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1169845.3

(22)申请日 2017.11.22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742173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2.27

(73)专利权人 北京电子工程总体研究所

地址 100854 北京市海淀区142信箱30分箱

(72)发明人 胡磊　赵旭　逯雪铃　任淑杰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正理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11257

代理人 付生辉

(51)Int.Cl.

G06Q 10/04(2012.01)

G06Q 50/06(2012.01)

(56)对比文件

CN 102362068 A,2012.02.22

CN 103047081 A,2013.04.17

CN 203962289 U,2014.11.26

CN 104018992 A,2014.09.03

Yuan Wei，et..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effects of relative rotation 

direction on the wake interferences among 

tandem wind turbines.《Science China 

Physics, Mechanics & Astronomy》.2014,

审查员 张滔

 

(54)发明名称

一种水平轴风力机群纵向布局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水平轴风力机群纵向布

局方法，包括以下步骤：S1、确定水平轴风力机群

的布置方向；S2、确定水平轴风力机群布置间距；

S3、确定第一排水平轴风力机组的旋转方向；S4、

确定第二排水平轴风力机组的旋转方向：S5、确

定第三排及以后各排水平轴风力机组的旋转方

向。本发明的纵向布局方法的优点在于在不改变

原纵向风力机群整体布局方案且不大幅增加风

力机叶片和发电机组等部件建造成本的前提下，

通过不同旋转方向上下游风力机组间隔布局，利

用下游风力机捕捉上游风力机旋转动能损失，减

少上游风力机组对下游风力机组的不利影响，从

而可以提高纵向布置风力机群整体风轮输出功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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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平轴风力机群纵向布局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确定水平轴风力机群的布置方向；

S2、确定水平轴风力机群布置间距；

S3、确定第一排水平轴风力机组的旋转方向；

S4、确定第二排水平轴风力机组的旋转方向：

第二排水平轴风力机组的旋转方向设计为与第一排水平轴风力机组的旋转方向相反，

且风力机叶片与第一排风力机叶片互为反桨桨型；

S5、确定第三排及以后各排水平轴风力机组的旋转方向：

第三排及以后各排水平轴风力机组的旋转方向均与前排风力机组的旋转方向相反，且

前后排风力机叶片互为反桨桨型；

其中，S2中水平轴风力机群布置间距纵向距离为10D，其中D为水平轴风力机的直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纵向布局方法，其特征在于，S1中根据风场风向和风能玫瑰图

确定主导风向，在主导风向上布置纵向水平轴风力机群。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纵向布局方法，其特征在于，S3中第一排风力机组的旋转方向

由发电机的旋转方向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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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平轴风力机群纵向布局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风力发电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水平轴风力机群纵向布局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对于总占地面积一定的风电场，如不考虑风机的相互影响，理论上风力机数量越

多，单位容积的发电量越高，实际考虑到风力机间的相互干扰效应，特别是上游风力机群尾

流对下游风力机群的不利影响，使得风力机群布置密度不能太大，但由于受到风场地形环

境、施工条件、建造成本、总装机容量等要求限制，下游风力机往往无法完全避开上游风力

机的纵向影响区(十倍风力机直径左右)；对于传统纵向布置的水平轴风力机群往往具有以

下缺点：来流经过上游风力机群，尾流具有一定的旋转动能，根据贝兹理论，这部分的旋转

动能不仅不能被上游风力机群有效利用，且对下游风力机群的旋转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

(若上下游风力机旋转方向相同)，从而使得传统纵向布置风力机群的整体风轮输出功率不

高。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水平轴风力机群纵向布局方法，通过上下

游不同旋转方向风力机群的间隔排列，解决由于上游风力机群尾流影响特别是旋转动能的

影响而使得下游风力机群风轮输出功率下降的问题。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水平轴风力机群纵向布局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S1、确定水平轴风力机群的布置方向；

[0007] S2、确定水平轴风力机群布置间距；

[0008] S3、确定第一排水平轴风力机组的旋转方向；

[0009] S4、确定第二排水平轴风力机组的旋转方向：

[0010] 第二排水平轴风力机组的旋转方向设计为与第一排水平轴风力机组的旋转方向

相反，且风力机叶片与第一排风力机叶片互为反桨桨型；

[0011] S5、确定第三排及以后各排水平轴风力机组的旋转方向：

[0012] 第三排及以后各排水平轴风力机组的旋转方向均与前排风力机组的旋转方向相

反，且前后排风力机叶片互为反桨桨型。

[0013] 优选地，S1中根据风场风向和风能玫瑰图确定主导风向，在主导风向上布置纵向

水平轴风力机群。

[0014] 优选地，S2中水平轴风力机群布置间距纵向距离在4D至10D之间，其中D为水平轴

风力机的直径。

[0015] 更优选地，S2中水平轴风力机群布置间距纵向距离在4D至5D之间。

[0016] 优选地，S3中第一排风力机组的旋转方向由发电机的旋转方向决定。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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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本发明提供的水平轴风力机群纵向布局方法，通过上下游不同旋转方向风力机群

的间隔排列，解决了由于上游风力机群尾流影响，特别是旋转动能的影响，而使得下游风力

机群风轮输出功率下降的问题。

[0019]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在不改变原纵向风力机群整体布局方案且不大幅增加风力机

叶片和发电机组等部件建造成本的前提下，通过不同旋转方向上下游风力机组间隔布局，

利用下游风力机捕捉上游风力机旋转动能损失，减少上游风力机组对下游风力机组的不利

影响，从而可以提高纵向布置风力机群整体风轮输出功率。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一种水平轴风力机群纵向布局方法的流程图；

[0021] 图2为三排风力机叶片截面翼型互为反桨桨型纵向间隔布置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具体描述，有必要在此指出的是本实施例只用于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说明，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制，该领域的技术熟练人员可

以根据以上发明的内容做出一些非本质的改进和调整。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发明中的实

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互组合。

[0023]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中水平轴风力机群纵向布局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4] S1、确定水平轴风力机群的布置方向：

[0025] 为有效捕捉风场内的风资源，一般来说，在施工条件允许的条件下，根据风场风向

和风能玫瑰图确定主导风向，在主导风向上布置纵向水平轴风力机群。

[0026] S2、确定水平轴风力机群布置间距：

[0027] 水平轴风力机群布置间距纵向距离在4D至10D之间，其中D为水平轴风力机的直

径；风力机群布置间距受风场地形环境、施工条件、建造成本、总装机容量等要求综合制约。

[0028] S3、确定第一排水平轴风力机组的旋转方向：

[0029] 第一排风力机组的旋转方向为逆时针或顺时针；一般由发电机的旋转方向所决

定。

[0030] S4、确定第二排水平轴风力机组的旋转方向：

[0031] 为有效捕捉第一排风力机组尾流中的旋转动能，第二排风力机旋转方向设计为与

第一排旋转方向相反，且风力机叶片与第一排风力机叶片互为反桨桨型，即第二排风力机

翼剖面的翼前缘与翼后缘连线和第一排风力机翼剖面翼前缘与翼后缘的连线在旋转平面

内的投影方向相反。

[0032] S5、确定第三排及以后各排水平轴风力机组的旋转方向：

[0033] 第三排风力机组及以后各排风力机组旋转方向均与前排风力机组旋转方向相反，

且前后排风力机叶片互为反桨桨型，即前排风力机翼剖面的翼前缘与翼后缘连线和后排风

力机翼剖面翼前缘与翼后缘的连线在旋转平面内的投影方向相反。如图2所示，为三排风力

机叶片截面翼型互为反桨桨型纵向间隔布置示意图。

[0034] 本发明的水平轴风力机群纵向布局方法，规定了对于固定风力机直径(符号D，单

位米)纵向排列的风力机群，当上下游风力机群间隔在10D长度以内时，上下游风力机群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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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方向(逆时针或顺时针)间隔布局，且上下游风力机叶片翼型互成反桨桨型(图2)，即后排

风力机群的旋转方向与前排风力机群的旋转方向相反，后排风力机群的桨型与前排风力机

群的桨型互为反桨桨型(图2)。下面列举三个实例以说明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35] 两台纵向布置的水平轴风力机，风力机直径128m，风力机间距800m，来流风速

9.8m/s，来流风速垂直于风力机旋转平面，当前后两台风力机旋转方向相同时，风力机群的

风轮输出功率为4.368MW，当前后两台风力机旋转方向相反且互为反桨桨型时，风力机群的

风轮输出功率为4.521MW；

[0036] 两台纵向布置的水平轴风力机，风力机直径128m，风力机间距500m，来流风速

9.8m/s，来流风速垂直于风力机旋转平面，当前后两台风力机旋转方向相同时，风力机群的

风轮输出功率为4.174MW，当前后两台风力机旋转方向相反且互为反桨桨型时，风力机群的

风轮输出功率为4.498MW；

[0037] 四台纵向布置的水平轴风力机，风力机直径128m，第二排距第一排557m，第三排距

第二排660m，第四排距第三排644m，来流风速垂直于风力机旋转平面，当四排风力机旋转方

向相同时，风力机群的风轮输出功率为6.775MW，当四排风力机前后排旋转方向相反且互为

反桨桨型时，风力机群的风轮输出功率为7.133MW。

[0038] 从上述数据可看出使用本发明的布局方法可以有效提高风力机群的输出功率。当

两台纵向布置水平轴风力机组间距在6D至7D之间时，本发明的布局方法较传统方法可以使

得整体风轮输出功率提高3.5％左右，当两台风力机间距缩小到4D至5D之间时，可以使得整

体风轮输出功率提高7.7％左右，即随着风力机间距减小，本发明较传统方法可以提高整体

风轮输出功率的优势作用就越明显。

[0039] 本发明优点是在不改变原纵向风力机群整体布局方案且不大幅增加风力机叶片

和发电机组等部件建造成本的前提下，通过不同旋转方向上下游风力机组间隔布局，利用

下游风力机捕捉上游风力机旋转动能损失，减少上游风力机组对下游风力机组的不利影

响，从而可以提高纵向布置风力机群整体风轮输出功率。

[0040] 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

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

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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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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