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978525.8

(22)申请日 2020.09.17

(71)申请人 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地址 524000 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区学智路2

号

(72)发明人 邬翰臻　沙義林　李万灵　陈桂媚　

谢海林　何家欣　吴锋　陈嘉彬　

廖怡慧　黄舒雨　黄智能　黄晓彬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市南锋专利事务所有限

公司 44228

代理人 李慧

(51)Int.Cl.

A01G 22/00(2018.01)

A01G 17/00(2006.01)

A01G 25/02(2006.01)

A01G 25/16(2006.01)

E04D 11/02(2006.01)

E04D 13/00(2006.01)

E04D 13/18(2018.01)

E03B 3/02(2006.01)

E03F 5/10(2006.01)

F03D 9/00(2016.01)

F03D 9/11(2016.01)

H02S 10/12(2014.01)

H02S 10/20(2014.01)

 

(54)发明名称

集约式智能模块操控的能收集利用清洁能

源的屋顶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集约式智能模块操控的

能收集利用清洁能源的屋顶系统，包括：绿色屋

顶子系统，包括由从下至上依次设置在建筑屋面

的保护层、防水层、蓄水层、过滤排水层、净化层、

种植基质层、再生纤维素共混地膜，蓄水层连接

至蓄水池，蓄水池通过水泵、水管连接至滴灌装

置；智能控制子系统，包括控制器和土壤湿度传

感器，土壤湿度传感器检测种植基质层的湿度并

把湿度信号发送给控制器，控制器控制水泵以进

行滴灌；自然能源收集子系统，包括风力发电装

置、太阳能发电装置和蓄电装置，蓄电装置与水

泵、控制器、土壤湿度传感器供电连接。本发明通

过绿色屋顶子系统进行雨水收集，通过自然能源

收集子系统进行电能供给，实现了能源、水源自

给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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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集约式智能模块操控的能收集利用清洁能源的屋顶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绿色屋顶子系统，所述绿色屋顶子系统包括由从下至上依次设置在建筑屋面(1)上的

由聚苯乙烯预制模块拼接形成的保护层(2)，由防水涂料和/或防水卷材形成的防水层(3)、

由凹凸型蓄水面板组成的蓄水层(4)、由土工布形成的过滤排水层(5)、由净水煤质颗粒活

性炭形成的净化层(6)、种植基质层(7)、再生纤维素共混地膜(8)，所述蓄水层(4)通过漏斗

型雨水收集管道(9)连接至蓄水池(10)，所述蓄水池(10)通过水泵(11)、水管(18)连接至滴

灌装置(12)，所述滴灌装置(12)分布设置在所述再生纤维素共混地膜(8)的上方；

智能控制子系统，包括控制器(13)和土壤湿度传感器(14)，所述水泵(11)和土壤湿度

传感器(13)均与所述控制器(13)连接，所述土壤湿度传感器(14)设置在所述种植基质层

(7)中以检测种植基质层(7)的湿度并把湿度信号发送给所述控制器(13)，所述控制器(13)

根据湿度信号发送水泵控制信号给所述水泵(11)以控制水泵(11)将蓄水池(10)中的水泵

至滴灌装置(12)进行滴灌；

自然能源收集子系统，所述自然能源收集子系统包括风力发电装置(17)、太阳能发电

装置(19)和蓄电装置(20)，所述风力发电装置(17)、太阳能发电装置(19)均与蓄电装置

(20)供电连接，所述蓄电装置(20)与水泵(11)、控制器(13)、土壤湿度传感器(14)供电连

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集约式智能模块操控的能收集利用清洁能源的屋顶系统，其

特征在于：所述智能控制子系统还包括补光灯带(15)和光敏传感器(21)，所述蓄电装置

(20)与补光灯带(15)、光敏传感器(21)供电连接，所述补光灯带(15)设置在再生纤维素共

混地膜(8)的上方或侧上方，所述光敏传感器(21)设置在雨水收集绿色屋顶子系统上方以

检测环境光照度并把光照度信号发送给所述控制器(13)，所述控制器(13)根据光照度信号

发送开关信号或光照调整信号给所述补光灯带(15)以控制补光灯带(15)开关或调整光谱

及照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集约式智能模块操控的能收集利用清洁能源的屋顶系统，其

特征在于：所述智能控制子系统包括远程手机控制端，所述远程手机控制端与所述控制器

(13)通讯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集约式智能模块操控的能收集利用清洁能源的屋顶系

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智能控制子系统还包括与控制器(13)连接的手动开关。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集约式智能模块操控的能收集利用清洁能源的屋顶系

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蓄电装置(20)设置有市电接口。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集约式智能模块操控的能收集利用清洁能源的屋顶系

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蓄水池(10)设置有与水源连接的补水管路，所述补水管路上设有补水

阀或补水泵，所述智能控制子系统还包括设置于蓄水池(10)中的液位检测装置，所述液位

检测装置、补水阀或补水泵均与所述控制器(13)连接，所述液位检测装置检测蓄水池(10)

的液位并把液位信号发送给所述控制器(13)，所述控制器(13)根据液位信号发送补水信号

给所述补水阀或补水泵以控制水源向蓄水池(10)中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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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式智能模块操控的能收集利用清洁能源的屋顶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绿色屋顶系统的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集约式智能模块操控的能收

集利用清洁能源的屋顶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城市化不断发展，城市热岛效应、雨水污染、空气污染、水资源短缺或过剩导

致内涝等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绿色屋顶的出现，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上述问题。但

是，相关技术中的绿色屋顶都是以种植观赏性植物为主，存在应用方向少、雨水收集功能单

一、功能维护繁琐、系统连接性较差、非智能全方面管理、收集汇总能源实用情况和具体数

据途径单一，缺乏多元化实用价值等问题。

[0003] 上述论述内容目的在于向读者介绍可能与下面将被描述和/或主张的本发明的各

个方面相关的技术的各个方面，相信该论述内容有助于为读者提供背景信息，以有利于更

好地理解本发明的各个方面，因此，应了解是以这个角度来阅读这些论述，而不是承认现有

技术。

发明内容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中的至少之一，本发明提出一种集约式智能模块操控的能收

集利用清洁能源的屋顶系统。

[0005]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6] 提供一种集约式智能模块操控的能收集利用清洁能源的屋顶系统，包括：

[0007] 绿色屋顶子系统，所述绿色屋顶子系统包括由从下至上依次设置在建筑屋面上的

由聚苯乙烯预制模块拼接形成的保护层，由防水涂料和/或防水卷材形成的防水层、由凹凸

型蓄水面板组成的蓄水层、由土工布形成的过滤排水层、由净水煤质颗粒活性炭形成的净

化层、种植基质层、再生纤维素共混地膜，所述蓄水层通过漏斗型雨水收集管道连接至蓄水

池，所述蓄水池通过水泵、水管连接至滴灌装置，所述滴灌装置分布设置在所述再生纤维素

共混地膜的上方；

[0008] 智能控制子系统，包括控制器和土壤湿度传感器，所述水泵和土壤湿度传感器均

与所述控制器连接，所述土壤湿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种植基质层中以检测种植基质层的湿

度并把湿度信号发送给所述控制器，所述控制器根据湿度信号发送水泵控制信号给所述水

泵以控制水泵将蓄水池中的水泵至滴灌装置进行滴灌；

[0009] 自然能源收集子系统，所述自然能源收集子系统包括风力发电装置、太阳能发电

装置和蓄电装置，所述风力发电装置、太阳能发电装置均与蓄电装置供电连接，所述蓄电装

置与水泵、控制器、土壤湿度传感器供电连接。

[0010]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所述智能控制子系统还包括补光灯带和光敏传感器，所述蓄

电装置与补光灯带、光敏传感器供电连接，所述补光灯带设置在再生纤维素共混地膜的上

方或侧上方，所述光敏传感器设置在雨水收集绿色屋顶子系统上方以检测环境光照度并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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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度信号发送给所述控制器，所述控制器根据光照度信号发送开关信号或光照调整信号

给所述补光灯带以控制补光灯带开关或调整光谱及照度。

[0011]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所述智能控制子系统包括远程手机控制端，所述远程手机控

制端与所述控制器通讯连接。

[0012]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所述智能控制子系统还包括与控制器连接的手动开关。

[0013]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所述蓄电装置设置有市电接口。

[0014]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所述蓄水池设置有与水源连接的补水管路，所述补水管路上

设有补水阀或补水泵，所述智能控制子系统还包括设置于蓄水池中的液位检测装置，所述

液位检测装置、补水阀或补水泵均与所述控制器连接，所述液位检测装置检测蓄水池的液

位并把液位信号发送给所述控制器，所述控制器根据液位信号发送补水信号给所述补水阀

或补水泵以控制水源向蓄水池中补水。

[0015] 本发明提供的集约式智能模块操控的能收集利用清洁能源的屋顶系统，包括：绿

色屋顶子系统，所述绿色屋顶子系统包括由从下至上依次设置在建筑屋面上的由聚苯乙烯

预制模块拼接形成的保护层，由防水涂料和/或防水卷材形成的防水层、由凹凸型蓄水面板

组成的蓄水层、由土工布形成的过滤排水层、由净水煤质颗粒活性炭形成的净化层、种植基

质层、再生纤维素共混地膜，所述蓄水层通过漏斗型雨水收集管道连接至蓄水池，所述蓄水

池通过水泵、水管连接至滴灌装置，所述滴灌装置分布设置在所述再生纤维素共混地膜的

上方；智能控制子系统，包括控制器和土壤湿度传感器，所述水泵和土壤湿度传感器均与所

述控制器连接，所述土壤湿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种植基质层中以检测种植基质层的湿度并

把湿度信号发送给所述控制器，所述控制器根据湿度信号发送水泵控制信号给所述水泵以

控制水泵将蓄水池中的水泵至滴灌装置进行滴灌；自然能源收集子系统，所述自然能源收

集子系统包括风力发电装置、太阳能发电装置和蓄电装置，所述风力发电装置、太阳能发电

装置均与蓄电装置供电连接，所述蓄电装置与水泵、控制器、土壤湿度传感器供电连接。本

发明的绿色屋顶子系统具有耐风、耐雨、耐旱、耐瘠、耐穿刺、易养护的特性，可收集雨水资

源在净化后流入蓄水池中，此外，通过土壤湿度传感器检测种植基质层的湿度，通过智能控

制子系统控制滴灌装置根据土壤湿度进行自动灌溉，无需人为的进行灌溉维护。再者，整个

屋顶系统通过自然能源收集子系统进行电能供给，实现了能源、水源的自给自足。

附图说明

[0016] 利用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但附图中的实施例不构成对本发明的任何限

制，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以下附图获得

其它的附图。

[0017] 图1是集约式智能模块操控的能收集利用清洁能源的屋顶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集约式智能模块操控的能收集利用清洁能源的屋顶系统的雨水收集绿色屋

顶子系统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了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

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描述，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申请的实施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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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互组合。

[0020]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集约式智能模块操控的能收集利用清洁能源的屋顶系统，其

核心在于为结合“物联网”和大数据的相关知识及应用，将绿色屋顶系统定义为一个“集成

式”交互系统，以“智能化和人性化、多样化”为特点，打造创新型“绿色屋顶”。以多功能和易

操作的方式来方便主人的家居生活，进一步达到“可持续，低耗能”的绿色低碳指标，让人们

生活在绿色健康的家，确保身体健康和心情愉悦，享受绿色屋顶带来的更为丰富的环境效

益和实用价值。

[0021] 结合图1和图2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集约式智能模块操控的能收集利用清洁

能源的屋顶系统，包括：

[0022] 绿色屋顶子系统，所述绿色屋顶子系统包括由从下至上依次设置在建筑屋面1上

的由聚苯乙烯预制模块拼接形成的保护层2，由防水涂料和/或防水卷材形成的防水层3、由

凹凸型蓄水面板组成的蓄水层4、由土工布形成的过滤排水层5、由净水煤质颗粒活性炭形

成的净化层6、种植基质层7、再生纤维素共混地膜8，在所述建筑屋面1与所述保护层2之间

还可根据建筑屋面1的平整度考虑设置水泥砂浆找平层16。其中，所述防水涂料为复合铜胎

基的沥青防水涂料,所述防水卷材为高分子防水卷材或自粘橡胶沥青卷材，所述土工布为

聚酯纤维无纺布，所述种植土为无机种植土，所含为宝绿素为主，并且与腐叶土、蛭石及沙

土的混合配比为7：3：1，达到种植的理化指标(非毛管孔隙度>10％、PH值0.7～8.5％、含盐

量<0.12％、含氮量>1.2％、含磷量>0.7％、含钾量>72％)。所述蓄水层4通过漏斗型雨水收

集管道9连接至蓄水池10，所述蓄水池10通过水泵11、水管18连接至滴灌装置12，所述滴灌

装置12分布设置在所述再生纤维素共混地膜8的上方；

[0023] 智能控制子系统，包括控制器13和土壤湿度传感器14，所述水泵11和土壤湿度传

感器13均与所述控制器13连接，所述土壤湿度传感器14设置在所述种植基质层7中以检测

种植基质层7的湿度并把湿度信号发送给所述控制器13，所述控制器13根据湿度信号发送

水泵控制信号给所述水泵11以控制水泵11将蓄水池10中的水泵至滴灌装置12进行滴灌。

[0024] 自然能源收集子系统，所述自然能源收集子系统包括风力发电装置17、太阳能发

电装置19和蓄电装置20，风力发电装置17、太阳能发电装置19设置在绿色屋顶子系统的侧

部，设置时要注意太阳能发电装置19的太阳能电池板不遮挡绿植。所述风力发电装置17、太

阳能发电装置19均与蓄电装置20供电连接，风力发电装置17、太阳能发电装置19分别利用

风能、太阳能进行发电，并把发出来的电输送至蓄电装置20进行电能的存储。所述蓄电装置

20与水泵11、控制器13、土壤湿度传感器14供电连接，蓄电装置20对屋顶系统的电气部件进

行供电，以实现电能的自给自足。

[0025]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集约式智能模块操控的能收集利用清洁能源的屋顶系统的

绿色屋顶子系统具有耐风、耐雨、耐旱、耐瘠、耐穿刺、易养护的特性，可收集雨水资源在净

化后流入蓄水池中，此外，采用土壤湿度传感器和定时适量灌溉智能模块作为日常的维护

管理，通过土壤湿度传感器测出土壤湿度分析计算所需灌溉水量，并向定时定量灌溉智能

模块发送指令。之后通过水泵抽取控制灌溉所需水量，灌溉的方式采取的是滴灌管道的滴

漏和旋转式喷嘴的喷洒两种形式，实现对不同作物的不同水量灌溉。灌溉时，没有作用到作

物的水在重力作用下，通过绿色屋顶子系统的净化、过滤、收集，再次循环到到蓄水池中，等

待下一次抽取使用，在作物灌溉上起到精准灌溉、降低损耗的效果。再者，整个屋顶系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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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自然能源收集子系统进行电能供给，实现了能源、水源的自给自足。

[0026] 作为进一步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智能控制子系统还包括补光灯带15和光敏传感

器21，补光灯带15可选为LED补光灯带。所述蓄电装置20与补光灯带15、光敏传感器21供电

连接，所述补光灯带15设置在再生纤维素共混地膜8的上方或侧上方，所述光敏传感器21设

置在雨水收集绿色屋顶子系统上方以检测环境光照度并把光照度信号发送给所述控制器

13，所述控制器13根据光照度信号发送开关信号或光照调整信号给所述补光灯带15以控制

补光灯带15开关或调整光谱及照度。补光灯带对植物进行智能补光，有助于植物生长。补光

灯带15可以采用暗藏式柔性布线，布线自由度高，能够根据的不同结构来尽可能的实现贴

近暗藏作业。由智能控制子系统来控制补光灯带的开关、时间节点、投射角度。补光灯带位

于植物种植层的上端，左右各一条，初始位置向下成45°照射，根据系统运作流程和控制指

令可以自动化调整合适的照射角度。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可以实现2个自由度的调整，以实

现不同植物对光线角度的不同照射需求。通过光敏传感器21判断白天还是夜晚，晴朗还是

阴天，并自动化运行智能补光。同时与wifi智能模块相连，在app中输入种植的植物种类即

可运行适合植物所需光谱的LED灯进行照射，不仅可以促进其生长，而且还可以延长植物花

期，提高花的品质，增加其授粉机会。

[0027] 作为进一步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智能控制子系统包括远程手机控制端，所述远

程手机控制端与所述控制器13通讯连接，通讯方式可以是WIFI，也可以是蓝牙，收集到的温

度、电量等信息可通过远程方式发送至远程手机控制端是手机app，手机app可以观察具体

数据，并且控制相关开关。

[0028] 作为进一步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智能控制子系统还包括与控制器13连接的手动

开关。

[0029] 作为进一步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蓄电装置20设置有市电接口，蓄电装置20可通

过市电接口进行对外供电，收集的“太阳能”和“风能”转换的电能，除了供给给系统运作外，

剩余多出来的电源，可通过市电接口发送到家用，就能减轻家庭对供电局供电的依赖性，响

应“国家的光伏发电农村扶贫计划”。并且，在“太阳能”和“风能”不足的情况下，也可通过市

电接口进行充电，确保系统正常运行。

[0030] 作为进一步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蓄水池10设置有与水源连接的补水管路，所述

补水管路上设有补水阀或补水泵，所述智能控制子系统还包括设置于蓄水池10中的液位检

测装置，所述液位检测装置、补水阀或补水泵均与所述控制器13连接，所述液位检测装置检

测蓄水池10的液位并把液位信号发送给所述控制器13，所述控制器13根据液位信号发送补

水信号给所述补水阀或补水泵以控制水源向蓄水池10中补水。液位检测装置实时检测蓄水

池10的液位，在收集的雨水不足的情况下，也可通过自动打开补水阀或补水泵进行补水，确

保系统正常运行。

[0031] 下面是本发明在湛江市旺龙新村某平面居民楼上的实验性绿化改造方案，除了以

上的安装实施步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

[0032] (1)保护层的铺设，是用于防止植物根系穿透建筑结构，破坏屋子的构造，所以作

为保护层的聚苯乙烯预制模块，应保持一定的厚度60mm(根据实际情况厚度取值60mm-

100mm)安置在建筑结构上，并向建筑侧墙面延伸20cm-25cm左右。

[0033] (2)防水层的铺设，做法应符合国家《屋顶绿化技术防水DBJ  01-93-2004》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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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最低达到二级建筑防水标准，防止绿色屋顶的过剩的雨水往建筑内部居住空间溢流，

造成滴水现象。同时，在预制模块化的绿色屋顶系统，施工前应进行建筑屋面的相关防水检

测并对漏洞进行及时补漏，必要时可做多次多层防水处理，建议选择耐植物根系穿刺的防

水卷材，复合同胎基SBS沥青卷材是不错的选择，铺设边缘应向建筑侧墙面向上延伸，应高

于基质表面100m以上，方为合适的配套措施。

[0034] (3)蓄水层、过滤排水层及净化层的铺设，蓄水层应置于在净化层、过滤排水层下

施工安装，并定期检查屋顶排水系统的畅通情况，防止排水口和雨水收集管道堵塞造成雨

水倒流和溢流现象。

[0035] (4)种植基质层的铺设，厚度应根据建筑屋面具体承重和草药种类决定，应该在具

体施工开始前及时做好相关的检测。

[0036] (5)植物的种植，在前期种植的选种配置上，没有相对合适的种植土厚度，应考虑

选择种植弱根型草药为主，防止根部过强的穿刺效果。经过前期数日的灌溉维护，待草药自

身成长成稳定的植被结构，即基本完成中草药预制模块化绿色屋顶的建设。后期养护用水

视降雨量而定，形成屋顶生态系统后基本不需要人为过多特别的灌溉和养护，智能模块会

根据土壤湿度灌溉合适的水分，减少不必要浪费。

[0037] 通过改造，该建筑的屋顶绿化具有耐风、耐雨、耐旱、耐瘠、耐穿刺、易养护的特性，

夏季能抗50度太阳的高温，雨季更能发挥其作用，收集更多的雨水资源且无需人为的进行

灌溉维护。在生长期间，只需前期养护2周；此后无需灌溉、施肥、修剪等养护便能存活，极大

地节省了后续费用。同时无需改变屋顶建筑结构，均可进行草药种植。建设成本相对较低，

不足一般屋顶绿化的30％，同时节约用水可根据地区性高达70％-85％(湛江地区一年降雨

量大，为83％。根据一年的降雨量做出记录。)

[0038] 雨水收集方面，以湛江降水量为例进行详细计算：

[0039] 以湛江市1年平均降雨量为1780mm计算,假设一占地面积62300m2的某住宅小区,

建筑占地面积为32200m2,道路面积为14800m2,绿地面积18690m2,机动车数量750辆，则全年

可用雨水量为6195×105m3。为安全计，雨季水量设为全年降雨量的80％,即为6195×105×

80％＝5156×105m3；量为1171×105m3。

[0040] 而屋顶种植含水量达42.57％，户外种植含水量达38.21％，屋顶种植防止水份流

失更有效率。根据土壤含水量的定义可以得到:

[0041] 土壤蓄水变量(降雨入渗量)＝降雨量-径流量-蒸发量

[0042] 当降水量达1171×105m3，湿度为42.57％渗透量则为83609.4m3-径流量-蒸发量

(随时间、温度、天气、湿度等影响)-植物吸收量。土壤层过滤后得出年降水量58495.6m3。

[0043] 因此，以湛江市旺龙新村某100m2面居民楼上的实验性绿屋顶系统为例，一年可收

集97.492吨水，一个家庭一个月正常用水约为10吨，可供给使用9个多月。

[0044]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上述集约式智能模块操控的能收集利用清洁能源的屋顶系

统，具有以下优点：

[0045] 1、对传统的绿色屋顶的技术和绿化工程种植提供进行优化升级，大大提高了节能

减排和绿色环保的作用。同时提供了一种更好的新型的智能维护管理方式和植物培育环

境，而且注重家庭居住环境的交互性营造，使绿色屋顶系统往人性化和智能化、多元化发

展，使居住建筑内的人们享受绿色屋顶带来的更会丰富的环境效益和实用价值。提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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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风、雨”等自然资源利用，使家庭更为节能环保和绿色健康，减少家庭能源上的经济负

担。

[0046] 2、优化解决现有屋顶系统雨水净化能力弱、排水不畅、建筑荷重大等相关问题，提

高水资源的利用率和净化过滤力度。优化雨季洪涝的家庭屋顶排水系统，使其更为节能环

保，过滤进化能力更强。同时储蓄的雨水资源，可用于系统本身植物灌溉，部分还能引流到

家庭生活用水方面解决用水所需，减轻了家庭生活用水带来的经济负担。其次在干旱的地

区，能通过系统收集到干净的雨水资源，在煮沸蒸馏后进行饮用水的储备。

[0047] 3、种植植物能改善空气净化空气，吸收大气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减轻住宅区

的热岛效应和室内的炎热室温，减轻电子辐射和太阳辐射。同时种植相关驱蚊虫草本植物

还能一定程度上治理蚊虫问题。

[0048] 4、智能补光的补光和增温，与土壤湿度检测、定时定量灌溉模块相互平衡，确保植

物在最为优质合适的环境中生长，吸取最为合适的水量，避免烂根现象。

[0049] 5、风光互补式发电系统，符合国家“光伏发电扶贫政策需要”通过将自然能源交替

转换为电能，系统的运行上提供自给自足的电能需要。同时在家庭用电需要提供时，自主作

为后备电源抽调蓄电箱的电能供给使用。

[0050] 上面的描述中阐述了很多具体细节以便于充分理解本发明，但是，本发明还可以

采用其他不同于在此描述的其他方式来实施，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制。

[0051] 总之，本发明虽然列举了上述优选实施方式，但是应该说明，虽然本领域的技术人

员可以进行各种变化和改型，除非这样的变化和改型偏离了本发明的范围，否则都应该包

括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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