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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述了我国能源发展的基本方针，即：节能为本，多元发展，通过科学用能和积极开发国内
外资源，为建立充足、清洁、经济和安全的可持续发展的能源结构打下基础．介绍和分析了世界风力
发电概况、我国风力发电概况、我国风力发电机组研制概况．截至２００５年，我国排名世界第５位、亚
洲第２位；我国风电机组的研制一般是引进与合作制造．论述了我国风力发电的发展方向，即我国
大型并网风电机组的研制要走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自主开发道路；今后要积极开发大容量海上
风能资源，建设海上风力发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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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能源生产国．２００５年能源生产量达到２０．６亿ｔ

１我国能源发展的基本方针

标准煤Ｈ Ｊ，约占世界能源总产量的１３．６％．预计到
２０５０年，占世界能源总量的比例将上升至１５％；但

能源是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是沿着中国

由于人口多，我国人均占有能源消费量只有发达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实现四

家的１０％一１５％，而且在能源结构上以煤炭为主，

个现代化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物质基础．中

环境污染问题严重．

国１９９０年以来能源生产总量已名列前茅，是世界第

根据我国能源面Ｉ临的严峻形势和国内外能源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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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的发展趋势，我国中长期能源产业发展的基本方
针是：节能为本，多元发展，通过科学用能和积极开

华北平原、华中地区，年平均风速大于３ ｍ／ｓ的
日数在１５０ ｄ以下，属于可季节性利用风能的地区．

发国内外资源，为建立充足、清洁、经济和安全的可
持续发展的能源结构打下基础ｉ２ Ｊ．

１３５

浙江嵊泗、福建平潭等地区，年平均风速达６
ｍ／ｓ或７ｍ／ｓ以上，是开展风能利用的理想地区．

从可持续发展看，人类化石能源终将耗竭，有关

我国重视风力发电，制定了一系列风电政策，其

能源结构的调整过程已经开始．未来主要能源，只能

中两条重要政策是：允许风电就近上网；风电价格要

依赖于可再生能源和受控核聚变能．预计受控核聚

在发电成本加还本息的基础上，允许合理的利润，超

变在２１世纪上半叶还难以成为可用的能源．而可再

出电网电价部分，由全电网平摊．这些政策有力地支

生能源的水力发电和非商品的生物质能，已经得到

持了风电的发展．

大规模应用，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潮汐能

１９９２年国家成立了第一个风能公司，负责风电

的离网发电已初步产业化，多种联网电站正在蓬勃

场的投资、建设和管理，已先后成立了南澳、东岗等

发展．因此，要高度重视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基地与技

风电场．航天部也发挥自己的技术优势，为大型风电

术的研究与发展．中国能源发展战略的基本构想中

机组国产化做贡献，１９９２年成立了万中公司．国家

亦指出：“以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和有效利用支持经

经贸委在“九五”期间拿出１２亿元支持风力发电发

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３０

展．国家科委在大、中型风力发电机组研制方面做了
大量工作．

。２世界风力发电概况

２００５年我国完成了６００ ｋＷ和７５０ ｋｗ风电机
组研制及产业化，为兆瓦级风电机组的研制与产业

风能资源是可再生、无污染的清洁能源．在各种

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变速驱动和直接驱动两种大

替代能源中，亦以风能利用最为成熟，其发电成本并

型兆瓦级风电机组首次并网发电，为我国风力发电

不比传统发电方法高．近年来风力发电事业以惊人

机组产业化和２０１０年实现风力发电装机达５００万

的速率逐年增长．德国风力发电装机容量２００４年为

ｋＷ提供了主力机型．

１

６９７．６万ｋｗ，居世界第一位，２０２０年德国风力发

电量将会达到总用电量的１５％．德国还在北海建造
大型风力发电基地，每台机组发电能力为５

０００

２００５年底，我国建成风电厂６２个，安装风机
１

８６４台，总装机容量为１２６．６万ｋＷ，排在世界第八

位，亚州第二位．我国可再生能源中长期规划中提

ｋＷ，总装机容量１００万ｋＷＭ Ｊ．２００４年美国风力发

出，到２０１０年将建成５００万ｋＷ风电，２０２０年达到
０００万ｋＷ．为了利用江苏省的风能优势，

电总装机容量６７９万ｋＷ，居世界第二位．西班牙

３ ０００～４

２００１年为３３０万ｋＷ，居世界第三位∞ｏ．丹麦２００４

江苏省规划“十一五”期间建设风电项目１００万

年初达到３１１万ｋＷ，居世界第四位旧Ｊ．印度２００４年

ｋＷ，现在建和已确定项目有如东一期１０万ｋＷ、如

达到３００万ｋＷ，已具有相当规模‘“．

东二期ｌＯ万ｋＷ，大丰风电２０万ｋＷ归Ｊ，已于２００６
年正式启动，总投资３５亿元；还在盐城市滨海县、响

３中国风力发电概况

水县两地沿海滩涂建设风力发电，总投资３６亿
元¨０｜．甘肃省风能资源总储量居全国第五，风能资

我国幅员辽阔，海岸线长，季风强盛；风力资源

源理论储量为１．２３亿ｋＷ，可利用资源达１ ９５０万

丰富，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居世界第三位；已探明

ｋＷ；２００６年始在玉门昌马和安西各建１座１００万

中国风能理论储量为３２．２６亿ｋＷ，可利用开发为

ｋＷ风电场，总投资１７０亿元，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

２．５３亿ｋＷ．根据我国近几年来的气象资源统计，在

４７亿ｋＷ·ｈ，与同等规模的火电厂相比，一年可以

距地面１０ ｍ高度处风能分布情况大致如下伸Ｊ．

节约电煤１８６万ｔ，减少Ｃ０２排放５６０万ｔ．

东南沿海及其岛屿、青藏高原，西北和华北、东
北部分地区，年平均风速大于３ ｍ／ｓ的日数在２００

ｄ

４我国风力发电机组研制概况

以上，属于风能资源丰富地区．
内蒙古、甘肃、新疆、山东，东北、苏北、皖北等地

关于我国风力发电机组研制的情况是：１９７７年

年平均风速大于３ ｍ／ｓ的日数在１５０ ｄ以上，属于

研制１台２２ ｋＷ风力发电机组，安装在浙江省嵊泗

风能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

列岛，１９９１年又生产２台，也安装在此地．１９９４年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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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丹麦合作生产了１０台１２０ ｋＷ发电机组，安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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