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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风机叶片螺栓断裂监测保
护方法，
所述风机叶片装配在风机的轮毂上，
通
过螺栓与轮毂固定连接，
该方法的特征在于，
设
置一个由电源、
负载通过导线连接构成的闭合电
路，
在敷设导线时 ，
使其经过每一颗风机叶片螺
栓，
并用紧固件将导线固定在每一颗风机叶片螺
栓头上，
在所述闭合电路中设置电流检测装置，
将检测到的电流信号以“1”和“0”的逻辑表达方
式发送给风机主控；
当任何一颗螺栓断裂后，
断
裂的螺栓头在其自身重力及风轮运动惯性作用
下，
从轮毂的螺栓孔中落出，
将固定在其上的导
线扯断 ，
闭合电路电流消失，
电流检测装置发送
给风机主控的信号逻辑为“0”，
风机主控即控制
风机停机，
避免引发重大事故，
确保风机运行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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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风机叶片螺栓断裂监测保护方法，
所述风机叶片装配在风机的轮毂上，
通过螺
栓与轮毂固定连接，
该方法的特征在于，
设置一个由电源、
负载通过导线连接构成的闭合电
路，
在敷设导线时，
使其经过每一颗风机叶片螺栓，
并用紧固件将导线固定在每一颗风机叶
片螺栓头上，
在所述闭合电路中设置电流检测装置，
将检测到的电流信号以“1”和“0”的逻
辑表达方式发送给风机主控；
当任何一颗螺栓断裂后，
断裂的螺栓头在其自身重力及风轮
运动惯性作用下，
从轮毂的螺栓孔中落出，
将固定在其上的导线扯断，
闭合电路电流消失，
电流检测装置发送给风机主控的信号逻辑为“0”，
风机主控即控制风机停机。
2 .一种风机叶片螺栓断裂监测保护方法，
所述风机叶片装配在风机的轮毂上，
通过螺
栓与轮毂固定连接，
该方法的特征在于，
设置一个由电源、
负载通过导线连接构成的闭合电
路，
在敷设导线时，
使其经过每一颗风机叶片螺栓，
并用紧固件将导线固定在每一颗风机叶
片螺栓头上，
在所述闭合电路中设置电压检测装置，
用于检测负载的端电压，
将检测到的电
压信号以“1”和“0”的逻辑表达方式发送给风机主控；
当任何一颗螺栓断裂后，
断裂的螺栓
头在其自身重力及风轮运动惯性作用下，
从轮毂的螺栓孔中落出，
将固定在其上的导线扯
断，
负载端电压消失，
电压检测装置发送给风机主控的信号逻辑为“0”，
风机主控即控制风
机停机。
3 .一种风机叶片螺栓断裂监测保护方法，
所述风机叶片装配在风机的轮毂上，
通过螺
栓与轮毂固定连接，
该方法的特征在于，
设置一个由光源和光纤组成的光传输通道，
在敷设
光纤时，
使其经过每一颗风机叶片螺栓，
并用紧固件将光纤固定在每一颗风机叶片螺栓头
上，
在所述光传输通道的末端设置光检测装置，
用于检测光纤末端的光信号，
将检测到的光
信号以“1”和“0”的逻辑表达方式发送给风机主控；
当任何一颗螺栓断裂后，
断裂的螺栓头
在其自身重力及风轮运动惯性作用下，
从轮毂的螺栓孔中落出，
将固定在其上的光纤扯断，
光信号消失，
光检测装置发送给风机主控的信号逻辑为“0”，
风机主控即控制风机停机。
4 .一种风机叶片螺栓断裂监测装置，
其特征在于，
包括一个由电源、负载通过导线连接
构成的闭合电路，
所述导线经过每一颗风机叶片螺栓，
并由紧固件将导线固定在每一颗风
机叶片螺栓头上，
在所述闭合电路中设有电流检测装置，
可将检测到的电流信号以“1”和
“0”的逻辑表达方式发送给风机主控。
5 .一种风机叶片螺栓断裂监测装置，
其特征在于，
包括一个由电源、负载通过导线连接
构成的闭合电路，
所述导线经过每一颗风机叶片螺栓，
并由紧固件将导线固定在每一颗风
机叶片螺栓头上，
在所述闭合电路中设有电压检测装置，
用于检测负载的端电压，
可将检测
到的电压信号以“1”和“0”的逻辑表达方式发送给风机主控。
6 .一种风机叶片螺栓断裂监测装置，
其特征在于，
包括一个由光源和光纤组成的光传
输通道，
所述光纤经过每一颗风机叶片螺栓，
并由紧固件将光纤固定在每一颗风机叶片螺
栓头上，
在所述光传输通道的末端设有光检测装置，
用于检测光纤末端的光信号，
可将检测
到的光信号以“1”和“0”的逻辑表达方式发送给风机主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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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风机叶片螺栓断裂监测保护方法及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风力发电技术，
涉及风机安全保护技术，
具体说，
是一种风机叶片螺栓
断裂监测保护方法及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
随着国内风力发电资源不断深入开发，
并网运行风力发电机组越来越多，
功
率越来越大，
机组安全稳定运行面临日益严峻的考验。特别是叶片与轮毂的连接螺栓，
承受
着复杂交变的载荷，
现有设计方法，
很难精确计算出螺栓的疲劳寿命。若单纯提高疲劳安全
裕量，
会带来设计成本提高。在螺栓断裂初期，
若没有及时发现，
机组继续带病运行，
则会加
速更多螺栓断裂，
导致叶片掉落、
倒机等严重后果。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问题，
本发明提出一种风机叶片螺栓断裂监测保护方法及装置。能够及
时检测出任何一颗连接风力发电机组叶片与风力发电机组轮毂的连接螺栓的断裂情况，
风
机主控立即采取相应措施，
保证机组运行安全。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风机叶片螺栓断裂监测保护方法，
所述风机叶片装配在风机的轮毂上，
通过螺栓
与轮毂固定连接，
该方法的特征在于，
设置一个由电源、负载通过导线连接构成的闭合电
路，
在敷设导线时，
使其经过每一颗风机叶片螺栓，
并用紧固件将导线固定在每一颗风机叶
片螺栓头上，
在所述闭合电路中设置电流检测装置，
将检测到的电流信号以“1”和“0”的逻
辑表达方式发送给风机主控；
当任何一颗螺栓断裂后，
断裂的螺栓头在其自身重力及风轮
运动惯性作用下，
从轮毂的螺栓孔中落出，
将固定在其上的导线扯断，
闭合电路电流消失，
电流检测装置发送给风机主控的信号逻辑为“0”，
风机主控即控制风机停机。
[0005]
另一种风机叶片螺栓断裂监测保护方法，
所述风机叶片装配在风机的轮毂上，
通
过螺栓与轮毂固定连接，
该方法的特征在于，
设置一个由电源、
负载通过导线连接构成的闭
合电路，
在敷设导线时，
使其经过每一颗风机叶片螺栓，
并用紧固件将导线固定在每一颗风
机叶片螺栓头上，
在所述闭合电路中设置电压检测装置，
用于检测负载的端电压，
将检测到
的电压信号以“1”和“0”的逻辑表达方式发送给风机主控；
当任何一颗螺栓断裂后，
断裂的
螺栓头在其自身重力及风轮运动惯性作用下，
从轮毂的螺栓孔中落出，
将固定在其上的导
线扯断，
负载端电压消失，
电压检测装置发送给风机主控的信号逻辑为“0”，
风机主控即控
制风机停机。
[0006] 再一种风机叶片螺栓断裂监测保护方法，
所述风机叶片装配在风机的轮毂上，
通
过螺栓与轮毂固定连接，
该方法的特征在于，
设置一个由光源和光纤组成的光传输通道，
在
敷设光纤时，
使其经过每一颗风机叶片螺栓，
并用紧固件将光纤固定在每一颗风机叶片螺
栓头上，
在所述光传输通道的末端设置光检测装置，
用于检测光纤末端的光信号，
将检测到
的光信号以“1”和“0”的逻辑表达方式发送给风机主控；
当任何一颗螺栓断裂后，
断裂的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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栓头在其自身重力及风轮运动惯性作用下，
从轮毂的螺栓孔中落出，
将固定在其上的光纤
扯断，
光信号消失，
光检测装置发送给风机主控的信号逻辑为“0”，
风机主控即控制风机停
机。
[0007] 一种风机叶片螺栓断裂监测装置，
包括一个由电源、负载通过导线连接构成的闭
合电路，
所述导线经过每一颗风机叶片螺栓，
并由紧固件将导线固定在每一颗风机叶片螺
栓头上，
在所述闭合电路中设有电流检测装置，
可将检测到的电流信号以“1”和“0”的逻辑
表达方式发送给风机主控。
[0008]
另一种风机叶片螺栓断裂监测装置，
包括一个由电源、负载通过导线连接构成的
闭合电路，
所述导线经过每一颗风机叶片螺栓，
并由紧固件将导线固定在每一颗风机叶片
螺栓头上，
在所述闭合电路中设有电压检测装置，
用于检测负载的端电压，
可将检测到的电
压信号以“1”和“0”的逻辑表达方式发送给风机主控。
[0009] 再一种风机叶片螺栓断裂监测装置，
包括一个由光源和光纤组成的光传输通道，
所述光纤经过每一颗风机叶片螺栓，
并由紧固件将光纤固定在每一颗风机叶片螺栓头上，
在所述光传输通道的末端设有光检测装置，用于检测光纤末端的光信号，
可将检测到的光
信号以“1”和“0”的逻辑表达方式发送给风机主控。
[0010] 本发明的有益技术效果：
可以及时准确检测出风机螺栓断裂情况，
主控采取相应处理措施，
避免引发重大事故，
确保风机运行安全。
附图说明
[0011] 图1是本发明检测装置一种结构图
图2是本发明检测装置另一种结构图
图3是本发明检测装置再一种结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实施例一
参见图1，
本风机叶片螺栓断裂监测装置，
包括一个由电源、负载通过导线连接构成的
闭合电路，
所述导线经过每一颗风机叶片螺栓，
并由紧固件将导线固定在每一颗风机叶片
螺栓头上，
在所述闭合电路中设有电流检测装置，
可将检测到的电流信号以“1”和“0”的逻
辑表达方式发送给风机主控。
[0013] 实施例二
参见图2，
本风机叶片螺栓断裂监测装置，
包括一个由电源、负载通过导线连接构成的
闭合电路，
所述导线经过每一颗风机叶片螺栓，
并由紧固件将导线固定在每一颗风机叶片
螺栓头上，
在所述闭合电路中设有电压检测装置，
用于检测负载的端电压，
可将检测到的电
压信号以“1”和“0”的逻辑表达方式发送给风机主控。
[0014] 实施例三
参见图3：
本风机叶片螺栓断裂监测装置，
包括一个由光源和光纤组成的光传输通道，
所述光纤经过每一颗风机叶片螺栓，
并由紧固件将光纤固定在每一颗风机叶片螺栓头上，
在所述光传输通道的末端设有光检测装置，用于检测光纤末端的光信号，
可将检测到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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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以“1”和“0”的逻辑表达方式发送给风机主控。
[0015] 实施例四
参见图1：
本风机叶片螺栓断裂监测保护方法，
所述风机叶片装配在风机的轮毂上，
通
过螺栓与轮毂固定连接，
该方法的特征在于，
设置一个由电源、
负载通过导线连接构成的闭
合电路，
在敷设导线时，
使其经过每一颗风机叶片螺栓，
并用紧固件将导线固定在每一颗风
机叶片螺栓头上，
在所述闭合电路中设置电流检测装置，
将检测到的电流信号以“1”和“0”
的逻辑表达方式发送给风机主控；
当任何一颗螺栓断裂后，
断裂的螺栓头在其自身重力及
风轮运动惯性作用下，
从轮毂的螺栓孔中落出，
将固定在其上的导线扯断，
闭合电路电流消
失，
电流检测装置发送给风机主控的信号逻辑为“0”，
风机主控即控制风机停机。
[0016] 实施例五
参见图2：
本风机叶片螺栓断裂监测保护方法，
所述风机叶片装配在风机的轮毂上，
通
过螺栓与轮毂固定连接，
该方法的特征在于，
设置一个由电源、
负载通过导线连接构成的闭
合电路，
在敷设导线时，
使其经过每一颗风机叶片螺栓，
并用紧固件将导线固定在每一颗风
机叶片螺栓头上，
在所述闭合电路中设置电压检测装置，
用于检测负载的端电压，
将检测到
的电压信号以“1”和“0”的逻辑表达方式发送给风机主控；
当任何一颗螺栓断裂后，
断裂的
螺栓头在其自身重力及风轮运动惯性作用下，
从轮毂的螺栓孔中落出，
将固定在其上的导
线扯断，
负载端电压消失，
电压检测装置发送给风机主控的信号逻辑为“0”，
风机主控即控
制风机停机。
[0017] 实施例六
参见图3：
本风机叶片螺栓断裂监测保护方法，
所述风机叶片装配在风机的轮毂上，
通
过螺栓与轮毂固定连接，
该方法的特征在于，
设置一个由光源和光纤组成的光传输通道，
在
敷设光纤时，
使其经过每一颗风机叶片螺栓，
并用紧固件将光纤固定在每一颗风机叶片螺
栓头上，
在所述光传输通道的末端设置光检测装置，
用于检测光纤末端的光信号，
将检测到
的光信号以“1”和“0”的逻辑表达方式发送给风机主控；
当任何一颗螺栓断裂后，
断裂的螺
栓头在其自身重力及风轮运动惯性作用下，
从轮毂的螺栓孔中落出，
将固定在其上的光纤
扯断，
光信号消失，
光检测装置发送给风机主控的信号逻辑为“0”，
风机主控即控制风机停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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