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造 – MD平台
实现最大发电量，延长MD70/77, S70/S77, FD70/77和FUH MD70/77
机型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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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D改造概览

采用WP3x00 MK II控制器改造可通过安全有效的方式将MD
控制平台升级至现代标准。设备的功能包括：即插即用安
装，最短停机时间、优化运行维护成本、完全远程控制、完
整数据访问、以及采用先进的现代化控制提高年发电量选
项。

该系统在我们与领先服务供应商的合作下开发，运用了最新
且最先进的软硬件创新技术设计，以期实现寿命延长、快速
投资回报、较低初始投入成本和运行成本及最佳性能等优
势。

   现代技术

改造利用WP3x00 MK II控制器平台的高性能，并应用于全
新的多兆瓦级别风机。这可令当前的MD风机从最新的硬软
件创新中受益。

改造增加了先进的气动控制算法，以确保提高可利用率同时
实现更为平稳有效的控制。

风场控制、远程控制、服务和数据访问也可通过3G/4G和
DSL网络连接访问即时更新。

MD平台改造
实现最大发电量并延长风机寿命。

主要优势：

›  完整MD机型范围解决方案： 
  MD70/77, S70/S77, FD70/77和FUH MD70/77
  机型  
›  提高年发电量： 
  采用先进的现代控制技术最高实现4%的年发电
  量增长 

›  延长寿命： 
  轻松升级、获取备件，降低运维成本、提高年发
  电量  
›  提高运行维护效率：  
  直观的服务工具和预见性维护功能帮助实现远程
  和本地服务。长达5年的零部件质保期 

›  提高可利用率： 
  预见性维护功能、扩大运行温度范围等  
›  安装方便： 
  WP3x00具备插接兼容性，安装时风机预计停机
  时间仅为1天 

›  完整的数据访问： 
  采用开放的现代通讯标准和格式完整访问所有运
  行数据 

›  远程控制：  
  可选择网络或风场控制系统对风机进行远程参数
  化、操作和功率控制



技术概览

米塔WP3x00系统 米塔WP3x00 MK II系统

硬件

CPU 基于H8 ARM Cortex™- A8 
720 MHz

提高性能，实现低等级计算和先进的风机控制

闪存 内部最大2MByte，带备用
电池

内部512 MByte，外部最大2 
TByte，无需电池

发电量和其他数据的更大存储空间。无需替换
电池

扩展选项 机架限制 附加I/O不受限制，可通过外部
模块扩展

增加更多I/O选项。通讯和I/O可外部扩展实现未
来升级，如功率转换器、油液监测等。

通信 通过RS232、光纤和ArcNet
实现最高38400 bps的串行
通信

最高1Gb以太网铜线或光纤，-
CAN(1Mbit )，最高230.4 kBaud
的串行通信

利用现代标准和多种连接功能实现更快更全面的
通信

显示 字母数字显示 图形触控显示 为业主和服务人员提供更全面的概览

软件
控制软件 标准OEM控制 先进的现代化控制 基于先进温度和气压的转矩控制保持稳定的高发

电量。更有效的超速预防和偏航控制

O/S 无 多任务WP1x0操作系统 启用更多日志记录和附加程序如协议和站点特定
控制，不影响基本风机程序

服务功能 通过显示屏实现本地服务 远程和本地服务 通过有线或无线连接的电脑、iPad和显示屏实现
服务功能

外部通信和选项

远程控制和支持 通过显示屏进行本地控制

通过电信网络实现受限的远
程控制

配置功能支持 远程固件和参数上传、远程显示、并发多用户
支持

数据访问 受限制 多选项 通过开放协议如OPC DA、MODBUS 
TCP、OpenMPP、IEC61400-25 MMS、文本/ 
Excel文档等实现对所有可用风机数据的并发多
用户访问

3G/4G和DSL连接 PSTN 多选项 通过3G/4G和DSL线路实现快速、可靠和具有成
本效益的始终联机通讯

状态监测 不提供 可选 完整的传动系统监控，包括主轴承、齿轮箱和发
电机轴承。服务包括安装、监控、基本和专业报
表功能

SCADA系统 WPMS/Gateway 多选项 访问所有数据 ，通过多种SCADA解决方案实现
远程启动/停机，如：
- 直接访问控制器网页界面      
- MiScout SCADA企业版 
- MiScout SCADA云版本
- MiConnect App诊断工具
- 通过数据访问协议与第三方集成

风场控制 主要风机和IC500风场主
控器

多选项 完整风场控制包括：
 - 启动/停机控制
 - 风场功率调节
 - 风场功率因数调节
 - 电网公司接口/协议
 - 变电站控制



WP Line-111 MK II模块

诊断工具 –   MiConnect App

MiScout SCADA系统

显示屏

WP3x00控制器

显示屏

   安装方便

为了最大程度防范风险和减少安装时间，MD改造的设计旨
在实现与原有WP3x00控制系统的插接兼容性。系统附有
详细的安装手册可确保设备实现最短的停机时间。

延长寿命
提高备件的可利用率以及确保提高风机平稳运行的集成先
进控制可降低载荷并对风机的机械组件产生积极影响，继
而大幅度延长设备的寿命。

一系列优势包括：至少20年的设计运行寿命、备件获取途
径的改善、提高可利用率和功率输出的选项、以及长达5年
的零部件质保期，可保障您的商业案例在未来多年的成功
运行。

   提高运行维护效率

MD改造结合多个服务团队的经验进行优化以期实现快速便
利的远程和现场服务任务。对所有运行数据、运行参数和
内置组件监测的本地和远程访问令操作团队能够在较短的
反应时间内通过远程主动解决问题。该系统使用直观的图
形菜单进行操作，同时显示屏、服务电脑和无线设备提供
的特定服务功能可实现风机内部的自由操作。

为未来做好准备
MD改造系统进行完整设置以实现便捷的硬软件扩展以及与
全新传感器和逆变器等的接口连接，从而满足未来的电网
规范和要求。解决方案可根据市场参数的变化实现升级。

完全的远程控制 & 完整的数据访问 
 
MD改造解决方案可通过现代协议对单台风机和完整风场的
所有运行数据实现完全远程控制和快速访问。

原先需要在现场执行的任务已具备远程操作功能，同时针
对多台风机提供具有与电网公司接口以及先进启/停和功率
调节功能的集中功率管理。

最高的可利用率

MD改造的设计旨在根据海上风机应用的标准实现最高的
可利用率和突出的性能。该系统可在扩展的温度范围内运
行，以便能够在冷热气候下更长时间运行风机同时不依赖
于外部的加热/冷却系统。系统主动监测系统组件以便在检
测到问题时发出警告并在出现故障前解决相应问题。



*)先进功能和实际年发电量的适用性取决于实际风机配置和站点情况。

安装方便 & 最短的停机时间

›  与领先的ISP服务商共同开发 
›  执行多种安装模式4

3 ›  提高年发电量、降低运行维护成本      
›  初始投入成本低
›  投资回报快

›  WP3x00即插即用控制器
›  图形触控或文本显示1

›  WP-Line 111或WP-Line 511模块
›  图形触控或文本显示2

   全新的先进控制实现年发电量增长

WP3x00 MK II MD改造所附软件采用全新且先进的现代
控制提高设备的性能。通过优化风机控制参数和气动性
能，MD风机的年发电量增长最高可达4%*。
 
全年最佳发电量 
MD机型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根据全年的“最佳平均”值处
理固定和静态参数。在整年之中，风能储量变化很大，因
此固定参数并不总是最佳的。全新的MKII控制器可根据叶
型、空气密度和室外温度等动态计算和应用最佳控制参数
以确保风机全年实现最高性能运行。

低风条件下提高可利用率
MK II使用气动跟踪软件确保风机能够生产和利用叶片的最
高性能在低风速下进行发电。更新的软件也令风机能够保
持更长时间的并网运行继而增加发电时间。

提高低于额定的发电量 
多数风机安装在IEC等级II至III风场（较低至中等风速）
中，因此 MK II软件进行高度优化以便在这一类型的风场中
实现最大发电量。通过采用机械损失模型、室外温度和叶
片气动，MK II控制器可动态调节转矩以确保最大发电量同
时不破坏风轮旋转能力的稳定。
 
较低载荷下的稳定额定输出  
当风机接近额定功率时，变桨系统需要快速有效地运行以
保持输出稳定。MK II利用结合转矩和变桨的先进功率控制
算法以便在风速波动及内部电机和加热/冷却系统启动和停
止时保持稳定的额定输出。

可最大程度减少变桨活动同时避免功率过度骤降，继而将
传动系统载荷和变桨磨损保持在最低水平。



我们使风能更具有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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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丹麦（总部）
米塔科技有限公司
丹麦勒兹凯斯布罗翰德瓦克街1号 - 邮编8840
电话：+45 8665 8600 - 传真：+45 8665 9290
mail@mita-teknik.com - www.mita-teknik.com

中国宁波 
米塔工业控制系统（宁波）有限公司
中国宁波市镇海北欧工业园区（NIP）金河路87号 - 
邮编315221
电话：+86 (574) 8630 6728 - 传真：+86 (574) 8630 6726

中国北京
米塔北京办公室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朝外西街3号兆泰国际中心C座3
层氪空间

乌克兰利沃夫
米塔有限公司
乌克兰利沃夫 Kulparkivska大街 222A - 邮编 79071
电话： +380 322 420 432 - 传真： +380 322 420 436

中国上海
米塔上海办公室
上海市长宁区凯旋路399号龙之梦雅仕大厦18楼 
18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