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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multipurpose solar lawn lamp comprises a solar panel
(1), an accumulator (2), a controller (3), a strong light source (6), a weak
light source (5), an IR sensor (4) and an alarm ( 11) The solar energy
is converted into electric energy by the solar panel (1) and stored in the
accumulator (2) The controller (3) also has a timer to control the supply
time for the strong light source (6) The output ports of the controller (3)
are connected with LEDs regarded as the weak light source and a PL lamp
regarded as the strong light source, respectively The weak light source
(5) is lighted by the controller (3) when the ambient light is dark And if a
human being approaches the lawn lamp, the strong light source (6) and the
timer are turned on, and the PL lamp is lighting during the predetermined
time When the strong light source (6) is lighting, the alarm may be turned

(57) 摘要

神多用途太陌能草坪汀 其包拈人陀能板 ( 1) 、蓄屯他 (2) 、控制器 (3) 、強九源 ( 6 ) 弱九源 ( 5 )

狂外域感匝器 (4) 和扳警器 ( 11) 。太阻能板 ( 1) 將太阻能特化力屯能儲存在蓄屯他 (2) 中。 抨制器 (3) 具

有能移控制強光源 (6 ) 供屯吋同的汁吋器。抨制器 ( 3) 的輸出瑞分別勻作力弱光源 (5)的 LED 和作力強光源 (6)

的 PL 汀相姓 。 圭杯境光交暗吋 持制器 (3) 九 弱光光源 (5) , 如有人休接近草坪叮 控制器 (3) 升 強九

源 (6) 和什吋器，PL 扛存預定吋回內友光。亡強光源 (6) 友光吋也河后功扳警器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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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用途太陌能草坪叮

技木領域

本奕用新型涉及太陌能草坪炘，尤其針肘住家院落、公共切所櫻投的多用途太叱

能草坪打。

背景技木

追求生活美感已滲透到現代杜舍的各介方面，草坪汀的亡泛使用就是一例。現在，

都市住家之院落、公共切所一般撰投草坪汀。前些年，草坪叮以交流塢供啦，需要拉

找、埋哉，施工不便，且有漏咀的危險，迂耗費屯能，遂之，太陌能草坪叮匝這而生，

現在的草坪打普遍以太陌能力能源。太陌能板是太陌能草坪叮的必不可少的主要枸件

之一，由于太阻能草坪叮的緒枸所限，元法將其碩部安裝的收集太陌能的太陌能板做

得很大，故所能貞亮的叮不是亮度不移就是吋同泣短。

肘于住家院落、公共切所而言，安裝太陌能草坪打的用途除了增加視覺美感之外，

照明亦在其中。其是，住家院落、公共切所安裝的太咱能草坪叮的用途胚可以折展，

比如防盜，盜賊入院后及吋友出瞥示信骨。向題江在于，要解決上迷拮枸的太陌能草

坪叮的亮度不移勻強光肘回迂短的矛盾，必須肘太陌能草坪打的光通量勻亮打吋同迸

行合理稠控，以拉校強光亮炘的吋段 一是按需要控制是否亮叮及光的強弱，化整力

零，需要亮叮就亮叮，需要弱光友弱光，需要強光友強光，如夜里有人出入院落或路

迂肘，打就要立刻亮起未，并且亮度要大，叮光明亮，投有人在院落活功或路迂咐近

的坊所，可以呈現弱光 二是以便于人的活功力考量控制每吹強光亮汀的肘同， 20

秒等。

炭明內容

本宴用新型計肘現有太陌能草坪打的上迷不足，旨在以改迸控制部分和炘的投置

力主，推出一神多用途太陌能草坪叮。

力此，提出如下技木方案以安現本突用新型的目的

本突用新型的拮枸中 達接于底座上的筒狀主休的上部安裝玻璃打罩，主休的玻



璃汀罩的項部安裝收集太陌能的太陌能板，太陌能板勻底座上主休內沒實的蓄嗯池咆

達接，將太陌能特換成屯能存儲于蓄屯池，太陌能板、蓄屯池分別勻投置在主伸內的

控制器的輸入端屯連接，太隅能板上的信弓輸入控制器．控制蓄屯池白天充屯夜同供

屯亮打。

控制器胚勻沒置于主休的紅外絨感匝器咆達接，控制器的輸出端分別勻弱光屯

源、強光屯源屯連接 弱光唱源的輸出端勻作力弱光源的友光二板管 ED屯達接 強

光屯源的輸出端通泣低匝鎮流器勻作力強光源的市能炘P 炘 砲達接。本突用新型的

多用途太陌能草坪汀的控制器接受太阻能板、紅外戮感匝器的信弓，稠控弱光咆源或

/和強光屯源輸出眉劫，貞亮弱光源的友光二板管 ED或/和強光源的市能叮P 盯。

本安用新型的多用途太陌能草坪叮的強光源P 叮安裝在主休上部玻璃叮罩內的

水乎盯座的中心部位，弱光源友光二板管 ED園鋅P 叮排列投置。

本宴用新型的多用途太朋能草坪打的控制器包括具有能控制強光塢源每坎供屯肘同

的汁肘喧路。

本宴用新型的多用途太陌能草坪叮控制器的輸出端汪通迂升夫勻投置于主休的

掘警器的輸入端屯達接，控制器將飪外戳感匝器捕捉到的有夫信息通迂升夫輸入扳警

器，友出扳瞥信肯。

夜幕來怕，本奕用新型的多用途太陌能草坪汀速梓迄行 1 夭暗肘(即即境光

度<25 ux ，控制器升后弱光冉源，弱光源 ED岌光 2 舀具熱量之人休接近本突

用新型的鉅外找感位器的盟控范園之內肘，控制器升后強光塢源及汁吋器，后劫強光

源勻汁肘器，P 叮在役定的肘同內炭出強光 3 舀紅外錢感匝器后功強光肘，亦

可后劫扳警器，迭到防盜作用，若不需要扳警肘，可用升失控制。

本突用新型的多用途太陌能草坪打同珮有技木相比有明昱迸步 一是使用太阻

能，不用AT供屯 二是很好解決了太陌能草坪叮的亮度不夥勻強光肘間迂短的矛盾，

如天黑肘，每吹強光汁吋亮汀肘同定力 0秒，若充塢的蓄啃池只能供用2 h肘，如此

托借扛外鐵感匝器控制可在有人迸出或路泣肘使用強光60吹，將連縷強光亮汀交力分

坎汁肘強光亮叮，起到了拉仗強光亮叮肘同的突阮效果，井且是超強亮度，大大提高

了太陌能草坪何的有效利用率 三是安裝警報器，如蜂啤器，可起到防盜作用。



團1，本突用新型結枸方框團

團2 ，本安用新型鈷枸剖面示意圈。

團中 1、太陌能板，2 、蓄屯池，3 、控制器，4 、紅外錢感匝器， 、弱光啦源，
6 、強光咆源，7、低庄填流器，8 、P 打，g、 ED 10、升夫，11、扳瞥器，12、底

座，13、主休。

具休安施方式

下面，拮合附囤介鋁本突用新型的具休奕施方式。

如囤所示，本宴用新型的結枸中，達接于底座 12 的筒狀主 13 的上部

安裝玻璃打罩，主休 13 的玻璃打罩的項部安裝收集太阻能的太陌能板 1 ，太

陌能板 1 勻底座 12 主休 1 內投置的蓄咀池 2 啦達接，特太陌能特換

成屯能存儲于蓄咄池 2 ，太陌能板 1 、蓄屯池 2 分別占投置在主休 1 內

的控制器 3 的輸入端咄遵接，太陌能板 1 的信骨輸入控制器 ，控制蓄

咄池 2 白天充冉夜同供屯亮打。

控制器 3 胚勻投置于主休 1 的扛外絨感匝器 4 塢達接，控制器 3 的

輸出端分別勻弱光唱源 5 、強光屯源 6 頃連接 弱光屯源 5 的輸出端勻作

力弱光源的友光二板管 ED 9 唱達接 強光唱源 6 的輸出端通迂低庄填流器 7

勻作力強光源的市能何P 打 8 屯達接。本突用新型的多用途太陌能草坪打的控制

器 3 接受太陌能板 1 、紅外找感匝器 4 的信肯，稠控弱光屯源 5 或/和

強光咀源 6 輸出眉功，魚亮弱光源的友光二板管 ED 9 或/和強光源的市能盯

P U 8

本安用新型的多用途太陌能草坪叮的強光源P 叮 8 安裝在主 1 部玻

璃盯罩內的水平盯座的中心部位，弱光源岌光二板管 ED 9 固錦P 汀 8 排列投

置。

本奕用新型的多用途太陌能草坪打的控制器 3 包括具有能控制強光砲源 6

每坎供屯肘同的汁肘咄路。

本奕用新型的多用途太陌能草坪汀，強光源P L打 8 受控制器 3 控制每吹汁

肘亮叮，如每吹亮叮120 秒。

本突用新型的多用途太陌能草坪汀控制器 3 的輸出端胚通迂升夫 10 勻投



置于主休 1 的扳瞥器 11 的輸入端屯達接，控制器 3 將扛外找感匝器 4

捕捉到的有夫信息通迂升夫 10 輸入掘瞥器 11 ，炭出扳瞥信骨。

以上所述，仗是本奕用新型多用途太阻能草坪盯的較佳突施例，井非肘本突用新

型的技木范固作任何限制，凡是依掘本突用新型的技木安瘋肘以上的奕施例所作的任

何細微修改、等同交化勻修怖，均仍厲于本安用新型技木方案的范圃內。



杖 利 要 求 榴

1、多用途太陌能草坪叮，達接于底座 12 的筒狀主伸 13 的上部安裝玻璃

打罩，主休 13 的玻璃打罩的碩部安裝收集太陌能的太陌能板 1 ，太陌能板 1

勻底座 12 主休 13 內投實的蓄砲池 2 屯達接，太陌能板 1 、蓄屯池 2

分別勻投置在主伸 1 內的控制器 3 的輸入端屯連接，太陌能板 1 的信弓輸

入控制器 3 ，控制蓄屯池 2 白天充啦夜同供屯亮叮，其特征在于 控制器 3 江

勻投置于主休 1 的扛外域感匝器 4 屯連接，控制器 3 的輸出端分別勻弱光咆

源 5 、強光屯源 6 屯連接 弱光啦源 的輸出端均作力弱光源的友光二板管

ED 9 塢達接 強光咀源 6 的輸出端通迂低庄慎流器 7 勻作力強光源的市能

叮P 叮 8 屯連接，控制器 3 接受太陌能板 1 、扛外域感匝器 4 的信弓，凋

控弱光屯源 5 或/和強光屯源 6 輸出后功，貞亮弱光源的炭光二板管 ED 9 或/

和強光源的市能打P 叮 8 o

入 根掘杖利要求 1所敘迷的多用途太陌能草坪叮，其特征在于 強光源P 打 8

安裝在主休 1 L部玻璃打罩內的水平叮座的中心部位，弱光源炭光二板管 ED 9

園饒P 何 8 排列投置。

3 、根据杖利要求1所敘迷的多用途太陌能草坪打，其特征在于 控制器 3 包括

具有能控制強光屯源 6 每吹供唱肘何的汁吋屯路。

4、根据杖利要求 1或3所敘迷的多用途太肥能草坪叮，其特征在于 強光源P 打 8

受控制器 3 控制每吹汁肘亮打。

5、根据杖利要求 1所敘述的多用途太陌能草坪打，其特征在于 控制器 3 的輸

出端胚通迂升夫 10 勻投置于主休 1 的扳警器 11 的輸入端屯連接，控制器 3

將紅外哉感匝器 4 捕捉到的有夫信息通迂升夫 10 輸入扳瞥器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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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其余文件在 C 桂的鏤頁中列出。 凶 几同族吉利附件。

引用文件的具休癸型 'T' 在申清日或仇先杖日之后公布 勻申清不相抵蝕 但力了
"A" 臥力不特別相夫的表示了現有技木一般狀悉的文件 理解友明之理稔或原理的在后文件

"E" 在固阮申清日的 犬或 后公4祁珀 龍 利 "X" 特別相夫的文件 革狙考處咳文件 臥定要求保押的
"L 可能肘仇先杖要求枸成杯疑的文件 或力硝定另一篇 友明不是新穎的或不具有刨造性

引用文件酌公布口而引用的或者因其他特殊理由而引 "Y" 特別相夫的文件 圭咳文件勻另一篇或者多篇咳癸文件

用的文件 拮合井且迭神拮合肘于本領域技木人貝力昱而易几吋
"0" 涉及口共公升、使用、展咒或其他方式公升的文件 要求保扣的友明不具有刨造性
"P" 公布日先于因阮中清日但返于所要求酌仇先杖日的文件 同族寺利的文件

因阮栓索奕阮完成的日期 因阮栓索扳告卹寄日期
20 8 月 2007 (20 08 2007) 20.9 月 2007 (20.09.2007)

受杖官貝
中竿人民共 因因家 洪芒杖局(ISA/CN)
中 京市海綻匡莿n析西土城路 6 肯 100088

i 其舌 (86-10)6201945 1
屯活肯罔 (86-10) 62085775

PCT/lSA/210 表 (第 2 克 ) (2007 r 4 月)



因阮申渭弓
夫丁 司族 的 i 自

PCT/CN2007/000145

檢索扳告中引用的 公布 日期 同族肯利 公布日期
古利文件

CN2811745Y 30.08.2006 WO2006119700A 16.11.2006

P2004-247157A 02 09 2004 元

CN2700970Y 18.05.2005 元

CN 134 1822A 27.03.2002 元

PCT/ISA 210 表(同族古利附件) (2007 年 4 月)



因阮申涓弓
回阮栓索掘告 PCT/CN2007/000145

笙桂，．主題的分癸 按照因阮寺利分癸表 (IPC)或者同吋按照因家分癸和 rpc 吶神分癸

F21S9/02 (2006.01)1

F21S2/00 (2006.01)i

F21W131/109 (2006.01)n

F21 Y l 13/02 (2006.01)n

PCT/ISA 210 表 (附加更 ) (2007 4 月)


	front-page
	description
	claims
	drawings
	wo-search-report
	wo-search-re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