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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倍速垂直轴风力发电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发电效率高的倍速

垂直轴风力发电系统，包括立柱，所述立柱的顶

部连接垂直轴风力发电机，所述垂直轴风力发电

机包括固定垂直主轴、发电机定子线圈组件、发

电机转子磁体组件、定子叶片、转子叶片，所述发

电机定子线圈组件与所述定子叶片相固定连接，

并与所述固定垂直主轴相转动连接，所述发电机

转子磁体组件与所述转子叶片相固定连接，并与

所述固定垂直主轴相转动连接，在受到风力时，

所述定子叶片与所述转子叶片的转动方向相反，

从而带动所述发电机定子线圈组件与所述发电

机转子磁体组件做相反方向的相对转动，使得发

电机的转速提高。本实用新型可广泛应用于风力

发电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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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倍速垂直轴风力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立柱(1)，所述立柱(1)的顶部连接

垂直轴风力发电机，所述垂直轴风力发电机包括固定垂直主轴(2)、发电机定子线圈组件

(21)、发电机转子磁体组件(22)、定子叶片(3)、转子叶片(4)，所述发电机定子线圈组件

(21)与所述定子叶片(3)相固定连接，并与所述固定垂直主轴(2)相转动连接，所述发电机

转子磁体组件(22)与所述转子叶片(4)相固定连接，并与所述固定垂直主轴(2)相转动连

接，在受到风力时，所述定子叶片(3)与所述转子叶片(4)的转动方向相反，从而带动所述发

电机定子线圈组件(21)与所述发电机转子磁体组件(22)做相反方向的相对转动，使得发电

机的转速提高。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倍速垂直轴风力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发电机定子线圈

组件(21)与定子轴套(23)相固定连接，并通过所述定子轴套(23)套接适配于所述固定垂直

主轴(2)上，所述发电机转子磁体组件(22)与转子轴套(24)相固定连接，并通过所述转子轴

套(24)套接适配于所述固定垂直主轴(2)上，以实现转动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倍速垂直轴风力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定子叶片(3)位

于下方，呈莲花花瓣状造型，所述转子叶片(4)位于上方，呈莲花莲蓬状造型，所述垂直轴风

力发电机整体呈莲花状造型。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倍速垂直轴风力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定子叶片(3)、所

述转子叶片(4)的外表面敷设光伏发电组件。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倍速垂直轴风力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定子叶片(3)、所

述转子叶片(4)采用钢质骨架，所述光伏发电组件敷设于所述钢质骨架上。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倍速垂直轴风力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光伏发电组件采

用钙钛矿薄膜太阳能组件。

7.根据权利要求1～6任意一项所述的倍速垂直轴风力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立

柱(1)的中部设有多功能箱(5)，所述多功能箱(5)是广告箱或电控箱。

8.根据权利要求1～6任意一项所述的倍速垂直轴风力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立

柱(1)的下部开设有总控制器模块仓(8)及储能电池仓(9)，用于控制、存储所述垂直轴风力

发电机产生的电能。

9.根据权利要求1～6任意一项所述的倍速垂直轴风力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垂

直轴风力发电机的顶部连接用于移动通信信号的传送和接收的通讯天线(6)及避雷针(7)。

10.根据权利要求1～6任意一项所述的倍速垂直轴风力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垂

直轴风力发电机与所述立柱(1)的顶部通过顶部法兰组(11)相连接固定；所述立柱(1)的底

部设有用于与地面连接固定的立柱法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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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速垂直轴风力发电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垂直轴风力发电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风力发电是清洁能源的一种，目前在风资源多的环境应用广泛。风力发电设备从

结构上分为：风轮的旋转轴与风向平行的水平轴风力发电机，风轮的旋转轴垂直于地面或

者气流的方向的垂直轴风力发电机。目前水平轴风力发电已经发展到15MW，其塔架高度超

过200米，叶轮直径超过180米，这对于大型风力发电的设计、安装、维护和可靠性都提出了

巨大的挑战。在陆上，由于叶片过长导致运输困难，使得陆上风机功率增加受限制；对于海

上风机，在台风等极端天气情况下，会对高耸的风塔与叶片造成不可逆的破坏。

[0003] 由于垂直轴风力发电机在风向改变的时候无需对风，在这点上相对于水平轴风力

发电机是一大优势，它不仅使结构设计简化，而且也减少了风轮对风时的陀螺力。垂直轴风

力发电机分为阻力型与升力型，阻力型对风能的利用率低，而不能用于大型风力发电的设

计，升力型叶片可利用空气的升力来驱动，风能利用率高。现有的垂直轴大功率风力发电机

不如水平轴风机普及的原因之一是功率越大，叶片越大，叶片的重量使得悬臂梁结构难以

大型化。因此现有的垂直轴风力发电机效率相对低。

[0004] 传统的风力发电系统更有先天性的不足之处，就是发电系统的定子都是固定的，

只有转子在旋转，这样，在旋转速度上就很难提高。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发电效率高的

倍速垂直轴风力发电系统。

[0006] 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本实用新型包括立柱，所述立柱的顶部连接垂

直轴风力发电机，所述垂直轴风力发电机包括固定垂直主轴、发电机定子线圈组件、发电机

转子磁体组件、定子叶片、转子叶片，所述发电机定子线圈组件与所述定子叶片相固定连

接，并与所述固定垂直主轴相转动连接，所述发电机转子磁体组件与所述转子叶片相固定

连接，并与所述固定垂直主轴相转动连接，在受到风力时，所述定子叶片与所述转子叶片的

转动方向相反，从而带动所述发电机定子线圈组件与所述发电机转子磁体组件做相反方向

的相对转动，使得发电机的转速提高。

[0007] 所述发电机定子线圈组件与定子轴套相固定连接，并通过所述定子轴套套接适配

于所述固定垂直主轴上，所述发电机转子磁体组件与转子轴套相固定连接，并通过所述转

子轴套套接适配于所述固定垂直主轴上，以实现转动连接。

[0008] 所述定子叶片位于下方，呈莲花花瓣造型，所述转子叶片位于上方，呈莲花莲蓬造

型，所述垂直轴风力发电机整体呈莲花状造型。

[0009] 所述定子叶片、所述转子叶片的外表面敷设光伏发电组件。

[0010] 所述定子叶片、所述转子叶片采用钢质骨架，所述光伏发电组件敷设于所述钢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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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架上。

[0011] 所述光伏发电组件采用钙钛矿薄膜太阳能组件。

[0012] 所述立柱的中部设有多功能箱，所述多功能箱是广告箱或电控箱。

[0013] 所述立柱的下部开设有总控制器模块仓及储能电池仓，用于控制、存储所述垂直

轴风力发电机产生的电能。

[0014] 所述垂直轴风力发电机的顶部连接用于移动通信信号的传送和接收的通讯天线

及避雷针。

[0015] 所述垂直轴风力发电机与所述立柱的顶部通过顶部法兰组相连接固定。

[0016] 所述立柱的底部设有用于与地面连接固定的立柱法兰。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由于本实用新型包括立柱，所述立柱

的顶部连接垂直轴风力发电机，所述垂直轴风力发电机包括固定垂直主轴、发电机定子线

圈组件、发电机转子磁体组件、定子叶片、转子叶片，所述发电机定子线圈组件与所述定子

叶片相固定连接，并与所述固定垂直主轴相转动连接，所述发电机转子磁体组件与所述转

子叶片相固定连接，并与所述固定垂直主轴相转动连接，在受到风力时，所述定子叶片与所

述转子叶片的转动方向相反，从而带动所述发电机定子线圈组件与所述发电机转子磁体组

件做相反方向的相对转动，使得发电机的转速提高；本实用新型突破了本领域现有技术的

固有思维，通过将风叶分组，使得所述发电机定子线圈组件在所述定子叶片的带动下也发

生转动，且其转动方向与所述发电机转子磁体组件相反，改变了现有定子组件不能转动，通

过转子组件转动转速较慢的弊端，使得发电机的转速提高，可以达到现有转速的翻倍，因此

使得垂直轴风力发电机的发电效率大大提高，故本实用新型发电效率高，可称为“倍速垂直

轴风力发电系统”。

[0018] 由于所述定子叶片、所述转子叶片的外表面敷设光伏发电组件，使得本实用新型

充分利用了空间，成为风、光一体的发电系统，达到了清洁能源的综合最大化利用，故本实

用新型的发电效率进一步提高。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垂直轴风力发电机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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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2] 如图1、图2所示，本实施例的倍速垂直轴风力发电系统包括立柱1，所述立柱1的顶

部连接垂直轴风力发电机，所述垂直轴风力发电机与所述立柱1的顶部通过顶部法兰组11

相连接固定，所述立柱1的底部设有用于与地面连接固定的立柱法兰10，所述垂直轴风力发

电机的顶部连接用于移动通信信号的传送和接收的通讯天线6及避雷针7，所述通讯天线6

可作为5G基站使用；所述垂直轴风力发电机包括固定垂直主轴2、发电机定子线圈组件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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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机转子磁体组件22、定子叶片3、转子叶片4，所述发电机定子线圈组件21与所述定子叶

片3相固定连接，并与所述固定垂直主轴2相转动连接，所述发电机定子线圈组件21与定子

轴套23相固定连接，并通过所述定子轴套23套接适配于所述固定垂直主轴2上，以实现转动

连接，所述发电机转子磁体组件22与所述转子叶片4相固定连接，并与所述固定垂直主轴2

相转动连接，所述发电机转子磁体组件22与转子轴套24相固定连接，并通过所述转子轴套

24套接适配于所述固定垂直主轴2上，以实现转动连接，在受到风力时，所述定子叶片3与所

述转子叶片4的转动方向相反，从而带动所述发电机定子线圈组件21与所述发电机转子磁

体组件22做相反方向的相对转动，使得发电机的转速提高，所述垂直轴风力发电机的发电

功率为5～10W；所述定子叶片3位于下方，呈莲花花瓣造型，所述转子叶片4位于上方，呈莲

花莲蓬造型，所述垂直轴风力发电机整体呈莲花状造型，使得本实施例的风力发电机在设

计上与艺术相结合，设计新颖，造型美观、大方，与环境相容性好，不突兀，可用于城市道路

等安装场地环境，与全球节能环保的大环境极为贴切；所述定子叶片3、所述转子叶片4的外

表面敷设光伏发电组件，所述定子叶片3、所述转子叶片4采用钢质骨架，所述光伏发电组件

敷设于所述钢质骨架上，所述光伏发电组件采用钙钛矿薄膜太阳能组件，所述太阳能组件

的光伏发电功率与所述立柱1的高度和型号成正比，每平方米的表皮发电功率为40～80W，

充分利用了空间，利用风、光两种发电单元作为能源来源，使得本实用新型成为风、光一体

的发电系统，达到了清洁能源的综合最大化利用，发电效率进一步提高；所述立柱1的中部

设有多功能箱5，所述多功能箱5是广告箱或电控箱，所述立柱1的下部开设有总控制器模块

仓8及储能电池仓9，用于控制、存储所述垂直轴风力发电机、所述光伏发电组件产生的电

能。

[0023] 本实用新型可以满足在信息、速度、安全等各方面的需求且无需市政电网供电，全

部自动化运行，是一个综合利用清洁能源且实现户外路面多种塔杆于一体的项目，使新能

源路灯系统不再显得单调、无趣，不再需要市政电网的接入，节约人力物力和运行成本以及

社会资源，不但可以产生清洁的电力，同时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点缀、亮化环境，当在规模

化使用时，它会形成一条靓丽的风景线，使得生硬的新能源路灯系统产生生动的美感和乐

趣，还可以利用它对人们进行科普教育和环境保护教育，是一个利国利民利子孙的新能源

项目，本项目通过自主设计，试生产，项目现场实际试用，对试用效果进行抗风、抗倒伏、风、

光发电能力及效率、电能质量等多方面试验，各方面性能都达到设计要求，效果十分显著，

取得完美成功，本实用新型不但可以节约化石能源、净化空气、保护环境，还可以极大的节

约运行费用、美化环境，而在对风光储一体自供能源系统的应用上，领域非常广泛，既节约

能源，又节约各类资源。

[0024] 本实用新型突破了本领域现有技术的固有思维，通过将风叶分组，使得所述发电

机定子线圈组件21在所述定子叶片3的带动下也发生转动，且其转动方向与所述发电机转

子磁体组件22相反，改变了现有定子组件不能转动，通过转子组件转动转速较慢的弊端，使

得发电机的转速提高，可以达到现有转速的翻倍，因此使得垂直轴风力发电机的发电效率

大大提高，故本实用新型发电效率高，可称为“倍速垂直轴风力发电系统”。本实用新型的风

力发电系统可以单独使用一个垂直轴风力发电机，也可以组成阵列作为风力发电站使用，

所产生的电力既可以自身使用，也可以并入电网，还可以利用它对人们进行科普教育和环

境保护教育，是一个利国利民利子孙的新能源项目。大量投入使用后将为社会创造极大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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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0025] 上面对本专利的较佳实施方式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专利并不限于上述实施方

式，在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专利宗旨的前提下

作出各种变化。

[0026] 本实用新型可广泛应用于风力发电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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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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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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