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rom The Editor

卷 首 语

加快启动老旧风电场升级改造　做好存量大文章

截至 2020 年底，我国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已超过 2.8 亿千瓦，在役机组超过 14

万台。根据中国农机工业协会风力机械分会的统计，其中装机超过 10 年的风电机

组约 3.45 万台，装机容量约 4500 万千瓦。未来几年，面临退役的老旧机组规模和

数量将逐年增长，老旧机组的升级、改造、退役的需求越来越迫切。预计“十四五”

期间，全国更新改造机组需求量将超过 2000 万千瓦，“十五五”期间将达到 5000

万千瓦。 

8 月 30 日，宁夏率先出台国内首个老旧风电场更新改造地方文件——《关于开

展宁夏老旧风电场 " 以大代小 " 更新试点的通知》。9 月 10 日，国家能源局新能源

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王大鹏在第四届风能开发企业领导人座谈会上表示，将在中

东南地区重点推进风电就地就近开发，在广大农村实施“千乡万村驭风计划”，在

风能资源优质地区有序实施老旧风电场升级改造。此外，广受业内关注的由国家能

源局正在牵头制定的《风电机组更新、技改、退役管理试行办法》初稿已经完成，

待讨论完善后将发布实施。种种表明，老旧风电场升级改造有望在全国范围内逐步

启动。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在“双碳”目

标下，增量和存量风电装机并举是中国风电产业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相对于新建

项目，老旧风电场升级改造是一个复杂并且充满挑战的系统工程，涉及到能源管理、

价格财政、国土管理、资源综合利用等多个部门，也涉及安全性、经济性评估、土

地林地征用、电网消纳、电价及市场化交易等一系列问题，有待国家的配套政策支持，

更需要全行业通过不断创新的智能制造技术和精益管理手段进一步降低成本，提供

更有竞争力、更低度电成本的产品，让老旧风电场重新恢复生机和活力，助力“双碳”

目标的如期实现。



阜特科技已发展为一家集研发、设

计、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专业

高科技公司，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品种齐全、国际先进的风电监测和

控制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研

发的系列产品已在全国 100 多个风电

场的 7000 多台机组上得到广泛应用，

保证了机组的稳定、高效、经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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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详解：
九大清洁能源基地+五大海风基地

2、基地省份的现有装机情况一、14个基地的基本情况介绍
1、14个基地的基本情况

根据初步规划，14 个基地涉及的主要省份如表 1

所示。

表1

基地类型 基地名称 省份

智汇光伏制表

风光储

一体化基地

松辽清洁能源基地 黑龙江、吉林、辽宁

冀北清洁能源基地 河北北部

风光火储

一体化基地

黄河几字弯清洁能源基地 内蒙古、宁夏

河西走廊清洁能源基地 甘肃

风光水储

一体化基地

黄河上游清洁能源基地 青海

金沙江上游清洁能源基地 四川

雅砻江流域清洁能源基地 贵州

金沙江下游清洁能源基地 云南

风光水火储

一体化基地
新疆清洁能源基地 新疆

海上风电基地

广东海上风电基地 广东

福建海上风电基地 福建

浙江海上风电基地 浙江

江苏海上风电基地 江苏

山东海上风电基地 山东

表2：截至2020年底，各省份的风电光伏装机规模（单位：万千瓦）

基地名称 省份 风电 光伏

智汇光伏制表

松辽清洁能源基地

辽宁 981 400

吉林 577 338

黑龙江 686 318

冀北清洁能源基地 河北 2274 2190

黄河几字湾清洁能源基地
内蒙古 3786 1237

宁夏 1377 1197

河西走廊清洁能源基地 甘肃 1373 982

黄河上游清洁能源基地 青海 843 1601

新疆清洁能源基地 新疆 2361 1266

金沙江上游清洁能源基地 四川 426 191

雅砻江流域清洁能源基地 贵州 580 1057

金沙江下游清洁能源基地 云南 881 393

广东海上风电基地 广东 564 797

福建海上风电基地 福建 486 202

浙江海上风电基地 浙江 186 1517

江苏海上风电基地 江苏 1547 1684

山东海上风电基地 山东 1795 2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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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大清洁能源基地的十四五规划
1、松辽清洁能源基地

1）辽宁

根据辽宁省发改委已经发布《辽宁省风电

项目建设方案》《辽宁省光伏发电项目建设方

案》征求意见稿，明确将启动新一轮重点项目

建设工作，大力推动清洁能源建设，其中风电

3.3GW，光伏 1.5GW，且光伏新增项目重点支

持煤炭资源转型城市利用废弃矿区闲置土地建

设项目。

2）黑龙江

3 月 15 日，黑龙江省发改委下发《关于

规划可再生能源基地和优选开发建设方案的通

知》，提出全省 “十四五”时期将启动三大

千万千瓦级别能源基地（均为暂定名称）的规

划建设。哈尔滨、绥化综合能源基地（由哈尔滨、

绥化、齐齐哈尔、大庆分别编制），齐齐哈尔、

大庆可再生能源综合应用示范基地，东部高比

例可再生能源外送基地。后两个基地由牡丹江、

佳木斯、鸡西、双鸭山、七台河、 鹤岗市会同

龙煤集团联合编制。

3）吉林

7 月 28 日，吉林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体会

议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到 2025 年，要达到新

能源装机 3000 万千瓦。到 2030 年时，达到

6000 多万千瓦。将全力推进吉林“陆上风光

三峡”、“吉电南送”特高压通道等重大能

源项目建设，全力推进落实“11125”新能

源发展重点任务，即“一个基地、一条通道、

一条产业链，两个园区，五大工程”。白城

市市长李明伟表示，该市将围绕打造国家级

消纳基地、外送基地、制氢基地，新增清洁

能源装机 300 万千瓦以上。“十四五”时期，

白城市将把风电等新能源就地转化消纳作为

主攻方向。

2、冀北清洁能源基地
5 月 29 日，河北省政府公布《河北省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加快建设冀北清洁能

源基地，以推进张家口市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建

设为契机，重点建设张承百万千瓦风电基地和

张家口、承德、唐山、沧州、沿太行山区光伏

发电应用基地，大力发展分布式光伏，努力构

建可再生能源发电与其他能源发展相协调、开

发消纳相匹配、“发输储用”相衔接的新发展

格局，助力实现“碳达峰”目标。到 2025 年，

风电、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分别达到 4300 万千

瓦、5400 万千瓦。

截至 2020 年底，河北省风电、光伏累计

并网装机为 2274 万千瓦、2190 万千瓦，因此

河北“十四五”期间预期新增风电、光伏项目

规模为 2026 万千瓦、3210 万千瓦。

3、黄河几字弯清洁能源基地
1）宁夏

3 月 9 日，宁夏政府下发十四五规划提出：

到 2025 年， 全 区 新 能 源 电 力 装 机 力 争 达 到

4000 万千瓦。截至 2020 年底，宁夏光伏、风

电的装机分别为 1197 万 kW、1377 万 kW，

合计为 2574 万 kW。“十四五“期间，将新增

1400 万 kW 光伏项目、450 万 kW 风电项目。

全链条布局清洁能源产业。坚持园区化、

规模化发展方向，围绕风能、光能、氢能等新

能源产业，高标准建设新能源综合示范区。建

设红寺堡、盐池、中宁、宁东等百万千瓦级光

伏基地和贺兰山、麻黄山、香山平价风电基地。

加快发展光伏制造、风电制造和清洁能源生产性

服务业，推进氢能制备、存储、加注等技术开发，

积极培育储能及新能源汽车产业。到 2025 年，

全区新能源电力装机力争达到 4000 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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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蒙古

根据内蒙古“十四五”规划：到 2025 年，

新能源成为电力装机增量的主体能源，新能源

装机比重超过 50%。推进源网荷储一体化、风

光火储一体化综合应用示范。“十四五”期间，

内蒙古新能源项目新增并网规模将达到 5000

万千瓦以上。到“十四五”末，自治区可再生

能源发电装机力争超过 1 亿千瓦。

4、河西走廊清洁能源基地
3 月 2 日，甘肃省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印

发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通知》（甘政

发〔2021〕18 号），提出：持续推进河西特

大型新能源基地建设，进一步拓展酒泉千万千

瓦级风电基地规模，打造金（昌）张（掖）武

（威）千万千瓦级风光电基地，积极开展白银

复合型能源基地建设前期工作。加快酒湖直流、

陇电入鲁配套外送风光电等重点项目建设。持

续扩大光伏发电规模，推动“光伏＋”多元化

发展。开工建设玉门昌马等抽水蓄能电站，谋

划实施黄河、白龙江干流甘肃段抽水蓄能电站

项目。加快推进光热示范项目建设，实现光热

发电与风光电协同无补贴发展。推动储能成本

进一步降低和多元利用，开展风储、光储、分

布式微电网储和大电网储等发储用一体化商业

应用试点示范。建设清洁能源交易大数据中心。

到 2025 年，全省风光电装机达到 5000 万千

瓦以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电源总装机比例接

近 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超过

30%，外送电新能源占比达到 30% 以上。

截至 2020 年底，甘肃省风电、光伏累计

装机分别为 1373 万千瓦、982 万千瓦。因此，

“十四五”期间甘肃的风电、光伏总规模新增

预期为 2645 万千瓦。

表3：特色优势制造业重点工程项目

　　1.清洁能源：建设1400万千瓦光伏和450万千瓦风电项目、宁东太阳能电解制氢储能及应用示范工程；实施隆基乐叶科技

年产3GW单晶电池、矽盛光电4GW单晶硅棒硅片、中车株洲风机装备制造、威力传动高精密传动设备、金晶科技太阳能光伏

轻质面板、日盛高新氢能源综合利用等项目。

　　2.新型材料：实施晓星集团氨纶及聚四氢呋喃、泰和新材绿色差别化氨纶和高性能对位芳纶、中色东方稀有金属研发生

产、中泰新能科技锂电池负极材料、中镁镁业新能源汽车配套及镁合金材料深加工、信广和芳纶原料、恒力生物高档尼龙基

材、正威国际再生铜新材料产业园等项目。

　　3.绿色食品：实施蒙牛乳业乳制品加工、伊利乳业高端乳制品扩能、西夏乳业乳制品扩能、中桦雪中央厨房及粮油制品生

产、原州区马铃薯制品综合加工产业园等项目。

　　4.现代煤化工：实施宝丰能源煤制烯烃、C2-C5综合利用制烯烃，鲲鹏清洁能源乙二醇、国能宁煤煤基新材料等项目。

　　5.先进装备制造：推广精益制造、柔性生产和智能装备，实施维尔铸造智能制造产业园、银川新松物流及特种机器人智能

制造、奥帕航空技术无人机生产、金智智能科技数控机床、泰坦智能工业机器人生产、神州石墨烯大飞机轮胎及高性能子午

线轮胎二期等项目。

表4：新能源产业集群

　　（一）风能产业集群

　　发挥大型风电基地建设的带动效应，引进技术领先的风电装备

制造商，发展先进风机整机及关键零部件生产制造。

　　（二）光伏产业集群

　　依托大型光伏发电基地建设，吸引光伏产业龙头企业入驻，推

动晶硅材料生产向切片、组件发展，引进薄膜、聚光光伏生产线，

培育光伏制造全产业链。

　　（三）氢能产业集群

　　利用风光制氢成本低和矿用重卡应用广优势，引进行业领军企

业发展新能源制氢、氢能装备制造、储运设施建设、氢燃料电池汽

车应用。

　　（四）储能产业集群

　　借助新能源、智能电网、能源互联网等领域对储能的大规模需

求，聚焦储能关键材料、核心部件制造，发展储能全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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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河上游清洁能源基地
青海省“十四五”规划提出：建成国家清

洁能源示范省，发展光伏、风电、光热、地热

等新能源，建设多能互补清洁能源示范基地，

促进更多实现就地就近消纳转化。发展储能产

业，贯通新能源装备制造全产业链，推动地热

能、干热岩、页岩气等非常规能源产业发展取

得实质性进展。

7 月 13 日，青海省人民政府和国家能源局

联合印发《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行

动方案》，着眼保障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

两大目标任务，锚定 2030 年全省风电、光伏

装机 1 亿千瓦以上、清洁能源装机超过 1.4 亿

千瓦的目标，服务全国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

实际上，仅 6 月 11 日青海省能源局下发

的《关于 2021 年市场化并网项目开发建设有

关事项的通知》（青能新能〔 2021〕72 号）中，

就批复了 42GW 的清洁能源多能互补项目。

6、新疆清洁能源基地
6 月 3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

目标纲要》中提出：加快建设国家“三基地一

通道”：落实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围绕国家“三

基地一通道”定位，加快煤电油气风光储一体

化示范，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供应。建设国家新能源基地。

建成准东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推进建设哈

密北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和南疆环塔里木

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供应保障区，建设新能源

平价上网项目示范区。推进风光水储一体化清

洁能源发电示范工程，开展智能光伏、风电制

氢试点。建成阜康 120 万千瓦抽水蓄能电站，

推进哈密 120 万千瓦抽水蓄能电站、南疆四地

州光伏侧储能等调峰设施建设，促进可再生能

源规模稳定增长。建设国家能源资源陆上大通

道。扩大疆电外送能力，建成“疆电外送”第

三通道，积极推进“疆电外送”第四通道、新

疆若羌—青海花土沟 750 千伏联网等工程前期

工作，适时开工建设。围绕油气资源开发和煤

制天然气产业发展。发展壮大新能源产业。加

强风电关键设备及零部件研发和生产，有序发

展分布式光伏发电。推进风能、光伏发电进行

电解水制氢。开展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试

点，扩大地源热、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

建筑应用范围。

7、金沙江上游清洁能源基地
四川省“十四五”规划中提出：重点推进

表5：青海两个一体化项目规模分布情况

排名 企业 项目数量
电源规模

（万千瓦）

储能规模

（万千瓦）

1 国家能源集团 4 1640 179.5

2 华电集团 1 500 100

3 大唐集团 1 400 40

4 鲁能新能源 1 330 52

5 陕煤新能源 2 320 32

6 华能集团 2 218 41.8

7 中广核 1 200

8 中能建 1 150 45

9 中控太阳能 1 135

10 三峡新能源 1 100 3

11 中电建 1 100

12 中核集团 1 75 7.5

13 国家电投 2 25 6.5

14 京能集团 1 20 12.6

合计 20 4213 5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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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州风电基地和“三州一市”光伏基地建设，

加快金沙江流域、雅砻江流域等水风光一体化

基地建设，因地制宜开发利用农村生物质能。

《四川省“十四五”光伏、风电资源开发

若干指导意见》提出：规划建设金沙江上游、

金沙江下游、雅砻江流域、大渡河中上游四个

风光水一体化可再生能源开发基地；到 2025

年底，建成光伏、风电装机容量各 1000 万千瓦。

8、雅砻江流域清洁能源基地
《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

科学发展风、光等新能源，推动风光水火储一

体化发展，建设毕节、六盘水、安顺、黔西南、

黔南等百万千瓦级光伏基地，鼓励分散式、分

布式光伏发电及风电项目建设。依托已有的大

型水电基地，打造乌江、北盘江、南盘江、清

水江水风光一体化千万千瓦级可再生能源开发

基地。到 2025 年，发电装机突破 1 亿千瓦。

9、金沙江下游清洁能源基地
2021 年 2 月 9 日，云南省政府印发《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 “十四五”期间，

云南将优先布局绿色能源开发，以绿色电源

建设为重点，加快金沙江、澜沧江等国家水

电基地建设。统筹协调风能、太阳能等新能

源开发利用，以金沙江下游、澜沧江中下游

大型水电站基地以及送出线路为依托，建设

“风光水储一体化”国家示范基地。到 2025

年，全省电力装机达到 1.3 亿 kW 左右，绿

色电源装机比重达到 86% 以上。 “十四五”

期间，云南将规划建设 31 个新能源基地，装

机规模为 1090 万 kW，建设金沙江下游、澜

沧江中下游、红河流域“风光水储一体化”

基地以及“风光火储一体化”示范项目新能

源装机共 1500 万 kW。

三、四大海上风电基地的十四五规划
1、广东省海上风电规划

2021 年 6 月 1 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印发《促进海上风电有序开发和相关产业可

持续发展实施方案》（粤府办〔2021〕18 号）

提出：到 2021 年底，全省海上风电累计建成

投产装机容量达到 400 万千瓦；到 2025 年底，

力争达到 1800 万千瓦，在全国率先实现平价

并网。争取在“十四五”期间，粤东千万千瓦

级海上风电基地开工建设 1200 万千瓦，其中

建成投产 600 万千瓦；粤西千万千瓦级海上风

电基地开工建设 1000 万千瓦，其中建成投产

500 万千瓦。重点在阳江、揭阳、汕尾市布局

建设海上风电运维基地。

2022 年起，省财政对省管海域未能享受

国家补贴的项目进行投资补贴。补贴范围为：

2018 年底前已完成核准、在 2022 年至 2024

年全容量并网的省管海域项目，对 2025 年起



12·风能产业 Wind Energy Industry

产业综述 Industry Overview

并网的项目不再补贴；补贴标准：为 2022 年、

2023 年、2024 年全容量并网项目每千瓦分别

补贴 1500 元、1000 元、500 元。

2、福建海上风电基地
早在 2017 年，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福建

省海上风电规划的复函中，同意福建省海上

风电规划总规模 1330 万千瓦，包括福州、漳

州、莆田、宁德和平潭所辖海域 17 个风电场。

到 2020 年底，福建省海上风电装机规模要达

到 200 万千瓦以上，到 2030 年底要达到 500

万千瓦以上。

3、浙江海上风电基地
5 月 7 日，浙江省发改委、 浙江省能源局

下发《浙江省可再生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

（详见《新增 12GW 光伏！浙江省可再生能源

“十四五”规划出台》），提出到“十四五”

末光伏新增装机在 1200 万千瓦以上，其中分

布式光伏新增装机超过 500 万千瓦，集中式光

伏新增装机超过 700 万千瓦。风电新增装机在

450 万千瓦以上，主要为海上风电。

4、江苏海上风电基地
2021 年 1 月，江苏省能源局发布《江苏

省“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规划（征求

意见稿》）。根据规划，全省“十四五”期

间，风电装机新增约 1100 万 kW，新增投资约

1200 亿元，其中海上风电新增约 800 万千瓦，

新增投资约 1000 亿元；到 2025 年底，风电

总装机达到 2600 万 kW，光伏发电新增约 900

万 kW，新增投资约 300 亿元；到 2025 年底，

光伏总装机达到 2600 万 kW。

5、山东海上风电基地
《山东省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征求

意见稿）》中提出：“十四五”期间，山东省

将实施 " 四增两减 " 工程，聚焦可再生能源、

核能、天然气、省外来电做加法，打造全国重

要的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LNG 接卸基地

和省外来申消纳基地。实施可再生能源倍增行

动计划，以光伏发电、风电为重点，以生物质、

地热能、海洋能等为补充，因地制宜推动可再

生能源多元化、协同化发展。到 2025 年，可

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到 8500 万千瓦左右。

风电：以海上风电为重点，积极推进风

电开发。加快发展海上风电。按照统一规划、

分步实施的总体思路，积极开发渤中、半岛

北、半岛南三大片区海上风电资源，重点打造

千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推进海上风电与海

洋牧场融合发展试点示范，加快启动平价海上

风电项目建设，推动海上风电规模化发展。科

学布局陆上风电。重点打造鲁北盐碱滩涂地风

光储一体化基地，适度有序推进陆上风电开发

建设。到 2025 年，风电装机达到 2500 万千瓦。

来源：智汇光伏 

表6：浙江省“十四五”主要可再生能源品种发展目标（单位：万kW）

中再生能源种类 2020年 2025年 “十四五”增量

光伏 1517 2750 1233

风电 186 641 455

生物质 240 300 60

水电 1171 1526 355

其中，常规水电 713 728 15

抽水蓄能 458 798 340

合计 3114 5217 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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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开发建设用地存在问题及
  政策建议研讨会”在京召开

9 月 3 日，由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风力

机械分会组织的“风电开发建设用地存在问题

及政策建议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国家部

委专业研究机构、风电开发企业、风电整机制

造企业及产业链企业等多家单位的专家、代表

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重点汇报了《我国风电用地问题

研究及政策建议项目》的项目研究进展情况，

与会专家深入讨论分析了风电建设用地面临的

主要问题及其背后的关键症结，并提出了相关

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 " 双碳 " 目标的提出和风电、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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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能发电主体能源地位的确立，风电将迎来巨

大发展空间。据预测，未来十年风电年均新增

装机将不低于 5000 万千瓦，到 2030 年装机将

达到 8 亿千瓦，2060 年达到 30 亿千瓦。尽管

由于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及各种集约、节约用

地技术的广泛使用，使光伏、风电单位装机的

用地需求大幅下降，用地总量在减少，但土地

资源获取越来越困难仍然是制约风电发展的瓶

颈之一。

据初步了解，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主要包

括：一是风电用地涉及多个部门、政策繁多，

土地审批难度大；二是环保、生态、林业、农

业等用地的使用限制；三是各地方政府对风电

资源的垄断控制，造成重复投资和非技术成本

的增加；四是对风电占地面积和占地性质以及

影响范围的认定等。

为此，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风力机械分

会牵头立项《我国风电用地问题研究及政策建

议项目》，组织开展了风电用地情况调研及政

策建议研究工作，旨在全面梳理我国风电用

地中存在的问题，通过调研、分析、研究，

向国家相关部门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和

政策建议。

研讨会上，与会代表从政策、规划、工作

实践等多个角度深入细致的探讨了风电开发建

设用地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了有建设性

的意见和建议，对项目立意和取得的初步研究

成果给予一致认可。下一步，我会将在汇总此

次研讨会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相关工作，

加快破解光伏、风电大规模开发土地 " 卡脖子 "

问题，为行业发展贡献协会的力量。

来源：CWE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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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0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发

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开展宁夏老旧

风电场“以大代小”更新试点的通

知》，这是国内首个关于老旧风电

场更新改造的地方文件，明确提出

了“以大代小”的政策标准和依据。

主要目标
到 2025 年，力争实现老旧风

电场更新规模 200 万千瓦以上、增

容规模 200 万千瓦以上，充分释放

存量项目资源潜力，基本解决老旧

风电场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升风电

并网安全性、可靠性。技术效益目

标是更新及增容风电场单机容量达

到 3.0 兆瓦及以上，年等效利用小

时数达到 2000 小时以上。社会环

境效益目标是每年节约 244 万吨标

煤，减少排放二氧化碳 608.2 万吨，

二氧化硫 2．05 万吨，氮氧化物 1.81

万吨。经济效益目标是更新及增容

建设总投资达到 260 亿元以上。

实施对象
“十四五”期间，宁夏老旧风

电场“以大代小”更新试点主要针

对全区并网运行时间较长、单机容

量在 1.5 兆瓦及以下、连续多年利

用小时数低下、存在安全隐患的项

目。开发企业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

和企业发展需求选择“等容更新”

或“等容更新＋增容”开展相关试

点工作。

实施模式
“等容更新”模式。在可增容

规模有限、经济性较差、增容部分

不具备接入条件等情况下，按投资

最低、手续最简原则在原风机机位

范围内择优选择可用机位新建风电

机组，或按技术经济最优原则在场

址范围内重新选择可用机位新建风

电机组。对于“等容更新”模式实

施备案管理。

“等容更新＋增容”模式。统

筹考虑场址范围内土地和风能资源，

在完成“等容更新”后，若可增容

规模较大、经济性可观、增容部分

具备接入条件，可在场址范围因地

制宜开展项目增容。对于“等容更

新＋增容”模式，增容风电项目按

照有关政策和建设要求，参照新建

风电项目实施核准管理。原则上增

容项目须在老旧风电场完成更新后

一年内建成投运。

配套政策
协调国家开发银行等相关政策

性银行和金融机构对试点项目开发

企业进一步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减

轻项目开发企业更新初始投资成本

压力。鉴于当前老旧风电场“以大

代小”更新改造处于国内先行先试

的探索阶段，尚未形成产业规模，

工程造价较高，将对试点项目的保

障性收购发电利用小时数给予一定

的支持，多措并举推进试点项目顺

利建设和运营。

循环利用
研究建立老旧风电场回收再利

用机制，培育风机制造、使用、回

收再利用的完整产业链。探索叶片、

舱罩的玻纤树脂等特殊废弃材料的

循环利用方式和废旧高分子材料资

源化有效途径，推动风电产业循环

发展。

原文如下：

宁夏出台国内首个老旧风电场
更新改造地方文件



2021年9月·17

特别关注Special Attention

《宁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宁夏老旧风电场
“以大代小”更新试点的通知》

宁发改能源（发展）〔2021〕601号

夏重要讲话精神，以促进存量风电

项目提质增效为目标，坚持“市场

导向、政策延续、以大代小、有保

有增、生态优先、产业促进”的原则，

科学、合理、有序开展老旧风电场

更新试点工作，充分挖掘老旧风电

场土地、风能资源潜力，促进全区

风电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基本原则
坚持市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

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由项目开

发企业在老旧风电场更新管理范围

内自行申报、自主实施。鼓励项目

开发企业与第三方优势企业探索合

作机制、创新合作模式。

坚持政策延续。老旧风电场更

新须在项目原场址范围内进行且容

量不得突破原核准容量，完成更新

后补贴等沿用原项目相关政策。

坚持以大代小。老旧风电场更

新时应选择单机容量大（原则 3.0

兆瓦及以上）、技术先进的行业主

流机型替代原有小容量风电机组，

力争实现老旧风电场土地、风能资

源利用最大化。

坚持有保有增。支持企业完成

老旧风电场更新后充分挖掘剩余土

地、风能资源价值，在原场址范围

内开展项目增容，增容按照新增风

电项目管理。

坚持生态优先。统筹生态环境

保护与资源开发协调发展，老旧机

组拆除后及时对原址进行植被及生

态恢复治理，新建风电机组用地严

格执行有关用地要求，打造环境友

好型风电场。

各市发展改革委、宁东管委会经发

局，各有关新能源企业：

为全面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

府关于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先行区和推进清洁能源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工作部署，充分发

挥国家新能源综合示范区先行先试

作用，科学、合理、有序开展老旧

风电场更新试点工作，结合宁夏实

际，制定本通知。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国家

2030 年前碳达峰、2060 年前碳中

和战略目标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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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产业促进。鼓励区内风电

制造企业积极参与老旧风电场更新

试点项目建设，以延链、补链、强

链为重点，促进风电产业上下游一

体化配套发展。

（三）主要目标
到 2025 年，力争实现老旧风

电场更新规模 200 万千瓦以上、增

容规模 200 万千瓦以上，充分释放

存量项目资源潜力，基本解决老旧

风电场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升风电

并网安全性、可靠性。通过开展试点，

探索形成有利于老旧风电场更新规

模化实施的市场开发模式、政策支

持体系、金融创新机制和固废循环

利用途径。

技术效益目标：更新及增容风

电场单机容量达到3.0兆瓦及以上，

年等效利用小时数达到 2000 小时

以上。

社会环境效益目标：每年节约

244 万吨标煤，减少排放二氧化碳

608.2 万吨，二氧化硫 2.05 万吨，

氮氧化物 1.81 万吨。

经济效益目标：更新及增容建

设总投资达到 260 亿元以上。

二、实施模式
“十四五”期间，宁夏老旧风

电场“以大代小”更新试点主要针

对全区并网运行时间较长、单机容

量在 1.5 兆瓦及以下、连续多年利

用小时数低下、存在安全隐患的项

目。开发企业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

和企业发展需求选择以下两种模式

之一开展相关试点工作。

1.“等容更新”模式。在可增

容规模有限、经济性较差、增容部

分不具备接入条件等情况下，按投

资最低、手续最简原则在原风机机

位范围内择优选择可用机位新建风

电机组，或按技术经济最优原则在

场址范围内重新选择可用机位新建

风电机组。

2.“等容更新＋增容”模式。

统筹考虑场址范围内土地和风能资

源，在完成“等容更新”后，若可

增容规模较大、经济性可观、增容

部分具备接入条件，可在场址范围

因地制宜开展项目增容。

三、保障措施
（一）简化等容更新项目流程

等容更新项目不改变原有核准

文件项目规模，属于风电场站内技

术改造，不在核准目录范围内，按

照《2017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企业投

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实

施备案管理，由项目所在地发展改

革局或行政审批部门对等容更新项

目进行备案，并向自治区发展改革

委报备。

（二）规范增容风电项目管理
增容风电项目按照有关政策

和建设要求，参照新建风电项目实

施核准管理。原则上增容项目须在

老旧风电场完成更新后一年内建

成投运。

（三）项目其他要素办理
更新项目须严格执行现行风电

项目建设用地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要求，涉及用地变化时应及

时办理土地预审、建设用地报批、

临时用地报批及林评、环评、水保

等相关手续。开发企业应及时向国

家能源局西北监管局申请办理电力

业务许可证变更，向宁夏电力交易

中心有限公司申请办理市场注册信

息变更等手续。电网企业对更新项

目接入系统方案进行复核并出具复

核意见，对更新项目提出相关并网

技术要求。按照《自治区发展改革

委关于加快促进储能健康有序发

展的通知》（宁发改能源（发展）

〔2021〕411 号）要求，项目储能

配置比例不低于 10％、连续储能时

长 2 小时以上。各相关厅局及电网

企业在政策容许范围内简化程序、

优化流程、做好保障。

（四）延续电价补贴
等 容 更 新 项 目 严 格 按 照《 财

政部 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

＜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

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有关事项的补

充通知》（财建〔2020〕426 号）

的有关要求，延续原项目电价补贴

政策执行到期，到期后按新增并网

项目执行电价。

（五）推动多元创新
鼓励开展多种技术模式创新，

通过融合储能、制氢、供暖等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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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新模式、新业态开展智慧能源

系统创新示范，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和市场竞争力。鼓励开发企业探索

新型商业模式，通过引入第三方优

势企业等方式推进试点项目顺利

实施。

（六）加大配套支持
协调国家开发银行等相关政策

性银行和金融机构对试点项目开发

企业进一步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减

轻项目开发企业更新初始投资成本

压力。鉴于当前老旧风电场“以大

代小”更新改造处于国内先行先试

的探索阶段，尚未形成产业规模，

工程造价较高，将对试点项目的保

障性收购发电利用小时数给予一定

的支持，多措并举推进试点项目顺

利建设和运营。

（七）建立循环机制
研究建立老旧风电场回收再利

用机制，培育风机制造、使用、回

收再利用的完整产业链。探索叶片、

舱罩的玻纤树脂等特殊废弃材料的

循环利用方式和废旧高分子材料资

源化有效途径，推动风电产业循环

发展。

（八）国家政策衔接
国家后续出台相关政策后，按

照国家政策执行。

四、申报要求
请各市发展改革委按照上述

要求，组织各风电开发企业申报

“十四五”老旧风电场“以大代小”

更新试点项目，风电开发企业扎实

开展老旧风电场增容更新前期工作，

各市发展改革委对企业申报项目及

资料进行初审，于 2021 年 9 月 10

日前以正式文件报送至我委，并组

织企业按照附件 1、2 要求填写相

关内容。

联系人：杨泽英

联系方式：0951-6038090

邮箱：nengyuan_nx@126.com

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2021 年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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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统 计，“ 十 四 五” 期 间 有

超过 1100 台风电机组面临退役，

“十五五”期间有超过 32600 台的

风电机组面临退役，老旧风电项目

何去何从亟需抉择。国家能源局新

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已委托水规总院和风能协

会开展风电机组退役和更新管理政

策研究，2020 年底已完成初稿，主

要是根据退役、更新、技改、延寿

四种类型，针对涉及的审批部门、

土地使用、装机规模、上网电价、

电网接入、经营权、设备处理方式

等主要内容以及审批流程提出建议，

但目前国家层面尚未出台相应政策

管理体系。因此实际工作中，特别

是更新和技改项目，由于政策制度

缺位难以推进。本文首先对现有相

关政策进行梳理，选择其中较为全

面、深入的研究成果及政策进行重

点介绍和解读，逐步理清思路，对

未来政策管理制度进行预测，进而

挖掘后市场发展机遇。

1. 现有政策梳理
2006 年《可再生能源法》的正

式实施成为风电发展的转折点，自

2006 年后风电呈现爆发式增长。而

在 2006 年之前风电增长缓慢，总

装机规模较小，尚未形成规模化产

业，当时仅有个别老旧机组陆陆续

续到期退役，有些甚至运行不到退

役就已销声匿迹，更新和技改需求

较弱，且该时期风电利用技术无法

支撑更新和技改需求。直至近几年，

更新和技改需求已如当年风电迅速

增长之时，成千上万的机组等待更

新和技改。但是，现有的、可参考

的政策为数不多。

火电机组方面，2015 年 9 月 6

日出台了《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亚

临界煤电机组改造、延寿与退役暂行

规定的通知》（国能电力〔2015〕

332 号），文件提出了亚临界煤电

机组改造、延寿与退役的管理办法，

内容较为系统、全面，对于风电而言，

具有较强的参考意义。

风电方面，CGC/GF 149-2020

技术规范定义了“延寿”、“技改”

等专业术语，但该规范仅是针对风

电机组延寿的技术规范。《辽宁省

风电项目建设方案》、《辽宁省光

伏发电项目建设方案》的通知（辽

发改能源 [2020]253 号）和山西省

能源局 2021 年 2 月 25 日《关于进

一步梳理山西风电项目有关事宜的

通知》属地方能源主管部门对老旧

老旧风场更新和技改政策
给后市场带来的机会探讨
□ 文   杜丽娟　刘昊　丁艳军　润阳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近二十年来，我国风电产业日新月异，大规模发展后，有些早期建成的风电机组逐渐面临退役，如何“安

置”这些老旧风电机组，对于风电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就目前而言，国家层面尚未建立老旧风

场更新和技改政策体系，政策制度的缺位制约了老旧风场改造进展。本文通过对政策的研究分析，并作

出预测，以期为老旧风场改造工作的推进提供参考。

老旧风场　政策　预测　后市场　机遇

摘　要：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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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场更新和技改给出的正式文件，

本文将会在后续内容中重点介绍及

解读。

2. 重点研究成果及政策介绍
目 前， 政 策 研 究 成 果 方 面，

由国家能源局正式委托，且内容最

为全面、具体和深入的政策研究成

果是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和中国

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提

出的风电机组退役和更新管理政策

研究成果初稿；地方政策方面，地

方能源主管部门正式出台的较为明

确的文件为关于印发《辽宁省风电

项目建设方案》《辽宁省光伏发电

项目建设方案》的通知（辽发改能

源 [2020]253 号）和山西省能源局

2021 年 2 月 25 日《关于进一步梳

理山西风电项目有关事宜的通知》，

下述内容逐一介绍。

2.1 水规总院和风能协会政策研
究成果初稿介绍

在水规总院和风能协会政策研

究初稿中，对于老旧机组更新和技

改给出了明确定义。更新指风电机

组退役前或面临退役时，对部分或

全部风电机组及基础进行拆除，并

在原场址内原地或异地新建风电机

组，采取“以大代小”的方式，用

现有的容量更大、技术更先进的机

组取代老旧风电机组，有效提高发

电能力和收益水平。根据上网容量

变化，老旧机组更新可分为等容更

新和扩容更新，等容更新是原项目

上网容量不变的情况下，选择部分

机位，进行“以大代小”；扩容更

新是将原项目上网容量扩大，在综

合考虑尾流等因素影响下，充分利

用原有机位，进行更新改造。技改

指在设计寿命内，在不改变风机基

础和底部塔筒的前提下，对机组进

行升级改造，对部件或者系统进行

替换，提高机组安全性能，降低故

障率和运维费用，改善发电能力，

提高经济效益。本文从以下几个方

面将等容更新、扩容更新和技改进

行对比：

审批部门：等容更新审批部门

有地方能源主管部门、土地部门、

环保部门、安全生产监督部门、原

电网接入审批部门；扩容更新还需

要经其他核准时涉及的部门审批；

技改装机规模如果变化，也需要向

能源主管部门及电网公司审批。

土地使用：等容更新和扩容更

新项目用地如果超期或者涉及新增

征地，则需要重新办理用地手续；

技改不涉及新征用地，因此无需办

理用地手续。

电网接入：等容更新装机规模

不变或者扩容后最大出力，不超过

原核准规模，可以向原接入审批部

门备案，电网接入不变，仅需配合

输送通道建设进行一定改造。扩容

更新新增规模较大，新增容量需重

新进行接入方案设计，重新申报接

入批复。技改容量不变，接入不变。

上网电价：等容更新和扩容更

新服役期内执行原补贴直至补贴完

毕，超出电量执行平价或市场化交

易电价，电力业务许可证需要做变

更或延续。技改维持电价不变，电

力经营权不变。

2.2 现有地方政策介绍
辽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早在

2019 年 6 月已出台《省发展改革委

关于征求现役风电机组更新项目建

设有关事项意见的函》（辽发改新

能字函 [2019]23 号），该征求意见

稿仅针对并网运行多年的存量风电

进行更新，由于机组服役寿命、质

量、效率、安全、经济等原因，项

目业主可申请拆除部分或全部老旧

机组，替换为新机组。在场址、装

机规模、审批流程等方面，2020 年

5 月出台的关于印发《辽宁省风电

项目建设方案》《辽宁省光伏发电

项目建设方案》的通知（辽发改能

源 [2020]253 号）中指出，支持存

量风电项目更新。项目业主可申请

一次性解列拆除全部旧机组，进行

原场址内等容更新。风电更新项目

同风电新建项目，执行核准程序。

山西省能源局于 2021 年 2 月

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梳理山西风电

项目有关事宜的通知》，该文件要

求 5 年及以上的风电项目在原场址

内技改升级置换及扩容。满足的条

件有：利用原有升压站及送出线路，

技改扩容规模上限为送出线路最大

容量；扩容项目需要排查用地、环保、

军事、文物、矿产、林业、环保等

方面制约性因素，要求取得项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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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预审、建设选址等支持性文件。

该文件给出了扩容规模上限、所需

的主要文件及深度。

3. 重点研究成果及政策解读
不论等容还是扩容更新，均是

采取“以大代小”的方式，用现有

的容量更大、技术更先进的机组取

代老旧风电机组，对原有部分或全

部风电机组及基础进行拆除，在原

风电场规划选址范围内原地或异地

新建风电机组。从上述水规总院和

风能协会风电机组退役和更新管理

政策研究初稿中的建议可知，扩容

更新方式下，大机组的替换引起的

不论是装机规模、土地使用的变化，

还是上网电价、电网接入、经营权

的变化，在审批政策及流程上更多

是参照新建项目核准程序，涉及的

审批部门、审批流程和所需的支持

性文件几乎一样，但等容更新较扩

容更新流程简化，难度降低。而对

于技改项目，风机基础、集电线路、

升压站等永久占地未发生变化，无

需办理相关土地、林地等手续。同时，

技改项目原则上不改变原装机规模，

因此无需重新申请核准和接入系统

批复；对于涉及容量变化，需向能

源主管部门及电网公司提交申报，

即类似于扩容更新。

从辽宁省地方政策可知，辽宁

省对于老旧风场所支持的仅是等容

更新一种方式，较为局限和单一。

在审批政策和流程方面，明确更新

项目政策和建设要求参照核准其他

新增风电项目执行。山西省对技改

升级置换及扩容项目要求在原有风

场范围内，利用已有升压站及送出

线路，且技改扩容规模不超出送出

线路最大容量，即属于水规总院和

风能协会政策研究成果中等容更新

项目，文件还明确用地预审、建设

选址等支持性文件属必备文件。

4. 未来政策管理制度预测
根据对水规总院和风能协会政

策研究成果及现有地方政策的分析，

以及以往众多项目审批经验来看，

对于发改委或能源局等能源主管部

门，在项目的核准过程中，主要考

察项目是否有确定的规模、建设内

容，如项目的建设涉及用地、接入、

环保、水保等因素，则要求项目具

备相应部门出具的支持性文件。当

项目规模、建设内容等发生重大变

化，则需要重新核准。根据这个思

路，更新项目不论等容还是扩容，

最终可能都会被划归发改委或能源

局管理范围，执行核准程序；技改

由于永久占地未发生变化，不改变

原装机规模，无需重新申请核准和

接入系统批复，无需办理相关土地、

林地等手续，因此划归工信局技改

项目管理范畴，由工信局来实施管

理的概率较大。

在土地使用方面，用地预审是

否需要重新办理，取决于用地范围、

用地面积、用地期限等是否发生变

化，不论哪种项目，只要发生变化，

则需要重新办理用地预审文件；如

未发生变化，则不需要办理。在电

网接入方面，接入系统批复是否需

要重新办理，取决于接入容量是否

发生变化、送出线路和电网对端是

否需要更新改造，如果发生变化或

需要改造，则重新办理接入系统批

复；如维持原状，则无需办理。电

力业务许可证的办理同理。

在电价方面，考虑近期出台《国

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2021 年新能源

上网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征

求意见稿），未来更新和技改项目

电价将可能参考该文件确定。文件

中明确，新核准陆上风电项目电价

分为两部分，保障收购小时数以内

部分的电价在参考风电指导价情况

下，通过竞争性配置确定；保障收

购小时数以外部分的电价通过市场

化交易确定。因此，未来该文件将

可能作为更新和技改项目电价确定

依据，即补贴完毕后的其余年份，

电价也将分为两部分，由于更新和技

改项目权属明确，不需要进行竞争性

配置，保障收购小时数以内部分的

电价可能直接按照指导价或低于指

导价执行；保障收购小时数以外部

分，电价也将通过市场化交易确定。

综上分析，老旧风场更新和技

改的审批，可能会分属两个管理口，

等容 / 扩容更新项目由发改委或能

源局进行管理，政策及流程则参照

新建风电项目核准，其中涉及用地

变化的，需要重新办理用地预审；

涉及接入系统变化的，需要重新办

理电网接入批复。技改项目由工信



2021年9月·23

特别关注Special Attention

局管理，则按照技改项目要求和流

程，办理相关手续。

5. 后市场发展机遇
据统计，“十四五”期间有超

过 1100 台风电机组面临退役，单

机容量多为 0.5~1MW 机型，2025

年中国大陆有内蒙古等 17 个省市

自治区涉及风机服役期满的问题；

“十五五”期间有超过 32600 台的

风电机组面临退役，单机容量多为

1~2MW 机型，2030 年除西藏和四

川外，全部涉及风机服役期满的问

题。随着风电相关产业国产化率的

飞速提高，风电机组服役期满的主

要制造商已由外企逐渐过渡到国内

厂家。到 2025 年，服役期满风电

机组的主机厂家多为外企。到 2030

年，服役期满风电机组的主机厂家

已经多为国内厂家。对于老旧风场

更新和技改，不仅仅是迫在眉睫，

更是充满着发展机遇。

首先，在国家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

全新战略，落实 2030 年前碳达峰、

2060 年前碳中和，2030 年非化石

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5%

左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

量达到 12 亿千瓦以上等目标任务

的大背景下，风电规模的稳定增长

和风电目标的实现，绝不仅仅是大

规模风电项目的新建，还要考虑风

电发展的延续性，即已建风电项目

的良好运营及存续。未来，存量风

电的良好运行和增量风电的有序建

设同等重要，因此，老旧风场更新

和技改势在必行。

其次，在前十几年风电大规模

发展后，风资源、土地资源以及其

他建设较好的区域大量减少，电网

的电力接入和消纳能力逐渐饱和，

起码短期内无法实现较大的改善和

提升，国家对于风电新增速度放缓，

风电开发指标有限。因此，对于长

期占用土地资源、电网消纳空间资

源的老旧风场，如何进行更新、技改，

盘活存量风场资源，提高风能利用

效率，实现经济效益至关重要。

第三，对于更新项目，即使采

用核准的方式，也较新建风电项目

具有优势。新建风电项目由于未确

定业主，需要采用竞争性配置的方

式来确定权属，而老旧风电更新项

目权属明确，无需与其他企业竞争

来获得开发指标，相当于更新和技

改项目直接进入国家保障性并网规

模范围。还可在国家允许的扩容范

围内，合法合规扩大装机规模，将

前期工作费用和建设成本摊薄，有

效提高项目的经济性。且由于不进

行竞争性配置，补贴完毕后，电价

有可能直接执行风电指导价，较新

建风电项目具有电价优势。同时，

部分地区都要求新建风电项目配置

一定比例的储能设施，由于储能设

施投资较大，且储、放的过程存在

电力损耗，储能设施的配置将加重

风电项目负担，但目前政策未要求

老旧风场更新和技改项目配置储能

设施。

第四，对于技改项目，在多年

的发展和积累下，风力发电技术早

已更新升级，得到较大的提高。因

此，技改可选择容量相对较小，与

原来基础和塔筒设施较为匹配的风

机。由于规模、用地、接入等都不

变，相对于更新项目，最难获得的

支持性文件不需要重新办理，流程

更加简化，有效降低审批难度，缩

短审批时间，利于项目推进。同时，

小机组技术升级，发电能力显著提

高，但单机容量较旧风机变化不大，

现有集电线路不需改造或做部分改

造即可满足汇集需要，场内道路等

基本设施也得到了最大化保留利用，

由此在发电量提高的同时可有效降

低更新投资，利于风电开发企业实

施过程中有效控制政策和投资风险，

保障风电开发企业投资收益水平。

综上，虽然目前国家政策尚不

明朗，但老旧风电更新和技改项目，

即便遇到最严峻的情况，也就是按

照新建风电项目进行核准。相对新

建风电项目，老旧风场更新和技改

项目风资源条件、可利用土地条件

和发电时数更有保障，指标和权属

问题更有保障，投资成本更加可控，

项目收益更有保障，由此可见，未

来老旧风场发展将更有前景，空间

更为广阔。

作者简介：杜丽娟，润阳能源技术有限公

司概算岗，工程师，从事老旧风场更新和

技改工作，研究政策发展对项目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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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传感 致力风电
堡盟为风力发电提供一站式传感技术解决方案

1
发电机编码器 HOG86 系列
■   精准反馈
■   坚固、双轴承、陶瓷绝缘
■   适用于高海拔、高低温度
■   增强信号传输 ，距离达 500m
■   可靠的海上防腐蚀性能
■   可选双输出

6
风机主轴转速 / 位置反馈
MIR3000F/MQR3000F 系列
■   适用于大轴径设备测速和定位
■   非接触、无磨损、经久耐用
■   高分辨率、高精度
■   易于安装、运输

8
齿轮油位检测液位开关 LBFS 系列
■   可重复开关点实现安全操作
■   检测任何液体液位
■   无磨损、坚固的结构设计
■   快速、轻松安装

2
滑环增量式编码器 EIL580 系列
■   光感应原理，抗 EMC 性能
■   精准反馈
■   灵活安装设计
■   可适用于低温环境 -40℃

7
基于 DMS 的坚固型应变力传感器 DST55 系列
■   DMS 技术实现长期可靠的叶片应力检测
■   高精度、高可靠性
■   防腐蚀 C5-M 等级，传感器适用于沿海 / 近海高盐度区域
■   工作温度范围广：-40°C 到 85°C
■   最高防护等级 IP68/IP69K
■   通过风载荷测量提供过载保护

9
桨叶位置检测 IR30 系列
■   检测距离长达 18mm,
■   模拟量输出 4-20mA、1-10V 可选
■   支持静态和动态监测
■   重复精度 <0.02mm

10
机舱 / 塔筒倾斜检测 GIM700DR
■   两轴倾斜度测量 ±90°
■   通信方式：CAN-open 或 SAEJ1939
■   六自由度惯性测量单元（IMU）
■   高防护性能：IP 69K

3 4
变桨 / 偏航的位置和速度反馈
GM400 系列
■   光感应原理绝对值编码器，增强 EMC 性能
■   精确定位
■   可附加增量信号，实现转速控制
■   可适用于低温环境 -40°C

5
塔筒振动 / 冲击加速度反馈
GAM900(S)
■   可软件自主配置参数
■   高分辨率 <0.04m/s2

■   可用于海上风机应用
■   通过 PLd SIL2 安全认证

欢迎莅临 CWP 2021

堡盟展位：E1-C13

上海市松江区民强路 1525 号（申田高科园）11 幢   |   电话：021 6768 7095  传真：021 6768 7098   |   邮箱：sales.cn@baumer.com www.baumer.com  

堡盟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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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传感 致力风电
堡盟为风力发电提供一站式传感技术解决方案

1
发电机编码器 HOG86 系列
■   精准反馈
■   坚固、双轴承、陶瓷绝缘
■   适用于高海拔、高低温度
■   增强信号传输 ，距离达 500m
■   可靠的海上防腐蚀性能
■   可选双输出

6
风机主轴转速 / 位置反馈
MIR3000F/MQR3000F 系列
■   适用于大轴径设备测速和定位
■   非接触、无磨损、经久耐用
■   高分辨率、高精度
■   易于安装、运输

8
齿轮油位检测液位开关 LBFS 系列
■   可重复开关点实现安全操作
■   检测任何液体液位
■   无磨损、坚固的结构设计
■   快速、轻松安装

2
滑环增量式编码器 EIL580 系列
■   光感应原理，抗 EMC 性能
■   精准反馈
■   灵活安装设计
■   可适用于低温环境 -40℃

7
基于 DMS 的坚固型应变力传感器 DST55 系列
■   DMS 技术实现长期可靠的叶片应力检测
■   高精度、高可靠性
■   防腐蚀 C5-M 等级，传感器适用于沿海 / 近海高盐度区域
■   工作温度范围广：-40°C 到 85°C
■   最高防护等级 IP68/IP69K
■   通过风载荷测量提供过载保护

9
桨叶位置检测 IR30 系列
■   检测距离长达 18mm,
■   模拟量输出 4-20mA、1-10V 可选
■   支持静态和动态监测
■   重复精度 <0.02mm

10
机舱 / 塔筒倾斜检测 GIM700DR
■   两轴倾斜度测量 ±90°
■   通信方式：CAN-open 或 SAEJ1939
■   六自由度惯性测量单元（IMU）
■   高防护性能：IP 69K

3 4
变桨 / 偏航的位置和速度反馈
GM400 系列
■   光感应原理绝对值编码器，增强 EMC 性能
■   精确定位
■   可附加增量信号，实现转速控制
■   可适用于低温环境 -40°C

5
塔筒振动 / 冲击加速度反馈
GAM900(S)
■   可软件自主配置参数
■   高分辨率 <0.04m/s2

■   可用于海上风机应用
■   通过 PLd SIL2 安全认证

欢迎莅临 CWP 2021

堡盟展位：E1-C13

上海市松江区民强路 1525 号（申田高科园）11 幢   |   电话：021 6768 7095  传真：021 6768 7098   |   邮箱：sales.cn@baumer.com www.baumer.com  

堡盟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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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 月 31 日，成都阜特科技有

限公司在成都高新区正式注册成立。十几

年来，阜特科技始终专注于兆瓦级风力发

电机组的主控系统、变桨距系统、风电场

管理系统、专业传感器等设备的研发、制

造和服务。今天，阜特科技已发展为一家

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

专业高科技公司，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品

种齐全、国际先进的风电监测和控制系统

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研发的系列产品已

在全国 100 多个风电场的 7000 多台机组

上得到广泛应用，保证了机组的稳定、高效、

经济运行。

一路向前的“全能型”
风电控制系统供应商 
——访成都阜特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苗强

□ 本刊记者   王润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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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产业》：自 2008 年国产风电机组主控系统在国投白银风场并

网成功，到 2018 年风电控制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基地投入使用，阜特科技

走过了一条不断创新的发展之路，请简要介绍一下公司的发展历程。

苗强：公司的发展跟风电行业发展是息息相关的。早在 2006 年，公

司决策层就已经敏锐的查觉到国内风电行业的发展契机，并制定出争做国

内风电电控行业引领者的战略目标，从公司的英文寓意（“Forward”意为“向

前”）到 logo 设计都透露出公司当年发展的决心。伴随着风电市场的快速

发展，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我们也实现主控技术零的突破 -- 研制的国

内首批 1.5MW 风电主控系统顺利在甘肃白银风场并安全运行至今。

在一个又一个主控项目陆续投产的过程中，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开始

加大在风电变桨系统、应用传感器、风能综合管理系统等相关产品的技术

投入。同时，不断将风能电控系统的应用领域向高海拔、高寒及海上风电

方向拓展，形成以主控变桨技术为主的风电全方位应用，广泛服务于国内

大部分的风电场和主流的风电企业，成为为数不多的 " 全能型 " 风电控制系

统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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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产业》：阜特科技在国内最早完

成了主控系统进口替代，打破了国外对主控核

心技术的垄断。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阜特

科技是如何不断完善创新研发体系的？

苗强：国内风电行业自 2008 年实现首轮

的爆发式增长，就当时的情况而言的确是个奇

迹。因为不仅是设备制造，还是材料、设计等

诸多方面，都存在大量的缺口乃至空白。阜特

科技充分利用自身在电气市场的行业资源优

势，一方面在产品制造上引入国际先进的部件

及配套，另一方面通过与供应商的联合开发，

逐渐形成了一套具备独立知识产权的、完整的

风电电控研发体系。通过与国内主流的主机供

应商和风电运营企业长期合作，最终实现风电

电控产品的自主设计开发能力。

《风能产业》：秉承建立以来的创新基因，阜

特科技在市场竞争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除冰系统、

主控系统、变桨系统三大产品线的技术优势是什么？

苗强：阜特科技从创立之初就非常注重产品的

技术储备，具备电控产品相关的电气原理、机械结构、

控制算法等全套设计、工艺、制造及售后技术能力，

在配套的传感器研发、风电场及电网集控方面也积

累了丰富的产品和现场经验，所以从客户的产品研

制、样机试制、批量应用到设备优化、现场测试及

整改退役阶段都能得到全方位的配合和支持。同时，

通过不断对新技术的消化吸收和产品转化，对行业

发展和标准建设的持续投入，最终形成适合中国风

电市场的产品应用，增强了客户产品的价值和竞争

优势，对保护客户的投资和增强技术优势也起到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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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产业》：“双碳”目标的提出给风电行业带来

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考验。面对未

来风电数字化、智能化、低度电成本的要求，阜特科技将

如何加快研发新一代产品，快速实现产业化，继续实现创

新发展？

苗强：双碳目标给包括风力风电行业在内的清洁能源

提供了一个新的快速发展的契机，同时也给行业的国产化、

标准化和节能降本提出更高的要求。针对上述目标和要求，

阜特科技一方面要继续从行业深度方面继续深耕和挖掘，

在关键软硬件和技术路线方面加快国产化脚步，加大国内

自主研发的风电专用传感器、驱动器及控制器在行业应用

的步伐，为主机制造企业实现柔性大功率提升和单位功率

造价下降提供支撑；另一方面，利用企业在行业内的优势

和影响力，加大综合储能及多能互补方向的持续投入，在

新的应用形势下进一步提高风能系统的安全性、可靠性和

适应性，为提升发电企业的综合利用效能、电网的安全可

靠运行及广大电力用户获得更加经济优质的绿色能源和实

现企业价值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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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际主要风电开发运营

商、大型风电整机制造商相继发布

二季度和上半年财报，整体表现喜

忧参半。

开发商业绩强劲
上半年，台风和飓风相继登陆

亚洲和美洲，两个地区风力颇强，

而欧洲地区则出现了“缺风”的情况，

整体风速低于平均水平。

沃旭能源的信息显示，第二季

度欧洲地区平均风速为 7.8 米 / 秒，

明显低于 8.6 米 / 秒的正常风速。

风速显著降低影响发电量，同时抵

消了新增装机带来的额外发电量，

低风速挑战导致沃旭能源运营中的

海上和陆上风电场上半年总收入同

比减少了 3 亿丹麦克朗（1 丹麦克

朗约合 0.1583 美元）。截至去年底，

沃旭能源海上风电装机总量达到7.6

吉瓦。

鉴于上半年息税折旧摊销前利

润（EBITDA） 同 比 增 长 33.7%，

沃 旭 能 源 继 续 维 持 今 年 全 年 150

亿 -160 亿丹麦克朗的 EBITDA 指

导目标，但预计将处于目标范围的

低端，原因是较低的风速以及风电

场运维保修活动。

伊维尔德罗拉同样维持全年

业务指导目标，该公司上半年投资

达到创纪录的 49 亿欧元，同比增

长 37%，其中 45% 投向可再生能

源业务；总营业利润增长 63%，

净利润增长 8.4%。其中，陆上风

电装机容量增长 11%，发电量增

长 7.2%；海上风电发电量则增长

17.4%。

伊维尔德罗拉去年承诺，5 年

内投资超过 750 亿欧元，将可再

生能源产能翻一番。该公司大部分

收入来自可再生能源和电网，目前

正在将海上风电作为主要增长平

台，并表示将参与欧洲、美国和亚

太地区主要市场的风电装机容量

拍卖。

路 透 社 消 息 称， 伊 维 尔 德 罗

拉考虑剥离海上风电业务，让其独

立运营。高盛估计该业务价值 150

亿 -200 亿欧元，去年其实现了 6

亿欧元 EBITDA。伊维尔德罗拉公

司董事长 Ignacio Galan 表示：“目

前还在评估中，在当前这个非常复

杂的时期，我们仍然需要加快对可

再生能源、储能以及电网的投资。”

公用事业公司受影响
美国 CNBC 新闻指出，对可再

生能源运营商而言，只有拥有更广

泛、更多元的资产，才能抵抗气候

变化带来的潜在波动性。

据了解，莱茵集团上半年海上

风电业务调整后 EBITDA 为 4.59 亿

欧元，低于去年同期的 5.85 亿欧元；

太阳能业务调整后的 EBITDA 为亏

损 4200 万欧元。整个集团上半年

调整后 EBITDA 为 17.5 亿欧元，低

于去年同期的 18.3 亿欧元；调整后

净利润同比增长，达到 8.7 亿欧元。

莱茵集团首席财务官 Michael 

Müller 强调，天气变化对可再生能

源发电的影响很大，上半年北欧和

中欧地区的风速“低得多”。“只

有拥有更广泛的资产，才能应对与

气候变化相关的潜在波动。我们需

要做的是尽可能地平衡投资组合。

不管是陆上风电，还是海上风电，

抑或是太阳能、储能；不管是欧洲

地区，还是亚太、美洲地区。”

尽管北欧和中欧的陆上风电场

受制于低于平均水平的风力条件，

但莱茵集团仍预计今年全年调整后

EBITDA 将达到 30 亿 -34 亿欧元。

国际风电巨头上半年业绩喜忧参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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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第五大公用事业公司瑞典

大瀑布电力因为资产较为多元化，

并未受到低风速的冲击，随着新增

装机的上线，上半年该公司风力发

电量同比增长 5%，致使风电部门

净销售额同比增长 2%。

受 北 欧 地 区 电 价 飙 涨、 可 再

生能源新增装机增长影响，大瀑

布 电 力 上 半 年 EBITDA 同 比 增 长

33.3%，至 173 亿瑞典克朗（1 瑞

典克朗约合 0.1155 美元）。

整机制造商盈利承压
与开发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风机制造商上半年整体业绩下滑。

全球第三大风力涡轮机制造商丹麦

维斯塔斯已经宣布，下调全年利

润和收入指导目标，将全年销售

额从 160 亿 -170 亿欧元降至 155

亿 -165 亿欧元，将潜在利润率从

6%-8% 降至 5%-7%。

另据《金融时报》报道，全球

第五大风力涡轮机制造商西门子歌

美飒于 7 月底发布了盈利预警，这

是该公司今年第二次发布此类预警，

该公司第二季度净亏损 3.14 亿欧

元，由于陆上风电业务在扭亏为盈

的过程中遇到重大挫折，预计公司

整体难以实现此前制定的业绩指引，

因此下调本财年指导目标。

全球最大风力涡轮机制造商

GE 可再生能源公司上半年亏损有

所收窄，但仍处于亏损状态，第二

季 度 亏 损 同 比 减 少 61% 至 9900

万美元，主要是由于陆上风电业务

成本降低和销量增加所致，利润率

为 -4%。

三家风机制造商盈利普遍承

压，是供应链成本上扬的直接体现，

目前原材料价格飙升、运输成本升

高等因素给他们带来很大挑战。据

悉，钢铁是风机制造商最大的投入

成本之一，随着全球经济进入疫后

恢复期，钢铁市场一直有些吃紧，

美国钢铁价格今年上涨了 76%。

此 外， 港 口 拥 堵 以 及 更 高 的

运输成本，使得第二季度风电市场

的情况比第一季度更具挑战。截至

8 月 12 日，全球超过 120 个港口

集体陷入拥堵，主要航运公司超过

325 艘船舶在等待泊位停靠。

维 斯 塔 斯 首 席 执 行 官 Henrik 

Andersen 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带

来的劳动力和供应链限制，是上半

年业绩低于预期的重要因素之一。

截至 8 月中旬，维斯塔斯股价下跌

5%，今年迄今下跌超过 20%；西

门子歌美飒今年迄今股价也下跌超

过 27%。

来源：国际能源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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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苏格兰 50MW 金卡丁浮式海上风电项目全部风机就位，已正式完工。

金卡丁（Kincardine）项目位于苏格兰北海，离岸 15 公里，水深 60 到 80 米，2018 年 7 月开始海上施

工。项目装机容量 50MW，项目安装 6 台风机，除首台使用 V80-2MW 的成品，现场还安装 5 台 MVOW

的 V164-9.525MW 大型海上风机，9.525MW 风机也是目前浮式海上风电使用的最大机组。浮式基础采用

WindFloat 半潜式基础。

全球最大漂浮式风电场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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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台 2MW 机组已于 2018 年 10 月发电，一旦全部机组并网，

每年可发电 2.18 亿度，能满足 55000 户苏格兰当地居民电力需求。

金卡丁浮式风电项目由 PilotOffshoreRenewable（POR）公司

开发，ACS 集团的子公司 Cobra Wind 负责整个项目的设计、采购、

建设和并网工作。5 个浮式基础由 Navantia—Windar 组成的联合体，

在西班牙工程生产制造，并运输到荷兰鹿特丹港和风机进行组装。

随后，这些庞然大物拖拽至苏格兰北海项目区域指定地点，和场内

海缆及锚链系统进行连接。Boskalis 公司负责这 5 台风机的运输和

安装。

美国船级社全程参与了项目的认证，风机按照美国船级社的标

准制造，项目设备的设计、制造、运输和检查等环节都有美国船级

社的全程参与。每台风机将挂马绍尔群岛船旗，并严格按照国际海

事组织的要求建造整个项目。

来源：欧洲海上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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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是应对气候危机的基石

之一。据全球风能理事会预计，到

2030 年，全球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将

超过 200GW，因此，迅速引入可

回收解决方案对风电可持续发展至

关重要。西门子歌美飒近日推出的

Recyclable Blade 是世界上第一个

用于商业用途的 100% 可回收的海

上风电叶片，第一批 81 米长的可

回收叶片已在位于丹麦奥尔堡的西

门子 Gamesa 叶片工厂生产。

西 门 子 歌 美 飒 首 席 执 行 官 

Andreas Nauen 表示，在以保护环

境为核心的社会中，可回收叶片是

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西门子歌美

飒引领风能行业技术发展的又一

实例。

目前风力发电机组的许多部

件如塔架和机舱部件已经建立了回

收体系，但使用复合材料的叶片在

回收方面更具挑战性。Recyclable 

Blade 是同类产品中的首创，可在

其生命周期结束时实现 100% 回收

利用，为未来风电项目的完全可回

收奠定了基础。

首次安装
西 门 子 Gamesa 将 与 RWE 

Renewables 合 作， 在 德 国 的

Kaskasi 海上风力发电场安装和测

试世界上第一台使用可回收叶片的

风力发电机组，该项目将从 2022

年起开始发电。

RWE Renewables 的 海 上 风

电首席执行官 Sven Uterm hlen 表

示，在 Kaskasi 海上风电场将测试

特殊钢轴环并采用改进的基础安装

方法。

同时，西门子 Gamesa 也在与

EDF Renewables 合作，将在未来

的海上风电场安装多套 Recyclable 

Blade。

技术领先
西门子歌美飒的风力发电机组

叶片由多种材料与树脂浇铸而成，

形成了一种坚固而灵活的轻型结构。

这种新型树脂的化学结构可以在叶

片使用寿命结束时将树脂与其他成

分分离，与现有叶片回收方法不同，

分离后的材料可以重新使用。

西门子歌美飒认为，Recyclable 

Blade 独特的可回收特性，为其海

上用户的新项目提供了新的选项。

公司最近还推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

面向 2040 年的可持续性愿景，目

标之上是到 2040 年使风力发电机

组实现完全可回收。

　　来源：Siemens Gamesa 

西门子歌美飒推出全球首个100%
可回收风电叶片 



国际风电Wind Energy Global

2021年9月·35



行业纵览 Events Overview

36·风能产业 Wind Energy Industry

金风科技最新陆上大兆瓦机组首台样机成功并网

近日，金风科技 GW 5S 平台产品 GW165-5.2MW 机组首台样机顺利并网，开启金

风科技陆上大兆瓦机组新时代。

作为金风科技全面响应全球风电市场需求的新一代产品，GW165-5.2MW 机组于

2020 年北京国际风能展首次亮相（领航·新风电时代 | 金风科技发布新一代直驱永磁平

台 GP21 及系列高性能旗舰产品），于 2021 年 7 月完成首台样机吊装。

GW 5S 平台产品采用平台化、模块化开发理念，在继承金风科技成熟的直驱永磁技

术路线的基础上，持续优化机组设计，叶轮直径达 165m，额定功率范围 5~6MW，适应

风区类型 IIIB。该平台系列产品具有高发电量、高可靠性、智能控制、环境友好、容量可

扩展、综合成本效益优等诸多优势，为客户提供度电成本更优、开发质量更高的风电项

目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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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发电量
GW 5S 平台产品继承金风科技智能风机优良基因，并持续进行设计优化改进，有效

提升了整机电气传动链效率，具有发电机效率高、无励磁损耗、故障率低等优点，能够

满足 40℃环境温度下满发运行不降容，发电量相比上一代产品可显著提升 16%。全面搭

载 900V 低电压标准三电平变流器，相比传统两电平，电能转换效率可提升 1%，同等功

率的额定电流缩小约 25%。

高可靠性
GW 5S 平台产品秉承金风科技成熟的直驱永磁技术路线，部件少、易维护，无联轴

器、无齿轮箱等设计。该平台基于金风科技超过 37000 台直驱机组的运行业绩及 20 年

的运行经验，应用失效模式及后果分析 (FMEA, Failure Mode and Effects Analysis) 方法，

融合成熟的上一代 4S 平台优势，是金风科技着力打造的最新直驱技术平台产品。在技术

先进性和可靠性上综合达到了当前直驱机组的最高水平，平均无故障可用小时数（MTBF, 

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得到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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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控制
GW 5S 平台全面搭载金风科技“风至”解决方案，为新一代风力发电机组注入智能

化控制灵魂。“风至”解决方案由量场定制、产能增效、柔性并网、安全控制、环境友

好和用户友好 6 大模块组成，以定制化的解决方案，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达到发电性能、

安全可靠性和电网友好等多维度的性能提升。

环境友好及适应性佳
GW 5S 平台产品更大的转子直径和更大的机组容量带来低效点位提升，响应新风电

时代的市场需求，协助客户积极应对环保、用地等方面的挑战。一方面，减少永久征地、

道路、集电线路等多方面的用地需求，助力实现成本效益和工程效率的大幅提升。同时，

该平台产品具备多种适应性配置组合方案，具备高湍流、高风速、高潮湿、高温、高盐雾、

高海拔等环境适应能力。

容量可扩展
GW165-5.2MW 机组作为 GW 5S 平台的标准机型，适用于 IIIB 类标准风区，适应

性可扩展到 9m/s 甚至更高年平均风速风区，容量可扩展至 5.6MW/6.0MW。模块化设

计保证了平台机型与金风科技上一代平台产品配置的通用性，减少维护备件数量，为客

户提供成本最优、效率更高的便捷服务。

综合成本效益优
在运输方面，该产品平台在开发前期综合考虑多个重点目标市场运输边界及车辆需

求，机组设计结构紧凑，尺寸控制合理，能够大幅降低陆运的难度和运输成本。同时，

针对此平台产品开发的单叶片吊装方案，将提高吊装最大运行风速，延长吊装窗口期，

有效缩短吊装周期、降低吊装成本。

来源：金风科技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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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景智慧储能中标全国首个“源网荷储”示范项目

由三峡集团投资建设的全球规模最大的源网荷储示范项目——三峡乌兰察布

新一代电网友好绿色电站示范项目，近期储能系统招标确定，由远景能源提供一期

70MW/140MWh 智慧储能系统。

乌兰察布“源网荷储”示范项目总装机容量 310 万千瓦，其中风电 280 万千瓦、光

伏 30 万千瓦，配套储能设施 88 万千瓦 ×2 小时，也是国内首个“源网荷储”示范项目。

该项目建成投运后，将帮助提高当地电力系统的综合效率和源网荷协调等问题，提高清

洁能源消纳水平，增强地区电力电网尖峰负荷保障能力，探索电网侧储能和绿色电力直

供等新模式。

三峡乌兰察布新一代电网友好绿色电站示范项目，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四子王旗，

三峡集团分三期投资建设，远景能源为项目一期工程提供 22 套 3.35MW/6.7MWh 智慧

储能单元，容量总计 70MW/140MWh。除此以外，远景能源已经为该示范项目交付了

100MW 智能风机，用风、储技术解决方案支撑全国首个“源网荷储”项目的建设运行。

安全是储能项目的生命线。远景能源在该项目中采用全国首创“簇级全氟己酮 + 水

喷淋”消防方案，并设置独立的消防控制专网功能，大幅提升储能产品的消防安全。远

景智慧储能系统作为最早应用在大型“源网荷储”工程中的储能产品，向电网提供快速

功率响应，提升峰时系统供电能力，保障负荷侧的用能安全。

2021 年 4 月第十届储能国际峰会暨展览会上，国际标准认证权威机构 CSA 集团

为远景能源颁发 UL9540A 国际标准认证证书，远景能源成为国内首批通过最新版本

UL9540A（第四版）测试的储能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标志着远景智慧储能产品具备极

致安全品质保证。远景智慧储能系统还获得了 IEC62619 国际储能电池标准、GBT36276

国家电力储能用锂离子电池标准和泰国电网 PEA 标准等认证。

远景是全球唯一能够提供智慧风、光、储绿色能源全产业链技术解决方案的科技企业。

远景智慧储能搭载远景 EnOS 智能物联网操作系统，具备源网荷储无缝、实时连接能力，

实现储能系统的最大价值创造。

来源：远景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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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雅培项目首台机组完成吊装

越南当地时间 2021 年 8 月 30 日 9 点 47

分，越南雅培项目首台机组顺利完成吊装。该

项目位于越南嘉莱省波来古市雅格来县，地处

海拔 700-900m 山地丘陵地区，项目装配 30

台 3.3MW 风电机组，装配 80.5 米长度叶片，

为越南风电项目叶片长度之最。雅培项目作为

公司境外规模化风电示范项目承担着走出去、

树品牌、扩影响的重任，项目可谓意义重大、

影响深远。

疫情时期，该项目建设和推进却碰到了

前有未有的困难和挑战，项目团队身处异国他

乡，陌生的工作环境，艰苦的施工条件，加之

语言不通、水土不服、交流不畅给项目团队带

来巨大压力的同时，他们还面临“新冠”和“登

革热”等疫情的袭扰，疫情防控政策和疫情的

不确定性让本以举步维艰的项目工程雪上加

霜，项目工程建设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陡

然增加。

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为了保证

项目工程进度，项目团队迎难而上，克服重重

困难，始终把保项目、保工期，保质量、保安

全放在重中重，坚持项目建设和防疫工作“两

手抓、两手硬、两促进”。在项目管理上创造

性的推行“优先开展经验交流、优先从现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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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出发、优先制定工作计划、优先检查现场环境”的“四优”管理模式；在项目执行上

实行“明白操作方法、明白操作风险、明白操作指令”的“三明”操作法，他们坚持预

判在先、沟通在前，做到提前准备、提前安排，在做好前期技术交底的同时，克服一切

困难跟班做好机组吊装的现场沟通和指导，通过项目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使项目建设

顺利推进，让工作井然有序。

必胜的信念是战胜困难的“良药”，果敢的行动是取得胜利的“良方”。项目团队

将在总结首台机组成功吊装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加快推进项目进度，高标准完成好全

部项目建设和交付任务，把越南雅蓓项目打造成越南风电的标杆和运达海外项目的重要

窗口。

来源：运达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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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之南，做一颗绿色的星

在云南省大理州弥渡县、巍山县和南涧县交界处，海拔高度 2620~3061 米之间的山

脉山脊上，安装了 24 台由中国船舶集团海装风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海装”）

生产，重庆海装风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负责运维的 H87-2000GN 型双馈变桨变速风力发

电机组。自 2015 年底投运，在华能大理扁担山风电场已平稳运行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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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动植物王国”、“有色金属王国”之称的云南，也是风之国，高原山区的云南，

西北高，东南低，自北向南阶梯状下降。云南中西部的大理州盛行西北和西南风，“下关风”

常年不息，风能资源丰富，风能密度高，大理州下辖县市 12 个，，仅巍山县风电装机规

模就达到 710.5MW 以上。

位于大理州的扁担山风电场继 2016 年全国风电场生产运行统计指标对标及竞赛二等

奖、2017 年获得 AAAA 级风电场后，2018-2020 年连续 3 年被评为“AAAAA”风电场，

机组平均利用率保持在 99% 以上，连续 3 年等效满发小时数均在 4000h 以上，2020 年

更是达到了 4830 小时。这个成绩不单在云南省，在全国风电场中也一骑绝尘。

优秀的成绩得益于机组性能优越，整体运行稳定，也保障于中国海装卓越的整体实

力，中国海装依托 LiGa 大数据平台，从“风机技术、应急预案、环境监测、业主需求” 

实现由“响应式服务”到“预防式服务、预知式服务”升级。现场运维团队精心维护，

积极谋划，在小风季节“打基础、利长远，加强风机消缺工作，做到一个及时，三个到位：

故障消除及时，维护到位、防患到位、监盘到位”，保证小风季节时有电必发，大风季

节效率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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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之美，在自然馈赠丰富。扁担山风场地区植被茂密，有“植物界大熊猫”之称

的国家一级珍稀濒危保护植物红豆杉，更有漫山遍野的百年以上野生古杜鹃。项目建设

运维中，中国海装优化方案，坚持绿色施工，对现场生态精心保护，在云南省林业厅等

多部门检查中，获得领导专家认可。

云南之美，在纯净澄澈。清澈见底的湖水、伸手可摘的白云……都是云南纯净的灵

魂所在，绿色能源助力当地经济建设的同时，节能减排，护好这一片绿水青山。扁担山风场，

近三年年平均上网电量 2.126 亿千瓦时，按户年均用电量 1200 度计算，可供电 17.72 万

户家庭使用，节省标煤 6 万九千吨 , 减排二氧化碳 21.196 万吨。

新时代的云南之美，也在富饶安宁。路，是财富流动的脉搏，风场建设过程中铺路搭桥，

给交通不便的高原山地，带来更多旅游、贸易资源；人，是财富给养的血液，风电建设

中创造就业机会，带动就业，培育一批技术工种，随区域周边风场的不断建设，行成持

续的就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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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中国海装还参建了滇西纱帽山一期，滇东文笔山、一把伞、胜境，滇东滇西

外大海梁子等风电场，他们在云南大地上成犄角之势，同样荣誉等身。

会泽云能投大海梁子风电场 2017-2019 年期间，蝉联云南滇东、滇西以外地区

“AAAAA”级风场  

华能滇东一把伞风电场获得 2016 年全国风电场生产运行统计指标对标及竞赛二等

奖，以及 2017 年“AAAAA”级、2018 年度滇东“AAAA” 级风电场。

中国海装在彩云之南，阳光之乡，这个美得像梦一样的地方，点亮了一颗颗绿色的

星，做托举美梦的双手，推散阴霾的光亮，助力打造丰沛云南、纯净云南、富饶云南。

中国海装也将持续秉承国家“双子星”科研平台的优秀基因，匠心不改，用优质的产品、

精湛的技术、智能的运维，促进当地发展，保障客户收益，助力客户斩获更多荣誉。

来源：中国海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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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重能重磅推出两款超低风速新机型

近期，三一重能推出 SI-175335 和 SI-183365 两款针对超低风速区域的、极具成本

和性能优势的新一代超低风速机型。两款机型的风轮直径分别为 175m 和 183m，额定

容量分别为 3350kW 和 3650kW，单位千瓦扫风面积分别可以达到 7.18m2/kW 和 7.21m2/

kW，在提升机组发电能力的同时，不仅能够有效减少机位数量，也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

现场运输和安装难度。

近年来，随着中东南部装机量不断增加，低风速资源的可开发量逐渐减少，新开发

项目不仅风速逐渐降低，可用机位也逐渐减少。此外，风电项目补贴的取消也使得项目

投资收益下降，势必影响开发者的投资意愿，不利于高质量实现“3060”碳减排目标。

随着风机产品的不断更新迭代，在带补贴条件下，风电项目的可开发风速下限已逐

渐下探至约 5.0m/s。SI-175335 和 SI-183365 两款机型，主要针对年平均风速 4.6m/s~ 

5.2m/s 的超低风速项目，可以大幅提升超低风速项目在平价时代的投资价值，有效增加

中东南部风资源技术可开发量，助力“千乡万村驭风计划”，进而凸显“风电是实现碳

中和的主力军”的定位。

目前，两款机型均已取得设计认证，将于近期挂机测试。

来源：三一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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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装机容量最大外海项目首台机组完成吊装

9 月 4 日，随着第三支叶片与轮毂的成功对接，东方风电福建长乐外海海上风电场

C 区项目首台 10MW 风电机组顺利完成吊装，标志着东方风电自主研制的亚洲单机容量

最大海上风电机组正式进入外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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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乐外海海上风电场 C 区项目总装机容量 200MW，是目前国内装机容量最大的外

海项目，项目距离长乐海岸线 30-40 千米的海域，安装 20 台东方风电 10MW 海上风电

机组，机组轮毂中心高度距离海平面约 120 米，施工海域水深超 40 米、海况差、涌浪大，

吊装作业施工难度较大。

机舱、发电机、轮毂组合体吊装 单支叶片斜插对接轮毂

长乐外海海上风电场 C 区项目采用了机组整体 + 单叶片的新吊装工艺，即机舱、发

电机、轮毂组合体一次吊装，单支叶片斜插对接轮毂，这也是该新吊装工艺首个批量应

用项目，较机舱、发电机、叶轮逐一吊装的传统吊装工艺，新吊装工艺的应用有效缩短

了 4 天的施工周期。首台机组吊装的顺利完成，标志着东方风电单叶片吊装工艺能够充

分满足外海海域复杂海况吊装作业需要，为外海项目风电机组吊装提供了优异的方案。

据了解，长乐外海海上风电场 C 区项目建成后，每年可输送清洁电能 7.7 亿度，减

少燃煤消耗 25 万吨，减少排放二氧化碳 61 万吨、二氧化硫 4436 吨、氮氧化物 6654 吨，

将有力的助推地方清洁能源发展和“双碳”目标实现。

来源：东方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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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车首个海外风电整机项目顺利“出海”

伴随着一阵宏亮的汽笛声，装载着越南双安项目风电主机设备的“丝美上海”号货轮，

在拖轮的牵引下，缓缓驶离太仓港润禾码头，标志着中国中车首个海外风电整机项目所

有设备成功“出海”。这是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车株洲所）

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国际化发展步伐的最新成果，具有示范带动性的重大项目

和标志性工程。中车株洲所“走出去”步履坚定，以更宽广的视野和胸怀融入世界、拥

抱未来。

据悉，未来十年，全球海外风机年度市场需求将超过 1500 亿元，海外市场容量巨大，

前景可观。越南双安项目机组首发“出海”，开启了新历史。面对疫情冲击，中车株洲

所迎难而上，多措并举，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推动海外项目顺利开展，

为“一带一路”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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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境外疫情形势依旧严峻复杂的情况下，中车株洲所依然能做到“逆流而上”，这

是怎么做到的？

战略支撑　系统谋划
中车株洲所将布局海外提升到战略高度，将海外的市场定位，产品需求，路径实施，

风险防范等关键项点，进行多维度，深层次，高频率探讨研究，统筹策划，系统布局，

“十四五”确定“三步走战略”、“三大区域布局”、“稳步快走策略”，并由市场分

管领导牵头成立海外专项项目组，进行专项管控。

互联互通　高效协同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这对中车株洲所来说，面临着诸多压力。如何和海外客户

保持密切联系，推动项目实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据悉该项目经过近一年的市场跟踪策划，产品方案应对，项目团队多次到越南现场

实地调研、微观选址，先后组织几十轮视频会议与客户进行商务谈判、技术沟通。全力

克服了疫情困难给海外项目交流带来的不利影响，最终凭借优异的服务和良好的方案，

成功中标。

中标后，为保障中国中车首个海外风电整机项目的顺利实施，由中车株洲所班子领

导牵头，成立专项组，抽调精干力量，就商务谈判、交付模式、交付质量、进度、风险

防控等系列问题进行严格把控与执行，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防疫发运　双管齐下
国内疫情形势趋于平稳，各行各业逐步复工复产，这对中车株洲所来说，在欣喜的

同时也面临压力。港口集结实施困难，海外项目建设难度更大，如何做好境外项目的疫

情防控工作等诸多问题摆在了眼前。

持续蔓延的疫情对海外项目建设仍是严峻的挑战和考验。防疫发运，怎样才能“双

管齐下”？一方面，中车株洲所积极主动深入了解越南疫情动态和防控政策变动情况，

提前做好必要的疫情防控物资及生活物资储备；一方面加强与港口以及当地业主的沟通

对接，提前将所有可能的港口都进行了路勘，发运时车辆办证、核酸检测、信息报备、

港口协调等工作有序进行，顺利在港口内完成集结；与此同时，积极与当地业主沟通对接，

把握好疫情防控重点关键环节，就管理办法补充、安全保证、生活保障、业务开展等多

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及预案制定，同时多渠道跟踪越南出入境状况。7 月 17 日，首批

风场运维团队逆流而上，全副武装入境越南，并在酒店开展 14 天的集中隔离，打响了海

外建设的第一枪。

“扣题”精准、“落笔”有力，中车株洲所的项目团队用勤劳、智慧、汗水和勇气

展现了中国力量和中国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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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引领　保驾护航
越南位于季风气候区，海岸线长达 3000 多公里，具有利用风能的巨大潜力，是炙

手可热的风能开发的新兴地区。

双安项目距海约 80 公里，当地年平均降水量达到 2500mm，技术团队在机组设计

时充分考虑气候适应性问题，提高防腐等级设计，优化防潮设计，采用整体运输及吊装

方案，并在运输过程中采用特殊设计的包装方案，保证机组的可靠性。

本次风电整机项目采用中国的设计制造标准，是中国技术和标准“走出去”的有益

尝试。

面对疫情带来的冲击，作为产业中的创新引领者，中车株洲所勇挑大梁，不断发挥

自身技术和经验优势，积极推动海外风电场建设，在做好防疫抗疫的基础上，努力保障

国际贸易和产能合作平稳进行，走出了一条成功的路子，为新能源企业“出海”立了标杆。

中车株洲所将继续发挥自身的科技创新和工程化经验优势，推动后疫情时代下全球

经济的绿色复苏，助力全球可再生能源开发，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绿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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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谋远虑　布局未来
中国的装备制造业走出去，敢于和世界顶尖级企业同台竞技，是必然的选择，也是

必须的选择。布局海外，加快全球化新能源体系能力建设，打造国际化、专业化运营管

控团队，拓展国际市场经营活动，不断提升市场影响力和话语权，中车风电走出去，既

是央企的担当也是央企的责任。中车株洲所有这样的勇气，更有这样的决心。

中国中车作为创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的唯一装备制造业，既有对科学技术的敬畏，

更有持续不断的研发投入，连续多年市场地位不断攀升，产品质量稳定可靠，获得了客

户的高度认可，打造了央企高质量发展典范。风电产业作为中国中车“一核三极多点”

业务结构中重点打造的新增长极，中车株洲所基于全球化的客户价值需求，战略布局全

球化的市场和服务，为“走出去”做好了充分准备。着眼未来，中车株洲所将用奋斗的

汗水服务于全球化的需求，推动全球化的发展，书写全球化的传奇。

来源：中车株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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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电

网的不断进步，数字技术、智能技

术在电力行业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

电网也将实现智能化发展，这对电

力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

智能技术的普及应用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了智能变电站的建设发展，为

了保证电力行业的发展，配合智能

电网更好地发挥作用，未来智能电

站也将得到长足发展。

鼎盛风电场已经投运十年，输

变电设备在线监测装置、系统甚少。

利用现阶段信息技术发展，对鼎盛

风电场升压站输变电设备进行智慧

化改造升级，为新建场站奠定智慧

化基础。

1. 背景
鼎盛风电场升压站主要的电气

设备包含变压器、开关柜，户外设

备包括断路器、隔离开关、避雷器、

场用变、进线线路，升压站一次接

线图如下图所示。

鼎盛风电场输变电设备智慧运维系统
改造探讨
□ 文   武军　高瑞林　吕诚　冯志鹏　牛广洲　王建民　中广核新能源投资（深圳）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电力发展随着信息、数字、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也在日益发生深刻变革，未来智能变电站的建设将得

到长足发展。通过对已经投运的变电站输变电一次设备上加装智能传感器、末端汇聚节点和接入节点，

探讨建设开发数据管理云平台，将现场设备监测数据统计、分析、诊断、预警，最终给出检修决策，届

时检修人员携带检修列表即可对设备进行相应故障处理。

在线监测　传感器　平台　数据分析　预警　诊断　检修决策

摘　要：

关键词：

图1：升压站一次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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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盛风电场升压站站内输变电

设备运行状态感知手段缺乏，监测

装置的覆盖率偏低，不能有效识别

设备潜在风险隐患；风电场监测系

统缺乏统一管理和维护，数据无法

共享，信息数字化水平低；风电场

设备运检数据分析能力不足，目前

主要依靠简单阈值判断和人工判断

的方式诊断缺陷，智能化水平低，

缺乏智能诊断及主动预警能力。

2. 改造意义
2.1 升级思路

通过在升压站电气设备上装设

局放、接触式温度、红外热像、铁

心接地电流等多种功能的监测传感

器，分析设备可能存在的绝缘劣化、

异常发热、机械部件隐患等问题，

提高设备状态感知的全面性，有效

识别设备潜在隐患并给出故障预警，

提升设备数据分析能力，方便及时

消除隐患。通过建立传感器与平台

之间的数据流管控网络，汇集各监

测系统收集的信息，实现各类电气

设备局放、温度等状态运行数据的

接入及共享。通过建设统一的数据

平台，利用深度学习、多维数据融合、

大数据挖掘等技术实现变电站设备

状态诊断及预警，为设备运维检修

提供辅助决策，逐步实现传统人工

运维模式向智能运维模式的转变，

实现变电设备运检从事后检修到事

前诊断及主动预警的转化。

2.2 改造意义
从设备感知、状态监测、主动

预警、智能研判、状态评估，建立

对重要设备的预警机制，能够进行

自我诊断分析，防患于未然。优化

常规检修策略、周期性检修、故障

检修，最终过渡到状态检修。应用

新技术、新装备推动设备智能化升

级试点建设，为今后建设智能化变

电站树立参照与指导。

3. 风电场输变电智慧运维系
　统改造实施策略
3.1 在线监测项目

变压器局放、温度、油样（微

水、色谱）、振动和铁芯接地电流

等监测。开关柜局放、温度监测，

配电室 SF6 和氧气浓度监测。高压

套管介质损耗监测。避雷器泄漏电

流监测。户外电气设备接头温度监

测，包括电缆终端局放监测。就地、

云端实时监测数据，预警分析、初

步状态评估、初步故障诊断。

3.2 平台架构
鼎盛风电场升压站监测系统可

分为感知层、网络层和平台层三个

部分，系统架构如下图所示。

感知层：包括各类型传感器、

监测装置、汇聚节点及接入节点，

实现电气设备运行状态的智能感知。

汇聚节点和接入节点，实现对感知

层数据的接入、处理及上传。智能

传感器通过 LoRa 无线通信方式接

图2：升压站监测系统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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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汇聚节点，然后通过以太网有线

方式接入接入节点；在线监测装置

通过以太网有线方式直接接入接入

节点。

网 络 层： 采 用 APN 专 网、 互

联网或 4G 等通信方式，建立感知

层和应用层的数据流管控。

平台层：通过接入海量的设备

状态监测数据，实现数据集中管理、

展示、分析、共享和应用，实现电

气设备运行状态的实时感知，形成

设备运行状态全景视图。通过远程

监控、风险主动预警、异常事件可

视化表达等，构造故障研判的完整

信息链，帮助运维人员对设备状态

形成快速、全面的认知，实现对设

备状态检修的有力支撑。

3.3 具体监测
3.3.1 变压器局放监测

变压器长期运行中绝缘材料的

老化和受潮、内部金属件和绝缘件

的尖端、金属接地部件之间和导电

体之间电气连接不良、绝缘件内部

存在着气隙和杂质等都会导致局部

放电的发生，从而破坏绝缘，同时

放电产生的热和活性气体，会进一

步加剧绝缘的劣化。

发生局部放电时，内部会激发

电磁波信号，利用特高频传感器对

局放产生的高频电磁波进行检测；

局放还会伴随产生声信号，声信号

通过变压器油进行传播并能透过金

属外壳，针对局放超声信号可以利

用超声传感器在设备外壳处进行检

测；局放还会在接地引下线或其它

地电位连接线上产生脉冲电流 , 通

过检测铁心、夹件等接地线上的高

频电流信号来检测局放信号。综上

所述可采用特高频、超声波、高频

电流传感器对变压器进行局放监测。

3.3.2 变压器温度监测

在长期运行过程中，变压器本

体由于油路管道堵塞、涡流损耗、

内部异常、铁芯绝缘不良以及散热

器问题等容易造成变压器本体温度

异常；变压器套管内部损坏、接头

松动氧化、绝缘子漏电等原因导致

局部温度异常，如不及时发现并采

取处理措施将导致设备损坏和大面

积停电事故。

通过布置温度传感器、架设红

外热像仪可监测电气设备关键部位

红外辐射和热量。通过将热像仪安

装在被测设备附近，生成高清红外

图像实现拍摄部位整体温度的监测，

结合温度传感器监测的温度，可以

快速定位温度异常部位，及时消除

隐患，避免突发故障造成的紧急停

电和人身事故。

3.3.3 电晕放电监测

变电站配电设备在大气环境下

随着绝缘性能的降低出现电晕或表

面局部放电现象，电晕和放电部位

将大量辐射紫外线。可以利用电晕

和表面局部放电间接评估运行设备

的绝缘状况和及时发现绝缘设备的

缺陷。采用高灵敏度的紫外线辐射

接受器，记录电晕和表面放电过程

中辐射的紫外线，再加以处理、分

析达到评价设备状况的目的。

UV（紫外成像仪检测）和 IR（红

外热像仪检测）是一种互补性而非

冲突性技术。电晕是一种发光的表

面局部放电，由于空气局部高强度电

场而产生电离。该过程引起微小的

热量，通常红外检测不能发现。红

外检测通常是在高电阻处产生热点。

3.3.4 变压器油中气体和微水

监测

变压器内部发生过热和放电故

障时，会使变压器油和固体绝缘材

料发生分解，形成氢气、烃类气体、

CO 和 CO2，以及在使用过程中可

能由外界进入或由油自身氧化产生

水。通过油色谱在线监测系统可以

监测变压器油中分解气体和微水的

组分。

油色谱在线监测装置安装在油

浸式变压器本体或附近，对变压器

油中溶解气体浓度进行连续或周期

性自动检测。可对电故障、热故障、

老化及其它原因引起的油中气体含

量异常进行判断，反映变压器内部

放电及发热等问题。

3.3.5 变压器铁芯接地电流监测

变压器铁芯多点接地会造成铁

芯局部过热，严重时会造成铁芯局

部烧损或损坏绕组，造成匝间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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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故障。铁芯接地电流监测采用穿

芯式零磁通电流互感器，自铁芯、

夹件接地线上获取信号，判断接地

电流是否存在异常，从而反映变压

器内部是否存在多点接地故障。

3.3.6 变压器振动监测

变压器铁芯、绕组、夹件等结

构发生松动后，会导致变压器器身

的机械结构参数发生改变，最终导

致变压器发生机械故障。通过在变

压器油箱表面安装振动智能传感器，

连续监测变压器内部发出的振动信

号，反映变压器的机械问题。

3.3.7 开关柜局放和温度监测

开关柜因内部设备间爬距及空

气间隙不够、制造装配质量及工艺

不良、环境条件影响等都会导致开

关柜绝缘系统的劣化，进而产生局

部放电。发生局部放电时，激增电

磁波、超声波、暂态地电压和热信

号等，可以通过加装传感器，采集

特高频、高频电流、超声波信号，

监测局放的幅值及脉冲数量，最终

反映开关柜内部的绝缘劣化。

开关插头接触不良、负荷突变、

绝缘老化、高压柜散热差等原因，

会造成开关柜的发热，发热主要集

中于断路器触头、穿柜套管、分支

母线连接处、电缆头等。通过监测

这些重点温度可反映开关柜内部温

度温蒂，同时提供故障预警。

3.3.8 SF6 泄漏监测报警系统

SF6 气体具有优越的绝缘和灭

弧性能，在高、中压断路器中得到

了大量使用。SF6 气体必须保证一

定的密度才能达到绝缘要求，同时

SF6 气体无色无味、比空气重，泄

漏不易被发现、易聚集、易造成缺

氧，发生泄露后严重威胁人员的安

全和健康，甚至造成恶性事故。可

使用 SF6 在线监测系统监测开关室

室内的 SF6、O2 气体含量，实时检

测泄漏情况，监测断路器绝缘性能。

当环境中 SF6 气体含量超标或缺氧

时，能实时报警、远传报警信息。

同时能够实现风机联动控制。既可

现场就地监控，又可在上传到云端

实时动态监测。开关室入口就地显

示与声光告警提示，定义任意时段

或强制通风功能。

3.3.9 高压套管监测

高压套管两端存在交流电压

时，绝缘体内部介质产生极化，产

生介质损耗。如果套管密封不良、

进水受潮气、绝缘油变质以及绝缘

纸老化都会造成套管绝缘介损升高，

随之引起绝缘过热及快速老化以至

最终导致绝缘失效。采用高压套管

监测装置可实现对套管的实时连续

监测，将套管的运行参数如介损、

电容量、电压等记录并转发，可以

及时发现劣化和失效等事故隐患。

3.3.10 避雷器监测

对避雷器实施在线监测，监测

瞬态雷电过电压，将避雷器的运行

参数如泄漏电流（全电流）、阻性

电流、阻容比等记录并转发，通过

监测避雷器内部缺陷，可以及时发

现避雷器劣化和失效等事故隐患，

避免发生事故。

3.3.11 室外设备接头监测

由于气候变化、过载、材料老

化、腐蚀、松动等原因，造成断路器、

隔离开关、电缆接头等户外高压设

备接头处接触电阻增大，导致接点

温升异常。伴随着负荷的增大又加

速了接点的氧化腐蚀。通过将温度

传感器安装在隔离开关、断路器上

下接头、电缆接头等电气接点处，

对接头的温度进行监测。通过在出

线杆塔的电缆终端头加装局放专用

传感器可以对电缆的局部放电进行

监测。监测数据经无线的方式传输

到户外汇聚节点。

3.4 汇聚节点
汇聚节点与各传感器通过无线

LoRa 通信方式进行数据传输，可通

过硬加密和软加密两种加密手段保

证数据的安全性。接入内网时可采

用硬加密方式（安装芯片），接入

内网或外网时可采用软加密方式通

过软件算法对数据加密后再进行数

据传输。LoRa 采用的无线通信频段

应能避免电磁干扰。

3.4.1 主要功能

汇聚节点要具备数据汇集、测

点配置、数据上送、接收指令等功能。

能够接收汇总设备状态监测数据、



Wind Power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风电运维

2021年9月·57

采集参数、通信参数、工作状态等

并上传信息。能够与站内智能运维

监测终端进行数据交互，并能接收

智能辅助终端对站内环境监测传感

器的控制指令，为智能辅助终端提

供基础支撑。

3.5 接入节点
智能运维监测终端是处于网络

边缘靠近“端”层的接入节点，就

近提供智能决策和服务，实现感知

数据的本地化处理。

3.5.1 主要功能

智能辅控终端具备对站内各

类传感器、通信设备通信，收集、

存储、处理数据，以标准协议向

主站上传；同时可以接收主站控

制指令并向相应设备进行下发，

为主站提供基础支撑。接入节点

要具备如下功能：数据接入功能、

数据处理功能、数据上传功能、远

程控制功能、自检功能、对时功能、

远程升级功能等。

3.6 数据管理云平台
新建数据管理云平台，站端接

入节点将数据经过设备预警 3 区设

备和数据通道汇集至云平台。通过

云平台数据中心处理，实现对电站

内各种电气设备的检测数据进行集

中管理、展示、分析和应用，保障

检测数据管理的安全性和规范性；

同时通过多种高级应用评估诊断设

备的运行状态，应用有效的状态分

析模型提供辅助决策建议，指导电

力设备的状态检修。通过对智能检

测、数据存储、数据分析与应用进

行统一管理，有效提高工作效率，

维护设备安全。

3.6.1 数据安全接入

站端1区内的接入节点通过2、

3 区将感知数据上传到云端的“数

据管理云平台”中，云平台数据中

心进行统一管理、分析、处理。站

端和集控可利用专用电脑通过 VPN

网络，浏览平台，也可下载手机

APP。根据平台展示的数据、报警、

趋势等信息与生产者进行交互。

数据接入具备扩展功能，后期

可接入现场已布置或将要布置的监

测系统收集的监测数据，以便实现

全方位数据的接入和共享，进行综

合数据分析和设备状态评价。

3.6.2 主要功能

（1）综合统计

能够实现资产统计、监测类型

统计、地理信息、报警信息、重点

监护、状态异常统计、环境异常统计。

（2）可视化展示

能够展示设备状态信息、地理

信息、站点状态、当前状态、趋势

分析、最新数据、测点信息、报警

信息。

（3）高级应用

大数据分析功能。将设备信息、

结构化检测数据、图像、环境信息

等多维数据，通过统一数据模型处

图3：数据链路传输通道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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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作为大数据分析平台的数据源

进行接入。在数据挖掘基础上，利

用深度学习人工智能技术，建立动

态评价、预测预警、故障研判等分

析模型，实现数据驱动设备状态评

价，提高设备状态评价诊断的智能

化和自动化水平。

（4）云诊断功能。

基于采集到的监测图谱数据，

应用深度学习的方法来深化故障识

别。通过人工智能经典模型，完成

训练样本采集、方法训练、结果判

定和方法矫正的训练循环，提炼并

不断优化诊断方法，将深入学习实

用化。训练和测试完成后，将模型

应用到数据平台，封装为诊断接口，

生成动态库。数据平台通过调用该

接口，为网络中传递过来的各图像

文件提供诊断服务。

（5）主动预警。

根据相关标准设置阈值进行阈

值预警；通过对检测数据进行趋势

分析判断发展趋势实现趋势预警；

与同类设备的同类检测项进行对比

实现横向预警。

3.6.3 建设规划

将平台建设分为三个阶段，各

阶段实现的功能简要如表 1。

4. 结语
今后的电力发展将会随着信

息、数字、智能技术发展而不断进

步，电力智能化将是未来发展趋势。

对于老旧变电站、输电系统等进行

智慧化改造升级，新建发电、变电、

输电、配电系统必须要考虑长远，

及时纳入智能化技术，最终实现电

力运维智慧化。

表1：云平台建设规划

阶段 实现功能

第一阶段 监测数据集成、数据初级诊断、故障报警、综合统计、可视化展示等

第二阶段 基于深度学习的智能诊断、数据分析、主动故障预警、辅助决策等

第三阶段 多源数据融合诊断、数据分析、故障预测、状态评价评估、检修策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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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叶片是将风能转化为机械能，

通过变桨装置调整桨距角，改变风

力发电机组输出功率，实现控制功

率输出的目的，叶片维护至关重要，

有效的保养和修复能够提高叶片的

使用寿命和发电效率。

叶片主要材料为玻璃纤维增强

环氧树脂，属复合材料，在生产过

程中由材料本身的不稳定性，以及

成型模具的设计缺陷、叶片表面工

艺缺陷，从而严重影响产品质量，

复合材料受环境影响也较大，以及

环氧树脂、UD 纤维质量对叶片都

有很大的影响。

叶片的运维是防止叶片被动维

修的手段，也是提高叶片使用寿命

的方法，目前市场常用的方案为定

期排查、特殊天气巡视、通常使用

高倍望远镜、无人机、吊篮、数据

模型分析等作为巡视工具。发现叶

片损伤，损伤鉴定是发现叶片损伤

原因的途径，也是判断叶片维修的

标准。

1. 复合材料叶片简介
叶片主材为玻璃纤维增强环氧

树脂，叶片结构包括外壳、主梁帽

及夹层结构的腹板，主梁帽、腹板、

外壳都采用玻璃钢制作而成，叶片

由两片外壳粘接而成，中间由腹板

支撑，叶片外壳夹层采用轻质的

Balsa 木、PVC 泡沫做成。

叶片避雷系统由叶尖的铝制接

闪器，和中部接闪器，（PS 面和 

SS 面分别对称）。接闪器与铜质导

线连接，连接铜导线和铝制部分的

电缆采用镀层以防止铝端的电离腐

蚀；叶根避雷导线直接连接于人孔

盖板的铜连接板上，风机叶片如图

1 所示。

在叶片内部叶根处设置人孔

盖，人孔盖设置有便于维修人员进

复合材料风机叶片运维及修复
□ 文   王志力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叶片是风力发电系统的主要部件，利用叶片的气动性，改变桨距角，从而提高风能利用系数（Cp），提

高发电效率。复合材料叶片主要材料为玻璃纤维增强环氧树脂，该材料受环境侵蚀严重，对材料质量、

工艺等影响也较大，如不能及时维护严重影响发电效率和叶片使用寿命，越来越多风电场与保险公司意

识到叶片运维与修复的重要性，根据复合材料的特点和结构，以及材料的使用寿命，本文主要对检查、

维护、修复原则和维修的内容展开分析，并且对叶片运维前景进行展望。

叶片结构　复合材料　复合材料缺陷　维护　修复

摘　要：

关键词：

图1：风机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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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通孔，人孔盖采用真空成型的

玻璃钢泡沫夹层结构，能承载 300

公斤重量；在叶片内部还设置有配

重腔，配重腔由玻璃钢夹层隔板组

成，固定在叶片前端的腹板与前缘

之间，当叶片组间不平衡时，通过

配重来平衡叶片组的重量与重心；

为了避免叶片内部的冷凝水积聚，

叶尖处有一个直径至少为 8mm 的

排水孔；在叶片根部外表面与整流

罩连接处安装一个挡雨环，防止雨

水进入轮毂。

2. 复合材料叶片缺陷
（1）技术缺陷

①夹芯结构缺陷或损伤分为外

蒙皮缺陷或损伤、芯材缺陷或损伤、

外蒙皮加芯材缺陷或损伤、外蒙皮

及芯材加内蒙皮贯穿性缺陷或损伤

等。合模前或合模后叶片内腔人能

进入到的位置内蒙皮损伤、内蒙皮

加芯材缺陷或损伤可等效为外蒙皮

缺陷或损伤、外蒙皮加芯材缺陷或

损伤。

②梁帽及后缘 UD 缺陷及损伤

主要指梁帽及后缘发白、褶皱、杂

物等缺陷或损伤。

③叶根玻璃钢区域缺胶及损伤

主要指包围、发白、撞伤等缺陷或

损伤。

④叶片前、后缘缺胶：分为需

要修复性缺胶和无需修复性缺胶，

前缘修复性缺胶需满足：弦向缺胶

位置总长度大于弦向粘接宽度的

20%，且长度大于 2cm；后缘修复

性缺胶需满足：弦向缺胶位置总长

度大于弦向粘接宽度的 15%，且长

度大于 2cm。

⑤腹板缺胶：分为需要修复性

缺胶和无需修复性缺胶，腹板缺胶

需满足：弦向粘接法兰缺胶宽度大

于 3cm，且轴向长度大于 5cm。

⑥叶片后缘开裂

叶片后缘开裂包括 I 型后缘结

构胶开裂与Ⅱ型后缘结构胶，两种

开裂形式如图 2，图 3 所示。

（2）工艺缺陷

①试合模数据超差 : 在试合模

过程中，胶结区域的合模间隙出现

与工艺要求不符的现象，主要体现

在前后缘合模缝区域、腹板粘接面

及手糊法兰处、前后缘内包边区域、

BBI 区域、叶尖接闪器等位置。

②腹板工艺偏差：腹板在脱模

后粘接面宽度打磨过程中导致宽度

与工艺要求不符，及在腹板放置过

程中轴向、弦向位置或前后缘腹板

间距、腹板垂直度等超出工艺要求

公差的现象，

③产品错位：在前后缘合模缝

区域 PS 面与 SS 面壳体发生弦向方

向的错位，导致两壳体不在同一型

面上，控制标准：≤ 2mm。

④胶结超差：在胶结过程中叶

片胶结区域产生的结构胶胶结厚度、

胶结宽度等与工艺设计参数不相符

的现象，通常有胶结厚度过厚或过

薄现象。

⑤布层工艺偏差：在叶片成型

或维修过程中布层的规格、位置及

尺寸等与工艺要求不符，超出了要

求公差。

⑥芯材规格及铺放工艺偏差：

在叶片芯材结构区域中芯材的规格

（芯材纤维纹路、芯材厚度尺寸、

芯材倒角等）及铺设位置（到边距离、

起止位置、过渡等）出现与工艺要

求不符的现象。

⑦大梁工艺偏差：大梁在脱模

后边缘切割时导致宽度与工艺要求

不符及在主模放置过程中轴向及弦

图2：Ⅰ型后缘结构胶开裂　　　　　　　　　　　　　　　　　图3：Ⅱ型后缘结构胶开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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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位置超出工艺要求公差的现象。

（3）环境因素导致的缺陷

叶片的另一类损伤主要来自于

自然环境，通常雷击容易造成叶片

表面发生碳化现象，据统计每年叶

片因雷击损伤约有 2% 左右，雷击

损伤不严重时，可以修复。如叶片

雷击损伤严重则需要更换整只叶片，

造成叶片雷击的主要原因为叶片防

雷系统有效接闪率低、接闪器设计

冗余不足导致的。

3. 复合材料叶片修复
3.1 叶片修复基本原则

（1）工艺一致性优先原则

工艺一致性优先原则是指叶片

缺陷或损伤所在位置原来成型时所

采用哪种工艺，叶片修复时，优先

采用与原来成型工艺相同的修补工

艺。如原采用真空灌注工艺成型的

位置，在修复时如条件允许优先采

用真空灌注工艺进行修复；如原采

用手糊成型工艺成型的位置，修复

时优先采用手糊成型工艺。

（2）材料一致性原则

材料的一致性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材料种类及规格的一致性，

如修复位置使用的是 PVC 泡沫，则

维修时优先使用 PVC 泡沫而不使用

其它种类的泡沫；如修复位置使用

的是单轴向玻纤布，则修复时需使

用单轴向玻纤布。另一方面是材料

供应商的一致性，在确保修复时所

使用的材料类型及规格的一致性前

提下，满足修复所使用的材料与原

叶片所使用的原材料为相同供应商。

（3）缺陷或损伤区域打磨最

大斜度原则

缺陷或损伤区域打磨最大斜度

原则如表 1 所示。

（4）缺陷及损伤玻纤布最小

错层原则

缺陷及损伤玻纤布最小错层原

则如表 2 所示。

（5）修复层数增加原则

缺陷及损伤修复时玻纤布增加

层数原则，如表 3 所示。

（6）铺层顺序原则

修复过程中，玻璃纤维布的铺

层按照先大后小，再大的原则。具

体如表 4 所示。

（7）减 少 破 坏 原 有 结 构 的

原则

所有缺陷及损伤在进行修复

时，当有多种修复方案均能满足修

复效果时，应优先选择对原有结构

损伤最小的方案。

表1：缺陷或损伤区域打磨最大斜度原则

玻纤布规格 轴向打磨最小斜度 弦向最小打磨斜度

单轴向玻纤布 1:50 1:20

双轴向玻纤布 1:30 1:30

三轴向玻纤布 1:50 1:30

表2：缺陷及损伤玻纤布最小错层原则

玻纤布规格 每层轴向最小搭接长度 每层弦向最小搭接长度

单轴向玻纤布 100mm 30mm

双轴向玻纤布 50mm 50mm

三轴向玻纤布 100mm 50mm

注：当从叶片外表面修复内蒙皮时，如果损伤小于20cm，则每层轴向最小搭接长度为

5cm。

表3：缺陷及损伤修复时玻纤布增加层数原则

缺陷及损伤层数
不同修复工艺增加层数

灌注工艺 手糊工艺取代灌注工艺

≤3 +1层 +1层

4~5 +1层 +2层

6~7 +2层 +2层

8~9 +2层 +3层

10~11 +3层 +3层

12~13 +3层 +4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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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叶片缺陷及损伤修复流程

（8）固化原则

固化温度不得高于 75℃；固

化过程中尽量将放热峰控制在较低

温度；固化后玻璃钢的 Tg 值大于

70℃。

3.2 叶片缺陷及损伤的修复
当叶片出现缺陷及损伤时，首

先需要评估该缺陷及损伤对叶片使

用寿命的影响，如果对叶片使用寿

命没有影响或影响较小，可以对该

缺陷不进行修复；如果对叶片使用

寿命存在较大影响，则这类缺陷或

损伤需要进行修复。对于需要进行

修复的缺陷，还需要评估该缺陷或

损伤是否可以修复，如果无法进行

修复，则需降级使用或报废；对于

可以修复的缺陷或损伤，需要制定

合理的修复方案后，根据修复方案

进行修复，并做好书面记录。在叶

片生产过程、运输、吊装过程中应

避免出现需要修复但又无法修复的

缺陷或损伤。叶片缺陷及损伤修复

流程如图 4 所示。

4. 复合材料叶片检查与维护
（1）例行检查

叶片的损坏类型有：前缘腐蚀、

前缘开裂、后缘损坏、叶根断裂、

表面裂缝、雷击损坏等。

外观检查：用高倍望远镜仔细

观察前缘、后缘、叶根是否有明显

的微裂纹，凹陷，破损，开裂，做

好记录，在下一次检查中必须检查

此裂纹。

表4：玻璃纤维布的铺层表

缺陷或损伤修复层数 铺层顺序 备注

2 1-2

1表示最小玻纤；

2表示第2小玻纤；

3表示第3小玻纤；

4表示第4小玻纤；

依此类推。

铺层顺序由内至外。

3 2-1-3

4 2-1-3-4

5 3-2-1-4-5

6 4-3-2-1-5-6

7 4-3-2-1-5-6-7

8 5-4-3-2-1-6-7-8

9 6-5-4-3-2-1-7-8-9

10 6-5-4-3-2-1-7-8-9-10

11 7-6-5-4-3-2-1-8-9-10-11

12 8-7-6-5-4-3-2-1-9-10-11-12

13 9-8-7-6-5-4-3-2-1-10-11-12-13

叶片 PS/SS 外表面检查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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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检查：从叶片人孔盖进入

叶片内部，用塑料锤等工具轻敲叶

片内部来辩听声音，以便确认是否

存在裂缝或者铺层分层；仔细检查

叶片漆黑的内部是否有光线射入，

如果有，那就说明那个地方比较薄

或者有裂纹发生，一定要仔细核实

并做好记录。

检查腹板的完整，以及腹板和

叶片蒙皮之间的连接，这个区域一

旦有缺陷必须修复。

检查叶片内部，如有积水可以

使用直径大约为 5mm 的钻头疏通

排水孔，将水排掉，检查整个叶根

是否有缝隙、腐蚀和涂层剥离现象。

 （2）叶片清洁

通常情况下，叶片都没有特别

脏的灰尘，如果在外观检查时发现

某个叶片表面的静电灰特别多，那

就该仔细检查确认是否是由叶片表

面产生了大面积的磨损所致。

在风机转动的过程中，如果听

到叶片里有很明显的撞击声，可能

是叶片粘合用的胶体脱落撞击叶片

所致，一定要停机检查并清理干净。

（3）防腐与防雷系统检查

检查叶片表面是否有腐蚀的现

象：小坑有时会彻底穿透涂层。

叶根处的螺栓及螺母、垫圈具

有足够的防腐保护层。由于在安装

过程中表面有轻微损害而产生的轻

微腐蚀不是很严重，如严重腐蚀应

停机排查并处理。

雷击是叶片损坏的最为重要的

一个因素，所以必须安装如下步骤

严格检查叶片的避雷系统是否完好：

①用高倍望远镜检查叶片接闪

器是否牢固嵌镶在叶尖；

②检查叶片内部整个避雷系统

的连接是否充分、牢固，不虚接；

③检查叶根部连接人孔盖与轮

毂之间的金属编织带是否完好、两

端是否固定牢固。

（4）叶轮不平衡

如果功率异常及负载的变化随

旋转周期有关但与风速无关，它可

能是由于叶轮产生不平衡或叶轮有

不同的叶片角度造成。做好记录：

机号、叶片号及大致改变的功率，

叶轮工作状况定检周期为 12 个月。

（5）叶片噪音

叶片的异常噪音是因叶片表面

或叶片边缘缺陷（坑、洞）产生的，

应在叶片的边缘或在叶尖处这些有

问题的地方用玻璃纤维修补或除去，

修补人员应来自叶片生产厂家。叶

片尾部厚的边缘也可以产生噪音，

必须通过特殊处理减小噪音。叶片

的异常噪音很大，可能遭雷击损坏。

被雷击损坏的叶片外壳处会裂开，

此时，风力机组必须停机，因为叶

片部分外壳下落非常危险，叶片噪

音循环定检周期为 12 个月。

叶片内腔检查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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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叶片附件检查

检查叶片防雷铜编织带是否脱

落，弹力绳是否破损，检查防雷记

录卡是否脱落，如有则需重新固定

好；检查人孔盖板固定螺栓是否松

动，如有脱落则须重新紧固，必要

时可打开人孔盖板从盖板两侧用扳

手进行紧固，叶片附件循环定检周

期为 6 个月。

（7）叶片安装螺栓的检查与

维护

叶片连接螺栓的松动将对机组

安全运行造成重大危险，因此必须

按要求定期对叶片螺栓力矩进行检

查。用液压力矩扳手、记号笔对叶

片螺栓力矩进行检查，检查规则

如下：

首次抽检 50% 的螺母，间隔 1

个螺母抽检并在被检查的螺栓连接

副上做好防松标记；

第二次及以后抽检 20% 的螺

母，间隔 3 个螺母抽检并在被检查

的螺栓连接副上做好防松标记，如

果一个螺母转动角度超过 20 度，

则所有的螺母都必须重新按要求打

到规定力矩值。

①为便于区分每次需要定检的

螺栓所在位置，每次定检完后要用

不同颜色的记号笔做防松标记。

②优 先 检 查 标 记 次 数 少 的

螺 栓 。

③检查完成后，对于螺栓、螺

母或垫圈表面防腐层有破损的要先

进行补漆防腐处理。

5. 复合材料叶片维护前景展望
叶片所处位置成为叶片巡检难

点和痛点，为了能够及时发现问题，

大数据模型预测成为技术主流，通

过 SCADA 数据建立数学模型，对

数据偏差进行分析，生成预警信息，

运维人员使用无人机对存在风险的

叶片开展巡检，从而由被动维护变

主动开展叶片巡视，提高叶片使用

寿命，减少叶片损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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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直流变桨系统电路分析
直流变桨系统有 2 部分组成，

正常情况下由驱动器输出电压大小

可调；电压方向（正 / 负）可调的

直流电压，通过接触器 3K4 加到直

流串励变桨电机上。变桨速度及变

桨角度跟随主控的控制要求而变化。

由主控通过滑环下达变桨指令给变

桨控制器来实现的。 

主控出现刹车180以上故障时，

主控通过硬接线控制变桨系统，切

换到电池收桨，通过接触器 3K3 把

电池电压加到变桨电机上。变桨速

度不受主控控制，跟随电池电压的

大小而变化，变桨角度以叶片收桨

到 92 度安全角度为止。

驱动器变桨接触器 4K3 与电池

收桨接触器 3K3 在控制电路中是互

锁电路，任意一个变桨时刻只能关

闭一种的变桨方式才能启动另外的

变桨状态。例如驱动器变桨启动时，

电池收桨电路必须处于断开状态。

或驱动器变桨关闭时，才能启动电

池收桨。

直流变桨系统安全性能分析
□ 文   杨雄杰　东方电气新能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直流变桨系统在线运行 5 万套以上，业主最关心的风机安全问题与直流变桨系统紧密相关，本文以 LUST

直流变桨系统为例，就直流变桨系统的安全性能问题，从电路分析；故障原因等方面提出探讨，针对直

流变桨失败原因提出了分析讨论及优化改进措施？

交流驱动器变桨　电池收桨　直改交　超级电容改造　蓄电池后备电源改造

摘　要：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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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交流（驱动器）变桨
驱动器由 400v 交流供电和后

备电源电池同时供电，400v 交流

供 电 正 常 时， 经 过 400/275 自 耦

变压器；整流桥输出 248v 建立驱

动器直流母线电压，后备电池浮充

电压 248v，通过一个换向二极管

也接到直流母线上，当 400v 断电

或进入低穿小于 0.85PU 电压时，

由电池电压供电。电池供电时间由

e-ON 低穿电路控制，时间一般为

3 秒。

1.2 什么情况下驱动器输出接
触器3K4吸合？

·快速收桨信号 103 为高电平

或旁路开关信号 105 为高电平

·电池收桨接触器断开。如果

电池收桨接触器粘连，驱动器输出

接触器 3K4 将无法切换，风机启动

时，主控会报“旁路开关超时故障”。

·驱动器输出接触器 3K4 控制

电路由 UPS 供电，当变桨系统 ups

掉电时，变桨控制器掉电，主控报

变桨通讯故障，由主控输出快速收

桨信号，无条件激活电池收桨。

·变桨电机短路或发生堵转时，

驱动器输出过流，驱动器输出关闭，

通过变桨通讯通知主控，主控报驱

动器故障，无条件切换为电池快速

收桨。

1.3 交流/直流同时给驱动器
供电

驱 动 器 输 出 接 触 器 3K4 吸 合

时，驱动器直流供电接触器 4K1 吸

合，驱动器一方面由 400v 交流供

电；同时也由电池电压供电。当

400v 交流掉电时，后备电池电压可

以给驱动器供电 3 秒钟。延时 3 秒

后 4K1 断开，变桨系统切换到电池

电压收桨，主控报低穿切除停机。

1.4 交流变桨时变桨电机抱闸
控制

驱动器变桨时，变桨电机抱闸

控制由主控信号通过滑环通讯传递

给变桨控制器，再由变桨控制器输

出 24v 信号控制变桨电机抱闸的松

开或关闭。

2. 电池收桨电路分析
2.1 电池收桨激活的条件：当

主控出现刹车 180 以上故障时，主

控快速收桨信号 103 为低电平，无

条件切断驱动器变桨，如下图所示：

103 低 电 平 --3K1 断 开 --3K4；

3K7 断开 --4K1 断开，因为 4K1；

3K7 断开，3K1；3K4 常闭接点闭合，

使得电池收桨抱闸继电器 3K5 吸

合 -- 电池收桨主接触器 3K3 吸合，

电池收桨激活，电池电压直接加到

变桨电机上，当叶片收桨到 92 度

安全位置时，压断限位开关 3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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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 3K3；3K5 断电，叶片停止在

92 度安全位置。

3. 电池收桨失败原因分析
3.1 主控与变桨系统通讯滑环

滑道短路，造成主控输出的快速收

桨 103 信号被短路到 24v 高电平或

旁路开关信号 105 被短路到 24v 高

电平

正常情况下，主控输出的快速

收桨 103 信号为高电平，当主控安

全链中断或每周电池测试时，快速

收桨 103 信号为低电平，变桨系统

被强制切换到电池收桨电路，叶片

通过电池收桨回到 92 度安全位置。

实际运行中，主控与变桨系统的通

讯滑环，如果出现环道短路，可能

造成主控输出的快速收桨 103 信号

被短路到 24v 高电平，造成电池收

桨失败。

3.2 主控输出的旁路开关105
信号被短路到24v高电平

正常情况下，启动电池收桨后，

叶片停在 92 度安全位置，风机启动

时，主控要给出 10 秒钟的高电平旁

路开关信号，10 秒后旁路开关 105

信号恢复为低电平，让叶片离开 92

度停机位置，限位开关继电器 3K6

吸合，以保证风机可以正常启动。

如果滑环出现环道短路，造成主控

输出的快速收桨 105 信号被短路到

24v 高电平，造成电池收桨失败。

优化改进措施：硬件增加 105

信号判别，即把 105 信号反馈到风

机主控的一个 I/O 接口，实时监控

105 信号电平高低，风机启机 12 秒

后，判别 105 信号是否是高电平。

风机正常启机时，主控会给出 10

秒钟的旁路开关信号，10 秒后 105

信号会变为低电平，如果启机后 12

秒，通过硬件检测到 105 信号维持

高电平，说明 105 信号被短接到高

电平，主控刹车 52 停机，报旁路

开关信号错误故障。

3.3 变桨系统故障维修或叶片

定检维护时，需要打开叶片维护开

关，但叶片维护开关要求 3 个叶片

同时要到限位开关时，才能激活叶

片维护开关起作用。现场有可能存

在人工短接 105 信号到高电平的现

象。如果 105 信号没有及时恢复接

线，安全链断开情况下有可能造成

电池收桨失败。

优化改进措施：同上

3.4 电池收桨接触器主触头损

坏，电池电压无法加载到变桨电机

上，造成电池电压收桨失败，另一

方面电池收桨接触器主触头损坏，

变桨电机停转，叶片长时间不能回

到 92 度安全位置压断限位开关，

造成电池长时间对电机抱闸供电，

因为抱闸电流约为 2A 左右，充电

器输出电流约 1A，所以电池收桨失

败，叶片长时间不能回到 92 度安

全位置超过 8 个小时后会把 7.2Ah

的电池电压放完。优化方案：由于

400v 断电触发电池电压收桨后，等

待 60 秒停止电池抱闸供电，同时

切断电池电压收桨。

3.5 电池缺电造成收桨失败
电池内阻增大，启动电池收桨

后，电池放不出电来，无法驱动变

桨电机。例如：当电池电压下降到

80v 以下时，快速收桨接触器 3K3

电磁线圈吸合不足，可能出现频繁

吸合 - 断开现象，最后烧毁 3K3 接

触器。

当变桨系统后备电源没有电而

变桨 400v 交流电源有电情况下，

通过主控优化可以实现电池收桨失

败切换回到交流收桨控制。

当电池收桨失败切换为交流；

如果电池收桨失败同时驱动器收桨

失败，则开始启动应急偏航。

3.6 变桨电机堵转；变桨电机
绕组损坏造成收桨失败

变桨电机轴承卡死或变桨齿轮

箱断齿或被叶片紧固螺栓脱落会造成

变桨电机堵转卡死，造成收桨失败。

变桨电机集电环碳粉堆积会造

成转子绕组或定子绕组绝缘损坏或

变桨电机抱闸刹车片间隙太小，造

成收桨失败。

3.7 电池收桨控制电路限位开
关断线

叶片实际没有收桨到 92 度安

全位置，但限位开关断线造成变桨

电机停转。

4. 直流变桨系统的可靠性分析
从上述变桨系统电路及收桨失

败原因分析可以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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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主控已经给出快速收桨信

号，但由于滑环滑道短路造成快速

收桨信号 103 或旁路开关信号 105

短接到高电平，而无法启动电池收

桨，造成电池收桨失败。

4.2 变桨系统后备电源缺电。

例如滑环 400v 供电滑道短路造成

400v 供电接触器跳闸，同时电池电

压小于 100v，电池收桨接触器无法

吸合，造成电池收桨失败。

4.3 驱动器输出主接触器当变

桨电机短路或堵转时会造成主触点

过流粘连；接触器线圈烧毁等问题，

造成某一支叶片收桨失败，但同一

时间很难遇到 3 支叶片主接触器

触点同时粘连的情况发生。预防措

施：一般情况下，发生接触器主触

头粘连故障时，肯定会报电池测试

失败故障。必须上机检明电池测试

失败原因，修复故障后才允许并网

运行。监控室要人工登记电池测试

失败故障，复位启机必须有风场领

导或检修班长的签字（或电话同意）

确认。

4.4 变桨电机短路或机械原因

堵转。会引起叶片收桨失败，但同

一时间很难遇到 3 支叶片变桨电机

都出现变桨电机短路或机械原因堵

转的状况。

5. 直流变桨系统叶片收桨失败
　原因及优化改进措施

5.1 变桨系统电源对叶片收桨
失败的影响

直流变桨系统有 3 路供电：

由机舱通过空气开关给变桨

系统提供 400v 交流电源，当滑环

400v 滑道短路时，空气开关有可能

过流跳闸，造成机舱给变桨系统的

400v 交流电源供电中断。

来自机舱的 ups 电源给变桨控

制系统供电，断开轮毂的 ups 供电

后，变桨控制器断电会立即激活变

桨通讯故障，主控给出快速收桨信

号，从而激活电池快速收桨。

直流变桨系统自带后备电源。

后备电源一般由蓄电池或超级电容

构成。

电 池 组 由 18 个 12v/7.2Ah 蓄

电池串联供电，充满电的情况下可

以收桨（0 到 92 度）30 次以上。

超级电容供电一般由 3-5 个超

级电容器模组串联而成，收桨能力

一般为 2 次最多 3 次。因此蓄电池

的收桨能力一般是超级电容的 10

倍以上。但电池不耐低温要求电池

表面温度必须＞ 5 度以上才能正常

工作，而超级电容的优点就是耐低

温，特别适合环境温度小于 5 度的

三北地区。超级电容的成本一般是

电池成本的 6 倍以上。

变桨系统的电源对叶片收桨是

否成功影响很大，根据现场经验可

以总结以下 4 种情况：

·变桨 400v 交流电源断电；

同时电池电压缺电，

这种情况下应尽快启动应急偏

航。例如滑环 400v 滑道短路 400v

开关跳闸，启动电池收桨后，电池

又缺电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变桨 400v 交流电源断电；

电池有电但无法启动电池收桨，

例如滑环 400v 滑道短路造成

400v 开关跳闸，同时滑环短路造成

快速收桨信号被短路到高电平，无

法启动电池收桨。

解决办法：主控程序优化，快

速收桨指令一方面通过硬件电路给

出，另外一方面通过软件通讯给出。

变桨控制器收到快速电池收桨指令

后，如果 1 秒钟内没有激活电池收

桨，则由变桨控制器输出继电器信

号激活电池收桨。

·变桨 400v 交流电源有电；

但电池没有电，例如变桨通讯故障

激活电池收桨但电池缺电造成收桨

失败，这个时候叶片收桨失败，风

机必然超速。发电机转速超过额定

转速后变桨系统会自动启动 rpm-

ok 电路启动驱动器收桨。

·变桨 400v 交流电源有电；

电池也有电，快速收桨信号无法启

动，例如快速收桨信号 103 被短路

到高电平，或旁路开关信号被短路

到高电平，启动应急偏航

5.2 变桨电机堵转发生时的优
化改进措施

例如变桨电机轴承卡死问题，

会造成变桨电机堵转，当驱动器故

障切换到电池收桨后，会把电池收

桨相关电路 1F1 热继电器；电池供

电电缆烧断；变桨电池等烧毁等严

重故障，由于备件比较特殊，恢复

故障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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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办法：①需要主控程序做

优化改进：修改驱动器故障代码：

只有当 2 个以上或 3 个驱动器同时

报驱动器故障时刻，主控才激活电

池收桨，只有一个驱动器故障时，

按刹车 52 或刹车 75 停机，发生驱

动器故障的那支叶片，就地停止转

动，其他 2 个叶片按交流收桨正常

收桨到 92 度安全位置。这样做可

以解决变桨电机轴承卡死造成的电

池回路烧毁问题！

②第二个解决办法是实施直改

交方案，把直流变桨系统改为交流

变桨系统，采用交流变桨电机，驱

动器驱动。变桨电机发生堵转时，

根据变桨电机过载电流的大小自动

关闭电流输出，保护驱动器及变桨

电机机械传动系统。

5.3 直流变桨系统改造为交流
变桨系统（直改交）的意义

·驱动器变桨 / 电池收桨主电

路取消了接触器等有触点部件，直

接由驱动器电力电子开关代替接触

器，从根本上解决了接触器触点粘

连问题，提高了主电路的可靠性。

·变桨电机抱闸控制电路取消

了中间继电器，直接由驱动器输出

抱闸信号，从根本上解决了电机抱

闸电路继电器触点粘连或继电器线

圈烧坏等问题，提高了抱闸电路的

可靠性。

·紧急状态下，电池收桨速度

是不可控制的，采用交流变桨后，

驱动器收桨速度可以控制，显著降

低风机的动态载荷。

·变桨电机采用交流电机，取

消了直流变桨电机有触点摩擦的集

电环部件。解决高海拔；高湿度环

境下碳粉堆积，电机绕组对地短路

等问题。

·交流变桨系统中，400v 交流

电源与变桨系统后备电源同时给驱

动器供电，实现了交流电源优先后

备电源供电的策略，避免了交流电

源有电情况下，因后备电源缺电而

出现的叶片收桨失败故障。

·变桨电机的角度测量采用

抗振动；抗沙尘污染；抗电磁干扰

的旋变方式，取消了绝对值增量编

码器，变桨角度检测的可靠性显著

提高。

5.4 直流变桨系统后备电源超
级电容改造的意义

·超级电容模组耐低温，可以稳

定工作在（-35~+50 度）环境下，蓄

电池对环境温度要求大于 5 度以上。

·超级电容后备电源充电器按

3 个充电器设计，充电器的可靠性

显著提高，直流变桨系统电池充电

器只有一个。

·超级电容后备电源一般可以

驱动 2 次快速收桨，蓄电池收桨能

力可以支持收桨 30 次以上。

·超级电容后备电源一套成本

6 万元左右，蓄电池成本一套 1 万

元左右。

5.5 蓄电池后备电源的改造
·增加电池电压检测电路，启

动电池电压收桨过程中实时测量电

池电压。增加的电池电压检测电路

负责模数转换及采样，电池电压转

换为数字信号再通过变桨通讯上传

给主控，修改 scda 系统同时优化主

控程序后可以实时显示；监控电池

电压的大小。

·增加电池柜温度监控，只有

电池柜温度＞ 5 度，才允许风机启

机运行。

·主控程序优化，增加电池收

桨次数监控，提高电池后备电源的

可靠性。

6. 结论
为提高直流变桨系统的安全

性，降低用户的运维成本，有以下

几种优化改进方案：

6.1 环境温度小于零度的三北

地区，可以考虑选择超级电容改造

方案。充电器扩展到 3 个充电器，

超级电容耐 -40 度以下低温，后备

电源可靠性可以显著提高。

或选择直改交+超级电容方案，

可以解决直流变桨电机碳粉堆积问

题等问题，为可靠性最优方案，但

成本较高。

6.2 沿海或南方云贵川等高海

拔高湿度等地区，可以考虑保留电

池供电方案增加电池电压实时监控。

为解决高海拔变桨电机绕组绝缘问

题及高湿度环境下碳粉堆积问题，

（下转第 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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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能源危机和全球变暖的时代

背景下，近年来新能源技术飞速发

展，装机容量显著提升，到 2020

年底，全国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

容量已达到 5.35 亿千瓦 [1]。随着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和以新能

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风

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发电在未

来十年内将迎来新的一轮发展高潮。

根据《风电场接入电力系统技

术规定》（GB/T 19963-2011）和

《光伏发电站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

定》（GB/T 19964-2012），风电

场和装机容量在 10MW 及以上的光

伏电站均应部署风电 / 光伏发电功

率预测系统，按规定生成、上报短

期与超短期预测文件。随着新能源

的大规模开发、并网，当前的功率

预测准确率标准已不能满足以新能

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运行需要，

与此同时，建设区域集控中心，实

行新能源场站的集中监控、集中检

修和探索无人值班已成为新的发展

方向，现行的以单个场站为单位的

新能源功率预测管理体系必须及时

调整。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功率预

测集中式管理和集中式预测为代表

的新能源区域集中式功率预测系统

应运而生。

1. 集中式管理方案
新能源区域集中式功率预测系

统能够采集区域内各新能源场站上

传的机组、方阵实时运行数据、气

象站数据、短期与超短期预测文件、

告警信息等，结合外部数值天气预

报，可以对所属新能源场站进行独

立的功率预测，并实现对所有场站

功率预测业务的集中式管理，以提

高数据的利用率和预测的准确性。

1.1 系统架构
新能源区域集中式功率预测系

统的架构与新能源场站的风电 / 光

伏发电功率预测系统基本一致，由

功率预测主服务器、工作站、交换机、

反向隔离装置、天气预报下载服务

器、硬件防火墙等组成，系统架构

如图 1 所示。

根 据《 电 力 监 控 系 统 安 全 防

护规定》《电力监控系统安全防护

总体方案》和《发场站监控系统安

全防护方案》，新能源区域集中式

功率预测系统主要位于生产控制大

区中的非控制区，因涉及互联网中

的天气预报下载，还延伸到管理信

新能源功率预测系统集中式接入管理
方案探讨
□ 文   周盛龙　孙伟　郑亚然　华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本文结合新能源大规模开发建设和场站实施集约化管理后人员进一步精简的情况，在区域集控中心建设

集中式功率预测系统，探索制定了预测数据统一接入规范，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对新能源场站功率预测系

统的集中统一管理、数据资产的深入挖掘应用、检修时间窗口期的合理安排，提高了预测准确率和整体

发电效率。

新能源　功率预测　集中式管理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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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大区。其中，功率预测主服务器

部署在区域集控中心的生产控制大

区（非控制区），完成数据采集、

历史存储、功率预测、结果上传及

WEB 发布等功能；天气预报下载服

务器部署在管理信息大区，通过硬

件防火墙实时从气象机构获取包含

数值天气预报在内的数据文件；反

向隔离装置负责管理信息大区与生

产控制大区（非控制区）之间的气

象数据交换，将管理信息大区的气

象文本文件从天气预报下载服务器

传到位于生产控制大区（非控制区）

的主服务器；用户可通过工作站完

成对区域集中式功率预测系统的监

视和维护工作。

新能源区域集中式功率预测系

统采用调度数据网和运营商数据专

线与各场站的功率预测系统进行通

信，采集各场站功率预测系统的数

据、信息。在纵向网络安全方面，

分别在区域集控中心和场站两侧设

置经国家指定部门检测认证的电力

专用纵向加密认证装置，实现双向

身份认证、数据加密和访问控制，

网络拓扑如图 2 所示。

1.2 数据采集
由于各场站使用的功率预测系

统厂家不一，从系统底层架构到预

测算法、上传调度的传输方式均各

不相同，结合运维管理、统计分析

等实际业务需求，新能源区域集中

图1：新能源区域集中式功率预测系统的系统架构图

图2：新能源区域集中式功率预测系统网络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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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功率预测系统形成了统一的数据

采集规范，包括短期、超短期预测

数据、天气预报文件、测风塔（或

环境监测仪）数据、场站功率预测

状态文件等 5 项内容。

1.2.1 数据采集规范

集中式功率预测系统采集的据

包括实时数据和非实时数据。为保

证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在满足网络

安全的前提下，实时数据推荐使用

102 或 104 协议传输，非实时数据

推荐使用 102 或 SFTP 协议将数据

转为文件格式传输。

风电场传输的实时数据包括外

送线路有功功率、风机风速、风机

状态、测风塔风速和风向等，光伏

电站传输的实时数据包括外送线路

有功功率、辐照度、环境监测仪监

测数据等，通过 102 或 104 协议将

实时数据转发至新能源区域集中式

功率预测主服务器。

新能源场站传输的非实时数

据包括短期预测文件、超短期预测

文件、天气预报文件、子站功率预

测 状 态 文 件 等 数 据， 通 过 102 或

SFTP 协议将非实时数据经过调度

数据网或运营商数据专线上传到集

控中心数据采集前置服务器，由前

置服务器将文件同步转发至新能源

区域集中式功率预测主服务器。

1.2.2 预测文件格式

考虑到短期、超短期预测数据

已在场站功率预测系统中生成，为

减少研发工作量，统一按照各场站

上传调度的短期、超短期预测文件

格式，按照相关预测文件上报调度

的时间节点同步转发至集控中心。

1.2.3 天气预报文件格式

考虑到各场站每日下载的气

象文件格式差异较大，为减少研发

工作量，待气象文件存入数据库

后，优化为统一了文件类型、文件

名称和文件内容的格式，并按照短

期预测文件上报时间节点同步转发

至集控中心。其中，文件类型统一

为 xls 或 txt 格 式； 文 件 名 称 统 一

为： 场 站 名 称 +NWP+ 年 月 日；

文 件 内 容 统 一 为：（1） 风 电：

10m/30m/50m/70m/80m/90m 风

速、风向以及场站气温（摄氏度）、

湿度（相对湿度，值 0-100）、气

压（百帕）；（2）光伏：时刻，总

辐射，温度（摄氏度），湿度（相

对湿度，值 0-100），气压（百帕），

风速，风向。

1.2.4 测风塔（或环境监测仪）

数据格式

测风塔（或环境监测仪）数据

使 用 102 或 104 协 议 进 行 实 时 传

输，数据内容包括 10m/30m/50m/ 

70m/80m/90m 风速、风向以及场

站气温（摄氏度）、湿度（相对湿度，

值 0-100）、气压（百帕）。

1.2.5 场站功率预测状态文件

格式

考虑到各场站功率预测系统不

一的情况，将系统运行状态优化为

统一了文件类型、文件名称和文件

内容的格式，按照超短期预测文件

上报时间节点同步转发至集控中心。

其 中， 文 件 类 型 统 一 为 xls 或 txt

格式；文件名称统一为：场站名称

+YX+ 年月日 + 时分；文件内容包

括：短期预测文件上送电网状态、

超短期预测文件上送电网状态、短

期预测文件生成状态、超短期预测

文件生成状态、气象预报下载状态、

实时气象数据采集（通讯）状态、

实时功率数据采集（通讯）状态、

系统对时状态。

2. 运行管理
新能源场站的功率预测系统采

用的预测数据较为单一，缺乏与本

场站发电数据、临近场站气象数据

等联系，缺乏上下游联动，无法从更

加宏观的角度进行预测，在提升功

率预测系统的准确率方面效果有限。

将新能源场站的功率预测数据

接入区域集中式功率预测系统后，

在功率预测方面，可以结合预测数

据、实际发电功率、风速变化、天

气情况等，有针对性的开展预测模

型优化工作，充分挖掘自有数据的

价值，发挥临近场站数据的关联性，

提高场站功率预测的准确率；在系

统监管方面，可对各场站的功率预

测系统进行统一监管，对系统故障

进行快速精准识别，及时报警并组

织处理，通过合理安排有针对性的

巡检维护，可以做到提前预防、主

动消缺，降低故障次数，大幅提升

场站功率预测系统运行的稳定性；

在检修管理方面，可以实现场站预

测功率的统计分析、气象信息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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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系统运行状态监视等功能，

结合气象数据、功率变化、各场站

的检修需求，合理利用小风（低光

照强度）时段安排场站的运维检修

工作，切实提高新能源场站的发电

能力。

3. 实施效果
将各场站的功率预测数据统一

接入新能源区域集中式功率预测系

统后，实现了预测数据的高效读取

入库、系统运行状态快速全面监视，

降低了新增场站接入后数据扩展再

开发的难度。以某公司为例，自

2016 年实现场站集中监控、2017

年区域集中式功率预测系统投入运

行以来，累计发现并消除场站功率

预测系统故障 140 次，开展模型优

化 51 次，综合预测准确率由年平

均 71% 提升至 83%，场站功率预

测系统的故障率逐年降低，预测准

确率逐年提升，大幅降低了“两个

细则”考核造成的电量损失，充分

发挥了数据资产的价值和发电效率。

4. 小结
随着国家绿色低碳转型的进一

步推进，新能源场站将全面落地开

花，如何做好资产的高效管理，成

为各新能源开发企业亟待解决的问

题。新能源区域集中式功率预测系

统作为适应新能源集约化管理的一

项探索，通过规范场站功率预测数

据接入标准，有效整合数据资产，

实行统一监控，解决了场站功率预

测系统维护成本高、集约化管理后

监管不到位等问题，有效利用大风

时期发电、小风时期检修，切实提

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和发电效益。

参考文献：
[1] 国家能源局，2020 年全国电力工

业统计数据 [EB/OL]，2021-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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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采用直改交方案 + 电池供电改

造方案。可靠性与成本可以获得最

佳性价比。

6.3 直流变桨系统变桨电机堵
转发生时的优化改进措施

要求主控程序做优化改进：修

改驱动器故障代码：只有当 2 个以

上或 3 个驱动器同时报驱动器故障

时刻，主控才激活电池电压收桨，

只有一个驱动器故障时，按刹车 52

或刹车 75 停机，发生驱动器故障

的那支叶片，就地停止转动，其他

2 个叶片按交流收桨正常收桨到 92

度安全位置。这样做可以解决变桨

电机轴承卡死造成的电池回路烧毁

问题！

6.4 主控增加旁路开关信号监测
风机变桨系统故障维修或叶片

定检维护时，需要打开叶片维护开

关，但叶片维护开关要求 3 个叶片

同时要到限位开关时，才能激活叶

片维护开关起作用。如果变桨系统

92 度限位开关调整不合适，会出现

叶片维护开关无法激活的问题，现

场有可能存在人工短接 105 信号到

高电平的现象，如果 105 信号没有

及时恢复接线或滑环滑道短路造成

旁路开关信号被短接到高电平，安

全链断开情况下有可能造成电池收

桨失败。优化改进措施是主控增加

旁路开关 105 信号的实时监测。

7. 参考资料
[1]《LUST 直流变桨电路》

[2]《mita 主控手册》

作者简介：杨雄杰同志是东方风电最早

（2005.10 月至今）从事风机现场服务的

高级工程师，现任东方电气新能科技（成

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在风机主控；

变频器；变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

事风机疑难故障分析，现场服务技术支持

工作，研究方向：风机主控；变频器；变

桨系统优化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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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偏航系统对风电机组的安全运

行和发电效能至关重要，偏航减速

器作为偏航驱动和制动的关键重要

部件，提供了偏航的全部驱动力矩

和部分制动力矩，其能否正常运行

决定了机组偏航过程是否平稳、对

风是否及时、制动是否稳定等。

1. 偏航系统介绍
偏航系统主要由控制系统、偏

航电机、偏航减速器、偏航制动器、

风传感器、偏航编码器、偏航轴承、

偏航制动盘等组成。如图 1 所示。

偏航过程分为偏航启动、匀速

偏航、偏航停止三个阶段。当风传

感器检测到一段时间内对风偏差达

到阈值时，控制系统发出偏航指令，

进入偏航启动阶段，偏航电机主回

路和电磁刹车回路通电，电磁刹车

片与刹车盘分离，电机定转子通电

启动，液压站根据电磁阀设定值释

放压力直至偏航余压；匀速偏航阶

段，机舱在偏航电机驱动力矩和偏

航制动器的阻尼力矩综合作用下，

风电机组偏航减速器损坏故障分析及
解决方案
□ 文   崔奎虎　郭磊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随着风电机组叶轮直径越来越大，机组受恶劣风况的影响引发偏航减速器损坏的情况也越来越多。本文

结合减速器拆解、机组运行数据等，分析了导致减速器损坏的原因，提出解决该问题的技改方案，并在

样机上安装实施测试，从现场采集的数据验证该方案的有效性。

偏航系统　偏航减速器　冲击损坏　伺服驱动

摘　要：

关键词：

图1：偏航系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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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稳偏航；偏航结束阶段，偏航电

机断电，定转子失电不再提供驱动

力矩，电磁刹车抱闸制动，液压站

建压直至达到制动压力。

2. 偏航减速器损坏案例
某山地风电场，自 2018 年并

网运行以来，某台风机频繁发生偏

航减速器损坏事故，从 2018 年至

2020 年，共损坏 5 个减速器。

2.1 偏航减速器拆解
2020 年损坏的减速器拆解照片

如图 2 所示。

偏航减速器结构如图 3 所示。

失效过程分析：对损坏的齿轮

箱进行拆解，失效的共同特征为高

速输入部装轴承挡圈脱落变形或脱

落后碎裂，挡圈从挡圈槽脱落导致一

级行星轴系的齿轮断齿以及其它级

行星级部件被动失效。轮齿的断裂

及其他部件损伤失效均为二次损伤。

2.2 风机运行数据分析
对故障时刻机组数据进行分

析，如图 4- 图 6 所示。

由图 4 可以发现，故障时刻风

速变化非常快，1min 内最大风速达

到 21m/s，最小风速仅有 10m/s；由

图 5 可知，故障时刻风向变化非常

剧烈，10s 内风向变化超过 30°；

由图 6 可知，在风向突变时刻 9s

内偏航位置由 -412°到 -442°，

偏航速度达到 3.33° /s，该机型额

定偏航速度为 0.39° /s，接近 10

图2：偏航减速器拆解

图3：偏航减速器结构示意图

倍额定偏航速度。综上分析，故障

时刻风速、风向急速变化，导致机

头发生急速偏转。

2.3 故障原因分析
输入部装轴用卡簧公称直径

60mm， 根 据 标 准《GB/T 894-

2017 轴用弹性挡圈国家标准》，松

脱极限转速为 7620rpm。

偏航速度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其中：

wyaw：机组偏航角速度，单位°/s

n 电机：电机转速，单位 rpm

i：减速器传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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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故障时刻风速

图5：故障时刻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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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故障时刻偏航位置

图7：轴用弹性挡圈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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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1：偏航减速器齿数

z2：偏航轴承齿数

该机型偏航系统主要技术参数

如表 1 所示。

根据以上公式计算，故障时刻

偏航减速器输入轴瞬时冲击转速达

到 n=8764>nabl=7620，超过了挡圈

的极限转速，挡圈受离心力影响从

轴上脱出或者变形，掉入齿轮系中，

导致齿轮损伤。

引发偏航速度超速的原因主要

以下几个方面：

（1）存在齿侧间隙，减速器

和偏航轴承采用齿轮传动，由于机

械误差和机组振动，大小齿啮合存

在间隙，偏航制动器泄压后制动力

不足；

（2）偏航开始阶段，电机转

矩未达到额定转矩，外部载荷超过

电机总驱动力矩，导致减速器被拖

动，发生被动偏航；

（3）大风情况下偏航，风向

突变超过 90°，偏航过程不能及时

停止，载荷从偏航阻力变为驱动力，

导致减速器超速，偏航电机瞬间转

变为发电模式。

2.5 故障根本原因
综上分析，导致偏航减速器失

效的直接原因为，大风条件下风速、

风向突变，偏航过程发生机械冲击，

偏航速度超过轴用弹性挡圈的极限

转速，挡圈受离心力影响脱出，挡

圈脱落后进入齿轮啮合区，发生卡

齿，引发齿面损伤、断齿等，产生

的金属碎片造成二次损坏。

如图 8 所示，左图红圈标示出

的即为该台风机所处机位，该风机

主风向约 100 米处存在一个山头，

山头海拔高度超过该台风机轮毂中

心高度。该山头成为影响风况的主

要障碍物，受障碍物影响风向发生

变化，特别是大风时风向频繁变化，

是导致偏航减速器失效的根本原因。

风电平价时代，为了提高单位

千瓦扫风面积，新增机组叶轮直径

增大，机组单位千瓦成本降低，山

地项目增多，受到以上因素的综合

影响，个别机组偏航减速器频繁发

生损坏的情况会越来越多，针对该

问题需要有效的解决方案。

3. 偏航减速器损坏解决方案
3.1 伺服偏航方案介绍

针对该类偏航减速器损坏问

题，协同整机厂商、第三方合作开

发了一种伺服偏航驱动技术。偏航

电机按功能分为两类，一类作为驱

动电机，红色箭头所指，一类作为

阻尼电机，蓝色箭头所指，阻尼电

机根据风载动态提供阻尼力矩，保

证机舱平稳偏航，如图 9 所示。

图 10 所示为伺服驱动的硬件

拓扑图。驱动器由机舱 400V 供电，

驱动器的输出端连接偏航电机。每

个偏航电机尾部安装一个编码器，

编码器采集电机转速数据，反馈给

表1：偏航系统主要部件技术参数

部件名称 数量 技术参数

偏航电机 4 额定功率3kW，额定转速960rpm，制动力矩：55N·m（±15%）

偏航减速器 4 四级行星减速机构，齿数Z1＝14，模数m＝18mm，传动比i＝1235，效率η1＝88.5％

偏航轴承 1
四点接触球轴承，D=3272.4mm，d＝2811mm，齿宽h＝128mm，齿数Z2＝179，空载阻尼力矩

2500N·m～8000N·m

偏航制动器 7
液压直动形式，缸直径d1=120mm；刹车片与刹车盘摩擦系数μ1≥0.41，取0.41；偏航锚定压力：

160bar；偏航余压：20bar，制动器效率η2=0.95

图8：机组所处风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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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驱动器用于闭环控制，一个伺

服驱动器驱动一台偏航电机。主控

通过 DP 总线与驱动器连接通讯，

驱动器之间通过内部总线连接通讯。

4个驱动器任选一个作为驱动主机，

其他三个作为从机，从机跟随主机

的指令实现偏航电机的同步控制。

图 11 为偏航启停的控制图。

偏航启动过程：首先打开所有偏航

电机的电磁刹车，然后主控控制驱

动电机在扭矩控制模式下往偏航方

向转动，同时控制阻尼电机在扭矩

控制模式下往偏航相反方向转动，

驱动电机和阻尼电机以设定的扭矩

曲线进行齿隙补偿，消除偏航机械

传动系统齿间隙，最后齿隙补偿完

成后，液压系统泄压，启动偏航。

偏航停止过程：首先驱动器减速，

减速停止后进行齿隙补偿，消除齿

间隙，锁住轴承，最后齿隙补偿完

成后液压刹车和电磁刹车抱闸。偏

航过程驱动电机和阻尼电机的扭矩

根据风载自动调节。

3.2 伺服偏航方案现场改造测试
在低风速（6m/s）下，1# 和 3#

驱动电机的平均扭矩约 10N·m，

2# 和 4# 阻尼电机扭矩约 5N·m，

在低风速下自耗电低，具有能效优

势；启动冲击扭矩曲线可控，启动

冲击小，载荷曲线几乎一致，载荷

均布效果好。

 在中风速（13m/s）下，1# 和

3#（绿色和蓝色）驱动电机的平均

扭矩增大，2# 和 4#（红色和金色）

阻尼电机扭矩几乎为 0；启动冲击

扭矩曲线可控，启动冲击小，载荷

曲线几乎一致，载荷均布效果好。

在高风速（平均风速 23m/s），

1# 和 3#（绿色和蓝色）驱动电机

达到扭矩限值 70N·m，在转速轻

微波动后，驱动自恢复稳定偏航；

启动冲击扭矩曲线可控，启动冲击

小，载荷曲线几乎一致，载荷均布

效果好。

图9：偏航减速器功能示意图

图10：伺服偏航系统硬件拓扑图

图11：伺服偏航启停控制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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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低风速下的速度/扭矩曲线

图13：中风速下的速度/扭矩曲线

对现场技改机组的数据采集分

析，伺服偏航系统能够消除齿间隙，

在偏航启动和停止阶段，通过调节

电机扭矩，实现平稳启停，避免恶

劣风况条件下的偏航冲击对偏航减

速器的损坏。

3.3 机组控制逻辑优化
从现场拆解减速器的情况发

现，电磁刹车摩擦片磨损情况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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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如图 15 所示。

电磁刹车片异常磨损的主要原

因是偏航控制策略导致，一方面偏

航停止过程中，液压站建压滞后于

电磁刹车断电，制动能主要由电磁

刹车提供，由于电机输入端转速较

大，导致摩擦片急速磨损，甚至摩

擦热将摩擦盘烧毁，为了解决该问

题，将液压站建压和偏航电机断电

时间点进行了优化，实现由液压偏

航制动器提供主刹车能量；另一方

面，由于风向变化频繁导致偏航频

图14：高风速下的速度/扭矩曲线

次高，偏航电机频繁启停，通过调

整阈值降低偏航频次，如表 2 所示，

日均偏航次数降低了 40%。

4. 结束语
偏航减速器作为偏航系统的主

要零部件，承担了偏航驱动、制动

的主要任务，在极端恶劣风况条件

下，减速器受到偏航冲击发生被动

偏航，超过极限工况极易发生损坏，

给风电场正常生产运行带来了较大

损失。

本文分析了偏航减速器损坏的

一种原因，并提出了伺服偏航技改

结合控制系统优化的解决方案，该

方案能够有效解决偏航冲击造成的

减速器损坏问题。

图15：电磁刹车片磨损情况

表2：对风偏航时间调整

偏航方向 左偏航 右偏航

风向采用平均值 30s 30s 60s 30s 30s 60s

风向（°） 155 165 171 205 195 189

偏差角度（°） ＞25 ＞15 ＞9 ＞25 ＞15 ＞9

原持续时间（s） 15 40 80 15 40 80

调整后持续时间（s） 30 60 120 30 60 120

复位角度（°） 175 185

偏差角度（°） ＜5 ＜5

作者简介：崔奎虎，男，1986 年出生，

工程师，毕业于天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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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国新能源行业的大力发

展，风力发电机组存量逐年增加，

越来越多的人员投入到风电机组的

运维中 [1]。运维人员在风力发电机

组内部作业安全是第一位的 , 但由

于风力发电机组内部——尤其是在

塔筒和轮毂内——属于封闭空间，

外部光线很难到达风力发电机组内

部，一旦发生突然断电会使风力发

电机组内部照明照度陡降，此时极

易造成因运维人员视线不良引起的

安全事故，由于与传统的应急照明

设备使用蓄电池做为备用电源 [2]，

尤其是在我国北方地区电冬季，低

温下电气性能影响应急照明效果和

持续时间 [3]，本文对比其他备用电

源的电气性能，选用超级电容做为

风力发电机照明的备用电源。

1. 性能分析
铅酸蓄电池，是一种电极主要

由铅及其氧化物制成，电解液是硫

酸溶液的蓄电池。铅酸电池放电状

基于超级电容的风力发电机组
照明系统研究
□ 文   王彦龙　娄晓丹　北京协合运维风电技术有限公司

风力发电机组内安装的照明设备分为常用照明和应急照明两种形式，风力发电机组一旦突然断电会使风

机照明只由应急照明单独提供，造成照度降低，危害在风机内施工人员的安全。目前使用的应急照明大

多为照明和电池一体的应急灯，内部使用的电池经常受低温影响，致使照明时间严重缩短，甚至不能正

常工作。使用低温性能良好的超级电容为风机全部照明提供备用电源支持，以满足在风机失电时可以在

一定时间内提供照度不降低的照明效果，并且可以保持在低温环境下仍然有效。

风力发电机组　应急照明　蓄电池　超级电容　逆变器

摘　要：

关键词：

图1：蓄电池使用温度与寿命关系曲线图 图2：蓄电池不同温度下的容量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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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下，正极主要成分为二氧化铅，

负极主要成分为铅；充电状态下，

正负极的主要成分均为硫酸铅。铅

酸蓄电池的充电、放电过程是依

靠电解液进行的化学反应，其对温

度——尤其是低于冰点——的敏感

性是非常强的，一旦出现电解液冻

结，铅酸蓄电池的寿命和容量将会

急剧降低，如图 1、图 2 所示。

基于上述铅酸蓄电池低温电气

性能降低的特性，选用对温度敏感

程度非常低的超级电容做为备用电

源存储电能较之铅酸蓄电池在低温

下具有更好的适应性。超级电容主

要依靠双电层和氧化还原赝电容

电荷储存电能。但在其储能的过程

并不发生化学反应，所以不存在如

铅酸蓄电池电解液在低温下冻结

的现象。

表 1 列出蓄电池与超级电容的

电气性能比较。

从上表、图可以看出，超级电

容除能量密度较低、成本较高外其

他电器性能均高于电池，尤其是在

低温性能上。因此选取超级电容做

为风机照明的备用电源。

2. 原理设计
2.1 电气设计

1）在风机塔底或最下端塔筒 [4]

内的适当位置新装一台备用电源柜

（箱），用于在塔底进行常用电源与

备用电源的切换。其电源取自主控

400V 主开关下口，免除在本方案电

源柜（箱）内另安装防雷器件。在

表1：蓄电池与超级电容电气性能比较表

特性 铅酸蓄电池 超级电容

标称电压（V） 12 2.7

体积能量密度（wH/L） 65-80 6-8

重量能量密度（wH/kg） 25-30 8-10

电池原理 化学氧化还原 物理离子迁移

最大充电电流 0.1-0.2C 大于10C

充电温度要求 10-40℃ -40-60℃

最大放电电流 1C 大于40C

循环充放次数 300-500 50万

过充情况
过充会鼓发热及放气，

容易老化

可承受一定的过充，

严重时会鼓包，加速老化

过放情况 过放会极化，易失效 无过放情况

工作温度范围 10-40℃ -40-60℃

安全性 安全 安全

环保 铅污染 无污染

优点 成本低，安全
安全，寿命长，

适应高低温，充放特性好

缺点 低温特性差，寿命差 价格高，能量密度低

图3：设计原理图

机舱新装一台控制箱，用于在机舱

进行常用电源与备用电源的切换[5]。

2）在市电做为常用电源正常

供电时，常用电源接触器 KM1 吸合，

风机照明（以下称负载）由市电供电，

同时市电通过充电器为超级电容充

电。KM1 的常闭辅助触点打开，使

逆变器输出的 220VAC 不向负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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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能，同时防止市电流入逆变器

的输出端使逆变器损坏。当市电正

常供电时，位于塔底的 HR1 和位于

机舱的 HR3 点亮，方便运维人员直

观判断市电的供电情况。

3）当市电掉电后，常用电源

接触器 KM1 因失电而脱开，KM1

的常闭辅助触点闭合，备用电源接

触器满足 KM2 吸合的条件之一。

同时，KM1 常闭辅助触点闭合，使

位于塔底和机舱的蜂鸣器 HR2 和

HR4 由逆变器供电闪烁并鸣响，以

提示运维人员市电失电。

a. 当市电已经失电时，进入风

机内应将 SA1 置于自动位置，KM2

吸合，超级电容通过逆变器向负载

供电。离开风机前置于手动位置（1

或 2 不使 KM2 吸合的位置），以

防止无人工作而市电失电浪费超级

电容电量。

b. 当运维人员在风机内工作时

市电突然失电，可将塔底的 SA1 置

于手动 1、手动 2 位置或将机舱的

SA2 置于 1、2 位置，以开启配用

电源照明。

4）备用电源柜（箱）上安装

直流电压表可以观察超级电容电压。

5）由于超级电容低温性能非

常好，所以在备用电源柜（箱）外

部做适当的保温即可，不需要进行

额外的柜内加热器件。

2.2 选型计算
1）在风力发电机组内通常使

用 LED 光源做为照明设备，LED 光

源的照度率为 80~100lm/W[6]，风

力发电机组在塔筒内安装 8 只 20W 

LED 灯 具、 在 机 舱 [8] 内 安 装 7 只

20W LED 灯具、在轮毂 [9] 内安装 3

只 20W LED 灯具，总计单台风力

发电机组照明功率为 360W，根据

应急照明需要时间为 0.5 小时，则

共计消耗能量为 648kJ。逆变器 [7]

的效率约为 93%，则超级电容所需

释放的能量约为 700kJ。

2）选用 48V165F 超级电容做

为备用电源 [10]，则单只电容器从

48V 放电至 12V 时所释放出的能量

可以根据下式计算

（1）

释放能量为 178.2kJ，则可计

算出需要 4 支 48V165F 超级电容并

联可为风力发电机组提供全功率的

应急照明 0.5 小时。

3. 效果验证

图4：安装示意图

图5：柜内布局图

（下转第 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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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某风电场项目容量 45MW，安

装 30 台 东 汽 FD70B/1500 型 机 风

力发电组，该项目于 2008 年 10 月

份投产， 2009 年 9 月通过 240 小

时试运行，2014 年 10 月份出质保。

该机组主轴制动器、偏航制动器及

风轮锁定机构采用液压系统控制。

2. 事件经过
2.1 事件现象

自 2013 年 10 月，风电场 #12

机组频繁出现液压系统压力低故障，

通过机组监控后台发现液压系统的

油泵及电机频繁启动，主轴制动器、

偏航制动器电机非工作状态下平均

每 20 秒启动一次。

2.2 处理过程
（1）检查液压系统泄漏点

检查液压系统油管、油箱等，

未发现泄漏点。

（2）排查油泵电机

更换液压系统油泵电机，并启

动油泵电机，观察液压系统压力，

并与更换前进行对比 , 发现液压系

统压力达到设定值，电机问题排除。

（3）排查滤芯

为了排除滤芯被堵，将滤芯取

下，并用堵头堵住，发现液压系统

压力值相差无几，滤芯问题排除。

（4）排查蓄能器

将蓄能器更换为新的蓄能器，

启动油泵电机，压力达到设定值且

保持稳定，锁定蓄能器失效。

3. 原因分析
3.1 液压系统结构与原理

（1）液压系统

风电机组机舱内空间非常有

限， 各 部 件 结 构 紧 凑。 图 1 为 风

电机组典型液压系统原理图，由高

速轴制动、偏航制动及风轮锁定机

构三种功能组成，各功能独立控

制、互不影响，由一台液压泵提供

动力源。

（2）隔膜式蓄能器

隔膜式蓄能器有两个半球形壳

体，两个半球之间夹着一个橡胶薄

膜，将液压油和氮气分开，如图 2。

风电机组液压系统蓄能器失效分析
□ 文   韩利坤　中国华电香港有限公司

液压系统在风电机组安全运行中具有重要作用，蓄能器是液压系统的重要部件，在液压系统的安全、稳

定运行中发挥关键作用。本文通过对液压系统的蓄能器失效原因进行分析，旨在通过对机组定期维护、

运行控制与实际工况结合，减少失效，延长器件寿命提供解决方案。

液压系统　蓄能器　失效

摘　要：

关键词：

图2：隔膜式蓄能器

3.2 测试与分析
（1）测试

液压系统中蓄能器没有信号监

测点，蓄能器失效主要体现在液压

系统补充压力时间过长、充压时无

法达到压力设定值，尤其是执行偏

航动作时，系统压力由 140bar 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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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bar, 偏航结束，液压泵工作，再

将系统压力补充至 140bar。对于失

效的蓄能器，多次测试偏航，所得

补压时系统压力值 1 分钟内的数据

变化如图 3 所示。

可见，尽管液压泵一直工作，

但系统压力上升缓慢，无法满足在

设定时间达到设定值的要求。

更换蓄能器再次进行偏航测

试，液压系统 1 分钟内压力值变化

见图 4。

1.油箱　2.液压泵　3.电机　4、17.溢流阀　5.过滤器　6、9、12、18、28.单向阀　7、13.两位两通电磁换向阀

8、15、16、33.两位两通电磁换向阀　10、29.节流阀　11.主轴制动器　14.偏航制动器　19.两位三通电磁换向阀

20.风轮锁　21.手动泵　22.减压阀　23.压力表　24、26.压力继电器　25、27、30.蓄能器　31.压力传感器

32.测压点　34.液控单向阀　35.空气滤清器　36.液位液温继电器　37.加热器　38.液位计　39.放油阀

图1：液压系统原理图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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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表明，正常的蓄能器压力

建立时间缩短，满足液压系统的设

定要求。

对多台机组进行试验，对比失效、

正常的蓄能器充压时系统压力上升

情况，正常蓄能器系统压力达到设

定值大约 6-7 秒，失效的蓄能器系

统压力达到设定值在 15 秒以上。

（2）分析

理想状态方程 p1V1=p2V2

设定值：P1=120bar，V1=0.75L；

如 将 压 力 补 充 至 150bar，

即 p2=150bar，根据理想状态方程

则蓄能器内部氮气体积被压缩为

V2=0.6L。所以液压泵工作时需要

注入 0.15L 的液压油，注油量速度

1.68L/min、 每 秒 注 油 量 0.028L，

理论上将系统压力补充至 150bar 时

间为 5.3 秒。

案例中从液压泵开始工作至风

电机组因 15 秒内系统压力没有补

充至设定值而报出故障，注油量已

达 0.42L，同比理论情况下打压到

150bar 的压力所需油量已经增加了

两倍多，可见蓄能器内部氮气压力

已经超过设定值。故判断蓄能器已

失效。

3.3 失效原因
本案中蓄能器接口处有漏气现

象，甚至可以明显听到滋滋滋的漏

气声，由此可以判断这些蓄能器的

橡胶薄膜有破损情况。

蓄能器隔膜破损的影响因素有

很多，如隔膜橡胶材质弹性差，不

适应蓄能器的频繁动作，疲劳性损

伤；隔膜制造工艺不达标，存在壁

厚不均匀情况；长时间运行后，橡

胶薄膜出现老化现象；液压油在长

期运行中可能出现杂质油污，会对

橡胶薄膜产生严重影响；液压油温

未在控制范围内，造成橡胶隔膜的

损坏。由于蓄能器频繁处于补压力

和释压力的过程，产生冲击振动；

蓄能器内部密封件出现问题导致轻

微漏气，伴随使用时间及使用频次

情况，其内部压力越来越低，以致

蓄能器处于欠压状态，无法起到保

压作用，此种状态下运行时间过长，

也将导致橡胶隔膜损坏。

4. 措施及效果
根据蓄能器失效可能原因，结

合风电机组实际运行工况，制定如

下措施：

4.1 检查蓄能器充氮压力是否

正常。利用蓄能器上的截止阀，以

及截止阀前的压力表，或在油路中

利用各测压接头外接截止阀和压力

表，组成图 5 所示回路，关闭截止阀，

利用手动泵手动打压，同时观察压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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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表示数，打压初期比较轻松，当

感觉压不下手动泵扳手时，压力表

读数即近似为充氮压力值，用此方

法定期对蓄能器充氮压力进行检测。

4.2 适当调整参数，减少蓄能

器补充压力和释放压力的工作频率；

减少偏航对风动作次数，低于切入

风速时，不进行偏航动作。

4.3 维护工作中对蓄能器接口

及充气口处螺栓进行紧固。

4.4 每年对液压站油品进行取

样检测，清洁度等指标符合要求；

定期更换空气滤清器，高压滤器，

回油滤器，保证整个油液清洁度。

4.5 监测液压油的温度状态。

定期测试液压油加热器工作是否正

常，将油温控制在 20℃ -70℃之间，

防止油液高温氧化。

5. 总结
液压系统在风电机组运行过程

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对蓄能器

失效现象的分析，找出蓄能器失效

主要原因。目前对液压系统蓄能器

的维护比较薄弱，建议加强对蓄能

器的维护和保养，保证充氮压力符

合设定值，避免隔膜疲劳损坏，延

长蓄能器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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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示意备用电源柜和控制箱分

别安装于风机塔底和机舱内部，运维

人员可以在塔底或机舱进行开启备用

电源照明的操作，方便灵活，操作简单。

4. 结论
今年来我国新能源发电越来越

得到大力发展，运维人员的安全运行

就尤为重要。利用超级电容进行能量

存储，在电网突然断电时为风力发电

机组内部照明进行应急供电，既可以

避免蓄电池在低温下失效带来的应急

照明无法正常工作，又可以达到满足

提供足够时常和足够照度的应急照

明，保障运行人员安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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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施工机具的选择
我们一般会根据施工现场当地的环境

条件、风机各部件的参数以及施工工期的

要求来选择施工机械。在以上所有条件都满

足的情况下，在平原地区我们一般选择汽

车式起重机，二山地丘陵地区，则一般选

择履带式起重机。以新疆大石头风电场为

例，吊装 2.65MW 风力发电机组，选择的是

SCC5000WE履带吊作为整机吊装的主吊车，

选择 STC900T7 和 JQZ75 两台汽车吊车作

为辅助吊车。后期由于卸货要求及施工场地

的限时，我们又进了一台 QZ300 汽车吊和

一台 QUY50A 履带吊作为辅助吊车使用，其

中 QZ300 汽车吊用来进行机舱的卸车和一、

二段塔筒的安装工作，QUY50A 履带吊作为

拆、装主吊车的重要辅助吊车来使用。如果

仅仅为了卸车，2.65MW 机组最重件的机舱

重约 115t（含吊具），选用 QAY260 汽车

吊完全能够满足，但是由于风电场的施工场

地仅满足吊装需要而无法存放设备，所以选

用 QZ300 汽车吊可以满足机舱的卸车，同

时可以将运输至现场的1、2节塔筒直接就位，

避免了设备的二次倒运，同时为后面的施工

提供更大的作业空间，使得两个作业面同时

进行交叉作业，减少周转时间，保证在工期

内顺利完成吊装任务。

2. 吊装机舱
机 舱 的 吊 装 过 程 中 主 要 要 注 意 以 下

几点：

（1）由于现场实际施工情况，无法直

接从运输车辆上起吊机舱，机舱连同基座需

要放置在平坦地面，如果地面承载力不够，

基座下需要垫枕木或厚钢板。

新疆大石头风电场风机吊装
施工技术浅析
□ 文   张耀锋　北京憧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近年来，我国风力发电工程发展形势十分迅猛，各地风电场迅速兴起。风能作为一

种极具商业价值的清洁绿色能源，被世界上诸多国家研究和广泛应用。而作为风电

场施工过程中的关键点的风机吊装技术，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如何对其进行分析、

控制，以达到不断完善优化施工方案，提高吊装工作的施工效率，使其效率发挥到

最大成为一种研究趋势。

风机吊装　施工技术　安全高效

摘　要：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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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5MW 机组机舱重量约 109 吨，

在机舱长边两角布置专用的溜绳，控制机舱

的转动，绳调整机舱朝向，同时要避免设

备之间发生碰撞，保证在施工过程中的设

备安全。

（3）为了便于风轮的安装，机舱起吊时，

机舱纵轴线应处于偏离主风向 90°的位置。

（4）履带吊缓慢将机舱放下使机舱法

兰与塔筒法兰对齐并接触，然后装入 4 根螺

栓定位，保证主吊吊钩承受 50％的载荷重量，

安装人员拆除定位棒，手动装入剩余的安装

螺栓，采用十字对称冲击的方式预紧所有螺

栓后拆除吊具，然后在 24 小时内将机舱连

接螺栓打到规定力矩。

3. 叶轮组装和安装
叶轮通过其优良的吸风能力，将空气的

动能高效的转化为叶轮转动的机械能。作用

在叶片上部的风力，产生一定的上升力，促

使叶片开始进行转动。叶轮主要由叶片、变

桨系统和轮毂三个部分构成。单独的叶片可

以通过自身的变桨机构对自身的迎风面产生

调节。同时叶片中配置的雷电保护系统，防

止叶轮遭遇雷击事故。

3.1 准备工作
首先要准备好吊装设备、吊装材料及吊

装工具，本次吊装选择的主要机械设备有 3

台，分别为：主吊：SCC5000WE 履带吊；

辅吊：SCT900T7 和 JQZ75 汽车吊两台。

3.2 组装前检查
组装叶轮之前要对其进行全面的检查工

作，具体内容包括：①对照厂家清单，检查

各个部件是否齐全，确认轮毂导流罩清洁且

无缺陷；②检查轮毂变桨轴承与叶片法兰接

触面面是否有损伤；③检查变桨轴承内圈的

软带标记“S”存在；④检查确认叶片法兰

部位有 0°标尺，安装正确且牢固，且叶片

锐边（后缘）零度标尺 0 刻线最近的一颗螺

栓（已喷红）对上轴承上距离 S 标记最近一

个孔；⑤检查吊装设备、钢丝绳等能够保证

正常安全地进行吊装工作。

3.3 组装叶轮
（1）选择合适的组装场地，既要平整

结实又要方便之后的吊装工作。

（2）将叶片根部以及尾部运输支架处

的紧固件拆除，利用叶片吊梁将叶片缓缓提

起，使叶片根部对齐轮毂变桨轴承。

（3）对轮毂进行变桨操作，使变桨轴

承软带“S”标志对应的螺孔与叶根处（靠

近后缘）的零刻度线处螺杆对齐，缓缓移动

叶片，将叶片与轮毂对接。

（4）通过轮毂运维孔位置，将可安装

的螺母、垫片手动安装。

（5）使用中空扳手将均布的 1/3 数量

螺 栓 打 到 1500Nm 力 矩 后 叶 片 吊 梁 可 以

摘勾。

（6）在叶尖吊点位置处安装一根扁平

吊带 W01-10×10m，使用辅吊拉住叶片，

然后拆除叶片吊梁吊具。

（7）重复（2）～（6）步骤将剩余两

支叶片安装就位。

（8）对叶片进行变桨操作，将暂未安

装螺母紧固的双头螺柱转至运维孔位置，依

次手动安装紧固件。紧固螺柱打到 1500Nm

力矩，将所有双头螺柱拉伸至最终拉伸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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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吊装叶轮
（1）根据施工要求安装好风轮吊具、

叶尖护套和缆风绳。

（2）主吊与辅吊同时起吊，将风轮水

平提升至一定高度提住，在螺栓（双头螺柱）

螺纹上涂抹润滑脂，继续提升风轮，然后通

过主吊与辅吊不同程度的提升，使风轮慢慢

翻转。该过程中要注意：①在两根叶片根部

（非溜尾叶片）附近垫泡沫块防止风轮侧倾；

②使用叶尖护套处的 2 根缆风绳调整风轮的

方向，参与该工作的人员每组不少于 3 人

③控制辅吊，使辅吊所吊叶片叶尖距离地面

2 ～ 3m。

（3）风轮达到竖直时，向下拉缆风绳

将溜尾吊具拆除。

（4）缓缓吊起风轮，使轮毂与机舱对

接面对齐，通过盘车，使刹车孔盘的孔中心

必须在正上方对准刹车轴，然后将风轮缓慢

靠近机舱并与机舱对接。这个过程中：盘车

后，必须保证高速液压刹车抱死；对接过程

中，避免磕碰到主轴端面上捆扎好的滑环线。

（5）然后人员进入轮毂中，手动安装

垫片和螺母，使用 S=75 的扳手预紧螺栓，

确保轮毂－主轴接触面完全贴合。主轴法兰

螺母紧固后，锁住齿轮箱高速轴刹车盘。至

少将 23 颗主轴螺栓打到最终力矩的 100%

方可摘勾。

（6）主吊摘钩后，将所有未打力矩的

螺柱（轮毂－主轴）的力矩值打至最终力

矩的 70%；通过盘车旋转风轮，将所有紧

固螺柱（轮毂－主轴）的力矩值打至最终

值的 100%；将所有叶片的双头螺柱拉伸至

100% 最终拉伸力。

（9）拆除叶尖护套，在轮毂－主轴连

接缝隙处涂抹硅胶。

（10）将三个桨叶变成 92°、89°和

0°。风机变桨时，必须要将液压刹车以及

风轮锁锁死。且在执行变桨时，最后执行要

变桨 0°的叶片。

4. 结语
风电技术随着科技进步而不断优化发

展。所以，为保证风机吊装在正常的施工过

程中的安全性能，就必须要对风机吊装深入

研究。同时在兴建风电厂的过程中，必定会

伴随着野外施工条件复杂，安装施工难度大

灯问题。因此如何深入地贯彻风电安全和技

术管理成为当今风电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课

题。在吊装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施工难

题，因此我们应该积极采取相应方案来解决

问题，从而降低对风机吊装产生的不利影响，

推动风力发电生产顺利开展，提升电力企业

的吊装技术水平，为企业和社会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风电场安全运行管理方略谈 [J]. 曹恒 . 科

技展望 . 2016(33).

[2] 吕小光 . 风电场风机吊装施工技术的分析

与探讨 [J]. 科技创新导报，2017，14（33）：25.

[3] DL/T5210.1-2012. 电力建设施工质量验收

及评价规程第 1 部分：土建工程 [S]. 2012. 

作者简介：张耀锋，北京憧憬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现场施工员，负责风机安装及大部件检修吊装。



Articles of Technologies

技术交流

2021年9月·97



技术交流
rticles of TechnologiesA

98·风能产业 Wind Energy Industry





W
IN

D
 EN

ER
G

Y IN
D

U
STR

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