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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定义

基础安全培训
GWO培训标准，由五个培训模块组成，被视为参与或从事海上风电项目的最低要求

GRIP 
Renewables Consulting Group开发的全球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项目数据库，包含全球海上风电项目从概念设计到运营

维护阶段的数据

GW
吉瓦

GWEC 
全球风能理事会

GWEC数据
2020-2030年94个目标国家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年度预测

GWO
全球风能组织

GWO数据
从WINDA数据库中提取的数据集，列出了自2016年10月推出到2020年1月所有欧洲培训中心提供的所有GWO海上生存

和海上生存进修培训课程

MW
兆瓦

O&M
运营和维护–海上风电项目生命周期调试后的阶段

RCG 
Renewables Consulting Group

参照期
本报告分析覆盖的，有完整GWO数据的2017-2019（含）日历年。 注：不包括2016-2020年的可用数据，以便可以按

“全年”分析数据

海上生存
GWO基础安全培训课程的组成模块，通常是在GWO成员组织开发的海上风电项目工作的一个先决条件，用来计算有资

格在海上工作的劳动力人数的一个指标

海上生存进修
每两年需要参加一次海上生存进修课程，以确保保持其能力

目标市场
GWO和GWEC关注的六个主要新兴市场，以及本报告“展望未来”的重点：北美、中国、台湾、日本、越南和韩国

WINDA 
GWO数据库，用于记录所有GWO培训以及所有培训学员的详细信息

WINDA ID 
分配给每个GWO培训学员的唯一标识符

劳动力要求
建立和/或运营（取决于所处背景环境）特定的海上风电容量所需的劳动力人数估算

WTG(s)
风力发电机



9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 although GWEC are not currently forecasting any offshore installations in Canada

10 GWEC forecast the first offshore wind installations in Brazil for 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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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GWO和GWEC撰写的这份报告具有里程碑

意义，报告建立了海上风电工作路线图，评

估哪些区域将需要不断增长的劳动力以满足

需求，并概述创建不同规模劳动力所需的培

训。

通过GWEC与GWO的合作，我们可以从宏观

和微观的角度全面描绘海上风电行业的发展

意义。

这将使我们能够协调全球市场趋势、本地需

求和劳动力需求以及个人培训需求，以便更

好地了解为继续加快全球海上风电部署需要

采取的行动。

建立一支安全、有技术的全球员工队伍意味

着，我们将能够通过释放全部的海上风电潜

力来建设未来的能源系统。

随着行业的这次机遇，我们期望与大家一起

进一步推进这项工作。

毫无疑问，海上风电将是未来三十年全

球能源转型的主要驱动力。根据国际能

源署的统计数据，随着欧洲形成成熟的

市场和完善的供应链，这个新兴产业正

进军全球新市场，到2030年将成为一个

价值1万亿美元的产业。

2010-2019年间，海上风电行业每年以近30

％的速度增长。据GWEC预计，随着世界

各国竞相按照IPCC的要求推动电力行业完

全脱碳，这种增长将在未来几年急剧加速。

截至2019年底，海上风电装机容量达到

29.1GW ， GWEC市场情报部预测，到

2024年，新增风电装机容量将达到50GW，

届时海上风电将占全球新增风电装机总量

的20％。

但是，随着我们迈向2050年，海上风电

部署将需要进一步加快。 欧洲政策制定

者希望海上风电装机容量达到450GW，

而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亚洲，则需要部

署500GW。

随着海上风电行业在全球能源系统中扮演
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且我们的目标不断
提高，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员工来支持这些
目标的实现，并成功实施政策。

确保我们拥有一支在安全、技术和其他

基础培训方面具备足够技能的员工队伍，

推动全球海上风电发展，对于确保海上

风电行业的长期健康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至关重要。这对于本报告强调的新兴市

场尤为重要，因为这些市场希望迅速采

取行动，借鉴欧洲的经验，以具有竞争

力的价格部署海上风电，并开发自己的

本地供应链，以支持行业蓬勃发展。

制造、安装和运行大型海上风机是一项

艰巨的任务。因此，健康和安全必须成

为培养员工、吸引人才并在行业中建立

良好声誉的优先事项。

随着海上风电在世界各地的发展，行业

必须提供适当的培训和标准，以便创造

安全的工作环境并在未来几年留住人才。

正确地做到这一点，不仅对加快全球能

源转型至关重要，这也将为这些新兴市

场创造就业机会和为当地投资提供重要

驱动力。

前言

Ben Backwell

全球风能理事会首席
执行官

“建立一支安全、有见识的全

球员工队伍意味着，我们将能

够通过释放全部的海上风电潜

力来建设未来的能源系统。”

推动能源未来 全球海上风电劳动力展望 2020-2024年



为了服务新兴和未来海上风电市场，预

计将有数十家获得GWO认证的新培训机

构开业。中国、美国和台湾已有培训机

构获得认证提供海上风电培训或在为此

做准备。美国历史悠久的私人培训机构、

海事学院和工会劳工培训项目网络已经

准备就绪，而墨西哥湾沿岸的油气行业

则可以根据海上风机环境的独特需求调

整劳动力培训。 台湾高雄市涌现了大量

的大学校园设施，合资公司——臺灣風

能訓練股份有限公司寻找中国和台湾的

港口、造船、钢铁和风机制造商作为投

资者。中国金风科技公司率先采取行动，

在江苏省开设了最先进的海上生存培训

机构。

这仅仅是开始。这些地区需要的培训中心

网络规模是现有规模的许多倍，以培训近

80,000人的劳动力需求。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帮助撰写

本报告。我希望它能为您所用，欢迎您

提供任何反馈意见。

GWO在风电行业数据库（WINDA）中拥

有超过500,000条培训记录。通过结合

GWEC和Renewables Consulting Group

的情报和市场洞察来分析这一数据集，本

报告给出了欧洲以外六个主要海上风电市

场潜在的劳动力需求的结论。

GWO标准是为风机技术人员设计的。本

报告仅涵盖从事风机安装、调试和维修工

作的人员。您可能会发现其他报告中的数

字更大，这是因为它们包括了整个海上风

电供应链的劳动力，而他们其中大多数不

在GWO安全培训的范围内。

由于我们的成员相互认可GWO培训，并

且对培训质量有着强有力的管理，全球范

围内建立了数百家独立的培训机构，并且

标准可用于大多数海上风电市场的每个港

口、预组装地点或任何其他风电安装活动。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新兴海上风电市场获

得标准劳动力培训所带来的安全、质量和

生产力方面的收益。

通过与全球各地考虑投资培训设施的开发

商、制造商和培训机构交谈，我们提出了

一个普遍问题。我们需要培训多少人？我

们将后面解答这个问题。

全球行业需要尽可能采用全球标准。本

报告确定的六个新兴海上风电市场到

2024年的装机容量将达到30GW以上。

海上风电正趋于全球化，未来五年期间，

将依靠数万名员工，在非常危险的环境

下安全地安装、调试和维修风机。

我们与合作伙伴全球风能理事会一起开展

了这项研究，以支持劳动力培训的发展，

并确保所有雇主都能使用GWO标准。

GWO是由全球领先的风机制造商和所有

者/运营商组成的非营利性组织，他们在

2012年合作发布了第一项基础安全培训

（BST）标准。目的是，努力为全球风电

技术人员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我们的标

准旨在提高安全培训的质量，提高风电技

术人员的安全，同时让责任方更好地管理

现场工人，减少安全培训的时间和成本。

前言

Jakob Lau Holst

全球风能组织首席执行官

"我们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预测
劳动力所需GWO培训需求的
方法，因为这通常是开发商、
风机制造商和承包商在考虑新
项目时，会缺失的一个环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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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2019年，全球风能组织与全球风能理事会合作，强

调了安全、培训和创造就业机会对于推动风电发展

和全球能源转型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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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劳动力供应链瓶颈如下：

• 建立GWO培训中心面临的障碍，包括

缺少可用的讲师，熟悉标准的认证审核

员数量不足；

• 总体上对GWO之类的标准缺乏

了解；

• 与市场可以调整自身以反映当地法

规和文化规范的系统相反，标准可

能被视为“强化”标准。

本报告剩余部分详细说明了分析得出的

主要结论：

• 当前，海上风电安装所需的GWO受

训劳动力：每个项目每兆瓦约2.5人；

• 到2024年，六个目标市场的预测装机

容量将需要约77,000 GWO受训人员。

必须指出的是，本报告中的“安装活动”

指整个施工期及其所有要素（包括地基和

电缆安装），而不仅仅是安装和调试风机，

仅安装与调试需要相对较少的人员。.

GWEC最新的装机容量预测截至2020年第
一季度。GWEC考虑了新冠肺炎疫情对全
球风电市场的潜在影响，但考虑到中国的
最新海上风电发展情况，以及当地风电行
业2021年的最后期限，本报告维持了原预
测。对于其他目标市场，新冠肺炎疫情的
动态性质使得现在量化市场影响尚为时过
早。

通过与GWO关键成员公司和培训机构的

访谈，考虑了解决劳动力供应链瓶颈的问

题。

该报告是我们合作的第一份产出。我们

与研究合作伙伴Renewables 

Consulting Group合作，对海上风电

目标市场（包括北美、中国、台湾、日

本、越南和韩国）的劳动力培训需求进

行了定性分析。该分析旨在回答以下问

题：

“在目标市场现场建造（每兆瓦）海上
风电项目需要参加多少次培训，我们如
何解决劳动力供应链瓶颈？”

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研究人员使

用了GWO培训数据和GWEC编制的海

上风电装机容量预测数据。对这些数据

集进行了分析，作为补充还参考了

Renewables Consulting Group的GRIP

数据库数据、行业公开可用数据、以及

从对GWO成员组织和培训机构进行的

一系列访谈获得的更主观的意见。

总体数据分析试图根据培训数据和已知的

安装活动，得出2017-19年欧洲海上风电

安装的“每兆瓦所需人数”数字。然后将

该数字应用于预测装机容量数据，以得出

2020-24年每个目标市场的预测性劳动力

需求。

表1：主要市场到2024年的装机容量预测（MW）及相关劳动力需求

推动能源未来 全球海上风电劳动力展望 2020-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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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引言

市场 装机容量预测（MW） 计算的劳动力需求

北美 5,720 14,300

中国（大陆） 19,000 47,500

台湾 3,579 8,948

日本 860 2,150

越南 1,100 2,750

韩国 560 1,400

合计 30,819 77,048



第二章：
方法与方法学

本章介绍了用于得出本报告主要结论和路线图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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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

第三章第1部分介绍的结果主要基于对从

WINDA数据库中提取的培训数据的简单

过滤和数据透视表分析。如有需要，还可

参考RCG GRIP数据库数据，特别是市场

活动相关的数据（参照运营或在建项目的

兆瓦数）。

这些计算基于对GWO数据的更复杂分析，

以确定劳动力人数。结合使用RCG项目

数据、WindEurope安装数据和行业知识，

还可估算“每兆瓦人数”基线。

基线数字可通过简单的乘法用于GWEC预

测。

因此，数据集不会考虑冗余，且在未

经进一步分析的情况下，可能会高估

劳动力人数。

提供的数据包括从2016年10月推出日

期到2020年1月截止日期已完成并上传

到GWO WINDA数据库的所有海上生

存和海上生存进修课程的详细信息。数

据包括完成课程的日期，培训机构的名

称和位置，以及每个人WINDA ID相关

联的原籍国。

GWEC

提供的GWEC数据是对到2030年（含）

94个市场（包括每个目标市场）新增年

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兆瓦）的预测。

作为补充，研究人员参考了RCG专有的

GRIP数据库在参照期的数据（以了解运

营项目数量和欧洲市场的相对规模），以

及WindEurope发布的公开可用数据（截

至参照期的总装机容量和风机数据）。

数据来源

GWO

提供的GWO数据使用“海上生存”和

“海上生存进修”课程作为海上工作受训

总人数的指标。它不考虑个人可能已完成

的其他GWO模块，因此不提供个人可能

从事的海上工作类型的信息。

因此，该数据不能区分仅接受海上生存培

训的人员（例如，前往风力发电场，但不

从转移船转移的人员）与已完成全套基础

安全培训模块的人员（例如，施工人员和

风机维护技术人员） 。

它也不包括可能是关键劳动力但仅从事陆

上工作（例如，变电站建设或陆上电缆铺

设）的人员。

同时，该数据不提供任何完成海上生存或

其他GWO培训模块但后来未在海上工作

的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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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数据分析与评论

通过劳动力培训数据和市场增长预测分析，

确定每兆瓦人数的相关性。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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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

2 其他欧洲市场：法国、瑞典、葡萄牙、西班牙、罗马尼亚、意大利、爱尔兰

各市场提供的培训

表2列出了参照期内各国完成的海上生存和海上生存进修模

块的总数。图1和图2以图形的形式展示了相同的数据。

表3显示了每个欧洲市场完成的培训模块数量，以及海上风

电容量，两者均以占总数的百分比表示。图3以图形的形式

显示了相同的数据。容量数据是从RCG GRIP数据库中提取，

是2019年底之前已调试或在建的所有海上风电场的容量。

本章第一部分将其用作行业“规模”的近似容量；第二部分

则提供了更详细的分析。

第一部分：

参照期内有多少人完成了GWO海

上生存培训？

表 2：参照期内各欧洲市场提供的培训模块

图 1：参照期内各欧洲市场提供的培训图示

推动能源未来 全球海上风电劳动力展望 2020-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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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数据分析与评论

市场 海上生存 海上生存进修 合计 合计%

英国 9,222 3,766 12,988 38

德国 4,543 2,190 6,733 19

丹麦 3,284 1,846 5,130 15

荷兰 3,065 573 3,638 11

波兰 1,332 355 1,687 5

比利时 1,086 555 1,641 5

波罗的海诸国1 1,094 413 1,507 4

其他2 1,095 207 1,302 4

合计 24,721 9,905 34,626 -

波罗的海诸国

比利时

波兰

荷兰

丹麦

其他

英国

德国



图 2：参照期内各欧洲市场提供的培训分布图

Swe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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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罗马尼亚

德国

波兰

立陶宛

拉脱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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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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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葡萄牙

比利时

荷兰

丹麦

瑞典

意大利



3 提取自RCG GRIP数据库的数据。使用2019年底的值作为行业规模指标，以便进行近似比较。

4 这些数字是2019年底的容量，可以对培训活动与市场规模进行广泛的比较。第二部分提供了更详细的分析。

• “其他”欧洲市场在个人和集体培训完

成数和装机容量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很低；

• 丹麦和西班牙完成的培训数量高于预期，

这可能是因为这两个国家有大型风机制

造设施，且西班牙致力于开发漂浮式海

上风电；

• 与此相对照，相对于其海上风电行业

的规模（以总运营容量加上目前正在

建设的项目来衡量），英国和德国完

成的培训模块数较少4 ；

• 英国、德国、荷兰和比利时似乎需要

在其他市场受过培训的人员，为其安

装活动提供足够的劳动力，而波兰、

波罗的海诸国和丹麦可弥补此类缺口。

数据集共包含117个国家和地区；

• 波兰和波罗的海诸国（目前还没有在建

或运营海上风电场）也完成了大量课程。

这可能部分是由于这些市场的课程费用

较低。但是，详细的分析表明，这些市

场中完成培训的学员是这些国家的国民

或居民。因此，波兰和波罗的海诸国是

西北欧市场受训人员的出口国；

图 3：要点

• 迄今为止，英国是GWO课程的最大市

场，占全部已完成课程的38％；

• 德国、丹麦和荷兰是第二大市场，分别占

已完成课程的10％以上；

• 数据大体与这些市场的海上风电行业规

模相关。GWO培训的主要市场集中在北

海——欧洲海上风电行业的重点区域；

图 3：各欧洲市场完成的培训、装机或在建容量（2019年底）图示表 3：参照期内各欧洲市场提供的培训模块、装机或在建容量（2019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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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培训模块总数 合计% 容量3 (MW) 合计%

英国 12,988 38 12,237 46

德国 6,733 19 7,670 29

丹麦 5,130 15 1,701 6

荷兰 3,638 11 2,601 10

波兰 1,687 5 0 0

比利时 1,641 5 2,261 8

波罗的海诸国 1,507 4 0 0

其他 1,302 4 249 1

合计 34,626 - 26,719 -

完成的培训模块
2017-2019年

2019年底装机或
在建容量（MW）

其他



图 5：要点

• 2017-2019年完成的培训模块数量增加

了51％；

• 2018-2019年，增长率有所放缓，每年

仅增长3％，这表明培训数量（以及劳

动力人数）开始趋于稳定。2020年的

数据对于了解这种趋势是否继续，或

2018年的新学员是否需要参加进修培

训，以便支持大规模风电项目发展至关

重要；

• 2018年，所有欧洲市场的培训强度均
有所增加，但一些市场（德国、丹麦和
波兰）2019年的培训强度出现下降。
这可能表明，施工活动放缓，或培训活
动转移到了英国等国家（这些国家的风
电装机容量继续保持强劲增长）；

表 4：参照期内各欧洲市场每年提供的培训模块

同比百分比变化

英国

德国

丹麦

荷兰

波兰

比利时

波罗的海诸国

其他

图 5：参照期内各欧洲市场提供的GWO培训变化

Y：已完成模块

X：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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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2017 2018 2019 Total

英国 3,425 4,425  29% 5,138  16% 12,988

德国 1,742 2,542  46% 2,449  -4% 6,733

丹麦 1,609 1,917  19% 1,604  -16% 5,130

荷兰 873 1,282  47% 1,483  16% 3,638

波兰 361 709  96% 617  -13% 1,687

比利时 360 573  59% 708  24% 1,641

波罗的海诸国 263 544  107% 700  29% 1,507

其他 128 681  432% 493  -28% 1,302

合计 8,761 12,673 13,192 34,626

• 详细分析（未涵盖）表明，除荷兰
外，学员倾向于在原籍国接受培训。

随时间的变化
表4列出了三年参照期每年完成的培训
模块（海上生存和海上生存进修）总
数。图4和图5以图形方式显示了相同
的数据。



表 5：参照期内各季度各欧洲市场提供的培训模块

图 6：参照期内各季度提供的培训图示（两个模块）

Y：已完成模块

X：年份

英国

德国

丹麦

荷兰

波兰

比利时

波罗的海诸国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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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Q1 

2017

Q2 

2017

Q3 

2017

Q4 

2017

Q1 

2018

Q2 

2018

Q3 

2018

Q4 

2018

Q1 

2018

Q2 

2018

Q3 

2018

Q4 

2018

合计

英国 1,041 984 687 713 1,288 1,057 1,133 947 1,848 1,338 991 961 12,988

德国 476 487 452 327 722 681 616 523 853 675 523 398 6,733

丹麦 401 421 347 440 535 576 406 400 503 405 339 357 5,130

荷兰 325 229 167 152 321 342 327 292 575 395 202 311 3,638

波兰 96 142 65 58 203 193 158 155 258 182 95 82 1,687

比利时 110 60 83 107 218 150 123 82 217 178 148 165 1,641

波罗的海诸国 73 52 85 53 140 160 130 114 296 173 131 100 1,507

其他 38 29 35 26 130 238 185 128 160 176 90 67 1,302

合计 2,560 2,404 1,921 1,876 3,557 3,397 3,078 2,641 4,710 3,522 2,519 2,441 34,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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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第一季度，英国完成培训的人

数众多，这表明这一季度英国的劳动力

大量增加。

图 7：要点

• 单独绘制海上生存和海上生存进修培训

数据，我们发现了类似的年度周期性规

律，每年第四季度完成了大量进修培训；

• 这种模式很可能会自我强化，因为在给

定年份的第一季度完成海上生存培训的

人将需要在两年后的同一季度参加海上

生存进修培训；

• 从全球开展的GWO培训来看，随着

南半球市场的发展，这种季节性影

响将较大程度的减弱；

• 这种模式在个别市场上可能不太明显，

这可能是因为不同市场的项目（进度和

天气限制不同）往往会进行人员交换；

图 6：要点

• 按季度分析培训，我们会发现，培

训活动呈现明显的周期性/季节性

规律：每个自然年的第一季度达到

峰值，随后每个季度减少。这很可

能是由于天气限制减少了冬季工程

活动，因此，有更多的劳动力可开

展非工程活动，包括参加培训，夏

季施工活动增加，可用劳动力人数

也最多。随着市场的增长，这种季

节性影响可能会成正比增长；

• 在参照期内，排名前四的市场保持不变。

比利时和波罗的海诸国成为重要的培训

提供国，2019年在已完成课程方面超

过了波兰。

表5列出了参照期内各季度完成的培训模

块（海上生存和海上生存进修）总数。图

6以图形方式显示了相同的数据。

图 7：参照期内各季度提供的培训图示（两个模块）

海上生存

海上生存进修

趋势（海上生存）

趋势（海上生存进修）

Y：已完成模块

X：季度

推动能源未来 全球海上风电劳动力展望 2020-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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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aersk Training A/S 和Maersk Training UK Ltd合计数字

2017年已经在职的很大一部分人2019年

留在了海上风电行业（或者至少接受了培

训从事海上工作），这表明有大量核心人

员定期重复参加培训，但年流转量可能很

大。需要对以后几年的数据进行进一步分

析，以进一步探究数据的这一方面，确定

人员流动趋势，并了解人员流动大的原因。

• 在2017年完成了海上生存进修培训的

1,474人中（至少已经在职一年），共

有1,032（70％）人在2018或2019年完

成了海上生存或海上生存进修培训；

• 这些数据基于WINDA ID，因此考虑

那些由于本地、项目或公司要求每年

完成培训的人员。它不排除那些在海

上风电场短期工作但参加培训的人员。

它也没有考虑那些培训失效，因此需

要2017年再次完成海上生存课程的人

员；

• 更重要的是，三年趋势表明，海上生存

完成率总体上保持稳定，首次参加课程

及从事海上工作的人数也保持稳定。但

是，应该指出的是，这个数字包括一些

以前受过培训但已经失效的人员；

• 参照期内，海上生存进修课程的完成率

迅速增长，这表明行业留下来的受过培

训的高技能技术人员数量趋于稳定（下

文进一步探讨）。

• 在2017年完成海上生存培训的7,231人

中，共有3,227人（45％）在2018或

2019年完成了海上生存或海上生存进

修培训，这表明2017年新入职的人当

中，有一半人在参照期末仍在从事海

上风电工作，另外一半人可能暂时或

永久告别了海上工作；

表 6：参照期内前十大培训机构提供的培训

推动能源未来 全球海上风电劳动力展望 2020-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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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劳动力

由于我们只有2017-19年的完整数据，
因此，我们可以计算出准确劳动力总
人数的年份只有2019年。但是，我们
可以对数据进行分析，以从广义上了
解劳动力随时间的稳定性。

培训机构 市场 2017 2018 2019 合计

RelyOn Nutec 比利时、丹麦、德国、荷兰、英国 1,840 2,856 2,677 7,373

Maersk Training5 丹麦、英国 1,767 1,596 1,286 4,649

Advanced Industrial Solutions 英国 905 1,097 1,248 3,250

Complete Training Solutions 英国 633 817 775 2,225

Fire and Medical Training Centre 荷兰 310 604 733 1,647

Delta Safety Training 荷兰 271 270 371 912

Deutsche WindGuard Offshore 德国 229 358 317 904

ISC Training & Assembly 德国 233 281 379 893

亨伯赛德郡海上培训协会（HOTA） 英国 96 312 463 871

Heinemann Projektberatung 德国 263 239 311 813

其他 - 2,477 4,482 4,943 11,088

合计 24,721 8,761 12,673 13,192 34,626



• 英国的培训机构数量最多，反映了英国

海上风电行业的规模和广阔的地理范围；

• 整个参照期培训市场情况相对稳定，但

Maersk Training受到了明显的挤压。

其他规模较小的培训机构增加了市场份

额。

• 通常，每个市场中培训机构的数量与已

完成课程的数量以及海上风电行业的总

体规模相关；

• 波兰和波罗的海诸国是一个明显的例外，

这两个国家的培训机构相对较多，但是

海上风电规模较小；

• 德国和比利时的培训似乎最集中，只有

少数培训机构提供大量课程；

表 6、图8、表7：主要发现

• “前十大”培训机构占所提供的培训总

数的34％；

• RelyOn Nutec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

在所有五个最大市场中（按装机或正建

容量）提供的培训数超过20%；

• “其他”类别由58家培训机构组成，

它们在参照期内提供的课程数少于650；

培训机构
表6列出了前十大培训机构（及所有其他

培训机构）参照期内每年提供的培训课程

数量。列出了每家培训机构活跃的市场。

图8以图形方式显示了相同的数据。

表7列出了参照期内活跃于各欧洲市场的

培训机构数量，以及每家培训机构提供的

平均课程数。

图 8：最大培训机构（及所有其他培训机构）提供的培训比例图示 表 7：参照期内各欧洲市场的培训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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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培训机构 已完成课程 每家培训机构提供的平均课程数

英国 17 12,988 764

德国 7 6,733 962

丹麦 8 5,130 641

荷兰 8 3,638 455

波兰 7 1,687 241

比利时 2 1,641 821

波罗的海诸国 7 1,507 215

其他 17 1,302 77

比利时、丹麦、德
国、荷兰、英国
RelyOn Nutec 

7,373

英国
Advanced Industrial Solutions

3,250

英国
Complete Training 

Solutions

2,225

丹麦、英国
Maersk Training

4,649

荷兰
FMTC

1,647
荷兰
Delta Safety Training 

912

德国
Deutsche

WindGuard

Offshore

904

德国
ISC Training and

Assembly

893

英国
HOTA

871

Heinemann

Projektberatung

813

其他
11,902



因此，运维人员总数估算= (5,047 / 3) +

(3 x 115) = 2,027

从劳动力总人数中减去该值即可得出从事

施工和安装活动的劳动力估值，即23,111。

2019年，新增海上风电装机总容量为

3,627 MW8。

我们建议在计算运维阶段劳动力策略时可

以采用以下比率：

• 技术人员-风机比：1:3

• 每个项目配套3名设施技术人员

通过为期三年的数据，我们可以全面估

计2019年的劳动力人数。这可通过检

查每个WINDA ID，确定每个人持有最

新的海上生存或海上生存进修证书的期

限计算得出。然后逐月检查这些时间段。

每个月末持有最新证书的所有WINDA

ID均视为该月在职人数的一部分。结果

如表8所示。

我们还可以估算从事运维活动的劳动力

人数。截至2019年底，欧洲共有5,047

台海上风机并网，总装机容量为22,072

MW6。共有115个项目处于运营或部分

运营（运维）阶段7。

如第二章所述，将提供的培训量与安装、

调试和运维活动量进行简单比较，并不能

准确估算所需的每兆瓦人数，这主要是由

于 GWO培训模块证书只有两年的有效期。

例如，在2018年完成培训的个人会包含在

2019年的在职人数中，但不会包含在已完

成培训除以装机容量的计算中。即使2019

年没有进行任何培训，2017年和2018年

受过培训的大量劳动力也将可用于安装和

运营多个GW项目。因此，劳动力总人数

指标更适合用于估算新兴市场的未来培训

需求。

第二部分：
培训量与安装、调试和运维活动量的相关
性如何？

表8：2019年接受GWO培训的欧洲海上风电人员规模

6 https://windeurope.org/about-wind/statistics/offshore/european-offshore-wind-industry-key-trends-statistics-2019/

7 RCG 分析，GRIP数据

8 https://windeurope.org/about-wind/statistics/offshore/european-offshore-wind-industry-key-trends-statistics-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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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接受GWO培训的人数

一月 20,935

二月 21,524

三月 22,288

四月 22,956

五月 23,453

六月 23,854

七月 24,157

八月 24,432

九月 24,583

十月 24,792

十一月 25,005

十二月 25,138



表 9：计算的“每兆瓦人数”基准的潜在限制汇总

限制 对劳动力估
算的影响

假设所有海上人员都接受了GWO标准培训。

这些数字假设从事海上风电行业的人员均接受了GWO标准培训。 尽管GWO成员

涵盖了整个行业的很大一部分，但仅通过分析已完成的GWO课程，可能会漏掉一

部分人员。

缺少每个受训人员工作职责的详细信息

这些数字并未区分直接参与安装和调试活动的人员（海上技术人员、主管等）和支

持人员（例如，安全和质量人员、客户代表、从事环境监测/合规活动的人员，以

及船员——另见下一个要点）。 这些人员对于施工阶段非常重要，必须在资源配

置计算中加以考虑，但可能会导致“施工”人数估值增加。

在项目中应用GWO标准的可变性

接受GWO标准培训的人员的要求因项目而异。在某些情况下，所有进入风电场场

址边界的人员（包括开展施工前调查活动的人员）都必须完成全部或部分GWO基

础安全培训。在其他情况下，只要求转移到地基结构或过渡连接件上的人员完成培

训，其他在海上工作的人员通常要完成国家认可的海员基础安全培训课程。单个项

目的人员要求将取决于开发商的最低要求，以及当地的安全和培训法规。因此，这

些数字代表了涵盖一系列方法的“行业平均水平”。

?

表 9：续

劳动力增加和投机培训

全年劳动力增长约20％，但每月装机容量保持相对稳定。这可能表明：

• 一大批人员接受培训，以便参与新的在建项目，包括那些为抓住未来机会而投

机地参加培训或进修培训的人员（尤其是英国，许多海上人员为个体经营者）；

• 为支持2019年和2020年的大型地基安装活动开展的培训，仅将体现在2020年及

以后的“装机容量”数字中。

各新兴市场都有2024年以后的装机预测，因此地基安装人员的增长，意味着未来

行业增长会导致工作量的增加。

留住劳动力

“劳动力”数字包括所有持有有效海上生存（或海上生存进修）资质的人员。因此，

这将包括那些已经离开欧洲劳动力市场的人（由于职业变更或移民），以及需要接

受单次现场工作培训或完成短期任务的人。因此，劳动力人数可能被高估，但是类

似的考量适用于新兴市场的培训人员。

项目分阶段

通常，一个项目会同时进行地基安装、电缆安装以及风机安装和调试活动。每个活

动的重叠程度和持续时间将导致整个施工阶段的劳动力需求发生变化。所提供的数

字包括所有这些阶段的项目，因此可以代表所有这些活动和技术的行业平均值。

?

时滞

2019年是唯一可获得完整劳动力数据的年份，也是唯一可将数据与施工活动/工作

量相关联的年份。培训数据可能包括从事于2018年或2019年开始建设的项目的大

型地基安装工作的人员。但是，由于风机安装已被用作安装工作指标，因此地基建

设工作（以及完成这项工作所需的劳动力人数）与其在装机容量数据中的反映之间

存在延迟。由于劳动力逐年增长，这可能导致2019年的劳动力人数被高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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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机尺寸可变性

装机容量涵盖欧洲在建的所有项目。风机尺寸范围从不足4 MW（占装机容量

的65％）到超过8MW（占装机容量的4％），但呈现逐年增长趋势。（安装）

每台风机的人员需求不太可能随风机尺寸而发生显著变化。因此，对于使用

大型风机的项目，平均“每兆瓦人数”可能过高。因此，这些数字代表了

“行业平均水平”，表明已部署的风机尺寸范围。



在联邦一级，海洋能源管理局（BOEM）

完成了15项有效的海上风能开发商业租

赁，支持超过21GW的发电量。在州一级，

由缅因州、康涅狄格州、马萨诸塞州、纽

约州、新泽西州和马里兰州组成的东海岸

地区正推动海上风电的强劲需求。迄今为

止，有十多个州的海上项目处于不同的开

发阶段，其中六个州通过立法、有条件目

标或行政命令制定了海上风电采购目标。

纽约和新泽西州最近增加的海上风电目标，

康涅狄格州和马里兰州在2019年也发布

了2030年海上风电目标，这使得美国的

海上风电总采购目标从2018年的9.1GW

提高到了2019年的25.4GW。

截至2019年12月，美国在联邦租赁区域

的海上风电项目的总装机容量超过26 GW。

根据GWEC市场情报部的数据，到2026

年，将有15个海上风电项目进入调试阶段，

总计达10,603 MW。

中国

作为欧洲以外最大的海上风电市场，中国

2018年的新增装机容量超过英国，成为

世界领先的海上风电市场。继2019年新

增海上风电装机容量达到2.5GW之后，

中国设定了到2020年实现5GW并网海上

风电的目标。目前，中国的海上风电装机

总容量接近7GW，排名世界第三。

GWEC考虑到了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风电

装机容量的潜在影响，但考虑到中国最新

的海上风电发展情况，本地供应链的恢复，

以及当地行业2021年的最后补贴期限，

我们维持了对中国海上风电市场的预测。

对于其他市场，现在还无法量化新冠肺炎

疫情的影响。因此，本报告对2020年第

一季度的展望保持不变。

市场评论

北美
在预测期内，预计美国将成为北美唯一的

海上风电市场。截至2019年，美国水域

仅安装了一个30MW的海上风电项目，但

在过去几年中，美国海上风电行业取得了

巨大进展。

2020-22年全球海上风电项目概况如何？

表10列出了GWEC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

对2024年目标市场海上风电项目的预测。

GWEC收集区域或国家风力协会装机数据、

行业专家意见以及公共机构发布的报告。

GWEC的海上风电预测基于GWEC市场

情报部的全球海上风电项目以及活跃在每

个市场中的主要利益相关者的输入。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整个2019

年，有23111名受过培训的人员促成实现

了3,627MW的装机容量，相当于年均每

兆瓦6.4人。

以通常为2.5年的大型项目为例，我们可
以得出每个项目每兆瓦2.5人的数字（ 6.4

/ 2.5 = 2.5）。

但是，读者应该了解“每兆瓦人数”数据，

及得出数据结果（如表9所示）的局限性，

以及它们对于新兴市场的相关性和适用性。

每项限制都需要进一步的数据收集和分析，

以减少数字的不确定性。

9 美国和加拿大-尽管GWEC目前尚未预测加拿大的海上装机容量

10 GWEC预测巴西2028年将建成第一批海上风电装机容量

表明10：到2024年主要市场的预测装机容量（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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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合计

北美9 12 0 283 1,750 3,675 5,720

中国（大陆） 3,500 4,000 3,000 4,000 4,500 19,000

台湾 109 1,470 900 750 350 3,579

日本 0 0 140 220 500 860

l巴西 0 0 0 0 0 010

越南 200 300 100 200 300 1,100

韩国 60 100 100 100 200 560



首次海上风电拍卖预计将于2020年夏季

在日本举行。积极监管环境的建立不仅

引起了包括东京电力公司（TEPCO）在

内的当地大型公用事业公司的关注，而

且也引起了本地和国际海上风电价值链

开发商和供应商的关注。截至2019年底，

超过13GW的海上风电项目正在进行环

境影响评估（EIA），大型海上风电项目

预计将从2022年开始投入运营。

韩国

到2024年，韩国将有560 MW的海上风

电投入运营，是亚太地区一个值得关注

的市场。韩国的海上风电行业受到强有

力的政策驱动，包括设定了到2030年实

现13GW的海上风电目标，这是韩国政

府到2040年将可再生能源发电比重至少

提高到30％的计划的一部分。作为海上

油气产业中心 ，韩国已经建立了本地海

上风机、零部件和配套设施供应链。此

外，韩国还建立了可再生能源配额制，

以鼓励可再生能源发电投资。

目前在韩国从事海上风电项目开发的国际

投 资 商 包 括 Macquarie、Northland

Power 和 Equinor。

日本

日本的早期海上风电开发受到严格环境评

估程序的影响，阻碍了海上风电项目的安

装。到2019年底，只有65.6MW的海上风

电投入运营。但是，近期已采取积极步骤，

表明海上风电部署将从2022年开始加速。

2017年，日本国土交通省（MLIT）修改

了《港口和海港法》，以促进港口相关海

域的海上风电开发项目。2019年，通过

一项促进海洋区域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法案，

以及宣布11个海上风电促进区，在立法

方面取得了进一步进展。 其中四个地区

（长崎县Goto、千叶县铫子市、秋田县

Yurihonjo、秋田县能代市）被确定为有

前景的区域，当地居民已同意开发海上风

能项目，其中，Goto被选为第一个致力

于促进海上风电的地区。此外，日本国土

交通省于2019年10月修订了《港口和海

港法》，允许开发商和施工公司将港口码

头用于海上风电开发活动。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NDRC）

2019年5月发布的法规，如果项目在

2021年底之前实现完全并网，则2018年

底之前批准的海上风电项目可获得0.85

元/千瓦时的上网电价补贴。因此，预计

2020年和2021年会出现安装高峰。尽管

在2019年之前，国家或省级政府已批准

了超过40 GW 的海上风电项目，但

GWEC市场情报部认为，只有7.5GW的

海上风电项目将在2020- 2021年实现并

网。这主要是由于供应链瓶颈会影响叶

片、主轴承、电缆和风机安装船的可用

性。

在经历短期安装高峰之后，中国的海上

风电市场将保持继续增长。 沿海省份制

定的雄心勃勃的长期海上风电目标将是

一个主要驱动力：广东省计划到2030年

建设30 GW的海上风电，其次是江苏省

（15 GW）、浙江省（6.5 GW）和福建

省（5 GW）。此外，当地的海上风电供

应链可能会在2-3年内成熟，通过工业化

和规模经济可以进一步降低成本。

台湾

截至2019年底，台湾在其首个商业规模

的 海 上 风 电 场 Formosa 1 上 安 装 了

128MW的海上风电。台湾可利用这一进

展，成为亚太地区第二大海上风电市场。

强有力的政策目标推动长期市场发展，到

2025年，预测海上风电规模将达到5.7

GW。根据2019年底公布的政策，未来十

年将另外新增10 GW的海上装机容量，

到2035年之前，每年新增1 GW。

海上风电是台湾向绿色转型的关键领域之

一，因为土地面积有限，迫使决策者不得

不选择沿海地区进行发电。在海上风电上

网电价高企的鼓舞下，2018年的一轮遴

选和拍卖吸引了本地和外国开发商的关注。

政府设定了以下目标：到2025年，可再

生能源占比达到20％，且政府致力于改

善本地区的能源安全和经济竞争力，这在

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海上风电行业的稳定增

长。台湾经济事务部（MOEA）确认，海

上风电将刺激台湾创造就业机会和区域供

应链枢纽，同时将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可

再生能源来维持运营的行业主体的需求。

.

未来的挑战包括：电力市场改革和未来招

标对本地内容的高要求，因为本地/区域

供应链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尽管2019

年和2020年减少了海上风电的上网电价

补贴，但稳定的长期容量增长预测将继续

吸引国际开发商、外国融资机构，以及越

来越多的吸引本地融资进入海上风电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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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71689157245

7609829/pdf/Going-Global-Expanding-Offshore-Wind-To-

Emerging-Markets.pdf

预期的劳动力培训需求

将基线年均劳动力需求数字用于项目预

测（如表11所示），我们可以估计安装

预测容量所需的劳动力人数。这些估值

应结合访谈结果和第四章的进一步评论

来理解。

根据积极的海上风电部署策略，特
别是中国和北美，将需要大量的高
技能海上风电人员（近77,000人），
才能实现到2024年的预测装机容量。

对于行业最大制造商和所有者运营商（使

用GWO在目标市场建立标准化培训），

以及现有的和新出现的培训机构（通过满

足潜在需求来扩大业务）而言，这都代表

着巨大的机会。抓住这些机会的关键是，

提高GWO培训的接受度（包括监管机构

和当地供应链的接受度），并将其嵌入目

标市场。

2021年之后，随着采购机制从上网电价

过渡到拍卖，越南的海上风电增长可能会

放缓。但是，该国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

迫在眉睫的电力紧缩和政府的可再生能源

目标将继续推动市场增长。越南的其总体

规划《第七电力发展规划》设定了到

2030年实现6 GW风电的目标。即将发布

的《第八电力发展规划》可能会进一步提

高该目标，并制定海上风电规范。

巴西

巴西在固定和漂浮式海上风电方面具有巨

大的技术潜力，据世界银行集团2019年

10月发布的《走向全球报告》估计，巴

西风电潜力预估为1.2 TW 11。尽管预计

2025年之前不会实现商业安装，但政治

目标和监管环境已经到位。2018年，参

议院批准了484号法案，授权对内陆水域、

领海和巴西专属经济区的海上风电项目进

行拍卖。 巴西的能源规划机构——能源

研究办公室（EPE）也在制定到2035年

的海上风电路线图。

目前，开发商和投资商正在观察塞阿拉州

和北里奥格兰德州海上试点项目的进展。

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将在确

定海上风电发展轨迹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并已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在海上风电政策、

立法和研究方面展开合作。

韩国首个商业风电场，济州岛外的30

MW Tamra项目已于2017年竣工，60

MW的一期西南海上风能项目预计将于

2020年并网。大多数项目都集中在全罗

南道、全罗北道和庆尚南道，包括一个大

型的1 GW漂浮式风电项目。行业合作伙

伴关系正支持蔚山等港口城市的增长，并

倾向于将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

聚集在一起，以确保行业发展的公共利益。

潜在的障碍包括：当地捕鱼利益，初期国

内供应链的局限性，以及缺乏针对开发商

的固定支持计划。

越南

越南是东南亚海上风电开发的主要市场，

尽管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也具有一定的

前景。截至2019年底，越南已安装了

99MW的潮间项目。世界银行集团《走

向全球报告》指出，得益于长达3,000多

公里的海岸线和南方8-9m/s 的平均风速，

越南拥有475 GW的固定和漂浮式海上

风电技术潜力。

除了其卓越的风能资源外，越南的最新发

展还受到2018年9月引入的0.098美元/千

瓦时的海上风电上网电价的推动。在

2021年11月1日上网电价实施截止日期之

前，风电开发商和投资商赶在截止日期之

前调试了他们的项目。2019年，越南宣

布了约200MW的海上风机订单，预计到

2020年还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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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访谈结果及评论

本章总结了与GWO和GWEC成员组织以及GWO认证培
训机构进行的一系列访谈的结果。这些访谈补充了第三

章中的定量分析，并试图收集主要利益相关者群体的观
点，以了解他们确保项目获得足够资源的策略，以及在

目标市场上建立GWO培训标准的机会。

22

推动能源未来 全球海上风电劳动力展望 2020-2024年



• 风机维修提供商的一位受访者表示，每

台风机的劳动力需求受风机类型、所需

工作类型、计划维护量、报告的故障数、

天气、到达现场所需时间、假期和病假

的影响。大多数风机维修工作需要至少2

人最多5人组成的团队。多个团队可能随

时在一个项目场址工作。

哪些因素会影响培训要求的评估方式？
当地法规和培训的可用性如何影响决策？

• 所有者/运营商采取基于风险的方法来

评估培训要求。新的GWO课程将根据

现有课程进行评估，并在适当的情况下

实施。由于风电场位置偏远（由于项目

离岸较远，在需要紧急援助的情况下，

风险也将增加），GWO强化急救培训

标准被认为是可用课程范围的重要补充。

从安装和调试到持续维护的不同阶段需
要多少人员提供支持？这将如何随时间
变化？有哪些影响因素？

• 所有者/运营商各个项目阶段的核心人员

很少，每个阶段的大部分工作都会承包

给制造商、EPCI承包商、电缆承包商以

及各类更专业的公司，由其负责确保员

工接受培训，以达到最低项目标准。合

资企业之间的分工和合同安排会导致产

生不同的变动——聘用承包商将最大限

度地减少内部劳动力需求，但不会减少

所需受训人员的总数；

• 一家原始设备制造商（OEM）能够提供

风机安装和调试阶段的准确数据。通常

一个项目每个轮班每艘安装船需要12名

技术人员（轮班为12个小时）进行安装

工作，还需要一个由20-25名技术人员

组成的团队在工作日轮班进行调试工作。

这将使得原始设备制造商可以每24小时

安装和调试一台风机。对于使用多艘安

装船的大型项目，人员需求相应增加。

原始设备制造商的人员需求不会因风机

尺寸的增加而有所变化；

• 制造商和开发商受访者使用固定的框架，

根据项目规模、时间表和其他因素（包

括位置、合同规定的工作范围和所需的

技能/专业），定义每个项目的人员配备

要求。这些框架基于对劳动力需求和风

险评估的积累知识，并且通常会在几年

内使用精益型原则进行完善；

• 人员配置标准以及培训要求，是由安

全完成任务所需的最少人数决定的，

但受当地法律要求、客户要求以及团

队技术能力/经验的影响。一些辖区会

提出急救和高空作业培训方面的要求，

跨境工作的劳动力必须遵守多个国家

医疗标准（以证明适合从事海上工

作）；

• 分包是海上风电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受访者普遍表示，项目的人员配置取决

于某些活动（例如，预组装、检查、螺

栓拧紧）的专业承包商。

GWO 和 GWEC成员组织

风机制造商和所有者/运营商如何确定每
个项目所需的技术人员范围？

访谈结果表明：

• 所有者/运营商倾向于与风机制造商签约，

提供人员进行安装以及随后的维修和保养

工作。因此，在施工阶段，这些所有者/

运营商对接受GWO培训的直接雇员的要

求相对较低。但是，所有者/运营商仍可

能要求所有参与项目的人员在项目的各个

阶段接受GWO培训，并将其作为与制造

商签订安装和后续维修合同的要求之一；

• 一位受访者的资源配置模式是将大多数

海上活动分包给专业承包商，同时直接

雇用陆上控制室、海上协调和办公职位。

根据所采用的方法，这些职位可能需要

也可能不需要GWO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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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取务实的态度-倾听新兴市场相关人

员的意见，帮助他们进入行业（而不是

实行欧洲模式），并对本地细微差别保

持敏感；

• 确保讲师具有正式资格，并得到GWO

的监督，确保他们能够进入项目场址

（包括风力发电机），以便他们积累足

够的实际工作经验，提供有效的针对性

培训；

• 对非GWO课程进行基准评估。 一家开

发商告诉我们，他们开设为期1天的课

程，允许接受了相关培训（非 GWO培

训）的人员（可能来自其他行业）有限

从事海上工作；

• 拒绝提供更简单的GWO培训。相反，

应提高GWO培训的可获得性。我们需

要学习油气行业的经验，新市场需要认

识到，如果它们不遵循标准，它们本地

的劳动力就会错失提升技能的机会。

培训机构

哪些因素会影响资源配置决定？

培训机构告诉我们，以下因素会影响资

源配置决定：

• 市场需求–资源配置通常集中在风电场

数量众多或供应链公司集群附近的地区。

培训机构通常会进行预测（基于培训中

心先前提供的培训量以及本地项目和技

术人员的预期需求），以确保培训中心

配备足够的称职培训师、设备等；

• 培训师的可用性——一些培训机构会提

供“培训师培训”，以确保有足够的培

训师，并确保所交付课程的质量；

• 允许培训师在本国市场以外工作的签证

的可用性。

风机行业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以确保提供
充足的培训？

• 进行更严格、更频繁的审核，以确

保质量；

• 澄清并控制获得GWO标准认证所需的

培训设备和培训中心基础设施；

• 提出的其他因素包括某些市场（特别是

美国）的工会化程度以及使用当地工人

的要求，除非可以证明所需职务需要足

够的高技能，以允许外国工人进入市场

（如日本）；

• 由于不同市场在培训和资格要求方面存

在显著差异，这加大了电气能力的难度。

这被视为“缺失因素”，引发了欧洲公

司能否在新兴市场招聘到安全高效工作

所需的劳动力的问题。应当指出的是，

欧洲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 一位受访者建议GWO设立培训中心，

聘请受雇讲师来支持纳入GWO标准，

并维持质量；

• 特别是北美，有机会支持技术人员从油

气行业“转入”，而包括GWO课程在

内的培训方法都应为此提供支持。

• 遵守所有当地法规，这可能需要对某些

市场进行特定的本地培训或适应性培训。

在可能的情况下，可使用本地培训机构

以降低差旅费用。内部培训仍然很重要

（包括在针对特定风险或技能的GWO

课程/模块不可用的情况下）；

• 一位受访者表示，各国对电气资格的当

地要求各不相同，因此必须调整培训计

划，以确保员工获得必要的培训，安全

合法地工作。

北美、台湾、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拟
议项目的资源评估结果如何？

• 没有受访者能够提供确切的新兴市场资

源需求数字。但是，如果有人员配备框

架，则可与欧洲一样应用这些框架（但

必须遵守任何当地法律要求）；

• 一位受访者表示，在短期内，他们将继

续使用欧洲的技术人员参与新兴市场的

安装、调试和维修项目——当地劳动力

通常缺乏必要的能力和经验。但是，可

考虑指派当地技术人员，以及推动组织

与主要市场的本地培训机构建立合作关

系，以支持当地技术团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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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自2018年以来，采用GWO标准培训的

人数迅速增加。去年，GWO成员公司

金风科技开设了一个庞大的培训中心，

海上生存是该培训中心的核心要素，

2019年完成了3000多个BST培训模块。

但是，应考虑到中国自身拥有大规模风机

产能，并且中国当局希望实现所有相关服

务行业的内化，因此将受到更严格的控制。

尽管中国可以或将制定自己的海上风电

培训标准和培训机构，但GWO与中国行

业建立了紧密的联系。GWO中国委员会

成立于2017年，两家主要制造商和一家

所有者运营商是GWO成员，组织与中国

风能协会（CWEA）合作在北京设立了

秘书处，由协会首席执行官秦海岩先生

领导。GWO已将其所有培训标准组合翻

译成中文，预计未来几年采用率将继续

增加。

日本、巴西、越南、韩国

巴西是GWO培训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之

一，如果巴西最终开放水域进行海上风电

开发，那么培训机构必然会开发标准课程。

日本和韩国的培训机构数量较少，但他们

的预测比较可靠。 GWO力图通过与

GWEC 合作，以及创建当地“ GWO

Pioneer”计划来打开这些市场。越南为

GWO成员公司在该地区提供标准化培训

提供了巨大机会。东南亚的泰国、菲律宾

和马来西亚建立了GWO培训中心，但是

需要进一步的当地分析，以便更准确地把

握潜在的监管要求，以及引进已制定标准

的需求。

与此相对照，在北美，创造就业机会具有

重要的政治意义，随着市场的成熟，政治

上的必要性可能会转化为采用劳动密集型

方法。 如果可以克服这些进入壁垒，这

可能会增加每兆瓦装机容量的操作员数量，

并为促进标准化提供重要机会。

台湾

台湾海上风电市场正在推广GWO培训，

我们预计培训量将与总体分析结果保持一

致。

应考虑当地的气候条件和相关的劳动法

规。台湾对暴露于高温、高空作业和使

用小型零件的工人有特殊要求，这些条

件会增加压力和风险。法规强制规定了

日常活动的休息时间。一些休息时间将

被工作环境中的气候控制所抵消（船舶

运输、办公室工作等），但净影响是每

兆瓦所需的工人人数增加。

特定市场考虑因素

本节还概述了可能会或多或少影响分析

的其他因素。特定市场可能需要调整计

算的“每兆瓦人数”基准数据。提出的

观点有必要从各个市场层面进行更深入

的考虑和讨论。

北美

GWO培训在北美陆上风电市场呈现增长

趋势（GWO受训人员超过 3000人，

2019年培训增长了83％）。此外，至少

有两家提供核心BST模块的培训机构，

以及面向海上技术人员的海上生存模块

将在2020年底之前获得认证。

但是，这些标准尚未像欧洲那样渗透到

北美市场中。GWO已经意识到了这一挑

战，以GWO北美委员会为代表，与所有

关键利益相关者保持建设性对话。

GWO北美委员会由活跃于北美的11个主

要所有者运营商和风机制造商代表组成，

其目标是确保提供GWO标准，以补充现

有的本地资源，例如，其他本地海事和施

工培训机构。 许多委员会成员代表多元

化的能源公司，他们承认从陆上迁移到海

上的工人可能没有接受GWO培训，并且

可能抵制再培训，因为他们可能认为海上

工作与现有技能存在重叠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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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路线图和下一
步规划

全球风能理事会支持不同国家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合作，以
帮助他们分享在向能源结构中增加清洁能源方面的最佳实

践和经验。GWEC与GWO合作的目的是，提出安全标准，
将其作为最佳实践，促进它们的采用和推广，帮助创建更

安全、生产效率更高的风电劳动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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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的结论表明，随着全球海上风电

场到2024年进入施工和安装阶段，标准

化安全培训可带来巨大的机会。

为了帮助我们所有人充分利用这一机

会，现采取以下步骤：

• 继续加深我们对特定市场考虑因素的了解

（参见第四章），这些考虑因素可能导致

劳动力需求与计算得出的基准不同。

• 在GWEC的政策建议和全球主要海上市

场的行业活动中，强调培养高技能劳动

力，包括必要的健康和安全培训。

• 征询新兴市场的开发商、监管机构和

风能协会的意见，了解采用GWO标准

的意愿以及可能存在的任何当地障碍。

• 继续扩大GWO全球协调项目：该项目于

2019年启动，并将于2020年10月发布经

过协调的新版本的GWO标准。北美、澳

大利亚和中国的工作组已审核了每份文

件，以确保它们也适用于这些市场。 在

GWO“安全无国界”战略的支持下，其

他市场也将在未来三年加入该项目。

• 研究在GWO课程中强调优秀领域的方法，

使学生达到所需的GWO水平。

• 开发并发布启动包，说明开发GWO认证

培训中心所需的个人防护装备和结构/设

施。

表11：到2024年主要市场的预测装机容量（MW）以及相关的劳动力需求

• 加强与相关行业的协作活动。GWO与

G+ Offshore Wind 、 Renewable

United Kingdom和国际海事承包商协

会（IMCA）一起加入了行业合作委员

会。该委员会的职责是，统一标准并

消除重复之处，以使整个风电供应链

的所有运营商受益。GWO将积极寻求

类似的合作机会。

• 实施讲师资格标准：2021年，GWO将推

出IQT课程，以支持发展中市场，提高标

准的质量和可获得性。

• 实施全球质量保证计划：2020年4月发布

了新的GWO认证机构和培训机构要求，

引入了其他质量控制措施。2019年4月更

新的要求已证明在治理和质量方面取得

了成功。

GWO已为八个全球市场的86位审核员

提供了培训，并且只有记录在案的合

格认证机构才可认证为GWO培训点。

结果是，GWO网站上发布了新的认证

机构授权列表。到2019年底，该列表

包含了四大洲的44个认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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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预测装机容量（MW） 计算的劳动力需求

北美 5,720 14,300

中国（大陆） 19,000 47,500

台湾 3,579 8,948

日本 860 2,150

越南 1,100 2,750

韩国 560 1,400

合计 30,819 77,048





9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 although GWEC are not currently forecasting any offshore installations in Canada

10 GWEC forecast the first offshore wind installations in Brazil for 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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