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荐国家技术发明奖项目公示 

项目名称 高效水平轴海流能发电技术及其系列装备的岛礁应用 

推荐单位 教育部 

推荐单位意见： 

 

我单位认真审阅了该项目推荐书及附件材料，确认全部材料真实有效，相关栏目

均符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的填写要求。 

海流能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海洋可再生能源。海流能发电装备是创新设

计与先进制造、新能源、海洋战略国家重大需求的“交汇点”，也是“机电液测控”学

科前沿的“交叉点”。项目打破欧美长期技术封锁,针对海流发电机组作为能源装备的

高效性、海洋极端服役环境装备的可靠性、供电装备的功率稳定性“三大（类）科学

技术难题”，历经十多年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和工程应用验证，形成“高效水平轴海流

能发电技术及其系列装备的岛礁应用”技术成果和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海流发电机组系

列，并在浙江舟山、山东青岛等海域建成国内最大规模列阵运行的海流能水下发电场。

项目在大驱动力液压变桨、动密封新概念新结构、高效防水发电机、海流能海岛独立

供电系统等方面取得原创性技术成果，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学术影响，获授权国家发明

专利、软件著作权 20 多项，发表 SCI 和 EI 收录论文 50 多篇，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国防效益。 

对照技术发明奖授奖条件，推荐该项目申报 2017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项目简介： 

 

海流能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海洋可再生能源。项目研究可高效捕获流动

海水动能的海流发电关键技术及系列化装备，是国际学术前沿和研究热点，也是创新

设计与先进制造、新能源、海洋战略国家重大需求的“交汇点”，“机电液测控”学

科的“交叉点”。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 863 计划重点项目课题、国家

海洋局海洋可再生能源专项、军委科技委创新局项目支持下，采用国际主流高效水平

轴技术路线，历经十年持续研究，攻克海流发电机组作为能源装备的高效性、作为海

洋极端服役环境装备的可靠性、作为供电装备的功率稳定性“三大（类）科学技术难

题”，实现若干关键技术原始创新和“机电液测控系统”集成创新，形成“高效水平

轴海流发电技术及其系列装备的岛礁应用”技术成果，打破了欧美多年的技术垄断，

显著提升了中国海流能利用整体技术水平和国际学术影响力。项目持续研制的 5kW 、

30kW、60kW、120kW、300kW、600kW 和 650kW 半直驱、液压传动、机械传动机组系列，

以及涉海特种仪器专用 50W、500W、2kW、75kW 直驱机组系列，为我国海洋国土、海洋

仪器和海防设施, 提供了一类特色能源系列化装备，为解决我国东海、南海岛礁能源

有效供给难题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方案。项目主要创新成果如下： 

（1）率先提出“大长径比约束”整机优化设计概念、方法和流程。在同等功率“型

族”中优选“最小化”径向尺寸以减小化挡水面积，适度增加机组轴向长度，优化传

动效率、散热性能和强度指标，形成以流场顺畅、高效可靠为特征的“狭长型”水平

轴半直驱海流发电机组系列，受到国内外同行广泛关注。 

（2）提出非定常效应叶片翼型三维构造方法，通过全流场 CFD 数模、数值样机和

水动试验，形成完整的海流能机组叶轮设计体系，叶片效率指标（CP 值）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 

（3）首创海流能装备液压变桨对流机构与控制技术。在轮毂狭小空间内完成大推

力桨叶 180 度旋转闭环控制与驱动，实现双向对流发电、变速增效发电、机组安全发

电三大功能。 

（4）发明并率先实现基于"内压大于外压"概念和三层组合方法的主轴动密封结

构，数年实海况运行表明可保证机组安全。 

（5）发明并研发出一种采用外转子结构和离心密封防水工艺的直驱型海流发电机

组，从原理上去除机械密封阻尼，实现特种海洋仪器“海能海用”、分布供能、隐蔽

供能、低速启动、可靠防水的技术特征。 

（6）创立国内目前唯一包含实验室验证、厂区真机测试和实海况试验三项功能的

海流装备设计验证体系。 

比较之国内外同类技术，项目原创并形成高效系列化海流发电机组，应用于东海

舟山、黄海胶东、南海××岛礁和海域，建成国内最大规模水平轴海流机组发电场。

创单机实际装机功率最大，单机发电功率最大，累计发电时间最长，累计发电量最大，

首次多机组列阵运行发电，首次稳定并入国家电网，首次海流/风电/光伏/储能联合海

岛微网供电 8 项全国纪录；军民两用机组应用于我国海域特种仪器供电；提升了我国

海洋能利用整体技术水平和国际影响力，推进了装备标准化、系列化、产业化进程。

近三年新增销售额超过 10 亿，新增利润超过 2 亿。项目获国家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

20 多项，发表 SCI/EI 论文 50 多篇。 



客观评价： 

1 学术评价 

项目组海流能利用研究始于 2004 年。提出“大长径比整机设计概念”、液压大推

力变桨机构、压差防渗动密封结构等原创性发明。迄今研制了 50-500W，5kW、25kW、

30kW、60kW、120 kW 和 650kW 系列机组产品。最早实现实海况稳定运行的 60kW 机组是

目前国内实际发电时间最长、累计发电量最大的海洋能发电机组。研制的 120kW 并网

型机组是目前国内实际发电功率最大的海洋能发电机组。项目获国家发明专利、软件

著作权 20 多项，发表多篇高影响因子 SCI 论文。有关工作得到国家科技部、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国家海洋局和国内外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1）以全票获 A 通过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验收。（2）国家海洋局“专报”表彰项目突出工作。（3）中国代

表（哈电副总师）向国际 IEC/TC114 标委会主席团推介浙大机组，认为是一种“最有

前途的机型”。(4)海洋能“鼻祖”英国数十位著名大学专家和企业界朋友来访交流并

专门发出学术访问邀请。（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海洋局、舟山市等领导、

行业专家、企业代表和海洋能热心人士上百起、超千人参观浙大舟山等“水下发电站”。

（6）项目学术带头人在中国 2016 海洋能年会、中葡 2016 年可再生能源研讨会和 OI 

China2015 国际会议做主旨报告，扩大了中国海洋能研究的学术影响。 

2 鉴定会 

2014 年 12 月 26 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在杭州组织并主持召开了“水平轴半直

驱海流发电装备及技术”科技成果鉴定会。由科学院院士、资深教授、研究员组成的

鉴定委员会一致认为：“该项目技术难度大，机电液集成程度高，取得了多项重大技术

创新和突破，关键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大长径比半直驱结构、液压变桨和压

差防渗的主轴组合密封具有原创性。一致同意通过鉴定。” 

3 查新 

项目经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国内外查新，结论有： 

（1）相关文献中均未提及水平轴海（潮）流能机组“大长径比”半直驱传动设计，

即将低传动比齿轮箱结合低速发电机构建成半直驱传动结构，并通过“最小化”径向

尺寸，适度增加机组主体长度，形成大长径比狭长型的机组主体结构形式，从而减小

机组挡水面积，提高能量捕获。（2）未见国内有关海（潮）流能发电的液压变桨技术

的文献报道，未见有关水平轴式海（潮）流能发电的液压变桨技术和装置的中外文文

献报道。（3）仅见 1 篇由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申请的潮汐能发电机组组合密封

结合“内压大于外压”密封技术的专利文献报道，但该专利申请时间晚于此查新项目

组专利的申请时间。（4）未见有关创立“机电液测控网”集成的海流能发电装备设计

验证系统，包括实验室半物理仿真、厂区真机试验与实海况运行试验三大功能在内的

相对完善的试验体系的文献报道。 

4 专业部门检测 

对 60kW 机组及其运行状态进行了第三方检测与验证：（1）中国船级社（见《试验

见证报告》），（2）浙江省机电产品质量检测所（见《检测报告》）和（3）海洋能专家

现场检测。其中中国船级社见证报告的结论：机组自启动流速 0.65～0.71m/s，18 小

时记录时间段累计发电量为 247kWh。另在报告记录数据中流速低于 0.5m/s 时，仍能发

电运行。以中国船级社《试验见证报告》的试验数据进行分析得到，叶轮的能量捕获

效率超过 40%。以上第三方检测验证结果表明项目研制机组能稳定发电，其低速启动性

能，特别是叶轮捕获效率达到国际同类机组先进水平。 

5 国家、地方管理部门评价 

（一）国家海洋局—— 在 2016 年 6 月 20 给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题为“我国海洋

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取得新突破”的《海洋专报》开篇提到：“浙江大学在舟山海域建



成了海流发电示范电站，累计发电量刷新了我国海流能装置发电记录……，是目前国

内实际发电时间最长，发电量最大的机组，其稳定运行时间和能源转化效率等指标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该技术具有在东海推广的前景，有望实现海洋能海岛（礁）独立供

电，也可服务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海洋能开发利用。 

 

（二）浙江省舟山市海洋与渔业局——就项目社会、经济效益出具证明，要点包括：

（1）“十年磨一剑，久久为功；（2）海洋新能源，“地标渐成”；（3）产业转型路，服

务社会；（4）海洋新科技，军民两用。 

 

（三）有关项目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科技部、国家海洋局组织的验收，

均获得好评。 



推广应用情况： 

 

 

1、主要经济效益。研发生产高效水平轴潮流能机组系列化主机装备及关键部件，

实现其产品系列化。其中机械传动、密封、变桨、加载测试和漂浮式海试平台组件技

术分别在南京高精船用设备有限公司、浙江中盛船舶设备有限公司和浙江运达风电股

份有限公司推广用；电气、控制部件、外转子密封防水发电机技术分别在阳光电源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江河水电科技有限公司得到推广应用。上述项目应用推广近三年来

新增销售额超过 10 亿，新增利润超过 2 亿。 

 

 

2、主要社会效益。建成完善浙江舟山摘箬山岛海流能独立供电/风光流储多能互

补供电应用系统，连续发电运行时间创纪录，满足海岛居民、海洋科技活动日常用电

需求。建成浙江摘箬山岛、岱山岛和山东斋堂岛海上试验场（站），满足哈尔滨电机厂

有限责任公司、国电集团企业、杭州江河水电科技有限公司、国家海洋技术中心等企

事业单位海流发电装备实海况试验运行的实际需求。 

 

 

3、主要国防效益。发明研制特种仪器“海能海用”供电单元，为中国船舶工业系

统工程研究院、中船重工集团 726 所等单位在东海和南海目标海域的国防海洋测量/护

卫装置及其网络系统提供电力，解决低流速高效发电、隐蔽式就地取能等关键技术难

题。应用推广工作得到军委创新项目、国家海洋能专项和××预研项目的支持，为实

现有关部门“坚守东海，移师南海”的战略性推广应用要求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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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 

 

1. 李伟，排名 1，教授，工作单位：浙江大学，完成单位：浙江大学，是该项目的主

要负责人和学术带头人，对发明点 1、2、3、4、6均有重要的的贡献，对项目技术

创新、规划管理负重要责任，并具体负责发电装备的整机设计和电气控制，在该项

技术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 80%以上。 

2. 刘宏伟，排名 2，副教授，工作单位：浙江大学，完成单位：浙江大学，是项目所

列主要核心发明专利的发明人和论文的作者之一，对发明点 2、3、4、6 均有重要

的贡献，主要负责项目中海流能机组变桨控制及其整机试验相关的技术研究，该项

技术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 90%。 

3. 张雪明，排名 3，教授，东北师范大学，是项目的第二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发明

点 5、6 均有重要的贡献，主要负责项目中海流能机组直驱发电机及其整机试验相

关的技术研究，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 80%以上。 

4. 林勇刚，排名 4，副教授，工作单位：浙江大学，完成单位：浙江大学，是项目所

列主要核心发明专利的发明人和论文的作者之一，对发明点 2、4、6 均有重要的贡

献，主要负责项目中海流能发电机组叶片及其整机试验相关的技术研究，该项技术

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 90%。 

5. 刘振宇，排名 5，教授，工作单位：浙江大学，完成单位：浙江大学，是项目的主

要参加者之一，对发明点 1,2 均有重要的贡献，主要负责项目中海流能机组数字化

样机整机设计与装配及其叶轮水动力分析的技术研究，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投入

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 70%以上。 

6. 顾海港，排名 6，高级工程师，工作单位：浙江大学，完成单位：浙江大学，是项

目的主要参加者之一，对发明点 4,6 均有重要的贡献，主要负责项目中海流能机组

密封及其整机试验相关的技术研究，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

总量 90%。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完成人李伟、刘宏伟、林勇刚、刘振宇、顾海港均为浙江大学教师。第一完成人

李伟是刘宏伟、林勇刚的博士导师和顾海港的硕士导师，共同承担多项国家项目、申

请授权发明专利和发表科技论文。李伟、刘振宇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机电液”

创新群体主要成员，是海流发电技术装备数字化设计与装配方面的合作者，共同进行

海流能发电机组数字化设计和叶轮水动力分析的研究。五位老师是目前浙江大学海流

能研究团队核心成员。 

第三完成人张雪明为东北师范大学教授，浙江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是我国最早从

事水平轴海流能发电机组研究的科研单位，双方有着长期合作的工作基础，共同承担

并完成了国家科技部支撑计划项目“20kW 海流能装置关键技术与示范”（见附件），目

前双方的合作集中在浙江省舟山市摘箬山岛、山东省青岛市斋堂岛海流能发电场建设

等方面，并继续共同致力于低速高效高可靠性海流发电技术的南海岛礁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