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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方便拼接安装的水面浮

式光伏板安装结构，包括浮板，固定设于浮板顶

面的多个支撑座，多个支撑座之间架设有用于安

装光伏板的安装架；浮板呈方形轮廓结构、且外

侧壁均呈外凸弧形状结构，浮板的顶面四角位置

处均开设有卡接槽；相邻的两浮板之间通过连接

件进行拼接，连接件包括相互枢接的第一连接板

及第二连接板，第一连接板的底面设有第一卡

块，第二连接板的底面设有第二卡块，连接件经

第一卡块及第二卡块与两浮板的卡接槽配合、且

通过螺钉加固安装；其可进行拼接，拆装使用方

便，还可随着水波进行动，防止安装结构发生翻

转，也可防止连接部位发生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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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方便拼接安装的水面浮式光伏板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

包括浮板(100)，固定设于所述浮板(100)顶面的多个支撑座(110)，多个所述支撑座

(110)之间架设有用于安装光伏板的安装架(200)，所述安装架(200)通过螺钉固定于所述

支撑座(110)上；所述浮板(100)呈方形轮廓结构、且外侧壁均呈外凸弧形状结构，所述浮板

(100)的顶面四角位置处均开设有卡接槽(120)，所述卡接槽(120)包括相互垂直的第一卡

槽(121)及第二卡槽(122)，所述第一卡槽(121)及所述第二卡槽(122)于靠近所述浮板

(100)的棱角处垂直连通，且所述第一卡槽(121)及所述第二卡槽(122)靠近所述浮板(100)

棱角的一端延伸至所述浮板(100)的侧壁，所述第一卡槽(121)及所述第二卡槽(122)结构

相同，所述第一卡槽(121)及所述第二卡槽(122)远离所述浮板(100)侧壁的一端底面设有

第一螺纹孔(123)；

相邻的两所述浮板(100)之间通过连接件(300)进行拼接，所述连接件(300)包括相互

枢接的第一连接板(310)及第二连接板(320)，所述第一连接板(310)远离枢接部的一端底

面固定设有第一卡块(330)，所述第二连接板(320)远离枢接部的一端底面固定设有第二卡

块(340)，所述第一卡块(330)与所述第一卡槽(121)形状适配，所述第一卡块(330)上对应

所述第一螺纹孔(123)开设有第一通孔，所述第二卡块(340)与所述第一卡块(330)结构相

同，所述连接件(300)与两所述浮板(100)的卡接槽(120)配合、且通过螺钉加固安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方便拼接安装的水面浮式光伏板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

所述浮板(100)包括板体(130)，设于所述板体(130)底面的安装槽(140)，所述安装槽

(140)内卡接安装有浮筒(150)，所述浮筒(150)与所述安装槽(140)形状适配。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方便拼接安装的水面浮式光伏板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

所述浮筒(150)呈闭合的壳体结构，所述浮筒(150)的内部固定设有多块支撑加强板

(16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方便拼接安装的水面浮式光伏板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

所述支撑座(110)的数量为4，四所述支撑座(110)靠近四所述卡接槽(120)的位置设

置，且所述支撑座(110)的顶面设有多个第二螺纹孔(111)，所述安装架(200)通过螺钉固定

安装在所述支撑座(110)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方便拼接安装的水面浮式光伏板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

所述安装架(200)包括托板(210)及透明防护板(220)，固定安装在所述托板(210)的边

缘的多块限位板(230)，所述限位板(230)通过螺钉固定在所述托板(210)的边缘，所述透明

防护板(220)通过螺钉安装在所述限位板(230)的顶面，所述透明防护板(220)、所述托板

(210)、所述限位板(230)之间形成用于安装光伏板的放置腔(240)；所述托板(210)的底面

对应所述第二螺纹孔(111)开设有多个第二通孔，所述托板(210)通过螺钉安装在所述支撑

座(110)的顶面。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方便拼接安装的水面浮式光伏板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

所述托板(210)的顶面倾斜设置，所述透明防护板(220)与所述托板(210)平行设置。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方便拼接安装的水面浮式光伏板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

所述限位板(230)的外侧均设有防撞条(250)，所述防撞条(250)粘接固定在所述限位

板(230)的外壁，所述防撞条(250)的形状与对应的所述限位板(230)形状适配，所述防撞条

(250)呈外凸的弧形状结构、且由橡胶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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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方便拼接安装的水面浮式光伏板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

相邻的两所述浮板(100)通过所述连接件(300)拼接时，且相邻的两所述浮板(100)边

缘抵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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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方便拼接安装的水面浮式光伏板安装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光伏板安装结构领域，更具体的，涉及一种方便拼接安装的水面浮式

光伏板安装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中国的太阳能事业正面临一个矛盾：在土地辽阔阳光充足的西部建造光伏电站成

本低发电量高，但离电力用户的距离长，输电成本高。在需要电力的中国东部，由于人口密

度高土地资源宝贵，大面积建造地面光伏电站得不偿失，而屋面电站规模发展空间有限。充

分利用我国大量的湖泊、水库来发展水上光伏电站，是一个解决上述矛盾的可行途径；因

此，浮式光伏板结构应运而生，但现有的浮式光伏板大多仅通过普通的浮板安装结构用于

安装放置光伏板，浮板安装结构之间通过连接件固定连接；该种结构的浮板安装结构，在实

际使用中，水面晃动时会造成浮板安装结构发生晃动，而连接件在硬性受力情况下容易发

生损坏，造成浮板之间的连接不稳定。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出一种方便拼接安

装的水面浮式光伏板安装结构，其结构新颖，安装结构可进行拼接，拆装方便，可根据使用

环境或规模进行安装数量的选择、并进行对应的拼接安装，提高适用性；并且，在实际使用

过程中，可根据水波进行相应的晃动，可防止安装结构发生翻转，也可防止连接部位发生损

坏。

[0004] 为达此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的技术方案：

[000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方便拼接安装的水面浮式光伏板安装结构，包括浮板，固定设

于所述浮板顶面的多个支撑座，多个所述支撑座之间架设有用于安装光伏板的安装架，所

述安装架通过螺钉固定于所述支撑座上；所述浮板呈方形轮廓结构、且外侧壁均呈外凸弧

形状结构，所述浮板的顶面四角位置处均开设有卡接槽，所述卡接槽包括相互垂直的第一

卡槽及第二卡槽，所述第一卡槽及所述第二卡槽于靠近所述浮板的棱角处垂直连通，且所

述第一卡槽及所述第二卡槽靠近所述浮板棱角的一端延伸至所述浮板的侧壁，所述第一卡

槽及所述第二卡槽结构相同，所述第一卡槽及所述第二卡槽远离所述浮板侧壁的一端底面

设有第一螺纹孔；相邻的两所述浮板之间通过连接件进行拼接，所述连接件包括相互枢接

的第一连接板及第二连接板，所述第一连接板远离枢接部的一端底面固定设有第一卡块，

所述第二连接板远离枢接部的一端底面固定设有第二卡块，所述第一卡块与所述第一卡槽

形状适配，所述第一卡块上对应所述第一螺纹孔开设有第一通孔，所述第二卡块与所述第

一卡块结构相同，所述连接件与两所述浮板的卡接槽配合、且通过螺钉加固安装。

[0006] 在本发明较佳的技术方案中，所述浮板包括板体，设于所述板体底面的安装槽，所

述安装槽内卡接安装有浮筒，所述浮筒与所述安装槽形状适配。

[0007] 在本发明较佳的技术方案中，所述浮筒呈闭合的壳体结构，所述浮筒的内部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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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多块支撑加强板。

[0008] 在本发明较佳的技术方案中，所述支撑座的数量为4，四所述支撑座靠近四所述卡

接槽的位置设置，且所述支撑座的顶面设有多个第二螺纹孔，所述安装架通过螺钉固定安

装在所述支撑座上。

[0009] 在本发明较佳的技术方案中，所述安装架包括托板及透明防护板，固定安装在所

述托板的边缘的多块限位板，所述限位板通过螺钉固定在所述托板的边缘，所述透明防护

板通过螺钉安装在所述限位板的顶面，所述透明防护板、所述托板、所述限位板之间形成用

于安装光伏板的放置腔；所述托板的底面对应所述第二螺纹孔开设有多个第二通孔，所述

托板通过螺钉安装在所述支撑座的顶面。

[0010] 在本发明较佳的技术方案中，所述托板的顶面倾斜设置，所述透明防护板与所述

托板平行设置。

[0011] 在本发明较佳的技术方案中，所述限位板的外侧均设有防撞条，所述防撞条粘接

固定在所述限位板的外壁，所述防撞条的形状与对应的所述限位板形状适配，所述防撞条

呈外凸的弧形状结构、且由橡胶制成。

[0012] 在本发明较佳的技术方案中，相邻的两所述浮板通过所述连接件拼接时，且相邻

的两所述浮板边缘抵持。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14]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方便拼接安装的水面浮式光伏板安装结构，其结构新颖，浮板

之间通过连接件进行拼接安装，而连接件包括枢接配合的第一连接板、第二连接板，可方便

浮板随着水波进行晃动，防止安装结构发生翻转，也可防止连接件因受力而发生损坏；浮板

上设置第一卡槽及第二卡槽，第一连接板上设有第一卡块，第二连接板上设有第二卡块，可

方便相邻两浮板之间进行拼接，并且通过螺钉进行加固，整体拆装方便，可根据使用环境或

规模进行安装数量的选择、并进行对应的拼接安装，提高适用性。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中提供的一种方便拼接安装的水面浮式光伏板安装结

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中提供的一种方便拼接安装的水面浮式光伏板安装结

构的拼接安装示意图；

[0017] 图3是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中提供的一种方便拼接安装的水面浮式光伏板安装结

构的剖视图；

[0018] 图4是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中提供的浮板的俯视图。

[0019] 图中：

[0020] 100、浮板；110、支撑座；111、第二螺纹孔；120、卡接槽；121、第一卡槽；122、第二卡

槽；123、第一螺纹孔；130、板体；140、安装槽；150、浮筒；160、支撑加强板；200、安装架；210、

托板；220、透明防护板；230、限位板；240、放置腔；250、防撞条；300、连接件；310、第一连接

板；320、第二连接板；330、第一卡块；340、第二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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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并通过具体实施方式来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22] 如图1至图4所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中公开了一种方便拼接安装的水面浮式光

伏板安装结构，包括浮板100，固定设于所述浮板100顶面的多个支撑座110，多个所述支撑

座110之间架设有用于安装光伏板的安装架200，所述安装架200通过螺钉固定于所述支撑

座110上；所述浮板100呈方形轮廓结构、且外侧壁均呈外凸弧形状结构，所述浮板100的顶

面四角位置处均开设有卡接槽120，所述卡接槽120包括相互垂直的第一卡槽121及第二卡

槽122，所述第一卡槽121及所述第二卡槽122于靠近所述浮板100的棱角处垂直连通，且所

述第一卡槽121及所述第二卡槽122靠近所述浮板100棱角的一端延伸至所述浮板100的侧

壁，所述第一卡槽121及所述第二卡槽122结构相同，所述第一卡槽121及所述第二卡槽122

远离所述浮板100侧壁的一端底面设有第一螺纹孔123；相邻的两所述浮板100之间通过连

接件300进行拼接，所述连接件300包括相互枢接的第一连接板310及第二连接板320，所述

第一连接板310远离枢接部的一端底面固定设有第一卡块330，所述第二连接板320远离枢

接部的一端底面固定设有第二卡块340，所述第一卡块330与所述第一卡槽121形状适配，所

述第一卡块330上对应所述第一螺纹孔123开设有第一通孔，所述第二卡块340与所述第一

卡块330结构相同，所述连接件300与两所述浮板100的卡接槽120配合、且通过螺钉加固安

装。

[0023] 上述的一种方便拼接安装的水面浮式光伏板安装结构，其结构新颖，浮板之间通

过连接件进行拼接安装，而连接件包括枢接配合的第一连接板、第二连接板，可方便浮板随

着水波进行晃动，防止安装结构发生翻转，也可防止连接件因受力而发生损坏；浮板上设置

第一卡槽及第二卡槽，第一连接板上设有第一卡块，第二连接板上设有第二卡块，可方便相

邻两浮板之间进行拼接，并且通过螺钉进行加固，整体拆装方便，可根据使用环境或规模进

行安装数量的选择、并进行对应的拼接安装，提高适用性；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卡槽的槽宽

与第一卡块的宽度一致，第一卡块可经第一卡槽及第二卡槽的连通处至于第一卡槽内，第

二卡块可经第一卡槽及第二卡槽的连通处至于第二卡槽内。

[0024] 进一步地，所述浮板100包括板体130，设于所述板体130底面的安装槽140，所述安

装槽140内卡接安装有浮筒150，所述浮筒150与所述安装槽140形状适配；所述浮筒150呈闭

合的壳体结构，所述浮筒150的内部固定设有多块支撑加强板160；该结构设计可确保提供

稳定的浮力支撑，并且，可保持浮筒150自身的结构强度，防止损坏。

[0025] 进一步地，所述支撑座110的数量为4，四所述支撑座110靠近四所述卡接槽120的

位置设置，且所述支撑座110的顶面设有多个第二螺纹孔111，所述安装架200通过螺钉固定

安装在所述支撑座110上；该结构设计可方便安装架200的拆装，为安装架200提供稳固且平

衡的支撑。

[0026] 进一步地，所述安装架200包括托板210及透明防护板220，固定安装在所述托板

210的边缘的多块限位板230，所述限位板230通过螺钉固定在所述托板210的边缘，所述透

明防护板220通过螺钉安装在所述限位板230的顶面，所述透明防护板220、所述托板210、所

述限位板230之间形成用于安装光伏板的放置腔240；所述托板210的底面对应所述第二螺

纹孔111开设有多个第二通孔，所述托板210通过螺钉安装在所述支撑座110的顶面；安装架

为可拆卸结构，可方便光伏板的拆装，便于进行光伏板的检修或替换；透明防护板220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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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既不影响光线的正常照射，也可对光伏板进行保护。

[0027] 进一步地，所述托板210的顶面倾斜设置，所述透明防护板220与所述托板210平行

设置，可有效防止积水。

[0028] 进一步地，所述限位板230的外侧均设有防撞条250，所述防撞条250粘接固定在所

述限位板230的外壁，所述防撞条250的形状与对应的所述限位板230形状适配，所述防撞条

250呈外凸的弧形状结构、且由橡胶制成；该结构设计可对安装架200进行保护，防止安装结

构随水波晃动时安装架与安装架之间发生碰撞，防止安装架200及光伏板的损坏。

[0029] 进一步地，相邻的两所述浮板100通过所述连接件300拼接时，且相邻的两所述浮

板100边缘抵持，加强浮板100与浮板100之间的拼接。

[0030] 本发明是通过优选实施例进行描述的，本领域技术人员知悉，在不脱离本发明的

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特征和实施例进行各种改变或等效替换。本发明不受此

处所公开的具体实施例的限制，其他落入本申请的权利要求内的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

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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