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2194683.5

(22)申请日 2018.12.26

(73)专利权人 连宏

地址 010051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

城区爱民街49号

(72)发明人 连宏　马剑龙　德乐嘿　杨可心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冠榆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11666

代理人 朱亚琦　朱永飞

(51)Int.Cl.

F21L 4/08(2006.01)

F21V 23/00(2015.01)

F21V 23/06(2006.01)

F21Y 115/10(201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便携式太阳能智慧光源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便携式太阳能智慧光源，包

括亮度调节电路和模块化组装结构，所述模块化

组装结构由锂离子电池模块、太阳能薄膜电池基

本模块、LED发光模块和转接模块组成；所述太阳

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为正六边形，每条边的中部

设置有正极基本模块供电接口或负极基本模块

供电接口，所述正极基本模块供电接口和所述负

极基本模块供电接口沿所述太阳能薄膜电池基

本模块周向相间分布；所述亮度调节电路包括主

控板和光敏传感器。本实用新型的各模块之间通

过磁性插接的接口拼接在一起，LED发光模块更

是可以根据设计要求，通过LED发光模块六边形

各边的磁性接口形成各种不同的形状，让照明不

再单调；同时磁性插接组装的方式，避免了反接

的可能，保护了便携式太阳能智慧光源电路，保

障了便携式太阳能智慧光源电路的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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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便携式太阳能智慧光源，其特征在于，包括亮度调节电路和模块化组装结构，所述模

块化组装结构由锂离子电池模块(1)、太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2)、LED发光模块(10)和转

接模块(3)组成；所述太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2)为正六边形，每条边的中部设置有正极

基本模块供电接口(41)或负极基本模块供电接口(42)，所述正极基本模块供电接口(41)和

所述负极基本模块供电接口(42)沿所述太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2)周向相间分布；所述

转接模块(3)也为正六边形，每条边的中部也设置有正极转接模块供电接口(81)或负极转

接模块供电接口(82)，所述正极转接模块供电接口(81)和所述负极转接模块供电接口(82)

沿所述转接模块(3)周向相间分布，并且在所述转接模块(3)上还设置有正极转变接口(51)

和负极转变接口(52)；所述锂离子电池模块(1)的正极插入到所述太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

块(2)的负极基本模块供电接口(42)内或者插入到所述转接模块(3)的负极转接模块供电

接口(82)内，所述锂离子电池模块(1)的负极插入到所述太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2)的正

极基本模块供电接口(41)内或者插入到所述转接模块(3)的正极转接模块供电接口(81)

内；所述LED发光模块(10)为正六边形，每条边的中部设置有发光模块供电接口(6)，所述发

光模块供电接口(6)的一侧为正极、另一侧为负极，每个所述发光模块供电接口(6)将这条

边分割为正极插接块(7)和负极插接块(9)；所述正极转变接口(51)内插入有所述负极插接

块(9)，所述负极转变接口(52)内插入有所述正极插接块(7)；所述LED发光模块(10)之间通

过所述发光模块供电接口(6)插接连接组装起来；所述锂离子电池模块(1)与所述转接模块

(3)插接连接的正极与所述太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2)的负极通过导线电连接，或者所述

锂离子电池模块(1)与所述转接模块(3)插接连接的负极与所述太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

(2)的正极通过导线电连接，以便形成闭合回路、实现对所述锂离子电池模块(1)充电；所述

亮度调节电路包括主控板(11)和光敏传感器(12)，所述太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2)将光

能转化为电能并向所述锂离子电池模块(1)充电，所述锂离子电池模块(1)的电流输出端与

所述主控板(11)的电流输入端电连接，所述主控板(11)向所述LED发光模块(10)供电，所述

光敏传感器(12)的信号输出端与所述主控板(11)的信号输入端连接，所述主控板(11)根据

所述光敏传感器(12)传输来的信号调节向所述LED发光模块(10)供电电流的大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携式太阳能智慧光源，其特征在于，所述锂离子电池模块

(1)的正极与所述负极基本模块供电接口(42)和所述负极转接模块供电接口(82)之间的插

接组装均为磁性插接连接组装，所述锂离子电池模块(1)的负极与所述正极基本模块供电

接口(41)和所述正极转接模块供电接口(81)之间的插接组装均为磁性插接连接组装，所述

正极转变接口(51)与所述负极插接块(9)之间的插接组装以及所述负极转变接口(52)与所

述正极插接块(7)之间的插接组装均为磁性插接连接组装，所述LED发光模块(10)之间的插

接连接组装也为磁性插接连接组装。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携式太阳能智慧光源，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太阳能薄膜电

池基本模块(2)上插接的所述锂离子电池模块(1)分为三组，每组均为两个串联且相邻的所

述锂离子电池模块(1)，组与组之间为并联。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携式太阳能智慧光源，其特征在于，所述太阳能薄膜电池基

本模块(2)为七个或七个以上，所述锂离子电池模块(1)均插接在位于中心的所述太阳能薄

膜电池基本模块(2)上，中心的所述太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2)四周均匀分布六个周边的

所述太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2)，所述锂离子电池模块(1)与所述转接模块(3)插接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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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极与相邻周边的所述太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2)的一端通过导线电连接形成闭合回

路，实现对所述锂离子电池模块(1)充电。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携式太阳能智慧光源，其特征在于，所述主控板(11)上连接

有手动调光旋钮(13)。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便携式太阳能智慧光源，其特征在于，所述主控板(11)选用

Arduino  Nano单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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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太阳能智慧光源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太阳能应用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便携式太阳能智慧光源。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新型照明技术的发展，高效、清洁照明技术的研发受到各国的高度关注。太阳

能作为最具能量优势和覆盖范围优势的可再生清洁能源，被人类社会认为是最为理想的清

洁能源，其向现代照明技术的深入产业化应用备受业界期待。太阳能光伏发电是一种将太

阳辐照能转化为电能的技术，利用的是光生伏特效应，其原理是发电体在受到光照时内部

物理结构发生电离子极化现象，使极化体形成类似于干电池工作原理的供电源。

[0003] 近年来，LED照明产业发展迅速，行业年产值的增涨速度更是高达39％以上，取得

了傲人的发展成绩。因LED照明技术具有能耗小、转化效能高、使用寿命长、体积小等相对于

传统照明技术的显著优势，近年来得以迅速推广应用于生产生活照明、装饰、城市景观美化

等方面，并被社会公认为第四代照明光源和绿色光源。

[0004] 太阳能光电技术与LED照明技术的有效结合已获得成功，具有代表性的产物如城

市街道照明工作的普及。然而，相关技术发展的同时，也凸显出极大的制约性，主要体现为

太阳能光源往往位置固化，移动性能差，同时光源无法弯曲和进行照射亮度和范围智能化

调节。这两项关键瓶颈技术严重制约着太阳能光电技术与LED照明技术的深度结合及应用

领域和应用方式的拓展，亟待突破。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此，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光源组成形式可调节的便携

式太阳能智慧光源。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便携式太阳能智慧光源，包括亮度调节电路和模块化组装结构，所述模块化组装

结构由锂离子电池模块、太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LED发光模块和转接模块组成；所述太

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为正六边形，每条边的中部设置有正极基本模块供电接口或负极基

本模块供电接口，所述正极基本模块供电接口和所述负极基本模块供电接口沿所述太阳能

薄膜电池基本模块周向相间分布；所述转接模块也为正六边形，每条边的中部也设置有正

极转接模块供电接口或负极转接模块供电接口，所述正极转接模块供电接口和所述负极转

接模块供电接口沿所述转接模块周向相间分布，并且在所述转接模块上还设置有正极转变

接口和负极转变接口；所述锂离子电池模块的正极插入到所述太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的

负极基本模块供电接口内或者插入到所述转接模块的负极转接模块供电接口内，所述锂离

子电池模块的负极插入到所述太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的正极基本模块供电接口内或者

插入到所述转接模块的正极转接模块供电接口内；所述LED发光模块为正六边形，每条边的

中部设置有发光模块供电接口，所述发光模块供电接口的一侧为正极、另一侧为负极，每个

所述发光模块供电接口将这条边分割为正极插接块和负极插接块；所述正极转变接口内插

说　明　书 1/6 页

4

CN 209245757 U

4



入有所述负极插接块，所述负极转变接口内插入有所述正极插接块；所述LED发光模块之间

通过所述发光模块供电接口插接连接组装起来；所述锂离子电池模块与所述转接模块插接

连接的正极与所述太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的负极通过导线电连接，或者所述锂离子电池

模块与所述转接模块插接连接的负极与所述太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的正极通过导线电

连接，以便形成闭合回路、实现对所述锂离子电池模块充电；所述亮度调节电路包括主控板

和光敏传感器，所述太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将光能转化为电能并向所述锂离子电池模块

充电，所述锂离子电池模块的电流输出端与所述主控板的电流输入端电连接，所述主控板

向所述LED发光模块供电，所述光敏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端与所述主控板的信号输入端连接，

所述主控板根据所述光敏传感器传输来的信号调节向所述LED发光模块供电电流的大小。

[0008] 上述便携式太阳能智慧光源，所述锂离子电池模块的正极与所述负极基本模块供

电接口和所述负极转接模块供电接口之间的插接组装均为磁性插接连接组装，所述锂离子

电池模块的负极与所述正极基本模块供电接口和所述正极转接模块供电接口之间的插接

组装均为磁性插接连接组装，所述正极转变接口与所述负极插接块之间的插接组装以及所

述负极转变接口与所述正极插接块之间的插接组装均为磁性插接连接组装，所述LED发光

模块之间的插接连接组装也为磁性插接连接组装。

[0009] 上述便携式太阳能智慧光源，每个所述太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上插接的所述锂

离子电池模块分为三组，每组均为两个串联且相邻的所述锂离子电池模块，组与组之间为

并联。

[0010] 上述便携式太阳能智慧光源，所述太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为七个或七个以上，

所述锂离子电池模块均插接在位于中心的所述太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上，中心的所述太

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四周均匀分布六个周边的所述太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所述锂离

子电池模块与所述转接模块插接连接的电极与相邻周边的所述太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

的一端通过导线电连接形成闭合回路，实现对所述锂离子电池模块充电。

[0011] 上述便携式太阳能智慧光源，所述主控板上连接有手动调光旋钮。

[0012] 上述便携式太阳能智慧光源，所述主控板选用Arduino  Nano单片机。

[0013]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取得了如下有益的技术效果：

[0014] (1)硬件模块化，包括用于储能的锂离子电池模块、环保节能的太阳能薄膜电池基

本模块、用于发光的LED发光模块和转接模块。各模块之间通过磁性插接的接口拼接在一

起，LED发光模块更是可以根据设计要求，通过LED发光模块六边形各边的磁性接口形成各

种不同的形状，组装形式多样，可以构成不同形式的太阳能光源，让照明不再单调；同时磁

性插接组装的方式，避免了反接的可能，保护了便携式太阳能智慧光源电路，保障了便携式

太阳能智慧光源电路的畅通。

[0015] (2)功能更加强大，可以通过LED发光模块六边形各边的磁性接口形成各种不同的

形状，满足不同的光照需求；

[0016] (3)更加便捷，硬件模块化的设计；将便携式太阳能智慧光源分成各个小模块更便

于携带，使用也更加方便；太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可以折叠，存放占用空间小，使用方便；

[0017] (4)更加智能，便携式太阳能智慧光源可以通过光敏传感器对环境亮度识别，与预

设值对比，根据对比结果自动调节LED灯光亮度；

[0018] (5)更加节能，便携式太阳能智慧光源选用LED发光模块作为发光原件，耗能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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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照明效果好，通过太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为锂离子电池模块充电的方式，充分利用了

环境资源，同时也延长了便携式太阳能智慧光源的使用寿命；

[0019] (6)更加个性美观，便携式太阳能智慧光源的LED发光模块为发光主体，通过LED发

光模块六边形各边的磁性接口形成各种不同的形状。这一设计使得便携式太阳能智慧光源

的组合体更加个性，更加自由美观。

附图说明

[0020] 图1本实用新型便携式太阳能智慧光源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本实用新型便携式太阳能智慧光源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本实用新型便携式太阳能智慧光源的转接模块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本实用新型便携式太阳能智慧光源的工作原理示意图；

[0024] 图5本实用新型便携式太阳能智慧光源的太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为锂离子电池

模块充电示意图；

[0025] 图6本实用新型便携式太阳能智慧光源的太阳能控制器电路图。

[0026] 图中附图标记表示为：1-锂离子电池模块；2-太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3-转接模

块；41-正极基本模块供电接口；42-负极基本模块供电接口；51-正极转变接口；52-负极转

变接口；6-发光模块供电接口；7-正极插接块；81-正极转接模块供电接口；82-负极转接模

块供电接口；9-负极插接块；10-LED发光模块；11-主控板；12-光敏传感器；13-手动调光旋

钮；14-导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本实用新型的便携式太阳能智慧光源基于太阳能薄膜电池产生电能，并将电能传

输给锂离子电池实现储能及对LED灯的供电。本实用新型的便携式太阳能智慧光源模块化

组装结构的计理念取自于乐高块，使携带更为便捷，且易于拼装组合，增加各模块间的契合

性。

[0028] 如图1和图2所示，所述模块化组装结构由锂离子电池模块1、太阳能薄膜电池基本

模块2、LED发光模块10和转接模块3组成。

[0029] 如图1所示：所述太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2为正六边形，每条边的中部设置有正

极基本模块供电接口41或负极基本模块供电接口42，所述正极基本模块供电接口41和所述

负极基本模块供电接口42沿所述太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2周向相间分布。

[0030] 如图3所示：所述转接模块3也为正六边形，每条边的中部也设置有正极转接模块

供电接口81或负极转接模块供电接口82，所述正极转接模块供电接口81和所述负极转接模

块供电接口82沿所述转接模块3周向相间分布，并且在所述转接模块3上还设置有正极转变

接口51和负极转变接口52。

[0031] 所述锂离子电池模块1的正极插入到所述太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2的负极基本

模块供电接口42内或者插入到所述转接模块3的负极转接模块供电接口82内，所述锂离子

电池模块1的负极插入到所述太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2的正极基本模块供电接口41内或

者插入到所述转接模块3的正极转接模块供电接口81内；所述锂离子电池模块1一头为正

极，一头为负极，与太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2和转接模块3相连，通过转接模块3转换正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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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位置，与LED发光模块10相连，实现供电目的。

[0032] 选取太阳能薄膜作为光伏发电的装置，太阳能薄膜电池作为第二代太阳能光伏电

池，其具有质量小、厚度极薄、可弯曲等优点,可折叠储存。采用具有容量高、质量轻、充放电

效率高等优点的锂离子电池作为主要供电源。

[0033] 如图2所示，所述LED发光模块10是将LED灯布置在亚克力板夹层内部制成的，接口

处两边分别为正负极，每个LED发光模块10的接口之间的关系是并联。所述LED发光模块10

为正六边形，每条边的中部设置有发光模块供电接口6，所述发光模块供电接口6的一侧为

正极、另一侧为负极，每个所述发光模块供电接口6将这条边分割为正极插接块7和负极插

接块9；所述正极转变接口51内插入有所述负极插接块9，所述负极转变接口52内插入有所

述正极插接块7；所述LED发光模块10之间通过所述发光模块供电接口6插接连接组装起来。

[0034] 如图5所示：所述锂离子电池模块1与所述转接模块3插接连接的正极与所述太阳

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2的负极通过导线14电连接，或者所述锂离子电池模块1与所述转接模

块3插接连接的负极与所述太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2的正极通过导线14电连接，以便形成

闭合回路、实现对所述锂离子电池模块1充电。

[0035] 如图4所示：所述亮度调节电路包括主控板11和光敏传感器12，所述太阳能薄膜电

池基本模块2将光能转化为电能并向所述锂离子电池模块1充电，所述锂离子电池模块1的

电流输出端与所述主控板11的电流输入端电连接，所述主控板11向所述LED发光模块10供

电，所述光敏传感器12的信号输出端与所述主控板11的信号输入端连接，所述主控板11根

据所述光敏传感器12传输来的信号调节向所述LED发光模块10供电电流的大小。

[0036] 所述主控板11上连接有手动调光旋钮13。所述主控板11选用Arduino  Nano单片

机。

[0037] 便携式太阳能智慧光源的控制电路设计，是围绕Arduino  Nano设计的。以Arduino 

Nano单片机为中心。Arduino  Nano单片机位于太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2上，通过与各模块

连接，如图4所示，实现给各模块供电并利用PWM值调节亮度的目的。如图6所示：太阳能控制

器电路可以通过太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2和锂离子电池模块1的电容量及电压的测试判

断，来决定便携式太阳能智慧光源的充放电。与此同时在太阳能控制器电路在便携式太阳

能智慧光源放电时，对锂离子电池模块1过放保护，如果锂离子电池模块1电压过低，执行断

电保护。通过这一设计有效地延长了锂离子电池模块1的使用寿命，避免了过充过放带来的

巨大浪费。

[0038] 不同的光照环境对LED照明有着不同的要求。在同一光照环境，不同时刻，不同的

使用者，对光源强度的需求亦有较大差异。所以对于一个便携光源，可以调节光照强度是很

重要的。本次实用新型使用Arduino  Nano作为主控板11通过对LED灯的PWM值控制，从而自

动调节灯光亮度。

[0039] 为了方便各模块的携带和组装，所述锂离子电池模块1的正极与所述负极基本模

块供电接口42和所述负极转接模块供电接口82之间的插接组装均为磁性插接连接组装，所

述锂离子电池模块1的负极与所述正极基本模块供电接口41和所述正极转接模块供电接口

81之间的插接组装均为磁性插接连接组装，所述正极转变接口51与所述负极插接块9之间

的插接组装以及所述负极转变接口52与所述正极插接块7之间的插接组装均为磁性插接连

接组装，所述LED发光模块10之间的插接连接组装也为磁性插接连接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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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各个模块之间均采用磁性插接连接组装方式，设计理念取自于乐高块，该种结构

模式，携带更为便捷，方便每个模块的连接，易于拼装组合，磁性连接增加各模块间的契合

性，同时也避免了反接的可能，保护了便携式太阳能智慧光源电路，保障了便携式太阳能智

慧光源电路的畅通。

[0041] 为了实现太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2高效为锂离子电池模块1充电，每个所述太阳

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2上插接的所述锂离子电池模块1分为三组，每组均为两个串联且相邻

的所述锂离子电池模块1，组与组之间为并联。

[0042] 如图5所示，为了增加光源对太阳能薄膜电池的照射面积，提高充电效率：所述太

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2为七个或七个以上，所述锂离子电池模块1均插接在位于中心的所

述太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2上，中心的所述太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2四周均匀分布六个

周边的所述太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2，所述锂离子电池模块1与所述转接模块3插接连接

的电极与相邻周边的所述太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2的一端通过导线电连接形成闭合回

路，实现对所述锂离子电池模块1充电。充电时，可通过展开的方式，增加光源直射面积提高

充电效率。在非工作时间，可以通过太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2直接为锂离子电池模块1充

电，并在充满电时自动断开充电电路。此外还设置了锂离子电池过放电自动报警,这样既充

分利用了太阳能，也最大限度保证了便携式太阳能智慧光源的使用寿命。

[0043] 便携式太阳能智慧光源采用硬件模块化设计，各模块之间通过磁性插接的接口拼

接在一起，让便携式太阳能智慧光源比其他光源在拼装上更加自由、便捷，功能上更加强

大、外形更加美观。它可以拼接成使用者任何想要的形状及图形，如图2所示，革新传统的照

明方式，让光源形状变得多彩。

[0044] 工作原理：

[0045] 充电时，将太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2展开，即中心的所述太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

块2四周均匀分布六个周边的所述太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2，通过展开太阳能薄膜电池基

本模块2增加了太阳照射面积，提高了充电效率；所述锂离子电池模块1均插接在位于中心

的所述太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2上，即直接插接在所述太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2上，所

述锂离子电池模块1与相邻周边的所述太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2的一端通过导线电连接

形成闭合回路，实现对所述锂离子电池模块1充电，如图5所示。并在充满电时，通过如图6所

示的太阳能控制器电路进行自动断开充电电路。

[0046] 通过转接模块3组装LED发光模块10：所述转接模块3通过六边形每条边的中部设

置的正极转接模块供电接口81或负极转接模块供电接口82与锂离子电池模块1负极或正极

插接；所述LED发光模块10通过磁性插口插接在所述转接模块3上的正极转变接口51和负极

转变接口52上；然后再根据设计形状的需要，将多个LED发光模块10通过发光模块供电接口

6磁性插接在一起。

[0047] 放电照明：拼装好各模块后，打开主控板11，所述太阳能薄膜电池基本模块2将光

能转化为电能并向所述锂离子电池模块1充电，所述锂离子电池模块1的电流输出端与所述

主控板11的电流输入端电连接，所述主控板11向所述LED发光模块10供电，LED发光模块10

开始照明，所述光敏传感器12将感应到的光信号传输给所述主控板11，同时通过主控板11

采用脉冲宽度调制技术(PWM技术)自动调节LED发光模块的亮度，也可通过手动调光旋钮13

调节LED发光模块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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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显然，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所作的举例，而并非对实施方式的限定。对

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

变动。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而由此所引伸出的显而易见的变化或

变动仍处于本专利申请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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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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