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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优化的新型发电装装置，

包括有左右延伸的底座架以及设置在所述底座

架内开口向上的升降槽，所述底座架上方上方设

有左右延伸的发电架，所述发电架底部设有开口

向下的凹槽，所述凹槽与所述升降槽之间设有升

降控制机构，所述发电架内设有左右延伸的发电

腔，所述发电腔左侧内壁相通设有左右延伸的通

槽，所述通槽底部相通设有上下延伸的通杆口，

所述通杆口内设有上下延伸且底部末端与所述

底座架顶端端面相固定的限口杆；本发明结构简

单，操作方便，可在紧急缺电时手动进行发电，并

且本装置具有较高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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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优化的新型发电装装置，包括有左右延伸的底座架以及设置在所述底座架内开

口向上的升降槽，所述底座架上方上方设有左右延伸的发电架，所述发电架底部设有开口

向下的凹槽，所述凹槽与所述升降槽之间设有升降控制机构，所述发电架内设有左右延伸

的发电腔，所述发电腔左侧内壁相通设有左右延伸的通槽，所述通槽底部相通设有上下延

伸的通杆口，所述通杆口内设有上下延伸且底部末端与所述底座架顶端端面相固定的限口

杆，所述限口杆顶端末端伸入所述通槽内并固设有限口块，所述通槽顶端内壁相通设有上

下延伸的滑杆槽，所述滑杆槽内设有摆杆机构，所述发电架左端端面滑动配合连接有左右

延伸的固定板，所述固定板底部固设有上下延伸且与所述底座架顶端端面相固定的弹簧

杆，所述弹簧杆滑动配合连接有推转机构，所述发电腔中央设有齿合机构，所述齿合机构右

侧设有齿合卡位机构，所述发电腔顶端内壁相通设有上下延伸的皮带口，所述发电架顶端

端面固设有电机框，所述电机框与所述发电架之间螺纹配合连接有上下延伸且左右对称的

螺钉，所述电机框内嵌设有发电机，所述发电机前端末端动力连接有动力轴，所述动力轴前

端末端固设有上带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优化的新型发电装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控制机构

包括有所述升降槽内转动配合连接的升降螺纹轴，所述升降螺纹轴右端末端伸出所述底座

架并固设有第一把环，所述升降螺纹轴螺纹配合连接有左右延伸且相对称的螺纹块，所述

螺纹块转动相连有上下延伸且顶端末端与所述凹槽顶端内壁绞键相连的升降杆，后侧所述

升降杆设有滑接槽，前侧所述升降杆转动配合连接有前后延伸且用于与所述滑接槽相滑接

的定滑杆。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优化的新型发电装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摆杆机构包括

有固定在所述发电架顶端端面的转轴台，所述转轴台转动配合连接有左右延伸的转杆，所

述转杆内设有滑移槽，所述滑移槽内滑接有前后延伸的滑移轴，所述滑移轴后端固设有上

下延伸且底部末端贯穿所述滑杆槽的滑杆。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优化的新型发电装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推转机构包括

有与所述滑杆底部端面相固定的中转板，所述中转板左端伸出所述通槽且设有与所述弹簧

杆滑动配合相连的通滑槽，所述中转板左端底部端面顶压连接有上下延伸的伸缩弹簧，所

述中转板右端伸入所述发电腔并固设有上下延伸的定滑槽，所述定滑槽内滑动配合连接有

上下延伸且与所述发电腔顶端内壁相固定的定滑杆，所述定滑杆底部固设有左右延伸且与

所述发电腔底部内壁相固定的底接板，所述底接板与所述中转板之间顶压连接有上下延伸

的复位弹簧。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优化的新型发电装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齿合机构包括

有与所述发电腔后侧内壁转动配合连接的上齿轴，所述上齿轴前端端面固设有上齿轮，所

述上齿轴下方设有与所述发电腔后侧内壁转动配合连接的下齿轴，所述下齿轴前端末端面

设有与所述上齿轮齿合连接的下齿轮，所述下齿轮后侧设有与所述下齿轴相固定的下带

轮，所述下带轮与所述上带轮之间动力连接有上下延伸的传送带，所述下齿轮前端端面绞

键相连有左右延伸的连接杆，所述连接杆左端后侧绞键相连有与所述中转板绞键相连的上

绞杆，所述连接杆左端前侧绞键相连有与所述底接板绞键相连的下绞杆。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优化的新型发电装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齿合卡位机构

包括有与所述发电腔右端内壁相通且上下对称的滑柱口，所述滑柱口内滑动配合连接有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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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延伸的导滑柱，所述导滑柱右端末端伸出所述滑柱口并固设有上下延伸的螺纹板，所述

导滑柱左端末端伸入所述发电腔且固设有用于与所述上齿轮和所述下齿轮齿合的齿合卡

位板，所述齿合卡位板右端端面顶压连接有左右延伸且与所述发电腔右端内壁相固定的压

缩弹簧，所述发电架右端端面转动配合连接有左右延伸且与所述螺纹板螺纹配合相连的卡

位螺纹轴，所述卡位螺纹轴右端末端贯穿所述螺纹板并固设有第二把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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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优化的新型发电装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发电装置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优化的新型发电装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电力作为生活中最为重要的能源之一，其作用不言而喻，无论是在日常生活或者

工业生产中，它所能为我们提供的作用是无法代替的，在缺乏电力的情况下，所有的用电设

备都会处于瘫痪状态，所以在停电等紧急情况下需要发电装置为电力设备提供电源，在日

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是柴油发电机，但是其适用于为大功率电力设备提供电源，在需要对

小功率设备提供电能时柴油发电机则会变得不适用，因此，需要一种发电装置专为小功率

用电设备提供电力，所以，就上述所言，此装置有效解决了此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优化的新型发电装装置，其能够解决上述

现在技术中的问题。

[0004]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本发明的一种优化的新型发电装装置，包

括有左右延伸的底座架以及设置在所述底座架内开口向上的升降槽，所述底座架上方上方

设有左右延伸的发电架，所述发电架底部设有开口向下的凹槽，所述凹槽与所述升降槽之

间设有升降控制机构，所述发电架内设有左右延伸的发电腔，所述发电腔左侧内壁相通设

有左右延伸的通槽，所述通槽底部相通设有上下延伸的通杆口，所述通杆口内设有上下延

伸且底部末端与所述底座架顶端端面相固定的限口杆，所述限口杆顶端末端伸入所述通槽

内并固设有限口块，所述通槽顶端内壁相通设有上下延伸的滑杆槽，所述滑杆槽内设有摆

杆机构，所述发电架左端端面滑动配合连接有左右延伸的固定板，所述固定板底部固设有

上下延伸且与所述底座架顶端端面相固定的弹簧杆，所述弹簧杆滑动配合连接有推转机

构，所述发电腔中央设有齿合机构，所述齿合机构右侧设有齿合卡位机构，所述发电腔顶端

内壁相通设有上下延伸的皮带口，所述发电架顶端端面固设有电机框，所述电机框与所述

发电架之间螺纹配合连接有上下延伸且左右对称的螺钉，所述电机框内嵌设有发电机，所

述发电机前端末端动力连接有动力轴，所述动力轴前端末端固设有上带轮。

[0005] 作为优选地技术方案，所述升降控制机构包括有所述升降槽内转动配合连接的升

降螺纹轴，所述升降螺纹轴右端末端伸出所述底座架并固设有第一把环，所述升降螺纹轴

螺纹配合连接有左右延伸且相对称的螺纹块，所述螺纹块转动相连有上下延伸且顶端末端

与所述凹槽顶端内壁绞键相连的升降杆，后侧所述升降杆设有滑接槽，前侧所述升降杆转

动配合连接有前后延伸且用于与所述滑接槽相滑接的定滑杆。

[0006] 作为优选地技术方案，所述摆杆机构包括有固定在所述发电架顶端端面的转轴

台，所述转轴台转动配合连接有左右延伸的转杆，所述转杆内设有滑移槽，所述滑移槽内滑

接有前后延伸的滑移轴，所述滑移轴后端固设有上下延伸且底部末端贯穿所述滑杆槽的滑

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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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作为优选地技术方案，所述推转机构包括有与所述滑杆底部端面相固定的中转

板，所述中转板左端伸出所述通槽且设有与所述弹簧杆滑动配合相连的通滑槽，所述中转

板左端底部端面顶压连接有上下延伸的伸缩弹簧，所述中转板右端伸入所述发电腔并固设

有上下延伸的定滑槽，所述定滑槽内滑动配合连接有上下延伸且与所述发电腔顶端内壁相

固定的定滑杆，所述定滑杆底部固设有左右延伸且与所述发电腔底部内壁相固定的底接

板，所述底接板与所述中转板之间顶压连接有上下延伸的复位弹簧。

[0008] 作为优选地技术方案，所述齿合机构包括有与所述发电腔后侧内壁转动配合连接

的上齿轴，所述上齿轴前端端面固设有上齿轮，所述上齿轴下方设有与所述发电腔后侧内

壁转动配合连接的下齿轴，所述下齿轴前端末端面设有与所述上齿轮齿合连接的下齿轮，

所述下齿轮后侧设有与所述下齿轴相固定的下带轮，所述下带轮与所述上带轮之间动力连

接有上下延伸的传送带，所述下齿轮前端端面绞键相连有左右延伸的连接杆，所述连接杆

左端后侧绞键相连有与所述中转板绞键相连的上绞杆，所述连接杆左端前侧绞键相连有与

所述底接板绞键相连的下绞杆。

[0009] 作为优选地技术方案，所述齿合卡位机构包括有与所述发电腔右端内壁相通且上

下对称的滑柱口，所述滑柱口内滑动配合连接有左右延伸的导滑柱，所述导滑柱右端末端

伸出所述滑柱口并固设有上下延伸的螺纹板，所述导滑柱左端末端伸入所述发电腔且固设

有用于与所述上齿轮和所述下齿轮齿合的齿合卡位板，所述齿合卡位板右端端面顶压连接

有左右延伸且与所述发电腔右端内壁相固定的压缩弹簧，所述发电架右端端面转动配合连

接有左右延伸且与所述螺纹板螺纹配合相连的卡位螺纹轴，所述卡位螺纹轴右端末端贯穿

所述螺纹板并固设有第二把环。

[001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的设备结构简单，操作方便，通过设置有可做上下往

复运动的机构，可带动发电机转动，从而为使用者提供电能，又因为设置用于卡位的齿合机

构，可避免本装置处于非工作状态时发生转动，提高本装置的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11] 为了易于说明，本发明由下述的具体实施例及附图作以详细描述。

[0012]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优化的新型发电装装置内部整体结构示意图；

图2为图1中“A”所示局部结构放大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下面结合图1-2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其中，为叙述方便，现对下文所说的方位

规定如下：下文所说的上下左右前后方向与图1本身投影关系的上下左右前后方向一致。

[0014] 如图1-2所示，本发明的一种优化的新型发电装装置，包括有左右延伸的底座架

130以及设置在所述底座架130内开口向上的升降槽129，所述底座架130上方上方设有左右

延伸的发电架101，所述发电架101底部设有开口向下的凹槽121，所述凹槽121与所述升降

槽129之间设有升降控制机构，所述发电架101内设有左右延伸的发电腔102，所述发电腔

102左侧内壁相通设有左右延伸的通槽134，所述通槽134底部相通设有上下延伸的通杆口

131，所述通杆口131内设有上下延伸且底部末端与所述底座架130顶端端面相固定的限口

杆132，所述限口杆132顶端末端伸入所述通槽134内并固设有限口块137，所述通槽134顶端

说　明　书 2/4 页

5

CN 109962574 A

5



内壁相通设有上下延伸的滑杆槽141，所述滑杆槽141内设有摆杆机构，所述发电架101左端

端面滑动配合连接有左右延伸的固定板139，所述固定板139底部固设有上下延伸且与所述

底座架130顶端端面相固定的弹簧杆138，所述弹簧杆138滑动配合连接有推转机构，所述发

电腔102中央设有齿合机构，所述齿合机构右侧设有齿合卡位机构，所述发电腔102顶端内

壁相通设有上下延伸的皮带口112，所述发电架101顶端端面固设有电机框108，所述电机框

108与所述发电架101之间螺纹配合连接有上下延伸且左右对称的螺钉107，所述电机框108

内嵌设有发电机109，所述发电机109前端末端动力连接有动力轴110，所述动力轴110前端

末端固设有上带轮111。

[0015] 有益地，所述升降控制机构包括有所述升降槽129内转动配合连接的升降螺纹轴

122，所述升降螺纹轴122右端末端伸出所述底座架130并固设有第一把环123，所述升降螺

纹轴122螺纹配合连接有左右延伸且相对称的螺纹块124，所述螺纹块124转动相连有上下

延伸且顶端末端与所述凹槽121顶端内壁绞键相连的升降杆128，后侧所述升降杆128设有

滑接槽127，前侧所述升降杆128转动配合连接有前后延伸且用于与所述滑接槽127相滑接

的定滑杆126。

[0016] 有益地，所述摆杆机构包括有固定在所述发电架101顶端端面的转轴台106，所述

转轴台106转动配合连接有左右延伸的转杆105，所述转杆105内设有滑移槽104，所述滑移

槽104内滑接有前后延伸的滑移轴103，所述滑移轴103后端固设有上下延伸且底部末端贯

穿所述滑杆槽141的滑杆140。

[0017] 有益地，所述推转机构包括有与所述滑杆140底部端面相固定的中转板135，所述

中转板135左端伸出所述通槽134且设有与所述弹簧杆138滑动配合相连的通滑槽136，所述

中转板135左端底部端面顶压连接有上下延伸的伸缩弹簧133，所述中转板135右端伸入所

述发电腔102并固设有上下延伸的定滑槽143，所述定滑槽143内滑动配合连接有上下延伸

且与所述发电腔102顶端内壁相固定的定滑杆142，所述定滑杆142底部固设有左右延伸且

与所述发电腔102底部内壁相固定的底接板146，所述底接板146与所述中转板135之间顶压

连接有上下延伸的复位弹簧145。

[0018] 有益地，所述齿合机构包括有与所述发电腔102后侧内壁转动配合连接的上齿轴

152，所述上齿轴152前端端面固设有上齿轮151，所述上齿轴152下方设有与所述发电腔102

后侧内壁转动配合连接的下齿轴149，所述下齿轴149前端末端面设有与所述上齿轮151齿

合连接的下齿轮150，所述下齿轮150后侧设有与所述下齿轴149相固定的下带轮153，所述

下带轮153与所述上带轮111之间动力连接有上下延伸的传送带113，所述下齿轮150前端端

面绞键相连有左右延伸的连接杆148，所述连接杆148左端后侧绞键相连有与所述中转板

135绞键相连的上绞杆144，所述连接杆148左端前侧绞键相连有与所述底接板146绞键相连

的下绞杆147。

[0019] 有益地，所述齿合卡位机构包括有与所述发电腔102右端内壁相通且上下对称的

滑柱口116，所述滑柱口116内滑动配合连接有左右延伸的导滑柱115，所述导滑柱115右端

末端伸出所述滑柱口116并固设有上下延伸的螺纹板117，所述导滑柱115左端末端伸入所

述发电腔102且固设有用于与所述上齿轮151和所述下齿轮150齿合的齿合卡位板114，所述

齿合卡位板114右端端面顶压连接有左右延伸且与所述发电腔102右端内壁相固定的压缩

弹簧118，所述发电架101右端端面转动配合连接有左右延伸且与所述螺纹板117螺纹配合

说　明　书 3/4 页

6

CN 109962574 A

6



相连的卡位螺纹轴119，所述卡位螺纹轴119右端末端贯穿所述螺纹板117并固设有第二把

环120。

[0020] 本发明的设备在运行状态时，需要转动第一把环123，第一把环123带动螺纹轴122

转动，螺纹轴122使螺纹块124朝升降槽129中心处移动，并且逐渐使其升降杆128趋近竖直，

将发电架101升起，此时，由于限口块137位置不变，在限口块与中转板135之间形成一定缺

口，便于后续操作，然后向下压动转杆105，再通过由转杆105向下压动中转杆135，使其中转

杆135向下移动，此时伸缩弹簧133与复位弹簧145呈压缩状态，并且此时会经由上绞杆144

与下绞杆147推动连接杆148，然后由连接杆148带动下齿轮150转动，又因为下齿轮150与下

带轮153以及下齿轴149固定在一起，下带轮与上带轮111之间连接有传送带113，所以在下

齿轮150转动的同时下带轮153会通过传送带113带动上带轮111转动，进而通过其上带轮

111带动发电机109转动进行发电。

[0021] 当使用结束后，旋动第二把环120，第二把环120通过卡位螺纹轴119带动螺纹板

117向左移动，螺纹板117再通过导滑柱115推动齿合卡位板114左移，另其与上齿轮151和下

齿轮150齿合，避免其在非工作状态时发生转动。

[002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的设备结构简单，操作方便，通过设置有可做上下往

复运动的机构，可带动发电机转动，从而为使用者提供电能，又因为设置用于卡位的齿合机

构，可避免本装置处于非工作状态时发生转动，提高本装置的安全性。

[0023]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不经过创造性劳动想到的变化或替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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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所限定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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