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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船(2)的推进装置(1)，

所述推进装置具有吊舱壳体(3)和支柱(4)，其中

吊舱壳体(3)可借助于支柱(4)紧固在船(35)的

船身(5)上，其中吊舱壳体(3)设置用于容纳电动

机(6)，其中电动机(6)设置用于驱动螺旋桨(7)，

其中推进装置(1)具有第一承载结构(8)和第二

承载结构(9)，其中第一承载结构(8)比第二承载

结构(9)更宽。在用于运行推进装置(1)的方法中

产生流动速度，所述流动速度减少水对开口(22，

23，26，27)的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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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船(2)的推进装置(1)，所述推进装置具有吊舱壳体(3)和支柱(4)，其中所

述吊舱壳体(3)能借助于所述支柱(4)紧固在所述船(35)的船身(5)上，其中所述吊舱壳体

(3)设置用于容纳电动机(6)，其中所述电动机(6)设置用于驱动螺旋桨(7)，其中所述推进

装置(1)具有第一承载结构(8)和第二承载结构(9)，其中所述第一承载结构(8)比所述第二

承载结构(9)更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推进装置(1)，其中所述承载结构(8，9)中的至少一个承载结

构具有液滴形的横截面(10)。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推进装置(1)，其中所述第一承载结构(8)与所述第二承载

结构(9)在纵向定向(34)上彼此间隔开，其中在所述第一承载结构(8)和所述第二承载结构

(9)之间构成通道(37)。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推进装置(1)，其中所述通道(37)的下侧(13)借助于所述吊舱

壳体(3)构成，其中所述通道(37)的下侧是弯曲的，并且其中所述通道(37)的上侧(14)与所

述通道(37)的下侧(13)相对置，其中所述通道(37)的上侧(14)是弯曲的。

5.根据权利要求1至4中任一项所述的推进装置(1)，其中设有用于引导水的第一导向

结构(15)和用于引导水的第二导向结构(16)，其中所述第一导向结构(15)和所述第二导向

结构(16)在纵向方向(31，32)上彼此间隔开。

6.根据权利要求1至5中任一项所述的推进装置(1)，其中在所述第一承载结构(8)与所

述第二承载结构(9)之间构成有用于水穿流的开口(21，22，23，24，25，26，27，28)。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推进装置(1)，其中至少一个开口(21)具有变窄的第一开口横

截面。

8.根据权利要求5至7中任一项所述的推进装置(1)，其中所述导向结构(15，16，17，18，

19，20)中的至少一个导向结构具有梯形的横截面。

9.根据权利要求5至8中任一项所述的推进装置(1)，其中所述导向结构(15，16，17，18，

19，20)中的至少一个导向结构具有平行四边形的横截面。

10.根据权利要求5至9中任一项所述的推进装置(1)，其中所述导向结构(15，16，17，

18，19，20)中的至少一个导向结构具有外侧面(29)，所述外侧面大于所述导向结构(15，16，

17，18，19，20)的内侧面(30)。

11.根据权利要求5至10中任一项所述的推进装置(1)，其中所述第一导向结构(15)具

有第一纵向定向(31)，并且所述第二导向结构(16)具有第二纵向定向(32)，其中所述第一

纵向定向(31)和所述第二纵向定向(32)相对于所述推进装置(1)的纵轴线(34)不同地倾

斜。

12.根据权利要求5至11中任一项所述的推进装置(1)，其中所述第一承载结构(8)和所

述第一导向结构(9)关于其在所述推进装置(1)的纵轴线(34)上的位置方面重叠。

13.根据权利要求6至12中任一项所述的推进装置(1)，其中所述开口(21，22，23，24，

25，26，27，28)和/或导向结构(15，16，17，18，19，20)构成为，使得所述开口和/或导向结构

在所述推进装置(1)的额定运行中抑制穿流。

14.一种用于运行推进装置(1)的方法，其中使用根据权利要求1至13中任一项所述的

推进装置(1)，其中产生流动速度，所述流动速度减少水对开口(22，23，26，27)的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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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船的推进装置及用于运行推进装置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船的推进装置，所述推进装置具有：吊舱壳体；设置在吊舱壳

体中的电动机，所述电动机具有定子和转子，所述转子与电动机的旋转轴线同轴地设置；以

及吊舱支柱(支柱)，吊舱壳体可经由所述吊舱支柱与船身可旋转地连接。本发明还涉及一

种具有这种推进装置的船。这种推进装置也可以称为吊舱推进器或POD或方位推进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这种电吊舱推进器在船中或一般在水运工具中例如用作推进单元，其中吊舱推进

器通常处于船身外并且处于水平面下方、尤其处于海水中并且驱动螺旋桨。如所考虑的，这

种吊舱推进器也以名称POD推进器已知，并且通常具有兆瓦范围内、尤其大于5MW的电功率。

在此，在这种电吊舱推进器中，应以适当的形式引走电机的损耗热量，以便在运行期间将电

机保持在恒定且可接受的温度水平上。水运工具的其他实例是筏、海上钻井平台、潜水艇

等。与水运工具的尺寸和吊舱推进器的用途相关地，也可以使用小于5MW的电功率。

[0003] 定子的散热例如经由壳体的表面通过对流来实现。定子板叠例如收缩到壳体中，

由此确保良好的热传递。为此，壳体应具有足够良好的导热性。但是，因为电机壳体在水中

(在咸海水中的航运中)运行，所以同样需要足够的耐腐蚀性。

[0004] 从EP  2  824  806中已知一种用于船的推进装置，所述推进装置具有推进吊舱。推

进吊舱经由支柱与船的船身连接。在推进吊舱中存在推进马达，所述推进马达可经由支柱

中的冷却装置冷却。

[0005] 从EP  2  824  028  B1中已知一种船的推进单元、尤其船的方位推进单元。推进单元

具有设置在船的船身下方的壳型结构。电动机设置用于使螺旋桨轴旋转。壳型结构具有支

撑部段，所述支撑部段具有与壳型结构的马达壳体部段直接连接的下端部和与船的船身连

接的上端部。在壳型结构的支撑部段与马达壳体部段的柱形部段的柱形的外面之间设有至

少一个进行支撑的金属板。当水包围壳型结构时，至少一个进行支撑的金属板的不仅第一

侧面而且第二侧面与水接触。

[0006] 从EP  0  590  867  A1中已知一种用于船的推进单元，其中推进单元具有带有电动

机的吊舱，所述吊舱经由支柱可旋转地紧固在船身上。为了冷却电动机，设有在支柱中设置

的冷却管路，所述冷却管路延伸直至船身的内部中，在那里设有用于对处于冷却管路中的

冷却介质进行再冷却的热交换器。在船身中，除了调节单元或方位模块之外，还设置有由外

部通风器和空气冷却器/水冷却器构成的单独的冷却模块，其中冷却空气经由连接支柱中

的冷却管路导向至推进马达。

[0007] 对于他励同步电机和异步电机，尤其也在转子处产生损耗。在永磁同步电机中，在

升高的温度的情况下，磁体逐渐退磁。转子从环境、尤其定子(例如通过：辐射、热传导、对流

等)中获得其热量。转子也通过空气或轴承处的摩擦被加热，并且最后尤其不暴露于定子绕

组的交变磁场，所述交变磁场引起转子中的AC损耗。对于所述电机类型中的每个电机类型，

应限制转子温度。然而，在被动的水套冷却时，转子的冷却不是很好。因此可以实现，电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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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构造尺寸由于其而由转子温度确定。也就是说，如果转子被更好地冷却，则可以减小电

机。从所述减小中将得出显著的优点，尤其当可以减小直径时，因为由此可以改进流体动力

学的效率。如果可以更好地冷却定子，则也实现改进转子或定子的散热问题。定子的改进的

冷却引起转子也不太强烈地变热。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用于船的推进装置、尤其吊舱推进器的改进的冷却构

思。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推进装置和在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方法中实现所述目的的解

决方案。例如根据权利要求2至13得出本发明的设计方案。

[0009] 用于船的推进装置、尤其用于船的方位推进装置(POD)具有吊舱壳体和支柱，其中

吊舱壳体可借助于支柱紧固在船的船身上，其中吊舱壳体设置用于容纳电动机，其中电动

机设置用于驱动螺旋桨，其中推进装置具有第一承载结构和第二承载结构，其中第一承载

结构比第二承载结构更宽。借此实现特别好的流动特性。在此，推进装置处于周围的水的流

动中，所述周围的水首先迎流第一承载结构，并且随后迎流第二承载结构。因此，推进装置

可构成为，使得第一承载结构在平面中具有第一横截面，其中第二承载结构在所述平面中

也具有横截面、第二横截面，其中第一承载结构的通过横截面得出的宽度在所述平面中大

于第二承载结构的在所选平面的横截面中的对应的宽度。

[0010] 在推进装置的一个设计方案中，承载结构中的至少一个承载结构具有液滴状的横

截面。通过承载结构的液滴状的横截面得出良好的流动特性，所述流动特性可以减小水阻

力或所述流动特性可以改进迎流的特性，使得朝着海水更好地冷却电动机是可行的。在此，

液滴状的横截面尤其涉及液滴的横截面。在液滴状的横截面的一个设计方案中，横截面可

以具有沿着跟随吊舱壳体的纵向方向的纵向方向定向的起始区域和终止区域，其中液滴状

的横截面涉及起始区域或终止区域，其中承载结构在起始区域与终止区域之间纵向伸展。

第一承载结构和/或第二承载结构处于吊舱壳体与支柱之间。在此，支柱和/或吊舱壳体也

可以与第一承载结构或第二承载结构一件式地实施。

[0011] 在此，液滴表示由如下液体体部导出的形状，所述液体体部从较大的液体体部中

分离。所述形状与在均匀的液体和均匀的外部介质中的静止状态下的液滴的形状不同，因

为这种液滴在静止状态下以及在均匀的环境中具有球形形状，从而在横截面中具有圆形。

在液滴从较大的液体体部分离时，即在液滴产生时，液滴形状短期构成为不稳定的状态。在

通常语言使用中，液滴形状表示空间形状，所述空间形状在一侧上是球形的，并且在另一侧

上逐渐变尖或以尖状的方式收缩。借此，水滴在与体部分离之前不久近似地具有液滴形状，

从中得出液滴的液滴形的横截面。液滴具有流线形。

[0012] 在推进装置的一个设计方案中，承载结构也可以具有椭圆状的横截面形状。

[0013] 横截面的液滴形或椭圆形尤其涉及翼型形状，其在英语中被称为“airfoils”。

[0014] 在推进装置的一个设计方案中，第一承载结构与第二承载结构在纵向方向上彼此

间隔开，其中在第一承载结构与第二承载结构之间构成有通道。在所述通道中可以引导水、

尤其海水或河水等，以便可以经由吊舱壳体冷却电动机。

[0015] 在推进装置的一个设计方案中，通道的下侧借助于吊舱壳体构成，其中通道的下

侧尤其是弯曲的。通过反映圆形部段的类型的弯曲部来跟随电动机的柱形形状。不仅电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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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而且吊舱壳体具有柱形的基本形状。

[0016] 在推进装置的一个设计方案中，通道的上侧与通道的下侧相对置，其中通道的上

侧尤其是弯曲的。如果通道的上侧和下侧是弯曲的并且弯曲的面大致平行地延伸，则得到

用于水穿流的通道，所述通道在纵向定向上基本上具有相同的高度。

[0017] 在推进装置的一个设计方案中，设有用于引导水的第一导向结构和用于引导水的

第二导向结构，其中第一导向结构和第二导向结构在纵向定向或纵向定向上彼此间隔开。

导向结构可以紧固在支柱和/或吊舱壳体上。借此，当导向结构紧固在支柱和吊舱壳体上

时，所述导向结构可以承担支撑功能。导向结构也设置用于导向或引导在所构成的通道内

和所述通道外的水。通过间隔得出用于水通过的开口。水可以通过开口流入到通道中或从

通道中流出。可以通过开口的形状和大小影响通道内和通道外的协调性能。

[0018] 在推进装置的一个设计方案中，承载结构与导向结构一起形成部分假想的共同的

外部基本横截面。如果以假想的线描绘并且连接所有导向结构和承载结构的外侧，则得到

各个承载结构的位置和也可以用作支撑部的各个导向结构的位置的逻辑关系。然后可看

出，所有一起再次得到翼型(尤其得到液滴)，确切的说支柱的翼型形状的延续。因此，总装

置具有多个小的翼型，所述多个小的翼型一起近似为大的翼型。

[0019] 在推进装置的一个设计方案中，在第一承载结构与第二承载结构之间构成用于水

穿流的开口。可以在推进装置的静止状态下和/或在推进装置运动时实现水的穿流。在推进

装置运动时，水沿着推进装置从而沿着承载结构和/或吊舱壳体和/或沿着导向结构流动。

开口可以不同地构成为，使得不同的开口在不同的流动速度中允许不同的穿流。

[0020] 在推进装置的一个设计方案中，第一开口具有变窄的第一开口横截面。通过变窄，

可以实现水的更高的流动速度。也可以实现阻隔效果。阻隔效果可以在迎流的体部后方产

生。如果流动来自前方正面，则侧向的/中间的开口处于其各上游的侧向支撑部或导向支撑

部的“阴影”中。导向支撑部也可以称为导向结构。在正面迎流的开口的后边缘处，流动断流

并且开始形成涡流。产生的涡流阻隔侧向支撑部后方的开口。

[0021] 在推进装置的一个设计方案中，导向结构中的至少一个导向结构具有梯形的横截

面。通过梯形的横截面，不仅可以影响与导向结构邻接的相应的开口，而且可以影响导向结

构的迎流特性。

[0022] 在推进装置的一个设计方案中，导向结构中的至少一个导向结构具有平行四边形

的横截面。通过梯形的横截面，也不仅可以影响与导向结构邻接的相应的开口，而且可以影

响导向结构的迎流特性。

[0023] 在推进装置的一个设计方案中，导向结构中的至少一个导向结构具有外侧面，所

述外侧面大于所述导向结构的内侧面。借此可以实现，外侧面的长度大于内侧面的长度。借

此，在外部区域中实现尽可能平坦的表面。尤其地，开口的建模于是通过如下方式得到：内

侧面的长度相对于外侧面的长度缩短。在此，内侧面和外侧面在很大程度上彼此平行地设

计。

[0024] 在推进装置的一个设计方案中，第一导向结构具有第一纵向定向，并且第二导向

结构具有第二纵向定向，其中第一纵向定向和第二纵向定向相对于推进装置的纵轴线不同

地倾斜。由此，可以调整和优化在第一承载结构与第二承载结构之间的流动特性。

[0025] 在推进装置的一个设计方案中，导向结构构成对，其中所述对分别在纵轴线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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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像。因此，一对的部分关于纵轴线成镜像。

[0026] 在推进装置的一个设计方案中，第一承载结构和第一导向结构在推进装置的纵轴

线上的位置重叠。借此可以实现形成更少的涡流，并且改进流动特性。

[0027] 在推进装置的一个设计方案中，开口和/或导向结构构成为，使得所述开口和/或

所述导向结构在推进装置的额定运行中抑制穿流。由此可以实现可以在通道中构成稳定的

流动。通过所述流动，推进装置的电动机可以被冷却。水通过通道的高的穿流改进了冷却作

用，从而提高了电动机的性能。

[0028] 根据用于运行推进装置、尤其所描述的形式的推进装置的方法，产生包围推进装

置的水的流动速度，所述流动速度减少水对开口的穿流。例如，通过船的行驶来产生流动速

度，所述行驶由水的自然流动以及由通过船的旋转的螺旋桨的推进功率得到。如果减少水

对开口的穿流，则抑制水流量。如果吊舱壳体的上部部段中的通道具有在纵向定向上分布

的多个开口，则抑制作用尤其涉及处于纵向定向上的第一开口与纵向定向上的最后开口之

间的开口。通过抑制作用改进了通道中的水的协调性能。

附图说明

[0029] 在下文中，根据在附图中示出的实施例示例性地详细描述和阐述本发明，其中相

同的附图标记可以表示相同类型的对象。附图示出：

[0030] 图1示出船，

[0031] 图2示出推进装置，

[0032] 图3示出吊舱壳体，

[0033] 图4示出吊舱壳体的立体剖面，

[0034] 图5示出吊舱壳体的俯视图，

[0035] 图6示出示意性的吊舱壳体的俯视图，

[0036] 图7示出示意性的吊舱壳体的局部横截面，以及

[0037] 图8示出示意性的吊舱壳体的俯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根据图1的示图示出具有推进装置1的船2。推进装置1紧固在船2的船身5上。推进

装置1是POD，并且具有支柱4，所述支柱承载吊舱壳体3或吊舱壳体3悬挂在所述支柱上。在

吊舱壳体3中存在用于驱动螺旋桨7的电动机6。

[0039] 根据图2的示图示出具有支柱4、吊舱壳体3和螺旋桨7的推进装置1的立体图。也示

出对于周围的水假定的流动方向35。

[0040] 根据图3的示图示出推进装置的局部，其中示出吊舱壳体3，并且也示出用于与螺

旋桨连接的轴的纵轴线34。此外示出第一承载结构8和第二承载结构9，吊舱壳体3可通过所

述第一承载结构和第二承载结构紧固在支柱4上。也示出开口21、22、23和24，水可以通过所

述开口流入或流出。所述开口通过承载结构8和9或通过导向结构15、16和17形成。第一承载

结构8具有多个型廓43。第二承载结构9具有多个型廓44。如果现在在第一承载结构8和第二

承载结构9的第二型廓的区域中分别绘制剖面，则得到根据图4的示图。

[0041] 根据图4的示图示出吊舱壳体3的立体剖面。除了第一承载结构8和第二承载结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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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还示出处于其间的通道37。通道37尤其通过多个导向结构构成。示出第一导向结构

15、第二导向结构16、第三导向结构17、第四导向结构18、第五导向结构19和第六导向结构

20。导向结构相对于纵轴线34形成对。第一导向结构15与第六导向结构30形成对。第二导向

结构16与第五导向结构19形成对，第三导向结构17与第四导向结构18形成对。所述对包围

通道37。在导向结构之间或在承载结构和导向结构之间构成开口21、22、23、24、25、26、27和

28。水可以通过所述开口流动。

[0042] 根据图5的示图在俯视图中示出根据图4的吊舱壳体。第一导向结构15具有第一纵

向定向31。所述第一纵向定向大致平行于纵轴线34。第六导向结构20也对应地具有纵向定

向31，所述纵向定向对应于第一导向结构15的纵向定向，因为所述两个导向结构形成对。所

述对相对于纵轴线34镜像对称。第二导向结构16具有第二纵向定向32，所述第二纵向定向

相对于纵轴线34倾斜并且与所述纵轴线相交。对应的情况适用于第五导向结构19，所述第

五导向结构与第二导向结构16形成对。第三导向结构17具有第三纵向定向33。这对应地适

用于第四导向结构18。相对于纵轴线34，第三纵向定向33比第二纵向定向32还更倾斜。

[0043] 根据图6的示图示出示意性的吊舱壳体3的俯视图。示出第二承载结构9如何与第

一导向结构18和第六导向结构17在根据纵轴线34的纵向定向上重叠并且如何在纵轴线34

的所述纵向定向上构成重叠区域36。通过穿过导向结构和承载结构所示的剖面可看出，第

一承载结构8具有宽度11，所述宽度大于第二承载结构9的宽度12。通过所示的流动方向35

可看出，首先设有宽的承载结构8以用于迎流，并且随后设有具有较小宽度的承载结构9。根

据图6的示图也示出宽度11小于第一导向结构15和第六导向结构20的对的第一间距38。通

过第三导向结构17和第四导向结构18的对以及所述对的间距得到的第二间距39大于第二

宽度12、即第二承载结构9的宽度。由此可以积极地影响协调性能。

[0044] 根据图7的示图示出具有部分横截面45的示意性的吊舱壳体3。通过部分横截面45

可看到通道37，并且也可看到开口26和27。通道37具有大致彼此平行地伸展的下侧13和上

侧14。这些侧13和14如另一吊舱壳体那样对应地弯曲。

[0045] 根据图8的示图示出示意性的吊舱壳体的俯视图。示出两个导向结构之间的开口

间距40。此外，通过消除虚线示出第一承载结构8和第二承载结构9的液滴形的横截面。根据

图8中的示图也可看到承载结构分别具有外侧面29和内侧面30。外侧面29具有长度、第一侧

面长度41。内侧面30具有长度、第二侧面长度42。第一侧面长度41大于第二侧面长度42。借

此尽管有开口也可以避免在外部区域中的涡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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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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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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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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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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