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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双端口双组桨叶垂直轴

永磁直驱风力发电机，涉及电力工程技术领域，

解决了发电效率较低的问题。一种双端口双组桨

叶垂直轴永磁直驱风力发电机，包括主体结构，

所述主体结构的下端固定安装有支撑柱，所述支

撑柱的下表面固定安装有固定地基，所述主体结

构的上表面固定安装有侧风仪，所述主体结构与

支撑柱之间通过连接套固定，所述主体结构的内

部固定安装有发电结构，所述主体结构包括机舱

外壳、第一转轴、第二转轴、固定轴、第一转子、第

二转子、扇叶、连接转轴和扰流端，所述机舱外壳

的一端活动连接有第一转轴，所述第一转轴的一

侧活动连接有第二转轴。本发明使装置提高了发

电效率，以及加装了转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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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端口双组桨叶垂直轴永磁直驱风力发电机，包括主体结构（1），其特征在于：

所述主体结构（1）的下端固定安装有支撑柱（3），所述支撑柱（3）的下表面固定安装有固定

地基（2），所述主体结构（1）的上表面固定安装有侧风仪（4），所述主体结构（1）与支撑柱（3）

之间通过连接套（6）固定，所述主体结构（1）的内部固定安装有发电结构（5）；

所述主体结构（1）包括机舱外壳（101）、第一转轴（102）、第二转轴（103）、固定轴（104）、

第一转子（105）、第二转子（106）、扇叶（107）、连接转轴（108）和扰流端（109），所述机舱外壳

（101）的一端活动连接有第一转轴（102），所述第一转轴（102）的一侧活动连接有第二转轴

（103），所述机舱外壳（101）内壁的一端设置有固定轴（104），所述第一转轴（102）的内部设

置有连接转轴（108），所述连接转轴（108）的一端设置有第一转子（105），所述第二转轴

（103）的一端设置有第二转子（106），所述第一转轴（102）与第二转轴（103）的外侧均排列有

三个扇叶（107），所述第一转轴（102）一侧的外表面固定安装有扰流端（109），所述固定地基

（2）包括固定底座（201）、转动支撑座（202）、动力电机（203）、齿销（204）、重载滚轮（205）和

限位侧边（206），所述固定底座（201）的上表面活动连接有转动支撑座（202），所述转动支撑

座（202）内部的一端固定安装有动力电机（203），所述转动支撑座（202）的内壁设置有齿销

（204），所述固定底座（201）的上表面与转动支撑座（202）的下表面之间通过重载滚轮（205）

连接，所述固定底座（201）外侧的上表面设置有限位侧边（206），所述发电结构（5）包括固定

架（501）、电力柜（502）、导电箱（503）、第二定子固定架（504）和第一定子固定架（505），所述

固定架（501）上表面的一侧固定安装有电力柜（502），所述电力柜（502）的一侧固定安装有

导电箱（503），所述导电箱（503）的一端固定安装有第二定子固定架（504），所述第二定子固

定架（504）的一侧固定安装有第二定子固定架（50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端口双组桨叶垂直轴永磁直驱风力发电机，其特征在

于：所述第一转轴（102）与连接转轴（108）为一体浇筑成型，所述第一转轴（102）的外表面与

第二转轴（103）的内壁之间通过滚轴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端口双组桨叶垂直轴永磁直驱风力发电机，其特征在

于：所述固定轴（104）与第二转轴（103）的外表面之间通过轴承连接，所述第二转轴（103）的

一端与第二转子（106）为一体浇筑成型。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端口双组桨叶垂直轴永磁直驱风力发电机，其特征在

于：所述第二定子固定架（504）延伸至第二转子（106）的外侧，所述第一定子固定架（505）延

伸至第一转子（105）的外侧，所述第一定子固定架（505）与第一转子（105）之间和第二定子

固定架（504）与第二转子（106）之间的间距为零点二五至一点五毫米之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端口双组桨叶垂直轴永磁直驱风力发电机，其特征在

于：所述第二转子（106）与第一转子（105）的外表面均排列有磁片，所述第一定子固定架

（505）与第二定子固定架（504）一端的下表面均固定安装有定子。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端口双组桨叶垂直轴永磁直驱风力发电机，其特征在

于：所述动力电机（203）的外侧固定安装有支撑架，所述动力电机（203）与齿销（204）之间通

过齿轮传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端口双组桨叶垂直轴永磁直驱风力发电机，其特征在

于：所述转动支撑座（202）外侧的下端与固定底座（201）的上表面通过滚轴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端口双组桨叶垂直轴永磁直驱风力发电机，其特征在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13123922 A

2



于：所述支撑柱（3）的下表面与转动支撑座（202）的上表面通过螺栓固定。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端口双组桨叶垂直轴永磁直驱风力发电机，其特征在

于：所述固定轴（104）与机舱外壳（101）为一体浇筑成型。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端口双组桨叶垂直轴永磁直驱风力发电机，其特征在

于：所述第一转轴（102）与第二转轴（103）为反向转动，所述转动支撑座（202）与固定底座

（201）的上表面之间排列有多个重载滚轮（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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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双端口双组桨叶垂直轴永磁直驱风力发电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力工程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双端口双组桨叶垂直轴永磁直驱风力

发电机。

背景技术

[0002] 风力发电机是将风能转换为机械功，机械功带动转子旋转，最终输出交流电的电

力设备，风力发电机一般有风轮、发电机(包括装置)、调向器(尾翼)、塔架、限速安全机构和

储能装置等构件组成，风力发电机的工作原理比较简单，风轮在风力的作用下旋转，它把风

的动能转变为风轮轴的机械能，发电机在风轮轴的带动下旋转发电。广义地说，风能也是太

阳能，所以也可以说风力发电机，是一种以太阳为热源，以大气为工作介质的热能利用发电

机。

[0003] 但是，现有的风力发电机大多数采用单一扇叶驱动定子转动产生电力，效率较低，

难以最大化利用风能，并且装置缺少转动结构，不能根据风箱自动调节；因此，不满足现有

的需求，对此我们提出了一种双端口双组桨叶垂直轴永磁直驱风力发电机。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双端口双组桨叶垂直轴永磁直驱风力发电机，以解决

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风力发电机大多数采用单一扇叶驱动定子转动产生电力，效率较

低，难以最大化利用风能，并且装置缺少转动结构，不能根据风箱自动调节等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双端口双组桨叶垂直轴永磁直

驱风力发电机，包括主体结构，所述主体结构的下端固定安装有支撑柱，所述支撑柱的下表

面固定安装有固定地基，所述主体结构的上表面固定安装有侧风仪，所述主体结构与支撑

柱之间通过连接套固定，所述主体结构的内部固定安装有发电结构；

所述主体结构包括机舱外壳、第一转轴、第二转轴、固定轴、第一转子、第二转子、

扇叶、连接转轴和扰流端，所述机舱外壳的一端活动连接有第一转轴，所述第一转轴的一侧

活动连接有第二转轴，所述机舱外壳内壁的一端设置有固定轴，所述第一转轴的内部设置

有连接转轴，所述连接转轴的一端设置有第一转子，所述第二转轴的一端设置有第二转子，

所述第一转轴与第二转轴的外侧均排列有三个扇叶，所述第一转轴一侧的外表面固定安装

有扰流端，所述固定地基包括固定底座、转动支撑座、动力电机、齿销、重载滚轮和限位侧

边，所述固定底座的上表面活动连接有转动支撑座，所述转动支撑座内部的一端固定安装

有动力电机，所述转动支撑座的内壁设置有齿销，所述固定底座的上表面与转动支撑座的

下表面之间通过重载滚轮连接，所述固定底座外侧的上表面设置有限位侧边，所述发电结

构包括固定架、电力柜、导电箱、第二定子固定架和第一定子固定架，所述固定架上表面的

一侧固定安装有电力柜，所述电力柜的一侧固定安装有导电箱，所述导电箱的一端固定安

装有第二定子固定架，所述第二定子固定架的一侧固定安装有第二定子固定架。

[0006] 优选的，所述第一转轴与连接转轴为一体浇筑成型，所述第一转轴的外表面与第

说　明　书 1/4 页

4

CN 113123922 A

4



二转轴的内壁之间通过滚轴连接。

[0007] 优选的，所述固定轴与第二转轴的外表面之间通过轴承连接，所述第二转轴的一

端与第二转子为一体浇筑成型。

[0008] 优选的，所述第二定子固定架延伸至第二转子的外侧，所述第一定子固定架延伸

至第一转子的外侧，所述第一定子固定架与第一转子之间和第二定子固定架与第二转子之

间的间距为零点二五至一点五毫米之间。

[0009] 优选的，所述第二转子与第一转子的外表面均排列有磁片，所述第一定子固定架

与第二定子固定架一端的下表面均固定安装有定子。

[0010] 优选的，所述动力电机的外侧固定安装有支撑架，所述动力电机与齿销之间通过

齿轮传动。

[0011] 优选的，所述转动支撑座外侧的下端与固定底座的上表面通过滚轴连接。

[0012] 优选的，所述支撑柱的下表面与转动支撑座的上表面通过螺栓固定。

[0013] 优选的，所述固定轴与机舱外壳为一体浇筑成型。

[0014] 优选的，所述第一转轴与第二转轴为反向转动，所述转动支撑座与固定底座的上

表面之间排列有多个重载滚轮。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1、本发明通过第二转轴与第一转轴和固定轴与第一转子两者的配合，双重发电结

构，能够实现双倍电力的输出，提高装置的电力输出量；

2、本发明通过固定地基的作用，动力电机转动，使其与齿销发生齿槽啮合连接，并

带动转动支撑座转动，从而使装置实现转动的功能，使扇叶始终保持迎风状态，提高第一转

轴与第二转轴的转速。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整体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整体的侧视图；

图3为本发明发电结构局部结构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机舱外壳截面结构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固定地基局部结构示意图；

图6为本发明固定地基截面结构示意图。

[0017] 图中：1、主体结构；101、机舱外壳；102、第一转轴；103、第二转轴；104、固定轴；

105、第一转子；106、第二转子；107、扇叶；108、连接转轴；109、扰流端；2、固定地基；201、固

定底座；202、转动支撑座；203、动力电机；204、齿销；205、重载滚轮；206、限位侧边；3、支撑

柱；4、侧风仪；5、发电结构；501、固定架；502、电力柜；503、导电箱；504、第二定子固定架；

505、第一定子固定架；6、连接套。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19] 请参阅图1至图6，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实施例：一种双端口双组桨叶垂直轴永磁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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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风力发电机，一种双端口双组桨叶垂直轴永磁直驱风力发电机，包括主体结构1，主体结

构1的下端固定安装有支撑柱3，支撑柱3的下表面固定安装有固定地基2，主体结构1的上表

面固定安装有侧风仪4，主体结构1与支撑柱3之间通过连接套6固定，主体结构1的内部固定

安装有发电结构5；

主体结构1包括机舱外壳101、第一转轴102、第二转轴103、固定轴104、第一转子

105、第二转子106、扇叶107、连接转轴108和扰流端109，机舱外壳101的一端活动连接有第

一转轴102，第一转轴102的一侧活动连接有第二转轴103，通过此机构，能够实现装置的方

便固定的功能，机舱外壳101内壁的一端设置有固定轴104，第一转轴102的内部设置有连接

转轴108，连接转轴108的一端设置有第一转子105，第二转轴103的一端设置有第二转子

106，第一转轴102与第二转轴103的外侧均排列有三个扇叶107，第一转轴102一侧的外表面

固定安装有扰流端109，通过此机构，能够为第二转轴103与固定轴104提高稳定性，固定地

基2包括固定底座201、转动支撑座202、动力电机203、齿销204、重载滚轮205和限位侧边

206，固定底座201的上表面活动连接有转动支撑座202，转动支撑座202内部的一端固定安

装有动力电机203，转动支撑座202的内壁设置有齿销204，固定底座201的上表面与转动支

撑座202的下表面之间通过重载滚轮205连接，固定底座201外侧的上表面设置有限位侧边

206，发电结构5包括固定架501、电力柜502、导电箱503、第二定子固定架504和第一定子固

定架505，固定架501上表面的一侧固定安装有电力柜502，电力柜502的一侧固定安装有导

电箱503，导电箱503的一端固定安装有第二定子固定架504，第二定子固定架504的一侧固

定安装有第二定子固定架504。

[0020] 进一步，第一转轴102与连接转轴108为一体浇筑成型，第一转轴102的外表面与第

二转轴103的内壁之间通过滚轴连接，通过此机构，能够实现第一转轴102与第二转轴103之

间的反向转动的功能。

[0021] 进一步，固定轴104与第二转轴103的外表面之间通过轴承连接，第二转轴103的一

端与第二转子106为一体浇筑成型，通过此机构，能够实现装置的方便固定的功能。

[0022] 进一步，第二定子固定架504延伸至第二转子106的外侧，第一定子固定架505延伸

至第一转子105的外侧，第一定子固定架505与第一转子105之间和第二定子固定架504与第

二转子106之间的间距为零点二五至一点五毫米之间，通过此机构，能够完成电力传动的功

能。

[0023] 进一步，第二转子106与第一转子105的外表面均排列有磁片，第一定子固定架505

与第二定子固定架504一端的下表面均固定安装有定子，通过此机构，能够完成发电操作。

[0024] 进一步，动力电机203的外侧固定安装有支撑架，动力电机203与齿销204之间通过

齿轮传动，通过此机构，能够实现装置的传动需求。

[0025] 进一步，转动支撑座202外侧的下端与固定底座201的上表面通过滚轴连接，通过

此机构，能够实现装置的转动效果。

[0026] 进一步，支撑柱3的下表面与转动支撑座202的上表面通过螺栓固定，通过此机构，

能够实现装置的方便固定的功能。

[0027] 进一步，固定轴104与机舱外壳101为一体浇筑成型，通过此机构，能够为第二转轴

103与固定轴104提高稳定性。

[0028] 进一步，第一转轴102与第二转轴103为反向转动，转动支撑座202与固定底座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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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表面之间排列有多个重载滚轮205，通过此机构，能够为装置提供支撑效果。

[0029] 工作原理：通过第一转轴102与第二转轴103反向转动，第一转轴102与第二转轴

103同时带动第二转子106与第一转子105发生转动，并且第一转轴102与第二转轴103之间

通过滚轴隔开，互不影响，同时使第一转子105与第二转子106外侧的磁片与第一定子固定

架505和第二定子固定架504一端的定子发生反应，产生电力，并传递至导电箱503的内部，

再由导电箱503进行处理，通过第二转轴103与第一转轴102和固定轴104与第一转子105两

者的配合，双重发电结构，能够实现双倍电力的输出，提高装置的电力输出量，通过固定地

基2的作用，动力电机203转动，使其与齿销204发生齿槽啮合连接，并带动转动支撑座202转

动，从而使装置实现转动的功能，使扇叶107始终保持迎风状态，提高第一转轴102与第二转

轴103的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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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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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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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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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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