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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BALANCED TYPE VERTICAL AXIS WIND POWER GENERATOR SET

(54) 发明名称：一种平衡式垂直轴风力发电机组

(57) Abstract: Disclosed i s a balanced type vertical axis wind power generat
or set, comprising an upright post, a wind vane driving assembly and a wind
wheel set thereof, and a vertical axis rotary system, wherein the vertical axis
rotary system i s provided with an outer rotor permanent magnet generator, an
upper upright post and a stabilization wheel; an inner stator lower shaft of the
outer rotor permanent magnet generator i s fixedly connected to the upper
portion of the upright post; one end portion of the upper upright post i s con
nected to an outer rotor upper end cover of the outer rotor permanent magnet
generator, and a first connecting piece i s fixedly connected at the end por
tion; one end portion of an upper bracket i s fixedly connected to the first con
necting piece and the other end i s fixedly connected to the upper portion of a
lift force type vane; one end portion of a middle bracket i s connected to the
outer rotor upper end cover of the outer rotor permanent magnet generator
and the other end portion of the middle bracket i s fixedly connected to the
middle portion of the lift force type vane; one end portion of a lower bracket
i s connected to an outer rotor lower end cover of the outer rotor permanent
magnet generator via a second connecting piece and the other end portion of
the lower bracket i s fixedly connected to the lower portion of the lift force
type vane; and the stabilization wheel i s connected to the lower end of the
second connecting piece, and a rotating portion of the stabilization wheel i s
arranged beside the upright post. The balanced type vertical axis wind power
generator set i s able to improve stability and balance, and has the advantages
of a simple structure, low comprehensive costs and ease of maintenance.

(57)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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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平衡式垂直轴风力发电机组，包括立柱、风叶驱动总成及其风轮组和垂直立轴回转系统，垂直立轴回转
系统设有外转子永磁发电机、上立柱和稳定轮；外转子永磁发电机的内定子下轴固接于立柱上部；上立柱一
端部与外转子永磁发电机的外转子上端盖连接，且固接设有第一连接件；上支架一端部与第一连接件固接，
另一端与升力型叶片上部固接；中支架一端部与外转子永磁发电机的外转子上端盖连接，另一端部与升力型
叶片中部固接；下支架一端部通过第二连接件与外转子永磁发电机的外转子下端盖连接，另一端部与升力型
叶片下部固接；稳定轮与第二连接件下端相接，且其转动部设于立柱旁侧。具有能够提高稳定性及平衡性，
且结构简单、综合成本低、易于维护的特点。



说明书

发明名称：一种平衡式垂直轴风力发电机组

技术领域

[1] 本发明涉及垂直轴风力发电机组技术，特别是涉及一种平衡式垂直轴风力发电

机组。

背景技术

[2] 风力发电已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科学家在分析了大气环流模型之后发现，

大气低层的对流气团所包含的风能是非常巨大的，是人类可利用且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再生能源之一。因此，在人类面临逐渐加剧的能源危机的情况下，

对于风力发电的研究开发也就越来越具有重大和深远的现实意义了。在一些发

达国家，如美国、荷兰、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风力发电在其国内

的电力结构中已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我国，只有少数地区，如新疆、

内蒙、甘肃、广东的南澳及汕尾红海湾、福建的漳州东山岛等地设有风力发电

站，其总装机容量还不到62000MW, 占我国电力结构比率不及3%。

[3] 现有技术中，现有技术中，垂直轴风力发电机可分为两种主要类型：一类是利

用翼型结构的升力做功的升力型垂直轴风力发电机 ，最典型的是达里厄

(Darrieus) 型风力发电机，而许多生产厂家的垂直轴风力发电机的制造技术都

是依该翼型结构的运转原理的基础上作出一些改进的技术；另一类是阻力型垂

直轴风力发电机，其原型结构是由风杯式测风仪的结构演变而来的，其原理就

是利用风叶水平旋转吋正反两面对风的阻力差来做功。

[4] 升力型垂直轴风力发电机在正常运转吋风能利用率可高达42 % , 但存在以下缺

陷：在低风速状态吋，受力面积较小，所产生的起动扭矩小，在自然条件下起

动通常需要四级或者四级以上风的风力驱动才能实现起动，由此使得对于大中

型风力发电机通常需另配电动机辅助起动装置强制驱动起动，从而使得整机结

构复杂，成本增高；而且在低风速阵风吋功耗也比较大。

[5] 阻力型垂直轴风力发电机，其风轮可以获得较大的起动力矩；但受其结构影

响，导致围绕着风轮产生侧向推力，使得风轮转速较低。



[6] 因而现有技术中的垂直轴风力发电机通常都是适用于中、小功率的风力发电机

，对其风轮叶片的结构形式，人们虽然不断作出一些新的改进，但这类改进往

往都是仅限于其中一些局部结构的某些方面的改进，由此导致这类垂直轴风力

发电机仍然同样存在以上缺陷，所作改进技术仍然不够全面，特别是在成本上

及风叶结构的变形问题上也仍然难于取得实质性突破，因此风能利用效率及综

合成本仍然是不够理想的。

[7] 中国发明专利 （专利号为： ZL201020209996.4 公开了一种'轨道式大型垂直轴

风力发电机组'，其结构主要为： 叶片为升力型叶片，该叶片固定于风叶支架，

风叶支架连接于回转系统。通过 釆用较为稳固的回转系统，以提高叶片强度，

使之能够抵御较大台风，以适用于大、中型的风力发电机。

[8] 但是上述专利又存在着以下问题：如升力型叶片在运动过程中出现离心力不平

衡，易导致叶片出现 歪斜及扭曲的现象；而且，风叶支架及整体结构较为复杂

，使得该 轨道式大型垂直轴风力发电机组材料消耗较大，综合制造成本较高，

且 不易维护，也不利于工业化生产及微小型 风力发电机组市场的推广应用 。

[9] 因此，针对现有技术中的存在问题，亟需提供一种能够提高稳定性及平衡性，

且结构简单、综合成本低、易于维护，有 利于工业化生产及大中型 风力发电机

组市场的推广应用的垂直轴风力发电机组的技术显得尤为重要。

发明内容

[10]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避免现有技术中的不足之处而提供一种能够提高稳定性及平

衡性，且结构简单、综合成本低、易于维护的垂直轴风力发电机组。

[11]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12] 提供一种平衡式垂直轴风力发电机组，包括有立柱以及位于所述立柱的风叶驱

动总成，所述风叶驱动总成包括有风轮组和垂直立轴回转系统，所述风轮组设

置有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升力型叶片和对应设置于所述垂直立轴回转系统的 两

个或者两个以上的 风叶支架，所述风叶支架包括有上支架、中支架和下支架，

其特征在于：

[13] 所述垂直立轴回转系统设置有外转子永磁发电机、上立柱和稳定轮；

[14] 所述外转子永磁发电机的与内定子相连的下轴固定连接于所述立柱上部；



[15] 所述上立柱一端部与所述外转子永磁发电机 的与外转子相连 的上端盖连接 ，所

述上立柱 固定连接设置有第一连接件 ；

[16] 所述上支架一端部与所述第一连接件 固定连接 ，所述上支架另一端与所述升力

型叶片 的上部 固定连接 ；

[17] 所述 中支架一端部与所述外转子永磁发电机 的与外转子相连 的上端盖连接 ，所

述 中支架另一端部与所述升力型叶片 的中部 固定连接 ；

[18] 所述下支架一端部通过第二连接件与所述外转子永磁发电机 的与外转子相连 的

下端盖连接 ，所述下支架另一端部与所述升力型叶片 的下部 固定连接 ；

[19] 所述稳定轮与所述第二连接件 的下端相接 ，并且所述稳定轮 的转动部设置于所

述立柱旁侧。

[20] 其 中， 所述上支架 、所述 中支架 、所述下支架分别位于所述升力型叶片均匀分

布等距设置 ，且所述 中支架与所述升力型叶片连接处位于所述升力型叶片 的水

平 中心线。

[21] 其 中，所述上支架 、所述 中支架和所述下支架相互平行设置。

[22] 其 中，所述上支架一端部 、所述 中支架一端部 、所述下支架一端部分别与所述

升力型叶片焊接连接。

[23] 其 中，所述第二连接件设置为套筒结构 的第二连接件 ，所述第二连接件两端设

置有法兰部 ，所述第二连接件 的一端所述法兰部与所述下端盖连接 ，所述第二

连接件另一端所述法兰部分别与所述下支架和 所述稳定轮 连接。

[24] 其 中， 所述升力型叶片 的上部和/或下部设置有延伸部。

[25] 其 中， 所述上端盖设置有与 所述上立柱 同轴线 的短轴 ，所述上立柱与所述短

轴法兰连接。

[26] 其 中，所述上立柱上端部设置有灯柱。

[27] 其 中，所述 中支架 的厚度大于或者等于所述上支架 的厚度和乂或所述下支架 的

厚度。

[28] 其 中，所述稳定轮包括有稳定轮支架 、滚轮和轴承 ，所述稳定轮支架与所述第

二连接件 的下端 固定连接 ，所述轴承 内圏与所述稳定轮支架 的轴承轴连接 ，所

述轴承外 圏与所述滚轮 的轴承孔连接 ，所述滚轮外圆周与所述立柱在正常工况



相离，所述滚轮外圆周与所述立柱在侧风突变工况相触。

[2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30] 一种平衡式垂直轴风力发电机组，由于包括有立柱以及位于立柱的风叶驱动总

成，风叶驱动总成包括有风轮组和垂直立轴回转系统，风轮组设置有 两个或者

两个以上的 升力型叶片和对应设置于垂直立轴回转系统的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

风叶支架，风叶支架包括有上支架、中支架和下支架，垂直立轴回转系统设置

有外转子永磁发电机、上立柱和稳定轮；外转子永磁发电机的与内定子相连的

下轴固定连接于立柱上部；上立柱一端部与外转子永磁发电机的与外转子相连

的上端盖连接，上立柱固定连接设置有第一连接件；上支架一端部与第一连接

件固定连接，上支架另一端与升力型叶片的上部固定连接；中支架一端部与外

转子永磁发电机的与外转子相连的上端盖连接，中支架另一端部与升力型叶片

的中部固定连接；下支架一端部通过第二连接件与外转子永磁发电机的与外转

子相连的下端盖连接，下支架另一端部与升力型叶片的下部固定连接；稳定轮

与第二连接件的下端相接，并且稳定轮的转动部设置于立柱旁侧。

[31] 由此，通过釆用中支架承重，同吋以上支架、中支架和下支架约束升力型叶片

，上支架和下支架位于中支架的两侧，且对应与外转子永磁发电机的外转子连

接，使得升力型叶片在高速运转吋，上支架和下支架能够提供必要的约束，并

且使升力型叶片的上部和下部受力平衡，以同步驱动外转子永磁发电机的外转

子并输出电流，从而提高了系统稳定性 及平衡性 ，而稳定轮的设置能够提高风

力发电机的抗摆性能，使风力发电机组运行平稳；与此同吋，还精简了零部件

，降低了制造成本，且便于安装及维护。

附图说明

[32] 利用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但附图中的实施例不构成对本发明的任何限

制。

[33] 图1是本发明的一种平衡式垂直轴风力发电机组的结构示意图。

[34] 图2是图1中的'A--A' 结构示意图。

[35] 图3是本发明的一种平衡式垂直轴风力发电机组的稳定轮部分的局部放大结构

示意图。



[36] 在图1、图2、图3中包括有：

[37] 1 立柱、2 上支架、3 中支架、4 下支架、

[38] 5 外转子永磁发电机、6--升力型叶片、7--延伸部、8--灯柱、

[39] 9 上立柱、10 第一连接件、11 第二连接件、12 稳定轮、

[40] 121 稳定轮支架、122-滚轮、123-轴承。

具体实施方式

[41] 结合以下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42] 实施例1

[43] 本发明的一种平衡式垂直轴风力发电机组，如图1、图2和图3所示：

[44] 包括有立柱1以及位于立柱1的风叶驱动总成，风叶驱动总成包括有风轮组和垂

直立轴回转系统，风轮组设置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升力型叶片6和对应设置

于垂直立轴回转系统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风叶支架，

风叶支架包括有上支架2、中支架3和下支架4，其中：

[45] 垂直立轴回转系统设置有外转子永磁发电机5、上立柱9和稳定轮12;

[46] 外转子永磁发电机5的与内定子相连的下轴固定连接于立柱1上部；

[47] 上立柱9一端部与外转子永磁发电机5的与外转子相连的上端盖连接，上立柱9

固定连接设置有第一连接件10;

[48] 上支架2—端部与第一连接件10固定连接，上支架2另一端与升力型叶片6的上

部固定连接；

[49] 中支架3—端部与外转子永磁发电机5的与外转子相连的上端盖连接，中支架3

另一端部与升力型叶片6的中部固定连接；

[50] 下支架4一端部通过第二连接件11与外转子永磁发电机5的与外转子相连的下端

盖连接，下支架4另一端部与升力型叶片6的下部固定连接；

[51] 稳定轮12与第二连接件11的下端相接，并且稳定轮的11转动部设置于立柱旁侧

[52] 通过釆用中支架3承重，同吋以上支架2、中支架3和下支架4约束升力型叶片6

，上支架2和下支架4位于中支架3的两侧，且对应与外转子永磁发电机的外转子

连接，使得升力型叶片6在高速运转吋，上支架2和下支架4能够提供必要的约束



，并且使升力型叶片6的上部和下部受力平衡，以同步驱动外转子永磁发电机5

的外转子并输出电流，从而提高了系统稳定性 及平衡性 ，而稳定轮 12的设置能

够提高风力发电机的抗摆性能，使风力发电机组运行平稳；与此同吋，还精简

了零部件，降低了制造成本，且便于安装及维护。

[53] 具体的，上支架2、中支架3、下支架4可以分别位于升力型叶片6均匀分布等距

设置，且中支架3与升力型叶片6连接处位于升力型叶片6的水平中心线。以使 上

支架2、 中支架3 和下支架对升力型叶片6的约束更加均匀，使升力型叶片6运行

更为平稳。

[54] 而且，上支架2、中支架3和下支架4还可以相互平行设置。以便于安装定位。

[55] 具体的，上支架2—端部、中支架3—端部、下支架4一端部分别与升力型叶片6

焊接连接。釆用焊接连接结构，固定性能更好。

[56] 具体的，第二连接件 11可以设置为套筒结构的第二连接件 11，第二连接件 11两

端设置有法兰部，第二连接件 11的一端法兰部与外转子永磁发电机5的 与外转子

相连的 下端盖连接，第二连接件 11另一端法兰部分别与下支架4和 稳定轮 12 连

接。

[57] 当升力型叶片6受力转动，带动上支架2、中支架3和下支架4转动，一起驱动外

转子永磁发电机5的外转子转动切割磁力线，驱动外转子永磁发电机5运转输出

电流。

[58] 实施例 2

[59] 本发明的一种平衡式垂直轴风力发电机组，如图1和图2所示，本实施例的主要

技术方案与实施例 1基本相同，在本实施例中未作解释的特征，釆用实施例 1中

的解释，在此不再进行赞述。本实施例与实施例 1的区别在于： 升力型叶片6的

上部和/或下部设置有延伸部7。上部和/或下部都增加延伸部7，以提高升力型叶

片6的受风受力面积，提高发电效率，特别是升力型叶片6的下部设置有延伸部7

，可以使升力型叶片6的重心下降，有效地提高了风力发电机组的抗摆能力，使

运转更为平稳。

[60] 具体的，升力型叶片6的上部和下部均可以设置有延伸部7。

[61] 而且，延伸部7还可以设置为长度大于或者等于上支架2与中支架3、中支架3与



下支架4位于与升力型叶片6连接处之间的间距。以进一步提高升力型叶片的受

风受力面积，提高发电效率，特别是升力型叶片的下部设置有较长的延伸部可

以使升力型叶片的重心进一步下降，更为有效地提高风力发电机组的抗摆能力

，使运转更为平稳。

[62] 具体的，升力型叶片可以设置为横截面呈翼型形状的升力型叶片。以使升力型

叶片的流体性能更好，阻力更小，运转效率更高。

[63] 实施例3

[64] 本发明的一种平衡式垂直轴风力发电机组，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的主要技术

方案与实施例 1或者实施例2基本相同，在本实施例中未作解释的特征，釆用实

施例 1或者实施例2中的解释，在此不再进行赞述。本实施例与实施例 1或者实施

例2的区别在于：外转子永磁发电机5的 上端盖可以设置有与 上立柱9同轴线的

短轴，上立柱9与短轴法兰连接。以便于安装上立柱。

[65] 具体的，上立柱9上端部还可以设置有灯柱8。以利于能够广泛应用于路灯，航

标灯，河道导航，高空警示灯等照明或者警示场合。使之更为节能环保，应用

范围更广。

[66] 实施例4

[67] 本发明的一种平衡式垂直轴风力发电机组，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的主要技术

方案与实施例 1或者实施例2或者实施例3基本相同，在本实施例中未作解释的特

征，釆用实施例 1或者实施例2或者实施例3中的解释，在此不再进行赞述。本实

施例与实施例 1或者实施例2或者实施例3的区别在于：中支架3的厚度大于或者

等于上支架2的厚度和乂或下支架4的厚度。

[68] 具体的，上支架2的厚度和下支架4的厚度设置为相同，中支架3的厚度设置为

上支架2的厚度或者下支架4的厚度的1.5倍。由于中支架3起到主要的承重作用，

因此设置中支架3的厚度较大，可以使承重能力更强，以进一步提高风力发电机

组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69] 实施例5

[70] 本发明的一种平衡式垂直轴风力发电机组，如图3所示，本实施例的主要技术

方案与实施例 1或者实施例2或者实施例3或者实施例4基本相同，在本实施例中



未作解释的特征，釆用实施例1或者实施例2或者实施例3或者实施例4中的解释

，在此不再进行赞述。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或者实施例2或者实施例3或者实施例

4的区别在于：稳定轮12包括有稳定轮支架 121、滚轮122和轴承123，稳定轮支

架 121与第二连接件11的下端固定连接，轴承123内圏与稳定轮支架 121的轴承轴

连接，轴承123外圏与滚轮的轴承孔连接，滚轮122外圆周与立柱1在正常工况相

离，滚轮外圆周与立柱1在侧风突变工况相触。

[71] 具体的，滚轮122可以设置为弹性滚轮。

[72] 具体的，滚轮122还可以设置为橡胶或者聚酯材料制成的弹性滚轮。

[73] 在正常工况吋，滚轮的外圆周与立柱相离，保持正常旋转；在侧风突变工况吋

，滚轮的外圆周与立柱相触，通过滚轮弹性摩擦缓冲突变加速，并通过滚轮弹

性复位，由此能够提高风叶支架的稳定性，防止风叶支架和升力型叶片侧倾及

摇摆。

[74] 本发明的一种平衡式垂直轴风力发电机组可以满足风力发电机运行外界条件的

国际标准：

[75] 1 、最高风速为55m/s ，高寒地区为40m/s;

[76] 2 、机组正常运行的温度范围为-20 °C〜+50 °C，高寒地区为-25 °C〜+45 °C ;

[77] 3 、机组运行的最高海拔为4000m;

[78] 4 、相对湿度为95 % ；

[79]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本发明保

护范围的限制，尽管参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发明作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实质和范围。



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1] 一种平衡式垂直轴风力发电机组，包括有立柱以及位于所述立柱

的风叶驱动总成，所述风叶驱动总成包括有风轮组和垂直立轴回

转系统，所述风轮组设置有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 升力型叶片和对

应设置于所述垂直立轴回转系统的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 风叶支架

，所述风叶支架包括有上支架、中支架和下支架，其特征在于：

所述垂直立轴回转系统设置有外转子永磁发电机、上立柱和稳定

轮；

所述外转子永磁发电机的与内定子相连的下轴固定连接于所述立

柱上部；

所述上立柱一端部与所述外转子永磁发电机的与外转子相连的上

端盖连接，所述上立柱固定连接设置有第一连接件；

所述上支架一端部与所述第一连接件固定连接，所述上支架另一

端与所述升力型叶片的上部固定连接；

所述中支架一端部与所述外转子永磁发电机的与外转子相连的上

端盖连接，所述中支架另一端部与所述升力型叶片的中部固定连

接；

所述下支架一端部通过第二连接件与所述外转子永磁发电机的与

外转子相连的下端盖连接，所述下支架另一端部与所述升力型叶

片的下部固定连接；

所述稳定轮与所述第二连接件的下端相接，并且所述稳定轮的转

动部设置于所述立柱旁侧。

[权利要求 2]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 一种平衡式垂直轴风力发电机组，其特征在

于：所述上支架、所述中支架、所述下支架分别位于所述升力型

叶片均匀分布等距设置，且所述中支架与所述升力型叶片连接处

位于所述升力型叶片的水平中心线。

[权利要求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 一种平衡式垂直轴风力发电机组，其特征在

于：所述上支架、所述中支架和所述下支架相互平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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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求 4 ]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 一种平衡式垂直轴风力发电机组，其特征在

于：所述上支架一端部、所述中支架一端部、所述下支架一端部

分别与所述升力型叶片焊接连接。

[权利要求 5]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 一种平衡式垂直轴风力发电机组，其特征在

于：所述第二连接件设置为套筒结构的第二连接件，所述第二连

接件两端设置有法兰部，所述第二连接件的一端所述法兰部与所

述下端盖连接，所述第二连接件另一端所述法兰部分别与所述下

支架和 所述稳定轮 连接。

[权利要求 6] 根据权利要求 1至5任意一项所述的 一种平衡式垂直轴风力发电机

组，其特征在于：所述升力型叶片的上部和/或下部设置有延伸部

[权利要求 7 ] 根据权利要求 1至5任意一项所述的 一种平衡式垂直轴风力发电机

组，其特征在于：所述上端盖设置有与 所述上立柱同轴线的短轴

，所述上立柱与所述短轴法兰连接。

[权利要求 8] 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 一种平衡式垂直轴风力发电机组，其特征在

于：所述上立柱上端部设置有灯柱。

[权利要求 9 ] 根据权利要求 1至5任意一项所述的 一种平衡式垂直轴风力发电机

组，其特征在于：所述中支架的厚度大于或者等于所述上支架的

厚度和乂或所述下支架的厚度。

[权利要求 10] 根据权利要求 1至5任意一项所述的 一种平衡式垂直轴风力发电机

组，其特征在于：所述稳定轮包括有稳定轮支架、滚轮和轴承，

所述稳定轮支架与所述第二连接件的下端固定连接，所述轴承内

圏与所述稳定轮支架的轴承轴连接，所述轴承外圏与所述滚轮的

轴承孔连接，所述滚轮外圆周与所述立柱在正常工况相离，所述

滚轮外圆周与所述立柱在侧风突变工况相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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