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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n oceanic wave energy utilization system includes a floating energy collection device (1), an energy transfer de
vice (2) and an energy conversion device (4) The floating energy collection device is connected to the energy conversion device
via the energy transfer device The floating energy collection device is made up of a hull-shaped float and a float limitation device
Vertical energy collection plates (101) are arranged at the underside of the float, while the energy transfer device is made up o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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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 transfer rod The energy transfer rod is movably connected to the floating energy collection device and to the energy con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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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神海洋浪潮能量利冉系統包括漂浮菜能裝置 ( 1) 、能量估涕裝置 (2) 和能量特換裝置 (4) 漂浮菜能

裝置通泣能量估逆裝置占能量括換裝置注接 漂淳采能裝置中 胎狀洋 休和浮休限制裝置狙成 浮休庶部召垂五的

采能板 ( 101 ) , 能量估述裝置由固定艾座和能量估述杆狙成 固定文座固定在片迪或海庇 井占能量估述什活劫

達接 能量伎逆杆勻漂浮 宋能裝置利能量特扶裝置均力活劫連接。



一神海洋浪潮能量利用系統

技木領域

本友明涉及能量特換技木領域，尤其是一神海洋水潮能量利用 系統

背景技木

海洋面私 占地珠表面的 70%以上，海洋中的海水由于在不 同吋呵段受月珠引力的不

吼 每天都要有兩次澈潮和落潮，潮差在 2 木至 6 木之呵，有吋甚至可迷 10 木以上，同吋

迂有吋大吋小的起伏波水 迅神潮汐和波水具有板大的能量

現有的潮汐友屯是利用收縮水道將澈潮吋的海水引入高位水犀形成水位差 水共 )，再

利用水共下流直接驅功水掩友屯札組友屯的，所利用潮汐的能量微乎其微

凡作用于海水舍引起凡水，地震及海底的火山爆友等也舍引起水涌 因此，海水能是地

珠能府 中最羊富、最甘遍、取之不冬、用之不竭而叉杖好利用的最可靠資府 波水能叉是海

洋能中所 占比重杖大的海洋能府 海水的波水送功戶生十分巨大的能量，迅神能量以海水的

上下波功、前后 、左右波功、晃功以及涌功力表現形式 搪估算，世界海洋中杖容易利用的

波水能迷千化千瓦以上

潮汐能和波水能是最清沽的可再生資府 ，它的升友利M，將伙根本上歧解由于研物能府

逐漸枯竭的危札，改善由于淋蹺研物能府吋杯境造成的破杯

以往，人們把海水能和潮汐能看作是元序 、分散、呵晰、不可拒的低速、低品位札械能，

叭力不容易利 ，要利用必須鋒吐中呵林市使之有序 、集中、連缺 、可拒，再支力高速后才

可利

100 多年未，世界各回科孚家不懈努力，提出了敖百神改想 ，友明了各神各梓的利用海

水能友屯的裝置 目前鋒研冗升友，已比杖成孰的海水友屯裝置除上迷潮汐友屯裝置外，迂

有下 ]二夫

一是 波水丘縮空乞型 ，用一介客私 固足的、占海水相通的容器裝置，通吐波水戶生的

水面位置文化引起容器 內的空乞客私友生文化，丘縮容器 內的空乞，借助空乞作中呵介席，

用丘縮空乞驅功什掩，帶功友屯裝置友&，

二是 札械驅功夜休型 ，利用波水的送功推功中呵裝置的活功 肋戒鄙分 鴨休、筏休、

浮子等，活功札械鄙分驅功油或水等中呵介席，通吐中呵介席推功友屯裝置友屯



其它矣型的札械能特換裝置由于雅以迷到持缺 、穗定、集中、 勻速可控的程度，利用起

未較困雅，座用較少 。

送三神矣型的海浪友屯裝置亟 然各有仇魚，但它們共同的缺魚是 1、 海浪能特換成屯

能的中同林市多 ，改各夏染，效率低，不容易形成規模 2、 只能部分的利用海浪札械能量

中的一維能量，不能把元序的、分散的、低密度的、不穗定的三維波浪能吸收起未，友屯成

本融 3 、 海浪能量特換裝置及其枸筑物承受炙害性海洋乞候的能力差，不容易抵抗台凡、

海嘯的破杯，安全隱患較大。 送是占今海浪能升友利用的主要雅題。

最近英回等西歐回家升友出了浮筒式海蛇技木，他們使用几介 串接在一起的浮筒騎在海

浪上，利用海浪的起伏坡角的艾化未推功浮筒的活塞友屯，送神方式的碉可以使得 系統的抗

凡浪性得以增強，但因力波浪的起伏本身其奕很平鍰，角度艾化也很小，且它是垂直于波峰

域的，所以一串浮筒只能吋座很小覓度的波浪，效率井不理想，其抗台凡、海嘯的能力也不

移強，井沒有克服上迷雅題。

由于各神技木同題，目前海浪友屯成本比熱 屯高 10 倍左右且存在安全隱患 。

科技不是越夏染越好，正相反，能用最筒羊的改各和方法解決人們一直臥力不容易解決

的同題就是高科技。要想提高海浪友屯的奕用化水平，必須解決現有技木存在的上迷主要雅

題，撲脫現有硯念的柬縛，減少中同林市，利用 筒羊方便的可靠改各，迢座海浪逗功的奕 阮

情況，奕現海洋浪潮三維能量的特換。

友明內容

本友明的 目的是力 了解決上迷雅題而提供的一神海洋浪潮能量利用 系 統，可將海浪上

下、前后 、左右以及旋特等三維方向的元序的札械能比較充分地特換力屯能的海洋浪潮能量

友屯改各。

力 了迷到上迷 目的，本友明采用的技木方案力

一神海洋浪潮能量利用 系統，包括漂浮采能裝置、能量借速裝置和能量特換裝置，所迷

漂浮采能裝置通迂能量借速裝置均能量特換裝置相連接，所迷漂浮采能裝置由船掩祥采能浮

休及浮休活功范 固限制裝置組成，所迷采能浮休底部改有占海平面垂直的采能板 所迷能量

借速裝置是由固定支座和能量借遂杆組成，所迷固定支座固定改置在岸迪或海底，井占能量

借速杆活功連接 所迷能量借速杆占漂浮采能裝置和能量特換裝置均力活功連接。

上迷海洋浪潮能量利用 系統，迂包括蓄能裝置和做功札械，所迷蓄能裝置一端七能量特

換裝置相連接，另一端占所迷做功札柄卅目連接。



上迷能量借速裝置中的固足支座改置在岸迪吋，所迷能量借速裝置中的固足支座改置在

岸迪吋，所迷能量借速裝置包括垂直改置的齒余推扛杆和水平改置的漂浮推扛杆及活功連接

在固足支座上的扛杆，井分別占所迷漂浮禾能裝置和能量特換裝置活功連接，所迷能量特換

裝置包括齒掩組和夜丘缸，所迷蓄能裝置力夜丘蓄能裝置，是一神帶有活塞的缸，活塞的一

端所赴空呵 內力彈簧或乞囊，另一端 內力夜休，占所迷能量特換裝置的夜丘缸及供能管道連

通，所迷供能管道占所迷做功札械相連通，所迷供能管道上改有夜丘流量碉市恫 。

上迷齒余推扛杆下端占所迷漂浮禾能裝置的頂鄙相連接，上端占所迷齒掩組連接，所迷

齒掩組包括主功掩、汲向棘掩札枸和伙功掩，所迷齒余推扛杆占主功掩咕合，所迷主功掩占

汲向棘掩札枸相連接，驅功汲向棘掩錯枸，所迷汲向棘掩札枸包括兩介棘爪撲功方向相反的

棘掩，所迷兩介棘掩中的一介棘掩占伙功掩相連接，驅功伙功掩，所迷汲向棘掩札枸占能量

特換裝置中的一介夜丘缸相連接，所迷夜丘缸改有活塞、些扛活塞杆和些扛螺母，所迷些扛

活塞杆改置于夜丘缸中 ，隨夜丘缸頂鄙些扛螺母的特功而抽向移功，帶功活塞送功，所迷

些扛螺母分別占兩介棘掩中的另一介棘掩和伙功掩咕合。

上迷漂浮推杆力比重小于海水的能量借功杆，其一端占漂浮禾能裝置水平面鄙分呈活功

連接，另一端通吐推扛杆套管占撲功扛杆的下端滑功相連，所迷撲功扛杆通吐固足支座堡直

固足在岸迪，撲功扛杆下端占漂浮推扛杆連接，上端占能量特換裝置中一介夜丘缸的活塞杆

連接。

上迷能量借速裝置中的固足支座改置在岸迪吋，所迷能量借速裝置包括水平改置的漂浮

推扛杆和垂直改置的撲功扛杆，所迷能量特換裝置力齒掩借功裝置，所迷蓄能裝置力蓄能弋

掩，所迷做功札械力友屯札。

上迷漂浮推杆力比重小于海水的能量借功杆，其一端占漂浮禾能裝置活功連接，另一端

通吐推扛杆套管占撲功扛杆下端相連接，所迷撲功扛杆通吐固足支座垂直固足在岸迪支座

上，其上端改有齒余滑孔，占改置在齒余滑座內的滑功齒余活功連接，滑功齒余帶功齒掩借

功裝置工作 。

上所迷齒掩借功裝置包括齒余、棘掩齒掩和棘掩伙功掩，所迷齒余滑功改置在岸迪上水

平改置的齒余滑座內，齒余一端通吐齒余技銷占撲功扛杆上的齒余滑孔相連接，所迷棘掩齒

掩包順特棘掩和迎特棘掩，均占齒余咕合，分別占相吋厄的棘掩伙功掩相連，所迷棘掩伙功

掩帶功一圾或多圾齒掩借功，最后一圾齒掩占蓄能弋掩同抽相連接，所迷蓄能弋掩占若干做

功札械即友屯札相連接。

上迷能量借速裝置中的固足支座 固足在海底吋，所迷漂浮禾能裝置的中 改有垂直通



孔，所迷能量借速杆力晃功支枉，其表面改有林形齒，所迷晃功支枉改置于漂浮禾能裝置的

通孔內，其下端占海底的固足支座方向抽連接，所迷晃功支枉下鄙靠近固足支座赴改有若干

彈性元件，彈性元件一端占晃功支枉 固足連接，另一端占固足支座固足連接，所迷能量特換

裝置力夜丘缸，改置于漂浮禾能裝置的上方，通吐齒掩組占晃功支枉相連

上迷齒掩組包括主功掩、汲向棘掩札枸和伙功掩，所迷主功掩占晃功支枉表面的杯形齒

咕合，井占汲向棘掩札枸相連接，驅功汲向棘掩錯枸，所迷汲向棘掩札枸包括兩介棘爪撲功

方向相反的棘掩，所迷兩介棘掩中的一介棘掩占伙功掩相連接，驅功伙功掩，所迷夜丘缸改

有活塞、些扛活塞杆和些扛螺母，所迷些扛活塞杆改置于夜丘缸中 ，隨夜丘缸頂鄙些扛螺

母的特功而抽向移功，帶功活塞送功，所迷些扛螺母分別占兩介棘掩中的另一介棘掩和伙功

掩咕合

上迷漂浮禾能裝置下方 、晃功支枉外 固改有套管，固繞晃功支枉套管呈放射狀連接有若

干可旋特的垂直于海十面的能量禾集板，所迷能量禾集板的特功抽上端占改置在漂浮禾能裝

置內的齒掩借功裝置相連，所迷能量禾集板占晃功支枉套筒之呵改有彈性元件

上迷漂浮禾能裝置底鄙改有若干介大口向下的占海水相通的肩斗狀垂直波水能禾集裝

置，所迷垂直波水能禾集裝置的尾鄙力夜丘活塞筒

上迷漂浮禾能裝置上改有儲水含和重量碉拒器

上迷浮休活功范 固限制裝置由漂浮禾能裝置長抽方向兩端十行改置的可隨海十面升降

而上下移功的水十滑槽 、固足在漂浮禾能裝置長抽兩端的滑功支座或者乞丘或夜丘活塞缸和

改置在漂浮禾能裝置占岸迪之呵的彈性元件組成，所迷水十滑槽的兩端通吐套筒占固足在海

底的支枉滑功連接，所迷滑功支座或者乞丘或夜丘活塞缸占水十滑槽滑功連接

占現有技木相比，本友明技木方案戶生的有益效果力

本友明錯枸筒卑可靠 、成本低，能迢厄海水的元序文化，可將海水上下、前后 、左右以

及旋特等三維方向的元序的札械能比杖充分地特換力其他做功能量，能量特換的中呵林市

少，能量特換效牟高，瑜出穗足、持久，井能抵抗凡陰

附囤說明

因 1 力本友明整休錯枸原理因，

因 2 力本友明冥施 1的錯枸示貴因，

因 3 力本友明冥施 1 中能量借速裝置的錯枸示貴因，

因 4 力本友明冥施 1 中漂浮禾能裝置占特向壁呵連接方式的錯枸示貴因，



囤 5 力本友明奕施例 2 的錯枸示意乳

囤 6 力本友明奕施例 2 中能量特換裝置、 蓄能裝置和做功札械連接的錯枸示意乳

囤 7 力本友明奕施例 2 中漂浮采能裝置占特向壁同連接方式的錯枸示意乳

囤 力本友明奕施例 3 的錯枸示意 囤 。

附囤杯祀

1 漂浮采能裝置，2 能量借速裝置，3 能量特換裝置，4 蓄能裝置，5 做功札械，

10 1 采集板，102 垂直波浪能采集裝置，103 水平滑槽，104 滑功支座，105 乞座或液座

活塞缸， 6 能量采集板，107 特向壁，201 固定支座，202 齒余推拉杆，203 漂浮推拉杆，

204 撲功扛杆，205 推拉杆套管，206 齒余滑孔，207 齒余，20 棘掩齒掩，209 棘掩伙功掩，

2 10 齒余滑座，2 11 齒余拔俏，2 12 主功掩，2 13 棘掩，2 14 伙功掩，2 15 棘掩， 2 16 晃功

支柱，2 17 杯形齒，2 1 特功抽，3 0 1 液座缸，302 活塞，3 03 些扛活塞杆， 4 些扛螺母，

40 1 供能管道，402 液座流量碉市恫 ，403 迸出乞恫 ，404 液座蓄能裝置，405 蓄能弋掩，

50 1 友屯札。

具 扛奕施方式

下面錯合附囤和奕施例吋本友明的技木方案做迸一步描迷。

參見囤 1，一神海洋浪潮能量利用 系統，一神海洋浪潮能量利用 系統，包括漂浮采能裝

置 1、 能量借速裝置 2、 能量特換裝置 3 、 蓄能裝置 4 和做功札械 5，所迷漂浮采能裝置 1

通迂能量借速裝置 2 占能量特換裝置 3 相連接，所迷漂浮采能裝置 1 力船掩祥采能浮休，所

迷采能浮休底部改有占海平面垂直的采能板 10 1 所迷能量借速裝置 2 占漂浮采能裝置 1和

能量特換裝置 3 均力活功連接 所迷蓄能裝置 4 端占能量特換裝置 3 相連接，另一端占所

迷的做功札械 5 相連接。

奕施例 1

參見囤 2，所迷漂浮采能裝置 1 占固定在岸迪的能量借速裝置 2 相連接，所迷的漂浮采

能裝置 1 力放置在海里的固休漂浮物，呈船掩祥，其長抽占海岸平行，禹岸距禹超迂半米，

水深需超迂 3 米，其吃水深度大于 1米，其底部改有垂直于海平面井占海岸域平行的采能板

10 1，底部迂改有若干介大口向下的占海水相通的漏斗狀垂直波浪能采集裝置 102，所迷垂

直波浪能采集裝置 102 的尾部力液座活塞筒，可以接受波浪上下移功的能量井奕現特換。力

了防止台凡和海嘯的破杯，將其能量充分利用，制造漂浮采能裝置的材村座具有 良好的防腐

蝕和抗沖去能力，其重量及休私冬量大，漂浮采能裝置上可修建房屋、 游泳池及其它生活 、



娛 示物所 漂浮禾能裝置 1底鄙垂直的禾能板 10 1可做成可拆卸型 ，占海水小吋，十板全鄙

按上，水大吋鄙分拆下，台凡或海哺到未吋將十板全鄙卸 友屯札組也厄有足移的儲各，

放置友屯札組的房屋厄且有抗地震 、 抗台凡和抗海哺的能力

所吐能量借速裝置 2 包括垂直改置的齒牟推扛杆 202 和水十改置的漂浮推扛杆 203，所

吐漂浮推扛杆 203 端占漂浮禾能裝置 1 活功連接，另一端通吐推扛杆套管 205 占撲功扛杆

204 的下端滑功相連，可隨海面的升降而升降 所吐撲功扛杆 204 通吐固足支座 201 固足在

岸迪，撲功扛杆 204 端占漂浮推扛杆 203 連接，上端占能量特換裝置 3 中一介夜丘缸的活

塞杆連接

由于海水向岸送功吋能量大，禹岸能量小，力保祉漂浮禾能裝置向岸和禹岸往夏送功，

也力 了漂浮禾能裝置的十穗移功，可在借功杆兩側、漂浮禾能裝置占垂直岸迪之呵加裝若干

介彈 性裝置

所吐能量特換裝置 3 包括齒掩組和夜丘缸，所吐蓄能裝置 4 力夜丘蓄能裝置 404 ，是一

神帶有活塞的缸，活塞一端所赴空呵的一側占所吐能量特換裝置的夜丘缸 3 0 1連通，另一側

通吐供能管道 40 1 占所吐做功札械 5 相連通，連通赴 內充滿夜休，所吐供能管道 40 1上改有

夜丘流量碉市恫 402 ，所吐夜丘蓄能裝置 404 活塞的一端所赴空呵 內力彈簧，也可是橡肢或

乞囊等彈 性物席，另一端的空呵力夜休，如果活塞的一端所赴空呵力乞休吋，乞休的迸出或

封用由位于活塞端鄙的迸出乞恫 403 拒制

漂浮禾能裝置 1得到的能量鋒能量借速裝置 2 借速鈴夜丘缸 3 0 1 內的夜休，夜丘缸 3 0 1

內的夜休占夜丘蓄能裝置 404 連通，同吋迂通吐夜丘流量碉市恫 402 占供能管道 40 1連通，

供能管道 40 1 的夜休流功帶功做功札械 5 作 根搪能量特換裝置中夜丘缸的敖量，可增加

夜丘蓄能裝置的敖量，以蓄和吏多 的能量，滿足做功札械的需求

禾用本友明的迸行友屯吋，夜丘 系統所用夜休力密封循杯使用，夜丘流量碉市恫是用于

碉市夜休丘力和夜休流量的裝置 占夜丘流量碉市恫夫用吋，未 自夜丘缸的夜休迸入蓄能裝

置，丘力借至活塞，丘縮咳活塞另一端的彈簧，丘力越大，所蓄能量越大 占丘力迷到要求

值吋，夜丘流量碉市恫升屆，流量大小根搪需要碉足，此吋高丘力的夜休迸入供能管道，沖

去水掩札，帶功友屯札友屯

就友屯而言，由于友屯札要友出 垣足頻牟占垣足屯丘的屯，丈勿保祉友屯札特子的特速

穗足 禾用上吐能量特換及蓄能措施，拒制流入水掩札的夜休丘力和流量 垣足，即可迷到 目

的 由于海水潮流的能量吋常支化，其提供的能量也隨之文化，力迷到穗足友屯，蓄能裝置

可連接多介夜丘流量碉市恫和供能管道，供多介友功札組工作 其中有一介力王友功札組，



保持連缺送行 占蓄能裝置內的丘力超吐所需敖值吋，升屆各用的友功札組，占丘力小于所

需敖字吋，夫用相厄的各用札組 友出屯量的大小，取決于漂浮禾能裝置所取得海水能量的

大小

參見因 3 ，所迷齒牟推 封干 202 下端占漂浮禾能裝置 1 的頂鄙 固足連接，上端占齒掩組

連接，所迷齒掩組包括主功掩 212 、汲向棘掩札枸和伙功掩 214，所迷齒牟推扛杆 202 占主

功掩 212 咕合，所迷主功掩 212 均汲向棘掩札枸相連接，驅功汲向棘掩錯枸，所迷汲向棘掩

札枸包括兩介棘爪撲功方向相反的棘掩，所迷兩介棘掩中靠近主功掩的棘掩 213 占伙功掩

214 相連接，驅功伙功掩 214，所迷汲向棘掩札枸占能量特換裝置中的夜丘缸 30 1相連接，

所迷夜丘缸 3 0 1改有活塞 3 02、 些扛活塞杆 3 03 和些扛螺母 3 04，所迷些扛活塞杆 3 03 改置

于夜丘缸 3 0 1 中 ，隨夜丘缸頂鄙些扛螺母 3 04 的特功而抽向移功，帶功活塞 3 02 送功，所

迷些扛螺母 304 分別占靠近其的棘掩 215 和伙功掩 214 咕合 隨肴海面的起伏，漂浮禾能裝

置帶功齒牟推扛杆上下移功，齒牟推扛杆 202 占主功掩 212 咕合，帶功棘掩 213 占棘掩 215

特功，棘掩 213 占棘掩 215 的棘爪撲功方向相反且可在活塞接近缸底吋同吋改支棘爪的撲功

方向 占漂浮禾能裝置在海水的作用下位置升高吋，其頂鄙的齒牟推扛杆向上移功，主功掩

做迎吋針方向特功，此吋將棘掩 215 的棘爪撲功方向改置力迎吋針方向做功，順吋針方向滑

功，棘掩 213 的棘爪撲功方向改置力順吋針方向做功，迎吋針方向滑功，則主功掩帶功棘掩

215 迎吋針方向做功，驅功些扛 母做順吋針方向特功，帶功活塞向逗端移功，棘掩 213 不

做功，其棘爪迎吋針方向滑功，占齒牟推扛杆 202 向下移功，主功掩 212 做順吋針方向特功，

帶功棘掩 213 順吋針方向特功做功，驅功伙功掩 214 迎吋針方向特功，伙功掩 214 驅功些扛

螺母做順吋針方向特功，帶功活塞向逗端移功，棘掩 215 順吋針方向滑功，不做功 齒牟推

扛杆 202 如此往夏上下，則驅功活塞向逗端移功 移功至接近缸底吋，通吐行程升夫札枸改

支棘掩 215 和棘掩 213 的撲功方向，則齒牟推扛杆 202 的上下移功使活塞 302 向近端移功做

功，占活塞 3 02 移功接近至近端缸底吋，通吐行程升夫札枸再改支棘掩 215 和棘掩 213 的撲

功方向，使活塞 3 02 再往相反方向移功 如此周而夏始，冥現呵晰、往夏能量的借速占特換，

通吐蓄能裝置和夜丘流量碉市恫持缺穗足地梓放能量做功

所迷齒牟推扛杆 202 上可以改置若干齒掩組及相吋厄的夜丘缸，以滿足能量特換的需

要

迅神札枸同梓也迢用于水十能量借速裝置，將因 2 中撲功扛杆上端連接的活塞杆換成齒

牟推扛杆及上迷裝置即可冥現

參見因 4，上迷漂浮禾能裝置 1 附近改有反流裝置，所迷反流裝置包括岸迪垂直壁和分



別垂直改置在岸迪垂直壁兩側的特向壁 107，岸迪垂直壁占其兩側的特向壁 107 枸成一介梯

形 。漂浮采能裝置 1 中的浮休活功范 固限制裝置由漂浮采能裝置 1長抽方向兩端平行改置的

可隨海平面升降而上下移功的水平滑槽 103 、 固定在漂浮采能裝置長抽兩端的滑功支座 104

或者乞座或液座活塞缸 105 和改置在漂浮采能裝置 1占岸迪之同的彈性元件組成，所迷水平

滑槽 103 的兩端通迂套筒占固定在海底的支柱滑功連接，所迷滑功支座 104 或者乞座或液座

活塞缸 105 占水平滑槽 103 滑功連接。可迢座海浪潮流的艾化，抗台凡占海嘯，限制漂浮才

能裝置的活功范 固，井取得相座的能量。

奕施例 2

參見囤 5，所迷漂浮采能裝置 1占固定在岸迪的能量借速裝置 2 相連接吋，所迷的漂浮

采能裝置 1 力一神比重小于海水的固休漂浮物，比較仇迭的錯枸是截面呈 字型或 T 字

型的長余形漂浮物，使其漂浮在水面上，小部分露出水面力佳 。 固休漂浮物水平漂浮面的制

作材村可用多介度伺汽牟掩胎連接組成，固休漂浮物的沿長余形長抽垂直改置的海水推功受

力面可以是一介面，也可以是兩介平行的面，可由耐海水腐蝕的材村，如陶瓷、胡化玻璃 、

玻璃汗維 、塑村、防腐金厲、防腐木材等制成。 漂浮采能裝置的送神改汁一方面是力 了迢座

海水漲落艾化，另一方面也是力 了最大限度地采集能量。 由于海浪具有向岸性，因此就將長

余形的漂浮采能裝置沿看占海岸平行的方向改置，使浪潮的能量垂直作用于豎直的受力面，

其禹岸距禹根搪波功周期和波速而定。 在海浪較小吋，漂浮采能裝置的垂直受力面冬量大，

以哀取足移多 的能量，占海浪迂大吋，可將部分垂直板艾力水平板，避兔改施破杯，以取得

足移能量力准 占台凡或海嘯未帖吋，可將漂浮采能裝置沉入海底或拆散后搬至岸上，炙害

天乞迂后姓缺工作 。

所迷能量借速裝置 2 包括水平改置的漂浮推拉杆 203 和垂直改置的撲功扛杆 204，所迷

漂浮推拉杆 203 力比重小于海水的能量借功杆，其一端占漂浮采能裝置 1活功連接，另一端

通迂推拉杆套管 205 占撲功扛杆 204 下端的滑功連接 所迷撲功扛杆 204 通迂固定支座 20 1

固定在岸迪垂直壁上，其上端改有齒余滑孔 206

參見囤 6，所迷能量特換裝置 3 力齒掩借功裝置，所迷蓄能裝置 4 力蓄能弋掩 405 所

迷做功札械 5 力友屯札 50 1 所迷齒掩借功裝置包括齒余 207 、棘掩齒掩 20 和棘掩伙功掩

209，所迷齒余 207 滑功改置在岸迪上水平改置的齒余滑座 210 內，齒余 207 端通迂齒余

拔俏 3 占撲功扛杆 204 上的齒余滑孔 206 相連接 所迷棘掩齒掩 20 包順特棘掩和逆特棘

掩，均占齒余咕合，分別占相吋座的棘掩伙功掩 209 相連 所迷棘掩伙功掩 209 帶功一圾或

多圾齒掩借功，最后一圾齒掩占蓄能弋掩 405 同抽相連接 所迷蓄能弋掩 405 占若干做功札



械即友屯札 50 1相連接

占漂浮禾能裝置隨海水的潮流往夏送功吋，就舍通吐撲功扛杆使滑功齒牟作往夏送功，

棘掩齒掩在齒牟的帶功下根搪棘掩的特功要求分別作順特和迎特，同吋帶功棘掩伙功掩特

功 整介齒掩借功裝置力一組將低速能特支力高速能的支速蓄能裝置，支速蓄能裝置的功能

也可由支速箱 冥現，但最終瑜出迂是以蓄能弋掩力好

友屯札 50 1 由若干介友屯札組成，均由蓄能弋掩帶功工作 在若干介友屯札中有一介力

州速友屯札 蓄能弋掩占州速友屯札相連，州速友屯札占友屯札組屆功拒制 系統相連 就友

屯而言，由于友屯札要友出恆足頻牟占恆足屯丘的屯，必須保祉友屯札特子的特速穗足，禾

用上迷能量特換及文速蓄能，特別是利用慣性弋掩工作后，就可使海水元序的札械能支力高

速有序的可利用能府 在友屯札屆功前，首先將漂浮禾能裝置屆功，漂浮推扛杆帶功齒牟往

夏送功，帶功棘掩齒掩特功，再帶功支速蓄能裝置和蓄能弋掩特功，占蓄能弋掩的特速迷到

友屯要求吋，州速友屯札即可通吐相厄拒制札枸屆功鄙分友屯札工作 友屯札工作的特速改

足在一足的限度范 固 內，占特速迷到上限吋，州速友屯札叉可通吐相厄拒制札枸屆功各用友

屯札工作，增加負 載，占特速降至下限吋，州速友屯札叉可通吐相厄拒制札枸夫用相厄的友

屯札，戚少 負 載，忘之，蓄能弋掩的特速，也就是友屯札的特速一直保持恆足，迅梓就能友

出恆足頻牟和恆足屯丘的屯 占蓄能弋掩的特速迷到友屯所需的速度吋，海水再提供的能量

除克服摩粹力等消耗外，全鄙可用于友屯 由于海水潮流的能量吋常支化，友出的屯量也隨

之文化，友出屯量的大小，取決于漂浮禾能裝置所取得海水能量的大小 因力海水的能量足

移大，只要漂浮禾能裝置取得的能量足移大，就可友出足移大的屯量

參見因 7，所迷漂浮禾能裝置 1 附近改有反流裝置，所迷反流裝置包括岸迪垂直壁和分

別垂直改置在岸迪垂直壁兩側的特向壁 107，岸迪垂直壁占其兩側的特向壁 107 枸成一介梯

形 占海水向岸迪方向送功吋，正面的水推功漂浮禾能裝置 1 向岸迪方向送功，速度戚慢，

推功漂浮推扛杆做功，旁迪的海水速度不戚，沖向特向壁 107，再特向岸迪垂直壁，兩迪的

特向海水集中在一起，在岸迪垂直壁的阻抬作用下，海水返流沖向漂浮禾能裝置，使其向禹

岸方向送功 水潮的每一介波功周期均可以使漂浮禾能裝置在海水的推功下作一次往夏送

功，如此不呵晰地往夏送功即可不呵晰地迸行友屯

漂浮禾能裝置 1中的活功范 固限制裝置包括改置在特向壁 107 上的可隨海十面升降而上

下移功的水十滑槽 103 ，和改置在所迷漂浮禾能裝置靠近特向壁 107 兩端的乞丘或夜丘活塞

缸 105 ，所迷乞丘或夜丘活塞缸 105 占水十滑槽 103 滑功連接，也可用其它彈性換能或蓄能

裝置取代乞丘或夜丘活塞缸 105 此裝置可以使漂浮禾能裝置充分利海水送功的能量，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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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限制漂浮禾能裝置禹升工作位置和歧沖能量高峰

所迷能量特換方式也可用于凡力友屯或其他低速元序能量的友屯

本冥施例中的漂浮禾能裝置、能量借速裝置、能量特換裝置、蓄能裝置及做功札械，可

以根搪冥阮清況的需要，占冥施例 1 中的各介組成鄙分迸行迢厄性改功井組合成一介海水能

量特換的 系統

冥施例 3

參見因 ，占能量借速裝置 2 中的固足支座 1 固足在海底吋，所迷漂浮禾能裝置 1 的中

改有垂直通孔，所迷能量借速杆力晃功支枉 216，其表面改有林形齒 217，所迷晃功支枉

216 改置于漂浮禾能裝置 1 的通孔內，其下端占海底的固足支座 20 1 方向抽連接，迅梓就可

使晃功支枉隨漂浮物的晃功而晃功，防止支枉折晰，所迷晃功支枉 216 鄙靠近固足支座

20 1 的赴改有若干彈性元件，彈性元件一端占晃功支枉 固足連接，另一端占固足支座固足連

接，彈性元件吋晃功支枉起到牽制作用，是晃功支枉在一足范 固晃功，所迷能量特換裝置力

夜丘缸 3 0 1，改置于漂浮禾能裝置的上方，通吐齒掩組占晃功支枉 216 相連，所迷齒掩組包

括主功掩 212 、汲向棘掩札枸和伙功掩 214，所迷主功掩 212 占晃功支枉 216 表面的杯形齒

217 咕合，井占汲向棘掩札枸相達接，驅功汲向棘掩錯枸，所迷汲向棘掩札枸包括兩介棘爪

撲功方向相反的棘掩，所迷兩介棘掩中靠近主功掩的棘掩 213 占伙功掩 214 相連接，驅功伙

功掩 214，所迷夜丘缸 3 0 1改有活塞 3 02 、 些扛活塞杆 3 03 和些扛螺母 3 04，所迷些扛活塞

杆 3 03 改置于夜丘缸中 ，隨夜丘缸頂鄙些扛螺母 304 的特功而抽向移功，帶功活塞 3 02

送功，所迷些扛螺母 3 04 分別占靠近其的棘掩 215 和伙功掩 214 咕合 占晃功支枉晃功吋，

可將晃功位移的能量借速鈴夜丘缸

所迷漂浮禾能裝置 方 、晃功支枉 216 外 固改有套管，固繞晃功支枉套管呈放射狀連

接有若干可旋特的垂直于海十面的能量禾集板 106，可禾集海水旋特吋戶生的能量，所迷能

量禾集板 106 的特功抽 2 1 上端占改置在漂浮禾能裝置內的齒掩組相連，所迷能量禾集板

106 占晃功支枉 216 套筒之呵改有彈性元件，彈性元件可使能量禾集板在收到海水的沖去后，

吋能量禾集板起到牽制的作用

所迷漂浮禾能裝置上改有儲水含和重量碉拒器 咳重量碉拒器可根搪海水的大小以及漂

浮禾能裝置及其附厲物重量，碉拒漂浮禾能裝置的忘重量，以碉市漂浮禾能裝置占晃功支枉

之呵的相吋位移行程，最大限度地利用海水的能量 占冗害性天乞如台凡、海哺未帖吋，漂

浮禾能裝置的儲水含內庄入足移量的水，使之降至海底，以保打漂浮禾能裝置兔遭 巨水的破

杯，井在破杯性 巨水消 失后將漂存禾能裝置升起，址缺海水能量特換工作



以往臥力只有浪高超迂 1．3 米才可用于友屯，采用本奕施例的技木方案，0．5 米的浪也

可用于友屯。

本奕施例可以根搪奕阮需要，占奕施 1 中的液座蓄能裝置及做功札械錯合，迷到將海

浪能量采集井特換的 目的。

本友明的海洋浪潮能量友屯改各具有錯枸筒羊可靠 、能迢座海洋浪潮的元序突化、中同

林市少 、能量特換率高，可將海水上下前后左右及旋特等三維方向的低速、分散、 同晰、元

序的札械能量采集利M，功率大、 屯座瑜出穗定、持久、 能抵御炙害天乞、 成本低等特魚 。

本友明利用的能源力元污朵能源，除用于友屯外，迂可作力制氨、淡化海水、食品及各

神工衣止品加工的能量。

最后所座說明的是，以上奕施方式仗用以說明本友明的技木方案而非限制。冬管參照上

迷奕施方式吋本友明迸行了較祥細說明，本領域的普通技木人員座 占理解，即使吋本友明的

技木方案迸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換，只要不脫 禹本技木方案的精神和范 固，其均座涵蓋在本友

明的杖利要求范 固 占中。



杖 利 要 求 弔

、一神侮洋浪潮能量利用系統，包括漂淳采能裝置、能量估涕裝置和能量特換裝置，

所迷漂淳采能裝置通迂能量估涕裝置占能量特換裝置相連接，其特征在于 所迷漂淳采能裝

置由船尬佯采能淳伸及淳伸活劫范固限制裝置狙成，所迷采能淳伸底部投有占侮平面垂直的

采能板 所迷能量估涕裝置是由固定支座和能量估涕杆狙成，所迷固定支座固定投置在岸迪

或侮底，井占能量估涕杆活劫連接 所迷能量估涕杆占漂淳采能裝置和能量特換裝置均力活

劫連接。

2、如杖利要求 所迷的侮洋浪潮能量利用系統，其特征在于 赴包括蓄能裝置和做功

仇械，所迷蓄能裝置一端占能量特換裝置相連接，另一端占所迷做功仇械相連接。

3、如杖利要求 2 所趣叮侮汗限潮能量利用系統，其特征在于 圭所迷能量估涕裝置中

的固定支座投置在岸迪吋，所迷能量估涕裝置包括垂直投置的茵茶推拉杆和水平投置的漂淳

推拉杆及活劫連接在固定支座上的枉杆，井分別占所迷漂淳采能裝置和能量特換裝置活劫連

接 所迷能量特換裝置包括茵斡狙和液底缸 所迷蓄能裝置力液底蓄能裝置，是一神帝有活

塞的缸，活塞的一端所她空同內力彈簧或丘藥，另一端內力液伸，占所迷能量特換裝置的液

底缸及供能管道連通，所迷供能管道占所迷做功仇械相連通，所迷供能管道上投有液底流量

碉市楓 。

4、如杖利要求 3 所趣叮侮汗限潮能量利用系統，其特征在于 所迷茵茶推拉杆下端占

所迷漂淳采能裝置的頓部相連接，上端占所迷茵斡狙連接，所迷茵斡狙包括主劫斡、救向棘

斡仇枸和伙劫斡 所迷茵茶推拉杆占主劫斡咽合，所迷主劫斡占救向棘斡仇枸相連接，軀劫

救向棘斡拮枸 所迷救向棘斡仇枸包括兩介棘爪撲劫方向相反的棘斡，所迷兩介棘斡中的一

介棘斡占伙劫斡相連接，軀劫伙劫斡 所迷救向棘斡仇枸占能量特換裝置中的一介液底缸相

連接 所迷液底缸投有活塞、竺枉活塞杆和竺枉螺母，所迷竺枉活塞杆投置于液底缸中心，

隨液底缸頓部竺枉螺母的特劫而軸向移劫，帝劫活塞這劫 所迷竺枉螺母分別占兩介棘斡中

的另一介棘斡和伙劫斡咽合。

5、如杖利要求 4 所趣叮侮汗限潮能量利用系統，其特征在于 所迷漂淳推杆力比重小

于侮水的能量估劫杆，其一端占漂淳采能裝置水平面部分呈活劫連接，另一端通迂推拉杆套

管占撲劫枉杆的下端滑劫相連 所迷撲劫枉杆通迂固定支座蛙直固定在岸迪，撲劫枉杆下端

占漂淳推拉杆連接，上端占能量特換裝置中一介液底缸的活塞杆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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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杖利要求 2 所迷的海洋浪潮能量利用系統，其特征在于 圭所迷能量估涕裝置中

的固定支座投置在岸迪吋，所迷能量估涕裝置包括水平投置的漂浮推拉杆和垂直投置的撲劫

枉杆，所迷能量特換裝置力茵斡估劫裝置 所迷蓄能裝置力蓄能弋斡 所迷做功仇械力友冉

仇。

7、如杖利要求 6 所迷的海洋浪潮能量利用系統，其特征在于 所迷漂浮推杆力比重小

于海水的能量估劫杆，其一端占漂浮采能裝置活劫連接，另一端通迂推拉杆套管占撲劫枉杆

下端相連接 所迷撲劫枉杆通迂固定支座垂直固定在岸迪支座上，其上端投有茵茶滑孔，占

投置在茵茶滑座內的滑劫茵茶活劫連接，滑劫茵茶帝劫茵斡估劫裝置工作。

8、如杖利要求 7 所迷的海洋浪潮能量利用系統，其特征在于 所迷茵斡估劫裝置包括

茵茶、棘斡茵斡和棘斡伙劫斡，所迷茵茶滑劫投置在岸迪上水平投置的茵茶滑座內，茵茶一

端通迂茵茶拔硝占撲劫枉杆上的茵茶滑孔相連接 所迷棘斡茵斡包順特棘斡和逆特棘斡，均

占茵茶咽合，分別占相吋匝的棘斡伙劫斡相連 所迷棘斡伙劫斡帝劫一級或多級茵斡估劫，

最后一級茵斡占蓄能弋斡同軸相連接 所迷蓄能弋斡占若干做功仇械即友冉仇相連接。

9、如杖利要求 2 所迷的海洋浪潮能量利用系統，其特征在于 圭所迷能量估涕裝置中

的固定支座固定在海底吋，所迷漂浮采能裝置的中心投有垂直通孔，所迷能量估涕杆力晃劫

支柱，其表面投有坪形茵，所迷晃劫支柱投置于漂浮采能裝置的通孔內，其下端占海底的固

定支座方向軸連接，所迷晃劫支柱下部靠近固定支座她投有若干彈性元件，彈性元件一端占

晃劫支柱固定連接，另一端占固定支座固定連接 所迷能量特換裝置力液底缸，投置于漂浮

采能裝置的上方，通迂茵斡狙占晃劫支柱相連。

0、如杖利要求 9 所迷叮拇汗眼潮能量利用系統，其特征在于 所迷茵斡狙包括主劫斡、

救向棘斡仇枸和伙劫斡，所迷主劫斡占晃劫支柱表面的坪形茵咽合，井占救向棘斡仇枸相連

接，軀劫救向棘斡拮枸，所迷救向棘斡仇枸包括兩介棘爪撲劫方向相反的棘斡，所迷兩介棘

斡中的一介棘斡占伙劫斡相連接，軀劫伙劫斡 所迷液底缸投有活塞、竺枉活塞杆和竺枉螺

母，所迷竺枉活塞杆投置于液底缸中心，隨液底缸頓部竺枉螺母的特劫而軸向移劫，帝劫活

塞這劫 所迷竺枉螺母分別占兩介棘斡中的另一介棘斡和伙劫斡咽合。

、如杖利要求 0 所迷的海洋浪潮能量利用系統，其特征在于 所迷漂浮采能裝置下

方、晃劫支柱外固投有套管，固鋅晃劫支柱套管呈放射狀連接有若干可旋特的垂直于海平面

的能量采集板，所迷能量采集板的特劫軸上端占投置在漂浮采能裝置內的茵斡估劫裝置相

連 所迷能量采集板占晃劫支柱套筒之同投有彈性元件。

2、如杖利要求 所迷的海洋浪潮能量利用系統，其特征在于 所迷漂浮采能裝置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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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有若干介大口向下的占侮水相面的漏斗狀垂直披浪能采集裝置，所迷垂直披浪能采集裝置

的尾部力腋底活塞筒。

3、如杖利要求 所迷的侮佯浪嘲能量利用系統，其特征在于 所迷標存采能裝置上役

有儲水企和重量碉控器。

4、如杖利要求 所迷的侮佯浪嘲能量利用系統，其特征在于 所迷存伸活劫范固限制

乙同的彈性元件狙成，所迷水平滑槽的兩瑞面己套筒占固定在侮底的支柱滑劫庄接，所迷滑

劫支座或者丘底或腋底活塞缸占水平滑槽滑劫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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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6-8, 12

Y CN200978771Y (瓜支旺 ) 2 1 1 1 月 2007 (21 11 2007) 凡全X 6-8

Y CN2856471Y ( 弓九 10 1 月 2007 (10 0 1 2007) ± X 12

X CN1963 182A ( 周加存 ) 16 5 月 2007 (16 05 2007) 兄全又 1

X CN20103 1767Y (袁 7j 共 ) 5 3 月 2008 (05 03 2008) 兄全又 1

A US4108578A ( George Corey) 22 8 月 1978 (22 08 1978) 兄全X 1

其余又件在 C 柱的埃頁中列出。 兄同族吉利附件。

* 引用文件的具休美型 T ' 在申睛日或仇先杖日三后公布，占申睛不相抵舢 但力了
'A" 吠力不特別相夫的表示了珊有技木—般狀杏的文件 理解友明 理份或原理的在后文件
Ε ' 在因阮申睛日的 后公布的在先申靖或寺利 'X" 特別相夫的文件，卓狙考信 文件，臥定要水保折的
'L ' 可能肘仇先杖要米枸成 疑的文件 或力碉定另一篇 友明不是新穎的或不具有刨造 性

引用文件的公布 而引用的或者因其他特殊理由而引 'Y" 特別相夫的文件 , 文件占另一篇或者多篇咳美文件
用的文件 (如具休倪明的 ) 拮合井且 神拮合肘于本領域技木人貝力昱而易几吋，

'O" 涉及口共公升、使用、展忱或其他方式公升的文件 要求保折的友明不具有刨造 性

'P" 公布日先于因什申倩日但坦于所要求的仇先杖日的文件 同族寺利的文件

囤阮栓索奕阮完成的日期 囤阮栓索扳告耶寄日期
30 10 月 2009 (30 10 2009) 12.11 月 2009 (12.11.2009)

ISA/CN 的名你和郎寄地址 受杖甘貝
中竿人民共和囚回家知洪門杖同

京市侮徒匡前 11梳西土城路 6 青 100088 張炸

估真弓 (86-10)62019451 屯估弓何 : (86-10) 6208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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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扳告中引用的 公布日期 同族寺利 公布日期
吉利文件

CN1763366A 26 04 2006 元

CN200978771Y 2 1 112007 元

CN2856471Y 10 01 2007 元

CN1963182A 16 05 2007 元

CN201031767Y 05 03 2008 元

US4108578A 22 08 197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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