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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半潜船特征的新型漂浮鹰式波浪能发电装置，其包括鹰头型吸波浮体 （1) 、船型水下附体 （4 ) 和
门型支撑臂 （2 ) ，鹰头型吸波浮体 （1) 与门型支撑臂 （2 ) 的上端固定连接，门型支撑臂 （2 ) 的下端与第
一铰链 （3 ) 连接，第一铰链 （3 ) 通过底座与船型水下附体 （4 ) 固定连接，门型支撑臂 （2 ) 连同鹰头型吸
波浮体 （1) 可绕第一铰链 （3 ) 旋转运动，船型水下附体 （4 ) 的两端安装有 L 型水下附体 （5 ) ，L 型水下
附体 （5 ) 通过第二铰链 （6 ) 与船型水下附体 （4 ) 连接，L 型水下附体 （5 ) 可绕第二铰链 （6 ) 旋转，船型
水下附体 （4 ) 的正上方和鹰头型吸波浮体 （1) 的下方安装有主浮体 （10) ，船型水下附体 （4 ) 设有浮力舱
( 17 ) 和设备舱 （18 ) ，船型水下附体 （4 ) 甲板上端两侧中间部位设有浮力调节舱 （2 1 ) 。采用上述波浪能

发电装置，有利于降低投放和维护成本，有利于提高抗台风能力，提高工作寿命。



一种具有半潜船特征的新型漂浮鹰式波浪能发电装置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波浪能发 电领域，尤其涉及 的是一种具有半潜船特征的新型漂

浮鹰式波浪能发 电装置 。

背景技术

海洋 中蕴藏着丰富的波浪能资源 ，如何低成本 、高效地开发利用波浪能是全

球各 国海洋波浪能研 究者所面临的课题 。 目前全球波浪能技术均还处于研 究阶

段 ，有多种多样 的波浪能发 电装置正在进行实验室研究或实海况试验 。目前阻碍

波浪能装置规模化应用 的技术 问题诸多：1、能量转换效率低 ，波能转换是一级、

二级、三级转换的串联系统，任何一级效率不高，都将导致转换效率低 。例如：

振荡水柱 的空气透平 因工况变化剧烈而导致效率低下；点吸收波能装置中的直线

电机 因低速下无法提供浮子所需的最佳负荷而效率低下 。 2、波能具有很强的随

机性 。许多装置无法适应这种功率的剧烈变化 ，降低 了波浪能俘获能力和转换效

率，同时还造成输 出的不稳定 。3、建造成本高。波浪能装置重量和尺寸 比较大，

建造用材料量大、人工多。另外 ，海洋波浪能装置一般在陆地上建造 ，然后投放

到工作海域 。通常，建造地距装置工作海域 比较远 ，需要采用浮 吊、运输船 、半

潜驳等工程船运输和投放 ，施工费用 昂贵 。目前只有少部分装置适合采用拖轮长

距离直接拖行 。4、装置投放后难 以维修，造成维护 困难 。波浪能装置运行过程

中总要面临维护和维修 问题 。处于风浪较大海域的波浪能装置很难实现实海况条

件下的维修或维护，因此装置的维修和维护需要回厂或回港进行 。但 回厂或回港

所需要的装置回收，比装置投放难度更大 。如何简单地实现地实现装置的投放 、

回收是保证装置能够长期运行 的前提条件之一 。

因此 ，现有技术还有待于改进和发展 。

发明内容

本发 明的 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具有半潜船特征 的新型漂浮鹰式波浪能发 电装

置，旨在解决现有 的波浪能装置效率低 、建造与维护成本高和投放后难 以回厂维

护或维修的问题 。



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一种具有半潜船特征的新型漂浮鹰式波浪能发 电装置，其包括鹰头型吸波浮

体 、船型水下附体和 门型支撑臂，鹰头型吸波浮体与 门型支撑臂的上端 固定连接 ，

门型支撑臂 的下端与第一铰链连接 ，第一铰链通过底座与船型水下 附体 固定连

接 ，门型支撑臂连 同鹰头型吸波浮体可绕第一铰链旋转运动，船型水下附体 的两

端安装有 L 型水下附体 ，L 型水下附体通过第二铰链与船型水下附体连接 ，L 型

水下附体可绕第二铰链旋转 ，船型水下附体 的正上方和鹰头型吸波浮体 的下方安

装有主浮体 ，鹰头型吸波浮体下方的船型水下附体 的甲板上安装有滑轮 ，钢索一

端穿过滑轮与鹰头型吸波浮体上的吊耳固定连接 ，钢索另一端与船型水下附体 的

甲板上的液压缸 的活塞杆顶端 固定链接 ，船型水下附体设有浮力舱和设备舱 。

所述 的具有半潜船特征的新型漂浮鹰式波浪能发 电装置，其 中，L 型水下附

体包括一水平板状结构和一竖直板状结构，所述水平板状结构上安装有浮箱和压

载块 。

所述 的具有半潜船特征的新型漂浮鹰式波浪能发 电装置，其 中，船型水下附

体 的前端两侧 固定安装有锚系 吊耳，船型水下附体两端底部固定安装有用于阻止

L 型水下附体 向内运动的限位支撑 。

所述 的具有半潜船特征的新型漂浮鹰式波浪能发 电装置，其 中，船型水下附

体 的甲板上设有用于起 限制整个装置水平振荡的板状结构的尾部竖直附体 ，尾部

竖直附体座落在 甲板上，且有斜 向支撑杆支撑 ，船型水下附体 的甲板上端两侧 中

间部位设有浮力调节舱 ，浮力调节舱 由支撑柱支撑在 甲板上，浮力调节舱上端安

装有进排气管，下端安装有进排水管 。

所述 的具有半潜船特征的新型漂浮鹰式波浪能发 电装置，其 中，鹰头型吸波

浮体 内部为空腔结构，其有足够 的浮力使鹰头型吸波体按设计水位漂浮于水面 。

所述 的具有半潜船特征的新型漂浮鹰式波浪能发 电装置，其 中，在静水浮态

下，所述 门型支撑臂与水平线的夹角设定在 30 度到 60 度之 间。

所述 的具有半潜船特征的新型漂浮鹰式波浪能发 电装置，其 中，所述主浮体

的截面 以船型水下浮体横 向中线为中线，对称分布 ，其 中主浮体截面前段弧线 以

第一铰链 的旋转 中心为圆心的一条弧线 。

所述 的具有半潜船特征的新型漂浮鹰式波浪能发 电装置，其 中，鹰头型吸波



浮体上的吊耳与滑轮之 间的钢索，与 吊耳与第一铰链之 间的第二连线垂直 。

所述 的具有半潜船特征的新型漂浮鹰式波浪能发 电装置，其 中，L 型水下附

体水平结构上安装有 固定浮箱 ，固定浮箱带有充排气管和进排水管 。

所述 的具有半潜船特征的新型漂浮鹰式波浪能发 电装置，其 中，船型水下附

体加装推进设备 。

本发 明的有益效果：1、本发 明通过将波浪能发 电装置设置成半潜船体特征，

使装置可整体在海洋 中拖行或航行 ，工作时装置下潜到设定深度 即可达到工作状

态 ，装置可将波浪能转换为 电能或其他形式的能量 ，当装置需要回港维修或在海

面检修时，装置整体上浮露出甲板 ，技术人员和设备可 以上船维护 。利用该发 明

可大幅减低海洋波浪能装置的建造 、投放和维修成本 ，可高效、快速和安全 的开

发 、利用海洋波浪能。2、鹰头型吸波浮体结构轻、质量小，且其形状 降低 了附

连水质量 ，故鹰头型吸波浮体在大范围波浪频率里响应 良好 。3、船型水下附体

和 L 型水下附体可 以适应装置拖航 以及高效俘获波浪能的需要 。

附图说明

图 1 是本发 明中具有半潜船特征的新型漂浮鹰式波浪能发 电装置的侧视 图。

图 2 是本发 明中具有半潜船特征的新型漂浮鹰式波浪能发 电装置的俯视 图。

图 3 是 图 1 的部分示意 图。

图 4 是 图 1 的部分示意 图。

图 5 是本发 明的使用状态参考 图。

图 6 是本发 明的发 电装置投入使用 的步骤 图。

图 7 是本发 明的发 电装置收回的步骤 图。

具体实施方式

为使本发 明的 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确 ，以下参照附图并举实

施例对本发 明进一步详细说 明。

本发 明的具体组成如下 图 1 和 图 2 所示，外形经过特殊设计 的鹰头型吸波浮

体 1 与 门型支撑臂 2 的上端 固定连接 ，门型支撑臂 2 的下端与第一铰链 3 连接 ，

门型支撑臂 2 连 同鹰头型吸波浮体 1 可绕第一铰链 3 旋转运动，第一铰链 3 通过

底座与船型水下附体 4 固定连接 ，船型水下附体 4 的两端安装有 L 型水下附体 5，



L 型水下附体通过第二铰链 6 与船型水下附体 4 连接 ，L 型水下附体 5 可绕第二

铰链 6 旋转 ，L 型水下附体 5 的水平板状结构上安装有浮箱 7 和压载块 8，压载

块 8 的上端链接有浮力包 9，船型水下附体 4 的正上方和鹰头型吸波浮体 1 的下

方安装有形状经过特殊设计 的主浮体 10，鹰头型吸波浮体 1 上安装有 吊耳 11，

鹰头型吸波浮体 1 下方，船型水下附体 4 的甲板上部安装有滑轮 12，钢索 13 —

端穿过滑轮 12 与 吊耳 11 固定连接 ，钢索 13 另一端与液压缸 14 的活塞杆顶端 固

定链接 ，船型水下附体 4 的前端两侧 固定安装有锚系 吊耳 15，船型水下附体 4

两端底部固定安装有 限位支撑 16，船型水下附体 4 设有浮力舱 17 和设备舱 18。

船型水下附体 4 的甲板上设有尾部竖直附体 19，尾部竖直 附体 19 座落在 甲板上，

且有斜 向支撑 20 支撑 ，船型水下水下附体 4 的甲板上端两侧 中间部位设有浮力

调节舱 2 1，浮力调节舱 2 1 由支撑柱 22 支撑在 甲板上 。液压缸 14 安装在船型水

下附体 的甲板上，但不限于这一种安装方式，液压缸 14 的安装也可一端直接铰

接在船底 ，另一端直接铰接在鹰头型吸波体上 。

为清晰描述本发 明装置中各组成部分的功能与设计要点，分 图 3 和 图 4 分别

介绍：如下 图 3，鹰头型吸波浮体 1 的截面轮廓经过 了特殊设计 ，其轮廓主要 由

第一弧线 l a、第二弧线 l b 和第三弧线 l c 组成 ，其 中第一弧线 l a 为迎波面 曲线，

其前端伸 出水线 以上，并在水线之上保持一定的弧线长度 ，另一端 向下伸展 ，末

端离船型水下附体 4 的甲板距离较近 ，即第一弧线 l a 的吃水较深 ，第三弧线 l c

以第一铰链 3 的旋转 中心为圆心，以支撑臂 2 的长度为半径 Rl ，第三弧线 l c 的

上端点与第二弧线 l b 的交点 I d 静水浮态时在正常水线 以上，第三弧线 l c 的下

端 向下伸展 ，末端离船型水下附体 4 的甲板距离较近 ，即第三弧线 l c 也吃水较

深 ，且第一弧线 l a 和第二弧线 l b 末端点在静水浮态时保持在 同一水平线上，且

两点距离较近 。鹰头型吸波浮体 1 内部为空腔结构，空腔可通过进气排水增大浮

力，或通过排气进水减小浮力，浮力调节可使其下水投放时准确达到设计状态 。

鹰头型吸波浮体 1 的内部也可填充轻质材料 ，保证鹰头型吸波体能按设计水线漂

浮 。静水浮态下支撑臂 2 与水平线的夹角设定在 30 度到 60 度之 间，通常按 45

度设定，该角度设计可使装置最大程度 的与波浪运动特征匹配 。主浮体 10 的截

面 以船型水下附体 4 横 向中线为中线，对称分布 ，其 中主浮体 10 截面前段弧线

同样 以第一铰链 3 的旋转 中心为圆心，半径为 R2，R2 略小于 Rl ，主浮体 10 的



横 向宽度小于 门型支撑臂 2 两杆 间的宽度 ，主浮体 10 为固定浮力舱 ，其提供 的

浮力基本等于除鹰头型吸波浮体 1 外装置在水 中的重量 。吊耳 11 与滑轮 12 之 间

的第一连线 l e，吊耳 11 与第一铰链 3 之 间的第二连线 l f ，第一连线 l e 与第二

连线 I f 垂直 ，该设计可使钢索 13 的运动线位移最大，液压缸 14 的行程要足够长，

或者采用多个液压缸 串联 以使总的液压缸行程满足运动距离要求，另外 ，如果空

间距离够大，液压缸 14 也可直接按第一连线 l e 线布置，即一端铰接在船舱或 甲

板上，另一端直接或通过钢丝绳沿 l e 线与鹰头型吸波浮体 1 上 的吊耳 11 连接 。

如果采用液压缸 14 一端铰接于船型水下附体 4 另一端铰接于鹰头型吸波体 1 的

方案，两铰接点的连线垂直于 吊耳 11 与第一铰链 3 之 间的连线 。船型水下附体

4 的造型类似方形驳船 的船体 ，可根据使用条件决定是否加装航行推进器 ，船型

水下附体 4 前后端均成倾斜状态 ，以减小拖行或航行时的阻力 。

如下 图 4 所示，船型水下附体 4 的两侧通过第二铰链 6 安装有 L 型水下附体

5，其水平结构和竖直结构越长越有利于装置的稳定，L 型水下附体 5 水平结构

上安装有 固定浮箱 7，固定浮箱 7 带有充排气管和进排水管，可 以控制 固定浮箱

7 内的浮力，固定浮箱 7 内充气排水浮力增大，或放气进水浮力减小，L 型水下

附体 5 水平结构的外侧可 以安放压载块 8，压载块 8 连接浮力包 9，浮力包 9 带

有充排气管和绳索，通过给浮力包 9 充排气 ，压载块 8 可 以在绳索导 向作用下 由

水下上浮到水面，或 由水面下落至预设的安装位 。船型水下附体 4 前端两侧设有

锚系 吊耳 15，锚系 吊耳 15 用于系锚泊系统，船型水下附体 4 的底部 四角设有有

限位支撑 16，有 限位支撑 16 用于阻止 L 型水下附体 5 向内运动，船型水下附体

内设置的浮力舱 17 和设备舱 18，其大小和个数可按实际需要确定，浮力舱 17

带有充排气管和进排水管，可 以控制浮力舱 17 内的浮力 。船型水下附体 4 的甲

板上设置的尾部竖直附体 19，为板状结构，起 限制装置水平振荡的作用 ，其通

过斜 向支撑 20 得到加强，船型水下附体 4 的甲板上端两侧 中间部位设有浮力调

节舱 2 1，正常状态下调节浮力舱 2 1 部分体积在水下，部分体积在水上，浮力调

节舱 2 1 上端安装有进排气管，下端安装有进排水管，通过进气排水增加浮力，

或通过排气进水减小浮力，可 以实现装置浮态 的调整，其 由支撑柱 22 支撑在 甲

板上 。

本发 明装置为漂浮式波浪能装置，其在海洋 中的存在状态如下 图 5 所示：图



中所示的装置状态为正常工作姿态 ，装置大部分浸没于水面之下，船型水下浮体

内的浮力舱 17 全部进水 ，L 型水下附体 5 水平结构上安装 的固定浮箱 7 全部进

水 ，装置除了鹰头型吸波浮体 1、主浮体 10 和浮力调节舱 2 1 外其他结构件腔体

均排净 内部气体 ，主浮体 10 基本承担装置在水 中的全部重量 ，鹰头型吸波浮体

1 内浮腔调节鹰头型吸波浮体 1 的姿态 ，浮力调节舱 2 1 调节装置整体浮态 。装

置最终调整到准确状态时仅有鹰头型吸波浮体 1 的部分体积和浮力调节舱 2 1 的

部分体积露出水面，其露出水面的高度 以鹰头型吸波浮体 1 尾部两弧线交点 I d

露出水面，装置无前后左右倾斜为准 。船型水下附体前端两侧 的锚系 吊耳 15 用

于系锚泊系统，本发 明装置的锚泊系统采用具有蓄能能力的锚泊系统，其布置方

式如 图 5 所示 。

本发 明波浪能装置的工作原理是这样 的：在波浪作用下，鹰头型吸波浮体 1

通过 门型支撑臂 2绕第一铰链 3往复旋转运动，当波浪 由波谷变为波峰的过程 中，

波浪推动鹰头型吸波浮体 1 绕第一铰链 3 向上旋转 ，同时鹰头型吸波浮体 1 拉动

钢索 13 向上运动，钢索 13 绕过滑轮 12 牵引液压缸 14 的活塞杆 向外运动，液压

缸 14 有杆腔 内的液压油被挤压进入蓄能器 ，用 以发 电或做其他形式的功；当波

浪 由波峰变波谷 的过程 中，鹰头型吸波浮体 1 失去波浪推力，其在重力作用下绕

第一铰链 3 向下旋转 ，钢索 13 不再具有 向上的牵引力，液压缸 14 的活塞杆在

外力作用下复位 ，并为有杆腔补充油液 ，为下次波浪推动鹰头型吸波浮体 1 向上

旋转做功做好准备，液压缸 14 活塞杆 的回复力可 由压力油箱提供 ，也可采用其

他方式，如果需要装置往复双 向做功，可按照液压缸 14 的安装方式在装置后半

部加装一组液压缸 ，实现双 向做功，即鹰头型吸波浮体 1 上下旋转都做功，本发

明装置的能量转换机构液压缸 14 也可 以用直线 电机等其他能量转换机构代替，

不论采用哪种能量转换元件 ，其能量转换所需的动力均有鹰头型吸波浮体 1 提

供 ，所 以本发 明能量转换部件不是仅 限于液压缸 的。能量转换过程 中，装置除了

允许鹰头型吸波浮体 1 通过 门型支撑臂 绕第一铰链 3 往复旋转运动做功外 ，其

他 降低波浪能俘获量 的运动都受到有效地抑制 ，本发 明中船型水下附体 4、 L 型

水下附体 5 和尾部竖直水下附板 19 起稳定装置状态 ，防止装置整体高频垂荡、

纵荡和纵摇 的功能。本发 明装置采用单点系泊方案，有利于装置 自动对准浪 向。

本发 明波浪能装置的投放 ，如下 图 6 : 投放前 ，锚泊部件和压载块 8 等放置



在船型水下附体 4 上，L 型水下附体 5 向上旋转超 出船型水下附体 4 的甲板面后

固定，鹰头型吸波浮体 1 向下旋转落在 甲板面上，装置整体类似为一艘运输驳船

漂浮在水面 。拖船牵引本发 明装置，拖运至装置投放地后 ，先放下两端 的 L 型水

下附体 5，再放置压载块 8 到设定位置，接着布放锚泊系统，然后船型水下附体

4 上的浮力舱 17 放气进水装置整体下潜 ，最后调整装置姿态到设计状态 ，装置

投放完毕 。

本发 明波浪能装置的回收，如下 图 7 : 装置需要投放至新的使用海域或需要

回厂维修时，装置的回收首先要给船型水下附体 4 上的浮力舱 17 充气排水 ，使

装置整体上浮 ，船型水下附体 4 露出水面，接着给浮力包 9 加气 ，压载块 8 在浮

力包 9 浮力的拉动下，浮 出水面，通过牵引绳 回收上船 ，然后给 L 型水下附体 5

上的浮箱 7 充气 ，使 L 型水下附体旋转 出水面，通过牵引绳使其离开水面固定在

船型水下浮体上 。接着解开锚系，装置此时类似为一条可拖运 的驳船 ，用拖船将

其拖运至新的投放地或拖运 回厂 。

需要指出的是船型水下附体 4 如果加装推进设备，可满足 自航 的功能，其投

放和 回收过程 中的动力 问题可 以自行解决；还有 ，如果船型水下附体 4 前端窄后

端宽，使其俯视 图看起来为梯形形状 ，可更有利于装置的 自动对准浪 向。

与 以往波浪能装置相 比，本发 明装置的优势 ： 1、优 良的吸波体造型设计 ，

鹰头型吸波浮体 1 的截面轮廓经过 了特殊设计 ，为截止型吸波体 ，波浪能转换能

力强，且尾部不造波 ，基本没有能量损失；且鹰头型吸波浮体质量小，其外形导

致 的附连水质量也很小，故该吸波浮体对相 当大频率范围的波浪响应 良好 ，具有

较好 的波浪能俘获能力 。2、吸波体 的运动位移经过特殊设计 ，静水浮态下支撑

臂 与水平线的夹角约为 45 度 ，该角度设计可使装置最大程度 的与波浪运动特

征匹配 ，因此转换能力强。3、拉动液压缸 14 做功的牵引钢索 13 的布置经过 了

特殊设计 ，吊耳 11 与第一铰链 3 之 间的连线 l f ， 吊耳 11 与第一铰链 3 之 间的

连线 l f ，连线 l e 与连线 I f 垂直，该设计可使钢索 13 的运动线位移最大 。4、装

置浮态调整简单易实现 ，其 中主浮体 10 的浮力 已基本承担 了装置在水 中的全部

重量 ，仅需鹰头型吸波浮体 1 自我调整浮态 ，调节浮力舱 2 1 微调节装置整体浮

态 即可 。5、可旋转式 L 型水下附体 5 和其上面的浮箱 7，和可拆卸压载块 8，满

足 了 L 型水下附体 5 易旋转上船和 向下投放 的功能。6、船型水下附体 4 按照船



型设计 ，可承载本发 明装置的所有设备与结构，包括锚泊系统，船型水下附体 4

在海洋 中拖行或航行时，水阻小、稳性好 。船型水下水下附体 4 完全可满足远距

离拖行要求，装置的投放与回收不再需要浮动 吊船或浮船坞 ，其投放和 回收成本

大幅降低 。

采用轻质 的鹰头型吸波浮体 ，其外形经过 了特殊设计 ，用 以最大程度 的吸收

来波而最小程度 的减少 向后造波 ，浮体 的运动轨迹基本与波浪运动相匹配 ；装置

采用 了液压转换系统作为二级能量转换系统，液压转换系统具有储能环节 ，装置

在小浪情况下，间断发 电，即在小浪作用下装置逐步蓄积能量 ，达到蓄能量 的上

限值时集 中发 电；大浪条件下，装置连续发 电；装置具有水平水下附体和 L 型水

下附体 ，水平水下浮体为平底船型结构，不但可 以起到阻止装置垂荡运动的功能，

而且可 以作为装置在海上拖行 的载体 ；安装在船型水平阻尼板两侧 的 L 型水下附

体为可旋转结构，装置工作时 L 型水下附体垂直海底 向下，运输时其可 以向上翻

起搭载在船型水平水下附体上 。装置采用单点系泊形式存在于海洋之 中，该种系

泊方式有利于装置 自动对准浪 向。总的来说，本发 明装置有利于克服漂浮式波浪

能效率低 的缺点，可满足稳定发 电；有利于批量制造 ，降低成本 ；有利于降低投

放和维护成本 ；有利于提高抗 台风能力，提高工作寿命 。

应当理解 的是，本发 明的应用不限于上述 的举例 ，对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

说，可 以根据上述说 明加 以改进或变换，所有这些改进和变换都应属于本发 明所

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权 利 要 求

1、一种具有半潜船特征的新型漂浮鹰式波浪能发 电装置 ，其特征在于，包

括鹰头型吸波浮体 、船型水下浮体和 门型支撑臂，鹰头型吸波浮体与 门型支撑臂

的上端 固定连接 ，门型支撑臂的下端与第一铰链连接 ，第一铰链通过底座与船型

水下附体 固定连接 ，门型支撑臂连 同鹰头型吸波浮体可绕第一铰链旋转运动，船

型水下附体 的两端安装有 L 型水下附体 ，L 型水下附体通过第二铰链与船型水下

附体连接 ，L 型水下附体可绕第二铰链旋转 ，船型水下附体 的正上方和鹰头型吸

波浮体 的下方安装有主浮体 ，鹰头型吸波浮体下方的船型水下附体 的甲板上安装

有滑轮 ，钢索一端穿过滑轮与鹰头型吸波浮体上的吊耳固定连接 ，钢索另一端与

船型水下附体 的甲板上的液压缸 的活塞杆顶端 固定链接 ，船型水下附体设有浮力

舱和设备舱 。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具有半潜船特征的新型漂浮鹰式波浪能发 电装置，

其特征在于，鹰头型吸波浮体 的截面轮廓为一鹰头形状 ，其轮廓主要包括第一弧

线、第二弧线和第三弧线，其 中第一弧线为迎波面 曲线，其前端伸 出水线 以上，

另一端 向下伸展 ，末端邻近船型水下附体 的甲板 ，第三弧线 以第一铰链 的旋转 中

心为圆心，以门型支撑臂的长度为半径画的一条弧线，第三弧线的上端点与第二

弧线的交点在静水浮态时处于正常水线 以上，第三弧线的下端 向下伸展 ，末端邻

近船型水下附体 的甲板 ，且第一弧线和第二弧线末端点在静水浮态时保持在 同一

水平线上 。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具有半潜船特征的新型漂浮鹰式波浪能发 电装置，

其特征在于，装置的船型水下附体具有平底方形驳船外形 。

4、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具有半潜船特征的新型漂浮鹰式波浪能发 电装置，

其特征在于，液压缸一端铰接于船体 ，另一端铰接于鹰头型吸波体 ，两铰接点的

连线垂直于 吊耳与第一铰链之 间的连线 。

5、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具有半潜船特征的新型漂浮鹰式波浪能发 电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主浮体 的截面 以船型水下附体横 向中线对称分布 ，其 中主浮体

截面前段弧线 以第一铰链 的旋转 中心为圆心的一条弧线，其半径小于 门型支撑臂

的长度 ，主浮体 的横 向宽度小于 门型支撑臂两杆 间的宽度 。

6、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具有半潜船特征的新型漂浮鹰式波浪能发 电装置，



其特征在于，船型水下附体 的甲板上端两侧 中间部位设有浮力调节舱 ，常态下调

节浮力舱部分体积在水下，部分体积在水上，浮力调节舱上端安装有进排气管，

下端安装有进排水管，通过进气排水增加浮力，或通过排气进水减小浮力，其 由

支撑柱支撑在 甲板上 。

7、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具有半潜船特征的新型漂浮鹰式波浪能发 电装置，

其特征在于，L 型水下附体包括一水平板状结构和一竖直板状结构，所述水平板

状结构上安装有浮箱和压载块 ，压载块 的上端链接有浮力包 ，浮力包带有充排气

管和绳索 。

8、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具有半潜船特征的新型漂浮鹰式波浪能发 电装置，

其特征在于，船型水下附体 的前端两侧 固定安装有锚系 吊耳，船型水下附体两端

底部固定安装有用于阻止 L 型水下附体 向内运动的限位支撑 。

9、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具有半潜船特征的新型漂浮鹰式波浪能发 电装置，

其特征在于，船型水下附体 的甲板上设有用于起 限制整个装置水平振荡的板状结

构的尾部竖直附体 ，尾部竖直附体座落在 甲板上，且有斜 向支撑杆支撑 。

10、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具有半潜船特征的新型漂浮鹰式波浪能发 电装

置，其特征在于，鹰头型吸波浮体 内部为空腔结构，或填充轻质材料 。

11、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具有半潜船特征的新型漂浮鹰式波浪能发 电装

置，其特征在于，在静水浮态下，所述 门型支撑臂与水平线的夹角设定在 30 度

到 60 度之 间。

1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具有半潜船特征的新型漂浮鹰式波浪能发 电装

置，其特征在于，鹰头型吸波浮体上的吊耳与滑轮之 间的钢索，与 吊耳与第一铰

链之 间的第二连线垂直 。

1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具有半潜船特征的新型漂浮鹰式波浪能发 电装

置，其特征在于，L 型水下附体水平结构上安装有 固定浮箱 ，固定浮箱带有充排

气管和进排水管 。

14、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具有半潜船特征的新型漂浮鹰式波浪能发 电装

置，其特征在于，船型水下附体加装有推进设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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