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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完善风电机组质保模式的思考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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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电福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100031）

摘

要：我国风电行业已快速发展几十年，却一直沿用行业发展初期时的风电机组质保模式。此种模式的主要

特征是质保期内风电机组的维护检修与质量保证服务混合，虽然此模式可以有效克服行业发展初期时存在的技
术水平和人员不足的问题，但随着行业规模的扩大，当前的风电机组质保模式已经暴露出许多问题，越来越不
能适应当前风电行业快速、高质量发展的需求。针对此情况，提出了完善当前质保模式的措施，而且当前风电
行业的技术进步和从业队伍的壮大也为改进与完善风电机组质保模式提供了可能，维护检修与质量保证服务分
离是一种有意义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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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质保模式分析

0 引言

1.1 风电机组当前的质保模式概述

质保是厂家对自身产品的质量保证，通常在
购买合同中对质保的期限、责任、措施、保证形

风电机组采购合同中对于质保期的常规定义

式等内容与买家进行约定。若质量保证期 ( 下文

为“质量保证期系指自每台合同设备签发预验收

简称“质保期”) 内产品发生质量问题，厂家负

证书之日起的 ×× 个月，在此期间内，卖方保证

责更换或修理。

合同设备的正常稳定运行并负责排除合同设备的

风电机组的质保内容由买家 ( 业主 ) 和卖家

任何缺陷”。从定义可以看出，质保期内风电机

( 风电机组厂家 ) 通过机组采购合同确定；质保

组厂家必须保证风电机组设备的稳定运行和消除

期通常是从机组并网后且通过了 240 h 预验收后

所有缺陷，这意味着风电机组厂家必须安排一定

开始，时间跨度为 2 ～5 年不等；质保金可以是

数量的维护检修人员长期驻扎在风电场，直到质

一定比例的设备款，也可以是风电机组厂家从银

保期结束。质保期内风电机组的维护、保养、检查、

行开具的该比例额度的保函，质保期结束且双方

修理、试验，以及材料及零部件的更换等工作全

验收、结算完毕后，业主退还质保金或释放保函。

部由风电机组厂家负责，风电场内与风电机组有

当前应用的风电机组质保模式已经沿用多

关的所有问题都由风电机组厂家解决，而业主只

年，虽然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也存在许

需要安排较少的运行值班人员和管理人员即可。

多弊端。本文通过深入剖析风电机组质保模式存

上述模式在风电行业内已约定俗成，其能有

在的问题，提出了创新和完善风电机组质保模式

效解决风电机组投产后一段时间内业主维护检修

的思路，有助于提升质保期内风电机组设备运行

人员短缺和技术能力不足的问题，可降低设备故

的可靠性，同时希望能为解决当前风电机组质保

障率，减少设备故障停机时间，从而保证风电机

模式存在的诸多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组运行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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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当前风电机组质保模式的质保内

考核难度大、业主维护检修人员的技术水平难以

容已经不仅是对设备的质量保证，而是既要保证

提高、风电机组通过出质保验收困难、资金积压

设备运行稳定，又要保证设备质量可靠；其已不

严重及双方关系被扭曲等问题。

再是单纯的技术指导和售后服务，而是延伸到保

1) 设备健康状态差。业主对风电机组厂家提

证设备稳定运行的多个环节，质保责任已成为由

供的质保服务管理松散，对工作过程缺乏监督和

设备质量责任与设备维护检修责任组成的混合体。

验收；并且风电机组厂家提供的现场维护人员容

1.2 其他行业设备的质保模式概况

易产生得过且过的心态，工作中存在为了交差而

下文对火电机组和燃气轮机的质保模式进

应付的现象，导致质保期内风电机组的维护检修

行分析。火电机组质保期内机组部件的质量问题

质量不高；甚至还存在现场维护人员修改风电机

由厂家负责处理，业主则负责火电机组的日常维

组参数、屏蔽告警信号等恶劣行为，许多影响风

护检修。由于火电机组的系统复杂，进入质保期

电机组安全稳定运行的隐患被隐藏或掩盖，导致

后厂家会派若干技术人员在火电场内驻留一段时

质保期结束后风电机组的可利用率明显下降。
2) 考核难度大。由于质保合同中未对风电机

间，指导业主的运维工作，并协助解决疑难问题。

组厂家在质保期内的维护检修工作的内容、质量

燃气轮机质保期一般指机组的核心——热通
道部分的质保期，其余部件执行部件厂家各自确

等要求进行具体约定，也未对考核办法进行规定，

定的质保期；不同部件在各自质保期间内的质量

导致业主无法对质保期内的维护检修工作进行逐

问题由机组厂家负责统一解决。质保期间机组的

月、逐季及逐年评定和考核。

定期检修 ( 如总检修时长 8000 h) 通常由机组厂

3) 业主维护检修人员的技术水平难以提高。

家完成，但需要单独收费。由于大型燃气轮机技

质保期内的维护检修工作全部由风电机组厂家负

术被国外厂家垄断，国内业主自身难以完成维护

责，业主维护检修人员对维护检修工作的参与度

检修工作，因此国内业主通常会在质保期结束后

低，且业主派驻现场的维护检修人员也较少，导

与机组厂家签订长期维护检修协议。

致这些人员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难以提升，质保

与风电机组相比，其他发电设备的质保期均

期结束后仍无法胜任风电机组的维护检修工作。

具有以下特点：质保期内由业主的维护检修人员

4) 风电机组通过出质保验收困难。由于运行

( 或委托第三方 ) 按照设备手册进行运行维护；

中的风电机组超过质保期规定的时间后尚存在未

设备厂家在整个质保期内不会在现场全程派驻维

解决的问题，因此不能通过出质保验收，造成风

护检修人员，除非合同另有约定。厂家的作用多

电机组无法按期退出质保。对于未通过质保验收

为技术指导和故障分析鉴定，以区分是质量问题

的风电机组，厂家仍需提供无偿质保服务，但存

还是使用问题导致的故障；部件存在质量问题的

在工作积极性不高的情况，难以保证工作质量 [1-2]。

由厂家负责更换或检修；如果需要厂家进行机组

5) 资金积压严重。风电机组厂家的质保金 ( 通

检修，则需要与厂家单独签订合同，并支付相应

常为合同总价的 10%) 直到出质保后才能收回，

的费用。这与风电机组的质保模式有很大不同。

但由于出质保困难，导致风电机组厂家应收账款
一直未收，影响其资金流 [2]。

2 当前风电机组质保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原

6) 双方关系被扭曲。业主一方面抱怨质保期

因分析

太长、设备的维护质量不高，其维护检修人员的

2.1 存在的问题

技术水平和工作能力难以提升；另一方面，在质
保期结束后，业主又将维护检修业务委托给风电

当前的质保模式主要存在设备健康状态差、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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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组厂家，这意味着业主认可风电机组厂家质保

组厂家的角色与职责不匹配。在出质保验收时发

期结束后的维护工作，却不认可质保期内的维护

现的问题，无论是否是质量问题，全部要求由风

工作。在无法满足出质保条件的情况下，风电机

电机组厂家解决，常造成风电机组无法按期退出

组厂家一方面愿意放弃某些权利，比如付费给业

质保。

主，由其自行处理风电机组存在的问题，进而主

2) 管理缺失。业主认为风电机组的维护检修

动中止质保服务；另一方面却积极争取出质保后

是风电机组厂家在质保期内的职责，因此将维护

的机组维护检修业务，这意味着风电机组厂家愿

检修工作的内容、时间、质量、人员全部交给风

意接受质保期结束后的维护检修工作而不愿意接

电机组厂家来管理，而对维护检修过程缺乏监督，

受质保期内的维护检修工作。

对维护检修成果缺乏验收，直接导致维护检修的

2.2 形成的历史背景

质量难以提高。例如，有的项目是在风电机组出

当前风电机组质保模式的形成存在一定的时

质保验收时才发现维护检修资料存在缺失；一些

代背景和历史原因。在风电行业发展初期，受当

本应该在日常维护验收中发现和解决的问题直到

时行业状况、技术水平及运行条件的限制，风电

出质保验收时才发现。

机组厂家需要长期派驻维护检修人员在风电场参

风电机组厂家认为既然所有的责任和工作都

与风电机组的维护检修工作。大致包含以下几个

由自己承担，那设备出现故障后就没有必要向业

原因：

主报告，可自行对设备进行修理，甚至有的风电

1) 风电场投产后，风电机组性能 ( 如功率曲

机组厂家认为业主无权过问；相反，业主的介入

线 ) 的验证、运行方式 ( 如控制参数 ) 的调整需

反而会成为风电机组厂家免除某些责任的理由。

要较长时间来完成，要求厂家维护检修人员在现

3) 考核失效。质保期内的设备质量问题有相

场进行。

当大的比例是由于检修质量不高或维护不到位造

2) 风电行业发展初期，风电机组的运行稳定

成的，而多数风电机组合同未规定如何考核质保

性差，故障率高；且不同机型、不同厂家的技术

期内设备维护检修服务的质量，导致维护检修工

兼容性低。

作难以考核，阻碍了维护检修质量的提升。多数

3) 风电行业发展初期时从业人员少，技术水

业主以扣留部分质保金作为考核时的惩罚方式，

平低，业主存在技术水平和技术人员储备不足的

而质保金的结算是在质保期满出质保验收完毕后

情况，难以独立完成风电机组的维护检修工作。

进行的，时间跨度长，考核缺乏抓手，导致风电

4) 大多数业主的经验不足，对质保期内发生

机组厂家维护检修人员缺乏动力和压力。

的质量问题和运行维护问题缺乏区分标准。

缺乏有效的考核，将直接导致风电机组厂家

2.3 原因分析

维护检修人员责任心不强，认为只要质保期结束，

当前风电机组的质保模式存在诸多问题，一

设备出现的问题就与自己无关了，致使许多在质保

个重要原因是未将质保期内的工作内容按照性质

期内被掩盖的问题在质保期结束后集中爆发，这为

进行分类管理，而是混合在一起，导致边界模糊，

设备出质保后的稳定运行留下了隐患。
4) 缺乏激励。维护检修与质量保证服务混合

责任不清。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职责混杂。在质保期内风电机组的任何问

在一起，容易给业主人员造成在质保期内风电机组

题都由风电机组厂家负责解决，其既承担质量责

应由机组厂家管理，一切问题和责任都应由风电机

任又承担维护检修责任，而业主却未按照设备维

组厂家承担的认知，难以培养主人翁意识。同时，

护者的职责和标准对设备进行管理，导致风电机

风电机组厂家现场维护检修人员无显性的经营收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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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导致其工作积极性不高，最终形成业主对风电

逐年储备当年备品备件；业主也可以只储备 1

机组管理缺失，风电机组厂家现场维护检修人员工

年的备品备件，质保期内风电机组厂家可以使

作消极的局面。

用，但需在下一个运维年度之前将其补齐。这
样做既减少了流动资金的积压，又降低了项目

3 风电机组质保模式的改进与完善

建设的工程造价。
2) 在项目运行阶段，机组 240 h 预验收后

3.1 主要思路
在不改变现有质保模式基本框架的前提下，

业主与风电机组厂家签订维护检修协议，约定

将机组设备的维护检修与质量保证服务分离可以

双方的职责及考核办法；制定管理办法，对风

有效克服当前风电机组质保模式存在的问题。主

电机组厂家的维护检修人员按照常规的维护检

要内容包括：

修队伍进行管理，对维护检修过程进行监督和

1) 质保期内机组的维护检修与质量保证服务

验收。根据相关标准明确界定设备问题的性质，

分离，合理核算质保金的比例及支付方式；

维护检修问题按照维护检修协议解决并进行考

2) 由风电机组厂家负责质保期内机组的维护

核，设备质量问题按照机组购买合同进行处理

检修服务，与业主签订维护检修协议，内容包含

和考核。
3) 在维护检修质量评定和出质保验收阶段，

设备巡检、维护、修理、部件更换等工作，业主
对风电机组厂家按照委托运维单位的标准进行管

制定维护检修质量评定办法和出质保验收办法，

理和要求；

每年对维护检修工作进行评定，结合维护检修

3) 维护检修费 ( 含人工、材料、备件、机械

协议对全年维护检修工作进行考核，以考核结

费 ) 和质保金分别支付；

果作为维护检修费用的结算依据。质保期结束

4) 有条件的业主也可以自己承担质保期内的

后对机组进行出质保验收，对质保期内历次发

维护检修工作，风电机组厂家只承担质量责任。

生的质量问题进行统计分析，在出质保验收时

3.2 具体措施

对于共性问题或发生比例较高的问题应给予足

1) 在招标及合同签订阶段，机组招标时业

够的关注。验收合格后机组应退出质保，维护

主对设备价格及质保期内的维护检修价格 ( 含

检修方面的问题不应作为设备延迟退出质保的

备品备件、消耗品 ) 分别报价，每个运维年度

理由。

末对维护检修工作进行考核，根据维护检修协

3.3 质保期内设备故障性质界定原则的建议

议逐年释放维护检修费用，质保金在质保期满

质保期内，若因维护检修责任而导致业主的

且出质保验收合格后退还。业主每年需要给风

损失超过规定限值，则应从维护检修费中扣减一

电机组厂家支付一笔维护检修费用，使业主对

定金额的费用，以弥补业主的损失；若因质量责

机组厂家的维护检修服务进行考核时有了抓手；

任而导致业主的损失超过规定限值，则应从质保

维护检修与质量保证服务分离后，质保金的比

金中扣减一定金额的费用，以弥补业主的损失。

例与现行模式相比有了一定程度的降低，风电

可以从以下几个原则来厘清维护检修和质量的责

机组厂家留在业主方的质保金减少了，而且每

任界限：
1) 消耗性部件和材料，如滤芯、滑环、刹车片、

年都有来自维护检修的营业收入，改善了现金
流，增强了员工的积极性。

油脂等的维护、修理及更换属于维护检修责任；
2) 维护工作较少的部件，如叶片、机舱、轮

业主进行机组设备招标时，可以取消其在
质保期内备品备件的储备，改由风电机组厂家

毂等部件的缺陷应属于质量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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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3) 需要定期或根据其状态进行保养的部件，
如齿轮箱、发电机、轴承、变频器等部件的缺陷

针对当前风电机组质保模式已经越来越不

可以通过该部件是否已按照规定的条款进行维护

能适应当前风电行业快速、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检修来确定属于维护检修责任或质量责任，未按

其所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本文分析了此问

规定周期或规定的技术规范进行维护检修的属于

题存在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职责混杂、管理缺失、

维护检修责任；

考核失效及缺乏激励等原因导致；然后提出了

4) 按部件损坏的比例或频次来确定责任，成

改进与完善风电机组质保模式的思路与措施，

批量损坏或集中损坏达到一定值的应该定性为质

并指出维护检修与质量保证服务分离是一种有

量问题，按质量责任处理；

意义的探索。

5) 使用时间超过其设计寿命的部件更换或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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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AND SUGGESTIONS ON IMPROVING QUALITY
ASSURANCE MODE OF WIND TURBINES
Zhang Ruijun，Zhang Wenzhong
(Huadian Fuxin Energy Co.，Ltd.，Beijing 100031，China)

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wind power industry in China for decades，the quality assurance
mode of wind turbine in the early stage of development has been used. The main feature of this mode is that
the maintenance and repair of the wind turbine is mixed with the quality assurance service during the warranty
period，which can effectively overcome the shortage of technology level and personnel at the early stage of
development.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industry scale，many problems have been exposed about current quality
assurance mode of wind turbine. This mode can not meet the needs of rapid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wind power industry. The technical progress of wind power industry and the growth of employees provide the
possibility to improve and perfect the quality assurance mode of wind turbine. It is a meaningful exploration to
separate maintenance and repair from quality assurance service.

Keywords: wind turbine；quality assurance mode；maintenance and repair；quality as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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