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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智能玻璃技术领域，公开了一种

自发电智能玻璃，包括：窗框和设置在窗框内的

外层玻璃、内层玻璃、多块太阳能电池板、第一电

动伸缩杆、滑槽、折叠板、第一蓄电池、光照传感

器和控制系统，折叠板位于外层玻璃和内层玻璃

之间，窗框的顶部和底部均设有对称的滑槽，折

叠板的外侧相邻两面上均设有太阳能电池板，多

块太阳能电池板之间通过柔性导线串联连接，太

阳能电池板与第一蓄电池连接，电动伸缩杆、光

照传感器和控制系统分别连接电源，第一电动伸

缩杆和光照传感器分别与控制系统连接，这种自

发电智能玻璃，当光照较强时，对光线进行遮挡，

同时进行发电，自动化控制发电，使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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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发电智能玻璃，其特征在于，包括：窗框(1)和设置在窗框(1)内的外层玻璃

(2)、内层玻璃(3)、多块太阳能电池板(4)、第一电动伸缩杆(5)、滑槽(6)、折叠板(7)、第一

蓄电池、光照传感器和控制系统；

外层玻璃(2)设置在窗框(1)内的外侧面，内层玻璃(3)设置在窗框(1)内的内侧面，折

叠板(7)位于外层玻璃(2)和内层玻璃(3)之间，窗框(1)的顶部和底部均设有对称的滑槽

(6)，折叠板(7)的上端和下端对应设置在对称的滑槽(6)内，第一电动伸缩杆(5)沿窗框(1)

的长度方向伸缩，折叠板(7)的一端固定在窗框(1)的左侧或右侧，折叠板(7)的另一端与第

一电动伸缩杆(5)的自由端固定连接，折叠板(7)外侧面的每个折叠面上均设有太阳能电池

板(4)，多块太阳能电池板(4)之间通过柔性导线(15)串联连接，太阳能电池板(4)通过导线

与第一蓄电池连接，窗框(1)内侧设有控制按键，第一电动伸缩杆(5)通过控制按键与电源

连接，第一电动伸缩杆(5)、光照传感器和控制系统分别连接电源，第一电动伸缩杆(5)和光

照传感器分别与控制系统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发电智能玻璃，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筒体(8)、自动卷轴(9)、

柔性太阳能电池板(10)、第二电动伸缩杆(11)和第二蓄电池，筒体(8)固定在窗框(1)的顶

部，位于外层玻璃(2)的一侧，自动卷轴(9)设置在筒体(8)内，柔性太阳能电池板(10)卷绕

在自动卷轴(9)上，柔性太阳能电池板(10)的前端穿出筒体(8)通过连接板与第二电动伸缩

杆(11)的前端铰接，第二电动伸缩杆(11)的后端铰接在窗框(1)上，柔性太阳能电池板(10)

与第二蓄电池连接，第二电动伸缩杆(11)通过导线连接电源和控制系统。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自发电智能玻璃，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支撑杆(13)和小型风力发

电装置(14)，筒体(8)顶部还固定有遮挡板(12)，支撑杆(13)设置在遮挡板(12)的顶部，小

型风力发电装置(14)设置在支撑杆(13)的顶部，小型风力发电装置(14)通过导线与第二蓄

电池连接。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发电智能玻璃，其特征在于，所述折叠板(7)为两块，所述第一

电动伸缩杆(5)为两个，两块折叠板(7)的外端固定在窗框(1)的左右两侧，两个第一电动伸

缩杆(5)的后端均固定在窗框(1)的左右两侧，两个第一电动伸缩杆(5)的自由端分别与两

块折叠板(7)的内端对应连接，两块折叠板(7)的内端设有相互匹配可拆卸连接的铁片和磁

铁条。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发电智能玻璃，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层玻璃(2)由以下质量百

分比的原料制成：0.5～0.55％MgO、0.5～0.55％Na2O、60～61％SiO2、12～12.5％Al2O3、6.0

～6.5％K2O、1～1.2％ZrO2、0.3～0.4％Li2O，所述外层玻璃(2)中的Fe含量以Fe2O3计为

100ppm以下。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发电智能玻璃，其特征在于，所述内层玻璃(3)为智能玻璃，内

层玻璃(3)通过电磁开关与第一蓄电池连接，电磁开关和控制系统连接。

7.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自发电智能玻璃，其特征在于，所述窗框(1)的左右两侧设有收

纳腔，两个第一电动伸缩杆(5)和两块折叠板(7)收缩后均隐藏在收纳腔内

8.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自发电智能玻璃，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系统包括：单片机和显

示屏，单片机和显示屏分别与电源连接，显示屏、第一电动伸缩杆(5)、光照传感器、第二电

动伸缩杆(11)、第一蓄电池和第二蓄电池分别与单片机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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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发电智能玻璃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智能玻璃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自发电智能玻璃。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为了采光好，房屋设计均采用大面

积玻璃窗户，然而大面积玻璃窗户导致夏天室内太热，空调耗电较多，而太阳能又是天然能

源，取之不尽，如何充分利用玻璃窗户进行发电是人们潜在的需求。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一种自发电智能玻璃，可以解决现有技术中的上述问题。

[000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自发电智能玻璃，包括：窗框和设置在窗框内的外层玻璃、内层

玻璃、多块太阳能电池板、第一电动伸缩杆、滑槽、折叠板、第一蓄电池、光照传感器和控制

系统；

[0005] 外层玻璃设置在窗框内的外侧面，内层玻璃设置在窗框内的内侧面，折叠板位于

外层玻璃和内层玻璃之间，窗框的顶部和底部均设有对称的滑槽，折叠板的上端和下端对

应设置在对称的滑槽内，第一电动伸缩杆沿窗框的长度方向伸缩，折叠板的一端固定在窗

框的左侧或右侧，折叠板的另一端与第一电动伸缩杆的自由端固定连接，折叠板外侧面的

每个折叠面上均设有太阳能电池板，多块太阳能电池板之间通过柔性导线串联连接，太阳

能电池板通过导线与第一蓄电池连接，窗框内侧设有控制按键，第一电动伸缩杆通过控制

按键与电源连接，第一电动伸缩杆、光照传感器和控制系统分别连接电源，第一电动伸缩杆

和光照传感器分别与控制系统连接。

[0006] 还包括：筒体、自动卷轴、柔性太阳能电池板、第二电动伸缩杆和第二蓄电池，筒体

固定在窗框的顶部，位于外层玻璃的一侧，自动卷轴设置在筒体内，柔性太阳能电池板卷绕

在自动卷轴上，柔性太阳能电池板的前端穿出筒体通过连接板与第二电动伸缩杆的前端铰

接，第二电动伸缩杆的后端铰接在窗框上，柔性太阳能电池板与第二蓄电池连接，第二电动

伸缩杆通过导线连接电源和控制系统。

[0007] 还包括支撑杆和小型风力发电装置，筒体顶部还固定有遮挡板，支撑杆设置在遮

挡板的顶部，小型风力发电装置设置在支撑杆的顶部，小型风力发电装置通过导线与第二

蓄电池连接。

[0008] 所述折叠板为两块，所述第一电动伸缩杆为两个，两块折叠板的外端固定在窗框

的左右两侧，两个第一电动伸缩杆的后端均固定在窗框的左右两侧，两个第一电动伸缩杆

的自由端分别与两块折叠板的内端对应连接，两块折叠板的内端设有相互匹配可拆卸连接

的铁片和磁铁条。

[0009] 所述外层玻璃由以下质量百分比的原料制成：0.5～0 .55％MgO、0 .5～0 .55％

Na2O、60～61％SiO2、12～12.5％Al2O3、6.0～6.5％K2O、1～1.2％ZrO2、0.3～0.4％Li2O，所

述外层玻璃中的Fe含量以Fe2O3计为100ppm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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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所述内层玻璃为智能玻璃，内层玻璃通过电磁开关与第一蓄电池连接，电磁开关

和控制系统连接。

[0011] 所述窗框的左右两侧设有收纳腔，两个第一电动伸缩杆和两块折叠板收缩后均隐

藏在收纳腔内。

[0012] 所述控制系统包括：单片机和显示屏，单片机和显示屏分别与电源连接，显示屏、

第一电动伸缩杆、光照传感器、第二电动伸缩杆、第一蓄电池和第二蓄电池分别与单片机连

接。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4] 本发明通过在窗框内设置外层玻璃和内层玻璃，在外层玻璃和内层玻璃之间设置

推拉式折叠板，在推拉式折叠板上设置多块太阳能电池板，相邻两块太阳能电池板之间通

过柔性导线连接，太阳能电池板与第一蓄电池连接，通过光照强度传感器感应太阳光的光

照强度，控制系统根据太阳光的光照强度信号控制第一电动伸缩杆带动折叠板伸长或缩

短，对光线进行遮挡，同时进行发电，自动化控制发电，使用方便。

[0015] 通过在窗框顶部设置筒体，在筒体内设置自动卷轴，柔性太阳能电池板卷绕在自

动卷轴上，通过光照强度传感器、控制系统和第二电动伸缩杆和自动卷轴实现柔性太阳能

电池板的伸长和缩短，通过柔性太阳能电池板进行发电，自动化控制发电，使用方便。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自发电智能玻璃的正面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自发电智能玻璃的侧面截面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自发电智能玻璃中折叠板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自发电智能玻璃的控制原理框图。

[0020] 附图标记说明：

[0021] 1-窗框，2-外层玻璃，3-内层玻璃，4-太阳能电池板，5-第一电动伸缩杆，6-滑槽，

7-折叠板，8-筒体，9-自动卷轴，10-柔性太阳能电池板，11-第二电动伸缩杆，12-遮挡板，

13-支撑杆，14-小型风力发电装置，15-柔性导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1-4，对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描述，但应当理解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受具体实施方式的限制。

[0023] 如图1、图2和图4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自发电智能玻璃，包括：窗框1和

设置在窗框1内的外层玻璃2、内层玻璃3、多块太阳能电池板4、第一电动伸缩杆5、滑槽6、折

叠板7、第一蓄电池、光照传感器和控制系统；

[0024] 外层玻璃2设置在窗框1内的外侧面，内层玻璃3设置在窗框1内的内侧面，折叠板7

位于外层玻璃2和内层玻璃3之间，窗框1的顶部和底部均设有对称的滑槽6，折叠板7的上端

和下端对应设置在对称的滑槽6内，第一电动伸缩杆5沿窗框1的长度方向伸缩，折叠板7的

一端固定在窗框1的左侧或右侧，折叠板7的另一端与第一电动伸缩杆5的自由端固定连接，

折叠板7外侧面的每个折叠面上均设有太阳能电池板4，多块太阳能电池板4之间通过柔性

导线15串联连接，太阳能电池板4通过导线与第一蓄电池连接，窗框1内侧设有控制按键，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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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动伸缩杆5通过控制按键与电源连接，第一电动伸缩杆5、光照传感器和控制系统分别

连接电源，第一电动伸缩杆5和光照传感器分别与控制系统连接。

[0025] 使用方法及工作原理：光照传感器监测太阳光的光照强度，并将太阳光的光照强

度信号发送给控制系统，控制系统监测的太阳光的光照强度与设定值进行比较，当光照强

度高于设定值时，控制系统控制第一电动伸缩杆5伸长，第一电动伸缩杆5带动折叠板7沿滑

槽6展开，对太阳光线进行遮挡，折叠板7为可折叠波纹塑胶板，太阳能电池板4为光伏薄膜

板，同时多块太阳能电池板4将太阳光转换为电能储存在第一蓄电池内，本发明能够自动感

应太阳光的强度，根据太阳光的强度展开或收缩折叠板，通过折叠板外侧面上的太阳能电

池板4将太阳能转换为电能实现智能发电，自动化控制，避免强烈的太阳光透过玻璃直射入

室内导致室内温度较高，手动通过控制按键控制第一电动伸缩杆伸长或收缩，能够使折叠

板具有窗帘的作用，白天用于发电和遮光，晚上直接当窗帘使用，节省了窗帘，使用方便。

[0026] 控制系统包括单片机，第一电动伸缩杆5和光照传感器分别与单片机连接。

[0027] 如图3和图4所示，还包括：筒体8、自动卷轴9、柔性太阳能电池板10、第二电动伸缩

杆11和第二蓄电池，筒体8固定在窗框1的顶部，位于外层玻璃2的一侧，自动卷轴9设置在筒

体8内，柔性太阳能电池板10卷绕在自动卷轴9上，柔性太阳能电池板10的前端穿出筒体8通

过连接板与第二电动伸缩杆11的前端铰接，第二电动伸缩杆11的后端铰接在窗框1上，柔性

太阳能电池板10与第二蓄电池连接，第二电动伸缩杆11通过导线连接电源和控制系统。

[0028] 使用方法及工作原理：为了充分使用太阳能进行发电，本实施例通过将柔性太阳

能电池板10卷绕在自动卷轴9上，当光照传感器感应太阳光的强度大于单片机设定的太阳

光的强度值时，单片机控制第二电动伸缩杆11伸长通过连接板推动柔性太阳能电池板10从

自动卷轴9上输出到自动卷轴9外，通过柔性太阳能电池板10将太阳光转换为电能储存在第

二蓄电池内，充分使用太阳能发电，当光照传感器感应太阳光的强度小于单片机设定的太

阳光的强度时，单片机控制第二电动伸缩杆11缩短通过连接板拉动柔性太阳能电池板10，

同时在自动卷轴9内卷簧的作用下，柔性太阳能电池板10卷绕在自动卷轴9上，自动化控制

进行发电，充分使用太阳能，使用方便，筒体8能够对柔性太阳能电池板10进行保护。

[0029] 如图3和图4所示，还包括支撑杆13和小型风力发电装置14，筒体8顶部还固定有遮

挡板12，支撑杆13设置在遮挡板12的顶部，小型风力发电装置14设置在支撑杆13的顶部，小

型风力发电装置14通过导线与第二蓄电池连接。

[0030] 使用方法及工作原理：风能是不可忽略的清洁能源，在筒体8上设置遮挡板12，遮

挡板12不但能对柔性太阳能电池板10进行遮挡保护，而且和支撑杆13共同对小型风力发电

装置14进行支撑，通过小型风力发电装置14将风能转换为机械能然后将机械能转换为电

能，小型风力发电装置14为现有小型风力发电机。

[0031] 所述折叠板7为两块，所述第一电动伸缩杆5为两个，两块折叠板7的外端固定在窗

框1的左右两侧，两个第一电动伸缩杆5的后端均固定在窗框1的左右两侧，两个第一电动伸

缩杆5的自由端分别与两块折叠板7的内端对应连接，两块折叠板7的内端设有相互匹配可

拆卸连接的铁片和磁铁条。

[0032] 为了使得玻璃外观对称美观，设置两块折叠板7，两个第一电动伸缩杆5，两块折叠

板7展开后通过相互匹配的铁片和磁铁条相互吸合，避免太阳光从两块折叠板7之间的空隙

进入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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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所述外层玻璃2由以下质量百分比的原料制成：0.5～0.55％MgO、0.5～0.55％

Na2O、60～61％SiO2、12～12.5％Al2O3、6.0～6.5％K2O、1～1.2％ZrO2、0.3～0.4％Li2O，所

述外层玻璃2中的Fe含量以Fe2O3计为100ppm以下。

[0034] 为了提高外层玻璃2的透光率，降低玻璃中过渡金属离子的含量，本发明通过对玻

璃板中的MgO、Na2O和铁(Fe)含量进行严格管理，Fe的含量在100ppm以下的范围内，能够获

得外层玻璃2厚度为1mm时的可见光透射比为92％以上，由以上原料制成的外层玻璃2，具有

高透光性，同时使得外层玻璃2的机械性能、抗风化能力加强，能够对抗风沙雨雪等恶劣气

候环境，提高了整个装置的使用寿命。

[0035] 所述内层玻璃3为智能玻璃，内层玻璃3通过电磁开关与第一蓄电池连接，电磁开

关和控制系统连接。

[0036] 智能玻璃随着阳光辐射量的增加，会自动变暗，与此同时，处在阴影下的智能玻璃

开始明亮，使装上智能玻璃的建筑物减少供暖和致冷需用能量的25％、照明的60％、峰期电

力需要量的30％，节约能源。

[0037] 所述窗框1的左右两侧设有收纳腔，两个第一电动伸缩杆5和两块折叠板7收缩后

均隐藏在收纳腔内，使得在不发电时，玻璃两侧不会被折叠板遮挡，外形美观。

[0038] 所述控制系统包括：单片机和显示屏，单片机和显示屏分别与电源连接，显示屏、

第一电动伸缩杆5、光照传感器、第二电动伸缩杆11、第一蓄电池和第二蓄电池分别与单片

机连接，显示屏用于显示第一蓄电池和第二蓄电池的电量。

[0039] 本发明通过在窗框内设置外层玻璃和内层玻璃，在外层玻璃和内层玻璃之间设置

推拉式折叠板，在推拉式折叠板上设置多块太阳能电池板，相邻两块太阳能电池板之间通

过柔性导线连接，太阳能电池板与第一蓄电池连接，通过光照强度传感器感应太阳光的光

照强度，控制系统根据太阳光的光照强度信号控制第一电动伸缩杆带动折叠板伸长或缩

短，对光线进行遮挡，同时进行发电，自动化控制发电，使用方便。

[0040] 通过在窗框顶部设置筒体，在筒体内设置自动卷轴，柔性太阳能电池板卷绕在自

动卷轴上，通过光照强度传感器、控制系统和第二电动伸缩杆和自动卷轴实现柔性太阳能

电池板的伸长和缩短，通过柔性太阳能电池板进行发电，自动化控制发电，使用方便。

[0041] 以上公开的仅为本发明的几个具体实施例，但是，本发明实施例并非局限于此，任

何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能思之的变化都应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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