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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风电叶片切割破碎方法及其专用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风电叶片切割破碎方法

及其专用装置，该方法包括叶片轴向切割步骤和

弦向切割步骤。专用装置包括滚轮架(2)，与滚轮

架(2)轴向排列的叶片拖车(3)，与叶片拖车(3)

相连的卷扬机(10)，安装在滚轮架(2)上的滚轮

(13)，安装在叶片拖车(3)底下的行走轨道(9)，

分别安装在滚轮架(2)二侧的轴向切割电机(4)

和弦向切割电机(7)，安装在滚轮架(2)前部的U

型支架(6)，U型支架(6)底边上安装有传动轮

(11)，U型支架(6)顶边上安装有轴向切割绳换向

装置(5)。本发明提供的风电叶片切割方法，工艺

设计合理，可操作性强，叶片切割速度快，工作效

率高，省时省力，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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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风电叶片切割破碎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A、轴向切割破碎

首先将叶片(16)置于滚轮架(2)和叶片拖车(3)上面，用捆绑带将叶片(16)固定在叶片

拖车(3)上面；

将轴向金刚石切割绳(14)安装在U型支架(6)底边上的传动轮(11)上和U型支架(6)顶

边上的换向装置(5)上，传动轮(11)与轴向切割电机(4)相连，启动轴向切割电机(4)，使轴

向金刚石切割绳(14)匀速转动；

然后启动卷扬机(10)，使叶片拖车(3)以及用捆绑带固定在其上方的叶片(16)，通过行

走的的轨道(9)缓缓移动，进行轴向切割，切割过程中，用水冷却切割位置，并用水槽(12)储

存废水；

B、弦向切割破碎

待轴向切割一段长度时，停止轴向切割，根据轴向分割要求的长度，进行弦向切割，将

叶片切断，具体步骤如下：

将弦向金刚石切割绳(15)安装在U型支架(6)底边上的传动轮(11)和弦向切割电机(7)

上，启动电机滑向装置(8)，使得弦向金刚石切割绳(15)缓缓绷紧，然后启动弦向切割电机

(7)进行叶片弦向切割，切割过程中，用水冷却切割位置，并用水槽(12)储存废水；待切割完

毕，切割废料用废料拖车(1)拖走。

2.一种风电叶片切割破碎的专用装置，其特征在于：它包括放置叶片的滚轮架(2)，与

滚轮架(2)轴向排列的叶片拖车(3)，与叶片拖车(3)相连的卷扬机(10)，安装在滚轮架(2)

上的叶片轴向移动用滚轮(13)，安装在叶片拖车(3)底下的行走轨道(9)，分别安装在滚轮

架(2)二侧的轴向切割电机(4)和弦向切割电机(7)，安装在滚轮架(2)前部的U型支架(6)，U

型支架(6)底边上安装有传动轮(11)，U型支架(6)顶边上安装有轴向切割绳换向装置(5)；

轴向切割时，轴向金刚石切割绳(14)安装在传动轮(11)和切割绳换向装置(5)上；传动

轮(11)与轴向切割电机(4)相连；

弦向切割时，弦向切割电机(7)与电机滑向装置(8)相连，弦向金刚石切割绳(15)与传

动轮(11)和弦向切割电机(7)相连。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风电叶片切割破碎的专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滚轮架(2)前部

设有废料拖车(1)。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风电叶片切割破碎的专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滚轮架(2)侧边

设有用于叶片切割破碎时，储存废水的水槽(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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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风电叶片切割破碎方法及其专用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报废风电叶片处理设备，特别涉及风电叶片切割破碎装置及其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风电行业的迅速发展，达到报废年限的风力叶片也随之增多，如何处理这些

报废的叶片成了一个很大的难题，目前报废叶片处理方案有物理粉碎法、物理化学法、焚烧

法。由于叶片体积大，处理时运输不方便，运输成本高，而且现有的报废叶片处理方案，也需

要先将叶片化整为零，切成小块，然后进行下一步的处理。

[0003] 因此，很有必要在现有基础上，设计一种结构合理，使用方便的风电叶片切割破碎

设及其方法。

发明内容

[0004] 发明目的：本发明目的是为了解决报废风电叶片运输难、处理难等问题，提供一种

结构设计合理，操控方便，工作效率高，成本低的风电叶片切割破碎装置及其方法。

[0005] 技术方案：为了实现本发明的目的，本发明采取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风电叶片切割破碎方法，它包括以下步骤：

[0007] A、轴向切割破碎

[0008] 首先将叶片置于滚轮架和叶片拖车上面，用捆绑带将叶片固定在叶片拖车上面；

[0009] 将轴向金刚石切割绳安装在U型支架底边上的传动轮上和U型支架顶边上的换向

装置上，传动轮与轴向切割电机相连，启动轴向切割电机，使轴向金刚石切割绳匀速转动；

[0010] 然后启动卷扬机，使叶片拖车以及用捆绑带固定在其上方的叶片，通过行走的的

轨道缓缓移动，进行轴向切割，切割过程中，用水冷却切割位置，并用水槽储存废水；

[0011] B、弦向切割破碎

[0012] 待轴向切割一段长度时，停止轴向切割，根据轴向分割要求的长度，进行弦向切

割，将叶片切断，具体步骤如下：

[0013] 将弦向金刚石切割绳安装在U型支架底边上的传动轮和弦向切割电机上，启动电

机滑向装置，使得弦向金刚石切割绳缓缓绷紧，然后启动弦向切割电机进行叶片弦向切割，

切割过程中，用水冷却切割位置，并用水槽储存废水；待切割完毕，切割废料用废料拖车拖

走。

[0014] 一种风电叶片切割破碎的专用装置，它包括放置叶片的滚轮架，与滚轮架轴向排

列的叶片拖车，与叶片拖车相连的卷扬机，安装在滚轮架上的叶片轴向移动用滚轮，安装在

叶片拖车底下的行走轨道，分别安装在滚轮架二侧的轴向切割电机和弦向切割电机，安装

在滚轮架前部的U型支架，U型支架底边上安装有传动轮，U型支架顶边上安装有轴向切割绳

换向装置；

[0015] 轴向切割时，轴向金刚石切割绳安装在传动轮和切割绳换向装置上；传动轮与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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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切割电机相连；

[0016] 弦向切割时，弦向切割电机与电机滑向装置相连，弦向金刚石切割绳与传动轮和

弦向切割电机相连。

[0017] 作为优选方案，以上所述的风电叶片切割破碎的专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滚轮架前

部设有废料拖车。

[0018] 作为优选方案，以上所述的风电叶片切割破碎的专用装置，滚轮架侧边设有用于

叶片切割破碎时，储存废水的水槽。

[0019] 有益效果：本发明提供的一种风电叶片切割破碎方法及其装置具有以下优点：

[0020] (1)本发明提供的风电叶片切割破碎方法，工艺设计合理，可操作性强，叶片切割

速度快，工作效率高，省时省力，成本低。

[0021] (2)本发明提供的风电叶片切割破碎装置，结构设计合理，可对大型叶片进行轴向

和弦向快速切割，工作效率高，实用性强。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风电叶片切割破碎装置侧面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提供的风电叶片切割破碎装置俯视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为本发明提供的风电叶片切割破碎装置实际切割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为本发明提供的风电叶片切割破碎装置轴向切割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5为本发明提供的风电叶片切割破碎装置弦向切割时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明本发明，应理解这些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

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在阅读了本发明之后，本领域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各种等价

形式的修改均落于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

[0028] 实施例1

[0029] 如图1至图3所示，一种风电叶片切割破碎的专用装置，它包括放置叶片的滚轮架

2，与滚轮架2轴向排列的叶片拖车3，与叶片拖车3相连的卷扬机10，安装在滚轮架2上的叶

片轴向移动用滚轮13，安装在叶片拖车3底下的行走轨道9，分别安装在滚轮架2二侧的轴向

切割电机4和弦向切割电机7，安装在滚轮架2前部的U型支架6，U型支架6底边上安装有传动

轮11，U型支架6顶边上安装有轴向切割绳换向装置5；

[0030] 轴向切割时，轴向金刚石切割绳14安装在传动轮11和切割绳换向装置5上；传动轮

11与轴向切割电机4相连；

[0031] 弦向切割时，弦向切割电机7与电机滑向装置8相连，弦向金刚石切割绳15与传动

轮11和弦向切割电机7相连。

[0032] 以上所述的风电叶片切割破碎的专用装置，滚轮架2前部设有废料拖车1，滚轮架2

侧边设有用于叶片切割破碎时，储存废水的水槽12。

[0033] 实施例2如图3至图5所示，一种风电叶片切割破碎方法，它包括以下步骤：

[0034] A、轴向切割破碎

[0035] 首先将叶片16置于滚轮架2和叶片拖车3上面，用捆绑带将叶片16固定在叶片拖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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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面；

[0036] 将轴向金刚石切割绳14安装在U型支架6底边上的传动轮11上和U型支架6顶边上

的换向装置5上，传动轮11与轴向切割电机4相连，启动轴向切割电机4，使轴向金刚石切割

绳14匀速转动；

[0037] 然后启动卷扬机10，使叶片拖车3以及用捆绑带固定在其上方的叶片16，通过行走

的的轨道9缓缓移动，进行轴向切割，切割过程中，用水冷却切割位置，并用水槽12储存废

水；

[0038] B、弦向切割破碎

[0039] 待轴向切割一段长度时，停止轴向切割，根据轴向分割要求的长度，进行弦向切

割，将叶片切断，具体步骤如下：

[0040] 将弦向金刚石切割绳15安装在U型支架6底边上的传动轮11和弦向切割电机7上，

启动电机滑向装置8，使得弦向金刚石切割绳15缓缓绷紧，然后启动弦向切割电机7进行叶

片弦向切割，切割过程中，用水冷却切割位置，并用水槽12储存废水；待切割完毕，切割废料

用废料拖车1拖走。

[0041]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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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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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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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8

CN 107932791 B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DRA00007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