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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概述 

1.1.1 简介 

WindPRO 是基于 Windows 98/ME 或 NT/2000/XP 系统，用于单个风电机组及风电场规划设计的

软件包。 它由功能的模块组成，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预算任意组合这些模块。WindPRO 具有

超过 15 年的风能计算软件的开发经验。本软件包界面友好，也可用于风电工程的规划、设计、销售及

审核。 
 
WindPRO 的原理：面向对象的设计方法 
WindPRO 的原理是面向对象的设计。一个风电项目包含多个对象，其中风电机组是关键元素。

程序对已有的和新装的风电机组加以区分，从而可以计算诸如考虑已有风电机组的影响的新装机组的

发电量。 
其他对象有：测风塔，局部障碍物，噪声敏感区域，变压器等。一些对象决定风能多少，一些对

象决定了对环境的影响，而另一些对象则会决定项目的可行性。但所有对象的共同之处是，要进行计

算必须知道每个对象的坐标。WindPRO 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是该软件可从微机屏幕的地图上自动获

取坐标。您只需将地图扫描到计算机中或使用光盘或其他数字资源中的地图。当地图转换到微机上并

用已知的坐标系校准后，就可以开始进行设计了。您只需从工具箱中选择相关对象并点击鼠标把它放

到地图上。 
后，会要求您补充一些数据以完成输入。风电机组（WTG）对象会链接到专门的 WindPRO 

WTG 数据库，数据库中列有大部分市场上提供的 WTG。这使您能快速对替代规划方案进行比较。 
WindPRO 提供的语言版本有：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德文，丹麦文，瑞典文。在第 2.4 版我们

发布了意大利文和葡萄牙文的打印版，其他语言也将提供打印版。 
请注意，手册和在线帮助仅有英文，德文，西班牙文和丹麦文版本。 
当计算需要的所有对象都已建立后，对应的计算模块就会被选择和激活（见下面的模块结构）。

每个模块都有详细说明。以后还会补充其它模块。 
WindPRO 可生成直接提交给用户的设计报告，也可生成评估用的含详细分析的背景报告。 

 
系统要求—Windows 2000 或 XP 
使用位图（BMP）格式的地图需要

快速处理器和大容量随机存储器

（RAM）： 低 1 GHz Pentium 处理

器， 少 1 GB RAM， 少 1 GB 硬盘

自由空间。然而我们强烈建议使用 2 
GHz Pentium 处理器，1 GB RAM，

少 1 GB 硬盘自由空间。对于 3D 动画

模块，需要 3D 加速图形卡。 
注意，不支持 Windows XP 64bit 

和多处理器结构。 
 
 
 

1.1.2 许可证条件 

Energi- og Miljødata 拥有 WindPRO 软件的全部知识产权。本手册具有版权，其版权也由 Energi- 
og Miljødata 所有。 

使用条件：以付款或其他方式获得本程序使用权的持证者有资格获得本程序一个安全复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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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除此之外，持证者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得复制，传递，出卖本程序和与本程序相关的文件，

也不得以任何其他方式向第三方散发。 
许可证：许可证只允许在一台机上运行本程序，除非持证者获得了多用户许可协议。此时可同时

运行程序的用户数量在许可条件中说明。在主菜单中按“关于”按钮可以看到这些许可条件（见下

面）。 
多用户许可证：只能由同一公司在同一地点的多名雇员中使用。在多用户许可证条件下，打印机

输出的公司地址和名字将与多用户许可证下运行的每个程序拷贝的公司地址和名字相同。 
有效期及其终止：每个程序用户在任何时候如违反 EMD International A/S 的有效付款条件时，其

全部程序的使用权将被收回。 
责任范围：本程序不担保买方进行计算的正确性。EMD International A/S 对用户因使用本程序而

产生的直接或间接损坏或损失不承担责任。这一责任范围也适用于因程序的缺点或缺陷而造成的损坏

或损失。 

1.1.2.1 服务与升级 
与 EMD 签订的服务与升级协议表示用户可以获得下述服务： 
用户享有免费电话热线服务，包括程序使用方面的咨询和指导。 
用户永远会保有程序 新版本，而且所有用户都使用相同的版本。后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用户们

经常要在一些工程项目上竞争。如果不同用户使用程序的不同版本生成不同的文件就显得不可信。 
用户可以以 低的附加价格获得产品，因为价格与程序的市场和行政管理有关，因此更新会尽量

减少。 
用户支付的年度服务费为其“许可协议”中包含的程序及模块的实际定价的 20%。附加的语言模

块包含在“服务协议”中。20%的年度服务费相当于每 5 年购买一个新程序。根据我们的经验，在五

年期间用户至少会得到与一个新程序相当的软件。 
程序更新的发布时间不固定，但通常

每年一次。可以从我们的网站

www.emd.dk 下载 WindPRO 的改进和更

新。 
对于没有签订服务与更新协议或取消

了该协议的用户，程序更新作为新购处

理，需付程序全价。 
本程序以我们在“风电工程计算”领

域超过 15 年的经验为基础。它现在实际上

已经是一个“专家系统”，不仅是您日常

工作的宝贵工具，也是对您开发出更佳工

程的持续培训工具。希望上述信息已经足

够。 
如需要进一步信息请与我们联系。 
 
 

1.1.3 注册与激活 

WindPRO 新用户 
第一次启动 WindPRO 时，程序会自动询问注册密码。 
WindPRO 老用户 
重新安装 WindPRO 时，无论是同一版本或更新版本，程序会自动使用 新的注册密码。 

1.1.3.1 重新注册 
打开 WindPRO，点击“工程”，然后点击“回到主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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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选项”和 “注册”。点击  从 A 盘注册；或点击 （取消），然后通过浏

览寻找密码。 
阅读密码后，必须选择“接受” 终用户许可协议。 

 

1.1.3.2 激活 
某些用户可能对不同模块有不同的许可证号码。在激活时，用户需要确定在具体微机上激活哪些

模块。激活统计由 EMD 激活服务器收集。读取注册密码后，激活自动开始。 
 

 

本屏幕显示发送给激活服务

器的数据。计算机身份码（ID）

由用户规定，用于用户以后读取

激活统计时确认计算机。 
 
“跳过在线激活…”供不希

望通过互联网使用 FTP（文件传

送协议）发出信息的用户使用。

要对此进行检验，请通过 e-mail
或电话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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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选择“跳过在线激

活…”: 
本屏幕显示本机可用的模块

和可选择激活的模块。本例中，

所有模块都已激活/检验，括号

中的数字还说明没有其他使用许

可可用于其他计算机。让模块保

持检验过状态并继续。如果继续

操作前模块没有检验，这些模块

将无效，使用许可将被解除，供

其他计算机使用。 
点击“显示您的激活统计”查

看 EMD 激活服务器储存的信

息。 

 

如果选择“跳过在线激活…”: 
本屏幕显示可用模块，但不

显示有多少空闲使用许可。 
检查需要的模块并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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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择“跳过在线激活…”: 
现在点击“通过 e-mail 获得

激活码”按钮向激活服务器发送

激活数据。激活码会在几分钟内

发回。 
激活码发回后，将其输入

“激活码”域中并继续。 

本屏幕出现时，表示激活已

经完成。 

要检查您的注册信息，请点

击“帮助” ，然后点击 “关于”。 
注册完成后，您所有得到操

作许可的模块都标有绿色箭头。 
如果您在注册/激活过程中

有什么问题，请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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