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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的目的是在于提供一种设有聚风板

的水平轴风力发电机，解决现有风力发电机上下

部分风力大小不同风力发电机风力利用效率低

和不安全的问题，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一种

水平轴风力发电机，包括塔架，叶轮，发电机舱，

叶轮转动带动发电机舱发电，发电机舱转动地固

定在塔架顶部，在塔架设有聚风板，聚风板通过

连接部与塔架连接，通过连接部围绕塔架轴心转

动，聚风板横截面是弯曲的片状，聚风板在叶轮

转动范围外侧底部，聚风板与叶轮转动的平面保

持在同一平面，也即聚风板跟随叶轮同步转动，

塔架包括筒状的或支架状，筒状的叫做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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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平轴风力发电机，包括塔架，叶轮，发电机舱，叶轮转动带动发电机舱发电，发

电机舱转动地固定在塔架顶部，其特征在于：在塔架设有聚风板，聚风板通过连接部与塔架

连接，通过连接部围绕塔架轴心转动，聚风板横截面是弯曲的片状，聚风板在叶轮转动范围

外侧底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连接部，其特征在于：连接部可以为轴承，轴承内圈与塔架固

定连接，轴承外圈与聚风板连接，轴承内圈和外圈可以相互转动而使聚风板围绕塔架转动，

或连接部是在塔架设置轨道，轨道环绕塔架固定，聚风板固定设有滑轮，滑轮沿着轨道转

动，或连接部可以是齿环，齿环固定在塔架，设齿轮固定在聚风板，齿轮咬合齿环，齿轮转动

可以带动聚风板环绕塔架转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平轴风力发电机，其特征在于：塔架为筒状的塔筒。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所述的一种水平轴风力发电机，其特征在于：在塔筒一侧增加整

流装置，整流装置包括槽状延伸主体，主体横截面大约为V形，V形主体的开口部靠近塔筒外

表面，主体通过连接部与塔筒外表面连接，使塔筒与主体形成从塔筒到主体方向的流线外

形，主体通过连接部环绕塔筒轴心转动，主体的两个侧面为平滑的弧形，使从塔筒到这两个

面一起所形成的横截面趋近于最优化的水滴形结构，主体的尾部设有导流突起，主体尾部

具有径向弹性，主体内有加强支架连接两个侧面的内侧之间。

5.根据权利要求1至4所述的一种水平轴风力发电机，其特征在于：连接部与主体隔着

塔筒相对的位置设槽型尖喙，尖喙的开口朝向塔筒，沿着塔筒从顶部到基部设置，主体转动

的时候，尖喙随连接部转动而一直位于主体和塔筒相对的位置。

6.根据权利要求1至5所述的一种水平轴风力发电机，其特征在于：尖喙，聚风板和整流

装置的主体都通过连接部与塔筒固定，包括上风式和下风式，上风式风力发电机的叶轮相

对于塔筒在来风方向，而尖喙和聚风板也相对于塔筒在来风的方向，即叶轮，尖喙和聚风板

与整流装置的主体隔塔筒相对，下风式风力发电机的叶轮相对于塔筒在去风方向，尖喙在

来风的方向，而聚风板和整流装置的主体也相对于塔筒在去风的方向，即叶轮，聚风板和整

流装置的主体都在塔筒的同一侧面。

7.根据权利要求1至6所述的一种水平轴风力发电机，其特征在于：沿着塔筒从顶部到

基部优选设至少三个连接部。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平轴风力发电机，其特征在于：聚风板宽度从底部向两

端逐渐变窄。

9.根据权利要求1至8所述的一种水平轴风力发电机，其特征在于：在连接部设有对风

装置，在发电机舱也设有对风装置，两者可以独立工作或关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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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平轴风力发电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风力发电领域, 具体是一种设有聚风板的水平轴风力发电机。

背景技术

[0002] 风能资源丰富，洁净，遍及任何角落，近年世界各地利用风能越来越多，其中有各

种风力发电机，例如水平轴风力发电机，垂直轴风力发电机等，  现在各种风力发电机仍然

存在造价高，风力利用效率低的问题，影响其普及发展，水平轴风力发电机比较其他类型风

力发电机具有很多优点，但是在水平轴风力发电机的运行中也存在很多问题，水平轴风力

发电机的叶轮是在竖直的面上转动运行，在叶轮运行的顶部和底部风速有差别，一般顶部

风速大于底部，叶轮上的每个叶片在转动过程中受风力不均匀，即在风力大的位置叶片受

力弯曲大，而在风力小的位置受力弯曲小，在每个叶片的一个旋转周期内，叶片的受力因此

发生周期性的变化，叶片因此晃动，由此引起叶轮，发电机舱，和塔筒的晃动，影响整个风力

发电机的安全和发电效率，同时，因为所有叶片固定分布在一个叶轮，在风力小的位置的叶

片会阻碍减慢在风力大的位置的叶片的转动，因此损失很多风能，塔筒在叶轮的旋转轴下

半部分，对风力也有影响，因此需要改进。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在于提供一种设有聚风板的水平轴风力发电机，解决现有风力发

电机上下部分风力大小不同风力发电机风力利用效率低和不安全的问题。

[0004] 本发明为实现上述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一种水平轴风力发电机，包括塔

架，叶轮，发电机舱，叶轮转动带动发电机舱发电，发电机舱转动地固定在塔架顶部，在塔架

设有聚风板，聚风板通过连接部与塔架连接，通过连接部围绕塔架轴心转动，聚风板横截面

是弯曲的片状，聚风板在叶轮转动范围外侧底部，聚风板与叶轮转动的平面保持在同一平

面，也即聚风板跟随叶轮同步转动，塔架包括筒状的或支架状，筒状的叫做塔筒。

[0005] 在塔架和聚风板之间设有连接部，聚风板通过连接部围绕塔架转动，连接部可以

为轴承，轴承内圈与塔架固定连接，轴承外圈与聚风板连接，轴承内圈和外圈可以相互转动

而使聚风板围绕塔架转动，如果塔架是塔筒，甚至可以用塔筒表面制作有环状凹陷，代替轴

承的内圈，或连接部是在塔架设置轨道，轨道环绕塔架固定，聚风板固定设有滑轮，滑轮沿

着轨道转动，或连接部可以是齿环，齿环固定在塔架，设齿轮固定在聚风板，齿轮咬合齿环，

齿轮转动可以带动聚风板环绕塔架转动，反之，齿环可以与聚风板固定连接，而在塔架设置

至少三个齿轮，均匀分布环绕在塔架同一水平面，齿轮与齿环相互配合，可以采用锥形齿轮

和齿环，能够同时提供轴向和径向的力量，齿轮转动带动齿环转动，齿环转动带动聚风板转

动，一个连接部与聚风板之间可以多个连接点，聚风板可以与多个连接部连接，例如聚风板

底部与一个连接部连接，而聚风板两端与另一个连接部连接，这样增加聚风板稳定，聚风板

的转动驱动由连接部实施，连接部设置与叶轮对风关联装置，同步叶轮与聚风板，具体可以

有多种形式，可以发电机舱与连接部用纯机械固定连接，使发电机舱，连接部和聚风板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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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运动，可以在连接部设电动驱动装置，与发电机舱的对风装置以有线或无线的方式电

连接，驱动连接部和聚风板同步运动，还可以聚风板单独设置对风驱动装置，使聚风板保持

与风的角度。

[0006] 优选的塔架采用最常用塔筒式结构，并且在塔筒一侧增加整流装置，整流装置包

括槽状延伸主体，主体横截面大约为V形，V形主体的开口部靠近塔筒外表面，主体通过连接

部与塔筒外表面连接，使塔筒与主体形成从塔筒到主体方向的流线外形，主体通过连接部

环绕塔筒轴心转动，主体的两个侧面可以是平面，而为了达到最好的效果主体的两个侧面

为平滑的弧形，使从塔筒到这两个面一起所形成的横截面趋近于最优化的水滴形结构，在

同一水平面，主体的开口部沿着塔筒表面之间的最短距离小于同一水平面塔筒半周长，从

塔筒顶部到基部根据塔筒直径变化主体尺寸也变化，即塔筒直径增加，主体也增加尺寸来

与塔筒适配，形成最佳流线外形，使塔筒附近不会有乱流形成，主体的尾部设有导流突起，

主体尾部具有径向弹性，径向弹性设置可以减少乱流的影响，主体内有加强支架连接两个

侧面的内侧之间，使两个侧面连接而形状固定，使两个侧面与塔筒靠近的边稳定，加强支架

为平行或斜拉等多种结构形状，在本申请中就不再一一列举，主体两个侧面互相为对称结

构。

[0007] 连接部与主体隔着塔筒相对的位置设槽型尖喙，尖喙的开口朝向塔筒，沿着塔筒

从顶部到基部设置，主体转动的时候，尖喙随连接部转动而一直位于主体和塔筒相对的位

置，连接部可以为轴承，轴承内圈与塔筒固定连接，轴承外圈与主体连接，在轴承外圈上还

固定设有槽型尖喙，尖喙的开口朝向塔筒，尖喙位于主体和塔筒相对的位置，可以跟随轴承

外圈转动，尖喙随连接部转动并一直与主体保持隔塔筒相对的位置，尖喙的设置同样适合

于轨道或齿环齿轮等结构，尖喙和主体分别有滑轮与轨道连接，主体和尖喙通过环绕塔筒

的连接杆连接，尖喙开口间沿着塔筒外表面的距离长度小于塔筒在同一水平上半周长的四

分之一长度，小尺寸的尖喙有利于减少尖喙的重量和成本，尖喙的尖部设有分流突起，尖喙

的设置可以具有分流作用，进一步减少阻力。

[0008] 尖喙，聚风板和整流装置的主体都通过连接部与塔筒固定，包括上风式和下风式，

上风式风力发电机的叶轮相对于塔筒在来风方向，而尖喙和聚风板也相对于塔筒在来风的

方向，即叶轮，尖喙和聚风板与整流装置的主体隔塔筒相对，下风式风力发电机的叶轮相对

于塔筒在去风方向，尖喙在来风的方向，而聚风板和整流装置的主体也相对于塔筒在去风

的方向，即叶轮，聚风板和整流装置的主体在塔筒的同一侧面。

[0009] 通过上述设置，尖喙，聚风板和主体都与连接部连接，这样就可以只通过一个驱动

装置就使尖喙，聚风板和主体同步运动，共同发挥其作用。

[0010] 沿着塔筒从顶部到基部优选设至少三个连接部最合适，因为这样的设置，主体和

塔筒之间至少三个连接位置，当塔筒受到外来的力量而产生变形的时候，主体因为与塔筒

连接而同时提供支撑或拉力。

[0011] 尖喙，聚风板和主体通过连接部与塔筒的连接为限位连接，即此连接部安装到位

后，尖喙，聚风板和主体受到其他方向的外力的时候，不可以从安装位置脱落，如在使用轴

承的连接部，尖喙，聚风板和主体在受到垂直方向的力的时候，不可以沿塔筒上下方向位

移，所以需要采用深沟球轴承等轴承内外圈不能沿轴承轴向位移的轴承，同时可以增加防

止轴承内外圈轴向互相转动的阻止装置，如刹车装置，安装在轴承内外圈之间，能够阻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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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圈相互转动，这样在不需要连接部转动的时候，使尖喙，聚风板和主体相对于塔筒固定连

接，不能够任何方向移动，而连接部采用轨道连接的时候，连接的滑轮也需要采用能够限位

的结构，如采用至少两个滑轮从不同方向夹住轨道，这样的设计使连接部不会因为外力而

从塔筒脱落，同时滑轮可以设刹车装置，这样在不需要连接部转动的时候，滑轮刹车。

[0012] 叶轮转动范围是一个以叶轮轴心的竖直圆形平面，聚风板长度小于叶轮转动范围

的一半，即聚风板设置在叶轮底部，聚风板两端延伸，低于过叶轮轴心水平线，因为叶轮底

部风力最小，向上逐渐增加，聚风板宽度从底部向两端逐渐变窄，聚风板横截面形状相对于

叶轮的位置为前开口，后开口或两侧开口，即所谓的聚风式，扩散式或聚风扩散式。

[0013] 聚风板可以设置多层，即在一个聚风板的外侧在设置一个或多个聚风板，以增加

聚风效果。

[0014] 聚风板连接于塔架，在叶轮底部，连接位置比较低，相比较于其他固定在发电机舱

或叶轮转轴等位置，本发明更加稳定可靠。

[0015] 尖喙，聚风板和主体材料可以多种材料制作，采用塑料，玻璃钢，碳纤维等轻质耐

老化材料制作，采用高分子材料聚碳纤维或PET塑料等透明材料可以增加美感，甚至采用超

薄钢化玻璃制作，也可以采用薄膜太阳能板制作，在薄膜太阳能板内部有支架，薄膜太阳能

板产生电能可以通过在连接部设置碳刷传输至塔筒基部，并输出至外部，可以传输电量到

发电机舱。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采用本发明所述的聚风板的一种风力发电机，使风力发

电机的叶轮在整个运转范围内都获得强大而均匀的风力，减少叶片及叶轮的晃动，减少发

电机舱和塔筒的晃动，塔筒整流装置减少塔筒的阻力，减少风经过塔筒后产生涡街而引起

塔筒的振动，并且与塔筒整流装置共用连接部，互相配合工作，大幅提高风力发电机的风力

利用效率和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设有聚风板的上风型风力发电机正面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的一种设有聚风板的上风型风力发电机竖直横截面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的一种设有聚风板的上风型风力发电机水平横截面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的一种设有聚风板的下风型风力发电机水平横截面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的一种风力发电机的聚风板的开口示意图；

图6为本发明的一种设有聚风板的下风型风力发电机竖直横截面示意图；

图7为本发明的一种设有聚风板的支架型塔架风力发电机水平横截面示意图；

图8为本发明的一种风力发电机的多层聚风板的开口示意图；

图中1为叶片，2为发电机舱，3为塔筒，4为聚风板，5为连接部，6为尖喙，7为聚风板支

架，8为主体，9为导流突起，10为加强支架，11为塔架。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述本发明，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设有聚风板的上风

型风力发电机正面示意图；图中1为叶片，3个均匀分布的叶片1组成叶轮，叶轮中心轴连接

发电机舱2，,发电机舱2设置在塔筒3的顶部，可以在水平面转动，塔筒3设有塔筒整流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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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以看到沿着塔筒3顶部到基部方向依次设有4个连接部5，聚风板4设置在叶轮转动

范围的最底部外侧，图中虚线圆圈表示叶轮转动范围，聚风板4与连接部5有多个固定点，聚

风板4中间与一个连接部5固定，聚风板4两端还通过聚风支架7与下部另一个连接部5固定，

尖喙6与连接部5依次固定，本图中叶片1，聚风板4和尖喙6都设置在塔筒3的来风的方向。

[0019] 图2为本发明的一种设有聚风板的上风型风力发电机竖直横截面示意图；图中1为

叶片，多个叶片1组成叶轮，叶轮中心轴连接发电机舱2，,发电机舱2设置在塔筒3的顶部，可

以在水平面转动，塔筒3设有塔筒整流装置，从图中可以看到沿着塔筒3顶部到基部方向依

次设有4个连接部5，图中箭头为来风方向，  8为主体，主体8与连接部5依次固定，导流突起9

在主体8的尾部，主体8尾部具有径向弹性，尖喙6，叶轮和聚风板4在塔筒3来风的方向，主体

8在塔筒去风方向，尖喙6，叶轮和聚风板4隔塔筒3与主体3在一个直线，尖喙6，叶轮和聚风

板4通过连接部5连接固定而可以同步转动，在连接部设有对风装置，在发电机舱也设有对

风装置，两者可以独立工作或关联工作，对风装置有多种形式，主动的，被动的或电动驱动

的等，尖喙6，叶轮和聚风板4的片状部分结构可以用薄膜太阳能电池。

[0020] 图3为本发明的一种设有聚风板的上风型风力发电机水平横截面示意图；图中3为

塔筒，4为聚风板，5为连接部，6为尖喙，7为聚风板支架，8为主体，  10为加强支架，从本图中

能够说明在上风式风力发电机中聚风板4，尖喙7和主体8三者之间位置关系。

[0021] 图4为本发明的一种设有聚风板的下风型风力发电机水平横截面示意图；图中3为

塔筒，4为聚风板，5为连接部，6为尖喙，7为聚风板支架，8为主体，9为导流突起，10为加强支

架，从本图中能够说明在下风式风力发电机中聚风板4，尖喙7和主体8三者之间位置关系。

[0022] 图5为本发明的一种风力发电机的聚风板的开口示意图；图中1为叶片，  4为聚风

板，  箭头为来风方向，图中聚风板4有三种不同形状的横截面，这些可以根据实际选择使

用。

[0023] 图6为本发明的一种设有聚风板的下风型风力发电机竖直横截面示意图；图中1为

叶片，2为发电机舱，3为塔筒，4为聚风板，5为连接部，6为尖喙，7为聚风板支架，8为主体，9

为导流突起，在本实施例中，箭头为来风方向，叶片1组成的叶轮，聚风板4,和主体8都在塔

筒3的下风侧，而尖喙6在塔筒3的上风侧，与叶片1组成的叶轮，聚风板4,和主体8隔塔筒3在

一个直线，。

[0024] 图7为本发明的一种设有聚风板的支架型塔架水平横截面示意图；图中4为聚风

板，5为连接部，  7为聚风板支架，  11为塔架，塔架11横截面为四边形，当采用这种形式的塔

架的时候，塔架11为各种支架连接而成的柱状架构，连接部5与塔架11的四个顶角固定，聚

风板4固定在连接部5，围绕塔架11转动。

[0025] 图8为本发明的一种风力发电机的多层聚风板的开口示意图；图中1为叶片，  4为

聚风板，聚风板4采用双层结构，两层之间通过几个筋连接保持距离，可以加强聚风效果，根

据实际情况选用。

[0026] 本发明的上述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一些关于风力发电的常识性的技术和原

理不再说明，根据现有技术可以有多种变化和组合使用，都在本申请保护范围。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10360049 A

6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6 页

7

CN 110360049 A

7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6 页

8

CN 110360049 A

8



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3/6 页

9

CN 110360049 A

9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4/6 页

10

CN 110360049 A

10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5/6 页

11

CN 110360049 A

11



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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