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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光伏发电装备技术领域，尤其涉

及到一种遥控可翻转式太阳能板双轴追光发电

装置。由主体支架、托架、太阳能板翻转驱动机

构、托架旋转驱动机构、太阳能板、自动控制系统

构成，托架安装在支架上。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

明采用太阳能自动跟踪控制模块，实时使太阳与

太阳能板处于垂直状态，提高发电效率；本装置

的追踪结构巧妙的增加了遥控防雪覆盖功能，通

过GPRS远程控制模块远程开启防雪覆盖模式，使

追踪装置的适应能力变强，降低了维护成本；可

沿托架的两侧扩展安装太阳能板，同时底部的主

体支架可以根据太阳能板的数量进行扩展，实现

多组太阳能板的同时跟踪，实现大面积光伏追踪

发电，提高占地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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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遥控可翻转太阳能板双轴追光发电装置，其特征为由主体支架、托架、太阳能板

翻转驱动机构、托架旋转驱动机构、太阳能板、自动控制系统构成，托架安装在支架上；

所述主体支架，由托架支撑A、托架支撑B、支撑A、支撑B、横梁A-a、横梁A-b、横梁B、横梁

C、支撑固定座、直角角撑、横梁接头、电机固定框架、电机支架支柱构成；横梁A-a和横梁A-b

等长对应，横梁B和横梁C等长对应，将横梁A-a、横梁A-b、横梁B和横梁C固定连接构成长方

形或正方形框架；主体支架中横梁B、横梁C的长度等于托架上滑杆A与滑杆B之间的间距；横

梁A-a通过直角角撑分别与托架支撑A和支撑A连接，横梁A-b通过直角角撑分别与托架支撑

B和支撑B连接，托架支撑A和托架支撑B之间与横梁B用横梁接头连接，支撑A和支撑B之间与

横梁C用横梁接头连接，由电机固定框架和电机支架支柱构成电机支架，电机固定框架的大

小与电机基座相匹配，电机固定框架固定安装在横梁B的中间位置，电机固定框架的两个拐

角下端分别固定电机支架支柱，在每根支撑和电机支架支柱的下端固定安装支撑固定座；

所述托架，由承重梁A、承重梁B、滑杆A、滑杆B、滑杆固定座、铰链A、铰链B构成；托架的

宽度与太阳能板的宽度相匹配，托架的长度即承重梁A、承重梁B的长度为太阳能板长度的

倍数加安装滑杆的间隔量，根据设计制作要求确定承重梁A、承重梁B的长度为3个太阳能板

的宽度加两个安装滑杆间隔的长度；在滑杆A和滑杆B上分别套装滑动铰链支座A和滑动铰

链支座B，把滑杆A和滑杆B两端，分别通过滑杆固定座固定安装到太阳能板与相邻的太阳能

板的间隔空档的承重梁A和承重梁B上，并与承重梁A和承重梁B垂直；在托架下端的承重梁A

对应滑杆A和滑杆B的固定滑杆固定座的位置，通过铰链A和铰链B分别安装在托架支撑A和

托架支撑B上；

所述太阳能板翻转驱动机构，由传动轴A、传动轴B-a、传动轴B-b、太阳能板固定架、轴

承座、电机、花键传动轴、万向节联轴器、链轮、链条、限位开关构成；传动轴A、传动轴B-a、传

动轴B-b按照太阳能板的面积大小及安装滑竿的间隔量，间隔、均布，在传动轴A、传动轴B-

a、传动轴B-b的两端分别设置安装轴承的轴颈，在传动轴A的一端，安装轴承轴颈的内侧设

置安装双排链轮轴颈，在传动轴B-a、传动轴B-b的同一端设置安装轴承轴颈的内侧对应传

动轴A上的双排链轮轴颈，分别错位设置安装单排链轮轴颈；在传动轴A的双排链轮轴颈上

安装双排链轮后，通过轴承座安装在承重梁B的中间位置，另一端通过轴承座安装在承重梁

A的对应位置上；在传动轴A的左右两边，根据太阳能板固定架和安装滑杆的间隔量确定的

等距离位置，将传动轴B-a、传动轴B-b分别安装单排链轮后，与传动轴A的双排链轮对应位

置，通过轴承座固定安装在承重梁B上，另一端通过轴承座固定安装在承重梁A上；在传动轴

A的双排链轮上分别安装与传动轴B-a、传动轴B-b上单排链轮链接的链条A和链条B；3组太

阳能板固定架，分别固定安装在传动轴A、传动轴B-a、传动轴B-b上，太阳能板固定安装在太

阳能板固定架上；电机固定安装在电机固定框架上，花键传动轴通过万向节联轴器A连接在

电机动力输出轴上；传动轴A穿过承重梁A上的通孔，通过万向节联轴器B与花键传动轴的另

一端相连接；限位开关固定在承重梁A的一侧上与太阳能板的边框底边角相对应的位置，在

太阳能板的同一底边的另一个边框底边角固定一个半圆形的限位开关挡块，限位开关的触

点位置与在太阳能板的边框底边角安装的限位开关挡块相对应；

所述托架旋转驱动机构，由电动推杆A、电动推杆B、滑动铰链支座A、滑动铰链支座B、铰

链支座A-a、铰链支座A-b、铰链支座B-a、铰链支座B-b、铰链支座C-a、铰链支座C-b、拉杆A、

拉杆B构成；铰链支座A-a安装固定在横梁A-a的中间位置，铰链支座A-b安装在横梁A-a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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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A一端；铰链支座B-a安装在横梁A-b的中间位置与铰链支座A-a对应，铰链支座B-b安装在

横梁A-b的支撑B一端与铰链支座A-b对应；拉杆A和拉杆B的两端有通孔，拉杆A一端通过铰

链支座A-a安装到主体支架横梁A-a上，另一端通过滑动铰链支座A的支座连接到滑杆A上；

电动推杆A的一端通过铰链支座A-b安装在主体支架横梁A-a上，电动推杆A的另一端通过铰

链支座C-a安装到拉杆A的中间位置；拉杆B的一端，通过铰链支座B-a安装到主体支架横梁

A-b上的中间位置，另一端通过滑动铰链支座B的支座连接到滑杆B上，电动推杆B的一端通

过铰链支座B-b安装在主体支架横梁A-b上，电动推杆B的另一端通过铰链支座C-b安装到拉

杆B的中间位置；

所述的自动控制系统，由太阳能自动跟踪控制模块、GPRS远程控制模块、单片机、电机

驱动模块构成；自动跟踪控制模块、GPRS远程控制模块分别与单片机相连接，单片机与电机

驱动模块、限位开关相连接，电机驱动模块分别与翻转驱动机构的电机及托架驱动机构的

电动推杆A和电动推杆B相连接；太阳能自动跟踪控制模块，固定安装在太阳能板翻转机构

中的传动轴A上，位于传动轴A的正中间位置；GPRS远程控制模块、单片机、电机驱动模块安

装在电气控制箱内，固定安装在主体支架便于操作的位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遥控可翻转太阳能板双轴追光发电装置，其特征为所述

的支撑、横梁、电机支架、托架支撑由型钢制作，承重梁由等边角钢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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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遥控可翻转太阳能板双轴追光发电装置

一、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光伏发电装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到一种遥控可翻转太阳能板双轴追

光发电装置。

二、背景技术

[0002] 太阳能作为一种清洁能源备受瞩目，很多国家都致力于发展兼具经济和环保效益

的太阳能技术。采用固定式钢架安装的太阳能板角度固定，太阳能板不能持续受到阳光直

射，从而降低了太阳能板的发电效率。追踪式光伏发电技术应运而生，已有的追踪装置可分

为单轴和双轴追踪两种，用以实现方位角与高度角的双自由度调整，使太阳能板持续受到

阳光的直面照射，从而提高光伏发电效率。

[0003] 目前，多数追踪装置采用单根柱体基架将太阳能板和主体框架支撑起来，或者支

架和安装架之间采用单轴连接，这种结构稳定性差，一套装置所安装的太阳能板数量极其

有限。安装架中每个太阳能板下都安装有驱动电机，加工制作成本高易损坏。另外装置在下

雪天或强风天气情况下将导致追踪运行异常，损坏太阳能板及固定的钢结构框架，减少了

装置的使用寿命。再者，此类装置难以应用于大面积的光伏发电中，严重影响到太阳能发电

技术的利用和发展。

三、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陷,针对光伏发电装备技术领域，

提供一种可应用于大型光伏发电项目的一种遥控可翻转太阳能板双轴追光发电装置。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的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由主体支架、托架、太阳能板翻转驱动机

构、托架旋转驱动机构、太阳能板、自动控制系统构成，托架安装在支架上。

[0006] 所述主体支架，由托架支撑A、托架支撑B、支撑A、支撑B、横梁A-a、横梁A-b、横梁B、

横梁C、支撑固定座、直角角撑、横梁接头、电机固定框架、电机支架支柱构成；横梁A-a和横

梁A-b等长对应，横梁B和横梁C等长对应，将横梁A-a、横梁A-b、横梁B和横梁C固定连接构成

长方形或正方形框架；主体支架中横梁B、横梁C的长度等于托架上滑杆A与滑杆B之间的间

距；横梁A-a通过直角角撑分别与托架支撑A和支撑A连接，横梁A-b通过直角角撑分别与托

架支撑B和支撑B连接，托架支撑A和托架支撑B之间与横梁B用横梁接头连接，支撑A和支撑B

之间与横梁C用横梁接头连接，由电机固定框架和电机支架支柱构成电机支架，电机固定框

架的大小与电机基座相匹配，电机固定框架固定安装在横梁B的中间位置，电机固定框架的

两个拐角下端分别固定电机支架支柱，在每根支撑和电机支架支柱的下端固定安装支撑固

定座。

[0007] 所述托架，由承重梁A、承重梁B、滑杆A、滑杆B、滑杆固定座、铰链A、铰链B构成；托

架的宽度与太阳能板的宽度相匹配，托架的长度即承重梁A、承重梁B的长度为太阳能板长

度的倍数加安装滑杆的间隔量，根据设计制作要求确定承重梁A、承重梁B的长度为3个太阳

能板的宽度加两个安装滑杆间隔的长度；在滑杆A和滑杆B上分别套装滑动铰链支座A和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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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铰链支座B，把滑杆A和滑杆B两端，分别通过滑杆固定座固定安装到太阳能板与相邻的太

阳能板的间隔空档的承重梁A和承重梁B上，并与承重梁A和承重梁B垂直；在托架下端的承

重梁A对应滑杆A和滑杆B的固定滑杆固定座的位置，通过铰链A和铰链B分别安装在托架支

撑A和托架支撑B上。

[0008] 所述太阳能板翻转驱动机构，由传动轴A、传动轴B-a、传动轴B-b、太阳能板固定

架、轴承座、电机、花键传动轴、万向节联轴器、链轮、链条、限位开关构成；传动轴A、传动轴

B-a、传动轴B-b按照太阳能板的面积大小及安装滑竿的间隔量，间隔、均布，在传动轴A、传

动轴B-a、传动轴B-b的两端分别设置安装轴承的轴颈，在传动轴A的一端，安装轴承轴颈的

内侧设置安装双排链轮轴颈，在传动轴B-a、传动轴B-b的同一端设置安装轴承轴颈的内侧

对应传动轴A上的双排链轮轴颈，分别错位设置安装单排链轮轴颈；在传动轴A的双排链轮

轴颈上安装双排链轮后，通过轴承座安装在承重梁B的中间位置，另一端通过轴承座安装在

承重梁A的对应位置上；在传动轴A的左右两边，根据太阳能板固定架和安装滑杆的间隔量

确定的等距离位置，将传动轴B-a、传动轴B-b分别安装单排链轮后，与传动轴A的双排链轮

对应位置，通过轴承座固定安装在承重梁B上，另一端通过轴承座固定安装在承重梁A上；在

传动轴A的双排链轮上分别安装与传动轴B-a、传动轴B-b上单排链轮链接的链条A和链条B；

3组太阳能板固定架，分别固定安装在传动轴A、传动轴B-a、传动轴B-b上，太阳能板固定安

装在太阳能板固定架上；电机固定安装在电机固定框架上，花键传动轴通过万向节联轴器A

连接在电机动力输出轴上；传动轴A穿过承重梁A上的通孔，通过万向节联轴器B与花键传动

轴的另一端相连接；限位开关固定在承重梁A的一侧上与太阳能板的边框底边角相对应的

位置，在太阳能板的同一底边的另一个边框底边角固定一个半圆形的限位开关挡块，限位

开关的触点位置与在太阳能板的边框底边角安装的限位开关挡块相对应。

[0009] 所述托架旋转驱动机构，由电动推杆A、电动推杆B、滑动铰链支座A、滑动铰链支座

B、铰链支座A-a、铰链支座A-b、铰链支座B-a、铰链支座B-b、铰链支座C-a、铰链支座C-b、拉

杆A、拉杆B构成；铰链支座A-a安装固定在横梁A-a的中间位置，铰链支座A-b安装在横梁A-a

的支撑A一端；铰链支座B-a安装在横梁A-b的中间位置与铰链支座A-a对应，铰链支座B-b安

装在横梁A-b的支撑B一端与铰链支座A-b对应；拉杆A和拉杆B的两端有通孔，拉杆A一端通

过铰链支座A-a安装到主体支架横梁A-a上，另一端通过滑动铰链支座A的支座连接到滑杆A

上；电动推杆A的一端通过铰链支座A-b安装在主体支架横梁A-a上，电动推杆A的另一端通

过铰链支座C-a安装到拉杆A的中间位置；拉杆B的一端，通过铰链支座B-a安装到主体支架

横梁A-b上的中间位置，另一端通过滑动铰链支座B的支座连接到滑杆B上，电动推杆B的一

端通过铰链支座B-b安装在主体支架横梁A-b上，电动推杆B的另一端通过铰链支座C-b安装

到拉杆B的中间位置。

[0010] 所述的自动控制系统，由太阳能自动跟踪控制模块、GPRS远程控制模块、单片机、

电机驱动模块构成；自动跟踪控制模块、GPRS远程控制模块分别与单片机相连接，单片机与

电机驱动模块、限位开关相连接，电机驱动模块分别与翻转驱动机构的电机及托架驱动机

构的电动推杆A和电动推杆B相连接；太阳能自动跟踪控制模块，固定安装在太阳能板翻转

机构中的传动轴A上，位于传动轴A的正中间位置；GPRS远程控制模块、单片机、电机驱动模

块安装在电气控制箱内，固定安装在主体支架便于操作的位置。

[0011] 所述的支撑、横梁、电机支架、托架支撑由型钢制作，承重梁由等边角钢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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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取得的有益效果在于：采用太阳能自动跟踪控制模块，实

时使太阳与太阳能板处于垂直状态，提高发电效率；主体支架结构设计简单，安装牢固，使

用的钢材是基于型钢连接构成；调整托架俯仰角的托架驱动机构采用双推杆结构，支撑稳

定，俯仰角调整灵活，具有强大的支撑功能，以备托架扩展安装太阳能板；链轮和链条使托

架上的太阳能板实现翻转同步调节，极大减少了控制太阳能板方位角调整的电机数量和控

制模块，调节更加可靠且降低了成本；利用装置的追踪结构巧妙的增加了遥控防雪覆盖功

能，使追踪装置的适应能力变强，降低维护成本，提高太阳能板发电时间；可沿托架的两侧

扩展安装太阳能板，同时底部的主体支架可以根据太阳能板的数量进行扩展，实现多组太

阳能板的同时跟踪，提高发电量，实现大面积光伏追踪发电，提高占地利用率。。

四、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的轴测图；

[0014] 图2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的主视图；

[0015] 图3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的后视图；

[0016] 图4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的俯视图；

[0017] 图5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的右视图；

[0018] 图6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的左视图；

[0019] 图7为本发明图3中Ⅰ的局部放大图；

[0020] 图8为本发明的控制原理图。

[0021] 附图标记：

[0022] 1、主体支架：1-1-1、托架支撑A  1-1-2、托架支撑B  1-2-1、支撑A  1-2-2、支撑B  1-

3-1、横梁A-a  1-3-2、横梁A-b  1-4、横梁B  1-5、横梁C  1-6、支撑固定座1-7、直角角撑  1-8、

横梁接头  1-9、电机固定框架  1-10、电机支架支柱

[0023] 2、托架：2-1、承重梁A  2-2、承重梁B  2-3-1、滑杆A  2-3-2、滑杆B  2-4滑杆固定座 

2-5-1、铰链A  2-5-2、铰链B

[0024] 3、太阳能板翻转驱动机构3-1-1、传动轴A  3-1-2双排链轮  3-2-1、传动轴B-a  3-

2-2、单排链轮B-a  3-2-3传动轴B-b  3-2-4单排链轮B-b  3-3、电机  3-4-1、万向节联轴器A 

3-4-2、万向节联轴器B  3-5花键传动轴  3-6-1、链条A  3-6-2链条B  3-7、轴承座  3-8、限位

开关  3-9、限位开关挡块  3-10、太阳能板固定架

[0025] 4、托架驱动机构：4-1-1、电动推杆A  4-1-2、电动推杆B  4-2-1、滑动铰链支座A  4-

2-2、滑动铰链支座B  4-3-1、铰链支座  A-a、4-3-2、铰链支座A-b  4-4-1、铰链支座B-a  4-4-

2、铰链支座B-b  4-5-1、铰链支座C-a  4-5-2、铰链支座C-b  4-6-1、拉杆A  4-6-2、拉杆B

[0026] 5太阳能板

五、具体实施方式：

[0027] 结合附图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具体实施过程，如附图1-7所示：

[0028] 本发明是由主体支架、托架、太阳能板翻转驱动机构、托架旋转驱动机构、太阳能

板、自动控制系统构成，托架安装在支架上。

[0029] 所述主体支架由托架支撑A1-1-1、托架支撑B1-1-2、支撑A1-2-1、支撑B1-2-2、横

说　明　书 3/6 页

6

CN 110429906 A

6



梁A-a1-3-1、横梁A-b1-3-2、横梁B1-4、横梁C1-5、支撑固定座1-6、直角角撑1-7、横梁接头

1-8、电机固定框架1-9、电机支架支柱1-10构成；横梁A-a1-3-1和横梁A-b1-3-2等长对应，

横梁B1-4和横梁C1-5等长对应，将横梁A-a1-3-1、横梁A-b1-3-2、横梁B1-4和横梁C1-5固定

连接共同构成长方形或正方形框架；主体支架中横梁B1-4、横梁C1-5的长度等于托架上滑

杆A2-3-1、滑杆B2-3-2间距；横梁A-a1-3-1通过直角角撑1-7分别与托架支撑A  1-1-1和支

撑A1-2-1连接，横梁A-b1-3-2通过直角角撑1-7分别与托架支撑B1-1-2和支撑B1-2-2连接，

托架支撑A1-1-1和托架支撑B1-1-2之间与横梁B1-4用横梁接头1-8连接，支撑A1-2-1和支

撑B1-2-2之间与横梁C1-5用横梁接头1-8连接，由电机固定框架1-9和电机支架支柱1-10构

成电机支架，电机固定框架1-9的大小与电机3-3基座相匹配，电机固定框架1-9固定安装在

横梁B1-4的中间位置，电机固定框架1-9的两个拐角下端分别固定电机支架支柱1-10，在每

根支撑和电机支架支柱1-10的下端固定安装支撑固定座1-6。

[0030] 所述托架由承重梁A2-1、承重梁B2-2、滑杆A2-3-1、滑杆B2-3-2、滑杆固定座2-4、

铰链A2-5-1、铰链B2-5-2构成，托架的宽度与太阳能板5的宽度相匹配，托架的长度为太阳

能板长度的倍数加安装滑杆的间隔量，根据设计制作要求确定承重梁A、承重梁B的长度为3

个太阳能板的宽度加两个安装滑杆间隔的长度；在滑杆A2-3-1和滑杆B2-3-2上分别套装滑

动铰链支座A4-2-1和滑动铰链支座B4-2-2，把滑杆A2-3-1和滑杆B2-3-2两端分别通过滑杆

固定座2-4固定安装到太阳能板5与相邻的太阳能板5的间隔空档的承重梁A2-1和承重梁

B2-2上，并与承重梁A2-1和承重梁B2-2垂直；托架下端的承重梁A2-1对应滑杆A2-3-1和滑

杆B2-3-2的固定滑杆固定座2-4的位置，通过铰链A2-5-1和铰链B2-5-2分别安装在托架支

撑A1-1-1和托架支撑B1-1-2上。

[0031] 所述太阳能板翻转驱动机构，由传动轴A3-1-1、传动轴B-a3-2-1、传动轴B-b3-2-

3、太阳能板固定架3-10、轴承座3-7、电机3-3、花键传动轴3-5、万向节联轴器A3-4-1、万向

节联轴器B3-4-2、双排链轮3-1-2、单排链轮B-a3-2-2、单排链轮B-b3-2-4、链条A3-6-1、链

条B3-6-2、限位开关3-8、限位开关挡块3-9构成，除电机3-3外其他安装在承重梁A2-1和承

重梁B2-2上；传动轴A3-1-1、传动轴B-a3-2-1、传动轴B-b3-2-3按照太阳能板5的面积大小，

安装滑杆的间隔量间隔、均布，通过轴承座3-7分别安装在承重梁A2-1和承重梁B2-2之间；

在传动轴A3-1-1、传动轴B-a3-2-1、传动轴B-b3-2-3的两端分别设置安装轴承的轴颈，在传

动轴A3-1-1的一端，安装轴承轴颈的内侧设置安装双排链轮3-1-2轴颈，在传动轴B-a3-2-

1、传动轴B-b3-2-3的同一端设置安装轴承轴颈的内侧分别设置安装单排链轮B-a3-2-2和

单排链轮B-b3-2-4轴颈；在传动轴A3-1-1的双排链轮3-1-2轴颈上安装双排链轮3-1-2后，

通过轴承座3-7固定安装在承重梁B2-2的中间位置，另一端通过轴承座3-7固定安装在承重

梁A2-1的对应位置上；在传动轴A3-1-1的左右两边，根据太阳能板固定架3-10和安装滑杆

的间隔量确定的等距离位置，将传动轴B-a3-2-1、传动轴B-b3-2-3分别安装单排链轮B-a3-

2-2和单排链轮B-b3-2-4后，与传动轴A3-1-1的双排链轮3-1-2对应位置，通过轴承座3-7固

定安装在承重梁B2-2上，另一端通过轴承座3-7固定安装在承重梁A2-1上；在传动轴A3-1-1

的双排链轮3-1-2上分别安装与传动轴B-a3-2-1和传动轴B-b3-2-3链接的链条A3-6-1和链

条B3-6-2；3组太阳能板5固定架3-10分别固定安装在传动轴A3-1-1、传动轴B-a3-2-1、传动

轴B-b3-2-3上；电机3-3固定安装在电机固定框架1-9上，花键传动轴3-5通过万向节联轴器

A3-4-1连接在电机3-3动力输出轴上；传动轴A3-1-1穿过承重梁A2-1上的通孔，通过万向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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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轴器B3-4-2与花键传动轴3-5的另一端相连接；限位开关3-8固定在承重梁A2-1上与太阳

能板5的边框底边角相对应的位置，在太阳能板5的同一底边的另一个边角固定一个半圆形

的限位开关挡块3-9，限位开关3-8的触点位置与在太阳能板5的边框底边角安装的限位开

关挡块3-9相对应。

[0032] 所述托架旋转驱动机构由电动推杆A4-1-1、电动推杆B4-1-2、滑动铰链支座A4-2-

1、滑动铰链支座B4-2-2、铰链支座A-a4-3-1、铰链支座A-b4-3-2、铰链支座B-a4-4-1、铰链

支座B-b4-4-2、铰链支座C-a4-5-1、铰链支座C-b4-5-2、拉杆A4-6-1、拉杆B4-6-2构成；铰链

支座A-a4-3-1安装固定在横梁A-a1-3-1的中间位置，铰链支座A-b4-3-2安装在横梁A-a1-

3-1的支撑A1-2-1一端，铰链支座B-a4-4-1安装在横梁A-b1-3-2的中间位置与铰链支座A-

a4-3-1对应，铰链支座B-b4-4-2安装在横梁A-b1-3-2的支撑B1-2-2一端与铰链支座A-b4-

3-2对应；拉杆A4-6-1和拉杆B4-6-2的两端有通孔，拉杆A4-6-1一端通过铰链支座A-a4-3-1

安装到主体支架横梁A-a1-3-1上，另一端通过滑动铰链支座A4-2-1的支座连接到滑杆A2-

3-1上；电动推杆A4-1-1的一端通过铰链支座A-b4-3-2安装在主体支架横梁A-a1-3-1上，电

动推杆A4-1-1的另一端通过铰链支座C-a4-5-1安装到拉杆A4-6-1的中间位置；拉杆B4-6-2

的一端，通过铰链支座B-a4-4-1安装到主体支架横梁A-b1-3-2上，另一端通过滑动铰链支

座B4-2-2的支座连接到滑杆B2-3-2上，电动推杆B4-1-2的一端通过铰链支座B-b4-4-2安装

在主体支架横梁A-b1-3-2上，电动推杆B4-1-2的另一端通过铰链支座C-b4-5-2安装到拉杆

B4-6-2的中间位置。

[0033] 所述的自动控制系统由太阳能自动跟踪控制模块、GPRS远程控制模块、单片机、电

机驱动模块构成；自动跟踪控制模块、GPRS远程控制模块分别与单片机相连接，单片机与电

机驱动模块、限位开关3-8相连接，电机驱动模块分别与翻转驱动机构的电机3-3及托架驱

动机构的电动推杆A4-1-1和电动推杆B4-1-2相连接；太阳能自动跟踪控制模块固定安装在

太阳能板翻转机构中的传动轴A3-1-1上，位于传动轴A3-1-1的正中间位置；GPRS远程控制

模块、单片机、电机驱动模块安装在电气控制箱内，固定安装在电机支架支柱1-10之间。

[0034] 太阳能自动跟踪控制模块中的传感器感知太阳方位，跟踪模块输出信号到单片机

中，单片机通过处理接收的跟踪信号，再输出信号给电机驱动模块，控制电机3-3、电动推杆

A4-1-1和电动推杆B4-1-2动作，进一步带动其他机构运动，实现太阳能板5的高度角和方位

角的调整，即实现了对太阳的双轴追踪。

[0035] 方位角追踪的实现过程：电机驱动模块驱动电机3-3转动，依次带动万向节联轴器

A3-4-1、花键传动轴3-5、万向节联轴器B3-4-2、传动轴A3-1-1旋转，通过安装在传动轴A3-

1-1上的双排链轮3-1-2与链条A3-6-1、链条B3-6-2的配合带动传动轴B-a3-2-1、传动轴B-

b3-2-3旋转，每块太阳能板5通过太阳能板固定架3-10固定连接在传动轴上，从而实现太阳

能板5随传动轴A3-1-1、传动轴B-a3-2-1、传动轴B-b3-2-3的翻转，实现太阳能板5在方位角

上的追踪。

[0036] 高度角追踪的实现过程：电机驱动模块控制电动推杆A4-1-1和电动推杆B4-1-2同

步受控运行，通过铰链支座C-a4-5-1、铰链支座C-b4-5-2与电动推杆A4-1-1和电动推杆B4-

1-2连接的拉杆A4-6-1和拉杆B4-6-2被推动转动，由于拉杆A4-6-1和拉杆B4-6-2一端通过

铰链支座A-a4-3-1、铰链支座B-a4-4-1分别固定在横梁A-a1-3-1和横梁A-b1-3-2上不能移

动，所以拉杆A4-6-1和拉杆B4-6-2带动滑动铰链支座A4-2-1和滑动铰链支座B4-2-2分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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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杆A2-3-1和滑杆B2-3-2上移动，滑杆A2-3-1和滑杆B2-3-2带动托架将绕着铰链A2-5-1和

铰链B2-5-2转动，从而带动太阳能板5转动，实现太阳能板5在高度角上的追踪。

[0037] 遥控防雪模式：恶劣天气时，操作人员可以通过手机或电脑远程发送开启防雪功

能的指令即遥控模式，GPRS远程控制模块输出信号给单片机，GPRS信号比追踪信号优先级

高，经过单片机的信号处理，输入到电机驱动模块中，控制电机3-3旋转带动太阳能板5逆时

针旋转，当太阳能板5底边框上的限位开关挡块3-9与限位开关3-8的触点刚好接触并且闭

合时，限位开关3-8输出信号给单片机，单片机通过电机驱动模块控制电机3-3停止转动，同

时太阳能板5背面朝上，防止雪覆盖在表面；防雪结束后，操作人员远程发送停止防雪指令，

GPRS远程控制模块输出信号给单片机，单片机经过信号处理后输入电机驱动模块，通过电

机驱动模块驱动电机3-3工作使太阳能板5翻转180°进入正常太阳能双轴追踪状态。

[0038] 本装置支架结构稳定，双推杆驱动支撑可靠，通过链条和链轮实现太阳能板翻转，

托架可扩展安装太阳能板，总体结构设计简单，实用性强，可实现大面积的光伏发电，创新

性的设计了遥控防雪覆盖功能，提高装置的环境适应能力，延长太阳能板使用寿命，提高发

电时间，使发电量更大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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