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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method for generating elec
tricity by using river water. A platform (2) or
water floating pontoon (2) i s constructed
over river water (1) in a river or an artificial
river flowing all the year, and an axle head of
a water impeller i s disposed on an upper sur
face of the platform (2). A water impeller (3)
i s submerged in the river water (1) and ro
tates under the driving of the flowing river
water (1), thereby triggering a speed change
gear (5) on the axle head to drive an electric
generator (6) to generate electricity. A n elec
tricity generation apparatus using river water
can be disposed in a water flow at a bank of a
river, a center of the river, and any position
where a water flow exists such as an artificial
canal, a reservoir, or a lake hydropower sta
tion, and river water power sources output by
the apparatus are used for power generation
in the river water or self-force water pumping
in the river water.

(57) 摘要：一种在河流水中的发电方
法，在江、河或人造河流中常年在流
水的河水 （1 ) 上空建平台 （2 ) 或水
上浮台 （2 ) ，在平台 （2 ) 的上平面

制位水叶轮的轴头，水叶轮 （3 ) 沉入河水 （1 ) 中被流动的河水 ( 1 ) 推动转动，从而引动轴头上的变速轮
( 5 ) 驱动发电机 （6 ) 发电。在江、河岸边的水流中至河流的中心及人造水渠、水库、湖泊水电站的任何一个

在流水的地方，都能设河流水发电装置，把装置中输出来的河水动力源，用于河流的水中发电或河流的水中自
力抽水。



说 明 书

在河流水中的发电方法及其装置

技术领域 ：

本发 明涉及一种在河流水 中的发电方法及其装置，简称 ：河水发 电，就是用河流水 中的流

动力源 ，其后推力极强无穷，用于长年流水的江 、河上、中、下游或人造河、渠、湖泊，至水

力发 电站进 出水的流水中，只要有水流动的条件就能 自力发 电或抽水及各种机加工动力。

背景技术：

已有的水力发电，是提 高水位水在下落过程 屮冲动水轮转动 ，传动发 电机发电。要有条件

才能发 电，造价大，应用受 限。

本发 明的 目的，是为 了节能环保取代燃煤发 电工程 ，提供一种在河流水中的发 电方法及其

装置，装置中包括：河水流槽 、发电平台或浮台和发电构件；平台是指高出河流水上平面间隔

河水流槽 的两平台或水上浮 台的上平面，河水流槽是指流动的河水 ，发 电构件是指河水发电方

法中所需的多种部件，本发明中所述的平台是指设在河流岸边上的凸出地平面上的高台称平台，

设在河流水面上的凸出河水面上的高台称浮动平 台，也叫做水上漂 的发电装置。无论是平台还

是浮台，都是用其上平面做制位轴承座的基准体的平面，由轴承座 内限定水叶轮与轴上的少半

径叶片在河流水中平行运转 的。两者不同之处在于 ，固定的平 台位置是不能移动的，浮动平台

能随河流水位上涨下落变化 自行升降水叶轮和平 台的过程不停止水轮运行，而且浮台能在河流

的水面上随需移动。总之 ，固定平台或浮动平 台的功能，效果都一样 ，又统称 " 平 台 "。有轴承

座 内制位着水叶轮与轴发电构件或通过河水中的大 、小平台串搭 ，把水叶轮与轴沉入在河水流

槽中被河水推动的运转 ，在河水 中由河水 自然流动中的水动力源推动装置中的水叶轮与轴转动，

传动发 电机发电，就是把河流水的流动力源转化成 电源 ，供给用户 。这是一种极大的节煤 、节

能的生产 电能的发明技术方案 ，能取代现有的一切发电技术，而且是跨大步在促进经济建设。

本发电装置建造投资少，运行成本低，不影响水源 的质量，原 自然环境不变。

发明内容 ：

本发 明是这样实现的， 种在河流水中的发 屯方法及其装置 ，装置中包括河水流槽 、发电

平台和发 电构件平台是指 髙出河流水上平面间隔河水流槽的两对称 的平 台或水面上浮台的上平

面，河水流槽是指流动的河水 ，发电构件是指河水发电方法中所需的构件 ， 是根据江 、河流水

的深度 ，水面宽度设不同的发 电装置的平 台，限定江 、河水流槽的实用深度和产业规模 。 在一

根平行轴上焊有平角的水叶片 ，沉入在河流水 中被河流水推动地转动 ，输 出动力传动发 电机发

电，用于长年流水的江、河或人造河流至水力发 电站进 出流水 中发 电或抽水及河岸边上的各种

机加工动力 。在河流的水面上空，设横跨河流两岸流槽建平台或在一边河岸建平台，或河流水

中建一至 多栋柱的间隔河水流槽的平台或浮台，就两岸边的栋柱在河水上空用钢材或拱跨至混

凝土支顶建择需形状的平 台或浮 台结构，或钢绳撑拉对搭成一至多个平台或浮台 ，在平 台或浮

台的上平面随外周形状建发 电机房或工棚至露天护栏 ，也能随卧圆长型的水叶轮与轴的外形确

定河水流槽 ，还能在河流水底部建凸出水面上空的栋柱与河岸边上的柱顶部联建发电平台；或

在水面上设浮台搭接 水叶轮 与轴及轴承或轴线座 ，也能用轴头顶尖结构 ，转向节，介轮与轴 ，



机械传动部分中的离合器，制动器，齿轮，皮带轮至变速箱发电构件，因需分别联接发电机在
平台上平面制位，与输变配电系统构成；如说明书附图所示的一幅多种实施方式的有基本概括
性的运行结构的示意图。在江、河流域上、中、下游的河水中设无数分段，把每段的河水自然
流动中的水间隔距离 3m以上至大择需，以水叶轮能正常运行为准，建一个同样的发电装置，把

每一段河流动力源转化成电源，联网供电于用户；河流水中的发电方法，在河水发电的技术领
域，有8种不同的发电形式：有与A 、B、C、D、E、F、G或者H发电的方式。

A、在河水流槽的两岸边上或河流水中，各建对称的横向平行直线的发电平台或浮台。
B、在河岸或河流的水上设浮台择与河水流槽 ( 1 ) 及相应的平台、浮台 （2 ) 上平面的轴

承座，做一根卧长水叶轮与轴。
C、在河流水中设一至多个水上浮台间隔河水流槽及对应的发电水上浮台。
D、在河流水中建一个独立的船形的水上浮台，河水流槽在平台或在行船的两侧。
E、在大江、河的流水中至水面上空以二至多位置划块，建多间隔河水流槽，多排列的多

平台浮台。
F、集河流中的浅水于落差位置，或者任何进排水处建平行水叶轮与轴制位的平台，或者

管内是嫘旋水轮的平台。
G、在水电站迸排水处的发电方法，发电平台设在排水槽的上空，其构造近似河流水发电

的方法，也能用于水库进或出水处建发电装置。
H、水叶轮与轴是钢元或厚壁空心管轴，在管或钢元的外径上至两轴头段内，起至于两轴

承座之间。
本发明在河流水中的发电方法及其装置，简称：河水发电，是把装置中的水叶轮周沿的叶

片沉入在河流的水中，由河水中自然流动的水动力源推动装置中水叶轮与轴转动，传动发电机
发电，供电于用户。本装置建造投资小，运行成本低，规模可大可小，原水质和自然环境不变。
说明书附图图面说明

图1中，是水面上浮动平台的俯视图，是发电运行中的整体结构运行的示意图，图 1是摘要

附图。
图1中 （1 ) 河流水，（2) 浮动平台的上平面制位的发电装置中的构件 ，（3) 卧圆长型的水

叶轮与轴，（4) 制位水叶轮与轴 （3) 的轴线座，（5) 机械传动部分，（6) 发电机及配电箱。

图2、是一边河岸处的发电平台或水上浮台，发电装置及运行结构示意图。
图2中，（1) 河水流槽，（2) 发电构件与发电平台或水上浮台，（3) 水叶轮与轴或前段稍轴

至后轴段与驱动轮，发电机及配电箱或只有一个开关闸刀。
实施方式-

实施例 1、一种在河流水中的发电方法，就是用江、河的上、中、下游全河流及人造河、渠，
水库，湖泊至水力发电站，常年在 自然流水的任何地方，在河流的水中及水面上空至河岸的地
面上或适宜的位置，建河水发电的装置，在江、河的纵向流水中确定能推动大、中、小，微型

的水叶轮在河水中转动的河水流槽的位置，基于河水流槽在江、河的横向建对应的河水发电择
需形状的方型，长方型或因需形状的发电平台或水上浮台；制做横跨河水流槽的直达任何两平
台或水上浮台上平面的卧圆长型的水叶轮与轴发电构件至轴两端的长轴头段，并将水叶轮与轴

上的两长轴头制位在发电平台或水上浮台上平面的轴承或轴线座内，在轴头或轴身有驱动轮；



卧圆长型的水叶轮周沿上少半径的平行叶片在轴入轴承座内的同步己沉入在河水流槽中，被流
动的河水推动的水叶轮转动运行，河水中流动的水动力源，经水叶片传动水叶轮轴上的驱动轮
输出机械动力，驱动发电平台或水上浮台上平面的机械传动部分至发电机转动发电输出电能源

供电于用户；或者在河流的水中自力抽水，也能在岸边至河水中供任何机加工所需的动力。
轴承或轴线座，机械传动部分的离合器、制动器、齿轮、皮带轮、转向节与轴的构件，发

电机及输、变、配电部分；全制位在发电平台或水上浮台上平面的适宜位置，在平台上平面的

周沿建机房，工栩的挡墙安全护栏或露天。
在江、河流水的不同的河水位置中，其发电方法有与 、B、C、D、E、F、G或者H8种河水流

槽，发电平台或水上浮台，以相同、等同、近似的对应的不同方式及水叶轮与轴的制造方法。
实施例2、一种在江、河流水的A位置的发电方法，用竹、木、胶皮筏或金属空腔物体漂浮

在水面上的，称浮动平台，任何浮动平台之间，都是间隔有一条河水流槽，一至多个浮动平台
与一至多个河流水槽排列成一长条，在河流的横向漂浮在水面上，由水叶轮与轴上的少半径叶

片，在河水流槽中栏截河水中的水动力源，经水叶轮轴上的轴头传送至浮动平台上平面的机械
传动部分，传动发电机发电输出电能源。

在江、河的任何水面上有一至多行排列的发电装置，凡是有间隔距在两行以上排列的发电
装置，全由转向节与轴并联每一行中每一根水叶轮轴轴头上的轴动力与特大至最大的浮动平台

上平面的总机械传动的主轴上传动大发电机发电，都是 由轴承座内限定水叶轮与轴上的少半径
叶片沉入在河水流槽中平行运转，在浮动平台的上平面的适宜处制位机械传动部分，发电机和
输配电系统，浮动平台上的周边有钢网操作平台或无，浮动平台是由河岸上设桩柱用钢绳栓拉
或铁锚水下制位在水面上。

实施例3、一种在江、河流水的B位置的发电方法，在江、河的水面上设独立的单体运行的

浮动平台，卧圆长型轴的两端各有一个卧圆长型的水叶轮，双水叶轮的轴身段制位在浮动平台
上平面的轴线座内，或者在浮动平台的两侧用卧圆长型水叶轮与轴单排列向外跨河水流槽，延
扩一至多个浮动平台增大装置容力。都是 由轴承座内限定水叶轮与轴上的少半径叶片沉入在河

水流槽中平行运转，在浮动平台的上平面的适宜处制位机械传动部分，发电机和输配电系统，
浮动平台上的周边有钢网操作平台或无，浮动平台是由河岸上设桩柱用钢绳栓拉或铁锚水下制

位在水面上。
实施例4、一种在江、河流水的C位置的发电方法，在江、河的水面上有多个单体浮动平台

间隔河水流槽，相互串联按行距组集成的水面上形成一片的水面上大浮台，间隔有河水流槽的

水上大浮动平台，都是由水叶轮与轴上的两端长轴头横跨河流水槽制位在各种单体浮动平台上

平面的轴线座内，限定水叶轮与轴上的少半径叶片沉入在河水流槽中平行运转，在浮动平台的
上平面的适宜处制位机械传动部分，发电机和输配电系统，浮动平台上的周边有钢网操作平台
或无，浮动平台是由河岸上设桩柱用钢绳栓拉或铁锚水下制位在水面上。

实施例5、一种在江、河流水的D位置的发电方法，在江、河的水面上设两个单体相对称的
浮动平台之间有卧圆长型水叶轮与轴跨搭在 2至多个单体浮台之间间隔的2至多条河流水槽的

大、小平台上平面的轴线座内，或者是一至多河水流槽的各个单体浮动平台至串联¾¾特大浮动

平台和小平台上平面的轴线座内，都是 由轴承座内限定水叶轮与轴上的少半径叶片筑 入在河水
流槽中平行运转，在浮动平台的上平面的适宜处制位机械传动部分，发电机和饞 电系统，浮



动平台上的周边有钢网操作平台或无，浮动平台是由河岸上设桩柱用钢绳栓拉或铁锚水下制位
在水面上。

实施例6、一种在江、河流水的E位置的发电方法，在河水流槽的两岸边上，各建一个相对

称的由水叶轮与轴直达两个发电平台的上平面，制做所需功率大小的卧圆长型水叶轮与轴，并

把卧圆长型水叶轮与轴上两端的长轴头制位在发电平台上平面的轴承或轴线座内，限定水叶轮
上少半径的叶片沉入在河水流槽中运转，在平台的上平面制位机械传动部分至传动发电机发电

供电于用户。
实施例7、一种在江、河流水的F位置的发电方法，在河流水一边的河岸上建河水流槽与相

应的平台，做一根卧长轴，轴身前段的一头是卧圆长型的水叶轮与轴或稍段轴，把轴身后段制
位在平台或水上浮台上平面的轴承座内，同歩限定了水叶轮上少半径的叶片沉入在河水流槽中

运转，也可在轴身后段的前后位置的侧部位处，设一至多点位的抗力滚珠支座或无，平台的上
平面制位机械传动部分，发电机发电供于用户。

实施例8、一种在江、河流水的G位置的发电方法，在水电站进排水处建造近似河流水发电

的方法，也能用于水库进出水处建发电装置，在水流槽两侧的挡墙上留有制位发电装置平台或
者把发电平台和发电构件制位在排水流槽的上空由排水两側的挡墙悬空制位，悬空制位形式：
也能用于任何流动水的情形的宜悬空制位的急流水面或缓流面上的发电方法，再用混凝土及钢
材在挡墙的上下加固悬空的平台，在流槽段内设制位一至多组的水叶轮与轴平台，在挡墙间水

流槽的水面上空平台的上平面制位所有的发电构件，把水叶轮上的平行叶片沉入在河水流槽的
流水中运转，传动发电机发电。

实施例9、一种在江、河流水中转动的H的水叶轮与轴的制造方法，水叶轮与轴是钢元或厚

壁空心管轴，在管或钢元的外径上至两轴头段内，起至两轴承座之间的全轴身外径上等分布满

方型或长方型的平行轴与平行整体的或分节组合的叶片上少半径的叶片，在每一个水叶片之问
焊有强力互拉力的钢筋条或无，平行轴与平行直角的少半径叶片及有强力钢筋的平角通长网状
焊接或铸造成的长鼓型或稍型结构，轴的全表面是一周等分交错绕行焊接有网状的强力筋条或

通直轴，在每一个叶片上的一面有强力筋或无，钢元强力筋互联焊结成一体的大水叶轮轴或小
水叶轮轴也有前段是稍型轴，水叶轮的大小随河水确定，一套河流水中的水叶轮轴的运行结构，
能带动两台相同功率的发电机，或者单机发电，单泵抽水运行；在河流水近入海口段，水叶轮

轴头段有防涨潮的反向档介轮结构或无。
实施例 10、在轴承座的近处有一至多个制位变速轮的凸出的小平台上平面的高台或座架台，

台顶上是变速轮轴的轴承座或无。
固定平台或浮动平台是用其上平面做基准体的平面制位轴承座，浮动平台能随河流水位上

涨下落变化自行升降水叶轮不停止运转，或停止运转时把水叶轮上的全部叶片提出水面上空，
制息在浮动平台的上平面检修，固定平台或浮动平台有等同功能，都简称 " 平台"，浮动平台是
相同、等同、近似的平台船的形状，或在行船的两侧设水叶轮及轴平台，在任何不同的河水流

动的位置或漂浮在河流水的水面上。
每一台装置中的机械传动部分，发电机部分都制位在每一个发电平台的上平面，在江、河

流水中不同的任何某一段位置内的发电方法，都有与 A、B、C、D、E、F、G或者H因需设有单体

的河水发电平台与河水流槽或一至多单体组集串接 构的多种形式的河水发电平台与多种河水



流槽及有一至多种的用钢材，混凝土横跨支顶悬吊的平台或在河岸边设栋柱用钢绳悬空撑拉的

平台，是不同形式的相同、等同或近似的河流水中的河水发电技术方案，在 河水发电装置的发
电机容量，由1千瓦至20万千瓦，在河流水域中相同的河水发电装置间距为3m以上至大择需，栋

柱的高度随河水深度择定，栋柱的数量、大小隨发电机容量择定，卧圆长型的水叶轮轴的长度、
直径 Φ大小随河水、深度、宽度择定，也是择定机组容量大小的依据，限向、限量是电脑调控。

随水叶轮轴的外 Φ制定河水流槽平台或浮台，在浮台的周边有安全护栏，在浮台的内腔有
稳平台位置的重物或无，在水叶轮直径的一端或两端的前位置有人行道操作平台或无。

水泵在河水中自力抽水，发电，抽水泵的机械传动部分易损件是双配置或单件，发电、抽
水也能同步运行，或者单一的抽水灌溉或转用水。

乘船在江河水面上，测定河水的深度基点。
水叶轮就位的方法，先在平台或水上浮台上安装好就位水叶轮的强力架，把水叶轮与轴的

两端轴头升髙，放在所需高度的限位两轴头的立架顶部，轴头端有控位的工艺转把，在立架内

的导槽中徐徐下落至平台上平面的轴承或轴线座内，同步把水叶轮上少半径的叶片，也沉入在
河水中转动。

在浮台上的就位方案，将水叶轮与轴运至备好要就位水叶轮的浮台一 ¾河水流槽的位置，
把水叶轮与轴升移至就位处浮台的上空，随即用升降设备徐徐落入浮台上的轴承座内，并同步
把水叶轮上的少半径叶片沉入河水流槽中运转。

在装置的水叶轮前方有钝角或一边倾斜形的拦污网带及限制河流水量至平台面上的防洪
围。



：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在河流水中的发电方法，就是用江、河的上、中、下游全河流及人造河、渠，水库，

湖泊至水力发电站，常年在自然流水的任何地方，在河流的水中及水面上空至河岸的地面上或
适宜的位置，建河水发电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江、河的纵向流水中确定能推动大、中、小，

微型的水叶轮在河水中转动的河水流槽 （1 ) 的位置，基于河水流槽 （1) 在江、河的横向建对
应的河水发电择需形状的方型，长方型或因需形状的发电平台或水上浮台 （2); 制做横跨河水
流槽 （1) 的直达任何两平台或水上浮台 （2 ) 上平面的卧圆长型的水叶轮与轴 （3 ) 发电构件至

轴两端的长轴头段，并将水叶轮与轴 （3 ) 上的两长轴头制位在发电平台或水上浮台 （2 ) 上平
面的轴承或轴线座 （4 ) 内，在轴头或轴身有驱动轮；卧圆长型的水叶轮周沿上少半径的平行叶

片在轴入轴承座内的同步已沉入在河水流槽 （1) 中，被流动的河水推动的水叶轮转动运行，河

水中流动的水动力源，经水叶片传动水叶轮轴上的驱动轮输出机械动力，驱动发电平台或水上
浮台 （2 ) 上平面的机械传动部分 （5 ) 至发电机转动发电输出电能源 (6) 供电于用户；或者在

河流的水中自力抽水，也能在岸边至河水中供任何机加工所需的动力；
轴承或轴线座 （4 )，机械传动部分的离合器、制动器、齿轮、皮带轮、转向节与轴的构件，

(5), 发电机及输、变、配电部分 （6); 全制位在发电平台或水上浮台 （2 ) 上平面的适宜位置，

在平台 （2 ) 上平面的周沿建机房，工棚的挡墙安全护栏或露天；
在江、河流水的不同的河水位置中，其发电方法有与 、B、C D、E、F、G或者H8种河水流

槽 （1)，发电平台或水上浮台 （2), 以相同、等同、近似的对应的不同方式及水叶轮与轴的制

造方法。
2、一种在江、河流水的A位置的发电方法，包括权利要求 1所述的发电方法，其特征在于，

用竹、木、胶皮筏或金属空腔物体漂浮在水面上的，称浮动平台，任何浮动平台 （2 ) 之间，都
是间隔有一条河水流槽 （1)，一至多个浮动平台 （2 ) 与一至多个河流水槽 （1) 排列成一长条，
在河流的横向漂浮在水面上，由水叶轮与轴 （3 ) 上的少半径叶片，在河水流槽 （1) 中拦截河
水中的水动力源，经水叶轮轴上的轴头传送至浮动平台 （2 ) 上平面的机械传动部分，传动发电

机发电输出电能源；
在江、河的任何水面上有一至多行排列的发电装置，凡是有间隔距在两行以上排列的发电

装置，全由转向节与轴并联每一行中每一根水叶轮轴 （3 ) 轴头上的轴动力与特大至最大的浮动
平台 （2 ) 上平面的总机械传动力的主轴上传动大发电机发电，都是由轴承座内限定水叶轮与轴

(3) 上的少半径叶片沉入在河水流槽 （1) 中平行运转，在浮动平台 （2 ) 上平面的适宜处制位
机械传动部分 （5), 发电机和输配电系统 （6), 浮动平台上的周边有钢网操作平台或无，浮动

平台是由河岸上设桩柱用钢绳栓拉或铁锚水下制位在水面上。
3、一种在江、河流水的B位置的发电方法，包括权利要求 1所述的发电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江、河的水面上设独立的单体运行的浮动平台 （2 ) ，卧圆长型轴的两端各有一个卧圆长型的
水叶轮，双水叶轮的轴身段制位在浮动平台 （2 ) 上平面的轴线座内，或者在浮动平台的两侧用
卧圆长型水叶轮与轴 （3 ) 单排列向外跨河水流槽 （1) , 延扩一至多个浮动平台增大装置容力，

都是由轴承座内限定水叶轮与轴 （3 ) 上的少半径叶片沉入在河水流槽 （1) 中平行运转，在浮



动平台的上平面的适宜处制位机械传动部分 （5 ) ，发电机和输配电系统 （6), 浮动平台上的周

边有钢网操作平台或无，浮动平台是由河岸上设桩柱用钢绳栓拉或铁锚水下制位在水面上。
4、一种在江、河流水的C位置的发电方法，包括权利要求 1所述的发电方法，其特征在十，

在江、河的水面上有多个单体浮动平台 （2 ) 间隔河水流槽 （1) , 相互串联按行距组集成的水面
上形成一片的水面上大浮台 （2 ) ，间隔有河水流槽的水上大浮动平台 （2), 都是由水叶轮与轴

(3) 上的两端长轴头横跨河流水槽制位在各种单体浮动平台 （2 ) 上平面的轴线座内，限定水
叶轮与轴 （3 ) 上的少半径叶片沉入在河水流槽 （1) 中平行运转，在浮动平台 （2 ) 的上平面适

宜处制位机械传动部分 （5 ) ，发电机和输配电系统 （6 ) ，浮动平台上的周边有钢网操作平台或

无，浮动平台是由河岸上设桩柱用钢绳栓拉或铁锚水下制位在水面上。
5、一种在江、河流水的D位置的发电方法，包括权利要求 1所述的发电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江、河的水面上设两个单体相对称的浮动平台之间有卧圆长型水叶轮与轴 （3 ) 跨搭在2至多
个单体浮台之间间隔的2至多条河流水槽的大、小平台 （2 ) 上平面的轴线座内，或者是一至多

河水流槽的各个单体浮动平台至串联的特大浮动平台和小平台 （2 ) 上平面的轴线座内，都是由
轴承座内限定水叶轮与轴 （3 ) 上的少半径叶片沉入在河水流槽 （1) 中平行运转，在浮动平台
的上平面的适宜处制位机械传动部分 （5 ) ，发电机和输配电系统 （6), 浮动平台的周边有钢网

操作平台或无，浮动平台是由河岸上设桩柱用钢绳栓拉或铁锚水下制位在水面上。
6、一种在江、河流水的E位置的发电方法，包括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电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河水流槽 （1) 的两岸边上，各建一个相对称的由水叶轮与轴 （3 ) 直达两个发电平台 （2 ) 的
上平面，制做所需功率大小的卧圆长型水叶轮与轴 （3), 并把卧圆长型水叶轮与轴 （3 ) 上两端
的长轴头制位在发电平台 （2 ) 上平面的轴承或轴线座 （4 ) 内，限定水叶轮上少半径的叶片沉
入在河水流槽 ( 1 ) 中运转，在平台 （2 ) 的上平面制位机械传动部分 （5 ) 至传动发电机 （6 )

发电供电于用户。
7、一种在江、河流水的F位置的发电方法，包括权利要求 1所述的发电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河流水一边的河岸上建河水流槽 （1) 与相应的平台 （2 )，做一根卧长轴，轴身前段的一头是

卧圆长型的水叶轮与轴或稍段轴，把轴身后段制位在平台或水上浮台 （2 ) 上平面的轴承座 （1)
内，同歩限定了水叶轮上少半径的叶片沉入在河水流槽 （1) 中运转，也可在轴身后段的前后位
置的侧部位处，设一至多点位的抗力滚珠支座或无，平台 （2 ) 的上平面制位机械传动部分 （5 )，
发电机 （6 ) 发电供于用户。

、一种在江、河流水的 ；位置的发电方法，包括权利要求 1所述的发电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水电站进排水处建造近似河流水发电的方法，也能用于水库进出水处建发电装置，在水流槽
两侧的挡墙上留有制位发电装置平台或者把发电平台和发电构件制位在排水流槽的上空由排水
两侧的挡墙悬空制位，悬空制位形式：也能用于任何流动水的情形的宜悬空制位的急流水面或
缓流面上的发电方法，再用混凝土及钢材在挡墙的上下加固悬空的平台 （2), 在流槽段内设制
位一至多组的水叶轮与轴平台 （2 ) ，在挡墙间水流槽的水面上空平台 （2 ) 的上平面制位所有的

发电构件，把水叶轮上的平行叶片沉入在河水流槽的流水中运转，传动发电机发电。
9、一种在江、河流水中转动的Η的水叶轮与轴 （3 ) 的制造方法，包括权利要求 1所述的水

叶轮与轴 （3 )，其特征在于，水叶轮与轴是钢元或厚壁空心管轴，在管或钢元的外径上至两轴

头段内，起至两轴承座之间的全轴身外径上等分布满方_型或长方型的平行轴与平行整体的或分



节组合的叶片上少半径的叶片，在每一个水叶片之间焊有强力互拉力的钢筋条或无，平行轴与

平行直角的少半径叶片及有强力钢筋的平角通长网状焊接或铸造成的长鼓型或稍型结构，轴的
全表面是一周等分交错绕行焊接有网状的强力筋条或通直轴，在每一个叶片上的一面有强力筋

或无，钢元强力筋互联焊结成一体的大水叶轮轴或小水叶轮轴也有前段是稍型轴 （3), 水叶轮
的大小随河水确定，一套河流水 （1) 中的水叶轮轴 (3) 的运行结构，能带动两台相同功率的

发电机，或者单机发电，单泵抽水运行；在河流水近入海口段，水叶轮轴头段有防涨潮的反向
档介轮结构或无。

10、根据权利要求 1至9其中任何之一所述的发电方法，其特征是，在轴承座 （4 ) 的近处有

一至多个制位变速轮的凸出的小平台 （2 ) 上平面的高台或座架台，台顶上是变速轮轴的轴承座
( 4 ) 或无：

固定平台或浮动平台是用其上平面做基准体的平面制位轴承座，浮动平台能随河流水位上
涨下落变化 自行升降水叶轮不停止运转，或停止运转时把水叶轮上的全部叶片提出水面上空，

制息在浮动平台的上平面检修，固定平台或浮动平台有等同功能，都简称 " 平台"，浮动平台是
相同、等同、近似的平台船的形状，或在行船的两侧设水叶轮及轴平台，在任何不同的河水流
动的位置或漂浮在河流水 ) 的水面上；

每一台装置中的机械传动部分，发电机部分都制位在每一个发电平台的上平面，在江、河
流水中不同的任何某一段位置内的发电方法，都有与 A、B、C D、 E、 F、G或者H因需设有单体

的河水发电平台与河水流槽或一至多单体组集串接结构的多种形式的河水发电平台与多种河水
流槽及有一至多种的用钢材，混凝土横跨支顶悬吊的平台 （2 ) 或在河岸边设栋柱用钢绳悬空撑
拉的平台 （2 )，是不同形式的相同、等同或近似的河流水中的河水发电技术方案，在 河水发电
装置的发电机容量，由1千瓦至20万千瓦，在河流水域中相同的河水发电装置间距为3m以上至大

择需，栋柱的高度随河水深度择定，栋柱的数量、大小随发电机容量择定，卧圆长型的水叶轮

轴的长度、直径 Φ大小随河水、深度、宽度择定，也是择定机组容量大小的依据，限向、限量
是电脑调控；

随水叶轮轴 ( 3 ) 的外 Φ制定河水流槽平台或浮台 （2 ) ，在浮台 （2 ) 的周边有安全护栏，

在浮台的内腔有稳平台位置的重物或无，在水叶轮直径的一端或两端的前位置有人行道操作平

台或无；
水泵在河水中自力抽水，发电，抽水泵的机械传动部分易损件是双配置或单件，发屯、抽

水也能同步运行，或者单一的抽水灌溉或转用水；
乘船在江河水面上，测定河水的深度基点；
水叶轮就位的方法，先在平台或水上浮台上安装好就位水叶轮的强力架，把水叶轮与轴的

两端轴头升高，放在所需高度的限位两轴头的立架顶部，轴头端有控位的工艺转把，在立架内
的导槽中徐徐下落至平台上平面的轴承或轴线座内，同步把水叶轮上少半径的叶片，也沉入在
河水中转动：

在浮台上的就位方案，将水叶轮与轴运至备好要就位水叶轮的浮台一边河水流槽的位置，
把水叶轮与轴升移至就位处浮台的上空，随即用升降设备徐徐落入浮台上的轴承座内，并同步
把水叶轮上的少半径叶片沉入河水流槽中运转；

在装置的水叶轮前方有钝角或一边倾斜的拦污网带及限制河流水量至平台面上的防洪围。



经修改的权利要求
国际局收到日：2014 年10月16日 (16.10.2014)

1、一种在河流水中的发电方法，是续接创新用江、河的上、中、下游自然流动的全河流，
从河流水的源头至入海口处以内的任何一段或大江、河中某一片至大面积平行流动的河流水，
及人造河、渠，水库，湖泊至水力发电站进、出的流水处，常年在有自然流动水的任何地方，
在河流的水中及水面上空至河岸的地面上或适宜的位置，建河流水钝推力发电的装置，其特征
在于，在江、河的纵向流水中择定能够推动特大型至微型的水叶轮在河流水中转动的河水流槽
( 1) 的位置，基于河水流槽 ( 1) 在江、河的横向设对应的河水发电的方型，长方型或择需形
状的发电平台或河流中一个至多个水上浮台 （2); 微型至特大型的河水发电装置中的水叶轮与
轴 （3)，在河流水中运行的技术位置，是随发电规模大小确定水叶轮上的水叶片的长度、宽度，
即卧圆长型的水叶轮与轴 （3) 在河水流槽 ( I ) 中的运作，是应用了所需河流水整体的技术功
能，并概括了续接河流水技术界定的范围：下至河床底处的深度，是最大的河水利用率，上至
河流水面岸边的间空宽度，两侧至河水岸边或大河流中在水面上择需水面所需的水上面积定位，
是较小的河水利用率；在不同的发电装置中，所用的水叶轮直径 Φ大小，卧圆长型的水叶轮与
轴 （3) 的长度，至所需的水动力源大小，都是在概括技术界定的范围内因需择定的，并贯穿在
所有的权利要求中；用制成一体的卧圆长型的水叶轮与轴 （3) 至两端的长轴头段，制位在平台
或浮台 （2) 上平面的轴承座 （4) 内；在纵向流动的河水中择需一段所需的位置，采用横向的
卧圆长型轴上大钝面的水轮叶片拦截河流水中的水动力源，把水叶轮上少半径的下半个水叶轮
上平行的钝面叶片直下沉入在运行范围内河流的水中，切断流动的部分或全部河水，由每一个
叶片在河水中拦截随后续接流动到位的河水中的水动力源，推动水面下方少半个水叶轮上的每
一片叶片在河流水中随轴身向前移动位置，使水叶片断续出入水面，带动水面上空的大半个水
叶轮上的叶片与轴在河流水面上方续接空转, 每个叶片又续接入河流水中被河水推动的随轴身
向前移动，形成推动水叶轮与轴 （3) 在河流水中的叶片至河流水面上空的叶片，整体立式转动
在河流水面的上方、下方，两轴头或轴身上的驱动轮，输出有显著效果的机械力，传动发电机
发电，把河水动力源转换成电能源 (6) 输出，供电于用户；或者在河流的水中自力抽水，也能
在岸边至河水中供任何机加工所需的动力；

轴承或轴线座 （4)，变位离合的机械传动轮、转向节与轴的构件 （5)，发电机及输配电部
分 （6); 全制位在发电平台或水上浮台 （2) 上平面的适宜位置，浮台的面积随水叶轮叶片的长
度确定，浮台可因需延接至串联、并联，在平台 （2) 上平面的周沿建机房或工棚；

在江、河流水的不同的河水位置中，建自然流动的发电装置，是技术史上未曾有过的先例，
水叶轮与轴 （3)，河水流槽 （1) 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其发电方法有与 、B、C
D、E、F或者G7种河水流槽 （1)，发电平台或水上浮台 （2)，随不同方式的发电方法，或者H卧
圆长型的水叶轮与轴 （3) 的制造方法，就是本发明研发的河水钝推力整体的创造性所在。

2、一种在江、河流水的A位置的发电方法，包括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电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江、河的水面上用竹、木或金属空腔漂浮在水面上的，称浮动平台，在平台上制位发电装置
发电，在技术史上是未曾有过的先例，任何浮动平台 （2) 之间，都是间隔有一条河水流槽 （1)，
一至多个浮动平台 （2) 与一至多个河流水槽 （1) 排列成一片，漂浮在河流横向的水面上，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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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叶轮与轴 （3 ) 上的少半径叶片，在河水流槽 （1 ) 中拦截河流水中的水动力源，经水叶轮轴

上的轴头传送至浮动平台 （2 ) 上平面变位离合的机械传动轮，传动发电机发电输出电能源；
在江、河的任何水面上有一至多行排列的发电装置，凡是有间隔距在两行以上排列的发电

装置，全由转向节与轴并联每一行中每一根水叶轮轴 (3) 轴头上的轴动力与特大至最大的浮动
平台 （2 ) 上平面的总机械传动力的主轴上传动大发电机发电，都是由轴承或轴线座内限定水叶

轮与轴 （3 ) 上的少半径叶片沉入在河水流槽 （1) 中平行运转，在浮动平台 （2 ) 上平面的适宜
处制位变位离合的机械传动轮 （5 )，发电机和输配电系统 （6 ) ，浮动平台上的周边有钢网操作

平台或无，浮动平台是由河岸上设桩柱用钢绳栓拉或铁锚水下制位在水面上。
3、一种在江、河流水的B位置的发电方法，包括权利要求 1所述的发电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江、河的水面上设独立的单体运行的浮动平台 （2 ) ，卧圆长型轴的两端各有一个卧圆长型的
水叶轮，双水叶轮的轴身段制位在浮动平台 （2 ) 上平面的轴承或轴线座内，或者在浮动平台的
两侧用卧圆长型水叶轮与轴 （3 ) 单排列向外跨河水流槽 （1) ，延扩一至多个浮动平台增大装置
容力，都是由轴承或轴线座内限定水叶轮与轴 （3 ) 上的少半径叶片沉入在河水流槽 （1) 中水
叶片断续出入水面，整体水轮立式运转在河流水面的上下，拦截河流水中的水动力源，在浮动
平台土平面的适宜处制位变位离合的机械传动轮 （5), 发电机和输配电系统 （6 )，浮动平台上

的周边有钢网操作平台或无，浮动平台是由河岸上设桩柱用钢绳栓拉或铁锚水下制位在水面上。
4、一种在江、河流水的C位置的发电方法，包括权利要求 1所述的发电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江、河的水面上有多个单体浮动平台 （2 ) 间隔河水流槽 （1) ，相互串联再由转向节并联每一

行的轴头动力，按行距组集成的水面上形成一片的水面上大浮台 （2), 间隔有河水流槽的水上
大浮动平台 （2), 都是由水叶轮与轴 （3 ) 上的两端长轴头横跨河流水槽制位在各种单体浮动平
台 （2 ) 上平面的轴承或轴线座内，限定水叶轮与轴 （3 ) 上的少半径叶片沉入在河水流槽 ( 1 )

中平行运转，拦截河流水中的水动力源，在浮动平台 （2 ) 上平面的适宜处制位变位离合的机械
传动轮 （5 ) ，发电机和输配电系统 （6 ) ，浮动平台上的周边有钢网操作平台或无，浮动平台是

由河岸上设桩柱用钢绳栓拉或铁锚水下制位在水面上。
5、一种在江、河流水的 )位置的发电方法，包括权利要求 1所述的发电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江、河的水面上设两个单体相对称的浮动平台之向有卧圆长型水叶轮与轴 （3 ) 跨搭在2至多
个单体浮台之间间隔的2至多条河流水槽的大、小平台 （2 ) 上平面的轴承或轴线座内，或者是

—至多河水流槽的各个单体浮动平台至串联的特大浮动平台和小平台 （2 ) 上平面的轴线座内，
都是由轴承座内限定水叶轮与轴 （3 ) 上的少半径叶片沉入在河水流槽 （1) 中平行运转，拦截

河流水中的水动力源，在浮动平台上平面的适宜处制位变位离合的机械传动轮 （5 ) ，发电机和
输配电系统 （6), 浮动平台的周边有钢网操作平台或无，浮动平台是由河岸上设桩柱用钢绳栓

拉或铁锚水下制位在水面上。
6、一种在江、河或人造河流水的E位置的发电方法，包括权利要求 1所述的发电方法，其特

征在于，在河水流槽 （1 ) 的两岸边上，各建一个相对称的由水叶轮与轴 （3 ) 直达两个发电平
台 （2 ) 的上平面，制做所需功率大小的卧圆长型水叶轮与轴 （3), 并把卧圆长型水叶轮与轴 （3 )

上两端的长轴头制位在发电平台 （2 ) 上平面的轴承或轴线座 （4 ) 内，限定水叶轮上少半径的

叶片沉入在河水流槽 （1) 中运转，拦截河流水中的水动力源，在平台 （2 ) 的上平面制位变位
离合的机械传动轮 （5 ) 至传动发电机 (6) 发电供电于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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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种在江、河或人造河流水的F位置的发电方法，包括权利要求 1所述的发电方法，其特

征在于，在河流水一边的河岸上建河水流槽 （1) 与相应的平台 （2), 做一根卧长轴，轴身前段

的一头是卧圆长型的水叶轮与轴或稍段轴，把轴身后段制位在平台或水上浮台 （2 ) 上平面的轴
承座 （4 ) 内，同步限定了水叶轮上少半径的叶片沉入在河水流槽 （1) 中运转，拦截河流水中

的水动力源，也可在轴身后段的前后位置的侧部位处，设 至多点位的抗力滚珠支座或无，平
台 （2 ) 的上平面制位变位离合的机械传动轮 （5 ) ，发电机 （6 ) 发电供于用户。

8、一种在江、河或人造河流水的 置的发电方法，包括权利要求 1所述的发电方法，其特

征在于，在水电站进水处的水面上方就水渠的侧面建水叶轮平台，在排水沟的水面上设浮动平
台，建造近似河流水发电的方法，也能用于水库进出水处建发电装置，在电站出水处，就在水

流槽两侧的挡墙上留有制位发电装置平台或者把发电平台和发电构件制位在排水流槽的上空由
排水两侧的挡墙悬空制位，悬空制位形式：也能用于任何流动水的情形的宜悬空制位的急流水
面或缓流面上的发电方法，再用混凝土及钢材在挡墙的上下加固悬空的平台 （2), 在挡墙间流
槽段流水面的上空设制位一至多组的水叶轮与轴平台 （2 ) ，在平台 （2 ) 的上平面制位轴承或轴

线座内及所有的发电构件及变位离合的机械传动轮 （5 )，把水叶轮上的平行叶片沉入在河水流

槽的流水中运转，拦截河流水中的水动力源，传动发电机发电。
9、一种在江、河流水中转动的H的水叶轮与轴 （3 ) 的制造方法，包括权利要求 1所述的水

叶轮与轴 （3 ) ，其特征在于，水叶轮与轴是钢元或厚壁空心管轴，在管或钢元的外径上至两轴

头段内，起至两轴承座之间的全轴身外径上等分布满方型或长方型的平行轴与平行整体的或分
节组合的叶片上少半径的叶片，在每一个水叶片之间焊有强力互拉力的钢筋条或无，平行轴与

平行直角的少半径叶片及有强力钢筋的平角通长网状焊接或铸造成的长鼓型或稍型结构，轴的
全表面是一周等分交错绕行焊接有网状的强力筋条或通直轴，驱动轮A，变位离合的机械传动轮
B, A、B驱动轮在轴的中段，在每一个叶片的平面上有强力筋或无，钢元强力筋互联焊结成一体
的大水叶轮轴或小水叶轮轴也有前段是稍型轴 （3 ) ，水叶轮的大小随河水确定，一套河流水 （1)

中的水叶轮轴 （3 ) 的运行结构，能带动两台相同功率的发电机，或者单机发电，单泵抽水运行；

在河流水近入海口段，水叶轮轴头段有防涨潮的反向档介轮结构或无。
10、根据权利要求 1至9其中任何之一所述的发电方法或水叶轮与轴的制造方法，其特征是，

在轴承座 （4 ) 的近处有一至多个制位变速轮的凸出的小平台 （2 ) 上平面的高台或座架台，台

顶上是变速轮轴的轴承座 （4 ) 或无；

固定平台或浮动平台是用其上平面做基准体的平面制位轴承座，浮动平台能随河流水位上

涨下落变化 自行升降水叶轮不停止运转，或停止运转时把水叶轮上的全部叶片提出水面上空，
制息在浮动平台的上平面检修，固定平台或浮动平台有等同功能，都简称 " 平台 "，浮动平台是
相同、等同、近似的平台船的形状，或在行船的两惻设水叶轮及轴平台，在任何不同的河水流

动的位置或漂浮在河流水 （1) 的水面上；
每一台装置中的变位离合的机械传动轮，都是利用了全河流水中局部的河水中的水动力源

至全河流水中的处处横向全断面的平行流动的水动力源传动发电机转动发电，发电机部分都制

位在每一个发电平台的上平面，在江、河流水中不同的任何某一段位置内的发电方法，都有与A、

B、C D、E、F或G都是因需设有单体的河水发电平台与河水流槽或一至多单体组集串接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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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形式的河水发电平台与多种河水流槽及有一至多种的用钢材，混凝土横跨支顶悬吊的平台

(2) 或在河岸边设栋柱用钢绳悬空撑拉的平台 （2)，是不同形式的相同、等同或近似的河流水

中的河水发电技术方案，在河水发电装置的发电机容量，由1千瓦至20万千瓦，在河流水域中相

同的河水发电装置间距为¾ 以上至大择需，卧圆长型的水叶轮轴的长度、直径 Φ大小随河水、

深度、宽度择定，也是择定机组容量大小的依据，限向、限量是电脑调控；

随水叶轮轴 (3) 的外 Φ直径制定河水流槽平台或浮台 （2), 在浮台 （2) 的周边有安全护

栏，在浮台的内腔有稳平台位置的重物或无，在水叶轮直径的一端或两端的前端位置有人行道

操作平合或无；
水泵在河水中自力抽水，发电，抽水泵的机械传动部分易损件是双配置或单件，发 电、抽

水也能同步运行，或者单一的抽水灌溉或转用水；
水叶轮就位的方法，在平台或水上浮台上安装好就位水叶轮的立架，把水叶轮与轴的两端

轴 高，放在所需高度的两轴头的立架顶部，轴头端有控位的转把，在立架内的导糟中徐徐
下落至平台上平面的轴承或轴线座内，留有大半个水叶轮与轴在水面上空空转，水叶轮上少半

径的叶片边沉入转动在河水中全转动；
在浮台上的就位方案，将水叶轮与轴 （？）运至备好要就位水叶轮的浮台一边河水流槽的位

置，把水叶轮与轴升移至就位处浮台的上空，随即用升降设备徐徐落入浮台上的轴承座 （4 ) 内，

并同歩把水叶轮上的少半径叶片沉 可水流槽中运转，拦截沔流水中的水动力源；
在装置的水叶轮前方有钝角或一边倾斜的拦污网带。

12

修改页 （条约第19条)



条约第 19条第 （1 ) 款 的声明

本发明在原始 申请文件中权利要求 1的发明主题是：" 在河流水中的发 电方

法 "，是开拓性发明续接创新的申请，其创造性在于，是利用河流水中局部的至全

河流水中横向全断面处处流动的水动力源，转换成机械力，传动发电机发电。

把 自古平行流动的河水中横断面的水动力源，简单地直接用于发电，在技术

史上是未曾有过的先例，相对于现有技术，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

因我在原始申请择写的权利要求书中描述的技术特征和有益效果的细节内容不够

清楚、完整。今天，在原始权利要求书中把 " 水叶轮与轴 （3) 在河水流槽 （1)

中续接技术的界定范围"为基础都做了修改，具体是在权利要求 1中的第 1段 1行- 24

行，" 至转换成电能源 "全面完整地做了修改，和权 1第3段 1行H部位移入 了" 卧

圆长型 "。再有是原始权2中的 " 栏截河流水中的水动力源 "，移入权3至权利要求8

中都做了修改。还有权利要求 10第3段 1行增加了 " 都是 发电" 的内容。

按条约 19条 （1 ) 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书为审査基础。

该声明和国际申请以及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一起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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