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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可调节太阳能集雨池及控

制方法，可调节太阳能集雨池包括池体、蓄电池

和多块板体，池体一端开口，板体为圆弧形薄板

状，板体朝向上方一侧为内凹面，板体朝向下方

一侧为外凸面，内凹面上固设有柔性太阳能电池

板，板体一端通过铰轴与池体开口端边沿铰接，

板体另一端向外延伸，柔性太阳能电池板与蓄电

池之间建立有电性连接。控制方法，包括根据天

气信息的变化对板体相对于水平面之间的角度

进行调整的步骤。采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通过

根据天气情况，通过驱动电机驱动板体翻转，实

时改变板体相对于水平面之间的角度，实现了充

分收集雨水和收集太阳光，避免装置受到雨雪冲

刷，保证装置稳定可靠工作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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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调节太阳能集雨池，其特征在于：包括池体(1)、蓄电池和多块板体(2)，所述

池体(1)一端开口，所述板体(2)为圆弧形薄板状，所述板体(2)朝向上方一侧为内凹面，所

述板体(2)朝向下方一侧为外凸面，所述内凹面上固设有柔性太阳能电池板(6)，所述板体

(2)一端通过铰轴(3)与所述池体(1)开口端边沿铰接，所述板体(2)另一端向外延伸，所述

柔性太阳能电池板(6)与所述蓄电池之间建立有电性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节太阳能集雨池，其特征在于：所述可调节太阳能集雨池还

包括驱动电机(5)、控制装置和减速器(4)，驱动电机(5)、控制器和蓄电池均安装于所述池

体(1)外壁之上，驱动电机(5)输出轴与减速器(4)输入轴固定连接，减速器(4)输出轴与所

述铰轴(3)固定连接，所述蓄电池为驱动电机(5)提供电能，控制装置分别与驱动电机(5)、

所述蓄电池控制端之间建立有电性连接。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可调节太阳能集雨池，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装置包括单片机、

安装于所述板体(2)之上的雨水感应器和光敏传感器、安装于所述池体(1)内壁之上的水位

传感器、安装于所述蓄电池之上的电压传感器，雨水感应器、光敏传感器、水位传感器和电

压传感器分别接入单片机数据输入端，单片机数据输出端分别与蓄电池、驱动电机(5)控制

端电性连接。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可调节太阳能集雨池，其特征在于：所述减速器(4)时涡轮蜗杆

减速器(4)。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节太阳能集雨池，其特征在于：所述板体(2)外凸面之间上

安装有若干条镶条(7)。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节太阳能集雨池，其特征在于：所述板体(2)外凸面上还安

装有配重块(8)，配重块(8)安装位置与所述铰轴(3)接近。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节太阳能集雨池，其特征在于：所述柔性太阳能电池板(6)

与所述池体(1)铰接处端面面积大于其相对的另一端端面面积。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节太阳能集雨池，其特征在于：所述板体(2)质量与柔性太

阳能电池板(6)质量之比为1：5～2：3。

9.一种可调节太阳能集雨池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使用如权利要求1至8所述的可调节太阳能集雨池，通过所述雨水感应器获取

外部环境中雨量信息，通过所述光敏传感器获取外部环境中的光照信息，通过所述水位传

感器获取所述池体(1)以内的水位信息，通过所述电压传感器获取所述蓄电池的电量信息；

步骤二：根据步骤一中所述雨水信息、光照信息和水位信息，通过所述单片机控制所述

驱动电机(5)运行，改变所述板体(2)相对于水平面之间的角度；根据步骤一中所述的电量

信息，通过所述单片机控制所述蓄电池与柔性太阳能电池板(6)之间电性连接的通断。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可调节太阳能集雨池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可调节太阳

能集雨池控制方法还包括：

(1)、当所述水位信息大于所述池体(1)高度的90％以上且所述雨量信息大于10毫米

时，通过所述单片机控制所述驱动电机(5)运行，使所述板体(2)相对于水平面之间的角度

为90度；

(2)、当所述电量信息小于1000mAh时，通过所述单片机控制，使所述蓄电池与柔性太阳

能电池板(6)之间电性连接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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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调节太阳能集雨池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可调节太阳能集雨技术领域，尤其涉及存储收集雨水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西南地区属于典型丘陵山地，降雨量低，虽然不属于干旱地区但是部分地区保水

性差，河流多位于农田住处下方，为了实现灌溉、饮用等需求，需要通过提水实现。以贵州为

例，贵州年平均降雨量在800-1200mm，但是贵州以黄棕壤、黄壤、红壤为主，保水性差，水分

流失很大，再结合典型丘陵山地，导致很多高山农田“靠天吃饭”，甚至居民饮用水都及其困

难，部分石漠化地区更加严重。

[0003] 目前，国内现有设备主要是通过，(1)提水灌溉、饮用，具有很高的稳定性，但是成

本投入大、局限性大，(2)地下水、修筑蓄水池设施简陋，对自然环境造成影响，可控性差。

[0004] 同时，近年来光伏技术的发展，在发电效率有明显提升，光伏的可利用率也更高。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可调节太阳能集雨池。

[0006]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

[0007] 本发明专利提供一种可调节太阳能集雨池，包括池体、蓄电池和多块板体，所述池

体一端开口，所述板体为圆弧形薄板状，所述板体朝向上方一侧为内凹面，所述板体朝向下

方一侧为外凸面，所述内凹面上固设有柔性太阳能电池板，所述板体一端通过铰轴与所述

池体开口端边沿铰接，所述板体另一端向外延伸，所述柔性太阳能电池板与所述蓄电池之

间建立有电性连接。

[0008] 所述可调节太阳能集雨池还包括驱动电机、控制装置和减速器，驱动电机、控制器

和蓄电池均安装于所述池体外壁之上，驱动电机输出轴与减速器输入轴固定连接，减速器

输出轴与所述铰轴固定连接，所述蓄电池为驱动电机提供电能，控制装置分别与驱动电机、

所述蓄电池控制端之间建立有电性连接。

[0009] 所述控制装置包括单片机、安装于所述板体之上的雨水感应器和光敏传感器、安

装于所述池体内壁之上的水位传感器、安装于所述蓄电池之上的电压传感器，雨水感应器、

光敏传感器、水位传感器和电压传感器分别接入单片机数据输入端，单片机数据输出端分

别与蓄电池、驱动电机控制端电性连接。

[0010] 所述减速器时涡轮蜗杆减速器。

[0011] 所述板体外凸面之间上安装有若干条镶条。

[0012] 所述板体外凸面上还安装有配重块，配重块安装位置与所述铰轴接近。

[0013] 所述柔性太阳能电池板与所述池体铰接处端面面积大于其相对的另一端端面面

积。

[0014] 所述板体质量与柔性太阳能电池板质量之比为1：5～2：3。

[0015] 此外，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可调节太阳能集雨池控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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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步骤一：使用所述的可调节太阳能集雨池，通过所述雨水感应器获取外部环境中

雨量信息，通过所述光敏传感器获取外部环境中的光照信息，通过所述水位传感器获取所

述池体以内的水位信息，通过所述电压传感器获取所述蓄电池的电量信息；

[0017] 步骤二：根据步骤一中所述雨水信息、光照信息和水位信息，通过所述单片机控制

所述驱动电机运行，改变所述板体相对于水平面之间的角度；根据步骤一中所述的电量信

息，通过所述单片机控制所述蓄电池与柔性太阳能电池板之间电性连接的通断。

[0018] 所述可调节太阳能集雨池控制方法还包括：

[0019] 当所述水位信息大于所述池体高度的90％以上且所述雨量信息大于10毫米时，通

过所述单片机控制所述驱动电机运行，使所述板体相对于水平面之间的角度为90度；

[0020] 当所述电量信息小于1000mAh时，通过所述单片机控制，使所述蓄电池与柔性太阳

能电池板之间电性连接接通。

[002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采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通过加装集雨板提高接雨面积，

同时可以收拢减少蒸发，可进行智能调节，相比常规蓄水池建筑面积为雨水收集面积，阳光

直射，限制大，并且本专利可以改装为现有蓄水池。其次，通过集雨板两周安装柔性太阳能

电池板，在完成集雨的同时晴天进行发电、减少蒸发面积。同时，雨水冲刷，提升太阳能电池

表面清洁度，对比现有提灌设备无动力或通过接入家用市电，成本更低，更加清洁对使用环

境要求更低。最后，通过电机驱动蜗轮蜗杆减速器，集雨板可调节收缩，张开度实现集雨板

可调节。同时，蜗轮蜗杆具有单向自锁功能，可防止集雨板不安全。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是本发明所有板体直立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是本发明板体与柔性太阳能电池板的连接示意图。

[0025] 图4是本发明控制方法的流程图。

[0026] 图中：1-池体，2-板体，3-铰轴，4-减速器，5-驱动电机，6-柔性太阳能电池板，7-镶

条，8-配重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进一步描述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但要求保护的范围并不局限于所述。

[0028] 如图1、图2、图3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可调节太阳能集雨池，包括池体1、蓄电池和

多块板体2，池体1一端开口，板体2为圆弧形薄板状，板体2朝向上方一侧为内凹面，板体2朝

向下方一侧为外凸面，内凹面上固设有柔性太阳能电池板6，板体2一端通过铰轴3与池体1

开口端边沿铰接，板体2另一端向外延伸，柔性太阳能电池板6与蓄电池之间建立有电性连

接。

[0029] 进一步地，可调节太阳能集雨池还包括驱动电机5、控制装置和减速器4，驱动电机

5、控制器和蓄电池均安装于池体1外壁之上，驱动电机5输出轴与减速器4输入轴固定连接，

减速器4输出轴与铰轴3固定连接，蓄电池为驱动电机5提供电能，控制装置分别与驱动电机

5、蓄电池控制端之间建立有电性连接。采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通过蓄电池为驱动电机提

供能源，驱动电机驱动板体2转动，从而改变板体相对于池体1的姿态，以便尽最大可能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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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雨水。

[0030] 此外，控制装置包括单片机、安装于板体2之上的雨水感应器和光敏传感器、安装

于池体1内壁之上的水位传感器、安装于蓄电池之上的电压传感器，雨水感应器、光敏传感

器、水位传感器和电压传感器分别接入单片机数据输入端，单片机数据输出端分别与蓄电

池、驱动电机5控制端电性连接。驱动电机5、蓄电池、控制装置和减速器4在安装于池体1之

上以后，均经过了相应的防水密封处理。

[0031] 优选驱动电机5额定功率为0.4～3kW。驱动电机5额定转速为1～5r/min。减速器4

时涡轮蜗杆减速器4。池体1是圆柱体形或长方体形，圆柱体形的外径为2～6m，长方体形的

长×宽＝2m×2m～6m×6m。池体1深度为0～6m。

[0032] 进一步地，板体2外凸面之间上安装有若干条镶条7。镶条7数量为3～6条。通过镶

条7增加了板体2的结构强度，从而使本发明更加经久耐用。

[0033] 板体2内凹面为光滑表面，板体2外凸面上还安装有配重块8，配重块8安装位置与

铰轴3接近。柔性太阳能电池板6与池体1铰接处端面面积大于其相对的另一端端面面积。板

体2质量与柔性太阳能电池板6质量之比为1：5～2：3。通过配重块8，使板体2在改变姿态时

上下端质量分布合理，避免出现“头重脚轻”的情况，从而使本发明工作更加稳定可靠。

[0034] 此外，如图4所示，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可调节太阳能集雨池控制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35] 步骤一：使用上述可调节太阳能集雨池，通过雨水感应器获取外部环境中雨量信

息，通过光敏传感器获取外部环境中的光照信息，通过水位传感器获取池体1以内的水位信

息，通过电压传感器获取蓄电池的电量信息；

[0036] 步骤二：根据步骤一中雨水信息、光照信息和水位信息，通过单片机控制驱动电机

5运行，改变板体2相对于水平面之间的角度；根据步骤一中的电量信息，通过单片机控制蓄

电池与柔性太阳能电池板6之间电性连接的通断。

[0037] 进一步地，设柔性太阳能电池板的数量为n，所述单片机获取的光照信息中包含太

阳方位角，以β表示，经过试验证明，当柔性太阳能电池板的数量3≤n≤9且为偶数时，使用

效果最佳，单片机在获取光照信息之后，通过其内部预设的运算程序进行运算，从而计算得

出板体2应相对于水平面之间的角度，以θ表示，并通过控制驱动电机5运行以实现，具体运

算公式为：

[0038] θ＝90°-arcctg(Rn×cosβ)；

[0039] 上式中Rn为阴影倍率，Rn是与当地气候条件有关的预先存储在单片机存储器以内

的阈值，一般来说，Rn＝2.2～4.0。

[0040] 进一步地，可调节太阳能集雨池控制方法还包括：

[0041] 1、当水位信息大于池体1高度的90％以上且雨量信息大于10毫米时，通过单片机

控制驱动电机5运行，使板体2相对于水平面之间的角度为90度；

[0042] 2、当电量信息小于1000mAh时，通过单片机控制，使蓄电池与柔性太阳能电池板6

之间电性连接接通；

[0043] 采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相比常规蓄水池建筑面积为雨水收集面积，通过加装集

雨板提高集雨面积最高可到150％，同时可以收拢减少蒸发最高可达80％，调节范围大，且

可智能调节，并且本专利可以改装现有蓄水池，实现此功能。其次，通过集雨板两周安装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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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太阳能电池板6，在完成集雨的同时晴天进行发电、减少蒸发面积。同时，雨水冲刷，提升

太阳能电池表面清洁度，对比现有提灌设备无动力或通过接入家用市电，成本更低，更加清

洁对使用环境要求更低。最后，通过电机驱动蜗轮蜗杆减速器4，集雨板可调节收缩，张开度

实现集雨板可调节。同时，蜗轮蜗杆具有单向自锁功能，可防止集雨板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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