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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农业工程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

种光伏日光温室系统，包括：日光温室、倾角可变

光伏支架；其中，日光温室设置在倾角可变光伏

支架内，且倾角可变光伏支架的前立柱和日光温

室前屋面均与前共用基础固定，倾角可变光伏支

架的后立柱和日光温室保温后墙均与后共用基

础固定；倾角可变光伏支架的顶部组合平面设有

倾角可变光伏板，光伏板可开启一定角度。本系

统可灵活调整温室生产和光伏发电的比例，如冬

季光线弱，生产效益高，因此可通过倾角可变调

节装置，使光照全部透过，只进行温室生产，而夏

季，生产效益不高，可以光伏发电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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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光伏日光温室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日光温室、倾角可变光伏支架；其中，日

光温室设置在倾角可变光伏支架内，且倾角可变光伏支架的前立柱和日光温室前屋面均与

前共用基础固定，倾角可变光伏支架的后立柱和日光温室保温后墙均与后共用基础固定；

倾角可变光伏支架的顶部组合平面设有倾角可变光伏组件，光伏组件可开启一定角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顶部组合平面与水平面夹角在20°至45°

之间，北高南低，偏角与日光温室保持一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日光温室顶部光伏组件和散射光薄膜1:

1列状排布，宽度设计为光伏组件的宽度；光伏组件从北到南分三排；所述散射光薄膜通过

卡槽卡簧固定，卡槽固定于光伏支架上；光伏支架还包括倾角可变调节装置。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倾角可变调节装置由传动装置以及控制

器组成，从南到北共3排，安与光伏组件相连。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日光温室顶部为组装式卡槽型骨架，骨

架上设置光伏组件和散射光薄膜。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日光温室顶部设有保温被和卷帘机。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共用基础外侧包括共用基础保温层，内

侧设有保温蓄水池和温室加温系统。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温室加温系统以水为介质，保温蓄水池

作为蓄热点，通过开闭水泵，主动控制热量的收集和释放。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卷帘机安装于日光温室长度方向的中间

位置。

10.根据权利要求1～9任一所述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光伏日光温室系统的茬口安

排：9月至次年4月以农业生产效益为主，进行越冬生产；4月至9月以光伏发电效益为主，进

行弱光作物生产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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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光伏日光温室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农业工程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光伏日光温室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日光温室的主要作用是进行越冬生产，来满足北方冬季供菜需求，减少南菜北运

的高成本，提高人类生活品质。受设施园艺产能过剩、市场波动过大、传统日光温室建造成

本高等问题的影响，近年来日光温室收益变低，农户增收受到影响。

[0003] 光伏温室是在温室屋面顶部安装光伏组件而形成的一种温室，该温室可利用温室

屋面截获的部分光照发电，从而获得农业生产和光伏发电的双重效益。由于光伏组件透光

率较差，在冬季光照较弱的时期，在温室屋面布置光伏组件会进一步降低室内光照强度，进

一步降低产量。而在夏季，室外光照较为强烈，适当的遮挡有利于避免强光对作物生长的抑

制。此时在温室屋面合理布置光伏组件有助于优化作物生长环境，促进作物生长。现有光伏

温室均是将光伏组件固定在温室屋面或屋脊处，虽然可以在夏季调节光照，利用多余的光

进行发电，但难以在冬季尽可能减少光伏组件遮挡。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光伏日光温室系统，包括：日光温室、倾角可变

光伏支架；其中，日光温室设置在倾角可变光伏支架内，且倾角可变光伏支架的前立柱和日

光温室前屋面均与前共用基础固定，倾角可变光伏支架的后立柱和日光温室保温后墙均与

后共用基础固定；倾角可变光伏支架的顶部组合平面设有倾角可变光伏组件，光伏组件可

开启一定角度。

[0005] 所述顶部组合平面与水平面夹角在20°至45°之间，北高南低，偏角与日光温室保

持一致。

[0006] 所述日光温室顶部光伏组件和散射光薄膜1:1列状排布，宽度设计为光伏组件的

宽度；光伏组件从北到南分三排；所述散射光薄膜通过卡槽卡簧固定，卡槽固定于光伏支架

上；光伏支架还包括倾角可变调节装置。

[0007] 所述倾角可变调节装置由传动装置以及控制器组成，从南到北共3排，安与光伏组

件相连。

[0008] 所述日光温室顶部为组装式卡槽型骨架，骨架上设置光伏组件和散射光薄膜。

[0009] 所述日光温室顶部设有保温被和卷帘机。

[0010] 所述共用基础外侧包括共用基础保温层，内侧设有保温蓄水池和温室加温系统。

[0011] 所述温室加温系统以水为介质，保温蓄水池作为蓄热点，通过开闭水泵，主动控制

热量的收集和释放。

[0012] 所述卷帘机安装于日光温室长度方向的中间位置。

[0013] 所述光伏日光温室系统的茬口安排：9月至次年4月以农业生产效益为主，进行越

冬生产；4月至9月以光伏发电效益为主，进行弱光作物生产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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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具有以下优点：

[0015] 1，本系统具有倾角可变调节装置，可灵活调整温室生产和光伏发电的比例，如冬

季光线弱，生产效益高，因此可通过倾角可变调节装置，使光照全部透过，只进行温室生产，

而夏季，生产效益不高，可以光伏发电为主。

[0016] 2，光伏组合平面中光伏组件和透光单元以1:1列式排布的排布方式更有利于解决

温室生产和光伏发电争光的问题，光伏日光温室在满足温室生产的条件下，最大化利用太

阳能进行光伏发电。

[0017] 3，日光温室的采光薄膜采用具有一定散射作用的薄膜，相比于普通光伏温室，本

发明的光伏温室内光环境更均匀，有利于温室生产。

[0018] 4，本发明中日光温室和光伏发电系统共用基础，且光伏骨架承担雪荷载，故选用

轻型材料建造日光温室，降低光伏日光温室系统的建造成本。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发明的光伏日光温室系统的侧视图；

[0020] 图2是本发明的光伏日光温室系统的俯视图；

[0021] 图中，1—光伏组件；2—散射光薄膜；3—倾角可变光伏支架；4—卡槽卡簧；5—共

用基础保温层；6—共用基础；7—前屋面；8—保温后墙；9—保温被；10—卷帘机；11—倾角

可变调节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对实施例作详细说明。

[0023] 如图1、2所示，一种光伏日光温室系统，包括：日光温室、倾角可变光伏支架；其中，

日光温室设置在倾角可变光伏支架内，且倾角可变光伏支架的前立柱和日光温室前屋面均

与前共用基础固定，倾角可变光伏支架的后立柱和日光温室保温后墙均与后共用基础固

定；倾角可变光伏支架的顶部组合平面设有倾角可变光伏组件，光伏组件可开启一定角度。

[0024] 所述共用基础外侧包括共用基础保温层，内侧设有保温蓄水池和温室加温系统。

[0025] 所述日光温室顶部为组装式卡槽型骨架，骨架上设置光伏组件和散射光薄膜。

[0026] 所述日光温室顶部设有保温被和卷帘机。

[0027] 所述温室加温系统以水为介质，保温蓄水池作为蓄热点，通过开闭水泵，主动控制

热量的收集和释放。

[0028] 所述卷帘机安装于日光温室长度方向的中间位置。

[0029] 所述顶部组合平面与水平面夹角在20°至45°之间，北高南低，偏角与日光温室保

持一致；所述光伏组合平面以卷帘机为中线一分为二，宽度为卷帘机工作宽度。

[0030] 所述日光温室顶部光伏组件和散射光薄膜1:1列状排布，宽度设计为光伏组件的

宽度；光伏组件从北到南分三排；所述散射光薄膜通过卡槽卡簧固定，卡槽固定于光伏支架

上；光伏支架还包括倾角可变调节装置。

[0031] 所述倾角可变调节装置由传动装置以及控制器组成，从南到北共3排，安与光伏组

件相连。

[0032] 所述光伏日光温室系统的茬口安排：9月至次年4月以农业生产效益为主，进行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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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生产；4月至9月以光伏发电效益为主，进行弱光作物生产为辅。

[0033] 实施例1

[0034] 以北京地区为例设计光伏日光温室。

[0035] 选择地形开阔、土壤肥沃、光照资源充足、水资源供应方便、供电条件好、交通发达

的北京南郊。

[0036] 设计日光温室的跨度为8m，根据北京地区的太阳高度角和日光温室建筑规范确定

温室脊高为4m，后墙高2.9m，后坡水平投影1.1m，后屋面角为45°，前屋面采用双圆曲线方法

设计。

[0037] 日光温室骨架采用新型组装式卡槽型骨架，采用现场组装形式，拱杆上、下弦杆、

腹杆均采用2mm镀锌钢带连续辊弯成型的U型冷弯型钢，拱杆与纵向系杆采用装配形式，无

焊点，无需进行防腐处理，使用寿命长。

[0038] 日光温室围护结构采用15mm聚苯乙烯挤塑板，具有建造成本低、施工效率高、装配

化程度高等优点。

[0039] 日光温室组装式骨架每个拱杆上弦杆装卡簧固定雾度为55％的散射光薄膜。

[0040] 日光温室内部下挖长、宽、高均为3m的蓄水池，并在蓄水池四周铺设15mm聚苯乙烯

挤塑板做保温处理。

[0041] 日光温室加温系统采用地中热交换加温系统，沿温室跨度方向深0.6m处水平铺设

PVC热风管道，PVC热风管道间隔为0.7m，在南北两端PVC管道垂直向上通向地面，PVC热风管

道口设置双向轴流风机；集热或放热过程中，开启风机，将温室内的热量带入土壤或将土壤

中的热量释放到温室内。

[0042] 光伏发电系统采用钢架结构；东西两光伏平面间距为1m；透光单元薄膜选用普通

塑料薄膜。

[0043] 倾角可变调节装置选用齿轮齿条传动装置进行控制。

[0044] 实施例2

[0045] 该光伏日光温室以番茄为栽培作物进行周年生产为例。

[0046] 由于番茄价格高峰出现在冬季春节，在4月后价格出现低谷，4月以后由于温度回

暖，果蔬价格较低，故茬口安排如下：在9月中旬进行番茄定植，12月开始采收，至4月番茄拉

秧，4月至9月进行弱光叶菜栽培。

[0047] 9月开始，温室进行番茄生产过程中，以番茄需求为主，通过倾角可变调节装置根

据番茄所需光照强度调节温室内光环境强弱，满足番茄生产的条件下利用多余太阳能进行

光伏发电；12月左右番茄开始采收，番茄对光的需求量大，通过倾角可变调节装置调节光伏

组件倾角，最大限度的使太阳光照射到温室内。

[0048] 冬季雨雪天气下，通过倾角可变调节装置闭合光伏组件，积雪在光伏组合平面上，

对日光温室不造成影响。

[0049] 该光伏日光温室安装有温室加温系统，温室内热能不足时，开启温室加温系统，满

足作物生长发育要求。

[0050] 4月番茄拉秧后，温室种植耐弱光的叶菜，以光伏发电效益为主，通过倾角可变调

节装置调节光伏组件至最佳发电倾角。

[0051] 整个光伏日光温室系统中将光伏发电并入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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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此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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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护范围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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