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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WindPLAN – 介绍和步骤指导 

7.0.1 WindPLAN 介绍 
在居民区附近以及自然保护区内建立风电场或安装单台风电机组都会对自然景观产生很大影响。对不

同环境影响做出快速准确的评价分析需要复杂的方法。开发 WindPLAN 工具的目的是在进行详细的环境影

响评价分析及考虑其它相关方面的基础上完成空间设计规划。 
 
对于一个地区如何发展的政治判定上，空间设计规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问题，它包括诸如基础设

施、城市化等在内的许多要素。近年来，许多国家的风电的设计规划已经成了空间设计规划中非常重要的

一部分，并且随着风电机组尺寸的增大以及风电机组技术的持续发展，这一方面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以

保持清洁能源的增加与景观保护之间的平衡。由于对景观的视觉影响作用，风电机组的规划显得尤为重

要，但同时也受规划设计中其它许多方面的影响。 
 
可以将 WindPRO 中的 WindPLAN 模块作为一个工具箱看待，它能帮助设计者以某种方法去完成设计

规划的主要部分，而这种方法是其它方法诸如 GIS（地理信息系统）工具不能完成的。这是因为

WindPLAN 模块主要针对在风电机组设计中所要考虑的几个特殊的方面。 
 
其中一个例子是风资源。如果设计者仅仅看到了各方面限制而没有考虑风资源，那么设计结果有可能

是可利用区域的风能资源比较贫乏，将不能够建设相应的工程。也可能工程比较差，需要安装两倍于考虑

了风资源情况下设计数量的风电机组才能实现政府目标。 
  
另一个例子是设计中需要考虑风电机组的尺寸。一个地区可能不适合安装大型风电机组，而适合安装

中型风电机组。 
 
应用 WindPLAN 工具箱，将有可能受益于多年的风电规划设计经验。丹麦北部的日德兰半岛可能是世

界上单位面积拥有风电机组 多的地方，而我们与该地区有着非常密切的合作，并且与具有灵感的合作者

合作进行工具开发，而这些工具已经在设计过程中应用多年。EREN 是西班牙 Castalia y Leon 当地的设计

权威，它在 2000 年设计一个由 Altener 资助的项目时同样得益于拥有灵感和良好合作关系的伙伴。 

7.0.2 WindPLAN 步骤指导 
注意，该步骤指导与 WindPRO 手册中其它一些相似的步骤指导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必须将

WindPLAN 更多地看成一个工具箱，而其中有许多不同的设计规划方法。因此它更像是一个“特征清单”

以帮助进行后备工作和选项列表。 
 

 建立数据。数据建立是以设立冲突检验（环境和利用保护距离）和限制（技术上的限制，例如无法

进入区域、无线电链等）为目的而进行的区域对象设计规划。Natura 2000 con 等互联网络资源通常能提供

可输入数据。在输入数据之前，建立或者载入描述性文件（以.lty 为后缀名文件）能节省许多工作量。 
 利用保护数据在区域对象中设置保护距离。运行冲突检验以确定风电机组规划区域的可行性（以及

限制性）——需要经常调整距离要求和区域数据，这是一个时间较长的过程。在 7.7 节中也可以看到包括

调查得到的对鸟类影响等一些内容。 
 在新区域对象中导入冲突检验的计算结果（.ear 文件），以作为风电机组区域位置的可能性基础。 
 后执行可见度计算——这里需要线条对象中的等高线。可见度计算能够产生更多限制区域，这些

区域往往需要在区域对象内进行数字化（或者导入）。 
 如果风资源必须考虑在内，就需要计算风资源地图（见第三章），以及/或者从其它资源中导入或

数字化形成一个区域对象。 
 分别给不同区域对象赋予区域影响限制数值。 
 在可以实施加权风资源规划的地区建立风电机组区域对象。建立加权风资源设计与各种限制的判定

表格，并计算。由于中间行政讨论会细化判定基础，因此时间过程可能较长。例如当把涉及降低污染的政

治目标包含在内时，减排帐目工具将包括在此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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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风资源设计规划（包括可行性的风电机组区域地图， 终将基于判定表格进行加权）建立在地区

水平上时，那么在局部区域水平上将能够做得更加精致。不同影响区域可根据更多详细资料进行分析，包

括地形剖面工具或者 WindPRO 工具包里的其它工具，尤其是可见度工具对于阐明不同工程建议是非常有

效的。 
 大的和小的区域地图都能用地图编绘器进行设计，以备将其与风资源设计规划文件（以 word、

publisher 或其它报告软件工具制作）相结合。地图制作者可以用地图编绘器进行符号、图例、地图尺寸、

分辨率以及颜色各项设置，使将来能打印出高质量的专业地图。 
 
下面给出利用某些 WindPLAN 工具设置规划程序的一个更加示意性的方法。 
 

 区域性 WindPLAN 开发过程的可能步骤 
1 预研究：区域内的相关规则 (来源于规划法律等)。描述感兴趣区域的数据（通常是校

准过的）是否能够像 GIS 数据一样可用？背景地图及风资源地图同等重要。 后，数字化

的等高线是非常有用的。 
2 查找或者假设风电机组规划设计的保护距离及区域之间的相关性(景观类型)。 不同景

观类型的保护距离可以被分成要求型、反对型和建议型。 
3 以上述通过 GIS 数据资源或者手动数字化所得到的区域对象数据为基础建立数据库。 
将保护距离添加到景观类型描述中。 

4 生成冲突检验地图，将会产生一个.ear 文件供进一步应用。 
5 可见度计算可以作为制定限制性措施的补充——必须定义可见度（以及 ZVI）区域对

象的相关特性。  
6 按照不同限制性等级定义区域对象——相关数据可以从以下计算结果中导入：冲突检

验计算结果、 可见度计算结果、不合理性检验结果、基于“政治”因素考虑的手动数字

化。 
7 生成、导入或数字化风资源地图，将风资源（平均风速）划分为不同时间间隔。 
8 建立相对风资源的加权限制等级判定表格，并计算“加权风资源规划”。这一部分需

要与政治家以及社会公众互动。 
9 通过"填充"风电机组或仅从计算结果中选取某些区域进行发电量的粗略估算来评估该

风能规划区域的潜力。基于风资源图的发电量计算可以添加到发电量预测研究中。 
1

0 
接入电网的可能性（及成本）可能降低可行性（目前还不是 WindPRO 软件的一部

分，但正在开发电网计算模块）。 
1

1 以更局部区域的规划问题、调研、计算以及可见度等为基础的“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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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WindPLAN – 设计所需数据 

7.1.1 WindPLAN 中使用的对象 

区域对象是所有规划计算的“核心”，它可以输入区域（多边形）数据、线条数据或点数据。线

条数据和点数据需要在输入时给定宽度或半径，因此这些类型的数据可以按多边形对待。 
 

 
 
首先，必须通过选择工具栏中的对象，点击地图来建立一个区域对象。将“目的”设置成

“WindPLAN 冲突检验”。如果必须进行可见度分析，之后（或同时）选择“ZVI ”和 “WindPLAN——

用作可见度分析的输入”选项。 
 

 
风电机组区域对象是区域对象的特殊变种，尤其是在以优化设计和 WindPLAN 为目标时。风电机组区

域对象用来定义计算区域，并 终用来定义资源与限制加权风资源规划关系的判定表格。进一步说明请参

照本章的 7.4 节。 

7.1.1.1 区域对象——定义或编辑景观类型 

 
 
区域类型可以在导入或者数字化该区域之前定义。进入到“区域类型”表页中选择“载入/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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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会出现一些景观类型文件（*.lty 文件）。对于对象的简单检验，可以选择“森林_村庄_水体”文

件。 
 
如果图层定义文件（适合于您的数据用途）已经存在，那么就可以将数据导入以节省设置定义文件的

许多时间。在 WindPRO Data\Standards 文件夹中可能保存有预定义的景观类型定义（.lty 文件）或者可以

从其它区域对象中导入。 
 
下面展示的是如何建立/编辑用户自定义景观的例子。 

  
 
选择“编辑”表页打开编辑界面，将“森林”类型高亮显示，然后点击“编辑区域类型”。 
 
此时将会出现一个包含各种目的的表页，选择“WindPLAN 冲突检验”。 
 
保护距离（含三个不同设置）：可以插入数值以及公式来设置三种不同保护距离。 
 
要求——通常来自政府规划法规，必须满足。 
 
可排除的——某些条件可以排除，例如到森林的距离。 
 
建议——并不是真正的距离要求，但作为建议经常被用到。例如到道路的距离经常作为推荐项。 
 
点击编辑按钮进入公式和距离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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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给出了一个输入距离标准的例子。在上半部分，可以输入一个简单值（距离以米为单位）。同时

也可以输入一些简单的算法，如 4 * HH（4 x 轮毂高度），这里仅可以用在右侧窗口中出现的缩写变量。 
 
条件距离判据：此项经常可以看到，例如，按照距离判据，一个湖泊的大小将决定它是否将受到保

护。 
 
如果输入了多个距离标准，那么这些标准可以在列表框中显示，见下图： 
 

 
 
当然，建立许多与大量景观类型匹配的判据本身就是一个琐碎的工作。因此，我们不断努力改进预定

义的类型数目来匹配不同的数据源，请看下一部分。 

7.1.1.2 区域对象——预定义景观类型 

WindPLAN_Areal InformationsSystemet_LUATYPE.lty:  
该文件是一个用来从丹麦资源网站载入 GIS（GIS —— 地理信息系统）数据的定义文件。该网站

（http://ais.dmu.dk/）可以提供 shape 格式的文件数据（免费），包括整个丹麦的详细地形分类。在输入

已下载的地形文件数据之前，加载景观类型定义文件将能够自动进行区域分类定义，用以满足 WindPLAN
的设计目的。注意，您必须选择用 LUATYPE 数据库面板成批处理已输入的 shape 格式文件数据。 

 
WindPLAN_LandscapeTypes_Danish.lty: 
该文件是一个具有 24 个区域分类（例如：邻域、机场和大自然）中不同类型的不同距离判据的定义文

件（丹麦语）。该距离判据按立法程序处理。对于特殊要求的立法资源可以在打开文件时的注释面板中找

到。注：关于其它国家的定义文件将在今后开发。 



318  •  7.1. WindPLAN – 设计所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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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PLAN_ForImportOfConflictResultsIntoAreaObject.lty: 
该文件用来将冲突检验结果输入区域对象（参照 7.2 部分和 7.2.3.3 部分）。当您要做一个风资源的加

权风资源设计并且要利用冲突检验结果作为保护区域（可参照 7.4 部分）时，可以应用该文件。 

7.1.1.3 区域对象——数据数字化 

数据数字化可以在载入的背景地图基础上用鼠标在屏幕上手动进行，详细资料见第 2 章（基础模块—

—区域对象） 

7.1.1.4 区域对象——数据输入 

规划数据（或其中某些数据）通常是可以从诸如当地政府部门获得的 GIS 数据。可以输入的格式包

括： 
.dxf – AutoDesk 文件 (AutoCAD 输出格式) 
.shp – shape 文件 (ARC View 或者 ARC Info 格式) 
 
请注意：一个 shape 文件的目录可能由点、线条或多边形数据构成。然而，区域对象的所有数据都必

须是多边形数据，因此点数据或线条数据可以通过用户自定义的半径（点数据）或者是线宽（线条数据）

转换成区域。 
 

 
 
从输入/输出表页点击输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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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Ebeltoft”例子中一个具有森林类型的.dxf 文件对一个小范例进行试验，参照上图。 
 

 
 
数据坐标系必须已知。 
 

 
 
点击 ok 按钮，数据将出现在地图上。 
 
注：数据仅从.dxf 文件加载到新生成的景观类型文件中，以.dxf 文件命名。之后可以定义景观类型，或

者将数据合并入另一图层。 
 
对于.shp 文件，还有更多有效快捷的输入方法。详细资料见第 2 章：基础模块——区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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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与设计有关的数据和计算概述  
规划所需的数据取决于应用哪一种设计规划工具以及在哪个地区/国家实施该规划，因为它们的景观类

型不同，法规也不同。下表显示了不同计算类型需要考虑的典型景观类型（用 x 标注）。 
 

景观类型 保护

距离 
ZVI-影

响 
可见

度 
限制级别 (加权设计规划) 

区域内 缓冲区 

城市区域      

 - 村庄 x x x  x 

 - 附属建筑物 x  x  x 

 - 夏季居民 x  x  x 

 - 野营或者运动区域 x    x 

道路、铁路、机场、网格

线 x  x  x 

森林、防风带、树木 x x   x 

水体     x 

 - 开放性海洋 x     

 - 海湾 x     

 - 湖泊 x     

 - 河流 x     

古建筑区、教堂等 x    x 

自然保护区 x   x x 

军事区域 x     

通讯线路 x     

动物，包括其迁徙路径 x   x x 

植物区系/动物区系 x   x x 

山脉（陡峭的高山）或者

其它建筑方面限制条件 x     

等高线  x x   

风资源地图    x  



7.2. WindPLAN - 冲突检验 •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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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WindPLAN - 冲突检验 

7.2.1 冲突检验中的计算方法 
如今，一些国家用法律详细规定了村庄中从风电机组到其它技术或文化对象的 小距离要求，例如，

机场、房屋、道路、教堂和历史古迹等区域。这些对象的位置和范围可通过地理信息系统（GIS）这种数

字化的矢量地图获得，或者可以用传统 WindPRO 程序在纸质地图上进行手动数字化。为处理这种数字格

式数据，开发了一种方法用于计算机辅助 “冲突检验”——识别与法律要求冲突的风电机组以及/或者在识

别那些针对特定风电机组尺寸（如果风电机组尺寸影响了要求）可行的风电场开发区域。该方法同时处理

所有的法律要求，并将这些要求归为三组： 
 
要求项 
排出项和 
推荐项 
 
距离判据可能会作为某些特征的函数输入，如风电机组尺寸（例如轮毂高度、转子直径）或对象属性

（例如森林面积或高度）。 
 
可以进行下述两种不同类型的冲突检验计算： 
个体检验（已存在的或特殊设计的风电机组） 
整个区域检验（在指定的网格分辨率下），此时可以通过一个风电机组区域对象（任意形状）或者是

形状对象（矩形）进行区域确定。 
 
“风电机组检验”是用风电机组实际的几何数据进行冲突检验，同时生成报告，包括风电机组尚未满

足的所有距离判据。“区域检验”是在选择区域内对已给定了限制距离的所有区域数据进行处理。利用用

户自定义的网格分辨率，通过固定风电机组尺寸进行冲突检验。 
下图是 WindPLAN 冲突检验算法的总体概括。 
 

确定风电机组或点

的位置 

设定多变形（区域）的

距离要求 

计算距离要求 

计算从风电机组或点到多变

形的 短距离 

是否满足要求? 

所有多变形都计算了吗? No 

No 

保存结果 

No 

Yes 

开始 

所有 WTG/点都计算了吗? 

Yes 

结束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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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冲突限制实例 
 

丹麦对于风电机组规划的限制 
EIA 报

告章节
*) 

类别 限制条件 可排除条件 建议/说明 

2 邻近物体或区域 4x 总高度 
 

只针对风电机组所

有者 
 

2 邻近物体或区域  500 必须调查视觉影响 
2 风电机组尺寸   风轮直径和轮毂高度的差 大

为 10% 
3 古代的墓地 100   
3 教堂 300 3000 对有些规划，风电机组位于

3000 米范围内需要专门分析 
3 其他风电机组 必须调查视觉

影响 
2500  

5 饮水栖息场所  300  
5 ？区域（自然）  0  
5 ？区域（堤坝）  0  
5 岸边  300  
5 湖与河  150 只有当大与某一范围时 
5 森林  300 只有当>20 公顷 
5 著名自然景区的指定区

域 
0 区域附近  

5 欧盟生态指标 不允许降低生

存标准 
区域附近  

6 空中交通 >150m 总高度 >100-150m 总高度 
- 详细评估 

 

6 机场  5000 必须征询空中交通主管部门意

见 
6 通信设施  300 查阅规程 
6 防卫设施（军事）  12000 必须征寻军事部门意见 
6 高压线   不同城市有不同要求 
 高速公路   同上 
 主要道路   同上 
 小路   同上 
 铁路   同上 
注：距离单位是米 

 
*) 丹麦环境影响评估（EIA）报告可以在下面的链接中找到（目前只提供丹麦语）。 
http://www.ens.dk/graphics/ENS_Forsyning/Vindmoeller/DrejebogVVMvindmoeller140202.pdf 

7.2.3 冲突检验中有关的计算设置 

7.2.3.1 冲突检验计算的相关数据 

 
WindPLAN-冲突检验计算要求输入的数据按照分析类型执行： 
 
风电机组检验要求：区域对象数据和风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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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检验要求：区域对象数据、风电机组面积（或者形状工具） 
 
地理距离判据数据：区域对象数据 
在冲突检验计算中使用的地理信息数据保存在许多区域对象内（即距离判据和相关的多边形数据）。

每个区域对象必须包含有效的区域类型定义，用以描述区域对象内每个图层的不同距离判据类型。 
 

 
 
上面两图所示的是 GIS 数据输入一个区域对象的例子。红色显示的图层（1110-1210）是城市区域。

它们有一个保护距离 4*TH——即所考虑的多边形外部界线到考虑安装的风电机组距离小于总高度的四倍的

距离范围内不能安装风电机组。而且模型假设，如果输入一个保护距离，那么就不能在该多边形区域内安

装风电机组。此外，在以上城市区域有一个免除距离判据，该判据距离为 500 米。对于城市区域，没有可

用来输入的推荐距离。请注意，不同图层也需要输入图层高度。 
 
注意，在区域对象数据中有两个变量可以用在冲突检验表达式中：LA 指的是特定多边形的大小/面积

（它可以用来排除/包括大于某特定面积的区域）。LH 指图层高度。 
 
分析对象：风电机组、风电机组区域或“形状工具” 区域 
为了执行冲突检验计算，必须生成下列其中一项： 
 

1) 已有风电机组或新风电机组 
2) 风电机组区域对象 (通常用来选择“不规则”区域) 
3) “形状工具”区域 (用来选择矩形区域)  

 
每个计算设置可以接受任意多台风电机组，但是只允许有一个风电机组区域对象或形状工具对象。如

果想分析更多区域，可以选择在风电机组-区域对象中产生更多区域或者是执行多个计算。 
 
borders   Shape Tool Area

WTG-area with borders of 
the municipality  

 Turbines

 
 
进行计算 
 
在完成区域-对象配置后，选择一个或多个对象进行分析，那么就要准备进入实际计算步骤中。请进入

WindPRO 计算窗口，选择 WindPLAN（冲突检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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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PLAN

 

7.2.3.2 冲突检验的计算设置 

点击 WindPLAN 冲突计算，就会打开主计算窗口，您将看到一个几乎完全空的主计算页面。请将“目

的”设置为“冲突检验”，然后将出现一个标注为“冲突检验”的新表页。 
 
 

First: Set purpose! 

Then calculation setup appear  

 
 
在“冲突检验”表页中可以选择需要输入的数据。 
  

 
 
区域对象（个体和区域）：是指具有某种保护区域和距离要求信息特征的数字化信息数据。这种原始

区域对象数据可用来进行单个的“风电机组检验”和“区域检验”。当然也可以选择多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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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机组（仅适用于单台风电机组检验）：在冲突分析中风电机组将包含在内。也可选择多个风电机

组。 
 
风电机组区域或形状（仅适用于区域检验）：指的是在 “区域检验”中用来分析的所选区域的风电机

组区域对象或图形工具对象。注意在每个计算中只能选择一个对象，而且，只能使用有矩形边框的图形工

具。 
 
进行数据预处理：进行数据预处理可以加快计算速度——尤其是数据从 GIS 中导入的情况（例如：

ESRI 的 shape 文件）。数据的预处理降低了分析的距离精度，因为在直线上和接近直线的数据点被合并

到一条直线上。点到直线的距离如果低于 2 米就可以进行数据预处理操作。 
 
区域冲突检验的固定参数：该对话框只有在选择了风电机组区域或“形状工具”区域后才能被激活。

该框的设置将全部用于“区域分析”。 
 
轮毂高度，总高度，转子半径，额定功率：仅用于区域检验的风电机组特性。进行区域检验时，这些

特性被用作距离标准。 
 
计算网格的距离：指区域检验计算中各计算节点间的距离。在编辑-对话框中输入某距离值时，计算节

点数目将被估算出来并显示在下面的对话框中。请注意，计算速度直接取决于节点数及区域对象中的多边

形数。对于初始计算，请先用粗精度网格（比如 1000 个节点或更少）来检验计算速度，然后将计算网格的

距离减小到所需数值。 
 
获得 大值：点击这个按钮可以使程序在选择的所有风电机组特性中循环搜索，将得到的 大值输入

到相应的编辑对话框中。 
 
高级：打开一个新窗口，让用户选择分析中将包含哪些特殊区域图层（区域图层来自所选区域对

象）。默认设置是选中所有图层，然而也可以仅选择区域对象中激活的图层，或选择自定义设置图层。注

意，如果选中多个区域对象，那么类似图层将被归为一组——用户点击一次就可以在所有区域对象中选择

或者取消选择一个特殊图层。在有许多 GIS-数据（具有相同的图层结构）已载入到不同区域对象的情况

下，这个特性将非常有帮助。该特性是用来 “在运行多个几乎同样分析的情况下” 减轻创建灵敏度分析的

工作量。 
 

 

7.2.4 冲突检验的计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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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完成后，就可以从冲突检验分析进行结果打印。下图显示的是可以获得的四个报告的清单。报告

数量和报告设计决定于选择的输入对象（或是风电机组，或是 WTG-区域或者是二者）。 
 

  
 
报告以及它们的属性设置配置如下： 

7.2.4.1 冲突检验：主要结果  

 
冲突检验的详细计算结果，包括风电机组地图和/或者选择的计算区域。如果已选择了任意数目的风电

机组，那么将会给出一个风电机组的详细报告——包括不满足的所有判据的详细说明。 
 

 
 
该报告的选项如上图所示。这里您可以设定用来打印输出的地图，例如符号的大小（符号的缩放比

例）和风电机组编号图例的大小（图例的缩放比例）。此外，还可以明确打印输出中包括哪些限制区域。

注：如果取消对“限制区域”的选择，您就可以看到到这些特定的区域转变成“可排除区域”。这是因为

软件保存了所有四个区域状态（限制的，可排除的，推荐的或者是无限制的）。另外，还可以选择在主报

告中是否包括风电机组计算结果和/或区域计算结果。 

7.2.4.2 冲突检验：详细的风电机组 + 区域地图 

整页地图显示的是风电机组或者是区域。这些报告的设置属性与上面描述的“主要结果”非常相似。 

7.2.4.3 冲突检验：文件相关数据 

 
该报告将冲突检验结果以文本文件写入磁盘。如果选中一个计算区域，那么同时生成一个结果图层文

件（*.ear 格式）。可以将某个*.ear 文件导入到一个结果图层，或者选择输入某个区域对象进行进一步计算

（例如：风资源加权的风资源规划）。在“打印”前请设定报告中的文件名（右键点击报告名打开）。 
 
在将*.ear 文件输入到某区域对象或资源图层时，可以使用下面的距离间隔： 
 
 计算区域之外   ∈ (∞; 2） 

不受限区域  ∈ [2; 4） 
 推荐区域  ∈ [4; 8） 
 可免除区域  ∈ [8; 16） 
 受限区域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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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WindPLAN – 可见度 

7.3.1 可见度的计算方法 
可见度是现代风电机组的一个主要问题。现代风电机组的轮毂高度通常为 40-100 m，显然在较远距离

就可以看到。然而，尤其是在有森林和有山坡或者山脉的景观中，许多可见度问题将被这些自然环境所干

扰。在 WindPLAN 可见度计算中，软件计算了指定计算区域（地区）内接于任何特殊的网格点（节点）的

风电机组的可见度。该分析不局限于风电机组，同样可以分析其它要素-例如高压杆塔（在特殊景观中找到

合适路线）。在它的基本配置中，作为结果的可见度地图显示的是被任意指定节点的某个对象影响的总

累积区域，而节点数目在计算精度设定中给定，例如 100 m 的网格精度。 
 
可见度计算模型可以选择进行加权分析。这种情况下，相对于人烟稀少地区，人口稠密地区将会给一

个高权重值。通常权重是根据人口密度来给定的，即每平方公里的居民数。因此，当进行加权计算时，计

算结果是一张地图，显示的是被对象影响的人口数目。相比于远离对象的区域，对象附近的区域对可见度

的影响更敏感，因此模型中还包含距离加权选项。 后，需要说明的一个选项是能看到村外的村庄居民的

百分比。 
 
可见度计算融合了一个修正的 ZVI 模型：ZVI 模型的全面描述见第 7 章，关于修正模型的描述见以下

几页。 

7.3.1.1 可见度模型的相关描述 

 
下面定义用于以下描述中： 
 
对象：在本文中，对象指进行可视分析的物理对象——例如风电机组或高大烟囱。描述对象只需高

度。 
 
观察者：观察者通常是观察对象的人。观察者安排在所有节点上，寻找与对象的可见度联系。描述观

察者时只需眼睛高度（+网格精度）。 
 
ZVI 区域：本文中某 ZVI 区域指给定 ZVI 用途的数字化多边形。ZVI 区域是景观要素，如城市、森林或

湖泊。描述 ZVI-区域仅需要高度。 
 
高度模型：指网格地形模型，通常可以从等高线（矢量数据）载入。 
 
 Area where turbine is not visible 

Landscape object, e.g 
city, house or forest Turbine or other object

Area with turbine visible 

 

模型计算置于某个计算节点的对象的视觉

影响区域。左图中，影响区域用白色显示。计

算影响区域时，把 ZVI 区域和地形高度变化考

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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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ght = 1 

Weight = 2 

Weight = 3 

Background weight = 0 

Observer 

 

可以将视觉影响区域的不同部分赋予不同

权重。左图中，每平方公里不同观察者数目

（例如：人口密度）被作为权重。这里三个不

同的“可见度区域”以不同颜色显示。它们的

高度都为“0”。所有没有进行数字化的“可见度

区域”将被赋予背景权重值（默认值=1）。 

 Observers inside an area, e
forest, might see something
outside the area, but not tro
the neighboring area 

The fraction of observers actually 
able to see out of the area is given 
by the ZVI view variable 

 

当某观察者位于景观要素内（例如城

市），LOS 模型假设要素内部分(0-100%)观察

者能看到多边形之外，还能看到在特殊多边形

内的所有区域(区域被地形高度隐藏时除外)。
如果其它的景观要素(多边形附近的)相对于观

察者和对象高度足够高，那么它仍然可以妨碍

视线。 

 
可见度模型计算对象的可见度。一个点的可见度定义为该点的对象所影响的（权重）区域，并且计算

包括来自山地地形（等高线）和 ZVI 区域（如森林、城市）的影响。该可见度计算包括地球曲率影响，可

见度计算区域的结果可以是以平方公里为单位的测量值，也可以是用户自定义参数的测量值——例如能看

到对象的人数。该计算以计算网格进行。网格大小在计算设置时定义，通常在 50m 到 250m 范围内。 
 
给定对象位置的可见度用下面关系式计算： 

( ) ∫ ∫ ⋅⋅=
max

min

max

min

 ),(),(),,,(,
y

y

x

x
oooo dxdyyxWeightyxViewyxyxLOSyxVisibility  

式中：Visibility(xo,yo)是加权可见度区域，单位为平方公里。 
x0,y0是待分析对象位置。 
x,y 是观察者位置（也可以是综合变量）。 
xmin, xmax, ymin, ymax是计算区域边界。 
LOS(x0,y0,x,y)是视线计算函数，当某点在视线范围内，该函数返回值为 1，否则为 0。 
View(x,y)是在某点（x,y）的 ZVI 观察值，即通常是部分人能够“看到”的区域。 
Weight(x,y)是某点（x,y）的权重值。通常为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数。 
 
视线（LOS）计算包括网格化山岳形态模型，以及包含景观要素（例如：森林、城市）在内的网格地

形模型。由于 LOS 计算用网格数据完成，并且原始源数据通常以矢量数据导入，因此用户在决定网格大小

时应当注意。有这样一种情况，原始矢量源数据包括非常小的多边形或者等高线数据，明显小于网格尺

寸。这种情况下一些小的等高线可能会被网格模型排除在外。 

7.3.2 可见度计算的设置 

7.3.2.1 可见度计算所需数据 

 
可见度计算数据包含在一个或多个区域对象，及一个线条对象中。计算区域通过风电机组区域对象选

择。 
 
风电机组区域对象：计算区域可以在风电机组区域对象中数字化（或者用形状文件输入到风电机组区

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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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等高线为目的的线条对象：含等高线数据。该数据用来生成网格地形模型。注意，等高线必须覆盖

计算区域以及其外计算半径为 D2 的区域，（更多信息请看下面）。 
 
以 ZVI 为目标的区域对象：含景观要素模型数据，即在基本地形之上的一些地形要素的高程和延伸范

围。 
 
以 WindPlan 可见度计算输入为目标的区域对象：含可见度权重（如每平方公里的居民数量）和 ZVI

视图，在区域，例如一个村庄，以外能够看到的比例。如果多个具有可见度权重的多边形覆盖相同区域，

那么选择 高值。背景权重值分配给所有未定义区域（没有以“可见度计算”为目的进行数字化的区域，

见计算设置）。 
 
ZVI 景观数据在 0 到 100 之间。任何没有被多边形覆盖的区域高程值都设为 0，ZVI 观察值设为 100。

所有景观要素的高度都仅从这个对象中选择。 
 
注：两个区域对象类型可以合成有两种用途的一个对象。 
 

 
 
用于可见度计算的景观类型中 ZVI 观察和可见度权重两个参数的实例。 
 
输入数据的示例： 
下图中，右侧是区域对象的图层定义，显示村庄权重值为 100，村庄周围缓冲区（可以通过区域对象

自动生成）权重值为 50。其它图层权重值为 1。 
 

以 ZVI 为目的。 以 WindPLAN/可见度为目的。 
 
为了在村庄周围设置一个大多数人都能够“看到”并且合理的缓冲区域，必须将该区域高度设置为较

低值，这里设成 1m。这是因为村庄中的居民必须能够越过缓冲区进行观察——否则的话为村庄设置的参数

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人们不能透过缓冲区进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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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层高度从以 ZVI 为目的的区域对象中获取（见左上图）。该高度在计算中用来确定何时地形特征阻

碍人们观察到风电机组。该图层只简单地放置在等高线图层之上，并增加了对应的高度值。 
 
用风电机组区域对象可以推导出计算区域，请看下例： 
 

 
 
计算区域用黄色显示。多边形通过风电机组区域对象进行数字化。还可以看到一些阴影区域。这些区

域属于某个区域对象，并且被赋予特殊的区域权重。现在就可以从计算菜单启动 WindPLAN 可见度计算模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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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2 可见度计算设置 

 
 
D1 和 D2 是两个量——如草图所示，它们给出了随着距离增加，对象（风电机组）权重减下的两个距

离指标。从测量点到 D1（这里为 3000 m）距离权重维持为 1，从 D1 到 D2（10000 m）权重线性下降到

0，计算在这个网格点停止。请注意，参数 D2 实际上决定了计算区域的大小，因为计算区域以外的区域也

是包含在可见度计算当中的。一个计算点可能接近选定计算区域的边缘就是这种情况。 
 
网格大小决定了生成地图的精度级别，但如果在计算中有许多小多边形，并且只有多边形以内的计算

格点包括了详细的多边性属性，那么将网格大小保持在合理低值也很重要。 
 
观察高度决定从哪个高度（距地面高度）进行可见度计算。 
 
对象高度指用于风电机组规划的风电机组高度。这里它由以下方面决定：必须在典型轮毂高度下计算

还是在规划中可能选择的所有风电机组高度下进行计算。 
 
背景权重给出区域对象中对未数字化区域必须如何赋予权重的相关信息。在没有一个区域是完全不重

要的情况下，通常应使用较低权重值，——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这些区域就可以进行专门的数字化，并且

给定权重为 0。 
 
区域对象（含 ZVI 视图和可见度权重值）：它们是以设定“WindPLAN——可见度计算输入”为目的

的区域对象。权重值用来计算可见度总计数值。注意：如果在特定选择框中没有对象，那是因为没有建立

这种特殊目的区域。 
 
等高线对象：指具有等高线的对象。请注意，这些对象必须覆盖某个区域，其中 D2 大于选择的风电

机组区域 
 
区域对象（ZVI）：是用来进行某个风电机组可见度区域计算的区域对象——即阻碍视线的区域（多

边形）。这些对象是定义了图层高度的区域。 
 
方向选择：使用该选项可进行不同方向的分析，它仅包括对象某特定方向以内的可见度影响。如果区

域周边受到山谷或者其它方向性影响物的严重影响，则与该选项有关。此外，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朝北

的可见度被认为差于朝南，这是由一年中某些时候的太阳方位角不同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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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障碍物：计算中包括来自 WindPRO 的障碍物。WindPRO 的障碍物通常被用来进行风资源计算，

但是也可以包括在这里。实际上，在 ZVI 区域，妨碍观察已经包含了障碍物。注意：这里仅包括孔隙度小

于 0.4 的障碍物。对所有障碍物的 ZVI 观察参数设置为 0.00，即假设某障碍物之内的观察者不能看到障碍

物以外。 
 
保存为结果文件，可以轻松地将计算结果放置在地图顶层的选项。如选中该选项，在 终成功计算之

后，计算结果就会自动导入地图中（只在保存到文件时可行）。 
 
下图是地图顶层的计算结果。它能够用来产生新的区域对象，并且指明红色区域比黄色区域更为“敏

感”，蓝色区域并不非常敏感。以“加权 WindPLAN 限制”为目的将数据导入区域对象，允许用户对不同

区域类型给出限制值，然后与风资源一起加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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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可见度计算中的计算报告 
完成计算后，可以得到两个报告。 
 

 
 
可见度总结：给出计算设置细节。包括包含哪些区域以及距离函数（加权函数）。 
 
地图：该报告显示一整页已计算过的可见度区域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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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WindPLAN — 加权设计；风能资源与限制  

7.4.1 加权设计的计算方法 
 
加权风资源设计程序是一个表示加权风资源与保护/环境利益关系的模型。其结果是确认风场 佳区域

哪些限制风电机组安装的区域。加权风资源设计主要基于以下假设：在风资源极其丰富区域内允许包含具

有较高保护权益的区域，以优化潜在风能资源区域的利用，从而也可以限制实现清洁能源生产目标所需的

风电机组的数量。 
 
风能资源加权设计程序使用了三个或更多对象： 
 
区域对象，包含风能资源（例如利用 RESOURCE 模块计算） 
一个或多个区域对象，包含保护权益（例如运用 WindPLAN 冲突检验或者 WindPLAN 可见度模块进

行计算） 
风电机组区域对象，包含判定表格和 终风电机组区域（结果） 
 
所有风资源数据按风资源等级保存为分组的多边形文件（例如将平均风速在 6.0 到 7.0m/s 的归为一

组，而平均风速在 7.0 - 8.0m/s 的归为另一组）。保护权益也可以数字化为多边形文件或载入多边形文

件。这些保护权益也可以按它们的保护属性值分为不同组别。该属性值是 0 到 9 的整数。0 表示没有保

护，而 9 是 高保护等级。任何具有保护权益的数据都可以使用。例如，有些拥有环境属性而其它的则有

建筑上的限制等等。如果两个区域相互重叠，要将保护数值相加。 
 
建立了风资源和保护权益后，就必须建立一个有判定表格的风电机组区域对象，该判定表格是生成加

权风资源规划的关键，因为它决定哪些地方是否可以生成一个风电机组区域。判定表格将限制等级和风速

状态组合在一起，并将每一组合体分配为一个适当类别。不同类别由用户来设立（例如“好”、“中”、

“差”），并且用颜色符号识别。 
 
建立好判定表格后，规划算法程序就会评估所有多边形源数据，并且在几个保护权益冲突时利用多边

形切割程序生成新多边形。 
 
查询判定表格中的每个计算网格点，以及将整个区域分成相等等级的风电机组区域，就可由风电机组

区域对象生成结果多边形。下面给出的是一个计算过程示意图。 
 

风能资源 

限制级别(1) 

限制级别(2) 综合限制级别 
(多变形) 

限制级别(N) 

 

. . . . . 

判定表格搜索 

是否创建新的风电机

组区域多变形? 

 

7.4.2 加权设计中的计算设置 
风资源加权规划计算通过风电机组区域对象进行。 

7.4.2.1 加权设计：分析所需数据 

源（输入）数据包含以下两个以“风资源”和“冲突检验”为目的的区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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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资源：将风资源数据数字化，或者将*.rsf 文件或*.wrg 文件导入区域对象进行“风资源”设置。选择

“风资源”项，点击“输入 rsf”按钮。注：可以用 RESOURCE 模块进行风资源地图计算（见第三章）。

结果文件（*.rsf）很容易导入区域对象。由于判定模型是以限制风速等级的区域为基础建立的，所以数据

必须分为四个不同组别。请注意数据是由网格格式转换为矢量格式的，转换过程可能要花费一些时间。 
 

 
限制级别：”限制等级必须导入到许多个区域对象中，目的设定为“加权风电规划限制。矢量数据可

以手动数字化，也可以从可用 GIS 数据导入。可选择“WindPLAN-冲突检验” 程序和/或者“WindPLAN
可见度”模块对期望保护区域进行精确分析。请确认所有导入图层都赋有保护数值（0 和 9 之间的整

数）。如果选择从“WindPLAN 冲突检验”中输入，那么请参考 7.2.3.3 设置合理的区间。下面是两个输入

步骤的屏幕截图。点击“输入.ear 文件”按钮，选择.ear 文件，接下来按 7.2.3.3 中描述设置区间。从

“WindPLAN-可见度”输入数据过程类似，但是在区间设置上没有相应指导（因为结果是加权可见度区

域）。请注意数据是由网格格式转换为矢量格式的，转换过程可能要花费一些时间。 
 

7.4.2.2 WindPLAN — 包含判定表格的风电机组区域 

建立了一个含风资源和任意多具有限制级别的对象的源数据之后，那么就该生成风电机组区域对象

了。这里将执行一个实际加权风资源计算。 
 

 风电机组区域对象的设置步骤如下： 
 
生成一个新风电机组区域对象（见上面图标）。 
选择使用何种限制级别和资源对象。 
 



336  •  7.4. WindPLAN — 加权设计；风能资源与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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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判定表格”（见下面表页）。每栏显示不同风资源区间。 
生成多个评估结果（这里显示的是保护、限制、任意——每个都代表区域内风场开发的潜力）。 
填充判定矩阵。注：在示例中可以发现，如果一个区域的风速高，则其临界保护数值也较高。为了设

定/改变设置，请选择下面类别，点击表中各数值域。 
点击“执行”按钮进行评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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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操作“执行”运算后，结果将会出现在地图上——对其进行评价，也可能需要改变判定表格重新 

“执行”评估/计算。现在可非常容易和快速地对风电规划进行不同判定和工作检测，在政治条件的基础上

形成良好的折中方案。 

7.4.3 加权设计的计算报告 
一旦计算结束，且结果令人满意，可通过运行计算模块“WindPLAN-T”（预先设定目的为“加权

WindPLAN”）生成一个计算报告。 
 
可以建立/选择下列各项： 
 
含 WindPLAN 结果的风电机组区域：根据 WindPLAN 结果选择风电机组区域，如 7.4.2 所示，这些

已经进行了计算。 
 
利用更新数据重新计算风资源加权 WindPLAN：如果想对该区域的风电机组区域数据自动重新计算，

选择该项（与风电机组-区域对象中点击“执行”按钮相同）。如果更新风资源地图或者保护权益数据，那

么该选项迟早会派上用场。也要使用保存在已选风电机组区域对象中的判定表格。 
 

 
 
在点击“OK”按钮并且完成计算之后，就可以打印风资源加权设计报告。有如下两种报告： 
 



338  •  7.4. WindPLAN — 加权设计；风能资源与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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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3.1 风能资源加权设计：主要结果  

该报告给出所获结果概要以及含在分析中的对象。每个对象包括它们的多边形数量、属性以及大小。 
 
右键点击报告名可以打开报告配置。可以在这里改变背景地图和某些符号设置。 
 
风电机组区域打印选项：计算的风电机组-区域对象输出项

也可以改变。这里可以选择使用矢量打印或网格打印（默

认）。其中网格打印是必要的，因为使用矢量格式不能正确打

印小孔。因此强烈推荐使用网格格式（至少 500 x500 格点）。

注意，计算的风电机组区域以矢量格式保存，打印时应将矢量

转换成网格格式。从矢量向网格转换过程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7.4.3.2 风能资源加权设计：详细地图 

有图例的详细地图，显示计算的风能资源加权设计区域。打印选项如 7.4.3.1 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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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WindPLAN –目前 WindPRO 基础模块中的工具 

在 WindPLAN 开发过程中，开发了许多与设计相关的工具。其中四分之三证实对其它用途也很有应用

价值（规划以外的用途（工程设计）），它们现在都是 WindPRO 基础模块的一部分。包括下面三个工

具： 
 
地形剖面 
地图处理器 
陡度计算 
 
它们都在“基础模块”章节中作了说明，但主要是与规划状况有关的方面。 
 
第四个工具，减排帐目，将在下一节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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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WindPLAN – 减排帐目 

7.6.1 减排帐目简介 
减排帐目报告是在建立风电机组或者风场时进行潜在节能减排评估的一个通用工具。几乎所有物质都

可以列入。只有节能减排量可以表示为生产单位能量所需的物质数量（如每千瓦时的千克数）时，它才是

必要的。该模块的结果可以在不同单位制（国际单位制 / 英美制，SI / US and UK.）之间转换。 
 
由于电力生产技术的改进，需要逐年将电力生产系统（基线）带来的污染价值包含在内。这就需要进

行例如关于联合实施（JI）工程文件的计算。 
 
以风电机组发电量为基础，包括基线状况的详细资料，该计算报告将逐年列出其全部节能减排量。 
 
减排量取决于风电进入系统时其它的发电单元是否取消或者减少。它随时间不同（白天-晚上，夏天-冬

天，等等）会有很大变化。EDM 的 energyPRO 软件工具能对此进行详细计算。在减排帐目工具中，假设

用户在实际操作中指定将减少哪些生产单元。 

7.6.2 减排帐目的计算设置 
减排帐目使用三个数据库完成对任意状况的描述： 
 
物质组群数据库：如燃料、有毒物质和温室气体。该数据库也保存物质类别（如能量或质量）使用的

单位制等信息。也可能具体说明某组群（例如温室气体）是否使用等值因子计算复合环境效应。 
 
物质类别数据库，如 CO2、NOx 和煤。每类物质都必须属于一个物质群（CO2属于温室气体）。在物

质类别数据库中，对某一类别给出完整描述，以及该类等值因子的数值（如果适用）。 
 
能源数据库，即被风能代替的某类典型发电厂。该数据库包含单位电量实际减排量、单位电量节约的

燃料、单位电量的土地利用，等等。该能源数据库通常也包含能源的全面信息。 
 
这三个数据库的示例文件（组群、类别和能源）在硬盘的\WindPRO data\standards 文件中可以找

到。这些文件可以在主设置页面中选择“加载 WindPRO 标准”检而载入。文件名分别为： 
 
 组群：  PollutionGroups_Eng.grp 
 类别：  PollutionSubst_Eng.sub 
 能源：  PollutionPowers_Eng.esc 
 
您可以将这三个文件替换成自己用适当的编辑器（参见下面）生成的数据库文件。注：所有信息数据

库的信息与报告一起保存，就是说，无需在报告已经制成/保存之后对数据库文件建立外部链接。其它标准

文件也可能存在，文件名的 “Eng” 部分可以用当地语言缩写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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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1 减排帐目——计算设置主页面 

 
 
上面的屏幕截图显示的是污染物报告的主设置。标准能源资料已经从 WindPRO 标准文件中载入。可

以进行下列选项的设置。 
 
清洁能源计算值：具体说明风场/风电机组的发电量。同时也详细说明电量的计量单位（瓦特小时或焦

耳）。该量必须是“ 佳估计”，风电机组可用率已考虑在内。 
 
投产月份：指风电场投产月份。请注意日期可能很重要，尤其是当风能代替基线状况的常规能源时。

这种情况下能源污染会随技术改进减小。  
 
预期寿命：指风电场的预期寿命（通常是 20 年）。注意，节能减排量每年都要报告，并累加为寿命周

期节能减排量。 
 
常规能源：请确认能源是否包括在报告之中。取消选择将导致状况缺失。 
 
载入 WindPRO 标准：载入默认数据库文件（见 7.6.2）。 
 
污染编辑器：污染物/物质数据库类别编辑器（见 7.6.2.3）。 
 
组群编辑器：物质组群编辑器（见 7.6.2.2）。 
 
输入：将特定能源文件（*.esc）载入工程中。只能导入能源数据。就是说，组群或者类别信息不能加

载。必须用它们各自的编辑器分别加载。能源数据对生成报告是足够的，但并不含个别物质的详细信息。 
 
输出：将特定能源文件（*.esc）保存到硬盘上。仅保存能源数据。就是说，组群或者类别信息不能保

存。必须用它们各自的编辑器分别保存。 
 
编辑、添加、拷贝、重命名： 
打开编辑器以选择常规能源状况。可能会添加/编辑状况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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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污染物表页打开数量编辑器。这里可以从输入的污染物质清单（来自污染物类别数据库）中进行

选择。点击“<”按钮打开数量编辑器，这里可能会编辑污染物总量。可能会输入数量/数值作为单位能量

的单位（如 kg/kWh）。 
 

7.6.2.2 减排帐目——组群编辑器 

打开组群编辑器，可以编辑污染物组群的详细信息。左下方显示的是标准 WindPRO 组群数据库文

件，有七个可执行组群。选项表页可以指定是否使用等价因子及使用哪种单位制。 
 

7.6.2.3 减排帐目——物质类别编辑器 

打开物质类别编辑器，可以编辑物质类别的详细信息。下面显示的是含物质类别的标准 WindPRO 组

群数据库文件。选项表页可以详细说明某类别属于哪个组群，以及等价因子的数量（在适用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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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3 减排帐目中的相关计算设置 
完成设置以及减排帐目计算后，就可以打印报告。有三种报告： 
 

 

7.6.3.1 清洁能源节能减排：主结果 

该报告给出详细帐目报告，包括每年的和总计结果。每种状况以单独表格打印。 

7.6.3.2 清洁能源节能减排：详细资料和情景基线 

该报告给出不同状况下的输入细节。该报告主要是物质类别数据库的打印输出和能源/状况数据库的数

值。 

7.6.3.3 清洁能源节能减排：资源消费和排放的详细信息 

打印污染物和他们相关组群的详细描述。 

7.6.3.4 清洁能源节能减排：单位制设置 

为进行单位制变换：右键点击报告名称——选择属性然后选‘单位’表页。就可以在执行的单位制（国际

单位制/美制/英制，SI / US / UK.）和（焦耳/瓦特小时）中进行选择。请注意，软件会为特定量自动选择

佳前缀（例如在 1000g 或者 1.000kg 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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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鸟类冲突 

7.7.1 鸟类和风电机组 
讨论风电机组影响时，问题不仅限于噪音、阴影闪烁和视觉效果。当规划和建设新风电机组时，由风

电机组引起的鸟类影响是讨论 多的一个话题。 
 
多年来，对鸟类和风电机组可能产生冲突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知识已经大大增

长，但由于还有个别不能完全解释的问题，在鸟类学界依然饱受争议。风电机组对于野生鸟类影响是一个

相当广泛的话题。下面章节集中在讨论 多的问题上，可以为开发商和/或者行政管理人员决定某特殊场所

是否能引起鸟类的利益冲突提供支持。 
 
法律基础：每个国家鸟类保护的规定和法律基础都有所不同。在丹麦，该问题可简述为下面两部分： 
 
1）国际性保护规定：包括属于所谓的 EU 鸟类保护区和附件 1 所述的丹麦作为 EU 成员国负有保护义

务 I1。 各类义务遵循国际性保护规定，与丹麦 RAMSAR2批准和 BERN3 协定一致。国际性保护义务已基

本与丹麦法律合为一体，通过法律规定选择和批准为 “NATURA 2000”4 网络国际自然保护区。 
 
2) 国家性保护规定涉及一些特别区域，主要是关于一种或多种鸟类禁猎、航空、或者其它形式人类活

动（禁猎区，等等）干扰的保护。实际上，例如在禁猎区和国际保护区之间有相当大的重叠区域。国家濒

危动物红色名单含有多种哺乳鸟类（还有其它动物和植物种类），它们在丹麦已经非常罕见，数量极少。

同样在国际保护区以外区域也发现了它们中的许多种类，因此将带来特殊的保护要求。 
 

                                                  
 
 
 
 
 
 
 
 
 
 
 
 
 
 
 
 
 
 
 
 
 
 
 
 

1 1979-4-2 指导文件 79/409/EEC, 野生鸟类保护指导委员会。 
2 RAMSAR – 国际重要性湿地（尤其水鸟生境）保护协定。 
3 BERN – 欧洲野生动物和自然生境保护协定 (1979)。 
4 2003-6-7.第 477 号法规：国际自然保护区界定和管理法规 (EU 鸟类保护区, EU 保护区和 RAMSAR 保护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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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问题：原则上主要包括 3 类问题： 
 
干扰 
碰撞危险和死亡率 
栖息地物理影响 
 
干扰——调研指出，曾发现某些鸟类由于受到风电机组干扰，在风场内和周围地区数量减少。然而，

干扰程度差别很大，受干扰距离可从小于 20m 到大于 1 公里变化。显然这些变化似乎是影响环境的，例如

种类、其它景观要素、风电机组的安装格局、季节、风电场邻近的食物资源以及替代场址的可用性等等。

这些条件也会影响各种鸟类的敏感性，因为它依赖于哺乳、栖息/觅食和夜行性而有所不同。 
距离风电机组的干扰距离通常会引起景观格局的破碎化。 
与景观格局中其它种类的干扰要素一起，可以导致一些区域不能作为觅食区域。 
 
碰撞危险和死亡率是与风电机组有关的 频繁的问题。据已有的关于波罗的海区域和北海地区（丹

麦、荷兰、瑞典等等）的风电工程研究调查表明，该问题较严重。大部分调查研究指出，风场内发生碰撞

的几率很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由于碰撞死亡率低就无需关注。某些种类是高龄性成熟的（如大型掠食

鸟类、鹤类、鹳类、天鹅、管鼻藿、海燕类等），并且年繁殖率较低，这些鸟类死亡率虽低，但显得很重

要，尤其是数量有限的一些受关注鸟类。此外，在候鸟迁徙中心或地形特殊区域（如某些高山峡谷——山

脊）安装风电机组也非常容易产生碰撞。 
在风场有关区域建造其它高技术设施（例如桅杆和高架电缆）时，这些设施对鸟类是否具有相当的或

较大的碰撞风险通常也应当进行评估。 
 
栖息地物理影响：通常认为风电机组对栖息地的直接影响并不明显。变电站、高架电缆、新建道路和

工作场所等等的建立可以与某一建筑形式之下的风电机组地基建设一起导致树木砍伐、地下水减少，或者

其它形式的破坏，而这也会对一种甚至多种鸟类的哺乳、觅食和栖息地带来影响。 
 
针对全部三类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计划建设的风电场有所有哪些鸟类及它们聚集的个体数量，并

以此为出发点是非常必要的。以此为基础，大致了解鸟类的生物种群学、行为学和生物气候学，尤其是鸟

类和风电机组方面的现有知识通常也非常必要。如前面提到的，每个区域的问题通常都是非常独特的，干

扰的效应和碰撞危险通常也由于种类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而且，每一种鸟类根据它们是否是哺乳鸟类、栖

息鸟类和夜行性鸟类等等而都有它们自己的干扰效应和碰撞危险的感知力。 
 
对区域内关于风电机组和鸟类潜在矛盾冲突的评估因此变得非常复杂，通常需要相关专家参与。 

7.7.2 对鸟类 / 风电机组 冲突矛盾的筛选 
不经过非常彻底的调查，确定一个给定区域是否会引起与鸟类有关的问题是不可能的。然而，可以通

过选择一个合适场所而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为确定合适场所，在向政府部门递交计划前筛选某些条件是非常有利的，详细信息请看下面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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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3 检查列表  

规划风电机组的位置 是 否 
在距 EU 宣布的的野生鸟类保护区

1000m 范围内。 
在选择的影响区域内，有必要对鸟

类的干扰和碰撞风险进行评估。 
X 

在宣布为 EU 野生鸟类保护区的两个相邻

区域之间。 
在选择的影响区域内，有必要对鸟

类的干扰和碰撞风险进行更全面评估。 
X 

在海岸区域（距离海岸小于 3 公里）或者

是在迁徙鸟类的聚居地 —— 溪流、高山峡谷

区域进行排布。 

有必要对可能受影响的鸟类的碰撞

风险加以说明和评估。 
X 

有大量聚集觅食的鹅类、天鹅或者是涉水

鸟类的农田区域。 
有必要对聚集引起的干扰和碰撞风

险进行更全面评估 ( 1% 判据)。该评估

必须妥善处理鸟类以及其中 RAMSAR / 
EU 附近的野生鸟类保护区选择问题。 

X 

靠近以保护哺乳鸟类、迁徙鸟类或珍稀哺

乳鸟类（例如那些出现在濒危动物红色名单上

的鸟类）为目的而建立的保护区（禁猎区、狩

猎和干扰开放区、国家公园等等）。以不影响

被选为保护区为前提。 

有关栖息地减少、干扰或者碰撞问

题需进行评估。 
X 

如果没有任何上述问题，那么基本上就没有与野生鸟类保护影响相关问题，因此就没有必要进行调查
研究和进一步评估。如果关于当地环境实际问题的现有知识非常有限，若矛盾冲突发生的话那么就可能有
必要进行更进一步调查研究。 

 
如上表所示，与鸟类有关的潜在风险对风电工程的规划至关重要。表格还说明，对于政府部门来说，

其中某个问题仅仅一个“是”就足以需要进行工程影响方面的进一步调查研究和评估。为了避免进一步调

查研究，所有五个检查点必须都是“否”。如果其中某一个问题是“否”，通常政府部门不会干涉。然

而，正确的回复并不排除由于罕见种类或其它稀有鸟类聚集引起的矛盾冲突风险。 
 
下图是有问题的风电场址及其预期影响的分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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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机组场所和鸟类之间可能矛盾冲突的筛选和识别步骤。 
 
WindPLAN 模块能够计算由相对保护区的位置布局引起的矛盾冲突。详细信息见 7.2 节。 
 
通常多风的场所，如北海地区，也是鸟类大量聚集的场所。这些场所并不一定是保护区。上面提到的

位置通常是沿海区域和开阔农田，有大量天鹅、鹅类、金珩科鸟和田凫。由于这些鸟类的聚集，风电工程

实际上必须进行前面提到的检验。 
 
如果结合上面提到影响进行工程初步筛选，政府部门肯定需要进一步的相关文件和对当地鸟类生活的

影响评估。对于大型工程和特殊的近海工程，万一在影响方面没有足够信息就需要进行大量基线调查。 
 
为回应有关风电机组和鸟类冲突方面的专家咨询意见，通常会对工程进行调整，以满足有关条件和补

偿时间消耗。与全面调查有关经济方面的因素将因此会减小或者消除。特别是在文件足够充分的区域，改

变风电机组设置布局、通向风电机组的道路、标记调整等等，常常可能减小或消除上面所提到的一些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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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4 已填写的“Nørrekær Enge”检查清单示例 
 
计划建设 风电机组的位置 是 否 
在距 EU 宣布的的野生鸟类保护区

1000m 范围内。 
 X(A) 

 
在两个相邻的宣布为 EU 野生鸟类保护区

域之间。 
X (B)  

在沿海区域（距海岸小于 3km）或是在

迁徙鸟类聚居地 —— 溪流、高山峡谷区域排

布。 

X (B)  

有大量聚集觅食的鹅类、天鹅或涉水鸟类

的农田区域。 
X (C)  

靠近以保护哺乳鸟类、迁徙鸟类或珍稀哺

乳鸟类（例如那些出现在濒危动物红色名单上

的鸟类）为目的而建立的保护区（禁猎区、狩

猎和干扰开放区、国家公园等等）。以不影响

被选作保护区为前提。 

  
X (D) 

 
A: 接近 EU 保护区的是：1 号 “Ulvedybet and Nibe Bredning”和 12 号“Løgstør Bredning, Livø, 

Feggesund and Skarrehage”。位置离已有风电机组和可能新场址非常远，因此评估为对国际保护区没有

直接影响。 
 
B:  如果将来的风电机组从堤防垂直向北移动小于 1km，可能有潜在问题出现，水鸟越过水湾

“Limfjorden”的相当大的通道会与此有冲突。由于这些通道也包含了一些附近鸟类保护区的鸟类，因此期

望政府部门进行更加深入的文件调查和评估。 
 
C: 该区域聚集了大量觅食的加拿大鹅类、疣鼻天鹅和金珩科鸟，它们有在开阔田野摄食的习惯。上面

提到的鸟类都在晚上飞越水湾“Limfjorden”和主要的 12 号鸟类保护区。因为附近存在鸟类保护区且该区

域“Nørrekær Enge”现今在国际上比较重要（根据 RAMSAR 协定标准为大于 1%的鸟类繁殖迁徙路

线），因而形成了稳定聚居地，疣鼻天鹅构是该选择区域的一部分。如果在该区域规划新的风电机组，会

引起相当大格局改变或已有风电机组规模大小改变，因此对于疣鼻天鹅聚居情况（认为 小）可能产生的

干扰和碰撞危险需要进行进一步深入评估。 
 
D: 例如“Nibe Bredning”区域附近的保护区，都设在离风电工程足够远的地方，因此预期不会发生任

何干扰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