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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利公开了一种光能路面，属于太阳能发

电领域，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光能路面供电不足和

应用时对基础路面改装困难的问题，提出了以下

解决方法：包括可由各种光能板，通过光能板的

组装达到光能路面的适应路况铺设，光能板包括

抓地可靠的底板、有效防止漏电的保护机构、进

行光电转化的电池片、透光性高的EVA板和透明

的面板。本发明可用于城市道路的改建，城市建

筑外墙的建设，在对光照产能的同时也保证了高

速公路的汽车行驶安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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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光能路面，其特征在于：包括多组可自由拼合的光能板，所述光能板包括板体、

位于板体上方的面板和环绕板体的塑形支撑框，所述塑形框由填充胶构成，包括从内到外

倾斜向下单向出水的排水孔，所述面板包括透明胶体和均匀分布在透明胶体上的透明颗

粒，所述板体包括底板和进行光电转化的电池片，底板的底部设有若干呈经脉网状分布的

凸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光能路面，其特征在于：所述光能板包括EVA板。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光能路面，其特征在于：所述透明胶体为硬度大于85a的

柔性透明胶，且能够在常温下固化。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光能路面，其特征在于：所述光能板包括绝缘板和漏电自

动保护机构。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光能路面，其特征在于：所述透明颗粒伸出透明胶体部分

呈圆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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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光能路面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太阳能发电领域，特别涉及光能路面。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太阳能在道路工程中的应用，主要是将光伏太阳能电池板安装在路面以外，

如灯柱、防撞墙、幕墙、声屏障等结构物上，用于交通信号灯、导示系统、监控系统、路灯及照

明系统等供电，但这些方式收集的太阳能有限，并没有充分利用广阔的路面资源。

[0003] 此外，国内外在太阳能光伏路面上的技术仍然不够成熟，表面钢化玻璃抗滑能力

不足，行驶车辆容易发生侧滑；布设于路表面的光伏太阳能电池板在承受车辆碾压时容易

发生破坏，导致路面丧失发电功能。

[0004] 为此，中国专利206887678U提供了一种太阳能光伏路面，包括地基基础层、第一钢

化玻璃层、光伏太阳能电池板、第二钢化玻璃层、温度控制装置，其中：光伏太阳能电池板封

装于第一钢化玻璃层和第二钢化玻璃层之间，第一钢化玻璃层和第二钢化玻璃层均为正六

边形双层夹胶玻璃，且第二钢化玻璃层的上表面有耐磨层，第二钢化玻璃层内装有LED灯和

加热条，加热条与温度控制装置相连，所述第一钢化玻璃层和第二钢化玻璃层通过螺钉固

定在地基基础层上，光伏太阳能电池板为单晶硅光伏电池或多晶硅光伏电池。

[0005] 上述方案中，解决了光伏太阳能电池板容易被压坏的问题，但是还存在改装困难

的问题。现有的路面多数为水泥沥青路面，要想安装上述太阳能光伏路面，施工人员就必须

要破坏当前路面，进行大幅度的休整，这样的话，道路改建的工期会延长，而且对交通也会

造成较大的影响。因此，提供一种能够在现有道路上简单铺设的光能路面是值得研究的。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意在提供一种光能路面，以解决现有的光能路面铺设时，对已有道路工程

量过大的问题。

[0007]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基础方案如下：一种光能路面，包括多组可自由拼合

的光能板，所述光能板包括板体、位于板体上方的面板和环绕板体的塑形支撑框，所述塑形

框由填充胶构成，包括从内到外倾斜向下单向出水的排水孔，所述面板包括透明胶体和均

匀分布在透明胶体上的透明颗粒，所述板体包括底板和进行光电转化的电池片，底板的底

部设有若干呈经脉网状分布的凸起。

[0008] 基础方案的原理及有益效果如下：本方案中，光能路面的搭建是由多组光能板拼

凑而成，根据路面情况，施工人员可以选择不同的光能板铺设在路面上，以保证光能板的合

理铺设。并且每个光能板都是独立的，因此在进行光能路面的维修时，维修人员仅需将对应

的故障光能板取出，并进行更换即可；相比原先要更换大块路面甚至损坏地基重新铺设而

言，本方案的光能路面后续维护成本更低。并且，在对基础公路进行改造时，本方案也无需

翻开地基，仅需在现有路面上铺设光能路面即可，相比现有技术中，先要翻开地基，然后再

将地面整平，最后再铺设光能路面而言，本方案在公路改造方面更加快速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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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本方案中，光能板中底板的底部设有凸起，这些凸起呈经脉网状分布，增强光能路

面在铺设时的抓地能力，保证底板铺设在平坦路面时不会打滑，且车辆经过时，减少光能路

面翘起的概率；同时这些网状分布的凸起也会增加底板与路面之间粘接时的表面积，提高

粘合能力；并且凸起采用经脉网状的方式形成一定的细纹，这些经脉状的细纹也会提高底

板的刚性，提高底板的抗压能力。

[0010] 本方案中，进行光电转化的电池片上方为包括透明胶体和透明颗粒的面板，所以

面板整体是透明的，保证了面板的透光性；因此电池片能够充分接收到面板上方的太阳能，

从而转化为电能；而面板上的透明颗粒，也是为了增大车辆行驶时，车轮与光能板之间的摩

擦力，避免的打滑。

[0011] 本方案中，塑形框中的排水孔是倾斜向下且单向通过的，所以本方案中的光能板

受热后空内部空气膨胀，这些膨胀的空气可以通过排水孔排出，从而散放热能；并且塑形框

中的积水也能够通过排水孔流出，而光能板外部的积水并不会通过排水孔进入到塑形框的

内部；因此，本方案使得光能板居然有散热、排水和防水的功能。

[0012] 进一步的，所述光能板包括EVA板。

[0013] EVA全名为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本方案中的EVA板是一种密闭泡孔结构，具有一

定的防震缓冲性能和隔音性能，为EVA板下方的结构提供受力缓冲和隔绝剩余减少声音共

振概率，有效保护光能板的整体结构；同时EVA板的透光性和透气性均优于现有技术中常用

的PE板，因此，本方案中使用EVA板，电池片能够接收到更多的太阳能，提高了整体光能板的

光电转化率，也加大了光能板工作时的散热效率；此外，在进行整个光能板的压制时，EVA板

能够受热融化提高粘着性。

[0014] 进一步的，所述透明胶体为硬度大于85a的柔性透明胶，且能够在常温下固化。

[0015] 本方案中，由透明胶体和透明颗粒构成的面板在常温下固化，且不容易变形，因此

保证由光能板构成的光能路面的平整性。

[0016] 进一步的，所述光能板包括绝缘板和漏电自动保护机构。

[0017] 本方案中，漏电自动保护机构在对电池片的能量进行监控，避免漏电时间的发生，

同时位于电池片和底板/面板之间的绝缘板也保证了电池片周围的用电安全。

[0018] 进一步，所述透明颗粒伸出透明胶体部分呈圆弧状。

[0019] 本方案中，透明颗粒伸出透明胶体部分能够与光能路面上的轮胎相接触。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一种光能路面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2] 说明书附图中的附图标记包括：底板1、第一模板2、绝缘板3、第一EVA板4、电池片

5、第二EVA板6、第二模板7、塑胶板8、面板9。

[0023] 本发明中的光能路面包括多组可自由拼合的光能板，光能板可制成各种形状以应

对不同的路面。在对路面进行铺设的时候，施工人员可以选用不同形状的光能板来构成光

能路面。例如在直线车道上铺设光能路面，就可以采用长方形的光能板铺设，而在对环岛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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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上铺设光能路面时，施工人员就可以选用扇形的光能板进行铺设。

[0024] 光能板包括板体、位于板体上方的面板9和环绕板体的塑形支撑框。塑形框由支撑

件和填充胶构成，制作时是在一个环形凹槽模具中浇筑填充胶，在浇筑填充胶的时候留下

数个从内向外倾斜向下的排水孔，其中排水孔的设置为，在支撑件上连接排水管，这些排水

管从内向外倾斜设置，排水管中间的空间就是排水孔。本方案中，采用塑形支撑框中填充胶

固化来承接光能路面上车辆的碾压；而车辆碾压时也会使得固化的胶体产生轻微延展，当

车辆驶离后，该固化胶体能够复原，因此塑形支撑框的填充胶需要一种高硬度的柔性胶，如

透明沥青胶。在排水孔的侧壁上设置挡块和固定轴，固定轴设置在挡块的外部，固定轴上套

接可以固定轴为轴心摆动的摆板。该摆板在重力的作用下能够将排水孔堵住，同时随着塑

形框内的水/空气沿着排水孔向外流动，摆板能够向外摆动，从而打开排水孔，使得塑形框

内的水/空气顺利进入塑形框的外界；而挡块是位于摆板靠近塑形框内的一侧，所以当塑形

框外的空气/水推动摆板向塑形框内摆动时，摆板会被挡板给挡住，也就是说，挡板此时是

无法打开排水孔的。所以该塑形框中的排水孔可以实现单向排水、散热和放置外界水进入

的作用。并且从内向外倾斜向下的排水孔设计，有利于塑形框内部水的排放。

[0025] 面板9包括透明胶体和均匀分布在透明胶体上的透明颗粒。透明颗粒可以采用塑

胶透明颗粒，也可以采用细小玻璃块，在保证透光性的同时，也增大面板9和汽车轮胎的摩

擦力，有利于汽车驾驶，避免光能路面上的汽车打滑。透明胶体可以采用透明沥青胶，也可

以采用TPU材料。这里TPU材料制备的面板9，优选为重庆中宇智慧光能科技有限公司研制的

中宇1808胶。该胶不溶于水、不与水发生反应、耐酸碱、硬度在85a以上，是一种柔性透明材

料，且断裂伸长率在25％以上，具有一定的自我恢复能力，并且能够在-20到80摄氏度的环

境下正常工作；当透明颗粒为玻璃颗粒时，该胶的粘连性相比同价位的其他此类产品更好。

因此，面板中透明胶体和透明颗粒的最优组合为，透明胶体采用中宇51胶，而透明颗粒采用

玻璃。这里透明颗粒的顶端被打磨成圆弧状，在保证车辆轮胎与光能路面接触时不会被该

透明颗粒刺坏或刺穿；同时圆弧状也便于路面清洁人员进行清洁，不会出现灰尘的聚集在

角落的情况。

[0026] 板体从上到下依次包括塑胶板8、第二模板7、第二EVA板6、电池片5、第一EVA板4、

绝缘板3、第一模板2和底板1。第一EVA板4和第二EVA板6均为是一种密闭泡孔结构，具有一

定的防震缓冲性能和隔音性能，用两个EVA板夹持电池片5，为车辆经过光能板时电池片提

供手里缓冲，避免电池片碎裂；同时该EVA板也起到一定的隔音作用，避免电池片共振从而

破裂；并且，EVA板的透光性和透气性均优于现有技术中常用的PE板，因此，本方案中使用

EVA板，电池片能够接收到更多的太阳能，提高了整体光能板的光电转化率，也加大了光能

板工作时的散热效率；此外，在进行整个光能板的压制时，EVA板能够受热融化提高粘着性，

保证“绝缘板3-第一EVA板4-电池片5”和“电池片5-第二EVA板6-第二模板7”的连接稳定。

[0027] 同时绝缘板3的存在也避免了电池片5中电能的流失，这里绝缘板3采用申请号

201270407466 .X专利名为《光伏组件用汇流条及其组件》中所提出的绝缘材料层，也就是

说，本方案中的绝缘板3可以采用绝缘漆，在保证绝缘层能够阻挡电池片中的电能外泄的同

时，也使得绝缘层变得轻薄，使得光能路面整体变薄，便于光能路面中光能板的运输和铺

设。光催化板可以采用申请号为201110330789.3专利名《一种纳米颗粒光催化板及其制备

方法与应用》中所制作的光催化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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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底板1的底部设有凸起，这些凸起呈经脉网状分布，增强光能路面在铺设时的抓地

能力，保证底板铺设在平坦路面时不会打滑，且车辆经过时，减少光能路面翘起的概率；同

时这些网状分布的凸起也会增加底板与路面之间粘接时的表面积，提高粘合能力；并且凸

起采用经脉网状的方式形成一定的细纹，这些经脉状的细纹也会提高底板的刚性，提高底

板的抗压能力。

[0029] 此外，塑胶板8采用透明塑料制成，可以根据不同的路面情况采用不同颜色的透明

塑料，从而达到改变整个光能板形状的效果。第二模板7和第一模板2均采用透明带网孔的

连接膜，其中位于上方的第二模板7的网孔大于第一模板2的网孔，便于光能板上方的阳光

穿过构成第二模板7的网孔，从而透过第二EVA板照射到电池片上，使得电池片能够接收到

更多的太阳能，提高电池片的能量转化效率。此外本方案中的连接膜是由胶状材料固化而

来，当连接膜受热后会融化为胶状，因此在整个光能板压制的时候，第一模板2会融化从而

将底板1和绝缘板3粘连在一起，第二模板7会受热融化将第二EVA板和塑胶板粘连在一起。

[0030] 因此，进行光电转化的电池片5上方为包括透明胶体和透明颗粒的面板9、塑胶板

8、第二模板7，所以面板9整体是透明的，保证了面板9的透光性；因此电池片5能够充分接收

到面板9上方的太阳能，从而转化为电能。

[0031] 此外，本方案中光能板上还设有漏电自动保护机构，该漏电自动保护机构包括漏

电电流检测器、控制器和用于与外界服务器信号连接的信号发射器，其中漏电电流检测器

可以采用申请号201820208266.9专利名《分布式光伏发电站漏电保护装置》中的漏电电流

检测器。漏电电流检测器针对电池片5的四周进行检测，当检测到有电流溢出，即电池片5产

生漏电时，控制器控制信号发射器向外界服务器发送漏电报警信号，供外界服务器的工作

人员通知维修人员进行漏电检测维修。

[0032] 以上的仅是本发明的实施例，方案中公知的具体结构和/或特性等常识在此未作

过多描述。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结构的前提下，还可以

作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也应该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这些都不会影响本发明实施的

效果和专利的实用性。本申请要求的保护范围应当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中的

具体实施方式等记载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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