洲， 南 非 内 阁 去 年 九 月

宣布将在 2050 年实现碳中和，并

决定重新启动新能源招标。除了

在一季度宣布的 2.6 GW 新能源项

目招标外（其中风电项目招达 1.6 

GW），南非政府决定在今年八月

和明年年初再分别举行 2.6GW 和

1.6 GW 的新能源招标。

结语
2020 年是创纪录的一年，面

对疫情全球风电新增装机仍比上年

增长 53%，这是全球风电人的骄

傲！中国去年新增装机容量突破 50 

GW，成功实现风电产业去年十月

在《北京风能宣言》里为“十四五”

期间年新增装机建议的目标，这更

是中国风电人的骄傲！尽管碳中和

趋势让全球新能源投资进一步升温，

但目前的新增装机和 IEA 零碳路线

图建议的新增装机相比缺口仍然很

大。2021 年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关

键十年的开启之年，今天也是第 15

个世界风能日，希望中国风电产业

能延续 2020 年的激情，积极支持

今年 11 月在格拉斯哥召开的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

让风电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

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风电发展仍

任重而道远，风电人须继续努力！

来源：GW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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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这座仙舞山，看大风车如何舞动蓝天

在我国中原地区，有一座被称为“华中风电之都”的城市——湖北大悟。这里地处

湖北省东北部的大别山南麓，是华北平原与华中平原冷暖气流交汇互动带，具备得天独

厚的风电发展优势。经过多年发展，大悟的风电装机容量目前位居全湖北省第一位。风

电已成为推动当地能源革命进程的重要力量，成为实现国家“3060”碳目标的主力军，

湖北大悟仙舞山一期中广核项目（以下简称“仙舞山项目”）便是一颗耀眼的明珠。

仙舞山项目共安装 26 台金风科技 2.0MW 智能风机，于 2019 年 4 月实现全场并网。

2020 年，在年平均风速 4.8m/s 的情况下，项目实现可利用小时数 2448 小时，平均可利

用率达到 99.9%，成为当年中广核湖北分公司可利用小时数最高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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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尽其才  “机”尽其用
仙舞山海拔约 600 米，周边环境空旷，且处于冷空气由河南省进入江汉平原地区的

主要通道，是天然的风道走廊，加之季节性风向恒定，破坏性风速少。即便如此，山地

地形复杂也在无形中增加了资源勘测与机位排布的难度。金风科技风资源团队结合多次

实地踏勘与微观复核，充分利用山脊高地的优质风资源，综合考虑山地局部小气候造成

的风资源差异，精准建模，在有限的空间内寻求机位最优排布方案，让 26 台机组在山间

找到各自的“最佳安身之所”。

精益运维   尽职担当
优质的运维工作是风电项目收益最大化根本保障。2020 年，金风科技同中广核团队

共同制定精密的运维规划，充分考量预警、预测、预检、预修以及日常巡检、技改、故

障处理、检修等每个细节，以确保每台风电机组高可靠运行。同时，双方还主动开展各

项人员培训与安全演练活动，力图通过精益管理与协同配合，实现全场稳定运行与效益

提升。2020 年，仙舞山项目的全场发电量及等效利用小时数均位列湖北分公司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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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同心   携手克艰
每一份成绩背后，都凝聚着艰辛与付出。2020 年，在深处新冠疫情“风暴中心”的

湖北大悟，金风科技运维团队与中广核团队紧密协同，以“风雨同心、众志成城”的坚

守精神，齐心打赢了这场抗疫保电之战，用行动书写下风电人的责任与担当。

未来，我们将建立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大力提升新能源的储存与

消纳能力，风电行业作为新能源技术和产业快速发展的代表，必将担当大任。仙舞山项

目，虽然地处年平均风速 4.8m/s 的复杂山地区域，但仍有不俗表现，这也充分说明随着

技术的进步，风电能够更好地满足平价时代不同场景下的开发需要，在国家实现“双碳”

目标的道路上展现更大作为。

来源：金风科技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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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台抗台风漂浮式机组在阳江海域成功安装

7 月 13 日上午 11 时 28 分，全球首台抗台风漂浮式机组——由明阳智能自主研发的

MySE5.5MW 抗台风型浮式机组——在三峡阳江沙扒海上项目成功安家落户。

这台漂浮式海上风电机组的成功安装，标志着我国已具备大容量漂浮式海上风电机

组自主研发、制造、安装能力，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是实现海上重大装备国产化、打造

海上风电大国重器的重要成果。

由于该项目地处台风区，MySE5.5MW 半直驱浮式风机在设计阶段就注入抗台基因。

在机组研发过程中，基于南海台风、极端海浪等恶劣环境的考虑，明阳智能对此浮式风

机技术进行深入研究和定制化设计，选用了 50 年一遇的极端风浪流工况设计，最高可抵

抗 17 级台风。

基于浮式风机稳定性的考虑，明阳智能还开发了浮体运动控制策略，使得漂浮式机

组能适应南海风、浪、流等复杂环境，同时也优化了机组液压润滑冷却系统及偏航系统，

解决了因俯仰倾角（纵摇）对机组传动链润滑回油带来的影响。

另外，半直驱机组的紧凑型设计和高可靠性为本次浮式风机的顺利安装保驾护航。

一方面机组的齿轮箱和轴承传动部件采用明阳智能传动系统喷射润滑解决方案，有效解

决了漂浮式风机俯仰运动中润滑可靠性问题。另一方面，更小的体积降低迎风受力面积，

更轻的重量助力浮式风机更好的稳性设计。

“相对于固定式基础的机组吊装，浮式机组对拼装码头的场地面积、水深和承载能力，

施工安装设备的起重能力和高度，环境条件等提出了更高要求。”参与本次吊装的工作

人员介绍到，“在浮式基础上吊装增加了塔筒与主机和叶轮拼接的难度，在先前无吊装

经验，且须保证吊装安全和吊装速度的前提下，针对浮式机组摇晃的特点，明阳智能采

用引销矫正工艺方案，解决了塔筒与塔筒、塔筒与主机法兰对接难的问题，加速了本次

浮式机组的吊装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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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安装的 MySE5.5MW 浮式机组高 107 米，相当于近 37 层居民楼的高度，风轮

扫风面积相当于 3 个标准化足球场，每小时满发电量可达 5500 度，每年可为 3 万户家庭

提供绿色清洁能源电能。

作为首个国家级漂浮式示范项目，其不仅是引领我国海上风电行业走向深海的又一

重大成果，也将为后续开启中国漂浮式海上风电项目商业化序幕奠定坚实基础。

随着海上风电的发展，深远海开发已成必然趋势，采用浮式机组可有效提高海上风

电开发的经济性，为投资商创造更多价值。基于在海上风电的优势以及本次浮式机组的

研发、吊装经验，明阳智能有能力、有信心为后续海上项目提供安全可靠、成本可控、

发电性能优异的深海型风机解决方案。

来源：明阳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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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个7MW级批量化连片化海上风场竣工

7 月 15 日，福建三川海上风电项目竣工投产仪式在莆田秀屿区石城北码头举行。福

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谢荣兴、副总经理周必信，福建省三川海上风电有限

公司董事长江兴荣，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郑刚出席仪式。

郑刚在仪式上致辞，他表示，三川海上风电项目作为福建省目前最大的风电竣工项目，

具有继往开来的非凡意义和标杆示范作用，这项伟大工程通过多方配合，才得以令人叹

为观止的速度顺利落成。电气风电愿与各业主单位、所有致力于推动中国海上风电发展

的企业一道，为福建省风电产业“高端·先进”的制造目标不懈努力，为中国清洁能源

30·60 的宏伟蓝图提供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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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三川海上风电项目涵盖莆田平海湾海

上风电场 F 区和石城区域，共安装 58 台电气风

电 SWT-7MW-154 海上风电机组，是目前国

内首个 7MW 级批量化连片化海上风场。

面对福建海域海况复杂、风大浪大、作业

窗口期有限等不利的环境条件，电气风电项目团

队积极沟通、科学组织并制订详细的作业计划，

高效利用窗口期，项目建设过程采取有力有效措

施，克服疫情和“抢装潮”的影响，创造了多项

国内记录，凭借高效的安装效率、可靠的安装

质量、尽心为客户服务的敬业精神，获得了业主

的高度肯定和认可。面对“海上抢装潮”，电

气风电已经做好准备，以先进的技术、优质稳定

的产品、精益求精的服务态度满足客户的需求、

协助客户实现价值。

来源：上海电气风电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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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联建攻坚克难 献礼党的百年华诞

运达股份全球陆上风轮最大6.XMW平台机组成功吊装

2021 年 6 月 30 日上午 8 时 58 分，随着风轮与机舱拼接过程中连接的最后一颗螺

栓缓缓拧紧，标志着全球陆上风轮直径最大的 6.XMW 平台机组顺利完成吊装，同时也

意味着我国自主研发风电机组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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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风电机组由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制，已获得第三方机构鉴衡的设计

认证，机组风轮直径 175 米，额定功率 6250kW，相比 5MW 机组，节省土地投资面积

20% 以上，年平均风速 7.5m/s，单台 WD175-6250 机组每年可发 2200 万度电，节约

8800 吨标准煤，可减少 22000 吨二氧化碳，节能减排效益显著。在这建党百年之际，是

风电人献给党的最好礼物，将助力国家实现“30.60”的双碳目标。

随后，运达技术中心、交付中心、营销中心各党支部与鉴衡党支部在吊装现场的会

议室举行了党员先锋队现场办公会暨“战略新兴，研发先行，奋战双碳目标，献礼建党百年”

主题党日活动。张北县两面井乡主任科员李春玲、运达股份交付中心副总经理屈春飞、

产品经理应华冬、交付中心区域总监王鹏、鉴衡认证中心风能整机实验室副部长魏茹、

风能市场部副部长李煌、实验风电场副场长马小成以及运达和鉴衡项目相关同志参加了

此次活动。

会上，全体党员一起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庄严神圣的

誓词再次强烈震撼着在场的每一位党员。现场所有同志在党旗下承诺，切实发挥共产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断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敢于创新，勇于突破，将更加高效稳

定的绿色风电送进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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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各方还对现场工作进行了阶段总结，肯定了本次现场吊装工作中党员发挥的

先锋作用。根据后续工作内容商讨了检测实验计划，并对近期工作进行了详尽的部署。

在“七一”建党节来临之际，运达发扬“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以实

现双碳目标”为中心，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加快技术和产品自主研发，成功实现全球陆

上风轮直径最大的 6.XMW 平台机组成功吊装，以优异成绩向建党 100 周年献礼。风雨

百年路，砥砺新征程，运达将继续激励广大党员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坚定不

移听党话、跟党走，为实现“双碳”目标顽强拼搏、不懈奋斗！

来源：运达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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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13.XMW半直驱永磁风力发电机成功下线

7 月 10 日，由中车永济电机公司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功率 13.XMW 半直驱永磁风

力发电机在山东东营成功下线。标志着我国大功率海上风力发电机的自主研制能力又上

了一个平台，实现了 13MW 以上风力发电机整机和部件关键技术的突破，推动了我国风

电行业技术的提升和海上风电产业持续稳定的发展，对进一步提高我国海上风电装备研

制能力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山东河口经济开发区领导和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委会、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

会风力机械分会、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GL 认证中心、CE 认证中心等行业大咖

及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中车产业发展事业部、中车科技质量与信息化中心、中车轨

道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中车永济电机有限公司等相关领导及研制团队成员齐聚一堂，

共同为 13.XMW 半直驱永磁风力发电机下线揭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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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 认证中心 DNV 可再生能源认证中国区总经理赵国彬、CE 认证中心 INTERTEK 电

子电器华东北区销售总监李一峰颁发新产品认证证书。

中国中车副总裁余卫平在致辞中指出，当前中国中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担当作为，朝着打造世界一流中车目标坚定前行。

13.XMW 半直驱永磁风力发电机是中车与各合作伙伴一道，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自主创

新方面的殷切嘱托，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早日实现的关键举措。希望永济电机公

司继续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继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更

澎湃的动力、更饱满的热情，设计和制造出更大功率、更低成本、智能化、免维护的产品，

以更加优异的成绩为党的百年华诞献礼，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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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车永济电机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彬表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

出，为风电产业的发展带来千载难逢的机遇，风电竞价时代的激烈竞争和

成本压力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将立足新起点，

深入践行“唯市场者王、唯创新者强、唯改革者赢、唯提质者优，唯市场、

创新、改革、提质者胜”的理念，坚持以“市场驱动、技术驱动、改革驱

动和数据驱动”破解发展难题，积极开拓市场，加快产品升级，内外并举，

打造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此次下线的 13.XMW 半直驱永磁风力发电机配套明阳智能，是中车永

济电机公司积极推进“两海战略”，深化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又

一实践载体。该产品技术特点可以总结为“两性三控制”。

可靠性。采用双绕组设计，一套绕组故障时，发电机另外一套绕组可

单独运行，提升了产品运行可靠性。轴系油路采用三次迷宫密封技术，确

保轴系得到润滑但不发生漏油现象。

耐久性。针对海上恶劣环境，采用最高级防腐系统，提高电机环境耐

久性能。

产品质量控制。设计初期即开展 FEMA 失效模式与影响分析，充分利

用 FEMA 工具箱，补强质量薄弱点。

电机温升控制。开发了“冰镇系统”，即定子采用中车永济电机公司

专利技术，辅之以冷却风机对发电机进行强迫风冷，通过“水冷 + 空冷”

方式，彻底解决电机温升问题。

电能质量控制。发电机设计采用不等长气隙设计，最大限度减小感应

电势谐波，削弱电磁转矩脉动对电网造成的影响。

近几年来，中车永济电机公司坚持创新驱动，与用户高效协同，相继

成功开发了 7.6MW 半直驱、10MW 半直驱、13 MW 半直驱风力发电机及 

7.XMW 双馈风力发电机、7.XMW 海上高速永磁风力发电机等引领行业、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机型，始终以成为全球风电传动技术领导者为目标，以

发电机产业链链长为己任，以全寿命周期免维护方案为努力方向，引领行

业技术不断创新、突破。未来，公司将继续贯彻科技自立自强，加速风电

技术升级，以技术先进、性能可靠的新产品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推

进风电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贡献源源不断的绿

色动力。

来源：中车永济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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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台10MW半直驱齿轮箱顺利下线

2021 年 7 月 13 日，中国船舶重齿公司举行 10MW 半直驱齿轮箱下线仪式。

10MW 半直驱齿轮箱采用两级 NGW 型行星传动高可靠性结构，建立了主轴、齿轮

箱与电机的集成系统模型并进行多体动力学分析，开展齿轮箱均载、微观修形振动噪声

优化，实现了齿轮箱高可靠性。通过系统变形补偿有限元分析和实测迭代优化，实现大

型锥轴承游隙的精确控制；突破了超大齿轮模数和直径齿圈的热处理变形控制技术以及

大宽度齿圈高效开齿和高精度齿形磨齿控制技术。同时也为超大兆瓦海上风电齿轮箱的

研发积累了设计、加工、装配和测试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重齿公司 10MW 齿轮箱自项目立项以来，大胆创新、辛苦耕耘，突破设计、加工、

制造过程中的层层难关，最终通过试验验证，且经过第三方测试，各项指标均达到设计

要求。10MW 半直驱齿轮箱顺利下线标志着国内首台 10MW 半直驱齿轮箱研制成功，

满足了客户对于海上大兆瓦风电机组发展的迫切需求，也为重齿公司推进“十四五”产

品创新吹响了冲锋号。

来源：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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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05 年以前，我国风电机组

多为国外进口，风机基础图纸大多

采用主机厂家的标准图，设计单位

缺乏自主性 [1]。随着国内设计经验

累积，国家先后发布了《风电机

组 地 基 基 础 设 计 规 范（ 试 用）》

（FD003-2007）[2]、《陆上风电场

工程风电机组基础设计规范》（NB/

T 10311-2019）[3]。《风电机组地

基基础设计规范（试用）》推荐了

矩形扩展基础、桩基础、岩石锚杆

基础，《陆上风电场工程风电机组

基础设计规范》推荐了圆形扩展基

础、梁板基础、岩石预应力锚杆基础、

桩基础、预应力筒型基础。两本规

范推荐的扩展基础均为实心结构，

目前在行业内使用最广泛的是锚栓

圆形扩展基础，见图 1。

《风电机组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试用）》[2] 与《陆上风电场工程

风电机组基础设计规范》[3] 推荐的

实心扩展基础存在以下缺陷：①基

础的后期技改难度高；②基础中心

部位混凝土的抗弯效率低。为克服

上述缺陷，本文提出将基础中心的

混凝土分布在基础底板外侧，可以

在不增加混凝土的前提下，显著提

高基础与地基土接触面抗弯模量，

同时便于后续老旧机组改造的风机

基础方案，见图 2。

由于将中心部位的混凝土分布

在抗弯效率更高的基础底板外侧，

结构传力更合理。在技改时，维护

人员可以通过基础中间的维护通道

对基础锚栓维护与更换。

一种便于老旧机组改造的风机基础
及设计方法
□ 文   雍飞　张才盛　北京金风科创风电设备有限公司

锚栓圆形扩展基础为实心结构，锚栓出现质量问题后难于更换与维护。为克服该缺陷，解决老旧机组改

造的问题，本文提出一种便于技改的风机基础。文中针对某具体工程，通过工程算法、有限元相结合的

方式，阐述了该基础设计方法，展示出了该基础破坏模式。本文的设计方法得到了有限元的充分认证，

安全可靠。通过对计算结果分析，得到了该基础在安全性、可维护性以及再利用性上相较于传统锚栓圆

形扩展基础均有明显优势的结论。

老旧机组　改造　风机基础　设计　有限元分析

摘　要：

关键词：

图2：预应力可维护式基础

图1：锚栓圆形扩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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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山东德州夏津某项目建设于

2017 年，地基持力层为粉质粘土，

中等压缩性土层。采用水泥土搅拌

桩复合地基处理，修正后承载力特

征值达到了 675Kpa 以上，满足基

础承载与变形的要求。项目位于Ⅶ

度区，根据经验忽略本项目抗震计

算。该项目采用 2MW 直驱风力发

电机组，采用水平轴、三叶片、上

风向、变速变桨调节、直接驱动、

外转子永磁同步发电机并网的总体

设计方案。叶轮直径 121m，100m

塔架配锚栓式基础，风区 IECS。

风机基础设计荷载见表 1，要求基

础旋转刚度不小于 1.22x1010Nm/

rad，混凝土采用 C40，钢筋采用

HRB400， 混 凝 土 容 重 为 25KN/

m3，回填土容重 18KN/m3。

2. 工程算法
风机基础的设计计算包括：抗

滑稳定、抗倾覆稳定、抗弯、抗剪、

抗冲切、局部受压、疲劳、地基承

载力及脱开面积、地基软弱下卧层、

抗裂验算、变形计算等 [2]。

本项目设计荷载组合方式采用

《风电机组地基基础设计规范（试

用）》[2]，截面抗弯、抗剪、抗冲

切计算弯矩组合系数取 1.5，水平

力组合系数取 1.5，竖向力组合系

数取 1.2，其它计算项组合系数为 1。

荷载修正安全系数 1.35。设计出来

基础体型尺寸如图 3。基础配筋根

据抗弯、抗剪、抗冲切、局部受压

计算配制。基础的扩大底板采用底

部与顶部径环向配筋方式。扩大板

底部与顶部径向筋均为 114 根直径

22mm 与 25mm 组成的并筋，底部

环向筋为间距 120mm 直径 28mm

钢筋，扩大底板顶部环向筋为间距

116mm 直径 28mm 钢筋。上下锚

板附近受压部位钢筋根据混凝土局

部受压承载力进行配置，其它钢筋按

照构造设置，工程量与造价见表 2。

2.1 抗滑稳定[2]

FR——荷载效应基本组合下的

表1：基础设计荷载

工况 Mxy/KNm Fxy/KN Fz/KN 安全系数

正常发电 33727 384.9 3675.2 1

极限荷载 72080 867.2 3591.2 1

注：Mxy为基础平面弯矩；Fxy为水平力；Fz为竖向力。

图3：基础体型尺寸

表2：基础工程量及造价估算

主要材料 单位 综合单价 预应力可维护基础

主体混凝土 m3 560 470.8

钢筋 t 6600 46.4

锚栓组件 t 11270 15.8

模板工程 m2 130 112.1

垫层 m3 400 31.5

高强灌浆料 m3 850 0.52

挖方 m3 25 1477

填方 m3 30 785.4

综合造价（万/台） 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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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滑力；FS——荷载效应基本组合

下滑动力修正值。

2.2抗倾覆稳定 [2]

MR——荷载效应基本组合下的

抗倾力矩；MS——荷载效应基本组

合下的倾覆力矩修正值。

2.3 地基承载力[2][4]

Pk—— 荷 载 效 应 标 准 组 合 下

基础底面处平均压应力；fa——修

正后土体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pk 

max——荷载效应标准组合下，基础

底面边缘最大压力；r1——基础底

板半径；ξ——系数。

3. 有限元验证及分析
3.1 有限元模型介绍

为确保该结构的安全性，建立

包括地基土、基础混凝土、钢筋、

上下锚板、锚栓、灌浆料、塔架法

兰的有限元模型，考察结构的受力

状态并揭示其破坏基理。模型计算

采用通用有限元分析软件 ANSYS。

其采用单元如表 3。

计算模型地基土直径为 3 倍基

础底板直径，厚度为工程算法基础

沉降计算所需深度 26.4m，地基土

底部约束六个自由度，地基土侧面

约束径向自由度，见图 4。

被水泥土搅拌桩处理的复合地

基层压缩模量取该层天然地基压缩

模量的 ξ 倍 [5]。　　　　，fspk——

复合地基承载力特征值，fak——基

础底面下天然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钢筋与基础混凝土采用约束方程连

接，基础部件间连接设置情况，见

表 4，图 6。整体模型，见图 5。

模型回填土以梯度荷载的方式

考虑。荷载施加分三步：第一步施

加锚栓预紧力、自重与回填土的梯

度荷载；第二步施加系数为 1 的极

限荷载；第三步施加荷载至工程算

法配筋采用的极限荷载设计值。 

表3：模型参数设置

部件 模拟采用单元 说明

地基土 Solid65 弹性

基础混凝土 Solid65 塑性（考虑开裂）

钢筋 Link8 按弹性考虑

上下锚板 Solid45 按弹性考虑

锚栓 Link180 按弹性考虑

灌浆料 Solid45 按弹性考虑

塔架法兰 Solid45 按弹性考虑

载荷施加面 Surf154 施加回填土梯度荷载

接触面
Contac173

Target170
非线性

表4：部件连接设置

序号 1 2 3 4 5

位置
塔架与上锚

板间

上锚板与灌

浆料间

灌浆料与基

础混凝土间

下锚板与基

础混凝土间

基础混凝土

与地基土间

组装方式 接触 共用节点 接触 接触 接触

图4：边界条件 图5：整体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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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果分析
基础在第二荷载步下，基础的

第一主应力见图 8、图 9。裂缝分

布见图 11。第二荷载步的荷载系数

为 1，为裂缝计算、变形验算采用

的荷载。从图 11 可知在基础承台

变阶处悬挑板的顶部与底部均有裂

缝产生，为结构的薄弱部位，尤其

以底部为最薄弱处，配筋计算应重

点考虑。混凝土在裂缝产生部位退

出承载，最大第一主应力分布往裂

缝周围部位转移，见图 8、图 9，

裂缝位置的力由钢筋承受。

基础在第三载荷步下，钢筋的

应力如图 10 所示。第三载荷步对

应配筋计算的荷载组合值，钢筋最

大拉应力为 158Mpa，位于承台变

阶处扩大板底部，是受弯计算配制

的钢筋，小于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钢筋最大压应力为 127.86Mpa，小

于钢筋抗压强度设计值，为下锚板

附近受压位置的钢筋。

图6：基顶的连接

5. 结语
本文介绍的风机基础通过在基

础中心部位预留出维护通道解决了

传统锚栓式基础锚栓难于更换与维

护的缺限，该技术方案已经在夏津

项目良好运行 4 年。设计采用工程

算法与有限元验证相结合的方法，

结构安全可靠。

本文介绍的基础原锚栓不满足

改造后新配置塔架锚固要求时，可

以通过更换更高等级锚栓的方式实

现新配置塔架的锚固。

该基础最危险的破坏截面为基

础承台变阶处。扩大板背风侧底部

裂缝开展最严重，扩大板迎风侧上

部有轻微裂缝。当裂缝发生时，混

凝土在裂缝的法向退出传力，荷载

转而由钢筋承担。设计时应重点考

虑承台变阶处的验算。

参考文献：
[1] 李早，陆上风电场风机基础形式分

析，神华科技，2013 年第 11 卷：61-64.

[2] 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风电机

组地基基础设计规定 [M]. 北京：中国水利

水电出版社，2007.

[3] NB/T 10311-2019 陆上风电场工

程风电机组基础设计规范 [s].

[4] GB 50135-2019 高耸结构设计标

准 [S].

[5] JGJ 79-2012 建筑地基基础处理

技术规范 [s]. 

图7：维护通道

图8：基础整体第一主应力（载荷步2） 图9：基础内砼第一主应力（载荷步2）

图10：钢筋应力（载荷步3） 图11：基础裂缝分布（载荷步2）

作者简介：雍飞，高级工程师，从事新型

风机塔架基础设计方法研究、风机基础锚

栓材料研究、老旧机组改造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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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是一种清洁的可再生能

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随着近年

来风机单机功率大型化的发展，度

电成本不断降低，风电已成为一种

极具竞争力的电力产品，是实现“碳

达峰”、“碳中和”的重要途径。

但是在国内风电行业发展初

期，由于设计经验不足且偏于保守、

机型选择空间小、风电场可研和微

观选址及载荷评估较为粗糙等多方

面原因，导致机组选型存在偏差，

机组各部件安全余度大。随着周边

风电场的规模化建设，老旧风场存

在风速评估偏高，实际发电性能偏

低现象。机组叶片、发电机、变流

器、变桨系统、硬件控制平台等关

键部件性能逐年下降，使风电场发

电性能达不到预期目标。国内各企

业在继续深耕新增市场的同时，加

快了对存量市场的业务布局，广泛

开展各种形式的风电机组提质增效

技改工作，特别是针对早期的存量

低效机组的提质增效工作更是作为

加强生产运行管理工作的重点；此

外，伴随上网电价逐渐下降的趋势，

老旧机组一般位于风资源优良、电

价较高的区域，因此，对这些在役

机组进行提质增效，经济意义十分

重大 [2-4]。

叶片作为风电机组转换风能

的关键部件，其对整个机组的性能

和经济性至关重要。针对老旧风机

的提质增效，各种技术路线千差万

别，如叶根延长、叶尖延长、叶尖

小翼、叶轮升级、叶片气动增功等

方案均是通过增加叶片长度或降低

叶片的气动损失来提高风轮的效率，

实现机组捕风能力的提高。然而，

在原叶片上安装延长节不可避免的

针对老旧风场机组二次开发
的叶片设计及应用
□ 文   杨朋飞①　韩烨①　辛理夫①　廖猜猜②　周腾②　荣晓敏②

　　　锐电科技有限公司①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②

自 2001 年以来，随着风电机组规模化和国产化的发展，国内装机容量迅速增长。运行至今，部分机组

已经到达设计寿命，而更多的在役机组，是运行接近 10 年、或 10 年以上的老旧机组，这些数量庞大的

在役机组已进入了运营后期，性能逐年下降，而由于早期选型、技术成熟度等的限制，这些机组故障偏多，

备件获取困难，风轮直径偏小捕风能力弱，风机效率低，部分风电场等效发电小时数，远远低于可研报

告中理论等效发电小时数。

针对老旧风场这些痛点，锐电科技有限公司基于华锐风电多年来的技术积淀，充分集成行业内先进技术

的发展成果，提出了针对服役 10 年以上的 SL1500 机组叶轮升级的叶片升级方案。通过定制化开发，重

新设计具备低载荷水平、高气动效率、高性价比的新叶片，结合行业内最前沿的轻量化设计方案、充分

运用新工艺新材料、推广使用先进的工艺装备及叶片缺陷检测手段，保证新叶片高性价比和优良的质量

水平，为机组二次开发提供核心的解决方案。

风机　二次开发　轻量化设计　定制化开发　新材料新工艺

摘　要：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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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增加原叶片及机组各部件的载荷

水平，对运行多年的老旧机组安全

性存在一定的隐患，同时由于外场

施工工艺及保障条件的限制、延长

节连接区域的疲劳寿命等问题，叶

片延长的安全性还需要时间进一步

验证。叶轮升级方案可以避免叶片

延长的弊端，同时能够对老旧机组

带病运行的部件问题进行彻底解决，

但是现有叶片载荷水平高、叶片成

本高是制约整个方案的难题。锐电

科技针对华锐风电装机量极大的

SL1577、SL1590 机组，通过定制

化的开发，以机组各部件的设计载

荷为约束条件，充分考虑方案的经

济性，重新设计了低载荷水平、高

性价比的叶片，通过主流叶片厂家

的代工生产，最大程度的保证了叶

片的质量水平，是一种新的叶轮升

级解决方案。既提高了机组的发电

能力，又保证了方案的经济性，项

目的回报期控制在 3~4 年内。

1. 叶片气动外形设计
叶片气动设计的目标是寻求最

佳的气动外形，使叶片具备较高捕

风能力的同时，产生相对较低的载

荷水平 [1]。叶片气动设计的基本要

素是叶片翼型，其对叶片的气动性

能和载荷特性有着非常关键的影响。

DU 系列翼型在升力系数、升阻比、

粗糙度敏感、失速特性上具备良好的

性能，在风电行业中得到了广泛的运

用。除翼型外，叶片的气动外形主要

由弦长、扭角、绝对 / 相对厚度等参

数沿轴向的分布情况而定，叶片气

动设计是一个多目标优化的问题。

动量叶素理论（BEM 理论）可

以得到叶片的最优气动外形满足如

下方程

 

式中，σr 为实度，σr=3c/2πr；

为局部尖速比，λr=Ωr/V；Cl 为设

计攻角对应的升力系数；λ 为设计

叶尖速比；μ 为展向百分比，μ=r/

R；α 为轴向诱导因子，α' 为切向

诱导因子。

通过选取设计尖速比，以及各

截面设计升力系数，可以计算出各

截面弦长，依据设计升力系数对应

的攻角和入流角计算出截面扭角。

2. 叶片结构设计
叶片结构设计的目标是在保持

叶片气动外形和结构可靠性的前提

下，兼顾工艺性，寻找经济性最优

的叶片材料铺层参数。

叶片结构设计需要考虑的因素

很多，如模态分析、刚度分析、极

限强度分析和疲劳分析等。叶片的

结构设计要充分考虑工艺性和制造

水平，叶片各截面的材料安全系数

要与质量控制水平相关。老旧机组

装机叶片生产时处于国内兆瓦级叶

图1：叶片弦长分布

图2：叶片扭角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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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刚量产，多为引进生产许可证进

行生产，自主设计能力弱，叶片制

造水平、质量控制水平、工艺装备

保障水平都处于较低的阶段，因此，

叶片设计材料安全系数富裕度较大。

目前，随着叶片制造经验的积累、

质量水平的提高以及工艺装备能力

的提升，新设计与生产的叶片可以

充分考虑材料的利用效率，合理叶

片各截面的安全系数。

同时，随着叶片设计技术的进

步，一些新的结构性能逐渐成为叶

片结构设计的必要设计指标。如结

构胶的极限与疲劳强度分析、基体

材料的 IFF 分析、非线性屈曲分析

和铺层工艺的可操作性等。此外，

由于叶片长度变长和柔性化带来一

些新的问题，如叶片的一阶扭转频

率越来越低，叶片气弹发散以及颤

振稳定性边界逐渐降低，叶片的气

弹稳定性分析成了为该叶片设计的

重要内容。

屈曲分析是早期叶片结构设计

中长期未受到关注，行业内出现大

量的叶片后缘屈曲问题，因此，屈

曲分析是必须要进行校核的工作。

研究结构在特定载荷下的稳定性，

以及确定结构失稳的临界载荷，要

求叶片的最大载荷低于临界载荷，

它包括线性屈曲和非线性屈曲 [2-5]。

3. 叶片新工艺与新材料的应用
近年来国内叶片产业的迅速发

展，也得益于材料供应链的持续进

步，例如，使用高强高模玻纤可以

在低叶片重量的同时保证叶片足够

的刚度 [6]。高模玻纤与普通的单向

玻纤模量提高约 10%，而随着供应

链的成熟，材料体系的价格也在逐

年下降。这就为设计、生产新型叶

片提供了材料基础。老旧风场叶片

的设计寿命一般低于 20 年，这就

为新的基体树脂的引入提供了可能，

如不饱和聚酯树脂、乙烯基树脂以

及聚氨酯树脂等，这些树脂体系相比

较环氧树脂，具备可观的成本优势。

而新的工艺，如拉挤主梁、拉

挤后缘梁等工艺产品的投入，又为

进一步降低叶片重量、降低叶片成

本提供了新的思路。

4. 结语
锐电科技基于目前叶片设计开

发技术的成果、新材料和新工艺体

系的进步，对老旧机组二次开发所

需的叶片产品进行了新的定制化开

发，实现了机组发电量提升 30%

以上，同时叶轮升级的成本控制在

合理的区间，使业主的投资回报期

在 3~5 年内，为在役机组的提质增

效给出了新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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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徐宇，廖猜猜，张淑丽，苏祥颖，

赵晓路 . 大型风电叶片设计制造技术发展

趋势 [J]. 中国科学，2016，46(12).

[2] 徐立军，王维庆 . 复合材料风电

叶片结构强度非线性分析 [J]. 重庆大学学

报，2021，44(13-24).

[3] 袁巍华，吴玉国，王国付等 . 风

电叶片尾缘结构稳定性研究 [J]. 玻璃钢 /

复合材料，2018（1）：12-17.

[4] 苏成功，李成良，鲁晓峰 . 大型

风电叶片后缘最大弦长区域稳定性研究 [J]. 

玻璃钢 / 复合材料，2015（6）：58-63.

[5] 黄吉，王继辉，秦志文 .GFRP 风

电叶片结构强度三维有限元分析 [J]. 复合

材料学报，2019，36（8）：1964-1872.

[6] 李成良，王继辉，薛忠民 . 大型

风电叶片材料的应用与进展 . [J] 玻璃钢 /

复合材料，2008：49-52. 

作者简介：

　　杨朋飞，硕士，主要从事叶片项目管

理、云计算等；

　　韩烨，华锐风电叶片与载荷分析专家；

　　辛理夫，锐电科技总经理，毕业于清

华大学，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历任华

锐风电集团公司设计院控制室主任，研究

院院长；

　　廖猜猜，博士，主要从事风电叶片多

学科优化设计和气弹稳定性研究；

　　周腾，博士，主要从事风电叶片气动

设计与降噪研究；

　　荣晓敏，硕士，主要从事风电叶片材

料与工艺质量控制。



Wind Power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风电运维

2021年7月·65

1. 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和边缘计算

技术在工业领域中的快速发展，预

见性维护在工业互联网方面有着极

为重要的作用。预见性维护是通过

采集数据分析设备的状态，预测可

能的失效时间，提前进行维护，以

防止故障的发生。传统的风机维护

模式多以“被动式运维”为主，主

要依靠现场工作人员进行定期维护

和故障检修，其运维成本极高，也

容易出现由于人员水平不一导致过

度维护或欠维护，引起发电量的损

失。而对风电机组有效的状态监测

和提前的故障信号的捕捉，及时进

行预见性维护，不仅能够大量减少

计划外停机时间和维护时间，还能

大幅降低故障维修成本，进而提高

风电场的运行水平。

通过分析风机各部件历史故

障规律，抓取风机故障前兆，在风

机某故障真正发生之前，判断风机

故障率是否达到警戒红线，进而及

时预报风机的异常状况，采取相应

的措施，从而最大程度的降低因风

机发生故障所造成的损失。本文以

公司的半直驱机组为例，收集与分

析该机型某故障的所有信息，通过

数据处理计算出平均无故障运行时

间，确定数据的删失类型为右删失

数据，选择合适的非参数估计方法

Kaplan-Meier 方法估计可靠度，进

而计算出累积故障率，以预测可能

故障时间，为预见性维护提供一定

的参考依据。

2. Kaplan-Meier原理介绍
2.1 基本概念简介

Kaplan-Meier（K-M） 估 计

也 称 乘 积 限 估 计（product limit 

estimator）， 简 称 PL 估 计。 由

Kaplan and Meier 于 1958 年 首 次

提出，主要用于对非参数数据进行

累积故障率和危险率的估计。

其定义为：产品在规定的条件

下和时间内，丧失规定功能的概率

称为累积故障率，其是时间的函数，

一般用 F(t) 表示。如果用 T 表示产

品寿命，那么对于规定的时间 t，有

F(t)=P{T ≤ t}　(1)

而可靠度的定义是产品在规定

的条件下、规定的时间内能完成规

定功能的概率。同样，可靠度也是

时间的函数，对于某个指定的时间 t

而言，如果产品的寿命 T 大于规定

的时间 t，即 T>t，则产品一定能完

成规定的功能；否则，若 T ≤ t，

则产品不能完成规定的功能。一般

用 R(t) 表示可靠度函数，它可以看

作事件“T>t”发生的概率，即

R(t)=P{T>t}　(2)

由式（1）和式（2）可得，可

靠度函数 R(t) 和累积故障率分布函

基于非参数估计的风电机组故障率预测
□ 文   李高娟　张辉　鲁纳纳　孙启涛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本文以所有半直驱机型的风力发电机组的历史故障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过去所有的历史数据进行数

据处理后，基于运行期间的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 (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MTBF) 及其所属删失数据

类型，采用 Kaplan-Meier 非参数估计方法拟合生存曲线，进而计算出机组未来时间的故障发生率，并

以图示进行直观展示，达到提前预报风机的异常状况，为运维人员进行故障前的预见性维护提供有力支

撑，从而降低风机全生命周期维护成本，提升运维效率。

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　Kaplan-Meier 非参数估计方法　故障发生率

摘　要：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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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F(t) 之和恒定为 1，如果将两条

曲线绘制在同一张图中，两者的升

降趋势刚好相反，如图 1 所示。

2.2 算法原理
对总体的 n 个个体的运行时间

进行观测，得到 t1，t2，…，tn（其

中可能有右删失数据，但没有左

删失数据）。当 ti 是精确数据时，

令 δi=1；当 ti 是右删失数据时，

令 δi=0。 那 么 数 据 就 可 以 记 为

（ti，δi）(i=1，2， …，n)。 将 这

些 ti 从小到大重排（当一个删失数

据和一个精确数据相等时，则将精

确数据排在删失数据之前），得到

t(1) ≤ t(2) ≤…≤ t(n)。当 t(i) 是精确数

据时，令 δ(i)=1；当 t(i) 是右删失数

据时，令 δ(i)=0。

通过统计理论的结果知，对于

上述数据，其可靠度函数 R(t) 的乘

积限估计为：

(3)

根据可靠度与累积故障率的关

系，可知累积故障率　　　　　　。

3. 算例分析
3.1 故障树建立

故障树专家库建立主要分为两

种，第一种是基于专家经验建立的

故障树，第二种则是利用 NLP 方法，

提取故障工单关键词，将其核心关

键词与部件进行相关联建立故障树。

3.1.1 故障树节点概率计算

在计算相应节点概率过程中，

一部分采用专家经验值作为节点概

率，另一方面则是将故障工单中的

关键信息进行提取，采用 TF-IDF

方法和 TextRank 方法对词频进行

分析，对相关词进行重组之后与相

应的节点进行对应，从而计算出相

应节点的概率。本文以齿轮箱油位

低为基础，进行节点概率计算，其

故障树以及节点概率见表 1。其中， 

node_id 为 故 障 节 点 编 号，node_

parentid 为故障父节点编号，node_

type 为节点类型（1 根节点，2 中

间节点，3 叶节点），node_type_

desc 为 节 点 描 述，node_name 为

故障节点名称，pr 为故障原因概率

（各叶子节点概率为在同一中间节

点下的概率占比）。

3.2 数据预处理
采用 2016 年以来所有故障数

据作为原始数据集。原始数据主要

存储内容为故障开始时间、故障结

束时间、故障持续时间、故障码、

机型等信息。通过数据清洗将缺失

数据进行剔除后进行无故障时间计

算、故障次数、删失数据标记、平

均无故障时间计算等。

3.2.1 平均无故障时间计算

1）平均无故障时间的计算采

取两种方式：方式一是针对历史发

生过该故障的机组，计算其平均无

故障运行时间；方式二是针对全部

机组，计算其无故障运行时间。以

相邻故障时间差作为无故障时间，

部分计算结果见表 2。其中，wtgs_

code 为风机编号，Nofault_time 为

无故障运行时间，Fre 为故障频次，

E 为数据缺失类型（1 为精确数据，

0 为右删失），ave_nofault 为平均

无故障运行时间。

3.2.2  K-M 非参数估计计算

根据平均无故障时间和删失数

据标记进行 K-M 分析计算，再依

据可靠度与累积故障率的关系计算

出故障树根节点各时间段对应的故

图1：可靠度函数和累积故障率分布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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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率，计算的部分结果如图 2、图

3 所示。其中，横轴为机组无故障

运行时间，纵轴为根节点的累积故

障率。故障机组指历史上有触发过

该故障的机组，全部机组指历史上

未触发过该故障的机组。 

3.2.3 结果与分析

通 过 上 述 的 分 析 过 程， 建 立

起一个完整的故障树，里面包含

根 节 点、 叶 子 节 点、 中 间 节 点、

相应节点发生的故障概率，以及

在相应的无故障运行时间下，估

计 发 生 故 障 的 概 率， 图 4 为 故

障机组齿轮箱油位低无故障运行

表1：齿轮箱油位低故障树以及节点概率

node_id node_parentid node_type node_type_desc node_name pr

09006 1 根节点 齿轮箱油位低

09006-1 09006 2 中间节点 实际齿轮油位低于限值 0.2500

09006-1-1 09006-1 3 叶子节点 齿轮油渗漏 0.8000

09006-1-2 09006-1 3 叶子节点 齿轮油偏少且启动时油温低 0.2000

09006-2 09006 2 中间节点 模拟量油位误触发 0.4500

09006-2-1 09006-2 3 叶子节点 油位传感器线路故障 0.2222

09006-2-2 09006-2 3 叶子节点 油位传感器故障 0.4444

09006-2-3 09006-2 3 叶子节点 AI模块故障 0.2222

09006-2-4 09006-2 3 叶子节点 油位传感器浮子卡滞 0.1111

09006-3 09006 2 中间节点 油位开关误触发 0.3000

09006-3-1 09006-3 3 叶子节点 油位开关线路问题 0.3333

09006-3-2 09006-3 3 叶子节点 油位开关问题 0.3333

09006-3-3 09006-3 3 叶子节点 DI模块故障 0.1667

09006-3-4 09006-3 3 叶子节点 油位开关浮子卡滞 0.1667

表2：数据清洗以及部分计算结果

wtgs_code Nofault_time Fre E ave_nofault

20001001 0.9980 1 1 0.9980

20001001 0.9921 2 1 0.4961

20001001 0.9955 1 1 0.9955

20001001 1.0000 0 1 1

20001001 0.9890 1 1 0.9890

20001001 0.8197 3 1 0.2732

20001001 4.0000 0 1 4

20001001 0.9511 1 1 0.9511

20001001 8.0000 0 1 8

20001001 0.9992 1 1 0.9992



风电运维
ind Power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W

68·风能产业 Wind Energy Industry

一周后，故障树及其故障概率展

示。（ 红 色：pr ≥ 30%， 橙 色：

20% ≤ pr<30%，蓝色：10% ≤

pr<20%，灰色 pr<10%）

4. 总结
本文对 2016 年以来所有机组

故障进行建模分析，采用专家经验

和文本挖掘思路建立相应故障树。

利用非参数估计 K-M 估计建立平

均无故障运行时间和累计故障率之

间的关系，对各个节点概率分别进

行计算，以 2021 年故障数据进行

验证，该模型准确率达到 80% 左右。

案例结果表明，所提方法不仅可以

快速定位已有故障的具体根因，而

且可以通过预测某台机组在相应的

无故障运行时间下的故障发生率，

为现场预见性运维提供一定的参考

价值。

图2：故障机组累计故障率结果 图3：全部机组累计故障率结果

参考文献：
[1] 李晨光 . 五轴联动数控机床可靠

性评价及其系统实现 [D]. 北京信息科技大

学，2020.

[2] 马逢时，吴诚鸥，蔡霞 . 基于

Minitab 的现代实用统计 [M]. 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17.

[3] 芮晓明，张穆勇，霍娟 . 试运

行期间风电机组平均故障间隔时间的估计

[J].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2014. 

图4：齿轮箱油位低故障树

作者简介：

　　李高娟，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数据分析工程师，研究方向为：风电机组

故障诊断与预警。

　　张辉，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故障诊断助理工程师，研究方向为：风电

机组故障诊断与预警。

　　鲁纳纳，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数据分析工程师，研究方向为：风电机组

预警工作。

　　孙启涛，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中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风电领域大数

据分析挖掘，大型化系统平台设计开发，

集成等。



Wind Power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风电运维

2021年7月·69

在寒冷季节，许多处于高湿地

区的风力发电机组通常会出现叶片

覆冰现象。导致叶片性能及风电机

组功率输出无法达到设计要求，甚

至出现停机和其它安全事故，风机

叶片的覆冰问题已经成为影响风机

安全的重要隐患之一 [1~5]。国内可

再生能源持续大力开发和转化利用

的能源发展战略驱动下，风力资源

的开发利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机遇，因此，提升风力发电机组年

发电量是风电企业生产经营盒安全

管理的首要目标 [6]。近年来，国内

科研者对风机叶片除、防除冰技术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实验，发展了多

种风机叶片除、防冰技术 [7~8]。主

要分为被动防冰和主动除、防冰两

种方式。其中，被动防冰指采用各

类疏水涂料的叶片涂层防冰法。主

动除、防冰指采用叶片振动和超声

除冰的叶片机械除冰法、采用电能

直接加热或热气间接加热的叶片热

力除冰法等等 [9~10]。然而，这些叶

片除冰方法都有其自身的缺点和工

程应用局限性。例如，防冰涂层的

耐候性差，易脱落。电热加热易引

发雷击损伤叶片，气热除冰增加叶

片负载，加速叶片老化等问题。此外，

对于技改机型，还存在现场施工困

难、施工周期长、某些工况下无法

改造及技改投资费用较高的情况，

难以有效推广应用。

针对已营运风电场的风电机组

叶片防除、防冰工程应用需求，采

用不改动叶片的喷射除冰法进行风

电机组叶片除冰技术应用受到越来

越多关注。与现有的其它除冰技术

相比，喷射除冰法具有在现场易实

现改造、易维护、除冰效率较高、

施工周期短、不改动叶片等工程技

术优势。本文针对湖北襄阳某风电

场已营运的 2.0MW 风力发电机组

叶片喷射除冰系统开展应用研究，

同时对其中的关键问题进行探讨，

为推广此技术的工程应用提供参鉴。

1. 固定式喷射系统
固定式喷射系统是通过在风机

塔筒外壁一定高度处，安装若干定

制喷射头，对进入喷射范围的结冰

叶片进行喷淋除冰作业。通过安装

于塔基处的高压喷射流站，将融冰

剂喷射到叶片表面后，快速融化凝

结于叶片表面的冰雪，从而达到除

风力发电机组叶片喷射除冰系统
研究与应用
□ 文   邵大海　尹佐明　段凡卫　姚波　湖北龙源新能源有限公司

针对寒冷季节易结冰地区风电场风机除冰的实际应用需求，研究了 2.0MW 机组叶片喷射除冰技术应用的

系统方案，着重围绕固定式喷射系统和运载式喷射系统架构设计展开。并结合工程应用对叶片喷射除冰

系统现场技改的几个主要问题进行论述，为今后风机叶片除冰方案的完善提供新思路和参考依据。

风电机组　喷射除冰技术　融冰剂　除冰

摘　要：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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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的作业目的。此外，特殊研发的

叶片专用融冰剂可在一定时间内抑

制叶片再此结冰，达到防冰、提高

风机发电量的目的。

1.1 喷射系统结构
固定式喷射系统主要由结冰检

测装置、叶片位置检测装置、除冰

剂喷射单元、电控单元、远程集中

控制平台等五部分组成。实现结冰

监测、叶片位置实时捕捉、融冰剂

自动喷射等功能。喷嘴与高压管路

沿塔筒外表面垂直布置，多路喷嘴

并联在高压管路上，并用抱箍固定

在塔筒上。管路的一端与储存有融

冰剂的高压喷射流站相连接。高压

喷射流站置于风电机组塔底层，系

统电源取自风电机组塔底控制柜，

固定式喷射系统结构如图 1 所示。

1.2 喷射控制逻辑
除冰系统在机组结冰停机后启

用，风电机组处于待机状态，叶轮

自由旋转，通过偏航调整机舱位置，

使机头调整至喷嘴所处截面，当叶

片位置传感器检测到叶片旋转到喷

射流覆盖区域时，系统自动开启高

压喷射装置，当叶片旋转出喷射流

覆盖区域后，系统自动停止喷射，

喷射效果如图 2 所示。

除冰作业流程如下：

A 结冰监测

机组叶片持续结冰，达到停机

条件后停止运行，开展除冰作业。

B 旋转机舱

远程进行偏航，将机头调整至

喷嘴所处截面，使叶轮旋转平面与

喷嘴连线平行。

C 叶片位置监测

叶片位置传感器持续监测叶片

位置，以确保喷射在叶片表面的融

冰剂落点位置准确，当某一支叶片

进入喷嘴可喷射区域时，达到“切

入”条件，此时喷嘴开始持续喷射，

超过此范围时，停止喷射。喷射时

机成熟，系统开始喷射。

D 确定除冰时长

根据现场结冰严重状态，并结

合融冰剂除冰效率，确定系统喷射

次数与时长。从历年风场结冰情况

进行分析，确定叶片结冰严重程度。

结合系统除冰效率，确定除冰系统

单次开启时长、总喷射次数。

除冰作业流程如图 3 所示。

2. 运载式喷射系统
运载式喷射系统是利用爬壁机

器人携带定制好的喷头和高压管路，

从塔筒外壁爬升至除冰作业高度后，

由车载移动式高压喷射流站将融冰

剂通过爬壁机器人携带的喷头，喷

射至叶片表面。再由融冰剂快速融

化凝结于叶片表面的冰雪，达到清

除叶片表面冰雪的目的。

2.1 爬壁机器人运载平台
运载式喷射系统主要的攀爬运

载平台为爬壁机器人，爬壁机器人

在风电行业已有较为广泛的应用，

早期其主要作为替代人工对塔筒进

图1：固定式喷射系统结构 图2：固定式喷射系统喷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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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清洗和对叶片监测作业 [11~14]。其

结构组成主要为：驱动轮、伺服驱

动电机、主载体、控制箱、支架底座、

支撑杆和喷嘴等。由于风机塔筒为

非平面体，且一定高度处有焊接缝，

除冰时的爬升高度、负载及曲面适

应性都有一定要求外，对风机除冰

的爬壁机器人的环境适应性，其性

能参数如表 1 所示。

除以上性能参数要求外，由于

风电机组特殊的工况环境，爬壁机

器人还需具备一定的抗干扰无线（有

线）遥控技术，实现多信道通信，

抗复杂电磁环境。磁吸装置需为永

磁体，磁路设计高效，安全可靠。

爬壁机器人如图 4 所示。

2.2 移动式高压喷射流站
移动式高压喷射流站主要由运

载车、安装于运载车上高压喷射泵、

电控柜和一体化储水箱等设备组成。

3. 融冰剂的评测
风电机组叶片专用融冰剂的配

制设计，主要考虑风电场常常处于

森林、草原及河流等自然保护区，

融冰剂应具有不能对动植物产生伤

害，不能对土壤产生盐碱化，不能

腐蚀设备，可生物降解的环境友好

型特型。在技术指标下，应具有低

凝点，高闪点，可与水任意比例混溶，

与环氧或聚氨酯涂层有一定粘附力

的的特性。能够在叶片表面较长时

间停留，达到较长时间的防冰效果。

其性能参数如表 2 所示。

图3：除冰作业流程

图4：风机塔筒爬壁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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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冰剂测试方法参照 MHT6111 

-2015《机场道面除冰防冰剂融冰

能力试验方法》进行。融冰效果评

测试验：在一定时间和温度条件下，

通过测量融化的冰的质量来评估融

冰剂的融冰能力。抑冰效果评测试

验：在一定时间和温度条件下，通

过测量叶片上的冰的质量来评估融

冰剂的抑冰能力。

所 选 参 比 溶 液（50wt% 乙 酸

钾）、市售车用防冻液和风机叶片

专用融冰剂进行测试。测试结果如

图 5、图 6 所示。

从图中可知，风机叶片专用融

冰剂无论在融冰和抑冰效果上都优

于参比溶液（50wt% 乙酸钾）和市

售车用防冻液。

4. 喷射除冰工程应用
4.1 系统安装实现

固定式喷射系统应用研究选

择位于湖北襄阳某风电场已营运的

2.0MW 风力发电机组。喷射除冰

系统的安装工作总耗时约 7 个工作

日，具体安装工作可分为塔筒外部

设备和塔筒内部设备两部分区域的

安装。

4.1.1 塔筒外部设备的安装包

括：风机外侧喷射管路、喷嘴、抱

箍等的安装。安装效果如图 7 所示。

4.1.2 塔筒内部设备的安装包

括：叶片位置捕捉传感器、温湿度

监测器、结冰检测传感器和塔基电

控柜等。

（1）机舱内叶片位置捕捉传

表1：爬壁机器人性能参数

序号 参数名称 参数详情 备注

1 越障能力（mm） 10 塔筒爬壁

2 静载负载力（kg） 100～350

3 动载负载力（kg） 85～300

4 转弯半径（mm） 0 坦克式掉头

5 移动精度（m/min） 3

6 最小曲率（m） 3

7 供电电压（V） 220

8 驱动方式 电机驱动

9 操控方式 无线/有线/远程

10 爬升高度 无限制

表2：融冰剂性能参数

序号 项目 指标 测试方法

1 外观 无色或微黄色液体 目测

2 闪点 ≥100（闭口） ASTM D93

3 密度 1.00±0.10（g/cm3,25℃） ASTM D891

4 PH值 6.6～7.8（25℃） ASTM E70

5 冰点 -33±2℃ ASTM D1177

6 粘度 6.5±1.0（mPa.s,25℃） ASTM D2196

7 存储稳定性 30d ASTM F1105

8 热稳定性 无分层、沉淀 30d/70℃

9 水溶性 无分层、沉淀 任意比例混溶

图5：融冰效果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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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器的安装，如图 8 所示。

（2）机舱温湿度监测器的安

装，如图 9 所示。

（3）塔基除冰系统电控柜，

高压喷射流泵、储液站的安装，如

图 10 所示。

4.2 系统运行测试
安 装 完 成 后， 对 系 统 进 行 了

多次测试，研究发现：当风向与系

统喷射方向夹角≤ ±30°时，经

喷射系统喷射出的风电机组专用融

冰剂可以完全喷射到风电机组叶片

表面上。当风向与系统喷射夹角＞

±30℃时，经喷射系统喷射出的风

电机组专用融冰剂会被风吹的偏离

喷射方向，无法完全喷射到叶片上。

测试结果如图 11 所示。                           

左图为风向与喷射风向一致时

的实际喷射图，右图为风向与喷射方

向夹角＞ 30°的实际喷射效果图。

4.3 应用效果
 11 月 28 日，风场环境气温降

低到 -5℃，风电场全场风机因叶片

覆冰而停机开展固定式喷射和运载

式喷射除冰作业两种模式作业测试。

图6：抑冰效果对比图

图7：固定式喷射系统安装效果图

图8：叶片位置捕捉传感器 图9：机舱温湿度监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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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固定式喷射除冰作业：

风机停机，偏航至系统喷射主方向，

叶片自由旋转。启动叶片喷射除冰

系统，叶片位置捕捉传感器开始实

时捕获叶片的旋转位，一旦进入喷

射范围，控制系统自动启动高压喷

射流泵将储液箱中的融冰剂喷射到

叶片表面。当叶片切出喷射范围后，

系统自动停止喷射，以节约融冰剂。

经过 2~3 个喷射周期后，可看到叶

片表面覆冰融化、下落。当叶片表

面覆冰全部融化后尝试启动机组，

发现可正常发电，表明该系统已完

成机组的叶片除冰作业。

除冰作业前叶片结冰如图 12

所示。

除冰作业时，融冰剂喷射到叶

片融冰情况，如图 13 所示。

（2）运载式喷射除冰作业：

风机停机，机头偏航到风向的下风

向，爬壁机器人沿着塔筒壁爬升至

叶片结冰对应的水平高度。通过车

载电控系统启动高压喷射流泵，通

过爬壁机器人携带的高压管路输，

从特制的喷头喷射到叶片表面。叶

片表面覆冰融化、下落。待覆冰完

全融化后，启动风机，风机恢复发电，

如图 14 所示。     

5. 结束语
本文通过研究固定式喷射系统

和运载式喷射系统在 2.0MW 风电

机组叶片除冰作业上的工程实际应

用，得到如下结论：

（1）固定式喷射除冰系统具

图10：塔基高压喷射流站设备

图11：固定式喷射系统作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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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具有现场易改造、施工周期短、

不需改动叶片、操作简单、无安全

隐患等优点，但是在试验过程中也

发现，该系统的抗风能力较弱，当

风向夹角与喷射方向＞ 30°时，融

冰剂较难喷射到叶片上，除冰效果

大打折扣，今后还需在抗风能力等

方面进行优化；

（2）运载式喷射除冰系统相

对固定式除冰系统更加灵活，由于

爬壁机器人可以在塔筒壁上 360°

行走，所以不受风向的影响，适应

性更强，但运载式喷射系统需要技

术人员到达风机机位现场才能作业，

不能像固定式喷射系统那样进行方

便的远程操控。且当塔筒壁结冰较

厚等特殊情况下，爬壁机器人较难

在塔筒壁上行走，可见该系统也具

有一定的局限性。

（3）冬季应结冰周期较长，

且风机结冰损伤电量较多的风电场，

安装固定式喷射系统较为适宜。而

风机停机时间较短，除冰需求次数

较少的风场，可配置一套运载式喷

射除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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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风力机叶片的大型化发

展，为了满足结构强度的需求，越

来越多的叶片引入了钝尾缘翼型。

基于其气动、结构特性，钝尾缘翼

型一般应用于大型风力机叶片内侧

的 0.2<r/R<0.42 范围内 [1]。从结构

角度分析，与相同厚度的翼型相比，

钝尾缘翼型具有更大的截面面积，

有利于提高叶片刚度 [2]；从气动角

度分析，钝尾缘翼型具有更高的升

力系数和更大的失速攻角，并且有

利于降低翼型前缘粗糙度敏感性[3]。

尽管钝尾缘翼型有以上所述的

优点，但其阻力系数较大 [4]；并且

在尾缘处涡脱落情况严重，会使翼

型的气动噪声大幅提高 [5]。

2. 燕尾装置概念
一种典型的降低钝尾缘翼型气

动噪声的尾缘改进方法为：在尾缘

处安装尾缘隔板，如图 1 为一种比

较有代表性的尾缘隔板；该方法能

够有效减小钝尾缘翼型尾缘处的脱

落涡，从而降其气动噪声、减小阻

力 [5-6]。在钝尾缘翼型上加装涡流发

生器，可以通过抑制流动分离有效

减小翼型阻力并增加升力系数 [7]。

针对钝尾缘翼型高阻力系数的

缺点，现在提出一种新方案：燕尾

装置 [8]，该装置旨在改善钝尾缘翼

型的气动特性，同时又保持其优秀

的结构特性。燕尾装置外观上与尾

缘隔板类似，是在钝尾缘翼型的吸

力面延伸出一段长度，再通过弧面

将延伸段与压力面尾缘处相连，从

而形成了一个类似于“燕尾”形状

的装置，如图 2 所示。与尾缘隔板

相比，燕尾装置具有更流线型的几

何外形。

燕尾装置对钝尾缘翼型性能的影响
□ 文   龚婷婷　徐宇　张淑丽　邹立伟　中科宇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首先提出了一种改善钝尾缘翼型气动性能的新方案，即燕尾装置；之后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对某相对厚度

的钝尾缘翼型及燕尾翼型进行了计算，分析了燕尾装置对钝尾缘翼型气动性能及流场的影响；最后在

Bladed 中核算了燕尾装置对某 80m 量级叶片发电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燕尾装置可将钝尾缘翼型的最大

升阻比提高 18%，可以稳定钝尾缘翼型的尾流，可以提高叶片的年发电量 0.38%。

钝尾缘翼型　燕尾　减阻

摘　要：

关键词：

图1：典型的钝尾缘翼型尾缘

改进方式：尾缘隔板

图2：安装燕尾装置的钝尾缘翼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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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燕尾翼型性能评估
3.1 研究对象

本文共对两种形式的翼型进行

了数值模拟计算及分析：

（1）某钝尾缘翼型，记为“钝

尾缘翼型”；（2）在钝尾缘翼型尾

缘处安装燕尾装置的翼型，记为“燕

尾翼型”。两种形式翼型的几何如

图 3 所示。

通过对比分析这两种形式翼型

的气动性能及流场，进而分析了燕

尾装置的气动效果及作用原理。

3.2 弦长的定义
翼型的弦长定义为连接翼型

前、尾缘点的参考直线长度。当翼

型具有尖尾缘时，这个定义很明确；

但是当翼型具有一定厚度的尾缘时，

这个定义变得不明确了。本文将钝

尾缘翼型的弦长定义为前缘和尾缘

之间的纵向距离，如图 4 所示。

本文将燕尾装置作为钝尾缘翼

型的附件，因此其会增加原钝尾缘

翼型的弦长。同样的，将燕尾翼型

的弦长定义为前缘和尾缘之间的纵

向距离，如图 4 所示。

3.3 数值方法及计算网格
计算时控制方程选用雷诺平均 

Navier-Stokes 方程，利用有限体

积法对控制方程进行离散；应用耦

合 γ - R ͂ eθ 转捩模型的 SST k-ω

湍流模型，该湍流模型能够更加准

确的预测翼型的气动特性、有利于

提高计算精度 [9-10]。

下，壁面 y+ ≤ 1。两种翼型的翼型

周边计算网格如图 5 所示。

3.4 数值方法校验
将某翼型用上述数值方法及计

算网格进行数值模拟计算，之后将

计算所得气动特性值与实验值进行

比较，如图 6 所示。计算时采用定

图3：两种翼型的几何

图4：两种翼型弦长的定义

图5：两种翼型的翼型周边计算网格图

图6：某翼型气动特性的计算值和实验值比较

为了减小网格差异导致的计

算差别，两种翼型采用相同的网格

分 布。 计 算 时 采 用 C 型 网 格； 钝

尾缘翼型的翼型表面网格节点数为

598，燕尾翼型的翼型表面网格节

点数为 764；附面层第一层网格高

度为弦长的 4.6×10-6 倍，在基于

弦 长 的 雷 诺 数 为 3.0×106 的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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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计算。从图中可以看出数值方法

计算值与实验值符合良好，说明本

文采用的数值方法是可靠的。

3.5 定常计算分析
将 钝 尾 缘 翼 型 和 燕 尾 翼

型 进 行 数 值 模 拟 计 算。 计 算 时

Re=3.0×106、Ma=0.198，选用定

常计算。两种翼型的气动特性值如

图 7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相比

于钝尾缘翼型，燕尾翼型的升力系

数稍有降低；翼型的阻力系数大幅

降低；最终使得翼型的升阻比在小

攻角时大幅增加，最大升阻比可增

加 18%。因此相比于钝尾缘翼型，

燕尾翼型具有更好的气动特性。

图 8 为 0°、8°攻角下钝尾缘

翼型和燕尾翼型的翼型表面压力系

数对比图。可以看到燕尾装置使翼

型表面的压力分布发生变化，翼型

上下表面的压差增加，从而会导致

升力增加、阻力增加，但由于燕尾

翼型的弦长更长，最终会使得其升

力系数和阻力系数均降低。

3.6 非定常计算分析
实际上，钝尾缘翼型周围的流

场类似于钝体周围的流场，会有强

烈的涡从钝尾缘翼型尾缘处脱落。

为了分析燕尾装置对钝尾缘翼型周

围流场的影响，对两种翼型进行了

0°攻角时的非定常计算，其他计算

条件与本文第 5.2 节相同。

如图 9 为两种翼型在时间为 2s

时的速度云图。从图中可以看出，

图7：钝尾缘翼型和燕尾翼型气动特性比较

图8：钝尾缘翼型和燕尾翼型的压力系数对比图

图9：钝尾缘翼型和燕尾翼型在2s时的速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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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钝尾缘翼型尾缘附近有强烈的脱

落涡，而燕尾翼型尾缘处涡流的强

度减小。故在钝尾缘翼型上安装燕

尾装置可以稳定尾流，即减少流动

的不稳定性。

4. 燕尾翼型应用在叶片上的
　性能评估

将钝尾缘翼型和燕尾翼型的

定常计算所得气动性能参数拓展

成 -180°至 180°攻角范围。拓展

之后两种翼型的升、阻力系数如图

10 所示。

之后使用 bladed 软件评估了

某 80m 量级叶片在分别使用两种

翼型后的气动性能。最终计算所得

结果为：相较于钝尾缘翼型，安装

燕尾翼型后，静态年发电量提高了

0.38%。

5. 总结
本文提出了一种改善钝尾缘翼

型气动性能的新方案，即燕尾装置；

对钝尾缘翼型和燕尾翼型进行了数

值计算，得到了以下结论：

（1）安装燕尾装置后，钝尾

缘翼型的最大升阻比可提高 18%；

（2）燕尾装置可以稳定钝尾

缘翼型尾流，即减少流动的不稳定

性；

（3）燕尾装置可以提高叶片

的年发电量，在本文 80m 量级叶片

上可提高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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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激光雷达（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 简 称 LiDAR）， 是 利 用

激光来进行探测的遥感设备。测风

激光雷达，是利用气溶胶的多普勒

效应进行风场测量的激光雷达。测

风激光雷达采用可见光或近红外波

段进行主动遥感测量，具有下列优

点：高时空分辨率、强抗干扰能力、

准确的测量精度、可全天不间断工作。

测风激光雷达，可分为多个种

类：地面风廓线激光雷达、地面扫

描激光雷达、长距式机舱雷达、控

制式机舱雷达 [1]。激光雷达前馈控

制 技 术 (LiDAR-assisted Turbine-

Control)，是利用控制式激光雷达，

对风机控制策略进行优化，以降低

载荷、提高风机的适用性、提高风

电量、延长风机寿命。图 1 是激光

雷达前馈控制技术的示意图：在经

典的风机控制策略中，风机根据不

同的风况和风机运行状态被动地调

整风机控制策略，已达到控制系统

的预订目标；激光雷达前馈控制技

术，是在经典的风机控制策略中，通

过激光雷达的实际测量来提前调整

风机运行状态，以适应复杂的风况。

激光雷达前馈控制技术，被证

明是风能行业中有发展前景的技术。

在风电机组的功率验证、载荷测试、

偏航修正、变桨控制等方面，均可

为风电机组前馈控制提供可靠的输

入参数 [2]。激光雷达测量的风速信

号，可作为前馈控制器的输入参数，

在激光雷达信号的帮助下，前馈控

制的桨距角控制器能够抑制风速变

化引起的扰动并减少风机叶片和塔

架的载荷 [3]。在阵风工况下，整套

激光雷达前馈控制技术的发展现状
和未来前景
□ 文   Leosphere SAS　梁志　Robin COTE　Matthieu BOQUET
　　　IFP Energies nouvelles　Fabrice GUILLEMIN

激光雷达作为新兴的技术手段，已经越来越广泛地用于风机和风电场的测风领域。激光雷达前馈控制技

术 (LiDAR-assisted Turbine-Control)，是利用控制式激光雷达，对风机控制策略进行优化，以降低载荷、

提高风机的适用性、提高风电量、延长风机寿命。

激光雷达　前馈控制技术　控制策略

摘　要：

关键词：

图1：激光雷达前馈控制技术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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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能够有效减小风机重要部件的

载荷，并有效降低风机发生超速、

过功率重大故障的风险 [4]。在气流

到达叶轮之前，控制器就已经接收

到超前信号，提前准备变桨动作，

避免或减少风力发电机组的超速故

障，降低机组载荷，提高了风力发

电机组在极端风况下的安全性，进

而有助于提高发电量，改善风力发

电机组的运行效率 [5]。

1. 激光雷达前馈控制技术
1.1 激光雷达的实际测量

激光雷达的测量性能，该项技

术的基础，测量的精度决定了算法

对风速状况的识别能力，进而决定

了最终风机的控制效果。研究结果

表明，40 米到 200 米是前馈控制的

关键区域，对该区域的精确测量是

最为重要的。如果仅采用一个测量

距离的激光雷达，塔底的损耗等效

载荷（DEL）仅可降低 8.9%，叶片

根部的损耗等效载荷降低 3.8%；

如果采用多个测量距离的激光雷

达（从 50 米到 160 米），塔底的

损 耗 等 效 载 荷（DEL） 可 以 降 低

13.7%，叶片根部的损耗等效载荷

可以降低 5.4%[6]。多个测量距离

对于分析风场特征，有非常重要的

作用。

1.2 风机前的风场预测
激光雷达前馈控制的目标是

保护风机机组，减少极限载荷和疲

劳载荷。为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向

控制器提供可靠和准确的风数据，

从复杂风场中提取关键的风参量，

IFP Energies nouvelles (IFPEN) 和

Leosphere 合作开发了相关的风场

算法，并通过一系列现场测量优化

了算法，最后用风场预测作为主控

的主要控制参量。

算法开发时考虑了空间和时间

上风场的相关性，基于多光束、多

距离、较高时间采样频率的测量数

据。气流在向风机移动的过程中，

风速会发生变化，同时由于风机的

阻挡效应，气流的风速会存在一定

减弱效应，算法要同时考虑风速的

演变过程和风机的阻挡效应。现代

风机的直径越来越大，需要考虑叶

轮空间平面上的整体风速状况，因

此引入叶轮平均风速作为主要参数。

同时，为了区分风场的特征，还要

考虑垂直和水平风切变、湍流强度

等一系列风参数。

1.3 控制策略优化
风电机组结构单元控制的研究

主要有桨距控制、偏航控制、发电

机与变流器控制三类，经典的控制

算法，可以采用 PID 控制，现代的

控制算法主要有最优控制、鲁棒控

制、滑模变结构控制、非线性自适

应控制和智能算法控制 [7]。风场预

测的引入，可以提高控制策略的能

力，使得风机变得智能。

2. 测量结果
图 3 是将激光雷达集成到风机

后的实际测量结果，图中 RAWS 为

叶轮等效风速，黄色线是通过风机

功率计算的叶轮等效风速，蓝色线

为 0 秒风速预测，红色线是 5 秒后

的风速预测。

风机功率计算的叶轮等效风速

是较为客观的参考值，由于叶轮具

有较大的惯性，叶轮对于风能的吸

收具有一定的时间尺度，可以验证

RAWS 风速预测的代表性。0 秒风

速预测与叶轮等效风速有很好的一

致性，表明激光雷达前馈控制技术

对于风场的识别是准确的。同时，

从图中可以看出，5 秒后的风速预

测提前另外两条曲线，表明了激光

图2：激光雷达在风场中测量的示意图



技术交流
rticles of TechnologiesA

84·风能产业 Wind Energy Industry

雷达前馈控制技术的可行性，风速

预测是风机控制策略很好的指示参

数。

风 场 预 测， 常 常 采 用 湍 流 冻

结假设 [8]。冻结假设对于风速场的

随时间的演变不能很好的估计。

图 4 对比了新算法与传统算法的

区别，新算法提高了风速预测的

准确性。该算法已经嵌入到激光

雷 达 中， 并 用 SmartEole 项 目 进

行 了 测 试（SMARTEOLE，2015-

2019，https://smarteole2018.

sciencesconf.org/）。同 时 其 他 类

型的风机上进行了广泛测试，现有

结果表明，激光雷达前馈控制技术

是有广泛应用前景的技术。

3. 应用方向
表 1 总结了激光雷达前馈控制

技术的应用方向及潜在收益。行业

现有资料显示，激光雷达前馈控制

技术可以显著降低风机载荷。载荷

的降低是激光雷达前馈控制技术最

为重要的效果，载荷降低后，会带

来一系列的收益，并可提升风机的

适用性。同时，激光雷达可以监测风

机运行的风况，客观评估风机性能。

4. 结论
激 光 雷 达 前 馈 控 制 技 术

(LiDAR-assisted Turbine-Control)，

是利用控制式激光雷达，对风机控

制策略进行优化，以降低载荷、提

高风机的适用性、提高风电量、延

长风机寿命。激光雷达前馈控制技

图3：叶轮等效风速RAWS的时间序列图（黄色线是风机功率计算的叶轮等效风速，

蓝色线为0秒风速预测，红色线是5秒后的风速预测）

图4：相关性随频率的变化

表1：激光雷达前馈控制技术的应用方向及潜在收益

应用方向 预期效果 收益方 时间

载荷降低

5-10%塔筒载荷降低

3-8%叶片载荷降低

10-20%极限载荷降低

开发商、风机厂商 长期

载荷降低后效应
2到4年的风机寿命延长；

故障率降低、运行成本降低；
开发商 长期

风机适用性升级
扫风面积增大；

发电性能提升；
开发商、风机厂商 风场建造前

风机性能评估 客观评估风机性能 开发商、风机厂商 中期

合同功率曲线评估 验证风机的发电性能 开发商 中期

长期风况监测 可以提供客观的风况信息 开发商 中长期

机舱传递函数 修正机舱风速，优化控制策略 风机厂商 短期

偏航纠正 约2%发电量提升 开发商 短期

术，被证明是风能行业中有发展前

景的技术。

激光雷达前馈控制技术的实

现，需要三方面的条件：激光雷达

的测量性能、风速预测、风速预测

对控制策略的优化。激光雷达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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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性能是技术基础，测量精度决定

了算法对风速状况的识别能力，进

而决定了最终风机的控制效果。风

速预测，可以向控制器提供可靠和

准确的风数据，从复杂风场中提取

关键的风参量。可靠的风速预测是

控制策略的参考标准，可以优化控

制策略，使得风机变得智能。

行业现有资料显示，激光雷达

前馈控制技术可以显著降低风机载

荷。载荷的降低是激光雷达前馈控

制技术最为重要的效果，载荷降低

后，会带来一系列的收益，并可提

升风机的适用性。同时，激光雷达

可以监测风机运行的风况，客观评

估风机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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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中国的风电产业蓬勃发

展，2019 年全国风电累计装机容量

达到 210.05GW。但由于风力资源

的限制，风力发电机组一般都建设

在人烟稀少的地方，长期经受恶劣

自然环境的侵蚀，造成其故障频发，

带来经济损失 [1]。齿轮箱失效占风

电装备失效的 12%[2]。风电齿轮箱

作为整个风机传动系统的核心部分，

一旦发生损坏，风机将无法运行，

将严重影响发电量。故其关键零部

件（箱体、行星架、齿轮、轴承）

等制造技术水平是影响风机装备故

障的主要因素。

材质为 17CrNiMo6 的 1.5MW

风电齿轮箱二级小齿轮断裂，导致

整个齿轮箱在运行过程中发生异常

工作停滞而下塔维修。该零件加工

工艺过程为：锻造→正火→超声波

探伤→粗车→滚齿→渗碳淬火 + 回

火→喷丸→精车→磨齿→磁力探伤。

渗碳淬火 + 回火后再进行精车与磨

齿工序加工。为此，本文通过齿面

宏观外貌观察分析、微观金相组织

等一系列的理化试验，对该二级小

齿轮断轴原因进行了分析。

1. 试验方法
断裂二级小齿轮原始形貌见图

1。对断裂二级小齿轮断轴的断口面

进行清洗，观察断轴宏观断口形貌，

并对断轴的齿面进行观察分析。将

断口碎片用扫描电镜进行断口微观

形貌分析，在断轴二级小齿轮上切

取两件横向宏观金相试片，观察二

级小齿轮横向宏观金相组织形貌以

及裂纹宏观形态。在宏观金相试片

的裂纹处切取两件微观金相试样，

对裂纹的微观形态进行分析。

2. 检验结果
2.1 宏观断口形貌分析结果

对二级小齿轮断轴碎片断口进

行清洗后观察，如图 2 所示，二级

小齿轮于齿部发生大致 45 度斜向

断裂，断口上疲劳辉纹明显，这说

明断轴并非瞬间断裂方式，而是疲

劳断裂方式，裂纹源产生后，逐渐

扩展引起断轴。扩展区（疲劳辉纹）

占断口总面积比例超过 80%。裂纹

源位于图中箭头标识位置 O，即轴颈

部 R 位置外表面一点。断口上擦伤

严重，裂纹源处已被严重破坏（见图

3）。箭头标识位置 O 为裂纹源，即

风电齿轮箱小齿轮断轴原因分析
□ 文   刘新川　王平　杨才兴　重庆齿轮箱责任有限公司

风电场1. 5 MW 风电机组齿轮箱在运行中出现故障，经检查发现二级小齿轮出现断轴现象。采用宏观观察、

微观观察，综合分析得出齿轮的失效原因。结果表明，风电齿轮箱二级小齿轮断裂性质为疲劳断裂，在

二级小齿轮的轴颈处进行微观金相检验时发现存在补焊区。裂纹源萌生于补焊区域中，而导致二级小齿

轮断轴的原因是补焊。

风电　齿轮箱　二级小齿轮　疲劳断裂　断轴

摘　要：

关键词：

图1：二级小齿轮原始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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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表面一点，因外表面擦伤严重，裂

纹源处已被严重破坏，取金相样A样。

2.2 非金属夹杂物分析结果
按 照 GB/T 10561-2005 进 行

评定，材料中的非金属夹杂物为：

球状氧化物类 1 级。如图 4 所示。

2.3 金相组织
2.3.1 A 样

取二级小齿轮裂纹源附近试样

A 样进行金相观察，结果如图 5 所

示。可以看出：1、裂纹源附近未见

明显材料缺陷（图 5a）；2、裂纹

源区域断口附近金相组织正常（图

5b）；3、轴颈部 R 处金相组织正

常（图 5c）；4、芯部金相组织正

常（图 5d）。

图2：二级小齿轮断口形貌

图3：裂源区形貌 图4：非金属夹杂物

图5：A样金相组织

2.3.1 B 样

取二级小齿轮图 6 中 B 样外表

面试样进行金相观察，观察纵截面，

结果如图 7 所示。可以看出：（1）

肉眼可见外表面存在两层异常组织；

（2）显微观察证实最外层为垂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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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表面的明显的柱状晶，且大晶粒

明显，组织形貌为铸态组织，这说

明经过了液态凝固过程，从组织形

貌和分布状态分析，该层为补焊层，

厚约 1mm，次表层为热影响区。

3. 分析与讨论
二级小齿轮材料夹杂物级别不

高。从宏观形貌看，二级小齿轮断

口上疲劳辉纹明显，这说明断轴并

非瞬间断裂方式，而是疲劳断裂方

式，结合断口与纵向大致呈 45 度

斜向角度，认为断裂为扭转断裂方

式。裂纹源产生于图 2 中的标识 O

位置，裂纹源产生后，经历了较长

时间扩展，最终引起断轴。扩展区

（疲劳辉纹）占断口总面积比例超过

80%，说明应力不大，非应力过大导

致断裂，属于低应力高周疲劳断裂。

从金相观察结果看，二级小齿

轮裂纹源附近未见明显材料缺陷，

金相组织正常。观察外表面肉眼可

见存在两层异常组织，最外层为垂

直于外表面的明显的柱状晶，且大

晶粒明显，这说明经过了液体凝固

过程，分析认为，该层为补焊层，

次表层为热影响区。

综合分析，二级小齿轮靠齿端

轴颈处表面经过了补焊。零件在进

行补焊时，补焊区和熔合区有合金

元素和碳扩散等，存在一个过渡区，

该处化学成分和金相组织不均匀，

物理性能、力学性能有较大差异，

可能引起缺陷或降低材料性能 [3]。

导致在补焊区域组织异常及存在焊

接应力和热影响区等不利因素，而

该区域为薄弱区域，在交变工作应

力条件下，于该处形成疲劳裂纹源，

随后裂纹逐渐扩展，经历较长时间

后，最终引起断轴，随后造成齿轮

箱运行异常。

4. 结论
该二级小齿轮断轴性质为疲劳

断裂，疲劳源处于圆周边缘，断裂

性质为扭转疲劳断裂。二级小齿轮

疲劳源于表面。其形成原因是二级

小齿轮经过了补焊，补焊区域组织

图6：B样

图7：B样金相组织

异常及存在焊接应力和热影响区等

不利因素促进了疲劳裂纹的萌生。

二级小齿轮发生疲劳断裂主要为表

层补焊造成综合性能降低有关。

5. 建议
通过本次失效事故的分析，建

议二级小齿轮类锻件零件在生产过

程中，应严格把控质量检验关，以

避免后期质量事故发生。本着对产

品负责、对行业负责的态度，对设

备缺陷应进行深入研究，对可以修

复的缺陷应有可靠的质量保证措施，

并真正能得到落实和实施，不能修

复的产品应予以报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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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由于风电场工作环境恶劣复杂，

风速和风向经常性发生变化，变桨系

统故障是风电发电机组运行中最常见

又是原因最复杂、最不容易解决的故

障之一，严重时会因为风机桨叶没能

及时收回，导致风机无法正常故障停

机，酿成风机倒塔、设备损坏等重大

事故。

此文是关于双馈风电机组变桨

系统的简介和概述，包含变桨系统的

构成、工作原理以及风机变桨系统典

型故障的解决方法。

2. 风电机组的桨距调节
风电机组桨叶的桨距调节通过

电动或液压推动进行，双馈风电机组

1.5MW 及以上机型一般采用电动变

桨系统。

2.1 定桨距和变桨距风电机组
定桨距风电机组：桨距角固定

不变，结构比较简单，发电量较小，

一般是从数十千瓦到兆瓦级，优点是

性能可靠，缺点是效率偏低。

变桨距风电机组：叶片的攻角

α 基本保持不变，桨距角发生改变，

优点是最大程度的利用风能，效率高，

发电量高，双馈风电机组兆瓦级以上

风机大都采用此类风电机组。

详见下图 1 所示，定桨距和变

桨距桨叶受力调节比较。

2.2 变桨距的转速调节原理
变桨距调节转速是当前大中型

风力发电机广泛使用的调速技术，可

双馈风电机组变桨系统简介
及典型故障处理
□ 文   李震领　李维　姜超　中国广核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变桨控制系统是风电机组控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风电机组桨叶调节装置，通过调节桨叶角度使

风机获得最大的风能利用率，并在不同的风况下控制功率与转速的平衡。当风速较大时，使桨距角适当

增大，控制风能的吸收，同时减少风力对风机的冲击；风速小时，使桨距角适当减小，保证风机获取最

大的风能。在并网过程中，变桨控制系统还可实现快速无冲击并网，同时在风机发生故障时使桨叶到达

安全位置，以保证风电机组的安全。

变桨控制系统　桨距角　典型故障处理

摘　要：

关键词：

图1：定桨距和变桨距桨叶受力调节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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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风力发电机的转速在超过额定风速

时稳定在额定转速。如图 2 是风速超

出额定值时的桨叶状态，图中左面是

风机运行在额定转速时桨叶的状态，

此时的推力为 F。如果此时风速继续

增大，如果桨叶角度不变就会进入严

重的失速状态，此时在变桨控制系统

的调节下，桨叶的桨距角 β 增加了

Δβ，从而攻角 α 减小，桨叶受到

的推力 F 减小，调节合适的 Δβ 可

使推力 F 保持与左图一样，则风机仍

保持额定运行。

2.3 双馈风电机组变桨系统的结构
如图 3 是一台双馈风电机组的

电动变桨距系统。风力发电机主轴上

安装着轮毂，在轮毂圆周分布着 3 个

变桨齿轮，齿轮内侧有轴承，桨叶根

部安装在轴承内，桨叶在轴承内旋转

就改变了桨距角。在桨叶根部安装有

变桨距驱动电动机，其减速器输出接

有小齿轮与变桨距齿轮啮合，当电动

机转动时即可带动变桨齿轮。3 个桨

叶各有一套变桨驱动电动机与相关部

件，为独立电动变桨系统，尽管 3 个

变桨装置独立，但桨距角变化是按规

律同步的 [1]。

3. 双馈风电机组变桨控制系统简介
通常所说的变桨控制系统即为

风电机组桨距调节系统的控制部分，

它采用直流变桨控制系统，包括 1 个

中心控制柜、3 个轴控制柜、3 个电

池柜、3 台直流电机及其他附件。采

用三支叶片独立驱动结构，使每个叶

片具有独立的变桨功

能。因此在任意一支

叶片由于故障不能正

常变桨的情况下，其

它两支叶片也能按控

制要求进行变桨，具

有冗余保护的效果[2]。

双馈风电机组变

桨控制系统同时具有

冗余电源保护功能，

机组在正常运行条件

下采用风机系统提供

的外部交流电源进行

供电控制。当电网故障或系统电源断

电时，系统将自动切换到后备蓄电池

供电模式，直接由蓄电池提供动力和

控制电流，保证风机能及时安全回桨。

3.1 双馈风电机组变桨控制系统
工作原理

双馈风电机组变桨控制系统的

工作原理如图 4 所示。

变桨控制系统的主要目的是在

风机主控制系统的协调控制下，接

受风机主控系统的变桨控制指令。

在低于风机额定风速的情况下使桨

叶稳定控制在 0°附近，保持风能的

最大可利用率。在风速高于额定风

速的情况下，调整叶片角度大于0°，

保持风机功率为额定值，同时保持

风机稳定可靠地运行。当风速超过

切出风速时能按照主控系统的指令

及时回桨。

风机正常变桨是一个连续的回

动过程。首先主控系统根据当前风速

情况，通过现场总线（RS485）给出

相关变桨指令（变桨角度给定值）到

变桨控制器，变桨控制器把变桨指令

转化为变桨速度指令到电机伺服控制

图2：桨叶受力分析图

图3：桨距调节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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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通过伺服控制器控制电机按照要

求旋转，同时电机转速测量反馈编码

器反馈实际的转动角度值到变桨控制

器，这样形成一个相应的闭环控制，

能保证系统控制的稳定性。为了增加

系统的可靠性，同时在桨叶的旋转回

路增加设定一个冗余 B 编码器，作

为备用旋转角度测量。

当出现极端风况或紧急停机时，

变桨控制系统首先断开与外部系统电

源的连接，开始自动切换到蓄电池供

电回桨模式，使叶片能转到风机设定

的 91°安全位置。当叶片回到 91°

安全位置后，通过安装在 91°位置

处的限位开关，中断蓄电池供电完成

整个紧急变桨过程。由于三支叶片分

别受不同的伺服和电机控制，因此具

有冗余功能，任意一支叶片控制出现

故障，并不影响其它两支叶片的正常

变桨工作，从而保证了系统的安全性

和可靠性。

根据现阶段电网要求，变桨控

制系统在主控制系统、变频系统等风

机整体系统的协调下，具有低电压穿

越功能。当风机系统的供电电压低于

电网要求的低电压穿越设计要求时，

变桨控制系统将维持电网要求的低电

压穿越时间的运行，保证了整个风机

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及连续性 [3]。

4. 双馈风电机组变桨控制系统
　常见故障分析及处理

变桨控制系统是风电机组中出

现故障频率较高的地方，以下记录了

典型的变桨系统故障及处理方法。

4.1 变桨通讯超时故障
4.1.1 故障释义

机舱主控和变桨控制器之间的

通讯出现问题，在规定时间内丢失的

通讯次数超限。

4.1.2 故障原因

· 主控、变桨通讯协议差异，

导致风机通讯错误。

· 信号干扰、雷击使设备损坏。

· 通讯滑环脏污或断针导致信

号传输不良，随着转速增大信号丢失

概率增加，最终通讯超时。

4.1.3 故障处理

（1）首先，分析触发故障的根

本原因，判断是否为其他故障引发的

伴随故障。

（2）测量传感器的真实性检测，

测量是否准确，检测是否有信号干扰。

（3）线路连接的检查，确保不

是线路松动、未接线引起的。

（4）处理通讯协议错误

典型的是变桨控制器与主控制

器信号通道或者传输速率不匹配。此

类问题需要更改软件或者更换硬件，

一般出现在风机调试初期。

正常设备也可能出现死机现象。

为了消除设备死机现象可以按如下方

法操作：

A. 进行断电操作；

B.将变桨控制器的参数读出后，

重新写入。

注意：偶然发生可以断电操作，

若设备经常性出现此问题，应更换设

备，不容许“带病”运行。

（5）控制器设备检查

机舱主控端、变桨控制器端均

为 485 通讯，两线对地的电压之和约

等于 5VDC（实际上，线间电压也是

5VDC，万用表无法测量到）。可以

通过检查电压来初步判断设备好坏。

由于机舱主控一般包括变桨通讯板，

控制板，此方法检查针对的是机舱、

变桨的变桨通讯板（模块）。

（6）通讯滑环检查。检查滑环

轨道是否脏污，滑针是否脱落，若滑

图4：变桨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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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轨道脏污，则按照标准规范用无水

乙醇清洗滑环。

4.2 旁路限位开关超时故障
4.2.1 故障释义

风机变桨系统从限位开关位置

开桨到 90°的时间超过主控要求的

时间限制。

4.2.2 故障原因

· 有一只或者多只叶片无法变桨。

· 有一只或者多只叶片在上次

故障停机时未到达限位开关位置。

4.2.3 故障处理

说明：运行的风机，出现叶片

无法压到限位开关，可能 A 编码器

角度已经变化，即编码器反应的角度

已经不是叶片的实际位置了。

· 必须确保风机在停机时，叶

片在 92.5°前压到限位开关。如果风

机未收到“风暴位置反馈”信号，则

风机在启动时不会发出“旁路限位开

关”信号，致使压到限位开关的叶片

无法离开限位开关。

· 叶片压限位开关角度过小，

当叶片变桨到 90°仍然无法离开限

位开关。所以叶片 压限位开关角度

在 91.6±0.3°为宜。

4.3 变桨驱动回路故障
4.3.1 故障释义

风机变桨系统无法正常变桨、

或者变桨异常。

4.3.2 故障原因

· 主控控制 - 变桨通讯 - 变桨

控制器的通讯不正常。

· 主控控制 - 变桨通讯 - 变桨

控制器的 DO 信号不正常。

· 变桨控制器 - 驱动器的信号

不正常。

· 驱动器的输入输出不正常。

· 变桨编码器损坏，速度反馈

环异常。

· 变桨电机或者变桨减速齿损坏。

· 变桨控制器或驱动器损坏。

4.3.3 故障处理

（1）检查主控系统传输给变桨

系统的三个重要信号是否异常：

A. 正常变桨信号（主电源 OK

信号）：当此信号 =0 时，风机将开

始电池收桨。故障表现有：风机启动

时，叶片脱开限位开关后，马上收桨；

正常运行时，风机报错桨角不一致、

跟踪设定值超速等；

B. 旁路限位开关信号：风机启

动时，此信号将 =1，其他时间均

等于 0。故障表现有：启机时，若

=0，风机无法变桨。

C.Rpm OK 正常信号：风机快速

收桨时，此信号将 =0，其他时间均

等于 1。故障表现有：启机时，若此信

号 =0，叶片开桨到 90°后不再动作；

（2）检查变桨电机、变桨减速

齿轮箱是否正常工作。

（3）检查变桨控制器、变桨驱

动器是否正常工作。

4.4 变桨桨距角差异过大故障
4.4.1 故障释义

三只叶片之间的差异偏差超过

容许值。

4.4.2 故障原因

· 叶片无法正常变桨。

· 变桨 A 编码器数据不正常。

· 后备电源收桨不正常。

4.4.3 故障处理

· 检查叶片是否可以正常变桨、

收桨。

· 检查变桨编码器是否可以正

常工作，没有跳变现象。

· 检查变桨后备电源收桨是否

正常。

5. 结语
变桨系统故障，尤其是涉及到

主控与变桨通讯、叶片位置的故障，

必须进行检查、维修、消除故障后，

才允许风机恢复运行。严禁重复多次

手动复位，意图强行启机。严禁屏蔽

任何以上故障，强行启机。

重复多次复位故障或屏蔽故障

启机，会导致更加严重的故障或事故。

因为变桨系统负责桨叶的控制，任何

故障可能导致桨叶不能正常收桨，从

而引发超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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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变流器是在风能发电系统

中连接发电机和电网的重要部件，

负责将发电机发出的交流电转换为

幅值频率和电网一致的交流电进而并

网。相对于风机整机其他部件比如叶

片、齿轮箱、发电机等。变流器对于

恶劣应用条件的忍耐程度相对低下，

主要是因为作为电力电子变换部件，

变流器内部有大量的功率半导体器件

IGBT，其对过电压过电流等异常条件

的耐受时间以 mS 计算，超过这个时

间限度，IGBT 就会发生损坏，进而

导致风能变流器损坏；另外，IGBT

作为一种非常精密的器件，其本身就

存在一定的失效率，全球一线 IGBT

厂商给出的典型失效率为 100fit（1fit

指在 1 亿小时运行时间内出现 1 例损

坏）。正因为 IGBT 的特性，提升风

能变流器的可靠性，必须恰当的选择、

应用好 IGBT。维谛技术依托公司悠

久的电力电子产品开发经验和强大的

电力电子技术平台进行了大量的风能

变流器 IGBT 应用设计。

首先，优先选择性能参数优异

的 IGBT。维谛技术在设计风能变

流器时，优先选用全球一流厂商的

PrimePack 封 装 的 IGBT（Prime- 首

要的，Pack- 封装；从名字可以看出，

这个封装是 IGBT 厂家最推崇的），

从厂家的数据手册上看，PrimePack

的各项参数也远远优于其他封装。

其次，对 IGBT 在变流器中的各

种可能的应用条件进行逐项测试，

以确保在变流器工作的各种工况下

IGBT 不会超出数据手册规定的各项

指标界定，包括：

维谛技术高可靠的风能变流器(设计篇)

其他封装IGBT主要技术参数

   模块/Module

绝缘测试电压 RMS，f=50Hz，t=1min. VISOL 3，4 kV

模块基板材料 Cu

内部绝缘 基本绝缘（class 1，IEC 61140） AI2O3

爬电距离
端子至散热器

端子至端子

14，5

13，0
mm

电气间隙
端子至散热器

端子至端子

12，5

10，0

相对电痕指数 CTI >200

PrimePack封装主要技术参数

   模块/Module

绝缘测试电压 RMS，f=50Hz，t=1min. VISOL 4，0 kV

模块基板材料 Cu

内部绝缘 基本绝缘（class 1，IEC 61140） AI2O3

爬电距离
端子-散热片

端子-端子

33，5

33，0
mm

电气间隙
端子-散热片

端子-端子

19，0

19，0

相对电痕指数 CTI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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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仿真 / 半实物仿真平台上仿真 IGBT 在各种工况下的电应力；

·在变流器整机测试中确认

IGBT 在各种工况下的应力符合 IGBT

的各项规格。

最后，从基本可靠性模型分析，

整个产品的故障概率 = 单个器件的故

障概率的总和，即　　　　　。不难

看出，单元越多，产品越复杂，其故

障的概率越大。因此，简化设计是提

高产品可靠性的最重要途径。维谛技

术在设计风能变流器时始终贯彻这一

原则，在同样功率等级的变流器容量

下，尽量选择大电流容量 / 高工作芯

温的 IGBT，优先采用两电平拓扑（一

个桥臂只有一个对管 IGBT）而非三

电平拓扑（N 型三电平一个桥臂需要

三个对管 IGBT），从而减少 IGBT 的

数量；这样做的直接好处就是极大的

提升了变流器的可靠性。举例来说，

一个 6MW 全功率变流器采用不同

拓扑和器件的 IGBT 数量以及对应的

MTBF（仅考虑 IGBT 的 100fit 故障

率的情况，一年在网时间 8000 小时）

如下：

 ·通过热仿真，确定在最严酷的工况下 IGBT 的温升在安全工作范围；

 ·在双脉冲平台测试各种工况下 IGBT 实际的电应力，满足 IGBT 应用的

SOA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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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BT 的驱动电路也会随着 IGBT

数量的增多而增多，如果考虑驱动电

路的故障，MTBF 会进一步缩短。

依照可靠性的基本逻辑减少

IGBT 数量的设计，维谛进行了大量

的产品实践：某客户要求 950VAC 交

流输出，原本的方案是三电平设计，

但可靠性数据非常不理想，客户不

予接受三电平方案；维谛采用高耐

压 IGBT 器件，在两电平的拓扑基础

上实现了 950VAC 的输出，IGBT 的

拓扑

N 型三电平 450AIGBT 两电平 450AIGBT 两电平 1800AIGBT

IGBT 数量 216 160 40

MTBF 约 5.8 年 约 7.8 年 约 31 年

数量有原来 72pcs 减少到 18pcs，

提升了可靠性，获得了客户的高度

评价。某客户原有 4MW 全功率变

流器，功率部分早先的设计使用

PrimePack1000AIGBT, 功率部分需要

48pcs，维谛技术在此基础上进行优

化， 采 用 PrimePack+1800AIGBT 进

行设计，功率部分的 IGBT 数量减少

到 24pcs，产品尺寸变得更为紧凑，

可靠性表现得到进一步提升。

产品的最终可靠性表现受各种

各样因素的影响，而设计则是产品可

靠性的基石。维谛技术一直秉持客户

至上、质量第一的精神，以严谨科学

的设计管理，从流程、方案、过程控

制等等入手，在源头就严把质量关。

维谛技术坚持做客户的“高可靠合作

伙伴”，以客户的长期利益为根本，

行稳致远。

来源：维谛技术 





W
IN

D
 EN

ER
G

Y IN
D

U
STR

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