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针对风能资源波动的保险保障
风能资源的波动性对风电场运营商收入稳定性影响很大。瑞士再保险
针对风电场风能资源波动性开发了指数型保险，给运营商提供保障以平
滑其运营收入的波动性。



可再生能源发电发展迅猛，但可再生能源资源
固有的不可预测性给运营商带来了财务风险。 
 
该风险不仅影响可再生能源电力运营商，还影
响到整个价值链上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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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通常包括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和水力
发电，发电量都会受到天气条件的影响。风速过高
过低或者其它可再生能源过少，都会严重影响发电
量。

风电是具有丰富运营经验的成熟技术。随着风电场
的规模、叶片长度和装机容量不断增加，风能固有波
动性带来的财务风险也在增加。该风险不仅影响可
再生能源电力运营商，还影响到整个价值链上越来
越多的利益相关者。

针对风能资源波动性的保险提供了一种定制的创新
保障方案，可管理运营商盈利的不可预测性以及相
关的财务稳定性。它采用基于共同约定的第三方风
力指数的简单透明结构。该保障能平滑运营商收入
的波动性，让风电场运营商和投资者更加专注于发
展业务。

保障

基于风电场的具体地点、安装和技术，针对因
不利风力状况（过高和过低）造成的收入损
失，为风电场提供保障，理赔基于约定第三方
（例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提供的
官方风力统计数据计算。

优点

 ̤ 一种管理盈利波动性的机制 

 ̤ 针对财务稳定性提供保障

 ̤ 结构简单透明

 ̤ 可根据您的风险偏好定制

 ̤ 帮助达成投资收益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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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方 无保障时所受影响 保障带来的好处

风电场运营商  ̤ 影响经营业绩，现金流波动
 ̤ 可能发生付款困难，难以覆盖运营成本和投资者回报
 ̤ 投资者兴趣减小，评级下调

 ̤ 未来现金流更稳定，最大程度减小不利天气状况对营
收的影响

 ̤ 可保持良好评级
 ̤ 改善投资规划，保证利润
 ̤ 通过更高的投资安全性，获得新项目融资

开发商/
安装商

 ̤ 因发电量波动对风电技术的需求降低  ̤ 有助于保证对风能相关产品的需求

政府  ̤ 对风能的投资可能被视为不可预测
 ̤ 赞同对绿色能源项目给予财政支持的公众减少 

 ̤ 以更可预测的方式达成约定的绿色能源目标 
 ̤ 有更充分的理由对投资风电市场进行经济激励 

银行/共同基金/
私人投资者

 ̤ 投资现金流违约  ̤ 通过保证利润和降低项目风险，提高投资安全性

保险公司  ̤ 无差异化，缺乏竞争优势
 ̤ 缺乏针对客户需求的保险解决方案

 ̤ 产品提供了一个可讨论盈利保障产品的平台，从而带
来了额外的交叉销售机会

 ̤ 对保险公司现有的产品形成补充，并能对客户作出更
具吸引力的方案



 ̤ 针对因风力波动性带来的收入损
失，向投资者提供最大程度的保
障

 ̤ 改善投资规划
 ̤ 保证利润，促进新项目的融资

 ̤ 确保陆上和海上风电项目产生正
现金流

 ̤ 保持当前风电项目的良好评级，
以便于未来项目的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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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项目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营收入的可
预测性以及精确的风力预测。尤其在相对少风的年
份，由于仍然需要满足运营成本、财务责任和回报目
标的要求，风电场运营商可能会面临高额损失。

经营者和投资者从风电场获得稳定收入，从而能够专
注于发展业务，并取得更稳定的财务业绩 。

再保险价值

除了建设、安装和运营期间内的传统保障，再保险还针对风能波动性提供了额外保
障。

赔偿

年度风力发电收入 

因风速过高或过
低造成的发电损失

保险后的年度风
力发电收入

客户需求 保障利益

产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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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风电场的具体地点、场地布置和风机技术，风能资
源波动性保险承诺提供量身定制的机制，采用基于约
定风力指数（例如，来自NASA的指数）的简单透明结
构，管理风电场盈利波动性和相关的财务问题。

指数型保障

 ̤ 采用约定第三方的数据来源，选取靠近被保险风
电场所在地点的天气数据，创建合适的指数和指
数触发点。

 ̤ 指数触发点确定了何时向被保险人赔付——例如，
当风速低于所计算的长期平均值的某个预先约定
百分比时。

风电场所在地
的风力数据

风机的功率曲线 

风电场效率 
以及单位电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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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额模型计算

如果发电收入不足，保险保障会提供财务保护

 ̤ 风速值换算为电力输出数据（根据风机特定的功率
曲线）。

 ̤ 仅当风速达到规定阀值时，风机开启，并随着风速
增大而达到全额输出。

 ̤ 出于安全原因，如果风速超过规定最大风速，风机
会自动停机。

 ̤ 风电场的年模拟计算出的发电量结果，是每小时模
拟计算出发电量数之和。

 ̤ 对风机数量和风电场的效率均予以考虑。

 ̤ 通过用年发电量模拟结果乘以每兆瓦时上网电价
或协商电价，计算出一个风电场的年度营业额（百
万美元）。

 ̤ 这两条线表明了风能资源波动性保险覆盖的保障
区间。

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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