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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用于使跟踪模块同步跟踪第一目标的

装置，属于目标跟踪领域。第一目标具有匹配的

第一设定射线，跟踪模块具有匹配的第二设定射

线，包括用于安装跟踪模块的固定基座、固定基

座逆自转复位模块和固定基座仰角调整模块；固

定基座逆自转复位模块包括连接基座和用于驱

动连接基座在跟踪时段内匀速转动或步进转动

的连接基座驱动部；固定基座与连接基座可转动

连接；固定基座仰角调整模块与固定基座逆自转

复位模块配合，用于使第一设定射线与第二设定

射线在跟踪时段内相向重合并同步调整。一种太

阳能设备，包括太阳能利用模块和用于使跟踪模

块同步跟踪第一目标的装置，太阳能利用模块安

装在固定基座上。可以提高太阳能利用模块利用

太阳光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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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使跟踪模块同步跟踪第一目标的装置，所述第一目标具有匹配的第一设定

射线，所述跟踪模块具有匹配的第二设定射线，包括用于安装跟踪模块的固定基座和固定

基座逆自转复位模块，所述固定基座逆自转复位模块包括连接基座和连接基座驱动部，所

述连接基座驱动部用于驱动所述连接基座在跟踪时段内匀速转动或步进转动；其特征在

于，还包括固定基座仰角调整模块，所述固定基座与所述连接基座可转动连接，所述固定基

座仰角调整模块与所述固定基座逆自转复位模块配合，用于使所述第一设定射线与所述第

二设定射线在跟踪时段内相向重合并同步调整。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使跟踪模块同步跟踪第一目标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

定基座仰角调整模块包括自转周期内仰角同步调整机构和公转周期内仰角同步调整机构，

所述自转周期内仰角同步调整机构用于使所述固定基座在每一自转周期的跟踪时段内的

仰角由0°平滑调整到β后并由β平滑调整到0°，所述β＞0°且≤90°；所述公转周期内仰角同

步调整机构用于使所述固定基座在每一公转周期的跟踪时段内的仰角由γ逐自转周期微

调增加δ到ε后并由ε微调减少δ到γ。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用于使跟踪模块同步跟踪第一目标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连接基座用于绕其Z轴转动；所述固定基座用于绕所述连接基座的X轴转动。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使跟踪模块同步跟踪第一目标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跟

踪模块的自转周期为T1，所述连接基座驱动部用于使所述连接基座在跟踪时段内的转动角

速度为 或所述连接基座驱动部用于使所述连接基座在跟踪时段内每 时长的步进

角为α。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使跟踪模块同步跟踪第一目标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目标为太阳，所述连接基座用于可转动连接在地球上，且所述连接基座的转动轴与垂线

重合；所述自转周期内仰角同步调整机构包括导轨、滑块和滑块驱动部，所述导轨与滑块移

动副连接，所述导轨具有第一截面、第二截面和第三截面，所述滑块驱动部驱动所述滑块从

所述导轨的第一截面过渡到所述导轨的第二截面过程中，所述跟踪模块的仰角为由0°平滑

调整到60°，所述滑块驱动部驱动所述滑块从所述导轨的第二截面过渡到所述导轨的第三

截面过程中，所述跟踪模块的仰角为由60°平滑调整到0°。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用于使跟踪模块同步跟踪第一目标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跟

踪模块的自转周期为T1，所述滑块驱动部匀速用于驱动所述滑块从所述导轨的第一截面过

渡到所述导轨的第二截面，且所述滑块从所述导轨的第一截面过渡到所述导轨的第二截面

用时 所述滑块驱动部还用于匀速驱动所述滑块从所述导轨的第二截面过渡到所述导轨

的第三截面，且所述滑块从所述导轨的第二截面过渡到所述导轨的第三截面用时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用于使跟踪模块同步跟踪第一目标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公

转周期内仰角同步调整机构包括用于驱动所述导轨转动的导轨转动部。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用于使跟踪模块同步跟踪第一目标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

轨转动部用于驱动所述导轨在每一自转周期T1期间正向转动或反向转动0.210°。

9.一种太阳能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太阳能利用模块和如权利要求1、2、5、6、7或8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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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用于使跟踪模块同步跟踪第一目标的装置，所述太阳能利用模块属于所述跟踪模块，

所述太阳能利用模块安装在所述固定基座上。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太阳能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太阳能利用模块包括太阳能聚

热器或太阳能电池板。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212086139 U

3



用于使跟踪模块同步跟踪第一目标的装置、太阳能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跟踪装置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使跟踪模块同步跟踪第一

目标的装置。

[0002] 本实用新型还涉及太阳能利用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太阳能设备，比如太阳能

发电设备、太阳能热水设备。

背景技术

[0003] 众所周知，太阳能利用设备的朝向与太阳光重合时，太阳能利用设备的太阳光利

用效率最高。同时，随着地球的自转和绕太阳的公转，安装在地球上的太阳能利用设备与太

阳的仰角和朝向角会变化。为提高太阳能利用设备的太阳光利用效率，需要使太阳能利用

设备能够同步跟踪太阳光的入射方向。

[0004] 专利文献CN206479847U记载了一种追踪型太阳能光伏发电装置，包括机械装置和

太阳能自动跟踪控制电路，所述机械装置包括底座，底座上通过导轨安装有水平移动的水

平移动托板，水平移动托板连接有水平驱动电机，水平移动托板上固定安装有支架，支架顶

端铰接有电池板框架，电池板框架上方安装有电池板，电池板表面安装有光线传感器；所述

水平移动托板上固定安装有驱动电池板框架绕支架旋转的电动伸缩杆，电动伸缩杆(4)顶

端与电池板框架中部铰接；所述电池板连接有蓄电池。该技术方案采用光线传感器获取电

池板的最佳朝向，从而提高太阳能利用效率。但是，自动化追踪工具一方面会浪费能源，另

一方面也会占用稀有资源。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第一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用于使跟踪模块同步跟踪第一目标的装

置，以从新的技术路线的角度提供一种能够准确使跟踪模块跟踪第一目标的设备。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第二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太阳能设备，以解决现有的太阳能设备的

太阳能利用率低的技术问题。

[0007] 为实现本实用新型的第一发明目的，可以根据需要选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用于使跟踪模块同步跟踪第一目标的装置，所述第一目标具有匹配的第一设

定射线，所述跟踪模块具有匹配的第二设定射线，包括用于安装跟踪模块的固定基座、固定

基座逆自转复位模块和固定基座仰角调整模块；所述固定基座逆自转复位模块包括连接基

座和连接基座驱动部，所述连接基座驱动部用于驱动所述连接基座在跟踪时段内匀速转动

或步进转动；所述固定基座与所述连接基座可转动连接；所述固定基座仰角调整模块与所

述固定基座逆自转复位模块配合，用于使所述第一设定射线与所述第二设定射线在跟踪时

段内相向重合并同步调整。

[0009] 优选的，所述固定基座仰角调整模块包括自转周期内仰角同步调整机构和公转周

期内仰角同步调整机构，所述自转周期内仰角同步调整机构用于使所述固定基座在每一自

转周期的跟踪时段内的仰角由0°平滑调整到β后并由β平滑调整到0°，所述β＞0°且≤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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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公转周期内仰角同步调整机构用于使所述固定基座在每一公转周期的跟踪时段内的

仰角由γ逐自转周期微调增加δ到ε后并由ε微调减少δ到γ。

[0010] 进一步的，所述连接基座用于绕其Z轴转动；所述固定基座用于绕所述连接基座的

X轴转动。

[0011] 再进一步的，所述跟踪模块的自转周期为T1，所述跟踪模块相对于第一目标的公

转周期为T2，所述连接基座驱动部用于使所述连接基座在跟踪时段内的转动角速度为

或所述连接基座驱动部用于使所述连接基座在跟踪时段内每 时长步进角α。

[0012]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目标为太阳，所述连接基座用于可转动连接在地球上，且所述

连接基座的转动轴与垂线重合；所述自转周期内仰角同步调整机构包括导轨、滑块和滑块

驱动部，所述导轨与滑块移动副连接，所述导轨具有第一截面、第二截面和第三截面，所述

滑块驱动部驱动所述滑块从所述导轨的第一截面过渡到所述导轨的第二截面过程中，所述

跟踪模块的仰角为由0°平滑调整到60°，所述滑块驱动部驱动所述滑块从所述导轨的第二

截面过渡到所述导轨的第三截面过程中，所述跟踪模块的仰角为由60°平滑调整到0°。

[0013] 再进一步的，所述跟踪模块的自转周期为T1，所述滑块驱动部用于匀速驱动所述

滑块从所述导轨的第一截面过渡到所述导轨的第二截面，且所述滑块从所述导轨的第一截

面过渡到所述导轨的第二截面用时 所述滑块驱动部还用于匀速驱动所述滑块从所述

导轨的第二截面过渡到所述导轨的第三截面，且所述滑块从所述导轨的第二截面过渡到所

述导轨的第三截面用时

[0014] 再进一步的，所述公转周期内仰角同步调整机构包括用于驱动所述导轨转动的导

轨转动部。

[0015] 又进一步的，所述导轨转动部用于驱动所述导轨在每一自转周期T1期间正向转动

或反向转动0.210°。

[0016] 一种太阳能设备，包括太阳能利用模块和前述的用于使跟踪模块同步跟踪第一目

标的装置，所述太阳能利用模块属于所述跟踪模块，所述太阳能利用模块安装在所述固定

基座上。

[0017] 进一步的，所述太阳能利用模块包括太阳能聚热器或太阳能电池板。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9] 1 .本实用新型的固定基座逆自转复位模块用于使定位在附着物上的装置的固定

基座逆附着物自转运动，以使跟踪模块的第二设定射线与第一设定射线在同一平面上；本

实用新型的固定基座仰角调整模块用于使跟踪模块的第二设定射线与第一设定射线相向

重合，固定基座仰角调整模块和固定基座逆自转复位模块配合，用于使第一设定射线与第

二设定射线在跟踪时段内相向重合并同步调整。

[0020] 2.发明人在上海(北纬30°40′-31°53′)、云南(北纬21°8′-29°15′)、河南(北纬31°

23′-36°22′)均观察到：在地球的每一自转周期内，设发明人观察到太阳升至地平线处时为

t7时刻，观察到太阳处于每日最高点处时为t13时刻，观察到太阳落至地平线处时为t19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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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的每一自转周期内，从t7时刻至t13时刻，太阳的高度角每小时增加10°，从t13时刻至

t19时刻，太阳的高度角每小时降低10°。以跟踪模块采用太阳能利用模块、第一目标是太阳

为例，结合地球的自转周期24小时，连接基座每小时的转动角度为15°。同时，在t7时刻，滑

块驱动部驱动滑块设置在导轨的第一截面处，在t13时刻，滑块驱动部驱动滑块设置在导轨

的第二截面处，在t19时刻，滑块驱动部驱动滑块设置在导轨的第三截面处，且滑块驱动部驱

动滑块从导轨的第一截面过渡到导轨的第二截面过程中，跟踪模块的仰角为由0°平滑调整

到60°，滑块驱动部驱动滑块从导轨的第二截面过渡到导轨的第三截面过程中，跟踪模块的

仰角为由60°平滑调整到0°，这样的自转周期内仰角同步调整机构能够使跟踪模块的设定

射线符合太阳、地球的运动规律，在地球的自转周期内，太阳能利用模块能够高效地获取太

阳光，从而提高太阳能的利用效率。

[0021] 3.发明人在上海(北纬30°40′-31°53′)、云南(北纬21°8′-29°15′)、河南(北纬31°

23′-36°22′)均观察到：从夏至日(每年的6月21日)到冬至日(每年的12月21日)之间，300mm

的竖针在水平面上的投影线伸长585.6mm，从冬至日到第二年的夏至日，300mm的竖针在水

平面上的投影线缩短585.6mm。换算后，导轨转动部的在每一自转周期T1内转动0.210°。也

就是说，在夏至日的太阳处于每日最高点处时，跟踪模块的第二设定射线与水平面之间的

仰角为60°，从夏至日到冬至日，跟踪模块的仰角需要逐日微调减少0.210°，从冬至日至第

二年的夏至日，跟踪模块的仰角需要逐日微调增加0.210°，这样的公转周期内仰角同步调

整机构能够使跟踪模块的设定射线符合太阳、地球的运动规律，在地球的公转周期内，太阳

能利用模块能够高效地获取太阳光，从而提高太阳能的利用效率。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用于使太阳能模块同步跟踪太阳的装置的俯视图。

[0023] 图2为图1的前视图，图中未画出连接杆。

[0024] 图3为图1中的一种用于使太阳能模块同步跟踪太阳的装置的公转周期内仰角同

步调整机构的部分结构图。

[0025]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导轨的一种结构图，图中，在导轨的中心线上间隔15°取t7点、

t8点、t9点、t10点、t11点、t12点、t13点、t14点、t15点、t16点、t17点、t18点、t19点作截面，并分别示

出了导轨的t7点、t8点、t9点、t10点、t11点、t12点、t13点、t14点、t15点、t16点、t17点、t18点、t19点

的断面图。

[0026]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一种用于使太阳能模块同步跟踪太阳的装置的固定基座逆自转

复位模块的剖面图。

[0027] 附图标记说明，10-连接基座，11-枢装座，12-导槽，20-导轨，21-枢装座，22-直齿

条，23-驱动电机，24-传动杆，30-导轨，31-转动杆，32-枢装座，33-滑块，40-支撑架，41-推

力轴承，42-转轴，43-驱动电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以实施例的形式说明本实用新型，以辅助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

理解和实现本实用新型。除另有说明外，不应脱离本技术领域的技术知识背景理解以下的

实施例及其中的技术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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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根据公知常识，地球的自转周期为24小时，地球绕太阳的公转周期约为365天。

[0030] 发明人在上海(北纬30°40′-31°53′)、云南(北纬21°8′-29°15′)、河南(北纬31°

23′-36°22′)均观察到：在地球的每一自转周期内，设发明人观察到太阳升至地平线处时为

t7时刻，观察到太阳处于每日最高点处时为t13时刻，观察到太阳落至地平线处时为t19时刻。

在地球的每一自转周期内，从t7时刻至t13时刻，太阳的高度角每小时增加10°，也即是跟踪

模块的仰角需要每小时增加10°，从t13时刻至t19时刻，太阳的高度角每小时减少10°，也即

是跟踪模块的仰角需要每小时减少10°。在地球每一公转周期内，从夏至日(每年的6月21

日)到冬至日(每年的12月21日)，300mm的竖针在水平面上的投影线共伸长585.6mm，从冬至

日到第二年的夏至日，300mm的竖针在水平面上的投影线共缩短585.6mm。换算后，从夏至日

到冬至日，跟踪模块的仰角需要逐日微调减少0.210°，从冬至日至第二年的夏至日，跟踪模

块的仰角需要逐日微调增加0.210°。

[0031] 此外，由于太阳与地球的距离特别远，可以视安装在地球上的太阳能装置接收到

的太阳光属于平行光。

[0032]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用于使跟踪模块同步跟踪第一目标的装置，第一目标具有匹配

的第一设定射线，跟踪模块具有匹配的第二设定射线，该装置用于使第一设定射线与第二

设定射线在跟踪时段内相向重合并同步调整，相向重合也就是两条射线向反，且具有重合

的线段。以跟踪模块为太阳能利用模块、第一目标是太阳为例，第一，对于太阳能利用模块

来说，太阳发出的某束太阳光属于第一设定射线；第二，太阳能利用模块的第二设定射线也

就是太阳能利用模块接收光能量最高的一根射线；第三，以太阳能利用模块设置在地球上

为例，地球与太阳组成的运动系统中，地球具有自转和绕太阳公转的运动方式，安装在地球

上的太阳能利用模块也会随地球自转，并绕太阳公转，此时，跟踪模块绕自转轴的自转周期

为24小时，跟踪模块相对于第一目标的公转周期约为365天。

[0033]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用于使跟踪模块同步跟踪第一目标的装置包括用于安装跟踪

模块的固定基座、固定基座逆自转复位模块和固定基座仰角调整模块。

[0034] 所述固定基座逆自转复位模块包括连接基座和连接基座驱动部，所述连接基座驱

动部用于驱动所述连接基座在跟踪时段内匀速转动或步进转动。在工程上，匀速转动可以

视为瞬间的步进转动的平均转动速度。

[0035] 固定基座与所述连接基座可转动连接。

[0036] 固定基座仰角调整模块与固定基座逆自转复位模块配合，用于使所述第一设定射

线与所述第二设定射线在跟踪时段内相向重合并同步调整。

[0037] 实施例1：一种用于使太阳能利用模块同步跟踪太阳的装置，包括用于安装太阳能

利用模块的固定基座、固定基座逆自转复位模块和固定基座仰角调整模块。对于太阳能利

用模块来说，跟踪时段也就是太阳的第一设定射线能够行经太阳能利用模块的时段，通俗

地说就是白天。

[0038] 固定基座逆自转复位模块包括连接基座10和连接基座驱动部，连接基座驱动部用

于驱动连接基座10在跟踪时段内匀速转动或步进转动。

[0039] 优选的，连接基座10用于绕其Z轴转动。固定基座逆自转复位模块还可以包括支撑

架40，连接基座10与支撑架40可转动连接，这样可以通过移动支撑架40，方便的移动连接基

座10。参见图5，连接基座10与转轴42固定连接，转轴42通过XY平面定位轴承和Z向推力轴承

说　明　书 4/7 页

7

CN 212086139 U

7



与支撑架40可转动连接，在支撑架40上还固定连接有驱动电机43，驱动电机43的输出轴与

转轴42传动连接。在图5中，圆锥滚子轴承兼具XY平面定位轴承和Z向推力轴承的功能，由于

跟踪模块的运动可以造成连接基座10的偏重，所以在连接基座10与支撑架40之间还设有推

力轴承41。图5中的驱动电机43和对应的传动机构形成连接基座驱动部。

[0040] 当然，除人造物可以形成支撑架40外，地球上的岩石、土块均可以形成连接基座10

的支撑架。

[0041] 优选的，若安装在地球上的太阳能利用模块随地球绕地球自转轴的自转周期为

T1，连接基座驱动部用于使连接基座10在跟踪时段内的转动角速度为 或连接基座驱动

部用于使连接基座10在跟踪时段内每 时长的步进角为α。由于地球自西向东自转，使用

时，在太阳升至地球的地平线处时，固定基座逆自转复位模块使太阳能模块朝向正东方的

太阳位置，在太阳落至地球的地平线处时，固定基座逆自转复位模块使太阳能模块朝向正

西方的太阳位置。在夜间，连接基座驱动部驱动连接基座带动太阳能模块复位。

[0042] 固定基座33与连接基座10可转动连接。优选的，固定基座33用于绕连接基座10的X

轴转动。

[0043] 优选的，固定基座仰角调整模块包括自转周期内仰角同步调整机构和公转周期内

仰角同步调整机构，自转周期内仰角同步调整机构用于使所述固定基座在每一自转周期的

跟踪时段内的仰角由0°平滑调整到β后并由β平滑调整到0°，所述β＞0°且≤90°；所述公转

周期内仰角同步调整机构用于使所述固定基座在每一公转周期的跟踪时段内的仰角由γ

逐自转周期微调增加δ到ε后并由ε微调减少δ到γ。其中，β、γ、δ、ε均为角度值。

[0044] 优选的，参见图1-3，自转周期内仰角同步调整机构包括移动副连接的导轨30和滑

块33，滑块33形成用于安装跟踪模块的固定基座。参见图4，导轨是这样的结构：导轨的中心

线为为半圆弧，在中心线上取t7点、t13点、t19点(相邻的两个点间隔90°)分别作第一截面、第

二截面、第三截面，其中，t7点和t13点的导轨段是这样形成的，固定t7点的第一截面，逆时针

扭转t13点的第二截面60°，使其形成均匀变化的扭转件；t13点和t19点的导轨段是这样形成

的，固定t13点的第一截面，顺时针扭转t19点的第二截面60°，使其形成均匀变化的扭转件。

参见图4，图中，在中心线上取t7点、t8点、t9点、t10点、t11点、t12点、t13点、t14点、t15点、t16点、

t17点、t18点、t19点(相邻的两个点间隔15°)分别作截面，在t7点和t13点的导轨段中，以中心

点为对齐参照点，每两个相邻的截面外中，后一截面逆时针旋转10°后与前一截面重合，在

t13点和t19点的导轨段中，以中心点为对齐参照点，每两个相邻的截面外中，后一截面顺时

针旋转10°后与前一截面重合。当然，前述的截面重合区域主要是指滑块33与导轨33的连接

面的轮廓。参见图1，由于滑块33具有宽度，所以导轨30的两端还需要分别向两端延长滑块

33的半个宽度，同样的，导轨在第二截面的两侧需要平滑过渡，以使滑块通过滑动通过第二

截面位置。由于固定基座33需要与连接基座10可转动连接，故而导轨30的两端与转动杆31

固定连接，转动杆31上套有枢装座32，枢装座32与连接基座10固定连接，枢装座32与转动杆

31转动副连接。

[0045] 应当明白，导轨30的中心线并非必须为半圆弧，弧线、直线等均是可以的。当导轨

30的中心线为直线时，固定基座30的结构更为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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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在图1-3中未画出用于驱动滑块33沿导轨30滑动的滑块驱动部。滑块驱动部可以

是走行机构，也可以是摆动机构。一般的，若滑块驱动部选择走行机构，走行机构若为主动

轮，主动轮需要安装在滑块33上；走行机构若为传动带带动的从动轮，从动轮需要安装在滑

块33上，传动带需要安装在导轨30上；若滑块驱动部选择摆动机构，摆动机构可以安装在导

轨上，此时，摆动机构的摆动轴设置在圆弧形中心线的圆心处，摆动机构的摆杆与滑块固定

连接或拨动连接；摆动机构也可以安装在滑块上，此时，摆动机构的摆杆需要与圆弧形中心

线的圆心处的定位转轴固定连接或拨动连接。

[0047] 应当明白，第一截面与第二截面间的导轨长度(或弧长)和第二截面与第三截面间

的导轨段长度(或弧长)并非必须相等。只要在跟踪时段内，滑块驱动部匀速驱动滑块33从

导轨30的第一截面过渡到导轨30的第二截面，且滑块33从导轨30的第一截面过渡到导轨30

的第二截面用时 滑块驱动部匀速驱动滑块33从导轨30的第二截面过渡到导轨30的第三

截面，且滑块33从导轨30的第二截面过渡到导轨30的第三截面用时 具体使用时，以跟踪

模块的设置位置为参考点，在太阳升起至地球的地平线位置时，滑块驱动部驱动滑块33位

于导轨30的t7点，在太阳处于每日最高点处时，滑块驱动部驱动滑块33位于导轨30的t13点，

在太阳落至地球的地平线位置时，滑块驱动部驱动滑块33位于导轨30的t19点。

[0048] 优选的，参见图1-3，公转周期内仰角同步调整机构包括用于驱动导轨30绕X轴转

动的导轨转动部。

[0049] 优选的，跟踪模块相对于第一目标的公转周期为T2。具体的，在夏至日的太阳处于

每日最高点处时，跟踪模块的第二设定射线与水平面之间的仰角为60°，在冬至日的太阳处

于每日最高点处时，跟踪模块的第二设定射线与水平面之间的仰角为21.57°。在夏至日至

冬至日期间，导轨转动部用于使从60°仰角导轨匀速调整或步进调整为21.57°仰角，在冬至

日至第二年夏至日期间，导轨转动部用于使从21.57°仰角导轨匀速调整或步进调整为60°

仰角。也就是导轨转动部用于驱动导轨30在每一自转周期T1期间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

0.210°。

[0050] 优选的，导轨转动部可以选择摆动机构或曲柄滑块。一般的，若导轨转动部选择摆

动机构，摆动机构可以安装在固定基座上，摆动机构的转动轴需要与转动杆31的转动轴重

合。在本实施例中，参见图1-3，导轨转动部选择曲柄滑块。在导轨30上固定连接有枢装座

32，枢装座32应设置在滑块33在导轨30上活动区域的避让位置，以避免枢装座32影响滑块

33在导轨30的第一截面与第三截面之间的导轨段的活动。在连接基座10上开有导槽12，导

槽12内设有与连接基座10移动副连接的导轨20，导轨20的移动最好沿连接基座的Y轴。导槽

12可以选择雁尾槽，以避免导轨20与连接基座10相分离。在导轨20上固定连接有枢装座21，

枢装座21通过传动杆24与枢装座32连接。在导轨20上安装有直齿条22，在连接基座上安装

有驱动电机23，驱动电机23的输出轴与直齿条22齿轮副连接。

[0051] 应当明白，根据发明人的观测发现，本实施例的用于使太阳能利用模块同步跟踪

太阳的装置至少可以应用在北纬21°8′-36°22′范围内且具有较优的太阳跟踪效果。

[0052] 实施例2：一种太阳能设备，包括太阳能利用模块和本实用新型的用于使跟踪模块

同步跟踪第一目标的装置，太阳能利用模块属于跟踪模块，太阳能利用模块安装在固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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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33上。

[0053] 进一步的，太阳能利用模块包括太阳能聚热器或太阳能电池板。

[0054] 上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了详细的说明。应当明白，实践中无法穷

尽说明所有可能的实施方式，在此通过举例说明的方式尽可能的阐述本实用新型的发明构

思。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发明构思、且未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

员对上述实施例中的技术特征进行取舍组合、具体参数进行试验变更，或者利用本技术领

域的现有技术对本实用新型已公开的技术手段进行常规替换形成的具体的实施例，均应属

于为本实用新型隐含公开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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