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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低风速风电机组数字双

胞胎式的疲劳损伤预测方法，采用数字化双胞胎

模型实现机组疲劳损伤预测。方法包括：建立虚

拟风电机组的风轮仿真模型，通过关键部件频

率、振型、质量、刚度、几何尺寸等修正，使风轮仿

真模型和实际运行机组在模型参数和运行特征

上一致；建立载荷数据库，计算风场疲劳模型；再

结合实际运行数据、实际建设环境条件、机位分

布信息，建立数字化双胞胎模型，估计出实际运

行机组载荷数据；最后预测出风电机组疲劳寿命

和疲劳损伤情况，并且对风电机组关键部件监

测。本发明通过数字化双胞胎模型技术，实现真

实模拟机组现实环境中的运行行为，预测机组疲

劳损伤，为检修和风场优化提供依据，保证机组

最优的发电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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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低风速风电机组数字双胞胎式的疲劳损伤预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采

用数字化双胞胎模型实现所述风电机组的疲劳损伤预测；

所述疲劳损伤预测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建立风电机组的风轮仿真模型，并根据所述风电机组的实际运行特征、各部件的特

征频率以及风电机组运行的环境条件对所述风电机组的风轮仿真模型进行修正，使所述风

轮仿真模型和实际运行风电机组的模型参数和运行特征一致；

(2)所述修正后的风轮仿真模型结合风场环境条件，建立载荷数据库，并计算风场疲劳

模型；

(3)所述风场疲劳模型结合所述风电机组的实际运行低频、高频数据，以及所述风电机

组的实际建设环境条件、机位分布信息，建立所述风电机组的数字化双胞胎模型，所述数字

化双胞胎模型从标准控制信号实时估计机组结构载荷数据，所述估计的载荷数据包括所述

风电机组的塔筒底部前后弯矩、左右弯矩、叶根面内弯矩、叶根面外弯矩，以及轮毂中心推

力Fx、扭矩Mx、弯矩My、弯矩Mz，再推断出所述风电机组的湍流条件和尾流效应；

(4)所述数字化双胞胎模型根据其所估计出的载荷数据，结合所述风场疲劳模型以及

所述风电机组的实际风况条件、实际运行工况和SCADA系统跟踪数据，预测所述风电机组的

疲劳寿命和疲劳损伤情况。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风速风电机组数字双胞胎式的疲劳损伤预测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1)中对所述风轮仿真模型的修正包括所述风电机组的运行环境条件，叶片

的模态信息、阻尼信息，传动链的模态信息、刚度、阻尼信息，塔筒的模态信息、阻尼信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风速风电机组数字双胞胎式的疲劳损伤预测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2)中风场疲劳模型考虑的风场环境条件包括不同的湍流、空气密度、风速

和风剪切特性。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风速风电机组数字双胞胎式的疲劳损伤预测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3)中风电机组的实际运行低频数据为所述风电机组的SCADA系统数据，所

述实际运行高频数据为所述风电机组的风机控制数据，所述数字化双胞胎模型的标准控制

信号包括风轮转速、发电机转速、桨距角、发电机设定转矩、机舱前后加速度和机舱左右加

速度信号。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风速风电机组数字双胞胎式的疲劳损伤预测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4)中风电机组的实际风况条件包括紊流、风切变、入流角度、空气密度和威

布尔分布条件，实际运行工况包括瞬变次数、偏航不对中、长期停机工况、覆冰载荷和表面

清洁度条件。

6.根据权利要求1至5任一项所述的低风速风电机组数字双胞胎式的疲劳损伤预测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风电机组的疲劳寿命预测方法为：

采用以下公式，

剩余寿命＝20-x

其中，L20：运行时间段的等效载荷；LD：标准设计载荷；m：为S-N曲线的斜率，x:已运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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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效时间； L20载荷在LD载荷水平下的等效运行时间；计算所述风电机组的剩

余寿命。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低风速风电机组数字双胞胎式的疲劳损伤预测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风电机组的疲劳损伤预测包括对风电机组的风场控制预测、成本预测和延寿分

析预测。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低风速风电机组数字双胞胎式的疲劳损伤预测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疲劳损伤预测方法还包括将预测出的所述风电机组的疲劳寿命和疲劳损伤情况

加入所述风场疲劳模型中的迭代分析步骤。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风速风电机组数字双胞胎式的疲劳损伤预测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数字化双胞胎模型还包括验证系统，所述验证系统为增设在所述风电机组各部

件中的若干个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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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低风速风电机组数字双胞胎式的疲劳损伤预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风电机组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低风速风电机组数字双胞胎式的疲劳

损伤预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风力发电机组装机数量不断扩大，单机容量和风轮直径不断增大，对风力发

电机组的适应性和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风电行业现主要存在的问题是无法用数字化

的方式了解当前机组运行状态和精准预测和评估风电机组的运行状态。

[0003] 本申请就是要创设一种低风速风电机组数字双胞胎式的疲劳损伤预测方法，使其

将数字化双胞胎(Digital  twin)技术应用于风电机组中，以数字化方式模拟仿真风电机组

在现实环境中的运行行为，实现整个过程的虚拟化和数字化，以实现对低风速风电机组的

疲劳损伤预测。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低风速风电机组数字双胞胎式的疲劳损伤

预测方法，使其通过数字化双胞胎模型达到对风电机组疲劳寿命和疲劳损伤的准确预测，

从而克服现有的风电机组寿命评估的不足。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低风速风电机组数字双胞胎式的疲劳损

伤预测方法，所述方法采用数字化双胞胎模型实现所述风电机组的疲劳损伤预测。

[0006]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改进，所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7] (1)建立风电机组的风轮仿真模型，并根据所述风电机组的实际运行特征、各部件

的特征频率以及风电机组运行的环境条件对所述风电机组的风轮仿真模型进行修正，使所

述风轮仿真模型和实际运行风电机组的模型参数和运行特征一致；

[0008] (2)所述修正后的风轮仿真模型结合风场环境条件，建立载荷数据库，并计算风场

疲劳模型；

[0009] (3)所述风场疲劳模型结合所述风电机组的实际运行低频、高频数据，以及所述风

电机组的实际建设环境条件、机位分布信息，建立所述风电机组的数字化双胞胎模型，所述

数字化双胞胎模型从标准控制信号实时估计机组结构载荷数据，所述估计的载荷数据包括

所述风电机组的塔筒底部前后弯矩、左右弯矩、叶根面内弯矩、叶根面外弯矩，以及轮毂中

心推力Fx、扭矩Mx、弯矩My、弯矩Mz，再推断出所述风电机组的湍流条件和尾流效应；

[0010] (4)所述数字化双胞胎模型根据其所估计出的载荷数据，结合所述风场疲劳模型

以及所述风电机组的实际风况条件、实际运行工况和SCADA系统跟踪数据，预测所述风电机

组的疲劳寿命和疲劳损伤情况。

[0011] 进一步改进，所述步骤(1)中对所述风轮仿真模型的修正包括所述风电机组的运

行环境条件，叶片的模态信息、阻尼信息，传动链的模态信息、刚度、阻尼信息，塔筒的模态

信息、阻尼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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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进一步改进，所述步骤(2)中风场疲劳模型考虑的风场环境条件包括不同的湍流、

空气密度、风速和风剪切特性。

[0013] 进一步改进，所述步骤(3)中风电机组的实际运行低频数据为所述风电机组的

SCADA系统数据，所述实际运行高频数据为所述风电机组的风机控制数据，所述数字化双胞

胎模型的标准控制信号包括风轮转速、发电机转速、桨距角、发电机设定转矩、机舱前后加

速度和机舱左右加速度信号。

[0014] 进一步改进，所述步骤(4)中风电机组的实际风况条件包括紊流、风切变、入流角

度、空气密度和威布尔分布条件，实际运行工况包括瞬变次数、偏航不对中、长期停机工况、

覆冰载荷和表面清洁度条件。

[0015] 进一步改进，所述风电机组的疲劳寿命预测方法为：

[0016] 采用以下公式，

[0017]

[0018] 剩余寿命＝20-x

[0019] 其中，L20：运行时间段的等效载荷；LD：标准设计载荷；m：为S-N曲线的斜率，x:已运

行的等效时间； L20载荷在LD载荷水平下的等效运行时间；计算所述风电机组

的剩余寿命。

[0020] 进一步改进，所述风电机组的疲劳损伤预测包括对风电机组的风场控制预测、成

本预测和延寿分析预测。

[0021] 进一步改进，所述疲劳损伤预测方法还包括将预测出的所述风电机组的疲劳寿命

和疲劳损伤情况加入所述风场疲劳模型中的迭代分析步骤。

[0022] 进一步改进，所述数字化双胞胎模型还包括验证系统，所述验证系统为增设在所

述风电机组各部件中的若干个传感器。

[0023] 采用这样的设计后，本发明至少具有以下优点：

[0024] 1、本发明低风速风电机组数字双胞胎式的疲劳损伤预测方法通过数字化双胞胎

模型技术，实现真实模拟风电机组在现实环境中的运行行为，并预测风电机组的运行状态，

预防风电机组各部件的故障发生，为检修和风场优化提供依据，还预测风电机组的疲劳损

伤，为风电机组延长寿命提供依据，进一步保证风电机组最优的发电性能。

[0025] 2、本发明还通过对风电机组疲劳损伤情况的预测，实现对风电机组的风场控制预

测、成本预测以及新机型设计和制造的指导。

[0026] 3、本发明还通过不断地迭代分析步骤，进一步的利于风场疲劳模型和数字化双胞

胎模型的精准性。

附图说明

[0027] 上述仅是本发明技术方案的概述，为了能够更清楚了解本发明的技术手段，以下

结合附图与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8] 图1是本发明低风速风电机组数字双胞胎式的疲劳损伤预测方法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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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9] 本实施例就是将数字化双胞胎技术应用在风电机组控制系统中，以数字化方式模

拟仿真风电机组在现实环境中的运行行为，实现整个过程的虚拟化和数字化，用以对风电

机组寿命评估、性能优化、风机故障预测等工作。具体方法详细介绍如下。

[0030] 参照附图1所示，本实施例低风速风电机组数字双胞胎式的疲劳损伤预测方法，包

括如下步骤：

[0031] (1)建立风电机组的风轮仿真模型，并根据所述风电机组的实际运行特征、各部件

的特征频率以及风电机组运行的环境条件对所述风电机组的风轮仿真模型进行修正，修正

内容包括风电机组的运行环境条件，叶片的模态信息、阻尼信息，传动链的模态信息、刚度、

阻尼信息，塔筒的模态信息、阻尼信息。使风轮仿真模型和实际运行风电机组的模型参数和

运行特征一致。

[0032] (2)所述修正后的风轮仿真模型结合风场环境条件，如不同的湍流、空气密度、风

速和风剪切等特性，建立载荷数据库，并计算风场疲劳模型。

[0033] (3)所述风场疲劳模型结合所述风电机组的实际运行低频、高频数据，以及所述风

电机组的实际建设环境条件、机位分布信息，建立所述风电机组的数字化双胞胎模型，其

中，实际运行低频数据为风电机组的SCADA系统数据，实际运行高频数据为风电机组的风机

控制数据。

[0034] 所述数字化双胞胎模型从标准控制信号，如风轮转速、发电机转速、桨距角、发电

机设定转矩、机舱前后加速度和机舱左右加速度信号，实时估计机组结构载荷数据，估计的

载荷数据包括风电机组的塔筒底部前后弯矩、左右弯矩、叶根面内弯矩、叶根面外弯矩，以

及轮毂中心推力Fx、扭矩Mx、弯矩My、弯矩Mz，再推断出所述风电机组的湍流条件和尾流效

应。

[0035] (4)所述数字化双胞胎模型根据其所估计出的载荷数据，结合所述风场疲劳模型，

所述风电机组的实际风况条件，如紊流、风切变、入流角度、空气密度和威布尔分布等，实际

运行工况，如瞬变次数、偏航不对中、长期停机工况、覆冰载荷和表面清洁度等条件，以及

SCADA系统跟踪数据，预测出所述风电机组的疲劳寿命和疲劳损伤情况。

[0036] 其中，风电机组的疲劳寿命预测方法为：

[0037] 采用以下公式，

[0038]

[0039] 剩余寿命＝20-x

[0040] 其中，L20：运行时间段的等效载荷；LD：标准设计载荷；m：为S-N曲线的斜率，x:已运

行的等效时间； L20载荷在LD载荷水平下的等效运行时间；计算所述风电机组

的剩余寿命。

[0041] 风电机组的疲劳损伤预测包括对风电机组的风场控制预测、成本预测和延寿分析

预测。如预测到某个机组的某部件在一段时间内损伤较大，可选择此风电机组处于停机状

态。

[0042] 并且，该疲劳损伤预测方法还包括将预测出的所述风电机组的疲劳寿命和疲劳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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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情况加入所述风场疲劳模型中的迭代分析步骤，利于所述风场疲劳模型和数字化双胞胎

模型的精确性。

[0043] 本发明低风速风电机组的疲劳损伤预测方法预测出的所述风电机组的疲劳寿命

和疲劳损伤情况还可以结合风电机组的实际检测数据，对风电机组进行整体结构的检修和

维修优化，以及对新机型设计和制造的指导。

[0044] 另外，该数字化双胞胎模型还包括验证系统，所述验证系统为增设在风电机组各

部件中的若干个传感器，用以验证模型的仿真性。

[0045] 本发明基于对风电机组数字化双胞胎模型实现机组塔架振动加速度与采集的机

组振动加速度的输出值比较，发现该数字化双胞胎模型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能准确的提

前发现故障征兆，从而使得工作人员能够提前确定维护方案和维护时间，避免和减轻严重

的设备损坏，缩短维护时间，降低维护成本，提高风电机组运行的经济性。

[0046]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限制，本

领域技术人员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做出些许简单修改、等同变化或修饰，均落在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内。

说　明　书 4/4 页

7

CN 109340062 B

7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8

CN 109340062 B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