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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WINDnovation 成立于柏林能源大厦，
经过10 年的发展，已成为领先的转子叶片设计者
和风机开发商。2018 年，WINDnovation 迁址到
柏林-阿德勒斯霍夫科技园，开始在公司自建的
新办公楼内工作。自航空业发展早期，阿德勒斯
霍夫科技园就是一个高科技创新产业园。
多年来，WINDnovation 团队成功研发了不同尺
寸和额定功率的叶片，可以适用于不同地形和风
力等级。每一款叶片都是专门为满足客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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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特定条件而开发，从而为国际客户设计出最
佳叶片。我们的团队由来自空气动力学、载荷
模拟、材料科学和生产技术等各学科的出色工程

风机设计

师组成，具备完全自主设计和研发转子叶片的

软件

能力。所有设计学科的整合，以及所有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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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密切互动，让我们可以在各种设计冲突
和需求之间找到完美的平衡。

叶片设计

技术转让

转子叶片可以捕获风能，并将其转换为电能。

WINDnovation工程师不仅在设计工作方面具有扎

其空气动力效率是风机性能良好与否的关键参

实的知识，而且还在如何将书面设计工作转化为现

数之一。基于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开发的翼型，

实生产上也有着丰富的经验。从工厂规划到样片制

WINDnovation 设计的叶片具有较高性能、载荷

造和测试的监督，我们可以在现场支持转子叶片的

合理和运转平稳的优势。

生产启动。WINDnovation工程师们在荷兰、加拿
大和美国，以及韩国、印度，巴西和中国都有成功

转子叶片的结构设计在于以最少的材料输入实

的相关项目经验。

现所需的机械特性，如刚度，柔性，挠度，固有
频率和运转特性。

WINDblades

平衡的转子叶片设计总是空气动力学、载荷和

WINDblades 是符合所有主要市场需求的转子叶片

结构需求之间的平衡。WINDnovation 工程师利

家族系列。通过对性能和载荷之间的平衡进行细微

用其对所有设计学科知识的掌握和深刻理解，

调整，WINDblades 家族系列叶片可以为大多数桨

对叶片设计进行优化，可以最大程度上满足客

距控制的风机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户的要求。
气动设计是基于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最新翼型进行

荷载计算

研发的。WINDnovation将这些翼型融入到叶片设
计中，使叶片具有优异的性能和平稳的运行特性。

计算风机主要部件的载荷是风机设计过程中的

WINDblades 的精心结构设计和材料选择，使全世

核心任务之一。结合控制器设计，载荷计算更

界的转子叶片制造商可以成功地进行叶片生产。我们

加复杂，且迭代度更高。基于所选择设计依据

的技术转让团队可以为转子叶片生产启动提供全面

和规范，模拟在风机的寿命期间可能发生的所

而高效的支持。

有情况，并且仔细对结果进行评估。将所有的
计算结果编制成完整的文件，用于认证证书的
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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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机设计

部件设计和系统集成

我们是针对中小型风机开发的新的市场进入者

成功的风机需要仔细设计所有主要的风机部件，并

的专家。从进入市场前期的准备工作到最终风

将所有部件集成到风机系统中，从而使所有部件可

机的调试运行，我们会在各个阶段为客户提供

以最有效地协同工作。WINDnovation 工程师仔细地

全面的指导。

平衡部分存在冲突的设计目标，确保所有部件融合
后能够达到预期效果。系统集成过程必须尽量在开

概念设计

发阶段的早期进行，确保在设计过程中实现成本和

成功的风机设计的第一步是定义符合目标市场

具来将这些部件设计和集成到经济高效的风机中。

时间的最小化。WINDnovation 使用最先进的分析工

要求的概念。风机设计的关键参数是以合理的
成本获得高能量输出，并充分考虑供应链情况
和基础设施限制。WINDnovation 团队仔细分析

WINDhawcs

客户的需求，并开发符合这些需求的风机概念。

WINDhawcs 是由WINDnovation 开发的风机系列

在与客户的密切合作下，风机设计后期进行细

产品，非常符合新兴市场的要求。简单的设计和简

化，并完全符合认证要求和标准。

易的制造工艺，使得大量的本地化风机生产成为可
能。风机运行概念的目标是减少维护工作和降低能

控制器设计
风机控制器决定风机的完整运转行为。 WIND-

novation 非常注重定义优化的运转程序，并将
其应用到风机控制器中。通过优化的控制器可
以最小化载荷，最大化风机性能，并将其与系
统集成过程密切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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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成本。WINDhawcs 可用于200kW 、500kW 和

1000kW 额定功率的风机。WINDhawcs 的相关文
件已通过认证。我们可以为客户提供现场生产启动
支持。

WINDnovation 开发的软件工具
为研发出成功的产品，重要的是给项目工程
师最好的工作环境，包括高效和全面的计算
工具，让工程师用最有效的方法来解决给定
的任务。将工程师从耗时的日常工作中解放
出来，为创造、发现和评估新的解决方案提
供了空间。
我们在不断地探索过程中，开发了用于进行
转子叶片计算的高效而专业的软件工具。这
些工具的使用，使我们的叶片设计符合国际
标准。DNVGL, UL/DEWI-OCC, TÜV, 北京
鉴衡和中国船级社已为我们设计的叶片颁发
证书，这也证明和认可了我们的工作水平。
为了加强与国际合作伙伴的合作，我们目前
正在对公司自主开发的软件工具进行完善，
完善后将对全球范围内的转子叶片设计者、
认证机构、材料供应商和大学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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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novation 很荣幸能够和以下出色的公司

和机构开展密切合作：

叶片生产

电气系统

艾郎, 中国. aeolon.com.cn

Freqcon, 德国. freqcon.com

Aeris, 巴西. aerisenergy.com.br
航天材料及工艺研究所, 中国. arimt.com

咨询服务

CARTFLOW, 意大利. cartflow.com

BerlinWind, 德国. berlinwind.com

重通, 中国. cqgic.com

KeyWind Energy, 德国. keywind.de

固瑞特, 中国. gurit.com
INOX Wind, 印度. inoxwind.com

资质认证

中复连众叶片, 中国. lzfrp.com

DNV GL, 德国. dnvgl.com

Regen Powertech, 印度. regenpowertech.com

TÜV NORD Systems GmbH + Co. KG, 德国 tuev-nord.de

SINOI, 德国. sinoi.de

TÜV Rheinland AG, 德国. tuv.com

中材, 中国. sinoma.com.cn

TÜV SÜD AG, 德国. tuev-sued.de

双瑞, 中国. sunruifd.com

UL International (DEWI-OCC), 德国. aws-dewi.ul.com/dewi-occ/

TPI, 美国. tpicomposites.com
WEG, 巴西. weg.net

叶片测试
Fraunhofer IWES, 德国. iwes.fraunhofer.de

叶片设计
风机设计

金风, 中国. goldwindglobal.com
VENSYS Energy AG, 德国. vensys.de

SGS, 中国. sgsgroup.com

研究

中帧, 中国. zhongzhentech.com

DTU Wind Energy, 丹麦. vindenergi.dtu.dk

服务

公司

伙伴

FH Kiel, 德国. fh-kiel.de
IMA Materialforschung und Anwendungstechnik GmbH, 德国. ima-dresden.de

cp.max, 德国. cpmax.com

TU Delft, 荷兰. tudelft.nl

eaWind, 土耳其. eawind.com

UC Davis, 美国. ucdavis.edu

RotorExperts GmbH, 德国. rotorexperts.com
WEG, 巴西. we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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