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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发明名称 ：恒定横截面叶片、成型方法、及构成的水平轴风力发 电机叶轮

(57) Abstract: Disclosed i n the present invention are a fiber reinforced resin
matrix composite blade with a constant cross section, a forming method thereof
and a wind turbine impeller comprised of the blade, wherein the blade i s mainly
comprised o f resin, fiber and core material, and can b e a combined structure o f
multiple blade fragments (1). Each of the blade fragments has a constant cross
section with a special chord length, and the chord lengths of various blade frag
ments are different with each other. The blade i s fixed on a hub (8) o f the im
peller by means o f a tensioned-cable structure, so as t o form the impeller with
fixed or variable pitch. The blade formed by pultrusion has very high quality
stability and a high-precision exterior geometrical profile. The impeller with a
large diameter, which i s needed in a horizontal axis wind turbine, can be real
ized with the blade above, so that the impeller can have high aerodynamic pro -
file precision, small stress deformation deflection and large sweeping area o f a
long blade, so as t o realize an ideal wind catching effect.

(57) 摘要 : 一种恒定横截面纤维增强树脂复合材料叶片及其成型方
法 、以及 由这种 叶片构成 的风力发 电机 叶轮 ，所述叶片主要 由树
脂 、纤维 、夹心材料组成 ，叶片为 多段 叶片片断 （1 ) 的组合结
构 ，各叶片片段都具有特定弦长 的恒定 的横截面 ，各叶片片段 的
弦长互不相同。利用一种拉索结构将所述叶片固定在 叶轮 的轮毂
( 8 ) 上 ，可构成定桨距或变桨距叶轮 。所述叶片通过拉挤成型制

成 ，具有非常高 的质量稳定性 以及高精度 的外部几何型面 。该叶
片能够实现并构成水平轴发 电机 需要的大直径叶轮 ，以使其气动
型面精度高、受力变形挠度小、长叶片扫风面积大 ，从而实现理
想的捕风效果。

图 4 /Fi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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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定横截面叶 片、成型方法、及构成的水平轴风力发 电机叶轮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一种采用连续拉挤工艺成型的具有 恒定横截 面的纤维增强树脂

复合材料叶 片，这种轻薄的叶 片依 靠一种桁 架结构或拉 索结构 固定 ，能够轻 易

地 实现 大型水平轴风力发 电机需要 的大直径叶轮 ，这种结构 的叶轮极 大地 降低

了风力机叶轮 的成本 。

本发 明属于复合材料叶 片制造领域 ，或者水平轴风力发 电机组制造领域。

背景技术

现代水平轴风 力发 电机叶轮 ，无论采用单叶 片、双叶 片、还是三叶 片构成

的叶轮 ，由于每 支叶 片是一个独立变桨控制的悬臂安装的承载结构 ，所以，每

支叶 片从叶尖到叶根承 受急剧增加 的弯矩 ，因此从叶尖到叶根叶 片型面的几何

厚度增加 ，而且叶 片的壁厚也迅速增加 。因为受材料 强度和模 量的限制 ，叶 片

很难做到很 长 ，即使采用 比强度和 比模量 高的碳 纤维材料 ，要 实现 大直径叶轮

叶片都是非常的笨重，要 消耗 大量的材料 。

为 了提 高风机 的风 能利用率 ，现代风力发 电机叶 片都是采用变截 面结构 ，

从叶尖向叶根 ，叶 片的弦长不断地增加 ，叶 片的厚度也不断增加 ，这符合 气动

效率最大化和结构效率最大化相统一的设计原则。

这是一种性能最大化导向的设计思想，为此 ，付 出的成本代价将很 高。

尽管有人提 出在轮毂和叶 片之 间增加一个延伸段来变相加 大叶轮直径 。本

质上没有解决以上阐述的问题 。

有 不少设计者为降低叶轮成本 ，采用较 少叶片 （例如 2 片 ）和较 高的尖速

比。这样做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原 因是 ，尖速 比太高必然带来对叶轮轴向推 力

的显著增加 ，叶 片 自身承 受的弯矩增加 ，而且 风塔承 受的弯矩也将增加 ，为之

要付 出额外的补强成本 。

不如 变换一种思路 ，就是用较低 的成本 实现等 同的功率 ，可以解释 为：如

果采用一种廉价 的工艺制造等截 面的叶 片、并且用这种叶 片配合轻巧的结构制

造叶轮 ，虽然叶 片的气动效率可能会 少许 降低 ，但是可以轻 易地做到 大直径叶

轮 ，扫风面积的增加对功率的贡献远远弥补到效率降低导致的功率损 失。



另外 ，当前叶 片的成型都是在特定的模具 中一 片接一 片地静 态间歇式成型

的。这种工艺通常是 ：预成型主梁系统 ，预成型气动压 力面，预成型气动吸附

面，再将三者用结构胶粘接在一起 。最后 ，对胶接部位再手糊补强。这种工艺

成型的叶 片，最多 出现 的缺 陷在于：胶接 不可靠+树脂浸润不 良缺 陷+铺层 纤维

方向偏差+铺层褶 皱缺 陷+固化 不充分缺 陷。这些缺 陷的存在 ，就导致叶 片运行

的失效 ，可靠性不高。而连续拉挤工艺成型的复合材料叶 片必然能够克服所有

这些缺点。

发 明 内容

本发 明的 目的是 实现一种廉价 的、可靠的、水平轴风力发 电机 大直径叶轮

制造技术。

所谓 大直径叶轮 ，可 以理解为直径在 80m 以上的叶轮 。

本发 明的思路就是利用纤维增强树脂复合材料 的连续拉挤成型工艺制造一

种具有 恒定横截 面的叶 片，这种叶 片因为结构轻薄 ，不足 以独 立抵抗 大的弯矩

和扭矩 ，所以，在叶轮上必须设置有桁 架结构或拉 索结构才能 固定叶 片并保持

运行受力的稳定。

廉价 的叶片和廉价的拉 索结构 ，使得叶轮 的造价 大幅度 降低 。

但是 ，每 支叶 片必须能够 实现独立变桨控制 ，这是现代水平轴风机必须具

备 的能力。要 实现这点 ，叶片和连结结构之 间必须通过轴承连接 。

首先来阐述叶 片结构及其成型方法。

拉挤工艺成型连续的复合材料型材是一种成熟的工艺。一种纤维增强树脂

复合材料叶 片，具有典型的空气动力学结构特征 的外形轮廓 ，由树脂和纤维组

成 ，完全可以通过拉挤成型方法实现 ，结果 当然是制成具有 恒定的横截 面的叶

片片段 。

一支全尺寸的叶 片，从叶尖到叶根可以由数段 弦长不 同的叶 片片段组成 ，

每段叶 片片段都是拉挤成型的具有 恒定横截 面的片段 。当然，最筒化 的一种组

合就是从叶尖到叶根叶 片的弦长不变而且具有 恒定横截 面。如果是 多段 片段对

接组成的叶 片，叶 片片段之 间最好是通过连接 法兰和螺栓结构连接 ，这便 于维

修替换 。

由于叶 片要承 受扭 矩作 用 ，只有 纵 向连续纤维的叶 片不能满足 强度 的要



求 ，可 以在拉挤工艺中引入具有横 向纤维分布的布或毡 。其结果是叶 片由纵向

纤维和横 向纤维的搭 配构成的复合结构 。当然，横 向纤维 包括和纵向成一定角

度铺放 的斜 纤维。这些可以通过多轴向纤维布 实现 。

为提 高叶 片的纵 向压 缩稳 定性 ，叶 片的壁板 中可 以 引入 固体 泡沫夹心材

料 。

高速运动的风 力发 电机组叶 片必须是具有特定几何翼型的叶 片实现 高效的

升 阻比气动性能。而且 ， 由于从叶尖到叶根 的运动线速度差异 ，要 实现叶 片长

度上所有叶素 （叶 片微元 片段 ）有理想的气动攻角，必然是叶 片片段 的恒定横

截 面要 沿叶 片长度方向有理想的扭转角度 。这种扭转是叶 片横截 面围绕叶 片变

桨中心轴的一种定型扭转。这种扭转角度 固化在叶 片的几何形状 中。

这种复合材料叶 片的纤维可以是碳 纤维、玻璃纤维、有机 纤维等 ，或者它

们 的组合 。树脂可以是聚酯树脂 、环氧树脂 、环氧 乙婦基树脂等。

这样 ，有特定横截 面和特定扭转角度 的纤维增强树脂复合材料叶 片是通过

以下描述的工艺实现的：

连续的纤维经过树脂浸润后 汇集，进入一个加热的模具型腔 ，在 牵引机构

的连续拉伸 力作用下，浸润树脂 的纤维在模具 中持续行走并经过化 学反应 而硬

化后移 出模具型腔 ，通过冷却后就获得具有特定弦长的恒定横截面的复合材料

叶片片段 。这就是拉挤成型复合材料叶 片。

树脂浸润纵向连续纤维汇集在一起 时又辅 以铺放横 向取 向的纤维布 （多轴

向布 、方格 布等 ）或 纤维毡 ，连续通过加 热 的模 具型腔 ，反应 固化 并移 出模

具 ，冷却后就获得具有特定弦长的恒定横截 面的复合材料叶 片片段 。横 向纤维

的引入会增强叶片壳板 的抗剪切强度 。

树脂浸润纵向连续纤维汇集在一起 时又辅 以连续铺放 固体 泡沫芯材 ，连续

通过加热的模具型腔 ，反应 固化并移 出模具 ，冷却后就获得具有特定弦长的恒

定横截 面的复合材料叶 片片段 。这样 ，夹心材料 的引入会 大大增加叶 片的抵抗

压缩受力时的抗屈 曲能力。

当模 具的型腔具有足够的长度 ，并且模具型腔 的横截 面连续向一个方向扭

转 ，当树脂经历在型腔 中移动硬化 的反应历程后 ，获得 恒定截 面的扭转定型 。

这样 ，实现 了对 于每段 恒定横截 面的叶 片片段 ，从叶 片的叶根 向叶尖方向，每

个微分横截 面绕变桨中心轴连续扭转一定角度 。



由于叶 片是 中空的结构 ，拉挤成型时必然存在一个模具的型腔外模和型腔

内模 两部分 ，这两部分限定 了拉制成的中空叶 片的形状 。又由于大型叶 片的蒙

皮结构 中必然有横 向纤维存在 ，传统的拉挤设备 中在型腔 内部 、内模部分依 靠

外模 支撑 固定的技术方案就不能采用 。本发 明采用在模具的入料 口有延伸 出模

具型腔外部 的悬臂 支撑结构来支撑型腔 内模 ，使得型腔 内模 能够悬浮在型腔外

模 中。

当硬化定型后移 出模腔 的叶 片片段 ，和牵引机构 的行走速度 同步，设 置一

个 同步的表 面粗化处理机构和一个 同步的涂层涂覆机构 ，就可 以完成叶 片外防

护涂层 的 自动化连续施工。

由于在叶 片翼型的前缘和后缘 以及 梁帽和腹板之 间的部位都可以有纵向和

横 向的连续纤维，而且没有传统工艺中两个半 壳之 间的胶接 结合 面。传统叶 片

中这种胶接 结合 面通常是最容 易出现缺 陷而导致叶 片受力折 断的。另外 ，由于

每根 纤维经过预浸后 汇集成型 ，充分保证 了纤维的 良好浸润性和均 勾的树脂含

量 ，避免 了当前真 空导 流工 艺成型叶 片 中存在 的容 易形成 包抄 白斑等严 重缺

陷。还有 ，由于每根 纤维永远是纵向严格拉伸 的，不会有 多轴向编织布存在 的

纤维弯曲导致的模量和强度损 失。

对 完整的叶 片，叶 片的根部 自然要有一个和轮毂连接 的过渡结构 ，叶尖 自

然要有减少叶尖涡流损 失和防雷功能的尖锐结构 。所有这些叶尖和叶根异形结

构 ，以及 不 同弦长叶 片片段之 间的过渡结构 ，都不影响本发 明阐述的拉挤成型

恒定横截面叶片的本质特征 。

本发 明涉及 的恒定横截 面叶 片，也可以采用传统的真 空导流工艺成型 ，或

者手糊成型 。但是最适 宜的还是连续拉挤工艺成型 。

以上描述 了叶 片结构特征及其成型工艺特征 ，下面，来阐述 由这种叶 片组

成的叶轮是什 么样 的一种技术特征 。

用本发 明阐述 的叶 片可以组装两种运行模 式的叶轮 。一种是早期的定桨矩

风机叶轮 ，一种是 当代 变桨矩风机叶轮 。定桨矩风机叶轮 筒单定义为叶 片的主

体部分是 固定连接在轮毂上 ，而只有叶尖一个小段部分可以转动 ，转到部分起

到调整功率和停车时的气动刹车的作用 。变桨矩风机叶轮 筒单解释 为整个叶 片

可以在叶根转动 实现叶 片迎风 角调整 ，可 以 实现停车时刹车顺桨。

无论哪种叶轮 ，因为叶 片的结构过于轻薄 ，无法实现独立 悬臂安装时独立



支撑 自身的弯曲受力。因此 ，需要有桁 架支撑或者拉 索结构 紧固支持 。引入这

些连接 结构后 ，叶 片由原来的主要 受弯曲应 力作用变为弯曲和轴向压缩力并存

的状 态。当然，对 于有一定厚度 的叶 片以及 多点支撑 的叶 片，叶片的纵向压缩

稳定性还是足够的。叶轮转动产生的 离心力的作用会抵 消一部分轴向压缩力。

而叶 片片段承 受弯曲应 力大小 自然和叶 片支撑点之 间的跨距有 关。这种跨距通

常可以在 10m 至 30m 范围设计 。

至此 ，我们可 以总结 出这样一种叶轮 ，一种 由恒定截 面复合材料叶 片构成

的水平轴风力发 电机组 的叶轮 ，由叶 片、叶 片固定机构 、叶 片变桨机构 、轮毂

组成 ，其特征在于：叶轮至少含有 3 支叶片；沿每 支叶片纵向长度上至少含有

一段 恒定横截 面的片段 ；叶 片之 间有通过叶轮前端公共支撑点联 系在一起 的前

端轴向连结结构 ，尽管是一种斜拉结构 ，可以承载叶 片的轴向受力，约束叶 片

的变形挠度 ，叶 片之 间有位 于叶 片回转面 内的横 向连结结构 ，用于承载叶 片之

间传递的横 向受力；这些连结结构和叶 片之 间形成的连结点位 于叶 片的叶根和

叶尖之 间的气动工作段 ，这有 区别于现有技术的在叶根和轮毂之 间构筑的桁 架

结构 。

这种结构 ，完全可以承 受来 自叶轮前方的风力作用 ，而且本发 明推 崇使用

拉 索结构 ，这样可以使得叶轮非常轻巧 。然而，最大的问题在 于不能承 受某些

条件 下后方吹来的风力作用 。为此 ，可 以设计一种导 变结构 ，就是叶 片安装成

一定倾斜 角度 的叶轮结构 。每 支叶片变桨轴线和叶轮 回转轴线形成一个大于 90

度 的夹角，叶 片后掠姿 态安装 ，叶 片之 间有通过叶轮后端公共 支撑点联 系在一

起 的后端轴向连结结构 。

至此 ，总结 出一种定桨矩结构叶轮 ，横 向连结结构和叶 片之 间、前端轴向

连结结构和叶 片之 间、后端轴向连结结构和叶 片之 间均为 固定连结 ，这种 固定

结构约束叶 片长度 的 80% 以上 ，位于叶 片尖端的一段 、占叶 片长度 20% 以下的

这部分叶片片段 悬臂安装 ，该安装点有一支撑叶尖片段转动的回转机构 。

至此 ，总结 出一种 变桨矩结构叶轮 ，横 向连结结构和叶 片之 间、前端轴向

连结结构和叶片之 间、后端轴向连结结构和叶片之 间均通过轴承活动连结。

对 于轴承连结结构 ，最理想的轴承是一种非金属全 密封轴承 ，要 防尘防腐

蚀 ，耐老化 ，而且还应该是一种推 力轴承 。由于轴承 的受力不是很 大，所以，

类似聚四氟 乙烯类 自润滑耐磨轴承就可以满足要求。



从本文的阐述可以发现 ，采用拉挤工艺制造 恒定横截 面复合材料叶 片，叶

片本身具有廉价 、高可靠性的优势。而其不足有二 ，一是过于轻薄 ，独立抵抗

弯曲载荷 的能力有 限，不能全尺寸叶 片悬臂安装 ，这可以在叶 片上施加桁 架结

构或拉 索结构得 以补偿 ；二是 由于恒定截 面，气动效率低 于 目前的复杂形状 的

变截 面叶 片，这可以轻 易通过增加叶 片长度 （增加叶轮直径 ）的方法弥补功率

的缺 失。

传统机型设计 中，为降低叶轮成本采用两叶 片叶轮 ，为获得一定的叶轮 实

度 ，必然要很 高的尖速 比，太 高的尖速 比必然带来对 叶轮 轴 向推 力的显著增

加 ，叶 片 自身承 受的弯矩显著增加 ，而且风塔承 受的弯矩也将显著增加 ，为之

要付 出额外的补强成本 。采用本发 明阐述的方法，事 实上可以采用较 多的轻薄

型叶 片 （例如 3 叶片或 4 叶 片叶轮 ）和相对较低 的尖速 比 λ , 例如 6 < λ 〈 10 的

范围。

本发 明叶轮对风机振动抑制 ，风切 变引起 的载荷平衡 ，载荷平滑 ，延长叶

片和主轴轴承 的疲劳寿命等都有极 大的好处 。

这种叶 片结构构成的叶轮 ，由于叶 片异常的轻薄 ，而且每 支叶 片是叶 片片

段组合状 态，尤其对 于海上风机 而言意义重大，一方面，风轮可靠性提 高，另

一方面即使 更换叶 片也不需要整个叶轮 吊装拆下，单个叶 片或者单段叶 片更换

即可 。

下面结合 附图阐述本发 明的一个 3MW 风力发 电机组 、具有 50m 长叶片和

叶轮 的具体 实施例。

附图说 明：

图 1 是一个分为三段 的恒定横截 面叶片结构示意 图；

图 2 是一个叶轮 的一支叶片安装状态侧向视 图示意图；

图 3 是一个叶轮 的三支叶片安装状态轴向视 图示意 图；

图 4 是一个三叶片叶轮 的完整立体结构示意图；

图 5 是一个拉挤成型叶 片片段 的方法示意 图。

图 1 中， 1 - 恒定横截 面片段 、2 - 连结点 、3 - 叶尖、4 - 叶根

图 2 中，1 - 恒定横截 面片段 、2 - 连结点 、3 - 叶尖、4 - 叶根 、5 - 前端轴



向连结结构、6 - 前端公共支撑点、7 - 前撑杆 、8 _ 轮毂、9 _ 后端公共支撑

点、10 - 后端轴向连结结构、11 - 轮毂法兰。

图 3 中，1 - 恒定横截面片段、2 - 连结点、3 - 叶尖、4 - 叶根、8—轮毂、

12 - 横向连结结构。

图 4 中，1 - 恒定横截面片段、2 - 连结点、3 - 叶尖、4 - 叶根、5 - 前端轴

向连结结构、6 - 前端公共支撑点、7 - 前撑杆 、8 _ 轮毂、9 _ 后端公共支撑

点、10 - 后端轴向连结结构、11 - 轮毂法兰、12 - 横向连结结构、13—机舱、

14一 塔架。

图 5 中，511—型腔外模、512—型腔内模、513—悬臂支撑、51 - 纤维、52

- 树脂槽、53 - 纤维布、54 - 固体泡沫材料、55 - 模腔、56—加热固化装置、

57 - 牵引机构、58— 同步粗化装置、59—同步喷涂装置、60—切割装置、1一

恒定横截面片段。

具体实施方案：

本实施例中，叶片长度 50m, 3 叶片叶轮结构。

图 1 所示的是一支由三段恒定横截面叶片片段组成的叶片，从叶尖到叶根

叶片弦长梯级增加。并且每一段都有适度的扭角。图中 L 1 段长度 20m, L 2 段

20m, L 3 段 10m。图中，由三段恒定横截面片段 1 组合成一支叶片。连结点 2

是叶片固定用的连接点，叶尖 3 是兼备整流和防雷的结构，叶根 4 是叶片和轮

毂相连接的结构。图 1 中右侧的视图是一个横截面剖面图。它展示了一个有 良

好升阻比气动特性外形的中空结构。

图 2 中，展示出叶轮上一支叶片的轴向安装连结状态示意图，图中省略示

意叶片之间的环向连结。叶轮中其它叶片的安装方式类同。图中，轮毂 8 前方

有前撑杆 7 , 前端轴向连结结构 5通过前端公共支撑点 6连结在一起传递并平衡

拉力。前端轴向连结结构 5 可 以是桁架结构或者拉索结构。后端轴向连结结构

10通过后端公共支撑点 9连结在一起。后端轴向连结结构 10 可以是桁架结构或

者拉索结构。叶片通过连结点 2 和前端轴向连结结构 5、和后端轴向连结结构

10 连结。图 2 中 Wind 表示叶轮运行状态时风的方向，叶轮处于迎风状态。叶

片通过叶根 4 和轮毂 8 连接。叶轮依靠轮毂法兰 11 和机舱主轴相连。

最筒化的一种叶片安装方式就是没有后端轴向连结结构 10, 只有前端轴向



连结结构 5 , 而且 为拉 索结构 。这种叶轮 ，要求从风机安装的开始就要 始终保

持叶轮对准风向工作 ，一点也经受不住反方向的风吹受力。

当然 ，叶 片和叶轮 水平 回转轴之 间的安装 角 a 可 以是 9 0 ° , 也 可 以大于

9 0 ° 。 由于叶片和风机塔柱之 间的空间有 限，所以， a 角大于 9 0 ° 更好 。这样

安装的叶 片有一种后掠 的姿 势。和 当前传统的叶 片安装有前倾姿势完全不 同。

这种叶轮 自然不需要叶 片有预 弯造型。

图 3 中，展 示 出一个叶轮 的三支叶片安装状 态轴向视 图，为示意图； 目的

在于示意叶 片之 间的横 向连结状 态。这种横 向连结位 于叶 片的回转面 内。图中

省略示意叶 片之 间的纵向连结。三支叶 片之 间通过横 向连结结构 12 连结成一个

整体 。这种横 向连结结构 12 可 以是桁架结构 ，也 可 以是拉 索结构 。最筒单的推

崇拉 索结构 。这种连结结构 实现 了由轻薄叶 片组成的叶轮扭矩的传递和承载 。

图 4 中，展示 出一个完整叶轮 的三维立体结构示意 图； 完整展示 了一种轻

薄叶 片依 靠拉 索结构形成的风力发 电机叶轮案例。

图 4 中，示意 了机舱 13、塔 架 14、和叶轮之 间的组装关系。这是一种上风

向的运行设计 。当然，这种叶轮也可以安装成下风向运行组装关系。

图 4 中，恒定横截面片段 1 通过叶根 4 和轮毂 8 连接 ，前端轴向连结结构

5、后端轴向连结结构 10 通过连结点 和把叶片固定。前端公共支撑点 6 和叶

根 4 之 间的距 离影响叶 片和前端轴向连结结构的受力大小。同样 ，后端公共支

撑点 9 和叶根 4 之 间的距 离影响叶片和后端轴向连结结构 的受力大小。轴向连

结结构 、横 向连结结构和连结点 2 把叶 片固定。轴向连结结构承载叶片的迎风

向受力，横 向连结结构承载叶 片的扭转受力。具体 的轴向和横 向连结结构不局

限于图示的连接线。

尽 管 图 4 中示意的是三叶 片叶轮 ，本发 明涉及 的叶轮还可 以是 多叶 片叶

轮 ，其连结特征是一样 的。而且 ，叶 片可以是一个从叶尖到叶根 的单一弦长叶

片，也 可以是 多段弦长不同的叶片片段 的组合 。公共连结点 2 的位置根据需要

布置 ，不一定在两段 片段之 间的接合处 ，连结点 2 的位置位 于叶片的气动工作

段 范围内。

如果是 多段叶 片片段 的组合产品，片段之 间采用连接 法兰和螺栓结构连接

为好 ，可以给未来的维修替换 带来方便 。

这种叶轮结构 ，由于连结结构 的约束 ，叶 片的变形挠度较传统 悬臂安装的



叶片大幅度减小，始终保证 了整个叶片较理想的气动攻角，因此捕风效率相对

提 ¾ 。

图 4 中的连结点 2 , 在定桨矩风机叶轮中表现为固定的接合结构，是一种死

连结。在变桨矩风机叶轮中表现为一种轴承连结结构。

当采用轴承连结时，由于作用应力不是很 大，完全可以采用耐腐蚀重量轻

的非金属轴承，具有 自润滑性能的聚四氟乙烯轴承是理想的选择。

图 5 示意出拉挤工艺成型这种复合材料叶片的方法。

连续纤维 51 通过树脂槽 52 的浸润，连续辅助铺放纤维布 53 , 必要时引入

固体泡沫材料 54, 这些材料组合进入模腔 55 , 在加热固化装置 56 的作用下树

脂迅速反应 固化，固化后定型成具有要求外形几何的恒定横截面片段 1。

拉挤成型的动力来源于牵引机构 57 的定向行走牵引。

当然，模腔 55 需要足够长，而且模腔型面的横截面需要连续扭转才可以制

造 出有特定扭转角度的复合材料叶片。叶片的这种扭转角度的定型需要树脂的

固化反应速度和牵引速度的适配才可以做到。模腔长度也取决于固化反应速度

和牵引速度。通过铺层设计，引入叶片外壳铺层结构的不对称性，也可以造成

固化后的叶片自然扭曲。

图 5 中，恒定横截面片段 1 的横截面示意图如 A-A 视图，它是一种中空结

构，所以模腔 55 是由型腔外模 511 和型腔内模 512 组成。由于叶片蒙皮横向纤

维的存在，必然需要有位于模腔 55 外部悬臂支撑 513 来固定型腔内模 512, 使

得型腔内模 512 悬浮在型腔外模 511 中。纤维、树脂、夹心材料一起进入模腔

55 中，固化定型，便成为恒定横截面片段 1。

当然，配置同步粗化装置 58 和同步喷涂装置 59, 以及切割装置 60 等后续

辅助设备 ，就形成了连续生产的流水线。这种工艺彻底改变了目前叶片制造劳

动密集型的不利局面。同时大量减少了传统工艺真空袋膜等辅助成型材料的消

耗和环境污染。

这种拉挤工艺成型的叶片具有精确的几何外形，所以可以表现 出理想的空

气动力学特性。

用不同的设备拉制不同弦长的恒定横截面叶片型材，然后切断成要求长度

的片段后，进一步组合就可以获得我们要求的叶片。

本发明实现 了一种低成本、高可靠、轻巧型大直径水平轴风力发电机组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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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1、 一种水平轴风 力发 电机使用 的恒定横截 面纤维增强树脂复合材料 叶

片，具有典型的空气动力学结构特征 的外形轮廓 ，主要 由树脂 、纤维、夹心材

料组成 ，其特征在于：沿一支叶 片纵向长度上至少含有一段 恒定横截 面的叶 片

片段 ，由多段叶 片片段组成的叶 片，每段叶 片片段都具有特定弦长的恒定的横

截 面，对 于每段 恒定横截 面的叶 片片段 ，从叶 片的叶根 向叶尖方向，每个微分

横截 面绕变桨中心轴连续扭转一定角度 。

2、 根据权利要 求 1所述的恒定横截 面纤维增强树脂复合材料叶 片，其特

征在于：每 支叶片的片段之 间通过连结法兰和螺栓结构连接 。

3、 根据权利要 求 1所述的恒定横截 面纤维增强树脂复合材料叶 片，其特

征在于：叶 片由纵向纤维和横 向纤维的搭 配 、以及 引入 的 固体 泡沫夹心材料构

成的复合结构 。

4、 一种 由恒定横 截 面复合 材料 叶 片构 成 的水平 轴风 力发 电机 组 的叶

轮 ，由叶 片、叶 片固定结构 、叶 片变桨机构 、轮毂组成 ，其特征在于：叶轮至

少含有三支叶片；沿每 支叶片纵向长度上至少含有一段恒定横截面片段 （1 ) ；

叶片之 间有通过叶轮前端公共支撑点（6 )联 系在一起 的前端轴向连结结构（5 ) ,

叶 片之 间有位 于叶 片回转面 内的横 向连结结构 （12 ) ；这些连结结构和叶 片之

间形成的连结点 （2 ) 位 于叶片的叶根和叶尖之 间的气动工作段 。

5、 根据权利要 求 4 所述的由恒定横截面复合材料叶 片构成的水平轴风力

发 电机组 的叶轮 ，其特征在于：每 支叶 片变桨轴线和叶轮 回转轴线形成一个大

于 90 度 的夹角，叶片后掠姿 态安装 ，叶片之 间有通过叶轮后端公共支撑点 （9 )

联 系在一起 的后端轴向连结结构 （10 ) 。

6、 根据权利要 求 4 所述的由恒定横截面复合材料叶 片构成的水平轴风力

发 电机组 的叶轮 ，其特征在 于：叶轮是 一种 定桨矩结构叶轮 ，横 向连结结构

( 12 )和叶 片之 间、前端轴向连结结构（5 )和叶片之 间、后端轴向连结结构（10 )

和叶 片之 间均为 固定连结，这种 固定结构约束叶片长度 的 80% 以上 ，位于叶片

尖端的一段 、 占叶 片长度 20% 以下的这部分叶 片片段 悬臂安装 ，该安装点有一

支撑叶尖片段转动的回转机构 。

7、 根据权利要 求 4 所述的由恒定横截面复合材料叶 片构成的水平轴风力

发 电机组 的叶轮 ，其特征在 于：叶轮是 一种 变桨矩结构叶轮 ，横 向连结结构



( 12 )和叶 片之 间、前端轴向连结结构（5 )和叶片之 间、后端轴向连结结构（10 )

和叶 片之 间均通过连结点 （2 ) 位置的轴承活动连结。

8、 根据权利要 求 4 和 7 所述的由恒定横截面复合材料叶 片构成的水平轴

风力发 电机组的叶轮 ，其特征在于：连结点 （2 ) 位置处的轴承是一种非金属轴

承 。

9、 一种 恒定横截 面纤维增 强树脂复合 材料叶 片片段 的成型方法 ，包括

树脂对 纤维的浸润和树脂 固化过程 ，形成具有特定几何轮廓 的恒定横截 面的叶

片片段 ，其特征在于：连续的纤维经过树脂浸润后 汇集，进入一个加热的模具

型腔 ，模具的型腔具有足够的长度 ，并且模具型腔 的横截 面连续向一个方向扭

转 ，在 牵引机构 的连续拉伸 力作用下，浸润树脂 的纤维在模具 中持续行走并经

过化 学反应 而硬化后移 出模具型腔 ，通过冷却后就获得具有特定弦长的恒定横

截面的、恒定截面扭转定型的复合材料叶片片段 。

10、 根据权利要 求 9 所述的一种恒定横截面纤维增强树脂复合材料叶片片

段 的成型方法，其特征在于：树脂浸润纵向连续纤维汇集在一起 时又辅 以铺放

横 向取 向的纤维布或毡 ，连续通过加热的模具型腔 ，反应 固化 并移 出模具 ，冷

却后就获得具有特定弦长的恒定横截面的复合材料叶片片段 。

11、 根据权利要 求 9 所述的一种恒定横截面纤维增强树脂复合材料叶片片

段 的成型方法，其特征在于：树脂浸润纵向连续纤维汇集在一起 时又辅 以连续

铺放 固体 泡沫芯材 ，连续通过加热的模具型腔 ，反应 固化并移 出模具 ，冷却后

就获得具有特定弦长的恒定横截面的复合材料叶片片段 。

12、 根据权利要 求 9 所述的一种恒定横截面纤维增强树脂复合材料叶片片

段 的成型方法，其特征在于：拉挤成型 中空的恒定横截面片段 （1 ) 时模具必然

存在一个模具的型腔外模 （511 ) 和型腔 内模 （512 ) 两部分 ，在模具的入料 口

位置 ，有延伸 出模具型腔外部 的悬臂 支撑结构 （513 ) 来支撑型腔 内模 （512 )

悬浮安置在型腔外模 （511 ) 中。

13、 根据权利要 求 9 所述的一种恒定横截面纤维增强树脂复合材料叶片片

段 的成型方法，其特征在于：有一个 同步粗化装置 （58 ) , — 个 同步喷涂装置

( 59 ) , 和 牵引机构 （57 ) 的行走速度 同步，完成硬化定型后移 出模腔 的恒定

横截 面片段 （1 ) 外防护涂层 的连续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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