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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上风力发电机塔筒减振阻尼索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陆上风力发电机塔

筒减振阻尼索。本实用新型的技术要点是，它包

括均布于塔筒周围、连接于塔筒与地面间的若干

套阻尼索装置；所述阻尼索装置包括主索和副

索，主索和副索上端与风力发电机风叶扫过面下

方的塔筒相连，下端则与地面锚固装置的锚杆相

连；副索垂度较大，安装在主索的正上方，其下端

通过复位弹簧装置与地面锚固装置的锚杆相连；

主索下端则依次通过复位弹簧装置和阻尼器与

地面锚固装置的锚杆相连；主索与副索间通过多

根吊杆连接，使得主索垂度较小，成近似直线形。

本实用新型利用塔筒风致振动时与地面的振动

位移，驱动耗能阻尼器消耗塔筒振动能量，从而

抑制风机塔筒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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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陆上风力发电机塔筒减振阻尼索，其特征在于：它包括均布于塔筒周围、连接于

塔筒与地面间的若干套阻尼索装置；所述阻尼索装置包括主索和副索，主索和副索上端与

风力发电机风叶扫过面下方的塔筒相连，下端则与地面锚固装置的锚杆相连；副索垂度较

大，安装在主索的正上方，其下端通过复位弹簧装置与地面锚固装置的锚杆相连；主索下端

则依次通过复位弹簧装置和阻尼器与地面锚固装置的锚杆相连；主索与副索间通过多根吊

杆连接，使得主索垂度较小，成近似直线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陆上风力发电机塔筒减振阻尼索，其特征在于：所述副索下端的

复位弹簧装置包括通过副索连接器与副索下端连接的副索拉杆，位于副索连接器之下的锚

杆内依次固连有副索上限位板和副索下限位板，副索上限位板与副索下限位板之间固连有

保护筒，副索拉杆活动穿过副索上限位板的中心孔后套有副索弹簧，副索弹簧底端的副索

拉杆上固连有副索承压板，副索弹簧位于保护筒内。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陆上风力发电机塔筒减振阻尼索，其特征在于：所述主索下端的

复位弹簧装置包括通过分压板与主索下端连接的主索拉杆，位于分压板之下的锚杆内依次

固连有主索上限位板和主索下限位板，主索上限位板与主索下限位板之间固连有保护筒，

主索拉杆活动穿过主索上限位板的中心孔后套有主索弹簧，主索弹簧底端的主索拉杆上固

连有主索承压板，主索弹簧位于保护筒内；所述主索下端的阻尼器包括固接于主索下限位

板底面上的阻尼器外缸体，阻尼器活塞杆的上端活动穿过主索下限位板的中心孔后，通过

主索连接器与主索拉杆下端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陆上风力发电机塔筒减振阻尼索，其特征在于：所述地面锚固装

置包括与锚杆底端固接的分压板，分压板与采用钢筋混凝土制作的锚碇底板铸成一体，锚

碇底板埋入地面下，上覆盖沙土；在锚杆周围采用钢筋混凝土制作而成锚碇墙。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陆上风力发电机塔筒减振阻尼索，其特征在于：所述锚杆采用四

根精轧螺纹钢竖向环绕而成，锚杆与主、副索的上、下限位板间通过螺母固定。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陆上风力发电机塔筒减振阻尼索，其特征在于：所述阻尼索装置

为三套，均匀环绕于塔筒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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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上风力发电机塔筒减振阻尼索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风力发电机塔筒减振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陆上风力发电机塔

筒减振阻尼索。

背景技术

[0002] 风力发电机塔筒在强风作用下可能因漩涡激励、脉动风、风叶飞舞、风叶对塔筒周

期性遮挡、传动轴的偏心转动等引发塔筒的大幅振动，导致塔筒基础开裂、塔筒疲劳破坏等

事故发生。

[0003] 为了获取更大的风能转化功率，降低发电成本，实现在低风速的东部发达城市周

边发电，塔筒的高度不断增长，塔筒大幅、多模态振动已成为塔筒高度增长最大的障碍。现

有风机塔筒减振主要采用调谐减振，调谐减振的原理是在塔筒内通过弹簧和阻尼器连接一

质量块，通过合理设计质量块的质量，弹簧刚度和阻尼器参数，而形成调谐质量阻尼器

(TMD)，如图1所示。图1中，m为质量块的质量，k为弹簧刚度，c为阻尼器阻尼，M为主结构的质

量，k1为主结构刚度，c1为主结构阻尼，F为结构所受到的风、流体等激励荷载的动力部分，

F0为外激励的幅值，ω为外激励的频率，t为时间。

[0004] 当塔筒发生大幅振动时，利用共振原理，即TMD的频率与塔筒振动频率一致，使TMD

发生大幅振动，利用TMD的惯性力平衡外加激励，从而抑制结构的振动。TMD的减振原理决定

了其仅能对塔筒的单阶频率进行减振，当TMD本身的频率与结构振动频率偏离时，TMD的振

幅迅速减小，导致其减振效果迅速下降。同时，随着结构振动频率的减小，惯性力迅速减小，

可能难以平衡外加激励。高耸的塔筒不但具有极低的基频，同时会发生多阶频率的振动。

[0005] 采用耗能阻尼器(包括各种流体阻尼器、摩擦阻尼器、橡胶阻尼器、金属阻尼器、电

涡流阻尼器等耗能元件)减振的方式，由于阻尼器本身尺寸小，仅能安装在塔筒基础处，而

塔筒振动主要表现为悬臂梁式振动，塔筒下部振动很小，波峰处于塔筒中、上段，仅能安装

于塔筒临近基础位置的耗能阻尼器的效果无法发挥，因而目前耗能阻尼器无法抑制高耸塔

筒的风致振动。

发明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针对现在技术存在的上述缺陷，提供一种利用塔筒风致振

动时与地面的振动位移，驱动耗能阻尼器消耗塔筒振动能量，从而抑制风机塔筒振动的陆

上风力发电机塔筒减振阻尼索。

[0007]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通过如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的：该陆上风力发电机塔筒减振

阻尼索，它包括均布于塔筒周围、连接于塔筒与地面间的若干套阻尼索装置；所述阻尼索装

置包括主索和副索，主索和副索上端与风力发电机风叶扫过面下方的塔筒相连，下端则与

地面锚固装置的锚杆相连；副索垂度较大，安装在主索的正上方，其下端通过复位弹簧装置

与地面锚固装置的锚杆相连；主索下端则依次通过复位弹簧装置和阻尼器与地面锚固装置

的锚杆相连；主索与副索间通过多根吊杆连接，使得主索垂度较小，成近似直线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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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具体的，所述副索下端的复位弹簧装置包括通过副索连接器与副索下端连接的副

索拉杆，位于副索连接器之下的锚杆内依次固连有副索上限位板和副索下限位板，副索上

限位板与副索下限位板之间固连有保护筒，副索拉杆活动穿过副索上限位板的中心孔后套

有副索弹簧，副索弹簧底端的副索拉杆上固连有副索承压板，副索弹簧位于保护筒内。

[0009] 具体的，所述主索下端的复位弹簧装置包括通过分压板与主索下端连接的主索拉

杆，位于分压板之下的锚杆内依次固连有主索上限位板和主索下限位板，主索上限位板与

主索下限位板之间固连有保护筒，主索拉杆活动穿过主索上限位板的中心孔后套有主索弹

簧，主索弹簧底端的主索拉杆上固连有主索承压板，主索弹簧位于保护筒内；所述主索下端

的阻尼器包括固接于主索下限位板底面上的阻尼器外缸体，阻尼器活塞杆的上端活动穿过

主索下限位板的中心孔后，通过主索连接器与主索拉杆下端连接。

[0010] 具体的，所述地面锚固装置包括与锚杆底端固接的分压板，分压板与采用钢筋混

凝土制作的锚碇底板铸成一体，锚碇底板埋入地面下，上覆盖沙土；在锚杆周围采用钢筋混

凝土制作而成锚碇墙。

[0011] 具体的，所述锚杆采用四根精轧螺纹钢竖向环绕而成，锚杆与主、副索的上、下限

位板间通过螺母固定。

[0012] 具体的，所述阻尼索装置为三套，均匀环绕于塔筒周围。

[0013] 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创新点及有益效果：

[0014] (1)利用地面锚碇抑制塔筒的大幅振动。

[0015] (2)利用副索的大垂度、小索力，对主索进行多点弹性悬挂，使主索在较小的预张

力下保持近似直线，具有最大的张拉刚度。

[0016] (3)利用主索与复位弹簧的大刚度比，实现当塔筒振动时，复位弹簧发生较大变

形，而主索变形较小。

[0017] (4)利用复位弹簧的大变形，驱动阻尼器耗能减振。

[0018] (5)适当的预张力和阻尼器参数，可以保证主索总处于张紧状态。

[0019] (6)利用锚碇与沙土的重力提供锚固力。

[0020] (7)以精轧螺纹钢为锚杆，不但可以与锚碇牢固连接，同时采用四根螺纹钢为锚

杆，其刚度大，易安装，与限位板连接方便，调节也方便。

[0021] (8)采用限位板对于调整索力方便。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现有调谐质量阻尼器(TMD)的原理示意图。

[0023]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安装使用时的立面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是图2中Ⅰ处的放大图。

[0025] 图4是图3中分压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5是图4的A-A剖面图。

[0027] 图6是图2中阻尼索装置中主索与副索的连接示意图。

[0028] 图7是图2中地面锚固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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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的描述。

[0030] 参见图2至图7，本实施例的陆上风力发电机塔筒减振阻尼索，它包括均布于风力

发电机1的塔筒2周围、连接于塔筒2与地面间的三套阻尼索装置3，三套阻尼索装置3沿塔筒

2按120°圆心角安装，抑制塔筒任意方向的振动。从图6中可见，阻尼索装置3包括主索301和

副索302，主索301和副索302上端与塔筒2相连(锚固位置在风力发电机1的风叶扫过面下方

的安全位置，但尽量上移)，下端则与地面锚固装置4的锚杆401相连；副索302的垂度较大，

安装在主索301的正上方，副索302的下端通过复位弹簧装置与地面锚固装置4的锚杆401相

连；主索301下端则依次通过复位弹簧装置和阻尼器与地面锚固装置4的锚杆401相连，并且

还可以加滑轮改变索力方向；主索301与副索302间通过多根吊杆303连接，吊杆303对主索

301形成多点弹性悬挂，适当调整主索301、副索302的张拉力，使得主索301成近似直线。

[0031] 参见图3，本实施例中，副索302下端的复位弹簧装置包括通过副索连接器304与副

索302下端连接的副索拉杆305，位于副索连接器304之下的锚杆401内依次固连有副索上限

位板306和副索下限位板307，副索上限位板306与副索下限位板307之间固连有保护筒308，

副索拉杆305活动穿过副索上限位板306的中心孔后套有副索弹簧309，副索弹簧309底端的

副索拉杆305上固连有副索承压板310，副索弹簧309位于保护筒308内。其中，副索连接器

304的结构与以下所述分压板311的结构类似。

[0032] 参见图3，本实施例中，主索301下端的复位弹簧装置包括通过分压板311与主索

301下端连接的主索拉杆312，参见图4、图5，分压板311是一个带有中心孔3111和多个边孔

3112的圆盘，主索拉杆312上端穿过中心孔3111并用螺母固定，由多股钢绞线(或其它高强

度、高刚度的材料)组成的主索301的每股钢绞线穿过边孔3112并用锚具固定。位于分压板

311之下的锚杆401内依次固连有主索上限位板313和主索下限位板314，主索上限位板313

与主索下限位板314之间固连有保护筒315，主索拉杆312活动穿过主索上限位板313的中心

孔后套有主索弹簧316，主索弹簧316底端的主索拉杆312上固连有主索承压板317，主索弹

簧316位于保护筒315内。从图3中可见，主索301下端的阻尼器包括固接于主索下限位板314

底面上的阻尼器外缸体318，阻尼器活塞杆319的上端活动穿过主索下限位板314的中心孔

后，通过主索连接器320与主索拉杆312下端连接；主索连接器320是一个轴向较长的螺母，

其上端与主索拉杆312下端螺纹连接，其下端与阻尼器活塞杆319上端螺纹连接。在预紧力

的作用下，主索301处于受拉状态，弹簧处于受压状态，近似直线的主索301因垂度小，其上

下锚固端的抗拉刚度(弦向刚度)接近于直线刚度。

[0033] 当塔筒发生弯曲振动时，主索上锚固端与上限位板间的距离发生周期性变化，主

索上锚固端的位置高，其振动位移的振幅接近于塔筒振幅峰值。由于主索抗拉刚度远大于

复位弹簧刚度，并且主索拉力与复位弹簧压力的大小相等，导致主索长度变化小，而复位弹

簧的长度变化较大。复位弹簧长度的变化表现为拉杆与限位板的相对运动。塔筒的振动带

动阻尼器活塞杆相对于阻尼器缸体运动，推导阻尼器消耗塔筒振动能量，从而抑制塔筒振

动。

[0034] 参见图7，本实施例中，地面锚固装置4包括与锚杆401底端固接的分压板402，分压

板402与采用钢筋混凝土制作的锚碇底板403铸成一体，锚碇底板403埋入地面404下，上覆

盖沙土405；在锚杆401周围采用钢筋混凝土制作而成锚碇墙406。锚碇和沙土的重力承担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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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索的张拉力，保证锚杆与主索、副索平行，保证锚杆在阻尼索张拉力作用下仅发生轴向变

形，尽量减小锚杆弯曲变形的发生。

[0035] 为了便于锚杆与阻尼索的连接，本实施例中，锚杆401采用四根精轧螺纹钢竖向环

绕而成，锚杆401与主索301和副索302的上、下限位板间通过螺母固定。

[0036] 以上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具体实施例，本实用新型还有其它可能的等同变换或类

同修改，如：

[0037] (1)阻尼索采用多套，在塔筒不同高度处安装。

[0038] (2)不加副索，直接加大主索张力，当主索长度较短时也同样对塔筒有减振效果。

[0039] (3)采用多根副索方式。

[0040] (4)阻尼索间加连接索或耗能装置，增大阻尼索本身横向刚度或减小阻尼索本身

的振动。

[0041] (5)改变锚碇方式。

[0042] (6)当两风机塔筒距离较短时，阻尼索不连锚碇，直接在两塔筒间进行连接，同时

抑制两塔筒振动。

[0043] (7)阻尼索减振同样可用于高耸结构或塔架。

[0044] 因此，在不改变本实用新型基本构思的情况下，任何其它等同技术特征的变换或

修改，都应属于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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