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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Spar浮式海上风流发电平台，属于风能

发电技术领域，包括蓄电池、防水壳、储能器、液

压发电机、平台主体、第二浮板、帆布、第三浮板、

滑块、伞面、伞绳、支块、拉绳、第一齿轮、第二发

电机、第二齿轮、支架、链条、飞轮、轮架、滑轨、机

架、连接杆、第二液压缸、第一浮板、支杆、车轮、

推板、第一液压缸、第一发电机、叶轮、支柱、弹簧

和滑道，所述滑道安装在平台主体上，车轮安装

在滑道内，车轮和滑道不固定相连，滑道内左右

两侧各安装第一液压缸，第一液压缸的活塞杆上

安装推板；本发明的优点是：能量利用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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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Spar浮式海上风流发电平台，包括蓄电池（1）、防水壳（2）、储能器（3）、液压发电

机（4）、平台主体（5）、第二浮板（6）、帆布（7）、第三浮板（8）、滑块（9）、伞面（10）、伞绳（11）、

支块（12）、拉绳（13）、第一齿轮（14）、第二发电机（15）、第二齿轮（16）、支架（17）、链条（18）、

飞轮（19）、轮架（20）、滑轨（21）、机架（22）、连接杆（23）、第二液压缸（24）、第一浮板（25）、支

杆（26）、车轮（27）、推板（28）、第一液压缸（29）、第一发电机（30）、叶轮（31）、支柱（32）、弹簧

（33）和滑道（34），其特征是：所述滑道（34）安装在平台主体（5）上，车轮（27）安装在滑道

（34）内，车轮（27）和滑道（34）不固定相连，滑道（34）内左右两侧各安装第一液压缸（29），第

一液压缸（29）的活塞杆上安装推板（28），推板（28）侧面安装弹簧（33），弹簧（33）安装在支

柱（32）上，支柱（32）安装在第一液压缸（29）侧面，推板（28）位于车轮（27）左右两侧，滑道

（34）上安装机架（22），机架（22）上安装滑轨（21），滑轨（21）上安装滑块（9），支杆（26）安装

在滑块（9）上，车轮（27）安装在支杆（26）上，支杆（26）左侧安装第三浮板（8），第三浮板（8）

上安装帆布（7），帆布（7）上安装第二浮板（6），第二浮板（6）右侧安装连接杆（23），连接杆

（23）安装在第一浮板（25）上，第一浮板（25）安装在支杆（26）右侧，第一浮板（25）左侧安装

第二液压缸（24），第二液压缸（24）的活塞杆与帆布（7）相连，滑轨（21）左右两侧各安装轮架

（20），轮架（20）上安装飞轮（19），拉绳（13）下端缠绕在飞轮（19）上，拉绳（13）上端安装支块

（12），支块（12）上安装三个伞绳（11），三个伞绳（11）安装在伞面（10）下，飞轮（19）的轴前端

安装第一齿轮（14），链条（18）右端套设在第一齿轮（14）上，链条（18）左端套设在第二齿轮

（16）上，第二齿轮（16）安装在第二发电机（15）的轴上，第二发电机（15）安装在支架（17）上，

支架（17）安装在轮架（20）侧面，第一液压缸（29）、第二液压缸（24）分别通过管路与储能器

（3）相连，储能器（3）通过管路与液压发电机（4）相连，液压发电机（4）通过导线与蓄电池（1）

相连，蓄电池（1）通过导线与第二发电机（15）相连，储能器（3）、蓄电池（1）和液压发电机（4）

安装在防水壳（2）内，防水壳（2）安装在平台主体（5）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Spar浮式海上风流发电平台，其特征是：所述机架（22）上

安装第一发电机（30），第一发电机（30）的轴上安装叶轮（31），蓄电池（1）通过导线与第一发

电机（30）相连。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Spar浮式海上风流发电平台，其特征是：所述支柱（32）采

用塑料材料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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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Spar浮式海上风流发电平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Spar浮式海上风流发电平台，属于风能发电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类开发海洋的步伐逐渐迈向深海海域，涌现出了很多新型的浮动式海洋平

台，Spar平台就是其中之一，目前Spar平台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人类开发深海的事业中，担负

了钻探、生产、海上原油处理、石油储藏和装卸等各种工作。现有技术的Spar平台的风能发

电一般都是利用风车发电来实现的，能量利用效率较低。为了解决上述困难，需要开发一款

能量利用率高的Spar浮式海上风流发电平台。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Spar浮式海上风流发电平台浮式海上风流发电平台。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问题是现有技术的Spar平台的风能发电一般都是利用风车发电

来实现的、能量利用效率较低的问题。

[0005] 为实现本发明的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Spar浮式海上风流发电平台，包括蓄电池、防水壳、储能器、液压发电机、平台

主体、第二浮板、帆布、第三浮板、滑块、伞面、伞绳、支块、拉绳、第一齿轮、第二发电机、第二

齿轮、支架、链条、飞轮、轮架、滑轨、机架、连接杆、第二液压缸、第一浮板、支杆、车轮、推板、

第一液压缸、第一发电机、叶轮、支柱、弹簧和滑道，所述滑道安装在平台主体上，车轮安装

在滑道内，车轮和滑道不固定相连，滑道内左右两侧各安装第一液压缸，第一液压缸的活塞

杆上安装推板，推板侧面安装弹簧，弹簧安装在支柱上，支柱安装在第一液压缸侧面，推板

位于车轮左右两侧，滑道上安装机架，机架上安装滑轨，滑轨上安装滑块，支杆安装在滑块

上，车轮安装在支杆上，支杆左侧安装第三浮板，第三浮板上安装帆布，帆布上安装第二浮

板，第二浮板右侧安装连接杆，连接杆安装在第一浮板上，第一浮板安装在支杆右侧，第一

浮板左侧安装第二液压缸，第二液压缸的活塞杆与帆布相连，滑轨左右两侧各安装轮架，轮

架上安装飞轮，拉绳下端缠绕在飞轮上，拉绳上端安装支块，支块上安装三个伞绳，三个伞

绳安装在伞面下，飞轮的轴前端安装第一齿轮，链条右端套设在第一齿轮上，链条左端套设

在第二齿轮上，第二齿轮安装在第二发电机的轴上，第二发电机安装在支架上，支架安装在

轮架侧面，第一液压缸、第二液压缸分别通过管路与储能器相连，储能器通过管路与液压发

电机相连，液压发电机通过导线与蓄电池相连，蓄电池通过导线与第二发电机相连，储能

器、蓄电池和液压发电机安装在防水壳内，防水壳安装在平台主体上。

[0007] 所述机架上安装第一发电机，第一发电机的轴上安装叶轮，蓄电池通过导线与第

一发电机相连。

[0008] 所述支柱采用塑料材料制成。

[0009] 本发明的优点是：海风吹动第一浮板、第二浮板和第三浮板，使第一浮板、第二浮

板和第三浮板左右移动，使支杆左右移动，使车轮在滑道内滚动，车轮推动推板使第一液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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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做收缩运动，车轮往反方向移动时，在弹簧的回复力下，第一液压缸做伸展运动，实现第

一液压缸做收缩运动；帆布被风的左右晃动，带动第二液压缸的活塞杆做伸缩运动；第一液

压缸和第二液压缸内的活塞压迫液压油通过储能器传递给液压发电机，液压发电机高速旋

转发出直流电流，充入蓄电池中；伞面在海风的吹动下，向上移动，使支块向上移动，使拉绳

向上移动，使飞轮反转，伞面在风的吹动下向下移动时，飞轮自身的回转力，使飞轮反转，使

拉绳被收卷起来，飞轮旋转带动第一齿轮旋转，使链条旋转，使第二齿轮旋转，使第二发电

机旋转发电，由蓄电池储存电能；海风使叶轮旋转，使第一发电机旋转发电，由蓄电池储存

电能。因此，本发明能量利用效率高。

附图说明

[0010] 图1是本发明一种Spar浮式海上风流发电平台整体结构图；

[0011] 图2是a部结构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12] 图3是滑轨安装结构的左视图；

[0013] 图中：1、蓄电池     2、防水壳     3、储能器     4、液压发电机     5、平台主体    

6、第二浮板     7、帆布     8、第三浮板     9、滑块     10、伞面     11、伞绳     12、支块    

13、拉绳      14、第一齿轮     15、第二发电机     16、第二齿轮     17、支架     18、链条     

19、飞轮     20、轮架     21、滑轨     22、机架     23、连接杆     24、第二液压缸     25、

第一浮板     26、支杆     27、车轮      28、推板     29、第一液压缸     30、第一发电机    

31、叶轮     32、支柱     33、弹簧     34、滑道。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15] 本发明一种Spar浮式海上风流发电平台，包括蓄电池1、防水壳2、储能器3、液压发

电机4、平台主体5、第二浮板6、帆布7、第三浮板8、滑块9、伞面10、伞绳11、支块12、拉绳13、

第一齿轮14、第二发电机15、第二齿轮16、支架17、链条18、飞轮19、轮架20、滑轨21、机架22、

连接杆23、第二液压缸24、第一浮板25、支杆26、车轮27、推板28、第一液压缸29、第一发电机

30、叶轮31、支柱32、弹簧33和滑道34，所述滑道34安装在平台主体5上，车轮27安装在滑道

34内，车轮27和滑道34不固定相连，滑道34内左右两侧各安装第一液压缸29，海风吹动第一

浮板25、第二浮板6和第三浮板8，使第一浮板25、第二浮板6和第三浮板8左右移动，使支杆

26左右移动，使车轮27在滑道34内滚动，车轮27推动推板28使第一液压缸29做收缩运动，车

轮27往反方向移动时，在弹簧33的回复力下，第一液压缸29做伸展运动，实现第一液压缸29

做收缩运动；第一液压缸29的活塞杆上安装推板28，推板28侧面安装弹簧33，弹簧33安装在

支柱32上，支柱32安装在第一液压缸29侧面，支柱32采用塑料材料制成，推板28位于车轮27

左右两侧，滑道34上安装机架22，机架22上安装第一发电机30，第一发电机30的轴上安装叶

轮31，蓄电池1通过导线与第一发电机30相连，海风使叶轮31旋转，使第一发电机30旋转发

电，由蓄电池1储存电能，机架22上安装滑轨21，滑轨21上安装滑块9，支杆26安装在滑块9

上，车轮27安装在支杆26上，支杆26左侧安装第三浮板8，第三浮板8上安装帆布7，帆布7上

安装第二浮板6，第二浮板6右侧安装连接杆23，连接杆23安装在第一浮板25上，第一浮板25

安装在支杆26右侧，第一浮板25左侧安装第二液压缸24，第二液压缸24的活塞杆与帆布7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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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帆布7被风的左右晃动，带动第二液压缸24的活塞杆做伸缩运动；滑轨21左右两侧各安

装轮架20，轮架20上安装飞轮19，拉绳13下端缠绕在飞轮19上，拉绳13上端安装支块12，支

块12上安装三个伞绳11，三个伞绳11安装在伞面10下，飞轮19的轴前端安装第一齿轮14，链

条18右端套设在第一齿轮14上，链条18左端套设在第二齿轮16上，第二齿轮16安装在第二

发电机15的轴上，第二发电机15安装在支架17上，伞面10在海风的吹动下，向上移动，使支

块12向上移动，使拉绳13向上移动，使飞轮19反转，伞面10在风的吹动下向下移动时，飞轮

19自身的回转力，使飞轮19反转，使拉绳13被收卷起来，飞轮19旋转带动第一齿轮14旋转，

使链条18旋转，使第二齿轮16旋转，使第二发电机15旋转发电，由蓄电池1储存电能；支架17

安装在轮架20侧面，第一液压缸29、第二液压缸24分别通过管路与储能器3相连，储能器3通

过管路与液压发电机4相连，液压发电机4通过导线与蓄电池1相连，蓄电池1通过导线与第

二发电机15相连，储能器3、蓄电池1和液压发电机4安装在防水壳2内，防水壳2安装在平台

主体5上，第一液压缸29和第二液压缸24内的活塞压迫液压油通过储能器3传递给液压发电

机4，液压发电机4高速旋转发出直流电流，充入蓄电池1中。

[0016] 本发明使用方法：海风吹动第一浮板25、第二浮板6和第三浮板8，使第一浮板25、

第二浮板6和第三浮板8左右移动，使支杆26左右移动，使车轮27在滑道34内滚动，车轮27推

动推板28使第一液压缸29做收缩运动，车轮27往反方向移动时，在弹簧33的回复力下，第一

液压缸29做伸展运动，实现第一液压缸29做收缩运动；帆布7被风的左右晃动，带动第二液

压缸24的活塞杆做伸缩运动；第一液压缸29和第二液压缸24内的活塞压迫液压油通过储能

器3传递给液压发电机4，液压发电机4高速旋转发出直流电流，充入蓄电池1中；伞面10在海

风的吹动下，向上移动，使支块12向上移动，使拉绳13向上移动，使飞轮19反转，伞面10在风

的吹动下向下移动时，飞轮19自身的回转力，使飞轮19反转，使拉绳13被收卷起来，飞轮19

旋转带动第一齿轮14旋转，使链条18旋转，使第二齿轮16旋转，使第二发电机15旋转发电，

由蓄电池1储存电能；海风使叶轮31旋转，使第一发电机30旋转发电，由蓄电池1储存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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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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