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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基于波浪能及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可

控制灯浮标，属于可再生能源与控制技术领域。

该装置包括波浪发电装置、风力发电装置、太阳

能发电装置、照明装置和浮体；波浪发电装置分

布在浮体的四周；照明装置和风力发电装置与浮

体之间通过支撑杆连接。本发明由浮子上下升沉

运动，将波能转化为电能直接提供螺旋桨转动控

制浮体运动；太阳能板与风力发电为照明系统的

运行提供电能；使其达到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

和波浪发电一体的装置。该装置携带方便，将运

用于船舶靠港、海上昼夜发出可识信号和海洋环

境监测等。由于电容器的储备设计，其地理分布、

季节变化、昼夜交替不会影响其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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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波浪能及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可控制灯浮标，其特征在于：包括波浪发电

装置、风力发电装置、太阳能发电装置、照明装置和浮体；所述的波浪发电装置的振荡浮子

分布在浮体的四周；所述的风力发电装置包括五个叶片、一个旋转轴、增速机和风力发电

机；风力发电装置和照明装置与浮体之间通过支撑杆连接，支撑杆里布置各种器件连接的

导线；所述的太阳能发电装置包括太阳能板、光传感器和转子，太阳能板安装在风力发电装

置中的叶片的前端部分，光传感器和转子安装在叶片底部；所述的照明装置包括灯罩、灯泡

和控制开关，照明装置安装在叶片旋转中心后面，控制开关受控制系统接收远程操控指令。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波浪能及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可控制灯浮标，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波浪发电装置包括振荡浮子、连杆、齿条、增速机、传动轴和波浪能发电机；

所述的振荡浮子通过连杆与齿条相连，增速机一端与齿条相连，另一端通过传动轴与波浪

能发电机相连。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波浪能及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可控制灯浮标，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浮体包括电容器、电机、两个螺旋桨、传动轴、浆轴和远程控制系统；浮体内

部布置传动轴、电容器、控制系统、电机、波浪能发电机和各种导线；电容器连接控制中心，

同时储存波浪能、风力和太阳能板产生的电能；以照明装置为参照，两个螺旋桨位于浮体后

部分。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波浪能及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可控制灯浮标，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波浪发电装置、风力发电装置、太阳能发电装置、照明装置都为抗海水腐蚀

复合材料。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波浪能及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可控制灯浮标，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风力发电装置的叶片使用玻璃钢或碳纤维来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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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波浪能及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可控制灯浮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可再生能源与控制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波浪能及太阳能和风

能发电的可控制灯浮标。

背景技术

[0002] 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日益成为各国研究的热点，太阳能板是一种暴露在阳光下便

会产生直流电的发电装置,由几乎全部以半导体物料制成的薄身固体太阳能电池组成,通

过光电转换把太阳光中包含的能量转化为电能。风力发电是风能可以通过风车之风力发电

机来提取电力。当风吹动叶片时,风力带动叶片绕轴旋转,使得风能转化为电能的一种装

置。波浪发电是将波力转换为压缩空气来驱动发电机发电。

[0003] 目前，上述三种能源:波浪能发电、太阳能发电和风力发电,在发电上各自独立发

电运作,不但效率受限,且空间各自独立,若能将上述发电装置建立在同一装置上,达到发

电的目的,将可增加发电效率和有效利用空间。尤其是结合远程控制，特别针对灯浮标，灯

浮标的位置与供能尤为重要。本发明主要通过可再生能源与控制结合，使其灯浮标能更加

便携、智能的为不同的任务需求服务。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波浪能及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可控制灯浮标。灯

浮标能更加便携、智能的为不同的任务需求服务；即可以远程控制装置位置，其地理分布、

季节变化、昼夜交替又不会影响其正常使用。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

[0006] 一种基于波浪能及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可控制灯浮标，包括波浪发电装置、风力

发电装置、太阳能发电装置、照明装置和浮体；所述的波浪发电装置分布在浮体的四周；所

述的风力发电装置包括五个叶片、一个旋转轴、增速机和风力发电机；照明装置和风力发电

装置与浮体之间通过支撑杆连接；所述的太阳能发电装置包括太阳能板、光传感器和转子，

太阳能板安装在风力发电装置中的叶片的前端部分，光传感器和转子安装在叶片底部；所

述的照明装置包括灯罩、灯泡和控制开关，照明装置安装在叶片旋转中心后面，控制开关受

控制系统接收远程操控指令。

[0007] 所述的波浪发电装置包括振荡浮子、连杆、齿条、增速机、传动轴和波浪能发电机；

所述的振荡浮子通过连杆与齿条相连，增速机一端与齿条相连，另一端通过传动轴与波浪

能发电机相连。

[0008] 所述的浮体包括电容器、电机、两个螺旋桨、传动轴、浆轴和远程控制系统；浮体内

部布置传动轴、电容器、控制系统、电机、波浪能发电机和各种导线；电容器连接控制中心，

同时储存波浪能、风力和太阳能板产生的电能；以照明装置为参照，两个螺旋桨位于浮体后

部分。

[0009] 所述的波浪发电装置、风力发电装置、太阳能发电装置和照明装置都为抗海水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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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复合材料。

[0010] 所述的风力发电装置的叶片使用玻璃钢或碳纤维来制造。

[0011] 本发明有益效果在于：

[0012] (1)本发明的一种基于波浪能、太阳能和风力发电的可控制灯浮标设计，三者太阳

能、风能和波浪能发电在同一装置中实现，电能产生效率提升和节省空间；

[0013] (2)本发明可以远程控制灯浮标运动，使其灯浮标能更加便携、智能的为不同的任

务需求服务。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等轴测视图；

[0015] 图2为本发明正视图；

[0016] 图3为本发明侧视图；

[0017] 图4为波浪发电过程示意图；

[0018] 图5为太阳能板调整位置示意图；

[0019] 图6为浮体某剖面设备布置示意图；

[0020] 图7为控制系统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更进一步描述。

[0022]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波浪能、太阳能和风力发电的可控制灯浮标，主

要包括波浪发电装置、风力发电装置、太阳能发电装置、照明装置以及浮体组成，该灯浮标

具有远程控制运动功能。波浪发电装置由振荡浮子、连杆、齿条、增速机、传动轴和发电机组

成。风力发电装置由叶片、增速机、旋转轴和风力发电机组成。太阳能发电装置由叶片上的

太阳能板、光传感器和转子组成。照明装置有灯罩、灯泡以及控制开关组成。浮体由电容器、

电机、螺旋桨、浆轴和远程控制系统组成。本发明的一种基于波浪能、太阳能和风力发电的

可控制灯浮标设计：由浮子上下升沉运动，将波能转化为电能直接提供螺旋桨转动控制浮

体运动；太阳能板与风力发电为照明系统的运行提供电能；使其达到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

和波浪发电一体的装置。该装置携带方便，将运用于船舶靠港、海上昼夜发出可识信号和海

洋环境监测等。由于电容器的储备设计，其地理分布、季节变化、昼夜交替不会影响其正常

使用。

[0023] 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

[0024] 一种基于波浪能、太阳能和风力发电的可控制灯浮标，包括波浪发电装置、风力发

电装置、太阳能发电装置、照明装置以及浮体组成，该灯浮标具有远程控制运动功能。波浪

发电装置由振荡浮子、连杆、齿条、增速机、传动轴和发电机组成。风力发电装置由五个叶

片、一个旋转轴、增速机和风力发电机组成。太阳能发电装置由太阳能板、光传感器和转子

组成。照明装置由有灯罩、灯泡以及控制开关组成。浮体由电容器、电机、两个螺旋桨、传动

轴、浆轴和远程控制系统组成。所述的波浪发电装置分布在浮体的四周，根据具体要求可自

行设计数量；风力发电的叶片与浮体之间用支撑杆连接，其背后连接照明设备，支撑杆里布

置各种器件连接的导线。叶片上安装太阳能板，其叶片可根据光传感器绕其底部转子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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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受太阳能最大强度的位置处。螺旋桨和照明设备接收远程控制系统的指令。所述的各类

型设备都为抗海水腐蚀复合材料。

[0025] 本发明还包括这样一些特征：

[0026] 1.波浪能发电装置的振荡浮子上连接齿条，将浮子的上下升沉运动转化为旋转轴

的单向旋转运动，利用增速机将转速提高，最后通过传动轴驱动发电机发电。风力发电是由

于风力带动风车叶片旋转，再通过增速机将旋转的速度提升，来促使发电机发电。此叶片的

材料要求强度高、重量轻，从而使用玻璃钢或碳纤维来制造。

[0027] 2 .灯泡的功率根据其应用需求自行选择，控制开关受控制系统接收远程操控指

令。

[0028] 3.电容器作为提供整个设备运行的储能装置，电机通过控制系统接收远程操控指

令，经过浆轴驱动两个螺旋桨的转速来控制浮体运动。

[0029] 本发明的一种基于波浪能、太阳能和风力发电的可控制灯浮标设计工作原理是：

[0030] (1)波浪能、太阳能和风力发电设计原理：波浪发电是将浮子的上下升沉运动转化

为旋转轴的单向旋转运动，利用增速机将转速提高，最后驱动发电机发电。太阳能板安装在

风力发电装置的叶片上，太阳能板是一种暴露在阳光下便会产生直流电的发电装置,由几

乎全部以半导体物料制成的薄身固体太阳能电池组成,通过光电转换把太阳光中包含的能

量转化为电能，当太阳能板接收到光能时，叶片底部的转子会使太阳能板转动到接收太阳

能的最佳位置，使其更高效的发电。风力发电是风能可以通过风车之风力发电机来提取电

力。当风吹动叶片时,风力带动叶片绕轴旋转,使得风能转化为电能。

[0031] (2)可控制灯浮标工作原理：由于能源采取可再生能源，使灯浮标的供电不受地理

分布、季节变化、昼夜交替的影响。太阳能板、风力发电装置和波浪能发电装置产生的电能

会储备进电容器，以便使整个装置能任何时候正常运行。电机通过控制系统接收远程指令，

经过浆轴驱动两个螺旋桨的转速来控制浮体运动，且照明系统的控制开关也接收远程指

令。

[0032] 一种基于波浪能、太阳能和风力发电的可控制灯浮标，主要包括波浪发电装置、风

力发电装置、太阳能发电装置、照明装置以及浮体组成。含有振荡浮子、连杆、齿条、增速机、

传动轴、波浪能发电机、叶片、旋转轴、风力发电机、太阳能板、光传感器、转子、灯罩、灯泡、

控制开关、电容器、螺旋桨、浆轴和远程控制系统。

[0033] 波浪发电装置的振荡浮子分布在浮体的四周，根据具体要求可自行设计数量；浮

体里布置电容器、电机、两个螺旋桨、浆轴和远程控制系统。风力发电的叶片与浮体之间用

支撑杆连接，其背后连接照明设备；支撑杆里布置各种器件连接的导线。叶片上安装太阳能

板，其叶片可根据光传感器绕其底部转子旋转至受太阳能最佳(最大强度)的位置处。螺旋

桨和照明设备接收远程控制系统的指令。

[0034] 波浪发电装置由振荡浮子、连杆、齿条、增速机、传动轴和发电机组成。振荡浮子通

过连杆连接齿条，将浮子的上下升沉运动转化为旋转轴的单向旋转运动，利用增速机将转

速提高，最后驱动发电机发电。

[0035] 风力发电装置由五个叶片、一个旋转轴、增速机和风力发电机组成。利用风力带动

风车叶片旋转，再通过增速机将旋转的速度提升，来促使发电机发电。此叶片的材料要求强

度高、重量轻，从而使用玻璃钢或碳纤维来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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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太阳能发电装置由太阳能板、光传感器和转子组成。其叶片可根据光传感器绕其

底部转子旋转至受太阳能最大强度的位置处。

[0037] 照明装置由有灯罩、灯泡以及控制开关组成。灯泡的功率根据其应用需求自行安

装，控制开关受控制系统接收远程操控指令。

[0038] 浮体由电容器、电机、两个螺旋桨、浆轴和远程控制系统组成。电容器作为提供整

个设备运行的储能装置，电机通过控制系统接收远程操控指令，经过浆轴驱动两个螺旋桨

的转速来控制浮体运动。

[0039] 具体的工作过程如下：

[0040] 波浪发电是将浮子的上下升沉运动转化为旋转轴的单向旋转运动驱动发电机发

电。太阳能发电是太阳能板暴露在阳光下便会产生直流电的发电装置,通过光电转换把太

阳光中包含的能量转化为电能。风力发电是风能可以通过风车之风力发电机来提取电力。

当风吹动叶片时,风力带动叶片绕轴旋转,使得风能转化为电能。电能储备在电容器里供应

此设备各种功能运行，并且可通过远程控制来操控照明设备的开关和运动方向。

[0041] 结合图1本发明等轴测视图、图2本发明正视图、图3本发明侧视图和图6浮体某剖

面设备布置示意图，本发明的基于波浪能、太阳能和风力发电的可控制灯浮标由振荡浮子

1、齿条2、连杆3、增速机4、螺旋桨5、浆轴6、浮体7、支撑杆8、太阳能板9、叶片10、光传感器和

转子11、灯罩和灯泡12、旋转轴13、传动轴14、电容器15、控制系统16、电机17和波浪能发电

机18组成。从图1、图2和图3来看，波浪发电装置分布在浮体7四周，具体数量和大小根据任

务需求自行设计，本专利以4个为例作为说明。照明设备和风力发电装置与浮体之间用支撑

杆连接，且太阳能板安装在叶片的前端部分，转子和光传感器安装在叶片底部，照明装置安

装在叶片旋转中心后面。

[0042] 再根据图6，浮体内部布置传动轴14、电容器15、控制系统16、电机17、波浪能发电

机18和各种导线等。电容器连接控制中心，同时储存波浪能、风力和太阳能板产生的电能。

以照明装置为参照，两个螺旋桨位于浮体后部分。通过合理的设计，使此装置运行时满足重

心与浮心一致。

[0043] 图4和图5展示的是波浪发电过程示意图和太阳能板调整位置示意图，当波浪发电

时，波浪运动将浮子的上下升沉运动转化为旋转轴的单向旋转运动，利用增速机将转速提

高，最后通过传动轴驱动发电机发电。太阳能板安装在风力发电装置的叶片上，太阳能板是

一种暴露在阳光下便会产生直流电的发电装置,当太阳能板接收到光能时，叶片底部的转

子会使太阳能板转动到接收太阳能的最佳位置，使其更高效的发电。

[0044] 图7展示的是控制系统原理图，该控制系统可通过远程遥控器传达任务指令。当控

制中心接收到光传感器信号时，会自动调整叶片位置使太阳能板处于接收最大光感强度位

置。根据不同任务需求，可通过控制两个螺旋桨的转速使浮体运动，当距离达到最大控制距

离时，该装置会自动返回。由于任务需求不同时，此设备处于不同环境，可通过远程遥控器

控制发电以及照明设备的开关。

[0045] 结合图1至图7，本发明的一种基于波浪能、太阳能和风力发电的可控制灯浮标设

计工作原理是：

[0046] 当灯浮标用于不同任务需求时，由于能源采取可再生能源，使灯浮标的供电不受

地理分布、季节变化、昼夜交替的影响。太阳能板、风力发电装置和波浪能发电装置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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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能会储备进电容器，以便使整个装置能任何时候正常运行。电机通过控制系统接收远程

指令，经过浆轴驱动两个螺旋桨的转速来控制浮体运动，且照明系统的控制开关也接收远

程指令。

[0047] 综上所述：一种基于波浪能、太阳能和风力发电的可控制灯浮标设计，涉及可再生

能源与控制领域。本发明力求实现灯浮标能更加便携、智能的服务于不同的任务需求，本发

明的基于波浪能、太阳能和风力发电的可控制灯浮标设计，包括振荡浮子1、齿条2、连杆3，

增速机4、螺旋桨5、浆轴6、浮体7、支撑杆8、太阳能板9、叶片10、光传感器和转子11、灯罩和

灯泡12、旋转轴13、传动轴14、电容器15、控制系统16、电机17和波浪能发电机18。本发明设

计有控制系统，可实现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和对灯浮标运动方向的任意控制，从达到更加

节能、智能使用灯浮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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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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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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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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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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