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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温室大棚保温被用收卷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温室大棚保温被用

收卷装置，包括大棚本体、驱动电机、保温被、连

接杆、发电装置和电动推杆，所述大棚本体包括

弧形固定架、收卷箱、驱动箱、控制器和连接座，

所述收卷轴贯穿并延伸至收卷箱内部，所述保温

被设在收卷轴的表面，在收卷箱顶部中间设置有

第一太阳能光伏板，发电装置包括安装板，所述

连接座的表面通过活动轴活动连接有伸缩套杆，

在所述伸缩套杆的一侧设有角度传感器，在伸缩

套杆远离连接座的一端设有连接杆，保温被的上

下两端分别与收卷轴和连接杆连接。本实用新型

便于植被吸收阳光以及保温被能够及时收卷更

换等优点，解决了传统的温室大棚存在保温薄膜

不易更换以及收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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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温室大棚保温被用收卷装置，包括大棚本体和保温被，所述大棚本体包括弧形

固定架，其特征在于：该装置还包括驱动电机、保温被、连接杆、发电装置、电动推杆和集水

槽，所述大棚本体还包括收卷箱、驱动箱、控制器和连接座，所述驱动电机设在驱动箱内，且

驱动电机的输出轴与收卷轴连接，所述收卷轴贯穿并延伸至收卷箱内部，在收卷轴上远离

驱动电机的一端设置有轴承，所述保温被设在收卷轴的表面，在收卷箱顶部中间设置有第

一太阳能光伏板，发电装置包括安装板，在所述安装板底端中部设有立柱，所述立柱的底部

与收卷箱连接，在立柱的一侧设置有蓄电池箱，所述电动推杆设在安装板的底部，且电动推

杆的底部也与收卷箱连接，所述安装板的顶部设置有第二太阳能光伏板和光敏传感器，所

述连接座的表面通过活动轴活动连接有伸缩套杆，在所述伸缩套杆的一侧设有角度传感

器，在伸缩套杆远离连接座的一端设有连接杆，保温被的上下两端分别与收卷轴和连接杆

连接，角度传感器以及光敏传感器的输出端与控制器的输入端对应连接，第一太阳能光伏

板以及第二太阳能光伏板的输出端连接有能量转换器的输入端，且能量转换器的输出端与

蓄电池箱的输入端对应连接，蓄电池箱的输出端与控制器的输入端对应连接，控制器的输

出端分别与电动推杆的输入端及驱动电机的输入端对应连接，电动推杆的输出端与第二太

阳能光伏板的输入端对应连接，所述集水槽设在大棚本体的底部，在集水槽内部设置有过

滤箱，在所述过滤箱的顶部设置有水管，在所述水管上固定安装有水泵，且在水管上远离集

水槽的一端设有喷洒管，在所述喷洒管的底部开设有喷洒孔。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温室大棚保温被用收卷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收卷箱的

顶部开设有安装槽，所述第一太阳能光伏板设在安装槽内，且第一太阳能光伏板与安装槽

之间设置有密封胶。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温室大棚保温被用收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动推杆与

立柱之间平行设置，所述安装板以及第二太阳能光伏板活动角度范围为十五度至七十五

度。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温室大棚保温被用收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伸缩套杆倾

斜设置，且伸缩套杆与大棚本体之间的角度范围为二十度至七十度。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温室大棚保温被用收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伸缩套杆包

括活动杆和套管，所述活动杆的一端位于套管内。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温室大棚保温被用收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杆的底

部设有拉环，所述拉环的数量为八个，八个拉环分为两组且对称设置在大棚本体的两侧。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温室大棚保温被用收卷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过滤箱的

顶部以及底部均开设有通孔，在过滤箱的内部设置有过滤网，且在过滤箱的两侧均设置有

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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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温室大棚保温被用收卷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农业大棚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温室大棚保温被用收卷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高分子聚合物－聚氯乙烯、聚乙烯的产生，塑料薄膜广泛应用于农业，日本及

欧美国家于50年代初期应用温室薄膜覆盖温床获得成功，随后又覆盖小棚及温室也获得良

好效果。随着生产的发展大棚的应用越加广泛，当前大棚已用于盆花及切花栽培；果树生产

用于栽培葡萄、草莓、西瓜、甜瓜以及桃及柑桔等，大棚能提供生育期和增加产量，多用于低

温季节喜温蔬菜、花卉、林木等植物栽培或育苗等；温室的种类多，依不同的屋架材料、采光

材料、外形及加温条件等又可分为很多种类，如玻璃温室、塑料温室；单栋温室、连栋温室，

单屋面温室、双屋面温室、加温温室、不加温温室等，温室结构应密封保温，但又应便于通风

降温。

[0003] 一般的温室大棚大多是在大棚支架上套一层塑料薄膜，这种方式决定了塑料薄膜

不能经常更换，即会出现外界光照强度过大，影响植物生长的问题；而且大棚上的塑料薄膜

只在进出口能打开，其余各处均为封闭，当大棚内温度过高时，空气流通较慢，难以快速降

温，对植物的生长有较大影响，不利于推广使用；为了控制光照、温度，在实际生产中，人们

是在大棚的外表面铺盖保温被，但保温被过大，往往需要很多人一起往大棚表面铺盖、收卷

保温被，耗时耗力劳动强度大，效率也比较低，而且还存在一定的危险性。

[0004] 现有技术中有一些用于保温被收卷的技术，只能通过人为控制实现保温被的收

卷，也浪费了人力，而且成本高、功能单一，不适应现在的生产经营的需求。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温室大棚保温被用收卷装置，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便于植被吸收阳光以及保温被能够及时收卷更换等优点，解

决了传统的温室大棚存在保温薄膜不易更换以及收卷的问题。

[0006]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温室大棚保温被用收卷装置，包括大棚本体、驱动电机、保温被、连接杆、发电

装置和电动推杆，所述大棚本体包括弧形固定架、收卷箱、驱动箱、控制器和连接座，所述驱

动电机设在驱动箱内，且驱动电机的输出轴与收卷轴连接，所述收卷轴贯穿并延伸至收卷

箱内部，在收卷轴上远离驱动电机的一端设置有轴承，所述保温被设在收卷轴的表面，在收

卷箱顶部中间设置有第一太阳能光伏板，发电装置包括安装板，在所述安装板底端中部设

有立柱，所述立柱的底部与收卷箱连接，在立柱的一侧设置有蓄电池箱，所述电动推杆设在

安装板的底部，且电动推杆的底部也与收卷箱连接，所述安装板的顶部设置有第二太阳能

光伏板和光敏传感器，所述连接座的表面通过活动轴活动连接有伸缩套杆，在所述伸缩套

杆的一侧设有角度传感器，在伸缩套杆远离连接座的一端设有连接杆，保温被的上下两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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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与收卷轴和连接杆连接，角度传感器以及光敏传感器的输出端与控制器的输入端对应

连接，第一太阳能光伏板以及第二太阳能光伏板的输出端连接有能量转换器的输入端，且

能量转换器的输出端与蓄电池箱的输入端对应连接，蓄电池箱的输出端与控制器的输入端

对应连接，控制器的输出端分别与电动推杆的输入端及驱动电机的输入端对应连接，电动

推杆的输出端与第二太阳能光伏板的输入端对应连接，所述集水槽设在大棚本体的底部，

在集水槽内部设置有过滤箱，在所述过滤箱的顶部设置有水管，在所述水管上固定安装有

水泵，且在水管上远离集水槽的一端设有喷洒管，在所述喷洒管的底部开设有喷洒孔。

[0008] 进一步地，在所述收卷箱的顶部开设有安装槽，所述第一太阳能光伏板设在安装

槽内，且第一太阳能光伏板与安装槽之间设置有密封胶。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电动推杆与立柱之间平行设置，所述安装板以及第二太阳能光伏

板活动角度范围为十五度至七十五度。

[0010] 进一步地，所述伸缩套杆倾斜设置，且伸缩套杆与大棚本体之间的角度范围为二

十度至七十度。

[0011] 进一步地，所述伸缩套杆包括活动杆和套管，所述活动杆的一端位于套管内。

[0012] 进一步地，所述连接杆的底部设有拉环，所述拉环的数量为八个，八个拉环分为两

组且对称设置在大棚本体的两侧。

[0013] 进一步地，在所述过滤箱的顶部以及底部均开设有通孔，在过滤箱的内部设置有

过滤网，且在过滤箱的两侧均设置有活塞。

[0014]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5] 1 .通过设置收卷箱以及驱动箱，当外部光照条件较好时，根据光照或者大棚内植

物的需求，利用驱动电机带动收卷轴在轴承的作用下转动，进而实现将保温被收卷起来。

[0016] 2.通过设置角度传感器，可以检测保温被是否上拉到位，角度传感器将保温被上

拉到位的信息传输给控制器，利用控制器控制驱动电机停止工作，可以使温室大棚两侧都

打开，实现四面通透，可以加快空气流通速率，减小因温度过高或者过低而影响大棚内的植

物的生长速率。

[0017] 3.通过设置发电装置以及第一太阳能光伏板，利用设有的光敏传感器感应太阳的

照射强度，并将实时检测的信息传递给控制器，控制器将控制电动推杆进行调节第二太阳

能光伏板，使第二太阳能光伏板与太阳光垂直，提高了第二太阳能光伏板的光伏发电效率。

[0018] 4.第一太阳能光伏板的设置进一步提高了发电效率，实现利用太阳能发电为驱动

电机提供电能，达到充分利用太阳能资源的目的，节约电能的使用，提高了经济效率。

[0019] 5.通过设置集水槽、水泵以及喷洒管，需要对植被洒水时，利用水泵抽取集水槽中

的水，传输到喷洒管中，进行喷洒。雨水或者喷洒后多余的积水都可以流到集水槽中存储，

以备植被洒水需要，循环浇水，合理用水，达到了节能的目的，也增加了本实用新型的多功

能性。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实用新型收卷箱以及驱动箱结构剖视图；

[0022] 图3为本实用新型第一太阳能光伏板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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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图4为本实用新型结构侧视图；

[0024] 图5为本实用新型发电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5] 图6为本实用新型结构右侧视图；

[0026] 图7为附图6中A处局部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7] 图8为本实用新型控制系统示意图；

[0028] 图中：1、大棚本体，2、弧形固定架，3、收卷箱，31、收卷轴，32、轴承，4、驱动箱，41、

驱动电机，5、控制器，6、第一太阳能光伏板，61、密封胶，7、发电装置，71、安装板，72、立柱，

73、电动推杆，74、蓄电池箱，75、光敏传感器，76、第二太阳能光伏板，8、保温被，9、连接杆，

91、拉环，10、连接座，11、伸缩套杆，12、角度传感器，13、集水槽，14、过滤箱，141、通孔，142、

过滤网，143、活塞，15、水管，16、水泵，17、喷洒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为了更好地理解本实用新型，下面结合附图来详细解释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

[0030] 如附图1至附图6所示，一种温室大棚保温被用收卷装置，包括大棚本体、驱动电机

41、保温被8、连接杆9、发电装置7和电动推杆73，大棚本体包括弧形固定架2、收卷箱3、驱动

箱4、控制器5和连接座10，控制器5的型号为STM32F103，控制器5采用40引脚双列直插式

DIP、内有128个RAM单元以及4K的ROM、并有两个16位定时计数器、两个外中断、两个定时记

数中断以及一个串行中断和4个8位并行输入口，驱动电机41设在驱动箱4内，且驱动电机41

的输出轴与收卷轴31连接，收卷轴31贯穿并延伸至收卷箱3内部，在收卷轴31上远离驱动电

机41的一端设置有轴承32，保温被8设在收卷轴31的表面，通过设置收卷箱3以及驱动箱4，

当外部光照条件较好时，根据光照或者大棚内植物的需求，利用驱动电机41带动收卷轴31

在轴承32的作用下转动，进而实现将保温被8收卷起来。

[0031] 在收卷箱3顶部中间设置有第一太阳能光伏板6，发电装置7包括安装板71，在安装

板71底端中部设有立柱72，立柱72的底部与收卷箱3连接，在立柱72的一侧设置有蓄电池箱

74，电动推杆73设在安装板71的底部，且电动推杆73的底部也与收卷箱3连接，安装板71的

顶部设置有第二太阳能光伏板76和光敏传感器75，连接座10的表面通过活动轴活动连接有

伸缩套杆11，通过设置发电装置7以及第一太阳能光伏板6，利用设有的光敏传感器75感应

太阳的照射强度，并将实时检测的信息传递给控制器5，控制器5将控制电动推杆73进行调

节第二太阳能光伏板76，使第二太阳能光伏板76与太阳光垂直，提高了第二太阳能光伏板

76的光伏发电效率，第一太阳能光伏板6的设置进一步提高了发电效率，实现利用太阳能发

电为驱动电机41提供电能，达到充分利用太阳能资源的目的，节约电能的使用，提高了经济

效率。

[0032] 在伸缩套杆11的一侧设有角度传感器12，角度传感器12的型号为WOA-C-mA(V1/

V2)，在伸缩套杆11远离连接座10的一端设有连接杆9，保温被8的上下两端分别与收卷轴31

和连接杆9连接，角度传感器12以及光敏传感器75的输出端与控制器5的输入端对应连接，

第一太阳能光伏板6以及第二太阳能光伏板76的输出端连接有能量转换器的输入端，且能

量转换器的输出端与蓄电池箱74的输入端对应连接，蓄电池箱74的输出端与控制器5的输

入端对应连接，控制器5的输出端分别与电动推杆73的输入端及驱动电机41的输入端对应

连接，电动推杆73的输出端与第二太阳能光伏板76的输入端对应连接，通过设置角度传感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209073070 U

5



器12，可以检测保温被8是否上拉到位，角度传感器12将保温被8上拉到位的信息传输给控

制器5，利用控制器5控制驱动电机41停止工作，可以使温室大棚两侧都打开，实现四面通

透，可以加快空气流通速率，减小因温度过高或者过低而影响大棚内的植物的生长速率。

[0033] 在收卷箱3的顶部开设有安装槽，第一太阳能光伏板6设在安装槽内，且第一太阳

能光伏板6与安装槽之间设置有密封胶61，密封胶61的设置避免外部雨水进入到收卷箱3

中，起到防水的效果。

[0034] 电动推杆73与立柱72之间平行设置，安装板71以及第二太阳能光伏板76活动角度

范围为十五度至七十五度，更好的利用太阳能，提高了第二太阳能光伏板76的光伏发电效

率。

[0035] 伸缩套杆11倾斜设置，且伸缩套杆11与大棚本体1之间的角度范围为二十度至七

十度。伸缩套杆11包括活动杆和套管，活动杆的一端位于套管内，避免了活动杆受环境影响

损坏。

[0036] 连接杆9的底部设有拉环91，拉环91的数量为八个，八个拉环91分为两组且对称设

置在大棚本体1的两侧，需要拉下保温被8时，用手拉动拉环91能够起到辅助作用，避免保温

被8下放时出现堆积现象。

[0037] 集水槽13设在大棚本体1的底部，在集水槽13内部设置有过滤箱14，在过滤箱14的

顶部设置有水管15，在水管15上固定安装有水泵16，且在水管15上远离集水槽13的一端设

有喷洒管17，在喷洒管17的底部开设有喷洒孔。通过设置集水槽13、水泵16以及喷洒管17，

需要对植被洒水时，利用水泵16抽取集水槽13中的水，传输到喷洒管17中，进行喷洒，雨水

或者喷洒后多余的积水留到集水槽13中存储，以备植被洒水需要，循环浇水，合理用水，达

到节能的目的。

[0038] 为了方便清理、避免堵塞，在过滤箱14的顶部以及底部均开设有通孔141，在过滤

箱14的内部设置有过滤网142，且在过滤箱14的两侧均设置有活塞143，利用过滤网142能够

及时过滤杂质，避免杂质进入到水管15中，堵塞水管15或者水泵16，当过滤网142中杂质较

多时，可以拔下活塞143，利用外部水管对过滤箱14进行冲洗。

[0039] 使用过程：利用设有的光敏传感器75感应太阳的照射强度，并将实时检测的信息

传递给控制器5，控制器5将控制电动推杆7373进行调节第二太阳能光伏板76，使第二太阳

能光伏板76与太阳光垂直，提高第二太阳能光伏板76的光伏发电效率，太阳能光伏板将能

量传输到能量转换器中，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将电能储存在蓄电池箱74中，从而为控制器

5以及驱动电机41等设备提供电能，当外部光照条件较好时，根据光照或者大棚内植物的需

求，利用驱动电机41带动收卷轴31在轴承32的作用下转动，进而实现将保温被8收卷起来，

角度传感器12的设置，主要能够起到检测保温被8是否上拉到位，角度传感器12将保温被8

上拉到位的信息传输给控制器5，利用控制器5控制驱动电机41停止工作，可以使温室大棚

两侧都打开，实现四面通透，可以加快空气流通速率。

[0040] 上述虽然结合附图对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了描述，但并非对本实用新型

保护范围的限制，在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本领域技术人员不需要付出创造性

劳动即可做出的各种修改或变形仍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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