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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本指导性技术文件）按照《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暂行）》的要求，依据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本指导性技术文件）制定的主要技术内容为 

——规定了适用范围（见第1章）； 

——提出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2章）； 

——规定了本标准适用的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 

——规定了本标相关代号、符号及缩写语等（见第4章）； 

——规定了本标相关气动附件的安装形式（见第5章）； 

——规定了本标相关气动附件技术要求（见第6章）； 

——规定了本标相关气动附件定位及打磨要求（见第7章）。 

本标准（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

责任。 

本标准（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由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提出。 

本标准（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由中国电机工程学会风力与潮汐发电专业委员会技术归口并解释。 

本标准（本指导性技术文件）起草单位：安徽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上海绿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北京天源科创风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本标准（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主要起草人：胡苏杭、王芳、徐国庆、王耀伟、罗林。 

本标准（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本指导性技术文件）执行过程中的意见或建议反馈至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标准执行办公室（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白广路二条1 号，100761，网址：http：//www.csee.org.cn，邮箱：

cseebz@csee.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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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力发电机组叶片气动附件安装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或本部分或本指导性技术文件）规定了风力发电机组叶片气动附件安装的通用性技术要求。  

本标准（或本部分或本指导性技术文件）适用于水平轴风力发电机组叶片气动附件安装。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0901-2008   工程机械 双组分结构胶黏剂、瞬干胶 应用技术规范 

GB/T 11699-2013  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使用技术规程等； 

GB 19155-2003 高处作业吊篮 

GB/T 20319 风力发电机组 验收规范 

GB/T 21526-2008   结构胶粘剂 粘接前金属和塑料表面处理导则 

GBT 22516-2008 风力发电机组 噪声测量方法 

GB 23525-2009    座板式单人吊具悬吊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GBT 25383-2010 风力发电机组 风轮叶片 

GB/T 33629-2017 风力发电机组 雷电防护 

ISO 12944.5 涂料和油漆——用保护涂料进行钢结构防腐 第 5 部分：涂料保护系统 

3 术语和定义 

3.1 

设计寿命(designed life)  

在设计工况下的设计使用年限 

3.2 

叶片  wind turbine blade 

使风轮旋转并产生气动力的部件 

3.3 

涡流发生器 vortex generator 

延缓叶片表面气流分离的装置  

3.4 

扰流器 spoiler 

增大叶片表面气流压力的装置 

3.5 

锯齿尾缘 trailing serration 

安装于叶片尾缘用于干扰叶片尾缘附近气流的混合的锯齿装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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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叶尖帽 blade sleeve 

安装于叶片尖部用于延长叶片有效扫风面积的装置  
3.7 

叶尖小翼 winglet 

安装于叶片尖部用于提升叶片尖部升力的装置 

3.8 

翼型延长 chord extension 

提升特定翼型的升力的辅助装置  

4 安装形式 

4.1 安装位置 

根据气动附件设计目的的差异，叶片气动附件安装于叶片表面的不同位置，包括根部、尖部、前缘、

叶身的压力面、吸力面以及尾缘位置。其中： 

a) 涡流发生器安装于叶片吸力面，根据不同的设计，安装位置可从叶片根部直至叶片尖部； 

b) 扰流器安装叶片压力面靠根部区域； 

c) 锯齿尾缘、翼型延长安装于叶片尖部尾缘区域； 

d) 叶尖帽、叶尖小翼安装于叶片尖部区域。 

4.2 连接形式 

4.2.1 粘接 

对于符合载荷计算要求且材料属性符合粘接条件的气动附件，采用粘接的方式将气动附件与原始叶

片进行连接。粘接过程依照GB/T 10901-2008工程机械双组分结构胶黏剂、瞬干胶应用技术规范执行。 

4.2.2 金属连接件紧固 

某些气动附件需要采用铆钉、螺钉、螺栓等金属紧固件其与原始叶片进行连接固定。 

5 技术要求 

5.1 安装技术要求 

5.1.1 环境条件 

a) 天气晴朗，风速小于 8 米/秒，工作环境温度大于 0℃，小于 38℃；湿度小于 80%； 

b) 雪天、雨天、夜间、带电等情况下的不能高处作； 

5.1.2 安全要求 

a) 依照叶片维修以及风机高空作业等安全规程执行； 

b) 依照升降作业平台厂商所给出的平台使用规范执行； 

c) 防范高空坠落、坠物、触电、中暑、火灾、雷击等安全事故，做好各项安全预防措施； 

d) 做好安全应急响应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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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人员条件 

安装人员5-6人编组，依据安装的气动附件不同，项目组人员编制不一样。 

a) 安装涡流发生器、扰流器、锯齿尾缘、翼型延长等重量体积偏小的附件时，采用 5 人编组，其 

中两人高空作业，二人地面配合，一人现场协调； 

b) 安装叶尖帽、叶尖小翼时，由于其体积、重量较大，同时作业程序角度，因此采用 6 人编组， 

其中三人高空作业，二人地面配合，一人现场协调等。 

c) 高空作业人员应该具备高空作业证、健康证，具有多年高空作业经验，经过相关专业技术培训； 

d) 作业人员明确该气动附件作业指导书的相关内容； 

e) 项目组设立项目负责人、安全员等，负责项目协调以及施工期间的安全督导、检查工作。 

5.1.4 设备条件 

a) 作业吊篮：应满足 GB19155-2003 高处作业吊篮，平台承重≥500kg； 

b) 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使用技术规程需符合国标 GB/T 11699-2013；  

c) 单人单板作业：应满足 GB 23525-2009 座板式单人吊具悬吊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d) 配套设备：包括工程车，平台、升降设备、升降缆绳、方向控制缆绳、平台安全缆绳各一套； 

e) 作业人员设备：安全衣、安全绳、安全扣、安全鞋、安全帽、护目镜以及防护服等各 2 套，作 

业用工具一套。同时根据不同的气动附件的安装形式，准备不同的特种作业设备及耗材。 

5.1.5 环保条件 

a) 作业现场平面布置合理，场地清洁有序，施工机械、设备完好、清洁，施工作业面材料、工具、 

设备等堆放合理整齐。物资标识清楚，摆放有序，账、卡、物相符，符合安全防火标准； 

b) 施工区应有醒目的安全文明施工标志牌和标语； 

c) 露天存放的材料及设备要堆放整齐，并要有防倾倒措施； 

d) 设备包装物应及时收回，堆放指定地点，不得乱堆乱放； 

e) 每个作业面做到“工完料净场地清”。 

5.1.6 材料 

a) 按照相关技术要求制作的叶片气动附件及其安装辅料，包括玻璃纤维增强塑料、聚碳酸酯等符 

合设计要求的工程塑料等； 

b) 某些气动附件（例如叶尖帽等）需要少量的金属件，包括铝合金件、铜件等； 

c) 气动附件粘接时所需要的结构胶、双组分胶、以及聚酯胶等； 

d) 劳保及防护用品等。 

5.2 运行技术要求 

a) 风力发电机组气动附件的材质及连接件应采用具有耐久、耐潮、较强的抗寒、抗热辐射、抗紫 

外线能力和结构性能稳定的材料，满足风力发电机组的运行设计要求。 

b) 生存温度要求：-40℃～+50℃； 

c) 运行工作温度要求：-30℃～+45℃； 

d) 安装湿度要求：相对湿度≤95%； 

e) 运行寿命： 满足风机的设计寿命要求，陆上风机：20 年，海上风机 25 年； 

f) 防雷接线，符合国标 GBZ 25427-2010 风力发电机组 雷电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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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定位及打磨要求 

    叶片气动附件安装于叶片表面的不同区域，主要通过三组参数对其进行定位安装，包括叶片的展向

定位、弦向定位以及气动附件安装角度定位，具体要求如下： 

6.1 定位方法、精度要求 

叶片气动附件安装在叶片的压力面与吸力面，其具体安装位置择需要根据叶片的展向（长度方向）

位置以及弦向（宽度方向）确定。 

6.1.1 展向定位： 

a) 吸力面展向定位：以叶片根端法兰端面为定位基准，以零度标尺上的 0°安装角逆时针旋转 

90°作为叶片吸力面定位测量的起始点，以垂直于法兰端面的方向向叶尖方向测量，即为叶片吸力面展

向定位； 

b) 压力面展向定位：以叶片根端法兰端面为定位基准，以零度标尺上的 0°安装角顺时针旋转 

90°作为叶片压力面定位测量的起始点，以垂直于法兰端面的方向向叶尖方向测量，即为叶片压力面展

向定位； 

c) 展向定位测量路径：以叶片表面弧面作为测量路径； 

d) 展向定位精度要求：±25mm。 

6.1.2 弦向定位： 

a) 压力面弦向定位：以叶片压力面尾缘点作为测量起始点，以平行于叶片根端法兰端面方向向前 

缘测量，即为叶片压力面弦向定位。 

b) 吸力面弦向定位：以叶片吸力面尾缘点作为测量起始点，以平行于叶片根端法兰端面方向向前 

缘测量，即为叶片吸力面弦向定位。 

c) 弦向定位测量路径：以叶片表面弧面作为测量路径。 

d) 弦向定位精度要求：10±5mm。 

6.1.3 安装角度定位： 

当气动附件需要与叶片轴线呈一定角度安装时，应采用定位工装进行安装，安装角度精度要求±

0.5°； 

6.2 粘接面表面光洁度要求 

不同的气动附件对于粘接面的光洁度要求不同，针对不同的附件，光洁度要求也不同，可分为三

类： 

a) 对于涡流发生器等安装于叶片根部区域，或者受力较小的气动附件时，粘接面的光洁度要求： 

b) 表面油漆光滑、无污染、无裂纹、无荔枝纹，需要轻微或者无需打磨（可根据胶黏剂的特性判 

断）； 

c) 对于安装面存在腐蚀、坑洼时，需要添补腻子，然后进行打磨； 

d) 对于锯齿尾缘、叶尖帽、叶尖小翼以及翼型延长段等安装于叶片尖部区域，或者受力较大的气 

动附件时，在安装过程中，需要将安装区域内的油漆全部打磨掉，直至玻璃钢表面； 

e) 除上述内容外，粘接表面应符合 GB/T 21526-2008 结构胶粘剂急粘接前金属和塑料表面处理导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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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打磨工艺要求。 

6.3.1 打磨工具选择：  

安装涡流发生器、扰流器等重量较轻的附件时，采用轻度打磨方式，时用砂纸打磨，重度打磨时，

可使用角磨机打磨； 

6.3.2 打磨顺序： 

a) 打磨砂纸目数由低到高； 

b) 角磨机砂轮纸目数由低到高； 

c) 重度打磨时，先使用角磨机，然后用砂纸打磨； 

6.3.3 打磨效果确认： 

f) 叶片表面打磨区域平整、无凸起、清理粉尘，不伤及叶片表面玻璃钢，表面处理应符合 GB/T 

21526-2008 结构胶粘剂急粘接前金属和塑料表面处理导则。 

7 粘接工艺要求 

7.1 温度、湿度等环境要求； 

气动附件粘接时的温度与湿度要求以胶黏剂的工作环境温度及湿度要求为准； 

7.2 粘接结合面密封性要求； 

a) 依据不同的胶黏剂类型，确认粘接结合面是否需要做密封处理； 

b) 粘接面密封可采用专业密封胶或气动附件粘接胶黏剂（当该胶黏剂具有与密封胶同样的属性 

时）； 

c) 密封之前，根据胶黏剂的不同材料属性，确认密封胶与胶黏剂是否可以配合使用； 

d) 当粘接结合面需要采用密封胶等密封时，所有的气动附件与叶片之间的结合面间隙，附件之间 

的缝隙必须密封； 

e) 密封胶的厚度不能超过气动附件粘接面底板的厚度； 

f) 粘接结合面外轮廓周围 10mm 外不能存在粘接胶和密封胶残留； 

g) 粘接面上的密封胶力求平整、无毛刺、无堆胶以及无缺胶； 

8 检验规则 

8.1 位置精度检验； 

a) 叶片气动附件的位置精度分为展向位置精度、弦向位置精度以及安装角（与叶片轴线的夹角） 

精度； 

b) 展向位置精度以及弦向位置精度的检验方式可按照各自的定位方法进行检验； 

c) 通常情况下，安装气动附件时均有安装定位模具，以确定气动附件的安装角，可检验安装定位 

模具，以确定安装角精度。 

8.2 粘接状态检验 

a) 粘接时间是否达到胶黏剂厂商所提供的操作建议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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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胶黏剂厂商通常给出不同环境条件下的操作时间以及夹固时间，在具体操作中，确认周围环温 

度、湿度条件，严格按照胶黏剂厂商所给出的操作及固化时间作业。 

c) 粘接过程是否按照作业要求进行夹紧或者按压操作； 

8.3 安装表面检查 

a) 检查气动附件表面光洁度，粘接面边缘是否有无棱角、无裂纹等。 

b) 检查叶片表面对应的安装区域的表面光洁度、有无凸起或者凹陷、是否需要打磨等。 

8.4 作业面补漆 

叶尖小翼、叶尖帽等玻璃钢材质的气动附件，安装完成后需要对气动附件以及连接作业面补漆处理，

相关操作可参考ISO12944.5涂料和油漆——用保护涂料进行钢结构防腐，第5部分：涂料保护系统； 

8.5 尺寸误差 

a) 涡流发生器、锯齿尾缘、翼型延长以及叶片扰流器多属于多数量、小重量的注塑及机械加工件， 

产品尺寸误差极小，可以及相关技术要求采用批量抽检的方式检查附件的尺寸误差； 

b) 叶尖帽以及叶尖小翼等可参照 GBT 25383-2010，检查其弦向、展向、尺寸角度、扭角误差以 

及三支叶片一致性。 

8.6 重量偏差 

a) 涡流发生器、锯齿尾缘、扰流器等单位产品重量较轻，其所用的胶黏剂以及密封胶需用量也较 

少，因此整体安装重量远小于单台风机三只叶片的允许偏差，符和国标 GBT 25383-2010。 

b) 叶尖帽、叶尖小翼、翼型延长等单位重量相对较大，在使用过程中，胶黏剂胶、树脂等连接材 

料重量严格控制，记录使用量，计算 3 支差异，保证气动附件安装后重量满足国标 GBT 25383-2010。 

8.7 安装牢固度 

若各项工作环节均按照作业要求执行，可采用简易的拉拔力装置进行拉拔测试，依照检验指导文件

中所提供的检测方法与数据，检测粘接面或其他安装面是否存在粘接面开裂，变形等。 

8.8 其他检验项 

由于叶尖小翼、叶尖帽等气动附件的重量、体积较大，安装工艺比较复杂，除了上述检验要求外，

依照国标 GBT 25383-2010，另外做出如下检验项： 

a) 安装前，按照定检要求对风轮叶片进行检查，形成检查报告，判断叶片是否存在缺陷，依照作 

业指导书判断是否符合作业要求； 

b) 如果发现叶片存在可修复缺陷，对叶片进行修复； 

c) 安装完成后，三个叶尖展向误差不大于 10mm；弦向误差不大于 5mm； 

d) 对于叶尖帽、叶尖小翼等气动附件需延长防雷导线至叶尖，安装完成后进行雷电防护系统性能 

测试，确保雷电防护系统性能符合国标 GB/T 33629-2017 相关要求； 

e) 在叶尖小翼、叶尖帽上应设置有排水孔； 

f) 依照国标 GBT22516-2008 对安装上述气动附件的机组进行噪声检测； 

g) 气动附件安装完成后，依照 GB/T 20319 风力发电机组验收规范中叶片相关内容进行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