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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采用齿轮传动的定桨贯流式水轮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采用齿轮传动的定桨贯

流式水轮机，包括同轴设置在进水管内部的导叶

轮毂体，沿导叶轮毂体的周向均匀分布有固定导

叶，导叶轮毂体的外伸轴上同轴套装有转轮轮毂

体，沿转轮轮毂体的周向均匀分布有一圈转轮叶

片，转轮叶片的轮缘外同轴设有环形的齿轮环

套，齿轮环套的外表面加工有齿圈，齿轮环套上

的齿圈与输出机构配合，导叶轮毂体的外伸轴端

部设有泄水锥，泄水锥位于尾水管内部，进水管

与尾水管同轴设置在齿轮环套的相对两侧。该水

轮机转轮与发电机转子间采用齿轮传动机构连

接，简化了水轮机的整体结构，降低了安装、检修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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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采用齿轮传动的定桨贯流式水轮机，其特征在于：包括同轴设置在进水管(1)内

部的导叶轮毂体(2)，沿导叶轮毂体(2)的周向均匀分布有固定导叶(3)，导叶轮毂体(2)的

外伸轴上同轴套装有转轮轮毂体(4)，沿转轮轮毂体(4)的周向均匀分布有一圈转轮叶片

(5)，转轮叶片(5)的轮缘外同轴设有环形的齿轮环套(6)，齿轮环套(6)的外表面加工有齿

圈，所述齿轮环套(6)上的齿圈与输出机构配合，导叶轮毂体(2)的外伸轴端部设有泄水锥

(7)，泄水锥(7)位于尾水管(8)内部，进水管(1)与尾水管(8)同轴设置在齿轮环套(6)的相

对两侧；

所述齿轮环套(6)与进水管(1)的接合处设有角接触球轴承a(10)，角接触球轴承a(10)

的外圈通过弹性挡圈a(11)定位，弹性挡圈a(11)嵌在进水管(1)内壁上，角接触球轴承a

(10)的内圈采用紧配合安装在齿轮环套(6)的一侧，齿轮环套(6)的一侧还同轴套装有金属

骨架唇形密封a(12)，金属骨架唇形密封a(12)安装在角接触球轴承a(10)的外侧且位于进

水管(1)与齿轮环套(6)之间；

所述角接触球轴承a(10)、弹性挡圈a(11)、金属骨架唇形密封a(12)均与进水管(1)同

轴设置；

所述齿轮环套(6)与尾水管(8)的结合处设有角接触球轴承b(13)，角接触球轴承b(13)

的外圈通过弹性挡圈b(14)定位，弹性挡圈b(14)嵌在尾水管(8)的内壁上，角接触球轴承b

(13)的内圈采用紧配合安装在齿轮环套(6)的另一侧，齿轮环套(6)的另一侧还同轴套装有

金属骨架唇形密封b(15)，金属骨架唇形密封b(15)安装在角接触球轴承b(13)的外侧且位

于尾水管(8)与齿轮环套(6)之间；

所述角接触球轴承b(13)、弹性挡圈b(14)、金属骨架唇形密封b(15)均与尾水管(8)同

轴设置；

所述导叶轮毂体(2)的外伸轴的两端分别设有对转轮轮毂体(4)起支撑作用的深沟球

轴承(9)，深沟球轴承(9)与导叶轮毂体(2)的外伸轴同轴；

所述固定导叶(3)分别与进水管(1)和导叶轮毂体(2)固接成为一体；

所述转轮叶片(5)分别与转轮轮毂体(4)、齿轮环套(6)固接为一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采用齿轮传动的定桨贯流式水轮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泄

水锥(7)的中心处同轴开设有螺纹孔，所述导叶轮毂体(2)的外伸轴的端部加工有外螺纹，

所述导叶轮毂体(2)的外伸轴端部与泄水锥(7)通过螺纹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采用齿轮传动的定桨贯流式水轮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输

出机构包括扭矩输出轴(16)，扭矩输出轴(16)上套装有扭矩输出齿轮(17)，扭矩输出齿轮

(17)与所述齿轮环套(6)上的齿圈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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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采用齿轮传动的定桨贯流式水轮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利水电工程设备技术领域，涉及一种采用齿轮传动的定桨贯流式水

轮机。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贯流式水轮发电机组的结构中，因为水轮机转轮需要通过传动轴与发电机转

子直连，所以水轮机的流道内通常需要单独设计出安放发电机的单独空间(如灯泡体、竖

井)，或者设置一段S形拐弯的尾水管将传动轴引伸出流道外与发电机转子连接，导致水轮

机整体管路结构及内部流道结构复杂、占地空间大。而在农村小水电开发及超低水头明渠

流道内的水能资源利用过程中，水轮发电机组通常具有装机容量小，所处厂房空间结构紧

凑的特点，因此将传统的贯流式水轮机结构应用于小水电站或微型水电站进行水能开发会

造成厂房土建成本大量增加、水轮机整体结构不合理、安装检修设备成本增加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采用齿轮传动的定桨贯流式水轮机，该水轮机转轮与发

电机转子间采用齿轮传动机构连接，简化了水轮机的整体结构，降低了安装、检修成本。

[0004]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采用齿轮传动的定桨贯流式水轮机，包括同轴

设置在进水管内部的导叶轮毂体，沿导叶轮毂体的周向均匀分布有固定导叶，导叶轮毂体

的外伸轴上同轴套装有转轮轮毂体，沿转轮轮毂体的周向均匀分布有一圈转轮叶片，转轮

叶片的轮缘外同轴设有环形的齿轮环套，齿轮环套的外表面加工有齿圈，齿轮环套上的齿

圈与输出机构配合，导叶轮毂体的外伸轴端部设有泄水锥，泄水锥位于尾水管内部，进水管

与尾水管同轴设置在齿轮环套的相对两侧。

[0005] 本发明的特点还在于，

[0006] 其中固定导叶分别与进水管和导叶轮毂体固接成为一体。

[0007] 其中导叶轮毂体的外伸轴的两端分别设有对转轮轮毂体起支撑作用的深沟球轴

承，深沟球轴承与导叶轮毂体的外伸轴同轴。

[0008] 其中转轮叶片分别与转轮轮毂体、齿轮环套固接为一体。

[0009] 其中齿轮环套与进水管的接合处设有角接触球轴承a，角接触球轴承a的外圈通过

弹性挡圈a定位，弹性挡圈a嵌在进水管内壁上，角接触球轴承a的内圈采用紧配合安装在齿

轮环套的一侧，齿轮环套的一侧还同轴套装有金属骨架唇形密封a，金属骨架唇形密封a安

装在角接触球轴承a的外侧且位于进水管与齿轮环套之间；

[0010] 其中角接触球轴承a、弹性挡圈a、金属骨架唇形密封a均与进水管同轴设置。

[0011] 其中齿轮环套与尾水管的结合处设有角接触球轴承b，角接触球轴承b的外圈通过

弹性挡圈b定位，弹性挡圈b嵌在尾水管的内壁上，角接触球轴承b的内圈采用紧配合安装在

齿轮环套的另一侧，齿轮环套的另一侧还同轴套装有金属骨架唇形密封b，金属骨架唇形密

封b安装在角接触球轴承b的外侧且位于尾水管与齿轮环套之间；

说　明　书 1/3 页

3

CN 107013399 B

3



[0012] 其中角接触球轴承b、弹性挡圈b、金属骨架唇形密封b均与尾水管同轴设置。

[0013] 其中泄水锥的中心处同轴开设有螺纹孔，导叶轮毂体的外伸轴的端部加工有外螺

纹，导叶轮毂体的外伸轴端部与泄水锥通过螺纹连接。

[0014] 其中输出机构包括扭矩输出轴，扭矩输出轴上套装有扭矩输出齿轮，扭矩输出齿

轮与齿轮环套上的齿圈啮合。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提供的一种采用齿轮传动的定桨贯流式水轮机过流

部件少，内部结构紧凑，水轮机转轮与发电机转子间无需传动轴直连，解决了现有贯流式水

轮机需要采用传动轴与发电机转子直连而造成的电站管路及水轮机内流道结构复杂、占据

空间大的问题，是一种新型的专用于农村小水电站或微型水电站的开发以及超低水头明渠

发电的小型水轮机，同时，本发明中的水轮机无叶顶间隙空化空蚀，转轮叶片的使用寿命将

大大提高。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一种采用齿轮传动的定桨贯流式水轮机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图1中A处的局部放大图。

[0018] 图中，1.进水管，2.导叶轮毂体，3.固定导叶，4.转轮轮毂体，5.转轮叶片，6.齿轮

环套，7.泄水锥，8.尾水管，9.深沟球轴承，10.角接触球轴承a，11.弹性挡圈a，12.金属骨架

唇形密封a，13.角接触球轴承b，14.弹性挡圈b，15.金属骨架唇形密封b，16.扭矩输出轴，

17.扭矩输出齿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20] 本发明一种采用齿轮传动的定桨贯流式水轮机，结构如图1所示，包括同轴设置在

进水管1内部的导叶轮毂体2，沿导叶轮毂体2的周向均匀分布有一圈固定导叶3，导叶轮毂

体2的外伸轴上同轴套装有转轮轮毂体4，沿转轮轮毂体4的周向均匀分布有一圈转轮叶片

5，转轮叶片5的轮缘外同轴设有环形的齿轮环套6，齿轮环套6的外表面加工有齿圈，齿轮环

套6上的齿圈与输出机构配合，导叶轮毂体2的外伸轴端部设有泄水锥7，泄水锥7位于尾水

管8内部，进水管1与尾水管8同轴设置在齿轮环套6的相对两侧。

[0021] 其中固定导叶3分别与进水管1和导叶轮毂体2固接成为一体(固定导叶3位于进水

管1内壁和导叶轮毂体2之间)。

[0022] 其中导叶轮毂体2的外伸轴的两端分别设有对转轮轮毂体4起支撑作用的深沟球

轴承9，深沟球轴承9与导叶轮毂体2的外伸轴同轴。

[0023] 其中转轮叶片5分别与转轮轮毂体4、齿轮环套6固接为一体。

[0024] 如图2所示，齿轮环套6与进水管1的接合处设有角接触球轴承a10，角接触球轴承

a10的外圈通过弹性挡圈a11(弹性挡圈a11起定位卡紧作用)定位，弹性挡圈a11嵌在进水管

1内壁上，角接触球轴承a10的内圈采用紧配合安装在齿轮环套6的一侧(角接触球轴承a10

的内圈在水轮机运转时随着齿轮环套6转动，角接触球轴承a10的外圈保持静止)，齿轮环套

6的一侧还同轴套装有金属骨架唇形密封a12，金属骨架唇形密封a12安装在角接触球轴承

a10的外侧(金属骨架唇形密封a12防止角接触球轴承a10的润滑油泄漏以及杂物、尘土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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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接触球轴承a10，起到密封作用)且位于进水管1与齿轮环套6之间；角接触球轴承a10在进

水管1与齿轮环套6之间起固定支撑作用；其中角接触球轴承a10、弹性挡圈a11、金属骨架唇

形密封a12均与进水管1同轴设置。

[0025] 其中齿轮环套6与尾水管8的结合处设有角接触球轴承b13，角接触球轴承b13的外

圈通过弹性挡圈b14定位(弹性挡圈b14起定位卡紧作用)，弹性挡圈b14嵌在尾水管8的内壁

上，角接触球轴承b13的内圈采用紧配合安装在齿轮环套6的另一侧(角接触球轴承b13内圈

在水轮机运转时随着齿轮环套6转动，角接触球轴承b13的外圈保持静止)，齿轮环套6的另

一侧还同轴套装有金属骨架唇形密封b15，金属骨架唇形密封b15安装在角接触球轴承b13

的外侧(金属骨架唇形密封b15可以防止角接触球轴承b13的润滑油泄漏以及杂物、尘土进

入角接触球轴承b13，起到密封作用)且位于尾水管8与齿轮环套6之间；角接触球轴承b13在

尾水管8和齿轮环套6之间起固定支撑作用；同时，角接触球轴承a10和角接触球轴承b13还

承担转轮叶片5、转轮轮毂体4和齿轮环套6组成的转动部件所受的径向和轴向载荷。其中角

接触球轴承b13、弹性挡圈b14、金属骨架唇形密封b15均与尾水管8同轴设置。

[0026] 其中泄水锥7的中心处同轴开设有螺纹孔，导叶轮毂体2的外伸轴的端部加工有外

螺纹，导叶轮毂体2的外伸轴端部与泄水锥7通过螺纹连接。泄水锥7对深沟球轴承9起压紧

作用，同时也对水流起到导流作用。

[0027] 其中输出机构包括扭矩输出轴16，扭矩输出轴16上套装有扭矩输出齿轮17，扭矩

输出齿轮17与齿轮环套6上的齿圈啮合。

[0028] 本发明一种采用齿轮传动的定桨贯流式水轮机的工作方式为：水流从进水管1进

入水轮机，经由固定导叶3的引导以一定的角度撞击到转轮叶片5上并产生推动转轮叶片5

转动的扭矩，由于转轮叶片5与齿轮环套6焊接为一个整体，因此转轮叶片5不存在叶顶间

隙，也不会遭受叶顶间隙空化空蚀的破坏。转轮叶片5转动时带动齿轮环套6一起旋转，然后

齿轮环套6与扭矩输出齿轮17之间通过外啮合的方式将转轮叶片5受到的扭矩传递给扭矩

输出齿轮17，扭矩输出齿轮17再通过键连接将扭矩传递给扭矩输出轴16进行扭矩的输出，

扭矩输出轴16可直接连接发电机发电，或者再连接一级增速箱进行增速发电。

[0029] 本发明一种采用齿轮传动的定桨贯流式水轮机的特点为：本装置采用齿轮传动的

方式将转轮的扭矩进行输出，摒弃了采用传动轴将水轮机转轮与发电机转子直接连接的方

法，使得整个机组的轴向尺寸大为减少，简化了水轮机的结构，非常适合应用于农村小水电

站或微型水电站的水能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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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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