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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型水面水力发电站

(57)摘要

提供一种环保型水面水力发电站，包括铁塔

架、通过水轮中轴支撑于铁塔架顶部的水轮、减

速机和发电机，水轮上均匀设有多个凹槽型叶

片，水轮中轴两端分别通过升降机构支撑于对应

的铁塔架顶部并实现上下移动调节水轮高度，水

轮中轴一端通过曲柄式传动装置与减速机输入

端连接。本发明采用凹槽型叶片，其对水流呈揽

性接触，受力集中，能最大限度接纳流体势能，增

加水轮和水轮中轴的旋转扭力，达到节能增效的

目的，并且本发明中水轮中轴及水轮通过升降机

构上下移动，水轮中轴端部采用曲柄式传动装置

输出动力，保证水轮中轴不同高度下动力的正常

传动，避免浪大流急时河流中的漂浮物对叶片造

成冲击损坏，保证发电站在极端水文条件下的发

电和生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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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保型水面水力发电站，包括设于河道两边河堤上的铁塔架(1)、通过水轮中轴(3)

支撑于铁塔架(1)顶部的水轮(2)、减速机(23)和发电机(25)，其特征在于：所述水轮(2)上

均匀设有多个凹槽型叶片(202)，所述水轮中轴(3)两端分别通过升降机构(6)支撑于对应

的铁塔架(1)顶部并实现上下移动调节水轮(2)高度，所述水轮中轴(3)一端通过曲柄式传

动装置(8)与减速机(23)输入端连接，所述减速机(23)输出端与发电机(25)输入端连接；

所述水轮(2)包括其中心与水轮中轴(3)固定连接的圆形水轮支架(201)，所述水轮支

架(201)上以其圆心为基点向其圆周均匀分布有多个等分放射筋条(205)，所述多个凹槽型

叶片(202)下端分别与对应的多个等分放射筋条(205)端头固定连接；所述凹槽型叶片

(202)包括一端与等分放射筋条(205)固定连接的弧形底板(203)和设于弧形底板(203)两

侧的侧板(204)，所述侧板(204)是以向弧形底板(203)两边折起30度的角度与弧形底板

(203)连接，所述凹槽型叶片(202)的弧形底板(203)前受力面为凹形抛物面；

所述凹槽型叶片(202)上设有储水斗(206)，所述储水斗(206)一端与弧形底板(203)背

面固定连接，所述储水斗(206)另一端设有开口(207)；

所述铁塔架(1)顶部上下滑动安装有轴承座(4)，所述水轮中轴(3)两端通过轴承(5)支

撑于对应的轴承座(4)上，所述升降机构(6)包括一端固定于铁塔架(1)内部的液压缸(7)，

所述液压缸(7)另一端与轴承座(4)底面固定连接并驱动其能够上下移动；

所述曲柄式传动装置(8)包括转动升降固定支架(9)、第一传动组(10)、第二传动组

(11)、中间轴(15)和下部固定轴(21)，所述转动升降固定支架(9)一端转动套于水轮中轴

(3)端部并与铁塔架(1)顶端侧部固定连接，所述转动升降固定支架(9)中部与中间轴(15)

转动连接，所述转动升降固定支架(9)另一端与下部固定轴(21)转动套合并与铁塔架(1)下

部固定连接；所述第一传动组(10)一端与水轮中轴(3)端部固定连接，所述第一传动组(10)

另一端与第二传动组(11)一端固定连接后且与中间轴(15)转动连接，所述第二传动组(11)

另一端与下部固定轴(21)转动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环保型水面水力发电站，其特征在于：所述水轮中轴(3)上横

排设有一个或两个以上水轮(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环保型水面水力发电站，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动升降固定支架

(9)包括方钢骨架Ⅰ(16)和方钢骨架Ⅱ(17)，所述方钢骨架Ⅰ(16)一端与水轮中轴(3)端部转

动套合且与铁塔架(1)顶端侧部进行可拆卸式固定连接，所述方钢骨架Ⅱ(17)一端与下部

固定轴(21)一端转动套合且铁塔架(1)下部可拆卸式固定连接，所述方钢骨架Ⅰ(16)另一端

和方钢骨架Ⅱ(17)另一端侧面相贴后转动套于中间轴(15)上一端且其两者之间进行固定

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环保型水面水力发电站，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传动组(10)包

括与水轮中轴(3)上套装方钢骨架Ⅰ(16)对应的一端固定连接的链轮Ⅰ(12)和转动套于中间

轴(15)另一端上的双链轮Ⅰ(14)，所述链轮Ⅰ(12)通过链条Ⅰ(13)与双链轮Ⅰ(14)一侧齿圈连

接，所述第二传动组(11)包括转动套于下部固定轴(21)另一端上的双链轮Ⅱ(19)，所述双

链轮Ⅱ(19)一侧齿圈通过链条Ⅱ(18)与双链轮Ⅰ(14)另一侧齿圈连接，所述双链轮Ⅱ(19)

另一侧齿圈通过链条Ⅲ(20)与设于减速机(23)输入端的链轮Ⅱ(22)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环保型水面水力发电站，其特征在于：所述方钢骨架Ⅰ(16)和

方钢骨架Ⅱ(17)均包括有中部支撑杆(1601)，所述中部支撑杆(1601)两端均设有连接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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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2)，所述连接盘(1602)上设有供螺栓穿过将连接盘(1602)与铁塔架(1)固定连接或将

两个连接盘(1602)固定连接的圆弧条形孔(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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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型水面水力发电站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水力发电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环保型水面水力发电站。

背景技术

[0002] 水力发电是人类利用水能的最主要形式，水力发电是一种无污染的可再生清洁能

源，但是现在建造水力发电站时要花费巨大的堵坝投资，淹没大片农田土地，导致大量移民

搬迁，并且因蓄水而引发的泥沙淤积，以及对河流生态环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很大，尤其在

不宜建坝的西南、西北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的江河流域和复杂地质区域，堵坝对生态环境和

自然条件造成的累积损害不可忽视。为了解决上述因堵坝发电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需要

寻找一种环保经济、可长久持续的新的河流水能发电方式。因此提出改进。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解决的技术问题：提供一种环保型水面水力发电站，本发明将水轮上的叶

片做成凹槽型叶片，能够使叶片对水流呈揽性接触，受力集中，能最大限度接纳流体势能，

增加水轮和水轮中轴的旋转扭力，达到节能增效、提高发电效率的目的，并且本发明中水轮

中轴两端通过升降机构实现上下移动，水轮中轴端部采用曲柄式传动装置与减速机连接输

出动力，曲柄式传动装置能够随着水轮中轴高度变化而调节其上三个转动点位置角度，保

证水轮中轴不同高度下动力的正常传动，从而能够实现河流水位上涨和下降时调节水轮上

的叶片伸入水中的深度，避免浪大流急时河流中的漂浮物对叶片造成冲击损坏，并有效保

证发电站在极端水文条件下的发电和生存能力，结构简单，实用性强，建造维修成本低。

[0004]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环保型水面水力发电站，包括设于河道两边河堤上的铁

塔架、通过水轮中轴支撑于铁塔架顶部的水轮、减速机和发电机，所述水轮上均匀设有多个

凹槽型叶片，所述水轮中轴两端分别通过升降机构支撑于对应的铁塔架顶部并实现上下移

动调节水轮高度，所述水轮中轴一端通过曲柄式传动装置与减速机输入端连接，所述减速

机输出端与发电机输入端连接。

[0005] 其中，所述水轮包括其中心与水轮中轴固定连接的圆形水轮支架，所述水轮支架

上以其圆心为基点向其圆周均匀分布有多个等分放射筋条，所述多个凹槽型叶片下端分别

与对应的多个等分放射筋条端头固定连接，所述凹槽型叶片包括其一端与等分放射筋条固

定连接的弧形底板和设于弧形底板两侧的侧板，所述侧板是以向弧形底板两边折起30度的

角度与弧形底板连接。

[0006] 进一步地，所述凹槽型叶片上设有储水斗，所述储水斗一端与弧形底板背面固定

连接，所述储水斗另一端设有开口。

[0007] 进一步地，所述水轮中轴上横排设有一个或两个以上水轮。

[0008] 其中，所述铁塔架顶部上下滑动安装有轴承座，所述水轮中轴两端通过轴承支撑

于对应的轴承座上，所述升降机构包括一端固定于铁塔架内部的液压缸，所述液压缸另一

端与轴承座底面固定连接并驱动其能够上下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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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其中，所述曲柄式传动装置包括转动升降固定支架、第一传动组、第二传动组、中

间轴和下部固定轴，所述转动升降固定支架一端转动套于水轮中轴端部并与铁塔架顶端侧

部固定连接，所述转动升降固定支架中部与中间轴转动连接，所述转动升降固定支架另一

端与下部固定轴转动套合并与铁塔架下部固定连接；所述第一传动组一端与水轮中轴端部

固定连接，所述第一传动组另一端与第二传动组连一端固定连接后且与中间轴转动连接，

所述第二传动组另一端与下部固定轴转动连接。

[0010] 进一步地，所述转动升降固定支架包括方钢骨架Ⅰ和方钢骨架Ⅱ，所述方钢骨架Ⅰ

一端与水轮中轴端部转动套合且与铁塔架顶端侧部进行可拆卸式固定连接，所述方钢骨架

Ⅱ一端与下部固定轴一端转动套合且铁塔架下部可拆卸式固定连接，所述方钢骨架Ⅰ另一

端和方钢骨架Ⅱ另一端侧面相贴后转动套于中间轴上一端且其两者之间进行固定连接。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传动组包括与水轮中轴上套装方钢骨架Ⅰ对应的一端固定连

接的链轮Ⅰ和转动套于中间轴另一端上的双链轮Ⅰ，所述链轮Ⅰ通过链条Ⅰ与双链轮Ⅰ一侧齿

圈连接，所述第二传动组包括转动套于下部固定轴另一端上的双链轮Ⅱ，所述双链轮Ⅱ一

侧齿圈通过链条Ⅱ与双链轮Ⅰ另一侧齿圈连接，所述双链轮Ⅱ另一侧齿圈通过链条Ⅲ与设

于减速机输入端的链轮Ⅱ连接。

[0012] 进一步地，所述方钢骨架Ⅰ和方钢骨架Ⅱ均包括有中部支撑杆，所述中部支撑杆两

端均设有连接盘，所述连接盘上设有供螺栓穿过将连接盘与铁塔架固定连接或将两个连接

盘固定连接的圆弧条形孔。

[0013]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的优点：

[0014] 1、本方案中将水轮上的叶片做成凹槽型叶片，凹槽型叶片的弧形底板前受力面为

凹形抛物面，两边的侧板呈30度的倾角折起，此结构使叶片对水流呈揽性接触，受力集中，

能最大限度接纳流体势能，增加水轮和水轮中轴的旋转扭力，达到节能增效、提高发电效率

的目的；

[0015] 2、本方案中在水轮中轴上横排设有两个以上水轮，能够增大单个电站的发电容

量，提高发电效率；

[0016] 3、本方案中在凹槽型叶片上后部加装一个储水斗，能够使水轮在利用水力发电的

同时兼具车水提灌的功能，增加设备功能，提高设备利用率；

[0017] 4、本方案中水轮中轴两端能够通过升降机构实现上下移动，当河流水位上涨和下

降时能够调节水轮上的叶片伸入水中的深度，避免浪大流急时河流中的漂浮物对叶片造成

冲击损坏，并有效保证发电站在极端水文条件下的发电和生存能力；

[0018] 5、本方案中水轮中轴端部采用曲柄式传动装置与减速机连接，曲柄式传动装置中

的转动升降固定支架采用方钢骨架Ⅰ和方钢骨架Ⅱ端部分别绕着水轮中轴、中间轴及下部

固定轴转动，曲柄式传动装置中第一传动组端部和第二传动组端部也与中间轴和下部固定

轴转动连接，这样在升降机构驱动水轮中轴上下调节时，能够使曲柄式传动装置中的第一

传动组和第二传动组之间的夹角随着水轮中轴高度的变化而改变，当位置确定后，通过方

钢骨架Ⅰ和方钢骨架Ⅱ之间的固定连接及与铁塔架的固定连接将曲柄式传动装置进行定

位，从而能够实现水轮中轴高度变化的情况下曲柄式传动装置正常传动的功能；

[0019] 6、本方案装置简单，安装方便，维修容易，经济实用性强，建造成本低，建造周期

短，本方案避免在河道修建堵水大坝，不阻断河流，无泥沙淤积，不淹没土地，不搬迁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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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影响河流生态环境，不影响流域人文自然景观，不影响两岸人民正常生活及发展，是一种

原创性河流水水面力发电方法，是电力领域现代化新型分布式能源系统，大小河流和引水

渠道均可使用。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主视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的结构左视图；

[0022] 图3为本发明中水轮的结构主视图；

[0023] 图4为本发明中水轮的结构左视图；

[0024] 图5为本发明中凹槽型叶片的结构主视图；

[0025] 图6为本发明中凹槽型叶片的结构左视图；

[0026] 图7为本发明中凹槽型叶片的结构仰视图；

[0027] 图8为本发明中曲柄式传动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9为本发明中方钢骨架Ⅰ和方钢骨架Ⅱ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1-9描述本发明的实施例。

[0030] 环保型水面水力发电站，如图1所示，包括设于河道两边河堤上的铁塔架1、通过水

轮中轴3支撑于铁塔架1顶部的水轮2、减速机23和发电机25。

[0031] 所述水轮2上均匀设有多个凹槽型叶片202。具体的，如图3和4所示，所述水轮2包

括其中心与水轮中轴3固定连接的圆形水轮支架201，所述水轮支架201上以其圆心为基点

向其圆周均匀分布有多个等分放射筋条205，所述多个凹槽型叶片202下端分别与对应的多

个等分放射筋条205端头固定连接，如图5、6和7所示，所述凹槽型叶片202包括其一端与等

分放射筋条205固定连接的弧形底板203和设于弧形底板203两侧的侧板204，所述侧板204

是以向弧形底板203两边折起30度的角度与弧形底板203连接；此结构使水轮2的叶片对水

流呈揽性接触，受力集中，能最大限度接纳流体势能，增加水轮和水轮中轴的旋转扭力，达

到节能增效、提高发电效率的目的。其中，所述凹槽型叶片202上设有储水斗206，所述储水

斗206一端与弧形底板203背面固定连接，所述储水斗206另一端设有开口207，储水斗206能

够使水轮2在利用水力发电的同时兼具车水提灌的功能，增加设备功能，提高设备利用率。

所述水轮中轴3上横排设有一个或两个以上水轮2，当在水轮中轴3上设有两个以上水轮2

时，能够增大单个电站的发电容量，提高发电效率。

[0032] 所述水轮中轴3两端分别通过升降机构6支撑于对应的铁塔架1顶部并实现上下移

动调节水轮2高度。具体的，所述铁塔架1顶部上下滑动安装有轴承座4，所述水轮中轴3两端

通过轴承5支撑于对应的轴承座4上，所述升降机构6包括一端固定于铁塔架1内部的液压缸

7，所述液压缸7另一端与轴承座4底面固定连接并驱动其能够上下移动。本发明通过升降机

构6支撑水轮中轴3，当河流水位上涨和下降时，升降机构6驱动水轮中轴3的升降能够带动

水轮2上下移动，从而调节水轮2上的凹槽型叶片202伸入水中的深度，避免浪大流急时河流

中的漂浮物对凹槽型叶片202造成冲击损坏，并有效保证发电站在极端水文条件下的发电

和生存能力；当遇到干旱枯水期河道水位下降时，河道水位深度变浅，凹槽型叶片202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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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接触面减少或与水面脱离接触，影响电站正常发电时，通过升降机构6降低水轮2，使凹槽

型叶片202保持和河道水流的正常接触，从而保障电站发电效率。

[0033] 所述水轮中轴3一端通过曲柄式传动装置8与减速机23输入端连接，所述减速机23

输出端通过联轴器24与发电机25输入端连接。其中，所述曲柄式传动装置8包括转动升降固

定支架9、第一传动组10、第二传动组11、中间轴15和下部固定轴21。所述转动升降固定支架

9一端转动套于水轮中轴3端部并与铁塔架1顶端侧部固定连接，所述转动升降固定支架9中

部与中间轴15转动连接，所述转动升降固定支架9另一端与下部固定轴21转动套合并与铁

塔架1下部固定连接；具体的，如图8所示，所述转动升降固定支架9包括方钢骨架Ⅰ16和方钢

骨架Ⅱ17，所述方钢骨架Ⅰ16一端与水轮中轴3端部转动套合且与铁塔架1顶端侧部进行可

拆卸式固定连接，其中水轮中轴3此端为一可升降的连接点；所述方钢骨架Ⅱ17一端与下部

固定轴21一端转动套合且铁塔架1下部可拆卸式固定连接，其中下部固定轴21为一固定不

动的连接点；所述方钢骨架Ⅰ16另一端和方钢骨架Ⅱ17另一端侧面相贴后转动套于中间轴

15上一端且其两者之间进行固定连接，其中中间轴15为随着水轮中轴3的升降而呈扇形轨

迹移动的连接点；所述方钢骨架Ⅰ16和方钢骨架Ⅱ17均包括有中部支撑杆1601，如图9所示，

所述中部支撑杆1601两端均设有连接盘1602，所述连接盘1602上设有供螺栓穿过将连接盘

1602与铁塔架1固定连接或将两个连接盘1602固定连接的圆弧条形孔1603。

[0034] 所述曲柄式传动装置8中的第一传动组10一端与水轮中轴3端部固定连接，所述第

一传动组10另一端与第二传动组11一端固定连接后且与中间轴15转动连接，所述第二传动

组11另一端与下部固定轴21转动连接；具体的，所述第一传动组10包括与水轮中轴3上套装

方钢骨架Ⅰ16对应的一端固定连接的链轮Ⅰ12和转动套于中间轴15另一端上的双链轮Ⅰ14，

所述链轮Ⅰ12通过链条Ⅰ13与双链轮Ⅰ14一侧齿圈连接，所述第二传动组11包括转动套于下

部固定轴21另一端上的双链轮Ⅱ19，所述双链轮Ⅱ19一侧齿圈通过链条Ⅱ18与双链轮Ⅰ14

另一侧齿圈连接，所述双链轮Ⅱ19另一侧齿圈通过链条Ⅲ20与设于减速机23输入端的链轮

Ⅱ22连接。

[0035] 当需要对水轮中轴3的高度进行调节时，先将方钢骨架Ⅰ16和方钢骨架Ⅱ17之间及

两者与铁塔架1之间固定用的螺栓松开，这时由于方钢骨架Ⅰ16和方钢骨架Ⅱ17两端头连接

盘1602的圆弧条形孔1603的存在，方钢骨架Ⅰ16会随着水轮中轴3高度的变化而其一端绕水

轮中轴3转动且另一端绕中间轴15转动，方钢骨架Ⅱ17会随着水轮中轴3高度的变化而其一

端绕下部固定轴21转动且另一端套中间轴15转动，由于中间轴15是一根没有与铁塔架1进

行连接且只对方钢骨架Ⅰ16和方钢骨架Ⅱ17进行支撑的轴，所以中间轴15在水轮中轴3高度

的变化时会呈扇形轨迹移动；上述的方钢骨架Ⅰ16和方钢骨架Ⅱ17随着水轮中轴3高度的变

化分别绕水轮中轴3、中间轴15及下部固定轴21的转动，而曲柄式传动装置8中的第一传动

组10和第二传动组11同样也会相对与三个连接点转动，这样能够使曲柄式传动装置8适应

于传动不同高度下水轮中轴3动力的输出，当水轮中轴3高度确定后，将方钢骨架Ⅰ16和方钢

骨架Ⅱ17通过连接盘1602上的圆弧条形孔1603与螺栓配合进行固定，将方钢骨架Ⅰ16和方

钢骨架Ⅱ17通过圆弧条形孔1603与螺栓配合分别对应与铁塔架1相应位置进行固定连接。

这种采用曲柄式传动装置8的传动方式能够很好的实现水轮中轴3高度变化的情况下发电

站动力的传动功能。

[0036] 本发明装置简单，安装方便，维修容易，经济实用性强，建造成本低，建造周期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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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不用在河道修建堵水大坝，不阻断河流，无泥沙淤积，不淹没土地，不搬迁移民，不影

响河流生态环境，不影响河流水系生物活动，不影响流域人文自然景观，不影响两岸人民正

常生活及发展，是一种原创性河流水面水力发电方法，是电力领域现代化新型分布式能源

系统，大小河流和引水渠道均可使用。

[0037] 本发明可通过在河流岸边顺流开挖修筑一条和河流相向的发电引水渠道，渠道两

边安装本发明，同样能够实现环保型水面水力发电。

[0038] 也可在有河流水资源的旅游景区设置本发明，既能发电车水，实现旅游景区用电

自给，余电上网，增加景区经济收入，降低旅游成本，又能为景区增加创新性旅游景点，吸引

更多游客观赏，提高景区旅游价值，一举多得。

[0039] 上述实施例，只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用来限制本发明实施范围，故凡以本

发明权利要求所述内容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包括在本发明权利要求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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