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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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0541662.9

(22)申请日 2016.07.11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351809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1.25

(30)优先权数据

104123225 2015.07.17 TW

(73)专利权人 陈文杰

地址 中国台湾台北市

    专利权人 曾淑惠

(72)发明人 陈文杰　

(74)专利代理机构 隆天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72003

代理人 李昕巍　郑泰强

(51)Int.Cl.

F03G 3/04(2006.01)

(56)对比文件

JP 2001090649 A,2001.04.03,

JP 2001090649 A,2001.04.03,

CN 102297103 A,2011.12.28,

CN 102322388 A,2012.01.18,

US 7579705 B1,2009.08.25,

CN 102597495 A,2012.07.18,

CN 203901502 U,2014.10.29,

CN 203948235 U,2014.11.19,

CN 1114392 A,1996.01.03,

审查员 张云芳

 

(54)发明名称

发电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发电系统包括一发电机组、

一上容置槽及一送料子系统。所述发电机组具有

一发电装置及多个叶部，叶部带动所述发电装置

产生电力。上容置槽固定于一高于该发电装置的

位置，以储存固状颗粒，并释放该些固状颗粒以

带动该些叶部。送料子系统具有一运送槽可升降

地位于一邻近该上容置槽的第一位置以运送该

些固状颗粒以及一低于该发电装置的第二位置

之间，所述运送槽在所述第二位置以回收该些固

状颗粒，再运送该些固状颗粒至所述第一位置，

并释放运送该些固状颗粒进入上容置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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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一发电机组，具有

一发电装置，包括线圈及永久磁铁；及

多个叶部，用以带动所述发电装置产生电力；

一上容置槽，固定于一高于该发电装置的位置，以储存固状颗粒，并释放所述固状颗粒

以带动所述叶部；

一下容置槽，固定于一低于该发电装置的位置，以承接由多个所述叶部降低后并释放

出的所述固状颗粒；以及

一送料子系统，所述送料子系统具有：

一运送槽，能升降地位于一邻近该上容置槽的第一位置以及一低于该下容置槽的第二

位置之间，所述运送槽在所述第二位置回收所述固状颗粒，再运送所述固状颗粒至所述第

一位置，并释放运送所述固状颗粒进入所述上容置槽；

一第一液压装置，包括一承载台，所述承载台能升降的位于一第一高处及一第一低处；

所述运送槽的所述第二位置的高度低于所述下容置槽的位置，所述运送槽的所述第一位置

高于所述承载台的所述第一高处；

所述下容置槽，置于所述第一液压装置的一侧，并位于一低于所述第一低处的位置；

一第二液压装置，以第一管路连接于所述第一液压装置，其中所述第二位置高度低于

所述下容置槽，其中所述承载台降低至所述第一低处时，所述第一液压装置内的工作流体

流至所述第二液压装置以将所述运送槽升高至所述第二位置；其中所述运送槽能升到的所

述第一位置高于所述承载台能升到的所述第一高处；以及

一回复液压装置，以第二管路连接于所述第二液压装置，并以第三管路连接于所述第

一液压装置，所述回复液压装置包括一能升降的受力部，所述第二液压装置的所述运送槽

由所述第一位置降低時，所述运送槽抵接所述受力部；当所述运送槽继续下降至所述第二

位置的过程中压抵所述受力部，以使工作流体由所述回复液压装置流回所述第一液压装

置；

所述第一管路、所述第二管路及所述第三管路分别设置有至少一控制阀。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其中该发电装置为一发电马达，该发电

机组还包括一基座及多个臂部，该发电马达架设于该基座上，所述臂部连接该发电马达，所

述叶部对应地设于该多个臂部的末端，以带动该发电马达旋转。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其中该运送槽低于该发电装置的位置是

邻近该下容置槽，所述固状颗粒经过该下容置槽后移至该运送槽。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其中该上容置槽具有一倾斜底部及一朝

向所述叶部的活动门；其中该下容置槽具有一倾斜底部以及一朝向该运送槽的活动门。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其中多个所述叶部各设置永久磁铁，多

个所述叶部的旁边设有感应单元，所述感应单元设置多个感应线圈，所述多个感应线圈设

置于所述叶部经过路径的外侧。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发电机组包括多个叶部及一转

动带，多个所述叶部连接于所述转动带上，所述转动带绕过至少二个转轴，所述转轴的位置

设有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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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发电系统，尤其涉及一种利用固状颗粒的势能转换成动能以驱动

发电机组，并且固状颗粒可以回收循环使用，借此以环保而稳定的方式产生电力的发电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地球资源的有限，人们愈来愈注意环保方式的能源替代方式，例如太阳能、水

力发电、或风力发电等。然而所述的环保能源都非常受限于环境，无法稳定的提供。例如晚

上即无法提供太阳能；缺水时，就无法利用水力发电；风力发电，更是受到风力不稳定的影

响。

[0003] 以目前中国台湾的风力发电而言，设置多组的风力发电机，将电力并入台电供电

系统内。由于风力发电的不稳定，为着能稳定的供电，台电公司甚至需要将发电厂的备援发

电量扩充以弥补风力发电可能无法供电的状况。此种方式，无异是另一种更不环保的方式。

[0004] 因此本发明即在于寻找一种环保而稳定的方式驱动发电机组以产生电力。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发电系统，利用固状颗粒的势能转换

成动能以驱动发电机组，并且固状颗粒可以回收循环使用，借此以环保而稳定的方式产生

电力的发电系统。

[0006] 为了解决所述技术问题，根据本发明的其中一种方案，提供一种发电系统，其包括

一发电机组、一上容置槽、一下容置槽及一送料子系统。所述发电机组具有一发电装置及多

个叶部用以带动所述发电装置产生电力。发电装置包括线圈及永久磁铁。该上容置槽固定

于一高于该发电装置的位置，以储存固状颗粒，并释放该些固状颗粒以带动该些叶部。下容

置槽固定于一低于该发电装置的位置，以承接由所述多个叶部降低后并释放出的所述固状

颗粒。所述送料子系统具有一运送槽；运送槽可升降地位于一邻近该上容置槽的第一位置

以运送该些固状颗粒、以及一低于该下容置槽的第二位置之间，所述运送槽在所述第二位

置以回收该些固状颗粒，再运送该些固状颗粒至所述第一位置，并释放运送该些固状颗粒

进入所述上容置槽。

[0007]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本发明利用固状颗粒以带动发电机组的该些叶部。此

外，借由送料子系统的运送槽可升降地位于第一位置与第二位置之间，使得所述该些固状

颗粒可以回收使用。借此提供一种稳定的发电方式，不受风力因季节不稳定的影响，发电的

方式也非常环保。

[0008] 为了能更进一步了解本发明为达成既定目的所采取的技术及功效，请参阅以下有

关本发明的详细说明、图式，相信本发明之目的、特征与特点，当可由此得以深入且具体之

了解，然而所附图式与附件仅提供参考与说明用，并非用来对本发明加以限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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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09] 图1为本发明的发电系统的示意图。

[0010] 图2为本发明的发电系统升高固状颗粒到上容置槽的示意图。

[0011] 图3为本发明的发电系统升高固状颗粒带动叶部的示意图。

[0012] 图4为本发明的发电系统的固状颗粒回收到下容置槽的示意图。

[0013] 图5为本发明的发电系统的固状颗粒回复到初始位置的示意图。

[0014] 图6至图9为本发明的发电系统的送料子系统的实施例的示意图。

[0015] 图10为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发电机组的前视示意图。

[0016] 图10A为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发电机组的侧视示意图。

[0017] 图11为本发明第三实施例的发电机组的前视示意图。

[0018] 图12为本发明第四实施例的发电机组的前视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请参阅图1及图2，本发明为一种发电系统，其包括一发电机组9、一上容置槽81及

一送料子系统(如图中标号20所代表)。所述发电机组9具有一基座94、一发电马达90架设于

基座94上、多个臂部95以连接并带动该发电马达90旋转及多个叶部96对应地设于上述臂部

95的末端。

[0020] 上容置槽81固定于一高于该发电马达90的位置，以储存固状颗粒S，并释放该固状

颗粒S以带动上述叶部96。上容置槽81一种实施方式是具有一倾斜底部812及一朝向上述叶

部96的活动门814。

[0021] 本实施例的发电机组9并不限制于所述的发电马达，可以应用各种的发电装置，例

如可以将发电装置的线圈与永久磁铁分开置于发电机组9。实际应用上，可以利用多个叶部

96以带动发电装置的永久磁铁经过线圈而产生电力。例如永久磁铁可以固定于所述叶部96

或臂部95，线圈可以是置于永久磁铁的动作路径上。又可利用传动装置将旋转动能传递至

其它位置的发电机上，例如用皮带或齿轮传递，不限于所述实施方式。

[0022] 送料子系统至少具有一可升降的运送槽26。运送槽26可升降地位于一邻近上容置

槽81的第一位置(如图2及图4所示)以运送该固状颗粒S、以及一低于发电马达90的第二位

置(如图1所示)以回收该固状颗粒S。

[0023] 如图2所示，本实施例利用送料子系统的第二液压装置20升高所述运送槽26，以运

送该固状颗粒S到邻近上容置槽81的位置。运送槽26具有一倾斜底面261及一活动门262。如

图3所示，由于上容置槽81的倾斜底部812，打开活动门814之后，固状颗粒S流向发电机组9

以带动上述叶部96。叶部96带动发电马达90而产生电力。所述活动门814可以设置传感器，

以控制固状颗粒S落下的量，例如可以开启少一些而降速以减少落下的量，或开启大一些而

加速以增加落下的量。

[0024] 活动门814可以依需求而控制落下的固状颗粒S，例如要使发电机组9的叶部96降

速时，可以减少固状颗粒S落下的量，并节省固状颗粒S的消耗，或者减少落下的频率。反过

来说，当要加速时，可以增加固状颗粒S落下的量，或增加落下的频率。一种可行的作法，上

容置槽81可设有一感测单元(未图标)及与感测单元电性连接的一开关单元(未图标)。感测

单元可侦测叶部96是否通过活动门814下方的一既定位置，而开关单元用以控制活动门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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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启与闭合，以及固状颗粒S的流动量。当感测单元感测叶部96位于既定位置时，开关单

元控制活动门814开启，以使固状颗粒S通过出料口下落至叶部96。当感测单元感测到叶部

96受固状颗粒S的重力而转动并离开既定位置时，开关单元控制活动门814遮闭出料口。

[0025] 另外，开关单元可通过控制活动门814来控制出料口的大小，来控制固状颗粒S的

流动量，以进一步控制发电马达90的转速，以及控制发电马达90在单位时间内输出的电量。

前述的流动量是指单位时间内通过出料口的固状颗粒S的重量。

[0026] 举例而言，可设定在用电量较高的尖峰时段，开关单元控制活动门814完全开启，

以增加固状颗粒S的流动量。此时，发电马达90转动的速度加快，而可在单位时间内输出较

大的电力。在用电量较低的离峰时段，开关单元控制活动门814遮蔽部分出料口，使固状颗

粒S的流动量降低，从而降低发电马达90转动的速度，以在单位时间内输出较少的电力，符

合需求。

[0027] 据此，相较于现有的水力或风力发电系统，本发明实施例的发电机组9可通过感测

单元与开关单元控制固状颗粒S的流动量，并根据不同的时段的用电量来控制输出的电量，

而可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

[0028] 如图3及图4所示，本实施例可以进一步设置一下容置槽82，以回收降低后的所述

固状颗粒S。下容置槽82的位置固定于一低于发电马达90的位置，较佳是低于叶部96旋转过

程中最低的位置。再者，所述运送槽26低于发电马达90的第二位置为邻近下容置槽82。此实

施例，运送槽26的第二位置是低于下容置槽82。当叶部96旋转过程中最低的位置之后，使该

固状颗粒S进入下容置槽82，提供暂存的功用。本实施例的下容置槽82具有一倾斜底部822

以及一朝向该运送槽26的活动门824。叶部96可以借由释放机构，使叶部96内的固状颗粒S

进入下容置槽82。释放机构可以是在叶部96设置一活动门(图略)，或者在发电系统设置一

使叶部96可倾斜的装置(如图4的横杆)，以使叶部96内的固状颗粒S倒入下容置槽82。

[0029] 如图5所示，此实施例设置下容置槽82的优点是可以配合运送槽26回到第二位置

的时间，该固状颗粒S再移至运送槽26。本发明可以在运送槽26回到第二位置时，将叶部96

内的固状颗粒S直接倒入运送槽26，此种方式的设计可以省略下容置槽82。

[0030] 如图6所示，为本发明的送料子系统的一种实施例的示意图。此实施例送料子系统

包括第一液压装置10、第二液压装置20以及回复液压装置30。下容置槽82是置于第一液压

装置10的一侧。

[0031] 如图6所示，第一液压装置10包括一第一活塞11及一设于第一活塞11顶端的承载

台12。承载台12可借由第一活塞11上升或下降。第一活塞11  可以抬升所述承载台12到一第

一高处H11，可以降低所述承载台12到一第一低处H12(如图7所示)。本实施例的第一高处

H11可以是第一活塞11升高该承载台12到达的最高位置；第一底处H12可以是第一活塞11降

低所述承载台12到达的最低位置。

[0032] 本实施例的承载台12也可以承接一另外的固状颗粒源头，例如采矿区的矿石等，

并假设固状颗粒源头高于第一高处H11的位置。换句话说，固状颗粒源头略高于位在第一高

处H11的承载台12，借此固状颗粒S可以借着重力由固状颗粒源头进入承载台12。可以理解

的是，送料子系统可以通过外力提供能量，例如但不限于该外力可以为电力或者位于高处

的矿石，以为送料子系统再次提供能量。当然可以理解的是，该外力还可以是机械力，例如

但不限于人工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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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下容置槽82置于所述第一液压装置10的一侧，并固定在一低于所述第一低处H12

的位置，如图6及图7所示的缓冲位置Hf。同时，下容置槽82也是置于第一液压装置10与第二

液压装置20之间，用以暂时承接由第一液压装置10的承载台12送来的固状颗粒S，在适当的

时候再转送到所述第二液压装置20的运送槽26。

[0034] 第二液压装置20以第一管路P1连接于所述第一液压装置10，第一管路P1可以设置

一控制阀V1。此实施例的第二液压装置20可以是伸缩多节式液压装置，但不限于此，例如可

以是如云梯车，斜举并配合多节式的液压装置。第二液压装置20包括一第二活塞21及设于

第二活塞21顶端的运送槽26。运送槽26可升降的位于第一位置H21(如图7所示)及第二位置

H22(如图6所示)之间。本实施例中，第二位置H22的高度低于下容置槽82的位置。第一位置

H21高于承载台12的第一高处H11。

[0035] 如图7所示，此实施例的运作方式，当承载台12承载固状颗粒S之后，承载台12因重

力而下降到第一低处H12，工作液体F由第一液压装置10流向第二液压装置20。第二液压装

置20的运送槽26连同固状颗粒S得以被升高而靠近上容置槽81。此时，关闭第一管路P1的控

制阀V1；第二管路P2的控制阀V2以及第三管路P3的控制阀V3也是关闭状态。接着，将运送槽

26内的固状颗粒S移送到上容置槽81。

[0036] 如图8所示，回复液压装置30包括一第三活塞31及一可升降的受力部  32，受力部

32连接于第三活塞31。回复液压装置30以第二管路P2连接于第二液压装置20，并以第三管

路P3连接于第一液压装置10。回复液压装置30用以暂存工作流体F，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回送

至第一液压装置10。第二管路P2设置一控制阀V2。第三管路P3设置一控制阀V3。

[0037] 然后，再打开第二管路P2的控制阀V2，运送槽26下降，并使工作流体F流入回复液

压装置30。直到运送槽26略低于下容置槽82时，将固状颗粒S由下容置槽82向下倒入运送槽

26内。完成后，控制阀V3打开。运送槽26连同固状颗粒S继续下降，并且压抵所述回复液压装

置30的受力部32。

[0038] 如图9所示，回复液压装置30将工作流体F再挤压而回流至第一液压装置10，并将

承载台12升高回复至第一位置H21。

[0039] 打开上容置槽81使固状颗粒S流向发电机组9以推动发电机组9，固状颗粒S并顺着

重力掉入承载台12，回复至图6的状态。本实施例形成一个循环。

[0040] 请参阅图10及图10A，分别为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发电机组9的前视示意图及侧视

示意图。本发明的发电机组9可以是在所有的叶部96上设置一永久磁铁98，叶部96旁边设有

感应单元99，感应单元99设置多个感应线圈990，感应线圈990设置于叶部96经过路径的外

侧。永久磁铁98与感应单元99构成发电装置。永久磁铁98经过多个感应线圈990时，因磁力

线改变而可产生电流。感应线圈990较佳是置于叶部96经过路径上的一侧。如图10A所述，叶

部96的两边外侧各设有一环状的感应单元99。

[0041] 请参阅图11，为本发明第三实施例的发电机组9’的示意图。此实施例的发电机组

9’主要是由多个叶部92连接于一转动带上，转动带绕过至少二个转轴，转轴的位置设有发

电机90’。此种方式的优点，是比所述实施例节省空间。叶部92借由上容置槽81释放的固状

颗粒S而被带动。下容置槽82设置于发电机组9’的下方。当叶部92旋转过程中最低的位置之

后，使该固状颗粒S进入下容置槽82，提供暂存的功用。

[0042] 请参阅图12，为本发明第四实施例的发电机组9”的示意图。此实施例与图11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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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在于还设有感应单元99”在叶部的周围，每一叶部92设有永久磁铁98，永久磁铁98例如可

以设置于叶部92的底部。感应单元99”具有多个感应线圈990置于多个叶部92经过路径的外

侧，例如设置于多个叶部  92的两侧。此实施例可以在所述叶部92的侧边形成可感应磁场改

变以发电的设备。

[0043] 本发明利用固状颗粒以带动发电机组的该些叶部。此外，借由送料子系统的运送

槽可升降地位于第一位置于第二位置之间，使得所述该些固状颗粒可以回收使用。借此提

供一种稳定的发电方式，不受风力因季节不稳定的影响，发电的方式也非常环保。

[004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可行实施例，凡依本发明申请专利范围所做的均等变

化与修饰，皆应属本发明的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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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图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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