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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磁场耦合波浪能量采集器，

包括若干磁耦合单元组合和绳索，多个磁耦合单

元组合通过绳索连接并呈阵列式排布，磁耦合单

元组合由若干中心对齐的磁耦合单元成阵列并

排叠加，磁耦合单元包含动磁体以及对称布置于

动磁体两侧的抗磁热解石墨板、磁力调节部件和

发电部件，动磁体为圆柱形永磁体且磁极方向为

厚度方向，动磁体内置于滚动回弹轨道内，且与

滚动回弹轨道厚度方向一致，滚动回弹轨道嵌装

于外套内且与外套同轴布置，抗磁热解石墨板设

于滚动回弹轨道两侧并嵌装于外套内；本发明同

现有技术相比，能够提高输出功率，可以在微波

下有效工作，适应多方向波浪激励，克服了现有

小型化波浪能量采集装置输出功率低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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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磁场耦合波浪能量采集器，其特征在于：包括若干磁耦合单元组合(1)和绳索

(2)，多个磁耦合单元组合(1)通过绳索(2)连接并呈阵列式排布，所述磁耦合单元组合(1)

由若干中心对齐的磁耦合单元(3)成阵列并排叠加，所述磁耦合单元(3)包含动磁体(4)以

及对称布置于动磁体(4)两侧的抗磁热解石墨板(5)、磁力调节部件(6)和发电部件(7)，所

述抗磁热解石墨板(5)、磁力调节部件(6)、发电部件(7)由内而外依次布置，所述动磁体(4)

为圆柱形永磁体且磁极方向为厚度方向，所述动磁体(4)内置于滚动回弹轨道(8)内，且与

滚动回弹轨道(8)厚度方向一致，所述滚动回弹轨道(8)嵌装于外套(9)内且与外套(9)同轴

布置，所述抗磁热解石墨板(5)设于滚动回弹轨道(8)两侧并嵌装于外套(9)内，所述磁力调

节部件(6)安装在外套(9)外侧，所述发电部件(7)安装在磁力调节部件(6)外侧。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磁场耦合波浪能量采集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磁力调节部件(6)

顶端为磁吸引力磁体(10)，所述磁力调节部件(6)底端为磁排斥力磁体(11)，所述磁吸引力

磁体(10)与磁排斥力磁体(11)的规格相同，所述磁吸引力磁体(10)磁极布置方式与动磁体

(4)相反，所述磁排斥力磁体(11)磁极布置方式与动磁体(4)相同。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磁场耦合波浪能量采集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发电部件(7)包含

若干感应线圈(13)，所述感应线圈(13)、磁吸引力磁体(10)、磁排斥力磁体(11)皆嵌入安装

在嵌装底板(12)上。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磁场耦合波浪能量采集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磁耦合单元组合

(1)中的若干磁耦合单元(3)按照动磁体(4)磁极方向一致阵列，阵列数量至少使得磁耦合

单元组合(1)的长度大于直径。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磁场耦合波浪能量采集器，其特征在于：轴向相邻的磁耦合单元

组合(1)中动磁体(4)磁极方向相反，径向相邻磁耦合单元组合(1)中动磁体(4)磁极方向相

同，轴向和径向的磁耦合单元组合(1)通过绳索(2)连接水平两端，所述绳索(2)上缠绕有电

缆。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磁场耦合波浪能量采集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磁耦合单元组合

(1)两侧对称设有平衡调节磁体(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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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场耦合波浪能量采集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能量采集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磁场耦合波浪能量采集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新型材料、微纳制造和集成电子等技术的迅速发展，电子器件的能耗大幅降

低，利用能量采集技术为微小机电系统长期有效供能，已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地球

表面的70％以上由水覆盖，波浪能广泛分布在全球各地，是最丰富的并且可以被大规模应

用能源之一。

[0003] 波浪能量对白天或夜晚的依赖性很小，因此可以被持续有效地转换为电能。将海

洋波浪能量转换为电能，可以实现海洋环境自供能传感、控制与驱动，具备灵活、节能环保、

可持续的优势，在环境监测和军事侦测等领域均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然而，目前大部分海

洋波浪能量采集装置功率转换效率低，体积大、制造和安装成本高，对环境的影响大，不利

于在自供能无线传感领域应用。尽管波浪能量采集装置小型化能降低成本以及对环境的影

响，但是输出功率也会降低。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上述的不足而提供一种磁场耦合波浪能量采集器，能够

提高输出功率，可以在微波下有效工作，适应多方向波浪激励，克服了现有小型化波浪能量

采集装置输出功率低的缺点。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设计一种磁场耦合波浪能量采集器，包括若干磁耦合单元组合1

和绳索2，多个磁耦合单元组合1通过绳索2连接并呈阵列式排布，所述磁耦合单元组合1由

若干中心对齐的磁耦合单元3成阵列并排叠加，所述磁耦合单元3包含动磁体4以及对称布

置于动磁体4两侧的抗磁热解石墨板5、磁力调节部件6和发电部件7，所述抗磁热解石墨板

5、磁力调节部件6、发电部件7由内而外依次布置。

[0006] 进一步地，所述动磁体4为圆柱形永磁体且磁极方向为厚度方向，所述动磁体4内

置于滚动回弹轨道8内，且与滚动回弹轨道8厚度方向一致，所述滚动回弹轨道8嵌装于外套

9内且与外套9同轴布置，所述抗磁热解石墨板5设于滚动回弹轨道8两侧并嵌装于外套9内，

所述磁力调节部件6安装在外套9外侧，所述发电部件7安装在磁力调节部件6外侧。

[0007] 进一步地，所述磁力调节部件6顶端为磁吸引力磁体10，所述磁力调节部件6底端

为磁排斥力磁体11，所述磁吸引力磁体10与磁排斥力磁体11的规格相同，所述磁吸引力磁

体10磁极布置方式与动磁体4相反，所述磁排斥力磁体11磁极布置方式与动磁体4相同。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发电部件7包含若干感应线圈13，所述感应线圈13、磁吸引力磁体

10、磁排斥力磁体11皆嵌入安装在嵌装底板12上。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磁耦合单元组合1中的若干磁耦合单元3按照动磁体4磁极方向一

致阵列，阵列数量至少使得磁耦合单元组合1的长度大于直径。

[0010] 进一步地，轴向相邻的磁耦合单元组合1中动磁体4磁极方向相反，径向相邻磁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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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单元组合1中动磁体4磁极方向相同，轴向和径向的磁耦合单元组合1通过绳索2连接水平

两端，所述绳索2上缠绕有电缆。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磁耦合单元组合1两侧对称设有平衡调节磁体14。

[0012] 本发明同现有技术相比，结构新颖、简单，设计合理，利用抗磁悬浮与滚动机制，减

小磁体振子的摩擦力，提高能量采集器对微弱激励的敏感度，并且在强激励下也不会脱离

有效工作域失稳，通过磁排斥力和磁吸引力构建低阀值双稳态势能阱，增加磁体振子的振

动幅值从而提高输出电压和功率；磁耦合单元组合中磁体振子阵列可以相互吸引协同工

作，通过绳索连接阵列使用，使波浪能量采集网具有一定柔性贴合波浪起伏，最大化俘获波

浪能量，并且有利于维持能量采集器的姿态。综上：本发明能够提高输出功率，可以在微波

下有效工作，适应多方向波浪激励，克服了现有小型化波浪能量采集装置输出功率低的缺

点，值得推广应用。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发明磁耦合单元组合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为本发明磁耦合单元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4为本发明磁耦合单元的爆炸示意图；

[0017] 图5为本发明磁耦合单元永磁体的布置示意图；

[0018] 图6为本发明磁耦合单元感应线圈的布置示意图；

[0019] 图7为本发明磁耦合单元组合永磁体的布置示意图；

[0020] 图8为本发明的磁力调节示意图；

[0021] 图中：1、磁耦合单元组合2、绳索3、磁耦合单元4、动磁体5、抗磁热解石墨板6、磁力

调节部件7、发电部件8、滚动回弹轨道9、外套10、磁吸引力磁体11、磁排斥力磁体12、嵌装底

板13、感应线圈14、平衡调节磁体。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以下进一步说明：

[0023] 如附图所示，本发明包括若干磁耦合单元组合1和绳索2，多个磁耦合单元组合1通

过绳索2连接并呈阵列式排布，磁耦合单元组合1由若干中心对齐的磁耦合单元3成阵列并

排叠加，磁耦合单元3包含动磁体4以及抗磁热解石墨板5、磁力调节部件6和发电部件7，抗

磁热解石墨板5、磁力调节部件6和发电部件7对称布置于动磁体4两侧，抗磁热解石墨板5、

磁力调节部件6、发电部件7由内而外依次布置。动磁体4为圆柱形永磁体且磁极方向为厚度

方向，动磁体4内置于滚动回弹轨道8内且与滚动回弹轨道8厚度方向一致，滚动回弹轨道8

嵌装于外套9内且与外套9同轴布置，抗磁热解石墨板5设于滚动回弹轨道8两侧并嵌装于外

套9内，磁力调节部件6安装在外套9外侧，发电部件7安装在磁力调节部件6外侧；磁力调节

部件6顶端为磁吸引力磁体10，磁力调节部件6底端为磁排斥力磁体11，磁吸引力磁体10与

磁排斥力磁体11的规格相同，磁吸引力磁体10磁极布置方式与动磁体4相反，磁排斥力磁体

11磁极布置方式与动磁体4相同，磁吸引力磁体10、磁排斥力磁体11皆安装在嵌装底板12

上，发电部件7包含若干感应线圈13，感应线圈13皆嵌入安装在嵌装底板1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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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其中，磁耦合单元组合1中的若干磁耦合单元3按照动磁体4磁极方向一致阵列，阵

列数量至少使得磁耦合单元组合1的长度大于直径；轴向相邻的磁耦合单元组合1中动磁体

4磁极方向相反，径向相邻磁耦合单元组合1中动磁体4磁极方向相同，磁耦合单元组合1初

始状态应为：吸引力磁体10在顶端，排斥力磁体11在底端，轴向和径向的磁耦合单元组合1

通过绳索2连接水平两端，绳索2上缠绕有电缆；磁耦合单元组合1两侧对称设有平衡调节磁

体14。

[0025] 如附图8所示，动磁体4径向受到磁排斥力和磁吸引力抵消重力作用，且轴向受到

热解石墨板抗磁力，大幅减小了动磁体4受到的摩擦力，因此动磁体4容易被激励振动；动磁

体4受到磁排斥力具有两个稳定位置，受到磁吸引力降低了双稳态势能阱高度，即减少了动

磁体4在两个稳定位置跳跃的所需的能量，使动磁体4更容易实现大幅值振动；动磁体4内置

于滚动回弹轨道8之内，当受到激励较大，动磁体4会接触滚动回弹轨道8并产生滚动和回

弹，也有效减少摩擦力和能量损失，增加了能量转换效率。

[0026] 此外，磁耦合单元组合1中的若干磁耦合单元3按照动磁体磁极方向一致阵列，使

得磁耦合单元3相互吸引，更容易组合装配，通过平衡调节磁体14使得磁耦合单元组合1中

所有动磁体4在轴向受到的静磁体合力接近零，且阵列的磁耦合单元3中的动磁体4可以相

互牵引协同俘获能量；阵列数量使得长度大于直径，则有利于维持磁耦合单元组合1在水中

的姿态；轴向相邻的磁耦合单元组合1中动磁体4磁极方向相反，径向相邻磁耦合单元组合1

中动磁体4磁极方向相同，使得相邻的磁耦合单元组合1不会吸合；轴向和径向的磁耦合单

元组合1通过绳索2连接水平两端，有利于维持磁耦合单元组合1在水中的姿态；通过绳索连

接阵列使用，使波浪能量采集网具有一定柔性贴合波浪起伏，最大化俘获波浪能量；绳索2

缠绕有电缆，从而将所有单元产生的电能集中处理直接使用或存储备用。

[0027] 本发明利用抗磁悬浮与滚动机制，减小磁体振子的摩擦力，提高能量采集器对微

弱激励的敏感度，并且在强激励下也不会脱离有效工作域失稳，通过磁排斥力和磁吸引力

构建低阀值双稳态势能阱，增加磁体振子的振动幅值从而提高输出电压和功率；磁耦合单

元组合中磁体振子阵列可以相互牵引协同工作；通过绳索连接阵列使用，使波浪能量采集

网具有一定柔性贴合波浪起伏，俘获更多波浪能量，并且有利于维持能量采集器的姿态。

[0028] 本发明并不受上述实施方式的限制，其他的任何未背离本发明的精神实质与原理

下所作的改变、修饰、替代、组合、简化，均应为等效的置换方式，都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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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5 页

7

CN 110107446 B

7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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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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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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