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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多方向振动能量收集装

置，包括球形固定腔体、能量转化装置、导管、牵

引结构、滚球；所述能量转化装置一端与球形固

定腔体的内壁连接，另一端为自由端；所述牵引

结构穿过导管，一端连接于能量转化装置的自由

端，另一端连接于滚球，所述滚球与球型固定腔

体的内壁相抵；当外界任意方向的激励作用于该

装置时，所述球形固定腔体与滚球产生相对运

动，使得所述滚球带动牵引结构摆动，同时，导管

相对于能量转化装置保持静止；从而使得所述导

管把滚球任意方向的动量转化为作用于能量转

化装置的单方向冲击力，所述牵引结构带动能量

转化装置从而产生电能，实现三维平面内多方向

的能量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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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方向振动能量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球形固定腔体、能量转化装置、导

管、牵引结构、滚球；

所述能量转化装置一端与球形固定腔体的内壁连接，另一端为自由端；所述牵引结构

穿过导管，一端连接于能量转化装置的自由端，另一端连接于滚球，所述滚球与球型固定腔

体的内壁相抵；当外界任意方向的激励作用于该装置时，所述球形固定腔体与滚球产生相

对运动，使得所述滚球带动牵引结构摆动，同时，导管相对于能量转化装置保持静止；从而

使得所述导管把滚球任意方向的动量转化为作用于能量转化装置的单方向冲击力，所述牵

引结构带动能量转化装置从而产生电能，实现三维平面内多方向的能量收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方向振动能量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能量转化装置的

一端连接于球形固定腔体内的任一位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方向振动能量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能量转化装置为

压电式能量转化装置。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多方向振动能量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管与压电式能

量转化装置相垂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方向振动能量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能量转化装置为

电磁式能量转化装置。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多方向振动能量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磁式能量转化

装置包括线圈、活动磁铁和连接活动磁铁的弹簧；所述线圈的一端连接于球形固定腔体内

的顶端；所述弹簧的一端通过线圈内的容置空间连接于球形固定腔体内的顶端，另一端与

所述活动磁铁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多方向振动能量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管设置在活动

磁铁的延长线上。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方向振动能量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管的外轮廓为

圆柱形或方形体。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方向振动能量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管与能量转化

装置有一定的距离，该距离根据振动源强度和能量转化装置的抗拉强度进行优化设计。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方向振动能量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牵引结构为非

弹性结构时，牵引结构有一定的余量；所述牵引结构为弹性结构时，牵引结构无余量或有一

定的余量；所述余量是指：牵引结构的长度与能量转化装置到滚球距离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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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方向振动能量收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微能量收集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基于三维球体并利用牵引结构高效地

将环境中具有多方向的振动源的机械能转换为电能的三维多方向振动能量收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无线传感器等低功耗电子设备都是依靠传统的电池来提供能量，但是传统

电池存在寿命有限、恶劣环境难以替换、体积较大而限制微传感器进一步小型化等缺点。为

了解决这些问题，研究人员提出了可以实现从周围环境吸收振动能量的能量收集器，有效

解决了电池寿命有限、更换不便的困难。

[0003] 振动能量收集器的类型主要有压电式、静电式以及电磁式。在实际应用中，环境振

动源具有不稳定性、随机性，存在一定频带宽度的同时，还具有多方向性；当振动源的频率

和振动方向与能量收集器装置不匹配时，能量收集器装置的输出能量会急剧减少，收集效

率低，从而限制了能量收集器在复杂多变振动环境中的应用。

[0004] 为解决振动能量收集器在宽频振动环境中工作的问题，国内外已经提出了各种各

样的解决方案，比如基于阵列式悬臂梁结构的压电能量收集器、引入磁铁的磁式悬臂梁能

量收集器、基于碰撞的振动能量收集器等。针对振动能量收集器如何应用于多方向振动环

境的问题，研究者也提出了不同的实现方案。比如2015年重庆大学提出了一种基于碰撞的

三维压电振动能量收集器，其中装置结构包括一组阵列式压电悬臂梁，一个带有质量块的

圆柱形弹簧位于悬臂梁中间，利用圆柱形弹簧的振动特性通过碰撞悬臂梁实现多方向的能

量收集，但从三维角度看，该能量收集器只能在有限平面内实现多方向能量收集，且不同平

面内的能量收集效率不同。同年西安科技大学(201520704388 .3)和湖南科技大学

(201510850660.3)分别申请了多方向能量收集装置的专利，同样存在不能实现任意平面内

多方向能量收集的问题，从而不能实现在复杂多变环境中高效率地收集能量。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针对上述存在的技术问题，提供一种基于三维球体结构的多方向振动能量

收集器，当球形固定腔体与滚球发生相对运动时，通过牵引的方式实现滚球与能量转化装

置机械能的传递，结合导管结构把任意平面内的多方向振动源通过滚球转化为对能量转化

装置的单方向冲击，从而高效率地实现任意平面内的多方向能量收集。

[0006] 本发明目的在于针对振动能量收集器不能实现任意平面内多方向能量收集而导

致能量收集器收集效率低的问题，发明了一种可以高效地获取多方向振动能量的能量收集

装置，弥补前述背景技术中只能实现单或有限平面内的多方向能量收集的缺陷。通过本发

明装置，可高效率地实现任意平面内的多方向能量收集。

[0007] 本发明通过如下技术方案来解决上述存在的技术问题：一种多方向振动能量收集

装置，包括球形固定腔体、能量转化装置、导管、牵引结构、滚球；

[0008] 所述能量转化装置一端与球形固定腔体的内壁连接，另一端为自由端；所述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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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穿过导管，一端连接于能量转化装置的自由端，另一端连接于滚球，所述滚球与球型固

定腔体的内壁相抵；当外界任意方向的激励作用于该装置时，所述球形固定腔体与滚球产

生相对运动，使得所述滚球带动牵引结构摆动，同时，导管相对于能量转化装置保持静止；

从而使得所述导管把滚球任意方向的动量转化为作用于能量转化装置的单方向冲击力，所

述牵引结构带动能量转化装置从而产生电能，实现三维平面内多方向的能量收集。

[0009] 在一较佳实施例中：所述能量转化装置的一端连接于球形固定腔体内的任一位

置。

[0010] 在一较佳实施例中：所述能量转化装置为压电式能量转化装置。

[0011] 在一较佳实施例中：所述导管与压电式能量转化装置相垂直。

[0012] 在一较佳实施例中：所述能量转化装置为电磁式能量转化装置。

[0013] 在一较佳实施例中：所述电磁式能量转化装置包括线圈、活动磁铁和连接活动磁

铁的弹簧；所述线圈的一端连接于球形固定腔体内的顶端；所述弹簧的一端通过线圈内的

容置空间连接于球形固定腔体内的顶端，另一端与所述活动磁铁连接。

[0014] 在一较佳实施例中：所述导管设置在活动磁铁的延长线上。

[0015] 在一较佳实施例中：所述导管的外轮廓可以为圆柱形或方形。

[0016] 在一较佳实施例中：所述导管与能量转化装置有一定的距离，该距离根据振动源

强度和能量转化装置的抗拉强度进行优化设计。

[0017] 在一较佳实施例中：所述牵引结构为非弹性结构时，牵引结构有一定的余量；所述

牵引结构为弹性结构时，牵引结构无余量或有一定的余量；所述余量是指：牵引结构的长度

与能量转化装置到滚球距离之差。

[0018] 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和有益效果：

[0019] 1.本发明优点之一是采用双球体内嵌结构，利用其相对运动实现对任意平面内多

方向振动源的感应，通过优化滚球与球形固定腔体的接触面，当该装置受到外界振动源作

用时，轻微的振动便可以使滚球与球形固定腔体产生相对运动，不仅实现了任意平面内的

多方向能量收集，而且更能适应振动强度小且变化快的振动环境。

[0020] 2、本发明优点之二是结合导管结构采用牵引方式传递机械能，把任意方向的动量

转化对能量转化装置的单方向冲击，实现了任意平面内多方向的高效能量收集，同时牵引

的方式可以避免对滚球运动的影响，从而使整个能量收集装置的收集效率不受振动源的作

用平面的影响，提升能量收集器的整体性能。

附图说明

[0021] 图1、2是本发明多方向振动能量收集装置的平面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下通过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但本发明不仅限于此实施例。

[0023] 实施例1

[0024] 结合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多方向振动能量收集装置，包括球形固定腔体1、能

量转化装置2、导管3、牵引结构4和滚球5。

[0025] 所述能量转化装置2一端与球形固定腔体1的内壁连接，另一端为自由端；所述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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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结构4穿过导管3，一端连接于能量转化装置2的自由端，另一端连接于滚球5；所述滚球5

与球型固定腔体1的内壁相抵；

[0026] 当外界任意方向的激励作用于该装置时，所述球形固定腔体1与滚球5产生相对运

动，使得所述滚球5带动牵引结构4摆动，同时，导管3相对于能量转化装置2保持静止；从而

使得所述导管3把滚球5任意方向的动量转化为作用于能量转化装置2的单方向冲击力，所

述牵引结构4带动能量转化装置2从而产生电能，实现三维平面内多方向的能量收集。

[0027] 所述球形固定腔体1的材料可以为金属或非金属，本实施例中为非金属ABS。

[0028] 所述球形固定腔体1的大小可以根据外界振动源、腔体内机械结构进行优化设计，

本实施例中为直径30mm。

[0029] 所述能量转化装置2可以为压电式、电磁式、静电式等能量转化装置，本实施例中

为压电式能量转化装置。所述导管3与压电式能量转化装置相垂直。

[0030] 所述导管3的材料可以为金属或非金属，本实施例中为金属铜。

[0031] 所述导管3的长度可以根据牵引结构长度、外界激励强度、方向进行优化设计，本

实施例中为3mm。

[0032] 所述导管3与能量转化装置有一定的距离，距离可以根据振动源强度和能量转化

装置的抗拉强度设计，本实施例中为3mm。

[0033] 所述牵引结构4可以为弹簧、绳子等弹性结构，或为非弹性结构，本实施例中为非

弹性结构绳子。

[0034] 所述滚球5的材料可以为金属或非金属，本实施例中为金属钨。

[0035] 所述滚球5的大小和质量可以根据牵引结构4长度、外界激励强度、实际供能需求

进行调节，本实施例中为直径5mm,15g。

[0036] 实施例2

[0037] 结合图2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多方向振动能量收集装置，包括球形固定腔体1、能

量转化装置2、导管3、牵引结构4和滚球5。

[0038] 所述球形固定腔体1具有一谐振腔；所述能量转化装置2一端与谐振腔的内壁连

接，另一端为自由端；所述牵引结构4穿过导管3，一端连接于能量转化装置，另一端连接于

滚球5；当外界任意方向的激励作用于该装置时，所述球形固定腔体1与滚球5产生相对运

动，所述导管3把滚球5任意方向的动量转化为作用于能量转化装置2的单方向冲击力，所述

牵引结构4带动能量转化装置2从而产生电能，实现三维平面内多方向的能量收集。

[0039] 所述球形固定腔体1的材料可以为金属或非金属，本实施例中为非金属ABS。

[0040] 所述球形固定腔体1的大小可以根据外界振动源、腔体内机械结构进行设计，本实

施例中为直径30mm。

[0041] 所述能量转化装置2可以为压电式、电磁式、静电式等能量转化装置，本实施例中

为电磁式能量转化装置，包括线圈2.1、活动磁铁2.2和连接磁铁的弹簧2.3。所述线圈2.1的

一端连接于球形固定腔体1内的顶端；所述弹簧2.3的一端通过线圈2.1内的容置空间连接

于球形固定腔体1内的顶端，另一端与所述活动磁铁2.2连接。

[0042] 所述导管3的材料可以为金属或非金属，本实施例中为金属铜。

[0043] 所述导管3的长度可以根据牵引结构长度、外界激励强度、方向进行设计，本实施

例中为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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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所述导管3与能量转化装置有一定的距离，距离可以根据振动源强度和能量转化

装置的抗拉强度设计，本实施例中为3mm。

[0045] 所述牵引结构4可以为弹簧、绳子等弹性结构，或为非弹性结构，本实施例中为弹

性结构绳子。

[0046] 所述滚球5的材料可以为金属或非金属，本实施例中为金属钨。

[0047] 所述滚球5的大小和质量可以根据牵引结构4长度、外界激励强度、实际供功能需

求进行调节，本实施例中为直径5mm,15g。

[0048] 综上所述，本发明提出的多方向振动能量收集装置，收集环境中任意平面内多方

向振动源的能量，同时保证了能量收集装置能够在任意平面内实现高效的能量收集，从而

提升了振动能量收集器在复杂多变环境中适用性，增强了实用性。

[004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或替换，

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该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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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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