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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新能源技术领域，且公开了

一种拥有自清洁功能的太阳能光伏板，包括太阳

能光伏板本体、太阳能光伏板支架、清洗装置和

升降装置，所述太阳能光伏板本体的底部活动连

接有太阳能光伏板支架，所述太阳能光伏板支架

的顶部活动连接有清洗装置，所述太阳能光伏板

支架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升降装置。该拥有自清洁

功能的太阳能光伏板，通过清洗装置内部设置的

水箱、液位传感器、水泵、中空管和喷头，有效地

消除了传统太阳能光伏板清洁过程中清洗困难、

清洗效果差、耗水量大、成本高的缺陷，方便操

作，不仅可以有效地除去表面的积灰与污染物，

还很大程度上节约了水资源、人力资源和能耗，

提高了对太阳光的吸收和转换效率，进而提高了

发电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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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拥有自清洁功能的太阳能光伏板，包括太阳能光伏板本体(1)、太阳能光伏板支

架(2)、清洗装置(7)和升降装置(8)，其特征在于：所述太阳能光伏板本体(1)的底部活动连

接有太阳能光伏板支架(2)，所述太阳能光伏板支架(2)的顶部活动连接有清洗装置(7)，所

述太阳能光伏板支架(2)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升降装置(8)。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拥有自清洁功能的太阳能光伏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太阳

能光伏板支架(2)的底部活动连接有驱动电机(3)，所述太阳能光伏板支架(2)的一侧外壁

固定连接有滑轨(4)，所述驱动电机(3)的下方设置有收集箱(5)，所述太阳能光伏板支架

(2)的顶部固定连接有固定板(6)，所述固定板(6)的一侧外壁活动连接有滑轨(4)。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拥有自清洁功能的太阳能光伏板，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

装置(7)包括水箱(701)，所述水箱(701)的内壁固定连接有液位传感器(702)，所述水箱

(701)的顶部开设有第一进水口(703)，所述水箱(701)的顶部固定连接有减震垫(704)，所

述减震垫(704)的顶部固定连接有水泵(705)，所述水泵(705)的一侧外壁固定连接有第一

水管(706)，所述水泵(705)的顶部固定连接有第二水管(707)，所述第二水管(707)的外壁

固定连接有水阀(708)，所述第二水管(707)的另一端活动连接有第二进水口(709)，所述第

二进水口(709)的底部固定连接有中空管(710)，所述中空管(710)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喷头

(711)，所述喷头(711)的下方设置有辊(712)，所述辊(712)的外壁固定连接有清洗软毛

(713)，所述辊(712)的一端活动连接有旋转电机(714)，所述旋转电机(714)的下方设置有

滑轮(715)。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拥有自清洁功能的太阳能光伏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

装置(8)包括第一固定筒(801)，所述第一固定筒(801)的内部固定连接有第一压缩件

(802)，所述第一压缩件(802)的底部固定连接有第一升降杆(803)，所述第一升降杆(803)

的底部活动连接有第一固定块(804)，所述第一固定块(804)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底座(805)，

所述底座(805)的内部固定连接有第一电动液压杆(806)，所述第一电动液压杆(806)的右

侧固定连接有升降驱动电源(807)，所述升降驱动电源(807)的右侧固定连接有第二电动液

压杆(808)，所述第二电动液压杆(808)的顶部外壁活动连接有第二固定块(809)，所述第二

固定块(809)的内部活动连接有第二升降杆(810)，所述第二升降杆(810)的顶部外壁活动

连接有第二固定筒(811)，所述第二固定筒(811)的内部固定连接有第二压缩件(812)。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拥有自清洁功能的太阳能光伏板，其特征在于：所述水箱

(701)的内部活动连接有第一水管(706)，所述中空管(710)的顶部开设有第二进水口

(709)，所述滑轮(715)的大小和滑轨(4)的大小相匹配，所述喷头(711)的数量有十五个，且

每个喷头(711)的大小相同。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拥有自清洁功能的太阳能光伏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

固定筒(801)的顶部固定连接有太阳能光伏板支架(2)，所述第二固定筒(811)的顶部固定

连接有太阳能光伏板支架(2)，所述第一电动液压杆(806)的大小和第二电动液压杆(808)

的大小相同，所述第一固定块(804)的大小和第二固定块(809)的大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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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拥有自清洁功能的太阳能光伏板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新能源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拥有自清洁功能的太阳能光伏板。

背景技术

[0002] 太阳能作为可再生清洁能源，被许多国家重视开发与利用。从最初的太阳能热水

器到后续的太阳能发电，越来越多的太阳能利用技术应用到人们的生活中，太阳能已经成

为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能源。近年来，太阳能光伏板被大家广泛使用，太阳能光伏板的使用

极大地缓解了用电的紧张压力。然而由于城市工业化和空气污染日渐严重，太阳能光伏板

在使用过程中，一般直接设置在室外，导致太阳能光伏板积尘问题严重，极大影响了太阳能

光伏板对太阳光的吸收和转换效率，太阳能光伏板的清洗过程不仅工作不便，劳动强度大，

清洗效果差，且用水量大，成本高，无法实现定期的清洗。因而需拥有自清洁功能的太阳能

光伏板，不仅能够节约清洗成本，提高清洗效果，还能够保证光伏板的发电效率，因此，我们

提出了一种拥有自清洁功能的太阳能光伏板来解决上述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拥有自清洁功能的太阳能光伏板，

具备清洗效果好、节约成本等优点，解决了清洗效果差、成本高的问题。

[0004]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拥有自清洁功能的太阳能

光伏板，包括太阳能光伏板本体、太阳能光伏板支架、清洗装置和升降装置，所述太阳能光

伏板本体的底部活动连接有太阳能光伏板支架，所述太阳能光伏板支架的顶部活动连接有

清洗装置，所述太阳能光伏板支架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升降装置。

[0005] 进一步的，所述太阳能光伏板支架的底部活动连接有驱动电机，所述太阳能光伏

板支架的一侧外壁固定连接有滑轨，所述驱动电机的下方设置有收集箱，所述太阳能光伏

板支架的顶部固定连接有固定板，所述固定板的一侧外壁活动连接有滑轨。

[0006] 进一步的，所述清洗装置包括水箱，所述水箱的内壁固定连接有液位传感器，所述

水箱的顶部开设有第一进水口，所述水箱的顶部固定连接有减震垫，所述减震垫的顶部固

定连接有水泵，所述水泵的一侧外壁固定连接有第一水管，所述水泵的顶部固定连接有第

二水管，所述第二水管的外壁固定连接有水阀，所述第二水管的另一端活动连接有第二进

水口，所述第二进水口的底部固定连接有中空管，所述中空管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喷头，所述

喷头的下方设置有辊，所述辊的外壁固定连接有清洗软毛，所述辊的一端活动连接有旋转

电机，所述旋转电机的下方设置有滑轮。

[0007] 进一步的，所述升降装置包括第一固定筒，所述第一固定筒的内部固定连接有第

一压缩件，所述第一压缩件的底部固定连接有第一升降杆，所述第一升降杆的底部活动连

接有第一固定块，所述第一固定块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底座，所述底座的内部固定连接有第

一电动液压杆，所述第一电动液压杆的右侧固定连接有升降驱动电源，所述升降驱动电源

的右侧固定连接有第二电动液压杆，所述第二电动液压杆的顶部外壁活动连接有第二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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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所述第二固定块的内部活动连接有第二升降杆，所述第二升降杆的顶部外壁活动连接

有第二固定筒，所述第二固定筒的内部固定连接有第二压缩件。

[0008] 进一步的，所述水箱的内部活动连接有第一水管，所述中空管的顶部开设有第二

进水口，所述滑轮的大小和滑轨的大小相匹配，所述喷头的数量有十五个，且每个喷头的大

小相同。

[0009]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固定筒的顶部固定连接有太阳能光伏板支架，所述第二固定

筒的顶部固定连接有太阳能光伏板支架，所述第一电动液压杆的大小和第二电动液压杆的

大小相同，所述第一固定块的大小和第二固定块的大小相同。

[0010]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1] 1、该拥有自清洁功能的太阳能光伏板，通过清洗装置内部设置的水箱、液位传感

器、水泵、中空管和喷头，有效地消除了传统太阳能光伏板清洁过程中清洗困难、清洗效果

差、耗水量大、成本高的缺陷，本实用新型结构设计科学合理，方便操作，不仅可以有效地除

去表面的积灰与污染物，还很大程度上节约了水资源、人力资源和能耗，提高了对太阳光的

吸收和转换效率，进而提高了发电效。

[0012] 2、该拥有自清洁功能的太阳能光伏板，通过设置升降装置，电动液压杆由升降驱

动电源进行供电驱动，通过第一固定筒和第二固定筒内部设置的第一压缩件和第二压缩

件，第一压缩件和第二压缩件起到了压缩的作用，通过第一固定块和第二固定块顶部设置

的第一升降杆和第二升降杆，第一升降杆和第二升降杆起到了升降的作用。

附图说明

[0013]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

描述中或现有技术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实用新型清洗装置示意图；

[0016] 图3为本实用新型升降装置示意图。

[0017] 附图标记说明：1、太阳能光伏板本体；2、太阳能光伏板支架；3、驱动电机；4、滑轨；

5、收集箱；6、固定板；7、清洗装置；701、水箱；702、液位传感器；703、第一进水口；704、减震

垫；705、水泵；706、第一水管；707、第二水管；708、水阀；709、第二进水口；710、中空管；711、

喷头；712、辊；713、清洗软毛；714、旋转电机；715、滑轮；8、升降装置；801、第一固定筒；802、

第一压缩件；803、第一升降杆；804、第一固定块；805、底座；806、第一电动液压杆；807、升降

驱动电源；808、第二电动液压杆；809、第二固定块；810、第二升降杆；811、第二固定筒；812、

第二压缩件。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

[0019] 请参阅图1-3，一种拥有自清洁功能的太阳能光伏板，包括太阳能光伏板本体1、太

阳能光伏板支架2、清洗装置7和升降装置8，太阳能光伏板本体1的底部活动连接有太阳能

光伏板支架2，太阳能光伏板支架2的顶部活动连接有清洗装置7，太阳能光伏板支架2的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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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固定连接有升降装置8。

[0020] 太阳能光伏板支架2的底部活动连接有驱动电机3，太阳能光伏板支架2的一侧外

壁固定连接有滑轨4，驱动电机3的下方设置有收集箱5，太阳能光伏板支架2的顶部固定连

接有固定板6，固定板6的一侧外壁活动连接有滑轨4，清洗装置7包括水箱701，水箱  701的

内壁固定连接有液位传感器702，水箱701的顶部开设有第一进水口703，水箱701 的顶部固

定连接有减震垫704，减震垫704的顶部固定连接有水泵705，水泵705的一侧外壁固定连接

有第一水管706，水泵705的顶部固定连接有第二水管707，第二水管707 的外壁固定连接有

水阀708，第二水管707的另一端活动连接有第二进水口709，第二进水口709的底部固定连

接有中空管710，中空管710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喷头711，喷头711  的下方设置有辊712，辊

712的外壁固定连接有清洗软毛713，辊712的一端活动连接有旋转电机714，旋转电机714的

下方设置有滑轮715，通过清洗装置7内部设置的水箱701、液位传感器702、水泵705、中空管

710和喷头711，有效地消除了传统太阳能光伏板清洁过程中清洗困难、清洗效果差、耗水量

大、成本高的缺陷，本实用新型结构设计科学合理，方便操作，不仅可以有效地除去表面的

积灰与污染物，还很大程度上节约了水资源、人力资源和能耗，提高了对太阳光的吸收和转

换效率，进而提高了发电效，升降装置8包括第一固定筒801，第一固定筒801的内部固定连

接有第一压缩件802，第一压缩件802的底部固定连接有第一升降杆803，通过第一固定筒

801和第二固定筒811内部设置的第一压缩件802和第二压缩件812，第一压缩件802和第二

压缩件812起到了压缩的作用，第一升降杆803的底部活动连接有第一固定块804，第一固定

块804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底座805，底座805的内部固定连接有第一电动液压杆806，第一电

动液压杆806的右侧固定连接有升降驱动电源807，通过设置升降装置8，第一电动液压杆

806和第二电动液压杆808由升降驱动电源807进行供电驱动，升降驱动电源807的右侧固定

连接有第二电动液压杆  808，第二电动液压杆808的顶部外壁活动连接有第二固定块809，

通过第一固定块804和第二固定块809顶部设置的第一升降杆803和第二升降杆810，第一升

降杆803和第二升降杆810起到了升降的作用，第二固定块809的内部活动连接有第二升降

杆810，第二升降杆810的顶部外壁活动连接有第二固定筒811，第二固定筒811的内部固定

连接有第二压缩件812，水箱701的内部活动连接有第一水管706，中空管710的顶部开设有

第二进水口709，滑轮715的大小和滑轨4的大小相匹配，喷头711的数量有十五个，且每个喷

头711的大小相同，第一固定筒801的顶部固定连接有太阳能光伏板支架2，第二固定筒  811

的顶部固定连接有太阳能光伏板支架2，第一电动液压杆806的大小和第二电动液压杆808

的大小相同，第一固定块804的大小和第二固定块809的大小相同。

[0021] 在使用时，利用清洗装置7对太阳能光伏板本体1进行清洁处理，启动水泵705，打

开水阀708，喷头711将中空管710内部的水喷洒在太阳能光伏板本体1的表面，接着辊  712

对太阳能光伏板本体1表面进行擦拭，除去污染物，利用清洗装置7，可以高效的除去太阳能

光伏板本体1表面的污染物，提高了太阳能光伏板本体1的发电效率，通过设置升降装置8，

升降装置8通过第一升降杆803、第二升降杆810进行升降活动，进行调节时，启动第一电动

液压杆806和第二电动液压杆808，第一电动液压杆806和第二电动液压杆808推动第一升降

杆803和第二升降杆810，第一升降杆803和第二升降杆810通过其顶部的第一压缩件802和

第二压缩件812推动太阳能光伏板支架2进行上下的水平运动，同时第一电动液压杆806和

第二电动液压杆808由升降驱动电源807进行供电驱动。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212329066 U

5



[0022] 对所公开的实施例的上述说明，使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实用新

型。对这些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所定

义的一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因

此，本实用新型将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实施例，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

和新颖特点相一致的最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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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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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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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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