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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海上风电正在走向深远海。离岸距离和水深的增大对海上风电场关键设备的技术选择和成本

造价影响很大，海上风电场单位千瓦投资也相应变化。对海上风电场基础结构、海缆等关键设备费用在不

同离岸距离和水深条件下的变化进行分析，探讨登陆送出、场内集电、基础结构等技术发展对投资的影

响。远海风电场通过采用柔性直流和高电压场内集电技术，关键设备的单位千瓦投资可以低于目前在建的

近海风电场。对于未来将采用 8 MW 风电机组的深远海风电场，采用先进的基础结构和输电技术，关键设

备投资成本将比现有技术下降 2 200元 /kW，大幅降低深远海风电场开发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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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中国海上风电快速发展，装机容量

近 5 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60.5%[1]。2019 年中国海上

风电新增装机容量达 1 980 MW [2]，居世界第一

位。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东部沿海省份都

规划了千万千瓦级的海上风电场 [3]。

随着近海风电开发趋于饱和，海上风电将逐

渐进入深远海区域。业界普遍认为，水深＞50 m
可称为深海，离岸距离＞50 km 可称为远海 [4]。中

国海岸线长达 1.8 万 km，各地沿海地质条件差异

很大，不同海域相同离岸距离处水深各不相同。

江苏沿海是大陆架延伸区，海床平缓，离岸近

100 km 处水深仍不足 50 m，是典型的远海浅水海

域。福建沿海是台湾海峡，海床快速下降，离岸

30~50 km 处，水深已超过 50 m，是典型的近海深

水海域。

与海上风电走向深远海同步发生的，是海上

风电并网电价的快速下降，最终实现平价上网的

过程 [5]。海上风电项目的基建投资占全生命周期

成本的 70% 以上 [6]，投资变化对项目收益影响很

大 [ 7 ]。虽然近年来海上风电基建投资成本已由

2010 年上海东海大桥项目的 2.3 万元 /kW 下降了

30%，但短期内仍无法满足平价上网要求 [8]。海上

风电项目基建投资中，设备购置、建筑工程、安

装工程费用占总投资的比例超过 90%[9]。风电机

组、塔筒、风电机组基础结构、电缆、升压站等

关键设备的购置、安装费用是海上风电项目基建

投资的主体，也是控制海上风电项目建设成本的

关键。安装费用受地域、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

各地差异较大，而关键设备造价较为稳定，能够

直接反映技术对于项目投资的影响。

本文以江苏沿海典型海上风电场关键设备投

资为基准，分析远海浅水、近海深水、深远海多

场景条件下，风电机组、塔筒、基础结构、海

缆、升压站等部分投资的变化情况，探讨改变风

场规模或机组单机功率、采用不同基础结构或输

电技术等对于海上风电场投资成本的影响。 

1    海上风电项目投资组成

中国海上风电项目的单位投资在各海域略有

不同。江苏、浙江海域为 1.4 万~1.7 万元 /kW，福

建、广东海域为 1.7 万~2 万元 /kW[10]。其中，设备

及安装工程费用为 9 000~12 000 元 /kW，占比约

66%；建筑工程费用为 3 500~5 500 元 /kW，占比

约 24%；施工辅助工程费用为 150~250 元 /kW，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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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约 1%；其他费用为 800~1 200 元 /kW，占比约

6%；预备费为 300~500 元 /kW，占比约 3%[8]。地

质条件复杂、基础结构成本及安装施工费用较高

是福建、广东地区项目投资成本较高的主要原

因，其基础结构及施工费用占总投资的比例比江

苏、浙江地区项目高 5%~10%。为便于对比计

算，本文以目前中国海上风电装机量最大、数据

最多的江苏地区海上风电项目投资成本作为基准。

目前，江苏单个海上风电场装机容量多为

300 MW，已开始普遍安装额定功率 5 MW 的风电

机组。现有的江苏海上风电场集中在离岸距离

40 m、水深 20 m 附近的区域，风电机组采用单桩

基础，场内集电采用 35 kV 交流电缆，登陆送出

采用 220 kV 交流输电方式，需要建设一个海上升

压站。根据以上边界条件，结合工程实际，一个

江苏海域海上风电场关键设备（不含安装费用）

的单位投资组成如图 1 所示。关键设备总成本约

为 11 362 元 /kW，占比最高的部分是风电机组，

达到 52.81%。其次是基础结构和登陆送出海缆，

分别为 24.37% 和 9.39%。3 项设备投资之和占所

有关键设备投资的 86.57%。

近年来，海上风电机组向大型化发展，风轮

直径和额定功率都大幅提升。欧洲最大商用机型

的风轮直径有 164 m，额定功率 9.5 MW。GE 正在

测试 12 MW 机型，风轮直径达到 220 m。国内在

建风场中最大风电机组的额定功率为 8 MW 级，

多个主机厂家公布了 10 MW风电机组的设计方案。

目前 5 MW 风电机组的价格大约为 6 000 元 /kW[11]。

6 MW 以上等级的风电机组在国内没有批量应

用，单位造价将较高。假设风电机组额定功率为

5 MW、6 MW、7 MW、8 MW 时的造价分别为

6 000元/kW、6 600元/kW、7 300元/kW、8 000元/kW，

当 300 MW 风场安装 5~8 MW 风电机组时，海上

风电场关键设备单位投资组成如表 1所示。可以

看出，由于风电机组成本占海上风场关键设备总

成本比例较大，关键设备单位千瓦投资随风电机

组单机功率提高而提高，采用 8 MW风电机组

时，超过了 1.3 万元 /kW。因为风电机组变大，塔

筒和基础结构的直径、长度均相应提高，所以塔

筒造价略有提高，基础结构造价则由 1 382 元 /kW
提高至 2 042 元 /kW，提高了 48%。风电机组单机

功率变大，风电机组数量减少，场内集电电缆长

度减少，场内集电电缆成本降低。但由于离岸距

离不变，登陆送出海缆成本没有变化。需要指出

的是，风电机组单机功率提高，风电机组安装总

时间缩短，安装成本将有所下降。

不仅风电机组，海上风电场装机容量呈现逐

渐增大趋势。世界上最大的在役海上风电场英国

Hornsea One 风场装机容量已超过 1.2 GW。当风场

装机容量从 300 MW 提高至 600 MW、1 GW 时，

海上风电场关键设备投资组成如表 2 所示。商用

220 kV 交流海缆的最大送出容量约为 400 MW，

海上风电场装机容量达到 600 MW 时将需要采用

双回路送出，1 GW 时将不得不采用更高电压等

 
表 1   近海300 MW 风电场安装不同功率等级风电机组的关键设备投资组成

Table 1   Cost composition of key equipment for a 300 MW offshore wind farm with different wind turbines

单机功率/MW
关键设备投资/（元·(kW)−1）

总投资/（元·(kW)−1）
风电机组 塔筒 基础结构 场内集电海缆 登陆送出海缆 海上升压站

5 6 000 746 2 769 480 1 067 300 11 362

6 6 600 754 2 649 480 1 067 300 11 850

7 7 300 772 2 592 440 1 067 300 12 471

8 8 000 802 2 586 420 1 067 300 13 175

 

746 元/kW

(6.57%)

2 769 元/kW

(24.37%)

480 元/kW

(4.22%)

1 067 

元/kW 

(9.39%)

300 元/kW

(2.64%)

6 000 元/kW (52.81%)

风电机组；

塔筒；

基础结构；

场内输电海缆；

登陆送出海缆；

海上升压站

 

图  1   江苏近海海上风电场关键设备投资组成

Fig. 1    Cost composition of key equipment for an
offshore wind farm in Jiang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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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海缆 [12]。但是，由于风场规模增大，登陆送

出海缆的单位千瓦造价将有所下降。送出电量的

提高将增大主变压器等升压站内设备的体积和成

本，海上升压站造价将略有提升。当风电机组不

变时，单纯扩大风场规模，关键设备单位千瓦投

资变化不大。 

2    远海浅水海上风电场关键设备投资

江苏海域海床平缓，水深变化不大，适合率

先发展远海风电场。已有少量海上风电场离岸距

离已经突破 50 km，未来将继续向远海推进。当

海上风电场离岸距离为 80 km，水深 20 m 时，不

同风电机组单机额定功率、不同风场规模的关键

设备投资组成如表 3 所示。风电场离岸距离达到

80 km后，登陆送出海缆在关键设备投资的占比由

离岸 40 km 时的 9.39% 提高至 13.00%~17.00%，关

键设备投资也相应提高至 12 096~14 241元/kW。提高风

场装机容量有利于降低关键设备投资，但降幅有限。
 

  
表 3   远海浅水风电场的关键设备投资组成

Table 3   Cost composition of key equipment for offshore wind farms with long offshore distance and shallow water depth

风场规模/MW 单机功率/MW
关键设备投资/（元·(kW)−1）

总投资/（元·(kW)−1）
风电机组 塔筒 基础结构 场内集电海缆 登陆送出海缆 海上升压站

   300 5 6 000 746 2 769 480 2 133 300 12 429

   300 6 6 600 754 2 649 480 2 133 300 12 916

   300 7 7 300 772 2 592 440 2 133 300 13 538

   300 8 8 000 802 2 586 420 2 133 300 14 241

   600 5 6 000 746 2 769 480 2 133 400 12 529

1 000 5 6 000 746 2 769 480 1 600 500 12 096
 
 

随着离岸距离提高，交流登陆送出海缆的成

本大幅提升。柔性直流输电是降低投资的技术手

段之一 [13]。与交流输电相比，柔性直流输电电量

损耗小，避免电缆电容影响，运行调控灵活，适

合大容量、远距离的海上风电输送 [14]。德国已有

多个海上风电场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 [15-16]。国

内的江苏如东 H7 海上风电场正在开展柔性直流

输电建设。虽然柔性直流海缆单位长度造价低于

交流海缆，但必需的海上整流站造价高于交流输

电的海上升压站，因此综合造价需要具体分析。

有研究分析，在离岸距离达到 50~80 km 时，柔性

直流输电成本将接近并低于交流输电 [12, 17−18]。根

据已有研究结果 [19] 和工程实际，交流登陆海缆造

价约为 400 万元 /km，提高电压等级后为 500 万元 /
km；柔性直流输电登陆海缆造价约为 150万元/km，

提高电压等级后为 200 万~250 万元 /km[19−20]。离岸

距离 80 km 的海上风电场采用柔性直流输电送出

方式时，不同风电机组单机额定功率、不同风场

规模的关键设备投资组成如表 4 所示。由表 4
可知，采用柔性直流输电后，关键设备投资为

11 000~13 000 元 /kW，比采用交流输电送出方式

（见表 3）降低约 1 000 元 /kW，与离岸距离 40 km
时关键设备投资（见表 1）基本相同。

除了登陆送出海缆，场内集电海缆采用高电

 
表 2   近海风电场不同风场规模时的关键设备投资组成

Table 2   Cost composition of key equipment of offshore wind farm with different capacities

风场规模/MW 单机功率/MW
关键设备投资/（元·(kW)−1）

总投资/（元·(kW)−1）
风电机组 塔筒 基础结构 场内集电海缆 登陆送出海缆 海上升压站

   300 5 6 000 746 2 769 480 1 067 300 11 362

   600 5 6 000 746 2 769 480 1 067 400 11 462

1 000 5 6 000 746 2 769 480    800 500 11 296

1 000 8 8 000 791 2 552 441    800 500 13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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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等级技术也有助于降低成本。欧洲已有海上风

场采用 66 kV 等级的场内集电海缆 [21− 22]。研究表

明 [23]，当场内集电海缆电压等级由 35 kV 提高至

66 kV 后，场内海缆的长度可以减少 30%~35%。

如表 5 所示，在采用柔性直流作为登陆送出输电

方式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场内集电海缆电压等级

后，关键设备投资将再降低约 100 元/kW，低于近

海风电场（见表 1）。这表明，通过采用先进的

输电技术，远海海上风电场关键设备投资将低于

目前正在建设的近海风电场，利用更丰富的风能

资源，远海风电场投资收益将高于目前的近海风

电场。
 

  
表 5   远海风电场采用柔性直流送出和场内高电压集电后的关键设备投资组成

Table 5   Cost composition of key equipment for wind farms with long offshore distances by high voltage power collection
and flexible DC transmission system

风场规模/MW 单机功率/MW
关键设备投资/（元·(kW)−1）

总投资/（元·(kW)−1）
风电机组 塔筒 基础结构 场内集电海缆 登陆送出海缆 海上升压站

   300 5 6 000 746 2 769 381 800 500 11 196

   300 6 6 600 754 2 649 370 800 500 11 673

   300 7 7 300 772 2 592 329 800 500 12 294

   300 8 8 000 802 2 586 305 800 500 12 993

   600 5 6 000 746 2 769 381 533 600 11 030

1 000 5 6 000 746 2 769 381 400 700 10 996
 
  

3    近海深水海上风电场关键设备投资

水深对于海上风电项目建设成本的影响主要

体现在基础结构造价及安装施工费用上。假设风

电机组点位间距、海床地质条件和电气设备不

变，关键设备投资与基础结构钢材用量直接相关。

单桩形式是目前国内外海上风电机组应用最

多的基础结构形式，但随水深变大成本提高较

多。导管架形式虽然国内应用不多，但因较适合

水深较大的项目，正逐渐被人们重视。漂浮式风

电机组适合水深较大海域，由于省去了大尺寸固

定结构，基础结构成本将大幅降低。但漂浮式风

电机组技术尚不完全成熟，成本变化仍然较大 [24]，

故本文不对漂浮式风电机组进行比较。

5~8 MW 风电机组采用单桩和导管架基础形

式，单台风电机组基础的用钢量随水深变化如图 2

所示。采用单桩基础的单台风电机组用钢量随风

电机组大小变化很大，而导管架基础则变化很

小。20 m 水深时，5~8 MW 风电机组采用单桩基

础的单台风电机组基础用钢量小于采用导管架基

础的用钢量。但当水深增加至 40 m 时，8 MW 风

电机组采用导管架基础用钢量较小。水深 60 m

时，6 MW 风电机组采用 2 种基础结构形式的用

钢量接近，而 7 MW 和 8 MW 风电机组应该采用

导管架基础。这是因为，风电机组变大，单桩基

础的钢管桩直径相应变大，从 5 MW风电机组的 7 m

 
表 4   远海风电场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后的关键设备投资组成

Table 4   Cost composition of key equipment for offshore wind farms with long offshore distance by flexible DC transmission

风场规模/MW 单机功率/MW
关键设备投资/（元·(kW)−1）

总投资/（元·(kW)−1）
风电机组 塔筒 基础结构 场内集电海缆 登陆送出海缆 海上升压站

   300 5 6 000 746 2 769 480 800 500 11 296

   300 6 6 600 754 2 649 480 800 500 11 783

   300 7 7 300 772 2 592 440 800 500 12 405

   300 8 8 000 802 2 586 420 800 500 13 108

   600 5 6 000 746 2 769 480 533 600 11 129

1 000 5 6 000 746 2 769 480 400 700 11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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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径提高至 8 MW 风电机组的 8.5 m 直径，桩长也

因埋深和水深同时增加而大幅提高 [25]；而导管架

为多腿结构，钢管桩只有 2.5 m 左右，且当水深

增大时桩腿埋深和直径变化不大，仅是上部桁架

结构体积有所增大 [26]。80 m 水深时，单桩基础的

埋入深度甚至可能超过 90 m，总长度超过 170 m，

这样长的单桩基础目前还没有理论和工程经验。

采用单桩基础和导管架基础，不同水深时的

风场关键设备投资如图 3 所示。在水深 20 m 时，

5~8 MW 风电机组采用单桩基础的风场关键设备

投资全部低于采用导管架基础。水深 40 m 时，

8 MW 风电机组采用导管架基础的风场关键设备

投资低于采用单桩基础。水深 60 m 时，7 MW 和

8 MW 风电机组采用导管架基础的风场关键设备

投资低于采用单桩基础。这进一步表明，更深的

水域、更大的风电机组采用导管架作为风电机组

基础结构形式可以有效降低设备投资造价。深水

海域使用的单桩基础结构的制造、施工难度很

大，导管架基础结构在深水风电基础结构成本上

的优势将更为明显。 

4    深远海风电场的关键设备投资

海上风电开发最终将走向深远海。一个采用

5 MW 风电机组的 300 MW 海上风电场在不同水深

（浅水 20 m、深水 80 m）和不同离岸距离（近海

40 km、远海 80 km）环境下的关键设备投资组成

如图 4 所示。可以看出，登陆送出海缆成本随着

离岸距离提高而提高，基础结构成本随水深提高

而提高，但基础结构提高幅度大于登陆送出海

缆。因此，近海深水海上风电场的关键设备投资

成本大于远海浅水海上风电场。
 

  
风电机组
塔筒；
基础结构；

场内集电海缆；
登陆送出海缆；
海上升压站；

近海浅水 远海浅水 近海深水 远海深水

关
键
设
备
总
投
资
/(
元
·(
k
W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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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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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风电场环境
 
图  4   不同环境下 300 MW 海上风电场关键设备投资组成

Fig. 4    Cost composition of key equipment for a 300 MW
offshore wind farm with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表 6 为采用现有技术和新技术后深远海风电

场的关键设备投资组成，可以看出，当水深 80 m、

离岸距离 80 km 时，采用目前近海区域的基础结

构形式、输电技术，关键设备投资将达到 1.5 万~
1.7 万元 /kW。如果采用导管架基础结构、柔性直

流输电、场内高电压等级输电等技术手段，关键

设备投资将在 1.5 万元/kW 附近，且受风电机组单

 

用
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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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单台风电机组基础结构用钢量

Fig. 2    Steel amount used for single wind turbine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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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水深时关键设备投资

Fig. 3    Cost of key equipment for a offshore wind farm
in different water dep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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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功率和风场规模的影响更小。对于未来将广泛

应用的 8 MW 等级风电机组，采用新的基础结构、

输电技术后，关键设备投资将下降 2 200 元 /kW，

降幅 12.7%。
 

  
表 6   采用现有技术和新技术后深远海风电场的

关键设备投资组成

Table 6   Cost composition of key equipment for a wind
farm in deep and open sea using conventional technology

and advanced technology

风电场

规模/MW
单机

功率/MW
现有技术单位

投资/（元·(kW)-1）
新技术单位

投资/（元·(kW)-1）

   300 5 15 752 15 601

   300 6 16 096 15 081

   300 7 16 649 14 979

   300 8 17 345 15 130

   600 5 15 852 15 434

1 000 5 15 419 15 401

1 000 8 16 947 14 754
 
  

5    结论

（1）对于现阶段开发的近海风电场，由于风

电机组单位千瓦造价随功率提高而提高，单纯提

高风电机组单机功率将提高风场关键设备投资，

扩大风场装机容量对关键设备投资影响不大。

（2）在远海浅水风电场，采用柔性直流和场

内高电压输电技术，可以将关键设备总投资降低

1 000元/kW。

（3）导管架更适合水深较大的海上风电场，

特别适合 7 MW 及以上等级的大型风电机组，单

个基础结构造价将低于单桩基础。

（4）对于未来将采用 8 MW 等级风电机组的

深远海风电场，采用先进的基础结构和输电技

术，关键设备投资将比采用现有技术下降 2 200
元/kW，大幅降低深远海风电场开发投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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