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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太阳能一体化路灯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太阳能一体化路灯，
包
括太阳能板、灯臂和灯头，
灯臂的一端设置有安
装基座，另一端设置有连接盘，
沿连接盘的圆周
方向设置有多个通孔；
太阳能板由一托盘支架支
撑、
并通过一U型支架安装在连接盘的上方；
本方
案采用独特的U型支架设计和托盘支架设计，
通
过调节固定螺丝的位置实现太阳能板水平方向
上360度旋转；
托盘支架通过螺栓固定在U型支架
的上端，
U型支架上设置有弧形滑槽，
通过调节在
弧形滑槽内的位置实现太阳能板在垂直方向上
的旋转，
保证了太阳能板在不同纬度下能够达到
最大的转换效率，
并结合具体灯臂角度及灯头角
度等设计，
整体结构设计巧妙，
安装便捷，
生产效
率高，
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和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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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太阳能一体化路灯，
包括太阳能板(1)、灯臂(2)和灯头(3) ，
其特征在于，
灯臂(2)的
一端设置有安装基座(21) ，
另一端设置有连接盘(22) ，
连接盘(22)的端部设置有安装灯头
(3)的第三安装孔(23) ，
连接盘(22)的中心处设置有第一通孔，
沿连接盘(22)的圆周方向设
置有多个第二通孔(221) ；
太阳能板(1)由一托盘支架(4)支撑、
并通过一U型支架(5)安装在
连接盘(22)的上方；
所述U型支架(5)包括底板以及位于底板两侧的侧板，
U型支架竖直安装在连接盘(22)
上，
所述底板上设置有与所述第一通孔匹配的第三通孔(51) ，
第三安装孔(23)的两侧对称
设置有与所述第二通孔(221)匹配的第四通孔，
第一通孔与第三通孔(51)对齐连通作为灯
头(3)与太阳能板(1)连接导线的通孔，
第二通孔(221)和第四通孔通过螺栓固定连接，
所述
侧板的端部还设置有第四安装孔(53)以及以第四安装孔(53)为圆心设置的弧形滑槽(52) ，
所述托盘支架(4)通过螺栓与第四安装孔(53)固定连接，
且在弧形滑槽(52)处设置一可沿
弧形滑槽(52)滑动的调节螺栓。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能一体化路灯，其特征在于 ：所述灯头(3) 包括上灯壳
(31)、
下灯罩(32)以及设置在上灯壳(31)和下灯罩(32)内的电池组(33)、灯板(34)和控制
器，
所述灯板(34)通过立柱(37)固定在上灯壳(31)上，
所述上灯壳(31)采用铝材质，
下灯罩
(32)采用PC材质，
电池组(33)与上灯壳内表面接触。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太阳能一体化路灯，
其特征在于：
所述灯臂(2)相对于水平面
具有向上的倾角α，
α为4-6度，
所述灯板(34)相对于水平面具有向上的2-3度倾角设计。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能一体化路灯，
其特征在于：
所述弧形滑槽(52)的圆心角
为180°
-300°
。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能一体化路灯，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通孔(221)的数量
为6-16个。
6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太阳能一体化路灯，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下灯罩(32)的内表面上
设置有若干条凸起的栅格条纹(35)。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能一体化路灯，
其特征在于：
所述安装基座(21)具有一弧
形凹部(211)和位于弧形凹部(211)两侧的连接板部(212) ，
在安装基座(21)的安装面上还
设置有纵横交错的防滑纹。
8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太阳能一体化路灯，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上灯壳(31)的内表面还
设置有纵横交错的加强筋(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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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一体化路灯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路灯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太阳能一体化路灯。
背景技术
[0002] 路灯涉及照明技术，
适用于工厂大院、
公园、街道和小区亮化等户外照明。现有常
规太阳能路灯能够解决传统路灯供电和节能难题，
但多存在以下缺陷：(1)太阳能路灯体积
较大，
运输麻烦，
且灯罩多采用亚克力和玻璃，
运输过程中容易损坏；(2)灯头的照射角度一
般为垂直于底面，
难以保证有效的照射面积；(3)太阳能电池板的安装角度与纬度有关，
安
装的最佳角度一般是纬度+1度，
而目前的太阳能电池板的角度一般是固定的或是仅可根据
固设好的角度进行简单调节，
安装角度难以根据具体安装场地依据光照条件调整太阳能电
池板的受光角度，
进而会导致太阳能转化效率低。
以上缺陷严重限制了太阳能路灯运用，
使
得其相对传统路灯的多种优势不能合理的体现，
导致现有的太阳能路灯的实用性和性价比
大打折扣。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运输不便、
太阳能电
池板的受光角度固定等缺陷，
提供一种太阳能一体化路灯，
能够有效保证根据具体安装场
地(纬度) 适应性调整太阳能电池板的受光角度，
提高太阳能路灯的实用价值。
[0004] 本实用新型是采用以下的技术方案实现的，
一种太阳能一体化路灯，
包括太阳能
板、灯臂和灯头，
该太阳能一体化路灯采用全铝灯体一体压铸成型，
结构设计巧妙坚固、安
装简便，
其特征在于，
灯臂的一端设置有安装基座，
另一端设置有连接盘，
连接盘的端部设
置有安装灯头的第三安装孔，
连接盘的中心处设置有第一安装孔，
沿连接盘的圆周方向设
置有多个第一通孔；
太阳能板由一托盘支架支撑、
并通过一U型支架安装在连接盘的上方；
[0005] 所述U型支架包括底板以及位于底板两侧的侧板，
U型支架竖直安装在连接盘上，
所述底板上设置有与所述第一安装孔匹配的第二安装孔，
第二安装孔的两侧对称设置有与
所述第一通孔匹配的第二通孔，
第一安装孔与第二安装孔通过螺栓连接，
第一通孔和第二
通孔通过螺栓固定连接，
当需要调整太阳能电池板在水平方向上的角度时，
以第一通孔处
的螺栓所在直线为转轴，
旋转U型支架，
通过调节第二通孔与不同孔位的第一通孔配合即可
实现太阳能板在水平方向上360旋转，
所述侧板的端部还设置有第四安装孔以及以第四安
装孔为圆心设置的弧形滑槽，
所述托盘支架通过螺栓与第四安装孔固定连接，
且在弧形滑
槽处设置一可沿弧形滑槽滑动的调节螺栓，
当需要调整太阳能电池板在竖直方向上的角度
时，
以第四安装孔处的螺栓为转轴，
使调节螺栓以特定角度沿弧形滑槽转动并固定即可实
现在竖直面内的调整。
[0006] 进一步的，
所述灯头包括上灯壳、
下灯罩以及设置在上灯壳和下灯罩内的电池组、
灯板和控制器，
所述灯板通过立柱固定在上灯壳上，
所述上灯壳采用铝材质，
下灯罩采用PC
材质，
电池组与上灯壳内表面接触，
采用独特的灯头设计，
将电池设置在灯头内，
节约空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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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可以防水又保证散热。
[0007] 进一步的，
所述灯臂相对于水平面具有向上的倾角α，
α为4-6度，
所述灯板相对于
水平面具有向上的2-3度倾角设计，
充分保证了灯具的配光。
[0008] 进一步的，
所述弧形滑槽的圆心角为180 °
-300 °
，
即为太阳能板在竖直面内的旋转
角度，
以保证太阳能电池板接受充分的光照。
[0009] 进一步的，
所述第二通孔的数量为6-16个，
第二通孔的数量越多，
则太阳能板在水
平方向上旋转的角度控制的更加精确。
[0010] 进一步的，
所述下灯罩的内表面上设置有若干条凸起的栅格条纹，
采用优质PC原
料，
保证高透光率和强度，
且通过栅格条纹的设计使出光更加均匀，
防眩光、刺眼。
[0011] 进一步的，
所述安装基座具有一弧形凹部和位于弧形凹部两侧的连接板部，
在安
装基座的安装面上还设置有纵横交错的防滑纹，
以适应不同的安装环境，
比如可直接安装
在灯杆或墙壁上，
并增大连接处的摩擦力。
[0012] 进一步的，
所述上灯壳的内表面还设置有纵横交错的加强筋，
一方面用以放置电
池组，
保证电池组与上灯壳具有充分的接触面积，
另一方面能够提高上灯壳的结构强度。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和积极效果在于：
[0014] 本方案采用独特的U型支架设计和托盘支架设计，
U型支架通过螺栓固定在连接盘
上方，
通过调节固定螺丝的位置实现太阳能板水平方向上360度旋转；
托盘支架通过螺栓固
定在U 型支架的上端，
U型支架上设置有弧形滑槽，
通过调节在弧形滑槽内的位置实现太阳
能板在垂直方向上的旋转，
可实现300度等范围内调整，
保证了太阳能板在不同纬度下能够
达到最大的转换效率，
充分保证太阳能板的受光面积，
并结合具体灯臂角度及灯头角度等
设计，
有效提高该太阳能一体化路灯的实用价值，
整体结构设计巧妙，
安装便捷，
生产效率
高，
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和市场竞争力。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所述太阳能一体化路灯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除去太阳能板和灯头的安装框架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所述灯臂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所述U型支架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所述下灯罩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6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所述上灯壳及内部灯板、
电池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7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所述上灯壳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了能够更加清楚地理解本实用新型的上述目的、
特征和优点，
下面结合附图及
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说明。
需要说明的是，
在不冲突的情况下，
本申请的实施例及
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互组合。
[0023] 一种太阳能一体化路灯，
该太阳能一体化路灯采用全铝灯体一体压铸成型，
结构
设计强度高、
安装简便，
如图1-3所示，
具体包括太阳能板1、灯臂2和灯头3，
灯臂2的一端设
置有安装基座21，
另一端设置有连接盘22，
连接盘22的端部设置有用以安装灯头3的第三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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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孔23，
连接盘22的中心处设置有第一通孔，
沿连接盘22的圆周方向设置有多个第二通孔
221；
太阳能板1由一托盘支架4支撑、
并通过一U型支架5安装在连接盘22的上方，
所述托盘
支架4为X型，
以保证太阳能板安装的稳定性。
[0024] 如图4所示，
所述U型支架5包括底板以及位于底板两侧的侧板，
U型支架竖直安装
在连接盘22上，
所述底板上设置有与所述第一通孔匹配的第三通孔51，
第三通孔51的两侧
对称设置有与所述第二通孔221匹配的第四通孔，
第一通孔与第三通孔51对齐作为灯头3与
太阳能板1连接导线的通孔，
第二通孔221和第四通孔通过螺栓固定连接，
当需要调整太阳
能电池板在水平方向上的角度时，
以第一通孔处的Z轴为转轴，
旋转U型支架，
通过调节第四
通孔与不同孔位的第二通孔221配合即可实现太阳能板在水平方向上360旋转，
本实施例
中，
第二通孔221的数量为6-16个，
第二通孔的数量越多，
则太阳能板在水平方向上旋转的
角度控制的更加精细，
具体实施时，
也可以将通孔的设计直接修改为圆形滑槽的设计，
这样
在任意角度都可以调整；
所述侧板的端部还设置有第四安装孔53以及以第四安装孔53为圆
心设置的弧形滑槽52，
所述托盘支架4通过螺栓与第四安装孔53固定连接，
且在弧形滑槽52
处设置一可沿弧形滑槽52滑动的调节螺栓，
所述弧形滑槽52的圆心角为180 °
-300 °
，
本实施
例优选240度，
即为太阳能板在竖直面内的旋转角度，
以保证太阳能电池板接受充分的光
照，
为了方便调节，
所述弧形滑槽52的一侧还设置有角度刻度，
当需要调整太阳能电池板在
竖直方向上的角度时，
以第四安装孔处的螺栓为转轴，
使调节螺栓以特定角度沿弧形滑槽
转动并固定即可实现在竖直面内的调整，
这样不论路灯安装在哪个地区，
都可以保证太阳
能板正对太阳，
保证更好的照射角度。
[0025] 继续参考图5-7，
所述灯头3包括上灯壳31、下灯罩32以及设置在上灯壳31和下灯
罩 32内的电池组33、灯板34和控制器，
所述灯板34通过立柱37固定在上灯壳31上，
所述灯
板34相对于水平面具有向上的2-3度倾角设计，
本实施例优选3度，
从图1可以看出，
灯臂 2
相对于水平面具有向上的倾角α，
α为4-6度，
本实施例优选5度，
灯板倾角与灯臂角度设计相
配合，
充分保证了灯头的配光，
保证有效的照射面积。所述上灯壳31采用铝材质，
下灯罩32
采用PC材质，
电池组33与上灯壳内表面接触，
上灯壳31的内表面还设置有纵横交错的加强
筋36，
一方面用以放置电池组，
保证电池组与上灯壳具有充分的接触面积，
另一方面能够提
高上灯壳的结构强度；
采用独特的灯头设计，
将电池设置在灯头内，
节约空间，
既可以防水
又保证散热，
LED灯板与控制器一体化设计，
可辅助实现灯具光控开关、
遥控器远程控制、
定
时调光、
雷达感应等功能，
更加人性化、
智能化。
[0026] 本实施例中，
所述下灯罩32的内表面上设置有若干条凸起的栅格条纹35，
采用优
质PC 原料，
保证高透光率和坚固性，
且通过栅格条纹的设计使出光更加均匀，
防眩光、刺
眼。
[0027]
另外，
继续参考图3，
所述安装基座21具有一弧形凹部211和位于弧形凹部211两侧
的连接板部212，
在安装基座21的安装面上还设置有纵横交错的防滑纹，
以适应不同的安装
环境，
比如可直接安装在灯杆或墙壁上，
并增大连接处的摩擦力。
[0028] 本方案采用独特的U型支架设计和托盘支架设计，
U型支架通过螺栓固定在连接盘
上方，
通过调节固定螺丝的位置实现太阳能板水平方向上360度旋转；
托盘支架通过螺栓固
定在U 型支架的上端，
U型支架上设置有弧形滑槽，
通过调节在弧形滑槽内的位置实现太阳
能板在垂直方向上的旋转，
可实现300度范围内调整，
保证了太阳能板在不同纬度下能够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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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大的转换效率，
充分保证太阳能板的受光面积，
整体结构设计巧妙，
使用安装便捷，
运
输体积也小很多，
生产效率高。
[0029] 以上所述，
仅是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 ，
并非是对本实用新型作其它形式
的限制，
任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员可能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加以变更或改型为等同
变化的等效实施例应用于其它领域，
但是凡是未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内容，
依据本实
用新型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改型，
仍属于本实用新
型技术方案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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