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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

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国家能源局负责管理，由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提出并负责日常管理，

由能源行业风电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风电场规划设计分技术委员会负责具体技术内容

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地址：北京市

西城区六铺炕北小街2号，邮编：100120)。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电建集团吉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国广核新能

源控股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装风电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钦伟、王波、刘潇、高阳、张力、柴阳、李野、陈康东、

全应权、任芳辉、彭彦嘉、王朝辉、李向辉、李建科、宋学武、章帆、兰涌森、曹鹏、

唐世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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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机组招标文件编制导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风电机组招标文件编制的基本内容和深度。

本标准适用于陆上、海上风电场工程的风电机组招标文件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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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51.1 风力发电机组设计要求

GB/T 20319 风力发电机组验收规范

GB/T 31517 海上风力发电机组设计要求

3 总则

3.0.1 风电机组招标范围应包括风电机组、配套设备和相关服务。

3.0.2 招标文件应贯彻公正、合理、竞争的原则，提出的要求应明晰、准确，不得含有倾向或者

排斥潜在投标人的内容。

3.0.3 招标文件应体现招标项目的特点和需求。

3.0.4 招标文件包括商务部分和技术部分，招标文件编制目录见附录 A。



2

4 商务部分

4.1 招标公告或投标邀请书

4.1.1 当采用公开招标时，应编制风电机组采购招标公告；当采用邀请招标时，应编制风电机组

采购投标邀请书。

4.1.2 风电机组采购招标公告或投标邀请书应包含以下内容：

a） 招标代理机构或招标人的名称、地址、联系人和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

b） 项目名称、建设地点、项目概况等；

c） 招标项目容量、主要技术参数、供货范围和交货期等要求；

d） 投标人资格要求；

e） 发售招标文件的时间、地点、费用及购买招标文件需要的相关证明文件；

f）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文件接收地点、投标方式以及开标的时间、地点。

4.2 投标人资格要求

投标人资格要求应包含以下内容：

a) 资质条件，应包括法人资格，生产（使用）许可证，产品鉴定书，质量、环境、职业

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生产供货能力等；

b) 财务状况，应包括银行资信情况、信用等级情况、资产状态等；

c) 业绩要求，应包括风电机组生产、供货和运行业绩等；

d) 招标人要求的其他资格材料。

4.3 投标人须知

4.3.1 投标人须知应包含总体说明、招标文件的组成、投标文件的编制要求、投标文件的递交要

求、开标与评标说明、合同的授予及签署，并编制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4.3.2 总体说明宜包含以下内容：

a） 项目名称、地理位置、装机容量、投资方、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等；

b） 资金来源；

c） 招标范围、交货期、交货方式、质量保证期等；

d） 风电机组、配套设备和相关服务的要求；

e） 技术方案要求；

f） 现场踏勘要求；

g） 投标费用。

4.3.3 招标文件的组成应对招标文件总体结构、澄清事宜、补充和修改文件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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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投标文件编制要求应包含以下内容：

a） 投标文件的编制语言要求；

b） 投标文件的构成；

c） 投标报价及格式要求；

d） 投标货币；

e） 投标有效期；

f） 投标保证金；

g） 投标文件的式样和签署；

h） 附录。

4.3.5 投标人须知应说明投标文件的递交要求，包括标记和密封方式、提交的份数、投标截止期、

投标文件的修改与撤回等。

4.3.6 投标人须知应说明开标与评标的具体方式和内容，包括开标时间、开标程序、评标程序与

评标规则等，并提出廉洁和保密要求。

4.3.7 评标规则应包括以下内容：

a） 评标依据、原则和评标方式；

b） 监督管理机构；

c） 评标委员会的组建方式；

d） 评标细则。

4.4 合同条款与合同格式

风电机组采购合同文件应由合同书、合同条款和合同附件组成，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同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编制，遵循公平、公正原则，明确合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4.5 格式与附表

招标文件应提出投标函、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书、投标报价、投标人资格

证明文件、商务偏离表、投标保证金、廉洁承诺书、业绩表、交货进度表等文件的格式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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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术部分

5.1 一般要求

5.1.1 技术部分应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a） 总体说明；

b） 工程概况；

c） 供货范围及交货进度；

d） 技术标准；

e） 技术性能要求；

f） 技术资料；

g） 质量控制、性能考核及验收；

h） 技术服务；

i） 风电机组包装、运输、安装；

j） 相关附录要求。

5.1.2 应提出对投标文件技术响应的要求。

5.1.3 应对需在投标文件中特殊响应的内容做出说明。

5.1.4 应对投标文件技术方案提出要求。

5.2 总体说明

应说明编制目的、适用范围、编制原则、编制依据和其它应说明事项。

5.3 工程概况

5.3.1 应说明风电场的装机容量、地理位置、地形地貌、交通条件、地质条件、电网接入条件等；

海上风电场还应包括海洋水文、海洋工程地质、海底地形、盐雾等海洋环境条件。

5.3.2 应说明风电场区域气象站数据、风能资源情况。

5.3.3 应说明或提供风电场测风数据、地形图、场址范围及开发限制条件等，海上风电场还应说

明或提供水深、离岸距离、港口或码头、升压站建设要求、航道情况、场址区及周边海图等资料。

5.3.4 应说明风电场极端自然条件，包括腐蚀、低温、雷暴、沙尘、冰冻、高海拔、台风等。

5.3.5 应说明风电场存在的敏感因素，包括自然保护区，文物设施、军事敏感区、航空管制区、

水源保护区、鸟类迁徙通道等。

5.4 供货范围及交货进度

5.4.1 供货范围宜包括风电机组设备、专用工具、质保期的备品备件和易耗品、技术资料、相关

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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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风电机组设备供货范围宜包括以下内容：

a） 叶片；

b） 变桨系统；

c） 机舱，包括机舱罩、底架、导流罩等；

d） 传动部分，包括轮毂、主轴、主轴承、齿轮箱等；

e） 偏航系统；

f） 刹车系统；

g） 液压系统；

h） 发电机；

i） 变流器；

j） 中央和现地控制及监测系统；

k） 润滑系统；

l） 风速风向采集系统；

m） 风电机组辅助电源系统；

n） 防雷保护装置；

o） 联接螺栓等紧固件；

p） 海上风电机组升压变、应急电源等特殊设备；

q） 招标人的其它要求。

5.4.3 应对风电机组监控系统、功率控制系统提出供货要求。

5.4.4 应对安装、运行、维护的专用工具提出供货要求。

5.4.5 应对备品备件和易耗品提出供货要求。

5.4.6 应对技术服务内容、技术资料进行说明。

5.4.7 应对供货及服务范围边界进行界定，包括以下内容：

a） 电气一次；

b） 电气二次；

c） 防雷接地；

d） 道路。

5.4.8 应提出交货的批次、时间、地点、方式等要求。

5.5 技术标准

5.5.1 应提出风电机组设计、制造、并网、验收应遵循的相关技术标准要求。

5.5.2 应说明对技术标准版本更新的适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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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技术性能要求

5.6.1 技术性能应符合 GB/T 18451.1、GB/T 31517标准对机组设计的要求，技术性能要求应包含

以下内容：

a） 单机容量、轮毂高度、风轮直径、设计寿命等；

b） 环境适应性；

c） 认证和测试报告；

d） 并网性能要求；

e） 可利用率、功率曲线保证等要求；

f） 塔架和基础要求；

g） 运行和维护要求；

h） 材料要求；

i） 风电机组及附属设备的标志、标识、颜色及铭牌；

5.6.2 应对风电机组叶片的性能、技术要求进行说明。

5.6.3 应对风电机组的变桨系统的性能、技术要求进行说明，包括变桨控制、变桨轴承、变桨驱

动等

5.6.4 应对风电机组机舱的性能、技术要求进行说明，包括、机舱罩、底架、导流罩等。

5.6.5 应对风电机组传动部分的性能、技术要求进行说明，包括轮毂、主轴、主轴承、齿轮箱等。

5.6.6 应对风电机组偏航系统的性能、技术要求进行说明，包括偏航控制、偏航轴承、偏航驱动

等。

5.6.7 应对风电机组刹车系统的性能、技术要求进行说明，应包括刹车系统形式、数量、性能等。

5.6.8 应对风电机组液压系统的性能、技术要求进行说明。

5.6.9 应对风电机组发电机的性能、技术要求进行说明。

5.6.10 应对风电机组发电机变流器的性能、技术要求进行说明。

5.6.11 应对风电机组中央和现地控制及监测系统的性能、技术要求进行说明，包括中央及远程

监测系统的组成、实现形式、功能模块、输出要求等，现地控制系统的组成、实现形式、功能模

块、输出要求等。

5.6.12 应对风电机组润滑系统的性能、技术要求进行说明。

5.6.13 应对风电机组风速风向采集系统的性能、技术要求进行说明。

5.6.14 应对风电机组辅助电源系统的性能、技术要求进行说明。

5.6.15 应对风电机组防雷保护装置的性能、技术要求进行说明。

5.6.16 应对风电机组联接螺栓等紧固件的性能、技术要求进行说明。

5.6.17 应对海上风电机组升压变、应急电源等特殊设备的性能、技术要求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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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8 应对风电机组电力传输系统性能、技术要求进行说明，包括传输形式（电缆、母线排等）、

防护性能、布置规定性能与技术要求等。

5.6.19 应对风电机组塔架的性能、技术要求进行说明，包括塔架形式、附件组成等。

5.6.20 应对风电机组基础的技术要求进行说明。

5.6.21 应对风电机组其它相关部件的技术要求进行说明。

5.6.22 应对风电场存在的腐蚀、低温、雷暴、沙尘、冰冻、高海拔、台风等特殊环境条件提出

要求。

5.6.23 宜对风电机组噪音提出要求。

5.6.24 应提出风电机组的其它特殊要求。

5.7 技术资料

5.7.1 应对技术资料提供的范围、时间、方式等提出要求。

5.7.2 应规定所提供的资料的语言、形式、数量、内容等具体要求。

5.7.3 应规定所提供资料的涉密、版权等约束条件。

5.8 质量控制、性能考核及验收

5.8.1 应提出对设备质量控制的要求。

5.8.2 应提出对设备监造的要求，包括监造形式、监造内容等。

5.8.3 应提出对设备在生产、出厂、安装及调试等阶段的要求。

5.8.4 应提出设备可利用率的考核方式及要求。

5.8.5 应提出功率曲线的考核方式及要求。

5.8.6 应提出设备出厂验收、到货验收、预验收、最终验收等要求，并应符合 GB/T 20319 标准

对验收的要求。

5.9 技术服务

5.9.1 应对投标人设计、施工及运行阶段的技术服务提出要求。

5.9.2 应对投标人提供的工厂和现场技术培训内容提出要求。

5.9.3 应对设计联络会议题、人员、时间、地点等提出要求。

5.10 风电机组包装、运输、安装

5.10.1 应对风电机组的包装提出要求。

5.10.2 应对风电机组运输提出要求。

5.10.3 应对风电机组安装提出要求。

5.10.4 应说明运输及安装过程中安全、设备消缺等权责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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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5 应提出对包装、运输、安装的特殊要求。

5.11 相关附录要求

5.11.1 应对设备的技术参数进行说明，列明所需图表，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机组技术参数表；

b） 机组振动设计标准表；

c） 机组功率曲线表；

d） 机组标准塔架参数表及图纸；

e） 机组标准基础参数表及图纸；

f） 招标人要求的其它内容。

5.11.2 应规定投标人需提供的项目实施相关要求及形式的表格，表格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供货清单表；

b） 工程进度表；

c） 交货进度表；

d） 大部件运输参数表。

5.11.3 技术偏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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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风电机组招标文件编制目录

第一册 商务部分

一 投标人须知

1 总体说明

2 招标文件组成

3 投标文件的编制

4 投标文件的递交

5 开标与评标

6 合同的授予及签署

二 合同条款与合同格式

1 合同书

2 合同条款

3 技术规范与要求

4 合同附件

三 格式与附表

1 投标函

2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3 投标报价

4 投标人资格证明文件

5 商务偏离表

6 投标保证金

7 廉洁承诺书

8 业绩表

9 交货进度表

10 其他要求

第二册 技术部分

一 总体说明

二 工程概况

三 供货范围及交货进度

四 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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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技术性能要求

六 技术资料

七 质量控制、性能考核及验收

八 技术服务

九 风电机组包装、运输、安装

十 相关附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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