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８年电阿与清洁能甜技术沧坛

国内风电设备的润滑现状与“昆仑”
风电设备润滑解决方案
续景，王晓波，张龙华，王会东
中国石油兰州润滑油研究开发中一７３００６０

摘蔓：分析Ｔ啉内矾，Ｊ发电蹬备各郭位的润＊特点＆其存在

召开．与会专家一致通过验收井建议在我蚓肛Ｌ电行

的问题。捏出Ｔ＆仓１风山发电设糈润滑解决方案，对“昆

业摊广使用。这一风电润滑系州产品的成功开发．

仑”风电设备专崩油脂的＾＾种、性能特点“及其枉宁夏科２

标忐着我国Ｍ ｒｎ世缶专用高性能润滑油、润滑脂的

ｌ『Ｉ风山发电ｒ的幢用情况进行了介绍。得Ⅲ昆仓风电设备专
用油脂日：能优ｆ作对№的国外产品，更造弁找同北方风电Ｊ
风电设祷的润滑与维护的结论．

喇产化抑ｆ究开发取得ｒ重要成果，为下一步全面推
ｒ和应用奠定了良好基础．将为我国风电行业降低
运｝Ｔ戚奉、减少设备故障等发挥重盅作用。

关键词：Ｍ打发电：Ｍ村：风电设备：维护

１

风力发电机的主要润滑部位与润滑

解决方案

０引言
我用的风能资源储量丰富．风力资源开发｜ｊｉ『景

风力发电机的『．作原理很简单．空气流动的动

十分广阔。截Ｉｋ２００７年底，辛国２１个省、市、特别行

能作用在叶轮卜将动能转换成机械能推动１１｜｜轮旋

政区及自治区（除台湾省外）Ｕ建成风电场１ ５８个，累

转．叶轮的转轴与发电机的转轴通过变速箱相连，

计运行肛ｌ力发电机组６４６９台．装机容量达５９０．６万＇ｋＷ。

从而带动发电机发电。如罔ｌ所示，风力发电机主要

其中以进Ｌ１６００

ＭＷ商品化大型风电机组为

的润滑部位包括叶片轴承、土轴承、齿轮箱、发电机

土。根据同家发改委对外公布的《可再生能源发展

轴承、偏航系统等。其中，齿轮箱与偏航减速机目前

“十正”规划》，￥幢ｃ１０年．全用风电总装机容量达

多采用汕澜滑、晰其他儿个润滑部位丰要采Ｊ＿『】润滑

到１ ００。万ｋＷ．形成江苏，河北，内蒙古、｜『肃等５个

脂润滑。

ｋＷ一１

】００打ｋＷ级的风电基地。中圜风电市场的容帚正Ｈ
赫庞大，伴随着风电装机容量的不断增加，胤力发
电设备的润滑问题也逐渐受到人们的关往。
大型风电Ｉ殳备因其具有价格昂贵．工作环境恶
劣．现场不便对主要部位进行拆卸维修．以及设计
上要求使用舟命长等特点．对润滑油脂的性能要求
很高。基于我国Ｍ电运行外郭环境艘运行Ｔ＿况的特
点，对风力发电机各澜滑部伉的润滑盟使用进口润
措产品存在的『口Ｊ题进行分析．并住此基础之上提出
“昆仑”风电吐蔷润滑解决方案。通过在宁夏贺兰山

唾鏖塔。，．…｜Ｉ
１１齿轮黥高擎电设备的主要润滑部位

风力发电厂一年半的的应用．以及贺兰山风电厂风

齿轮箱是肛Ｌ力发电机的主要润滑部位．用油量

机应用国产润滑油脂将代进ｎ油脂验收会的顺利

占风力发电机用油量的３／４庄右。风力发电机肯轮箱

—互迅墨盈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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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为多级平行轴行星斜齿轮变速箱。可以将很低

从表１结果可以看出：宁夏贺兰山风力发电厂

的风轮转速（８５０ ｋＷ的风力发电机通常为２７ ｒ／ｒａｉｎ）

Ｖｅｓｔａｓ和Ｇａｍｅｓａ ２种机型所用进Ｉ：１齿轮油。可以满

变为很高的发电机转速（通常１

ｒ／ｍｉｎ），多采用

足常规３２０重负荷工业齿轮油的要求；但在实际使

油池飞溅式润滑或压力强制循环润滑。考虑到我国

用时存在低温停机，高温报警，表现在油品指标上

的风力发电机多安装在边远及沿海地区，润滑油受

就是倾点高，粘温性能差。昆仑半合成型ＦＤ２０００风

气候温差、湿度等影响较大。齿轮箱维修不便，因此

电设备专用齿轮油，对产品的粘度指数和倾点进行

设计要求齿轮箱使用寿命长、承受负荷大等。所用

了加强．选用高性能添加剂和独特的配方技术使油

的齿轮油除了具有良好的极压抗磨性能、冷却性能

品具有优良的腐蚀性能、防锈性能和较高的极压性

和清洗性能外．还应具有良好的热氧化稳定性、水

能．同时对油品的氧化性能进行了加强．产品的性

解安定性、抗乳化性能、抗泡性能、高低温性能以及

能参数达到并优于Ｖｅｓｔａｓ和Ｇａｍｅｓａ ２种机型发电机

长的使用寿命。同时还应具有较低的摩擦系数以降

组使用的进口齿轮油水平，在一年半的使用周期

低齿轮传动中的功率损耗。

中．昆仑ＦＤ２０００风电设备专用高性能齿轮油高低温

６００

当前我国进口风电设备齿轮箱润滑油主要使

性能良好，在冬季环境下，机组没有出现低温停机

Ｍｅｒｏｐａ３２０等同外产品，这

的问题：在夏季环境下．高温报警次数明显低于使

些产品性能较为全而，但在我国西北部风电场使用

用进口油脂的参比机组：风电设备运行正常，齿轮

时ｍ现了低温肩动网难的情况，说明油品的低温性

润滑状况良好．齿而未发生过度磨损、擦伤及点蚀，

能较差。油晶不太适合我国西北地区的气候特点。

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昆仑风电设备专用齿轮油针对风电机组低温停机

１．２叶片轴承的润滑

用Ｍｏｂｉｌ

ＸＭＰ３２０、Ｔｅｘａｃｏ

以及油品的换油周期较短的问题，设计开发了

风电透平设备通过转子叶片捕获风能并将能

ＦＤ２０００半合成型风电专用齿轮油，该产品在贺兰山

量传递到转子轮毂上。叶片通过叶片轴承安装于轮

风电厂１８个月使用试验中表现了良好的性能。表１

毂上．并可在液下系统作用下转动以调节．桨矩，改

给出了昆仑风电设备专用齿轮油与贺兰山风电厂

变转子受风面从而起到调爷转速及关机的作用。叶

Ｖｅｓｔａｓ及Ｇａｍｅｓａ风机装机新油典型数据对比。

片轴承连接着重达数吨的叶片，并且随叶片转子的

瓦：函矿号兰警‰试验方法

表１风力发电设备３种工业齿轮油性能分析评定结果
项目

ｖｅｓｌ｛ｍ油‘；｛ｍ㈣ａ汕昆仑油

转动承受交变的径向及轴向载荷。叶片轴承采用润
滑脂润滑，对叶片轴承润滑脂的要求有：
（１）宽的使用温度范围

风电透平设备常工作在恶劣环境中，以我国西
部为例。环境温度低温－４０—２０℃，高温约４０—５０℃，
阳光暴晒下物件表而温度在７０～９０℃。而风电设备
需通过变桨实现转速控制及关机，所以要求任何条
件下都能实现叶片变桨动作。否则易出现危险。因
此，要求润滑脂需在宽的温度范围内，甚至极端温
度范围内可靠工作。通常要求润滑脂的有效工作温
度至少在一４５。９５℃的温度范围内。

（２）优异的防水性能
叶片轴承暴露于环境中。且处于迎风面．一旦
遇风雨天气，则易受到雨水的冲蚀，所以要求叶片
轴承润滑脂有优异的抗水性。
（３）优良的防锈、防腐蚀、密封防沙尘性能
叶片轴承按设计为全寿命工作，其应一直工作
至整台风电机组报废，但叶片轴承暴露于环境中，
易受环境侵蚀，我国西部又多发沙尘天气．所以要

。７］灞至叠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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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叶片轴承润滑脂应有优异的防锈、防腐蚀、密封

产品的主要理化性能及摩擦学性能评价数据．并与

防沙尘性能。

贺兰…风电场当前正在使用的产品进行对比。从表

（４）优良的减摩、抗磨及极压性能

中数据可知：对比产品使用温度范围为一５４～９３℃，

叶片轴承处于频繁起停的工作状态．并且存在

有良好的机械安定性、胶体安定性、氧化安定性、抗

微振，如润滑不当，轴承易发生擦伤及微动磨损，因

水性、抗磨性及小的蒸发损失，基本可以满足风电设

此要求叶片润滑脂应具有优良的减摩、抗磨及极压

备叶片轴承的润滑与防护要求，但该润滑脂的承载

能力设计的较低．从而使叶片轴承存在意外擦伤损

性能。
当前．国内风电场叶片轴承的润滑普遍采用壳

坏的可能性。昆仑风电设备叶片轴承专用润滑脂产

１４。执行的是ＭＩＩ．一Ｇ一

品的｝：述惟能测试结果‘ｊ对比产品相当，并且特别

２５５３７Ｃ标准，这种脂是为直升机主叶片转子和尾转

在适用温度、氧化安定性及承载能力上进行了加强，

子轴承设计ｉ它的低温性能、抗水性、防锈性能可满

从而在叶片轴承的润滑与维护方面具有更高的町靠

足要求，但这种脂的抗擦伤能力和承载能力（极压

性。

性能）较低。而大型风电设备的叶片白重及负载远

１．３风电设备主轴承的润滑

牌的ＡＥＲＯＳＨＥＬＬ

ＧＲＥＡＳＥ

较直升机叶片高．所以这种脂用于风电叶片轴承可
能存在叶片轴承在极压条件下损伤或损坏的风险。

昆仑风电设备叶片轴承专用润滑脂是根据大

风电设备丰轴承通常为自调节球面滚子推力
轴承，其套装在丰轴卜并承受转子由于重力及变曲
运动所产生的转子推力。轴承直接使用螺栓连接到

型风力发电设备叶片轴承的设计与运行工况特点

吊舱底盘并使用润滑脂润滑。大型风机的主轴承连

及对润滑防护的特殊要求设计的高性能专用润滑

接着重达儿卜吨叶片转子。并将风能转化的巨大的

产品。昆仑风电设备叶片轴承专用润滑脂以高性能

动力传递到齿轮箱；风力发电机主轴承承受的负荷

合成油为基础油．以特制金属皂为稠化剂．辅以多

较大。转速相对较慢。冈此。除了与叶片轴承脂相同

种高性能添加剂精制而成，可适成低温、高温、高低

的要求外．还要求润滑脂具有良好的承载能力。主

温交替变化、雨雪、沙尘等恶劣环境条件下对风电

轴承对润滑脂的性能要求主要有：

设备叶片轴承进行长效润滑与防护的要求。
表２给出了昆仑风电设备叶片轴承专用润滑脂

（１）宽的使用温度范围
如叶片轴承一样。主轴承的工作温度特点是启
动时温度受环境温度影响。根据我围西北地区气候

表２昆仑风电设备叶片轴承专用润滑脂典型数据

特点。要求润滑脂的最低有效工作温度至少在＿３０℃，
但由于书轴承润滑设计所需的基础油粘度较大。而
高粘度的基础油通常倾点较高，所以，在满足基础
油粘度要求的前题下实现低倾点．是丰轴润滑脂制
备的技术难点。采用优质高性能的合成基础油可望
解决这一难题。

（２）高的承载能力
主轴承的运行工况属低速重载，所以丰轴润滑
脂应具有足够的极压性能．以有效避免摩擦件在重
载或冲击载简下发生擦伤及胶合；如果润滑剂油膜
厚度小足以防止接触表面上微粒的会属摩擦，轴承
寿命就会缩短。解决办法之一是使用通常所说的ＥＰ
（极端压力）添加剂。由局部表面粗糙的接触引起
的高温激活这螳添加剂．导致在接触点发生轻微磨
损。结果是表面更为平滑、接触应力降低和使用寿
命延长。但很多高性能ＥＰ添加剂为硫，磷型，这些添
加剂町能对轴承钢基体的强度有不利影响，其可能

■墨匿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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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表面粗糙接触的情况下也起化学反应，而且

良好的机械安定性、胶体安定性、氧化安定性、抗水

可能导致通常南微小点蚀引起的轴承失效加速。如

性、抗磨性及小的蒸发损失，可基本满足风电设备

何在不使用具有腐蚀元素的前题下实现高承载性

主轴承的润滑与防护要求。但该润滑脂采用矿物油

能是主轴润滑脂的技术关键。

作为基础油，粘度指数低、倾点高，最低使用温度较

（３）优良的减摩性及低温启动性能

高．易造成低温起动困难，最高使用温度低，难以保

过多的摩擦不仅降低风能转化效率，而且会导

证轴承意外升温情况下的润滑与防护；ＰＢ值较低，

致轴承温升超过设计正常运行温度，从而导致润滑

表明该润滑脂抗擦伤性能和减摩性能较差；磨斑直

失效并易造成轴承损坏。

径较大．表明该润滑脂抗磨性能较差。昆仑风电设

（４）优异的抗磨性能，以有效延长摩擦件的工
作寿命
当前国内风电厂丰轴承的润滑多使用ＳＫＦ公司

备主轴承专用润滑脂产品的卜－述性能测试结果优
于对比产品．特别是在最低使用温度、最高使用温
度、基础油的粘度指数、抗磨抗擦伤性能方嘶进行

的ＬＧＷＭ １润滑脂．它是一种极压低温脂，以矿物油

了加强，从而对主轴承的润滑与维护具有更高的可

为基础油．以锂皂为稠化剂，可适用于一３０～１１０℃、

靠性。

低温、低速、重载的工况条件下工作，为此昆仑风电

１．４发电机轴承的润滑

设备专用润滑脂产品克服国外润滑脂在风机主轴

发电机轴承是发电机的主要润滑点，长期运转

承润滑出现的问题．设计了风电没备主轴承专片ｊ润

温度可达８０℃以上，夏天在旷野地带受太阳直射，

滑脂。该产品以高性能合成油为基础油，以特制金

温度会更高。因此，要求发电机轴承润滑脂能够在

属皂为稠化剂，辅以多种高性能添加剂精制而成。

高温下保持良好的润滑而不流失，即具有良好的高

本产品可在宽的温度范围内对风力发电机主轴承

温性能。同时．为防止低温启动困难，发电机轴承润

进行有效润滑及防护，可适应风电没备转子频繁低

滑脂还虚具有良好的低温件能。风电设备发电机的

温启动及莆载低速连续运行。

功率较大，因此还要求润滑脂具有良好的抗磨极压

表３给出ｒ昆仑风电设备主轴承专用润滑脂产
品的主要理化性能及摩擦学性能评价数据，并与贺

性能、抗氧化性能、防锈性能和长的使用寿命。
当前我国风电厂发电机轴承的润滑主要使用
Ｌ１３５ｖ等国外产品，这些

兰山风电场当前正在使用的产品进行对比。从表中

ＢＥＭ４１—１３２、ＦＡＧ Ａｒｃａｎｏｌ

数据可知：对比产品使用温度范『韦１为一３０—１１０℃，有

产品具有优异的性能，但价格较为昂贵。为此昆仑

农３昆仑风电设备主轴承专用润滑脂典型数据

风电设备专用润滑脂产品根据国外润滑脂杠风力
发电机轴承润滑出现的Ｉ’廿Ｊ题。提高了发电机轴承的
抗磨极压性能、抗氧化性能、防锈性能和长的使用
寿命．设计了风电设备发电机轴承专用润滑脂。该
产品以高性能合成油为基础油，以特制金属皂为稠
化剂，辅以多种高性能添加剂精制而成，可在宽的
温度范｝目内对发电机轴承进行有效润滑及防护，可
适应风电设备发电机转子频繁低温启动及高温连
续运行对轴承润滑脂的要求。
表４给出了昆仑风电设备发电机轴承专用润滑
脂产品的主要理化性能及摩擦学性能评价数据，并
与贺兰山风电场当前ｉＦ在使用的产品进行对比。从
表中数据町知：对比产品使用温度范Ｈ习为一３０－，１５０℃，

有良好的机械安定性、胶体安定性、氧化安定性、抗
水性、极压抗磨性及小的蒸发损失，可满足风电没
备发电机轴承的润滑与防护要求。昆仑风电没备主

轴承专用润滑脂产品的上述性能测试结果与对比

‘强盛盈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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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４昆仑风电设备发电机轴承专用润滑脂的性能对比

９９

其所采用的基础油的倾点在一１０℃左右。这就意味

着，在我国西部地区冬季，风电设备偏航系统的润
滑难以保证。为此昆仑风电设备专用润滑脂产品根
据国外润滑脂在风机偏行系统润滑出现的问题，设
计了风电设备偏航系统专用润滑脂。该产品以高性
能合成油为基础油．以特制会属皂为稠化剂。辅以

多种高性能添加剂精制而成．特别是含具有高效减
摩、抗磨及抗极压作用的新刑润滑添加剂，可在非
常宽的环境温度范围内及野外恶劣气候条件下对
风电偏航轴承进行有效防护．可适应风电偏航轴承
长期正常ｊ二作对减摩、抗磨及极压等润滑方而的要
求。由于使用了具有自修复特性的新型高性能抗磨
添加剂，长期使用本品可大大延长风电偏航轴承与
齿轮的寿命。

表５，表６分别给出了昆仑风电设备偏航轴承与
齿轮专用润滑脂产品的主要理化性能及摩擦学性

能评价数据。并与贺兰山风电场当前正在使用的产
产品相当。并在最低使用温度、最高使用温度、基础

品进行对比。从表中数据可知：对比产品最低使用

油的粘度指数、抗擦伤性能方面进行了加强。

温度分别为一１０℃和一１５℃，这样在我同北方风场
的冬季就难以起到润滑作用，同时对比产品的抗磨

１．５偏航系统的润滑
偏航系统可以使风轮扫掠面积总是垂直于主

性能较差，长期使用易造成偏航轴承凶润滑不良而

风向，虽然速度不高，但偏转轴承和齿轮承受的负

磨损或损坏。昆仑风电设备偏航系统专用润滑脂产

荷较大，而且偏转齿轮一般为开式结构，由于没有

品在保证其他性能优于对比产品慕础上，对最低使

发电机轴承运转速度快，自身产牛热量相埘少。因

用温度、最高使用温度、基础油的粘度指数、抗擦伤

而受气候及环境影响大。偏航系统的润滑点主要有

性能方面进行了加强。从而更适合我国北方风电场

偏航系统轴承和齿轮，以及发电机组偏航减速机。

风电设备偏航轴承的润滑与维护。

其中偏航系统轴承和齿轮对润滑脂的要求主要有：
（１）极宽的使用温度范围，以保证偏航系统在
各种气候条件下的正常Ｉ：作：
（２）优异的防水及防腐蚀性能，以保证偏航系
统各部件免受环境的侵蚀；
（３）极高的承载能力，以有效避免摩擦件在重
载或冲。Ｊｊ载荷下发生擦伤及胶合：
（４）优良的减摩性及低温肩动性能，可使设备
在较宽温度范围内以较小的扭矩扁动及运行；
（５）优异的抗磨性能，町有效延长摩擦件的工
作寿命。
当前我国风电厂偏航系统轴承和齿轮的润滑

主要使．１ＨＯｐｔｉｍｏｌ Ｏｐｔｉｐｉｔ和Ｇｒａｆｌｏｓｃｏｎ

Ａ—Ｇ １

Ｕｌｔｒａ等

国外润滑脂产品ｉ这些产占占在极压抗磨性、防护性

能Ｉ：基本可满足偏航系统齿轮及轴承润滑的要求。
但这些产品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缺点是低温性较差。

表５昆仑风电设备偏航轴承专用润滑脂典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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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昆仑风电设备偏航齿轮专用润滑脂典型数据

表７昆仑风电偏航减速机专用油性能对比
实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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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机基本上全部采用进ｕ油品润滑，在使用时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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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０

偏航减速机漏油严重。造成减速机缺油蜗轮蜗杆系

尚属空白。国外润滑产品并不完全适合我国风电场

统磨损严再的问题。由于国外风电机组制造厂没有

的环境、工况特点，而且价格昂贵，仓储周转不便。

提供相应的减速机用油。所以影响了贺兰１１Ｉ风电厂

“昆仑”风电设备专用润滑系列产品针对同内风电

风力发电机组的币常运行。为了帮助用户解决问

厂润滑维护的需要而研制。经过贺兰…风电厂一年

题．中国石油兰州润滑油研究开发中心为贺兰山风

半的实际榆验，国产润滑油脂替代进口油脂受到验

电厂提供了昆仑风电机组偏航减速机专用油．并在

收会专家的一致认可。“昆仑”风电没备专用润滑产

贺兰山风电厂的２台Ｇａｍｅｓａ

Ｇ５２—８５０ｋＷ的组卜．进

品可有效地替代国外产品。降低设备维护频次与成

行丁使用试验。表７为昆仑风电偏航减速机专用油

本，延长没箭使用周期．满足国内风力发电机组的

典删数据。从表中数据町知：对比产品有良好的抗

实际润滑要求。

磨性及氧化寿命，但该润滑油采用聚醚作为基础

国产风电设备专用润滑油脂开发获得成功，是

油．产品的密封适应性较差且油品的低温启动性和

中国石油、风电企、Ｉｐ通力合作及共同努力的结果，

承载性能也较差。长期使川易造成偏航齿轮箱冈润

标志着我同在高端润滑油脂研发领域步入同际先

滑不良而磨损或泄漏：昆仑风电设备偏航齿轮专用

进水平。风电设备专用润滑油脂的开发和应用推

润滑脂产品在保证其他性能优于对比产品基础上，

广，将突破这一领域润滑材料被国外进ｎ产品所垄

对低温启动性、与密封材料的适应性及抗擦伤性能

断的局面。为我同风电设备的正常高效运行、减少

方而进行了加强。

运行维护故障等提供润滑新技术保障。该领域的研
究工作对进一步促进节能降耗、优化生态环境、推

２结语
风电设备由于价格昂贵。维修不便。从而对润
滑维护及润滑剂选用有特殊的要求。我国风电设备

所用润滑剂主要为进【ｊ产品。国内产品在这一领域

动社会进步和发展具有十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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