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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河川的水力发电装

置，更详细地，关于如下的水力发电装置，即、以

潜入流水的河川或大坝的设置状态，将水的流速

引导至涡轮装置的内部通过旋转的涡轮生产电

力，并且通过调节流入的水的量，设置在清洁能

源的利用和水位差小的场所等多样的场所，大小

根据需求可以小型化、大型化等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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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河川的水力发电装置，其包括：

高度调节导向部(61、62)，以规定间隔设置在混凝土底座(60)的上侧；

流速引导下部导向部(30)，设置在前方和后方连接在所述高度调节导向部(61、62)的

引导导向部(70)之间，并且在上侧的流速引导部(32)前端形成有桨叶引导部(33)；

涡轮(10)，通过涡轮轴(11)设置在所述流速引导下部导向部(30)，并且在外径形成有

桨叶槽(12)；

桨叶(20)，在所述桨叶槽(12)连接于贯通涡轮(10)的固定轴(21)，且通过流速展开而

使涡轮(10)旋转；以及

流速引导上部导向部(40)，在所述流速引导下部导向部(30)的上侧，设置在与高度调

节导向部(62)连接的引导导向部(70)之间，并且在涡轮(10)的外径设置有供桨叶(20)展开

并移动的发电引导部(41)，

所述用于河川的水力发电装置的特征在于，

所述发电引导部(41)设置为，与涡轮(10)的外径具有规定间隔，桨叶(20)以展开的状

态移动，并且在发电引导部(41)与桨叶(20)的末端间的规定间隔通过空隙形成速度水头，

从而向涡轮(10)给予旋转力，在发电引导部(41)的内部空间向各桨叶(20)产生相同的流量

和压力，并且水的流速和桨叶(20)的移动方向一致而使涡轮(10)旋转，从而获取效率实现

发电，

设置为，使经由所述发电引导部(41)从排水空间(45)排出的流速和水压相同或小于在

涡轮外的流速引导下部导向部(30)和流速引导上部导向部(40)产生的流速和水压，从而使

流量容易从涡轮排出，

所述流速引导上部导向部(40)，在前方还设置有调节闸门(50)，所述调节闸门(50)利

用闸门旋转轴(54)调节角度而控制向涡轮(10)供应的水的流速和供应量，从而提高涡轮

(10)的角速度而使旋转能量最大化，

所述调节闸门(50)设置成，在前方上侧与闸门轴(51)连接的缸体轴(53)通过闸门调节

缸体(52)连接在涡轮轴(11)，从而能够调节角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河川的水力发电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流速引导下部导向部(30)通过下部连接轴(35、35a)与高度调节导向部(61、62)连

接，从而与混凝土底座(60)相接地设置在河川的底面，或者从底面上浮地调节高度而使水

从下侧流动，所述流速引导上部导向部(40)通过上部连接轴(44)能够调节高度地连接在高

度调节导向部(62)，从而实现发电。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河川的水力发电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流速引导上部导向部(40)沿水平方向较长地形成有上部排水部(42)，该上部排水

部(42)用于形成排水空间(45)，该排水空间(45)使从沿涡轮(10)外径形成的发电引导部

(41)的前端排出的流速和水压相同或小于在涡轮外的流速引导下部导向部(30)和流速引

导上部导向部(40)产生的流速和水压，从而使经过桨叶(20)的水的流动方向弯曲后还沿直

线流动，在所述流速引导上部导向部(40)的上侧形成有在潜入水中的状态引导流向上侧的

水而使流速正常地移动的流线型的导向上部引导部(4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河川的水力发电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引导导向部(70)设置在流速引导下部导向部(30)和流速引导上部导向部(4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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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侧，且设置成，能够旋转地结合涡轮盖(16)，该涡轮盖(16)在涡轮(10)的两侧突出，并且

固定轴(21)的前端通过固定套筒(15)连接在该涡轮盖(16)，并且涡轮轴(11)贯通所述引导

导向部(70)而能够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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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河川的水力发电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河川的水力发电装置，更详细地，关于如下的水力发电装置，

即、以潜入流水的河川或大坝的设置状态，将水的流速引导至涡轮装置的内部通过旋转的

涡轮生产电力，并且通过调节流入的水的量，设置在清洁能源的利用和水位差小的场所等

多样的场所，大小根据需求可以小型化、大型化等多样化。

背景技术

[0002] 通常，电力的生产方法有火力发电、核能发电、水力发电、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

潮汐发电等。即，火力发电以及核能发电是通过热产生的蒸汽旋转发电机内的涡轮

(turbine)来发电，水力发电是通过储存大坝中的水的水位差旋转涡轮发电。

[0003] 但是，火力发电是使用煤炭或石油等化石燃料为能源(energy  source)，发电厂的

建设费相对会低廉，但是化石燃料等的储量有限制从而逐渐枯竭，并且有污染环境的问题。

[0004] 而且，核能发电是使用核裂变铀等放射性物质时产生的巨大量的热为能源，虽然

发电容量大，但是有因辐射污染环境的严重的问题。

[0005] 因此，从很久之前开始一直对于即防止环境污染也可以发电的水力发电以及对其

使用的实质性装置的开发做研究与努力。

[0006] 但是现有的水力发电装置是利用高水位差地形，因此利用地理性环境或者为了获

取较高大坝的水位差需要巨大的工程结构。

[0007] 由于这种高水位差的结构屏障，避免不了发电厂的上流和下流生态系统的连接断

裂，并且现有的水力发电大体上位于具有倾斜面的山地地域，距离聚集供求者的市中心遥

远，因此需要较多的电力的输送设施费用。

[0008] 因此能够在低水位差以及缓慢流速使用而公开的韩国公开专利第10-2010-

0104694号(2010.09.20.公开)在设置在地面的支承构件之间设置根据低水位差以及水的

流速旋转的旋转体而发电的形态，预想较好的发电效率，但是设置场所限制在地面，因此有

实用性不足的缺点。

[0009] 另外，虽然在尝试多种可以在低水位差以及缓慢流速使用的悬浮式水力发电装

置，但是因为下列问题，对于实际使用有局限性。

[0010] 韩国注册实用新型第20-0329785号(2003.10.01.注册)作为在悬浮的构造物设置

多个水车，并且将水车的一半以上潜入水中发电的形式，是效率低于悬浮设施的结构，是低

效率性的。

[0011] 韩国注册实用新型第20-0415733号(2006.05.01.注册)是将悬浮物悬浮在两端并

且在此之间设置水车的结构的发电方式，因此预想相对减少设施费用并且较好的发电效

率，但是在结构上的稳定性或实现性的侧面上没有详细地提出悬浮物的固定以及与水车结

构上的结合技术，因此不稳定因素较多。

[0012] 韩国注册实用新型第20-0415748号(2006.05.01.注册)使在悬浮的驳船形态构造

物上设置水车从而使水面下面部分的水车产生动力发电的形态的技术，悬浮驳船的设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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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稳定，但是对于驳船的固定以及低流量的场所有不适合的一面。

[0013] 可以看出到现在为止的悬浮形态的构造物上设置水车形态的水力发电装置在悬

浮物的设施费用和由悬浮物动力损失等实用性和效率方面有较多的不足点。

[0014] 近年来为了解决像上述的问题出现了很多水力以及潮汐发电设施。为了节约发电

能源的成本，准备人工水库并利用水位差的水力发电设备的较多也可以认为是上述的理

由。

[0015] 特别地，缓坡倾斜地形的河川慢慢地流动，以当前来说利用该河川的发电有很多

困难，并且当前实际情况是因为低效率的问题几乎没有那样的发电设施。

[0016] 因此，需要研究开发关于利用水位差不大的地形缓慢流动的水流以及宽度在多种

环境变化都可以恰当使用的利用低水位差的水力发电装置。

[0017] 本发明的河川包括水自然流动的较窄或较宽的河川和人工地使水流动从而形成

的水路等产生流速的所有的水流动的范围。

[0018] 现有技术文献

[0019] (专利文献1)文献1：韩国公开专利第10-2010-0104694号(2010.09.20.公开)

[0020] (专利文献1)文献2：韩国注册实用新型第20-0329785号(2003.10.01.注册)

[0021] (专利文献1)文献3：韩国注册实用新型第20-0415733号(2006.05.01.注册)

[0022] (专利文献1)文献4：韩国注册实用新型第20-0415748号(2006.05.01.注册)

发明内容

[0023] 技术课题

[0024] 因此，本发明是为了消除这种现有的缺点而提出的，解决的课题是，在水的水位差

较小的低水位差的河川设置水力涡轮，主要在潜入水中的状态旋转涡轮，从而提供一种使

用清洁能源的水力发电装置。

[0025] 本发明另一解决课题是，设置在河川的底面和离河川的底面突出规定高度的位

置，从而根据河川的宽度以多种个数或以多种宽度设置。

[0026] 本发明另一解决课题是，调节水的流速和量以供应发电需要的水的量，从而实现

高效率的发电。

[0027] 本发明另一解决课题是，调节水的量从而调节施加在涡轮以及桨叶的流速以及压

力，从而提高角速度使旋转能量最大化，从而实现高效率的发电。

[0028] 本发明另一解决课题是，流速与涡轮以及桨叶的移动方向一致从而获取高效率，

从而实现高效率的发电。

[0029] 本发明另一解决课题是，调节涡轮的桨叶数以及半径，从而在同一流速提高角速

度，从而实现高效率的发电。

[0030] 本发明另一解决课题是，在桨叶前端和发电引导部之间由规定间隔形成速度水

头，向多个桨叶产生同样的压力，从而向旋转轴产生对应于桨叶数的旋转力，从而实现高效

率的发电。

[0031] 本发明另一解决课题是，对于涡轮出口，排水空间排出的流速和水压相同或小于

涡轮外的流速和水压，使流量容易从涡轮排出，从而实现高效率的发电。

[0032] 解决课题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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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本发明的用于河川的水力发电装置，其包括高度调节导向部，以规定间隔设置在

混凝土底座的上侧；流速引导下部导向部，设置在前方和后方连接在所述高度调节导向部

的引导导向部之间，并且在上侧的流速引导部的前端形成有桨叶引导部；涡轮，通过涡轮轴

设置在所述流速引导下部导向部，并且在外径形成有桨叶槽；桨叶，在所述桨叶槽连接于贯

通涡轮的固定轴连接，且通过流速展开而使涡轮旋转；以及流速引导上部导向部，在所述流

速引导下部导向部的上侧，设置在与高度调节导向部连接的引导导向部之间，并且在涡轮

的外径设置有供桨叶展开并移动的发电引导部，

[0034] 所述用于河川的水力发电装置的特征在于，所述发电引导部设置为，与涡轮的外

径具有规定间隔，桨叶以展开的状态移动，并且在发电引导部与桨叶的末端间的规定间隔

通过空隙形成速度水头，从而向涡轮给予旋转力，在发电引导部的内部空间向各桨叶产生

相同的流量和压力，并且水的流速和桨叶的移动方向一致而使涡轮旋转，从而获取效率实

现发电，

[0035] 并且使经由所述发电引导部从排水空间排出的流速和水压相同或小于在涡轮外

的流速引导下部导向部和流速引导上部导向部产生的流速和水压，从而使流量容易从涡轮

排出。

[0036] 发明效果

[0037] 根据本发明，在水的水位差较小的低水位差的河川设置水力涡轮，主要在潜入水

中的状态通过流速旋转涡轮，从而提供了一种使用清洁能源的水力发电装置的效果。

[0038] 根据本发明，设置在河川的底面和离河川的底面突出规定高度的位置，能够调整

设置高度，从而根据河川的宽度以多种个数或以多种宽度设置，从而提供了实现高效率的

发电的效果。

[0039] 根据本发明，通过调节闸门调节水的流速和量以供应发电需要的水量，桨叶在旋

转的涡轮通过流速展开或折叠，充分维持由流速作用于桨叶的负荷，从而实现刚性加强效

果和高效率的发电效果。

[0040] 根据本发明，通过调节闸门的角度调节水的量从而调节施加在涡轮以及桨叶的流

速以及压力，从而提高角速度使旋转能量最大化，从而提供了实现高效率的发电的效果。

[0041] 根据本发明，在河川的水的流速和涡轮以及桨叶的移动方向一致从而获取高效

率，从而提供了实现高效率的发电的效果。

[0042] 根据本发明，调节涡轮的桨叶数以及半径在同一流速提高角速度，从而提供了实

现高效率地发电的效果。

[0043] 根据本发明，在桨叶前端和发电引导部之间在规定间隔通过空隙形成速度水头，

向多个桨叶产生同样的压力，向旋转的涡轮的旋转轴产生对应于桨叶数的旋转力，从而提

供了实现高效率的发电的效果。

[0044] 本发明是关于涡轮出口的，排水空间排出的流速和水压相同或小于在涡轮外的流

速引导下部导向部和流速引导上部导向部产生的流速和水压，使流量容易从涡轮排出，从

而提供了实现高效率的发电的效果。

附图说明

[0045] 图1是表示本发明的示例性实施例设置状态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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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图2是表示本发明的设置状态的正面图。

[0047] 图3是表示本发明的设置状态的平面图。

[0048] 图4是表示本发明的设置状态的侧面图。

[0049] 图5是表示本发明的主要部分的设置状态的示意图。

[0050] 图6是表示本发明的没有桨叶的涡轮的正面图。

[0051] 图7是表示本发明的桨叶折叠状态的放大主要部分的正面图。

[0052] 图8是表示本发明的桨叶展开状态的放大主要部分的正面图。

[0053] 图9是表示本发明的关于涡轮和桨叶结合状态的侧面剖视图。

[0054] 图10是表示本发明的关于涡轮和桨叶结合状态的示意图。

[0055] 图11是表示本发明设置在河川的底面的正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56] 下面，根据附图详细地说明本发明的实施例。

[0057] 图1是本发明的示例性实施例设置状态的示意图、图2是本发明的设置状态的正面

图、图3是本发明的设置状态的平面图、图4是本发明的设置状态的侧面图。

[0058] 在河川的底面设置利用混凝土形成为规定宽度、高高度以及长度的混凝土底座

60，在所述混凝土底座60以规定间隔设置高度调节导向部61、62后，在高度调节导向部61、

62的上侧，使所述引导导向部70从底面维持一定高度地在两侧设置引导导向部70。

[0059] 在所述引导导向部70之间设置流速引导下部导向部30和流速引导上部导向部40。

[0060] 涡轮10由涡轮轴11可旋转地设置在所述流速引导下部导向部30的中央上侧，所述

涡轮10设置有沿着外径以规定间隔旋转并且通过水的流速自然地展开或折叠的多个桨叶

20。

[0061] 在所述高度调节导向部62上侧设置引导水的流向的流速引导上部导向部40。

[0062] 在所述流速引导上部导向部40的前方设置有调节闸门50，使所述调节闸门50控制

流入涡轮10的水的量以及流速。

[0063] 在所述高度调节导向部61通过下部连接轴35连接流速引导下部导向部30的前方，

在高度调节导向部62通过下部连接轴35a连接流速引导下部导向部30的后方，并且设置为

从混凝土底座60调节高度。

[0064] 在所述流速引导下部导向部30形成有下侧形成为流线型的导向部下部引导部31，

使水正常地从下侧流动，在上侧前方以流线型流速引导部32形成，所述流速引导部32的右

侧前端以弧形设置有桨叶引导部33从而使涡轮10旋转，并且桨叶20以折叠状态设置后，在

所述桨叶引导部33的右侧前端形成有以水平状态或越往出口越宽形态的下部排水部34，从

而形成排水空间45。

[0065] 所述排水空间45形成为相同或宽于涡轮10和发电引导部41之间的间隔，使从所述

排水空间45排出的流速以及水压相同或小于外部的流速以及水压，因此所述排水空间45使

流量的容易地排出的设置。

[0066] 所述流速引导上部导向部40形成为，在前方通过闸门旋转轴54连接调节闸门50，

并且以弧形形成使水向下侧流入从而旋转桨叶20的发电引导部41，在所述发电引导部41的

右侧前端形成水平状态的上部排水部42以形成排水空间45，在所述调节闸门50的右侧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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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上侧形成有流线型的导向部上部引导部43，从而使水正常地流动。

[0067] 所述发电引导部41设置为，从桨叶20展开的位置至排出水的位置维持相同的间

隔，并且在桨叶20前端使发电引导部41之间形成空隙，至少有2至5个桨叶20位于所述发电

引导部41从而产生高效率。

[0068] 所述下部排水部34和上部排水部42形成为较长并且设置为，向排水空间45排出的

流速以及水压相同或小于外部的流速以及水压，使流量容易地向外部排出。

[0069] 在所述调节闸门50的一部分设置有用于连接闸门轴51的缸体轴53，所述缸体轴53

将突出的闸门调节缸体52连接在涡轮轴11来调节调节闸门50的开闭角度，以此可以调节向

涡轮10提供的水量。

[0070] 在所述涡轮轴11连接减速器或发电装置，从而向涡轮10提供旋转力实现发电。

[0071] 所述涡轮10和下侧的流速引导下部导向部30以及流速引导上部导向部40可以根

据河川的宽度设置多个，可以根据河川水流的方向连续地设置，并且最好将其设置为潜入

水中。

[0072] 图5是本发明的主要部分的设置状态的示意图。图6是本发明的没有桨叶的涡轮的

正面图。图7是本发明的桨叶折叠状态的放大主要部分的正面图。图8是本发明的桨叶展开

状态的放大主要部分的正面图。图9是本发明的关于涡轮和桨叶结合状态的侧面剖视图。图

10是本发明的关于涡轮和桨叶结合状态的示意图。

[0073] 涡轮10形成为圆形，并且以规定间隔形成有使桨叶20折叠时不被卡住并以规定角

度折叠的桨叶槽12，而且所述桨叶槽12的一侧形成有角落部分倒角形成为“┛”形态的刚性

加强槽13。

[0074] 在所述涡轮10形成的刚性加强槽13形成为，贯通固定轴21后可旋转地结合桨叶

20；设置在所述涡轮10两侧的涡轮盖16与固定轴21结合并通过固定套筒15连接，所述固定

轴21的外径与结合游动套筒22从而可旋转地设置有桨叶20，并且当桨叶20竖起时所述刚性

加强槽13与加强部23在后方和下侧成为一致的结合状态。

[0075] 所述固定套筒15和游动套筒22适用于小型的情况，在固定轴21可以使用轴承代替

所述固定套筒15和游动套筒22。

[0076] 所述涡轮10形成为较窄，使桨叶20在桨叶引导部33折叠旋转移动，发电引导部41

形成为较宽，使桨叶20通过流入的水展开并且实现旋转地设置。

[0077] 所述桨叶20形成为，以从加强部23垂直地突出并在前端往上侧以流线型地连接，

在所述加强部23以弧形连接后与桨叶槽12一致地垂直地突出，在所述桨叶槽12的前端往下

侧倾斜，并设置成，外侧前端在折叠状态下一部分向桨叶槽12的外侧突出从而通过流速旋

转并展开或被桨叶引导部33卡住而折叠。

[0078] 所述桨叶20的宽度和高度以及大小可以根据河川以及设置位置的流速和发电量

可以多样化地设置。

[0079] 从所述桨叶20展开的位置至到达排出水的位置的维持相同的间隔，在桨叶20前端

通过与发电引导部41之间的规定间隔的空隙形成速度水头而向多个桨叶20产生相同压力。

[0080] 图11是本发明设置在河川底面的正面图，流速引导下部导向部30以下侧的导向部

下部引导部31与混凝土底座60接触而固定的形态设置在河川底面，设置成在高度调节导向

部61、62能够通过下部连接轴35、35a调节高度，使其可以利用在底面面产生的水压，剩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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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要素设置成与图1至图9图示的相同的构成所形成从而生产电力。

[0081] 由这种构成形成的用于河川的水力发电装置，在河川底部设置混凝土底座60在规

定间隔设置高度调节导向部61、62后，在设置在下部连接轴35、35a的引导导向部70之间设

置流速引导下部导向部30，在所述流速引导下部导向部30的桨叶引导部33通过涡轮轴11可

旋转地设置涡轮10，在高度调节导向部62利用上部连接轴44设置的引导导向部70之间设置

流速引导上部导向部40。

[0082] 所述流速引导下部导向部30和流速引导上部导向部40的设置高度根据河川的状

态可以多样化地设置，根据河川宽度以直列连续地设置多个，设置的位置根据现场的情况

可以多样化地设置。

[0083] 设置本发明的用于河川的水力发电装置能够产生根据河川的水的深度和宽度以

及倾斜度的多样的流速，需要时设置大坝，在大坝的堤末端或大坝后方等多样的位置可以

决定宽度以及个数，通过流速的发电实现效率时可以持续设置，因此能够实现利用低水位

差的在河川使用清洁能源的水力发电。

[0084] 本发明是导向以及引导为，在设置于河川的状态下，水根据流速引导下部导向部

30的流速引导部32的流线型形态引导至涡轮10的前方和上侧，通过控制设置在流速引导上

部导向部40的前方的调节闸门50调节提供向涡轮10的水量。

[0085] 通过调节所述调节闸门50的角度调节水的流速和量提供发电所需的水量，由此实

现高效率的发电。

[0086] 当根据所述流速引导部32和调节闸门50的设置将水提供向涡轮10的前方上侧时，

设置成在涡轮10外径露出前端的桨叶20根据流速从折叠在桨叶槽12的状态竖起。

[0087] 桨叶20设置成通过固定轴21设置在桨叶槽12内部的状态通过衬套22可旋转，因此

根据流速旋转并且在发电引导部41内部提供竖起状态，产生与河川的流速一同移动桨叶20

的动力源从而提供连续旋转涡轮10的旋转动力源。

[0088] 当所述桨叶20在桨叶槽12竖起时，提供加强部23和刚性加强槽13以“┛”型角落部

分以倒角而一致的状态，因此加强部23提供刚性加强槽13的后方和内径方向等两方向一致

的状态，使由流速提供的负荷作用于桨叶20时同样能够稳定的提供旋转力的刚性加强的效

果。

[0089] 即，桨叶20的宽度和高度可以多样化地运用，且在涡轮10的外径以设置在固定轴

21状态通过衬套22可旋转地设置，当增加桨叶20宽度时均匀分布的负荷作用于加强部23宽

面和刚性加强槽13的宽面，因此可以不过于桨叶20和涡轮10施压而发电。

[0090] 更详细地，根据调剂调节闸门50的角度调节水量从而调节施加在桨叶20的流速以

及压力，从而提高涡轮10的角速度而使旋转能量最大化，可以实现高效率的发电。

[0091] 所述桨叶20和轮10会根据材料而产生多样化效率的情况，但是优选的使用较轻并

且较强的金属材质。

[0092] 所述桨叶20经过发电引导部41的弧形形态时通过流速从折叠状态展开同时提供

涡轮10旋转的动力源，当经过发电引导部41到达桨叶引导部33时在桨叶20的选择方向一部

分被卡住从而自然地折叠，往桨叶槽12以折叠的状态经过桨叶引导部33，从而不消耗动力

的与涡轮10一同旋转。

[0093] 特别地，通过水的流速和桨叶20的移动方向一致旋转涡轮10，因此获得较高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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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从而实现高效率的发电，通过调节设置在涡轮10的桨叶20的个数以及半径提高在同一流

速上的角速度实现高效率的发电，通过在桨叶20前端和发电引导部41之间规定间距制造速

度水头，使以展开的状态在发电引导部41内部受到水压的桨叶20上产生相同压力，向多个

桨叶产生同样的压力，从而产生对应于旋转轴桨叶数的旋转力，从而形成高效率，所述桨叶

20以展开的状态在发电引导部41旋转2至5个同时产生对应于在涡轮轴11展开的桨叶20个

数的旋转力，从而实现高效率的发电。

[0094] 下面更详细地对所述速度水头说明，所述发电引导部41与涡轮10的外径具有一定

的间隔，桨叶20以展开的状态移动并且与发电引导部41和桨叶20的末端间维持规定的间

隔，因此制造速度水头向涡轮10给予旋转力，在发电引导部41内部空间向各桨叶20提供相

同流量和压力，因此通过在单个桨叶20施加的流量和流速，当在发电引导部41内部三个桨

叶20以展开状态旋转时与现有的相比提供强上三倍的旋转力，从而提供高效率地发电。

[0095] 经过所述发电引导部41的水经过下部排水部34和上部排水部42之间的排水空间

45后排出，因为使下部排水部34和上部排水部42以较长的形态形成，所以经过桨叶20的水

的流动方向弯曲后同样使其往直线流动，使排出排水空间45的水得流速以及水压相同或小

于外部的流速以及水压，使水轻易地排出外部。

[0096] 所述排水空间45根据流速引导下部导向部30和流速引导上部导向部40的设置位

置可以调节高度，因此可以使以潜入水中的状态设置的涡轮10可以在水中利用最快的流速

以及水压，从而可以提高效率。

[0097] 所述流速引导下部导向部30通过流速引导部32引导水正常的供应向涡轮10方向，

引导导向下部引导部31在没有往混凝土底座60上侧流动的水的流速影响下正常地移动。

[0098] 所述流速引导上部导向部40以引导导向上部引导部43潜入水中的状态引导在上

侧流动的水的流速不受影响地正常地移动，调节闸门50是调节供应向涡轮10的水的量以及

流速。

[0099] 所述调节闸门50可以调节，通过驱动设置在涡轮轴11的闸门调节缸体52使缸体轴

53前进以及后退，从而旋转移动调节闸门50的闸门轴51的位置以闸门旋转轴54为基准控制

旋转移动的角度，使上升时增加水量，下降时减少水量的方法控制水的量和流速的涡轮10

可以以最佳的效率发电。

[0100] 在所述涡轮轴11的一侧前端设置齿轮，使获得的发电动力供应向需要的场所，或

连接发电装置在将电力发电后供应向需要的地方是可行的。

[0101] 另外，本发明如图10所示，与混凝土底座60一致地设置时，以利用在河川底部流动

的流速实现发电，混凝土底座60的上部高度和流速引导部32的前方高度将一致从而使流速

按照原样进入涡轮10，在流速引导上部导向部40的前方设置的调节闸门50根据闸门调节缸

体52和缸体轴53的控制调节倾斜角度可以控制进入涡轮10的水的量，因此根据流速调节调

节闸门50的倾斜角度，在流速慢时增加水的流入量提高流速以及压力，给发电提供最佳的

流速以及压力，从而实现高效率的发电。

[0102] 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可以以多种形态实施，而这些实施不能脱离专利法所限定的相应技术方案的范围。

[0103] 产业上的利用可能性

[0104] 本发明是为了提供，以不受到多大产生流速的河川的宽度与深度影响的状态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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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设置从调节闸门调节水的供应量发电的涡轮，从而使用清洁能源的效率性地生产电力

的非常有用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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