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515485.3

(22)申请日 2020.06.09

(71)申请人 科森传动设备常州有限公司

地址 213000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郑陆镇

舜南村

(72)发明人 王瑞　

(74)专利代理机构 合肥信诚兆佳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 

34159

代理人 邓勇

(51)Int.Cl.

E04D 3/365(2006.01)

E04D 13/16(2006.01)

H02S 20/23(2014.01)

 

(54)发明名称

一种BIPV导水系统的屋顶结构

(57)摘要

一种BIPV导水系统的屋顶结构,包括：组件

压块、底部导水槽、横向导水槽、屋面檩条、密封

条、光伏组件，底部导水槽固定在屋面檩条上板

面，横向导水槽横跨相邻两个底部导水槽且位于

相邻光伏组件的缝隙处，组件夹块与底部导水槽

之间卡扣连接、光伏组件与组件压块卡扣连接，

组件压块与底部导水槽之间、相邻光伏组件之间

均设置有密封条，其中组件夹块完成光伏组件的

固定及接地，本发明涉及的屋顶结构优势如下：

组件夹块、底部导水槽的结构简单、易生产且合

格率较高；下压卡扣固定连接，装配操作简单，效

率高；简化了装配操作、省却复杂接地线的设置；

组件夹块、端部端部组件挡板的设置，避免多个

光伏组件沿第一方向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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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BIPV导水系统的屋顶结构，包括：组件压块、底部导水槽、横向导水槽、屋面檩

条、密封条、光伏组件，若干个所述屋面檩条沿第一方向等间距排列放置，所述底部导水槽

沿第一方向摆放且横跨若干个屋面檩条并与其上板面固定连接，若干个所述底部导水槽沿

第二方向等间距排列，所述第一方向与所述第二方向垂直，若干个所述光伏组件沿第一方

向排列在底部导水槽两侧，所述光伏组件的两端部位于第二方向上相邻两个底部导水槽的

上方且通过所述组件压块将光伏组件、底部导水槽固定连接，其特征在于：所述底部导水槽

包括中间连接支撑部、侧部导水槽，所述中间连接支撑部的两侧对称设置有侧部导水槽，所

述中间连接支撑部与侧部导水槽的连接段设置有卡接部，所述横向导水槽包括底面、侧面、

端部连接板且为一体结构，所述侧面与所述底面首尾连接，所述端部连接板分别设置在底

面的首尾两端且背离底板板面向下延伸，所述横向导水槽沿第二方向摆放且若干个横向导

水槽沿第一方向等间距排列，所述横向导水槽横跨两个相邻的底部导水槽，所述横向导水

槽置于光伏组件的下方，所述相邻两个光伏组件之间通过密封条密封。

2.如权利要求1所述BIPV导水系统的屋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端部连接板为弹性

片，两端部的端部连接板为对称内侧倾斜设置，所述端部连接板通过弹性回复力贴紧底部

导水槽中侧部导水槽的板面内侧，所述中间连接支撑部为倒置的U形板或V形板或其他形状

的板，所述卡接部为内凹的卡接槽或外凸的卡接条。

3.如权利要求2所述BIPV导水系统的屋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侧部导水槽的边缘处

设置有延伸边，所述延伸边通过导水槽固定板将底部导水槽固定在屋顶檩条上，所述导水

槽固定板包括一体结构的U形的延伸边卡扣板、L形的连接板，所述延伸边卡扣板卡接在底

部导水槽的延伸边位置，螺栓穿过所述连接板、屋面檩条的板面完成底部导水槽与屋面檩

条的固定连接。

4.如权利要求1所述BIPV导水系统的屋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组件夹块包括一体结

构且依次首尾连接的U形连接板、第一连接板、第二连接板，所述U形连接板的两侧对称设置

有两组第一连接板、第二连接板，所述第一连接板板面设置有第一卡扣板，所述第二连接板

设置有第二卡扣板，所述第一卡扣板用于固定光伏组件，所述第二卡扣板用于固定位于组

件夹块、光伏组件下方的底部导水槽，所述组件夹块整体为弹性板结构，所述第一卡扣板卡

扣在光伏组件金属框的下板板面，所述第二卡扣板与所述卡接部卡扣固定实现组件夹块与

底部导水槽的卡扣固定。

5.如权利要求4所述BIPV导水系统的屋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连接板板面设置

有接地卡板，所述接地卡板设置有刺穿部，所述刺穿部与接地卡板位于同一平面或者所述

刺穿部相对于接地卡板倾斜向上。

6.如权利要求5所述BIPV导水系统的屋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卡扣板、第二卡

扣板、接地卡板均是通过切割与周边板分离的结构，即第一卡扣板、第二卡扣板、接地卡板

均对应各自板面孔的位置，所述第一卡扣板、接地卡板对应的板面孔连通，即两结构对应同

一板面孔；第一卡扣板、第二卡扣板、接地卡板定义为为一组卡扣固定结构，所述第一连接

板、第二连接板的板面分布有一组或多组沿其长度排列的卡扣固定结构，每组卡扣固定结

构中各结构的宽度中心线位于同一竖直平面。

7.如权利要求6所述BIPV导水系统的屋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条包括第一密封

条、第二密封条，所述第一密封条位于所述组件夹块与底部导水槽之间，具体为，所述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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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条的上板面与第一连接板接触、下板面与中间连接支撑部接触且所述第一密封条为发

泡型密封条；所述第二密封条设置在相邻的两个光伏组件之间且沿第二方向摆放。

8.如权利要求7所述BIPV导水系统的屋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密封条为T形结

构，包括垂直设置的第一密封边、第二密封边，还包括倒刺边、第三密封边，所述第一密封边

的上板面为弧形面、下板面为平面，所述第二密封边为中空结构且两侧设置有倒刺边，所述

第二密封边与第三密封边一体结构且所述第三密封边为弧形结构，所述倒刺边倾斜向上，

所述第二密封条的两端部紧贴该端部组件夹块中U形连接板的板面，所述第二密封条中第

三密封边的弧形面底部紧贴横向导水槽中底面。

9.如权利要求8所述BIPV导水系统的屋顶结构,其特征在于：当所述组件夹块中设置有

偶数个卡扣固定结构时，偶数个卡扣固定结构对称设置在第二密封条的两侧，所述第三密

封边的两端部设置有台阶面，所述台阶面的高度恰好等于所述横向导水槽中底面与所述组

件夹块中第一连接板的的板面高度差。

10.如权利要求7所述BIPV导水系统的屋顶结构,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端部组件挡板，屋

顶结构中位于第一方向两端及两端之间位置的的组件夹块、光伏组件的装配状态如下：两

端之间位置的每个组件夹块每侧均设置有两个光伏组件且两个光伏组件在其长度中点两

侧对称设置；所述两端位置的组件夹块每侧设置有一个光伏组件且该光伏组件与端部组件

挡板接触的一端无第二密封条；所述端部组件挡板铆接在所述底部导水槽中中间连接支撑

部的上板面且与端部的光伏组件端部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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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BIPV导水系统的屋顶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BIPV导水系统的结构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BIPV导水系统的屋顶结

构。

背景技术

[0002] 光伏建筑一体化(即BIPV  Building  Integrated  PV，PV即Photovoltaic)是一种

将太阳能发电(光伏)产品集成到建筑上的技术。光伏建筑一体化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光

伏方阵与建筑的结合。另一类是光伏方阵与建筑的集成。如光电瓦屋顶、光电幕墙和光电采

光顶等。在这两种方式中，光伏方阵与建筑的结合是一种常用的形式，特别是与建筑屋顶面

的结合。

[0003] 现有技术中，光伏组件通过连接件与屋顶檩条连接，光伏组件作为屋顶板面除可

遮挡外界的光、风、雨水、颗粒状杂物的作用之外，还可以为建筑用户提供清洁电能，属于环

境友好型建筑形式。光伏组件之间、光伏组件与屋顶檩条之间的连接非精密化结构，所以建

设完成后的屋顶往往存在一定宽度的漏水缝隙，为避免外部雨水渗入还需要在连接缝隙处

设置排水用的导水槽；传统技术中采用螺固连接方式，但是螺固连接方式带来的缺陷明显：

螺固连接操作繁琐、费时费力且螺纹孔的存在会导致漏水生锈、缩短结构使用寿命，本领域

的技术人员一直寻找代替螺固连接的方式并设计出了相应的组件夹块结构，在一定程度上

简化了光伏组件的安装工序，但固定光伏组件用的结构设计过于复杂，导致以下问题：一、

安装效率并未得到明显改善；二、结构件生产过程中由于结构复杂，产能低且合格率低；三、

结构的复杂再次导致装配过程的复杂，耗时耗力。再者，为了保证光伏组件的使用安全性，

光伏组件中的金属框要接地处理，但是光伏组件的数量较多。

[0004] 针对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结构简单、安装方便的BIPV导水系统的屋顶

结构。

发明内容

[0005] 一种BIPV导水系统的屋顶结构，包括：组件压块、底部导水槽、横向导水槽、屋面檩

条、密封条、光伏组件，若干个所述屋面檩条沿第一方向等间距排列放置，所述底部导水槽

沿第一方向摆放且横跨若干个屋面檩条并与其上板面固定连接，若干个所述底部导水槽沿

第二方向等间距排列，所述第一方向与所述第二方向垂直，若干个所述光伏组件沿第一方

向排列在底部导水槽两侧，所述光伏组件的两端部位于第二方向上相邻两个底部导水槽的

上方且通过所述组件压块将光伏组件、底部导水槽固定连接，所述底部导水槽包括中间连

接支撑部、侧部导水槽，所述中间连接支撑部的两侧对称设置有侧部导水槽，所述中间连接

支撑部与侧部导水槽的连接段设置有卡接部，所述横向导水槽包括底面、侧面、端部连接板

且为一体结构，所述侧面与所述底面首尾连接，所述端部连接板分别设置在底面的首尾两

端且背离底板板面向下延伸，若干个所述横向导水槽沿第二方向摆放且若干个横向导水槽

沿第一方向等间距排列，所述横向导水槽横跨两个相邻的底部导水槽，所述横向导水槽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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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伏组件的下方，所述相邻两个光伏组件之间通过密封条密封。

[0006] 优选的，所述BIPV导水系统的屋顶结构,所述端部连接板为弹性片，两端部的端部

连接板为对称内侧倾斜设置，所述端部连接板通过弹性回复力贴紧底部导水槽中侧部导水

槽的板面内侧。端部连接板倾斜向内侧且为弹性板结构，端部连接板对侧部导水槽的板面

具有卡扣贴紧力，可快速实现底部导水槽、横向导水槽的卡扣固定，避免后续结构的安装过

程中两结构发生相对移动。

[0007] 优选的，所述BIPV导水系统的屋顶结构,所述中间连接支撑部为倒置的U形板或V

形板或其他形状的板。

[0008] 优选的，所述BIPV导水系统的屋顶结构,所述侧部导水槽的边缘处设置有延伸边，

所述延伸边通过导水槽固定板将底部导水槽固定在屋顶檩条上。

[0009] 优选的，所述BIPV导水系统的屋顶结构,所述导水槽固定板包括一体结构的U形的

延伸边卡扣板、L形的连接板，所述延伸边卡扣板卡接在底部导水槽的延伸边位置，螺栓穿

过所述连接板、屋面檩条的板面完成底部导水槽与屋面檩条的固定连接。

[0010] 优选的，所述BIPV导水系统的屋顶结构,所述卡接部为内凹的卡接槽或外凸的卡

接条。

[0011] 优选的，所述BIPV导水系统的屋顶结构,所述组件夹块包括一体结构且依次首尾

连接的U形连接板、第一连接板、第二连接板，所述U形连接板的两侧对称设置有两组第一连

接板、第二连接板，所述第一连接板板面设置有第一卡扣板，所述第二连接板设置有第二卡

扣板，所述第一卡扣板用于固定光伏组件，所述第二卡扣板用于固定位于组件夹块、光伏组

件下方的底部导水槽，所述组件夹块整体为弹性板结构，所述第一卡扣板用于卡扣光伏组

件金属框的下板板面，所述第二卡扣板与所述卡接部卡扣固定实现组件夹块与底部导水槽

的卡扣固定。

[0012] 优选的，所述BIPV导水系统的屋顶结构,所述第一连接板板面设置有接地卡板，所

述接地卡板设置有刺穿部。

[0013] 优选的，所述BIPV导水系统的屋顶结构,所述刺穿部与接地卡板位于同一平面或

者所述刺穿部相对于接地卡板倾斜向上。

[0014] 优选的，所述BIPV导水系统的屋顶结构,所述第一卡扣板、第二卡扣板、接地卡板

均是通过切割与周边板分离的结构，即第一卡扣板、第二卡扣板、接地卡板均对应各自板面

孔的位置。

[0015] 优选的，所述BIPV导水系统的屋顶结构,所述第一卡扣板、接地卡板对应的板面孔

连通，即两结构对应同一板面孔。

[0016] 优选的，所述BIPV导水系统的屋顶结构,所述第一卡扣板为向内弯折的V形结构。

[0017] 优选的，所述BIPV导水系统的屋顶结构,第一卡扣板、第二卡扣板、接地卡板定义

为为一组卡扣固定结构，所述第一连接板、第二连接板的板面分布有一组或多组沿其长度

排列的卡扣固定结构，每组卡扣固定结构中各结构的宽度中心线位于同一竖直平面。

[0018] 优选的，所述BIPV导水系统的屋顶结构,所述密封条包括第一密封条、第二密封

条，所述第一密封条位于所述组件夹块与底部导水槽之间，具体为，所述第一密封条的上板

面与第一连接板接触、下板面与中间连接支撑部接触；所述第二密封条设置在相邻的两个

光伏组件之间且沿第二方向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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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优选的，所述BIPV导水系统的屋顶结构,所述第一密封条为发泡型密封条。

[0020] 优选的，所述BIPV导水系统的屋顶结构,所述第二密封条为T形结构，包括垂直设

置的第一密封边、第二密封边，还包括倒刺边、第三密封边，所述第一密封边的上板面为弧

形面、下板面为平面，所述第二密封边为中空结构且两侧设置有倒刺边，所述第二密封边与

第三密封边一体结构且所述第三密封边为弧形结构，所述倒刺边倾斜向上，所述第二密封

条的两端部紧贴该端部组件夹块中U形连接板的板面。

[0021] 优选的，所述BIPV导水系统的屋顶结构,当所述组件夹块中设置有偶数个卡扣固

定结构时，偶数个卡扣固定结构对称设置在第二密封条的两侧。

[0022] 优选的，所述BIPV导水系统的屋顶结构,所述第二密封条中第三密封边的弧形面

底部紧贴横向导水槽中底面。

[0023] 优选的，所述BIPV导水系统的屋顶结构,所述第三密封边的两端部设置有台阶面，

所述台阶面的高度恰好等于所述横向导水槽中底面与所述组件夹块中第一连接板板面高

度差。

[0024] 优选的，所述BIPV导水系统的屋顶结构,屋顶结构中位于第一方向两端及两端之

间位置的的组件夹块、光伏组件的装配状态如下：两端之间位置的每个组件夹块每侧均设

置有两个光伏组件且两个光伏组件在其长度中点两侧对称设置；所述两端位置的组件夹块

每侧设置有一个光伏组件且该光伏组件与端部组件挡板接触的一端无第二密封条。

[0025] 优选的，所述BIPV导水系统的屋顶结构,还包括端部组件挡板，所述端部组件挡板

铆接在所述底部导水槽中中间连接支撑部的上板面且与端部的光伏组件端部接触。

附图说明：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对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的说明，其中：

[0027] 图1是BIPV导水系统的屋顶结构总体示意图；

[0028] 图2是组件压块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3-1是卡接部为内凹的卡接槽时底部导水槽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3-2是卡接部为外凸的卡接条时底部导水槽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4-1、4-2是图1中的局部结构放大示意图；

[0032] 图5-1、5-2分别是第二密封条的结构示意图、截面示意图；

[0033] 图6是横向导水槽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7分别是组件压块、底部导水槽、光伏组件及周边结构的装配图；

[0035] 编号对应的具体结构如下：

[0036] 组件压块1，U形连接板11，第一连接板12，第一卡扣板121，接地卡板122，刺穿部

1221，第二连接板13，第二卡扣板131，底部导水槽2，中间连接支撑部21，侧部导水槽22，延

伸边221，卡接部23，导水槽固定板24，延伸边卡扣板241，L形的连接板242，横向导水槽3，底

面31，侧面32，端部连接板33，屋面檩条4，密封条5，第一密封条51，第二密封条52，第一密封

边521，第二密封边522，倒刺边523，第三密封边524，台阶面5241，光伏组件6，金属框61，部

组件挡板7，

[0037] 如下具体实施方式将结合上述附图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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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8] 具体实施案例1：

[0039] 一种BIPV导水系统的屋顶结构，包括：组件压块1、底部导水槽2、横向导水槽3、屋

面檩条4、密封条5、光伏组件6，若干个所述屋面檩条4沿第一方向等间距排列放置，所述底

部导水槽2沿第一方向摆放且横跨若干个屋面檩条4并与其上板面固定连接，若干个所述底

部导水槽2沿第二方向等间距排列，所述第一方向与所述第二方向垂直，若干个所述光伏组

件6沿第一方向排列在底部导水槽2两侧，所述光伏组件4的两端部位于第二方向上相邻两

个底部导水槽2的上方且通过所述组件压块1将光伏组件6、底部导水槽2固定连接，所述底

部导水槽2包括中间连接支撑部21(具体为倒置的U形板)、侧部导水槽22，所述中间连接支

撑部21的两侧对称设置有侧部导水槽22，所述中间连接支撑部21与侧部导水槽22的连接段

设置有卡接部23，所述侧部导水槽22的边缘处设置有延伸边221，所述延伸边221通过导水

槽固定板24将底部导水槽2固定在屋顶檩条4上，所述导水槽固定板24包括一体结构的U形

的延伸边卡扣板241、L形的连接板242，所述延伸边卡扣板241卡接在底部导水槽2的延伸边

221位置，螺栓穿过所述连接板242、屋面檩条4的板面完成底部导水槽2与屋面檩条4的固定

连接；所述横向导水槽3包括底面31、侧面32、端部连接板33且为一体结构，所述侧面33与所

述底面31首尾连接，所述端部连接板33分别设置在底面31的首尾两端且背离底板板面向下

延伸，若干个所述横向导水槽3沿第二方向摆放且若干个横向导水槽3沿第一方向等间距排

列，所述横向导水槽3横跨两个相邻的底部导水槽2，所述横向导水槽3置于光伏组件6的下

方，所述相邻两个光伏组件6之间通过密封条5密封。所述组件夹块1包括一体结构且依次首

尾连接的U形连接板11、第一连接板12、第二连接板13，所述U形连接板的两侧对称设置有两

组第一连接板12、第二连接板13，所述第一连接板12板面设置有第一卡扣板121，所述第二

连接板13设置有第二卡扣板131，所述第一卡扣板121用于固定光伏组件，所述第二卡扣板

131用于固定位于组件夹块1、光伏组件6下方的底部导水槽2，所述组件夹块1整体为弹性板

结构，所述第一卡扣板121用于卡扣光伏组件6金属框61的下板板面，所述第二卡扣板131与

所述卡接部23卡扣固定实现组件夹块1与底部导水槽2的卡扣固定。,所述密封条5包括发泡

型第一密封条51、第二密封条52，所述第一密封条51位于所述组件夹块1与底部导水槽2之

间，具体为，所述第一密封条51的上板面与第一连接板12接触、下板面与中间连接支撑部21

接触；所述第二密封条52设置在相邻的两个光伏组件6之间且沿第二方向摆放；所述第二密

封条52为T形结构，包括垂直设置的第一密封边521、第二密封边522，还包括倒刺边523、第

三密封边524，所述第一密封边521的上板面为弧形面、下板面为平面，所述第二密封边522

为中空结构且两侧设置有倒刺边523，所述第二密封边522与第三密封边524一体结构且所

述第三密封边524为弧形结构，所述倒刺边523倾斜向上，所述第二密封条52的两端部紧贴

该端部组件夹块1中U形连接板11的板面。

[0040] 进一步的,所述端部连接板33为弹性片，两端部的端部连接板33为对称内侧倾斜

设置，所述端部连接板33通过弹性回复力贴紧底部导水槽2中侧部导水槽22的板面内侧。端

部连接板33倾斜向内侧且为弹性板结构，端部连接板33对侧部导水槽22的板面具有卡扣贴

紧力，可快速实现底部导水槽2、横向导水槽3的卡扣固定，避免后续结构的安装过程中两结

构发生相对移动。

[0041] 可选择的,所述卡接部23为内凹的卡接槽或外凸的卡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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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连接板12板面设置有接地卡板122，所述接地卡板设置有刺穿

部1221。

[0043] 可选择的,所述刺穿部1221与接地卡板122位于同一平面或者所述刺穿部1221相

对于接地卡板122倾斜向上。

[0044]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卡扣板121、第二卡扣板131、接地卡板122均是通过切割与周

边板分离的结构且所述第一卡扣板121为向内弯折的V形结构，即第一卡扣板121、第二卡扣

板131、接地卡板122均对应各自板面孔的位置。优选的，所述第一卡扣板121、接地卡板122

对应的板面孔连通，即两结构对应同一板面孔。

[0045] 进一步的,第一卡扣板121、第二卡扣板131、接地卡板122定义为为一组卡扣固定

结构，所述第一连接板12、第二连接板13的板面分布有两组沿其长度排列的卡扣固定结构，

每组卡扣固定结构中各结构的宽度中心线位于同一竖直平面，所述两组卡扣固定结构对称

设置在第二密封条52的两侧。屋顶结构中位于第一方向两端及两端之间位置的的组件夹块

1、光伏组件6的装配状态如下：两端之间位置的每个组件夹块1每侧均设置有两个光伏组件

6且两个光伏组件6在其长度中点两侧对称设置；所述两端位置的组件夹块1每侧设置有一

个光伏组件6且该光伏组件6与端部组件挡板7接触的一端无第二密封条52，端部组件挡板7

铆接在所述底部导水槽2中中间连接支撑部21的上板面且与端部的光伏组件6端部接触。

[0046] 进一步的，所述BIPV导水系统的屋顶结构,所述第二密封条52中第三密封边524的

弧形面底部紧贴横向导水槽3底面31，所述第三密封边524的两端部设置有台阶面5241，所

述台阶面5241的高度恰好等于所述横向导水槽3中底面31与所述组件夹块1中第一连接板

12板面高度差。

[0047] 安装过程如下：安装过程中，先将屋面檩条4排列摆放，然后将底部导水槽2沿第一

方向摆放并通过导水槽固定板24与所述屋面檩条4固定连接，将第一密封条51置于所述底

部导水槽2的中间连接支撑部21的上方，将组件夹块1从底部导水槽2上方下压，使第二卡扣

板131与底部导水槽2的卡接部23卡扣实现组件夹块1余底部导水槽2的卡扣连接，在此过程

中，发泡型第一密封条51会产生弹性变形填充组件夹块1、底部导水槽2之间的缝隙以达到

密封的目的，同时将横向导水槽3沿第二方向放置到相邻的两个底部导水槽2的侧部导水槽

22中(即所述横向导水槽3的端部连接板33位于侧部导水槽22中)；将光伏组件6下压使组件

夹块1的第一卡扣板121通过挤压变形、弹性回弹卡扣在金属框61下板板面，同时所述接地

卡板122受压变形且所述刺穿部1221刺穿金属框61下板板面的氧化皮与金属板面接触，无

需另设接地线，通过相邻金属结构直接的接触，仅需要对屋面檩条接地即可实现光伏组件6

的接地，保证光伏组件6使用安全性的同时简化接地操作；所述横向导水槽3位于相邻两个

光伏组件6的连接缝隙正下方；将第二密封条52从两个相邻光伏组件6的安装缝隙上方塞入

并压实，所述第二密封条52位于所述横向导水槽3的正上方。

[0048] 上述具体实施案例中涉及的BIPV导水系统的屋顶结构优势如下：一、组件夹块、底

部导水槽的结构简单、易生产且合格率较高；二、组件夹块、底部导水槽、光伏组件之间通过

下压卡扣固定连接，装配操作简单，效率高；三、组件夹块中的接地卡板与金属框刺穿卡接

后代替接地线的作用，简化了装配操作、省却复杂接地线的设置，进一步提高装配效率；四、

组件夹块中在第二密封条的两侧对称设置有两组卡扣固定结构，每相邻的两个光伏组件通

过组件夹块中相应位置的卡扣固定结构固定，同时也对光伏组件起到定位的作用，加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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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端部组件挡板的设置，可避免多个光伏组件沿第一方向滑动。

[0049]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几种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本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因此，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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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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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图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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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图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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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图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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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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