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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电机专业整体介绍

近年来，我国电力工业发展迅猛。截至2016年底，全国发
电装机容量达到16.4575亿千瓦，全社会用电量达到5.9198
万亿千瓦时。发电装机容量和发电量均居世界第一位

随着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变缓及我国电力市场的趋于饱和，
大电机行业的产品市场也受到了一定的考验。在这种发展
背景下，大电机行业，在理论与工程方面出现了很多新的
发展动向

我国电力
工业整体
发展情况

类别 装机容量（亿千瓦） 百分比

水电 3.3211 20.18%
火电 10.538 64.03%
核电 0.3364 2.04%

风电和太阳能 2.2606 13.74%



水轮发电机

汽轮发电机

大、中型交、直流电动机

新能源发电机

电机的远程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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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电机专业总体介绍

1、国内生产电机产品的企业超过百家。生产水电、火电

等发电设备为主的企业有20家左右，其中哈尔滨电机厂

有限责任公司、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和上海

电气上海发电机厂三家企业年生产量占全行业发电设备

总产量的80%左右

2、生产大型电动机和一般、专用大中型发电机为主要产

品的企业超过30家。全行业大型电动机年生产能力超过

50万千瓦的企业有15家左右，上电的生产能力超过500万

千瓦。湘潭电机、沈阳电机、南阳电机、佳木斯电机等企

业大电机的年生产能力均超过200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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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轮发电机最新研究进展

         混流与轴流式发电机组，中国的产品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世界上已经投入运行的最大容量的立式全空冷水轮发电机组，
向家坝电站800MW水轮发电机的制造企业之一是哈电集团
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已经投运的世界最大的三峡地
下电站的700MW蒸发冷却水轮发电机为中国东方电气集团
东方电机有限公司制造。目前，上述二个制造企业正在开发
新的世界最大的1000MW水轮发电机

常规
水电

三峡地下电
站700MW蒸
发冷却水轮
发电机－27
号机组安装
现场

向家坝
电站



白鹤滩机组座环

向家坝800MW空冷机组
安装



水轮发电机最新研究进展

          国际上，日本抽水蓄能发电电动机的制造技术处于发展前
沿。我国的常规抽水蓄能发电电动机产品经历了技术引进阶段，
已经具备了自主研发设计能力。
          国外常规抽水蓄能最大容量为日本葛野川电站的412MVA
发电电动机，由日立、三菱、东芝三个公司共同供货。
          国内制造企业生产的375MVA发电动机产品，已经投入运
行。

抽水
蓄能

葛野川
电站

仙
居
电
站



乌东德通风模型

1500t 高速推力轴承试验台



分数极路比绕组研究试验样机

分数极路比试验样机绕组

出线端 连接端



水轮发电机最新研究进展

         在抽水蓄能发电电动机产品方面，另一种产品也在悄悄
地崛起，即可调速发电电动机产品。这是一种基于双馈电机
原理的变速恒频水轮发电机。
          这种产品的最早应用在日本，目前已投运的最大容量
产品也在日本葛野川电站运行，475MVA可调速发电电动机，
为日本东芝公司制造。

抽水
蓄能

可变速抽水
蓄能机组转
子模型

可变速抽水
蓄能机组转
子



汽轮发电机最新研究进展

         汽轮发电机产品的发展相对成熟，近期的研究工作较多
地集中在高压高导热绝缘材料的开发及应用上。一些研究人
员将纳米技术应用到绝缘材料的生产上，开发出了电气和机
械性能俱佳的绝缘材料产品，并使电机的性能得到大幅度的
改善。
         通风系统的优化设计、发电机结构的标准化设计也受到
了更多的关注。在火电厂，还有一种多相的发电机变频器系
统产品，在发电设备上也得到了成功的应用

汽轮
发电机

三菱公司所采用的高
导热主绝缘与传统主
绝缘材料的对比



转子通风道入口的优化

三菱公司开发的
870MVA氢冷发电机



交直流电机最新研究进展

（1）在交直流电机领域，研究工作较多地关注在变频调速产品在冶
金矿山等等方面的的应用上，同时超导电机产品得到了进一步的发
展。国内的上电集团、哈电集团自主开发了在西气东输项目上应用
的大型高速电机。
（2）随着节能减排要求的提高，高效电动机得到市场的热捧，而且
政府在科研和销售领域给予了相当的补贴，截至2016年，工信部已
发布了六批高效电动机推荐名录，近四十个厂家的数千种型号电机
入选，三级能效要求已成为市场准入的门槛。
（3）ABB，SIEMENS为了争夺国内市场，以高端电机为重点，加快
了国内的布点布局 。“十二五”期间，市场对高端电动机的需求逐
步增大，集中体现在大容量、高转速、高可靠性等方面。例如西气
东输等油气输送加压站的压缩机驱动电机。在交流异步电动机领域，
普遍存在电动机的重量和尺寸均大于国际一流的电动机制造厂的情
况，原因主要是国内绝缘技术和通风技术与国外相比存在差距。

交直流
电机



（1）风力发电机经历了多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小容量直流
发电机时期，后来风力发电机组转向大型机的发展方向；第
二阶段是笼型异步发电机，交流发电机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并
逐渐取代直流发电机，成为风力发电机的主要形式；第三阶
段的风力发电机主要为双馈异步发电机和低速直驱永磁同步
发电机发展阶段。并逐渐衍生出各种新型风力发电机，如高
压风力发电机、大容量超导风力发电机、液压型风力发电机
和无刷双馈风力发电机等等。
（2）超低风速风电场将会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

新能源
发电机

新能源发电机最新研究进展



新能源发电机最新研究进展

（1）在核电电动机方面，目前国内仅有哈尔滨电气动力装
备有限公司、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上海电机厂
有限公司、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南阳防爆电机有限公
司等具备生产能力。
（2）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率先生产出国内首台
轴密封式主泵驱动电动机，截至2016年底，已成功投运58台，
占据国内8成以上的份额；哈尔滨电气动力装备有限公司除
可制造轴封式主泵电动机，还掌握了屏蔽式主泵电动机设计
制造技术；上海电机厂有限公司掌握了轴封式主泵电动机制
造技术，同时在与国外KSB公司联合研发湿绕组主泵电动机。
（3）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掌握
K2/K3类电动机设计制造技术的厂家。

新能源
发电机



CAP1400核主泵电机推力轴承试验台新型复合瓦面和结构



新能源发电机最新研究进展

（1）我国是世界上建造潮汐电站最多的国家之一，先后建
造了几十座潮汐电站，但由于各种原因，目前只有8个电站
在正常运行发电，总装机容量为6000千瓦，年发电量1000多
万kWh，仅次于法国、加拿大。
（2）在潮汐发电技术方面，目前我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江厦潮汐试验电站已稳定运行30多年，累计发电量达到
两亿千瓦时

新能源
发电机

江
厦
电
站



电机远程运维最新研究进展

在2016年12月工信部发布了国家《智能制造发展规划
（2016-2020）》，已明确将“远程运维”作为中国“智能
制造”的发展方向之一。但国内当前远程智能运维技术的开
发尚处于起步阶段，更多的停留在状态监测阶段。“十二五”
期间，哈电集团公司以三峡、向家坝和溪洛渡电站为依托，
开展了对发电设备远程故障诊断技术的探索性研究，并于
2016年6月获得工信部授予的“智能制造试点示范”（发电
设备远程运维服务）称号。目前国内电站几乎都配置了机组
“在线监测系统”

远程
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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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分析——水轮发电机

600MW，500r/min
以上水轮发电机；完
善1000MW水轮发电
机的相关制造技术，
攻克电磁、通风、轴
承等关键技术

发展高转速、大容量
抽水蓄能发电电动机、
100MW等级大型贯
流相关技术。开发变
速恒频水轮发电机

在雅江(大拐弯)处，重
点开发应用于超高水头
的1200MW等级水轮发
电机

发展海洋潮汐发电机，
探索开发海洋潮流发
电的永磁发电机

蒸发冷却示意图



1

3

2

开发1200～1300MW常规汽轮发电机；尽快完善350MW空
冷汽轮发电机；针对新型燃机的发展，国内着手600MW级
全氢冷汽轮发电机的开发。

在现有300MW-700MW，60Hz发电机基础上，开发全容量
范围的60Hz机组

开发300Mvar级以上调相机满足电网调节无功功率需要

发展趋势分析——汽轮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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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分析——大、中型交直流电机

核电、火电
辅机配套的
大中型高效
电动机

与高效电动
机配套的变
频控制系统
性能提升和
国产化

大力开发和
推广使用大
中型电动机
系统节能技
术

大力推进超
大功率电机、
超高速电机
和特种电机
的技术开发

目前我国电动机装机容量在12亿千瓦左右。未来，国内企业要保持已有技术优势，实现在更多领域的
技术突破，真正达到或者接近世界一流电动机制造企业的水准，具备与国际一流企业同台竞技的能力，
同时市场竞争相对有序。开发超高效节能环保型的“绿色防爆电机”产品，提高市场的竞争力



（1）重点开发6~10MW高可靠性海上直驱永磁风
力发电机
（2）6~10MW半直驱永磁风力发电机
（3）3MW以上空空冷双馈风力发电机
（4）5MW以上海洋型双馈风力发电机
（5）大型风电关键零部件试验及系统数模仿真公
共研发平台

风力发电机

（1）结合国内外先进技术和运行经验，突破大容量核电机组开发的技术
瓶颈，进一步推进关键材料的国产化，形成大容量等级核电自主开发能力
（2）要重视金属材料、绝缘材料、励磁技术的开发，加强发电机电磁、
通风整体结构的研究。

核电电动机

潮汐能发电机

（1）大型全贯流式水轮发电
机的关键技术 
（2）海水腐蚀防止技术
 （3）防海生物附着技术

发展趋势分析——新能源发电机

海水抽水蓄能发电电动机



从全国的制造业整体而言，服务转型升级刚刚开始，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在未来

几年，伴随国家政策的支持，建议国内大型发电设备制造厂家借助自身产品优势，

将远程运维作为主机产品的附加选项供电站用户选择。鉴于我国制造业独特的发展

现状和问题，我国制造业向服务化、协同化和智能化发展的道路没有现成的经验可

以借鉴，存在着新技术不成熟的风险

目前政策较为明朗，国家支持力度较大，风险较低。2016年12月工信部发布了国家
《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已明确将“远程运维”作为中国“智能制造”
的发展方向之一

市
场
和
技
术
方
面

政
策
方
面

发展趋势分析——远程运维



大电机专业发展建议4



发展建议

开拓国际市场

多措并举，助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01

02
推广数字化制造

在产品开发方面，大力推
广数字化制造下的质量管
理技术，采用信息技术开
发并推广应用产品智能化
设计平台，推进产品三维
设计

03

04

推行“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设计

降低产品制造成本，推行产品和工模具“标准化、
系列化、通用化”设计，降低工模具重复投入消耗

完善标准体系

完善技术标准体系，支持以
企业为主体研究制定自主技
术标准；加快国外先进标准
向国内标准的转化，掌握核
心技术的知识产权，提高国
际竞争能力

发展
建议



发展建议

制订综合政策

国家应在中小电机产品更新及淘汰方面制订
综合政策，确保研发及时、生产跟进、用户
使用主动的良性利益链得以实现

05

06
参考国外先进技术

大电机行业在燃机配套机
组的发展中需参考国外先
进技术，适当调整本行业
燃机配套机组研发的战略，
从参考、引进、消化和转
化吸收入手，根据燃机配
套机组覆盖的容量等级范
围，多元化发展

07

08

发挥产业联盟作用

充分发挥产业联盟作用，扩宽开放合作领域；建设
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服务改造产业

应根据行业内各企业自身投
运机组年限的具体情况，针
对性地发展新技术、新材料、
新机组的服务改造产业发展

发展
建议



报告特点

报告总结了近年来本领
域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
果和重要工程实践情况，
介绍了各项关键技术研
究和应用进展

1

可以帮助大电机专业领
域专业人员有针对性和
预见性地开展技术创新
工作，为制定未来发展
路线提供参考和指导

3

分析了各项技术及其技
术路线走势，提出了相
关专业领域的学科发展
脉络和创新发展机制

2

同时也有利于社会公众
及时了解我国乃至世界
大电机专业领域的最新
研究成果、技术水平和
未来发展方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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