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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太阳能公路供电系统，属于

太阳能领域。本发明包括沿公路延伸方向分别于

公路两侧和公路中间设置立柱，沿公路延伸方向

在立柱上架设桁架，在沿公路延伸方向架设的桁

架上铺设安装太阳能电池板，太阳能电池板形成

沿公路延伸方向覆盖公路的遮挡顶；太阳能公路

供电系统还包括储能装置、太阳能控制器以及滑

触充电线；沿公路延伸方向，位于公路两侧的立

柱正对公路的一侧、位于公路中间的立柱正对公

路的两侧、以及桁架下方分别配置滑触充电线；

太阳能电池板、储能装置和滑触充电线分别与太

阳能控制器电连接。通过本发明实现为电动车在

行驶过程中充电，并且形成沿公路延伸方向覆盖

公路的遮挡顶，进而实现对公路及行驶车辆的防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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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太阳能公路供电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沿公路延伸方向分别于所述公路两侧

和所述公路中间设置立柱，沿所述公路延伸方向在所述立柱上架设桁架，在沿所述公路延

伸方向架设的所述桁架上铺设安装太阳能电池板，所述太阳能电池板形成沿所述公路延伸

方向覆盖所述公路的遮挡顶；

所述太阳能公路供电系统还包括储能装置、太阳能控制器以及滑触充电线；

沿所述公路延伸方向，位于所述公路两侧的所述立柱正对所述公路的一侧、位于所述

公路中间的所述立柱正对所述公路的两侧、以及所述桁架下方分别配置所述滑触充电线；

所述太阳能电池板、所述储能装置和所述滑触充电线分别与所述太阳能控制器电连

接；

在所述桁架上铺设安装的所述太阳能电池板沿所述公路延伸方向形成多列，所述太阳

能电池板形成的所述遮挡顶横向截面呈圆弧状，从呈圆弧状的所述遮挡顶顶端往两侧方

向，上一列所述太阳能电池板尾端设置在下一列所述太阳能电池板首端的上方，且上一列

所述太阳能电池板尾端与下一列所述太阳能电池板首端之间具有间隔空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能公路供电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桁架上，沿公路延

伸方向，每隔设定距离，配置有监测装置、显示器、报警器和通信装置，所述监测装置、所述

显示器和所述报警器分别与所述通信装置电连接，所述监测装置、所述显示器、所述报警器

和所述通信装置分别与所述太阳能控制器电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太阳能公路供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监测装置包括摄像机

和电子雷达。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太阳能公路供电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桁架上，沿公路延

伸方向，每隔设定距离，配置有用于公路照明的路灯，所述路灯与所述太阳能控制器电连

接，所述路灯包括光控路灯或声控路灯。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能公路供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储能装置和所述太阳

能控制器均安装在所述桁架上。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能公路供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太阳能公路供电系统

还包括双向逆变器，所述双向逆变器与所述太阳能控制器电连接，并且所述双向逆变器接

入交流供电电网。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太阳能公路供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太阳能公路供电系统

还包括于公路服务区建筑屋顶上铺设所述太阳能电池板、以及于所述公路一侧铺设所述太

阳能电池板，于公路服务区建筑屋顶上铺设的所述太阳能电池板和于所述公路一侧铺设的

所述太阳能电池板分别与所述太阳能控制器电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太阳能公路供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太阳能公路供电系统

还包括于所述公路一侧架设有风力发电机，所述风力发电机与所述储能装置电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1至8任一项所述的太阳能公路供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储能装置

采用超级电容器或者蓄电池，所述立柱和所述桁架均由钢材料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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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太阳能公路供电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太阳能供电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太阳能公路供电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中，以汽油、柴油为动力的汽车，其内燃机燃烧汽油、柴油后排放的尾气

给大气环境造成难以恢复的污染，同时汽油、柴油都是从石油中提炼出来，然而石油是属于

不可再生能源，用一点少一点，总有一天要用完。据预计目前世界上已探明储量的石油可能

于2075年左右采尽，到那时我们又用什么能源来驱动我们不可缺少的汽车？

[0003] 作为一种解决方案，现有技术给出了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清洁能源——太

阳能，目前已能开发出成熟的太阳能发电技术，并开发出利用太阳能作动力的电动汽车，让

太阳能像汽、柴油能源一样方便快捷用到车辆上。

[0004] 如在电动汽车上设置太阳能电池板将太阳能直接转换为电动汽车所需的电能；也

有的是在某一区域设置太阳能充电屋，驾驶电动汽车去太阳能充电屋充电。但现有技术的

电动汽车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不可克服的问题，即充电困难、充电时间较长的问题。对于在汽

车上设置太阳能电池板将太阳能直接转换为电能的电动汽车来说，一方面车顶设置太阳能

电池板的方式对于出行来说非常不方便，另一方面当行驶到中途遇到阴雨天没有太阳或夜

晚电能耗尽时，只能搁在路上等待太阳出来。对于需要去充电的电动汽车来说，必须在电动

车动力电池的电能还没耗尽前，开着车去太阳能电池屋或充电桩充电一两个小时，其费事

费时。

[0005] 目前的电动车充电时需要停车充电，且充一次电需一定时间，如慢充的话会长达

五六小时，而且其充满电后也只适合城郊之间短途行驶，并不适合长途行驶，现有技术电动

汽车因在公路上行驶时受到充电难、充电时间长的限制，现有技术电动汽车一般不敢上长

途跑。

[0006] 另外，目前现有公路，不论高速还是低速公路，全是露天开放式，在雪雨冰雾等恶

劣天气条件下，公路上行驶的车辆没有安全保障，这种情况最易造成恶性重大道路交通事

故，因而高速公路在恶劣的天气环境下经常是封路状态。同时，公路路面经日晒雨淋冰冻，

公路寿命大大折扣。但目前公路尤其是高速公路其最主要的缺点就是公路本身限制了现在

新兴发展的纯洁净能源车电动汽车的普及发展，其原因是现有技术电动汽车因在公路上行

驶时受到充电难、充电时间长的限制，现有技术电动汽车一般不敢上长途跑。电动汽车因在

路上无法充电这一严重的不足之处，这对国家鼓励优惠政策补贴发展的电动车来说，阻碍

了电动汽车代替燃油汽车来改善大气环境污染这一战略决策的有效推进。

发明内容

[0007]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太阳能公路供电系

统，形成使公路自身带有太阳能发电供电系统的技术方案，以实现为电动车在行驶过程中

充电，并且形成沿公路延伸方向覆盖公路的遮挡顶，以实现对公路及行驶车辆的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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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9] 一种太阳能公路供电系统，包括沿公路延伸方向分别于所述公路两侧和所述公路

中间设置立柱，沿所述公路延伸方向在所述立柱上架设桁架，在沿所述公路延伸方向架设

的所述桁架上铺设安装太阳能电池板，所述太阳能电池板形成沿所述公路延伸方向覆盖所

述公路的遮挡顶；

[0010] 所述太阳能公路供电系统还包括储能装置、太阳能控制器以及滑触充电线；

[0011] 沿所述公路延伸方向，位于所述公路两侧的所述立柱正对所述公路的一侧、位于

所述公路中间的所述立柱正对所述公路的两侧、以及所述桁架下方分别配置所述滑触充电

线；

[0012] 所述太阳能电池板、所述储能装置和所述滑触充电线分别与所述太阳能控制器电

连接。

[0013] 进一步，在所述桁架上，沿公路延伸方向，每隔设定距离，配置有监测装置、显示

器、报警器和通信装置，所述监测装置、所述显示器和所述报警器分别与所述通信装置电连

接，所述监测装置、所述显示器、所述报警器和所述通信装置分别与所述太阳能控制器电连

接。

[0014] 进一步，所述监测装置包括摄像机和电子雷达。

[0015] 进一步，在所述桁架上，沿公路延伸方向，每隔设定距离，配置有用于公路照明的

路灯，所述路灯与所述太阳能控制器电连接，所述路灯包括光控路灯或声控路灯。

[0016] 进一步，在所述桁架上铺设安装的所述太阳能电池板沿所述公路延伸方向形成多

列，所述太阳能电池板形成的所述遮挡顶横向截面呈圆弧状，从呈圆弧状的所述遮挡顶顶

端往两侧方向，上一列所述太阳能电池板尾端设置在下一列所述太阳能电池板首端的上

方，且上一列所述太阳能电池板尾端与下一列所述太阳能电池板首端之间具有间隔空隙。

[0017] 进一步，所述储能装置和所述太阳能控制器均安装在所述桁架上。

[0018] 进一步，所述太阳能公路供电系统还包括双向逆变器，所述双向逆变器与所述太

阳能控制器电连接，并且所述双向逆变器接入交流供电电网。

[0019] 进一步，所述太阳能公路供电系统还包括于公路服务区建筑屋顶上铺设所述太阳

能电池板、以及于所述公路一侧铺设所述太阳能电池板，于公路服务区建筑屋顶上铺设的

所述太阳能电池板和于所述公路一侧铺设的所述太阳能电池板分别与所述太阳能控制器

电连接。

[0020] 进一步，所述太阳能公路供电系统还包括于所述公路一侧架设有风力发电机，所

述风力发电机与所述储能装置电连接。

[0021] 进一步，所述储能装置采用超级电容器或者蓄电池，所述立柱和所述桁架均由钢

材料制成。

[0022] 本发明采用以上技术方案，至少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0023] 本发明提供一种太阳能公路供电系统，将太阳能电池板形成沿公路延伸方向覆盖

公路的遮挡顶，实现对公路及行驶车辆的防护；同时，通过沿公路延伸方向设置的滑触充电

线，在电动汽车车上设置连接动力电池且伸出电动汽车的集电杆，电动汽车行驶过程中，集

电杆与滑触充电线滑动接触，实现集电杆与滑触充电线之间滑动接触式电连接，进而实现

为电动车在行驶过程中充电，本发明具有不停车充电的优点，可满足电动汽车在公路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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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行驶。通过本发明太阳能公路供电系统，给出一种全新概念的太阳能公路，太阳能发电、

电动汽车充电等与公路形成一体化，电能的来源就是纯洁的太阳能，其用之不尽、用之不

绝，形成公路保护、能源提供和电动汽车行驶充电为一体的系统。

附图说明

[0024]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

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5] 图1为本发明一种太阳能公路供电系统的示意图之一；

[0026] 图2为本发明一种太阳能公路供电系统的示意图之二；

[0027] 图3为本发明一种太阳能公路供电系统的工作原理图；

[0028] 图4为本发明一种太阳能公路供电系统并入交流供电电网的工作原理图；

[0029] 图5为本发明一种太阳能公路供电系统设有风力发电机的工作原理图。

[0030] 图中，1-立柱；2-桁架；3-太阳能电池板；4-储能装置；5-太阳能控制器；6-滑触充

电线；7-集电杆；8-监测装置；9-显示器；10-报警器；11-通信装置；12-路灯；13-双向逆变

器；14-交流供电电网；15-风力发电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

详细的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

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得到的所有

其它实施方式，都属于本发明所保护的范围。

[0032] 如图1、图2和图3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太阳能公路供电系统，包括沿公路延伸方

向分别于所述公路两侧和所述公路中间设置立柱1，沿所述公路延伸方向在所述立柱1上架

设桁架2，在沿所述公路延伸方向架设的所述桁架2上铺设安装太阳能电池板3，所述太阳能

电池板3形成沿所述公路延伸方向覆盖所述公路的遮挡顶；

[0033] 所述太阳能公路供电系统还包括储能装置4、太阳能控制器5以及滑触充电线6；

[0034] 沿所述公路延伸方向，位于所述公路两侧的所述立柱1正对所述公路的一侧、位于

所述公路中间的所述立柱1正对所述公路的两侧、以及所述桁架2下方分别配置所述滑触充

电线6；

[0035] 所述太阳能电池板3、所述储能装置4和所述滑触充电线6分别与所述太阳能控制

器5电连接。

[0036] 现有技术中，所述太阳能电池板3的大面积铺设存在占用大量用地的问题，而本发

明利用公路上方这一现有技术还无法利用的空间，通过上述方案，沿公路延伸方向，在公路

两侧及公路中间分别设置所述立柱1，通过在所述立柱1上架设所述桁架2，形成安装所述太

阳能电池板3的结构框架，然后在所述桁架2铺设安装所述太阳能电池板3，将太阳能转换为

电能存储在所述储能装置4中，使本发明具有实现对土地资源合理利用的优点，对目前仍未

有利用价值的公路上方空间进行创造性利用，实现其有益价值；同时所述太阳能电池板3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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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沿公路延伸方向覆盖公路的长龙状遮挡顶，与公路形成一体化，还实现了为公路提供遮

挡防护保护公路，解决现有技术公路露天开放的如下缺点；

[0037] 一、解决公路路面经日晒雨淋冰冻，公路寿命降低的问题；

[0038] 二、在雪雨冰雾等恶劣天气条件下，现有技术公路上行驶的车辆没有安全保障，易

造成恶性重大道路交通事故。

[0039] 本发明中，配置在公路两侧及公路中间的所述滑触充电线6，沿公路延伸方向设

置，电动汽车在实施有本发明上述方案的公路上行驶时，需要动车上设置连接电动汽车动

力电池的集电杆7，该集电杆7可采用现有技术城市电车或者高铁动车车顶上的集电杆7这

一成熟应用，城市电车或者高铁动车通过电网供电提供动力时，在其行驶沿线会高架电线，

行驶过程中，城市电车或者高铁动车车顶上的集电杆7与电线滑动接触，城市电车或者高铁

动车实现获得电线上的电力。本发明中方案在具体应用中时，电动汽车行驶过程中需要充

电时，可通过设置在电动汽车上伸出电动汽车的集电杆7与所述滑触充电线6滑动接触，因

所述滑触充电线6与所述太阳能控制器5电连接，所述太阳能控制器5控制所述储能装置4向

所述滑触充电线6供电。通过沿公路延伸方向设置的所述滑触充电线6，在电动车的充电接

口上设置伸出电动汽车的集电杆7，电动汽车行驶过程中，集电杆7与滑触充电线6滑动接

触，实现为电动车在行驶过程中充电，本发明具有不停车充电的优点，可满足电动汽车在公

路上长途行驶。解决现有技术电动汽车因在公路上行驶时受到充电难、充电时间长的限制，

现有技术电动汽车一般不敢上长途跑，间接导致了现有公路本身限制电动汽车普及问题。

[0040] 本发明中，对于所述储能装置4和所述太阳能控制器5的安装位置，本发明在实际

实施中，可将所述储能装置4和所述太阳能控制器5均安装在所述桁架2上。

[0041] 如图1和图3所示，对于本发明通过在沿公路延伸方向在公路两侧及公路中间安装

所述立柱1，在所述立柱1上架设所述桁架2，以及在所述桁架2上铺设安装所述太阳能电池

板3，所述太阳能电池板3将天阳能转换为电能，现有公路上会安装有监控汽车行驶的监测

装置8，显示路况的显示器9，以及用于前方路况报警的报警器10等电子设备。对此本发明为

安装上述监测装置8、显示器9、报警器10等等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如本发明中，可在所

述桁架2上，沿公路延伸方向，每隔设定距离，配置有监测装置8、显示器9、报警器10和通信

装置11，所述监测装置8、所述显示器9、所述报警器10分别与所述通信装置11电连接，所述

监测装置8、所述显示器9、所述报警器10、所述通信装置11分别与所述太阳能控制器5电连

接。

[0042] 本发明沿公路延伸方向架设的所述桁架2为所述监测装置8、所述显示器9、所述报

警器10以及所述通信装置11提供了便利的安装条件，沿公路延伸方向铺设安装在所述桁架

2上的所述太阳能电池板3，自然而然地获得了如下有益效果，其可为所述监测装置8、所述

显示器9、所述报警器10以及所述通信装置11遮挡风雨，而且不影响所述监测装置8、所述显

示器9、所述报警器10的功能实现，如不影响监测装置8的检测视场。

[0043] 通过所述太阳能控制器5为所述监测装置8、所述显示器9、所述报警器10以及所述

通信装置11提供从所述储能装置4供给的电力，本发明沿公路延伸方向架设的所述桁架2为

所述监测装置8、所述显示器9、所述报警器10沿公路延伸方向的高密度连续安装提供了可

行的安装条件，为汽车在公路上安全行驶提供了智能化、电子化的监控以及显示导引方案，

如汽车行驶前方某处发生交通事故，沿公路延伸方向的高密度连续安装的所述监测装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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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做到无死角监控，车辆监控终端通过所述通信装置11可进行远程监控，进而及时调度

处理，实现减少事故损失，同时通过沿公路延伸方向的高密度连续安装的所述显示器9、所

述报警器10，其他后方行驶的车辆可在第一时间获知前方的情况，以便自己选择下路或改

道等措施，减少堵车事件的发生。

[0044] 上述方案中，所述监测装置8包括摄像机和电子雷达等现有的技术中对车辆的测

控仪器；所述报警器10限定为现有技术可远程控制的报警器，可采用光报警器10，如警示

灯，也可采用声报警器10，当然同样可以采用声光结合的报警器10；所述通信装置11可采用

无线通信装置或者有线通信装置11均可实现本发明的功能。通过本发明该方案，所述监测

装置8、所述显示器9、所述报警器10和所述通信装置11沿公路延伸方向每隔设定距离设置，

形成对公路的整体监控，本发明形成的整体监控方案可以与公路路政、公安、医院、政府其

他部门等相关机构进行联网配合，实现形成对公路的监控、管理及应急处理为一体的监控

系统。如在公路某处有什么事故或事件发生，整条公路上的车辆能够第一时间得知情况，道

路上的车辆得到信息后可根据自己情况选择出口离开，不会像现在公路上车辆都拥到事故

现场才明白这段出事了，进而导致形成大面积交通堵塞现象；同时，将事故现场实时传到公

路路政、公安、医院、政府其他部门等相关机构，清晰可见得到现场信息，为快速赶到抢救处

现场争取时间。

[0045] 现有技术中，城市公路的两侧都会设置路灯，这是由于在城市中可以就近将路灯

就近接入电网，而远离城市的公路因附近没有电力网络可供使用，因而远离城市的公路也

就没有路灯，车辆夜晚行驶时仅能依靠自身的车灯照明，此行驶环境下容易发生事故，而本

发明沿公路延伸方向铺设安装所述太阳能电池板3，为远离城市的公路安装路灯提供了电

力来源，同时沿公路延伸方向架设的所述桁架2为路灯的根据需求任意安装提供了可行的

方便的安装条件，对此本发明中可在所述桁架2上，沿公路延伸方向，每隔设定距离，配置有

用于公路照明的路灯12，所述路灯12与所述太阳能控制器5电连接，其设置示意和工作原理

分别如图1和图3所示。本发明中，所述路灯12可以采用现有技术的光控路灯或声控路灯，这

样使路灯可以由光控或声控，以实现对电能的合理利用。例如在天黑时，光控路灯开启照

明，天明时光控路灯断开；例如，由声控路灯控制，在晚上时车辆行驶进入应用本发明方案

的公路，于行驶车辆前方若干米声控路灯开启，车过后声控路灯熄灭，这样在无车辆通过

时，路灯不会亮起，不会浪费电能。

[0046] 本发明中，沿公路延伸方向铺设覆盖于公路上方的所述太阳能电池板3，其发电量

无疑是巨大的，当所述储能装置4全部充满电后，且同时当前行驶中电动汽车充电需求的电

量远小于沿公路延伸方向长龙状的所述太阳能电池板3发出的电量时，所述太阳能电池板3

发出的电量就会通过所述太阳能控制器5中的放电电路释放掉，这无疑是资源的浪费；另一

方面，连绵阴雨天气或者夜晚时，行驶中电动汽车充电需求的电量很大，但是所述储能装置

4已不能提供相应的电能，这种情况也是可能发生的。对此，本发明提供如下解决解决方案：

如图4所示，所述太阳能公路供电系统还包括双向逆变器13，所述双向逆变器13与所述太阳

能控制器5电连接，并且所述双向逆变器13接入交流供电电网14，本发明该方案在实际应用

中，如所述交流供电电网14可以选择为国家电网。

[0047] 通过上述所述双向逆变器13，当沿公路延伸方向长龙状的所述太阳能电池板3发

出的电量富余时，所述双向逆变器13将所述太阳能电池板3发出的直流电逆变为交流电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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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交流供电电网14使用；当所述储能装置4的电量不足且所述太阳能电池板3无法给其充

电时，通过所述双向逆变器13将交流供电电网14的交流电逆变为直流电为所述储能装置4

充电。

[0048] 如图1中A处所示，本发明中，对于所述太阳能电池板3的安装方式还给出如下优选

方案：在所述桁架2上铺设安装的所述太阳能电池板3沿所述公路延伸方向形成多列，所述

太阳能电池板3形成的所述遮挡顶横向截面呈圆弧状，从呈圆弧状的所述遮挡顶顶端往两

侧方向，上一列所述太阳能电池板3尾端设置在下一列所述太阳能电池板3首端的上方，且

上一列所述太阳能电池板3尾端与下一列所述太阳能电池板3首端之间具有间隔空隙。

[0049] 所述太阳能电池板3沿公路延伸方向形成长龙桩的弧形遮挡顶，遮挡顶因长龙状

延伸的缘故，在实际应用中，需要考虑本发明整体方案的防风性能，若是所述太阳能电池板

3铺设安装是首尾衔接安装，所述太阳能电池板3形成的长龙状遮挡顶表面形成连续密闭的

弧面时，有强风时，长龙状遮挡顶会出现一个整体的迎风面和背风面，迎风面和背风面的风

压不同，该情形下本发明需要硬抗强风，通常情况下，需要考虑的是所述立柱1的安装固定

在地面上的牢固程度，以及所述桁架2间、所述桁架2与所述立柱1间、所述桁架2和所述太阳

能电池板3间的安装牢固程度，但基于本发明整体是沿公路延伸方向布置，各处受风情况会

有不同，需要每个局部都要能够适应强风；另外，所述太阳能电池板3形成的沿公路延伸方

向布置的所述遮挡顶虽然对公路和在公路上行驶的汽车起到防护作用，但所述太阳能电池

板3形成的长龙状遮挡顶表面形成连续密闭的弧面时，会向公路反射车辆发出的噪音，在沿

公路延伸方向形成一条被增强的噪音带。通过上述改进方案，上一列所述太阳能电池板3尾

端设置在下一列所述太阳能电池板3首端的上方，且上一列所述太阳能电池板3尾端与下一

列所述太阳能电池板3首端之间存在间隔，这样在长龙状弧形遮挡顶上的形成有沿公路延

伸方向布置的多列间隔空隙，该多列间隔空隙在平常时作为透光通道，增加白天时公路上

的亮度，行驶车辆发出的噪音在遮挡顶上可通过该间隔实现消音；当有强风时，风从长龙状

弧形遮挡顶上的多列间隔空隙进去，长龙状弧形遮挡顶本身形成了过风通道，间隔空隙列

数越多，也就更有效地降低长龙状弧形遮挡顶迎风面和背风面之间的风压差，从而降低强

风吹翻本发明的风险。

[0050] 本发明中，对于公路服务区的建筑屋顶和沿公路延伸方向公路两侧空闲无使用价

值的用地的利用上，本发明给出下述利用方案，具体为：

[0051] 所述太阳能公路供电系统还包括于公路服务区建筑屋顶上铺设所述太阳能电池

板3、以及于所述公路一侧铺设所述太阳能电池板3，于公路服务区建筑屋顶上铺设的所述

太阳能电池板3和于所述公路一侧铺设的所述太阳能电池板3分别与所述太阳能控制器5电

连接。通过该方案可以有效地就近利用公路服务区建筑屋顶上的闲置空间、公路边上的用

地，并且在不影响地区生态环境情况下进行铺设所述太阳能电池板3，以增加发电量，实现

资源的合理利用。

[0052] 如图5所示，为了更加有效就近利用公路边无使用价值的用地，在铺设所述太阳能

电池板3的基础上，当该地风力资源丰富时，在上述铺设所述太阳能电池板3的基础上，还可

以架设风力发电机15，所述风力发电机15与所述储能装置4电连接。这样有效就近利用公路

边无使用价值的用地设置所述太阳能发电板和所述风力发电机15，同时也便于集中管理。

[0053] 本发明中，所述储能装置4采用现有技术中成熟应用的超级电容器或者蓄电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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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立柱1和所述桁架2可均由钢材料制成，通过本发明可以有效解决我国钢铁产能过剩问

题。

[005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变化或替换，都应涵

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以所述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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