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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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0944480.2

(22)申请日 2020.09.1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2054588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12.08

(73)专利权人 四川大学

地址 610065 四川省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号四川大学

(72)发明人 王文全　骆佳玲　陈云良　闫妍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高沃律师事务所 11569

专利代理师 张天一

(51)Int.Cl.

H02J 7/35(2006.01)

H02S 10/12(2014.01)

H02S 20/32(2014.01)

H02S 40/00(2014.01)

F03D 9/11(2016.01)

F03D 3/04(2006.01)

E03B 3/02(2006.01)

A01M 29/32(2011.01)

(56)对比文件

CN 106918012 A,2017.07.04

CN 106918012 A,2017.07.04

CN 109964028 A,2019.07.02

CN 102016382 A,2011.04.13

CN 204967694 U,2016.01.13

CN 108253365 A,2018.07.06

CN 201363234 Y,2009.12.16

CN 201372903 Y,2009.12.30

CN 105156968 A,2015.12.16

CN 108401648 A,2018.08.17

CN 101949356 A,2011.01.19

CN 101046212 A,2007.10.03

审查员 周远志

 

(54)发明名称

一种风光互补发电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风光互补发电系统，包括风

力发电系统、太阳能发电系统和雨水收集系统。

风力发电系统用于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并将电

能储存在蓄电池；太阳能发电系统用于将太阳辐

射能通过光电效应转换为电能，并将电能储存在

蓄电池中；当下雨时，雨水收集系统将落在系统

的雨水进行收集。本发电系统包括风能发电、太

阳能发电和雨水收集功能的组合，系统结构简

单，发电绿色环保安全，发电经济效益高，建在高

层建筑物顶部，几何形状取决于建筑结构轮廓，

既可以为建筑物提供绿色能源，又不会造成负面

视觉影响，还能消除对鸟击问题的担忧，提高安

全性并减少振动。该系统亦可用于低风速和高风

速的市区和偏远地区，实用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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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风光互补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蓄电池，所述蓄电池用于存储电能；

风力发电系统，所述风力发电系统包括风力机、动力涡轮导叶以及发电机，所述风力机

位于装置的中间，被所述动力涡轮导叶包围，所述风力机的中心驱动轴连接所述发电机；所

述发电机用于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并通过所述蓄电池将电能储存起来；所述动力涡轮导

叶包括上壁导板、下壁导板和导向叶片，所述上壁导板和/或所述下壁导板为锥形板，所述

上壁导板和所述下壁导板上下相对且均开口朝外设置，所述上壁导板和所述下壁导板通过

若干所述导向叶片连接，若干所述导向叶片按圆周阵列排布；

太阳能发电系统，所述太阳能发电系统包括太阳能电池板，所述太阳能电池板安装于

所述上壁导板的顶面，且所述太阳能电池板倾斜设置；所述太阳能电池板用于将太阳辐射

能通过光电效应转换为电能，并通过所述蓄电池将电能储存起来；

雨水收集系统，所述雨水收集系统用于将落在系统上的雨水进行收集；

以所述风力机和所述动力涡轮导叶为一个结构单元，多个所述结构单元能够垂直堆叠

设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光互补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雨水收集系统包括雨水

过滤器、雨水通道、储水箱和控制开关；所述雨水通道位于所述太阳能电池板的下方；所述

雨水通道的顶部连接所述雨水过滤器，底部连接所述储水箱；所述控制开关安装于所述储

水箱，用于控制所述储水箱内雨水的排放。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光互补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风力机为垂直轴风力

机；所述动力涡轮导叶为固定式导叶机构或可调式导叶机构。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光互补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太阳能电池板为太阳能

光伏或太阳能热电池板。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光互补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太阳能电池板的底部通

过万向节结构安装；所述太阳能发电系统还包括智能控制器，所述智能控制器能够通过检

测光照方向和/或光照强度，自动控制所述太阳能电池板进行万向枢转。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光互补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系统还包括网罩，所述网罩

套设于系统的最外侧，用于防止异物撞击风力机。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光互补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系统用于建在建筑物或结构

的顶部，且配置有安装锁定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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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风光互补发电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能源收集设备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风光互补发电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利用清洁能源发电已经成为热点。目前，世界各国所用的燃

料几乎都是化石燃料。然而化石燃料蕴藏量有限、能源消耗大，正面临着枯竭的危险。而且

化石燃料燃烧时产生的各种气体与固体废物会导致温室效应加剧和酸雨，改变全球的气

候，生态平衡失衡。因此，研究设计以绿色可再生能源为主动力的发电系统具有重大的意

义，可以促进能源的绿色和可持续利用，克服化石燃料的有限性。

[0003] 水力发电要淹没大量土地，有可能导致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而且水资源也是有限

的，还会受到季节的影响。核电在正常情况下是干净的，但是万一发生核泄漏事故，后果是

不堪设想的。风能和太阳能是潜在的免费、清洁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利用太阳能和

风能发电不需要使用水，与利用水力、生物质能和核能等其他能源发电相比，它们不会引起

环境问题。

[0004] 目前，太阳能发电技术种类繁多，现有太阳能发电装置主要是由太阳能电池方阵、

蓄电池组、充放电控制器、逆变器、交流配电柜、太阳跟踪控制系统等设备组成，由于结构简

单、易安装建设、清洁安全等优点而被广泛应用。太阳能发电装置根据光生伏特效应原理，

利用太阳能光伏电池把太阳辐射能直接转变成电能，在白天阳光充足的条件下，发电效率

较高，但在夜间或阴天无光的条件下，太阳能系统基本不发电，无法实现全天候发电。另一

方面，风电技术日趋成熟，已是一种安全可靠的能源，风力发电的经济性也日益提高；其原

理是利用风力带动风车叶片旋转，再通过增速机将旋转的速度提升，来促使发电机发电。但

是，现有的风力发电装置仅适用于高风速地区，对于低风速地区无法推广使用，有待改善。

[0005] 如果将风电技术和太阳能发电技术进行结合，夜间和阴天无阳光时利用风能发

电，晴天利用太阳能发电，在既有风又有太阳的情况下两者同时发挥作用，既可实现全天候

的发电功能，同时比单用风力、太阳能发电更经济科学。因此，如何提供一种风光互补发电

系统，同时改善现有风力发电装置无法在低风速地区适用的情况，是本发明亟待解决的技

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风光互补发电系统，以解决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

夜间和阴天无阳光时利用风能发电，晴天利用太阳能发电，在既有风又有太阳的情况下两

者同时发挥作用，不仅实现了全天候的发电功能，比单用风力、太阳能发电更经济科学。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方案：

[0008] 本发明提供一种风光互补发电系统，主要包括：

[0009] 蓄电池，所述蓄电池用于存储电能；

[0010] 风力发电系统，所述风力发电系统包括风力机、动力涡轮导叶以及发电机，所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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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机位于装置的中间，被所述动力涡轮导叶包围，所述风力机的中心驱动轴连接所述发电

机；所述发电机用于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并通过所述蓄电池将电能储存起来；

[0011] 太阳能发电系统，所述太阳能发电系统包括太阳能电池板，所述太阳能电池板安

装于所述风力发电系统的顶部；所述太阳能电池板用于将太阳辐射能通过光电效应转换为

电能，并通过所述蓄电池将电能储存起来；

[0012] 雨水收集系统，所述雨水收集系统用于将落在系统上的雨水进行收集。

[0013] 可选的，所述动力涡轮导叶包括上壁导板、下壁导板和导向叶片；所述上壁导板

和/或所述下壁导板为锥形板，所述上壁导板和所述下壁导板上下相对且均开口朝外设置，

所述上壁导板和所述下壁导板通过若干所述导向叶片连接，若干所述导向叶片按圆周阵列

排布。

[0014] 可选的，所述太阳能电池板安装于所述上壁导板的顶面；且所述太阳能电池板倾

斜设置。

[0015] 可选的，所述雨水收集系统包括雨水过滤器、雨水通道、储水箱和控制开关；所述

雨水通道位于所述太阳能电池板的下方，并贯穿所述太阳能电池板设置；所述雨水通道的

顶部连接所述雨水过滤器，底部连接所述储水箱；所述控制开关安装于所述储水箱，用于控

制所述储水箱内雨水的排放。

[0016] 可选的，所述风力机为垂直轴风力机；所述动力涡轮导叶为固定式导叶机构或可

调式导叶机构。

[0017] 可选的，所述太阳能电池板为太阳能光伏或太阳能热电池板。

[0018] 可选的，所述太阳能电池板的底部通过万向节结构安装；所述太阳能发电系统还

包括智能控制器，所述智能控制器能够通过检测光照方向和/或光照强度，自动控制所述太

阳能电池板进行万向枢转。

[0019] 可选的，系统还包括网罩，所述网罩套设于系统的最外侧，用于防止异物撞击风力

机。

[0020] 可选的，以所述风力机和所述动力涡轮导叶为一个结构单元，多个所述结构单元

能够垂直堆叠设置。

[0021] 可选的，系统用于建在建筑物或结构的顶部，且配置有安装锁定装置。

[0022] 本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取得了以下技术效果：

[0023] 本发明提供的风光互补发电系统，当风作用在动力涡轮导叶上时，风力机旋转产

生持续的机械能，通过发电机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将电能储存在蓄电池；当太阳光照射在

太阳能电池板时，太阳能电池板将太阳辐射能通过光电效应转换为电能，将电能储存在蓄

电池中；当下雨时，雨水收集系统用于将落在系统上的雨水进行收集，收集的雨水可用来冲

洗厕所、浇洒路面、浇灌花草等。本发电系统包括风能发电、太阳能发电和雨水收集功能的

组合，系统结构简单，发电绿色环保安全，发电经济效益高，建在高层建筑物顶部，几何形状

取决于建筑结构轮廓，既可以为建筑物提供绿色能源，又不会造成负面视觉影响，网罩设置

还能消除对鸟击问题的担忧，提高了系统安全性并减少振动。该系统可用于低风速和高风

速的市区和偏远地区，实用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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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4]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

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

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

得其他的附图。

[0025] 图1为本发明具有雨水收集功能的风光互补发电系统的立体透视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具有雨水收集功能的风光互补发电系统的侧面剖视图；

[0027] 其中，附图标记为：动力涡轮导叶1，风力机2，导向叶片3，雨水过滤器4，上壁导板

5，下壁导板6，太阳能电池板7，智能控制器8，雨水通道9，发电机10，蓄电池11，储水箱12，网

罩13，控制开关14。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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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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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9]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风光互补发电系统，夜间和阴天无阳光时利用风能发

电，晴天利用太阳能发电，在既有风又有太阳的情况下两者同时发挥作用，不仅实现了全天

候的发电功能，比单用风力、太阳能发电更经济科学。

[0030] 为使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

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31] 实施例一：

[0032] 如图1‑2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具有雨水收集功能的风光互补发电系统，专为城

市高层应用而设计，包括风力发电系统、太阳能发电系统和雨水收集系统。其中：

[0033] 风力发电系统包括风力机2、动力涡轮导叶1以及发电机10，风力机2位于系统的中

间，被动力涡轮导叶1包围，风力机2的中心驱动轴可直接连接至发电机10，发电机10能够将

导叶的机械能转换为电能并存储在蓄电池11中，该发电原理为本领域公知，在此不再赘述。

具体的，动力涡轮导叶1包括上壁导板5、下壁导板6和若干导向叶片3，上壁导板5和下壁导

板6均为锥形板结构，二者相对且开口均朝外设置，上壁导板5和下壁导板6之间通过若干导

向叶片3进行连接形成转子结构，该转子结构中每相邻两导向叶片3之间均形成喇叭口状，

有聚风增速的作用，可提高发电效率，能够适用于低风速地区。

[0034] 太阳能发电系统包括太阳能电池板7和智能控制器8，太阳能电池板用于将太阳辐

射能通过光电效应转换为电能，并通过蓄电池11将电能储存起来，该发电原理为本领域公

知，在此不再赘述。具体的，太阳能电池板7通过万向节结构安装在上壁导板5的外表面，智

能控制器8能够通过检测光照方向和光照强度，自动控制太阳能电池板7进行万向枢转，实

现“趋光”特性，以确保落在太阳能电池板7上的光照面积和光照强度始终是最大的，有利于

提高光能利用率，进而提高发电效率。其中，太阳能电池板7与蓄电池之间采用现有电连接

方式进行连接，用于电能的输送。并且，智能控制器8的“趋光”原理采用现有技术，比如：将

特性完全相同的两个光敏电阻分别安装在太阳能电池板7的东、西方向上，并置于电池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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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当太阳光垂直照射在电池板的东西方向时，两个光敏电阻的阻值完全相同，此时智能控

制器8不动作；当太阳光和电池板有一定夹角时，智能控制器8将控制电机带动太阳能电池

板7枢转，直到太阳能电池板7重新对准太阳光为止。且该系统可实现如下功能：

[0035] 1.常态(好天气情况)下对日跟踪；

[0036] 2.间歇式跟踪：如一天当中有一段时间为多云或阴天或恶劣天气时，智能控制器

会使系统处于暂停状态。待光线和跟踪条件适宜时，智能控制器会有一个快速跟踪指令，使

太阳能电池板大致对准太阳。之后，程序会进行另一组信号采集处理，完成精细跟踪；

[0037] 3.自动回位：日落后，系统会自动进入休眠状态，并自动回归到太阳升起的方位；

第二天再自动进入新一轮的运转调节；

[0038] 4.恶劣天气状态的保护：当环境风速或降水等因素不适宜系统工作时，智能控制

器会使太阳能电池板与地平面成平行状态或垂直状态，以避免系统遭到破坏。

[0039] 雨水收集系统包括雨水过滤器4、雨水通道9、储水箱12和控制开关14，雨水通道9

竖直设置，位于太阳能电池板7的下方，且贯穿太阳能电池板7设置，雨水过滤器4安装在雨

水通道9的顶部，用于防止异物，比如石子、树叶等，流入雨水通道9而导致通道阻塞；储水箱

12连接在雨水通道9的底部，雨水通过雨水过滤器4后流经系统中间的雨水通道9可以储存

在储水箱12中，再通过控制开关14可将雨水经过管道输送，可用来冲洗厕所、浇洒路面、浇

灌花草等。其中，控制开关14优选为现有的电控阀门结构；雨水过滤器4可优选为现有的过

滤网结构。

[0040] 本实施例中，整个发电系统的几何形状取决于建筑结构轮廓，可以为如图1所示的

圆柱形状或任何设计形状。

[0041] 本实施例中，风力机2可以采用任何现有的垂直轴风力机设计或其组合的形状，优

选H型垂直轴风力机。

[0042] 本实施例中，动力涡轮导叶1可设计为固定的或可调的，由具有恒定或厚度尺寸变

化或形状变化的导向叶片3组成。于本实施例中，若干导向叶片3按圆周阵列分布，个数优选

8‑10个，与上壁导板5和下壁导板6形成喇叭口状，有聚风增速的作用，可提高发电效率。

[0043] 本实施例中，太阳能电池板7可优选为太阳能光伏或太阳能热电池板。同时，如图1

所示，太阳能电池板7可倾斜设置，便于将雨水引向至雨水通道9。

[0044] 本实施例中，系统还设置了网罩13，网罩13安装在动力涡轮导叶1的最外侧，以防

止异物撞击风力机2，如果出现叶片故障则叶片无法飞起而不会造成周围人员受伤，还能降

低系统的噪声水平。

[0045] 本实施例中，以风力机2和动力涡轮导叶1为一个结构单元，那么该结构单元是可

以多层堆叠的，可大大提高风力发电效率，方法是将各上述结构单元垂直堆叠在建筑物或

结构的顶层或上层之间。

[0046] 本实施例中，发电系统优选建在建筑物顶部，便于安装和维护，可以安装相关锁定

装置以降低系统被破坏的风险。

[0047] 本实施例中，蓄电池11呈阵列分布有多块，可根据系统所需储电容量来调节蓄电

池的具体设置数量。

[0048] 使用时，当太阳光照射在系统上部的太阳能电池板7时，太阳能电池板7将太阳辐

射能通过光电效应转换为电能，将电能储存在蓄电池11中。采用太阳能发电绿色环保安全，

说　明　书 4/5 页

6

CN 112054588 B

6



可降低成本，提高发电效率。

[0049] 使用时，当不断变化的风作用在动力涡轮导叶1上时，风力机2旋转产生持续的机

械能，通过与风力机连接的发电机10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然后通过蓄电池11将电能储存

起来。采用风力发电发电机结构简单，发电经济效益高。在既有太阳又有风时太阳能发电系

统和风力发电系统同时作用，比单用风力、太阳能发电更经济科学，实现了较高的能源利用

率。

[0050] 使用时，当雨水落在系统上时，雨水通过雨水过滤器4排除异物后流经系统中间的

雨水通道9可以储存在底部的储水箱12中，再通过控制开关14可将雨水经过管道输送，可用

来冲洗厕所、浇洒路面、浇灌花草。

[0051] 由此可见，本发电系统包括风能发电、太阳能发电和雨水收集功能的组合，系统结

构简单，发电绿色环保安全，发电经济效益高，建在高层建筑物顶部，几何形状取决于建筑

结构轮廓，既可以为建筑物提供绿色能源，又不会造成负面视觉影响，网罩设置还能消除对

鸟击问题的担忧，提高了系统安全性并减少振动。该系统可用于低风速和高风速的市区和

偏远地区，实用性强。

[0052]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

的细节，而且在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

发明。因此，无论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

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

和范围内的所有变化囊括在本发明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

的权利要求。

[0053] 本发明中应用了具体个例对本发明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施例的

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同时，对于本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依

据本发明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综上所述，本说明书内容

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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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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