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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SINGLE-FRAME TYPE IMPELLER OF WIND TURBINE

(54) 发明名称：一种风力发电机单框架式叶轮

(57) Abstract: A single-frame type impeller of a wind turbine relating to the
technical field of wind power generation equipment comprises a wind wheel

「1 frame (1), a vane adjusting device, a supporting seat (6) and diagonal sup
porting rods (4). The vane adjusting device and the supporting seat (6) are
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 and assembled to the front end of the turbine (7)
spindle. The wind wheel frame (1) i s connected with the supporting seat (6)
via the diagonal supporting rods (4). Vanes (2) around the vane adjusting
device are assembled to the wind wheel frame (1) via shafts. The vane ad
justing device i s provided with a closed adjusting chamber (5). A gear type
or connecting rod type adjusting mechanism i s assembled in the adjusting
chamber (5). By changing the connecting manner of vanes and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the vanes,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the wind energy i s im
proved, the output power of the wind turbine i s increased, the volume, height
and weight of the wind turbine are reduced, and the wind turbine i s reason
able in structure and convenient for daily maintenance and overhauling.

(57) 摘要：一种风力发电机单框架式叶轮，涉及风力发电设备技
术领域，包括风轮框架 （1) 、叶片调节装置、支承座 （6 ) 、斜
支撑杆 （4 ) ，叶片调节装置及支承座 （6 ) 连接并装配在发电机
( 7 ) 主轴前端，风轮框架 （1 ) 与支承座 （6 ) 通过斜支撑杆
( 4 ) 连接，叶片 （2 ) 环绕叶片调节装置通过轴装配在风轮框架
( 1 ) 内；叶片调节装置设有密闭的调节室 （5 ) ，调节室 （5 )
内装配有齿轮式或连杆式调节机构。通过改变叶片连接方式，增
加叶片数量，提高了风能利用效率，增大了整机输出功率，降低
了风机体积、高度及重量，结构合理，方便 日常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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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风力发电机单框架式叶轮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风力发电设备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风力发电机单框

架式叶轮。

背景技术

风力发电机利用自然风能驱动叶片及发电机主轴旋转，带动电机转子

转动发电，具有绿色环保等特点，已广泛应用。

目前，风力发电机大多为主轴水平设置的其三驱动叶片形式，该结构

风机通常依靠增加叶片的长度，即增大叶片的扫风面积，提高额定输出功

率，因此增大风机功率的同时，其整体体积、高度、重量也随之增加，较高

的机体高度加大了整体的晃动度，导致抗风能力降低，大幅提高了整机结

构、强度、材料等设计要求，特别是叶片角度调节机构复杂，各叶片角度调

节异歩，加大了制作、运行及 日常维护成本，同时使风机对风速较为敏感，

风速的可利用范围变窄（当风速大于25m/s 时，一般采取停机避险），造成风

力资源的大量浪费，获得单位千瓦电能的成本上升，普遍存在风电设备投

资大，成本回收周期长，年利用小时数偏低的问题。而民用风机受其成本、

结构限制，叶片角度不可调，风轮超速"飞车"故障常见。此外，该结构的风

机叶片受材料及结构的限制，在运行过程中，尤其是雷雨天气，遭遇雷击折

断叶片的几率较高。

另外，专利号ZL

201420077847.5 公幵的一种水平轴风力发电机门扇形叶片及可伸缩风轮、

及ZL



201420078001 .3公幵的一种水平轴风力发电机船桨形叶片及鼓状可伸缩风

轮，虽然部分解决了叶片同歩、减小风机体积等问题，但由于其风轮结构为

二〜三个圆形框架及多条支撑杆体，整机机头部分重量并未减小，特别是

叶片的调节机构，采用框架上设槽、钢绳拉动的方式，其结构复杂，防腐蚀

、曰常维护、维修较困难，且钢绳与框架槽的摩擦损耗较大，导致总体运行

及单位发 电成本仍不理想。

发明内容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风力发电机单框架式叶轮，克服了现有技术

中的不足，提高了风能的利用率及发 电效率。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包括主轴水平设置的发 电机 ;还包括风轮框架、叶片

、支承座、斜支撑杆、叶片调节装置 ；

叶片调节装置包括叶片调节室、动力单元及调节机构 ；叶片调节室呈

水平筒形，叶片调节室后端联结固定在支承座的前部，叶片调节室及支承

座装配在发电机主轴前端 ；支承座与风轮框架通过斜支撑杆连接，叶片调

节室位于风轮框架的中央，斜支撑杆环绕支承座均布 ；叶片调节室内部装

配有动力单元及调节机构 ；

叶片固定安装在叶片轴上，叶片轴的外侧端部通过轴瓦装配在风轮框

架上，叶片轴的内侧端部伸入叶片调节室的筒形侧壁，叶片轴通过轴瓦与

叶片调节室筒形侧壁配合，并通过挡肩或卡盘限位 ；叶片环绕叶片调节室

均勻布设 ；

叶片调节装置的调节机构为齿轮式调节机构或连杆式调节机构 ；齿轮

式调节机构包括主传动齿轮、双联齿轮、轴端锥齿轮 ;轴端锥齿轮固定在叶



片调节室 内的叶片轴端部 ；主传动齿轮通过齿轮轴装配在叶片调节室中部

，环绕主传动齿轮装配有多个双联齿轮，双联齿轮 由柱状齿轮与锥形齿轮

构成 ;双联齿轮的柱状齿轮部分与主传动齿轮啮合，双联齿轮的锥形齿轮

部分与轴端锥齿轮啮合 ；主传动齿轮与动 力单元的动力输出机构连接 ；

连杆式调节机构包括推拉传动机构、调节框、转动臂 、连杆 ;推拉传动

机构 由摆臂、定位轴、主驱动臂、推拉杆组成 ；叶片调节室筒形侧壁的内侧

设有导轨，调节框通过轴承或滚轮装配在叶片调节室侧壁导轨上 ；转动臂

垂直固定在位于叶片调节室内的叶片轴端部，转动臂的另一端与连杆铰接

连接，连杆的另一端与调节框铰接连接 ；叶片调节室的前后端板内壁均设

有相对应的固定座 ，定位轴由调节框 中部垂直穿过，定位轴两端通过轴承

及轴承座安装在固定座上 ；摆臂一端垂直固定在定位轴中部，摆臂另一端

铰接连接主驱动臂 ，主驱动臂连接叶片调节装置动力单元的输出机构 ；推

拉杆的两端分别铰接连接在摆臂 中部及调节框上。

进一歩，所述的风轮框架与叶片调节室之间连接固定有辐式支杆 。

进一歩，所述的叶片为中空结构 ，叶片横向截面呈弧形，内部设有支承

筋板 ；叶片表面为纵向的螺旋曲面。

进一歩，所述的叶片调节室前端装配有锥型的导流罩。

进一歩，所述叶片调节装置的动 力单元采用电动机。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本发明采用风轮式的框架内装配 多个可绕

轴转动的叶片，风轮框架由金属材料制作，可避免雷电直击叶片 ；通过增加

叶片数量、形状，改变 了叶片连接方式，叶片两端受力，增强 了连接强度，

叶片的调节角度增大，可同时满足低风速及高风速区域的使用，提高 了风



机的风能利用效率，增大了整机输出功率，从而降低 了单位发 电功率的成

本，降低 了风机体积、高度及重量 ;解决 了现有技术三叶片水平轴风力发 电

机输出功率难以进一歩增大、风机可利用风速范围较窄、叶片易遭雷击损

坏等问题 。本发明技术特征与可伸缩风轮式风机相比，大幅降低 了风机的

机头重量、体积、主轴长度，改进 了叶片调节装置，将调节机构置于调节室

内，结构合理，损耗较小，降低 了故障率，方便 日常维护、维修。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发明内容作进一歩的描述。

附图说明

图 1为本发明实施例 1的结构示意图 ；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 1的齿轮式叶片调节机构结构示意图 ；

图3为本发明的叶片横截面示意图 ；

图4为本发明叶片外观示意图 ；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 2的结构示意图 ；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 2风轮框架与叶片调节室的连接示意图 ；

图 7为本发明实施例 2的连杆式叶片调节机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图中 ：1、风轮框架，2、叶片，3、导流罩，4、斜支撑杆，5、叶片调节室，

6、支承座，7、发 电机，8、杆塔，9、叶片轴，10、轴端锥齿轮，11、双联齿轮，

12、主传动齿轮，13、辐式支杆，14、固定座，15、滑块 ，16、摆臂，17、主驱

动臂，18、推拉杆 ，19、调节框，20、转动臂，2 1、连杆。

实施例 1



由图 1〜图4可知，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包括主轴水平设置的发 电机 7、风

轮框架 1、叶片2、支承座 6、斜支撑杆 4、叶片调节装置 ;发 电机 7装配在杆塔

8顶部 ；

叶片调节装置包括叶片调节室 5、动力单元、调节机构 ；叶片调节室 5呈

水平筒形，叶片调节室 5后端联结固定在支承座 6的前部，叶片调节室 5及支

承座 6成一体，装配在发 电机主轴前端，随主轴旋转 ;支承座 6与风轮框架 1

通过斜支撑杆 4连接，使叶片调节室 5位于风轮框架 1的中央，支承座 6位于

风轮框架平面的后方 ；斜支撑杆 4环绕支承座 6均勻分布，叶片调节室 5内部

装配有动 力单元及调节机构 ；叶片调节室 5前端端板装配有锥型的导流罩 3 ；

风轮框架 1采用金属材料制作，其框架本体 自然形成一环形的避雷装置，遇

有雷雨天气，可避免雷 电直接击在叶片中部，造成叶片断裂损坏，大幅降低

了故障率。

叶片2固定安装在叶片轴 9上 ；叶片2为 中空结构，叶片横 向截面呈弧形

，内部设有支承筋板 ；叶片表面沿其纵向方向 （叶片轴方向）呈扭曲的螺旋

曲面 ；叶片轴 9的外侧端部通过轴瓦装配在风轮框架 1上，叶片轴 9的内侧端

部伸入叶片调节室 5的筒形侧壁，通过轴瓦与叶片调节室 5筒形侧壁配合，

并通过挡肩或卡盘限位，防止叶片轴向窜动 ;叶片2环绕叶片调节室 5均勻

布设 ；

叶片调节装置的调节机构为齿轮式调节机构或连杆式调节机构 ；本实

施例采用齿轮式调节机构 ，调节控制叶片角度的动力单元采用一台电动机

；齿轮式调节机构包括主传动齿轮 12、双联齿轮 11、轴端锥齿轮 10 ;轴端锥

齿轮 10固定在位于叶片调节室内部的叶片轴 9端部 ；主传动齿轮 12通过齿轮



轴装配在叶片调节室 5中部，环绕主传动齿轮 12装配有多个双联齿轮 11，双

联齿轮由柱状齿轮与锥形齿轮构成齿轮组 ；双联齿轮的柱状齿轮部分与主

传动齿轮 12啮合，双联齿轮的锥形齿轮部分与轴端锥齿轮 10啮合 ；主传动

齿轮 12的齿轮轴通过减速机与电动机的动 力输出轴连接 ；电动机动力输出

通过主传动齿轮 12，带动各双联齿轮 11及轴端锥齿轮 10转动 ，调节控制叶

片转动，改变迎风角度 ；当风力较大时，可将叶片迎风角度调至最小，减小

风阻，保证风机满负荷运行。

根据风机体积、重量，中型风机可使用多台电动机控制叶片角度，各台

电动机的输出轴均通过介齿轮改变传动比与主传动齿轮 12连接配合并传输

动 力。

实施例 2

本实施例以输出功率较大的大型风力发 电机为例，由图 5〜图7可知，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 1不同的是，由于风机体积和重量较大，在叶片调节室 5

与风轮框架 1之间连接固定有三条辐式支杆 13，辐式支杆呈" 品"字形均布，

增强风轮强度及抗风能力 ；其叶片调节装置的调节机构采用连杆式调节机

构 ，该连杆式调节机构包括推拉传动机构、调节框 19、转动臂 2 0、连杆 2 1；

推拉传动机构 由摆臂 16、定位轴 15、主驱动臂 17、推拉杆 18组成 ；叶片调节

室 5筒形侧壁的内侧设有一圈环形导轨，调节框 19通过滚轮或轴承装配在

叶片调节室侧壁导轨上，调节框 19可沿导轨在叶片调节室转动 ;转动臂 2 0

垂直固定在位于叶片调节室内的叶片轴 9端部，转动臂 2 0的另一端与连杆 2

1铰接连接 （也可采用万向节结构连接）；连杆 2 1的另一端与调节框 19铰接连

接 ；叶片调节室 5前后端端板的内壁均设有相对应的固定座 14，定位轴 15由



调节框 19中部垂直穿过，定位轴 15两端通过轴承及轴承座安装在固定座 14

上 ；摆臂 16— 端垂直固定在定位轴 15中部呈 "T" 形结构，摆臂 16另一端铰接

连接主驱动臂 17，主驱动臂 17通过液压装置与叶片调节的动 力单元连接，

即主驱动臂 17与液压装置的液压缸活塞杆连接，电动机 (动力单元 )通过油

泵连接并控制液压缸工作 ；推拉杆 18的两端分别铰接连接在摆臂 16中部及

调节框 19上。

电动机通过液压装置驱动动主驱动臂 17运动 ，推动 (或拉动 )摆臂 16绕

定位轴 15摆动，摆臂 16通过推拉杆 18带动调节框 19沿导轨转动，调节框 19

拖动连杆 2 1带动转动臂 20摆动，驱动各叶片轴 9转动，改变叶片迎风角度。

根据风机的功率、叶片机构体积及重量，可设置多组推拉传动机构，分

别通过 多台电动机带动，同时运转驱动叶片转动。

本实施例的其它结构与实施例 1相同。

应 当指出，以上借助优选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的详细说明

是示意性的而非限制性的。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 阅读本发明说明书的

基础上可以对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

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

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范围。



权利要求

1、一种风力发 电机单框架式叶轮，包括主轴水平设置的发 电机 (7) ；其

特征在于 ：还包括风轮框架 （1) 、叶片 (2) 、支承座 (6) 、斜支撑杆 (4) 、叶片

调节装置 ；

叶片调节装置包括叶片调节室 (5) 、动力单元及调节机构 ；叶片调节室

(5) 呈水平筒形，叶片调节室 (5) 后端联结固定在支承座 (6) 的前部，叶片调

节室 (5) 及支承座 (6) 装配在发 电机主轴前端 ；支承座 (6) 与风轮框架 （1 ) 通

过斜支撑杆 (4) 连接，叶片调节室 (5) 位于风轮框架 （1 ) 的中央，斜支撑杆 (4

) 环绕支承座 (6) 均布 ；叶片调节室 （5) 内部装配有动力单元及调节机构 ；

叶片 (2) 固定安装在叶片轴 (9) 上，叶片轴 (9) 的外侧端部通过轴瓦装

配在风轮框架 （1 ) 上，叶片轴 (9) 的内侧端部伸入叶片调节室 (5) 的筒形侧

壁，叶片轴通过轴瓦与叶片调节室 (5) 筒形侧壁配合，并通过挡肩或卡盘限

位 ；叶片 (2) 环绕叶片调节室 (5) 均勻布设 ；

叶片调节装置的调节机构为齿轮式调节机构或连杆式调节机构 ；齿轮

式调节机构包括主传动齿轮 （12) 、双联齿轮 (11) 、轴端锥齿轮 （10) ；轴端锥

齿轮 （10) 固定在叶片调节室内的叶片轴 (9) 端部 ；主传动齿轮 （12) 通过齿轮

轴装配在叶片调节室 (5) 中部，环绕主传动齿轮 （12) 装配有多个双联齿轮 （

11) ，双联齿轮 由柱状齿轮与锥形齿轮构成 ;双联齿轮的柱状齿轮部分与主

传动齿轮 （12) 啮合，双联齿轮的锥形齿轮部分与轴端锥齿轮 （10) 啮合 ；主

传动齿轮 （12) 与动 力单元的动力输出机构连接 ；

连杆式调节机构包括推拉传动机构、调节框 （19) 、转动臂 (20) 、连杆 (2

1) ；推拉传动机构 由摆臂 （16 ) 、定位轴 （15) 、主驱动臂 （17 ) 、推拉杆 （18)组



成 ；叶片调节室 (5) 筒形侧壁的内侧设有导轨，调节框 （19) 通过轴承或滚轮

装配在叶片调节室侧壁导轨上 ；转动臂 (20) 垂直固定在位于叶片调节室内

的叶片轴 (9) 端部，转动臂 (20) 的另一端与连杆 (21 )铰接连接，连杆 (21 ) 的

另一端与调节框 （19) 铰接连接 ；叶片调节室 (5) 的前后端板内壁均设有相对

应的固定座 （14) ，定位轴 （15) 由调节框 （19) 中部垂直穿过，定位轴 （15) 两

端通过轴承及轴承座安装在固定座 14上 ；摆臂 （16) —端垂直固定在定位轴 （

15) 中部，摆臂 （16) 另一端铰接连接主驱动臂 （17) ，主驱动臂 （17) 连接叶片

调节装置动力单元的输出机构 ；推拉杆 （18) 的两端分别铰接连接在摆臂 （16

) 中部及调节框 （19) 上。

2、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风力发 电机单框架式叶轮，其特征在于 ：

所述的风轮框架 （1)与叶片调节室 (5) 之间连接固定有辐式支杆 （13) 。

3、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风力发 电机单框架式叶轮，其特征在于 ：

所述的叶片 (2) 为 中空结构 ，叶片横向截面呈弧形，内部设有支承筋板 ；叶

片表面为纵向的螺旋曲面。

4、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风力发 电机单框架式叶轮，其特征在于 ：

所述的叶片调节室 (5) 前端装配有锥型的导流罩 (3) 。

5、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风力发 电机单框架式叶轮，其特征在于 ：

所述叶片调节装置的动力单元采用电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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