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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保证风电机组安全的控

制系统，包括控制单元、变桨距单元、风机制动单

元以及偏航控制单元；控制单元预设安全转速

值，当变桨距系统处于故障下，控制单元检测转

速值小于安全转速值时，控制单元给风机制动单

元传输指令，对风轮机制动动作；当控制单元检

测转速值大于安全转速值时，控制单元给偏航控

制单元传输指令，对风轮机进行偏航动作；风轮

机偏航后，控制单元检测数值小于安全转速值

时，控制单元给风机制动单元传输指令，对风轮

机再次制动动作。本发明解决传统技术中的风机

叶片发生故常无法顺桨的情况下，风电机组发生

飞车导致损坏风电机组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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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保证风电机组安全的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控制单元、变桨距单元、风机

制动单元以及偏航控制单元；主控制器发送顺桨指令到变桨距系统，如果风轮机的三个叶

片全部发生变桨故障，所述变桨距系统将三个叶片全部变桨故障信号传递给主控制器，

所述控制单元预设安全转速值，当所述变桨距系统(1)处于故障下，控制单元检测转速

值小于安全转速值时，控制单元给所述风机制动单元传输指令，对风轮机(6)制动动作；

当控制单元检测转速值大于安全转速值时，控制单元给所述偏航控制单元传输指令，

对风轮机(6)进行偏航动作；风轮机(6)偏航后，控制单元检测数值小于安全转速值时，控制

单元给所述风机制动单元传输指令，对风轮机(6)再次制动动作；

所述控制单元包括主控制器(2)与风轮转速检测器(5)，所述风轮转速检测器(5)检测

风轮机(6)转速值，并将转速值传输给所述主控制器(2)；

偏航控制单元包括偏航控制器(7)、偏航电机(8)、偏航执行机构(9)、偏航计数器(11)

以及偏航制动器(10)，所述偏航电机(8)接收所述偏航控制器(7)发送的90°偏航指令后，启

动所述偏航执行机构(9)，所述偏航计数器(11)检测所述偏航执行机构(9)偏航90°后，所述

偏航制动器(10)对偏航执行机构(9)进行制动动作；

所述风机制动单元包括刹车继电器(3)以及机械刹车机构(4)，所述刹车继电器(3)接

收所述主控制器(2)发送的闭合指令后，所述机械刹车机构(4)对所述风轮机(6)进行制动

动作；

当风向改变时,风向仪将信号传到控制系统,控制驱动机工作,带动主机架旋转使得风

轮对准风向，主机架两个方向旋转。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保证风电机组安全的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偏航控制

单元还包括驱动机、偏航轴承(16)以及偏航制动器，所述驱动机动力驱动所述偏航轴承

(16)，所述偏航制动器用以对所述偏航轴承(16)制动。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保证风电机组安全的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机沿

所述偏航轴承(16)中心围设有四个，所述驱动机包括驱动电机(14)以及多级减速齿轮箱

(15)，所述驱动电机(14)动力连接所述多级减速齿轮箱(15)的输入级，所述多级减速齿轮

箱(15)的输出级动力连接所述偏航轴承(16)。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保证风电机组安全的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偏航轴承

(16)的外圈围设有外齿，并通过所述外齿与所述多级减速齿轮箱(15)的输出级动力连接。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保证风电机组安全的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偏航制动

器包括制动盘(17)与制动体(18)，所述制动盘(17)固接于所述偏航轴承(16)的下端部，所

述制动体(18)与所述制动盘(17)摩擦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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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保证风电机组安全的控制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保证风电机组安全的控制系统，属于风力发电机设备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的大功率风力发电机组在运行过程中，都是运行在无人值守状态下，风力发

电机组本地控制系统对各种运行工况自动控制，根据风速大小自动调整发电功率、风轮转

速，自动对风，自动控制并网、脱网等，并且可以远程监控风力发电机组，远程监控采集风力

发电机组的各种数据、人工操作风力发电机组；

[0003] 风力发电机组具有完善的保护功能，如有故障自动报警停机，通常风力发电机组

的保护功能有超速、发电机过载和故障、过振动、电网或负载丢失、脱网时停机失败、变桨故

障等。保护环节为多级安全链互锁，在控制过程中具有“逻辑与”的功能，而在达到控制目标

方面可实现“逻辑或”的结果。保护环节以失效保护为原则进行设计，即当控制失败，风电机

组内部或外部故障引起机组不能正常运行时，系统安全保护系统动作；

[0004] 现在的大功率风力发电机组的变桨一般采用三个叶片分别独立变桨，风力发电机

组出现故障后，三个叶片自动顺桨到停机状态。当一个或者两个叶片的变桨出现故障时，不

能有效返回停机位置，有一个叶片的变桨能够返回到停机位置，风力发电机组即可安全停

机。

[0005] 但是有一个概率极低的故障状态，即风力发电机组出现故障，三个叶片全部出现

故障，都不能返回停机位置，这时风力发电机组的负载甩掉，叶片又在运行位置，风轮会越

转越快，形成飞车，当转速超过一定数值后，振动加强，超越了叶片的强度、各个部件的强

度，叶片、各个部件的连接出现断裂，如果其中一个叶片断裂，叶片旋转振动会更加强烈，最

后导致风力发电机组倒塌，产生巨大损失，其中国内发生了多起风力发电机组倒塌的恶性

事件。

[0006] 综上可知，现有技术在实际使用上显然存在不便与缺陷，所以有必要加以改进。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以上不足，提供一种保证风电机组安全的控制系

统，用以解决传统技术中的风机叶片发生故常无法顺桨的情况下，风电机组发生飞车导致

损坏风电机组的问题；

[0008] 为解决以上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9] 一种保证风电机组安全的控制系统，包括控制单元、变桨距单元、风机制动单元以

及偏航控制单元；所述控制单元预设安全转速值，当所述变桨距系统处于故障下，控制单元

检测转速值小于安全转速值时，控制单元给所述风机制动单元传输指令，对风轮机制动动

作；

[0010] 当控制单元检测转速值大于安全转速值时，控制单元给所述偏航控制单元传输指

令，对风轮机进行偏航动作；风轮机偏航后，控制单元检测数值小于安全转速值时，控制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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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给所述风机制动单元传输指令，对风轮机再次制动动作。

[0011] 作为一种改进的方案，所述控制单元包括主控制器与风轮转速检测器，所述风轮

转速检测器检测风轮机转速值，并将转速值传输给所述主控制器。

[0012] 作为一种改进的方案，偏航控制单元包括偏航控制器、偏航电机、偏航执行机构、

偏航计数器以及偏航制动器，所述偏航电机接收所述偏航控制器发送的90°偏航指令后，启

动所述偏航执行机构，所述偏航计数器检测所述偏航执行机构偏航90°后，所述偏航制动器

对偏航执行机构进行制动动作。

[0013] 作为一种改进的方案，所述风机制动单元包括刹车继电器以及机械刹车机构，所

述刹车继电器接收所述主控制器发送的闭合指令后，所述机械刹车机构对所述风轮机进行

制动动作。

[0014] 作为一种改进的方案，所述偏航控制单元还包括驱动机、偏航轴承以及制动器，所

述驱动机动力驱动所述偏航轴承，所述制动器用以对所述偏航轴承制动。

[0015] 作为一种改进的方案，所述驱动机沿所述偏航轴承中心围设有四个，所述驱动机

包括驱动电机以及多级减速齿轮箱，所述驱动电机动力连接所述多级减速齿轮箱的输入

级，所述多级减速齿轮箱的输出级动力连接所述偏航轴承。

[0016] 作为一种改进的方案，所述偏航轴承的外圈围设有外齿，并通过所述外齿与所述

多级减速齿轮箱的输出级动力连接。

[0017] 作为一种改进的方案，所述制动器包括制动盘与制动体，所述制动盘固接于所述

偏航轴承的下端部，所述制动体与所述制动盘摩擦接触。

[0018] 本发明采用以上技术方案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0019] 本发明在风电机组发生故障并且三个叶片顺桨全部故障的这种极端情况下，如果

风轮机的转速高于风轮转速监测器预设安全值，启动90°侧风偏航使风力发电机组的叶轮

迎风方向变为与风向垂直，即叶片的旋转平面与风向平行，使风从侧面吹到叶片上，三个叶

片产生大小相同方向相反的两个力矩，这两个力矩互相抵消，使风电机组的叶轮转速会逐

渐降低，直至停机，防止发生飞车，极大保护风电机组各个设备，增加风电机组的安全性；偏

航系统组件运行稳定，保证指令发出后，迅速进行偏航工作；实现对偏航系统的制动，保证

偏航的稳定性。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原理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驱动机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中：1-变桨距系统，2-主控制器，3-刹车继电器，4-机械刹车机构，5-风轮转速检

测器，6-风轮机，7-偏航控制器，8-偏航电机，9-偏航执行机构，10-偏航制动器，11-偏航计

数器，12-塔架，13-主机架，14-驱动电机，15-多级减速齿轮箱，16-偏航轴承，17-制动盘，

18-制动体。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了对本发明的技术特征、目的和效果有更加清楚的理解，现对照附图说明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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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具体实施方式。

[0025]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保证风电机组安全的控制系统，包括控制单元、

变桨距单元、风机制动单元以及偏航控制单元；所述控制单元预设安全转速值，当变桨距系

统1处于故障下，控制单元检测转速值小于安全转速值时，控制单元给风机制动单元传输指

令，对风轮机6制动动作；

[0026] 当控制单元检测转速值大于安全转速值时，控制单元给偏航控制单元传输指令，

对风轮机6进行偏航动作；风轮机6偏航后，控制单元检测数值小于安全转速值时，控制单元

给风机制动单元传输指令，对风轮机6再次制动动作。

[0027] 控制单元包括主控制器2与风轮转速检测器，风轮转速检测器检测风轮机6转速

值，并将转速值传输给主控制器2。

[0028] 偏航控制单元包括偏航控制器7、偏航电机8、偏航执行机构9、偏航计数器11以及

偏航制动器10，偏航电机8接收偏航控制器7发送的90°偏航指令后，启动偏航执行机构9，偏

航计数器11检测偏航执行机构9偏航90°后，偏航制动器10对偏航执行机构9进行制动动作，

偏航控制单元用于进行90°侧风偏航以及正常运行对风正常运行对风。

[0029] 风机制动单元包括刹车继电器3以及机械刹车机构4，刹车继电器3接收主控制器2

发送的闭合指令后，机械刹车机构4对风轮机6进行制动动作。

[0030] 偏航控制单元还包括驱动机、偏航轴承16以及制动器，驱动机动力驱动偏航轴承

16，制动器用以对偏航轴承16制动。

[0031] 驱动机沿偏航轴承16中心围设有四个，驱动机包括驱动电机14以及多级减速齿轮

箱15，驱动电机14动力连接多级减速齿轮箱15的输入级，多级减速齿轮箱15的输出级动力

连接偏航轴承16。

[0032] 偏航轴承16的外圈围设有外齿，并通过外齿与多级减速齿轮箱15的输出级动力连

接。

[0033] 制动器包括制动盘17与制动体18，制动盘固接于偏航轴承16的下端部，制动体18

与制动盘17摩擦接触，其中制动体18结构与传统市面中盆式刹车制动器的结构类似。

[0034] 偏航系统位于塔架12与主机架13之间,由四组驱动机和偏航轴承16、制动盘17、制

动体18等零部件组成。偏航轴承16外圈带有外齿并和制动盘17与塔架12紧固在一起，偏航

驱动装置和制动器与主机架13连接，主机架13与偏航轴承16内圈连接在一起，当风向改变

时,风向仪将信号传到控制系统,控制驱动机工作,带动主机架13旋转使得风轮对准风向，

主机架13可以两个方向旋转。

[0035] 风轮转速监测器5用于监测风轮机6的转速，风轮转速监测器5设置在风轮机6的转

轴上，风轮转速监测器5预设安全转速值；风轮机6转速低于风轮转速监测器5预设安全转速

值，风轮机6不会发生飞车现象；风轮机6转速高于风轮转速监测器5预设安全转速值，风轮

机6存在发生飞车的危险；风轮转速监测器5与主控制器2、偏航系统之间分别用信号电缆连

接；偏航系统用于进行90°侧风偏航；

[0036] 偏航系统包括偏航控制器7、偏航电机8、偏航执行机构9、偏航制动器10、偏航计数

器11；偏航控制器7与偏航电机8和偏航计数器11分别电连接；

[0037] 偏航电机8设置在机舱内，偏航电机8数量优选为2的倍数，偏航电机8接收偏航控

制器7发出指令开启或者关闭；偏航电机8开启时驱动偏航执行机构9进行偏航动作；偏航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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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机构9上设置偏航制动器10；偏航制动器10用于停止偏航时机舱刹车；

[0038] 偏航计数器11用于记录偏航角度，当偏航角度为90°时，偏航计数器11发出信号给

偏航控制器7，偏航控制器7分析信号并发出停止偏航指令；刹车继电器3与风轮转速监测器

5之间通过信号线缆连接；刹车继电器3为机械刹车机构4的启动开关；

[0039] 主控制器2对整个系统有监督控制功能；主控制器2优选西门子S7-1200PLC，主控

制器2的人机交换界面为触摸屏，主控制器2与触摸屏之间用Profi-bus-DP通讯；主控制器2

与变桨距系统1电连接；变桨距系统1设置在风轮机6上，变桨距系统1控制风轮机6的叶片进

行变桨；风轮机6出现变桨故障时，变桨距系统1将故障信息传递到主控制器2。

[0040] 本发明所述一种保证风电机组安全的控制系统的工作步骤：

[0041] 步骤一：当风电机组发生故障时，所述主控制器2发送顺桨指令到变桨距系统1，如

果风轮机6的三个叶片全部发生变桨故障，所述变桨距系统1将三个叶片全部变桨故障信号

传递给主控制器2；

[0042] 步骤二：所述主控制器2接收处理变桨故障信号后，发送信号指令到风轮转速监测

器5，风轮转速监测器5接收主控制器2发送的指令监测分析风轮机6的转速是否超过预设安

全值，若风轮机6的转速低于预设安全值，则风轮机6不存在飞车危险，此时风轮转速监测器

5将信号传递回主控制器2，主控制器2发送信号指令到刹车继电器3，刹车继电器3闭合，启

动机械刹车机构4，风轮机6机械刹车；

[0043] 步骤三：若风轮机6的转速高于预设安全值，则风轮机6存在飞车危险，此时风轮转

速监测器5将信号传递到偏航控制器7；

[0044] 步骤四：所述偏航控制器7接收处理风轮转速监测器5的信号后自动屏蔽主动偏航

对风系统，并发出90°侧风偏航指令到偏航电机8；

[0045] 步骤五：所述偏航电机8接收偏航控制器7发来的度侧风偏航指令后，启动并驱动

偏航执行机构9进行偏航动作；这时偏航计时器开始记录偏航角度，当偏航角度达到90°时

停止偏航，同时偏航制动器10抱闸刹车；

[0046] 本实施例，在风电机组发生故障并且三个叶片顺桨全部故障的这种极端情况下，

如果风轮机6的转速高于风轮转速监测器5预设安全值，启动度侧风偏航使风力发电机组的

叶轮迎风方向变为与风向垂直，即叶片的旋转平面与风向平行，使风从侧面吹到叶片上，三

个叶片产生大小相同方向相反的两个力矩，这两个力矩互相抵消，使风电机组的叶轮转速

会逐渐降低，直至停机，防止发生飞车，极大保护风电机组各个设备，增加风电机组的安全

性。

[0047] 以上所述为本发明最佳实施方式的举例，其中未详细述及的部分均为本领域普通

技术人员的公知常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任何基于本发明的技术

启示而进行的等效变换，也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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