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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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449038.1

(22)申请日 2018.11.30

(71)申请人 苏州市职业大学

地址 215104 江苏省苏州市国际教育园致

能大道106号

(72)发明人 陈伟元　陆春妹　

(74)专利代理机构 苏州创元专利商标事务所有

限公司 32103

代理人 王健

(51)Int.Cl.

H02S 20/30(2014.01)

 

(54)发明名称

用于光伏电站的光伏发电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用于光伏电站的光伏发电

系统，在伸缩杆一侧壁上沿伸缩杆长度方向间隔

开有至少两个调节孔，第二支撑管上设有插接于

一调节孔中的插杆，限位板和定位壳体之间设有

套接于插杆上的弹簧件，且插杆远离转盘的一端

为楔形块；伸缩杆上设有齿牙，第二壳体中转动

设有齿轮，齿轮的转轴上设有棘轮，转轴上还转

动设有带有棘爪的转筒，且转筒上还设有用于拉

动棘爪脱离棘轮的拉杆；在两T型杆之间并列设

有水管和毛刷板。本发明通过插杆、调节孔、齿

牙、齿轮、棘轮和棘齿的配合，实现了伸缩杆的位

移，从而方便工作人员调节放置架倾斜角度，提

高太阳能光伏电池板发电效率，同时，水管和毛

刷板的设置能够清洗光伏电池板，进一步提高其

发电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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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光伏电站的光伏发电系统，包括放置架（1）、安装于放置架（1）上的太阳能

光伏电池板、支撑于放置架（1）一侧的两个第一支撑杆（5）和相对一侧的两个第二支撑管

（6），所述第一支撑杆（5）顶端铰接于放置架（1）上，一伸缩杆（9）一端插入所述第二支撑管

（6）内，所述伸缩杆（9）另一端通过一调节杆（93）与放置架（1）活动连接；其特征在于：所述

伸缩杆（9）一侧壁上沿伸缩杆（9）长度方向间隔开有至少两个调节孔（91），位于定位壳体

（71）中的插杆（72）的前端嵌入第二支撑管（6）的通孔内，此插杆（72）的后端从定位壳体

（71）的通孔内延伸出，位于定位壳体（71）内插杆（72）区域固定有一限位板（73），一弹簧件

（74）套装于插杆（72）上并位于所述限位板（73）与定位壳体（71）之间，用于插入伸缩杆（9）

调节孔（91）内的所述插杆（72）的前端为楔形块，所述插杆（72）的后端安装有一转盘（75），

此转盘（75）上固定有一定位插销（751），所述定位壳体（71）位于定位壳体（71）的通孔两侧

对称地开有第一定位孔（76）和第二定位孔（761）；

当所述伸缩杆（9）处于上升状态下，所述转盘（75）的定位插销（751）插入第一定位孔

（76）中，所述插杆（72）的楔形块的斜面朝向调节孔（91）底部；当所述伸缩杆（9）处于下移状

态下，所述转盘（75）的定位插销（751）插入第二定位孔（761）中，所述插杆（72）的楔形块的

斜面朝向调节孔（91）顶部；所述插杆（72）的楔形块的长度大于调节孔（91）的深度，所述调

节孔（91）与伸缩杆（9）侧壁的交界处设有倒角部（94）；

所述伸缩杆（9）背离调节孔（91）的一侧设有齿牙（92），一位于所述第二支撑管（6）上的

第二壳体（8）中转动设有啮合于齿牙（92）的齿轮（813），此齿轮（813）的转轴（81）上同轴设

有棘轮（814），一套接于转轴（81）上的转筒（83）内壁设有与棘轮（814）卡接的棘爪（831），此

棘爪（831）与转筒（83）内壁之间设置有第一弹簧（832），一拉杆（833）嵌入转筒（83）内并连

接到棘爪（831）上；

所述放置架（1）前端和后端分别设有沿端部移动的第一移动块（26）、第二移动块（27），

此第一移动块（26）、第二移动块（27）分别由第一驱动机构（201）和第二驱动机构（202）驱

动，位于所述第一移动块（26）、第二移动块（27）之间并列地设置有毛刷板（29）和水管（28）。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光伏电站的光伏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转轴（81）设

置为一个，且两个所述齿轮（813）分别设于转轴（81）两端，而所述棘轮（814）设为一个。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光伏电站的光伏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两所述第二支撑

管（6）上设有第二壳体（8），所述转轴（81）转动插接于第二壳体（8）中，所述转筒（83）上设有

伸出第二壳体（8）设置的转动把手（834），而所述第二壳体（8）上沿转动把手（834）转动轨迹

开有转动槽（82）。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光伏电站的光伏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转轴（81）一

端端部开有方形槽（811），另一端设有与方形槽（811）匹配的方形杆（812）；所述放置架（1）

两侧分别设有定位杆（3）和与定位杆（3）匹配的定位套（3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光伏电站的光伏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放置架（1）

的下端安装有下挡条（42），所述下挡条（42）上开有供太阳能光伏板嵌入的下卡槽。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光伏电站的光伏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放置架（1）

中设有一导向套（4），一移动杆（41）一端插入所述导向套（4）内，此移动杆（41）另一端从放

置架（1）端部的通孔内延伸出。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用于光伏电站的光伏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杆（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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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端设有上挡条（43），所述上挡条（43）上开有供太阳能光伏板嵌入的上卡槽。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光伏电站的光伏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驱动机

构（201）和第二驱动机构（202）进一步包括主动链轮（22）、从动链轮（23）和位于主动链轮

（22）、从动链轮（23）之间的链条（24），所述第一移动块（26）、第二移动块（27）分别安装于第

一驱动机构（201）和第二驱动机构（202）各自的链条（24）上。

9.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用于光伏电站的光伏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驱动机

构（201）和第二驱动机构（202）均位于开有导向槽（25）的驱动壳体（2）中，所述第一移动块

（26）、第二移动块（27）分别嵌入各自驱动壳体（2）的导向槽（25）内并连接到链条（24）上。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光伏电站的光伏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水管（28）

靠近放置架（1）的一侧开有出水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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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光伏电站的光伏发电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光伏电站的光伏发电系统，属于太阳能光伏电池板安装技术

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石油、煤炭、天然气等自然资源的短缺性、不可再生性以及对环境的污染性，

开发可再生、无污染能源成为能源研究的重要方向，太阳能作为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绿色能源越来越受研究者的重视。太阳能的应用通常采用光伏电池组件（即太阳能电池

板），将吸收的太阳光能转换成电能。由于单体太阳电池电压小、功率低不能直接做电源使

用，作电源必须将若干单体电池串、并联连接和严密封装成组件。光伏电池组件是太阳能光

伏发电系统中的核心部分，也是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中最重要的部分。

[0003] 光伏电池组件通常通过安装架安放在地面上，其发电量与太阳光照射在其上的角

度有很大的关系，当光伏电池板正对太阳之时为最大发电量。

[0004] 然而现有的安装架在对太阳能光伏电池板安装时，安装不方便，安装效率低，同时

只能够对固定大小的光伏板进行安装，大大限制了安装架的安装范围，而且光伏板在进行

角度调节时，费时费力，使用不便，同时，由于光伏电池板长时间暴露在自然环境中使用，光

伏电池板的表面会堆积较多的杂质，从而影响光伏电池板的发电效率；针对上述情况，我们

提出一种用于光伏电站的光伏发电系统。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用于光伏电站的光伏发电系统，通过插杆、调节孔、齿

牙、齿轮、棘轮和棘齿的配合，实现了伸缩杆的位移，从而方便工作人员调节放置架倾斜角

度，提高光伏电池板发电效率，同时，水管和毛刷板的设置能够清洗光伏电池板，进一步提

高其发电效率。

[0006]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用于光伏电站的光伏发电系统，

包括放置架、安装于放置架上的太阳能光伏电池板、支撑于放置架一侧的两个第一支撑杆

和相对一侧的两个第二支撑管，所述第一支撑杆顶端铰接于放置架上，一伸缩杆一端插入

所述第二支撑管内，所述伸缩杆另一端通过一调节杆与放置架活动连接；所述伸缩杆一侧

壁上沿伸缩杆长度方向间隔开有至少两个调节孔，位于定位壳体中的插杆的前端嵌入第二

支撑管的通孔内，此插杆的后端从定位壳体的通孔内延伸出，位于定位壳体内插杆区域固

定有一限位板，一弹簧件套装于插杆上并位于所述限位板与定位壳体之间，用于插入伸缩

杆调节孔内的所述插杆的前端为楔形块，所述插杆的后端安装有一转盘，此转盘上固定有

一定位插销，所述定位壳体位于定位壳体的通孔两侧对称地开有第一定位孔和第二定位

孔；

当所述伸缩杆处于上升状态下，所述转盘的定位插销插入第一定位孔中，所述插杆的

楔形块的斜面朝向调节孔底部；当所述伸缩杆处于下移状态下，所述转盘的定位插销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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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定位孔中，所述插杆的楔形块的斜面朝向调节孔顶部；所述插杆的楔形块的长度大于

调节孔的深度，所述调节孔与伸缩杆侧壁的交界处设有倒角部；

所述伸缩杆背离调节孔的一侧设有齿牙，一位于所述第二支撑管上的第二壳体中转动

设有啮合于齿牙的齿轮，此齿轮的转轴上同轴设有棘轮，一套接于转轴上的转筒内壁设有

与棘轮卡接的棘爪，此棘爪与转筒内壁之间设置有第一弹簧，一拉杆嵌入转筒内并连接到

棘爪上；

所述放置架前端和后端分别设有沿端部移动的第一移动块、第二移动块，此第一移动

块、第二移动块分别由第一驱动机构和第二驱动机构驱动，位于所述第一移动块、第二移动

块之间并列地设置有毛刷板和水管。

[0007] 上述技术方案中进一步改进的方案如下：

1.  上述方案中，所述转轴设置为一个，且两所述齿轮分别设于转轴两端，而所述棘轮

设为一个。

[0008] 2.  上述方案中，两所述第二支撑管上设有第二壳体，所述转轴转动插接于第二壳

体中，所述转筒上设有伸出第二壳体设置的转动把手，而所述第二壳体上沿转动把手转动

轨迹开有转动槽。

[0009] 3.  上述方案中，所述转轴一端端部开有方形槽，另一端设有与方形槽匹配的方形

杆；所述放置架两侧分别设有定位杆和与定位杆匹配的定位套。

[0010] 4.  上述方案中，所述放置架的下端安装有下挡条，所述下挡条上开有供太阳能光

伏板嵌入的下卡槽。

[0011] 5.  上述方案中，所述放置架中设有一导向套，一移动杆一端插入所述导向套内，

此移动杆另一端从放置架端部的通孔内延伸出。

[0012] 6.  上述方案中，所述移动杆上端设有上挡条，所述上挡条上开有供太阳能光伏电

池板嵌入的上卡槽。

[0013] 7.  上述方案中，所述第一驱动机构和第二驱动机构进一步包括主动链轮、从动链

轮和位于主动链轮、从动链轮之间的链条，所述第一移动块、第二移动块分别安装于第一驱

动机构和第二驱动机构各自的链条上。

[0014] 8.  上述方案中，所述第一驱动机构和第二驱动机构均位于开有导向槽的驱动壳

体中，所述第一移动块、第二移动块分别嵌入各自驱动壳体的导向槽内并连接到链条上。

[0015] 9. 上述方案中，所述水管靠近放置架的一侧开有出水孔。

[0016] 由于上述技术方案的运用，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下列优点：

1、本发明用于光伏电站的光伏发电系统，通过第一支撑杆、第二支撑管，以及伸缩杆和

调节杆的配合，方便工作人员根据需要调节放置架及放置架上安装的太阳能光伏电池板的

角度，提高太阳能光伏电池板的能源转化效果，两T型杆之间并列设置的水管和毛刷板，能

够周期性的对太阳能光伏电池板表面进行清洗，维持高透光率，保证其对太阳能的利用率；

当伸缩杆处于上升状态下，插杆的楔形块的斜面朝向调节孔底部时，棘爪卡接于棘轮的棘

齿上，通过转动棘轮即能驱动伸缩杆的位移和调节，当伸缩杆处于下移状态前，转动插杆，

使楔形块的斜面朝向调节孔顶部时，棘爪继续卡住棘轮，固定住伸缩杆位置，避免插杆受到

伸缩杆压力的影响而难以转动，而在插杆转动完毕后，插杆又能阻挡伸缩杆下移，避免伸缩

杆对棘爪施加过大的压力而导致拉杆难以将其拉离棘轮，方便伸缩杆后续的下移，且插杆

说　明　书 2/6 页

5

CN 109450352 A

5



的楔形块的斜面朝向调节孔顶部后，随着伸缩杆运动方向的改变，楔形块的斜面随着变化，

且伸缩杆在滑移过程中，调节孔中的楔形块在其斜面受到挤压后，逐步退出调节孔，并产生

与伸缩杆运动方向相反的阻力，缓冲伸缩杆的滑移，而在楔形块退出调节孔后，其能在弹簧

件的推动下抵触于调节孔侧的伸缩杆外壁上，从而产生与伸缩杆运动方向相反的摩擦阻

力，进一步缓冲伸缩杆的运动，又由于太阳能光伏电池板为电子器件，易于受损，插杆的缓

冲作用不仅减小了各部件之间的磨损，降低了各部件的损耗，还保护了放置架上安装的太

阳能光伏电池板；而且，缓速、逐步运动的伸缩杆能够方便工作人员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调

节孔进行定位，提高了伸缩杆位置调节的即时性和精确性；进一步的，调节孔处的倒角部能

够优化楔形块对伸缩杆运动的缓冲作用，平稳楔形块从固定孔中到伸缩杆侧壁之间的过

渡，平滑阻力，稳定伸缩杆的滑移，提高伸缩杆运动的稳定性、降低部件磨损。

[0017] 2、本发明用于光伏电站的光伏发电系统，通过一个转轴和一个棘轮的设置，使得

两根第二支撑管处的齿轮实现同步驱动，从而方便工作人员调解伸缩杆位置；进一步，由于

放置架一般批量性使用，因而，通过在放置架两侧设置上定位杆和定位套、在转轴两端设置

上方形杆和方形槽，使用时，即能将相邻的放置架及转轴连为一体，在使用单个安装架处的

棘齿驱动转轴转动时，多个安装架处的放置架能够同步调节角度，无需单个逐一调整，较为

省力。

[0018] 3、本发明用于光伏电站的光伏发电系统，其通过放置架中架设的导向套和导向套

中滑移插接的移动杆调节放置架处架体结构的大小，同时，利用两端固定的下挡条和上挡

条辅助固定太阳能光伏电池板位置，方便工作人员根据需要安装的太阳能光伏板大小进行

调节，提高架体结构的适用性。

附图说明

[0019] 附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的用于光伏电站的光伏发电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附图2为本发明用于光伏电站的光伏发电系统的固定装置部分的剖视图；

附图3为本发明用于光伏电站的光伏发电系统的伸缩杆下移时固定装置部分的剖视

图；

附图4为本发明用于光伏电站的光伏发电系统的伸缩杆下移时固定装置部分的剖视

图；

附图5为本发明用于光伏电站的光伏发电系统的伸缩杆下移时固定装置部分的剖视

图；

附图6为本发明用于光伏电站的光伏发电系统的第二壳体部分的剖视图；

附图7为本发明用于光伏电站的光伏发电系统的转筒部分的剖视图；

附图8为本发明用于光伏电站的光伏发电系统的第一壳体部分的剖视图；

附图9为本发明用于光伏电站的光伏发电系统的第一壳体部分另一视角的剖视图；

附图10为本发明实施例2的用于光伏电站的光伏发电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0] 以上附图中：1、放置架；2、驱动壳体；201、第一驱动机构；202第二驱动机构；21、电

机；22、主动链轮；23、从动链轮；24、链条；25、导向槽；26、第一移动块；27、第二移动块；28、

水管；29、毛刷板；3、定位杆；31、定位套；4、导向套；41、移动杆；42、下挡条；43、上挡条；5、第

一支撑杆；6、第二支撑管；71、定位壳体；72、插杆；73、限位板；74、弹簧件；75、转盘；751、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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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插销；76、第一定位孔；761、第二定位孔；8、第二壳体；81、转轴；811、方形槽；812、方形杆；

813、齿轮；814、棘轮；82、转动槽；83、转筒；831、棘爪；832、第一弹簧；833、拉杆；834、转动把

手；9、伸缩杆；91、调节孔；92、齿牙；93、调节杆；94、倒角部。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实施例1：一种用于光伏电站的光伏发电系统，参照附图1-9，包括放置架1、安装于

放置架1上的太阳能光伏电池板、支撑于放置架1一侧的两个第一支撑杆5和相对一侧的两

个第二支撑管6，所述第一支撑杆5顶端铰接于放置架1上，一伸缩杆9一端插入所述第二支

撑管6内，所述伸缩杆9另一端通过一调节杆93与放置架1活动连接；所述伸缩杆9一侧壁上

沿伸缩杆9长度方向间隔开有至少两个调节孔91，位于定位壳体71中的插杆72的前端嵌入

第二支撑管6的通孔内，此插杆72的后端从定位壳体71的通孔内延伸出，位于定位壳体71内

插杆72区域固定有一限位板73，一弹簧件74套装于插杆72上并位于所述限位板73与定位壳

体71之间，用于插入伸缩杆9调节孔91内的所述插杆72的前端为楔形块，所述插杆72的后端

安装有一转盘75，此转盘75上固定有一定位插销751，所述定位壳体71位于定位壳体71的通

孔两侧对称地开有第一定位孔76和第二定位孔761；

当所述伸缩杆9处于上升状态下，所述转盘75的定位插销751插入第一定位孔76中，所

述插杆72的楔形块的斜面朝向调节孔91底部；当所述伸缩杆9处于下移状态下，所述转盘75

的定位插销751插入第二定位孔761中，所述插杆72的楔形块的斜面朝向调节孔91顶部；所

述插杆72的楔形块的长度大于调节孔91的深度，所述调节孔91与伸缩杆9侧壁的交界处设

有倒角部94；

所述伸缩杆9背离调节孔91的一侧设有齿牙92，一位于所述第二支撑管6上的第二壳体

8中转动设有啮合于齿牙92的齿轮813，此齿轮813的转轴81上同轴设有棘轮814，一套接于

转轴81上的转筒83内壁设有与棘轮814卡接的棘爪831，此棘爪831与转筒83内壁之间设置

有第一弹簧832，一拉杆833嵌入转筒83内并连接到棘爪831上；

所述放置架1前端和后端分别设有沿端部移动的第一移动块26、第二移动块27，此第一

移动块26、第二移动块27分别由第一驱动机构201和第二驱动机构202驱动，位于所述第一

移动块26、第二移动块27之间并列地设置有毛刷板29和水管28，上述水管28靠近放置架1的

一侧开有出水孔。

[0022] 上述转轴81设置为一个，且两所述齿轮813分别设于转轴81两端，而所述棘轮814

设为一个；两上述第二支撑管6上设有第二壳体8，所述转轴81转动插接于第二壳体8中，所

述转筒83上设有伸出第二壳体8设置的转动把手834，而所述第二壳体8上沿转动把手834转

动轨迹开有转动槽82。

[0023] 上述转轴81一端端部开有方形槽811，另一端设有与方形槽811匹配的方形杆812；

所述放置架1两侧分别设有定位杆3和与定位杆3匹配的定位套31。

[0024] 上述放置架1的下端安装有下挡条42，所述下挡条42上开有供太阳能光伏电池板

嵌入的下卡槽；上述放置架1中设有一导向套4，一移动杆41一端插入所述导向套4内，此移

动杆41另一端从放置架1端部的通孔内延伸出；上述移动杆41上端设有上挡条43，所述上挡

条43上开有供太阳能光伏电池板嵌入的上卡槽。

[0025] 上述第一驱动机构201和第二驱动机构202进一步包括主动链轮22、从动链轮23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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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主动链轮22、从动链轮23之间的链条24，所述第一移动块26、第二移动块27分别安装于

第一驱动机构201和第二驱动机构202各自的链条24上；上述第一驱动机构201和第二驱动

机构202均位于开有导向槽25的驱动壳体2中，所述第一移动块26、第二移动块27分别嵌入

各自驱动壳体2的导向槽25内并连接到链条24上。

[0026] 实施例2：实施例1：一种用于光伏电站的光伏发电系统，参照附图2-10，包括放置

架1、安装于放置架1上的太阳能光伏电池板、支撑于放置架1一侧的两个第一支撑杆5和相

对一侧的两个第二支撑管6，所述第一支撑杆5顶端铰接于放置架1上，一伸缩杆9一端插入

所述第二支撑管6内，所述伸缩杆9另一端通过一调节杆93与放置架1活动连接；所述伸缩杆

9一侧壁上沿伸缩杆9长度方向间隔开有至少两个调节孔91，位于定位壳体71中的插杆72的

前端嵌入第二支撑管6的通孔内，此插杆72的后端从定位壳体71的通孔内延伸出，位于定位

壳体71内插杆72区域固定有一限位板73，一弹簧件74套装于插杆72上并位于所述限位板73

与定位壳体71之间，用于插入伸缩杆9调节孔91内的所述插杆72的前端为楔形块，所述插杆

72的后端安装有一转盘75，此转盘75上固定有一定位插销751，所述定位壳体71位于定位壳

体71的通孔两侧对称地开有第一定位孔76和第二定位孔761；

当所述伸缩杆9处于上升状态下，所述转盘75的定位插销751插入第一定位孔76中，所

述插杆72的楔形块的斜面朝向调节孔91底部；当所述伸缩杆9处于下移状态下，所述转盘75

的定位插销751插入第二定位孔761中，所述插杆72的楔形块的斜面朝向调节孔91顶部；所

述插杆72的楔形块的长度大于调节孔91的深度，所述调节孔91与伸缩杆9侧壁的交界处设

有倒角部94；

所述伸缩杆9背离调节孔91的一侧设有齿牙92，一位于所述第二支撑管6上的第二壳体

8中转动设有啮合于齿牙92的齿轮813，此齿轮813的转轴81上同轴设有棘轮814，一套接于

转轴81上的转筒83内壁设有与棘轮814卡接的棘爪831，，此棘爪831与转筒83内壁之间设置

有第一弹簧832，一拉杆833嵌入转筒83内并连接到棘爪831上；

所述放置架1前端和后端分别设有沿端部移动的第一移动块26、第二移动块27，此第一

移动块26、第二移动块27分别由第一驱动机构201和第二驱动机构202驱动，位于所述第一

移动块26、第二移动块27之间并列地设置有毛刷板29和水管28，上述水管28靠近放置架1的

一侧开有出水孔。

[0027] 上述转轴81设置为一个，且两所述齿轮813分别设于转轴81两端，而所述棘轮814

设为一个；两上述第二支撑管6上设有第二壳体8，所述转轴81转动插接于第二壳体8中，所

述转筒83上设有伸出第二壳体8设置的转动把手834，而所述第二壳体8上沿转动把手834转

动轨迹开有转动槽82。

[0028] 上述放置架1的下端安装有下挡条42，所述下挡条42上开有供太阳能光伏电池板

嵌入的下卡槽；上述放置架1中设有一导向套4，一移动杆41一端插入所述导向套4内，此移

动杆41另一端从放置架1端部的通孔内延伸出；上述移动杆41上端设有上挡条43，所述上挡

条43上开有供太阳能光伏电池板嵌入的上卡槽。

[0029] 上述第一驱动机构201和第二驱动机构202进一步包括主动链轮22、从动链轮23和

位于主动链轮22、从动链轮23之间的链条24，所述第一移动块26、第二移动块27分别安装于

第一驱动机构201和第二驱动机构202各自的链条24上；上述第一驱动机构201和第二驱动

机构202均位于开有导向槽25的驱动壳体2中，所述第一移动块26、第二移动块27分别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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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驱动壳体2的导向槽25内并连接到链条24上。

[0030] 采用上述用于光伏电站的光伏发电系统，其通过插杆72和调节孔91的插接配合，

实现了伸缩杆9位置的固定，而通过伸缩杆9上齿牙92和第二支撑管6上齿轮813及棘轮814

的配合，实现了对伸缩杆9位置的调节，并在调节完成后利用插杆72和调节孔91的配合卡住

伸缩杆9，从而对放置架1及放置架1上安装的太阳能光伏电池板的倾斜角度进行调节，以校

对太阳能光伏电池板和太阳光的角度，提高光伏电池板的发电效率；同时，在上下移动伸缩

杆9，调节放置架1角度的同时，根据伸缩杆9的移动方向选择插杆72端部斜面的朝向，即能

利用斜面和调节孔91孔壁的挤压配合，缓冲伸缩杆9在竖直方向上的位移，不仅能够保护放

置架1及放置架1上安装的光伏电池板，避免其受到震动损伤，还能方便工作人员及时选择

合适的调节孔91进行定位，十分方便。

[0031] 另外，一方面，在放置架1上安装上水管28和毛刷板29，利用电机21的驱动、在链条

24的带动下对放置架1上安装的太阳能光伏电池板进行周期性的清洗，避免光伏板上积累

的赃物影响到光伏电池板的透光率和发电效率，另一方面，导向套4和移动杆41的设置，能

够配合放置架1和下挡条42、上挡条43形成一个大小可调节的放置空间，以适应不同尺寸的

太阳能光伏电池板，提高太阳能光伏电池板的适用性。

[0032] 工作过程：在使用时，将移动杆41从导向套4中拉出，拉出到合适的位置，将太阳能

光伏电池板放置在下挡条42和上挡条43之间，之后通过螺栓将移动杆41和导向套4之间固

定，来回往复转动转动把手834，转动把手834带动转筒83往复转动，在棘轮814和棘爪831的

作用下转轴81只能够单方向转动，从而使齿轮813单向转动，齿轮813通过齿牙92带动伸缩

杆9移动，实现角度的调整，同时固定装置7能够限制伸缩杆9只能够单向移动，启动电机21，

电机21带动主动链轮22转动，在从动链轮23的作用下带动链条24转动，链条24带动带动水

管28和毛刷板29往复运动，实现对太阳能光伏电池板的清洗，需要降低倾斜角度时，拉动转

盘75，转盘75带动插杆72脱离上一调节孔91，同时定位插销751脱离定位壳体71上方的第一

定位孔76，之后转动转盘75，使定位插销751进入下方的第二定位孔761中，再拉动拉杆833

使棘爪831与棘轮814分离，即可降低太阳能光伏电池板的倾斜角度，需要使用多个放置架1

结构时，使相邻放置架1的定位杆3与定位套31配合，同时使方形杆812与方形槽811配合，也

就能够使转轴81之间相互连接，从而通过其中一个转动把手834即可对所有的太阳能光伏

电池板进行角度调整。

[0033] 上述实施例只为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构思及特点，其目的在于让熟悉此项技术的人

士能够了解本发明的内容并据以实施，并不能以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根据本发明

精神实质所作的等效变化或修饰，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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