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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随风向全范围自适应调节

的大型风力发电机。主要解决现有风力发电机存

在的未能有效提高风力发电机在山区风场上升

或下降风向的风能利用率的技术问题。本发明采

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随风向全范围自适应调节

的大型风力发电机，其包括发电组件、旋转叶轮

组件、仰俯支撑组件、水平转动组件和塔筒，所述

旋转叶轮组件的导流罩与发电组件的空心低速

传动轴的前端连接，所述发电组件通过第四传动

轴与仰俯支撑组件的第二大圆锥齿轮连接，所述

仰俯支撑组件的底面通过第六传动轴与水平转

动组件的第二大圆柱齿轮连接，所述水平转动组

件设在塔筒内设置的支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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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随风向全范围自适应调节的大型风力发电机，其特征在于：包括发电组件(1)、

旋转叶轮组件(2)、仰俯支撑组件(3)、水平转动组件(4)和塔筒(5)，所述旋转叶轮组件(2)

的导流罩(205)与发电组件(1)的空心低速传动轴(107)的前端连接，所述发电组件(1)通过

第四传动轴(303)与仰俯支撑组件(3)的第二大圆锥齿轮(301)连接，所述仰俯支撑组件(3)

的底面通过第六传动轴(401)与水平转动组件(4)的第二大圆柱齿轮(405)连接，所述水平

转动组件(4)设在塔筒(5)内设置的支架(501)上；所述仰俯支撑组件(3)由U形发电机仓支

柱(301)、两个第四传动轴(303)和两组仰俯转动机构组成，所述两个第四传动轴(303)的一

端分别与发电机仓(101)的两侧连接，所述两个第四传动轴(303)的另一端分别与两组仰俯

转动机构中的第二大圆锥齿轮(302)连接，所述两组仰俯转动机构分别装在U形发电机仓支

柱(301)两侧设置的空腔中；所述仰俯转动机构由第二大圆锥齿轮(302)、第二小圆锥齿轮

(304)、第五传动轴(305)、第二电机(306)和电机平台(307)组成，所述电机平台(307)设在U

形发电机仓支柱(301)侧面空腔的底面上，所述第二电机(306)装在电机平台(307)上，所述

第五传动轴(305)的一端与第二电机(306)连接，所述第二小圆锥齿轮(304)设在第五传动

轴(305)的另一端，所述第二大圆锥齿轮(302)与第四传动轴(303)的另一端连接并与第二

小圆锥齿轮(304)相啮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随风向全范围自适应调节的大型风力发电机，其特征在

于：所述发电组件(1)由发电机仓(101)、发电机(102)、发电机传动轴(103)、发电机平台

(104)、第一小圆柱齿轮(105)、第一大圆柱齿轮(106)和空心低速传动轴(107)组成，所述发

电机(102)设在发电机平台(104)上，所述发电机平台(104)设在发电机仓(101)内的底面

上，所述发电机传动轴(103)的一端与发电机(102)连接，所述发电机传动轴(103)的另一端

设有第一小圆柱齿轮(105)，所述第一大圆柱齿轮(106)设在空心低速传动轴(107)的后端

并与第一小圆柱齿轮(105)相啮合，所述空心低速传动轴(107)的前端伸出发电机仓(101)

与旋转叶轮组件(2)的导流罩(205)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随风向全范围自适应调节的大型风力发电机，其特征在

于：所述旋转叶轮组件(2)由若干组叶片(201)、若干个第一传动轴(202)、若干个第一圆锥

齿轮(203)、第二圆锥齿轮(204)、导流罩(205)、第二传动轴(206)、第一大圆锥齿轮(207)、

第一小圆锥齿轮(208)、第一电机(209)、电机架(210)和第三传动轴(211)组成，所述若干组

叶片(201)均匀装在导流罩(205)上，每组叶片(201)的底部与第一传动轴(202)的一端连

接，所述第一传动轴(202)的另一端设有第一圆锥齿轮(203)，所述第二圆锥齿轮(204)设在

第二传动轴(206)的前端并与第一圆锥齿轮(203)相啮合，所述第二传动轴(206)装在空心

低速传动轴(107)及第一大圆柱齿轮(106)设置的轴孔中，所述第一大圆锥齿轮(207)设在

第二传动轴(206)的后端，所述电机架(210)设在发电机仓(101)内的一边，所述第一电机

(209)装在电机架(210)上并与第三传动轴(211)的一端连接，所述第一小圆锥齿轮(208)装

在第三传动轴(211)的另一端并与第一大圆锥齿轮(207)相啮合。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随风向全范围自适应调节的大型风力发电机，其特征在

于：所述水平转动组件(4)由第六传动轴(401)、第二小圆柱齿轮(402)、第七传动轴(403)、

第三电机(404)和第二大圆柱齿轮(405)组成，所述第六传动轴(401)的一端与U形发电机仓

支柱(301)底面连接，所述第六传动轴(401)的另一端设有第二大圆柱齿轮(405)，所述第三

电机(404)装在支架(501)上，所述第七传动轴(403)的一端与第三电机(404)连接，所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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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圆柱齿轮(402)装在第七传动轴(403)的另一端并与第二大圆柱齿轮(405)相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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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随风向全范围自适应调节的大型风力发电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随风向全范围自适应调节的大型风力发电机，它属于风力发电机

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大型风力发电机由于其尺寸及自重因素，叶片与机头、发电仓与塔筒、塔筒与地面

均使用螺栓等固定连接方式。而随着风力发电场的增多，不同地区风场的特性各异，风场风

向并非固定不变，则风力发电机在变化风向的工况下不能时刻保持叶片前缘迎风旋转，进

而影响风力发电机持续高效的利用风能发电。现有解决方案多为在二维平面改变风轮分迎

风方向，或者仅调节叶片的攻角，而未能有效提高风力发电机在山区风场上升或下降风向

的风能利用率。

[0003] 由于叶片前缘迎风向时，即前缘风轮面与风向垂直，风能利用率高，根据叶片工作

的原理，即伯努利原理，由于叶片本身具有攻角，叶片旋转的过程中，在叶片上方形成局部

真空，前掠翼区域与后掠翼区域形成压力差，带动风力发电机旋转进而发电。若前缘风轮面

与风向不垂直，风能利用率的降低不但会影响发电效率，而且会造成叶片的偏载，进而造成

发电机仓内的各传动部件及发电机的偏载运行，影响风力发电机的正常运转及使用寿命。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解决现有风力发电机存在的未能有效提高风力发电机在山区风

场上升或下降风向的风能利用率的技术问题，提供一种随风向全范围自适应调节的大型风

力发电机。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随风向全范围自适应调节的大型风力发电机，其包括发电组件、旋转叶轮组

件、仰俯支撑组件、水平转动组件和塔筒，所述旋转叶轮组件的导流罩与发电组件的空心低

速传动轴的前端连接，所述发电组件通过第四传动轴与仰俯支撑组件的第二大圆锥齿轮连

接，所述仰俯支撑组件的底面通过第六传动轴与水平转动组件的第二大圆柱齿轮连接，所

述水平转动组件设在塔筒内设置的支架上。

[0007] 进一步地，所述发电组件由发电机仓、发电机、发电机传动轴、发电机平台、第一小

圆柱齿轮、第一大圆柱齿轮和空心低速传动轴组成，所述发电机设在发电机平台上，所述发

电机平台设在发电机仓内的底面上，所述发电机传动轴的一端与发电机连接，所述发电机

传动轴的另一端设有第一小圆柱齿轮，所述第一大圆柱齿轮设在空心低速传动轴的后端并

与第一小圆柱齿轮相啮合，所述空心低速传动轴的前端伸出发电机仓与旋转叶轮组件的导

流罩连接。

[0008] 进一步地，所述旋转叶轮组件由若干组叶片、若干个第一传动轴、若干个第一圆锥

齿轮、第二圆锥齿轮、导流罩、第二传动轴、第一大圆锥齿轮、第一小圆锥齿轮、第一电机、电

机架和第三传动轴组成，所述若干组叶片均匀装在导流罩上，每组叶片的底部与第一传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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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的一端连接，所述第一传动轴的另一端设有第一圆锥齿轮，所述第二圆锥齿轮设在第二

传动轴的前端并与第一圆锥齿轮相啮合，所述第二传动轴装在空心低速传动轴及第一大圆

柱齿轮设置的轴孔中，所述第一大圆锥齿轮设在第二传动轴的后端，所述电机架设在发电

机仓内的一边，所述第一电机装在电机架上并与第三传动轴的一端连接，所述第一小圆锥

齿轮装在第三传动轴的另一端并与第一大圆锥齿轮相啮合。

[0009] 进一步地，所述仰俯支撑组件由U形发电机仓支柱、两个第四传动轴和两组仰俯转

动机构组成，所述两个第四传动轴的一端分别与发电机仓的两侧连接，所述两个第四传动

轴的另一端分别与两组仰俯转动机构中的第二大圆锥齿轮连接，所述两组仰俯转动机构分

别装在U形发电机仓支柱两侧设置的空腔中。

[0010] 进一步地，所述仰俯转动机构由第二大圆锥齿轮、第二小圆锥齿轮、第五传动轴、

第二电机和电机平台组成，所述电机平台设在U形发电机仓支柱侧面空腔的底面上，所述第

二电机装在电机平台上，所述第五传动轴的一端与第二电机连接，所述第二小圆锥齿轮设

在第五传动轴的另一端，所述第二大圆锥齿轮与第四传动轴的另一端连接并与第二小圆锥

齿轮相啮合。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水平转动组件由第六传动轴、第二小圆柱齿轮、第七传动轴、第三

电机和第二大圆柱齿轮组成，所述第六传动轴的一端与U形发电机仓支柱底面连接，所述第

六传动轴的另一端设有第二大圆柱齿轮，所述第三电机装在支架上，所述第七传动轴的一

端与第三电机连接，所述第二小圆柱齿轮装在第七传动轴的另一端并与第二大圆柱齿轮相

啮合。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3] 本发明结构的风力发电机，当风向为水平气流时，塔筒内的第三电机调整发电机

仓水平旋转，使得前缘风轮面与风向垂直，以达到高效的风能利用；当风向为下降气流时，

塔筒内的第三电机和发电机仓支柱内的第二电机同时调整发电机仓水平和仰俯旋转，使得

前缘风轮面与风向垂直，以达到高效的风能利用；当风向为上升气流时，在塔筒内的第三电

机和发电机仓支柱内的第二电机同时调整发电机仓水平和仰俯旋转时，并同时启动第一电

机控制叶片旋转，完成叶片180度旋转，使得前缘风轮面与风向垂直，达到高效的风能利用。

解决现有风力发电机存在的未能有效提高风力发电机在山区风场上升或下降风向的风能

利用率的技术问题。与背景技术相比，本发明突破了风力发电机低速传动轴水平与竖直方

向间的界限，以及二维平面内的小范围调整的限制，通过电机的联动实现了低速传动轴在

三维半球空间范围的任意角度调整，配合叶片的自转功能，满足风力发电机在任意风向情

况下进行高效捕捉风能发电，使得风力发电机在不同风场安装不受当地风向的制约。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发电组件和旋转叶轮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中：101‑发电机仓，102‑发电机，103‑发电机传动轴，104‑发电机平台，105‑第一

小圆柱齿轮，106‑第一大圆柱齿轮，107‑空心低速传动轴，201‑叶片，202‑第一传动轴，203‑

第一圆锥齿轮，204‑第二圆锥齿轮，205‑导流罩，206‑第二传动轴，207‑第一大圆锥齿轮，

208‑第一小圆锥齿轮，209‑第一电机，210‑电机架，211‑第三传动轴，301‑发电机仓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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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第二大圆锥齿轮，303‑第四传动轴，304‑第二小圆锥齿轮，305‑第五传动轴，306‑第二

电机，307‑电机平台，401‑第六传动轴，402‑第二小圆柱齿轮，403‑第七传动轴，404‑第三电

机，405‑第二大圆柱齿轮，5‑塔筒，501‑支架。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描述。

[0018] 如图1～图2所示，本实施例中的一种随风向全范围自适应调节的大型风力发电

机，其包括发电组件、旋转叶轮组件、仰俯支撑组件、水平转动组件和塔筒5，所述旋转叶轮

组件的导流罩205与发电组件的空心低速传动轴107的前端连接，所述发电组件通过第四传

动轴303与仰俯支撑组件的第二大圆锥齿轮301连接，所述仰俯支撑组件的底面通过第六传

动轴401与水平转动组件的第二大圆柱齿轮405连接，所述水平转动组件设在塔筒5内设置

的支架501上。

[0019] 进一步地，所述发电组件由发电机仓101、发电机102、发电机传动轴103、发电机平

台104、第一小圆柱齿轮105、第一大圆柱齿轮106和空心低速传动轴107组成，所述发电机

102设在发电机平台104上，所述发电机平台104设在发电机仓101内的底面上，所述发电机

传动轴103的一端与发电机102连接，所述发电机传动轴103的另一端设有第一小圆柱齿轮

105，所述第一大圆柱齿轮106设在空心低速传动轴107的后端并与第一小圆柱齿轮105相啮

合，所述空心低速传动轴107的前端伸出发电机仓101与旋转叶轮组件2的导流罩205连接。

[0020] 进一步地，所述旋转叶轮组件由若干组叶片201、若干个第一传动轴202、若干个第

一圆锥齿轮203、第二圆锥齿轮204、导流罩205、第二传动轴206、第一大圆锥齿轮207、第一

小圆锥齿轮208、第一电机209、电机架210和第三传动轴211组成，所述若干组叶片201均匀

装在导流罩205上，每组叶片201的底部与第一传动轴202的一端连接，所述第一传动轴202

的另一端设有第一圆锥齿轮203，所述第二圆锥齿轮204设在第二传动轴206的前端并与第

一圆锥齿轮203相啮合，所述第二传动轴206装在空心低速传动轴107及第一大圆柱齿轮106

设置的轴孔中，所述第一大圆锥齿轮207设在第二传动轴206的后端，所述电机架210设在发

电机仓101内的一边，所述第一电机209装在电机架210并与第三传动轴211的一端连接，所

述第一小圆锥齿轮208装在第三传动轴211的另一端并与第一大圆锥齿轮207相啮合。

[0021] 进一步地，所述仰俯支撑组件由U形发电机仓支柱301、两个第四传动轴303和两组

仰俯转动机构组成，所述两个第四传动轴303的一端分别与发电机仓101的两侧连接，所述

两个第四传动轴303的另一端分别与两组仰俯转动机构中的第二大圆锥齿轮302连接，所述

两组仰俯转动机构分别装在U形发电机仓支柱301两侧设置的空腔中。

[0022] 进一步地，所述仰俯转动机构由第二大圆锥齿轮302、第二小圆锥齿轮304、第五传

动轴305、第二电机306和电机平台307组成，所述电机平台307设在U形发电机仓支柱301侧

面空腔的底面上，所述第二电机306装在电机平台307上，所述第五传动轴305的一端与第二

电机306连接，所述第二小圆锥齿轮304设在第五传动轴305的另一端，所述第二大圆锥齿轮

302与第四传动轴303的另一端连接并与第二小圆锥齿轮304相啮合。

[0023] 进一步地，所述水平转动组件由第六传动轴401、第二小圆柱齿轮402、第七传动轴

403、第三电机404和第二大圆柱齿轮405组成，所述第六传动轴401的一端与U形发电机仓支

柱301底面连接，所述第六传动轴401的另一端设有第二大圆柱齿轮405，所述第三电机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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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在支架501上，所述第七传动轴403的一端与第三电机404连接，所述第二小圆柱齿轮402

装在第七传动轴403的另一端并与第二大圆柱齿轮405相啮合。

[0024] 发电机102与电网连接；发电机仓101外部设有风向传感器；发电机仓101、导流罩

205与发电机仓支柱301均设有若干散热孔；第一电机209、第二电机306与第三电机404为独

立电源，均与风向传感器连接，可通过风向传感器测量风向数据，通过三个电机联动，控制

本发明风力发电机的前缘风轮面转向风力最大的方向。

[0025]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是：

[0026] ①当风向为水平气流时，通过风向传感器测量风向数据，确定风向后，启动塔筒内

的第三电机404调整发电机仓支柱301水平旋转并带动发电机仓支柱301上的发电机仓101

也水平旋转，使得前缘风轮面与风向垂直，以高效利用风能；

[0027] ②当风向为下降气流时，通过风向传感器测量风向数据，确定风向后，启动塔筒内

的第三电机404和发电机仓支柱内的两个第二电机306，联动调整发电机仓101和发电机仓

支柱301既水平旋转又仰俯旋转，使得前缘风轮面与风向垂直，以高效利用风能；

[0028] ③当风向为上升气流时，通过风向传感器测量风向数据，确定风向后，启动塔筒内

的第三电机404和发电机仓支柱内的两个第二电机306，联动调整发电机仓101和发电机仓

支柱301既水平旋转又仰俯旋转，使得叶片旋转形成的风轮面与风向垂直，并启动第一电机

209叶片控制叶片，完成叶片180度旋转，最终使得前缘风轮面与风向垂直，以高效利用风

能。

说　明　书 4/4 页

7

CN 112555100 B

7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8

CN 112555100 B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