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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农光互补发电站的

阴影跟踪光照补偿系统，包括光伏电池，还包括

支撑架、方位轴组件、俯仰轴组件、植物补光灯和

控制组件，方位轴组件固定在支撑架上，俯仰轴

组件安装在方位轴组件上，俯仰轴组件连接植物

补光灯，控制组件包括时控开关、太阳跟踪控制

器和光照传感器，光照传感器安装在俯仰轴组件

上，时控开关电连接在植物补光灯和电源之间，

太阳跟踪控制器输入端连接光照传感器，输出端

分别连接方位轴组件和俯仰轴组件。本发明系统

能够精确跟踪太阳位置，精准跟踪光伏电池板遮

挡的阴影，为被遮挡阳光的农作物进行精准光照

补偿。能通过时控开关对植物补光灯的控制，增

加植物的光照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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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农光互补发电站的阴影跟踪光照补偿系统，包括光伏电池，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支撑架、方位轴组件、俯仰轴组件、植物补光灯和控制组件；

所述光伏电池安装在所述支撑架上；

所述方位轴组件包括安装在方位轴箱体内的方位轴电机、方位轴蜗轮蜗杆机构、方位

轴联轴器和方位轴旋转轴，所述方位轴箱体连接所述支撑架，所述方位轴蜗轮蜗杆机构包

括相啮合的蜗轮和蜗杆，所述方位轴电机通过所述方位轴联轴器与所述蜗杆连接，所述蜗

轮与所述方位轴旋转轴连接；

所述俯仰轴组件包括安装在俯仰轴箱体内的俯仰轴电机、俯仰轴联轴器、俯仰轴齿轮

机构和俯仰轴偏置轴，还包括灯体支架和俯仰偏置架，所述俯仰轴箱体连接所述方位轴旋

转轴，所述俯仰轴齿轮机构包括相互啮合的齿轮a与齿轮b，所述俯仰轴电机与所述齿轮a通

过俯仰轴联轴器连接，所述齿轮b连接所述俯仰轴偏置轴，所述俯仰轴偏置轴与所述俯仰偏

置架连接，所述俯仰偏置架与所述灯体支架连接，所述灯体支架与所述植物补光灯连接；

所述控制组件固定在支撑架上，包括时控开关、太阳跟踪控制器和光照传感器，所述光

照传感器安装在光照传感器支架上，所述光照传感器支架连接所述俯仰偏置架；所述时控

开关电连接在所述植物补光灯和供电电源端之间，所述太阳跟踪控制器的输入端连接所述

光照传感器，其东西方向输出端与所述方位轴电机连接，其上下方向输出端与所述俯仰轴

电机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农光互补发电站的阴影跟踪光照补偿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方位轴箱体形状为长方体或正方体，以箱体上表面为基准平行于水平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农光互补发电站的阴影跟踪光照补偿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太阳跟踪控制器采用型号为TYTC-205M的太阳能双轴自动跟踪器时控版。

4.根据权力要求1或3所述的用于农光互补发电站的阴影跟踪光照补偿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太阳跟踪控制器有限位设置，根据需求调节太阳控制器各方向的限位设置。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用于农光互补发电站的阴影跟踪光照补偿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太阳跟踪控制器控制所述光照传感器的方法如下：

(1)所述太阳跟踪控制器分别控制所述方位轴电机和所述俯仰轴电机转动，使光照传

感器处于所设定的工作初始位置；

(2)在设定的时间，所述太阳跟踪控制器分别控制所述方位轴电机和所述俯仰轴电机

转动，使光照传感器处于东限位处，识别太阳位置；

(3)根据所述光照传感器的输入，所述太阳跟踪控制器分别控制所述方位轴电机和所

述俯仰轴电机转动，使光照传感器始终跟随太阳位置运动；

(4)在太阳下山时，所述太阳跟踪控制器分别控制所述方位轴电机和所述俯仰轴电机

转动，使所述光照传感器回到工作初始位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农光互补发电站的阴影跟踪光照补偿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控制组件设置在防水箱内，所述防水箱固定连接所述支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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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农光互补发电站的阴影跟踪光照补偿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作物光照补偿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用于农光互补发电站的阴影跟踪

光照补偿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农光互补发电站是目前属于国家鼓励力度最大的绿色电力开发能源项目，但是大

量的光伏电池板遮挡了阳光，影响了农作物的生长，浪费了土地资源。农作物在不同的生长

期对日照时数需求各有不同，在阴雨天、晚秋和冬季日照时数明显不足时，对农作物的生长

发育、产量和品质有巨大的影响。植物生长灯是种特殊的灯具，灯光能代替太阳光给植物生

长发育环境，因此，适当用植物生长灯进行补光是必须的。

[0003] 现有的光照补偿装置是固定补偿方向，而光伏电池板的阴影是随太阳运动而运

动，导致无法对被遮挡阳光的农作物进行准确光照补偿。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现有技术中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农光互补发电站的阴影

跟踪光照补偿系统。

[0005]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用于农光互补发电站的阴影跟踪光照补偿系统，包括光伏电池，还包括支撑

架、方位轴组件、俯仰轴组件、植物补光灯和控制组件；

[0007] 所述光伏电池安装在所述支撑架上；

[0008] 所述方位轴组件包括安装在方位轴箱体内的方位轴电机、方位轴蜗轮蜗杆机构、

方位轴联轴器和方位轴旋转轴，所述方位轴箱体连接所述支撑架，所述方位轴蜗轮蜗杆机

构包括相啮合的蜗轮和蜗杆，所述方位轴电机通过所述方位轴联轴器与所述蜗杆连接，所

述蜗轮与所述方位轴旋转轴连接；

[0009] 所述俯仰轴组件包括安装在俯仰轴箱体内的俯仰轴电机、俯仰轴联轴器、俯仰轴

齿轮机构和俯仰轴偏置轴，还包括灯体支架和俯仰偏置架，所述俯仰轴箱体连接所述方位

轴旋转轴，所述俯仰轴齿轮机构包括相互啮合的齿轮a与齿轮b，所述俯仰轴电机与所述齿

轮a通过俯仰轴联轴器连接，所述齿轮b连接所述俯仰轴偏置轴，所述俯仰轴偏置轴与所述

俯仰偏置架连接，所述俯仰偏置架与所述灯体支架连接，所述灯体支架与所述植物补光灯

连接；

[0010] 所述控制组件固定在支撑架上，包括时控开关、太阳跟踪控制器和光照传感器，所

述光照传感器安装在光照传感器支架上，所述光照传感器支架连接所述俯仰偏置架；所述

时控开关电连接在所述植物补光灯和供电电源端之间，所述太阳跟踪控制器的输入端连接

所述光照传感器，其东西方向输出端与所述方位轴电机连接，其上下方向输出端与所述俯

仰轴电机连接。

[0011] 所述方位轴箱体形状为长方体或正方体，以箱体上表面为基准平行于水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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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所述太阳跟踪控制器采用型号为TYTC-205M的太阳能双轴自动跟踪器时控版。

[0013] 所述太阳跟踪控制器有限位设置，根据需求调节太阳控制器各方向的限位设置。

[0014] 所述太阳跟踪控制器控制所述光照传感器的方法如下：

[0015] (1)所述太阳跟踪控制器分别控制所述方位轴电机和所述俯仰轴电机转动，使光

照传感器处于所设定的工作初始位置；

[0016] (2)在设定的时间，所述太阳跟踪控制器分别控制所述方位轴电机和所述俯仰轴

电机转动，使光照传感器处于东限位处，识别太阳位置；

[0017] (3)根据所述光照传感器的输入，所述太阳跟踪控制器分别控制所述方位轴电机

和所述俯仰轴电机转动，使光照传感器始终跟随太阳位置运动；

[0018] (4)在太阳下山时，所述太阳跟踪控制器分别控制所述方位轴电机和所述俯仰轴

电机转动，使所述光照传感器回到工作初始位置。

[0019] 所述控制组件设置在防水箱内，所述防水箱固定连接所述支撑架。

[0020] 本发明的有益之处在于：

[0021] (1)本发明系统能够精确跟踪太阳位置，精准跟踪光伏电池板遮挡的阴影，为被遮

挡阳光的农作物进行精准光照补偿，促进农作物的光合作用。

[0022] (2)在太阳出来之前或者落山之后，太阳跟踪控制器在设定的时间控制植物补光

灯开或关，在规定时间给植物补光以满足植物光照时长。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发明一种用于农光互补发电站的阴影跟踪光照补偿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是图1中方位轴组件和俯仰轴组件的局部图。

[0025] 图3是图1中俯仰轴组件的结构示意图，其中未包含俯仰轴箱体。

[0026] 图4是图1中方位轴组件的结构示意图，其中未包含方位轴箱体。

[0027] 图5是图1中俯仰轴组件的爆炸图。

[0028] 图6是图1中方位轴组件的爆炸图。

[0029] 图中：1、方位轴组件；2、俯仰轴组件；3、支撑架；4、控制组件；5、植物补光灯；6、光

伏电池板；101、螺栓a；102、轴承端盖a；103、蜗杆轴承a；104、蜗杆；105、蜗杆轴承b；106、方

位轴联轴器；107、方位轴步进电机；108、螺栓b；109、轴承端盖b；110、固定套；111、紧固螺

栓；112、方位轴箱体；113、蜗轮轴承a；114、蜗轮；115、蜗轮轴承b；116、轴承端盖c；117、螺栓

c；118、方位轴旋转轴；201、灯体支架；203、插销；204、开口销；205、俯仰偏置架a；206、偏置

轴轴承a；208、光照传感器支架；209、螺栓d；210、螺母；211、俯仰轴偏置轴；212、齿轮b；213、

偏置轴轴承b；214、俯仰偏置架b；215、齿轮轴轴承a；216、齿轮轴轴套；217、螺栓e；218、齿轮

轴；219、齿轮a；220、齿轮轴轴承b；221、俯仰轴联轴器；222、俯仰轴步进电机；223、螺栓f；

224、螺母；225、俯仰轴箱体；401、防水箱；402太阳跟踪控制器；403、时控开关；404、光照传

感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方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说明，但不构成对本发明

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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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如图1至图6所示，一种用于农光互补发电站的阴影跟踪光照补偿系统，包括方位

轴组件1、俯仰轴组件2、支撑架3、控制组件4、植物补光灯5和农光互补发电站的光伏电池板

6。光伏电池板6安装在支撑架3上。所述方位轴组件1包括安装在方位轴箱体112内的方位轴

步进电机107、方位轴蜗轮蜗杆机构、方位轴联轴器106和方位轴旋转轴118；方位轴蜗轮蜗

杆机构包括相啮合的蜗轮114和蜗杆104。方位轴箱体112套接在固定套110中，固定套110通

过紧固螺栓111与支撑架3连接。方位轴箱体112一侧通过螺栓101连接轴承端盖a102，蜗杆

104的一端伸出方位轴箱体112且通过蜗杆轴承a103连接轴承端盖a102。蜗杆104的另一端

通过蜗杆轴承b105与方位轴联轴器106连接，方位轴联轴器106与方位轴步进电机107连接。

方位轴箱体112底部通过螺栓b108连接轴承端盖b109，方位轴箱体112顶部通过螺栓c117连

接轴承端盖c116，方位轴旋转轴118下端通过蜗轮轴承a113连接轴承端盖b109，上端穿过涡

轮114后通过蜗轮轴承b115连接轴承端盖c116。所述方位轴箱体112形状为长方体或正方

体，以箱体上表面为基准平行于水平面。通过轴承端盖a、轴承端盖b对应于方位轴箱体112

的位置来保证蜗杆104与蜗轮114的中心距，从而达到消除蜗轮114、蜗杆104啮合间隙的目

的。

[0032] 所述俯仰轴组件包括安装在俯仰轴箱体225内的俯仰轴步进电机222、俯仰轴联轴

器221、俯仰轴齿轮机构和俯仰轴偏置轴211。俯仰轴齿轮机构包括相互啮合的齿轮a219与

齿轮b212。俯仰轴箱体225通过螺栓f223和螺母224连接方位轴旋转轴118顶端。在俯仰轴箱

体225内壁上通过螺栓e217连接齿轮轴轴套216，齿轮轴218的一端通过齿轮轴轴承a215连

接齿轮轴轴套216，另一端通过齿轮轴轴承b220连接俯仰轴联轴器221，俯仰轴联轴器221与

俯仰轴步进电机222连接。齿轮a219连接在齿轮轴218上。俯仰轴偏置轴211一端通过偏置轴

轴承a206连接俯仰轴箱体225外侧的俯仰偏置架a205，俯仰偏置架a205通过插销203与开口

销204连接灯体支架201上端，灯体支架201下端固定连接植物补光灯5。俯仰轴偏置轴211另

一端通过偏置轴轴承b213连接俯仰轴箱体225另一外侧的俯仰偏置架b214，齿轮b212连接

在俯仰轴偏置轴211上。

[0033] 所述控制组件4包括防水箱401、太阳跟踪控制器402、时控开关403和光照传感器

404，防水箱401固定在支撑架3上，时控开关403和太阳跟踪控制器402分别放置在防水箱

401内。时控开关403电连接在电源和植物补光灯5之间，所述太阳跟踪控制器402输入端与

光照传感器404连接，太阳跟踪控制器402的东西方向输出端与方位轴步进电机107连接，上

下方向输出端与所述俯仰轴步进电机222连接。光照传感器404安装在光照传感器支架208

顶部，光照传感器支架208底部两端分别通过螺栓209、螺母210分别对应连接俯仰偏置架

a205、俯仰偏置架b214。

[0034] 光照传感器404将检测信号传递到太阳跟踪控制器402，太阳跟踪控制器402通过

控制方位轴步进电机107转动实现俯仰轴组件2能够在东西方向上转动，通过控制俯仰轴步

进电机222的转动，带动俯仰轴偏置轴211转动，俯仰偏置架a205随俯仰偏置轴211同时转

动，从而带动灯体支架201下端植物补光灯5转动，达到跟踪光伏电池板6遮挡阴影的效果，

植物补光灯5打开能及时给在阴影下的农作物进行光照补偿，促进农作物的光合作用。通过

所述时控开关403对植物补光灯5的开/关控制，实现在早晨太阳没出来时和傍晚太阳落山

后增加植物的光照时长，以满足植物的生长需要。

[0035] 所述太阳跟踪控制器402采用型号为TYTC-205M的太阳能双轴自动跟踪器时控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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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太阳跟踪控制器402在各种天气变化中，都能实现模糊跟踪太阳位置。所述太阳跟踪控

制器402可进行角度限位的设置，根据需求调节太阳跟踪控制器402各方向的角度限位，本

实施例设定太阳在东边刚出来或者西边下山时的位置为太阳跟踪的极限位置。

[0036] 所述太阳跟踪控制器402控制所述光照传感器404的方法如下：

[0037] (1)所述太阳跟踪控制器402分别控制所述方位轴步进电机107和所述俯仰轴步进

电机222转动，

[0038] (2)在设定的时间，所述太阳跟踪控制器402分别控制所述方位轴步进电机107和

所述俯仰轴步进电机222转动，使光照传感器404处于东限位处，识别太阳位置；

[0039] (3)根据所述光照传感器404的输入，所述太阳跟踪控制器402分别控制所述方位

轴步进电机107和所述俯仰轴步进电机222转动，使光照传感器404始终跟随太阳位置运动；

[0040] (4)在太阳下山时，所述太阳跟踪控制器402分别控制所述方位轴步进电机107和

所述俯仰轴步进电机222转动，使所述光照传感器404回到工作初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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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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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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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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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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