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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为了解决现有的安装支架结构对光伏电池

组件的固定连接不够贴合，容易造成光伏板下方

的屋顶渗水潮湿，大大减少了屋顶和光伏板的使

用寿命的问题，本实用新型提出一种彩钢瓦屋顶

光伏电站安装结构，包括：固定夹板和导轨，其特

征在于：固定夹板包括主夹板和辅夹板，通过彩

钢瓦屋顶光伏电站安装结构夹固彩钢板的角驰，

使得彩钢板的机构不被破坏，固定夹板和导轨配

合固定光伏电池组件，彩钢瓦屋顶光伏电站安装

结构主要使用铝合金型材，具有抗自然腐蚀，抗

电偶腐蚀，比强度高等优点，延长屋面彩钢瓦寿

命，能够有效地克服现有技术所存在的光伏电池

组件之间的密封性差、可调节性差的问题，同时

解决了安装不牢固、局限性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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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彩钢瓦屋顶光伏电站安装结构，包括：固定夹板(1)和导轨(4)，其特征在于：固

定夹板(1)包括主夹板(11)和辅夹板(12)，所述主夹板(11)包括倒L型连接板(111)和主Z型

板(112)，所述辅夹板(12)包括竖直侧板(121)和反Z型板(123)，所述竖直侧板(121)通过第

一紧固螺栓(2)固定在倒L型连接板(111)下端，所述导轨(4)上下设有滑槽(41)，倒L型连接

板(111)的通过第二紧固螺母(3)固定在导轨(4)下端且第二紧固螺母(3)置于导轨(4)下端

滑槽(41)内，倒L型连接板(111)的竖直板上部设有第一卡扣(113)，竖直侧板(121)的顶部

设有第二卡扣(122)，当竖直侧板(121)通过第一紧固螺栓(2)固定在倒L型连接板(111)下

端的时候，第二卡扣(122)正好卡接在第一卡扣(113)的上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彩钢瓦屋顶光伏电站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主Z型板(112)与反

Z型板(123)的结构相匹配且配合屋顶彩钢条的角驰结构设置。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彩钢瓦屋顶光伏电站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主Z型板(112)与反

Z型板(123)的下部均为内弯倒角结构。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彩钢瓦屋顶光伏电站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主夹板(11)和辅夹

板(12)的直径相同，主夹板(11)和辅夹板(12)的直径为25～30mm。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彩钢瓦屋顶光伏电站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倒L型连接板(111)

的横板的上部表面设有一排齿(114)。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彩钢瓦屋顶光伏电站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导轨(4)上表面两

端设有压件(6)。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彩钢瓦屋顶光伏电站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导轨(4)首尾通过

导轨连接件(5)连接。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彩钢瓦屋顶光伏电站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彩钢瓦屋顶光伏电

站安装结构采用铝合金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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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彩钢瓦屋顶光伏电站安装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屋顶光伏发电技术领域，较为具体的，涉及到一种彩钢瓦屋顶光

伏电站安装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光伏产品技术发展与成本下降，光伏电池板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目前发展

最快的是安装在各类商用、民用屋顶上的小型光伏电站。其中多用于工业厂房的钢结构轻

型房屋屋顶，因其单体面积大、保有数量多，客户用电量大，发电高峰与用电高峰重叠等原

因，是非常有前景的大型光伏电站安装目标，目前的技术方案多针对光伏电池组件，使用夹

具将龙骨与屋顶连接，再使用螺栓在龙骨上安装与龙骨向垂直的附框，形成十字交叉的基

础框架，通过连接件和外框将光伏电池板固定在基础框架上。

[0003] 现有的安装支架结构对光伏电池组件的固定连接不够贴合，容易造成光伏板下方

的屋顶渗水潮湿，大大减少了屋顶和光伏板的使用寿命。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有鉴于此，为了解决现有的安装支架结构对光伏电池组件的固定连接不够贴合，

容易造成光伏板下方的屋顶渗水潮湿，大大减少了屋顶和光伏板的使用寿命的问题，本实

用新型提出一种彩钢瓦屋顶光伏电站安装结构，通过彩钢瓦屋顶光伏电站安装结构夹固彩

钢板的角驰，使得彩钢板的机构不被破坏，固定夹板和导轨配合固定光伏电池组件，彩钢瓦

屋顶光伏电站安装结构主要使用铝合金型材，具有抗自然腐蚀，抗电偶腐蚀，比强度高等优

点,降低对建筑载荷负担，延长屋面彩钢瓦寿命，能够有效地克服现有技术所存在的光伏电

池组件之间的密封性差、可调节性差的问题，同时解决了安装不牢固、局限性差的问题。

[0005] 一种彩钢瓦屋顶光伏电站安装结构，包括：固定夹板1和导轨4，其特征在于：固定

夹板1包括主夹板11和辅夹板12，所述主夹板11包括倒L型连接板111和主Z型板112，所述辅

夹板12包括竖直侧板121和反Z型板123，所述竖直侧板121通过第一紧固螺栓2固定在倒L型

连接板111下端，所述导轨4上下设有滑槽41，倒L型连接板111的通过第二紧固螺母3固定在

导轨4下端且第二紧固螺母3置于导轨4下端滑槽41内，倒L型连接板111的竖直板上部设有

第一卡扣113，竖直侧板121的顶部设有第二卡扣122，当竖直侧板121通过第一紧固螺栓2固

定在倒L型连接板111下端的时候，第二卡扣122正好卡接在第一卡扣113的上部，对反Z型板

123起到定位作用。

[0006] 进一步的，主Z型板112与反Z型板123的结构相匹配且配合屋顶彩钢条的角驰结构

设置。

[0007] 进一步的，主Z型板112与反Z型板123的下部均为内弯倒角结构，倒角结构的设计

可以对角驰结构起到保护作用。

[0008] 进一步的，主夹板11和辅夹板12的直径相同，主夹板11和辅夹板12的直径为25～

30mm。

说　明　书 1/3 页

3

CN 211791391 U

3



[0009] 进一步的，倒L型连接板111的横板的上部表面设有一排齿114，齿114在主Z型板

112与导轨4连接时起到防滑作用。

[0010] 进一步的，导轨4上表面两端设有压件6，压件6通过第三紧固螺栓固定连接导轨4，

第三紧固螺栓位于导轨4上端的滑槽41内，通过压件6固定连接左右的光伏电池组件。

[0011] 进一步的，导轨4首尾通过导轨连接件5连接，导轨连接件5套接在首尾相邻的导轨

4的中部。

[0012] 进一步的，彩钢瓦屋顶光伏电站安装结构采用铝合金材质，较为优选的型号为

6063-T5。

[0013]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提出一种彩钢瓦屋顶光伏电站安装结构，通

过彩钢瓦屋顶光伏电站安装结构夹固彩钢板的角驰，使得彩钢板的机构不被破坏，固定夹

板1和导轨4配合固定光伏电池组件，彩钢瓦屋顶光伏电站安装结构主要使用铝合金型材，

支架系统具有抗自然腐蚀，抗电偶腐蚀，比强度高等优点,降低对建筑载荷负担，延长屋面

彩钢瓦寿命，能够有效地克服现有技术所存在的光伏电池组件之间的密封性差、可调节性

差的问题，同时解决了安装不牢固、局限性差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彩钢瓦屋顶光伏电站安装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彩钢瓦屋顶光伏电站安装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彩钢瓦屋顶光伏电站安装结构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17] 主要元件符号说明

[0018] 固定夹板 1

主夹板 11

倒L型连接板 111

主Z型板 112

第一卡扣 113

齿 114

辅夹板 12

竖直侧板 121

第二卡扣 122

反Z型板 123

第一紧固螺栓 2

第二紧固螺母 3

导轨 4

滑槽 41

导轨连接件 5

压件 6

[0019] 如下具体实施方式将结合上述附图进一步说明本实用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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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如图1所示，为本实用新型的彩钢瓦屋顶光伏电站安装结构的结构示意图；如图2

所示，为本实用新型的彩钢瓦屋顶光伏电站安装结构的结构示意图；如图3所示，为本实用

新型的彩钢瓦屋顶光伏电站安装结构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21] 一种彩钢瓦屋顶光伏电站安装结构，包括：固定夹板1和导轨4，其特征在于：固定

夹板1包括主夹板11和辅夹板12，所述主夹板11包括倒L型连接板111和主Z型板112，所述辅

夹板12包括竖直侧板121和反Z型板123，所述竖直侧板121通过第一紧固螺栓2固定在倒L型

连接板111下端，所述导轨4上下设有滑槽41，倒L型连接板111的通过第二紧固螺母3固定在

导轨4下端且第二紧固螺母3置于导轨4下端滑槽41内，倒L型连接板111的竖直板上部设有

第一卡扣113，竖直侧板121的顶部设有第二卡扣122，当竖直侧板121通过第一紧固螺栓2固

定在倒L型连接板111下端的时候，第二卡扣122正好卡接在第一卡扣113的上部，对反Z型板

123起到定位作用。

[0022] 所述主Z型板112与反Z型板123的结构相匹配且配合屋顶彩钢条的角驰结构设置。

[0023] 所述主Z型板112与反Z型板123的下部均为内弯倒角结构，倒角结构的设计可以对

角驰结构起到保护作用。

[0024] 所述主夹板11和辅夹板12的直径相同，主夹板11和辅夹板12的直径为25～30mm。

[0025] 所述倒L型连接板111的横板的上部表面设有一排齿114，齿114在主Z型板112与导

轨4连接时起到防滑作用。

[0026] 所述导轨4上表面两端设有压件6，压件6通过第三紧固螺栓固定连接导轨4，第三

紧固螺栓位于导轨4上端的滑槽41内，通过压件6固定连接左右的光伏电池组件。

[0027] 所述导轨4首尾通过导轨连接件5连接，导轨连接件5套接在首尾相邻的导轨4的中

部。

[0028] 所述彩钢瓦屋顶光伏电站安装结构采用铝合金材质，较为优选的型号为6063-T5。

[0029]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提出一种彩钢瓦屋顶光伏电站安装结构，通

过彩钢瓦屋顶光伏电站安装结构夹固彩钢板的角驰，使得彩钢板的机构不被破坏，固定夹

板1和导轨4配合固定光伏电池组件，彩钢瓦屋顶光伏电站安装结构主要使用铝合金型材，

支架系统具有抗自然腐蚀，抗电偶腐蚀，比强度高等优点,降低对建筑载荷负担，延长屋面

彩钢瓦寿命，能够有效地克服现有技术所存在的光伏电池组件之间的密封性差、可调节性

差的问题，同时解决了安装不牢固、局限性差的问题。

[0030]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实用新型的几种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

但并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

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

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因此，本实用新型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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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6

CN 211791391 U

6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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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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