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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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 110350860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10.18
(21)申请号 201910640412 .4
(22)申请日 2019 .07 .16
(71)申请人 重庆大学
地址 400044 重庆市沙坪坝区沙正街174号
(72)发明人 毛明轩 郭珂 周林 崔立闯
万怡浩 解宝 张前进 李海啸
郝高锋
(51)Int .Cl .
H02S 40/10(2014 .01)
B08B 11/04(2006 .01)
B08B 1/04(2006 .01)

CN 110350860 A

权利要求书1页

(54)发明名称
基于光热协作发电的光伏组件清洁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基于光热协作发电的光伏组
件清洁装置，
属于光伏板清洁装置领域，
其中包
括清洁单元、
电源单元及控制单元。所述控制单
元采用微控制单元(MCU)，
为装置提供控制信号。
所述电源单元包括光伏组件、热发电机( TEG )及
蓄电池，
在MCU控制下，
由光伏组件或TEG选择性
地为蓄电池充电 ，
提供控制单元及电机所需的电
能。
所述清洁单元包括毛刷、
滑动块及电机，
当光
伏组件表面出现阴影且达到控制单元所设定的
阈值时 ，
电 机驱动附带毛刷的滑动块沿轨道运
行；
与现有光伏组件清洁装置相比 ，
本装置通过
光热协作发电 ，
无需外界提供，
并有选择性地运
转，
降低光伏板自身的温度，
保证光伏组件清洁
且利于光伏系统工作在最佳状态。

说明书3页

附图3页

CN 110350860 A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1 .一种基于光热协作发电的光伏组件清洁装置，
其包括清洁单元、
电源单元及控制单
元；
其特征在于：
所述清洁单元在传动装置驱动下沿着轨道平稳移动完成清扫；
所述电源单
元与清洁、控制单元连接，
通过光伏组件或热发电机(TEG)为蓄电池充电 ；
所述控制单元实
时判断工作模式，
并发出相应工作信号。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光热协作发电的光伏组件清洁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
述清洁单元包括毛刷、
滑动块、
电机及传动装置。当其接受到控制单元的信号时，
启动电机，
通过传动装置使滑动块沿着长螺杆的方向移动；
同时利用毛刷与光伏组件之间的摩擦，
使
毛刷在光伏组件表面滚动，
达到清洁表面的目的。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光热协作发电的光伏组件清洁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
述传动装置包括皮带、蜗杆、蜗轮、长螺杆及光滑杆，
电机通过皮带带动蜗杆转动，
通过蜗
杆、蜗轮的传动使长螺杆旋转；
滑动块贯穿在长螺杆上，
通过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间接控制
滑动块沿轨道(长螺杆)上下滑动。其滑动块的起始和终止位置均位于光伏组件的顶端，
并
记上下滑动一次为一个工作周期。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基于光热协作发电的光伏组件清洁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
述电机控制滑动块滑动，
根据电机转速和长螺杆长度，
设置工作周期，
进而确定供电时间。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光热协作发电的光伏组件清洁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
述电源单元包括光伏组件、
TEG及蓄电池。其中TEG依附在光伏组件背部，
利用光伏组件表面
温度与空气温度的差异产生电动势，
即塞贝克效应，
将TEG产生的电能储存在蓄电池中。当
接受到控制单元的信号时，
由蓄电池为电机提供电能。当蓄电池电量低于30％时，
应同时由
光伏组件为其充电 ，
从而时刻确保有充足的电量。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光热协作发电的光伏组件清洁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
述控制单元采用微控制单元(MCU) ，
由蓄电池为该单元供电。当检测到光伏组件输出电流值
不在正常工况范围内，
且在2个工作周期内没有恢复正常时，
则立即发出工作信号，
转而由
电源单元为电动机运转提供电能，
从而维持清洁装置的运转。
同时，
控制单元还分别控制充
电方式、
电机运行时间及运行方式。
7 .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基于光热协作发电的光伏组件清洁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
述电机运转的条件为：
当装在光伏组件出线端的霍尔电流传感器检测到光伏组件输出电流
值不在正常工况范围内时，
立即通过控制单元发出信号。若出现电机连续工作3个周期以上
时，
控制单元中断供电 ，
并重启控制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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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光热协作发电的光伏组件清洁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光伏板清洁装置领域，
尤其是基于光热协作发电的光伏组件清洁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
由于传统能源紧缺与环境污染问题的凸显，
全球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大
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太阳能的利用已成为我国重要的能源战略。然而，
在光伏发电系
统运行过程中，
若光伏组件表面出现灰尘、
树叶、
积雪等异物时，
会影响光伏组件的输出，
并
产生热斑效应，
严重时甚至损坏光伏组件。
因此保持其表面的清洁十分重要。
[0003] 随着大型光伏电站的建立、
太阳能路灯等光伏建筑物的大量出现，
光伏组件清洁
工作愈来愈繁重，
因此，
如何快速有效地清洁光伏组件表面已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而
现有的清洁方式主要是定时清洁且人工控制，
虽然这些方法能有效清除异物，
但实时性较
差，
因不能及时清除异物而影响光伏系统的发电效率，
并且操作不便，
人工费用较高。
[0004] 当前已有的光伏组件清洁装置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电能损耗及装置成本高的缺
陷，
其中，
人工清洁装置还会带来人身安全问题。如2016年特斯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申报
的公开号为CN206527072U，
专利名为《一种手持光伏板清洁装置》的一种实用新型专利，
虽
然结构简单，
易于实现携带方便，
但对于大型光伏电站，
需要消耗大量人力费用。如2017年
浙江京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申报的公开号为CN207681063U，
专利名为《一种智能全自动光
伏板清洁装置》的一种实用新型专利，
所使用的技术是通过红外扫描装置判断电机是否驱
动清洁装置工作，
虽然此装置能高效实时清洁，
但其缺点是装置成本高，
且操作过程较为复
杂。如2018年郑州秉同立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申报的公开号为
CN108856030A，
专利名为《光伏板清洁装置》的一种实用新型专利，
通过摄像头、
传感器等装
置完成清洁，
其经济性较差，
且用电量较大。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基于光热协作发电的光伏组件清洁装置，
进一步提高对
光伏组件清洁的效率。
[0006] 基于光热协作发电的光伏组件清洁装置包括清洁单元、
电源单元及控制单元；
其
特征在于：
所述清洁单元在传动装置驱动下沿着轨道平稳移动完成清扫；
所述电源单元与
清洁、控制单元连接，
通过光伏组件或热电机(TEG)为蓄电池充电 ；
所述控制单元实时判断
工作模式，
并发出相应工作信号。
[0007] 进一步，
所述清洁单元包括毛刷、滑动块、
电机及传动装置。当其接受到控制单元
的信号时，
启动电机，
通过传动装置使滑动块沿着长螺杆的方向移动；
同时利用毛刷与光伏
组件之间的摩擦，
使毛刷在光伏组件表面滚动，
达到清洁表面的目的。
[0008] 进一步，
所述传动装置包括皮带、
蜗杆、
蜗轮、
长螺杆及光滑杆，
电机通过皮带带动
蜗杆转动，
通过蜗杆、蜗轮的传动使长螺杆旋转；
滑动块贯穿在长螺杆上，
通过控制电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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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反转，
间接控制滑动块沿轨道(长螺杆)上下滑动。其滑动块的起始和终止位置均位于光
伏组件的顶端，
并记上下滑动一次为一个工作周期。
[0009] 进一步，
所述电机控制滑动块滑动，
根据电机转速和长螺杆长度，
设置工作周期，
进而确定电机供电时间。
[0010] 进一步，
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源单元包括光伏组件、TEG及蓄电池。其中TEG依附在
光伏组件背部，
利用光伏组件表面温度与空气温度的差异产生电动势，
即塞贝克效应，
将
TEG产生的电能储存在蓄电池中。当接受到控制单元的信号时，
由蓄电池为电机提供电能。
当蓄电池电量低于30％时，
应同时由光伏组件为其充电 ，
从而时刻确保有充足的电量。
[0011] 进一步，
其特征在于：
所述控制单元采用微控制单元(MCU) ，
由蓄电池为该单元供
电。当检测到光伏组件的输出电流值不在正常工况范围内，
且在2个工作周期内没有恢复正
常时，
则立即发出工作信号，
转而由电源单元为电动机运转提供电能，
从而维持清洁装置的
运转。
同时，
控制单元还分别控制充电方式、
电机运行时间及运行方式。
[0012] 进一步，
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机运转的条件为：
当装在光伏组件出线端的霍尔电流
传感器检测到光伏组件输出电流值不在正常工况范围内时，
立即通过控制单元发出信号。
若出现电机连续工作3个周期以上时，
控制单元中断供电 ，
重启控制单元。
[0013]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其一，
利用光热协作发电为光伏组件清洁装置提供所需电能，
增加能源的利用率；
其二，
光热协作供电提高清洁装置的可靠性；
其三，
通过TEG的作用降低
光伏组件自身温度，
从而提高其发电效率。
附图说明
[0014]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
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
一步的详细描述，
其中：
[0015] 图1为光伏组件清洁装置主视图；
[0016] 图2为光伏组件清洁装置侧视图；
[0017] 图3为热电机(TEG)阵列分布及内部结构图；
[0018] 图4为传动装置及滑动块的剖面示意图；
[0019] 图5为长螺杆、
涡轮及光滑杆示意图；
[0020] 其中：
1、支架；
2、
蓄电池；
3、
电机；
4、
热电机(TEG) ；
5、滑动块；
6、光滑杆；
7、长螺杆
(轨道)；
8、
毛刷；
9、
光伏组件；
10、
蜗杆；
11、
蜗轮；
12、
皮带。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以下将结合附图，
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详细的描述；
应当理解，
优选实施例
仅为了说明本发明，
而不是为了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2] 图1为光伏组件清洁装置主视图 ，
图2为光伏组件清洁装置侧视图 ，
图3为热电机
(TEG)阵列分布及内部结构图，
图4为传动装置及滑动块的剖面示意图，
图5为长螺杆、涡轮
及光滑杆示意图；
如图所示：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基于光热协作发电的光伏组件清洁装置，
其
包括清洁单元、
电源单元及控制单元；
其特征在于：
所述清洁单元在传动装置驱动下沿着轨
道(7)平稳移动完成清扫；
所述电源单元与清洁、
控制单元连接，
通过光伏组件(9)或TEG(4)
有选择性地为蓄电池(2)充电 ；
所述控制单元实时判断工作模式，
并发出工作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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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清洁单元包括毛刷(8)、滑动块(5)、
电机(3)及传动装置。当接受到控制单元
的信号时，启动电机(3) ，
通过传动装置使滑动块(5)沿着长螺杆(7)的方向移动；
同时利用
毛刷(8)与光伏组件(9)之间的摩擦，
使毛刷(8)在光伏组件表面滚动，
达到清洁表面的目
的。
[0024] 所述传动装置包括皮带(12)、
蜗杆(10)、蜗轮(11)、长螺杆(7)及光滑杆(6)。
电机
(3)通过皮带(12)带动蜗杆(10)转动，
通过蜗杆(10)、
蜗轮(11)的传动使长螺杆(7)旋转；
滑
动块(5)贯穿在长螺杆上，
通过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间接控制滑动块沿轨道(长螺杆)上下滑
动。其滑动块(5)的起始和终止位置均位于光伏组件的顶端，
并记上下滑动一次为一个工作
周期。
[0025] 所述电机控制滑动块滑动，
根据电机转速和长螺杆(7)长度，
设置工作周期，
进而
确定电机供电时间。
[0026] 所述电源单元包括光伏组件(9)、
TEG(4)及蓄电池(2)。其中TEG(4)依附在光伏组
件(9)背部，
利用光伏组件表面温度与空气温度的差异产生电动势，
即塞贝克效应，
将TEG
(4)产生的电能储存在蓄电池(2)中。当接受到控制单元的信号时，
由蓄电池(2)为电机(3)
提供电能。当蓄电池(2)电量低于30％时，
应同时由光伏组件(9)为其充电 ，
从而时刻确保有
充足的电量。
[0027] 所述控制单元采用MCU，
由蓄电池(2)为该单元供电。当检测到光伏组件(9)输出电
流值不在正常工况范围内，
且在2个工作周期内没有恢复正常时，
则立即发出指令信号，
转
而由电源单元为电动机(3)运转提供电能，
从而维持清洁装置的运转。
同时，
控制单元分别
控制充电方式、
电机(3)运行时间及运行方式。
[0028] 所述电机运转的条件为，
当装在光伏组件出线端的霍尔电流传感器检测到光伏组
件输出电流值不在正常工况范围内时，
立即通过控制单元发出信号。若出现电机连续工作3
个周期以上时，
控制单元中断供电 ，
并重启控制单元。
[0029] 本装置采用TEG和光伏组件有选择地为蓄电池充电 ，
从而提供整个装置的用电 ；
同
时通过MCU实时监测及控制，
达到及时高效的清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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