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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提升环境适应性的风力

发电机转速控制方法，首先判断风力发电机组是

否出现转速切换需求，如果没有切换信号则风力

发电机组正常运行，有切换信号则继续判断当前

风电机组所处工作模式，如果风电机组处于首选

额定转速运行控制模式则设定额定转速逐步从

首选额定转速切换到过渡转速Ⅰ，再逐步从过渡

转速Ⅰ切换到次级额定转速，如果风电机组处于

次级额定转速运行控制模式则设定额定转速逐

步从次级额定转速切换到过渡转速Ⅱ，再逐步从

过渡转速Ⅱ切换到首选额定转速。本发明在风力

发电机运行过程中通过调整变桨控制以及转矩

控制使得风力发电机能够平滑地逐步地改变其

额定转速，转速过渡过程平滑无跳变，提高机组

安全性与环境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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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提升环境适应性的风力发电机转速控制方法，是基于风力发电机组控制系统实

现的，通过新增转速切换控制器，输出控制信号对风力发电机组控制系统的转矩控制器以

及变桨控制器参数进行调整，控制信号包括设定参考额定转速、控制器参数以及切换指令；

所述转速切换控制器承载并执行风力发电机转速控制方法；

所述风力发电机转速控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  设定风电机组的首选额定转速和次级额定转速；转速切换控制器接受外部输入判

断风力发电机组是否出现转速切换需求，如果没有切换信号则进入步骤2），有切换信号则

进入步骤3）；

2)如果风电机组转速不需要切换，采用当前变桨与转矩控制方式和参数，继续正常运

行；

3)如果风电机组转速需要切换，判断当前风电机组所处工作模式，如果风电机组处于

首选额定转速运行控制模式则进入步骤4），如果风电机组处于次级额定转速运行控制模式

则进入步骤9）；

4)如果风电机组处于首选额定转速运行控制模式，当接到转速切换命令，设定额定转

速逐步从首选额定转速切换到过渡转速Ⅰ，此时，转矩控制器逐步按照首选额定转速的转矩

曲线减小转矩，变桨控制器逐步增大敏感度增大桨角；

5)判断风电机组的设定额定转速是否切换到过渡转速Ⅰ，如果否，则重复步骤4），如果

是则进入步骤6）；

6)当风电机组的设定额定转速切换到过渡转速1后，设定额定转速逐步从过渡转速Ⅰ切

换到次级额定转速；此时，转矩控制器逐步按照次级额定转速的转矩曲线增大转矩，变桨控

制器逐步减小敏感度减小桨角；

7)判断风电机组的设定额定转速是否切换到次级额定转速，如果否，则重复步骤6），如

果是则进入步骤8）；

8)当风电机组的设定额定转速等于次级额定转速，当前模式切换到次级额定转速运行

控制模式，本次切换完成；

9)如果风电机组转速需要切换，如果风电机组处于次级额定转速运行控制模式，当接

到转速切换命令，设定额定转速逐步从次级额定转速切换到过渡转速Ⅱ；此时，转矩控制器

逐步按照次级额定转速的转矩曲线减小转矩，变桨控制器逐步增大敏感度增大桨角；

10)判断风电机组的设定额定转速是否切换到过渡转速Ⅱ，如果否，则重复步骤9），如

果是则进入步骤11）；

11)当风电机组的设定额定转速切换到过渡转速Ⅱ后，设定额定转速逐步从过渡转速

Ⅱ切换到首选额定转速；此时，转矩控制器逐步按照首选额定转速的转矩曲线增大转矩，变

桨控制器逐步减小敏感度减小桨角；

12)判断风电机组的设定额定转速是否切换到首选额定转速，如果否，则重复步骤11），

如果是则进入步骤13）；

13)当风电机组的设定额定转速等于首选额定转速，当前模式切换到首选额定转速运

行控制模式，本次切换完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升环境适应性的风力发电机转速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次

级额定转速在次级额定转速转矩曲线中对应的最高转矩高于其在首选额定转速转矩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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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对应值。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升环境适应性的风力发电机转速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变

桨控制器执行转速切换时，同时使用多组转速转矩曲线进行约束，变桨控制器的敏感度调

节通过调整变桨环节的控制参数实现。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升环境适应性的风力发电机转速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过

渡转速与次级额定转速存在多个，其切换方式为将较高转速设置为首选额定转速，较低转

速设置为次级额定转速后按照已有逻辑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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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提升环境适应性的风力发电机转速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风电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提升环境适应性的风力发电机转速控制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大型风电机组的一个研究重点是降低材料成本与提高风机的环境适应性。降

低材料成本的关键是减小风电机组各关键部件的载荷，以减轻这些关键部件的重量并提高

设备的可靠性和延长使用寿命。但由于风湍流、风剪切、塔影效应、偏航偏差等实际外界因

素会对大型风电机组的叶轮产生显著影响，且当目前风机风轮设计直径增大，载荷变化也

就越明显。

[0003] 位于复杂地形的风力发电机组，风机布置离居民区近，前期选址受到测风塔布置

限制及各种地形限制，整体预期载荷评估不确定性较平原风场显著增加，对居民也将产生

噪声等影响。

[0004] 在风力发电机设计过程中，轮毂额定转速与风机各个大部件的运行载荷有极其密

切的关联，通过降低轮毂额定转速能显著地减小风机在受到外界未知扰动的作用下所产生

的各类有害载荷。除此之外，风力发电机的环境适应性还包括环境友好性，通过实施降转速

也将有利于提升风机对居民区的环境适应性。

[0005] 传统风力发电机组的转速设定方法为根据发电机及机组各个大部件的实际载荷

承受能力，在预留一定载荷安全裕度并维持发电机效率最高的条件下选取唯一的发电额定

轮毂转速。这种设计方法将发电机额定转速单一的锁定在一个确定值，在设计层面上限制

目前大型风电机组部分大部件的优化迭代过程。

[0006] 为此，部分设计者也开发了通过调整风机功率的方式进而调整风机轮毂转速的方

法。这种方式的缺陷在于其忽视发电机本身的工作特性，即在同等轮毂转速水平下未实现

最大化的发电机功率输出。

发明内容

[0007]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算法简单、安全可靠的提升环境适应性

的风力发电机转速控制方法。

[0008] 本发明解决上述问题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提升环境适应性的风力发电机转速控制

方法，是基于风力发电机组控制系统实现的，通过新增转速切换控制器，输出控制信号对风

力发电机组控制系统的转矩控制器以及变桨控制器参数进行调整，控制信号包括设定参考

额定转速、控制器参数以及切换指令；所述转速切换控制器承载并执行风力发电机转速控

制方法；

所述风力发电机转速控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  设定风电机组的首选额定转速和次级额定转速；转速切换控制器接受外部输入判

断风力发电机组是否出现转速切换需求，如果没有切换信号则进入步骤2），有切换信号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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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步骤3）；

2)如果风电机组转速不需要切换，采用当前变桨与转矩控制方式和参数，继续正常运

行；

3)如果风电机组转速需要切换，判断当前风电机组所处工作模式，如果风电机组处于

首选额定转速运行控制模式则进入步骤4），如果风电机组处于次级额定转速运行控制模式

则进入步骤9）；

4)如果风电机组处于首选额定转速运行控制模式，当接到转速切换命令，设定额定转

速逐步从首选额定转速切换到过渡转速Ⅰ，此时，转矩控制器逐步按照首选额定转速的转矩

曲线减小转矩，变桨控制器逐步增大敏感度增大桨角；

5)判断风电机组的设定额定转速是否切换到过渡转速Ⅰ，如果否，则重复步骤4），如果

是则进入步骤6）；

6)当风电机组的设定额定转速切换到过渡转速1后，设定额定转速逐步从过渡转速Ⅰ切

换到次级额定转速；此时，转矩控制器逐步按照次级额定转速的转矩曲线增大转矩，变桨控

制器逐步减小敏感度减小桨角；

7)判断风电机组的设定额定转速是否切换到次级额定转速，如果否，则重复步骤6），如

果是则进入步骤8）；

8)当风电机组的设定额定转速等于次级额定转速，当前模式切换到次级额定转速运行

控制模式，本次切换完成；

9)如果风电机组转速需要切换，如果风电机组处于次级额定转速运行控制模式，当接

到转速切换命令，设定额定转速逐步从次级额定转速切换到过渡转速Ⅱ；此时，转矩控制器

逐步按照次级额定转速的转矩曲线减小转矩，变桨控制器逐步增大敏感度增大桨角；

10)判断风电机组的设定额定转速是否切换到过渡转速Ⅱ，如果否，则重复步骤9），如

果是则进入步骤11）；

11)当风电机组的设定额定转速切换到过渡转速Ⅱ后，设定额定转速逐步从过渡转速

Ⅱ切换到首选额定转速；此时，转矩控制器逐步按照首选额定转速的转矩曲线增大转矩，变

桨控制器逐步减小敏感度减小桨角；

12)判断风电机组的设定额定转速是否切换到首选额定转速，如果否，则重复步骤11），

如果是则进入步骤13）；

13)当风电机组的设定额定转速等于首选额定转速，当前模式切换到首选额定转速运

行控制模式，本次切换完成。

[0009] 上述提升环境适应性的风力发电机转速控制方法，次级额定转速在次级额定转速

转矩曲线中对应的最高转矩高于其在首选额定转速转矩曲线中的对应值。

[0010] 上述提升环境适应性的风力发电机转速控制方法，变桨控制器执行转速切换时同

时使用多组转速转矩曲线进行约束，变桨控制器的敏感度调节通过调整变桨环节的控制参

数实现。

[0011] 上述提升环境适应性的风力发电机转速控制方法，过渡转速与次级额定转速存在

多个，其切换方式为将较高转速设置为首选额定转速，较低转速设置为次级额定转速后按

照已有逻辑执行。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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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发明在风力发电机正常发电运行过程中，突破传统的唯一轮毂额定转速模式，可

在一定外部使能信号控制下改变额定转速，无需停机，操作更加方便。

[0013] 2、本发明在风力发电机运行过程中通过调整变桨控制以及转矩控制使得风力发

电机能够平滑地逐步地改变其额定转速，切换过程中保证整个切换过程不增加突变的载荷

波动，且转速过渡过程平滑无跳变，速提高了机组系统寿命，提高机组安全性与环境适应

性。

[0014] 3、在风力发电机组运行在次级额定转速模式时，本发明可以保证在此设定转速

下，在风机部件运行情况下机组达到此转速下的最大出力功率。

附图说明

[0015] 图1 为本发明风力发电机控制系统的结构框图。

[0016] 图2 为本发明控制方法中转速-转矩控制曲线图。

[0017] 图3 为本发明控制方法的流程图。

[0018] 图4 为本发明控制方法中转速时序图。

[0019] 图5 为本发明控制方法较传统方式的对比效果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

[0021] 如图1所示，一种风力发电机控制系统，包括转矩控制器、变桨控制器、转速切换控

制器，转矩控制器与风力发电机组连接，变桨控制器与风力发电机组连接，转速切换控制器

与风力发电机组、转矩控制器、变桨控制器连接。

[0022] 风力发电机组接受转矩控制器的TorqueDemand转矩给定信号以及变桨控制器的

PitchAngleDemand信号，并按照此信号指导执行机构动作。风力发电机组同时输出Torque

转矩、RotorSpeed轮毂转速、PitchAngle叶片桨角信号到转矩控制器、变桨控制器以及转速

切换控制器。此外，转速切换控制器还接收外部的转速切换使能信号ExSignal。转速切换控

制器通过输出ControlSignals控制信号对转矩控制器以及变桨控制器参数进行调整，控制

信号包括但不限于设定参考额定转速、控制器参数以及切换指令。

[0023] 变桨控制器执行转速切换时同时使用对应多组额定转速的转矩控制曲线进行约

束，变桨控制器的敏感度条件通过调整变桨环节的控制参数实现。以下以两组额定转速的

切换过程为例进行描述。

[0024] 如图2，转矩控制器的转速控制曲线被划分为Normal  curve以及LowRated  curve。

其中Normal  curve曲线为首选额定转速转矩曲线，LowRated  curve曲线为次级额定转速转

矩曲线。且次级额定转速在LowRated  curve次级额定转速转矩曲线中的最高对应转矩要高

于其在Normal  curve首选额定转速转矩曲线中的对应值，即图2中SR2对应的转矩高于ST1

对应的转矩。首选额定转速转矩曲线与次级额定转速转矩曲线在部分转速区间允许存在重

合。各个转速状态点向其他转速状态点的转矩控制值变化由箭头方向所规定。

[0025] 如图3所示，一种风力发电机转速控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设定风电机组的首选额定转速和次级额定转速；转速切换控制器接受外部输入判断

风力发电机组是否出现转速切换需求，如果没有切换信号则进入步骤2），有切换信号则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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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步骤3）；

2)如果风电机组转速不需要切换，采用当前变桨与转矩控制方式和参数，继续正常运

行；

3)如果风电机组转速需要切换，判断当前风电机组所处工作模式，如果风电机组处于

首选额定转速运行控制模式则进入步骤4），如果风电机组处于次级额定转速运行控制模式

则进入步骤9）；

4)如果风电机组处于首选额定转速运行控制模式，当接到转速切换命令，设定额定转

速逐步从首选额定转速切换到过渡转速Ⅰ，此时，转矩控制器逐步按照首选额定转速的转矩

曲线减小转矩，变桨控制器逐步增大敏感度增大桨角；

5)判断风电机组的设定额定转速是否切换到过渡转速Ⅰ，如果否，则重复步骤4），如果

是则进入步骤6）；

6)当风电机组的设定额定转速切换到过渡转速1后，设定额定转速逐步从过渡转速Ⅰ切

换到次级额定转速；此时，转矩控制器逐步按照次级额定转速的转矩曲线增大转矩，变桨控

制器逐步减小敏感度减小桨角；

7)判断风电机组的设定额定转速是否切换到次级额定转速，如果否，则重复步骤6），如

果是则进入步骤8）；

8)当风电机组的设定额定转速等于次级额定转速，当前模式切换到次级额定转速运行

控制模式，本次切换完成；

9)如果风电机组转速需要切换，如果风电机组处于次级额定转速运行控制模式，当接

到转速切换命令，设定额定转速逐步从次级额定转速切换到过渡转速Ⅱ；此时，转矩控制器

逐步按照次级额定转速的转矩曲线减小转矩，变桨控制器逐步增大敏感度增大桨角；

10)判断风电机组的设定额定转速是否切换到过渡转速Ⅱ，如果否，则重复步骤9），如

果是则进入步骤11）；

11)当风电机组的设定额定转速切换到过渡转速Ⅱ后，设定额定转速逐步从过渡转速

Ⅱ切换到首选额定转速；此时，转矩控制器逐步按照首选额定转速的转矩曲线增大转矩，变

桨控制器逐步减小敏感度减小桨角；

12)判断风电机组的设定额定转速是否切换到首选额定转速，如果否，则重复步骤11），

如果是则进入步骤13）；

13)当风电机组的设定额定转速等于首选额定转速，当前模式切换到首选额定转速运

行控制模式，本次切换完成。

[0026] 过渡转速与次级额定转速存在多个，其切换方式为将较高转速设置为首选额定转

速，较低转速设置为次级额定转速后按照已有逻辑执行。

[0027] 图4与图5展示了在转速切换过程中的风力发电机组转速与功率的变化趋势。可以

从图4风电机组在额定转速控制过程的转速时序图中发现，轮毂转速控制的平稳无突变的。

同时，通过图5本申请的控制方法较传统控制方式的输出功率比效果图，明确本申请在较低

额定转速运行过程中较传统方式能够显著提高风力大电机的发电机功率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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