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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准确安装机械式风向仪

到风力发电测风塔上的方法，该方法是通过风向

仪输出的角度值来调整风向仪的N点标示即起始

0点，使风向仪的N点标示完全准确对准垂直支架

的正中心，即N点的延长线指向水平支架，其中，

需制作一个工装，整个工装的下半部分为组合式

模块，组合式模块由左右对称的两部分组成，该

两部分可组合形成有一中空通道，中空通道的尺

寸与水平支架直径一致，整个工装的上半部分由

左右对称的两块竖板组成，该两块竖板分别固定

在组合式模块的左右两部分上，两块竖板之间的

间隙与风向仪的横梁直径一致，两块竖板之间可

通过螺栓和螺母进行连接，从而实现整个工装的

锁紧固定。本发明方法科学可靠，能够大大提高

安装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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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准确安装机械式风向仪到风力发电测风塔上的方法，其特征在于：首先，需制作

一个工装，整个工装的下半部分为组合式模块，该组合式模块由左右对称的两部分组成，该

两部分能够组合形成有一中空通道，该中空通道的尺寸与安装风向仪的水平支架直径一

致，整个工装的上半部分由左右对称的两块竖板组成，该两块竖板分别固定在组合式模块

的左右两部分上，两块竖板之间的间隙与风向仪的横梁直径一致，且两块竖板之间能够通

过螺栓和螺母进行连接，从而实现整个工装的锁紧固定；

所述准确安装机械式风向仪的方法是通过风向仪输出的角度值来调整风向仪的N点标

示即起始0点，使风向仪的N点标示完全准确对准垂直支架的正中心，即N点的延长线指向水

平支架，具体做法如下：

将风向仪放置在垂直支架上，风向仪的电缆从垂直支架引出来，接入采集器，采集器能

够实时读取到风向仪输出的角度值，调整和转动风向仪的底座，使底座上的N点标示指向水

平支架，转动风向仪的尾摆，使尾摆指向水平支架，然后将上述工装通过其中空通道套入水

平支架，并使风向仪的横梁刚好套入工装的两块竖板之间，此时，风向仪的横梁和尾摆是完

全对齐水平支架的，而后用螺栓和螺母紧固两块竖板；

由于刚才安装的时候，风向仪的N点标示是近似指向水平支架，风向仪的尾摆也是近似

指向水平支架，则风向仪的头部指向N点标示的反方向，因此，采集器显示的风向仪读数应

该是170-190度，但不是准确的180度，然后，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风向仪的底座，当采集器

显示的风向仪读数为180度时，表明风向仪的N点标示完全对准和指向了水平支架，此时，紧

固风向仪的底座与垂直支架之间的螺栓，而后拆除工装，使风向仪的尾摆能够自由摆动；

将安装好风向仪的整个支架吊装和安装到测风塔上，用指南针观测垂直支架的对北角

度X1，然后用该角度X1去修正风向仪输出角度值X2，即可得到风向仪的真实对北角度，即风

向，此时的真实风向应该是X1+X2+18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准确安装机械式风向仪到风力发电测风塔上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风向仪由头部、横梁、尾摆、垂直旋转轴及带有N点标示的底座组成，所述头

部安装在横梁的一端，并固定在垂直旋转轴上，随垂直旋转轴旋转，所述尾摆安装在横梁的

另一端，所述垂直旋转轴竖直安装在底座上，能够在底座上自由旋转，所述底座通过螺栓安

装在垂直支架上，所述垂直支架和水平支架焊接在一起组成为风向仪的安装支架；

风向仪在工作过程中，风先吹向头部，再吹向尾摆，尾摆在风力作用下，带动垂直旋转

轴旋转，垂直旋转轴旋转一周，风向仪对应输出0-360度，当头部对齐N点标示时，风向仪输

出为0度，尾摆顺时针旋转时，风向仪输出角度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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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准确安装机械式风向仪到风力发电测风塔上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风力发电测风塔的技术领域，尤其是指一种准确安装机械式风向仪到

风力发电测风塔上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风力发电领域要求准确测量风向，以统计该地区的主风向或用于测试期间的风向

测量，风电行业内风向定义如下，0度代表正北风，90度代表正东风，180度代表正南风，270

度代表正西风，以此类推。

[0003] 风向仪是测量风向的传感器，主要分为机械式和超声波式，机械式风向仪的工作

原理是，风先吹过风向仪的头部，然后再吹到尾摆，尾摆在风力的作用下带动垂直轴转动，

垂直轴转动一圈对应0-360度，一般顺时针旋转时，角度增加，风向仪的底座上有一个N点标

示即起始0点，风向仪的头部对准N点标示时，对应0度输出。但是当风向仪的头部对准N点标

示时指示的0度并不是真实的对北角度，需要考虑N点标示指向的对北角度并对输出值进行

修正才是真实的对北角度，例如，当风向仪安装时，N点标示指向45度即东北方向，风向仪在

运行时，输出值显示是90度时，此时真实风向应该是135度即东南风。因此,N点标示的朝向

显得非常重要。

[0004] 目前行业内的通用做法是，在安装风向仪的时候，用肉眼观察和调整，转动风向仪

的底座，将N点标示近似指向垂直支架的正中心，即指向水平支架，然后紧固风向仪与支架

的螺栓，把带有风向仪的支架吊装并安装到测风塔高空，人站在地面用指南针观测支架的

对北角度，然后用该角度去修正风向仪输出角度值，得到风向仪的真实对北角度。该方法的

原理是通过支架的对北朝向去推断N点标示的朝向，从而修正风向仪的真实对北角度，因

此，上述做法中，N点标示是否完全对准了水平支架就显得非常重要。

[0005] 上述用肉眼观察和调整风向仪的N点标示，使其近似指向支架的正中心的方法，没

有数据和方法支撑，全凭个人判断，必然存在较大误差，误差少则3-5度，多则可能达到10

度。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缺点与不足，提出了一种科学可靠的准确安装

机械式风向仪到风力发电测风塔上的方法。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提供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准确安装机械式风向仪到风

力发电测风塔上的方法，首先，需制作一个工装，整个工装的下半部分为组合式模块，该组

合式模块由左右对称的两部分组成，该两部分能够组合形成有一中空通道，该中空通道的

尺寸与安装风向仪的水平支架直径一致，整个工装的上半部分由左右对称的两块竖板组

成，该两块竖板分别固定在组合式模块的左右两部分上，两块竖板之间的间隙与风向仪的

横梁直径一致，且两块竖板之间能够通过螺栓和螺母进行连接，从而实现整个工装的锁紧

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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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所述准确安装机械式风向仪的方法是通过风向仪输出的角度值来调整风向仪的N

点标示即起始0点，使风向仪的N点标示完全准确对准垂直支架的正中心，即N点的延长线指

向水平支架，具体做法如下：

[0009] 将风向仪放置在垂直支架上，风向仪电缆从垂直支架引出来，接入采集器，采集器

能够实时读取到风向仪输出的角度值，调整和转动风向仪的底座，使底座上的N点标示指向

水平支架，转动风向仪的尾摆，使尾摆指向水平支架，然后将上述工装通过其中空通道套入

水平支架，并使风向仪的横梁刚好套入工装的两块竖板之间，此时，风向仪的横梁和尾摆是

完全对齐水平支架的，而后用螺栓和螺母紧固两块竖板；

[0010] 由于刚才安装的时候，风向仪的N点标示是近似指向水平支架，风向仪的尾摆也是

近似指向水平支架，则风向仪的头部指向N点标示的反方向，因此，采集器显示的风向仪读

数应该是170-190度，但不是准确的180度，然后，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风向仪的底座，当采

集器显示的风向仪读数为180度时，表明风向仪的N点标示完全对准和指向了水平支架，此

时，紧固风向仪的底座与垂直支架之间的螺栓，而后拆除工装，使风向仪的尾摆能够自由摆

动；

[0011] 将安装好风向仪的整个支架吊装和安装到测风塔上，用指南针观测垂直支架的对

北角度X1，然后用该角度X1去修正风向仪输出角度值X2，即可得到风向仪的真实对北角度，

即风向，此时的真实风向应该是X1+X2+180°。

[0012] 进一步，所述风向仪由头部、横梁、尾摆、垂直旋转轴及带有N点标示的底座组成，

所述头部安装在横梁的一端，并固定在垂直旋转轴上，随垂直旋转轴旋转，所述尾摆安装在

横梁的另一端，所述垂直旋转轴竖直安装在底座上，能够在底座上自由旋转，所述底座通过

螺栓安装在垂直支架上，所述垂直支架和水平支架焊接在一起组成为风向仪的安装支架；

[0013] 风向仪在工作过程中，风先吹向头部，再吹向尾摆，尾摆在风力作用下，带动垂直

旋转轴旋转，垂直旋转轴旋转一周，风向仪对应输出0-360度，当头部对齐N点标示时，风向

仪输出为0度，尾摆顺时针旋转时，风向仪输出角度增大。

[0014]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优点与有益效果：

[0015] 1、充分利用风向仪的尾摆转动即可改变读数的特点，先通过工装将风向仪的尾摆

完全对准参照物即水平支架，再转动风向仪的底座使N点标示完全对准水平支架。

[0016] 2、安装时，用采集器读取风向仪输出角度，代替之前目测的方法，大大提高了安装

的准确性。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组合前的工装示意图。

[0018] 图2为组合后的工装立体图。

[0019] 图3为组合后的工装主视图。

[0020] 图4为风向仪局部放大图。

[0021] 图5为风向仪运行俯视图。

[0022] 图6为工装应用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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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4] 如图4和图5所示，机械式风向仪由头部1、横梁2、尾摆3、垂直旋转轴4、紧固螺栓7

和带有N点标示6的底座5组成，头部1安装在横梁2的一端，并固定在垂直旋转轴4上，可随垂

直旋转轴4旋转，尾摆3安装在横梁2的另一端，垂直旋转轴4竖直安装在底座5上，可在底座5

上自由旋转，底座5通过螺栓7安装在垂直支架8上，垂直支架8和水平支架9焊接在一起组成

为风向仪的安装支架。

[0025] 风向仪在工作过程中，风先吹向头部1，再吹向尾摆3，尾摆3在风力作用下，带动垂

直旋转轴4旋转，垂直旋转轴4旋转一周，风向仪对应输出0-360度，当头部1对齐N点标示6

时，风向仪输出为0度，尾摆3顺时针旋转时，风向仪输出角度增大。

[0026] 本实施例所提供的准确安装机械式风向仪到风力发电测风塔上的方法，首先，需

制作一个工装，如图1至图3所示，整个工装的下半部分为组合式模块，该组合式模块由左右

对称的两部分12、13组成，该两部分12、13能够组合形成有一中空通道18，孔径为D，等于水

平支架9的直径，整个工装的上半部分由左右对称的两块竖板14、15组成，该两块竖板14、15

分别固定在组合式模块的左右两部分12、13上，两块竖板14、15之间的间隙d与风向仪的横

梁2直径一致，且两块竖板14、15之间能够通过螺栓16和螺母17进行连接，从而实现整个工

装的锁紧固定。

[0027] 该方法是通过风向仪输出的角度值来调整风向仪的N点标示6即起始0点，使风向

仪的N点标示6完全准确对准垂直支架8的正中心，即N点的延长线指向水平支架9，具体做法

如下：

[0028] 将风向仪放置在垂直支架8上，风向仪的电缆10从垂直支架8引出来，接入采集器

11，采集器11能够实时读取到风向仪输出的角度值，调整和转动风向仪的底座5，使底座5上

的N点标示6指向水平支架9，转动风向仪的尾摆3，使尾摆3指向水平支架9，然后将上述工装

通过其中空通道18套入水平支架9，并使风向仪的横梁2刚好套入工装的两块竖板14、15之

间，此时，风向仪的横梁2和尾摆3是完全对齐水平支架9的，而后用螺栓16和螺母17紧固两

块竖板14、15，实现工装的锁紧固定，如图6所示。

[0029] 由于刚才安装的时候，风向仪的N点标示6是近似指向水平支架9，风向仪的尾摆3

也是近似指向水平支架9，则风向仪的头部1指向N点标示6的反方向，因此，采集器11显示的

风向仪读数应该是170-190度，但不是准确的180度，然后，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风向仪的底

座5，当采集器11显示的风向仪读数为180度时，表明风向仪的N点标示6完全对准和指向了

水平支架9，此时，紧固风向仪的底座5与垂直支架8之间的螺栓7，而后拆除工装，使风向仪

的尾摆3能够自由摆动。

[0030] 将安装好风向仪的整个支架吊装和安装到测风塔上，用指南针观测垂直支架8的

对北角度X1，然后用该角度X1去修正风向仪输出角度值X2，即可得到风向仪的真实对北角

度，即风向，此时的真实风向应该是X1+X2+180°。

[0031] 以上所述实施例只为本发明之较佳实施例，并非以此限制本发明的实施范围，故

凡依本发明之形状、原理所作的变化，均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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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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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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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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