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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被构造成安装在风轮机塔架上并支撑

转子组件的风轮机机舱，该机舱至少包括第一和

第二机舱模块。第一机舱模块包括第一框架结构

和用于转子组件的主轴的主轴承系统，并且第二

机舱模块包括第二框架结构和用于风轮机的传

动系统。当机舱被安装在风轮机塔架上时，主轴

承系统由风轮机塔架支撑，并且传动系统被附装

至主轴承，从而使得传动系统的重量被传递至主

轴承系统并由此传递至风轮机塔架。另外，第一

框架结构被构造成在机舱的运输过程中和机舱

的安装之前支撑主轴承系统，第二框架结构被构

造成在机舱的运输过程中和机舱的安装之前支

撑传动系统，第一和第二框架结构形成第一和第

二船运货物集装箱的承载结构，从而使得第一和

第二机舱模块能够作为船运货物集装箱来进行

运输。当机舱被安装在风轮机塔架上时，第一和

第二框架结构可在沿着风轮机转子的旋转轴线

的方向上并排布置，并且可以被取向成具有横向

于风轮机转子的旋转轴线延伸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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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被构造成安装在风轮机塔架上并支撑转子组件的风轮机机舱，

-该机舱至少包括第一机舱模块和第二机舱模块；

-所述第一机舱模块包括第一框架结构和用于所述转子组件的主轴的主轴承系统；并

且

-所述第二机舱模块包括第二框架结构和用于风轮机的传动系统；

-其中，当所述机舱被安装在所述风轮机塔架上时，所述主轴承系统由所述风轮机塔架

支撑，并且所述传动系统被附装至所述主轴承，从而使得所述传动系统的重量被传递至所

述主轴承系统并由此传递至所述风轮机塔架，

-其中所述第一框架结构被构造成在所述机舱的运输过程中和所述机舱的安装之前支

撑所述主轴承系统；并且

-其中所述第二框架结构被构造成在所述机舱的运输过程中和所述机舱的安装之前支

撑所述传动系统；并且

其中所述第一框架结构和所述第二框架结构形成第一船运货物集装箱和第二船运货

物集装箱的承载结构，从而使得所述第一机舱模块和所述第二机舱模块能够作为船运货物

集装箱来进行运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轮机机舱，其中，当所述机舱被安装在所述风轮机塔架上

时，所述第一框架结构和所述第二框架结构在沿着所述风轮机转子的旋转轴线的方向上并

排放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风轮机机舱，其中，所述第一框架结构和所述第二框架结

构被取向成当所述机舱被安装在所述风轮机塔架上时具有横向于所述风轮机转子的旋转

轴线延伸的长度。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轮机机舱，其中，所述第一框架结构具有长度、宽度和高度，

所述第二框架结构具有与所述第一框架结构相同的长度和高度，并且其中所述第一框架结

构和所述第二框架结构在被安装在所述风轮机塔架上时角对角地放置在所述机舱中。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轮机机舱，其中，当所述机舱被安装在所述风轮机塔架上

时，所述第二框架结构附装至所述第一框架结构并由该第一框架结构支撑，并且其中所述

第一框架结构由所述塔架支撑。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轮机机舱，其中，所述第一机舱模块放置在所述转子组件和

所述第二机舱模块之间。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轮机机舱，其中，所述第二机舱模块放置在所述转子组件和

所述第一机舱模块之间。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轮机机舱，该风轮机机舱进一步包括第三机舱模块，该第三

机舱模块包括第三框架结构，当所述机舱被安装在所述风轮机塔架上时，所述第三框架结

构与所述第一框架结构或所述第二框架结构并排放置。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风轮机机舱，其中，当所述机舱被安装在所述风轮机塔架上

时，所述第三框架结构在沿着所述风轮机转子的旋转轴线的方向上与所述第二框架结构并

排放置。

10.根据权利要求8或9所述的风轮机机舱，其中所述第三框架结构被构造成在所述机

舱的运输过程中和在所述机舱的安装之前支撑发电机，并且其中当所述机舱被安装在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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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轮机塔架上时所述发电机附装至所述传动系统，从而使得所述发电机的重量传递至所述

传动系统和所述主轴承系统，并由此传递至所述风轮机塔架。

11.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风轮机机舱，其中，所述第三框架结构的长度小于所述第一

框架结构或所述第二框架结构的长度。

1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轮机机舱，其中，所述第一机舱模块进一步包括在所述机

舱的运输过程中和所述机舱的安装之前由所述第一框架结构支撑的偏航装置的至少一部

分，并且其中当所述机舱被安装在所述风轮机塔架上时所述偏航装置的该部分由所述风轮

机塔架支撑。

1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轮机机舱，其中所述第一机舱模块进一步包括在所述机舱

的运输过程中和所述机舱的安装之前由所述第一框架结构支撑的底板，并且其中在所述机

舱安装在所述风轮机塔架上时所述底板由所述风轮机塔架支撑。

14.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风轮机机舱，其中，所述第一机舱模块包括安装在所述底板

上的另外风轮机部件。

1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轮机机舱，其中，所述传动系统在运输过程中弹性地悬置

在所述第二框架结构中。

1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轮机机舱，其中所述传动系统通过悬置装置悬置在所述第

二框架结构中，该悬置装置被构造成在所述机舱的组装过程中使所述传动系统相对于所述

第二框架结构移动。

1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轮机机舱，其中，安装好的所述机舱进一步包括至少附装

至所述第一框架结构和所述第二框架结构的罩。

1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轮机机舱，其中所述第一框架结构和/或所述第二框架结

构具有2.591m或2.896m的高度、2.438m的宽度以及6.059m、12.192m或13.716m的长度。

19.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风轮机机舱，其中，所述另外风轮机部件是润滑系统或控制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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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轮机机舱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被构造成安装在风轮机塔架上并用于支撑转子组件的风轮机机

舱，该机舱至少包括第一和第二机舱模块。本发明的机舱特别适合于在大型风轮机中使用。

背景技术

[0002] 在过去的几年里，在标称功率输出以及风轮机各个零部件的物理尺寸方面，风轮

机的大小都有增加趋势。结果，机舱的大小也必须增加以便确保机舱能够容纳所需的风轮

机部件。

[0003] 风轮机通常从各个零部件的制造地或多个制造地运输到期望架设风轮机的操作

场所。

[0004] 因而，随着风轮机的大小并由此随着风轮机的各个零部件的大小的增加，将这些

零部件运输到操作现场越来越困难，并且道路、运输车辆的尺寸给可以输送的零部件的大

小施加了上限。因此，期望在将这些零部件运输到操作现场期间能够将风轮机的一些较大

的零部件分成较小的模块。

[0005] EP  2  063  119公开了风轮机机舱的模块，该模块可分开地设计和管理，并且包括

壳体部。该模块可连接至机舱的至少一个另外模块，该另外模块也是分开地设计和管理并

且具有壳体部。模块的壳体部在机舱的组装状态下建造，该机舱包括若干模块，每个模块都

是机舱的壳体的一部分。EP  2  063  119中公开的模块通过壳体部中的凸缘彼此相连。然而，

这带来的结果是，对每个模块的壳体部的强度要求变得极其高，从而增加了模块的重量，而

这进一步增加对偏航装置和塔架的负载承受能力的要求。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用于风轮机的机舱，该机舱可使用普通运输

装置以较低的运输和搬运成本运输，而不会限制机舱的可能大小或者甚至优选同时还增加

机舱的宽度。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的进一步目的是提供一种用于风轮机的模块化机舱，其中

组装和安装成本较低。本发明的另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机舱，其具有改善的放置，改善是更

重的风轮机部件更接近风轮机塔架。

[0007] 根据本发明，通过一种被构造成安装在风轮机塔架上并支撑转子组件的风轮机机

舱来实现该目的，该机舱至少包括第一和第二机舱模块，所述第一机舱模块包括第一框架

结构和用于所述转子组件的主轴的主轴承系统，并且所述第二机舱模块包括第二框架结构

和用于所述风轮机的传动系统。另外，当所述机舱被安装在所述风轮机塔架上时，所述主轴

承系统由所述风轮机塔架支撑，并且所述传动系统被附装至所述主轴承，从而使得所述传

动系统的重量被传递至所述主轴承系统并由此传递至所述风轮机塔架。此外，所述第一框

架结构被构造成在所述机舱的运输过程中和所述机舱的安装之前支撑所述主轴承系统，并

且所述第二框架结构被构造成在所述机舱的运输过程中和所述机舱的安装之前支撑所述

传动系统，并且所述第一和第二框架结构形成第一和第二船运货物集装箱的承载结构，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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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得所述第一和第二机舱模块能够作为船运货物集装箱来进行运输。

[0008] 这样，每个机舱模块可以分开地并且容易地运输至风轮机的现场。而且，与单件整

体式机舱的相对更狭窄和长的供应链相比，机舱模块化允许供应链较宽并且较短。

[0009] 由于每个框架结构都形成船运货物集装箱的承载结构，因此每个机舱模块继承了

船运货物集装箱关于搬运、运输和存储的所有优点。通过专用模式(轮船、火车、卡车、驳船

和货车)和设备以相对于批量运输更低的成本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搬运船运货物集装箱。当

与船运、运输和搬运作为传统机舱的专用过大尺寸元件的成本相比时，成本节约甚至更为

显著。这适合于从工厂、在港口中、存储中和在铁路枢纽等的整个供应链。

[0010] 另外，对于船运货物集装箱来说转运-船运操作最少并且快速，与常规货物轮船相

比集装箱轮船更快，并且与批量运输的传统机舱或其零部件的运输所需的时间相比，能够

更显著地减少港口周转时间。而且，在存储和运输过程中能够有利地堆叠船运货物集装箱，

从而产生更为简单和更为廉价的包装，并且限制所需的存储空间。

[0011] 另外，可作为船运货物集装箱运输的机舱模块有利地使得可以利用公路极限在遥

远场所进入具有甚至大风轮机的场所。

[0012] 而且，所述机舱模块有利地允许每次一个机舱模块地将机舱组装在风轮机塔架

上，这允许使用更小的吊车。在随后的维修或更新(其中可以每次一个机舱模块地将一个或

多个机舱模块拆下并下降到地面)过程中情况类似。

[0013] 这里，船运货物集装箱是指具有适合于承受船运、存储和搬运并且通常被设计成

从一种运输模式移动到另一种运输模式而无需卸载和重新装载的集装箱。船运货物集装箱

还被称为联运集装箱、标准货物集装箱、箱式集装箱、海运集装箱或ISO集装箱，并且通常是

指在用于洲际交通的全球集装箱化联运货物运输系统中存储和移动材料和产品的集装箱。

[0014] 所述第一和第二框架结构可以包括底板和/或多个底部轨道、多个角柱和/或壁、

以及多个顶部轨道(在角部和/或边缘配件中相连)。所述框架结构可以进一步包括多个十

字构件或支柱以增加所述框架结构的稳定性和强度。所述框架结构可以进一步包括侧面

板、顶面板和/或底面板。所述侧面板中的一个或多个可以是可塌缩的。

[0015] 所述第一和第二框架结构都形成或构成了船运货物集装箱的承载结构，即所述第

一和第二框架结构为箱型结构，并且这样本身能够被看作是船运货物集装箱，这是因为该

框架结构可以提供船运货物集装箱的搬运、运输和堆叠所需的刚度和强度。在所述机舱的

运输过程中和所述机舱的安装之前，除了所述框架结构之外，机舱模块可以包括附加的可

移除框架元件，诸如横杆、支架、面板、运输罩等。例如，可以增设这些附加框架元件以增加

船运货物集装箱的强度或刚度或者遮蔽或保护船运货物集装箱的内容物。

[0016] 所述框架结构可以进一步包括位于一个或多个角部处的具有用于扭锁的开口的

角部配件。每个角部配件可以包括位于该角部配件的不同侧的一个或多个开口，从而允许

附装至一个或多个侧面或上方/下方。优选地，所述框架结构包括位于箱型结构的所有八个

角部处的角部配件。这些角部配件可以有利地提供利用扭锁的帮助以(半)自动和标准化方

式提升和堆叠集装箱的装置。所述角部配件可以进一步用来在存储和运输过程中以及在组

装好的机舱中连接机舱模块时在侧面连接所述框架结构或者以堆叠方式连接所述框架结

构。

[0017] 所述第一和第二框架结构典型地由钢(可选地具有塑料或纤维增强材料)或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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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制成。

[0018]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所述框架结构可以遵循用于系列1货物集装箱的ISO668:2013

的ISO标准中的尺寸和结构规格。

[0019] 如上所述，所述第一机舱模块包括第一框架结构和用于转子组件的主轴的主轴承

系统，该轴承系统在所述机舱被安装在所述风轮机塔架上时由所述风轮机塔架支撑，但是

在所述风轮机机舱的运输过程中和该风轮机机舱的安装之前由所述第一框架结构支撑。类

似地，所述第二机舱模块包括第二框架结构和用于所述风轮机的传动系统。当组装所述机

舱并且将该机舱安装在所述风轮机塔架上时，所述传动系统被附装至所述第一机舱模块的

主轴承，从而使所述传动系统的重量传递至所述主轴承系统并由此传递至所述风轮机塔

架。然而，所述第二框架结构被构造成在所述机舱的运输过程中和该机舱的安装之前支撑

所述传动系统。这样，所获得的是，对于所述模块的运输和搬运来说，所述框架结构均分开

地支撑放置在其中的风轮机部件并且提供每个机舱模块的强度和刚度，而在组装和安装好

的机舱中，所述主轴承系统和所述传动系统的主要风轮机部件由风轮机塔架支撑。由此，可

以将所述框架结构的尺寸设计成为了机舱的运输和搬运而为每个机舱模块提供强度和刚

度，但是尺寸无需设置成形成组装好的风轮机舱的承载结构。由此可以显著地减少框架结

构的重量，这既降低了机舱模块的运输成本，又降低了组装成本。这样，在机舱组装之前，框

架结构首先用作运输框架，然后将功能改变为罩或用于组装好的机舱的罩的框架。

[0020] 在组装好的机舱中，所述第一和第二框架结构可以并排放置和/或结合或可拆卸

地连接至彼此。

[0021] 所述传动系统被附装至所述主轴承系统，从而使得所述传动系统的重量以及优选

还有风轮机操作过程中的载荷都传递到所述主轴承系统。可以在所述框架结构和所述传动

系统之间设置用于吸收振动等的附加支撑。

[0022] 由所述风轮机塔架支撑的所述主轴承系统可以借助于偏航系统或中间部件而直

接或间接地附装至风轮机塔架。

[0023] 在组装好的机舱中，所述第一框架结构可以进一步部分或完全地由所述主轴承系

统支撑，并且/或者所述第二框架结构可以部分或完全地由所述传动系统支撑。所述框架结

构的载荷和重量可由此有利地借助于风轮机部件部分地或完全地传递至所述风轮机塔架

并由该风轮机塔架承载。

[0024] 所述风轮机部件诸如所述主轴承系统和所述传动系统可以由所述框架结构支撑，

或者反之通过悬置在一些框架元件之间、安装在一个或多个底部轨道或底板上、从顶部轨

道悬置、或者附装至角柱或壁中的一个或多个角柱或壁或者上述的组合而被支撑。在一个

实施方式中，所述风轮机部件可以放置在轨道中或者以悬置方式放置从而在组装所述机舱

时可相对于所述框架结构移动。这样，在运输过程中，所述风轮机部件可以完全放置在所述

框架结构的容积内，而在组装好的机舱中可以从所述框架结构容积部分伸出地放置。

[0025] 所述第一和第二机舱模块的第一和第二框架结构可以分别被进一步构造成支撑

另外的风轮机部件，诸如润滑系统、冷却系统、气象站、转换器系统、控制器系统等。这些另

外的风轮机部件可以例如安装在底板上或以其它方式附装至所述框架结构。

[0026]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当所述机舱被安装在所述风轮机塔架上时，所述第一和第二

框架结构在沿着所述风轮机转子的旋转轴线的方向上并排放置。这通过主风轮机部件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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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分布(诸如使所述主轴承系统位于第一机舱模块中，使所述传动系统位于第二机舱模块

中)而提供了有利的机舱模块化。由此能够在机舱模块之间以及风轮机的通用系统中获得

清晰接口。

[0027] 所述第一机舱模块放置在所述转子组件和所述第二机舱模块之间，或者另选地所

述第二机舱模块放置在所述转子组件和所述第一机舱模块之间。机舱模块相对于彼此的定

位取决于所述传动系统的类型。

[0028] 所述传动系统可以包括齿轮系统、直接驱动发电机、带驱动器或液压传动系统中

的一个。

[0029]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一和第二框架结构被取向成当所述机舱被安装在所述

风轮机塔架上时具有横向于所述风轮机转子的旋转轴线延伸的长度。由此，所述两个机舱

模块中的每个机舱模块都具有位于所述主轴承系统和所述传动系统的主风轮机部件的一

侧或两侧的附加空间，该附加空间可以有利地用于其它风轮机部件。这有利地允许将更多

的风轮机部件接近风轮机塔架放置，这对于更重的部件诸如例如重量达几吨的变压器尤其

有利。而且，在不增加运输成本的情况下获得了更为宽阔的机舱，这是因为可以通过传统装

置在正常宽度的道路上简单地作为集装箱“侧向地”运输这些机舱模块。所述框架结构在所

述机舱中的这种取向进一步有利地降低了组装好的机舱的总长度，由此提高了这种机舱结

构的刚度，并且降低了刚度要求，以便避免组装好的机舱结构的临界自然频率。

[0030]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一框架结构具有长度、宽度和高度，所述第二框架结构

具有与所述第一框架结构相同的长度和高度，并且所述第一框架结构和所述第二框架结构

在被安装在所述风轮机塔架上时角对角地放置在所述机舱中。由此，通过附装所述框架结

构能够简单容易地附装和连接所述第一和第二机舱模块。而且，并排放置的框架结构可以

由此形成组装好的机舱的外表面的一部分或整个外表面，并且可以有利地用来覆盖组装好

的机舱。

[0031] 在进一步的实施方式中，当所述机舱被安装在所述风轮机塔架上时，所述第二框

架结构附装至所述第一框架结构并由该第一框架结构支撑，并且所述第一框架结构由所述

塔架支撑。这样，第二框架系统的载荷被有效地转移至风轮机塔架，并且没有仅仅相对较小

地附加加强第一框架结构。所述第一和第二框架结构可以通过例如角部配件、焊接、螺栓

和/或其它机械紧固装置而简单容易地附装。另外，所述第一框架结构可以由所述主轴承系

统部分地支撑，并且/或者所述第二框架结构可以由所述传动系统部分地支撑。

[0032] 在进一步的实施方式中，所述风轮机机舱进一步包括第三机舱模块，该第三机舱

模块包括第三框架结构，当所述机舱被安装在所述风轮机塔架上时，所述第三框架结构与

所述第一或第二框架结构并排放置。这可以在组装好的机舱中有利地提供用于另外风轮机

部件的附加空间。

[0033]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当所述机舱被安装在所述风轮机塔架上时，所述第三框架结

构在沿着所述风轮机转子的旋转轴线的方向上与所述第二框架结构并排放置。由此在所述

传动系统后面获得了附加空间。

[0034]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三框架结构被构造成在所述机舱的运输过程

中和在所述机舱安装之前支撑发电机，当所述机舱被安装在所述风轮机塔架上时所述发电

机附装至所述传动系统，从而使得所述发电机的重量传递至所述传动系统和所述主轴承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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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并由此传递至所述风轮机塔架。由此，所述第一和第二框架结构的尺寸不需要设置成承

载整个第三机舱模块的重量，这是因为至少所述发电机的重量由传动系统和主轴承系统承

载。同时，所述第三框架结构在运输过程中支撑所述发电机，由此在运输过程中提供所述发

电机的安全性和搬运。在一个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三框架结构形成了船运货物集装箱的承

载结构，从而所述第三机舱模块能够作为船运货物集装箱来运输。其优点与以上针对第一

和第二机舱模块相同。

[0035]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三框架结构的长度小于所述第一或第二框架

结构的长度。由此，能够将组装好的机舱的总体尺寸减小到容纳不同风轮机部件所需的尺

寸。

[0036] 在本发明的进一步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一机舱模块进一步包括在所述机舱的运输

过程中和所述机舱的安装之前由所述第一框架结构支撑的偏航装置的至少一部分，并且其

中当所述机舱被安装在所述风轮机塔架上时所述偏航装置的该部分由所述风轮机塔架支

撑。根据所述机舱模块的大小，所述第一机舱模块可以包括整个偏航装置。如果该偏航装置

具有大于所述第一机舱模块的宽度的直径，则该偏航装置可以由更多部分组装而成。所述

第一机舱模块优选关于所述偏航装置的长度方向或关于其宽度方向或者二者对称地放置

在所述偏航装置上，以减少所述塔架中的来自于所述机舱的弯曲力矩。在一个实施方式中，

所述第一机舱模块可以放置所述偏航装置上，从而由此帮助增加在操作过程中所述风轮机

叶片的顶端和所述风轮机塔架之间的距离。也就是说，所述第一机舱模块可以沿风向尽可

能远地放置。

[0037]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一机舱模块进一步包括在所述机舱的运输过程中和所

述机舱的安装之前由所述第一框架结构支撑的底板，并且其中在所述机舱安装在所述风轮

机塔架上时所述底板由所述风轮机塔架支撑。由此提供了以不增加对框架结构的尺寸要求

的方式将其它风轮机部件放置在机舱模块中的方式。另外，由此提供了供机舱内工作的人

员使用的地板。在一个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一机舱模块包括安装在所述底板上的诸如润滑

系统、变压器和/或控制系统之类的另外风轮机部件，这在运输过程中以及在组装好的机舱

中(有利地相对接近风轮机塔架)给这些通常相当重的另外风轮机部件提供了有效支撑。

[0038] 在本发明的又一个实施方式中，所述传动系统在运输过程中弹性地悬置在所述第

二框架结构中。由此获得的是在运输过程中将所述传动系可靠地悬置在所述框架结构中并

由此安全地悬置在船运货物集装箱中，同时该传动系能够相对于所述框架结构略微移动，

由此使得与所述主轴承系统的附装和连接更为容易和快速。

[0039]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所述传动系统通过悬置装置悬置在所述第二框架结构中，该

悬置装置被构造成在所述机舱的组装过程中使所述传动系统相对于所述第二框架结构移

动。这同样允许将所述传动系统更容易附装至所述第一机舱模块中的所述主轴承系统，并

且在所述传动系统已经被附装至所述主轴承系统时更容易将所述第二框架结构对齐或附

装至所述第一框架结构。

[0040] 根据进一步实施方式，安装好的所述机舱可以包括至少附装至所述第一和第二框

架结构的罩。所述罩可以包括面板或篷布或二者的组合。所述框架结构形成了用于附装所

述罩的牢固结构，该罩本身除了承载来自于风和一般天气条件的载荷之外不需要能够承受

任何载荷。因此，所述罩可以由相对轻质材料形成，并且可以简单地张设在在所述框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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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或横跨所述框架结构固定拉紧。

[0041]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一和/或第二框架结构具有2.591m或2.896m的高度、

2.438m的宽度以及6.059m、12.192m或13.716m的长度。由此，所述第一和第二框架结构具有

与根据系列1货物集装箱的ISO  668：2013的ISO标准的标准化20’、40’、40’高货柜或45’高

货柜货物集装箱对应的外部尺寸。这允许第一和第二机舱模块能够作为标准化联运集装箱

通过考虑到联运性而设计的各种搬运设备(例如，集装箱门式起重机、跨车、抓臂吊车、正面

吊车、侧面吊车、叉式升降装卸车和平板卡车)进行搬运、运输和堆叠。

附图说明

[0042] 在下文中将参照附图描述本发明的不同实施方式，其中：

[0043] 图1是在其塔架处安装有根据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的机舱的风轮机的立体图；

[0044] 图2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组装的风轮机机舱的俯视图以及其中一个机舱

模块的框架结构的俯视图；

[0045] 图3以立体图示出了图2的组装好的风轮机机舱的概略图；

[0046] 图4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的机舱模块的框架结构的实施方式；

[0047] 图5示出了从侧面看时第二机舱模块的实施方式；以及

[0048] 图6是根据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的风轮机机舱的机舱模块的更换的概略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9] 图1示出了在其塔架3上安装有根据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的机舱2的风轮机1的立体

图。承载有三个转子叶片5的轮毂4形成了转子组件并且安装在机舱2处。为了清楚起见已经

将机舱2的顶部移除，由此揭示出机舱2的内部零件。在机舱2内放置有风轮机的不同部件，

诸如传动系统6。下面参照图2至6进一步详细地描述机舱2。

[0050] 图2的左侧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组装的风轮机机舱2的俯视图，右侧示出

了其中一个机舱模块的框架结构210的俯视图。该机舱包括均包括框架结构210的第一机舱

模块201、第二机舱模块202和第三机舱模块203。在该实施方式中，第一、第二和第三框架结

构在沿着风轮机转子的旋转轴线的方向上并排角对角放置，并且以它们的长度L  211横向

于该旋转轴线取向。此处，这三个框架结构210均具有相同的长度L  211、宽度W  212和高度H 

213。

[0051] 机舱模块均包括不同的风轮机部件。第一机舱模块201包括用于转子组件4的主轴

的主轴承系统221，而第二机舱模块包括附装至主轴承系统221的传动系统6。传动系被安装

在该机舱内，使得传动系统的重量被转移至主轴承系统，并由此转移至风轮机塔架，因此该

主轴承系统由风轮机塔架支撑。风轮机塔架3在图2中没有示出，但是也作为第一机舱模块

201的一部分的偏航装置230由虚线示出。此处，第一机舱模块201进一步包括控制器231、电

源232和润滑系统233。第二机舱模块202包括冷却系统240，而第三机舱模块包括发电机250

和转换器251。在组装机舱时将发电机250连接至传动系统6。

[0052] 在运输机舱过程中以及安装机舱之前，三个框架结构210中的每个都被构造成支

撑放置在它们中的风轮机部件。另外，第一、第二和第三框架结构都形成了船运货物集装箱

的承载结构。这样，能够作为船运货物集装箱来运输和搬运每个机舱模块。在图3的机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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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框架结构中的每个都具有分别为6.058m、2.438m和2.591m的20’船运货物集装箱的

外部尺寸即，长度L  211、宽度W  212和高度H  213。

[0053] 图3以立体图示出了图2的组装好的风轮机机舱2的概略图。此处，机舱模块201、

202、203的三个框架结构210如图所示至少在角部中相连。组装好的机舱2包括至少附装至

组装好的机舱的侧面的罩301，并且其中所述框架结构用于罩301的附装。

[0054] 图4以立体图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的机舱模块201、202、203的框架结构

310的实施方式。此处，框架结构210为箱型结构，并且形成了船运货物集装箱的承载结构。

该框架结构包括在八个角部配件300中相连的四个底部轨道、四个角柱402和四个顶部轨道

403。框架结构210可以进一步包括底板和十字构件或支柱以增加框架结构的稳定性和强

度。

[0055] 图5示出了沿着风轮机的旋转轴线从侧面看时第二机舱模块202的实施方式。第二

机舱模块202包括框架结构210和传动系统6，该传动系统6被放置成在机舱的运输过程中和

机舱组装之前由框架结构210支撑。此处，传动系统6通过将传动系统6连接至框架结构210

的多个支柱500而悬置。传动系统还可以通过框架结构的底部轨道或底板(未示出)放置和

悬置。机舱模块202还可以包括另外的风轮机部件501诸如润滑系统233。例如，在运输过程

中，这些部件通过被附装至或安装到框架结构的一个或多个角柱402上或底部轨道或底板

上而同样由框架结构支撑。当组装好时，传动系统6被附装至第一机舱模块的主轴承系统。

然后可以部分地拆除或松开由框架结构对传动系的支撑。另选地或附加地，当机舱组装好

时，可以将载荷传递转移，从而使得框架结构部分或全部地由传动系统支撑和悬挂在该传

动系统上。这同样适合于第一机舱模块中的主轴承系统。

[0056] 图6是如何通过吊车600将一个或多个机舱模块202、203下降至地面进行维修或更

换的概略图，在该示例中，吊车600安装在风轮机塔架3的顶部或第一机舱模块201的顶部。

该吊车同样可以是独立的吊车。图6中的概略图概括了从侧面看以及从上方看的方法。例

如，如果要更换齿轮系统，则这可以通过首先将第三机舱模块203然后将第二机舱模块202a

下降到地面实现。风轮机可以有利地在操作之间偏航以由此将机舱模块放置在围绕塔架3

的不同位置处。形成船运货物集装箱的承载结构的每个机舱模块的框架结构因而有利地包

括用于吊装操作的强度。然后可以将具有新的齿轮系统的第二机舱模块202b升起并安装至

第一机舱模块201，然后升起并安装第三机舱模块203。

[0057] 尽管已经描述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但是本发明不限于此，而是可以在不脱

离本发明的情况下进行修改。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限定，并且无论是在字面上还

是通过等同而落入权利要求的含义内的所有装置都旨在包含在本发明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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