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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今,人们迫切需要解决能源和环境问题,并且由于再生资源有限以及污染严重,目前利用可再
生能源已成为各国发展的重点方向,使得世界各国都在关注可再生能源。而风能具有诸多优势,并且海上
风力发电以其经济、清洁、环保、不干扰人们的正常生活、风向稳定、湍流温和等优点,越来越受到人
们的重视。鉴于此,本文对海上风力发电技术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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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day, people urgently need to solve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due to the limited
renewable resources and serious pollution, the use of renewable energy has become the key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countries, making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pay attention to renewable energy. Wind energy
has many advantages, and offshore wind power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ecause of its economic, clean,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non-interfering with people's normal life, stable wind direction, and mild turbulence. In
view of this, this article has conducted research on offshore wind power gener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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