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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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机全生命周期供应商
我们使风能更具有竞争优势
米塔自 1969 年起开始从事控制自动化领域业务，目前已有
超过 50,000 台风机配备了我们的控制系统，每日提供最佳
性能和极高的可靠性，持续证明了我们的业绩记录。
我们开展的所有工作都是为了实现使风能更具竞争优势的宗
旨，同时我们产品组合中所有产品和服务设计的主要目标是
优化您的发电量、提高您的收益并增强您的竞争能力。
风能产业的整机厂始终是米塔的主要关注点，并且依然是当
前的重点。我们已成功地执行过从几千瓦到大型兆瓦级机型
范围内的各种陆上和海上项目，除供给整机厂外，我们还提
供具有成本竞争力的改造解决方案可满足稳定增长的售后市
场需求。

完整系统集成商
米塔提供控制、变桨、状态监测、SCADA、优化、改造及客
户合作方面的所有产品和服务 一我们的所有产品都是为了
实现向客户提供高收益且成本优化的风机运行和维护服务的
目的而设计。
您可从米塔体验全方位服务的控制系统集成的真正价值。

风机控制
我们的风机控制解决方案由3个主要平台组成：WP4200
、WP100 和 WP3x00 MK ll。借助于这些平台，米塔能够为所
有风机提供优化控制和优越的性能，不论该风机属于低风速
型、兆瓦级或者改造风机。向解决方案添加 MiConnect 移动
诊断 App 可实现通过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对风机运行过程的
监控和可视化。

变桨控制
米塔变桨控制系统属于为 10MW 及以下陆上和海上风机设计
的完整电动变桨系统范畴。为优化功率曲线及采用最小结构
载荷，必须调节气动功率，这可通过整体 (CPC) 或独立 (IPC)
地对风轮叶片进行变桨实现，以维持最佳风轮速度并同时保
持风轮速度低于最大值。

SCADA
我们的SCADA MiScout解决方案可提供您所需的特性、灵
活性和服务，增强您对风机或风场的控制。我们所提供的
SCADA解决方案是当今风电行业最完整的解决方案之一，
无论您属于业主、操作人员或是服务工程师，均可获得涵盖
您风机监测、控制和服务等方面全部需求的专有解决方案。

风场控制
我们的风场控制解决方案由针对陆上和海上恶劣环境开发并
经过现场验证的硬件以及专为您所在地优化的多个软件包组
成。借助于风场控制解决方案可实现对 0-50 个风机群中的
2-2500 台风机的控制和监测。该解决方案与我们的 SCADA
系统相结合，可实现从同一间办公室控制和监测所有本地、
区域和全球风场。

通讯网络
风机和风场连接网络具有安全风险。为安全起见，现在的风
场需具备安全、经过现场验证和可靠的通讯。我们的 SCADA
系统结合 ER1000 千兆以太网路由器和 ES1000 千兆以太网交
换机可保障风场监测的安全性并简化其流程，同时 ER1000
和 ES1000 将向您提供连接风场中风机的优势，使这些风机
能够从全球任何地点进行在线访问。

并网连接
我们使用专利技术的并网连接模块 WP4060 为异步风电机组
与电网间的软连接开发。WP4060 可确保同步点之前、期间
及之后的有效电流控制。软连接原则可确保网络干扰和风机
磨损的显著降低，同时可为较强和较弱网络条件配置受控制
的连接。

状态监测
采用 MiCMS 状态监测系统后，您可以执行预见性维护并避
免计划外成本。MiCMS 方案可帮助您降低整体维护成本，同
时提高风机的可靠性和可利用率。借助于传动链上策略性安
装的最多 16 个 IEPE 型加速度传感器，MiCMS 可对传动链组
件如齿轮箱、发电机、主轴承和塔筒进行监测。

› 风机控制

› 运行监测
› 风机安全

测

全性

控制柜

客户合作

我们专业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都致力于确保控制柜拥有
高质量且具成本效益。我们提供：风机控制柜、风场控
制柜、定制的风机变桨柜、安装 SCADA 设备的 PC 环境及
LVDP – 风机低压配电柜。我们拥有规模大、具有极丰富
经验和高度灵活性的供应链，并在欧洲和亚洲设有生产场
所，可令客户从中受益。

当我们联合力量、设计并定制一个满足您个性化需求的解
决方案时，最佳解决方案已被创建。作为客户合作概念的
一部分，我们通过各种类型的服务向客户提供专业支持，
包括基于专有技术的需求评估、设计和工程设计、全球现
场服务、维修和维护以及客户支持。

附件
米塔提供为风能产业设计的一系列附件，同时这些附件是
基于您的规范和经验确保您风机稳定有效运行的必要条
件。米塔的附件均经过全面开发、测试和风能产业的认
证，可与米塔控制系统完全集成。

› 兆瓦级风机
› 改造
› 低风速

› 预见性维护
› 风场控制
› 完整 SCADA
› 专业客户支持

› 先进的控制算法
› 完整系统集成商
› 已安装超过 50.000 台风机
› 风机全生命周期供应商
› 超过 35 年创造价值

风机控制
确保为所有类型的风机和风场实现利润增长、性能提升以
及平准化度电成本（LCOE）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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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的控制系统
我们引领和推动风机控制平台创新型解决方案的发展，确保实现利润增长、
性能提升以及平准化度电成本（LCOE）的降低。

使风能更具竞争优势
米塔的风机控制平台得益于已在全球范围内安装的超过
50,000套系统的丰富经验和成功案例以及积累的超过35年
行业经验。自1984年首套风机控制系统交付以来，我们始
终将自身的知名技术和专有技术同突出的稳健性和专注的用
户友好性相结合，令我们的控制平台成为当今市场上最强
大、最具实力且先进的解决方案。

关键优势：

›		经过验证的业绩记录： 超过50,000套已安装系
		 统和风电行业超过35年的从业经验。

›		为风电行业设计：稳固的硬件，专为严苛环境下
		 运行设计。

米塔的风机控制平台可确保安全及可靠运行，并根据既定的
天气状况优化风机的发电量。该平台可处理所有通讯接口，
采集和存储运行数据供给后续分析和优化使用。

›		即插即用模块化解决方案：高度模块化的即插即
		 用解决方案确保实现最大程度的灵活性。

›		强大的冗余概念：硬软件冗余技术确保实现最高
		 水准的运行可靠性，并提高可利用率。

即插即用的模块化解决方案
我们的风机控制平台为高度模块化的系统，可确保向客户提
供最高水准的灵活性。我们的即插即用模块化解决方案支持
可扩展的开放控制设置以便将复杂性降到最低同时确保维护
的便利性。我们的广泛产品组合可为从小型到大型陆上和海
上风机范围内的所有配置提供解决方案，实现最高性能、高
可利用率和最佳的发电量。

›		基于事件的运行：快速数据采样和精确控制。
›		特殊控制策略：先进的控制算法降低载荷，
		 和/或提高发电量。

›		自主配置：轻松集成模块自动检测和自主配置
		 功能。

›		自我诊断：所有模块均包含自我诊断功能，
		 可实现最佳运行和故障报告。

›		数据记录：基于事件的先进数据记录和存储。
›		多重编程和仿真： CoDeSys,
		 Matlab、C/C++、GH Bladed和Simpack。

›		免维护：风机全生命周期的免维护设计。

控制技术概览
控制系统平台
WP4200 CPU控制器
- 00、- 08、- 09、- 10

›
›
›
›
›
›
›

CPU： 2x ARM Cortex™- A15 1.2 GHz
DSP： 2x TI C66X 750 MHz
DDR lll RAM： 1 GB
闪存： 1 GB SLC NAND + 4 (≤64) GB eMMC
通讯速度： 10/100/1000 Mbit/s
集成CMS
工作温度：-30 ~ +60°C
（无风扇运行）		
› 储存温度： -40 ~ +85°C

WP4200平台基于多核CPU技术开发而成，可提供卓越的性
能并凭借其内置的浮点单元极为适合高要求的控制和调节应
用程序。控制器配置了高速千兆以太网接口，为风场的通信
需求服务。此外，系统平台还具有安全链继电器逻辑特性，
可与安全系统集成以满足ISO 13849-1标准的相关要求。

WP100 CPU控制器
- 00、- 30、- 31、- 32

›
›
›
›
›
›

CPU：ARM Cortex™- A8 1000 MHz
DDR lll RAM：1024 MB
闪存：1024 MB
通讯速度： 10 kbit/s ~ 1 Mbit/s
内置GPS接收器
工作温度：-30 ~ +60°C
（无风扇运行）
› 储存温度：-40 ~ +85°C

WP100控制平台专为满足中小规模风机的控制需求而设计，
其构建专注于兼容性和灵活性并拥有多个板载I/O通道，可独
立使用控制器（无需附加I/O模块）来控制复杂性有限的系
统。控制器配置了两个高速接口，可用作独立的网络接口。
此外，控制器还具备安全链继电器逻辑特性。

接口模块

›
›
›
›
›
›
›
›
›
›
›
›
›
›
›
›
›
›
›
›
›

WP-Line 111 MK II - 供电
WP-Line 112 MK II - 千兆以太网交换机/PSU
WP-Line 151 MK II - 电网测量
WP-Line 351 MK II - COMBI I/O
WP-Line 411 MK II - 16 PT100/PT1000
WP-Line 412 MK II - 32 PT100/PT1000
WP-Line 413 MK II - 16位模拟电流输出
WP-Line 414 MK II - COMBI I/0 (DI/DO/PT)
WP-Line 415 MK II - 32位模拟量输入
WP-Line 416 MK II - 64位数字量输入
WP-Line 417 MK II - 64位数字量输出
WP-Line 418 MK II - COMBI I/0 (DI/DO/AI/PT)
WP-Line 419 MK II - COMBI I/0 (DI/AO/AI)
WP-Line 420 MK II - 16位数字量输入
WP-Line 421 MK II - 32位数字量输入
WP-Line 422 MK II - 48位数字量输入
WP-Line 423 MK II - 64位数字量输入
WP-Line 424 MK II - 32 DIN/16 DOUT
WP-Line 425 MK II - 32 DIN/16 DOUT/16x AIN(I)
WP-Line 426 MK II - 16 DIN, 16 PT100/PT1000
WP-Line 511 MK II - CANopen Master

WP-Line接口模块为米塔的风机控制系统添加了灵活性，用
户可借此对模块进行组合、构建并创建最终设置。

WP4052触摸屏

›
›
›
›
›

15” TFT液晶屏， 1024 x 768的分辨率，16位色
通过HMI原理最大程度实现用户舒适度
具用户友好性的菜单结构
可用的USB端口
压敏式触摸屏；可用手指、手套或触控笔操作

WP4052彩色图形触摸显示屏可确保执行风机功能和数据的
快速可靠调查。显示屏采用HMI原理及具用户友好性的菜单
结构最大程度实现用户的舒适度。WP4052显示屏可提供带
内置加热器的寒冷气候版本。

WP4053触摸屏

›
›
›
›

7” TFT 液晶屏，800 x 480的分辨率, 16位色
通过HMI原理最大程度实现用户舒适度
具用户友好性的菜单结构
可用的USB端口

WP4053彩色图形触摸显示屏可与WP4x00、WP100和
WP3x00 MK II平台兼容，实现风机启停、诊断数据访问、参
数修改和故障排除。该显示屏是将显示屏尺寸作为一项关键
因素的成本优化设置的完美解决方案。

应用程序HMI

›
›
›
›

配置管理，快速访问预配置风机
数据的直观导航
查看整体系统状态、主要机械和电气特性
实时监测数据变化

安装MiConnect移动诊断App后，用户可通过智能手机和平板
电脑实现风机运行过程的可视化操作。MiConnect令服务更为
便捷，并向用户提供必要概览以确保特定风机实现优化运行
和最佳性能。

HMI接口

风机主控

通讯
（HMI,设备和远
程网络）

操作系统（OS）
可选：集成CMS

I/O模块
（离散I/O,现场
总线, 以太网）

应用程序
风机控制
变桨
扭矩
过滤
载荷特性

应用程序
辅助控制
泵、加热器、风扇等
通讯
状态机
监测

米塔的风机控制平台采用先进的OS42xx操作系统软件，主
要特性包括失效保护闪存文件系统、TCP/IP协议栈、WEB
服务器、所有WP-Line模块的即插即用识别/配置、状态码
系统、30年总计结构、菜单系统和日志系统等。该软件结
构同时提供：

›

机组的外围设备
（传感器, 衰减器）

系统应用程序
风机控制
定制日志
规约
Bladed接口
数据记录器
报警客户端
报警服务器

软件架构

›
›
›
›

远程访问

（MiScout SCADA,
第三方SCADA,
风场控制）

基于事件的架构
高实时性能 - 异步事件的快速反应
集成 Matlab Simulink编程与建模
GH Bladed、电力系统仿真软件 DigSILENT
或类似工具的集成DLL生成
开放协议\Modbus\IEC61400-25\开放MPP\OPC

米塔控制器可处理最多10个同时运行的不同同步/异步应用
程序，如风机控制程序、电网质量监测和状态监测程序、
标准通信协议、客户特定通信协议、CoDeSys RTS等。

工具和功能
我们的风机控制平台由广泛的工具和功能包进行支持，可
满足从研发部门、服务部门到专业最终用户的全方面需
求。
现成的标准应用程序建立在米塔长期从事风电行业的相关
经验基础上，可帮助用户降低整体系统执行成本。用户可
在风机控制、风场控制、变电站控制、气象站控制等方面
选择相应的程序。
应用软件源代码可从米塔获取，并推动用户定制应用软件
的自主开发工作开展。
语言定制工具支持统一码，可确保用户使用本国语言操作
系统的高可靠性和效率。

执行控制 - PEPTOOL自动化套件
我们提供独特且开放的自动化环境PEPTOOL软件套件。
用户在采用PEPTOOL后可对风机/风场执行全面控制，并
具备快速修改应用程序源代码的能力，实现控制系统行为
的掌控。通过这种方式用户能够对变化和新需求快速作出
响应，并可持续扩大生产能力以便增加风机的潜能同时延
长其寿命。
PEPTOOL允许用户的工程技术人员在围绕标准
Microsoft Windows 平台的直观环境下进行软件定制。此
外，PEPTOOL还允许用户为控制器创建全新的附加程序
包括生成详细的文档和报表等。

PEPTOOL支持编程语言ANSI C/C++和结构化文本，可编译
米塔控制器的现成应用程序以及模拟器和仿真工具的
DLL。

精通控制
传统控制方式

米塔的先进控制方式

变桨、速度和功率

PI-控制器

风速推算器

状态机

最佳CP曲线跟踪

监测

载荷限制特性

先进的控制特性

优化功率输出，提高发
电量

降低风机载荷及成本

强大的风机控制
风电市场要求降低风机所有部件的成本同时提升质量和性
能。我们的客户在采用米塔的智能风机控制平台后同时达成
上述两个目标。我们的解决方案提供卓越性能，专门为承受
陆上和海上风电行业项目的恶劣环境条件而开发。我们的系
统为实现无人操作开发，不含任何活动部件。
我们有专属EMC实验室，可在开发和全批量生产期间对所
有元器件进行测试。我们风机控制硬件的测试标准是普通
EMC标准的两倍，而且25年来我们始终依据此标准对模块
进行测试，以确保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最高稳健性和
可靠性水准。
风机的预期寿命为20~30年，我们的风机控制平台采用了
风机全生命周期内的免维护设计。

降低能源成本
风机控制系统由实现风机设备运行的硬软件组成。米塔不
仅专注于硬件设置，同时还拥有载荷与控制优化方面的领
先行业知识。
米塔的载荷&控制团队专注于风机优化技术，并提供广泛
的先进控制特性。通过先进控制集成专有技术和服务的应
用，我们完全具备降低载荷和/或提高发电量继而降低能源
成本（CoE）的能力。

具体技术包括算法、主要风机叶片变桨、风轮转速、发电机功
率和偏航定位等的控制驱动以及一些支持功能如冷却、润滑、
供电等。
能源成本的降低通过以下方面实现：

›
›
›
›
›
›
›

载荷计算和优化以提高年发电量。
独特的专有控制策略以提高发电量和性能（双PI和扭矩）。
稳健的变桨和功率控制以实现最理想的发电量。
独立变桨控制（IPC），减轻塔基倾斜及偏航、叶片和塔
筒的极限和疲劳载荷。
传动链减震减轻传动链和齿轮箱的疲劳载荷。
塔筒主动减震减轻塔筒的疲劳载荷。
载荷和控制工具箱 - MiLaCtool - 优化所有规模风机的设
计和载荷计算。

变桨控制
体验米塔变桨系统全新水准的可靠性、
可利用率和简化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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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变桨控制
拥有30年设计寿命、具成本竞争优
势且经充分验证的系统

优秀的工程设计
仅含一流组件的稳健创新设计

高可利用率
高可靠性、简化的维护流程及运行
中测试

米塔 - 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精准性、安全性和可靠的性能对确保风机盈利运行来说至关
重要。凭借着在全球范围内运行的超过50,000套控制系统
和超过3,000套MDS变桨系统，米塔成为您值得信赖的技术
伙伴。米塔在变桨系统的最新开发中基于专有技术及前代的
最佳经验开发出优化一代的变桨系统。作为风机安全系统的
组成部分，米塔变桨系统的设计可最大程度有效降低运维成
本、减少停机时间、提高发电能力。

全新标准
米塔变桨系统为适合10 MW及以下任何三叶片风机机型的统
包解决方案。系统提供高度的可利用率和可靠性，同时保障
风机的安全运行。这一高稳健性系统已经过广泛测试，拥有
30年设计寿命。
完整的米塔变桨系统由以下部分组成：
› 1 x 米塔轮毂单元
› 3 x 米塔叶片单元
› 3 x 米塔伺服电机
› 3 x 米塔储能设备
› 3 x 传感器组
› 1 x 定制的安装支架组合
› 1 x 定制线缆组
此外，服务盒可用于现场手动操作。

核心优势：

›
›
›
›
›
›
›
›
›
›
›
›
›

成熟的变桨控制 - 具成本竞争优势且经充分验证的
认证系统
30年设计寿命 - 高稳健性系统
坚固设计 - 采用耐海水壳体的IP65机型
耐久性 - 为极端气候变化和高海拔设计
优秀的工程设计 - 仅采用一流组件以及全面的测试
流程
开放系统 - 针对轮毂控制器内自主软件的开发和集
成开放
开放解决方案 - 统包或套件解决方案
高可利用率 - 高可靠性、快速调试、运行中自主测试
及简化的维护流程
性能优化 - 包含变桨性能优化服务
延长质保 - 自调试日期起5年质保
全面支持 - 由米塔资深工程人员提供远程和现场支持
认证 - ISO 13849-1, IEC 61400-1, IEC 61400-3,
IEC 61400-22, GL 2010, GL 2012 和DNVGLSE-0441标准
合规性 - 依据GB/T 25386和 NB/T 31018标准

米塔变桨系统

›
›
›
›
›

输入电压：3 x 400 Vac + N + PE
频率：50/60 Hz
工作温度：-30°C ~ +60°C
运输/存储温度：-40°C ~ +70°C
防护等级：IP65

米塔轮毂单元可提供4个等级范围：
输出：3 x 47 A RMS
输出：3 x 76 A RMS
输出：3 x 102 A RMS
输出：3 x 128 A RMS

›
›
›
›

米塔轮毂单元
米塔轮毂单元是轮毂中分配电力、安全性和通讯的中央连
接点。单元壳体的设计位置为轮毂中心或是叶片1单元旁。
单元内部装有所有叶片单元的主熔断器及一台轮毂控制器
（WP100平台），可集中执行全部3个叶片的变桨控制以及
与风机控制器的通讯。
轮毂单元配置了坚固的耐海水铝制壳体，可令单元耐受温
度、湿度和含盐空气的变化。单元采用IP65防护等级，同时
适用于陆上和海上风机。
米塔轮毂单元的配置可满足变桨系统和轮毂的特定要求。

›
›
›
›
›

输出电压：0-400 Vac
输出频率：0-300 Hz
工作温度：-30°C ~ +60°C
运输/存储温度：-40°C ~ +70°C
防护等级：IP65

米塔叶片单元
米塔变桨系统由3个分隔独立的米塔叶片单元组成，作为风
机安全系统的整合部分执行相应功能。该设计允许所有米塔
变桨叶片单元在变桨系统内部任何不安全情况发展时激活安
全系统。

米塔叶片单元可提供4个等级范围：
额定输出电流：45 A RMS
额定输出电流：74 A RMS
额定输出电流：100 A RMS
额定输出电流：126 A RMS

因不同配置形式选项以及对应的不同功率性能，叶片单元可
通过多种形式与不同规格的伺服电机结合。米塔叶片单元在
轮毂内部接近每个叶根处安装，其设计旨在承受特定环境的
严苛条件。叶片单元配置了坚固的耐海水铝制壳体，可令单
元耐受温度、湿度和含盐空气的变化。单元采用IP65防护等
级，同时适用于陆上和海上风机。

›
›
›
›
›

米塔储能设备

›
›
›
›

额定电压：480 Vdc
最大电压：510 Vdc
工作温度：-30°C ~ +60°C
运输/存储温度：-40°C ~ +70°C
防护等级：IP65

储能单元可提供4个等级范围：
480 V 1.9F
480 V 3.1F
480 V 3.8F
480 V 4.2F

›
›
›
›

米塔储能设备在电网故障（LVRT）和电网电压跌落期间向
米塔变桨系统提供电力与能源。储能设备的设计目的在于
为米塔变桨系统在所有条件下的安全运行提供必要的能源
与电量。用户可选择最佳储能设备配置以便在低电压穿越
（LVRT）和后续电网电压跌落期间提供所需的电力与能源 并储存来自变桨伺服电机的回馈能量。
米塔储能设备的长寿命通过采用高质量超级电容单元确保实
现，超级电容单元拥有+0 ~ +20%电容量、每个超级电容单
元的集成电压平衡、预加热、温度控制及智能储能管理等特
性。其预加热特性可确保低温情况下与低内阻相对的高性能
和高电流能力。
储能设备配置了坚固的耐海水铝制壳体，可令单元耐受温
度、湿度和含盐空气的变化。单元采用IP65防护等级，同时
适用于陆上和海上风机。

›
›
›
›
›
›
›
›
›
›
›

额定电压：3 x 400 Vac
工作温度：-30 °C ~ +60 °C
运输/存储温度：-40°C ~ +70°C
防护等级：IP65
涂层：C4/C5
轴承：终身密封润滑处理
线缆连接：可插拔
温度传感器：PT100/KTY
闭环控制：编码器/解析器
刹车：安全保持刹车
冷却：自然/强制通风

变桨电机包含更多等级的交付范围：
› 额定速度：1400 ~ 2800 rpm
› 额定功率：7.5 ~ 30 kW
› 峰值扭矩（3s）：150 ~ 600 Nm

米塔变桨电机
米塔伺服电机方案包含三相异步和同步永磁电机，具体设计
为含接插式线缆连接和米塔变桨系统预定义优化参数设置的
即插即用解决方案。米塔伺服电机集成了温度传感器、刹
车、编码器/解析器及可选强制通风风扇。
刹车采用失效保护设计可确保严苛运行及停止（台风）条件
下的可靠运行。刹车释放时间和磨损状况由米塔叶片单元采
用过度延伸、减低保持电流和智能传感进行控制与监测。伺
服电机针对采用隔离和密封轴承的变频器运行设计。
伺服电机方案所含的伺服电机可满足陆上及海上要求、速度
和扭矩要求以及匹配变桨齿轮箱法兰和轴公差的配置要求。

耐久性
米塔变桨系统的设计可避免高昂的停工期费用和维护成
本。设计中仅使用极少数易损件，对实现系统的长设计寿
命、减低组件级别的故障率以及降低总体维护成本来说至
关重要。通过这种方式，米塔变桨系统向用户保障实现最
高投资价值。
米塔变桨系统采用了建立在各种标准规格轮毂单元、叶片
单元、无刷永磁伺服电机、异步伺服电机和基于超级电容
或长寿命VRLA电池的储能设备基础上的模块化系统，令用
户从中受益。
轮毂单元可在一长列标准化选项中选择相应选项进行配
置，并可最终植入定制软件以便与任何第三方风机控制系
统集成或整合任何必要特性以满足风机轮毂中的特定要
求。
凭借预定义的参数集和简化的工作流程，我们可确保在限
制停工期的同时提供顺畅的安装、调试和维护以及提高可
利用率。
无论用户选择统包还是套件解决方案，米塔始终是用户专
业的电动变桨技术合作伙伴。我们所提供的服务涵盖确保
风机优化运行的变桨性能优化服务。

稳健设计
米塔变桨系统针对陆上和海上风机旋转轮毂中的严苛环境
而设计。变桨系统可在-30°C~+60°C宽温范围内，持续振
动以及等速旋转和急停产生应力的条件下轻松运行。

全面测试规程

›

米塔变桨系统是数千小时的工程设计工作以及广
泛的质量测试流程所取得的成果。变桨系统中的
每个单独组件均为米塔变桨系统精心选择和测
试。

›

为对所需的稳健性和性能进行校验，米塔执行
了大量测试以确保所有组件皆通过米塔实验室的
验证。结合自动化测试，可确保获得成熟的高质
量系统。

›

即便系统已得以安装和运行，我们仍对测试工作
进行持续关注。米塔变桨系统的常规测试在运行
中执行，同时风机无需停机，这意味着无需以成
本高昂的停机期为代价来执行预定的自动化测
试。

新技术摒弃了传统的“柜体套柜体”设计，令用户能够最大
限度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同时避免柜体内部环境温度过
高。
远程监测、配置、故障排除和软件更新可实现轻松的服务
访问以及最低限度的维护工作。此外，对维护工作的全部
预测均建立在实际磨损的基础上，而且集成CMS可能性捕
获和存储所有运行数据。米塔变桨系统的操作与控制可通
过用户手机、平板电脑或计算机浏览器的图形化用户友好
桌面执行。

米塔变桨系统建立在包含集成驱动的创新设计的基础上。

变桨性能
米塔的载荷与控制工程师可根据所有IEC61400载荷工况向
用户风机提供仿真服务以确保变桨系统满足所有状况下的
性能要求，同时保持尺寸规格不超出要求。
仿真报告会列出所有必要的峰值、平均值和总值以便为变
桨系统解决方案选择最佳单元。

通过相应变桨性能计算可保障用户获得特定风机的最佳变
桨系统。

至臻变桨

高可靠性和可利用率
除安全性外，可靠性和可利用率均为确保风机优化运行的基
本要求。米塔变桨系统的设计旨在实现用户风机最大程度的
可利用率和性能，同时对结构施加最小载荷。

›
›

高可利用率 - 高可靠性、快速调试、运行中的自主测试
以及简化的维护流程
高可靠性 - 减少组件数量，叶片单元中的高集成度

米塔变桨系统可对风轮叶片进行整体（CPC）或独立
（IPC）变桨，以维持最佳变桨角和风轮速度，并同时保持
风轮速度满足设计限制要求。为了最大限度保证安全性，叶
片会在安全系统激活时自动执行自主顺桨。

变桨系统持续监测风机控制器的通讯以及所有系统组件的状
况包括米塔伺服电机和米塔储能设备，并确保风机在控制系
统故障情况下停机以保证风机在设计限制范围内运行。若出
现电网故障和/或电网电压跌落情况，米塔变桨系统将通过
储能设备供能。

APQP4Wind标准
米塔变桨系统的开发、测试和制造依据APQP4Wind标准执
行，所有部件均附带延长质保，从调试日期开始计算。

状态监测
实现风机发电量和收益的最大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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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MS状态监测
米塔的MiCMS状态监测系统使您能够为现场维护访问提供最佳规划，令预见
性维护比以往更加容易。

存在的问题
由于不可预知的故障和计划外维护导致的风机停机对风机运
行的整体盈利能力造成了较为明显的负面影响。风机通常安
装在偏远地区，并且暴露在极为多变且恶劣的天气状况下，
因此，监测和及时检测故障设备的能力至关重要，以便对服
务和维护进行最有效的计划。

解决方案

CMS的优势
运用升级的预见性维护策略以及采用最先进的传感器和算法
能够将风机的非计划停机次数减至最小，并实现风机发电量
和收益的最大化。
米塔的MiCMS状态监测系统可有效减少设备的运行损坏情
况，并实现预见性维护的执行 - 可对风机整体性能进行有效
优化。

振动分析是状态监测系统的基础。
MiCMS由远程操作的WP4200控制器和SCADA系统
MiScout组成。MiCMS可借助于传动链上安装在最佳位置的
8-16个外部加速度传感器对塔筒和传动链组件如齿轮箱、发
电机、主轴承进行监测。
采用振动监测的一项优势是能够准确定位齿轮箱等装置中的
故障组件。MiCMS通过MiScoutSCADA系统提供风机当前
状态的直观指示。

主要优势：

›		强大稳定的硬件
›		与MiScout SCADA系统集成
›		高水平的信号质量
›		通过GL认证
›		复杂的监测算法
›		与第三方控制系统集成的能力
›		灵活的设置，使用辅助传感器进行扩展

MiCMS设置

›		集成式 – 针对完整米塔产品体验
›		独立式 – 将MiCMS添加至任何安装米塔或第三方控制系

MiCMS解决方案有多种硬件配置，并支持不同的安装方
案；集成式、独立式或便携式选项，令MiCMS极具多功能
性和灵活性。

		 统的现有机型
›		便携式 – 具有成本效益的小服务包内已包含所需的全
		 部配置

集成式

独立式

便携式

›
›
›
›
›
›

›
›
›
›
›

›
›
›
›

风机控制
CMS控制
CMS软件
控制柜
传感器&电缆
附件

WP4200-08

WP4200-10

SCADA集成
MiScout SCADA是MiCMS的自然扩展并实现用户7×24小时
全天候对机组状态的监视。MiScout的界面非常直观，用户
可以很方便地对风机状态以及发电量、可利用率、报警、天
气状况等其他信息进行监测并对报警和天气状况的变化作出
即时反应 – 可确保提高可利用率，降低运营成本并最终实现
更高利润。MiScout可适用于所有平台和设备。

CMS控制
CMS软件
柜体
传感器&电缆
附件

CMS控制
CMS软件
传感器&电缆
小提箱

WP4200-10

CMS中心
地点：客户处
MiScout SCADA

网络

风机在线访问
或者

报表记录和报警
发送

在线共享的数据库

CMS中心
地点：米塔
MiScout SCADA

配备MiCMS控制器的风机
数据库

地点：风场

MiCMS监控中心
MiCMS监控中心向米塔客户提供风机和风场的7×24小时全天
候监控。米塔的CMS专家可通过3个不同的服务等级包确保提
供专业的监测、分析和咨询服务。

1

›
›
›
›

X 台风机的7×24小时监控
CMS数据采集和分析，振动监测和故障检测
即时故障报告。报警的及时发送及后续行动建议
将所有CMS相关数据存储在安全数据库中

2

›
›

定期的趋势分析报告（简要报告）
年度状态报告（扩展的诊断报告）

3

›

生成报表后，必要时与公司合作商沟通及合作执行
现场检查。
扩展的状态报告（可选）
扩展分析（可选）

所有MiCMS客户可获得以下标准配置：

›		MiCMS系统的现场调试（硬件/软件）
›		动态数据准备
›		系统初始配置，远程/控制器和服务器/应用程序
›		学习期（一般3个月）的CMS数据采集和处理
›		培训（可选）

›
›

通过GL认证
米塔MiCMS系统完全符合GL规范中CMS系统开发
（2013）的相关规定。认证范围涵盖独立和集成的MiCMS
解决方案。
由DNV-GL根据GL规范中CMS系统开发的相关规定对
MiCMS系统进行的认证展示了米塔对质量、稳定性和持续
改进的承诺。

米塔也已获得TÜV Nord Cert GmbH颁发的ISO 9001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预见性维护的价值

WP4200-08
MiCMS控制器

为将机械振动转换成电信号，
加速度传感器向对振动信号进
行实时处理的MiCMS单元提
供塔筒、主轴承、齿轮箱和发
电机的测量值。

实时数据存储和可视化
MiCMS用于振动分析，对预定的关键振动等级进行测量。
频率范围为0.1 -10000 Hz，振动范围为0.001 - 25G。

MiCMS的使用

振动测量由8-16个外部加速度传感器执行。振动的实时测
量受灵活的测量任务调度程序控制，其时域和频域可进行
单独配置。

MiCMS的设计同样适合专业人士及不具备振动分析知识的
用户的使用。没有以往经验的用户可以利用相应ISO和VDI
标准中经过验证的基准值监测风机状态的变化并对关键参
数和阈值进行比较。拥有相关经验的用户可以采用复杂算
法的设置进行不同频段下的频谱分析，以便通过先进诊断
自动确定故障。

MiCMS可以利用来自主控制器的风机运行数据对环境下的
组件载荷和性能进行相关的高灵敏度振动分析。

该系统可以实现维护计划、人员和物料的最佳规划以便对预
期成本进行预测。

MiScout 5
执行监测、控制和服务的完整多品牌SCADA和资产管理解
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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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SCADA解决方案
MiScout 5 SCADA的设计旨在通过优化成本和提高风机可利用率来实现发电能
力和收益的提高。

MiScout 5
风能产业的持续发展和技术发展的逐步壮大引发了对SCADA
和资产管理系统的新要求。这些系统要求通过提供正确的工
具借助于用户友好界面提高可利用率和优化性能，从而实现
广泛的价值。我们的第六代SCADA产品 MiScout 5就是为了
响应这些需求而开发，可基于丰富的经验及成功的前代产品
向您提供分析、预见性维护和预测工具以便有效优化风场的
性能。用户交互是与我们最亲密的合作伙伴共同重新设计而
成以确保网页界面的简单化和直观化，并提供所有必要且适
宜的工具和功能。
解决方案可提供两个版本：云版本和企业版。两个版本的设
计均可满足不同设置、设施、服务供应商、整机厂商和业主
的需求。
MiScout 5云版本 - 云版本是适合拥有小型风场或公司，希望
免于投资大型系统装置或昂贵的整机厂商SCADA系统而向客
户提供总览的托管解决方案。该系统可通过通用的网页浏览
器或设备，并结合低运行成本提供天气、风机和财务等关键
数据的轻松概览。
MiScout 5企业版 - 企业版是一种完全灵活、可扩展的独立或
托管解决方案，专为具最高数据处理级别需求的大中型专业
客户开发。该系统提供广泛的附加服务清单如数据同步、深
入数据高级分析、风场优化特性、培训和服务协议等。

关键优势：

›		多品牌支持 - 单一系统支持众多不同风机机型
›		级别1&2 - 在单一系统中执行从服务到资产管理等
		 全部功能

›		系统插件式架构 - 根据用户需求创建不同设置
› 多用户访问 - 根据需求向不同用户和组别分配访问
› 用户配置文件 - 用户配置可不受地点限制随处保存
		 和获取

›		数据分析&比较 - 对来自不同风机制造商的数据进
		 行显示、比较和分析

›		报表功能 - 通过多种渠道生成和发送报表
›		报警处理 - 在操作偏差时接收并对报警作出反应
›		任务自动化 - 最佳计划系统活动
›		预测 - 预测发电量收益
›		数据同步 - 确保整个装置的数据完整性
›		可定制化 - 定制信息、外观和感受
›		第三方集成 - 采用开放协议与其他应用程序交互风
		 机数据

MiScout SCADA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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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cout 5架构
MiScout 5是一种基于Microsoft Windows或Linux的现代化
SCADA系统，包含一个或多个服务器及一组客户端用于显
示数据以及与独立机组和完整风场交互。
系统的核心是MiScout 5服务器，可通过标准或专有协议与
机组进行通讯。该服务器读取和写入数据，执行数据计算
及向不同客户端提供数据。数据存储在Microsoft SQL服务
器数据库中，除机组数据外，还保存与系统配置、用户相
关的信息及其他运行必要数据。在线和高速数据存储在高
效Cassandra数据库中，可实现高速日志记录和数据检索功
能。
数据计算和存储后用于生成报表、执行风机性能分析以及风
机故障排除和报警功能。

数据采集器
数据采集器是通常置于风场网络内部的服务器，从风机请求
数据并进行积累作为历史数据，如10分钟日志、状态日志、
高速日志等，以便这些数据与主服务器同步或者通过标准协
议如OPC供给其他系统使用。

该设置尤其适合低带宽的风场或者与其他系统集成。

灵活开放的系统
当今市场要求灵活开放的系统，便于轻松修改并集成至其他
系统中同时维护关键知识和内部知识产权。
Miscout 5概念通过提供以下特性迎合相关要求：

›		开放协议
›		开放的数据库接口
›		接口描述
›		联合开发
›		访问图纸
›		知识转移

定制的数据显示
MiScout 5的标准配置包含必要的控制面板和工具以便为多
数用户提供轻松概览。该系统也包含数据和视图的设计和
定制选项，以满足用户的特定需求。所有囊括的特性都令
该系统成为一项强大灵活的工具。

内置状态监测
MiScout 5可设置并作为风机状态监测系统的组成部分。该
系统可通过监测传动链状态、发电量和可利用率等关键数
据以及即时应对可能影响发电量和运行成本的告警和告警
来优化性能和维护。

自有品牌
MiScout 5可选择采用自有品牌形式交付，以便用户定制界
面并使用自己公司的标识。

完整SCADA和通讯解决方案

Areas
Developers, Large Scale Owners,
OEM’s, Utilities, Administrators,
ISP’s, Small Turbine Owners

Software
Server Side Software, Client Side
Software, Native & Std. Protocols,
Historical Data, Alarm Handling,
Live Data, Reporting, Remote
Control

Hardware
IP Communications, Mobile
Communication Devices, Servers,
Backup Solutions, Park Network,
UPS Systems

Services
Installation, Customization,
Deployment, Development, SaaS,
Server Hosting, Surveillance

全面支持西门子风机
基于众多客户的要求，MiScout 5现可全面支持对配置WTC-3
控制器和STiC箱体的西门子风机的访问。

›		多达12,000个实时、历史和快速日志数据的集中快速
		 和未过滤访问
›		访问风机上的所有报警和事件
›		无限数量的远程或本地“手持终端”

›		风机的远程启动和停机
›		报警的远程复位
›		远程修改和查看参数
›		轻松识别与默认值和上次更新不同的参数

选择您的
专业解决方案
MiScout 5 - 企业版
特别为满足具有最高数据处理级别和附加服务需求的专业
风机业主、操作人员、服务公司和整机厂商等日益增长的
需求而开发。
完整的SCADA监测包可提供深入数据高级分析功能及风场
优化特性，令用户从中受益。

MiScout 5 - 云版本
为结合低运行成本实现风机和财务关键数据的轻松概览而
开发。
MiScout 5云版本可以7×24小时无间断自动连接风机和风场
对发电量、可利用率、报警、天气状况等进行监测，同时
还允许对报警和天气状况的变化作出即时反应 - 确保提高
可利用率，降低运营成本并最终获得更高收益。

特点：

›		全扩展大数据解决方案
›		多品牌连接性
›		多个软件包
›		规模不受限制
›		用户数量不受限制
›		SLA选项
›		培训选项
›		托管选项
›		融资选择
›		自有品牌
关键特性：

›		多品牌支持 - 对众多不同风机机型的完全访问
›		级别1&2 SCADA - 在单一系统中执行所有功能如工程

		 设计、服务和资产管理
›		有效的现代界面 - 用户友好界面的设计级别，通过最
		 有效的方式帮助解决日常任务
›		全级别的完整数据访问 - 访问和使用发电量数据、气象
		 数据、参数和高分辨率日志等
›		完全远程控制 - 对例如风机参数的本地及远程启动/停
		 止/复位和控制
›		任务自动化 - 在全自动环境下运行任务如分析、报表
		 功能和数据采集
›		预测和预报 - 采用统计方法和气象数据执行故障预测
		 及发电量预报

特点：

›		全托管
›		多品牌连接性
›		兼容网页、安卓、苹果和Windows设备
›		高达100 MW的风场规模
›		最多5名用户
›		3年数据备份
关键特性：

›		多品牌支持 - 对众多不同风机机型的访问
›		在线数据 - 从任何地点7×24小时访问风机数据
›		地图视图&发电量数据 - 访问整个产品组合的实时发电

		 量数据并查看单项资产的状态
›		报警&启动/停止/复位 - 允许推送报警通知及远程启动/
		 停止/复位功能
›		状态码、可利用率&信息分类 - 允许执行更多风机深入
		 分析
›		报表生成 - 生成报表以网页浏览器形式支持用户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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