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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阅读 TURBINE Magazine-Windar 专刊。

什么？Windar 专刊？

TURBINE 不是共同发布多家风电行业公司文章的联合刊物吗？

是的，以前发布的 TURBINE Magazine 是由 Windar Photonics 牵

头的丹麦风电行业公司的联合刊物，但是本次期刊 TURBINE Magazine

仅仅收录了Windar Photonics的相关文章。阅读愉快！

TURBINE Magazine 由 Windar Photonics 发行。TURBINE Magazine相关咨询,
请联系 Ann Ning/宁玲 an@windarphoton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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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ar Photonics
应用于风机优化的经济高效测风激光雷达领先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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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ar Photonics公司诞生于

丹麦技术大学（DTU）Risø的科

研环境之下，公司生产的LiDAR

产品最初的设计就是在2005年

出自于此大学。

2008年时Windar Photonics

公 司 正 式 成 立 。现 在 我 们 在

全 球 已 经 进 行 了 超 过 13 0 套

Windar Photonics公司LiDAR

优化解决方案的安装。同时，我

们在欧洲，美国以及中国都设立

了销售技术办公室用以为当地

客户提供本地化的支持。

自2008年起，员工人数从3人增

加至目前的30人，包含了R&D，

组装，管理，销售及技术支持。

2014年，Windar Photonics公

司在英国成立了一家公共有限

公司，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的

AIM市场完成了上市。

Windar Photonics

› 载荷降低

› 风切变、阵风、湍流、
尾流探测、偏航误差

› 年发电量提高 1-4%

› 经济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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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流形成的原因可以有很多种，多与风机所处的

环境有关，包括自然地形上的障碍。在一个风场，

尾流形成的最主要的的因素是邻近的风机。

如果LiDAR安装在了一台受尾流影响的风机上，

这时所得到的测量数据并不能够反映出真实的风

速及风向，因此风机就无法据此准确对风，并由此

导致功率的损失及载荷的增加。

为了避免这一系列由尾流所导致的后果，LiDAR可

以识别出尾流现象并防止风机根据错误的风信号

调整姿态。

激光雷达通过连续跟踪光束信号形状的变化来检

测尾流。如果两个光束有差异，不均匀流向意味着

有可能存在尾流。

Windar LiDAR 通过校正风机

的偏航误差以优化风机的性能，

可以为风机带来平均1.5%至2%

的AE提升--甚至某些特殊条件

下可以达到4%。偏航校正后还

能大大地降低风机的载荷，延

长风机的使用寿命并提高运行

时间。

要实现 Windar LiDAR 对风机偏

航的动态控制需要在风机设计

阶段就将 LiDAR与风机的主控

系统集成；或者也可以使用另一

种方案，通过 WindTIMIZER™

或 Windar Photonics 提供的

主控系统改造实现。

AEP的提升可以使投资者，根

据不同地区的上网电价水平，在

12-36个月内快速收回投资成

本，同时降低的载荷也能帮助确

保风机在剩余的生产周期内持

续稳定地产出。

获取更多的能量

› 尾流探测

Gain more power

Wake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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湍流是大气运动中一种不可避免的气象现象，为了

优化风机的运行而对湍流进行预测是很难实现的。

湍流强度可通过激光雷达测量来计算得出，通过信

号的平均测量值的标准偏差来计算系数。

因此，该系统可以计算出每个光束的强度系数或两

个光束的平均强度系数。

通 过 使 用 非 常 先 进 的 算

法，LiDAR可以探测出湍流

并且将相关数据存储下来以

便日后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存储的数据通过特殊的处

理及分析，将成为风机业主

进一步载荷优化的基础。

› 湍流探测

› 风切变探测

风切变现象的发生是由不同高

度位置上的风速的巨大差异引

起的，风轮同时迎向不同的风

速，这给风机带来比正常情况下

更高的载荷，尤其是在主轴及

齿轮箱的部分。

由于WindVISION™设备可以测

量到不同海拔高度上的风速，

所以可以实现对风切变的探测，

风机主控得到此信息后可以对

此做出反应以避免或降低其可

能对风机造成的不良影响。有了

这台设备之后风机可以大大降

低由风切变所带来的载荷。

Turbulence Detection

Wind Shear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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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的风机均存在一定的偏航误差，偏航误差

的存在可能会给风机带来破坏性的载荷，以及次

佳的功率输出。通常情况下，传统测风传感器测量

的是其所处位置上的风速及风向，此处的风在经

过风轮的时候已被扰动变向。因此，传统的测风传

感器都有一个反应系统可以在风经过后测算出风

向及风速数据。

Windar Photonics 的LiDAR的工作原理则则完

全相反，它可以实现在风机前方80米处对风向及

风速的主动测量。这些测量构成了测量计算的基

础，可以用作预测风向及风速。然后这些测量及

计算结果将会传递到风机主控系统，这样风机就

可以根据来风的实际方向调整风机的偏航。由于

LiDAR可以实现持续的测量，所以也可以实现对

风机偏航角度的持续校正。

› 偏航校正

阵风本质上就是风速的急剧变

化，风速在到达叶轮前速度激

增。激增的风速在到达风轮后

可能导致主轴过速。这不但会

给风机带来过大的载荷，面且会

带来功率损失。

此外，阵风的探测还可以帮助风

机提高在低风速区的发电输出 

，而这通常只能通过加大叶轮

直径才能办到。有了阵风探测

的功能风机就可以配备大的叶

轮直径，并且不会增加塔筒的建

造成本，因为风机的载荷会大

幅降低。

Windar Photonics公司的所有

LiDAR产品均可以实现阵风的

探测，所测得的数据可以用于

日后的载荷优化。如果Windar 

LiDAR 能与Windar Photonics 

公司提供的主控改造系统，或

是直接在风机设计初始就与主

控集成，那么风机就可以在阵

风到达风机叶轮前提前变桨，

这能有效的减缓功率尖峰的出

现并避免载荷的增加。

› 阵风的探测

Yaw Correction

Gusts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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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传感器通过使用激光测

量风的移动。这项人们所熟知

的LiDAR技术发明于20世纪60年

代。我们对这项技术进行了一些

微调，并使用更为经济的激光源代

替了原本昂贵的光源，这使我们可

以我们的客户提供价格更为合理，并

且非常高效的LiDAR系统。

激光雷达测风仪依赖于多普勒效应，空气

粒子穿过激光束焦点移动导致反向散射光

频率的变化。

多普勒频移给出沿着光束方向的风速分量的

直接信息。由于超低功率的典型后向散射光（

相当于发射激光功率的1/1000亿）与近地面大

气边界层相关联，需要采用非常敏感的光学检

测方案和相对高功率、窄线宽的激光。最广泛使

关于Windar 
Photonics公司所生产
的高效经济的LiDAR技

术的说明

先前研究发现最高达25%整体系统成本归功于激光源本身。

关于WINDAR PHOTONICS公司所生产的高效经济的LIDAR技术的说明 TURBINE MAGAZINE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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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WINDAR PHOTONICS公司所生产的高效经济的LIDAR技术的说明

用于提取多普勒频移信息的方

案被称作“光外差探测”。

对于商用激光雷达测风仪，严格

的眼睛安全要求采用1532纳米

左右波长的激光。现有激光雷

达风速仪产品采用昂贵的光纤

激光器以及光纤放大器技术，

以实现所需的激光的输出功率

和1550 纳 米 的

谱线宽度。

早先的研究已经发现，仅激光

源的成本就占据了系统总成本

的25％。Windar Photonics公

司的目标是通过使用更加实惠

和紧凑型的激光(1550纳米)，以提供高性价比的

激光雷达测风仪，它与系统的其他部分相结合可

以为客户提供一个经济实惠，经久耐用，经过验

证的激光雷达解决方案。 

测量几何学
激光束每0.5s切换一次。激光采样频率150MHz。

快速傅里叶变换后，进行36Hz采样，每个光束采

样18次。考虑到光束切换延时的影响，剔除第一

个和最后一个频谱，剩余的 16个频谱取平均数用

于产生每个波束上的1Hz数据。

设计的最大风速为30米/秒，该设计采用了FFT快

速傅里叶变换的方法，综合考虑了检测范围和精

度（0.11米/秒）的平衡。



TURBINE MAGAZINE  11

α=30°

Vlos2Vlos1

U

V
W ɸ

平行于主轴安装位置

不影响测量

Wind Speeds and 
Direction Derivation

风向与风速的推导

Axial component :

w = Ⅴlos1 + Vlos2 
2cos(ɑ)

Line Of Sight Relation under  
homogeneous flow:

Ⅴlos1,2 = w cos(ɑ) ± 𝒖 sin(ɑ)

Lateral component :

u = Ⅴlos1 - Vlos2 
2sin(ɑ)

Incoming Wind Speed:

Ⅴ = √u 2 + w 2 

Relative Wind Direction ~ 
Misalignment:

u
w𝝋 = tan⁻1 (    )

关于WINDAR PHOTONICS公司所生产的高效经济的LIDAR技术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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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GE – 1. 5MW, 1.7MW

远景 – 3.6MW, 
4MW

SIEMENS – 2.3MW, 
3.6MW, 4MW, 6MW

SENVION – 2MW

GAMESA – 2MW

VESTAS – V47, 
V80, V90, V100

NEG-MICON – 
0.6MW, 1.65MW

NORDEX – N90

国电 – 3MW

LAGERWEY – 
0.9MW

运达 – 0.75MW

华锐 – 1.5MW

SUZLON – 2.1MW

东汽 – 1.5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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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9 E 17th Circle

M5T 2C2, Toronto, Ontario Canada

174 Spadina Avenue

La Center, WA 98629, USA

www.windarphotonics.com

Att: Director, USA, James Crouse

Att: Sales Manager Lars Bendsen

Phone: +1 (360) 798-4938

Phone: +1 (416) 312-5242

Att: Director, Southern Europe  
and LATAM, Marcos Lopez-Brea

Phone: (34) 649 946 043

Four Towers Business Area

28046 Madrid, Spain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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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geshøj Alle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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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K-2630 Taastrup, Den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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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浦东, 200131

联系人: Ann Ning/宁玲

Phone: +45 2055 5599

电话: +86-21-50775852

邮箱: an@windarphotonics.com

www.genba.com.tr

www.windfor.com

DISTRIBU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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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on 3.4M118 采用
WindVISION™ LiDAR降低载荷

Windar Photonics最近启动了一个在风机设计初始阶段将LiDAR

直接集成到控制系统的项目。我们很高兴风机制造商Eleon优先选

择了公司的4光束LiDAR-WindVISION™作为其最先进风机Eleon 

3.4M118的LiDAR方案的标配测风设备。

Eleon –波罗的海风
能领军 
Eleon由Sõnajalg兄弟在2001

年创办，致力于风能行业的发

展，事实上当时波罗的海的风

能市场还不存在，电价很低并

且爱沙尼亚能源立法不成熟。

然而，Sõnajalg兄弟依然相信

风能将成为重要的能源，并且

可能作为爱沙尼亚日益减少的

页岩油的替代。为了收集更多

风机和风能的知识，Sõnajalg

兄弟开始考察和学习其他欧洲

国家德国和丹麦的风能行业。

Sõnajalg兄弟通过德国和丹麦

之行，更加清晰了风能行业的

发展，考虑过在波罗的海区域

建首个风电场，但是对于当时

的电价而言没有经济意义，因

此需要新的商业计划来实现经

济可行。

由此开始了老旧风机的改造业

务。首台改造的风机是竖立在爱

沙尼亚的一台Vestas 500KW风

机。随后又进行了4台Enercon 

E40二手直驱风机的改造。在

改造和风机安装过程中，Eleon

ELEON 3.4M118 采用WINDVISION™ LIDAR降低载荷

Eleon 3M116 样机

位于萨列马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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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获取原厂的任何支持，在最初的调试过程之

后，Eleon达成了与为其E40改造触动的Enercon

的合作。

2000年开始随着风机技术进步，基于齿轮传动风

机向大型化、大容量方向发展。另一方面直驱风机

的升级显示出了一些问题：风机的建造和物流相

关成本的增加。与齿轮传动相比，直驱具有维护方

面的优势，仅需较少维护，而齿轮传动风机一直需

要齿轮箱的维修或替换等成本。

通过与Enercon的合作，Eleon充分理解了直驱技

术，随着齿轮传动大功率风机的出现，也意识到基

于直驱的风机大型化的市场需求。这促使Eleon决

定自行研发风机。

“我们如何制造出这样的直驱风机:经济，大功

率，低维护成本，更长的生命周期，并且在满足风

机尺寸结构要求的情况下不增加过高的生产成

本？”Eleon首席执行官Oleg Sõnajalg这样说。

“LiDAR有助于降低风机整体造价，优化风机结构，LiDAR的降载特性

也可以帮助我们建造更轻的风机，减少安装的费用。"

– Oleg Sõnajalg, 
Eleon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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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on 3.4M118风机概念
Eleon 着手这样的风机概念设计，持久耐用的直

驱风机，但是没有因为风机笨重而额外产生的生

产和安装成本。该项目的主要意思是建造大功率

的直驱风机，风机外形尺寸显著变大，当然本身生

产成本相应增加。风机从基础到机舱需要相应的

增强，因为会遭受更高强度的机械载荷，这会显著

的增加风机的生产成本。

Eleon意识到建造这样风机的关键是通过技术手

段实现风机载荷的降低，从而可以采用较轻量和

较低强度的风机，解决大功率直驱机组的建造相

关成本问题。

通过实施各种载荷降低技术，Eleon成功将Eleon 

3.4M118总重量下降到45吨，通常相应功率的机

组重量范围在90-100吨。为了实现卓越的减重，

风机的运行和分布等载荷必须全部重新设计。机

舱的特殊结构使得仅有必要的风轮转矩传递到发

电机，驱动发电机并发电，其他风轮产生的额外载

荷通过更容易缓减的塔筒结构来卸载。

Eleon 3.4M118展现了大量的降载技术：先进的

变桨、功率控制、偏航系统和Wind VISION™机

舱式激光雷达等。其中的多数技术是被动的，也

就是说用于降低周期性作用于风机上的载荷，而

WindVISION™实现的是预防性的降载。

传统齿轮传动 传统直驱 Eleon专属直驱

Eleon 3.4M118

运行2年的样机结果

› 平均可利用率 98%

› 年发电量 11,5 MWh

› 容量因数 43%

ELEON 3.4M118 采用WINDVISION™ LIDAR降低载荷18  TURBINE MAGAZINE



WindVISION™预防性降载
Windar Photonics 4光束LiDAR-WindVISION™

作为风机测风的标配，这是Eleon 3.4M118降载策

略的核心组成。

“LiDAR有助于降低风机整体造价，优化风机结

构，LiDAR的降载特性也可以帮助我们建造更轻的

风机，减少安装的费用。" Eleon首席执行官Oleg 

Sõnajalg解释。 

WindVISION™安装在Eleon 3.4M118机舱顶部，

用于测量风机前方80米的风。WindVISION™测

量4个聚焦点的大气粒子，使得系统可以计算风轮

前方将要过来的风速和风向。归公于4个测量点，

系统可以测量水平和垂直面，在风切变、阵风和湍

流作用到风机之前识别出来。Eleon风机控制系

统可以直接接收LiDAR数据，因为WindVISION™

被集成到风机控制系统中。Eleon控制系统集成

LiDAR的意图开始于2013年，当时Eleon刚开始进

平均
使用寿命

El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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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Eleon 3.4M118测风相关的工作。据了解，这是

行业里首个在设计阶段将LiDAR技术集成到风机

控制系统的项目。

通常Windar Photonics LiDAR被用于校正偏航

误差从而提高发电量，而Eleon风机安装Wind- 

VISION™用于预防风切变、阵风和湍流相关的载

荷工况。Eleon 首席执行官Oleg Sõnajalg 解释:

“LiDAR 将被用于消除风机上的一些周期性载荷，

防止并发产生的损害。疲劳载荷通常是风机延迟

寿命的瓶颈，是延长风机寿命的关键。有些周期

性的疲劳载荷不会损伤结构，但是有些则会，一些

破坏性的载荷甚至会发生成千上万次。如果我们

能够消除这些破坏性载荷，我们就能够大大的延

长风机的使用寿命。“

在L iDAR安 装 到 爱 沙尼 亚 萨 列马岛的Eleon 

3.4M118样机之前，Eleon通过Bladed软件的测

试，得出了LiDAR能够实现Eleon的目标。有时测试

并不全面，因为复杂项目需要对相关技术更多的协

作和交流，从而达到预期结果，这也是为何Eleon

选择与Windar Photonics LiDAR的关键点。“我们

选择Windar的LiDAR技术应用到风机，是基于我

们与Windar Photonics对于新技术开发一贯良好

和开放的合作。”Oleg Sõnajalg这样解释。

“我们选择Windar的LiDAR技术应用到风

机，是基于我们与Windar Photonics对于

新技术开发一贯良好和开放的合作。"

– Oleg Sõnajalg, 
Eleon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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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on 风电场安装WindVISION™ LiDAR

WindVISION™ LiDAR安装在位于萨列马岛的Eleon 

3.4M118样机上，Eleon计划在爱沙尼亚Aidu风电

场安装30台Eleon风机，WindVISION™ LiDAR将会

作为标准配置。Aidu风电场首台配置LiDAR的风机

预计在2016年11月份吊装，整个风电场计划2018年

前全部运行。

风机将在爱沙尼亚的一个矿区先调试，在风电场

将再次调试。波罗的海的气候比较恶劣，尤其是

机舱顶部，这也是Eleon 3.4M118为何需要测风

传感器经久耐用并且能够适应该气候条件的原

因。Eleon风机预期生命周期40年并且运行在极

寒环境，测风传感器必须非常可靠而且尽可能少

的维护。WindVISION™满足了这些条件，可以通

过远程监控和升级，并且仅需要每两年一次的激

光源维护保养。越少的维护意味着风机的更高可

靠性，这是非常明确的，考虑到Eleon 3.4M118

的大小。“放大塔筒高度和风轮直径不能成倍的发

电，而可靠性会。“Oleg Sõnajalg这样解释。

Eleon将风机竖立在偏远地区比如页岩油矿区的

原因之一是这些地区适合3.4MW Eleon大型风

机，既不会影响周边居民，也不会与环境法规相

冲突。丰富的风资源、大功率机组、高可靠性的

组合意味着Eleon陆上风机的发电量可以和海上

机组相比。最近位于萨列马岛的Eleon样机平均

可利用率为98%，容量因数为43%，年发电量为

11.5MWh。

根据Eleon风机的发电性能、可利用率和预期使用

寿命，对于Windar Photonics LiDAR的投资很容

易收回并可在生命周期内持续受益。“LiDAR有助

于降低破坏性载荷，从而延长风机使用寿命，Li-

DAR有助于降低风机重要部件的故障率，从而提

高了机组的可利用率。“Oleg Sõnajalg这样解释。

ELEON 3.4M118 采用WINDVISION™ LIDAR降低载荷 TURBINE MAGAZINE  21



Windar Photonics LiDAR  在山东完成的偏航误差校正

在2016年4月至6月期间，Windar在山东省内的一个风场完成了一

次全面的测量，从风场中挑选了5 台风机进行测量。此次测量的主要

目的是测试LiDAR的偏航校正能力以及当前风机上的测风传感器的

测量值与LiDAR测量值之间的相关性。

测试及数据数理是基于多种标

准及预设条件之下的：

根据GL风机认证标准2010版的

规定，在进行载荷计算是风机

的偏航角度不能超过±8°。下图

显示的是在±8°范围内风速为

5m/s（图1）和9m/s（图2）时相

对应的模拟功率输出。

WINDAR PHOTONICS LIDAR 在山东完成的偏航误差校正

图2：9m/s

图1：5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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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ar Photonics LiDAR  在山东完成的偏航误差校正
5m/s偏航误差引起的电量损失kW  the power loose in 5m/s caused by misalignment

Channel Min Mean Max Std.Dev. 平均电量损失

0°偏航角 78.6707 270.337 553.931 100.457 　

8°偏航角 79.8489 261.573 561.961 97.5304 0.032418796

-8°偏航角 70.5477 263.353 518.656 98.9347 0.025834421

9m/s偏航误差引起的电量损失kW  the power loose in 9m/s caused by misalignment

Channel Min Mean Max Std.Dev. 平均电量损失

0°偏航角 710.6 1425.81 2030.94 433.473

8°偏航角 678.827 1402.67 2041.1 435.083 0.016229371

-8°偏航角 697.51 1390.7 2029.78 439.571 0.024624599

表3：在不同风速下偏航误差角度导致的能量损失

从根本上来说，偏航误差的存在会导致能量的损

失，当误差角在±8°以内时，在不同的风速下，能

量的损失最高可达3%。在表3中列出了风速，能

量损失以及偏航角度之间的关

系。更进一步来说，风机偏航误

差角度的存在会增加风机的破

坏性载荷，载荷的增加与角度

的偏差成正比，也就是说当偏

航误差达到±8°时，风机承受的

周期性载荷的破坏程度将大幅

提高。

数据处理
LiDAR每秒种都在测量风速及风向信息。为了能

进行有效分析，LiDAR的数据将会被处理成10分

钟的平均值。

风机编号 
Tubine #

激光雷达编号
LiDAR #

测量时间
Measuring 

Time

一分钟有效数据量 
Data availability 

in 1 minute

T1 L1 5月1日~5月9 12103

T2 L2 5月4日~5月23 26767

T3 L3 4月25日~5月9 20105

T4 L4 4月28日~6月1 47842

T5 L4 5月1日~5月9 11041

表4：5台测试风机上的数据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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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测试
风机
我们在1号测试风机上测量出了

5台测试风机中最大的偏航误差

角度。从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

风机的持续偏航误差达到了20-

40°，请见下图5，计算出的平均

偏航误差角度为31.66°。

通过对比LiDAR与原有测风仪

的数据可以进一步验证此误差

角度，下图6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此误差的存在。

如 果 进 一 步对比LiDAR与原

有 测 风仪 的 数 据 我 们 可 以 发

现 LiDAR 测 得 的风 速平均 要

比 原 有 测 风仪 的 风 速 大 约 低

1.5m/s，见图7。风速的差异可

以证明原有测风仪所测得的风

速已经被叶轮干扰，而LDIAR所

测得的是风机前方80米处未经

叶轮扰动的风速。

而在能量方面，由于此偏航误

差的存在将会导致平均10%，

甚至更高的能量损失。当风机

的偏航误差超过±7°时将造成

能量的显著损失。

以下的数据是提取于风机的SCADA系统，包含：

风机状态，偏航，风速，风向，功率，以及绝对风

向。所有数据均被处理为10分钟的平均值。

最后，风机和LiDAR的停机时间均被剔除。下表（表

4）中显示的是5台风机上的LiDAR的数据有效性。

测试结果
以下部分对5台安装了LiDAR的测试风机的测试

结果进行了总结。

1号测试风机，我们会展示完整的测试分析方法及

结果，分析我们是如何确定偏航误差角度，包括与

SCADA数据的对比分析。

2-5号测试风机，由于篇幅限制的原因，我们仅能展

示测量的偏航误差结果。但如果您有任何与测量

和数据分析相关的问题欢迎您随时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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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图5：1号测试风机的偏航角度散点图

WINDAR PHOTONICS LIDAR 在山东完成的偏航误差校正 TURBINE MAGAZINE  25



WINDAR PHOTONICS LIDAR 在山东完成的偏航误差校正26  TURBINE MAGAZINE



2号测试
风机

图8：2号测试风机的偏航角度散点图

图9：3号测试风机的偏航角度散点图

虽然1号测试风机存在着极大

的偏航误差，但 是2号风 机 的

对准则比较出色。仅测量出了 

-0.27°的平均偏航误差。下图8

中可以看到相关的测试结果。

3号测试
风机
根据LiDAR的测量结果，3号风

机的误差在0°-5°之间，计算出

的平均偏航误差角度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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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号测试
风机
5号风机的偏航误差角度为5°至

10°，平均误差角度为7.7°，见图11.

图10： 4号测试风机的偏航角度散点图

图11： 5号测试风机的偏航角度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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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号测试风机
图10中显示的是LiDAR测量数据画出的散点图，

从图中可以看到风机的偏航误差角度在20°至40°

之间。得出的平均偏航误差角度为28°。

风机编号 
Turbine#

激光雷达编
号 LiDAR#

测量时间 
Measuring 

time

对风角偏差  
Misalignment 

T1 L1 5月1日~5月9 31.66°

T2 L2 5月4日~5月23 -0.27°

T3 L3 4月25日~5月9 3.5°

T4 L4 4月28日~6月1 28°

T5 L5 5月1日~5月9 7.7°

结论
在表12中罗列出了5台测试风机

各自的偏航误差角度。可以看

到风机之间的表现区别非常地

大。1号和4号测试风机的偏航

误差角度是最大的，而2号3号

风机则表现得较为出色。因此，

风机业主在1号和4号测试风机

上损失了大量的能量。

通过LiDAR数据与风机SCADA

数 据 的 相 关 性 对 比，体 现 了

LiDAR测量的准确性。更为关键

的是LiDAR还能够检测出偏航

误差超过±7°的状态，测量的结

果可以用于偏航误差校正，从

而有效地提高风机的发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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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DAR辅助风机控制
近些年来，LiDAR逐渐被集成到风机控制系统中增强控制系统功

能，为新技术奠定了基础。本文对采用LiDAR测量风速辅助风机控

制做了研究。

前言
降低主要部件的成本是风机设计的目标之一。因

此降低极限和疲劳载荷是必不可少的。

传统的风机控制系统应用最新的控制技术能够降

低支撑结构的载荷。由于传统的测风传感器只能

在风经过风轮并到达传感器后才测量出，风机执

行机构无法快速响应并运行在最佳载荷状态，因

此存在了提升的潜在空间。

这种状况可以通过遥感测量风轮前方的风速来加

以改善。随着LiDAR微型化和成本的降低，测量风

轮前方风速的强大工具已然问世。市面上已经出

现多种不同配置（如扫描模式，采样速率等）的商

业化LiDAR系统。这使得新技术可以被应用到载

荷降低控制功能中。

方法
基于GH Bladed仿真对集成机舱式激光雷达的风

机实时控制系统进行潜能和局限性研究。对不同

LiDAR配置（如激光束数量，扫描模式，采样速率

等）进行了建模和研究。首先进行的研究是采用

LiDAR预估风轮等效风速辅助集中变桨控制。控

制结构请参考图1所示。

数据融合：风速通过LiDAR测量点激光束来测量，

其他数据如风向、风切变等通过风轮前方70米计

算得出。图2显示了不同LiDAR配置下的风速测量

结果。

演化模型：通过演化模型实现风轮有效风速的量

化换算。根据扫描点数量，非过程的风速信号与

实际风轮有效风速相比，显示出了更多的高频信

号。考虑到这个因素，在演化模型中包含了合适的

[Dipl. Ing René Jilg, Dipl. Ing. Gottfried Slanitsch, Dipl. Ing. Albert Kušej, Dipl. Ing. Martin Göldner, Dipl. Ing. Michael 
Schwarz] AMSC Austria GmbH, Lakeside B08, 9020 Klagenfurt am Wörthersee, AUSTRIA, Tel. +43 463 444 604-0, 
mail: office@ams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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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通滤波器。此外，相应的延时

取决于平均风速从测量点到风

轮的时间。

前馈控制器：风轮有效风速输入

到前馈控制中。基于固有的叶片

桨距角特性计算出变桨速率命

令并叠加到传统控制器命令中。

初始阶段仅对湍流工况下发电

运行载荷工况DLC1.1a进行了仿

真，包含了多种LiDAR配置和控

制器设置，根据极限和疲劳载荷

（等效使用寿命）进行了对比。

反馈控制器的增益调节到支持

LiDAR辅助控制。

图1 控制结构图

图2 不同LiDAR配置的风速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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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结果
以下结果显示的是焦点距离为70米的机舱式激光

雷达的仿真结果。虽然控制器配置未经过优化，

塔筒底部的载荷降低已然非常显著的。研究发现

可实现的载荷降低效果取决于扫描点数量、采样

频率等因素。

极限载荷：发电运行工况下，塔筒前后方向降载幅

度高达10%。

疲劳载荷：疲劳载荷降低主要体现在塔筒底部，幅

度可达15%。

进一步的风机载荷优化可以通过控制器重新调整

以及应用其他LiDAR测量信息(如风向、风切变等)

的控制策略来实现。

图4为一个极限载荷工况dlc1.6 (EOG50)的例子，

有助于更好的理解控制特性。可以看到叶片变桨

图3 发电运行载荷工况 DLC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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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向顺桨方向调节比传统控制器提前了大约1

秒钟时间。这是及其有意义的响应并显著的降低

了塔筒底部和叶片的载荷。

下一步工作
在目前实现的集中变桨控制策略基础上，进一步

开发和优化降载的潜能。开展其他如低采样速

率、激光束交替采样、轮毂安装系统等的研究。同

时也会研究其他的控制策略对于降载的应用，如

利用LiDAR测量的独立变桨控制技术。

背景
AMSC (NASDAQ: AMSC) 为实现全球对能源

智能、清洁...优化等需求提供理念、技术和解决

方案。公司方案已实现全球新能源发电达吉瓦

数量级，并为超过12个国家提升电网性能和可靠

性。AMSC成立于1987年，总部位于波士顿附近的

马萨诸塞州，在亚洲、澳大利亚、欧洲和北美均有

运营部门。

AMSC 的Windtec解决方案包含电子控制和系

统、风机设计和工程服务。具有全球顶尖的供应

商支持。

AMSC控制和系统，从变流器和控制柜到先进的

软件系统，为全球成千上万台风机提供最佳可利

用率、可靠性和发电性能。

从风机概念到风场连接，AMSC以其专业知识和

经验技能保持持续竞争力优势。

图4 极限载荷工况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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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接下来介绍一下风机控制系

统改造情况下系统集成前的数

据测量过程，需要注意的是这

个过程与风机在新设计阶段直

接集成到主控系统的过程会有

差异。

详解激光雷达应用实例

以下引用的是我们认为比较有

代表性的案例，这个项目的结果

不是我们遇到的最令人兴奋的，

差不多在平均范围，但也是让客

户在应用Windar Photonics激

光雷达技术后受益匪浅。

我们可为客户提供动态偏航校

正集成方案，使得风机主控系

统可以持续地优化偏航控制。

在系统集成前期，进行了数据

采集用于分析偏航误差角度和

评估动态校正后的年发电量增

上一期杂志中，我们已经为大家介绍了激光雷达技术以及激光雷

达技术应用于风机偏航误差校正，降低载荷并提高了年发电量。

在此我们将作进一步详细应用实例说明，帮助客户更好的了解和

应用Windar Photonics激光雷达优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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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机
LiDAR系统安装在丹麦一个大型风电场的其中一台

2MW风力发电机组上。该风机有另外两台机组与之相

邻。数据测量采集活动从2015年7月22日开始。用于数

据分析的时间段为2015年7月22日至2015年9月17日。

数据采集和过滤
分析的数据来源于该风机的SCADA数据和激光雷

达数据，其中激光雷达数据包含了风速、风向等测

量值和一些关于测量的统计值（如叶片阻挡光束、

气象环境影响）。在分析风机的偏航误差角度前，

必须先对激光雷达的原始数据进行分析和过滤。

激光雷达数据分析和过滤前，必须先将数据按照

SCADA时间分辨率进行转换处理以便两个数据集

合可以进行比较。分析的第一步是剔除风机非发

电运行阶段以及受比如自然地形等因素扰动的影

响测量的LiDAR和SCADA数据。由于风机附近有

两台相邻风机，风机的尾流效应可影响到LiDAR的

LiDAR 安装在机舱顶部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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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鉴于此，尾流扇区将会被

判断出并作进一步的分析。

数据有效性
此外，评估LiDAR数据的有效性

作为分析处理的一个部分。

首先，计算系统正常运行时间-

无硬件故障情况下LiDAR运行

的时间。该项目中，系统可利用

率为99.5%，部分信息由于风机

以太网络的中断而缺失，这部

分的数据可以人工从现场的计

算机中收集。

其次，根据记录的数据来评估

分析数据的综合质量。在这个

过程中，由于复杂环境等因素影

响到测量的数据需要被鉴别出

来。通过综合分析，82%的数据

作为有效数据将被用于后面的

具体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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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中偏航误差的结果以1m/s的区间显示。该风机

的绝对平均偏航误差角度为5.01度。

动态偏航校正仿真
数据测量采集活动目的在于找出偏航误差角度。

当数据采集完成后，推荐将LiDAR集成到风机控制

系统中持续进行动态偏航校正。采用仿真计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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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Yaw misalignment estimation

In this section we estimate the yaw misalignment for the test wind turbine. Pe-
riods of time corresponding to non-operating conditions and wake situations were
filtered out as explained earlier. Wind data, namely the wind speed estimates
along the two lines-of-sight of the lidar, were averaged over 3 minute intervals as
we assumed that the wind turbine could yaw at such frequency.

The yaw misalignment is here analyzed as a function of the wind speed. The
cut-in wind speed of the G87 turbine being given at 4 m/s and the rated wind
speed at 13 m/s (see Gamesa (2008)), we focused our analysis for estimating the
yaw misalignment within this range of speeds.

Figure 4 and Table 2 present the yaw misalignment results per interval of 1 m/s
from July 22 to September 17. Note that, the mean yaw misalignment for wind
speeds from 4 to 13 m/s is 7.1o and the mean absolute yaw misalignment is esti-
mated at 5.01o.

Figure 4: Estimated yaw misalignment as a function of wind speed before (left plot)
and after dynamic realignment simulation (right plot) of the test the turbine.

www.windarphoton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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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偏航误差评估
数据在经过发电运行和尾流状态筛选过滤后，就

可以评估偏航误差角度。筛选后的风数据换算成

以3分钟为时间间隔的平均值数据，因为3分钟的

时间间隔符合风机预期的偏航频率。

偏航误差根据风速进行相应分析，该项目中，偏航误

差的评估分析在风速范围4m/s~13m/s之间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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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得出绝对平均偏航误差角度为4.84度，如图2所

示。数据采集阶段和仿真计算的结果请见表A。

发电量提升
利用已有的分析结果，我们可以通过韦布尔风速概

率分布（相关参数由风场业主提供），评估偏航校

正后发电量的提升增益。该项目的年发电量提升增

益为1.51%。表B为数据采集阶段的分析结果。我们

希望本文可以帮助客户更好的了解并应用Windar 

Photonics 激光雷达系统。

欢迎访问www.windarphotonics.com获取更多信息。

如您对LiDAR的应用有任 何问

题，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Power production gains

By utilizing the previous results, it is possible to estimate the potential wind power production gain 
through the relation between realignment and power production, and by  utilizing a Weibull distribution
(with the relevant parameters provided by the wind turbine owner) to estimate the probability of the 
wind speed per bind of 1 m/s. The result for this particular case was an estimated increase of the annual
energy production by 1.51%.

In Figure XX we have summarized the results from the measurement period. We hope this small look 
behind the scenes have helped demystify the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of the Windar Photonics' 
LiDARs. You are more than welcome to contact us through www.windarphotonics.com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you would like to have answered.

LiDAR安装于原风速风向仪之间

表B

表A
Power production gains

By utilizing the previous results, it is possible to estimate the potential wind power production gain 

through the relation between realignment and power production, and by  utilizing a Weibull distribution

(with the relevant parameters provided by the wind turbine owner) to estimate the probability of the 

wind speed per bind of 1 m/s. The result for this particular case was an estimated increase of the annual

energy production by 1.51%.

In Figure XX we have summarized the results from the measurement period. We hope this small look 

behind the scenes have helped demystify the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of the Windar Photonics' 

LiDARs. You are more than welcome to contact us through www.windarphotonics.com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you would like to have answ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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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AIM市场上市的丹麦公司，已经成功开发了

全集成的动态偏航校正系统。

静态偏航误差校正的问题
总所周知，当前运行的绝大部分风机均存在5~10

度的偏航误差，并导致了年发电量的持续损失。部

分激光雷达或其他检测技术的供应商尝试通过静

态校正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通常采用一个偏

移量输入到控制器中修正传统风向标检测。静态

校正偏移量通过激光雷达或超声波一段时间测风

的数据采集分析得出。该方法被证明有效的提高

了年发电量，然而还存在了以下三个问题：

●  校正的偏移量和年发电量的提升评估均来源于

过去一段时间内的采集数据。事实上，没有研究

可以表明基于当前的测量结果，发电量提升可

以维持多长时间，因为在风场中，未来的气象条

准确测量关乎成本

动态偏航误差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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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风区的测量结果

Yaw misalignment - EDPR 7 / 8

residual mean absolute yaw misalignment of 3.23o that persists even after applying
the -4.96o mean correction. The mean absolute yaw misalignment errabsyaw gives an
indication on the spread of the yaw misalignment around 0. It is computed as
follows:

errabsyaw = 1
n

n∑
i=1

|erryaw − erryaw|

where erryaw is the mean yaw misalignment.

Table 2: Yaw misalignment estimation [o] before and after correction for test the
turbine.

Wind speed Observed misalignment Misalignment after correction

interval [m/s] Mean Absolute Mean Absolute

[ 4 - 5 ] 3.67 7.78 -1.08 4.09

[ 5 - 6 ] 4.85 6.33 -0.16 3.40

[ 6 - 7 ] 4.04 6.04 -0.58 3.13

[ 7 - 8 ] 4.07 6.10 -0.50 3.29

[ 8 - 9 ] 4.58 6.09 -0.40 3.11

[ 9 - 10 ] 6.67 5.49 1.07 2.86

[ 10 - 11 ] 7.56 5.47 1.37 2.53

[ 11 - 12 ] 8.35 5.46 1.74 2.58

[ 12 - 13 ] 6.85 4.81 0.92 2.42

[ 13 - 14 ] 5.57 3.80 0.01 2.00

All 4.96 6.15 -0.17 3.23

4 Power production gains

In this section, we computed the potential gain in wind power production for the
test turbine after simulating its behavior after realignment. This is done by as-
suming a cos2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lignment and power generation (Larvol ,
2015). The results of the simulations indicate a potential and substantial Annual
Energy Production (AEP) gain of 1.65%.

www.windarphotonics.com

件未必与当前的测量结果密切相关。因此，静态

修正和年发电量提升有效作用时间可能是一周，

一个月也可能是几天，但是无法准确评估。

●  正如上面提到的，静态校正的方法是基于采集

期间的数据，采集时间通常为1~3周。这无法确

保各风区充分的数据采集，甚至有时无法采集足

够多的数据，用于计算风机偏航校正的平均值。

●  采用平均值计算出的偏航误差校正角度将被应

用到所有风区的修正，显然这种方法在风机应用

中有它的缺陷。

静态校正方法对实际
应用的影响
在实际应用中，静态误差校正包

括以下步骤，遥感检测设备在风

机上的安装，运行一段时间采集

数据，再移动设备到下一台风机

检测。由于遥感检测设备的昂贵

这个过程通常不断重复操作。安

装拆卸设备等也需要额外的人

“在产品设计之初，我们就为客户考虑到了可靠的投

资回报和未来几年的持续可观收入。“

– Thomas Dyhr, 项目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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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物力资源投入。此外，设备的维护通常由设备供

应商提供服务。有些公司为风场业主提供静态校

正服务，解决大部分应用问题，但是业主需要为此

买单，实际上最后可能成本还高于自己采购设备。

Windar Photonics 解决方案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Windar Photonics开发了一套

动态偏航校正系统，通过连续的检测持续改善提

升发电量。考虑到不同风速区间下偏航误差角度的

不同，该系统不仅能准确的校正偏航误差，而且可

以降低风机可能承受的破坏性载荷。由于系统的成

本控制，使得在每台风机上安装

使用成为可能。

“在产品设计之初，我们就为客

户考虑到了可靠的投资回报和

未来几年的持续可观收入“ 项目

总监Thomas Dyhr这样解释。

动态偏航误差校正
静态偏航误差校正存在的固有

问题可以通过实时和持续的检

静态

› 基于计算的平均值

› 未集成到风机主控系统中

› 要求重复校准

› 重复校准的开销

› 校准增加停机时间

› 年发电量提升有限

动态

› 基于连续的测量

› 集成到风机主控系统

› 无需人工校正

› 仅需正常维护

› 减少停机时间

› 持续提高年发电量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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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来解决，也就是说动态校正。Windar Photonics 激光雷达优化方

案，与传统的方案相比，可以通过激光雷达持续检测风向并动态修正

偏航误差角度。通过动态偏航误差校正模型，风机可以根据实际风况

（不仅仅是一个通过阶段测量得到的偏移量）持续进行偏航修正。

WindTIMIZER™应用于动态偏航误差校正
为了实现动态和持续的偏航误差校正，需要将Windar Photon-

ics激光雷达优化方案集成到风机的主控系统中。WindTIM-

IZER™ 是 Windar Photonics 公司提供的一种用于实现风机

主控与激光雷达系统集成的简易解决方案，WindTIMIZER™

作为激光雷达系统和风机主控系统之间的桥梁，可以实现在

不修改主控系统代码的情况下实现系统的集成。WindTIM-

IZER™接收原有风速风向并修正，同时考虑到在安全模式

下的直接输出的可靠性要求。

效果
动态偏航校正直观的体现是风机始终调节到最佳的偏航

位置，从而提高了发电量并缓减了破坏性载荷。如下两个

图形中显示了风机动态偏航误差校正前后的对比。

”这个例子是我们碰到的比较极端的项目之一，显示了年发电量与偏航误差的

关系。通常，我们发现大多数偏航误差约5度，年发电量提升约2%。“

– Thomas Dyhr, 项目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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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是我们碰到的比较

极端的项目之一，显示了年发电

量与偏航误差的关系。通常，我

们发现大多数偏航误差约5度，

年发电量提升约2%。“ Thomas 

Dyhr 补充说明。

WindTIMIZER™和
传统风速风向传感器
激光雷达测量大气例子的移动，

在实际应用中可能存在后向散

射信号无法探测的情形。正常

情况下，WindTIMIZER™将激

光雷达测量的风向数据输出到

风机主控系统。当激光雷达无

法提供有效数据时，WindTIM-

IZER™自动将传统风向数据输

出到风机主控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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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

Ethernet

I/O 接口

图1

集成和信号转换
WindTIMIZER™同时接收原有风速风向传感器和激光雷

达测风数据，当激光雷达有效测量时，将激光雷达测

风数据转换成原传感器协议格式传输到风机主控系

统。这使得激光雷达像原有传感器一样连接风机主

控系统，实现在不修改主控系统程序的情况下实现

系统的集成。此外，WindTIMIZER™ 通过比较LiDAR 

和原有传感器的测量值来校验测量有效性。在激

光雷达测量无效(例如叶片阻挡光束)时，WindTIM-

IZER™将会采用原有传感器测量数据。图1为Wind-

TIMIZER™软件系统框图和转换流程。

●  WindTIMIZER™将 LiDAR 的信号转换成原有传感器信号

的通讯格式。

●   相同的通讯格式使得激光雷达像原有传感器

一样连接风机主控系统，实现在不修改主

控系统程序的情况下实现系统的集成。

●  WindTIMIZER™校验测量有效性。无效

情况下直接使用原传感器测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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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航误差校正展望
为了比静态偏航误差校正方法

获取更大的发电效益，有必要寻

求新的方法和技术进行系统集

成以实现动态偏航优化。Wind-

TIMIZER™和Windar激光雷达就

是这样一套高性价比的动态偏

航误差校正的系统。

风机厂商也可以通过串行通讯

接口直接将Windar激光雷达系

统集成到风机主控系统，优化偏

航控制器，持续进行偏航误差的

动态调节，优化风机运行，提高

发电量同时降低部分机械载荷，

延长风机使用寿命。

失效保护
保证风机的安全运行是最重要的，任何技术和方

案均需在这一前提下应用。即使因为雷击等不可

抗因素导致 WindTIMIZER™ 无法正常工作的情

况下，失效保护功能仍能将原有传感器的信号输

入至主控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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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速风向仪的历史
早期的风机控制中，风杯风速仪

和风向标作为标准的气象检测

设备。然而，在运行和维护过程

中机械式传感器受到了挑战。

轴承的损坏以及极寒环境下的

测量影响到了风机控制器并导

致了风机的停机。随后开始出

现了超声波测风传感器。超声

波测风传感器逐步被应用到风

电领域并在2000年左右被市场

认可。因为其没有运动部件而被

期望帮助风机提高正常运行时

间。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正确

的。然而，尽管两种传感器都能

很好测风，但是在应用中遭遇了

一些固有的挑战。两个主要的

原因是：旋转风轮后方测风的困

难和传感器的准确校准。

行业标准
风机厂商通常在风机主控程序

中计算风速和风向时有一个偏

风机测风 
技术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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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风电行业我的问题是：

是否有更精确的办法来测量风速和风向？

为何不去测量风轮前方的风数据呢？

移量（计算误差的安全系数）。

这被用来修正风轮尾流效应。

问题是，作用于功率曲线的风轮

前方实际的风速和风向是如何

的呢？

为何风机厂商都把IEC 61400-12

作为功率曲线测量的基础? 该

标准接受来自风轮前方测风塔

的风速和风向测量，而非机舱

风速计。IEC 61400-12 的核心

是建立所有风机适用的标准。

但是为何不直接使用机舱风速

计呢？IEC 标准给出的解释是因

为测量的精度和变异。

机械式和超声波测风传感器均

依赖于风机厂商在风机上的校

准方法。风机厂商在传感器校

准过程中面临极大的挑战。试

想在上千台的风电场中，无法保

证所有风机准确的校准，更不

用说面对多种机型的机群。

风轮前方的测量
风轮后方的测量一直是机械式

和超声波测风传感器面临的挑

战。实际上，测量风轮前方的风

速和风向将是保证测量精

度和可控变异的最好

办法。

风 机 项 目 中 的

利益相关者，

尤 其 是

经营者和资产管理者，应该注意

到每次风机因为传感器测量和

校准等问题而报警停机的情形。

与测风传感器直接相关的故障

如测风传感器故障，传感器不匹

配，风速过大等。此外如发电机

过速，偏航液压系统故障，振动

过大等也可能间接与之有关。

对于风电行业我的问题是：

是否有更精确的办法来测量风

速和风向？

为何不去测量风轮前方的风数

据呢？

为何不给风机控制器足够的时

间按实际风速和风向调节呢？

为何测风传感器仅仅给出风速

和风向数据呢？

为何不能检测实际的湍流，尾

流效应和风剪切并传递给风机

控制系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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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式和超声波测风传感器对于风电行业的贡献

毋庸置疑。它们在该领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

是随着风机技术周期的缩短，每12~18个月即推出

新机型，难道这不是最应该进化的方面吗？当然，

也有一些改进的模型应用到现有的传感器中，然

而在风轮后方持续测量时还会存在大量不确定因

素。是否到了该转换思维模式的时候呢？

最后，风电业务的收入从风的测量开始。随着经济

型机舱激光雷达测风设备的出现，风电运营者可以

抛开风轮偏移量表并消除校准带来的影响。机舱激

光雷达正像当初的超声波传感器进入风电行业，通

过不断的现场验证，必将颠覆风机测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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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流通常是由于风机的环境状况（包括地形、障碍物等）引起的。风场中尾

流主要来自于相邻风机的影响，尾流将会增加风机的机械载荷。风场中尾

流的情况普遍存在，所以尾流的预测对于风场业主意义重大，可以减少维

护成本并延长风机使用寿命。

激光雷达尾流探测在风
机和风场控制中的应用
Windar Photonics 一直致力于为风机优化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如

何优化遭受尾流影响的风机就是其中之一。

Windar Photonics 近期在研究将尾流探测功能

增加到现有激光雷达产品中。该项目的主要目的

是在遭受尾流影响时优化风机运行，同时降低载

荷，减少停机时间和维护成本。第二个目的是利用

已有尾流的知识来改善风向的判断，并运用到风

机和风场控制中。

Windar Photonics 激光雷达简介
Windar Photonics 生产和销售安装于机舱顶部

的2光束和4光束的激光雷达测风系统。激光雷达

系统基于激光检测技术，可以检测设定区域的光

束方向上的风速。2光束

激光雷达尾流探测在风机和风场控制中的应用

系统主要用于风机的偏航控制，偏航系统根据激

光雷达检测到的风轮前方的准确风向信号，可以

更加精确的对风以便最大可能的发电并减少风机

部件额外的载荷。风向通过两个光束的分量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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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1：扫描水平方向3倍风轮直径外

的下风向尾流的机舱激光雷达实测

600秒数据。

上方：多普勒风速。深色为低风速，

浅色风速范围为5-14m/s.

下 方：多 普 勒 频 谱 宽 度 在 探 测 1 

m2s–2 (蓝色) - 7 m2s–2 (红色/黄

色) 范围内与速度变化一致。Larsen 

et al. [2010].

得出并输入到风机的偏航控制

系统中。 

激光雷达如何探测尾
流
首先需要知道LiDAR如何在来

流风中探测尾流。假设LiDAR能

够检 测强湍流，这样系统可以

确定光束是否处于尾流中。然而

LiDAR检测湍流受到激光在焦

点前后探测范围（10-50m长度

范围，根据焦点确定）的影响。

LiDAR对探测范围内的风速求平

均值并采用低通滤波器来抑制

高频扰动。

湍 流 平 均 值 以 宽 度 形 式 显 示

LiDAR的多普勒峰值，因此弱湍流

探测的宽度要小于实际平均值。

图示1说明如何在LiDAR中侦测

尾流。图中的数据来自安装于

DTU Risø 测试风机Tellus的机舱

激光雷达，从中分析尾流特性。

图示1上方显示的是风机3倍风

轮直径下风向的10分钟时间序

列的尾流，如图低风速黑色带

激光雷达尾流探测在风机和风场控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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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0m 80m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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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雷达尾流探测在风机和风场控制中的应用

图示2：尾流对于LiDAR的影响。左图：显示未受

扰动的气流。右图：显示一半受到尾流的状况。两

种情况下，偏航误差均可被探测到，即使右图中风

向正对风机。

Windar  
LiDAR

Windar  
LiDAR

显示。这展示了尾流的一种特性，因此LiDAR可以

通过检测风速的下降来探测尾流。

图示1下方显示的是风速的变化来源于多普勒峰

值的宽度。可以清晰的看到方差大的区域与上方

图示中低风速区域吻合。这说明检测到的衰减气

流和产生的湍流来自于尾流效应，这可以通过

LiDAR系统来检测。

尾流对偏航误差测量和校正的影响
Windar LiDAR采用两个光束对风轮前方两个位

置测量风速，并推导出偏航误差即机舱位置和风

向之间的夹角。此外，LiDAR假设风的流向是均匀

的，如果其中一个光束因为尾流导致风速下降，

系统将会据此计算偏航误差。这种方式是Windar 

LiDAR探测尾流的有效方法。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这也是与市场上用于偏航误差校正的LiDAR的不

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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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雷达尾流探测在风机和风场控制中的应用

图示3：10分钟偏航误差与测风塔风向关系。黑色竖线指示了产生尾流的风机方位。

图2显示的就是这样的例子。

红色箭头的直线表示从LiDAR

发 出 的 两 个 光 束 。左 侧 情 况

下，LiDAR可以准确的计算风

机偏航误差。右侧图示表示一

个光束受尾流影响导致风速下

降，LiDAR会计算出偏航误差，

即使风机与来流风向一致。

Risø V52 风机测试
2光束LiDAR安装在DTU Risø

测试 风 机V52上 对风 机前 方

40m的风进行了测量。该风机

受到190度方位其他风机的影

响。图示3中显示的是10分钟

偏航误差测量值与测风塔风向

的关系。图示中仅包含了风机

发电运行状态下的数据。

可以看出尾流影响了光束的数

据，这导致最初错误的偏航误

差计算。

一旦尾流被识别，下一步是修正

风向计算。一般而言，一个光束

前额外的湍流表示有尾流，反

过来说也意味着风速的下降。通

过对风速下降的量化修正风向，

不会影响到尾流状态下LiDAR

偏航误差校正的功能。

风机和风场控制中的
应用
尾流方位的信息可以用于风机

的载荷优化，也可以用于整个风

场的优化控制，包括根据尾流探

测进行相应扇区风机的停机或

限功率运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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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雷达尾流探测在风机和风场控制中的应用

风场的管理是尾流探测应用的一种方式，上游的

风机通过变桨降低功率并减小尾流效应，也就是

限功率运行的方法。尾流探测功能可以确保风机

仅在必要时才进入限功率运行模式。

在风场中还有一个方式，通过对上游风机的偏航

控制进行尾流方向的控制，从本质上让尾流偏离

下游风机从而使下游风机不受尾流影响。

Windar Photonics公司LiDAR系统的尾流探测功

能，可以应用于风机控制降低机械载荷，也可以应

用于风场的扇区效率提升管理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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