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 发电量计算模块 — 简介、模块和步骤 •  133  
 

 
© EMD International A/S  •   www.emd.dk  •   WindPRO 2.6  •  Jan. 08 

 

3.0 WindPRO 发电量计算模块  

Contents 

3.0 发电量计算模块 — 简介、模块和步骤 ............................................................................137 

3.0.1 WindPRO 发电量计算模块简介 ....................................................................................................... 137 

3.0.1.1 生成风资源统计数据 ..................................................................................................................... 138 

3.0.1.2 创建风资源地图 ............................................................................................................................ 138 

3.0.1.3 风电场计算 ................................................................................................................................... 138 

3.0.1.4 风电场布局优化 ............................................................................................................................ 138 

3.0.2 发电量计算步骤 ............................................................................................................................... 138 

3.0.2.1 以现场测量数据为依据 ................................................................................................................. 138 

3.0.2.2 以风资源统计数据和简单地形的地形说明为依据 .......................................................................... 139 

3.0.2.3 以风资源统计数据和复杂地形的地形说明为依据 .......................................................................... 139 

3.0.2.4 风资源统计数据计算（需要 WAsP） ............................................................................................ 139 

3.0.2.5 计算风资源地图（需要 WAsP） ................................................................................................... 140 

3.1. 发电量计算模块 — 计算基础 .........................................................................................141 

3.1.1 计算发电量的基础数据 .................................................................................................................... 141 

3.1.2 风速分布 .......................................................................................................................................... 141 

3.1.2.1 建立风速分布的方法 ..................................................................................................................... 142 

3.1.3 功率曲线和 Ct曲线 .......................................................................................................................... 144 

3.2. 发电量计算模块 — 计算方法 .........................................................................................145 

3.2.0 计算方法简介 ................................................................................................................................... 145 

3.2.1 风资源地图法（ATLAS, WAsP 和 RESOURCE） ........................................................................... 145 

3.2.1.1 方法说明 — ATLAS 与 WAsP 的比较 ........................................................................................... 145 

3.2.1.2 方法说明 — 区域风资源统计数据 ................................................................................................. 146 

3.2.1.3 方法说明 — 粗糙度分级 ............................................................................................................... 147 

3.2.1.4 方法说明 — ATLAS 山丘 .............................................................................................................. 151 

3.2.1.5 方法说明 — ATLAS 局部障碍物 ................................................................................................... 152 

3.2.1.6 方法说明 — WAsP 地形和局部障碍物 .......................................................................................... 153 

3.2.1.7 方法说明 — RESOURCE 模块 ..................................................................................................... 153 

3.2.2 方法说明 — Weibull 分布和测量数据 ............................................................................................... 153 

3.2.3 方法说明 — PARK 模块（尾流损耗计算） ...................................................................................... 154 

3.2.3.1 风电场计算中使用不止一组风资源数据 ........................................................................................ 155 

3.2.4 生成风资源地图（一组风资源统计数据） ........................................................................................ 155 



 134  •  3.0 发电量计算模块 — 简介、模块和步骤 
 

 
© EMD International A/S  •  www.emd.dk  •  WindPRO 2.6  •  Jan. 08 

 

3.3 发电量计算模块 — 输入风电机组/风电场计算数据 ........................................................ 156 

3.3.0 发电量计算数据输入简介 .................................................................................................................. 156 

3.3.1 ATLAS 或 WAsP 计算的输入 ............................................................................................................ 156 

3.3.1.1 场址数据对象定位和创建 ............................................................................................................... 156 

3.3.1.2 场址数据对象的风资源统计数据（风资源地图）表页 .................................................................... 158 

3.3.1.3 场址数据对象的粗糙度表页 ........................................................................................................... 159 

3.3.1.4 场址数据对象的 ATLAS 山丘/障碍物表页 ...................................................................................... 160 

3.3.1.5  WAsP 地形/障碍物表页 ................................................................................................................ 161 

3.3.1.6 地图文件和界限表页 ...................................................................................................................... 162 

3.3.1.7 输入 WAsP 障碍物 ........................................................................................................................ 163 

3.3.2 输入风资源测量数据（Weibull 分布，表格，时间序列，记录文件） ................................................ 163 

3.3.2.1 气象对象 – 原始数据表页 .............................................................................................................. 165 

3.3.2.2 气象对象 – 时间序列表页 .............................................................................................................. 167 

3.3.2.3 气象 对象 – 表格表页（测量值）................................................................................................... 170 

3.3.2.4 气象 对象 – 威布尔分布表页 .......................................................................................................... 172 

3.3.2.5 极端风速评估器 ............................................................................................................................. 173 

3.3.3 PARK 计算的输入............................................................................................................................. 173 

3.4 PARK 模块 — 计算和打印输出 ..................................................................................... 174 

3.4.1 ATLAS 或 WAsP 接口计算（一个位址的发电量）............................................................................ 174 

3.4.2 METEO 计算（单个位置的发电量） ................................................................................................. 176 

3.4.3  PARK（风电场的发电量）+ RIX 计算 ............................................................................................. 176 

3.4.3.1 RIX 计算 ........................................................................................................................................ 179 

3.4.4 风统计数据计算（风资源地图） ....................................................................................................... 181 

3.4.5 打印和读取报告 ................................................................................................................................ 182 

3.4.5.1 打印 ............................................................................................................................................... 182 

3.4.5.2 从发电量计算读取报告 .................................................................................................................. 184 

3.4.5.3 将数据打印到文件（将结果以文件形式输出） .............................................................................. 188 

3.5 发电量计算模块 — 损耗、不确定性和校核 .................................................................... 191 

3.5.0 损耗，不确定性和校核简介 .............................................................................................................. 191 

3.5.1 损耗和不确定性 ................................................................................................................................ 191 

3.5.1.1 损耗 ............................................................................................................................................... 191 

3.5.1.2 不确定性 ........................................................................................................................................ 191 

3.5.2 功率曲线校核 ................................................................................................................................... 192 

3.5.3 用已有风电机组进行验证 .................................................................................................................. 194 

3.5.4 用补充风资源数据进行确认 .............................................................................................................. 194 

3.5.4.1 案例研究及主规范概述 .................................................................................................................. 195 

3.5.4.2 风资源数据不确定性的例子 ........................................................................................................... 195 



 3.0 发电量计算模块 — 简介、模块和步骤 •  135  
 

 
© EMD International A/S  •   www.emd.dk  •   WindPRO 2.6  •  Jan. 08 

 

3.5.4.3 使用大区域补充风资源数据进行验证 ............................................................................................ 196 

3.6 发电量计算模块 — 风资源地图 ......................................................................................198 

3.6.0 风资源地图简介 ............................................................................................................................... 198 

3.6.1 风资源地图的背景数据 .................................................................................................................... 198 

3.6.1.1 数字化粗糙度地图 ......................................................................................................................... 198 

3.6.1.2 数字化等高线 ................................................................................................................................ 199 

3.6.1.3. 风资源统计数据 ........................................................................................................................... 199 

3.6.1.4. 局部障碍物 .................................................................................................................................. 199 

3.6.2 输入计算数据 ................................................................................................................................... 199 

3.6.3 计算风资源地图 ............................................................................................................................... 201 

3.6.4 风资源地图的打印输出 .................................................................................................................... 202 
 



136  •  3.0 发电量计算模块 — 简介、模块和步骤  
 

 
© EMD International A/S  •  www.emd.dk  •  WindPRO 2.6  •  Jan. 08 

 

 



 3.0 发电量计算模块 — 简介、模块和步骤 •  137  
 

 
© EMD International A/S  •   www.emd.dk  •   WindPRO 2.6  •  Jan. 08 

 

3.0 发电量计算模块 — 简介、模块和步骤 

3.0.1 WindPRO 发电量计算模块简介 

计算一个风电工程的发电量是 重要的任务之一。即使在像丹麦这样的小国，一台风电机组的年发电量也会因

微观选址而变化百分之几。因为风电机组安装和运营成本不受微选址影响，所以与场址相关的发电量对风电工

程可行性至关重要。 

WindPRO 提供了计算发电量的多种选项。在模拟各种格式的风资源数据、多类风电机组组合上，包括新的和

已有的、型号及轮毂高度各不相同的风电机组组合，WindPRO 是 灵活的工具。我们尽了很大努力开发输入

数据以及计算结果的智能化校核能力，以保证用户得到 可靠的结果和文件记录。 

目前的软件版本还不能用现有模型计算与时间有关的变化。这时用户可参考风能指标。我们提供了一些国家的

风能指标（可联系 EMD 获得更多信息）。 

RESOURCE（风能资源分析）模块能够建立风资源地图，向您提供选择适当场址所需的信息。这些信息或者

在微观选址层面上用于确定单台风电机组的 佳位置，，或者在较大地域的计算上，以决定风电场的 佳场

址。本模块具有一次完成大区域计算的独特能力，并曾以 200m 网格的分辨率进行了整个丹麦的风资源计算。

以屏上显示的风资源地图作为背景地图是手工优化风电场布局的有效工具。 

关于风电场布局的自动优化可参见第八章。 

使用挪威的 WindSIM CFD 模型进行计算请参见第九章。 

WindPRO 计算发电量的模块有： 

三个模块，可用于单个位置（单台风电机组）计算，或作为 PARK（风电场）计算的基础（为风电场的阵列损

耗计算提供风资源输入数据）： 

ATLAS — 可以用这个模块根据简单 ATLAS 模型（风资源地图法），以地形描述（粗糙度、山丘及障碍物）

和风资源统计数据为依据计算发电量。粗糙度模型与 WAsP 的相同，但山丘和障碍物可使用比 WAsP 简单的流

体模型计算。因此，ATLAS 只应用于不很复杂的地形，绝不能用于山地。然而，ATLAS 模型已经用来计算了

丹麦 6000 多台风电机组，效果相当不错。 

METEO — 可以用这个模块，根据在将来风电机组的确切位置（在平坦、开阔地形，测量数据通常可用于较大

区域）测量的风资源数据计算发电量。如果测量高度高于计划轮毂高度，可通过给出的风速梯度指数进行数据

内插，但这样做必须非常小心。只有在平坦简单地形（低粗糙度），高度转换才可能遵循简单规律。 

通常，METEO 模块多用于以 WAsP 接口生成风资源统计数据时实测风资源数据的输入、分析和准备。 

WAsP 接口 — 用这一模块您可以使用 WAsP（丹麦 RISØ 公司开发的软件）作为“计算引擎”计算发电量。

这意味着您可以使用将高级流体模型植入 WAsP 的风资源地图法（Wind Atlas method）进行复杂地形的计

算。WAsP 接口既是准备与校核数据的 WAsP 预处理器，也是将结果打印为报告及执行和打印一系列分析的后

处理器。它向用户提供用于计算质量评价的宝贵反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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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1 生成风资源统计数据 

STATGEN（生成风统计） — 使用 METEO 和 WAsP 接口模块，可将风资源测量数据转换为“风资源统计数

据”。风资源测量数据按当地条件加以“筛选”，建立区域风气候，用于没测过风的地点的计算，例如风电场

的详细计算。 

3.0.1.2 创建风资源地图 

RESOURCE（风能资源分析） — 根据 WAsP 计算得到的.rsf 或 .wrg 文件和可选风电机组（用于生成发电量

地图），该模块可生成独立模式的风资源地图。风能资源分析模块与 WAsP 接口模块一起，只需一次处理即可

计算和生成特大区域的风资源地图。它可平滑地改变使用的风资源数据，并在只能处理有限尺寸地图文件的

WAsP 风资源计算中自动改变数字地图。 后，它可将局部障碍物包含在内，可同时进行不止一个轮毂高度的

计算。WAsP 作为单独产品使用时不具有这些能力。RESOURCE 模块还可通过.rsf 文件向 OPTIMIZE（优化）

模块提供关键输入。 

3.0.1.3 风电场计算 

PARK（风电场计算）— 该模块用来计算风电场的阵列损耗和发电量。PARK 计算的输入有风电机组的位置和

轮毂高度，以及前面提到的三个模块（ATLAS，METEO 或 WAsP 接口）之一给出的风资源数据，或来自

RESOURCE 模块.rsf 文件的风资源数据。要使用 PARK 模块，必须具有上述 4 个模块中的一个。 

3.0.1.4 风电场布局优化 

OPTIMIZE（优化）— 本模块提供“风电场设计对象”的访问权。这是一个设计大型风电场（如海上风电场）

的有用工具。从 2.4 版起，可以运行为自动优化而进行的参数变化。其他发电量自动优化算法用于比较复杂的

地形（见第八章 OPTIMIZE）。而 OPTIMIZE 则以 PARK 模块和 RESOURCE 模块为基础，只在具有这两个模

块的前提下才能使用。 

3.0.2 发电量计算步骤 

3.0.2.1 以现场测量数据为依据  

建立地图和规划的风电工程（见基础模块第 2.0.5 节）； 

建立气象对象； 

在气象对象中输入测量数据。可接受的输入数据有四种： 

1）原始数据录入文件， 

2）如电子表格那样的时间序列数据， 

3）表格数据（风速及风向频率）或 WAsP .TAB 文件， 

4）Weibull 参数（或平均风速）与风向的关系（或只是初步计算用的平均风速）。 

运行“PARK”（对于风电场）或“METEO”（对于单台风电机组或场址分析，比如改变轮毂高度或风电

机组型号）。注：数据应能代表长期风资源条件。测量必须在轮毂高度上进行或风剪切必须已知。当风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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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与测风塔的距离大于 50 m 时，这种方法只能用于简单地形（平坦，无局部障碍物或表面粗糙度变化），

否则请参见第 3.0.2.4 节。 

3.0.2.2 以风资源统计数据和简单地形的地形说明为依据 

建立地图和规划的风电工程（见基础模块）； 

建立“ATLAS”计算使用的“场址数据对象”并选择风资源统计数据（如果没有。请参见风资源统计数据

计算第 3.0.2.4 节）； 

输入粗糙度玫瑰图信息（20 km 半径），局部障碍物和局部简单山丘。右击场址数据对象，使用显示的弹

出菜单选项即可在图上进行该作业； 

运行“PARK” (如果是风电场) 或“ATLAS”（如果是单个风电机组或进行场址分析，或比如增加轮毂高

度或风电机组机型）。 

3.0.2.3 以风资源统计数据和复杂地形的地形说明为依据 

建立地图和规划的风电工程（见基础模块）； 

通过线条对象建立场址周围 5 km 范围内的等高线； 

建立场址周围约 20 km 范围内的粗糙度说明。有三种方法： 

1）粗糙度玫瑰图（场址数据对象）， 

2）粗糙度线（线条对象）， 

3）从区域对象输出的粗糙度线。 

如果有局部障碍物，建立它们（障碍物对象）。 

建立“WAsP”计算用的场址数据对象，选择风资源统计数据（如果没有。请参见第 3.0.2.4 节风资源统计

数据计算）。注意：正确的风资源统计数据对获得正确计算结果非常重要。检查连接到场址数据对象的地图数

据。 

运行“PARK” (如果是风电场) 或“WAsP 接口”（如果是单个风电机组或进行场址分析，或比如风速分

布、增加轮毂高度或风电机组机型）。 

3.0.2.4 风资源统计数据计算（需要 WAsP） 

建立测测风塔现场地图（见基础模块）； 

通过线条对象建立测风塔周围 5 km 范围内的等高线； 

建立测风塔周围约 20 km 范围内的粗糙度说明。有三种方法： 

1）粗糙度玫瑰图（场址数据对象）， 

2）粗糙度线（线条对象）， 

3）从区域对象输出的粗糙度线。 

建立用于“STATGEN”计算的场址数据对象并输入数据； 

建立气象对象（见第 3.0.2.1 节）； 

运行计算菜单中的“STATGEN”（从气象对象和场址数据对象取数据）； 

使用风资源统计数据（见第 3.0.2.2 或 3.0.2.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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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5 计算风资源地图（需要 WAsP） 

建立地图和规划的风电工程（见基础模块）； 

通过线条对象建立计算地图区域周围 5 km 范围内的等高线； 

建立计算地图区域周围约 20 km 范围内的粗糙度说明。有两种方法： 

1）粗糙度线（线条对象）， 

2）从区域对象输出的粗糙度线。使用区域对象，可从.dxf 等类文件输入信息。 

建立用于 RESGEN 计算的场址数据对象，选择风资源统计数据（如果没有，请参见第 3.0.2.4 节风资源统

计数据计算）。检查将用于计算的地图文件及输入区域。 

运行 RESOURCE 计算并设置网格尺寸和高度等。 

在地图上建立用来观察风资源地图图层的“结果图层对象”，用于风电场布置的手工或自动优化

（OPTIMIZE 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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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发电量计算模块 — 计算基础 

3.1.1 计算发电量的基础数据 

要估算一台风电机组的年发电量需要两组基础数据： 

1）轮毂高度处的风速分布 

2）风电机组功率曲线 

如果多台风电机组放在一起组成风电机组群即风电场，风向风速分布和风电机组的精确位置以及它们的 Ct 曲线

也必须已知。 

3.1.2 风速分布 

风速分布是指特定风速区间占总风速的概率。在数学上，经常用两参数 Weibull 分布描述风速分布。下图是实

测风速的分布和相应的 Weibull 曲线拟合的例子。 

 
两参数 Weibull 分布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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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u — 风速 

 k — Weibull 形状参数 

 A — Weibull 尺度参数 (对于典型分布， A ≈1.126 * umean) 

Weibull 分布的一个特殊变种是 k = 2 时的 Raleigh 分布。当只有平均风速为已知时，常常假定是这种分布。 

3.1.2.1 建立风速分布的方法 

风速分布可以用下述方法之一来确定： 

A：在风电机组所在地点测量。 

B：风电机组所在场址的一个或多个风资源统计数据和地形说明（对简单地形使用 ATLAS 风资源地图法）。 

C：风电机组所在场址的一个或多个风资源统计数据和地形说明（对复杂地形使用 WAsP 风资源

地图法）。 

D：在该地区测量（或在有多种地形条件的多台风电机组现场），用 WAsP（WindPRO 的 STATGEN 模块）

将数据变换为地区的风资源统计数据。建立风资源统计数据后，再使用方法 C：。 

精确的风速分布至关重要。原因之一是风能与风速的立方成正比。单位时间内风电机组的发电量

可用下式计算： 

E = ½*ρ*w3*A*Ce  (W/s) 
式中：ρ  = 空气密度 

w = 风速 

A = 叶轮扫风面积 

Ce = 给定风速下风电机组的效率 

例如：10 m/s 风速下，150 kW 风电机组的风轮直径为 23 m，效率为 40%，空气密度为 1.125 kg/m3。 

发出电量可计算如下： 

 E = ½ ·1.125 kg/m3 ·103 (m/s) 3· 232 · π/4 m2· 0.4 = 93,434 W/s 
这表明其功率为 93.4 kW，一小时发出的电量为 93.4 kWh。 

风速减半（5 m/s），假定风电机组效率不变（实际上可能会低些），功率为 11.7 kW，降低到 12.5%。 

注：不能根据年平均风速用上面公式计算年发电量。风速分布和功率曲线两者都必须为已知。 
 
方法 A）在风电机组所在地点测量 

测量必须符合长期风资源条件。通常需要至少连续测量三年。如可能，短期测量必须加以调节并与同一地区测

站的长期测量相关联。 

数据格式必须是下述之一： 

数据采集器或电子表格给出的时间序列，通常应包含风速和风向记录； 

含各风速区间观测值（通常还要按方向区间区分）的表格或直方图； 

Weibull 参数，可能要按风向扇区给出； 

平均风速，可能要按风向扇区给出。 

上述格式之一的数据可键入或输入到 WindPRO 的气象对象（见第 3.2.2 和 3.3.2 节）。 

方法 B）风电机组所在场址的一个或多个风资源统计数据和地形说明（简单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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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简单地形的风速分布可用 ATLAS 计算，如对丹麦的大部分地区（除有大片山地构造地区和有大量局部障碍

物的工业区之外）。ATLAS 要求有“地形数据对象”和一个或多个“风资源统计数据”。“风资源统计数据”

应以场址周围 大 200 km 半径内的测量数据为依据（另请参见 2.1.x 和 3.1.x 节）。 
 
方法 C）风电机组所在场址的一个或多个风资源统计数据和地形说明（复杂地形） 

对地形较复杂的地区，即有很多山丘和山岭的地形，或以局部障碍物为主的地形，应使用发电量计算软件

WAsP 计算风速。一旦创建了“地形数据对象”，WindPRO 就调用 WAsP（需要从 RISØ 单独购买）作为计

算模块。选择 WAsP 作为计算模块，还要选择一个或多个“风资源统计数据”。“风资源统计数据”应以场址

周围 大 100 km 半径内的测量数据为依据。请注意山区地形的“风资源统计数据”仅对测站很小范围内有效

（甚至会小到几百米）（另请参见 2.1.x 和 3.1.x 节）。 
 

方法 D）用 WAsP 将该地区测量数据变换为地区风资源统计数据 

方法 A 的说明在这里也适用。唯一的区别是数据不能直接使用，必须转换为一组地区“风资源统计数据”。它

要以测量数据为依据，并结合方法 C 提到的地形说明。 

换句话说，首先必须在 WindPRO 创建气象对象，然后创建测站的地形对象，然后再用它们生成一组测站的

“风资源统计数据”（地区风资源统计数据）。地区风资源统计数据按方法 B 或 C 所说的方式使用（另请参见 

3.2.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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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功率曲线和 Ct曲线 

功率曲线表示一台风电机组发出的功率与轮毂高度处风速的关系。功率曲线通常用安装在风电机组附近的测风

设备测量，同时测量风速和电功率输出值。功率曲线也可以用空气动力学计算机模型计算。 

WindPRO 基础模块的风电机组目录中已经提供了大量风电机组的功率曲线（WTG 目录）。功率曲线通常以测

量或计算为根据。功率曲线的可靠性可能差别很大。因此，对功率曲线进行检验非常重要。请参考第 2.6 节关

于这方面的更多信息。 

“PARK”计算中使用的 Ct 曲线通常只是失速调节风电机组或桨距调节风电机组的标准曲线。经验表明这就足

够了，但对这一问题的详细科研工作还很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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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功率曲线的进一步信息可参考 WindPRO 基础模块的第 2.6 节，上图是失速调节双速风电机组的功率曲线

例子（Ce 和 Ct 曲线）。 

3.2. 发电量计算模块 — 计算方法 

3.2.0 计算方法简介 

本节是 WindPRO 使用的各种计算方法简介。我们将介绍以下方法： 

风资源地图法（模块：ATLAS, WAsP 接口和 RESOURCE） 

直接使用测量数据（模块：METEO，可选择 Weibull 分布或测量数据） 

PARK — 这一计算方法可与上述方法之一联合使用。 

注意，数据还可输出到挪威 WindSIM CFD 模型（预处理器）或作为后处理模块（详见第九章）。 

3.2.1 风资源地图法（ATLAS, WAsP 和 RESOURCE） 

所有方法的基础都是风资源地图法。 

风资源地图法假定您拥有特定地区的“风资源统计数据”（当地风资源地图）。结合场址周围 20 km 范围内的

区域地形评估，程序将计算场址上任意指定高度上的实际风资源条件。这些风资源数据将与特定风电机组的功

率曲线一起，估算选定场址处该风电机组的平均年发电量 

因此，根据风资源地图法进行发电量计算需要三组信息： 

该地区权威的 “风资源统计数据”； 

地形评估（粗糙度、山地和局部障碍物）； 

拟用风电机组的功率曲线。 

3.2.1.1 方法说明 — ATLAS 与 WAsP 的比较  

WindPRO 程序模块 ATLAS 与欧洲风资源地图（European Wind Atlas）介绍的算法相同。但它有以下局限： 

每个风向扇区只能输入一个障碍物。而且与 WAsP 模型相比，该障碍物模型是简化模型。 

山丘模型是简化的，而且没有像 WAsP 模型那样以流体模型为基础。山丘模型以简单数学模型为基础，只

计算每个方向扇区一个山丘的高度和长度。 

“欧洲风资源地图”给出的稳定模型可调节距海岸线 10 km 内场址的风速分布，但它没有包含在 ATLAS

程序中。然而，EMD 进行的敏感度分析表明，如果不包括稳定性模型，只会产生边际误差。 

风资源地图法的关键元素之一是地形评估。地形必须按如下方式描述： 

地形的粗糙度分级 — 距场址约 5km 范围内要详细，20 km 范围内可粗略。 

山丘（山地）— 如使用数字地图，约 5km 范围内。 

局部障碍物 — 距风电机组位置约 1km 范围内。 

通常，地形评估既需要好的地图也需要实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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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2 方法说明 — 区域风资源统计数据 

大部分欧洲国家主要区域的风资源统计数据（1989）已经由 RISØ 绘成“欧洲风资源地图”。很多其他国家，

如欧共体成员国瑞典和芬兰，也绘制了类似地图。无法明确指出对某个特定场址该使用哪个风资源地图（在丹

麦，通常可以选择 DANMARK ‘92）。但通常应该使用以 靠近场址的测量站为根据的风资源地图，然后比较

两个相邻测量站的风资源统计数据，对结果加以调节。 

另一方法是在同一计算中采用多个风资源地图，用与场址的距离倒数加权。 

区域风资源地图含有对该区域主要风资源条件的完整描述，包含以下 WAsP 默认设置表格。可以在 WAsP 参数

文件中手工改变参数： 

下述情况的 Weibull A 和 K 参数： 

每个粗糙等级：0, 1, 2, 3 (共 4 级) 

每个高度：地面上 10, 25, 50, 100, 200 m（共 5 个） 

每个风向：N, NNE, ENE, E, ..., NNW （共 12 个） 

这就给出了总共 4 × 5 × 12 = 240 个风速分布。 

风资源地图 关键的是它们的质量，其差别可能非常大。发电量估计非常容易产生高达 50%的误差，原因只是

使用了质量低劣的风资源地图。因此必须将使用的风资源地图与相邻的风资源地图进行交叉检验， 好对该区

域已运行一定年限的其他风电机组进行校验。 
 
丹麦场址计算的建议 

计算丹麦场址的风电潜力时，建议使用“Danmark ‘92”风资源地图。它包括一组修正曲线，使您能根据地理位置

按比例修正发电量（全丹麦地转风条件（地平面之上约 1000m）差异修正是根据大量丹麦风电机组的全面研究

和发电量调节做出的）。下图(EMD/InterCon I/S)表示，在使用“Danmark ‘92”风资源地图计算发电量时应使用

哪个修正系数（顺便指出，“Danmark ‘92”与欧洲风资源地图中的“Beldringe”风资源地图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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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以外场址计算的建议 

一般来说，欧洲风资源地图的数据似乎是可靠的。如果使用其他风资源统计数据，建议至少要包括两个该地区

的风资源统计数据，并要确保这些数据的差异是可接受的，或者包括现有风电机组发电量作为计算的调节元

素。 

WindPRO 可同时使用几个风资源地图。程序会按照与场址距离的倒数为比例，自动计算各地图的加权系数。

如果需要，以后这些系数还可以根据详细信息进行编辑。 

如果场址位于沿海区域，对沿海风资源统计数据给与较高权重可能更为正确，哪怕有更接近的内陆统计数据。 

在同一计算中使用几个风资源统计数据可降低不确定性因素（可参见第 3.5 章有关数据质量控制的内容）。 

3.2.1.3 方法说明 — 粗糙度分级 

粗糙度分级有三种方法： 

A．粗糙度玫瑰图：对场址的每个扇区加以说明（每个扇区有一个或多个粗糙度分级） 

B．将粗糙度线地图（线条对象）数字化 

C．从土地利用多边形输出粗糙度线。土地利用多边形可以用区域对象数字化，或从其他信息源输入到区域对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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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三种方法中选择哪一种，WindPRO 都会使用户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对方法 B，必须使用线条对象。对

方法 C，必须使用区域对象。要获得如何使用这些对象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二章基础模块。 

粗糙度正确分类非常重要，在下面方法 A（粗糙度玫瑰图）的使用说明中有介绍。 
  
地形可分为 8、12 或更多扇区，取决于可用的风资源统计数据材料。现今多数风资源统计数据使用 12 个 30°

扇区，采用如下中心角： 

  0 °：(345°到 15 °) (N) 

30 °：(15 °到 45 °) (NNE) 

60 °：(45 °到 75 °) (ENE) 

90 °：(75 °到 105 °) (E) 

等等。 
 
每个扇区至少要对距场址 10 km 之内的地形粗糙度做出说明。视轮毂高度和地形情况，也许需要关联更远距

离。无论选择多少距离，建议在地形说明的所有扇区都使用这一距离。在地形特征随风电机组距离变化的情况

下，每个扇区可能包含多达 10 个粗糙度变化。 
 

 
 
上图显示了与风电机组不同距离上粗糙度变化的影响。 

例如，内部粗糙等级为 3 级，外部为 0 级，在 3000 m 距离处变化；轮毂高度为 30 m 时，发电量的 72%由内

部粗糙等级决定，而轮毂高度为 60 m 时，仅 50%发电量由内部粗糙等级决定。 

您可以选择使用粗糙等级或粗糙长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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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糙等级 粗糙长度 m 相对发电量 % 

0 0.0002 100 水域 

0.5 0.0024 73 水陆混合区域或非常平坦陆地 

1 0.03 52 
开阔农田，无交叉障碍带，带分散建筑物。仅有平滑山

丘。 

1.5 0.055 45 
农田，有一些建筑物和交叉障碍带，高度 8m，间隔

1250 m。 

2 0.10 39 
农田，有一些建筑物和交叉障碍带，高度 8m，间隔

800 m。 

2.5 0.20 31 
农田，外观封闭，植被茂密，有交叉障碍带，高度

8m，间隔 800 m。 

3 0.40 24 
村庄，小市镇，农田非常封闭，有很多高障碍带，森

林，多地形变化，等。 

3.5 0.80 18 大城镇，城市，有广大建筑区。 
4 1.6 13 大城市，有建筑区和高大建筑物。 

 

发电量与粗糙度的关系
(基于Bonus 150kW,30m 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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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障碍带的区域，可使用下图估计粗糙等级或长度。 

该图显示的一系列曲线可帮助您确定有障碍带的区域的粗糙等级或长度。请注意障碍带的高度对粗糙等级的非

线性影响。假定障碍带之间是普通农田。图中对所有规定的粗糙长度都加了 0.03 m。假定孔隙度为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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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很多的区域，可用下面公式估计粗糙长度： 
z0 = 0,5 * h2 * b * n / A 
式中：  h = 建筑物高度 

 b = 建筑物宽度 

 n = 建筑物数量 

 A = n 个建筑物所在区域的总面积 

注：建筑物间区域的粗糙长度必须加到根据上述公式确定的粗糙长度上，例如对于普通农田，要在算得的粗糙

长度上加 0.03 m。 

粗糙等级与粗糙长度之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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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区域含有不止一个粗糙等级，建议对该区域的粗糙等级进行简单加权。 

例如，如果该区域二级粗糙度占 2/4，一级粗糙度占 1/4，三级粗糙度占 1/4，则得到的粗糙等级为：(2×2 + 1

×1 + 1×3)/4 = 2。 

粗糙度分级必须覆盖整个粗糙度区域（带），就是说，宽 1000 m，含 10 m 高交叉障碍带的粗糙带应评估为二

级粗糙度。经常看到这样的区域，在障碍带之前一直被划为一级粗糙度，然后在障碍带的几米宽度上变为三级

粗糙度，在障碍带之后又变回一级粗糙度。这是错误的！ “欧洲风资源地图”建议，在从风电机组向外看时，

遇到的每个粗糙带的宽度都加倍。 

另一个重要原则：即使某区域的地面高度低于风电机组场址的高度，这一事实也不影响粗糙度分级。地形高度

的差别已经包括在山丘模型之内。 

实际上，在进行地形评估时，到现场考察，并对粗糙等级和粗糙度变化距离做出初步记录非常重要。此外，还

应该记录局部障碍物及其尺寸。完成现场考察后，可以在办公桌上用地图和前面提到的工具确定粗糙度变化之

间的确切距离以及粗糙度分级的 终设计。然而，使用 WindPRO 的数字化背景地图可以免除大量测量工作

（见下面对该特性的说明）。 

现场考察时一定要带着地图。它可以使您能确认地图信息并估计局部障碍物的大小和孔隙度。 

3.2.1.4 方法说明 — ATLAS 山丘 

将风电机组选址在山丘顶端通常可以利用前面提到的提高风速。现场考察时必须判断风流线在轮毂高度处是否

被压缩，从而使那里的风速提高。如果风电机组放在山丘的下风侧，同一原理也适用于负面理解。如果地形非

常复杂，例如多山地形，就应考虑用 WAsP 进行分析（见下一章对该特性的说明）。 

在 ATLAS 模型中，根据山丘扇区长度（从风电机组到山丘底部的长度）和山丘高度信息进行山丘影响的简单

数字计算。一组数据可以分别输入到 12 个扇区的每一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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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图可以看到通常山丘如何因流线压缩使风速提高的（单位时间里同样数量空气通过的截面减小会导致风速

提高）。 

使用山丘模型时，不应包含悬崖和其他陡峭的地形变化，因为如今还没有办法计算山地这类变化的影响。将风

电机组放在靠近悬崖或其他地形陡峭变化地点要特别小心。 
 

 
为说明风电机组放置在底部为圆形的山顶时的影响，上图显示了其发电量的增加幅度。请注意，即使山丘的半

径非常小，模型也要改变，计算山丘影响就好像轮毂高度增加了。如果使用“Vindatlas for Danmark”（丹麦风

资源地图）的数学模型，计算会导致风速的负面变化。 

3.2.1.5 方法说明 — ATLAS 局部障碍物 

风电机组附近（距风电机组 1000 m 以内）的单个障碍物，如建筑物，障碍带等（高于 1/4 轮毂高度的）都应

视为局部障碍物而非粗糙度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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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考察时要对障碍物进行目测，目测的准确度完全取决于个人经验。准确距离要通过以后的地图上距离测量

得到。 

如果障碍物高度小于轮毂高度的 1/4 或在 1000 m 之外，计算时不必把它视为障碍物，因为它对计算结果影响

甚小。然而，它必须在粗糙度分级时归入粗糙度元素。 

除障碍物尺寸，也要估计其孔隙度。 

下图显示程序是如何处理障碍物的。 

 

3.2.1.6 方法说明 — WAsP 地形和局部障碍物 

RISØ 的 WAsP 程序可用作 WindPRO’s WAsP 接口模块的计算模型。该方法用流体模型计算山丘和局部障碍

物的影响。与比较粗略的 ATLAS 模型相比，它需要详尽得多的说明。山丘用数字等高线地图描述。局部障碍

物表示为立体方块。任何数量的局部障碍物都可以自由分布在同一扇区中，可以定义局部障碍物的旋转角度和

深度（详见 WAsP 用户手册）。 

3.2.1.7 方法说明 — RESOURCE 模块 

RESOURCE 模块就是对网格自动进行的一系列 WAsP 计算。与仅使用 WAsP 软件相比，在 WindPRO 中使用

RESOURCE 模块的优点是能把局部障碍物包括进去，还能在同一计算中使用补充风资源统计数据，这样可以

使计算网格的风气候从一部分到另一部分平滑变化。 

3.2.2 方法说明 — Weibull 分布和测量数据 

用 METEO 模块进行计算时，有两个选项，Weibull 分布和测量数据。其差别是，使用测量数据选项时，使用

气象对象的原始测量表格数值而不是 Weibull 分布数据（通常 Weibull 分布数据是气象表格数值的 佳 Weibull

拟合）。 

如果有实际场址的代表时期的测量数据（见 1.1 节），将风速分布与功率曲线进行简单的分段积分即可算得发

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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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程序会根据用户输入的风速梯度指数用下面公式自动将非轮毂高度处的测量结果转化为轮毂高度数

据。 

 
式中， γ  = 风速梯度指数 

      h = 高度 

高度差很大（大于 20-30%）时，转换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如果风速梯度未知，可以使用下面的一般性导则。这些导则的根据是“Vindatlas for Danmark”数据，不一定在

全世界都适用（在复杂地形，甚至简单山包）。除了高度差不大的情况，不应该依赖这些转换导则。 

粗糙度等级 粗糙长度 风速梯度指数 

0 0.0002 0.1 
1 0.03 0.15 
2 0.1 0.2 
3 0.4 0.3 

 
如果只有一组可用的 Weibull 参数，应规定一个平均风速梯度指数。可以根据风向分布加权。 

如果风资源数据的风速区间排列以频率形式给出（直方图），可以直接使用这些数据，也可以对数据进行

Weibull 曲线拟合。通常推荐后一选择，因为曲线拟合过程可以过滤测量数据，降低或消除异常数据的影响。

Weibull 拟合遵守“欧洲风资源地图”中规定的方法，低风速频率的加权值小于风电机组正常运行范围内的风速

频率的加权值。 

3.2.3 方法说明 — PARK 模块（尾流损耗计算） 

PARK 模块可计算由于风电机组位置接近（风电场或风电机群）导致阴影效应而产生的尾流损耗。PARK 模块

有三种计算阵列损耗的方法。这些方法在尾流模型和湍流模型的附录中讨论。EMD 推荐的标准方法使用 RISØ 

N.O.Jensen 创建的模型，但做了小小修改，使人们能在同一布置下使用不同类型的风电机组和不同轮毂高度。 

计算叶轮后面的尾流损耗的基本公式是： 

 
式中： v = 叶轮后 x 距离处的风速 

      u = 叶轮上游自由风速 

      R = 叶轮半径 

     α = 尾流衰减常数 

2/3 是 Ct的近似值。在计算模型里，每个风速区间都要使用 Ct的实际值。 
 
下图给出了风电机组后面尾流损耗的简化尾流模型的基本概念。尾流衰减常数是风电机组后“阴影锥”下游加

宽的度量值。该常数定义为叶轮下游每米距离加宽的米数。通常我们推荐使用常数 0.075 m，对应张角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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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Ø 对不同风电场的测量表明，尾流衰减常数与湍流有关，因此与粗糙等级有关，0 级粗糙度为 0.04，3 级粗

糙度则变为 0.1。据判断，对所有陆地计算使用默认值 0.075 对结果影响很小。对海上风场，应全部使用

0.04。 

注：对大型风电场（多于 50 台风电机组），近年来的测量表明，PARK 模块使用的尾流模型可能不能准确预

测阵列损耗。风电场本身就会改变粗糙度，大型风电场内部的自由风速也可能不服从 N. O. Jensen 尾流模型的

假设。不久的将来我们可能改进 PARK 模块来解决它。现在版本对这一点的处理方法是加大风电场区域内粗糙

度，例如对海上风电场，加大到 1.5 级（粗糙长度 0.055m）。 

在 2.5 版，PARK 模块可以根据附加尾流模型以及尾流引起的湍流模型进行计算。关于这些特性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尾流模型和湍流模型附录。 

3.2.3.1 风电场计算中使用不止一组风资源数据 

进行 PARK 计算时，一定要判断一个总体的风速分布能否正确代表场址条件，还是需要几组地形说明或测量数

据才能正确计算整个风电场布局。这里并没有可遵循的原则，因为如何选择取决于地形的复杂程度、风电场大

小和要求精度。如果指定了不止一组数据，PARK 就会选距那台要计算的风电机组 近的一组。 

单独计算风电场每台风电机组风资源分布的另一个方法是使用与数字化粗糙度和等高线的链接。 

3.2.4 生成风资源地图（一组风资源统计数据） 

如果讨论的场址或地区有可用的风资源测量数据（场址周围 远约 100 km 内，取决于地形复杂程度），可以

选择生成一个 ATLAS 和 WAsP 计算都能使用的区域风资源地图，如第 3.2.1.2 节所述。这要求在硬盘上安装

WAsP 程序，要求您熟悉风资源数据处理。METEO 模块和 WAsP 接口使您能自动进入 STATGEN 模块生成风

资源统计数据。 

除生成风资源地图外，WindPRO 还能输入由 WAsP 生成的风资源地图（.lib 文件；详见 WAsP 手册）。 



156  •  3.0 发电量计算模块 — 简介、模块和步骤  
 

 
© EMD International A/S  •  www.emd.dk  •  WindPRO 2.6  •  Jan. 08 

 

3.3 发电量计算模块 — 输入风电机组/风电场计算数据 

3.3.0 发电量计算数据输入简介 

本节说明进行 WindPRO 计算时必要信息的输入方法（见第 3.0.2 节，步骤指导）。 

输入计算发电量的具体数据前，首先请参见 WindPRO 基础模块关于创建基本工程的说明。 

发电量计算必须输入的专用对象列举如下： 

 
场址数据对象— ATLAS 和 WAsP 接口（及 RESOURCE 模块见 3.6 节）。 

 
气象对象 — Weibull 分布和测量数据。 

有了场址数据对象和气象对象以及 WAsP，就可以生成风资源统计数据（风资源地图或.lib 文件）。 

根据场址数据对象、气象对象或风资源文件（.rsf 文件）就可以进行 PARK 计算（阵列损耗计算）。 

 
WAsP 局部障碍物 — 注：该对象对 ATLAS 计算没有影响。 

其他相关对象有（见第二章基础模块中的说明）： 

 新装风电机组 

 已有风电机组 

  线条对象（用于等高线和粗糙度线） 

 区域对象（用于必须作为线条输出的多边形粗糙区域） 

  结果图层 — 用于风资源地图屏上显示。 

3.3.1 ATLAS 或 WAsP 计算的输入 

输入的信息可同时用于 ATLAS 和 WAsP 计算。如果没有 WAsP 程序，可以跳过该程序模块的条目。 

3.3.1.1 场址数据对象定位和创建 

用以下方法可以创建场址数据对象： 

从工具条选择对象 

把它放置在地图进行地形评估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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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鼠标，对象即可建立并出现输入表格 
 
通常，场址数据对象应放在风电场中央。但请仔细阅读下面内容： 

如果使用粗糙度玫瑰图来说明粗糙度，一个风电场的所有风电机组都将用完全相同的粗糙度说明来计算。要对

此做出补偿，可以增加场址数据对象并规定不同的粗糙度玫瑰图。 

这时风电场的每台风电机组都使用 近的粗糙度说明。如果使用简单 ATLAS 模型，这一原则也适用于障碍物

和山丘。 

如果使用粗糙度线（仅在使用 WAsP 时），风电场的所有风电机组都会配有单独的粗糙度说明。（粗糙度线详

细说明见 3.6.1.1 节：数字化粗糙度地图） 

使用等高线时（仅在使用 WAsP 时），风电场每台风电机组的发电量将会按照其高程单独计算。 

场址数据对象一旦创建，就会出现下面的对象定义窗口。 

 
 
有关坐标、说明、标签和图层等详细信息，请参见基础模块第 2.5 节。 

注：Z 坐标对计算没有影响，这里可以忽略。 

如果已经安装了 WAsP 并链接到 WindPRO，可以选择专门使用 ATLAS 模块或 WAsP 模块里的地形数据对

象，或者一起使用两个模块。对后一种情况，开始计算时必须对模块做出规定。另外选项是使用地形数据生成

风资源统计数据（见 3.3.4 节）或计算风资源地图（见 3.6 节）。 

上面的计算选择将决定下面表页中需要输入哪些数据。ATLAS 和 WAsP 对山丘和局部障碍物条件都分别有简

单和详细的地形说明。STATGEN 和 RESGEN 只能使用比较详细的 WAsP 数据格式。 

对象会根据使用情况改变在地图上的颜色。这些颜色是： 

 
黑色 — 用于 Atlas 

蓝色 — 用于 WAsP 

蓝绿色 — Atlas 和 WAsP 共用时 

橙色 — 用于 STAT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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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 — 用于 RESGEN 

3.3.1.2 场址数据对象的风资源统计数据（风资源地图）表页 

 
 
同一计算可以选择一个或多个风资源统计数据。 

“编辑风资源统计数据”按钮会打开一个维护窗口，在那里可以输入如.lib 等格式的文件并给坐标赋值，它们会

出现在下面选择窗口的地图上。 

 
 
如果选择“选择风资源统计数据”，这里有几个搜索筛选选项。如果没有标出国家或来源，所有风资源统计数

据都会显示出来。您也可以点击另外国家和来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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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计算丹麦时，由于情况特殊，必须选择“Danmark ‘92”风资源地图。根据大量丹麦风电机组全面调研而制作

的区域修正曲线已经链接到该风资源地图。因此，这个风资源地图被认为比其他现有风资源地图精确得多。 

注：发电量计算中 重要的一点是根据风资源统计数据进行发电量评估。产生错误的可能性不胜枚举，因此在

终评估时，与本区域其他风资源统计数据下的发电量水平进行比较是发现致命错误的好方法。从风资源统计

数据选择窗口，绝对水平和用功率曲线筛选后的功率曲线水平都会显示为 Beldringe 风资源统计数据（在丹麦

中部）的相对百分数。 

3.3.1.3 场址数据对象的粗糙度表页 

 
 
如果没有数字地图或已经从其他渠道获得了粗糙度等级信息，可以直接输入粗糙度等级。 

输入表页将显示粗糙度等级的输入域，即一次输入一个扇区的信息，然后双击或按<Enter>键进入新的扇区。 

此外，您可以输入和编辑数字粗糙度地图（从 WAsP .map 文件）或从前面的 WAsP 计算（见下面的解释）读

取.rds 文件（WAsP 粗糙度描述文件）。 

WindPRO 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是能从数字地图直接创建和编辑粗糙度等级。 

定义粗糙度的另外两个方法是： 

与文件链接 — 在表页“地图文件和界限”定义粗糙度线文件。 

与线条对象链接 — 在含粗糙度线的工程里自动使用线条对象。 

这两个方法的优点是风电场的每台风电机组都有自己唯一的粗糙等级。关于粗糙度线的详细信息见 3.6.1.1

节：数字化粗糙度地图。 

注：进行粗糙等级和粗糙长度之间的转换时，以前输入的数值不会自动转换。要将粗糙等级转换为粗糙长度需

使用“转换为长度”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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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粗糙度玫瑰图进行屏上粗糙度分级 

 
当地图调入屏幕时，可以按下鼠标左键移动手掌图标来拖动地图。 

粗糙度玫瑰图激活后，可以点击鼠标右键进入下列特性： 

粗糙度 — 从右击时光标放置区域的表格中选取粗糙等级。 

编辑粗糙度 — 输入实际粗糙等级选项。 

创建变化 — 右击时放置光标的区域被激活，在该区域创建粗糙度变化。 

删除变化 — 在粗糙度玫瑰图中心方向，删掉 靠近光标的粗糙度变化。 

特性 — 激活地形数据对象输入窗口。 

删除 — 删除场址数据对象。 

选项 — 在它们移动时改变粗糙度自动梯级的尺寸设置。 

取消激活/激活 — 改变实际地形数据对象的状态，使得只标出位置。这一选项在输入其它对象时有用，包

括其他地形数据对象。 

ATLAS 山丘和障碍物 — 将对象状态从输入粗糙度转换到输入山丘和局部障碍物（见下节）。 

注：当光标位于粗糙度变化线上时，按下鼠标左键可拖动该线。 

3.3.1.4 场址数据对象的 ATLAS 山丘/障碍物表页 

进行粗糙度分级时，山丘和局部障碍物都可以或通过对象清单输入，或直接在数字背景地图上输入。请参考上

节激活图形输入菜单的信息。 

可以在每个扇区创建一个山丘和一个局部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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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会自动计算从场址数据对象中心到山丘底部或局部障碍物的距离以及障碍物宽度或它在扇区内的宽度。对

象激活后可以用鼠标拖到希望位置。山丘高度（从山底到山顶）和障碍物高度及孔隙度也必须输入到表里（在

“特性”下右击来选择该选项）。 

注：也可用输入山丘底部海拔高度的方法来输入山丘高度。要使用这一方法必须在“位置”表页下输入地形数

据对象的 Z 坐标。 

3.3.1.5  WAsP 地形/障碍物表页 

 
如果选择 WAsP 为计算模块，可以使用含等高线的数字地图（数字地形图）和 WAsP 格式的局部障碍物。 

如果选择“连接到线条对象”，程序会自动使用一个或多个含等高线的线条对象。它们标有“在发电量计算中

使用现场数据链接”（见下图线条对象特性底部的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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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数字化等高线地图仅存在于文件中（没有载入线条对象），可以链接他们（见下节）。 

一旦创建多个局部障碍物（见 3.3.1.7 节），即可通过场址数据对象菜单定义哪些局部障碍物包含在计算之

内。然后，仅位于某风电机组一定半径范围内的那些障碍物才会包含在计算中。 

3.3.1.6 地图文件和界限表页 

如果线条对象没有赋予高度和粗糙度数据，但数据放在文件里，那么必须事先把这些文件加到场址数据对象地

图清单里，它们才会包括在发电量计算中。 

 
在上面的例子中，粗糙度包含在一个.map 文件里，地形数据包含在线条对象清单里。含有粗糙度和等高线的线

条对象和.map 文件都列在清单里。这种情况下，由于在 WAsP 地形/障碍物表页中做出的选择，将会使用线条

对象数据。 

一旦选择了.map 文件，即可定义包括在计算中的.map 文件区域，您也可以定义包括在计算中的每台风电机组

周围的半径。指标“ 大点数”表示包括在边界文件和计算中的数字点。使用老的 DOS WAsP4 时， 大点数

很重要，因为这一版 多只能处理约 10,000 点。BigWAsP 4 多能处理约 16,000 点。WAsP5 可处理约

150,000 点，WAsP7 可处理约 250,000 点，而 WAsP8 可处理约 500,000 点（在一个文件里）。 

注：上图屏幕右下方的“地图界限”窗口表示地图与工程的相对位置和尺寸。检查这一点很重要，它可以保证

地图覆盖了合理区域而且处于正确坐标系里。如果不是这样，在“地图界限”窗口就很容易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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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7 输入 WAsP 障碍物 

 
用 WAsP 障碍物图标可以在背景地图上创建局部障碍物。 

将对象的角拉伸到希望大小可定义对象尺寸。 

对象一旦安放好，就会出现下列窗口，您可以在里面规定高度和孔隙度。 

 
孔隙度将确定全部季节平均有多少风会通过障碍物。 

3.3.2 输入风资源测量数据（Weibull 分布，表格，时间序列，记录文件） 

输入风资源测量数据的方法是：创建一个气象对象，然后提供 Weibull 参数（或平均风速）或按风速区间及方

向划分的频率表格，或按照时间序列，或直接导入数据记录仪记录的原始数据文件，或从剪贴板粘贴数据。 

 
可以在发电量计算中直接使用气象数据，或用 WAsP 由该数据生成风资源统计数据，以备后来的风资源地图法

计算使用。后一种情况下，通过地形说明和选择的风资源统计数据来计算发电量。如果风资源数据用来生成部

分以数字化粗糙度线为根据的风资源统计数据，非常重要的是，气象对象相对等高线的位置必须完全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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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PARK 计算时，WindPRO 会自动选择离风电机组 近的风资源数据对象进行发电量计算。计算一开始，

就会选择哪些对象（包括所有气象对象和场址数据对象）用于给定的 PARK 计算。 

创建气象对象后，第一步是在“位置”表页输入扇区数量，默认值是 12。可以对同一气象对象的几个高度进行

作业。高度在右边的工具条输入。无论在哪个表页，都可以迅速切换不同的测量高度。 

如果有不止一个高度的风资源数据，您可以让程序根据两个不同测量高度计算风剪切指数。 

在“位置”表页输入相关信息后（可参见基础模块 2.5 节），您通常可以进入“原始数据”表页输入可用的

原始的数据。风资源数据输入后，这些数值会从右到左系统地载入其他表页，直到完成 Weibull 参数计算。 

使用气象对象的一般步骤如下： 

在“位置”表页输入基本信息。 

在“原始数据”表页输入包含风速和风向数据的文件。 

将原始数据导入为“时间序列”表页的时间序列（数据调节和编辑）。 

将数据从时间序列导入为“表格”表页的表格（筛选和数据调节）。 

将数据从表格导入“Weibull”表页并进行曲线拟合。如果 Weibull 曲线拟合效果不好，对表格值进行较小编辑

（删除那些高风速的奇异点）即可解决问题。在风速不符合 Weibull 分布的情况下，可能需要对原始数据加以

区分，如分为白天数据和夜晚数据，然后对它们分别进行曲线拟合。 

在“表格”表页用图形对 Weibull 拟合进行评估和调节。 

打印各表页文件图形。 
 
可以得到以下图形： 

1．数据周期和缺失数据 

从“时间序列”表页点击“统计”按钮，然后点击“打印”按钮。可以从原始数据或从时间序列打印表格，从

中调低或删除极端数值。 

2．时间序列数据，表示为 

实测风向和风速的雷达图 

风向和风速的日变化报告 

风向和风速的月度分布 

风向和风速的时间序列 

总图使您能对测量数据作出评估。必须保证从不完整年（如 1.5 年数据）得到的月度数据不能偏离平均值。 

3．风向和风速，表示为： 

Weibull 拟合与风资源测量数据直方图比较 

扇区频率 

每个扇区的 Weibull 拟合 

4．每个方向的 Weibull 曲线和结果 

除上面说明的一般性步骤，还有其他输入数据的方法。如果表格值存在一个电子表格里，可以把它们直接复制

和粘贴到“表格”表页。也可以直接输入 WAsP .TAB 文件。 

以下是按逻辑顺序对表页从右到左的概述。根据风资源数据的格式，通常可以从 右边的 “原始数据”表页开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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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1 气象对象 – 原始数据表页 

  
ASCII 文件数据可以直接读取。如果数据在计算页面，选择时间序列，将它复制到剪贴板并选择源自剪贴板。

然后所有数据以与处于文件中时同样方式处理。 

当文件添加到文件名图框后，选择一个文件并使用“视图”按钮观察数据文件的总体结构（所有文件必须相同 

— 如果不同，见后面）。 

点击“导入”按钮，使用前面保存的输入筛选器或 EMD 标准筛选器。如果没有适当的输入筛选器，您需要定

义一个。 

 
 
气象数据对象的日期格式 

分隔符 

如果没选择分隔符，您需要使用下面的字符组合来输入标识 

m 月 

d 日 

y 年 

n 月份名 

以 2001 年 1 月 2 日为例： 
yyyymmdd: 20010102 
mmddyy: 010201 
ddnnnyyyy: 01jan2001，月份名必须使用当前 WindPRO 使用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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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字符串里的字符数必须与标识相同。字符串必须在左方用 0 填空，因此下面的字符串也是有效的： 
ddmmyyyy: 2012001 
 
用两个字符表示年份时，小于 50 的数字表示“2000 年以后”。大于 50 的数字表示“2000 年以前”（在数字

上加 1900）。 

使用一种内置分隔符（/，-，句点（.），或空格）或用户自定义分隔符时，可以使用下述标识中的一种： 
d/m/y 
m/d/y 
y/m/d 
以 2001 年 1 月 2 日为例： 

d/m/y: 2/1/2001, 或 2/01/2001 

m/d/y: 01/02/2001, 或 1/2/2001 
y/m/d. 1/1/2 
 
如果日期信息分为 3 栏，应该在“日期栏”域中输入所有 3 栏，如“ABC”，然后选择空格作为分隔符，然后

在“格式”下拉框中输入“ymd”。 
 
气象数据对象的时间格式 

分隔符： 

如果不选择分隔符，可以用如下字母组合输入标识： 

h 小时 

m 分 

s 秒 

例如：  

hhmm: 1030 表示 10:30 

hh: 10 表示小时数值，理解为 10:00 

一般来说，字符串里的字符数必须与标识相同。字符串必须在左方用 0 填空，因此下面的字符串也是有效的： 

hhmm: 334 表示 3:34 

hh: 2 表示 2:00 

使用一种内置分隔符（冒号，句点（.），或空格）或用户自定义分隔符时，可以使用下述标识中的一种（冒号

是当前选择的分隔符）： 
h:m 
h:m:s 
如果时间信息分为 2 栏，应该在“时间栏”域中输入所有 2 栏，如“DE”，然后选择空格作为分隔符，然后在

“格式”下拉框中输入“hm”。 

日期和时间组合格式 

如果日期和时间格式在一栏里，如"2000-01-23 12:20"，对于日期，您必须选择“没有”分隔符，使用标识

“yyyy-mm-dd xxxxx”。对于时间，您必须选择“没有”分隔符，使用标识“xxxxxxxxxx hh: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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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M/PM 的日期和时间组合格式 

如果使用 AM-PM 的日期-时间格式，如 NRG Symphonie 记录仪那样，可以选择“Tab+空格”作为域的分隔

符。日期-时间字符串分为三栏，一栏是日期（按正常情况处理），两栏是时间，其中一栏为时间，一栏为

AM/PM。如果它们在 B 栏和 C 栏里，那么“BC”必须输入到 “时间栏”域中，分隔符定为“：”，标识为

“h:m am/pm”。 
 
统计 

用“统计”按钮可以对选定的一个或多个文件进行测量周期和完整率分析。注意，只有时间和日期正确，其功

能才能发挥作用。 

 
上面“观测数据统计”窗口的数据来自 1998 年 5 月 12 日到 1998 年 8 月 4 日。每个单元格的数值是每天的测

点数。该情况下每天有 144 个测点，相当于每 10 分钟一个测点。数据丢失，数据重复或某些数值无效时背景

颜色会改变（见下节）。 

3.3.2.2 气象对象 – 时间序列表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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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原始数据表页”设置的输入筛选器导入。点击“（再）导入全部”，在原始数据表页指定

（链接）的全部数据都将被导入时间序列表页。时间序列表页中的全部原有数据都将被覆盖。 

要添加数据可使用“增加选择数据”按钮。导入原始数据表页中选择的文件，原有时间序列数据将被保留。如

果不同时段的原始数据文件有不同格式，可使用这一方法。 
 
排序，选择，删除或复制 

使用排序选项，很容易识别出极大风速。 

选择数据，可以用鼠标拖动，也可标出开始行，按下<Shift>键再标出截止行。 

复制或删除所选数据只需在“选定”标题下按“复制”或“删除”按钮。点击“复制”按钮会将数据复制到剪

贴板，然后可将它粘贴到电子表格供进一步分析。 
 
图像按钮 

通过图像方式来检查数据对发现不良数据非常重要。点击“图像”按钮可打开图像窗口，使您能检查时间序列

数据。如果数据量很大，应使用平均方法使处理数据的耗时 小。下图是图像窗口的例子。 

 
可以滚动观察窗口的整个时间序列，观察天数可以自己规定。可以用鼠标点击图上任意一点来观察特定测量数

据。 

注：可以设置用于湍流强度计算的 小风速值。经常可以在极低风速下算得很高的与风能无关的湍流强度。例

如使用大于 4 m/s 的风速，在扇区计算中可以得到更实际的情况，在分析中得到更好的图形分辨率。 
 
图像上设置无效数据 

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筛选非常重要。可以在时间序列的图形分析中发现传感器冻结及其他异常情况。可以右击

错误数据的起始点，然后右击错误数据的终结点来选定区间。然后再右击这一区间，可以选择“无效数据”使

计算不使用错误数据。 
 
高级无效设置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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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无效设置”可用来进行更详细的数据处理。例如，可以清除 5 min 到 55 min 的数据，把 10 min 数列降

级为 1 h 数列。也可以不进行平均计算而是保留每小时的 10 min 数据（这是气象学 1 h 数据值的标准）。 
 
也可以直接在时间序列数据上，通过选择“无效”选择框使其无效。 
 
时间序列的其他高级处理功能 

 
 
右击时间序列数据域会出现上面菜单。“选择有效对象”是非常有用的功能。选择了有效的数据后，可以将它

们复制并粘贴到电子表格中。 
 
统计按钮 
除前述功能外，时间序列表页的“统计”按钮也会显示月份/日期矩阵中哪些是无效数据。 



170  •  3.0 发电量计算模块 — 简介、模块和步骤  
 

 
© EMD International A/S  •  www.emd.dk  •  WindPRO 2.6  •  Jan. 08 

 

3.3.2.3 气象 对象 – 表格表页（测量值） 

 
 
注：只有数据来自时间序列表页时，其第一个和 后一个观测数据及可用率才能用于本表。 

现在提到的计算方法中，风能用每个风速区间的风频乘以选定风电机组功率曲线来计算，就像使用“测量数

据”一样。Weibull 曲线拟合把测量数据“平滑”成 Weibull 分布。如果测量数据转换到 Weibull 表页，程序会

自动使用曲线拟合的 Weibull 分布进行计算。如果让 Weibull 表页保持空白，程序会自动使用表格表页的测量数

据。 

在表格表页输入数据有 4 种方法： 

• 从剪贴板粘贴数据（从电子表格复制） 

• 直接将数据输入表格 

• 从时间序列读取数据（如前段所述那样导入数据） 

• 从 WAsP .TAB 文件导入数据 
 
方法 1：从剪贴板粘贴 

通过下图的“从剪贴板粘贴表格”对话框粘贴数据： 

 
剪贴板数据必须有一列数据来描述风速区间起始值，还要有几列数据描述各个方向上风速的频率。要规定粘贴

时数据放在哪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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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2 和 3 的共同点： 

在方法 2 和 3 中，必须输入风速区间值和分辨率。 
 
方法 2： 

输入数据时测量报告中出现的区段将决定起始/终止区间和步长。也可以点击“手工输入风速”复选框，选择手

工输入数值。这可使您能处理不一致数据，如不等或很宽的风速区间。 
 
方法 3： 

注：时间序列的“区间终止”值也用来筛除不实际的高风速值。例如，设置“区间终止”值为 30 m/s 会忽略所

有超过 30 m/s 的风速。区间终止值也会影响图形显示。 
 
方法 1 到 3 的共同点： 

输入数值可以是百分数、小时或其他相对值。数值还必须指明风向扇区的频率，这表明 WAsP 表格数据不能直

接输入（要使用方法 4）。另外也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建立风向与风速关系模型之前，要注意使用“截断”或

“四舍五入”法生成表格的差别。使用“四舍五入”法时，其起始值必须是 0.5，而使用“截断”法时，其起

始值必须是 0.0。 
 
方法 4： 

WAsP .TAB 文件格式有两种设置。一种方法是所有扇区的频率之和为 1，标题说明每个扇区的频率；另一种方

法各扇区的频率是各扇区的数据个数。这可以在输入时自动检测，但如果要手工编辑 WAsP .TAB 文件，检测

将不起作用，因此要小心谨慎，输入后要经常检查数据，如使用图形评估。 

风资源表格数据的图形观察是数据检查的重要手段。下面是风向分布和风速分布的例子。 

    
 

点击“扇区”右边的上下箭头 ，显示各扇区的测量数据与 Weibull 拟合的匹配情况。这是检查实际数据

Weibull 拟合的独特方法。 

将 X 轴的 大值设置为固定值会使不同扇区的比较更加方便。 

如果风速标准偏差或湍流强度从筛选器和时间序列导入，即可显示测到的湍流。在尾流和湍流模型的附录中有

对图形显示和数据处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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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4 气象 对象 – 威布尔分布表页 

 
威布尔分布数据可直接输入或从“表格”表页导入。参见前面关于使用/构建/输入表格数值的说明。注：只有

数据来自时间序列表页时，其第一个、 后一个数据和可用率才可以使用。 

可以把它们复制到剪贴板并粘贴。从剪贴板粘贴表格值时，它们必须是 1-4 列，每个扇区对应一行。 

 
在从电子表格粘贴时，“输入”单选按钮很重要： 

在设置为“A 参数”时，四个选项栏表示： 

A 参数，K 参数，频率和风剪切。 

如单选按钮设置为“平均风速”，选项栏表示： 

平均风速，K 参数，频率和风剪切。 

例如，如果粘贴了两栏，它们会自动分配给上述 4 栏的前两栏。 

可以选择输入（或粘贴）A 参数或平均风速。K 参数控制它们之间的转换。如果 K 参数为未知，可以选择数值

2（Raleigh 分布）。 

频率表示风从给定方向吹来的频度。频率输入可以用百分数、小时数或其他相对值。 

风剪切指数仅在数据转换到另一高度时使用（涉及到发电量计算时，要直接使用测量数据，而不要用 WAsP 生

成的风资源统计数据）。 

如果有几个高度的测量数据，可以使用 相近的高度自动计算风剪切系数。 

风剪切系数计算值经常用来与预测值比较，从而对数据进行检查（见 3.2.2 节关于非复杂地形的预测值）。 

只有将测量数据转换到另一高度时才要用 K 参数修正。我们在德国的经验指出，平均 K 参数值约为

0.000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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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测量数据的 Weibull 分布拟合可能得到不实际的结果。一定要直观检查拟合的吻合度。不佳拟合通常发

生在数据很少、平均风速很低的扇区，或数据代表两个或更多截然不同分布的情况，如白天/夜晚或夏季/冬季

分布。后一情况下，通常可以把数据分为两个分布，然后分别作两个计算。 

所有数据都输入后，点击“OK”，然后数据可以通过计算菜单使用。如果想用 WAsP 生成风资源统计数据，

必须输入一个“场址数据对象”，包含粗糙度说明，山丘，测风塔周围的障碍物。 

进行 STATGEN 计算会把必要的数据自动转移为 WAsP 计算并生成一个 WAsP .lib 文件。 

3.3.2.5 极端风速评估器 

将时间序列输入气象对象后，可以进行极端风速计算。在极端风速计算的附录里对此有具体说明。可从“地

图”中的工具菜单和对象窗口激活该计算。 

3.3.3 PARK 计算的输入 

进行 ATLAS 或 WAsP 计算时，不必创建风电机组对象。可以在开始计算时选择风电机组和轮毂高度。 

然而，进行 PARK 计算时，必须在地图上输入风电机组，因为进行 PARK 计算必须知道它们的彼此位置和风电

机组型号。 

如果风电场伸展区域很大，可能需要几个场址数据”或“气象对象”。这时每个风电机组都会使用 近的对象

（仅从计算设置中已经选定的那些当中选择，默认设置是全部选择）。使用数字粗糙度和等高线是 好的方

法。对风电场的每台风电机组都使用 WAsP 计算将会单独计算山地和局部障碍物的影响。要单独计算粗糙度分

级，必须附上用 WAsP 制作的粗糙度数字地图。 

如果已经创建了 ATLAS 和 WAsP 联合场址数据对象， PARK 计算将永远只使用 WAsP。然而，如果希望使用

ATLAS 计算作为 PARK 计算的输入，必须将场址数据对象的设置改为只使用 ATLAS 计算。 

PARK 计算参数输入的细节见 3.4.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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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PARK 模块 — 计算和打印输出 

 
所有对象都创建好之后，可以回到 WindPRO 主菜单，比如点击“计算树”图标。 

 
点击要进行的计算旁边的绿色按钮（箭头），计算就开始了。 

注：没有许可证的模块标有黄色箭头，表示它们仅能运行于演示（DEMO）模式（使用标准值计算，不能输入

实际值）。 

注：RESOURCE 模块在第 3.6 节单独说明。 

3.4.1 ATLAS 或 WAsP 接口计算（一个位址的发电量） 

取决于场址数据对象中规定的“使用对象”，可以选择以下两个用法之一： 
ATLAS 
WAsP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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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个表页“主表页”可以输入计算结果对应的轮毂高度。然后程序会计算场址数据对象所在位置这一高度

处的平均风速、发电量和等效粗糙等级等。 

可以在“…减少发电量…”选项下规定不确定度和/或损耗百分数。这时计算结果和折减后的结果会在结果打印

输出中显示出来。 

空气密度可根据场址位置自动计算，也可以根据更详细信息计算。关于详细信息可参考“空气密度计算器”附

录。 

注意，风速分布可以用 ATLAS 或 WAsP 接口计算，但不能用 PARK 计算（在后面说明）。 

注：“编辑 WAsP 参数” 按钮（只在选择“WAsP 接口”时出现）只能在 WAsP 的“专家”选项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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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个表页“风分布与风机”，选择计算对象。 

同一计算中可包含不同的风电机组型号和轮毂高度。风电机组清单可以用已创建为对象的默认风电机组信息输

入。其他风电机组可以从风电机组目录加入。 

3.4.2 METEO 计算（单个位置的发电量） 

为进行发电量计算，需要一个设置为“用于发电量计算”的气象对象。 

如果对象数据不仅包含 Weibull 分布数据，您可以选择： 

Weibull 分布（根据 Weibull 数据计算） 

测量数据（直接从表格数据计算（非 Weibull 拟合）） 

如果在气象对象中没有给定风梯度指数，开始计算时会要求您设定。 

关于所有其他参数的信息，参见前面 3.4.1 节。 

3.4.3  PARK（风电场的发电量）+ RIX 计算 

主表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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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个表页“主表页”可以输入计算用的通用数据。 

空气密度可以根据场址位置自动计算，亦可根据详细信息计算。关于详细信息可参考关于空气密度计算器的附

录。 

也可选择计算 RIX（陡峭指数）（见下节的单独说明）。 

可以输入计算结果对应的轮毂高度。然后程序会计算场址数据对象所在位置在这一高度处的平均风速、发电量

和等效粗糙等级等。 

注：“…减少发电量…”选项不会改变计算结果。计算结果和折减后的结果会在结果打印输出中显示出来。可

以规定折减的百分数，因为它与数据可靠性有关。 

关于尾流模型，EMD 建议使用 N.O. Jensen (RISØ/EMD)模型。如果需要进行湍流计算，推荐使用 N.O. 

Jensen (EMD) 2005。其他两个模型供试验使用。到目前为止的试验表明，使用标准参数时，这些模型对计算

结果质量影响不大。这些参数将根据继续进行的研究加以调整，使预测值更接近实际结果。 

对湍流计算，推荐使用目前人们 广泛采用的 S. Frandsen 1999 模型。 

PARK 计算的尾流模型、湍流模型及其它高级功能在尾流模型和湍流模型附录里有详细介绍。 

注：“编辑 WAsP 参数”按钮（只在选择“WAsP 接口”时出现）只能在 WAsP 的“专家”选项下使用。一

般，我们不建议改变 WAsP 参数。 
 
风电机组表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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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电机组”表页下可以选择对象清单里哪些风电机组应包含在计算中。默认设置只建议包含那些可见图层

的风电机组，但可以用上方的复选框组改变它。风电机组分为两大类：已有风电机组和新装风电机组。这样一

来，去掉全部一组风电机组非常方便。一组风电机组去掉后，您还可以在风电机组型号左边一栏的选择框里重

新从这组风电机组里选择单台风电机组（见上图）。 
 
风资源分布表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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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资源分布”表页下，可以选择用于风资源分布计算的数据。有以下选项： 

“使用场址数据或气象数据”— 程序会自动选择每台风电机组 近校验后的场址数据或气象数据。 

“使用风资源文件”— 风资源文件会使 PARK 计算更快，但局限于只能计算轮毂高度和风资源文件覆盖的区域

（而且需要这一计算）。 

选择“OK”启动计算。 

3.4.3.1 RIX 计算 

RIX 是陡峭度指标，定义为一个对象周围陡度超过某限值的面积百分数。通常从 30%陡度起就会出现流动分

离，这意味着 WAsP 模型的假定不再适用。试验表明，RIX 值可提供因地形陡度而产生的不确定度指标。 

RIX 法是 RISØ 发明的。1997 年都伯林欧洲风能会议上，Niels G. Mortensen 和 Erik L. Petersen 的论文

INFLUENCE OF TOPOGRAPHICAL INPUT DATA ON THE ACCURACY OF WIND FLOW MODELING IN 
COMPLEX TERRAIN（复杂地形下输入地形数据对风流动模型准确性的影响）对它作了说明。下图取自该论

文。 

 
上图表示 WAsP 风速预测误差与规划场址和参考地点陡度（RIX 值）差之间的关系。（ΔRIX =规划场址 RIX - 

参考地点 RIX）。该图是根据 5 个葡萄牙场址和 2 个法国场址画出的。 

使用 RIX 法得到的主要结论是，如果规划场址（风电机组位置）和参考地点（测量桅杆位置）的陡度大致相同

（ΔRIX< 8%），预期计算误差会非常小。 

如果参考地点（测量桅杆位置）非常陡峭，比如 RIX = 20，而规划场址（风电机组位置）不太陡峭（比如 RIX 

= 0），于是ΔRIX = - 20%。根据上图，风电机组位置处风速会低估 30%。这会使计算发电量低约 60%。 

如果参考地点（测量桅杆位置）不太陡峭，比如 RIX = 0，而预期场址（风电机组位置）非常陡峭（比如 RIX = 

20%），于是ΔRIX = + 20%。根据上图，风电机组位置处风速会高估 40%。这会使计算发电量高约 80%。 

风速约为 8 m/s 时，发电量预测误差大约为平均风速误差的两倍。风速为 6~7 m/s 时，发电量预测误差可能为

平均风速误差的三倍。风速为 9 m/s 时，应为 1.5 倍（见下面根据典型风电机组画出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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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X 计算的输入表格有以下选项： 

“RIX 计算半径”—对每台风电机组或气象对象进行 RIX 检查的范围。 

“使用 RIX 大值”— 意味着要进行补充计算，确定并使用 大 RIX 值所处的的半径，其限制是要求与每个

对象的距离为 小。 

“方向步长”— 确定计算的精度。 

“陡度限值”— 在一个区域里要求的陡度，以便将该区域包括在确定 RIX 值的那部分面积里。 

“方向加权控制”— 可以简单地假定同分布（初始 RIX），如果我们有更多参考资料，可以按频率控制（风向

出现频越高权重越高）。 

“ 大 RIX”和“方向加权”特性不是 RISØ RIX 原始计算的一部分。这些修改是 EMD 增加的，因为通过很多

讨论（也与 RISØ 的开发人进行了讨论），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些修改会使评估更加准确。 

需要指出，RIX 法更倾向于作为“外围作业”选项，因为还没有更精确的模型能预测实际风流动。使用时要很

小心。对复杂地形，WindSIM (CFD)计算可能是更好的替代办法。 



 3.4 PARK 模块 — 计算和打印输出 •  181  
 

 
© EMD International A/S  •   www.emd.dk  •   WindPRO 2.6  •  Jan. 08 

 

3.4.4 风统计数据计算（风资源地图） 

生成风资源统计数据需要下列条件： 

测风数据（插入气象对象，选择“用于 STATGEN”  

地形说明（插入地形数据对象，选择“用于 STATGEN”  

在硬盘上安装 RISØ 的 WAsP 程序 
 
地形说明必须准确，其中心是测风塔位置。如果线条对象含有粗糙度线并设置为“与发电量计算的现场数据链

接”，则它会自动把测风塔放置在中心。这种情况下，气象对象的位置将决定粗糙度玫瑰图的位置。 

两个对象数据输入后，可以点击计算菜单并选择“STATGEN”。 

 
选择正确的可用对象组合后，点击“OK”开始 WAsP 计算。风资源统计数据会按上面窗口的规定加以储存。 

注：可以把结果储存为 WindPRO 风资源统计数据，其格式为内部二进制，也可以储存为 ASCII WAsP 格式。

两种情况下的坐标都会作为标题的一部分储存在.lib 文件里，使 WindPRO 能读取风资源统计数据的正确地理描

述。WindPRO 内部格式还有附加特性。与风资源统计数据一起还会储存一个文字说明域。其中可包含区域修

正系数。 

计算一旦完成，可以生成一个报告，并对风资源统计数据进行评估（见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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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风能总含量和风电机组发电水平都会进行计算。后者要经过功率曲线“过滤”。还显示了与在当前风资源

统计数据查询列表中距离 近的风资源统计数据的比较。 
  
风资源统计数据将按计算设置中的规定储存，可在以后用于该区域工程的计算（详情见 WAsP 手册关于风资源

统计数据生成的说明）。 

使用“风资源统计数据”前必须将“场址数据对象”设置为“用于 WAsP”（或 ATLAS），然后在开始计算时

选择生成的风资源统计数据。 

3.4.5 打印和读取报告 

3.4.5.1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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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束后，会出现上面窗口，列举可打印的报告。 

“状况”显示如果实际报告以默认设置打印，将要打印的页数。 

如果计算为 OK 状态的话，“状态”指示器会变成绿色；如果计算完成后，计算前提（输入数据）改变的话，

指示器会变成红色。计算前的红十字表示据以计算的数据不是当前数据。这种情况下，报告仍然会打印，然而

结果可能不是当前结果。 

如果双击一个次级报告名，则该次级报告会自动在屏幕上弹出。次级报告有它自己的右击选项。右击计算标题

或一个计算报告时，可以进入以下选项： 

 
 
属性 — 编辑重新计算的设置（或检查计算设置）。 

计算— 重新计算（用于诸如风电机组位置改变了，但计算设置不变的情况）。 

打印 — 显示打印选项，可以作某些改变（如地图比例）。 

停止 — 停止正在进行的计算。 

复制 — 复制一个计算。如果需要在目前设置下改变对象信息再行计算，又不覆盖前面的计算，这一选项就非

常有用。 

删除 — 删除实际计算报告。 

重命名 — 用于改变计算名称、说明和降低不确定性百分比，但不重新计算。 

将结果输出到文件 — 可以将结果存入文件或复制到剪贴板。 

“打印”选项可出现下面的屏幕。 

 
有多个选项可以改变打印输出。选择一个报告后，屏幕右半边会给您提供不同的设置选项，取决于报告类型。 

注：对象设置（标签尺寸等）只能在选择“地图”报告时才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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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报告的详细信息见第二章基础模块。 

3.4.5.2 从发电量计算读取报告 

第一章给出了一些报告的例子。下面是几个报告的例子并解释某些关键数字。2.5 版增加了一个新功能，可以

打印每个风向扇区的风速计算分布（仅从 WAsP 接口计算）。 

 
上图显示了发电量计算的假定，涉及选定的风资源统计数据、空气密度及尾流衰减常数。 
 

 
 
主要结果根据场址数据对象的位置及计算设置中规定的轮毂高度得到。 

等效粗糙度是在没有障碍物的平坦地形上，使计算发电量相同时，对应的粗糙等级。如果有山地或障碍物，它

可能随主要结果所选的轮毂高度而变化；但因障碍物/山地而产生的等值粗糙度降低/提高则随轮毂高度变化。 

 
 
在上面的报告样本中（一个比较复杂的输出结果），新装风电机组和已有风电机组都出现在计算中。这种情况

下，发电量结果有整个风电场的，也有仅新装风电机组的（包括已有风电场产生的阵列损耗），还有考虑新装

风电机组影响和不考虑新装风电机组影响的已有风电场发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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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量降低百分数栏由用户进行计算设置时控制。风电场效率是将阵列损耗占总发电量的比例考虑在内的每台

风电机组发电量的度量值。 
 
容量系数是风电机组如果在额定容量下运行发出与计算值相同电量所需小时数占年小时数的百分比。 

例如：一台 600 kW 风电机组估计年发电量为 2,643 MWh。年发电量除以风电机组额定容量得：2,643,000 

kWh / 600kW = 4,405 h。因为一年是 8,760 h，所以 4,405 / 8,760 得容量系数为 50.3%。 

 

 
计算中使用已有风电机组时，WindPRO 给出的报告称为“控制风电机组”），其给出的计算发电量要与在

“已有风电机组对象”“统计”表页中输入的实际发电量作比较。 右栏的“吻合系数”说明如下。 

吻合系数 = 实际发电量/计算发电量。 

这里实际发电量假定已经用风指数法修正到长期条件，或者计算发电量是根据与风电机组运行时间相同的风资

源数据得到的。若两种情况下吻合系数都是 100%，它表示预期发电量和实际发电量完全吻合。如果吻合系数

小于 100%，比如为 90%，那么风电机组的实际发电量比预期值少 10%。这可能是因为计算不正确，也可能因

为电网损耗或可用率的差别。因此，已有风电机组数据对象输入的实际发电量应该进行损耗和可用率修正。 

 
 
在 “发电量分析”报告中，对任一台或全部风电机组（新的，已有的或单台）的发电量计算结果都可以打印出

来供进一步分析。上图的数据中，显示了按方向的计算结果。山地、障碍物和阵列损耗导致的变化分别以绝对

值和百分数值给出。这可以使您对不同模型元件的重要程度有一个概念，从而指导优化布局思路。 

上图 后三行打印输出解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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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率— 利用的风能占叶轮扫风面积内可用总风能的百分数。对高风速地点，该数值将远低于低风速地点。该

数值并不直接表示场址的质量，但在具体场址比较不同型号风电机组时可能很有用处。 

年运行小时数— 在给定的功率曲线和风资源数据下，风电机组每年运行的小时数。 大值为 8,760 h（一年的

总小时数）。该数据可用于诸如闪变等计算。 

等效满负荷小时数— 如果风电机组以额定容量运行，发出计算发电量所需的小时数。 

注：如果报告是为特定风电机组打印的，还会加上每个方向的 Weibull A、k 参数和频率参数。 

 
 
还可以打印计算中使用的每台风电机组的“功率曲线分析”。左侧一栏是原始功率曲线，包含 Ct 曲线（用于阵

列损耗计算）。右侧一栏是转换到实际空气密度下的功率曲线（用于计算的那一条）。算得的发电量（对特定

场址）分到风速区间里，还显示了累计发电量。这可以表明例如 5.5 m/s 以下风速的发电量占总计算发电量的

百分数（现在情况是 1%）。 

打印输出中给出的 HP 曲线比较可以显示，根据规范化的功率曲线计算得到的，不同平均风速下风电机组的发

电量是多少。它通常比使用测量功率曲线的估计结果要好，因为功率曲线测量常常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如果

像上例那样不显示 HP 曲线（当前场址），表示 HP 功率搜寻表没有这一极端风速区（或对某些具有指定的极

端功率(kW/m2 叶轮面积)的风电机组）的信息。HP 值是根据对一些功率曲线的研究，综合得出的特定功率。进

一步细分为： 

失速调节，单发电机，单速 

失速调节，双发电机或变速 

桨距调节（假定双发电机或变速） 

（参见 3.5.2 节） 

注：如果使用降噪版的功率曲线，将在非降噪功率曲线上进行 HP 检查，因为降噪曲线总会给出更肯定的检查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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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印输出中，风资源数据可以与平坦地形和粗糙度为 1 情况下的参考值比较。选择这一参考值是因为它是陆

上 佳条件，因此可以清楚看出场址附近海岸线及山丘等的影响。上例中，场址在多数扇区都极大受益于局部

山地地形，它们都使发电量远高于粗糙级为 1 的平坦场址。 

风能玫瑰图 (kWh/m2/年)

参考：粗糙度等级为1

 
如果不用平坦参照系，可以制作一个详细的分色设置，给出各风速区间的发电量和频率玫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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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是一个风电机组间距报告的例子。确定相对每台风电机组 近的风电机组，计算他们之间的距离，然后把

用米数和用风轮直径的倍数表示的距离写入报告。如果相距 近的两台风电机组的风轮直径不同，使用较大的

风轮直径（它得到的风轮直径距离 小）。 

在尾流和湍流模型附录中有关于报告中湍流部分的说明。 

3.4.5.3 将数据打印到文件（将结果以文件形式输出） 

这个选项非常有用，特别是如果 PARK 计算结果还需要进一步分析的话。当点击“将结果打印成文件”时，会

出现下面窗口： 

 
PARK 计算的结果（所有风电场计算的结果）以及风电场内的风电机组距离和风速都可以以结构化的格式打印

成文件供比如 Excel 输入。该信息也可以复制到剪贴板，然后粘贴到 Excel 或其他电子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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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 计算结果 

含 PARK 计算所有相关信息的表格对电子表格后处理是非常有效的。文件所有信息的浏览如下所示。 

注：下图表格是输出的转置文本。 
标记 单位 例子 说明 

WTG 数目  1  

WYG 类型  新 新或已有 

LIB 文件  ZN-70M.wws 风统计 

东径  565,631  

北纬  4,722,502  

Z [m] 1,949.00  

有效   是 指功率曲线 

制造商  VESTAS 指功率曲线 

机组型号  V80-2.0MW 指功率曲线 

功率 [kW] 2,000 指功率曲线 

风轮直径 [m] 80 指功率曲线 

高度 [m] 78 轮毂高度 

行数据／描述  45.0? 500.0 m 成排风电机组的角度和距离 

创建人  EMD 指功率曲线 

名称  Level 0 - calculated 指功率曲线 

用户标识  WTG1  

计算结果 [MWh] 8,985.10  

效率 [%] 99.9 风电场效率 

区域修正系数  1 用于风统计 

等效粗糙度  0.8  

平均风速 [m/s] 10.2 轮毂高度处的计算值 
HP 结果（标准空气密度，无

列损耗） 
[MWh] 0 用 HP 数据代替“实际的”功率曲线计

算得到 
计算结果（不包括新装风电机

组）  
[MWh] 0 已有风电机组的计算结果 

实际风修正后的发电量 [MWh] 0 根据已有风电机组的统计结果修正得

到的实际发电量 
吻合系数 [%]  已有风电机组的实际值/计算值 

A(和) [m/s]  威布尔分布 A 参数，所有扇区 

k (总数)  2.143 威布尔分布 k 参数，所有扇区 

A (0) [m/s] 7.1 威布尔分布 A 参数，扇区 0（北） 

k (0)  1.588 威布尔分布 k 参数，扇区 0（北） 

f (0) [%] 5.1 频率，扇区 0（北） 

A (1) [m/s] 5.9 同上，扇区 1 

k (1)  1.592 同上，扇区 1 

f (1) [%] 2.5 同上，扇区 1 

随后所有扇区相同    
 
 

风电场内的风速 

首先，可以指定风速、风向、所在场址等供提取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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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指定所需数据在哪里及其分辨率。 

 

 
提取的数据如上图所示。它可用于诸如风电场的“清洁测量”等。为此需要作某些“逆转工程”。在这里可以

使用 Excel 的查询功能。 
 
风电场功率曲线、风电场内湍流和单台风电机组尾流风速 

这些结果在尾流和湍流模型附录中有详细说明。 

UTM WGS 84 区域: 50  东径: 565631  北纬: 4722502 WTG-No2 
 1.5 2.5 3.5 4.5 5.5 6.5 7.5 8.5 9.5 10.5 

0.5 1.5 2.5 3.5 4.5 5.5 6.5 7.5 8.5 9.5 10.5 
30.5 1.5 2.5 3.5 4.5 5.5 6.5 7.5 8.5 9.5 10.5 
60.5 1.5 2.5 3.5 4.5 5.5 6.5 7.5 8.5 9.5 10.5 
90.5 1.5 2.5 3.5 4.5 5.5 6.5 7.5 8.5 9.5 10.5 

120.5 1.5 2.5 3.5 4.5 5.5 6.5 7.5 8.5 9.5 10.5 
150.5 1.49 2.49 3.42 4.24 5.17 6.1 7.07 8.04 9.03 10.04 
180.5 1.5 2.5 3.5 4.5 5.5 6.5 7.5 8.5 9.5 10.5 
210.5 1.5 2.5 3.5 4.5 5.5 6.5 7.5 8.5 9.5 10.5 
240.5 1.5 2.5 3.5 4.5 5.5 6.5 7.5 8.5 9.5 10.5 
270.5 1.5 2.5 3.5 4.5 5.5 6.5 7.5 8.5 9.5 10.5 
300.5 1.5 2.5 3.5 4.5 5.5 6.5 7.5 8.5 9.5 10.5 
330.5 1.5 2.5 3.5 4.5 5.5 6.5 7.5 8.5 9.5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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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发电量计算模块 — 损耗、不确定性和校核 

3.5.0 损耗，不确定性和校核简介 

使用现代计算机进行发电量计算是一件很值得的工作。然而，因为风电场工程涉及大规模投资，程序用户能检

查计算结果是否可靠就非常重要。WindPRO 很多详细的打印输出对此非常有用。 

3.5.1 损耗和不确定性 

3.5.1.1 损耗 

必须进行损耗估算并把它从计算结果中减去。典型损耗有： 

电网损耗 — （可用 WindPRO 中的 eGRID 模块计算）。记住风电机组内置变压器的损耗非常重要，因为功率

曲线测量通常不减掉变压器损耗。 

可用率 — 通常现代风电机组的可用率损失约为 3%。它与制造厂家提供的担保和服务/维护协议有很大关系。

某些国家电网停运情况相当常见，因而损失可能很高。但在大部分工业化国家，电网可用率通常可视为

100%。 

叶片老化和冰冻 — 这在某些地区可能是个问题，需要专门分析。 

高风速滞后现象 — 如果风速高于风电机组的切出风速（每年至少一次），则风电机组恢复运行需要一段时

间。发电量计算中没有考虑这一点，需要手工减去。根据我们在丹麦的经验，每发生一次这种情况，将损失

0.3%的年发电量（这只是粗略估计）。 

运行方式损失 — 出于不同原因，风电机组可能减出力运行，原因可能是湍流（风电机组排布太近，在某些风

向下会停运），闪变（近邻出现重大闪变时，持续数小时）或以减噪模式运行（如在夜间）。目前，用户必须

手工减去这些损耗。以后版本会在 PARK 模块加入新功能，处理这些损耗。 

后， 在得到净发电量之前，还需要修正由 RIX（见第 3.4.3.1 节 RIX 计算）或功率曲线带来的某些偏差。 

3.5.1.2 不确定性 

计算发电量时，通常会存在以下不确定性（括号内数字表示良好条件下的不确定度估计值）： 

风资源统计数据（5%） 

地形说明，即粗糙度、山丘和障碍物（5%） 

功率曲线（5%，如果已确认过的话，见 5.2 节） 

计算方法（5%，正常情况下，不太复杂的地形） 

估计相互独立、互不相关的不确定性的综合不确定度的常用方法是计算 RMS 值，即： 

综合不确定度= SQRT(52+52+52+52) = SQRT(100)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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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发现的另一个不确定性是风的长期变化性。以前（2005 年前）人们通常认为 10 年的数据就足够长。在北

欧，实践经验表明这个时间还是太短。可能主要是因为这个地区气候条件特殊。一些不同分析发现，要表现长

期风气候特性， 长可能需要 50 年时间。尽管如此，在今后 20 年里，当风电场预计要投入运行时，风资源也

可能比长期平均值低 5%。因此， 新的建议是再加上一个因风长期变化造成的 5%的不确定性。 

注：如果把预期的不确定性视为标准偏差，且假定不确定度为 10%，这意味着计算结果（减去损耗）的误差小

于 10%的概率为 84%。这也称为 P(84)状况（或 84%超越概率）。如果根据同一不确定度假定，希望得到

P(90)超越概率，就必须减去 12.8%。它的根据是正态分布特性（见下图）。 

 StDEV出的累积正态分布  (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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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计算发电量用实际发电量进行校验时，必须记住，把发电量修正到“标准年”，即实际发电量数字的长期修

正，存在不确定性。以下是根据丹麦风电机组经验得到的不确定度： 

使用 1 年发电量数据：+/- 10% 

使用 2 年发电量数据：+/- 5% 

人们通常认为，对发电量进行正确的估计，其不确定度大概为+/-10%（丹麦或类似条件）。 

前些年，丹麦大概 95%的计算都是如此。 

要降低不确定性有两个问题特别重要： 

该地区一定运行年限的装机的经验 

计算方法的使用经验并对计算经常检查。 

因此可以预计，丹麦和德国经验丰富的用户/咨询师所作的发电量估计中，误差在+/-10%之内的概率是 95%。 

在没有经验的新区域，可以预计不确定度会大大提高，特别是对于复杂地形。对这类不确定性，无法建立任何

指导意见。 

注：不确定性是一个东西，但误差完全是另一个东西。如果数据是错误的，那么与实际发电量相比，发电量的

估计误差是没有上限的。 

3.5.2 功率曲线校核 

校核功率曲线时，关键参数是无量纲 Ce 曲线，它可用来直接进行不同功率曲线的比较。如果 Ce 大值超过

0.45，则或者功率曲线有错误，或者厂家开发了一种效率极高的风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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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结构和尺寸相似风电机组的 Ce曲线也是一种查找错误的好方法。上图显示的是测得的一个功率曲线，由于

它的 Ce值不切实际地过高而首先被剔除。 
 
 

 
 
另一个可能的确认方法是使用“Helge Petersen” (HP) 曲线对根据功率曲线算出的预测发电量进行比较。HP 曲

线如上图所示。这些曲线显示了根据 150 kW 到 2 MW 的大量较新风电机组得到的关键数字。这些曲线在 2001

年作了更新，打印输出风电机组目录会给出具体风电机组的这些曲线的数值。它们与实际功率曲线计算作了比

较。下图是风电机组目录的部分打印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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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4 版起，HP 值作了以下改进： 

小于 150 kW 的风电机组根据经验给出了降低的 HP 值，有： 

50-149 kW 风电机组，50 kW 时降低到 90%，线性下降，在 150 kW 达到 100%。 

50 kW 以下的降低到 90%。 

单发电机、桨距调节的风电机组，对 7 m/s 以下平均风速，降低 4%。 

进行这些修正后，HP 值对所有风电机组容量都更加正确。 

3.5.3 用已有风电机组进行验证 

用本地区其他有可靠信息的风电机组发电量信息进行核对是 好办法。发电量信息和功率曲线是 重要的。对

发电量来说，必须把短期（小于 3 年）测量信息调整为长期风资源条件（正常年）。对丹麦、荷兰和德国，有

良好的发电量指标可以使用。请注意本节 后关于发电量确认时可能出现错误的说明。对于其他没有发电量指

标可用、但已经安装了一些风电机组的国家，可以根据有 3 年以上运行数据的风电机组建立自己的指标。但请

注意，3 年仅适用于有足够长期数据进行发电量修正的情况。 新经验表明，以北欧为例，即使 25 年也不足以

建立可靠的长期风资源预测，也许需要长达 50 年。 

进行发电量校核涉及使用与新装风电机组相同的假定和数据进行已有风电机组的发电量计算（如果已有场址的

地形与新场址地形条件不同，要调整到已有地形条件）。如果计算发电量的差别大于 5%，就必须寻找原因。 

发电时间较短（小于 3 年）的发电量检查产生错误的可能原因是： 

1．风向 

如果风电机组所在位置在不同方向扇区粗糙度不同，参考期内，风电机组发电量会对主导风向非常敏感。 

2．季节变化 

与沿海或海上风电机组相比，位于有很多交叉障碍带和/或高粗糙度地区的风电机组，在风力较弱的夏季发电量

会少得多。而沿海或海上风电机组也不能像低风速地区的风电机组那样，能从强大的冬季风暴中获益，尽管它

们都能运行于 大出力。 

3．地理差别 

在简单地形中，即使几百公里的距离，其地转风也可能有显著差别。 

4．功率曲线 

叶轮扫风面积与发电机标称功率之比对发电量校核有显著影响，功率调节系统也是这样（失速调节还是桨距调

节）。高风速期间，某些宣称有失速调节特性的风电机组的出力大约仅为其额定功率的 2/3，而其他风电机组

甚至能高出其额定功率的 1/3。 后，某些风电机组的切出风速低于其他风电机组。 

3.5.4 用补充风资源数据进行确认 

如果本地区没有可用的参照风电机组，那么根据其他风资源数据进行确认计算，通过结果比较，可以给出良好

的不确定性指标。通常不应该仅以一组风资源测量数据得到的发电量估计为依据，除非它们通过其它测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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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确认。不注意误差会导致巨大风险。EMD 进行过一次综合研究，检验已有风电场发电量与计算值的差别，进

行了大量调研。完整研究报告可以从 EMD 主页 www.emd.dk 下载。 

下面是主要结果图表。 

3.5.4.1 案例研究及主规范概述 

 
 
上图表格是各类案例研究的概况。 

“吻合度”定义为风电场实际发电量除以计算发电量。如果发电期和风资源数据期不一致的话，应根据它们的

风能指数之间的差别进行修正。 

“标准计算”栏对应我们认为计算应该依据的 佳场址数据，但计算并不一定给出 准确的结果。 

每个案例都对很多不同计算和参数变化进行了校验。 高和 低吻合度值给出每种案例的不确定度指标，其产

生原因是每种案例的设置差别极大；它们不能直接进行对比。某些案例下， 低和 高吻合度值的依据是风电

机组的个体差异；但多数情况下， 低和 高吻合度值是因为计算中使用了不同风资源数据。“基于 NCAR 的

吻合度”是用 WAsP 模型把 近的 NCAR 上层空气数据用到具体场址进行的计算。 

3.5.4.2 风资源数据不确定性的例子 

下面两个例子说明，在缺少有几年运行经验的风电机组或测量数据质量欠佳的新区域，发电量计算的不确定性

有多高。 

葡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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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场的测风数据进行建设的一个风电工程。 

后的实际发电量仅为估计发电量的一半。发现有以下错误和不确定性： 

风资源测量的时间间隔没有规则，手工记录其瞬时读数。不能保证数据有代表性。例如，数据主要在白天

读取，因为晚间风力较小，可导致很大误差。 

测量仪器没有经过校验，测量高度仅为地上 8 m。 

测量在山顶进行，风资源数据从测量高度到轮毂高度的转换可能是相当不确定的。 

使用 近气象站的风资源统计数据本可以给出精确得多的结果。然而，该气象站首先就被否决，因为它的

位置过于靠近大海和城市。 
 

爱尔兰 

进行工程研究时，从客户那里收集了现场测量数据。3 个气象站提供了欧洲风资源地图的数据，3 个站距场址

都不到 70 km。 

根据欧洲风资源地图数据和客户现场测量数据，分别得到下列结果： 
 

数据来源 计算发电量相对值 

气象站 1 00% 

气象站 2 92% 

气象站 3 56% 

现场测量 63% 

 
可以看出，偏差非常大（ 低发电量和 高发电量的差别是 3 倍）。这表明，决不能仅依赖一组数据，除非它

有可靠的证明文件。 

3.5.4.3 使用大区域补充风资源数据进行验证 

如果在一个大区域（如一个国家或一个省）里有大量可用风资源地图（风资源统计数据），可以根据相同风电

机组和相同假定（如所有方向的粗糙度都是 1 级）通过发电量计算对它们加以确认，还可以计算相应的发电量

指标（使用所有发电量数字的平均值）。得到的指标（比如表示为百分数）可以标在地图的相应地理位置上。

然后可以通过图上指标相等或相近的点拟合光滑曲线。总体来说，向地风（风资源地图上应该标出）在某个区

域内变化不大。因此可以拟合出没有曲率突变的光滑曲线。这样做，常常可以发现风资源地图的错误。 

下图是对瑞典某风资源地图的校核。作为丹麦周围曲线拟合的支持数据，也使用了大量风电机组的实际发电量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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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发电量计算模块 — 风资源地图 

3.6.0 风资源地图简介 

风资源地图是有多种用途的有用工具。例如： 

风电工程规划，寻找良好场址是其程序的一部分。 

对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风资源潜力做出评估。 

为风电场的规划设计提供支持，确定某希望区域内的 佳位置。 

用于寻找 佳地点的风资源地图可以覆盖很大区域，也可以只含很小区域。 

使用 WindPRO，一次就可以处理很大区域。该软件可处理数量无限多的.map 文件，它可以同时使用几个风资

源统计数据，这些统计可以根据与场址的距离做出变更和加权。WAsP 可用作计算引擎。 

3.6.1 风资源地图的背景数据 

生成风资源地图需要下列数据： 

一个或多个数字化粗糙度地图，需覆盖计算区域并延伸到风资源地图之外约 10-20 km 附加区域。 

一个或多个数字化等高线地图，需覆盖计算区域并延伸到风资源地图之外约 5-10 km 附加区域，取决于场址地

形的复杂程度。 

计算区域内的一个或多个有效风资源统计数据。 

选项：区域内障碍物。计算风资源地图时常常不考虑在内，但它们可以通过 WindPRO 考虑进去。 

3.6.1.1 数字化粗糙度地图 

可以用下述方法创建数字化粗糙度地图： 

手工数字化 

这涉及现场考察和地图研究，然后在 WindPRO 中数字化。在 WindPRO 中可以使用线条对象直接数字化，或

使用区域对象，然后输出为粗糙度线进行间接数字化。对大区域或复杂区域，强烈建议使用区域对象，以避免

产生可能导致 WAsP 计算严重误差的交叉线或不连续线等问题。 
 
自动生成 

可以根据含土地利用信息的数据库信息或 GIS 系统生成粗糙度地图。这种情况下也可以使用区域对象。在制作

全丹麦的详细粗糙度地图时，EMD 确实使用了精细得多的处理方法计算详细的风资源地图。要了解这方面的信

息可与我们联系。 

WindPRO 2.5 的新功能，线条对象现在可用于检查粗糙度线的一致性。不一致性用红点或红色阴影区域标出

（见下面的例子）。 



 3.6 发电量计算模块 — 风资源地图 •  199  
 

 
© EMD International A/S  •   www.emd.dk  •   WindPRO 2.6  •  Jan. 08 

 

 
上图中，粗糙度一致性检查清楚标出（红色阴影区）了因区域中央粗糙度线被赋予了错误粗糙度值而产生的不

一致性。 

3.6.1.2 数字化等高线 

这些数据常常可以从公开渠道找到。您也可以在地图上进行数字化（详细信息可见基础模块第 2.8 节，线条对

象）。 

3.6.1.3. 风资源统计数据 

关于风资源统计数据的进一步信息可参见第 3.2.1.2 和 3.2.4 节。RESOURCE 模块的一个独特特性是它可以自

动改变风资源统计数据并在计算中对它们加权。 

3.6.1.4. 局部障碍物 

如 3.1.5 节所述，可将局部障碍物加入计算。需要指出，即使增加一个局部障碍物，计算速度也会明显降低。

其原因是 WindPRO 要为每个计算点调用一个“正常”WAsP 计算，以便正确处理该障碍物。如果不包含障碍

物，会调用 WAsP 资源选项，它的运行要快得多。 

3.6.2 输入计算数据  

数据建立后必须关联到场址数据对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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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选择用于“RESGEN 计算”的场址数据对象。对象放在哪里并不太重要。 

选择风统计数据（见前面说明）和障碍物附加信息后，需要增加地图并定义所需区域的地图界限。 

 
在“地图界限”窗口，可以看到地图的地理界限。您可以激活相关地图，如需要可使用“限制器”。通常一定

要计算区域限制，这是为了保证该区域位于粗糙度地图和地形图的正确范围内。 

通常还必须限制每个计算方块（1 x 1 km）的 小读数距离。这是为了保证 WAsP 计算的点不至于太多。可以

用“计算器”按钮估计用于计算的 多点数。下面是 WAsP 各版本 大计算能力的清单： 

WAsP 4:  10,000 点 

Big Wasp 4: 16,000 点 

WAsP 5:  约 150,000 点 

WAsP 7:  约 250,000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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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P 8:  至少 500,000 点  

 使用“摘取工具”可以直接在背景地图上设置计算区域。 

3.6.3 计算风资源地图 

      
转到计算界面，点击“RESOURCE”前面的绿色按钮（箭头）。 

       
                 
可以在“主表页”填入空气密度。它将用于计算发电量水平，但不影响算得的平均风速（详见空气密度附

录）。 

在“资源”表页，可以选择使用以前计算的资源文件，或重新计算。如果选择重新计算，可以规定 多 5 个不

同轮毂（地表之上的）计算高度、分辨率和结果文件名。 

2.5 版的一个新功能是选项“选择含风电机组区域的场址数据对象的跨越区”。它可以与 WAsP 的 Windows 版

一起使用。它不使用场址数据对象中定义的矩形，而使用可用于风电机组区域对象的自由定义数字化区域。这

有两个优点： 

1．无需计算大量无用点，从而节省计算时间。 

2．可以得到更佳显示，例如，如果一个地图要进行市区计算，那么资源地图只覆盖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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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 风资源地图的打印输出  

 
 
计算结束后，就可以显示新的风资源地图，这时可以选择显示参数（分辨率、颜色等）。 

注：在“地图”表页可以不选择资源线条，而选择“资源光栅”数据选项（见下面）。 
 

 
               

选择“资源光栅”后，您希望显示的参数会设置到资源地图表页，但颜色设置需要点击“资源光栅”前边的

按钮定义。颜色设置可参见第 2.10 节，基础模块，“结果图层”。 

“结果图层对象”是一个有力工具，可用来在背景地图之上直接覆盖算得的风资源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