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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考虑设计叶尖速比对风

力机静、动态性能影响的风力机气动设计方法。

该方法以风力机闭环性能指标——平均风能捕

获效率作为目标函数，并将原先设计叶尖速比与

弦长、扭角分离优化的流程改进为联合优化，使

得原本忽略最大功率点跟踪（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MPPT）控制动态的风力机气动

设计能够考虑到跟踪性能的不足，从而协调风力

机的静态气动性能与跟踪动态过程。本发明所提

方法能够有效提高变速风机在湍流风速下的风

能捕获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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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考虑设计叶尖速比风轮静、动态影响的风力机气动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以下步骤：

步骤1、进行初始化操作，具体为：

步骤1-1、确定初始设计参数，包括叶片数目B、叶片半径R、轮毂半径Rhub、翼型、弦长和

扭角，并保持叶片数目B、叶片半径R、轮毂半径Rhub、翼型不变；

步骤1-2、根据初始风轮的叶片数目B、叶片半径R、轮毂半径Rhub、翼型、弦长和扭角，初

始化PROPID程序；

步骤1-3、确定设计叶尖速比λdgn的初始搜索区间范围；

步骤2、将当前搜索区间等分为4个子区间；

步骤3、任选一个子区间的边界值λdgn；

步骤4、利用PROPID程序完成边界值为λdgn的气动逆设计，获得叶片气动外形参数——

弦长与扭角，具体为：

步骤4-1、确定沿叶片展向的升力系数分布和诱导因子分布；

步骤4-2、执行PROPID程序，获得边界值λdgn对应的叶片弦长与扭角；

步骤5、计算目标函数，即平均风能捕获效率Pfavg；

步骤6、判断子区间边界值是否取完，若是，继续下一步；若否，返回步骤3；

步骤7、判断终止条件是否满足，如果不满足，生成新的搜索区间，然后返回步骤2；如果

满足，则继续下一步；所述终止条件为子区间的长度小于或等于0.1；

步骤8、输出对应Pfavg最大值的优化风轮，流程结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考虑设计叶尖速比风轮静、动态影响的风力机气动设计方法，其

特征在于，步骤1-3中，确定设计叶尖速比λdgn的初始搜索区间范围为5到9。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考虑设计叶尖速比风轮静、动态影响的风力机气动设计方法，其

特征在于，步骤4-1中，沿叶片展向的升力系数分布为翼型最大升阻比附近对应的升力系

数，诱导因子分布为0.333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考虑设计叶尖速比风轮静、动态影响的风力机气动设计方法，其

特征在于，步骤5所述目标函数为平均风能捕获效率Pfavg：

Pwy＝0.5ρπR2v3  cos3ψ

n为一个统计时段内的采样次数，ψ为偏航误差角，Pcap为实际功率，Pwy为功率最优值。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考虑设计叶尖速比风轮静、动态影响的风力机气动设计方法，其

特征在于，步骤7中新的搜索区间为以当前Pfavg对应的λdgn为区间中点，左右区间长度为当

前长度二分之一的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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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设计叶尖速比风轮静、动态影响的风力机气动设计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风力机气动设计领域，特别是一种考虑设计叶尖速比对风力机静、动

态性能影响的风力机气动设计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变速风机已成为大型风电机组的主流机型。变速风机大部分时间运行于

低于额定风速的变速阶段。在该阶段，风机普遍采用最大功率点跟踪(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MPPT)控制策略。它会根据风速的变化实时调整风轮转速，使其始终运行

于设计叶尖速比λdgn。因此，传统的针对变速风机的气动设计通常以λdgn处的功率系数极限

Cp,max最大化为目标，如Glauert方法、Wilson方法以及其它基于叶素动量理论的逆设计方

法。

[0003] 但是，上述根据Cp,max确定λdgn的方法忽略了λdgn对MPPT动态过程的影响：

[0004] 1、由于大转动惯量导致的慢动态性能，风轮的MPPT动态过程及其对风能捕获效率

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变速风机常运行在跟踪λdgn的过程中而非λdgn处。且MPPT动态过程越

长，风力机偏离λdgn运行的时间越长，这将导致较低的风能捕获效率。

[0005] 2、除了上述的功率系数极限之外，λdgn还会影响MPPT动态过程。减小λdgn能够缩短

风轮转速的跟踪范围，进而提升风能捕获效率；反之，则扩大跟踪范围，降低风能捕获效率。

因此，如果仅为提高Cp,max而选择大的设计叶尖速比，则增大的MPPT过程反而使得风轮更长

时间偏离设计叶尖速比，最终可能降低变速风机的闭环性能。

[0006] 因此，针对风力机的气动逆设计，迫切需要一种能够综合考虑设计叶尖速比对静

态气动性能和MPPT动态过程两方面影响的设计方法。但是现有技术中尚无相关描述。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考虑设计叶尖速比风轮静、动态影响的风力机气动设

计方法。

[0008] 实现本发明目的的技术解决方案为：一种考虑设计叶尖速比对风力机静、动态性

能影响的风力机气动设计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步骤1、进行初始化操作，具体为：

[0010] 步骤1-1、确定初始设计参数，包括叶片数目B、叶片半径R、轮毂半径Rhub、翼型、弦

长和扭角，并保持叶片数目B、叶片半径R、轮毂半径Rhub、翼型不变；

[0011] 步骤1-2、根据初始风轮的叶片数目B、叶片半径R、轮毂半径Rhub、翼型、弦长和扭

角，初始化PROPID程序；

[0012] 步骤1-3、确定设计叶尖速比λdgn的初始搜索区间范围；

[0013] 步骤2、将当前搜索区间等分为4个子区间；

[0014] 步骤3、任选一个子区间的边界值λdgn；

[0015] 步骤4、利用PROPID程序完成边界值为λdgn的气动逆设计，获得叶片气动外形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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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弦长与扭角，具体为：

[0016] 步骤4-1、确定沿叶片展向的升力系数分布和诱导因子分布；

[0017] 步骤4-2、执行PROPID程序，获得边界值λdgn对应的叶片弦长与扭角；

[0018] 步骤5、计算目标函数，即平均风能捕获效率Pfavg；

[0019] 步骤6、判断子区间边界值是否取完，若是，继续下一步；若否，返回步骤3；

[0020] 步骤7、判断终止条件是否满足，如果不满足，生成新的搜索区间，然后返回步骤2；

如果满足，则继续下一步；所述终止条件为子区间的长度小于或等于0.1；

[0021] 步骤8、输出对应Pfavg最大值的优化风轮，流程结束。

[0022]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其显著优点为：1)本发明提出了一种考虑设计叶尖速比

对风力机静、动态性能影响的风力机气动设计方法。该方法以风机闭环性能指标——平均

风能捕获效率作为目标函数，并将原先设计叶尖速比与叶片气动外形参数(弦长和扭角分

布)分离设计流程的改进为联合优化。2)本发明基于Bladed的仿真结果表明本发明所提方

法能够有效提高变速风机在湍流风速下的风能捕获效率，验证了本发明方法的有效性。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传统分离设计方法、本发明所提方法对应的优化风轮及初始风轮的叶片气

动外形，其中图(a)为弦长对比图，图(b)为扭角对比图。

[0025] 图2为优化风轮的功率系数曲线。

[0026] 图3为优化风轮的运行叶尖速比的概率分布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本发明的一种考虑设计叶尖速比风轮静、动态影响的风力机气动设计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

[0028] 步骤1、进行初始化操作，具体为：

[0029] 步骤1-1、确定初始设计参数，包括叶片数目B、叶片半径R、轮毂半径Rhub、翼型、弦

长和扭角，并保持叶片数目B、叶片半径R、轮毂半径Rhub、翼型不变；

[0030] 步骤1-2、根据初始风轮的叶片数目B、叶片半径R、轮毂半径Rhub、翼型、弦长和扭

角，初始化PROPID程序；

[0031] 步骤1-3、确定设计叶尖速比λdgn的初始搜索区间范围；确定设计叶尖速比λdgn的初

始搜索区间范围为5到9。

[0032] 步骤2、将当前搜索区间等分为4个子区间；

[0033] 步骤3、任选一个子区间的边界值λdgn；

[0034] 步骤4、利用PROPID程序完成边界值为λdgn的气动逆设计，获得叶片气动外形参

数——弦长与扭角，具体为：

[0035] 步骤4-1、确定沿叶片展向的升力系数分布和诱导因子分布；沿叶片展向的升力系

数分布为翼型最大升阻比附近对应的升力系数，诱导因子分布为0.3333。

[0036] 步骤4-2、执行PROPID程序，获得边界值λdgn对应的叶片弦长与扭角；

[0037] 步骤5、计算目标函数，即平均风能捕获效率Pfavg；所述目标函数为平均风能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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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Pfavg：

[0038]

[0039]

[0040] Pwy＝0.5ρπR2v3cos3ψ

[0041] n为一个统计时段内的采样次数，ψ为偏航误差角，Pcap为实际功率，Pwy为功率最优

值。

[0042] 步骤6、判断子区间边界值是否取完，若是，继续下一步；若否，返回步骤3；

[0043] 步骤7、判断终止条件是否满足，如果不满足，生成新的搜索区间，然后返回步骤2；

如果满足，则继续下一步；所述终止条件为子区间的长度小于或等于0.1；所述新的搜索区

间为以当前Pfavg对应的λdgn为区间中点，左右区间长度为当前长度二分之一的区间。

[0044] 步骤8、输出对应Pfavg最大值的优化风轮，流程结束。

[0045]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考虑设计叶尖速比对风力机静、动态性能影响的风力机气动设

计方法。该方法以风机闭环性能指标——平均风能捕获效率作为目标函数，并将原先设计

叶尖速比与叶片气动外形参数(弦长和扭角分布)分离设计流程的改进为联合优化。

[0046]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的描述：

[0047] 实施例

[0048] 选取美国可再生能源实验室(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NREL)研

发的1.5MW风机作为基准，分别应用传统分离风轮优化设计方法和本发明提出优化方法进

行气动优化设计。基准叶片参数见表1。

[0049] 表1  1.5MW风力机叶片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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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0051] 计算Pfavg所用湍流风速参数如表2所示。

[0052] 表2 湍流风速参数

[0053]

[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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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按照传统分离设计原则(即以风轮的Cp,max最大化为目标去选择λdgn并优化风轮的

气动外形)，通过调用PROPID程序完成不同λdgn的风轮气动设计，然后分别计算各风轮的

Cp,max，从而获得Cp,max最大值所对应的λdgn及气动外形参数。

[0056] 根据本发明提出的优化方法，搜索到Pfavg最大值所对应的优化风轮的气动参数。

[0057] 将上述两个优化风轮分别命名为“分离优化风轮”、“联合优化风轮”。表3分别列出

了两种风轮的静态气动性能Cp,max及其在同一湍流风速下的平均风能捕获效率Pfavg。

[0058] 表3 不同风轮静态气动性能及闭环性能对比

[0059]   分离优化风轮 联合优化风轮

λdgn 8.5 6.2

Cp,max 0.4790(+1.08％) 0.4739

Pfavg 0.4442 0.4547(+2.36％)

[0060] 由表3可以看出：

[0061] 1)分离优化风轮的静态气动性能优于联合优化风轮，前者的Cp ,max较后者提高了

1.08％；

[0062] 2)联合优化风轮在湍流风速下的实际运行效率优于分离优化风轮，前者的Pfavg较

后者提高了2.36％。

[0063] 尽管分离优化风轮的Cp,max大于联合优化风轮，但是由于前者的运行叶尖速比分布

在设计叶尖速比的概率较小，即前者以较大功率系数捕获风能的持续时间较短，最终导致

分离优化风轮的Pfavg低于联合优化风轮。

[0064] 综上，单点的静态气动性能最优并不能保证风力机在运行时的实际风能捕获效率

最优。由于在设计时考虑到气动性能与MPPT动态过程的协调匹配，本发明公开的风轮气动

设计方法可以进一步提高变速风机在湍流风速下的风能捕获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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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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