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60度 全覆盖
风力发电机组的状态监测



风力发电兼具收益——和成本优势

 
随着技术发展、竞争加剧、发电机容量和风电场规模的增加，从而降低了风力发电成
本。相比于矿物燃料能源，风力发电最终具备了成本竞争力。即使补贴逐步取消，每
年风电机组的安装量仍在增加，并且在未来几十年内，风力发电将成为总发电量的重
要组成部分。

风力发电为绿色未来铺平了道路，但也给风电场主和运营商带来了挑战。如今，
可用性变得愈加重要，而传动组件的成本、尺寸、复杂性和操作需求也在增加。

维护会成为实现盈利最重要的一项可控因素，
而毫无疑问，状态监测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减少计划外的维护是降低运维 
(O&M) 成本的关键：

58%
的总运营支出与运维有关

64% 
的是由于计划外的维护*

*数据来源：MAKE Consul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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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状态监测解决方案实现价值增加

 
几乎所有风力发电机组都配有某种类型的状态监测系统。然而，对于业主和运营商
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理解这些系统带给其资产运营和维护的价值差异。原始数据
如何处理、存储和访问是一个有价值的领域，能否提供可操作（执行）的信息则是
另一有价值的领域。 

系统所必须做的不仅仅是检测异常，还必须要确定故障类型及其严重程度，预知的
维护时间以及所需的维修计划。系统必须生成高质量、高分辨率的数据，从而可在
运行时和事后处理中对数据加以分析。数据分析自动化的有很多，但诊断服务是不
可或缺的，而事实上，诊断专业知识是如何满足用户的需求，它应成为任何状态监
测解决方案的基础。

从长远来看，状态监测解决方案的最终价值是优化投资回报，提高风机的可用性，
降低风机生命周期的成本，这些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 更多地实现塔上维修
• 通过解决不平衡、不对中和润滑问题使机组部件寿命最大化
• 建议通过适当减少运行负荷，以降低问题风机产生严重故障的风险
• 解决保修赔付纠纷

早期故障检测会有回报： 
例如，一个齿轮轴承能以 13,000 美
元的价格在塔上更换，而不必用上
述数额 23 倍的价格更换整个损坏的
齿轮箱！

 3



4

更高级别的状态监测
Brüel ＆ Kjær Vibro 是风力发电机组状态监测的先锋。
自2003以来，Brüel ＆ Kjær Vibro 与主要利益相关方密切合作，
以开发和优化风力发电机组的监测方案。基于从大量数据中得到的丰富经验，
我们的状态监测解决方案已提升至一个新级别，这就是我们说的 360度监测体验：

整体监测 
我们不仅仅监测传动系统，而是会评估整个风力发电机组的健康状况。数据采集硬件 DDAU3、传感器、控制器单元、SCADA 
系统、数据历史记录和其他监测系统的无缝对接使您不仅可以查看振动，而且能全面了解风力发电机组的健康状况以及整体的
运行性能，包括风速、功率、磨损颗粒、温度、叶片倾角、偏航等。

机组监测 
您可对整个机组的数据对比，对比参考及基准性能数据进行分析，甚至也可以对组件级别进行对比分析。
这些数据的对比和关联分析让您不仅可以监测机器部件的磨损，还能监测更多的与机组相关的问题，特定地点和天气相关的故
障以及与制造、运输和装配相关的问题。

数据管理 
数据被存储下来，可以远程访问和处理，用于诊断服务和统计分析。我们的状态监测解决方案结合了我们的长期经验和现代技
术，针对所有类型的风力发电场、及有经验和无经验的业主和运营商。作为一家独立的供应商，我们给出的建议公正，我们能
保证数据的完全透明。

200,000+
小时的监测时长跨越15多年

20,000+
个状态监测系统已被售出

1,180+
个型号的轴承已被监测

121+
个型号的齿轮箱已被监测

42+
个型号的发电机已被监测 ¹

1 出版时的统计数据

我们的追踪记录
无与伦比：

强大的数据处理—— 
先进的数据采集和管理

广泛的分析——
风场概观并深入诊断

360° 的综合服务——
让您的专业知识与我们的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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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监测解决方案的三个主要部分

硬件
软件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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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第三代状态监测数据采集设备 (DDAU3) 是 Brüel ＆ Kjær Vibro 360° 监测策略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点是：

飞行记录器——以高分辨率自动记录数据以进行诊断，即使丢失网络也能进行
完全远程操作——一旦安装完成，便可远程操作和服务，无需服务器！
网络安全——加密技术、内置防火墙、证书交换和操作系统强化，带安全更新以限制
访问
客户定制化——内置 Python 计算引擎带有高级分析库，可用于定义
专门的定制测量以进行检测、诊断和分析
开放式接口用于系统集成——嵌入式 OPC UA，Modbus 
和 HTTPS 接口可实现与 SCADA 系统和控制器真正的即插即用式连接。
与 SCADA 系统无缝集成，可涵盖其他多种类型的接口，如 Profinet、CAN 总线等。
平台功能强大、性能高——频率范围 0-80k Hz，低频监测能力出色，高分辨率瞬态事
件分析，用以分析根本原因
IT 环境简单——直接连接至远程设备，无需中转服务器

强大的数据处理—— 
先进的数据采集和管理 

1 硬件



6

广泛的分析——风场概观并深入诊断

直接连接我们的 DDAU3 监测硬件，我们独特的 VibroSuite 软件包提供市场领先的机
组监测、诊断和数据挖掘分析功能，这些功能结合了各风力发电机组的详细分析和对比。 

客户自有 
VibroSuite 让所有客户均能对数据进行内部托管、处理和分析。

报警管理系统
VibroSuite 可有效避免报警泛滥，且其设计致力于报警的处理和报告过程，
这再加上对风力发电机组的报警历史的整体评估，便大大减轻了分析专家的工作负荷。 

VibroSuite.WEB 
通过 VibroSuite 用户门户网，用户可访问当前和历史报警与报告状态，
可对整个风电场设备进行概览分析，实现宽范围的机组数据对比以及各风力发电机组的详
细分析。

VibroSuite 的亮点

久经考验，用于 10,000+ 台风力
发电机组的在线监测

全球用户可访问报警信息、数据、
统计和历史数据分析

用于详细调查和根源分析的高
级工具

2 软件



Brüel ＆ Kjær Vibro 的 360° 状态监测解决方案不仅包括一个专用的监测系统，还
提供一系列的可根据客户个人需求定制的服务，例如您的特定监测策略、数据可视
化以及与现有控制器的连接。 
最终结果是可操作的信息，用以确保风力发电机组预测维护的前置期，优化机组的
正常运行时间 

Brüel ＆ Kjær Vibro 提供的服务覆盖整个价值链： 

交钥匙解决方案

数据服务 

远程状态监测服务 

Brüel & Kjær Vibro 致力于从事服务。于我们而言，服务不仅仅是一个部门，
它是一种态度，从我们做的一切中，您都能感受到这一点。
我们的诊断工程师技术娴熟，均通过 ISO 18436 认证，能随时满足您的需要和要
求。我们位于上海、北京、哥本哈根和休斯顿的四个全球监测和诊断中心每天24小
时都在监测数千台风力发电机组。

用户定制化服务
我们的综合服务包，可根据您具体的操作和维护策略以及监测要求定制。
通过将您的专业知识与我们的相结合，您将从我们的 360° 监测解决方案中实现最
佳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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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 的综合服务—— 
让您的专业知识与我们的相结合

规划       安装

数据安全 数据托管 机组监测

状态监测 诊断服务 预测服务

我们的客户说了什么？ 

我们的数据管理技术、监测策略和
可操作的信息报告首屈一指，这就
是为什么我们的客户评价我们为“优
秀”。¹

你们的趋势分析功能令我们十分满
意，一定会将其推荐给其他人。

欧洲运营经理

B＆K Vibro 拥有一支非常棒的监测
团队，团队有着技术高超的分析师。

从他们所提供的服务和信息丰富的
警报报告来看，他们价格公道。

欧洲业主/运营商 

B＆K Vibro 诊断工程师的成功率非
常高，而且他们的建议值得信赖。

北美业主/运营商

B＆K Vibro 系统和组件易于安装、
调试、检查和故障排除，有很好的
技术支持。

欧洲高级专家

¹摘自 2018 年净推荐值 (NPS) 调查中提供
的反馈。总分为 56％。

„3 服务



Brüel & Kjær Vibro
2300 S Dairy Ashford Rd
Suite 400
舒格兰（得克萨斯州），TX 77478
美国
电话：  +1 281-295-58 40
bkvcm@bkvibr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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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Brüel & Kjær Vibro 
Leydheckerstrasse 10
64293 达姆施塔特（黑森州）
德国
电话： +49 6151 428 0
传真： +49 6151 428 1000
wind@bkvibro.com

www.bkvibro.com

Brüel & Kjær Vibro 
Skodsborgvej 307 B
2850 Nærum
丹麦
电话：  +45 77 41 25 00
传真：  +45 45 80 29 37

Brüel & Kjær Vibro
上海，200233
田州路 99 号 9 号楼
新茂大楼 1102 室 
电话：  +86 21 6113 3688

丹麦美国
中国
北京 
上海/中华人民共和国

Nærum

德国
达姆施塔特

休斯顿/TX

监测和诊断中心
总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