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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池板自动旋转的太阳能跟踪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光电池板自动旋转的太

阳能跟踪装置，包括依次连接的传感器、光电转

换器、单片机、驱动器、步进电机，电源为单片机

提供电能；所述的传感器为光敏电阻，根据光照

强度改变自身电阻值，通过光电转换器转换为电

压信号；单片机采集电压信号后，进行比较，发出

转向控制信号；驱动器接受转向控制信号后取得

步进电机；步进电机在驱动器控制下方向转动设

备实现相应的太阳能电池板位置调整。本实用新

型提供的光电池板自动旋转的太阳能跟踪装置，

使太阳能接受装置能够始终追踪太阳，让太阳电

池板最大限度的接受阳光，从而提高太阳电池板

的最大发电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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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光电池板自动旋转的太阳能跟踪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依次连接的传感器、光电转

换器、单片机、驱动器、步进电机，电源为单片机提供电能；

所述的传感器为光敏电阻，根据光照强度改变自身电阻值，通过光电转换器转换为电

压信号；

单片机采集电压信号后，进行比较，发出转向控制信号；

驱动器接受转向控制信号后取得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在驱动器控制下方向转动设备实现相应的太阳能电池板位置调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电池板自动旋转的太阳能跟踪装置，其特征在于，步进电机

有两个，分别为驱动水平电机、俯角电机，在相同的时间在两个方向的方位角和高度角调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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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池板自动旋转的太阳能跟踪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光电池板自动旋转的太阳能跟踪装置，属于太阳能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国家各种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由于对电能及化石燃料的使用，煤炭和石油

不断被消耗资源短缺问题迫在眉睫，因此新能源技术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研究热点。太阳能

具备洁净、绿色环保、储存量丰富、规模庞大等特点，具有广大的利用前景。然而目前太阳能

电池板效率不高，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由于太阳光具有间隔性、指向性和光强变化随机强

等特点，如何改善光伏发电系统太阳能的采集及使用效率；2.由于电池板不可转动，因此太

阳光采集方式单一，采集效率低；3.太阳能电池板应如何跟踪太阳光线角度保持光电最佳

角度。因此，设计太阳能自动追踪系统，控制太阳能电池板随着太阳光的变化而移动，使电

池板一直能够垂直于太阳光，以实现电池板发电效率的提高。具有良好的发展和使用价值。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针对上述问题，本专利以电池板和阳光之间的角度影响电池板发电效

果为出发点。使用Keil编程软件，以STC公司的型号为89C52的单片机，作为该系统的控制芯

片，开发了太阳能追踪系统，应用光敏电阻根据光照强度改变自身电阻值，转换为电压信

号，驱动水平电机调整机构及俯角电机调节机构，从而完成电池板的方位调整，该系统具备

简单、灵敏度高的特点。对现阶段太阳能发电系统有很高的实用性。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光电池板自动旋转的太阳能跟踪装置，包括依次连接的传感器、光电转换器、单片

机、驱动器、步进电机，电源为单片机提供电能。

[0006] 所述的传感器为光敏电阻，根据光照强度改变自身电阻值，通过光电转换器转换

为电压信号；

[0007] 单片机采集电压信号后，进行比较，发出转向控制信号；

[0008] 驱动器接受转向控制信号后取得步进电机；

[0009] 步进电机在驱动器控制下方向转动设备实现相应的太阳能电池板位置调整。

[0010] 步进电机有两个，分别为驱动水平电机、俯角电机，在相同的时间在两个方向的方

位角和高度角调节。

[0011]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光电池板自动旋转的太阳能跟踪装置，使太阳能接受装置能够

始终追踪太阳，让太阳电池板最大限度的接受阳光，从而提高太阳电池板的最大发电效率。

[0012] 本实用新型取得的有益效果：

[0013] (1)该装置会根据环境中的光线进行调节，光线条件好的时候跟踪太阳，有云或天

黑的时候不跟踪，使电机减少消耗过多的电能。

[0014] (2)光线条件好时系统能根据太阳的位置自动转动太阳能电池板使之完成追踪太

阳，充分吸收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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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3)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光电池板自动旋转的太阳能跟踪装置，能够不出现故障、精

确、正常地运行。

[0016] (4)为使电能的消耗两尽可能的少，跟踪装置以十分钟为间隔会自动追踪一次太

阳，移动的角度误差范围不超过三度。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控制流程图；

[0020]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控制逻辑示意图；

[0021] 图5为实施例单片机示意图；

[0022] 图6为实施例驱动器控制示意图；

[0023] 图7为实施例电源电路图；

[0024] 图8为实施例按键电路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结合实施例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具体技术方案。

[0026]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光电池板自动旋转的太阳能跟踪装置，采用光电跟踪，并采用

双轴线控制方案使系统成本低，性能可靠，结构简单，使太阳能电池板始终一直和太阳光线

垂直，从而提高电池板的发电效率。

[0027] 如图1所示，光电池板自动旋转的太阳能跟踪装置，包括依次连接的传感器、光电

转换器、单片机、驱动器、步进电机，电源为单片机提供电能。

[0028] 控制流程如图3所示，所述的传感器为光敏电阻，根据光照强度改变自身电阻值，

通过光电转换器转换为电压信号；

[0029] 单片机采集电压信号后，进行比较，发出转向控制信号；

[0030] 驱动器接受转向控制信号后取得步进电机；

[0031] 步进电机在驱动器控制下方向转动设备实现相应的太阳能电池板位置调整。

[0032] 步进电机有两个，分别为驱动水平电机、俯角电机，在相同的时间在两个方向的方

位角和高度角调节。

[0033]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光电池板自动旋转的太阳能跟踪装置的目标是，使太阳能电池

板的发电效率提高。如图4所示，利用太阳能电池板将太阳的辐射能转换为电能，由于太阳

能接收装置是固定的，它就不可能总是垂直于太阳光。它只能在固定的时间范围内吸收一

部分太阳光，造成太阳能的吸收效率不高，若太阳能电池板始终与太阳光保持垂直方向，使

太阳能可以连续吸收。

[0034] 双轴跟踪系统可以在相同的时间在两个方向的方位角和高度角跟踪。它是由传感

器即光敏电阻、光电转换器即模数转换芯片、驱动器即电机驱动电路、步进电机驱动的方向

调节装置组成。光敏电阻将接收到的光线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再经过数模转换芯片处理

和电机驱动电路，电机驱动电路输出相应的驱动信号控制方向转动设备实现相应的太阳能

电池板位置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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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如图2所示，本实施例的具体包括以下部分：

[0036] 1.单片机

[0037] 采用STC89C52是STC公司生成的一种低功耗、高性能的8位微控制器。

[0038] 主要参数：8KB的可擦除Flash，512字节RAM，32个I/O口，3个可编程定时器，内置

1KB的EEPROM。图5为单片机最小系统。

[0039] 2.模数转换部分

[0040] 为了使光敏电阻的电压稳定，在光敏电阻与PCF8591的连接线上接入大小为10K的

上拉电阻，这样光敏电阻的电阻值不会因为环境中的各种因素产生不稳定的变化。光敏电

阻的阳极接在一起，以使电压为统一电压。

[0041] 3、步进电机控制部分

[0042] 通过控制数据输送的数目来驱动步进电机从而转动一定的角度，从而达到准确转

向的目的。同时，速度及加速度，单片机通过控制数据来控制步进电机，从而达到调整速度

的目的。每一个步进角对应一个数据，θ表示为转子的角位移。(转子齿数＝运行拍数)是基

于传统的两相和四相，以转子齿为五十齿的步进电机为例。四拍的运行时间为度，八节拍的

运行时间为度。

[0043] 驱动电路ULN2803芯片能将数字信号直接转换成角位移，所以它非常适合于芯片

控制。步进电机是使用数字量来控制的。它将数字信号转换成一个角度的转动，就是一个数

据输入，就会旋转一个位置。

[0044] 其驱动过程如图6所示。

[0045] 4.电源

[0046] P1为3.5mm的直流电源接口，SW1是自锁开关按键。系统电源由5V直流电供应，可由

电脑USB接口或小型充电器供电。电源电路如图7所示.

[0047] 5.指示灯电路

[0048] 光电池板自动旋转的太阳能跟踪装置上电后默认为自动追踪模式，接电后系统亮

绿光，当按下按钮后，系统后会切换成按键转动模式，这时亮红灯。

[0049] 6.按键电路

[0050] 其中s1是自动追踪和手动模式的切换式，利用s4，s5，s3，s2手动按键来控制步进

电机的正反转。如图8所示，图中S5为下转，S4为上转S2为左转，S3为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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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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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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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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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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