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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机械整流式海浪吸能发电

装置，所述机械整流式海浪吸能发电装置包括用

于俘获海洋波浪能并将其转化为自身动能的能

量俘获机构和用于吸收所述能量俘获机构的动

能并将其转化为电能的能量转化机构，所述能量

转化机构包括机械整流单元和发电单元，所述机

械整流单元能够将所述动能变换为输入转轴连

续单向转动的机械能，所述发电单元将所述机械

能转化为电能。本发明基于电磁式振动能量收集

装置并通过对能量传导过程进行机械整流，能够

将海浪不规则的上下往复振动能量吸收并转换

为发电机转轴的单向转动，具有很高的能量转换

效率和可靠性，可以为小型灯塔或远洋船只等海

上基础设施提供稳定高效的电力供应，提高了其

工作时长或续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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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机械整流式海浪吸能发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械整流式海浪吸能发电装

置包括能量俘获机构和能量转化机构，所述能量俘获机构用于俘获海洋波浪能并将所述海

洋波浪能转化为自身的动能，所述能量转化机构用于吸收所述能量俘获机构的动能并将所

述动能转化为电能，其中，所述能量转化机构包括机械整流单元和发电单元，所述机械整流

单元包括输出转轴，所述发电单元包括能够与所述输出转轴传动连接的输入转轴，所述机

械整流单元用于将所述能量俘获机构的动能变换为所述输入转轴连续单向转动的机械能，

所述发电单元用于将所述机械能转化为电能；

所述机械整流单元包括沿竖直方向相对设置的第一导轨和第二导轨、能够在所述第一

导轨中上下运动的第一齿条、能够在所述第二导轨中上下运动并与所述第一齿条平行设置

的第二齿条、能够在所述第一齿条的作用下转动的第一齿轮、能够在所述第二齿条的作用

下转动的第二齿轮、安装于所述第一齿轮中的第一单向轴承、安装于所述第二齿轮中的第

二单向轴承、用于将所述第一齿条与所述第二齿条连接在一起的第一圆盘和第二圆盘、分

别位于所述第一齿轮外侧和所述第二齿轮外侧的第一带座轴承和第二带座轴承、安装于所

述第一带座轴承和所述发电单元之间的梅花联轴器和所述输出转轴，所述输出转轴依次穿

过所述第二带座轴承、所述第二单向轴承、所述第一单向轴承和所述第一带座轴承后与所

述发电单元的所述输入转轴在所述梅花联轴器中相连接，所述机械整流单元还包括底板，

所述发电单元、所述第一导轨、所述第二导轨、所述第一带座轴承和所述第二带座轴承安装

于所述底板上；

所述机械整流式海浪吸能发电装置还包括锚定机构，所述锚定机构位于所述能量俘获

机构的下方并与之固定连接，所述锚定机构包括导向筒、固定轴和防水活塞机构，所述导向

筒的上端与所述能量俘获机构的板体的中心孔过盈配合以实现固定连接，下端与所述防水

活塞机构进行固定连接，所述固定轴位于所述导向筒内，所述固定轴的上端与所述第二圆

盘固定连接，下端与所述防水活塞机构固定连接；

所述防水活塞机构包括活塞壳体、两个UN型密封圈及线性轴承，所述两个UN型密封圈

和所述线性轴承位于所述活塞壳体内，所述两个UN型密封圈位于所述线性轴承的上方并通

过凹槽固定在所述固定轴上，所述线性轴承安装在所述固定轴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机械整流式海浪吸能发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能量转化机

构外部设有防水罩，用于阻止海水侵入所述能量吸收机构，所述防水罩包括壳体和保护盖，

所述壳体和所述保护盖密封连接，所述壳体下部分别与所述底板、所述能量俘获机构固定

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机械整流式海浪吸能发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能量俘获机

构为浮漂，所述浮漂为圆柱形泡沫板，且采用密度为15g/L的EPS板制作而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机械整流式海浪吸能发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发电单元为

增速发电机。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机械整流式海浪吸能发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械整流式

海浪吸能发电装置还包括储能单元，所述储能单元用于存储所述发电单元产生的电能，所

述储能单元安装于底板上相对于发电单元的另一侧。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机械整流式海浪吸能发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水罩为拼

装结构，并通过单组份的胶粘剂PE胶水进行拼装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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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机械整流式海浪吸能发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水罩与所

述底板之间通过4个螺栓进行固定连接，所述防水罩的罩体材料为铝合金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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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整流式海浪吸能发电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海浪发电领域，具体而言，涉及一种机械整流式海浪吸能发电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本部分提供的仅仅是与本公开相关的背景信息，其并不必然是现有技术。

[0003]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大力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力量，海上设施特别是远海上基础设施的持续用电问题，成为制约海洋开发利用活动的重

要因素，现有技术中比较常见的是太阳能发电，太阳能发电虽然具有清洁环保等优点，但严

重受制于气象条件，具体而言，受昼夜温差、光照影响比较大，不具有24小时发电能力。

[0004] 据世界能源委员会的调查显示，全球可利用的波浪能达到20亿千瓦，相当于目前

世界发电能量的2倍，我国拥有广阔的海洋资源，波浪能的理论存储量约为7000万千瓦，沿

海波浪能能流密度大约为2-7kW/m，只要收集利用这些海浪能中的一小部分就可以有效满

足紧张的能源缺口。目前，灯塔、渔船等小功率的海上设备所用的发电装置主要为气动涡轮

机、水电电动机、直流电磁发电机等电力采集系统，以上传统的海浪发电装置通常体积笨

重、结构复杂、不易搬运和携带、机动性差，并且还存在操作不便、实际运用时灵活性低、能

量转换效率低、适用性差等缺点，现有技术中的海上发电装置由于存在上述缺点，因而不能

给小型灯塔或远洋船只等海上基础设施提供持久稳定高效的电力供应，不能有效满足提高

其工作时长或续航能力的海上工作要求。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供一种机械整流式海浪吸能发电装置，目的是至少解决上述现有技术中

存在的问题之一，该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6] 一种机械整流式海浪吸能发电装置，所述机械整流式海浪吸能发电装置包括能量

俘获机构和能量转化机构，所述能量俘获机构用于俘获海洋波浪能并将所述海洋波浪能转

化为自身的动能，所述能量转化机构用于吸收所述能量俘获机构的动能并将所述动能转化

为电能，其中，所述能量转化机构包括机械整流单元和发电单元，所述机械整流单元包括输

出转轴，所述发电单元包括能够与所述输出转轴传动连接的输入转轴，所述机械整流单元

用于将所述能量俘获机构的动能变换为所述输入转轴连续单向转动的机械能，所述发电单

元用于将所述机械能转化为电能。

[0007] 进一步地，所述机械整流单元包括沿竖直方向相对设置的第一导轨和第二导轨、

能够在所述第一导轨中上下运动的第一齿条、能够在所述第二导轨中上下运动并与所述第

一齿条平行设置的第二齿条、能够在所述第一齿条的作用下转动的第一齿轮、能够在所述

第二齿条运动的作用下转动的第二齿轮、安装于所述第一齿轮中的第一单向轴承、安装于

所述第二齿轮中的第二单向轴承、用于将所述第一齿条与所述第二齿条连接在一起的第一

圆盘和第二圆盘、分别位于所述第一齿轮外侧和所述第二齿轮外侧的第一带座轴承和第二

带座轴承、安装于所述第一带座轴承和所述发电单元之间的梅花联轴器和所述输出转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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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输出转轴依次穿过所述第二带座轴承、所述第二单向轴承、所述第一单向轴承和所述

第一带座轴承后与所述发电单元的所述输入转轴在所述梅花联轴器中相连接，所述机械整

流单元还包括底板，所述发电单元、所述第一导轨、所述第二导轨、所述第一带座轴承和所

述第二带座轴承安装于所述底板上。

[0008] 进一步地，所述机械整流式海浪吸能发电装置还包括锚定机构，所述锚定机构位

于所述能量俘获机构的下方并与之固定连接，所述锚定机构包括导向筒、固定轴和防水活

塞机构，所述导向筒的上端与所述能量俘获机构的板体的中心孔过盈配合以实现固定连

接，下端与所述防水活塞机构进行固定连接，所述固定轴位于所述导向筒内，所述固定轴的

上端与所述第二圆盘固定连接，下端与所述防水活塞机构固定连接。

[0009] 进一步地，所述防水活塞机构包括活塞壳体、两个UN型密封圈及线性轴承，所述两

个UN型密封圈和所述线性轴承位于所述活塞壳体内，所述两个UN型密封圈位于所述线性轴

承的上方并通过凹槽固定在所述固定轴上，所述线性轴承安装在所述固定轴上。

[0010] 进一步地，所述能量转化机构外部设有防水罩，用于阻止海水侵入所述能量吸收

机构，所述防水罩包括壳体和保护盖，所述壳体和所述保护盖密封连接，所述壳体下部分别

与所述底板、所述能量俘获机构固定连接。

[0011] 进一步地，所述能量俘获机构为浮漂，所述浮漂为圆柱形泡沫板，且采用密度为

15g/L的EPS板制作而成。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发电单元为增速发电机。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机械整流式海浪吸能发电装置还包括储能单元，所述储能单元用

于存储所述发电单元产生的电能，所述储能单元安装于底板上相对于发电单元的另一侧。

[0014] 进一步地，所述防水罩为拼装结构，并通过单组份的胶粘剂PE胶水进行拼装连接。

[0015] 进一步地，所述防水罩与所述底板之间通过4个螺栓进行固定连接，所述防水罩的

罩体材料为铝合金7075。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技术方案的优点在于：

[0017] 1、在海浪发电领域，本发明首次采用内置单向轴承的双齿轮齿条运动转换机构，

可实现在机械传动端对环境振动进行整流，将双向往复的振动输入转换为输出转轴的连续

单向转动输出，连接发电机构后，可实现连续不断的直流电能输出，显著提高了能量利用

率；

[0018] 2、本发明可以为多种小功率海上设备提供电力，不受昼夜温差、光照影响、具有24

小时发电潜力；

[0019] 3、本发明总体零件数目少且便于拆卸与安装，方便携带与搬运、机动性强、占用空

间小、方便操作、适用性广；

[0020] 4、本发明利用机械整流单元可以将波浪的上下运动转化为电机的旋转运动，在保

证可靠性、密封性的同时充分提高了能量转化效率；

[0021] 5、本发明提供的发电装置刚度大、结构稳定、承载能力强、运动惯性小。

附图说明

[0022] 通过阅读下文优选实施方式的详细描述，各种其他的优点和益处对于本领域普通

技术人员将变得清楚明了。附图仅用于示出优选实施方式的目的，而并不认为是对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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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而且在整个附图中，用相同的参考符号表示相同的部件。在附图中：

[0023] 图1为本发明中的机械整流式海浪吸能发电装置正视图；

[0024] 图2为本发明中能量转化装置的轴测图；

[0025] 图3为本发明中防水活塞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了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将结合附图及具体

的实施方式，对本申请进行详细的介绍说明。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附图中显示了本公开的示

例性实施方式，然而应当理解，可以以各种形式实现本公开而不应被这里阐述的实施方式

所限制。相反，提供这些实施方式是为了能够更透彻地理解本公开，并且能够将本公开的范

围完整的传达给本领域的技术人员。

[0027] 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提出了一种机械整流式海浪吸能发电装置，参见图

1，所述机械整流式海浪吸能发电装置包括能量俘获机构100和能量转化机构200，能量俘获

机构100用于俘获海洋波浪能并将所述海洋波浪能转化为自身的动能，优选采用浮漂，所述

浮漂优选为圆柱形泡沫板，并采用密度为15g/L的EPS板制作而成；能量转化机构200用于吸

收能量俘获机构100的动能并将所述动能转化为电能，其中，能量转化机构200包括机械整

流单元210和发电单元220，其中，发电单元220优选为增速发电机，具体而言，发电单元220

可由小型直流减速发电机及发电机固定座组成；所述机械整流式海浪吸能发电装置还包括

储能单元(例如蓄电池)230，用于存储发电单元220所产生的电能，并且储能单元230安装于

底板219上相对于发电单元的另一侧，用来平衡浮漂重心。

[0028] 参见图2，本发明中的机械整流单元210包括沿竖直方向相对设置的第一导轨211A

和第二导轨211B、能够在所述第一导轨中上下运动的第一齿条212A、能够在所述第二导轨

中上下运动并与第一齿条212A平行设置的第二齿条212B、用于驱动第一齿条212A运动的第

一齿轮213A、用于驱动第二齿条212B运动的第二齿轮213B、安装于第一齿轮213A中的第一

单向轴承(图中未示出)、安装于第二齿轮213B中的第二单向轴承(图中未示出)、用于将第

一齿条212A与第二齿条212B连接在一起的第一圆盘214A和第二圆盘214B、分别位于第一齿

轮213A外侧和第二齿轮213B外侧的第一带座轴承215A和第二带座轴承215B、安装于第一带

座轴承215A和发电单元220之间的梅花联轴器216和一根输出转轴(图中未示出)，所述输出

转轴依次穿过第二带座轴承212B、第二单向轴承212B、第一单向轴承212A和第一带座轴承

215A并与上述部件保持过盈配合，轴系间由轴套及止推轴承进行轴向定位，所述输出转轴

与发电单元220的输入转轴在梅花联轴器216中相连接，此外，本发明中的机械整流单元210

还包括底板217，发电单元220、第一导轨211A、第二导轨211B、第一带座轴承215A和第二带

座轴承215B固定安装于底板217上，其中，第一带座轴承215A和第二带座轴承215B通过螺栓

固定在底板217上，以保证与第一齿轮、第二齿轮及所述输出转轴同轴安装；所述第一齿条、

第二齿条通过所述第一圆盘和所述第二圆盘连接在一起，实现了两根齿条在受到驱动力驱

动时能够同步进行上下平行运动；所述第一单向轴承、所述第二单向轴承分别过盈嵌套在

第一齿轮213A和第二齿轮213B的内部，两个齿轮通过两个单向轴承的单向传动作用，可以

分别将向上、向下的运动转化为单向的旋转运动，从而实现了机械式整流。

[0029] 机械整流单元210能够用于将能量俘获机构100双向的动能变换为输出转轴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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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转动的机械能，发电单元220进一步将所述机械能转化为电能。

[0030] 继续参见图1，为了便于使所述第一齿条、所述第二齿条分别与所述第一齿轮、所

述第二齿轮产生相对运动，所述机械整流式海浪吸能发电装置还包括锚定机构300，锚定机

构300位于能量俘获机构100的下方并与之固定连接，通过锚定机构300来固定能量转化机

构中的所述第一齿条、所述第二齿条，锚定机构300的底端可以锚定在海底固定端，海上平

台或者其它固定部件上，从而使得能量俘获机构带动所述底板上下运动，而与此同时，所述

第一齿条、所述第二齿条分别受到锚定机构300的固定作用而与所述底板上的所述第一齿

轮、所述第二齿轮产生相对运动。具体而言，参见图1、图3，锚定机构300包括导向筒301、固

定轴302和防水活塞机构303，导向筒301的上端与能量俘获机构100的板体的中心孔过盈配

合以实现固定连接，下端则与防水活塞机构303进行固定连接，固定轴302位于导向筒301

内，固定轴302的上端与第二圆盘214B固定连接，可选地，固定轴302的上端与第二圆盘215B

中心的小孔通过过盈配合实现固定连接，固定轴302的下端与所述防水活塞机构固定连接；

参见图3，防水活塞机构303包括活塞壳体3031、两个UN型密封圈3032及线性轴承3033，所述

两个UN型密封圈3032和所述线性轴承3033位于活塞壳体3031内，两个UN型密封圈3032位于

线性轴承3033的上方并通过凹槽固定在固定轴302上，线性轴承3033安装在固定轴302上，

防水活塞机构303可以有效阻止海水进入内部。

[0031] 此外，为了阻止海水侵入能量吸收机构200即实现顶部防水，参见图1，本发明中能

量转化机构200的外部设有防水罩400，防水罩400采用拼装结构，并通过单组份的胶粘剂PE

胶水进行拼装连接，防水罩400包括壳体和保护盖两部分组成，两部分之间通过防水胶密封

连接，避免能量吸收装置受到海水的侵蚀和冲击，壳体的下部分别与底板217、能量俘获机

构100的上表面固定连接，防水罩400通过4个M4螺栓与底板217固定连接，防水罩400的罩体

材料优选为铝合金7075。

[0032] 为了能够更好的在实际海浪测试过程中观察能量转化装置工作状态，顶部还设置

有观察窗口以方便维修、检查，鉴于PVC板具有防水性能突出、抗风、抗震等特点，所述透明

窗口采用透明的PVC板(聚氯乙烯板)制作而成。

[0033] 本发明提供的机械整流式海浪吸能发电装置，采用浮漂等能量俘获装置捕获海洋

波浪上下振动的能量，并将海浪能转换为所述能量俘获装置自身的动能，带动能量转化装

置中的底板上下运动，而与此同时锚定机构中的固定轴下端与海底固连，上端连接能量转

化机构中的第二底盘，从而限定齿条的运动，齿条与底板产生相对运动从而带动齿轮转动，

由于两个齿轮中均安装有单向轴承，因此能量俘获机构的上下运动便转化为能量转化机构

中输入转轴的单向旋转运动从而带动发电单元进行发电，发电单元产生的电能被存储在储

能单元中，为海上用电设施提供电力支持。

[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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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轻易想到的修改、等同替

换或改进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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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所述权利要

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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