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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环境影响计算模块 – 引言和步骤指导 

4.0.1 环境影响计算模块简介 

环境影响在风电工程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随着工程规模的不断扩大，环境影响研究对于工程选址的

决定性作用越来越大。 

我们的目的是使用 WindPRO 计算一个工程项目的所有环境影响并给出报告，如果环境主管部门或相邻

单位需要，WindPRO 可以给出必要的文件。 

视觉影响在另外一章单独介绍。 

4.0.2 环境影响计算的步骤指导 

• 创建地图和拟建工程（见基础模块 2.0.5） 

• 创建相应的对象；对于 DECIBEL（噪声）：噪声敏感区，对于 SHADOW（阴影）：阴影受体，对  

于 ZVI：带等高线的线条对象和 终的区域对象，WAsP 障碍物对象 

• 从计算菜单，运行 DECIBEL（噪声），SHADOW（阴影）或者 ZVI（视觉影响区域） 

• 打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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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DECIBEL – 噪声计算 

4.1.0 DECIBEL（噪声）简介 

DECIBEL 是一个 WindPRO 程序模块的名称，它计算噪声发射，并检测噪声是否满足邻近区域和噪声

敏感区的要求，同时它也可以检测这些区域到 近风电机组的是否符合要求的 小距离要求。 

此外，DECIBEL 可以计算并绘出工程噪声等级曲线，用来估计将来哪些区域会因噪声敏感原因而不能

用。 

WindPRO 的一个主要优点是可以通过屏幕上的数字地图直接输入含风电机组和噪声敏感区/点的数据。 

Eurodicautom 给出的重要定义，参见：http://europa.eu.int/eurodicautom/Controller 

Immission（吸收）：发射对环境的扰动效应；远距离污染源传来的污染物到达目标对象。 

本文中吸收点一般称为受体、邻近区域或噪声敏感区（NSA）。 

Emission（发射）：物质或能量（例如，噪声、振动、辐射、热能）从发射源释放到环境中。 

本文中发射源一般指风电机组。 

4.1.1 DECIBEL（噪声）计算方法 

计算某一特定位置（例如邻近区域）受到的一台或多台风电机组的噪声影响，需要以下信息： 

• 风电机组的位置（x, y, z 坐标）。 

• 风电机组轮毂高度及其在一个或多个风速下的噪声发射(LWA,ref)，也可能在不同频率下。 

• 风电机组噪声中的所有的纯音。 

• 噪声敏感位置或区域的坐标。 

• 噪声敏感区内可接受的 大噪声等级。可能要包括环境背景噪声信息。 

• 要求的计算模型。 

WindPRO 使用许多不同计算模型，它们通常与某些国家或区域的要求有关，我们建议用户找出 适合

工程所在区域方法。 

如果没有专门匹配的方法，那么可以使用通用的 ISO-9613-2 标准，也能满足要求。 

选择的方法会决定需要输入数据的类型。 

4.1.1.1 国际通用标准 DIN ISO 9613-2  

ISO 9613-2 “户外传输过程中的噪声衰减，第 2 部分，通用计算法”给出了户外传输过程中噪声衰减

的计算方法。 

计算定义选项 

通用设置中可以选择一些参数的设置值，这就有可能对它们作出调整使之符合当地的需求。 

有效的选项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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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速 

固定风速：只对右侧域中选择的一个风速进行计算。 

风速范围：对一定范围的风速进行计算，在右侧的各域中选择初始值、末端值以及步长。对选定风

速，WindPRO 要求提供噪声源数据，也可假设基于所计算风电机组的有效数据。 

95%额定功率：计算采用风机处于 95%额定功率时的噪声值，如果不能找到这样的数据，软件会提示

用户输入。 

95%额定功率，否则固定风速：与上述类似。不同的是，如果没 95%额定功率对应的噪声值，

WindPRO 会自动选择一个噪声替代值。在右侧的域中选择替代风速。如果没有这个风速对应的噪声值，会

提示用户输入噪声值。 
 
地面衰减 

无：计算中不考虑地面衰减阻尼。这种情况接近非常平滑的海面。 

通用：由地面衰减引起的噪声衰减符合 ISO 9613-2 法规描述的一般情况。会要求用户选择通用的地表

孔隙度，硬质地面是 0，而多孔地面是 1。默认值 1 满足大多数情况，但是通常需要对每一点单独估计。需

要风机的倍频带噪声源数据。如果得不到这些数据，会自动使用其他方法。 

这种方法只适用于平坦地形或坡度不变地形。如果不能满足这些条件，建议使用替代情况（如下）。 

替代选项：由地面衰减产生的噪声阻尼符合 ISO 9613-2 法规中描述的替代情况。这个方法通过计算受

体和风电机组轮毂之间的视线与这两点之间地形的平均垂直距离，利用地形来估计地面衰减。两点之间若

有低谷会使衰减降低；若有山丘则会使衰减加大。如果没有给出地形模型（等高线），模型就会假定风电

机组和 NSA 之间的坡度不变。 

模型在以下情况下有效： 

 只需要 A 加权噪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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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主要在多孔地面传播 

 声音不是纯音 

上述两种方法在将在下面的理论部分详细介绍。   
 
气象系数 

气象系数值可以在 0~5 之间选择。气象系数应该可以反映特定气象条件下的阻尼。EMD 推荐大多数条

件下设为 0。 
 
计算中的要求类型 

风机噪声与要求值比较：由风电机组的噪声产生的噪声仅与每个噪声受体的临界要求值比较。如果计

算涵盖了不同风速，则临界值可以是固定值，也可以是针对某个风速的特定值。这是丹麦、德国、瑞典和

荷兰等国使用的通用规程。 

风机加上背景噪声与背景噪声加裕度比较：这时受体的噪声值是背景噪声与风电机组噪声的和。将它

与背景噪声加裕度构成的噪声要求对比。这个选项用在法国等地。 

风机噪声与背景噪声加裕度比较：与上一项类似，但考虑了风机噪声的贡献并与背景噪声加容许裕度

相对比。这个选项用在英国、奥地利等。 
 
计算噪声值 

所有噪声数据都是平均值(Lwa)：这是正常设置。噪声源数据、背景噪声数据和计算使用的都是平均噪

声水平(Lwa)。 

所有噪声值均为 90%超过值(L90)：通过这个设置，所有噪声值都视为 L90 值。这意味着，噪声有 90%

的时间都超过该值。背景噪声也必须输入 L90 值。风电机组使用 Lwa 值，但是会减去 2dB 使之与与 L90 值

比较近似。打印输出中，Lwa 会被 L90 值取代。这个设置用在英国等。 
 
纯音 

纯音和脉冲音补偿均加到风机噪声源中：纯音情况下，补偿加到风机的源噪声水平上。补偿值取决于

使用的规程。现代风电机组很少出现纯音。 

纯音补偿加到要求值上：使用这个选项，纯音补偿会从报告要求的临界值中扣除，而不是加到风电机

组的声源数据中。可以在右侧的域中指定补偿值。 

注入点在地面以上的高度 

用户可以指定受体的计算高度。对于计算高度，不同规程有不同建议值。典型的地面以上高度是 1、

4、5 m。选取“如果允许替换…”复选框，单个受体（噪声敏感区）的计算高度就会替换模型的吸收点高

度。但只有在给 NSA 指定了一个高度值时才可以。 
 
与“官方”噪声要求的偏差 

它允许用户对噪声要求引入特殊调整。比如，权威机构要求噪声有 2 dB 裕度，以满足不确定性要求，

用户可以将这个参数设为-2dB。在打印输出中就会指出，要求是 45 -2 = 43dB。 
 
所需的倍频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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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可用倍频程数据，计算中 ISO 9613-2 就会优先使用这些数据。如果没有，就用总的源噪声水平

替代，并使用下面描述的无倍频程数据选项。但是如果噪声导则要求倍频程数据，就会选中这个复选框，

并且计算开始时如果找不到这些数据就会提醒用户。倍频程数据是 65~8000 Hz 范围内指定频率组的噪声水

平。 

WindPRO 中使用的是 ISO 9613-2 理论。 
 
无倍频程数据时的计算公式 

通常，每类风电机组的 A 加权噪声源（没有倍频程划分或分类）通过测量确定。用 500 Hz 处的阻尼值

来确定噪声散发阻尼。不能使用计算地面阻尼的通用方法。每个声源产生的噪声水平用下面的 ISO 9613-2

方法计算： 
 LAT(DW) = LWA + DC – A - Cmet    (1)  
 
LWA: 源噪声，A 加权  

DC: 噪声源的方向修正，不考虑方向效应(0dB)，但是考虑了地形反射，DΩ （需要，因替代方法中计算

地面衰减 Agr 时要使用） 

 DC = DΩ - 0   (2) 
 DΩ计算如下： 

 DΩ = 10 lg{1 +[dp
2 + (hs - h r)2] / [dp

2 + (hs + hr)2]}   (3) 
 其中： 

 hs：噪声源在地面以上的高度（轮毂高度） 

 hr：地面以上噪声受体高度（通常是 5m，但也可以在计算设置中单独设置） 

 dp：噪声源和受体水平地面投影的距离 

噪声源（下标为 s）和受体（下标为 r）的距离由(x,y)坐标决定。 

 2
rs

2
rs )y -(y ) x- (x +=pd  (4) 

A: 噪声源(风电机组-机舱)和噪声临界点之间的阻尼： 
 A = Adiv + Aatm + Agr + Abar + Amisc  (5) 
 Adiv: 由几何位置产生的阻尼 
  
  Adiv = 20 lg(d/1m) + 11 dB  (6) 
  d: 噪声源和受体之间的距离 

 Aatm: 大气吸收产生的阻尼 

  Aatm = α500 d / 1000  (7) 
  α500: 大气吸收系数 (= 1,9 dB/km) 

α500值基于 优的噪声散发条件（温度为 10℃，相对湿度 70%） 

 Agr: 地形阻尼 
 Agr = 4.8 - (2hm / d)[17 + (300 / d)] (8) 
  如果 Agr < 0 ，那么 Agr = 0 
   
hm: 地面以上噪声发射的平均高度（单位为米） 

如果该场址没有山岳，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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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m = (hs + hr) /2 (9a) 
如果风电机组和受体之间的视线和地形有 DHM，那么就会基于网格计算视线经过的每个网格点的值

（网格大小在计算设置中设置）。平均高度用以下公式计算： 
 hm = F/d  (9b) 
  F: 散发点到受体（吸收点）之间的总面积 
  F = F1 + F2 + … + F100 

d: 散发点到受体（吸收点）之间的距离 

Abar : 屏蔽产生的阻尼（噪声防护），通常没有屏蔽保护时： Abar =0.  

Amisc: 其它因素产生的阻尼（植被，建筑，工厂）。通常计算中不包括这些影响。Amisc =0. 

Cmet: 气象修正，由以下方程决定： 

Cmet = 0 ，当 dp < 10 (hs+hr)时， 

Cmet = C0 [1-10(hs+hr)/dp]      当 dp > 10 时,  

dp:噪声源和受体在水平地面上的投影距离 。 

因数 C0 取决于天气条件，可以在 0~5 dB。有些例外情况下，也可能出现大于 2 dB 的情

况。WindPRO 中，可以对每个噪声计算单独设置 C0。 
 
使用倍频程划分的噪声数据的计算方法 

使用 ISO 9613-2 可根据风电机组倍频程分类的噪声图进行计算。如果可以获取这些数据，已把它们输

入到 WindPRO 的 WTG 目录中，就会在计算中自动使用。利用倍频程数据就可以使用通用的地面阻尼方

法。下列公式只表明它与用 500 Hz 频率作平均值进行计算的差别。合成噪声计算如下： 
LAT (DW) = 10lg[100.1LAfT(63) + 100.1LAfT(125) + 100.1LAfT(250) + 100.1LAfT(500) + 100.1LAfT(1k) + 100.1LAfT(2k) + 

100.1LAfT(4k) + 100.1LAfT(8k) ) (10) 
式中：LAfT为不同频率(63, 125, 250, 500, 1000, 2000, 4000, 8000 Hz)下每个噪声源的 A 加权噪声源 

每个噪声源在平均频率时的 A 加权噪声源 LAfT 计算如下： 
 LAfT (DW) = (LW + Af) + DC - A  (11) 
此处： 

LW: 非 A 加权点源的倍频程噪声源。LW + Af 是根据 IEC 651 组成的 A 加权倍频噪声源。  

Af: 根据 IEC 651 标准化的 A 加权. WindPRO 根据它计算噪声源的 A 加权值 。 

Dc: 噪声源方向修正，不考虑方向效应 (0dB)，但会考虑地面引起的反射。如果使用通用的地面衰减 DΩ 

= 0，则 Dc = 0。如果使用替代方法，则 Dc 计算和无倍频情况下一样。  

A: 倍频程阻尼，由以上描述决定的点源和受体之间的阻尼，有以下几类阻尼： 
 A = Adiv + Aatm + Agr + Abar + Amisc (12) 

 Adiv: 几何分布引起的阻尼(= VDI 2714 距离图 Ds) 

 Aatm: 大气吸收引起的阻尼，与频率有关 (=VDI 2714 大气吸收图 DL) 

 Agr: 地形阻尼：(=VDI 2714 地形和气象阻尼图 DBM) 

 Abar: 屏蔽引起的阻尼（噪声防护）， 坏情况是没有噪声防护，则 Abar =0 

 Amisc: 其它因素引起的阻尼（作物，住房，工厂）， 坏情况是 Amisc =0 

倍频程划分的噪声散发，大气吸收引起的衰减取决于大气吸收引起的频率：    
  

 Aatm = αf d / 1000 (13) 
此处：αf是每个频段的吸收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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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阻尼系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噪声频率、环境温度和大气相对湿度。不利条件是在 10℃和 70%相对

湿度下。其数值如下：  
 

频带，平均频率 [Hz] 63 125 250 500 1000 2000 4000 8000 

αf, [dB/km] 0.1 0.4 1 1.9 3.7 9.7 32.8 117 
 
对于地形阻尼，有两种计算地面衰减 Agr的方法。前述的替代方法用于无倍频程数据情况。通用计算方

法如下： 
 Agr = As + Ar + Am  (14) 
式中，  

As: 声源地区的衰减，跨度 30hs， 大是 dp。 这类区域用地面因数 Gs描述，它是地表的孔隙度，介于

0（硬质地面）到 1（多孔地面）之间。 

Ar: 离受体 30hr的区域的衰减。这类区域用地面因数 Gr描述。 

Am: 中间区域的衰减。如果声源与受体重叠，那就没有中间区域。该区域用地面因数 Gm描述。 

WindPRO 中只使用一个 G 参数(孔隙度)： 
 G = Gs = Gr = Gm          (15) 
孔隙度在计算设置中设置。 

下面用从 ISO 9613-2 文件中摘录的表解释如何计算上述三种地面衰减。 

 
   
长期平均噪声水平（合成噪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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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计算中包括 n 个噪声源（风电场），那么噪声源图和距离噪声临界点的距离就会重叠。合成噪声

LAT 用以下公式计算： 

LAT(LT) = 
)(1.0

1
10lg10

IiTimetATi KKCLn

i

++−

=
∑⋅  (14) 

LAT:  噪声临界点的合成噪声 

LATi: 噪声源 i 的在噪声临界点产生的噪声 i 

i: 所有噪声源的编号，从 1~n 

KTi: 对噪声源 i 加入纯音，取决于当地规则 

KIi:  对噪声源 i 加入脉冲音，取决于当地规则 

Cmet: 气象修正，由下列方程决定： 

Cmet = 0 ，当 dp < 10 (hs+hr)时， 

Cmet = C0 [1-10(hs+hr)/dp] ，当 dp > 10 时， 

dp: 噪声源到受体的地面投影距离。 

式中参数 C0 取决于天气条件，范围是 0~5 dB。有时也会出现大于 2 dB 的例外情况。

WindPRO 可以在每个噪声计算中单独定义 C0。 

4.1.1.2 德国 ISO 9613-2  

ISO 9613-2 德国计算选项是 ISO 9613-2 通用法规的特例。 

这个选项要设置为符合德国通用的设置。 

计算设置 

下图是 ISO 9613-2 德国计算设置的界面。字体为灰色的域是锁定，不能改变。默认情况下，除非点击

“显示详细内容”复选框，它们才会显示。要进一步了解各相关域的情况，请参阅通用 ISO 9613-2 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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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速 

使用 95%额定功率下的源噪声值，如果没有这些值，就使用 10 m/s（地上 10 m）对应的噪声值。 

地面衰减 

使用的是替代地面衰减法。 

气象系数 C0 

可以设置气象系数，推荐的 大值是 2dB。 

计算中的要求类型 

只有与受体固定临界要求比较时，才考虑风电机组产生的噪声。 

计算中的噪声值 

所有噪声值都使用 Lwa 单位。指的是平均 A 加权噪声声压。 

纯音 

纯音和脉冲音补偿加到源噪声之上。这些值取自风电机组目录，通常是 3 或 6dB。 

地面以上吸收点的高度 

默认情况下，受体处吸收点地上高度设置为 5m，当然用户也可以自定义。 

与官方噪声要求的偏差 

这个域取决于用户。 

倍频程数据 

不需要倍频程带数据 
 
噪声受体 

每个受体都必须设定临界噪声水平。对背景噪声值没有要求。 

德国噪声问题的立法基础源自 Bundesimmissionsschutzgesetz (BlmSchG)”。环境和贸易部要求建筑物依

据“TA-Lärm 1998" （防护噪声的技术指导）提供出与环境和人类是否协调的证明。由各郡的环境保护和贸

易部们来核定建筑物噪声。 

在建筑条例(BauNVO, 1990)和 TA-Lärm 中，建筑的环境类型由下列保护顺序的 大值决定（夜间）：  

35dB 噪声敏感住宅区或疗养院 

40dB 普通住宅区 （主要是私有共管） 

45dB 没有特殊用途、规定距离之外的乡村和产业 

50dB 商业区 

70dB 工业区 

通常风电工程区域使用的限制值是 45 dB。这个限制值包括的纯音范围取决于当地管理部门。 

4.1.1.3 英国 ISO 9613-2  

ISO 9613-2 英国计算选项是 ISO 9613-2 通用法规的特例。 

选项的设置符合 ETSU R-97 推荐使用的英国标准。 

计算设置 

下图是依照英国 ISO 9613-2 计算时的设置界面。其中灰色字体的域是固定的，不能改变。默认情况

下，如果选择“显示细节”选框，这些灰色域才会激活。要了解这些选项的详细介绍，请参阅德国法规 ISO 

9613-2 的相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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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速 

风速介于 4 ~12 m/s 且间隔为 1 m/s，所对应的源噪声值。如果不能获得这些数据，需要用户提供。 

地面衰减 

使用常规地面衰减方法。需要用户提供地表孔隙度图。一般情况英国使用的孔隙度为 1。 

气象系数 C0 

气象系数可以进行调整， 大推荐值是 2dB。 

计算中的要求类型 

风机产生的噪声与每个受体的背景噪声加裕度相比较。噪声受体的推荐值如下： 

计算中的噪声值 

所有噪声值都使用 L90 单位，指的是超过 90%时间的噪声水平。输入背景噪声也使用这一单位。要把

风机的源噪声值由 Lwa 转化为 L90，只需要相应地减去 2dB。 

纯音 

源噪声值中加入纯音和脉冲音补偿。这些值从风机目录中取得，通常使用 3 或 5dB。 

吸收点距地表高度 

受体的吸收点高度设置为 4m。 

与法定噪声要求的偏差 

这个选项由用户决定。 

倍频程数据 

需要倍频程带的数据。开始计算时，如果在风机目录中找不到这些数据，就需要用户提供。 
 
噪声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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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4~12 m/s 之间的风速，都必须输入 L90 单位的背景噪声值。风电机组噪声等级必须设置一个裕

度。标准的昼夜值是 5dB。英国标准(ETSU R-97)也定义了固定的风电机组噪声的 低限值，L90 =35-40 dB

（白天）L90=43 dB（夜间）。换句话说，风电场任何低于该值的噪声水平都可以接受。固定噪声 低限值

在噪声受体对象的“永远可以接受”框中设定。 

4.1.1.4 德国标准 VDI 2714 （已过时） 

1998 年 1 月 10 日之前，一直按 VDI 发布的“户外噪声发射”（Noise emission in open air）导则的条款计

算。计算起点是简单的 A 加权噪声散发。下列公式用来计算风电机组和噪声敏感点距离为 S 处的噪声水

平： 

LS  = LW + DI + KO - DS - DL - DBM - DD - DG   单位 dB(A) 

LS：S 处的噪声水平计算值 

LW： 风电机组的噪声发射 

DI：方向影响值(= 0)  

KO： 立体角值 (= 3 dB) 

DS：距离值 DS=10 log(4 π S2) 

DL：大气吸收值 DL=αL S；αL = 0.00209 dB/m 

DBM：地形和气象衰减值 
DBM = Max(0, 4.8 - (hq+hA)/S(17+300/S)) 
式中，hq 为 轮毂高度，hA 为噪声临界点地上高度 IP (= 5m) 

DD：植被阻尼值 (= 0) 

DG：建筑阻尼值 (= 0) 

括弧里的数值是默认值。它们是 WindPRO 使用的所谓“ 坏情况”值。例如，植被阻尼通常总大于

0，因此噪声测量值应低于计算值。 

如果噪声源有几个（如风电场内），则应该把把各声源的贡献相加，根据它来计算噪声临界点的合成

噪声。 

纯音增加值（纯音含量） 

齿轮、发电机、叶片角的液压调节系统等都是潜在的纯音源。纯音应该通过改变结构而去掉，或者至

少也要减少。根据 VDI 2058 第一部分的说法，它是可听见的纯音（大于 2 dB(A)），“由于它加重了令人

不乐的影响导致人们提高噪声水平计算值。增加 3 还是 6 dB（A）取决于纯音的显著程度。” 

脉冲音增加值 

叶轮叶片转过塔架时发出的声音含有脉冲音。如果存在脉冲音，可以通过 DIN 45645 估计。如果噪声

源有明显的脉冲音或噪声水平频率每分钟改变几次（根据测量），根据 VDI 2058，需要给描述纯音噪声水

平的计算值再加 3 或 6 dB(A)。 

实际的纯音增加值 

在 WindPRO 的风电机组目录中，可以添加可能的纯音值、是否要给计算值分别加 3 或 6 dB（A）等信

息。这种情况下，如果 DECIBEL 检查到符合一个给定的噪声水平，就会根据 VDI 标准给噪声水平计算值

加上给定值，与丹麦规则相反，如果只有一台风电机组有纯音，则只需提高要求 （5dB(A)）即可。如果知

道还另有一个纯音，但是没在风电机组目录中列出来，那么您可以自己设置另一套加上 3 或 6 dB(A) 的噪

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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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如果对这些要求有疑问，我们推荐您与相关主管部门或制造商联系。 

4.1.1.5 丹麦法规 

丹麦法规新的立法（2006）将会加入到手册新版本中。 

丹麦法规的概述参见"Bekendtgørelse om støj fra vindmøller" （环境部门的声明） No. 304 of 14/5/91。 

噪声影响限值定义见第二章，第二段，即： 

“位于空旷地与住宅相邻的户外，风电机组的噪声影响不得超过 45 dB（A）。住宅区或其他噪声敏感

区内的户外疗养区，风电机组的噪声影响不得超过 40dB（A）。” 

第三段规定，噪声影响必须在 8 m/s 风速下和 10m 高处计算。 

如果风电机组噪声散发有明显的纯音，它的渗透值始终是 5 dB。 

5 dB 纯音渗透值意味着 45 和 40 dB(A) 的相应要求更严格，为了防止噪声散发中出现纯音，就需将其

相应减小到 40 和 35dB。但是对于几台风电机组中只有一台散发纯音的情况并没有指导方法。因此必须向

当地主管部门咨询。 

主方程是： 
LpA = LWA,ref - 10 x log(l2+ h2) - 8dB - ΔLa 
式中，l 是风电机组到邻近区域间的距离，h 是机舱和邻近区域间（通常=轮毂高度）的高度差 

ΔLa 是大气吸收率， 

ΔLa 用公式 αa√(l2+ h2)  计算，其中 αa 是衰减系数（(0.005 dB/m 或者从下表查得)。 

倍频程带衰减系数： 

中间频率 (Hz)≤ 125 250 500 1000 2000 4000 8000 

αa (dB/m) 0 0 0.002 0.004 0.007 0.017 0.06 
 
如果每个倍频程段都给出了风电机组的噪声散发值（参阅第二章 WindPRO BASIS 第五部分“风电机

组目录”），则计算中的衰减系数会更准确，但是对此并没有要求。 

4.1.1.6 旧的瑞典法规 

旧的瑞典法规基于 Statens Narturvårdsverk, Sten Ljunggren, FFAP-A-935, 1992 的“Metod för mätning av 

bullerimmission kring vindkraftverk”。基本沿袭丹麦法规，只有几点不同： 

风电机组在 8m/s 风速时的 大噪声影响： 

轻工业区： 50 dB. 

住宅区等： 40 dB. 

疗养区： 35 dB. 

衰减系数设为 0.003 dB/m，而不是 0.005 dB/m。 

4.1.1.7 瑞典，2002 年 1 月 

2001 年底瑞典发布了计算风电机组噪声的新法规，名称是“Ljud från Vindkraftverk”, Naturvårdsverket 

2001, ISBN 91-620-6641-7。它取代了原有的计算方法，并且分陆上和海上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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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vårdsverket 针对每种方法都给了对照表，所有计算想要验收就都必须符合对照表。说明 WindPRO

能够满足这些要求的确认报告可以在 www.emd.dk 下载，文件名是“Dokumentation af WindPROs beregning af 

svensk støj - vers2.pdf”。 
 
计算设置 

对于陆上法规，需要用户给出周围地面的粗糙度，使用的单位是粗糙等级。 

参数 k 固定为 k = 1，因为导则中关于风速间隔多少时可以推出这个指数并不清楚。 

请注意，对于陆上和海上情况，如果受体离任何一台风机超过 1000 m，就需要风机的倍频程数据。 
  
瑞典，2002 年 1 月，陆上. 

如果距风电机组超过 1000 m，要使用以下公式： 
 LA = LWA,corr – 8 – 20 * log(r) – 0.005*r 
式中 r 是受体到风电机组轮毂的距离。 

LWA,corr 是修正的源散发值，取决于地形粗糙度和噪声，是风速的函数。 

 LWA,corr = LWA,measured + k*Δvh 
LWA,measured 是 10 m高度，8 m/s 风速时 A 加权的散发噪声水平测量值。 

k 是噪声随风速的变化率。WindPRO 中，k 设为 1 dB/(m/s). 

Δvh 是轮毂高度和 10 m高度的风速差，用下式计算： 

 Δvh = vh([ln(H/z0)/ln(h/z0)]*[ln(h/0.05)/ln(H/0.05)]-1) 
式中 H 是轮毂高度，h 为 10 m，z0 是对应于粗糙级的粗糙长度（见第三章）。WindPRO 中，计算点必

须选定一个通用的粗糙级。 

如果受体和风电机组的距离超过 1000 m，就要使用另一种方法计算，该方法要用倍频程数据。受体的

噪声水平计算如下：  

 LA = LWA,corr – 10 – 20*log(r) - ΔLa 
这里的阻尼ΔLa 计算如下： 

 ΔLa = 10*log(Σ10(Li+Ai)/10) – 10*log(Σ10(Li+Ai-r*ai)/10) 
式中 Li 是倍频数据测量值，Ai 是相应频率下的 A 加权值。 

r 是风电机组到受体的距离。 

如果风电机组没有倍频程数据，就不会有计算结果。对噪声受体和噪声等值线地图都是这样。  
 
瑞典，2002 年 1 月，水面      

对计算噪声在水面传播，该法规推荐了另一个公式。  

 LA = LWA,corr – 8 – 20*log(r) - ΔLa + 10*log(r/200) 
式中： 

 ΔLa = 10*log(Σ10(Li+Ai)/10) – 10*log(Σ10(Li+Ai-r*ai)/10) 
计算噪声在水面的散发同样需要倍频程数据。 

如果没有风电机组的倍频程数据，就不能计算（无结果数值）。  
 
瑞典的噪声要求  

临近农场及其建筑物的 大允许噪声水平通常是 40 dB(A)。 噪声敏感区要求的限值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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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8 荷兰，1999   

荷兰 1999 方法服从 Ministerie van VROM, Zoetemeer, 1999, ISBN 90 422 0232 7 “Handleiding meten en 

rekenen Industrielawaai”中描述的导则。 

导则中，模块 C，II.8 方法是专门针对风电机组噪声的。 
 
计算设置 

要求用户设置地形阻尼(Dbodem)，范围是 0~-3，其中 0 指的是硬表面，-3 指的是非常软的表面。 
 
理论背景 

基本公式是： 

 Li = LWR - ΣD 
其中 Li是受体处的噪声水平 

LWR 是风电机组处的噪声水平 

ΣD 是：  

 ΣD = Dgeo + Dlucht + Drefl + Dscherm + Dveg + Dterrein + Dboden + Dhuis 
它们分别是不同的阻尼因素。 

这个方法要使用倍频程值。如果不能获得，就要使用源噪声散发值。 

WindPRO 中作了如下假设： 

• 噪声受体在地上 5 m 

• 噪声没有屏蔽或反射效应 

• 低频段(31.5 和 63 Hz)没有显著的噪声水平 

• 受体和风电机组间的距离超过 1.5 倍的风轮直径。  

Dgeo 是几何阻尼，计算如下： 
 Dgeo = 20*log(d)+11 
其中 d 是风电机组到受体的距离。 

Dlucht 是由于空气吸收阻尼。使用倍频程数据时，每个频率都会使用特定的空气吸收系数。如果只使用

一个源噪声散发值， Dlucht 的计算如下： 
  Dlucht = 0.002*d 
Drefl 是由反射产生的阻尼。WindPRO 中设为 0。 

Dscherm 是由屏蔽产生的阻尼。WindPRO 中设为 0。 

Dveg是由植被产生的阻尼。WindPRO 中设为 0。 

Dterrein是由工业地形产生的阻尼。WindPRO 中设为 0。 

Dbodem 是由地面硬度（或者柔软度）产生的阻尼。WindPRO 中可以将地面声学硬度 B 设为 0（硬地

形）到–3 （软地形，有树的农田）。Dbodem 计算如下： 
 Dbodem = -2 – B 
Dhuis是由住宅产生的特殊情况的阻尼。WindPRO 中设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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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9 IL-HR-13-01 (荷兰) 

这是以前荷兰计算风电机组噪声传播的方法。在 WindPRO 中，它与 1999 年版本的唯一差别是它假设

了硬声学地形(B = 0)。 

4.1.2 在 DECIBEL  中输入噪声和距离数据 

需要一张背景地图，空白地图也可以。 

如果与这个工程链接的地图有一张或多张，只要点击地图按钮就可以激活。想要了解更多有关地图使

用的操作，请参阅 WindPRO 第二章基础模块中的相关部分。 

请注意，当通过地图输入对象时，可以按住<shift>键的同时选择一个工具，这样就创建了一个默认工

具。这项功能有助于您输入一些具有共同属性的对象（例如，对距离或噪声等级要求相同的一系列噪声敏

感对象，或许多平行排列的风电机组）。 

4.1.2.1 输入风电机组 

参见第二章基础模块中 2.5.2 关于输入风电机组的部分，以及 2.6.3.2 关于风电机组目录的噪声数据部

分。 

风电机组存有不同类型的噪声数据。能够提供的有不同风速（ 常见的是 8 或 10 m/s）、不同轮毂高

度的噪声数据，也可以提供按噪声源排放水平(Lwa,ref)或倍频程分组（甚至可以再细分为第三级）的噪声

值。计算中需要的表格取决于选用的计算方法（参看 4.1.1）和当地的规程。 

通常情况下 WindPRO 会检测出哪些值与选用的计算类型有关，当然，您也可以在风电机组对象属性中

手动填入特定的噪声排放水平（参见 2.5.2.1）。 

如果风电机组没有符合计算需要的噪声数据，可以与厂商联系获得。 

4.1.2.2 输入噪声敏感区域 

噪声敏感区域对象（NSA 对象）的图形输入：点击左侧所示按钮，在地图上双击鼠标左键，即

可创建一个点状的 NSA 对象。 

在地图上点击左键，可定义区域的第一个顶点，然后依次点击左键定义多边形的其他顶点， 后点击

右键使多边形闭合。 

关于“位置”表页，参见第二章基础模块中的 2.5.2.2.。 

注：输入的噪声敏感区的 z 坐标应该与风电机组的 z 坐标使用相同参考系。如果风电机组输入的是默

认值“0”，那么输入的噪声敏感区 z 坐标就应该是相对于风电机组地基的高度，例如，如果噪声敏感区的

高度低于风电机组地基高度，那么 z 坐标就变成负值。我们推荐输入的所有对象 z 坐标都是相对于海平

面。使用从线条对象中自动检测的 z 值是非常方便的。 

噪声敏感区可以通过以下形式输入： 

• 点 

• 区域 

如果输入的是点，那您必须根据实际要求，输入受风电机组噪声影响 大的邻域或噪声敏感区的坐

标。这一般指离风电机组 近的点，但要马上确定这个点可能有困难。特别是如果风电机组全都遍布在邻



220  •  4.1 DECIBEL – 噪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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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区域，或者与噪声敏感区平行分布着很多不同类型的风电机组。因此，将噪声敏感区以多边形输入，多

边形的各个顶点包围噪声敏感区。这样，程序就会计算出影响 大的点，或者是介于多边形两个顶点之间

的点（即位于连接两个顶点的线上）。 
 
要求 

 
 
对于每个噪声对象需要输入它的距离要求和噪声要求。如果不填入要求，那么计算中就不会考虑，同

时打印输出中也不会显示。所有噪声值都是 Lwa值，除非在计算设置中选择 L90时才会是 L90值。 

上面的屏幕截图是 NSA 的属性设置。输入的噪声要求是 40 dB，距离要求是 500 m。 

NSA 默认情况下，选择的计算模型会确定计算中噪声受体距地面的高度，用户不需要再输入具体值。

可能会有一些特殊地方需要采用不同的计算高度（如塔或高建筑）。这种情况下，可以取消复选框，并输

入一个具体计算高度。 

如果不同风速的噪声要求不同，选择“检查更多风速”，这样可以输入特定的临界值（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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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区域内背景噪声水平与计算有关。这种情况下，必须输入背景噪声（背景噪声水平）。如果背景

噪声与多个不同的风速有关，那么选择“检查更多风速”，可以输入特定的噪声值。 

 
 
如果需要背景噪声，通常是因为噪声要求是背景噪声加裕度（允许的额外噪声）的函数。裕度可以是

固定值，或者与风速相关。这种情况下，选择“检查更多风速”，用户可以输入不同的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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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风电机组产生的某一个噪声水平值，无论背景噪声水平如何，总是可以被接受的。可以在“任何

时候都可接受的声音水平”框中输入这一噪声水平。在英国的例子中，43 dB 是始终可以被接受的。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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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输入的 NSA 是区域而不是点，那么就可以在区域表页中编辑区域内的节点。可以添加，编辑或删

除节点。如果要把节点复制到 Excel 中，或者从 Excel 复制到 WindPRO 中，那么就会从 Excel 中拷贝或粘

贴全部对象。 

如果输入的 NSA 是区域，WindPRO 会计算区域边界每点的噪声水平，并且给出的结果是 高噪声水

平。 

因为一个多变形只能赋予一个高度（z 坐标），可以输入有不同高度的多个相邻多边形作为噪声敏感

区，区域的描述可以是噪声对象邻近区域的名称。 

4.1.2.3 地图上显示距离要求 

 
在 NSA 对象上点击鼠标右键，可以打开或关闭距离标志。选定的模式覆盖全部 NSA 对象。如果距离

标志被激活，程序会生成一个暗红色的圈，代表每个对象的距离要求（见上图）。 

4.1.3 DECIBEL – 计算和打印输出  

在计算菜单的标题栏，点击 DECIBEL 标题旁边的绿色箭头，从而选择计算模式。一旦选定了计算模

式，软件就会提醒您完成计算设置。 

4.1.3.1 DECIBEL – 计算设置 

计算名称：这里可以输入一个描述性的名称，以区分同一工程的不同计算。 

主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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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计算方法：表中列举的是目前已经嵌入到程序中的模型（丹麦，德国等），见下列窗口。 

 
根据选择的规程，会出现相应的计算选项。关于这些选项的描述，请参阅 4.1.1 中相应的模型描述。 
 
风电机组 

计算中包含的风电机组：如果您想让计算中不包含某些风电机组，那您可以在对象表中取消选择。一

个好的方法是将所有布局放在各个特殊图层中，然后可以通过选择图层来选择风电机组。 
 
噪声敏感区 

计算中包含的噪声敏感对象：同样，如果想在计算中不包含某些受体，可以在对象列表中取消选择。 

 
 
计算中，可以使用风机目录中的噪声数据（推荐），也可以手工输入风电机组的噪声排放水平。 

为了生成噪声等值线图，WindPRO 需要掌握风电机组周围很多格点的 z 坐标。它可以从有效的高程模

型（线条对象中的等高线，参见第二章 2.8）中获取，也可以设置成统一的固定 z 坐标。当然如果能获得有

效的线条对象，精度会更高，但同时也会使噪声地图打印输出变慢。如果选择一个基于水平面的合理的平

均高度，并且地形高度差别不大，那么使用固定高度计算 z 值所产生的误差经常可以忽略。 

请注意，标准计算面是 0 m。如果已经给出受体和风机的 z 坐标，那么就要使用水平基准高度的平均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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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ISO 9613-2 标准使用了替代地面衰减，就要始终使用等高线 DHM（使用有效的高程模型的

TIN）。 

如果计算中使用几个不同风速，那么必须说明计算噪声等值线所用的风速。如果没有说明，软件就会

提醒用户输入一个风速值。 

值得注意的是，在计算时 (而不打印时)计算噪声等值线会限制报告的设置属性（或者需要在计算前做

终设置），但是打印时会节省很多时间。当使用更复杂的计算模型（如 ISO）或有效的线条对象高度

时，强烈推荐此方法。 

选择“在地图上创建 ISO 噪声线结果图层”就会在“地图与对象”的地图上创建出带有噪声等值线的结果

图层。参阅 4.1.3.4。 

噪声栅格分辨率设置噪声地图计算中的栅格尺寸。栅格越小，精度就越高，但计算也更慢。这样只会

影响噪声地图而不会影响 NSA 计算。 

除上面所说的栅格尺寸，结果图层中的噪声等值线的栅格尺寸也可以定义。因为风机移动后它需要实

时更新，所以推荐使用较大的栅格尺寸，从而加快运算进程。 

4.1.3.2 DECIBEL – 计算 

如果要计算的风机类型所需的数据都已经具备，点击 OK 之后，DECIBEl 就会执行运算。 

如果缺失了某些源噪声数据，就会出现下面窗口。 

 
可以让 WindPRO 为缺失值创建一些源噪声值。 

好手工查看建议或者忽略这些而手工选择噪声值。 

选择“手动检查”选项后，会打开如下选择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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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必须定义所有缺失部分的源噪声数据。 

风电机组类型的名称出现在窗口顶端。为这类风电机组选择的噪声数据出现在窗口下面。如果出现这

个窗口，说明噪声数据记录对于选择的计算来说是不完整的。 

可以获取的数据列在中间域，其中缺失数据部分用红色域表示。在上面例子中，缺少 69 m 轮毂高处

6m/s 和 8m/s 风速的所有数据。左侧红色标记表示源噪声水平缺失，右侧红色标记表示源噪声的倍频程分布

缺失。 

另一个轮毂高度（46 m）的数据存在，但是这些数据与当前的轮毂高度不相关。为让数据相关，必须

把它们定义为当前轮毂高度，或者独立高度。 
 
需要倍频程数据 

首先缺失数据是 8 m/s 的数据。由于缺失倍频程数据，需要在底部框中输入倍频程分布。输入数据后，

灰色的 Lwa 框就会逐渐变成推算出的源噪声水平。如果倍频程数据是 A 加权，就需要选择这个框。完成以

后，点击“采用当前值更新列表”，数据就会存储为风速和轮毂高度的组合（尽管只是在计算期间）。 

如果不能获得倍频程数据，选中该行（蓝色高亮），WindPRO 就会根据风电机组的大小假设一个源噪

声水平。基于历史数据建立噪声和发电机容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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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需要倍频程分布数据，WindPRO 会自动计算通用值。这样就会假设一个对大多数风机典型的类倍

频程分布，并加到 Lwa上作为源噪声水平。 

 
点击“采用当前值更新列表”按钮，WindPRO 就会继续到下一风速。 
 
不需要倍频程数据 

如果缺失第一个数据，在 Lwa,ref 框中输入源噪声数据，然后点击“采用当前值更新列表”。 

如果没有某一风速或高度对应的噪声值，可以选中对应行，让 WindPRO 假设源噪声值。 
 
与风速有关 

点击“采用当前值更新列表”，WindPRO 就会继续到下一个风速，并重复上述过程。唯一不同在于，

当点击“建议外推值/通用值”时， WindPRO 会使用第一个风速的噪声值和风速相关性来假设新风速的噪声

水平。 

默认的风速相关值是 1dB/m/s，也可以输入自定义值。 

当推断第三个风速的源噪声值时，WindPRO 会使用前两个噪声值来外推一个新的噪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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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已经输入风机的所有噪声值后，选择“下一台风电机组”，就会继续下一种风机类型。当所有风机类

型的所有数据已经准备好后，就可以开始计算。 

请注意，如果要重新运行计算，就必须重复所有步骤。没有办法保存输入的数据。如果您有需要的噪

声数据， 好把它们输入风电机组目录中，您可以在那里输入用户自定义的噪声数据。 

4.1.3.3. DECIBEL – 打印输出 

计算完成以后，屏幕上出现如下窗口，其中列出可以打印的报告。 

 
状态栏显示如果打印整份报告总共有多少页。 

计算完成后，如果计算正常的话状态指示灯会变绿，但是如果计算前提改变指示灯就会变红。位于计

算前面的红十字表示计算中所需的数据不复存在。但此时仍可以打印出报告。 

请注意，如果双击要打印的文件名，报告就会自动出现在屏幕上。 

如果右击计算名称并选择“打印”，就可以对报告进行设置，用户可以自定义计算报告（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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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侧的复选框中，每一个单独报告都可以选择打印或不选。点击报告名称，可以在右侧中部窗口进

入对该报告进行设置的模式。这样，可以对每个报告的细节进行设置（例如，打印地图的比例尺，包括哪

些地图等）。 

请注意，可以对地图上画出噪声水平等值线图的每个选项进行设置（见上面例子）。右侧的“自

动…”按钮可以让 WindPRO 给出噪声等值线的图例，也可以人工输入噪声限值和等值线条数。 

也可以通过“地图”窗口右侧下方“噪声光栅”旁边的复选框设置一个给出噪声间隔的栅格地图。默

认情况下，栅格图和线状图都会打印出来。 

关于打印的细节请参考第二章基础模块。 

可以在“模块说明”中找到所有模块的打印输出例子。 

关于这点请注意，执行的规程不同，打印输出会稍有差别。 大的不同在于计算时选择的风速范围。

每个受体都会有一份表示 临界风速的主报告。还会有一份用图形表示计算结果的附加报告（见下图）。 
 

 
图中显示了环境（背景）噪声水平。临界噪声水平（要求值）用粗线表示，而计算出的声级不论是风

机产生的噪声还是环境与风机噪声的混合噪声，都用细线表示。对于包含的每一个风速计算出的噪声等级

都要与噪声要求对比，从而确定是否符合要求。 

如果 NSA 以区域形式输入，结果就会给出区域各顶点坐标的 高噪声水平和计算值。 

4.1.3.4 用结果图层进行噪声优化 

可以在背景地图上显示噪声等值线并随风电机组移动而自动更新。这对于根据噪声发射寻找 优布局

有很大帮助。 

按正常情况运行 DECIBEL 进行计算。随后在“地图及对象”的地图中就会出现一个结果图层（参见第

二章，2.10）。选择“添加链接”，在列表中找到噪声计算，确保它被选择上（见下图）。 

在噪声计算的设置中，也可以要求自动创建含等值线的结果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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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调用噪声计算并执行，并在地图上显示等值线结果。每次加入、移动或改变新风电机组时，噪声

计算就会自动更新，并且立即可以看到结果变化。当结果图层处于激活状态时，右击可以出现等值线图的

图例。 

请注意，如果计算很详细那么程序运行就非常慢。加快计算的一个方法是使用固定 z 值表示地形高

度，而不用有效的线条对象。如果使用更复杂的模型(如 ISO 规范)，会比使用简单模型(如 Danish 规范)速

度更慢，因此要进行优化布局，可以使用较简单模型，并在 后调整时转变为需要的模型。同样，生成一

个粗略的等值线是更可取的。 后，必须了解取消一台风电机组会引发计算。因此选择一台新风机和取消

选择 后一台风机的操作应同时进行，这样可以避免做完所有调整前进行重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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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阴影（SHADOW）模块 - 闪烁 

4.2.0 阴影模块简介 

SHADOW 是 WindPRO 的一个计算模块，计算某一特定的对象或区域多久和多长间隔会受到由一个或

多台风电机组产生的阴影影响。这些计算都是指 坏情况（ 大天文阴影，即仅依据太阳与风电机组的相

对位置进行计算）。从某一点看，当风电机组的叶片扫过从一个特定地点（例如，邻近居民区的一个窗

口）看到的太阳光线时就会产生阴影影响。如果天气多云或无风，或者风向使风电机组的叶轮平面与太阳

和邻近区域间的连线平行时，风电机组就不会产生阴影影响，但是计算中仍会出现影响。换句话说，计算

出的是 坏情况，代表的是阴影影响的 大可能风险。任何特定观测点都可以打印出一份日历表，精确地

指出哪天哪个时间段可能产生阴影影响。 

除可以计算某给定邻域的可能阴影影响，也可以打印出反映阴影影响等值线的地图。这份打印输出可

以反映工程区域内所有阴影影响点的数量。 

目前仅德国有详细的阴影影响限值和条件的计算导则。可参考“Hinweise zur Ermittlung und Beurteilung 

der optischen Immissionen von Windnergianlagen” (WEA-Shattenwurf-Hinweise)。 

根据德国的导则，阴影限值由以下两个因素决定： 

• 太阳在地平面以上的角度 小要 3° 

• 风电机组的叶片 少必须遮住太阳的 20%。 

按照德国导则，风电场对邻域的 大阴影影响是： 

大天文阴影每年 多 30 小时（ 坏情况） 

大天文阴影每天 多 30 分钟（ 坏情况） 

如果使用自动矫正，每年的实际阴影影响必须限制在 8 小时以内。  

对于阴影闪变，瑞典和丹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官方法规，但是为了应用，实际（取决于天气）阴

影影响使用限值是 10 小时（丹麦）和 8 小时（瑞典）。 

一天中阴影影响的临界时间和计算阴影影响的阴影受体定义在导则中都没有严格定义，通常是在个案

中评估。 

例如，如果阴影影响发生在工作时间之后那么工厂或办公建筑就不会受到影响，同样，工作时间家庭

成员都出去工作或上学，私人住宅受到阴影影响也没有关系。 

同样，有时候计算的阴影影响是针对某个窗，还是房子的正面或整个室外，这点是不确定的。是否要

把花园这头的阴影加到另一头的阴影上？ 

后，阴影影响的实际量占可能风险计算值的比例更多取决于被讨论地区的地理位置。在多云天气常

见地方，比例会减少；而在夏天可能的阴影影响时间内，由于没有风，风电机组通常会停运。 

也可以考虑风条件和晴天小时数之间的统计关系。 

在 WindPRO 另一个模块中，可以通过手动输入坐标、各台风电机组的特征和阴影受体数据。 

WindPRO 系统一个重要的优点在于它有在屏幕上直接输入风电机组和阴影受体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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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阴影计算方法 

一个给定阴影受体的潜在阴影影响通过仿真计算。太阳相对风机叶轮的位置以及产生的阴影是一年内

以 1 分钟步长进行计算。任何时候如果叶轮（计算中假设其是实体）的阴影在窗上（定义为阴影受体对

象）有阴影反射，那么这个步长就记为 1 分钟的潜在阴影影响。需要以下信息： 

• 风电机组的位置（x, y, z 坐标） 

• 轮毂高度和 风电机组的叶轮直径 

• 阴影受体的位置（x, y, z 坐标）  

• 窗口的大小和朝向，包括方位角（相对于南）和倾斜角（窗面和地面的夹角）。 

• 地理位置（经度和纬度），时区，夏令时信息。 

• 仿真模型，包括地球轨道和相对于太阳旋转的信息。 

 

4.2.1.1 阴影计算模型 

WindPRO 的阴影计算模块中，下列参数定义了叶轮后面阴影传播的角度。 

 太阳直径，D:              1,390,000 km 

 与太阳的距离，d: 150,000,000 km 

 攻角:    0.531 ° 

从理论上讲，直径 45 m 的叶轮后面的阴影影响能达到 4.8 km。但是现实中，由于大气的光学特性，阴

影决不会达到理论 大值。当太阳处于地平线很低的位置时，由于距离太长，太阳还没达到地面（或者受

体）就已经散失。关于多远距离可以看见风电机组阴影，并没有很好的论证；到目前为止，只有德国制定

了这方面的限值（见 4.2.0）。WindPRO 默认情况下，距离是 2 km， 小角度是地平面以上 3°。如果依照

的是德国导则，可以使用下列公式计算与每台风电机组的 大距离。 
 Max. distance = (5*w*d) / 1097780 
其中 w 代表叶片的平均宽度。1097780 由太阳直径得到，减去了补偿因素，因为太阳是圆的而不是方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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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输入阴影影响计算的数据 

首先需要一个背景地图，空白地图也可以。 

如果指定给工程的地图已经有一张或多张，点击地图按钮就可以打开。想进一步了解地图的使用，请

参阅第二章 WindPRO 基础模块。 

请注意，当通过地图输入对象时，选定一个工具的同时按住<shift>键可以将其设为默认工具。这个功

能有助于您输入多个属性相同的对象。 

4.2.2.1 输入风电机组 

参见第二章基础模块，第 2.5.2 节 

4.2.2.2 输入阴影受体 

阴影受体是计算可能有阴影影响风险的对象。 

选择左侧的图标可以输入阴影受体，并将它定位到地图上。 

如果已经用鼠标从工具栏上选择了对象，用鼠标左键在地图上点击，就可以将其定位。 

输入受体的大小和名称等信息后，可以再次激活阴影受体对其进行调整。点击按钮，抓住针旋转，就

可以将其与风电机组对准，或和地图上相关的房屋放在一边。阴影处在“碗”里，而针指示的是窗子方

向。 

关于位置表页，请参阅基础模块第 2.5.2.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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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输入的阴影受体 z 坐标必须与风电机组 z 坐标的参考坐标系相同。如果风电机组输入的是默认值

“0”，输入的阴影受体 z 坐标必须相对于风电机组基础。例如，如果阴影受体的高度比风电机组地基要

低，那 z 坐标就会变成负值。推荐输入的所有对象的 z 坐标都是相对于海平面。 

阴影受体用以下信息描述： 

 “窗子” 在地平面以上的位置和大小（高度和宽度）。 

 “窗子”相对于水平面的倾角（可以在垂直、水平和 45°之间选择）。 

 窗子相对于南的朝向（单位是度，正值，朝西）。 

默认参数是对典型窗的标准描述。 

另外，可以选择“温室”模式。那么受体就不会只朝向某一特定方向，而是朝向所有方向。如果受体的

实际属性未知，或者房子很多方向都有产生闪烁影响的风机时，这个模式很有用。 

 
这个图显示了上述信息的数据输入表。 

4.2.3 阴影的计算和输出 

点击 SHADOW 旁边的绿色箭头可以激活计算模块（如果箭头是黄色，说明您没有该模块的注册许可

证——请联系 EMD）。当选择计算以后，会给出一些选项供您对计算进行设置。 

4.2.3.1 阴影 – 计算设置 

主表页: 计算名称: 输入唯一的描述性名称，可以区分同一个工程中的不同计算。 

风电机组: 可以定义次范围中包含的风电机组。默认情况下，所有看得见的（在所有可见图层中）风电

机组都被选中。图层和单独的风电机组既可以被选中，也可以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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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影设置： 

表页上部是计算界限，如果阴影漫射时就不再认为它是干扰。 

依据 4.2.0 部分 4.2.1.1 部分描述的德国导则，只有太阳被叶片遮住至少 20%时才考虑闪烁。选中这个

复选框，WindPRO 就会根据风机目录中的叶片宽度数据来计算必须计算闪烁的地方与风机的 大距离。超

过这个距离，风机就不会对其产生闪烁影响。这就要求风机目录中必须有特定风机的 90%叶片宽度的半径

和 大叶片宽度的数据。 

另外，如果没有具体风电机组的数据，可以输入一个固定的 大距离（默认是 2000 m），或选择没有

限制，也可以为每台风电机组设定各自的距离。单独设置时可以使用一台风电机组距离圈（见第二章

2.5.2.5）。 

同样可以设置太阳在地平面以上的 小角度（默认值为 3.0°）。如果太阳角非常低时，光线需要穿越

更多的空气，从而太过散漫而不能形成连贯的阴影。 

表页下部是 坏和实际情况。 

可以选择只计算“ 坏情况”（也叫做 坏情景阴影），也可以设置一些统计参数来计算“受气象影

响的可能阴影”（也叫做实际阴影）。请注意，如果计算实际阴影，报告中会自动包含 坏情景阴影计

算。 

可以设置两个统计参数： 

1．运行时间统计。一年中不同风向时风电机组的运行时间。如果同一工程中已经计算了发电量，那就

可以链接到这个计算。然后开始时会采用 WAsP 或 METEO 计算，给出每个风向扇区可能的运行时间。运

行时间统计也可以手工输入，或者从模板中载入。示例模板可以从丹麦或德国获取。 

2．阳光概率统计。指的是白天有阳光时间的百分比（从日升到日落）。这个统计在每个点都有很大的

不同，推荐使用附近气象站的统计。阳光概率也可以手动输入，或者从模板中载入。演示模板可以从丹麦

或德国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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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影受体与区域： 

在 “阴影受体与区域” 中可定义计算点和区域。表页上部可以选择是否要计算阴影受体，如果计算，计

算哪些。如果因为某些原因不想在计算中包括某些阴影受体，就可以取消选择。 

可以检测受体是否真的能看到风机。每一个受体 ZVI 计算的分辨率可以在框中设置。默认格网尺寸是

10 m，但是如果想进行详细的计算，包括栅栏和阻挡的房屋，那么可以减小网格子尺寸（但计算速度会减

慢）。 

表页下部可以选择和定义阴影闪烁。可以直接通过地图上的球状按钮选择计算区域，也可以通过给出

距离中心点每个方向的距离的 4 个域来选择。对于计算中的高度模型，可以使用固定高度（z 值，周围区域

地面平均高度），也可以使用线条对象高度。后一个更准确些，即使高度波动超过大约 5-10 m 时也可以使

用（但是会更耗时）。 

阴影地图计算非常耗时。对一整年的模拟是将每个节点放在一个矩形格网里，然后再画出等值线。分

辨率可以设置为“粗略”，“正常”或者“精确”。如果计算采用的是“粗略”设置，会花费几分钟；如

果使用的是“精确”设置，则会花费几小时。通过选择“编辑”，可以检查或修改不同参数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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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选择“在…显示结果”，就会在地图上生成一个闪烁影响的栅格结果图。如果只计算 坏情

景，就会弹出上面的对话框。否则，结果图层显示的就是实际的阴影影响。 
 
ZVI: 
WindPRO 将 ZVI 和 Shadow 计算结合起来，剔除了受体看不到的风电机组的贡献。在阴影图中也是

这样，只包括那些计算格网点中可以看到的风电机组。 

为运行 ZVI 计算，必须要有一个包含等高线线条对象的高度模型。用区域对象定义块状元件，如森

林、村庄，也可以包括障碍物。 

观察者在地面以上的高度通过“视线高度”来设置。 

要了解 ZVI 计算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4.3。 

 

4.2.3.2 阴影 – 计算 

在计算设置中点击“确定”后，计算自动开始。请注意，计算时间取决于参数设置。因为计算在后台

运行，所以在计算执行中可以继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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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3 阴影 – 打印输出 

 
计算完成后，所有可打印报告清单会出现在屏幕上（如上图）。 

SHADOW 支持下列六种报告类型： 

1．主要结果 

表示每个阴影受体的 大天文阴影或实际统计阴影影响的小时数（以及" 差日"的分钟数）。另外也

可以生成每台风电机组每天产生阴影的小时数，包括实际和 坏的两种情况。 

2．日历表 

展示每个阴影受体以下信息的日历表： 

一年内每天的日升和日落对应的当地时间时刻表（例如，对时区和夏令时进行矫正） 

表内包括一年中每天内何时会产生阴影影响，每天内阴影影响的总小时数，以及阴影影响开始和结束

的时刻（请注意，如果阴影影响由多台风电机组产生，那么从开始到结束的时间就会比影响的总小时数

长）。 

开始和结束时分别对应的产生阴影影响的风电机组数目。 

逐月的可能影响的总小时数。 

由于阳光概率和运行时间概率引起的减少。 

3．图形日历表 

显示出什么时候（小时和月份）哪些风电机组可能产生闪说问题（ 坏情景）。可以决定对每个受体

输出一整页，或每页上输出 6 个受体。  

4．每台风机的日历表 

与常规日历表类似，但针对某台风电机组，说明它何时产生闪烁及何时结束。这种日历表的目的是为

了防止闪烁问题而选择使风电机组停机一段时间。  

5．每台风机的图形日历表  

与受体的图形日历表一样，表示风电机组何时会产生闪烁。 

6．地图 

一幅地图反映的是风电机组和阴影受体，如果已经对它们设置了计算，那地图反映的就是讨论区内阴

影影响的等值线。可以自由定义等值线的下列属性：线条数，数值，颜色以及线条宽度。 

7．结果到文件。 后，可以打印计算结果。日历结果以.txt 格式输出，用于其他形式表示或继续计算

（输入到电子表格）；阴影等值线图以 shp（shape）格式输出，用于 GIS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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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栏显示如果打印整份报告将会有多少页。 

如果计算完成，状态指示器会变绿，如果计算完成后计算前提已经改变，指示器会变成红色。每一个

计算前面的红十字表示计算的数据已经不存在。但仍然可以打印出报告。 

请注意，如果双击报告名称，屏幕上就会自动弹出报告。 

在计算标题栏或者计算报告上点击鼠标右键，就可以进入下列部分：重新计算，编辑计算假设，改变

打印的设置或者在屏幕上预览报告。 

在打印设置菜单下的报告标题上点击鼠标右键，就可以选择打印哪些页。同样，可以定义输出页面的

布局（参见下列图中的例子）。 

 
每个对象左侧有个复选框，可以点击它从而选择或取消选择这个对象。点击报告名称，可以进入选定

报告的设置页面。可以在此处输入选定报告的详细资料，例如，需要日历表输出的阴影受体，打印报告使

用的地图比例尺，地图上包括哪些内容，包括哪些地图等等。 

关于打印等值线：点击表页"阴影地图"，可以选择等值线设置（颜色等）。 

也可以打印栅格颜色，而不是等值线（或同时打印）。点击下图设置按钮 ，激活复选框。通过这个

功能，甚至可以生成一张地图，其中既包括每年 大小时数（线），也包括每天 大分钟数（栅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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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ZVI – 视觉影响区域 

4.3.0 ZVI – 引言 

ZVI 是 WindPRO 的一个模块，可以计算并记录风电机组的景观视觉影响，即辨别哪些点可以看到一台

或多台风电机组。例如，程序可以计算给在定区域内能够看到给定风电机组的区域所占百分比。ZVI 计算

同样也可以处理几个风电场的累积视觉影响（见 4.3.4）。 

通常，关于视觉 大可接受的风电机组并没有被认可的标准，而事实上，针对这一问题制定可操作的

定义非常困难。 

ZVI 计算经常在讨论当地或区域内风电机组规划时使用。对于特定工程，ZVI 分析可以为工程环境影

响评估提供部分背景资料。 

当评定备选工程或风电机组计划提案时，ZVI 分析特别有用。 

4.3.1 ZVI – 计算方法 

计算基于由数字等高线建立的数字 3D 地形模型。此外也可以包括局部障碍物物和表面（例如，森林地

区）。简而言之，就是从计算点朝向每台风电机组顶部，检查光线是否被地形、表面（有已定义高度）或

局部障碍物遮断。然后统计没有被遮断的光线数。计算中也会考虑地球曲率。需要的信息如下： 

 风电机组坐标位置(x,y,z) 

 轮毂高度和风电机组风轮直径 

 数字等高线图（通过线条对象，参阅 2.8） 

 局部障碍物（WAsP 格式，只包括孔隙度低于 0.3 的障碍物） 

 定义了地上高度的表面对象（森林，城市），在区域对象中定义 

4.3.2 ZVI –计算输入 

首先需要一个背景地图，空白地图也可以。 

如果指定给工程的地图已经有一张或多张，点击地图按钮就可以激活。想进一步了解地图的使用，请

参阅第二章 WindPRO 基础模块。 

请注意，当通过地图输入对象时，选定一个工具的同时按住<shift>键可以将其设为默认工具。这个功

能有助于输入多个属性相同的对象。 

4.3.2.1 输入风电机组 

（参阅第二章基础模块，第 2.5.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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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2 输入数字等高线 

在线条对象输入数字等高线，可以载入一个含适当格式的等高线数字文件，也可以用鼠标直接在屏幕

上数字化。 

详细指导请参阅 WindPRO 基础模块的 2.8 章。 

4.3.2.3 输入区域对象 

这个过程与输入等高线类似，唯一不同在于区域对象表面输入的是闭合多边形。 

详细指导请参阅 WindPRO 基础模块的 2.9 章。要注意必须选择区域对象，才能在 ZVI 计算中生效。 

4.3.2.4 输入局部障碍物 

局部障碍物使用 WAsP 的障碍物按钮在屏幕上绘出。障碍物尺寸通过拖拉对象来定义（点击第一个顶

点并拖拉，从而确定障碍物的长度，然后再点击第二个顶点并拖拉，确定障碍物的宽度， 后双击来结

束）。 

一旦确定了对象位置，就会弹出下面定义高度和孔隙度的窗口。 

 
注：计算中包括的障碍物 小孔隙度为 0.3 的话，则是“实心体”，它会遮断到风电机组的视线。如

果障碍物孔隙度更高，可以看成透明体，即通过障碍物可以看到风电机组。 

4.3.3 ZVI – 计算和打印输出 

点击 ZVI 旁边的绿色箭头可以激活计算菜单（如果箭头是黄色，说明您没有模型的注册许可——请联

系 EMD）。在计算菜单中，可以设置不同参数。 

4.3.3.1 ZVI – 设置和计算 

计算名称：同一工程中有多个计算时，输入名称有助于分辨。 

接着，如果只想对选择的一些风电机组进行计算，可以删除其他风电机组。 

计算中的主要参数在下列窗口中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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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设置 ZVI 计算中的以下信息： 

手工定义计算区域：选择 ZVI 计算区域可以通过一个中心点和计算范围确定。其中位置中心是一个有

效定位点，也可以输入一个坐标点作为计算中心。 

计算区域的图形定义：点击球状按钮可以临时返回“地图及对象”，并给出一个矩形，可以用它定义计

算范围。 

给出相关面积选择的通用建议是很困难的。它既可以是一个想避免受太多风电机组视觉影响的面积，

也可以是一个县内能看到给定数量风电机组的面积，也可以是风电机组旁边需要研究视觉影响的面积。换

句话说，需要开发商和相关管理部门直接参与对面积进行定义。 

分辨率：设置计算网格尺寸。小区域（ 大 5 x 5 km）的合理分辨率是 25 m，而大区域（如整个国

家）的分辨率大约为 100 m。 

观察者的视线高度：行人的“ 大”高度应该是 2 m。如果从汽车中观察，高度 1 m 更为合理。1.5 m 是

折中值。 

风电机组高度：可以选择是否只能看到风电机组叶片 顶端，或者至少看到轮毂时算是可见。当叶尖

高位置覆盖了整个视觉范围时，搜索明显可见区时应选择轮毂高度。 

局部障碍物：包括 大孔隙度为 0.3 的障碍物。如果由于可能的视觉影响减少而专门修建一个局部障

碍物，那么它应该包括在计算中。ZVI 计算中不必包括那些只为计算发电量而单独修建的障碍物，例如有

一排落叶树，冬天时可以透过它们看到风电机组。 

计算标准 ZVI（每台风电机组）或累积影响（每个风电场）：决定是否要单独针对每台风电机组计

算，或者是否计算整个风电场。ZVI 计算不能同时使用这两个选项，只能选择其一（参阅 4.3.4 累积 ZVI） 

区域对象：表示计算中包括哪些区域对象。如果调查区域内有森林或村庄，应该将其数字化成区域对

象。带高度的区域要添加到等高线上面，因此可提供重要的可见性信息。请注意，如果在位于一个高度大

于观察者的区域“内部”，那么假设所有风电机组总是可看见的（如果从一个村庄内部看可能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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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非常详细的计算，就需要给村庄定义更详细的信息，例如，每个房子和树木都必须定义成区域对

象的局部障碍物物或小区域）。 

保存结果文件：使用 WindPRO 可以用地图展示结果。即使没有打开这个选项，仍然可以打印 ZVI 地

图，因为结果和报告一起存在当地计算机中。 

自动生成结果图层：ZVI 计算完成后，可以用这个选项在地图中自动插入结果图层对象。计算前可以

选择颜色设置，但是随后选择结果图层对象的"属性"时颜色就会改变。 

高级：点击“高级”按钮，可以为一定距离外风电机组的可见性设定权重。它可以模拟很远处风电机组

的极小视觉影响。 

4.3.3.2 ZVI – 计算 

确认这些计算设置后点击 OK，就可以开始计算，也可以保存起来以备后用。计算速度非常快，即使

是非常大的区域也只需要几分钟。 

4.3.3.3 ZVI – 打印输出 

计算完成后，屏幕就会出现可以打印报告的清单。 

 
ZVI 计算模块有两种不同报告： 

1. 概要报告，给出计算假设和视觉影响结果区域，划分为能看到不同数目风电机组的区域。这些信息

在评估不同微选址的可见性时很有用。 

2. 带风电机组位置和栅格图形的地图，显示影响区域和影响区域内给定位置能看到的风电机组数量。 

注：双击报告名称，屏幕上会自动出现报告预览。 

右击计算标题或某个计算报告，可以重新计算、改变计算假设、改变打印机设置，或在屏幕上预览报

告。 

右击报告标题，可以选定打印哪些页以及页面布局。参阅第二章基础模块第 10 部分“结果 – 图层对象”

的总述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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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4 结果图层中 ZVI 的显示  

使用结果图层可以显示 ZVI 结果地图。这种情况下在结果图层浏览器中必须选择生成的.ear 文件。参

阅第二章 2.10。 

4.3.4 累积视觉影响区域  

累积 ZVI 可以用来比较同一区域内多个风电场的视觉影响。比如计划在已有风电场旁边开建新工程，

或者几个工程在同一区域内竞争，可以使用这个方法。 

累积 ZVI 是将风电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计算，而不是针对风电场内的单独风机。 

4.3.4.1 输入数据 

每个风电场都要定义为一个单独图层，以图层名称作为风电场名称。默认情况下，同一个图层的风电

机组的累积影响被认为是一个风电场的。 

尽管理论上进行大量风电场计算是可行的，而且对于特殊计算任务是有意义的（见上一段），但是只

有风电场不超过三个的情况下，计算才容易解释。 

在 ZVI 计算中，应该选择复选框“累积影响计算”。而不应选标准计算复选框。另外，有一个选项可以

限定计算中使用的到每个风电场中心的距离。如果输入是“0”，ZVI 计算的就是整个区域。 

4.3.4.2 输出 

输出的地图结果显示了不同风电场的可见区域。 

与标准 ZVI 计算相比，图例表示的不是可见风电机组数量，而是哪些风电场可见。例如，它可以单独

显示风电场 A 的可见区域，然后再显示风电场 A 和 B 或 A 和 C 或其他的可见区域。 

图例分类显示了不同风电场所有可能组合的可见性。n 表示风电场的数量，那么组合数就有 2n，例

如，有 3 个风电场，图例中就有 8 个分类。 

 
另外，所有图例条目显示都可以进行增加或移动操作。如果只想看区域内能看到风电场 A 的区域，就

可以把其他颜色都设置为白色（即在地图上不显示），只剩下希望显示区域。与此类似，如果想显示能看

到所有风电场的区域，就可以把除 后一个的其他图例设为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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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影响计算 – 计算相邻干扰 

4.4.0 影响计算模块简介 

“影响”是计算模块名称，它计算每个邻近区域在计划的风点工程中所受的综合环境影响。 

可以计算项目的如下： 

噪声 

阴影闪烁 

视觉影响区域(ZVI) 

可以插入一幅位图照片，通常是一张朝向风电机组的房屋照片。 

除了计算结果，打印输出中也包括单独影响（干扰）类型的解释和有效法律控制限值。 

4.4.1 影响计算 – 计算方法和设置 

计算描述可以参见本章的 4.1 (噪声)，4.2 (阴影) 和 4.3 (ZVI)。 

这个计算模块的独特性在于每个邻近区域所有环境影响的计算结果都包含在一个单独的打印输出中。 

噪声和阴影计算的设置和前面噪声（DECIBEL）和阴影（SHADOW）的计算设置一样。 

ZVI 计算中所使用的点和噪声计算使用的点相同。 

 
对于每个邻近区域的计算中只有“专用”操作与对象是配对的，可以在下列窗口完成。如果把同一个对

象名称赋给噪声敏感区、阴影受体和照相机（通常是邻近区域地址或名称），“自动创建邻近区域清单”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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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就会自动将它们匹配起来。另外，也可以单独添加邻近区域，使用下列的格式手动匹配。此处可以加上

图片说明和页面注释。这可以是对邻近区域整个环境影响的评价。 

计算为包含的每个邻近区域提供一个页面，一张风电机组、邻近区域和照相机位置图。 

模块描述中可以看到打印输出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