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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追日太阳能汽车，包括：车体、驱动装

置、支撑装置、传动装置、可折叠太阳能板；所述

车体车斗内中间位置固定安装有驱动装置且位

于车斗前侧；传动装置固定安装在车体上且位于

驱动装置后侧；支撑装置固定安装在传动装置

上，且主要连接可折叠太阳能板与传动装置；本

发明依靠太阳能板吸收太阳能提供动能，在行驶

过程中依靠电机驱动锥齿轮传动机构使得输出

端锥齿轮发生位置的变化来实现可以随时根据

太阳位置与汽车行驶方向之间调整太阳能板的

角度，使其永远正面对着太阳，从而更好地获取

能量，在夜间时可以将太阳能板折叠收起，很好

地放在车上。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4页

CN 112590539 A

2021.04.02

CN
 1
12
59
05
39
 A



1.一种追日太阳能汽车，其特征在于，包括：车体（1）、驱动装置（2）、支撑装置（3）、传动

装置（4）、可折叠太阳能板（5）；所述车体（1）车斗内中间位置固定安装有驱动装置（2）；传动

装置（4）固定安装在车体（1）上且位于驱动装置（2）后侧；支撑装置（3）固定安装在传动装置

（4）上，且用于连接可折叠太阳能板（5）与传动装置（4）；

所述驱动装置（2）包括：支撑架（201）、驱动电机（202）、小锥形齿轮Ⅰ（203）；所述支撑架

（201）至少有两个并对称固定安装在车体（1）上；驱动电机（202）至少有两个并分别固定安

装在支撑架（201）上；小锥型齿轮Ⅰ（203）固定安装在驱动电机（202）输出轴上；

所述传动装置（4）包括：大锥形齿轮组（401）、小锥形齿轮Ⅱ（402）、安装块（403）、大齿

轮轴（404）、小齿轮轴（405）；所述安装块（403）一前一后设置有两个，大齿轮轴（404）固定安

装在前侧安装块（403）左右两侧；所述大锥形齿轮组（401）有两个，由两个大锥形齿轮相背

固定安装构成，且分别固定安装在大齿轮轴（404）上，大锥形齿轮组（401）与小锥形齿轮Ⅰ

（203）相互啮合；小齿轮轴（405）转动安装在后侧安装块（403）上且贯穿后侧安装块（403）；

小锥形齿轮Ⅱ（402）固定安装在小齿轮轴（405）上，且与两大锥形齿轮组（401）两两相互啮

合；

所述支撑装置（3）包括：水平支撑杆（301）、竖直支撑杆（302）；所述水平支撑杆（301）一

端转动安装在大齿轮轴（404）上，且置于大锥形齿轮组（401）一侧，水平支撑杆（301）另一端

转动安装在后侧安装块（403）一侧；所述竖直支撑杆（302）下端转动安装在后侧安装块

（403）上并与小齿轮轴（405）固定连接，上端与可折叠太阳能板（5）转动连接；

可折叠太阳能板（5）包括：活动块（501）、开合连杆（502）、短销轴（503）、

竖直滑杆（504）、太阳能板（505）、十字扣（506）、长销轴（507）、电动推杆（508）；所述竖

直滑杆（504）与竖直支撑杆（302）上端转动连接且顶端固定安装十字扣（506）；活动块（501）

滑动连接在竖直滑杆（504）上；开合连杆（502）一端与活动块（501）转动连接，另一端与短销

轴（503）转动连接，所述短销轴（503）至少有两个且均布；长销轴（507）至少有两个，其一端

转动连接在十字扣（506）上，且呈对称布置；太阳能板（505）两端分别与长销轴（507）和短销

轴（503）转动连接；所述电动推杆（508）一端固定安装在竖直滑杆（504）上，伸出端与活动块

（501）固定连接，用于实现整个太阳能板（505）伞形收缩和张开。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追日太阳能汽车，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电机（202）与其输

出轴之间设置有可调变速箱，用以驱动电机（202）输出轴的输出转速。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追日太阳能汽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太阳能板（505）采用三

角形设计，以多块拼凑成一个方形板以实现光照变化，角度小时只有部分太阳能板（505）抬

起进而达到最大化光照利用率和节能效果。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追日太阳能汽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大锥形齿轮组（401）中

锥形齿轮材料为铸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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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追日太阳能汽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加工机械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追日太阳能汽车。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国家把环保事项摆上日程像太阳能这种绿色能源便慢慢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太阳能汽车也逐渐开始兴起，现在市面上的太阳能汽车的一般都是在汽车的车顶上放置固

定好的太阳能电池板来实现对太阳能的收集。这样的设计固然能够实现对太阳能的收集，

但是地球自转和围绕太阳公转自然规律的存在决定了太阳无法永远在一个位置固定，当太

阳不正对汽车上的太阳能电池板的时候其队太阳能的吸收效率极其低也就无法保证汽车

能正常行驶。

[0003] 因此，我们急需发明一种时时刻刻面对太阳、吸收太阳能效率高，同时便于收起的

一种追日太阳能汽车来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提供一种追日太阳能汽车，该太阳能汽车依靠太阳能板吸收

太阳能提供动能，在行驶过程中依靠电机驱动锥齿轮传动机构使得输出端锥齿轮发生位置

的变化来实现可以随时根据太阳位置与汽车行驶方向之间调整太阳能板的角度，使其永远

正面对着太阳，从而更好地获取能量，在夜间时可以将太阳能板折叠收起，很好的放在车

上。

[0005] 本发明所使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追日太阳能汽车，其特征在于，包括：车体、驱动

装置、支撑装置、传动装置、可折叠太阳能板；所述车体车斗内中间位置固定安装有驱动装

置且位于车斗前侧；传动装置固定安装在车体上且位于驱动装置后侧；支撑装置固定安装

在传动装置上，且主要连接可折叠太阳能板与传动装置；

所述驱动装置包括：支撑架、驱动电机、小锥形齿轮Ⅰ；所述支撑架至少有两个对称

固定安装在车体上；驱动电机至少有两个分别固定安装在支撑架上；小锥型齿轮Ⅰ固定安装

在驱动电机输出轴上；

所述传动装置包括：大锥形齿轮组、小锥形齿轮Ⅱ、安装块、大齿轮轴、小齿轮轴；

所述安装块一前一后设置有两个，大齿轮轴固定安装在前侧安装块左右两侧；所述大锥形

齿轮组有两个，由两个大锥形齿轮相背固定安装构成，且分别固定安装在大齿轮轴上，大锥

形齿轮组与小锥形齿轮Ⅰ相互啮合；小齿轮轴转动安装在后侧安装块上且贯穿后侧安装块；

小锥形齿轮Ⅱ固定安装在小齿轮轴上，且与两大锥形齿轮组两两相互啮合。

[0006] 所述支撑装置包括：水平支撑杆、竖直支撑杆；所述水平支撑杆一端转动安装在大

齿轮轴上，且置于大锥形齿轮组一侧，水平支撑杆另一端转动安装在后侧安装块一侧；所述

竖直支撑杆下端转动安装在后侧安装块上并与小齿轮轴固定连接，上端与可折叠太阳能板

转动连接；

可折叠太阳能板包括：活动块、开合连杆、短销轴、竖直滑杆、太阳能板、十字扣、长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12590539 A

3



销轴；所述竖直滑杆与竖直支撑杆上端转动连接且顶端固定安装十字扣；活动块滑动连接

在竖直滑杆上；开合连杆一端与活动块转动连接，另一端与短销轴转动连接，所述短销轴至

少有两个且均布；长销轴至少有两个，其一端转动连接在十字扣上，且呈对称布置；太阳能

板两端分别与长销轴和短销轴转动连接；所述电动推杆一端固定安装在竖直滑杆上，伸出

端与活动块固定连接，用于实现整个太阳能板伞形收缩和张开。

[0007] 进一步地，所述驱动电机与其输出轴之间设置有可调变速箱，用以驱动电机输出

轴的输出转速。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太阳能板采用三角形设计，以多块拼凑成一个方形板以实现光照

变化，角度小时只有部分太阳能板抬起进而达到最大化光照利用率和节能效果。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大锥形齿轮组中锥形齿轮材料为铸钢。

[0010] 由于本发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1）本发明通过锥齿轮组前后旋转轴、大齿轮轴、小齿轮轴、两个安装块的配合实

现了输出端锥齿轮可以完成前后左右多方向的运动，以实现与之连接的太阳能采集板可以

实现随阳光射入角度的调整而自动调整至与之对应的角度以更好的利用太阳能。

[0011] （2）本发明通过将太阳能采集板采用三角形设计，以多块拼凑成一个方形板以实

现当光照变化角度小时只有部分太阳能采集板抬起进而达到最大化光照利用率和节能效

果。

[0012] （3）本发明通过对太阳能吸收机构的特殊设计，将太阳能采集板设计为可折叠式，

使得其可以在阴雨天收起来的时候能尽量的减少所占用的空间，以实现更有效节省空间。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示意图图。

[0014] 图2为本发明的整体装配图。

[0015] 图3为本发明的驱动装置与传动装置示意图。

[0016] 图4为本发明的支撑装置示意图。

[0017] 图5为本发明的可折叠太阳能板示意图。

[0018] 图6为本发明的可折叠太阳能板安装示意图。

[0019] 附图标号：1‑车体、2‑驱动装置、3‑支撑装置、4‑传动装置、5‑可折叠太阳能板、

201‑支撑架、202‑驱动电机、203‑小锥形齿轮Ⅰ、301‑水平支撑杆、302‑竖直支撑杆、401‑大

锥形齿轮组、402‑小锥形齿轮Ⅱ、403‑安装块、404‑大齿轮轴、405‑小齿轮轴、501‑活动块、

502‑开合连杆、503‑短销轴504‑竖直滑杆、505‑太阳能板、506‑十字扣、507‑长销轴、508‑电

动推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通过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具体的说明。在下面

的描述中阐述了很多具体细节以便于充分理解本发明，但是本发明能够以很多不同于在此

描述的其它方式来实施，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在不违背本发明内涵的情况下做类似改进，

因此本发明不受下面公开的具体实施例的限制。

[0021]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术语“上”、“下”、 “前”、“后”、“左”、“右”等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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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或者是该发明产品使用时惯常摆

放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

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

制。

[0022] 实施例，如图1‑6所示，  一种追日太阳能汽车，包括：车体1、驱动装置2、支撑装置

3、传动装置4、可折叠太阳能板5；所述车体1车斗内中间位置固定安装有驱动装置2且位于

车斗前侧；传动装置4固定安装在车体1上且位于驱动装置后侧；支撑装置3固定安装在传动

装置4上，且主要连接可折叠太阳能板5与传动装置4；

驱动装置2包括：支撑架201、驱动电机202、小锥形齿轮Ⅰ203；所述支撑架201至少

有两个对称固定安装在车体1上；驱动电机202至少有两个分别固定安装在支撑架201上；小

锥型齿轮Ⅰ203固定安装在驱动电机202输出轴上；驱动电机202带动小锥形齿轮Ⅰ203提供动

力；

传动装置4包括：大锥形齿轮组401、小锥形齿轮Ⅱ402、安装块403、大齿轮轴404、

小齿轮轴405；所述安装块403一前一后设置有两个，大齿轮轴404固定安装在前侧安装块

403左右两侧；所述大锥形齿轮组401有两个，由两个大锥形齿轮相背固定安装构成，且分别

固定安装在大齿轮轴404上，大锥形齿轮组401与小锥形齿轮Ⅰ203相互啮合；小齿轮轴405转

动安装在后侧安装块403上且贯穿后侧安装块403；小锥形齿轮Ⅱ402固定安装在小齿轮轴

405上，且与两大锥形齿轮组401两两相互啮合；通过两个小锥形齿轮Ⅰ203同向转动带动大

锥形齿轮组401转动实现小锥形齿轮Ⅱ402自传带动小齿轮轴405转动从而实现支撑装置3

绕小齿轮轴405转动；通过两个小锥形齿轮Ⅰ203异向转动实现小锥形齿轮Ⅱ402沿大锥形齿

轮组401方向旋转；

支撑装置3包括：水平支撑杆301、竖直支撑杆302；所述水平支撑杆301一端转动安

装在大齿轮轴404上，且置于大锥形齿轮组401一侧，水平支撑杆301另一端转动安装在后侧

安装块403一侧；所述竖直支撑杆302下端转动安装在后侧安装块403上并与小齿轮轴405固

定连接，上端与可折叠太阳能板5转动连接；通过竖直支撑杆302将后侧安装块403与可折叠

太阳能板5连接在一起实现了可折叠太阳能板5随固定小齿轮轴405的安装块403一起旋转；

可折叠太阳能板5包括：活动块501、开合连杆502、短销轴503、竖直滑杆504、太阳

能板505、十字扣506、长销轴507；所述竖直滑杆504与竖直支撑杆302上端转动连接且顶端

固定安装十字扣506；活动块501滑动连接在竖直滑杆504上；开合连杆502一端与活动块501

转动连接，另一端与短销轴503转动连接，所述短销轴503至少有两个且均布；长销轴507至

少有两个，其一端转动连接在十字扣506上，且呈对称布置；太阳能板505两端分别与长销轴

507和短销轴503转动连接；所述电动推杆508一端固定安装在竖直滑杆504上，伸出端与活

动块501固定连接，通过电动推杆508带动活动块501沿竖直滑杆504竖直滑动进而带动开合

连杆502运动实现了可折叠太阳能板5像伞一样张开和收缩。

[0023] 本发明实施例的一个可选实施方式中，还包括：锥齿轮组前后旋转轴、大齿轮轴、

小齿轮轴、两个安装块的配合实现了输出端锥齿轮可以完成前后左右多方向的运动，以实

现与之连接的太阳能采集板可以实现随阳光射入角度的调整而自动调整至与之对应的角

度以更好的利用太阳能。

[0024] 本发明实施例的一个可选实施方式中，还包括：驱动电机202与其输出轴之间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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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调变速箱，用以驱动电机202输出轴的输出转速，来实现对不同的太阳位置变化速度的

适应，同时太阳能板505采用三角形设计，以多块拼凑成一个方形板以实现光照变化，角度

小时只有部分太阳能板505抬起进而达到最大化光照利用率和节能效果。

[0025] 本发明实施例的一个可选实施方式中，还包括：大锥形齿轮组（401）中锥形齿轮材

料为铸钢，大大提高了齿轮间的耐磨性。

[0026] 本发明通过设置整体新颖的结构和集质量、效率和安全于一身的的设计，使得功

能变得更加复杂，提高了太阳能汽车的广泛适用性。可以用来在真正实现长距离的驾驶而

不再受限于太阳位置变化带来的吸收率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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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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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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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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