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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的目在于提供风机叶片检测方法和

装置，风机叶片内部内有密闭空腔，使空腔内部

的气压高于或低于叶片外界的气压，通过检测密

闭叶片空腔内部的气压值检测叶片状态，如果空

腔内部的气压值高于或低于比对值，叶片有破损

泄漏，优选的方案是风机叶片内密闭空腔内部气

压大于叶片外界气压，风机叶片有密闭空腔，在

风机叶片设气压传感装置和温度传感装置，检测

风机叶片密闭空腔内气压和温度，设电源，控制

器和信号发射模块，气压传感装置和温度传感装

置与控制器连接，控制器与信号发射模块连接，

控制器与电源连接，地面设信号接收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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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风机叶片检测方法，风机叶片内部内有密闭空腔，使空腔内部的气压高于或低

于叶片外界的气压，与外界形成气压差，当叶片有破损气体会流入或流出叶片，通过检测叶

片密闭空腔内部的气压值检测叶片状态，如果空腔内部的气压值高于或低于比对值，说明

有叶片外部气体进入叶片空腔，叶片有破损泄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风机叶片检测方法，其特征是：气压值的检测参照叶片内

部不同温度值和风机叶片转速修正计算。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风机叶片检测方法，其特征是：风机叶片内密闭空腔内部

气压大于叶片外界气压。

4.  一种风机叶片检测装置,  其特征是：一种风机叶片检测装置，在风机叶片设气压传

感装置和温度传感装置，检测风机叶片密闭空腔内气压和温度，设电源，控制器和信号发射

模块，气压传感装置和温度传感装置与控制器连接，控制器与信号发射模块连接，控制器与

电源连接，地面设信号接收模块，信号发射模块与信号接收模块配对。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风机叶片检测装置，其特征是：风机设有地面控制中心，

控制中心至少与一台风机连接，监控风机的电力输出状态，控制风机的启动停止等动作，信

号接收模块与控制中心连接，控制中心检测接收模块传来的数据，与风机同一工作状态下

风机叶片正常内部气压比对值进行比对，偏离比对值设定范围控制中心停止相应风机的运

转。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风机叶片检测装置，其特征是：其控制中心还设有报警系

统，报警系统包括声音，灯光和移动通讯端报警至少其中报警一种方式。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风机叶片检测装置，其特征是：其在叶片上设电源为蓄电

池，蓄电池与设置在风机叶片表面的太阳能电池连接。

8.一种风机叶片抵抗弯折的方法，在风机叶片内有密闭空腔，使空腔内部气压大于叶

片外界气压。

9.一种减少叶片振动的方法，在风机叶片内有密闭空腔，使空腔内部气压大于叶片外

界气压。

10.一种减少叶片损坏的方法，在风机叶片内沿着叶片根部到叶片尖部之间设多个密

闭空腔，使多个密闭空腔互相隔离，空腔之间的间隔使空腔之间气体密闭，叶片内部气体因

为叶片旋转而产生离心力，每个密闭空腔内气体的离心力被其远离叶片旋转中心侧的间隔

分别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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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机叶片检测方法及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新能源利用领域，具体是风力发电的风机叶片检测方法及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风力发电不需要燃料，经济环保，广泛应用在世界各地，为了减轻风机重量，提高

叶片强度，提高风机效率，目前的风机叶片一般采用各种复合高强度材料，被制造成空心结

构，有的长度可达几十米，风机叶片需要长期暴露在野外恶劣的环境工作，而且在使用中遇

到阵风和强风会出现震颤，经受交变载荷，产生扭曲变形，一个叶片出现破损发生断裂，会

使整个风机失去平衡，甚至导致整个风机倒塌报废，严重影响风机的正常使用，造成巨大损

失，现有的技术有通过检测叶片震动波频率，有在叶片内布设能检测张力或压力的传感线，

有激光检测叶片弯曲变形等方法，从力学和光学方面方法检测，其信号识别难度大，很难在

叶片任何一个部位发生轻微破损的时候检测就能够出来报警，不能够全面检测叶片的每一

个部分，因为一个物体发生断裂一般都是先由于部分位置比较其他位置力量薄弱不够或受

力不均而先发生破损，继而扩展到其他位置导致全部断裂，例如叶片在一个部位发生很小

的裂缝就可能随着使用中的拉伸，振动等原因不断扩大直到该部位无法承受而突然断裂，

因此需要更好的方法和装置及时准确的检测风机的叶片状态，同时还需要不断改进叶片的

结构以提高叶片性能。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风机叶片检测方法和装置，及时发现叶片出现的破损，并同

时提供一种风机叶片抵抗弯折的方法，一种减少叶片损坏的方法及一种减少叶片振动的方

法。

[0004] 一种风机叶片检测方法，风机叶片内部内有密闭空腔，本发明所述的密闭指的是

气体密闭，使空腔内部的气压高于或低于叶片外界的气压，与外界形成气压差，当叶片有破

损气体会流入或流出叶片，通过检测密闭叶片空腔内部的气压值检测叶片状态，如果空腔

内部的气压值高于或低于比对值，说明有叶片外部气体进入叶片空腔，叶片有破损泄漏，基

本比对值的确定是在叶片完整无损的时候，检测其在各个工作状况下的叶片空腔内部的气

压值，气压值的检测参照叶片内部不同温度值和风机叶片转速修正计算，在不同的环境温

度，不同的风机转速等条件下，叶片内部的气压值会有所不同，需要进行修正。

[0005] 优选的方案是风机叶片内密闭空腔内部气压大于叶片外界气压。

[0006] 一种风机叶片检测装置，风机叶片有密闭空腔，在风机叶片设气压传感装置和温

度传感装置，检测风机叶片密闭空腔内气压和温度，可以将气压传感装置和温度传感装置

固定在叶片空腔内壁，采集数据用导线引出叶片，设电源，控制器和信号发射模块，气压传

感装置和温度传感装置与控制器连接，控制器与信号发射模块连接，控制器与电源连接，控

制器主要对各部分进行电力分配输送和信号处理，地面设信号接收模块，信号发射模块与

信号接收模块配对，信号发射模块和信号接收模块之间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联系，通过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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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激光，无线电，GPRS网络，WIFI网络等，主要解决不断运转的风机叶片的传感数据信号的

传输问题，控制器，信号发射装置和蓄电池还可以设置在各个叶片连接中心与叶片一起旋

转的的叶轮轮罩内部等位置。

[0007] 风机设有地面控制中心，控制中心至少与一台风机连接，随着技术的进步，现有风

机控制中心能够进行全面监控，监控风机的电力输出状态，叶片角度的调节，控制风机的启

动停止等动作，信号接收模块与控制中心连接，把采集的数据处理传输给控制中心，控制中

心检测接收模块传来的数据，与风机同一工作状态下风机叶片正常内部气压比对值进行比

对，偏离比对值设定范围控制中心通过设置在风机主机的顺桨系统或刹车系统等执行命

令，控制相应风机的运转，或停止相应风机的运转。

[0008] 气压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控制器，信号发射装置和蓄电池也可以设置在叶片内部

空腔，信号发射装置的天线引出叶片，在叶片设可拆卸的可密封的开口方便检查维修内部

设备，通过导线与叶片表面的太阳能电池连接。

[0009] 信号接收模块和控制中心所谓的设置在地面，包括但不限于地面，有些风机系统

其控制中心设置在风机塔筒里面，而信号接收模块也可以设置在风机塔筒或风机主机机舱

等位置。

[0010] 控制中心还设有报警系统，报警系统包括声音，灯光和移动通讯端报警的至少其

中一种报警方式，设置声光报警可以在有故障发生时提醒现场人们注意，控制中心设置网

关和路由器等网络连接装置，随着移动通讯工具的普及使用，特别是智能通讯工具的使用，

例如智能手机，通过在智能手机内安装相应的控制程序，可以利用手机通过网络对控制中

心的情况远程监控，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0011] 在叶片上设电源为蓄电池，蓄电池与设置在风机叶片表面的太阳能电池连接，太

阳能电池贴在叶片表面，靠近叶片旋转中心位置或风轮的中心轴轮罩上，吸收太阳光转变

为电能，连接控制器为各个传感装置和信号发射模块供应电力，也可以采用微型风力发电

装置或其他方式供电。

[0012] 风机叶片内设多个密闭空腔，多个密闭空腔互相间隔，在每个空腔都至少设有气

压传感装置，这样设置能够更准确检测叶片泄漏破损位置，空腔之间的间隔同时能够加强

叶片结构，间隔可以沿着叶片横向或纵向设置。

[0013] 一种减少叶片损坏的方法，风机叶片靠近转轴的位置为叶片根部，叶片自由端为

叶片尖部，风机叶片内沿着叶片根部到叶片尖部之间设多个密闭空腔，使多个密闭空腔互

相隔离，空腔之间的间隔使空腔之间气体密闭，叶片内部气体因为叶片旋转而产生离心力，

离心力即向心力，每个密闭空腔内气体的离心力被其远离叶片旋转中心侧的密闭间隔分别

承受，如果叶片内部不设置密闭间隔，或者有间隔而不密闭，整个叶片内部气体连通，作为

流体，在叶片旋转的时候，叶片内部所有气体的离心力从叶片根部一直到叶尖，全部叠加施

加于叶片最远端叶尖部位，叶片最远端的叶尖部位因为结构设计相比较于叶片根部需要又

轻又薄，大型风机的单根叶片长度一般超过50米，其叶尖运行速度在100千米每小时以上，

以空气为例，每立方空气的重量大约1.29公斤，每个叶片内部空腔体积大约几个立方米，产

生很大离心力，叶片内部所有气体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向远离旋转中心的叶尖压缩，叶片内

部所有气体的重心比叶片静止的时候向叶尖偏移，并且叶片内部所有气体的离心力作用于

叶尖部位，其作用原理类似于在距离旋转中心50米的叶片尖端固定着一个几公斤重量的物

说　明　书 2/5 页

4

CN 109854460 A

4



体，同样的重量如果分散固定在叶片根部或中间部位，由于旋转角速度一样，而旋转半径小

很多，离心力计算公式可知，F=mrw^2，F代表向心力，m代表物体质量，r代表旋转半径，w代表

旋转角速度，物体运动离心力即向心力，其大小与物体质量，运动角速度的平方和旋转半径

成正比，所以产生的离心力也比较固定在叶尖部位小，力量分散作用在叶片不同部位能够

减少叶片损坏，在设计风机叶片建模的过程中，叶片在静态不存在这个作用力，这个问题常

常不被注意而成为叶片损坏的原因，因此优选的叶片内部气体采用密度比较叶片外界的空

气小的气体，因为本发明使叶片内部空腔密闭而得以实现，例如使用氮气，氦气等，以同时

减少叶片重量和旋转离心力，采用惰性气体还可以防止叶片内部氧化老化。

[0014] 一种风机叶片抵抗弯折的方法，风机叶片内有密闭空腔，使空腔内部气压大于叶

片外界气压，在叶片受风力作用而工作的时候，能够减少叶片某些部位中所受的压力，进而

提高叶片抵抗弯折的能力，叶片一般是横截面呈扁圆形翼状，一个面朝向迎风，一个面朝向

背风，当有风吹向叶片，叶片的迎风面要承受增加拉力，而叶片的背风面要承受增加压力，

制作叶片的材料一般是碳纤维或玻璃纤维等的复合材料，为了尽量减轻重量，叶片各部位

为尽量薄的片状结构，作为叶片结构的片状结构其能够承受的抗拉伸力远远大于抗压力，

因此叶片的背风面容易弯折，损坏叶片，如果使叶片密闭空腔内的气压大于外界气压，将使

叶片空腔的各部位承受一个预拉伸力，这个预拉紧力将可以抵消叶片受压力部位的部分力

量，使叶片不容易发生弯折，采用这种方法比较采用增加受压力部位的厚度以提高该部位

的强度的方法，节省叶片重量，节约成本。

[0015] 一种减少叶片振动的方法，叶片在使用过程中，受风吹而受力弯曲变形，风吹的力

量不稳定，叶片受力也不稳定，因而产生振动，还会因为气流和其他原因产生共振现象，叶

片因为设计为横截面为扁圆形状的长条叶片，风机设有对风机构，在使用过程中使叶片宽

的两个面为迎风面和背风面，因此叶片的振动主要是沿着这个方向来回振动，叶片内有密

闭空腔，使空腔内部气压大于叶片外界气压，根据上述一种风机叶片抵抗弯折的方法的说

明，同样的原理因为使叶片的抵抗弯折的强度提高，这个强度的提高主要是增强了叶片在

迎风面和背风面之间的强度，与叶片发生振动的方向一致，同时密闭空腔之间的间隔具有

加强肋的作用，因此减少了叶片的振动。

[0016] 风机叶片的气压检测可以是动态的或静态的，即可以在叶片主体完成后设置气压

传感装置和温度传感装置，在静止不动的时候，检测其在一定时段内气压是否有变化，从而

判断叶片是否有泄漏破损，如在工厂叶片制作完成后交付使用的时候，可以先进行检测，在

叶片表面涂抹容易产生气泡的物质或将叶片浸入液体中可以检测泄漏破损具体而位置，确

定叶片完整无损后，记录叶片在不同温度的气压值，可以随同叶片设置一些监控装置和报

警装置，例如气压和温度的监视器，跟叶片一起验收出厂，经过运输阶段送至风机场地，在

运输过程中，随时检查叶片的气压值和温度值能够及时观察叶片的状况，如果在运输中途

叶片有泄漏破损，及时发现问题所在，停止往目的地的运输，这样能避免出厂合格的叶片在

运输过程出现问题，到达目的地成为不合格产品而安装，并能准确找出在哪个路段发生问

题及原因，追究责任，还可以在叶片的工作过程中检测叶片内气压的变化，以判断叶片是否

有泄漏破损，可以在叶片表面设气阀或泄压阀等，连通叶片外界和叶片内部空腔，利用其对

叶片进行充气或抽气操作，可以对叶片内部空腔气压调节，例如为适应冬季或夏季等由于

气温巨大差异而引起叶片内部气压变化。

说　明　书 3/5 页

5

CN 109854460 A

5



[0017] 本发明的方法及装置同样使用垂直轴风力发电机的叶片。

[0018] 即使在叶片没有发生破损泄漏的时候，叶片使用中会由于变形引起内部气压变

化，检测这些气压变化，可以对叶片的运行状况有一个预判，以避免出现叶片破损断裂等的

极端现象，例如有强风或强阵风的时候，叶片会发生弯曲，严重的会碰撞到风机支架或塔

筒，通过监控叶片气压的变化，可以预测并采取叶片顺桨或叶片刹车等避免发生严重后果。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通过一系列的方法及装置，在叶片内部设置密闭空腔，设置

气压传感装置，使叶片内部气压大于外部气压等，能够及时准确地检测风机叶片的运行状

态，使叶片能承受更大的外力，并且由此实现了简单的改进创造多种用途，减少叶片的离心

力，减少叶片的弯曲，减少叶片的振动，这些都有利于叶片提高效率，减少损耗，增加发电

量，本发明的方法及装置简单可靠容易实现，相比较在叶片内布设传感线等方法，只能检测

传感线路过位置的信息，本发明能够检测发现整个叶片几乎所有的位置的泄漏破损，给叶

片的检测和检修提供可靠依据。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风机叶片沿着根部到叶尖剖面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的一种风机叶片受力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的一种风机叶片检测过程图；

图中1为主轴，2为迎风面，3为控制盒，4为传感装置，  5为间隔，  6为空腔，7为背风面。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述本发明，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风机叶片沿着根部

到叶尖剖面示意图，图中1为主轴，风机叶片与主轴1连接，在叶片靠近主轴1附近设有控制

盒3，控制盒3内设有控制器，蓄电池和信号发射模块，控制器分别与蓄电池和信号发射模块

连接，2为叶片的迎风面，控制盒3设置在叶片背风侧，传感装置4固定在叶片内壁，传感装置

包括温度传感装置和气压传感装置，现在这些传感装置有很多种类可以选择，优选采用数

字式的电子传感装置，如采用硅材料制作的高精度数字气压传感器，其尺寸和重量都很小，

测量精度高，受环境条件影响小，通过数据线引出叶片与控制器连接，多个叶片的传感信号

连接至一个控制盒内的控制器，叶片通过间隔5把内部分成几个密闭空腔6，在空腔6内填充

气体为氦气，并使空腔6内部气压大于叶片外部气压，地面设信号接收模块，信号发射模块

与信号接收模块配对，风机设有地面控制中心，控制中心至少与一台风机连接，随着技术的

进步，现有风机控制中心能够进行全面监控，监控风机的电力输出状态，叶片角度的调节，

控制风机的启动停止等动作，信号接收模块与控制中心连接，控制中心检测接收模块传来

的数值，与风机同一工作状态下风机叶片内部气压比对值进行比对，偏离比对值设定范围

控制中心停止相应风机的运转，控制中心还设有报警系统，报警系统包括声音，灯光和移动

通讯端报警的至少其中一种报警方式，设置声光报警可以提醒人们注意，有故障发生，随着

移动通讯工具的普及使用，特别是智能通讯工具的使用，例如智能手机，通过在智能手机内

安装相应的控制程序，可以利用手机通过网络对控制中心的情况远程监控，发现问题及时

解决。

[0022] 在叶片上设电源为蓄电池，蓄电池与设置在风机叶片表面的太阳能电池连接，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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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能电池贴在叶片表面，吸收太阳光转变为电能，连接控制器为各个传感装置和信号发射

模块供应电力，也可以采用微型风力发电装置或其他方式供电。

[0023] 图2为本发明的一种风机叶片受力示意图，图中1为主轴，2为迎风面，3为控制盒，4

为传感装置，  5为间隔，  6为空腔，7为背风面，图中叶片与主轴1连接，风从叶片的迎风面2

的方向吹向叶片，使叶片的迎风面2部位增加承受拉伸力,，而在与叶片迎风面2对面的叶片

的背风面7部位增加承受压力，在叶片内部以间隔5把叶片分成多个空腔6，使风机叶片内具

有密闭空腔6，空腔6内部填充氦气，使空腔6内部氦气气压大于叶片外界气压，在叶片受风

力作用而工作的时候，为了尽量减轻重量提高强度，制作叶片的材料为碳纤维复合材料，叶

片各部位为尽量薄的片状结构，作为叶片结构的片状结构其能够承受的抗拉伸力远远大于

抗压力，因此叶片的背风面7容易如果受到压力容易发生弯折导致损坏整个叶片，而在叶片

密闭空腔6内的填充氦气，使空腔6内部氦气气压大于外界气压，将使叶片空腔各部位包括

被风面7在叶片没有受到风吹的时候承受一个预拉伸力，在叶片受到风吹到时候，这个预拉

伸力将可以抵消叶片受压力部位的部分力量，使叶片不容易发生弯折。

[0024] 图3为本发明的一种风机叶片检测基本过程图，图中包括检测过程和对应工作装

置。

[0025] 上述实施例对本发明的部分内容进行了示例性实施例，本发明的方法和装置不限

于本文所述的具体实施例，本发明的方法及装置还可以结合风机主机的检测系统来使用，

也可以结合其他检测风机叶片状态的方法及装置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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