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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轴风力机稳定偏航气动性能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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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动力工程学院，重庆 400030) 

摘 要：采用涡流柱理论替代动量叶素理论(Blade Element Momentum，BEM)中的动量理论建立了风力机处于稳 

定偏航时的气动性能计算模型，考虑了叶根旋涡和偏航引起的流动膨胀对诱导速度的贡献。计算结果与文献实验 

数据的比较表明：轴流来流状态时能较好的预测平均诱导速度因子，攻角的误差是由普朗特(Prandt1)叶尖／轮毂损 

失模型的不足引起 ；偏航工况时，在叶片中部攻角预测较为准确，但将叶根旋涡简化为半无限长涡丝以及忽略桨盘 

上环量沿展向和周向的变化会使得叶根和叶尖处的攻角计算误差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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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风力机始终处于前方均匀轴向来流的稳定工作 

状态是一种理想假设 ，实际运行的风力机由于受大 

气紊流、风向变化及相邻风力机尾迹等的影响，多数 

情况下处于非稳定的运行环境。当来流风持续改变 

方向时，风力机转子不能及时对准风向，使风力机运 

行于偏航状态，转子输出功率减小，效率降低。即使 

处于来流风稳定的偏航状态，转子的旋转使风轮平 

面上的人流速度和攻角快速变化，作用在风轮叶片 

上的气动载荷随之波动，叶片容易发生疲劳破坏。 

因此，建立偏航时的数学模型并对风轮气动性能进 

行分析，为提高对风力机实际运行特征的认识、保证 

风力机安全可靠运行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目前广泛应用的动量叶素理论 (BEM)在风力 

机处于轴流状态且叶素攻角较小的情况下能较准确 

的预测转子性能。但当风力机偏航运行时，一个旋 

转周期内桨盘处的诱导速度会发生变化，但动量理 

论仅能计算旋转周期内的平均值，使得 BEM理论不 

能模拟偏斜尾迹对诱导速度的影响，导致叶片载荷 

的计算误差较大。本文采用涡流柱理论替代动量理 

论对 BEM理论进行修正，并且考虑流动膨胀和叶根 

旋涡对诱导速度的贡献，建立了风力机处于偏航状 

态时的气动性能计算模型。应用所建立的模型对 

TUDelft模型风力机的气动性能进行计算，并与文献 

实验数据进行比较，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 

1 坐标系统 

为了准确计算风轮的气动性能，有必要考虑风 

力机实际工作时的结构参数，以计算叶素位置和风 

速分量，因此建立如图1所示的坐标系统。 

图1 风力机运行时的坐标系统 

Fig．1 Coordinate system used for modeling the wind turbines 

在风力机塔架中心确定一个坐标系统 S：z轴 

垂直地平面，Y轴顺着来流风方向指向下游，x、Y轴 

形成水平面。塔架坐标系s ：z 轴与z轴重合，Y 

轴与风轮转轴对齐 ，其与 Y轴的夹角即为偏航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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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风轮转轴倾角为 下，将塔架坐标系绕 x 旋转角度 

r得到坐标系S 。设塔架中心距轮毂中心为 ，沿 Y 

轴平移坐标系 S 到轮毂中心，得轮毂坐标系 S 。以 

方位角 表征风轮在旋转过程中所处位置，将轮毂 

坐标系 s 绕 Y 轴旋转 角，得到风轮坐标系 s 。 

桨叶后尾迹中心线与转轴的夹角称为尾迹偏斜角 ， 

将轮毂坐标系 S 绕 z 旋转 角，得尾迹坐标系 S 。 

桨叶通常与扫掠面成一定锥度，将风轮坐标系 S 绕 

x 轴旋转角度卢，得到桨叶坐标系 s。。 

同时，在 F点确定圆柱坐标系 C(r， ，z)和 

C (c ， ，z )。z轴与 Y 重合， 为桨叶方位角。 

轴与偏斜尾迹中心线 Y 重合。 

2 基础理论 

2．1 涡流柱理论 

已有研究表明 ．2 J，Glauert动量理论 应用于 

偏航风轮时得到的绕流细节较少、误差偏大，因此本 

文采用涡流柱理论替代动量理论对 BEM理论进行 

修正。涡流柱理论原本用于直升机前飞旋翼分析， 

将其应用于风力机偏航转子仅需改变诱导速度的符 

号。 

偏航风轮气流模型如图2所示。定义 a为方位 

角平均轴向速度诱导因子。 

中心线 

图 2 偏航 风轮不意 图 

Fig．2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of a yawed actuator disc 

Coleman 运用 Biot—Savart定律得到沿偏斜尾 

迹中心线上的诱导速度为 一aU sec(x／2)，将其分 

解得平行桨盘的诱导速度为 一aU tan( 2)，垂直 

桨盘诱导速度为 一aU 。与轴向来流一样 ，充分发 

展尾迹中诱导速度是桨盘处诱导速度的2倍。 

综合诱导速度和来流风速，可得 ，T和 a之间 

的近似关系： 
= (0．6a+1)y (1) 

在桨盘前后应用伯努利方程，可推导出推力系数为： 

CT=40(cosT+tan每，_sin —asec 毫。。) (2) 

半径为 r，径向厚度为dr的圆环受到的推力为： 

d 涡流理论=0．5p CTdA (3) 

其中，dA=2叮Trdr——圆环面积；p——空气密度。 

2．2 流动膨胀 

偏航工况时，除一致诱导速度外，桨盘处流动膨 

胀和叶根旋涡会引起附加诱导速度。 

流动膨胀会在 x 和 z 方向上产生速度。由于 

不考虑径向的叶素间的干扰，z 方向的膨胀速度可 

忽略。桨盘上点(r， ，0)，由膨胀诱导的x 方向的 

速度为： 

=一aU F( )sec 等sin (4) 

其中，F(ix)——流动膨胀因子，采用近似表达式： 

-厂(tx)=s-(ix+0．4g +0．4g ) (5) 

其中 =r／R，R为风轮半径。 

将膨胀速度 变换到桨叶坐标系 S 中，得到 

切向(即x。方向)速度为： 

=一aU cos~rtan等(1+F(IX)2tan等sin ) 

(6) 

轴向(即Y 轴方向)速度为： 

=一aU F(IX)2tan等sin (7) 

2．3 叶根旋涡 

叶片根部脱落的旋涡会在桨盘处诱导出切向速 

度。假设转子轮毂半径很小，即叶根扩展到风轮转 

轴处，可将叶根旋涡视为强度为 厂的半无限长涡 

丝。与轴向来流不同的是，偏航时的尾迹是绕偏斜 

尾迹中心线旋转，而不是绕转子转轴旋转。因此，半 

无限长涡丝是沿偏斜尾迹中心线向下游发展。 

由Biot—Savart定律，强度为 ，的半无限长涡丝 

对柱坐标系 C 中(r ， ，。 )的诱导速度为： 

南( 高  (8 
由坐标变换可得桨盘上点(r， ，0)在 C 中的坐 

标： 

叶根旋涡对该点诱导速度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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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Ⅱ (1+z'／~／ +r ) (10) 

其中，0 ——方位角平均切向速度诱导因子； —— 

风轮角速度。 

将该速度变换到桨叶坐标系 s。可得： 

Wx =一o)ra cos)((1+sinqtsinX) (11) 

Wy =tora cos~sinX(1+sin~sinX) (12) 

为 0。绕偏斜尾迹中心线的扭矩为质量流 

率、切向加速度与距离之积： 

dQ涡流理论=pU (cosT—a)dA2a o)r r (13) 

将式(9)中的 r 代人式(13)可得： 

dQa~ie=4~rpU at(o(cosT一Ⅱ) f14) 

(COS。 +c0s sin )r3dr 

2．4 叶素理论 

叶素理论的详细介绍可参考文献[5]。 

3 风力机建模 

3．1 来流风速 

在坐标系 S中，来流风速为 U=(0，U ，0)，将 

其转换到桨叶坐标系中，Up=( x ， ， )。具 

体转换过程可参考文献[5]。 

3．2 叶素旋转速度 

稳定偏航、转速固定的风力机，半径处叶素的旋 

转速度为(Dr，将其转换到桨叶坐标系中： 

= ( ， ，'／Z )=(torcosf~，0，O) (15) 

3．3 诱导速度 

诱导速度为平均诱导速度、流动膨胀和叶根旋 

涡引起的诱导速度之和。因此轴向和切向诱导速度 

分别为： 

=一aU 一2aU Ftan等 in + (16) 

o)ra cos~sinX(1+sinqtsinX) 

Wx =一aU cos~Ptan等(1+2Ftan等sin缈)一 

tora cosX(1+sin~sinX) (17) 

考虑有限叶片数的影响，引入 Prandtl叶，尖／轮 

毂损失修正，可得叶素处当地诱导速度： 

=  ∥ 

。

=  ／f (18) ‘p 口 、 

其中，产 _ Prandtl叶，尖／轮毂损失系数。 

3．4 叶素气动载荷 

绕叶素气流速度为： 

= Ux + 一 

U 。 _ Uy + (19) 

叶素处人流角： 

=tan (I 。 I／I I) (20) 

叶素攻角： 

=咖一卢o (21) 

其中， ——桨叶安装角和截面扭角之和。 

设风力机叶片数为 B，则圆环受到的推力为： 

d 紊理论=∑0．5pU~(Cx)cdr (22) 

绕尾迹中心线的扭矩： 

dQ懒 论 ( p c 。 
(23) 

(cosqtsinxC +cosxC sin~b)) 

其中： 

C =Clcosqb+Cdsin~b 

C =Clsin6一Cdcos6 

式中，C ，C ——对应攻角的升、阻力系数；c——叶 

素弦长。 

3．5 计算模型 

忽略叶素间径向干扰，综合涡流柱和叶素理论， 

令式(3)和式(22)相等，式(14)和式(23)相等，简 

化可得： 

8a(c。s +tan等siny一。sec2等) C cx 
(24) 

at (cosT一0)(COS +c0s sin ) 

C u 2
r(c。s i叨cx+c。sXCysin6)(25) 

4 数值计算流程 

稳定偏航时转速和来流风速均为常数，叶片周 

围流动是转子方位角(或时间)的函数。将转子旋 

转圆盘等分为丁 份，如图3所示。变量符号采用下 

标 r表示时间，b表示叶片，i表示径向位置，如 Ot 

表示 时刻第 b个叶片在径向位置 i处的攻角。 

表示 时刻第一个叶片的方位角，则该时刻各个叶 

片的方位角为： ． = +2,trb／B。数值计算从 =0 

(叶片垂直向上)开始。流程如下： 

1)假设方位角平均诱导因子 ar和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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掰 
?’ ／ 

转方向 

图3 旋转圆盘等分示意图 

Fig．3 Division of one whole rotor revolution into 

a fixed amount of azimuthal steps 

2)计算 Prandtl叶尖／轮毂损失系数 ； 

3)由3．1节计算风速在桨叶坐标系中的分量； 

4)利用式(15)计算叶素旋转速度( ) 
， 
； 

5)利用式(16)～(18)计算叶素处当地诱导速 

度( 。) 
， 
和( ) 

， 

； 

6)利 用式 (19)计算 叶素处切 向速度分量 

(U ) 
， 

和轴向速度分量( 。 ) 
． 
； 

7)利用式(20)、(21)计算来流攻角 0[ 
．  

； 

8)从翼型升阻特性数据库中根据来流攻角得 

到升、阻力系数(c。) 
， 

，(C ) 
， 
； 

9)利用式(24)、(25)计算得到新的方位角平 

均诱导因子 口 和 ： ； 

10)返回步骤(2)进行迭代，直到所有叶素位置 

和转子方位角位置上收敛。 

5 算 例 

为了验 证模 型 的有 效性，采 用本 文方 法对 

TUDelft模型风力机处于轴流和稳定偏航时的气动 

性能进行计算，并与文献实验数据进行了比较。 

5．1 风力机参数 

风力机 叶片数 为 2，直径 为 1．2m，轮毂直径 

0．36m，翼型采用NACA0012，来流风速 5．5m／s。具体 

风力机参数和用于对比的实验数据参考文献[6]。 

5．2 计算结果 

5．2．1 轴流条件 

图4为偏航角为0。时方位角平均轴向诱导因子 

计算值与实验值的比较。可以看出两者吻合较好， 

即使在根部和顶部，误差也不超过 8％。 

曲 

霹 
1 

厦 

揖 

图4 0。偏航时平均轴向诱导因子的比较 

Fig．4 Comparison of azimuthally averaged axial ind 

图5为叶素处攻角计算值与实验值的比较，在叶 

尖(90％R)和叶根(40％R)处存在较大差异。攻角由 

叶素处当地诱导速度确定，而由式(18)可知当地诱导 

速度由方位角平均诱导速度除以Prandtl损失因子得 

到，图4说明平均诱导速度预测较准确，因此初步估 

计攻角误差是由于 Prandtl损失因子计算误差引起 

的；但由图6的Prandtl损失因子计算值与实验值的比 

较可以看出二者吻合很好，因此可推断出攻角的误差 

是由Prandtl叶尖／轮毂损失模型本身的不足引起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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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图5 0。偏航时叶素攻角的比较 

Fig．5 Comparison of angle of attack at yaw angle=0deg 

辎 

亏 
§ 

图 6 0。偏航时 Prandtl损失因子的比较 

Fig．6 Comparison of loss factors at yaw angle=0d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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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30。偏航 

限于篇幅，本文仅给出偏航角为 30。时叶片展向 

位置为 40％R，6o％R和 90％R处叶素攻角随方位 

角的变化曲线。 

从图7中看出，攻角随方位角的变化而呈现类 

似正弦函数的变化趋势。在叶片中间位置(60％R)， 

计算值与实验值取得了较好的一致。但在叶根 

(40％R)附近，尽管考虑了根部旋涡对诱导速度的 

贡献，但误差仍然较大。除Prandtl损失模型本身的 

缺陷外，假设叶根区域扩展到转轴处从而将根部旋 

涡简化为半无限长涡丝也是误差的主要来源。值得 

注意的是，在方位角位于180。～360。的区域误差相 

图7 30。偏航时叶素攻角的比较 

Fig．7 Comparison of angle of attack at yaw angle=30deg 

对较小，这是由于叶片旋转到该区域时，离尾迹区较 

远，尾涡的诱导影响较小，攻角预测更准确。在叶尖 

(90％R)附近，叶片方位角在 90。时，计算值的误差 

达到40％，误差的主要来源是：涡流柱理论假设环 

量沿展向和周向的变化对诱导速度的影响较小，即 

忽略了叶片后缘脱落涡和尾随涡的影响，认为叶尖 

附近诱导速度主要是由叶尖涡诱导引起的。 

6 结 论 

1)本文采用涡流柱理论替代 BEM理论中的动 

量理论建立了稳定偏航风力机性能计算模型。模型 

考虑了桨盘处流动的膨胀和叶根旋涡对诱导速度的 

影响，且考虑了风轮结构参数和风力机安装参数等 

的影响，使得模型更接近实际工况的风力机； 

2)对 TUDelft模型风力机处于轴流和偏航工况 

时的气动性能进行了计算 ，并与实验数据进行比较。 

结果表明，轴流状态时得到的平均轴向诱导因子与 

实验值取得了较好的一致；偏航工况时，由于考虑了 

根部旋涡和流动膨胀的影响，使得叶片中部攻角的 

计算与实验值吻合较好，但将根部旋涡视为半无限 

长涡丝以及忽略环量沿展向和周向的变化，使得叶 

根和叶尖附近计算误差较大； 

3)即使风力机处于稳定偏航，叶片周围的流动 

仍非常复杂。考虑绕叶片流动的涡流本质，采用涡 

流理论建立性能预测模型比在 BEM理论中添加修 

正模型更有效。本文的研究为下一步采用自由尾迹 

方法建立风力机全工况性能预测模型提供了有力的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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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ERoDYNAM IC PERFoRM ANCE Co IPUTATIoN 

oF HAW T IN STEADY YAW  

Zhou Wenping， 

(College of Power Engineering，Chongqing 

Tang Shengli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30，China) 

Abstract：A horizontal axis wind turbine’S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prediction model at steady yaw based on mod— 

ified BEM theory was presented for supporting the design and validation of wind turbines．The model uses vortex 

cylinder theory to replace momentum theory ，and account for blade root vortex and flow expansion caused by yaw． 

The comparison between calculation results and experiment showed that model can predict azimuthally averaged 

axial induced factor exactly at axial condition，and the discrepancy of angle of attack was caused by the intrinsic de— 

ficiency of Prandtl tip／root loss model itself．At yaw condition．correlation for angle of attack at middle of blade 

span is good，but the assumption of root vortex as a semi—infinite line vortex and the variation of bound circulation 

have small effect on the induced velocity make the discrepancy of angle of attack at blade tip and root increases． 

Keywords：wind turbine；steady yaw；BEM theory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