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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的一种浮式风能、波浪能、潮汐能联

合发电系统，包括共享一个电力传输系统的风力

发电装置、波浪能发电装置和潮汐能发电装置，

以及支撑装置：所述支撑装置包括相互固定联接

的一个竖直的中立柱和数个均布于中立柱下部

周边的竖直的侧立柱；所述的风力发电装置设置

在中立柱顶部；在每个所述的侧立柱上端设置有

一个所述的波浪能发电装置；在每个侧立柱下端

设置有一个所述的潮汐能发电装置。本发明稳定

性好，发电率高，维护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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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浮式风能、波浪能、潮汐能联合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共享一个电力传输

系统的风力发电装置(100)、波浪能发电装置(200)和潮汐能发电装置(300)，以及支撑装置

(400)：所述支撑装置(400)包括相互固定联接的一个竖直的中立柱(410)和数个均布于中

立柱(410)下部周边的竖直的侧立柱(420)；所述的风力发电装置(100)设置在中立柱(410)

顶部；在每个所述的侧立柱(420)上端设置有一个所述的波浪能发电装置(200)；在每个侧

立柱(430)下端设置有一个所述的潮汐能发电装置(30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浮式风能、波浪能、潮汐能联合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支撑装置(400)包括相互固定联接的一个竖直的中立柱(410)和三个均布于中立柱(410)

下部周边的竖直的侧立柱(420)。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浮式风能、波浪能、潮汐能联合发电系统，其特征在

于，在每个所述的侧立柱(430)上设置的所述的波浪能发电装置(200)和潮汐能发电装置

(300)之间，设置有一个垂荡板(220)。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浮式风能、波浪能、潮汐能联合发电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潮汐能发电装置(300)通过一个圆柱套筒(310)设置在侧立柱(420)下方。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浮式风能、波浪能、潮汐能联合发电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潮汐能发电装置(300)包括圆柱套筒(330)、旋杆(310)、潮汐涡轮机(320)；所述旋

杆(310)相嵌于圆柱套筒(330)内；所述潮汐涡轮机(320)与旋杆(310)固定连接，其潮汐涡

轮机(320)的转轴与旋杆(310)相垂直；潮汐涡轮机(320)的两端均设置有均装有叶片。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浮式风能、波浪能、潮汐能联合发电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支撑装置(400)的一个竖直的中立柱(410)与均布于中立柱(410)下部周边的竖

直的各个侧立柱(420)，通过撑杆(430)进行相互固定联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浮式风能、波浪能、潮汐能联合发电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中立柱(410)是一个下粗上细的竖直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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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浮式风能、波浪能、潮汐能联合发电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海洋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领域，具体地涉及一种浮式风能、波浪能、潮

汐能联合发电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海洋具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其中海上风力发电是通过将海上风能转化为风力发

电机叶片的动能进而转化为电能。波浪能发电是通过波浪的运动使装置工作并带动防水发

电机发电，将水以动能和势能形式存在的机械能转化成电能。通常的波浪能发电装置多为

振动水柱式、聚波蓄能式、振荡浮子式、摇摆式和阀式等装置；通常是利用设置在水面上的

浮子的上下振动发电。潮汐能是指海水潮涨和潮落形成的水的势能。它是一种相对稳定的

可靠能源，很少受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全年总发电量稳定。

[0003] 将海上风能、波浪能和潮汐能的开发利用相结合，可有效提高海上可再生能源的

利用率，是降低海洋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和解决海洋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的有效途径。

[0004] 中国发明专利申请CN107725259A公开了一种基于单桩式风能-波浪能-潮流能集

成发电系统，三种能量转化装置通过单桩连接，共享同一个支撑结构，该申请的波浪能潮汐

能利用率不高，且稳定性差，而且结构易损坏，维修成本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提供一种浮式风能、波浪能、潮汐能联合

发电系统，稳定性好，发电率高，维护成本低。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7] 本发明的一种浮式风能、波浪能、潮汐能联合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共享一

个电力传输系统的风力发电装置、波浪能发电装置和潮汐能发电装置，以及支撑装置：所述

支撑装置包括相互固定联接的一个竖直的中立柱和数个均布于中立柱下部周边的竖直的

侧立柱；所述的风力发电装置设置在中立柱顶部；在每个所述的侧立柱上端设置有一个所

述的波浪能发电装置；在每个侧立柱下端设置有一个所述的潮汐能发电装置。

[0008] 优选地，所述的支撑装置包括相互固定联接的一个竖直的中立柱和三个均布于中

立柱下部周边的竖直的侧立柱；所述的风力发电装置设置在中立柱顶部；在每个侧立柱上

端设置有一个所述的波浪能发电装置；在每个侧立柱下端设置有一个所述的潮汐能发电装

置。

[0009] 进一步的，在每个所述的侧立柱上设置的所述的波浪能发电装置和潮汐能发电装

置之间，设置有一个垂荡板。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的潮汐能发电装置通过一个圆柱套筒设置在侧立柱下方。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潮汐能发电装置包括圆柱套筒、旋杆、潮汐涡轮机；所述旋杆相嵌

于圆柱套筒内；所述潮汐涡轮机与旋杆固定连接，其潮汐涡轮机的转轴与旋杆相垂直；潮汐

涡轮机的两端均设置有均装有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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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进一步的，所述的支撑装置的一个竖直的中立柱与均布于中立柱下部周边的竖直

的各个侧立柱，通过撑杆进行相互固定联接。

[0013] 进一步的，所述的中立柱是一个下粗上细的竖直杆。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和有益效果：

[0015] 1 .本发明充分利用了三种可再生能源，共享同一个电力传输装置，从而提高能源

利用率并降低建造成本。

[0016] 2.本发明的三角阵列结构使整个系统具有高稳定性。

[0017] 3.多个波浪能发电装置同时工作，增加了系统的波浪能发电效率。

[0018] 4.潮汐能发电装置上的可旋转装置，使得潮汐涡轮机能够根据潮流改变方向，从

而可采集到来自不同方位的潮流，提高了潮流利用率，大大提高了潮汐能装置的发电效率。

附图说明

[0019] 图1a是本发明的一种浮式风能、波浪能、潮汐能联合发电系统的一个实施例结构

示意图。图1b是其正视图，图1c是其侧视图。

[0020] 图2a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风能发电装置正视图；图2b是其侧视图。

[0021] 图3a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波浪能发电装置的结构图；图3b是其正视图；图3c是

其俯视图；图3d是其单个振荡浮子波浪能发电装置示意图。

[0022] 图4a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潮汐能发电装置正视图：图4b是其侧视图。

[0023] 其中，100风力发电装置：110风力发电叶片，120轮毂，130风力发电机机舱；200波

浪能发电装置：220浮子，230垂荡板；300潮汐能发电装置：330圆柱套筒，310旋杆，320潮汐

涡轮机；400支撑装置：410中立柱，430侧立柱，440撑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5] 图1a是本发明的风能、波浪能、潮汐能联合发电系统的一个实施例结构示意图。图

1b是其正视图，图1c是其侧视图。

[0026] 如图1a-1c所示，本实施例包括共享一个电力传输系统的风力发电装置100、波浪

能发电装置200和潮汐能发电装置300，以及支撑装置400：所述支撑装置400包括相互固定

联接的一个竖直的中立柱410和数个均布于中立柱410下部周边的竖直的侧立柱420；所述

的风力发电装置100设置在中立柱410顶部；在每个所述的侧立柱420上端设置有一个所述

的波浪能发电装置200；在每个侧立柱430下端设置有一个所述的潮汐能发电装置300。

[0027] 其优选结构是，所述支撑装置400包括相互固定联接的一个竖直的中立柱410和三

个均布于中立柱410下部周边的竖直的侧立柱420。所述潮汐能发电装置设置在侧立柱420

下方，圆柱套筒330上。该整体结构呈三角框架以及三种发电装置自上而下的合理布局保证

了系统整体的稳定性。

[0028] 在每个所述的侧立柱430上设置的所述的波浪能发电装置200和潮汐能发电装置

300之间，设置有一个垂荡板220。

[0029] 图2a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风能发电装置正视图；图2b是其侧视图。如图2a和2b

所示，风力发电装置100设置在中立柱410顶部，包括风力发电叶片110、轮毂120和风力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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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机舱130。风力发电叶片110与轮毂120相连接。该风力发电装置采用常见的风力发电装

置，其安装简单易行。

[0030] 图3a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波浪能发电装置的结构图。图3b是其正视图；图3c是

其俯视图；图3d是其单个振荡浮子发电装置示意图。如图3a-3d所示，波浪能发电装置200包

含浮子220和垂荡板230，侧立柱430通过数个撑杆440固定在中立柱410上.浮子220设置在

侧立柱430上，可与侧立柱430发生上下相对运动。该波浪能发电装置采用振荡浮子式波浪

能发电装置，安装方便，能量损耗量少。

[0031] 图4a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潮汐能发电装置正视图：图4b是其侧视图。如图4a-4b

所示，所述的潮汐能发电装置300通过一个圆柱套筒310设置在侧立柱420下方，并通过垂荡

板230与波浪能发电装置200分开。所述潮汐能发电装置300包括圆柱套筒330、旋杆310、潮

汐涡轮机320；所述旋杆310相嵌于圆柱套筒330内；所述潮汐涡轮机320与旋杆310固定连

接，其潮汐涡轮机320的转轴与旋杆310相垂直。潮汐涡轮机320为双向式，其两端均设置有

均装有叶片。由此，增加了潮汐涡轮机320的自由度，使其可通过旋杆在平面内进行360度旋

转，大大提高了潮汐能的利用率和发电率。当潮汐来流经过，潮汐发电装置上的旋杆320可

以与圆柱套筒310发生水平旋转，水平潮流经过时，潮流会给双向潮汐涡轮机330一个与来

流方向平行的力从而带动旋杆320进行旋转，使其涡轮机机身与其来流方向平行，叶片的朝

向与来流方向相同或相反，所述双向潮汐涡轮机330由于头尾均装有叶片，无论与潮汐来流

相同或相反都可以充分利用潮汐来流，双向潮汐涡轮机330的叶片旋转产生电流。

[0032] 本发明在实际运行中，当海风吹过，带动风力发电装置100的风力发电叶片110的

转动，通过轮毂120带动机舱130内的发电机转动产生电流。当波浪靠近浮子220时，浮子220

沿侧立柱430上下运动，使浮子220内部的线圈与侧立柱430上内部的永磁铁产生相对运动，

在电磁感应下产生感应电流，浮子220圆柱形结构有效的减小了波浪载荷，通过优选设置的

三个振荡浮子波浪能发电装置200的三角阵列排布，增加了波浪能利用率以及其稳定性。当

潮汐来流经过，潮汐发电装置300上的旋杆310可以根据来流方向旋转，来调节潮汐涡轮机

320的方向，进而充分利用潮汐来流，潮汐涡轮机320的叶片旋转产生电流。该装置三个部分

所产生的电能通过传输系统送至电网，供陆地用户使用。

[0033] 由此，本发明的新型浮式风能、波浪能、潮汐能联合发电装置结构简单、安装和施

工方便，成本低。其风能、波浪能和潮汐能发电在同一个装置上完成，配套同一套电力传输

系统，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发电成本；结构稳定合理，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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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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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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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c

图2a

说　明　书　附　图 3/7 页

8

CN 109185066 A

8



图2b

图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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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b

图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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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d

图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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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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