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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太阳能的跟踪方法。一种不

同地形自适应太阳能跟踪方法，提出了一种基于

现代天文算法准确计算太阳位置，根据组件宽度

和前后排电池板组件间距及相差的高度，设计一

个等效位置，并且根据相应计算公式调整电池板

组件角度的太阳能跟踪器。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能

不改变原有结构的情况下，对于地形复杂，光伏

组件前后排具有高度差的布置结构上，依然能保

证任意时间前后排光伏组件东西方向上都不产

生阴影，达到太阳光线垂直于光伏组件光射强度

的最大化，提高光伏转化率的不同地形自适应太

阳能跟踪方法；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存在的太阳能

的电池板组件容易相互遮挡产生阴影，影响太阳

光的接收，从而影响光伏转化率的技术问题。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1页

CN 106933255 B

2019.12.13

CN
 1
06
93
32
55
 B



1.一种不同地形自适应太阳能跟踪方法，其特征在于：

第一步，根据电池板组件的安装地所处的经度γ、纬度 和北京时间T，计算当地时t，表

明时间变化的时角ω和赤纬角δ；其中，t＝T-[(120-γ)/15]，ω＝(t-12)×15，δ＝23.45·

sin[360×(284+n)/365]；

第二步，根据太阳高度角h的正切值和太阳方位角α的正弦值计算P角的正切值，P角为

太阳光线的空间矢量投射到跟踪器电池板组件上得到的一个垂直于面板的向量与水平面

之间的夹角；

第三步，根据第二步得到的P角的正切值，计算跟踪系统的正常跟踪目标角Q正，Q正＝

90°-P；

第四步，根据电池板组件的长度L、前后两排电池板组件立柱之间的距离D以及前后两

排光伏组件的立柱的高度差H，还有P角的正弦值算出跟踪系统的反阴影跟踪的反阴影跟踪

目标角Q反；

由于光伏组件立柱存在前后的高度差，顺着太阳光线的方向，后排组件高于或低于前

排组件，设计一个等效位置，等效位置为与前排组件位于同一水平面上，由此，等效位置与

后排组件的实际位置在水平方向上的差距为d，垂直方向上的差距为H，等效位置与前排组

件的距离为D’，d＝H/tanP，D’＝D±d，反阴影跟踪目标角Q反的计算如下：

第五步，太阳从升起至正午12点P角由0°增大至90°，期间P角由0°增大至45°为上午反

阴影跟踪，P角由45°增大至90°为上午正常跟踪；从正午12点至太阳落山P角由90°减小至

0°，期间P角由90°减小至45°为下午正常跟踪，P角由45°减小0°为下午反阴影跟踪；

第六步，通过倾角传感器可实时监测光伏组件的实际倾斜角度Q，为提高光伏组件的发

电效率，通过实时计算跟踪目标角和实际倾斜角的角度差，当角度差达到一定角度时驱动

执行机构使光伏组件转至跟踪目标角：在光伏跟踪系统处于正常跟踪阶段时当组件实际倾

斜角Q与正常跟踪目标角Q正角度差达到1°～5°时，控制器发送指令给执行机构，调整光伏组

件实际倾角至Q正；在光伏跟踪系统处于反阴影跟踪阶段时当组件实际倾斜角Q与反阴影跟

踪目标角Q反角度差达到3°～8°时，控制器发送指令给执行机构，调整光伏组件实际倾角至

Q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不同地形自适应太阳能跟踪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P角的

计算公式为：

tanP＝tanh/sin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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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形自适应太阳能跟踪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太阳能的跟踪方法，尤其涉及不同地形自适应太阳能跟踪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清洁能源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在新能源中，光伏发电

倍受瞩目。但由于过高的成本，目前还未能充分进入市场。光伏发电市场前景广阔，但太阳

能利用效率低下，面临着建设成本高，投资回报率低的问题。光伏发电的组件安装形式主要

有固定倾角式、单轴跟踪、双轴跟踪等方式。

[0003] 固定倾角式安装是组件以一定的倾角固定在地面上，整个发电过程组件处于静

态，该安装方式简单易行，成本低。但太阳处于动态运动过程，在一天中太阳光与太阳能电

池板相对位置时刻都在发生变化，光线与电池板相对垂直的时间很短。研究表明，太阳能电

池板发电能力与接收垂直光强成正比，每天有35％以上的能量被无形的浪费掉。另外，为了

防止大风、大雪等恶劣天气可能损坏太阳能电池板的支架，一般将基础和支架的安全系数

设计的很高。

[0004] 为了克服上述问题，提高太阳能的利用效率，增加发电量，降低太阳能发电的运营

成本，控制电池板组件旋转的光伏发电方式，即单轴和双轴跟踪系统。其中单轴是指电池板

组件只有一个旋转自由度，在方位角(东西方向)上跟踪太阳，双轴跟踪系统是指同时在太

阳方位角和高度角上跟踪太阳运动的方式。

[0005] 一般的平单轴太阳跟踪器，都采用了根据天文算法计算太阳方位角控制光伏组件

转动的控制方式，但在跟踪系统跟踪太阳的过程中，即使两排光伏组件之间留有一定距离

以避免前排阴影遮住后排光伏组件影响发电效率，但这段距离并不能保证所有时段光伏组

件都不受阴影的遮挡，尤其当太阳刚刚升起或即将落山时，太阳高度角很低，此时如果光伏

组件继续对准太阳，遮挡是不可避免的。随着控制算法的更新，现在市场上通用的平单轴跟

踪系统在地形比较平整的情况下已经基本解决了阴影遮挡问题，但是该天文算法应用在地

形较为复杂如前后排组件存在明显高度差的情况下，前后排光伏组件仍然存在较为明显的

阴影遮挡。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能不改变原有结构的情况下，对于地形复杂，光伏组件前后排

具有高度差的布置结构上，依然能保证任意时间前后排光伏组件东西方向上都不产生阴

影，达到太阳光线垂直于光伏组件光射强度的最大化，提高光伏转化率的不同地形自适应

太阳能跟踪方法；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存在的太阳能的电池板组件容易相互遮挡产生阴影，

影响太阳光的接收，从而影响光伏转化率的技术问题。

[0007]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问题是通过下述技术方案解决的：

[0008] 一种不同地形自适应太阳能跟踪方法，其特征在于：

[0009] 第一步，根据电池板组件的安装地所处的经度γ、纬度 和北京时间T，计算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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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t，表明时间变化的时角ω和赤纬角δ；其中，t＝T-[(120-γ)/15]，ω＝(t-12)×15，δ＝

23.45·sin[360×(284+n)/365]；

[0010] 第二步，根据太阳高度角h的正切值和太阳方位角α的正弦值计算P角的正切值，P

角为太阳光线的空间矢量投射到跟踪器电池板组件上得到的一个垂直于面板的向量与水

平面之间的夹角；

[0011] 第三步，根据第二步得到的P角的正切值，计算跟踪系统的正常跟踪目标角Q正，Q正

＝90°-P；

[0012] 第四步，根据电池板组件的长度L、前后两排电池板组件立柱之间的距离D以及前

后两排光伏组件的立柱的高度差H，还有P角的正弦值算出跟踪系统的反阴影跟踪的反阴影

跟踪目标角Q反；

[0013] 由于光伏组件的立柱存在前后的高度差，顺着太阳光线的方向，后排组件高于或

低于前排组件，设计一个等效位置，等效位置为与前排组件位于同一水平面上，由此，等效

位置与后排组件的实际位置在水平方向上的差距为d，垂直方向上的差距为H，等效位置与

前排组件的距离为D’，d＝H/tanP，D’＝D±d，反阴影跟踪目标角Q反的计算如下：

[0014]

[0015]

[0016]

[0017] 第五步，太阳从升起至正午12点P角由0°增大至90°，期间P角由0°增大至45°为上

午反阴影跟踪，P角由45°增大至90°为上午正常跟踪；从正午12点至太阳落山P角由90°减小

至0°，期间P角由90°减小至45°为下午正常跟踪，P角由45°减小0°为下午反阴影跟踪；

[0018] 第六步，通过倾角传感器可实时监测光伏组件的实际倾斜角度Q，为提高光伏组件

的发电效率，通过实时计算跟踪目标角和实际倾斜角的角度差，当角度差达到一定角度时

驱动执行机构使光伏组件转至跟踪目标角：在光伏跟踪系统处于正常跟踪阶段时当组件实

际倾斜角Q与正常跟踪目标角Q正角度差达到1°～5°时，控制器发送指令给执行机构，调整光

伏组件实际倾角至Q正；在光伏跟踪系统处于反阴影跟踪阶段时当组件实际倾斜角Q与反阴

影跟踪目标角Q反角度差达到3°～8°时，控制器发送指令给执行机构，调整光伏组件实际倾

角至Q反。

[0019] 针对单轴跟踪系统，提出了一种基于现代天文算法准确计算太阳位置，针对前后

排的光伏组件存在高度差，预设一个等效位置，当在实际组件上不产生阴影时，等效位置上

也不会产生阴影，通过等效位置与前排组件之间的间距和组件宽度，计算电池板组件影子

长度，调整电池板组件角度的太阳能跟踪器，从而保证任意时间前后排电池板组件东西方

向上都不产生阴影，达到太阳光线垂直于电池板组件光射强度的最大化，提高光伏转化率。

该控制器适用于转动主轴南北向安装的平单轴和斜单轴跟踪系统。

[0020] 正常跟踪时，当计算得出的电池板组件角度和实际电池板组件有偏差时，旋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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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板组件，间歇动作，耗能少，实现节能目的，又能最大限度的对准太阳，接受太阳直射。偏

差角度以2°为最优，根据调整的频率和吸收太阳能的多少而选定。

[0021] 反阴影跟踪时候，计算得出的电池板组件角度和实际电池板组件有偏差时，旋转

电池板组件，间歇动作，耗能少，实现节能目的，既能避免东西组件产生阴影遮挡，又能最大

限度的提高太阳直射辐射光强度。偏差角度最优为5°，吸收太阳能最多，调整的频率合适。

[0022] 作为优选，所述的P角的计算公式为：

[0023]

[0024]

[0025] tanP＝tanh/sinα。

[0026] 因此，本发明的不同地形自适应太阳能跟踪方法具备下述优点：

[0027] 1、当跟踪器处于跟踪阶段，通过实时计算跟踪目标角和实际倾斜角的角度差，当

角度差达到一定角度时驱动执行机构使光伏组件转至跟踪目标角，通过间歇跟踪，避免光

伏组件阴影遮挡提高组件发电效率的同时也最大化减小了驱动机构的耗能。

[0028] 2、该天文算法在地形较为复杂如前后排组件存在明显高度差的情况下，仍能保证

前后排光伏组件不产生阴影，做到了对不同地形的自适性。

[0029] 3、算法公式简单明了适用于各种编程语言，且在原有的光伏跟踪系统控制算法基

础上优化保证了算法的可靠稳定性。

附图说明

[0030] 图1是根据天文算法的太阳位置图。

[0031] 图2是相互平行的光伏组件的追踪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通过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具体的说明。

[0033] 实施例：

[0034] 如图1和2所示，不同地形自适应太阳能跟踪方法，第一步，根据电池板组件的安装

地的经度γ、纬度 和北京时间T，计算当地时t，表明时间变化的时角ω和赤纬角δ；其中，t

＝T-[(120-γ)/15]，ω＝(t-12)×15，δ＝23.45·sin[360×(284+n)/365]；

[0035] 第二步，根据太阳高度角h的正切值和太阳方位角α的正弦值计算P角的正切值，

tanP＝tanh/sinα，P角为太阳光线的空间矢量投射到跟踪器电池板组件上得到的一个垂直

于面板的向量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P角的计算公式为：

[0036]

[0037]

[0038] tanP＝tanh/sinα；

[0039] 第三步，根据第二步得到的P角的正切值，计算跟踪系统的正常跟踪目标角Q正，Q正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06933255 B

5



＝90°-P；

[0040] 第四步，根据电池板组件的长度L、前后两排电池板的立柱组件之间的距离D以及

前后两排光伏组件的立柱的高度差H，还有P角的正弦值算出跟踪系统的反阴影跟踪的反阴

影跟踪目标角Q反；

[0041] 由于光伏组件存在前后的高度差，顺着太阳光线的方向，后排组件高于或低于前

排组件，设计一个等效位置，等效位置为与前排组件1位于同一水平面上，由此，等效位置与

后排组件2的实际位置在水平方向上的差距为d，垂直方向上的差距为H，等效位置与前排组

件的距离为D’，d＝H/tanP，D’＝D±d，反阴影跟踪目标角Q反的计算如下：

[0042]

[0043]

[0044]

[0045] 第五步，太阳从升起至正午12点P角由0°增大至90°，期间P角由0°增大至45°为上

午反阴影跟踪，P角由45°增大至90°为上午正常跟踪；从正午12点至太阳落山P角由90°减小

至0°，期间P角由90°减小至45°为下午正常跟踪，P角由45°减小0°为下午反阴影跟踪；

[0046] 第六步，通过倾角传感器可实时监测光伏组件的实际倾斜角度Q，为提高光伏组件

的发电效率，通过实时计算跟踪目标角和实际倾斜角的角度差，当角度差达到一定角度时

驱动执行机构使光伏组件转至跟踪目标角：在光伏跟踪系统处于正常跟踪阶段时当组件实

际倾斜角Q与正常跟踪目标角Q正角度差达到2°时，控制器发送指令给执行机构，调整光伏组

件实际倾角至Q正；在光伏跟踪系统处于反阴影跟踪阶段时当组件实际倾斜角Q与反阴影跟

踪目标角Q反角度差达到5°时，控制器发送指令给执行机构，调整光伏组件实际倾角至Q反。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06933255 B

6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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