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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solar cell module array support (1), including a concrete support (10), a connector (20), and a fixture pin (30). The
equally-spaced vertical arrangement of the concrete support forms an array structure. Adjacent concrete supports are fixed and con
nected to each other via the connector (20). The concrete supports at the periphery of the array structure circle to form a polygon.
The concrete supports are divided into a first concrete support ( 11) and a second concrete support (12). The first concrete support i 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polygon. The fixture pin (30) i s fixed and protrudes at the first corresponding concrete support. A n installa
tion hole ( 11c) of the first concrete support i s inserted onto the protruding fixture pin and fixed. The concrete support greatly reduces
the manufacturing costs of supports. The first concrete support i s fixed at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array structure by means of the fix
ture pin, and adjacent concrete supports are fixed and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via the connector, which greatly strengthens the stabil -
ity of the array support. Furthermore, a solar cell module array and a solar cell power generation system are provided.

(57) 摘要：一种太 阳能 电池模块 阵列支架 （1 ) ，包括混泥土支架 （10 ) 、连接件 （20 ) 及 固定销 （30 ) , 混泥
土支架等 间距 的直立排布形成 阵列结构 ，相邻 的混泥土支架之 间通过连接件 （20 ) 相互 固定连接 ，且位于阵列
结构 的外 围的混泥土支架 围成 多边形 ，而混泥土支架分为第一混泥土支架 （11 ) 及第二混泥土支架 （12 ) 。第
一混泥土支架位 于多边形的交点处 ，对应第一混泥土支架处 固定并突 出设置 固定销 （30) ，第一混泥土支架 的
安装孔 （11c ) 插入突 出的固定销上并 固定 ；混泥土支架大大 降低 了支架 的生产成本 ，且第一混泥土支架通过
固定销 固定于阵列结构 的交点处 ，相邻混泥土支架通过连接件相互 固定连接 ，这样大大加强 了阵列支架 的稳定
性 。另 ，一种太 阳能 电池模块 阵列及太 阳能 电池发 电系统被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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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电池发 电系统及其模块阵列、模块阵列支架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太阳能电池发 电系统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具有太阳能电池模块

阵列支架的太阳能电池发电系统。

背景技术

太阳能电池是一种新型电源，具有永久性、清洁性和灵活性三大优点，且

太阳能电池寿命长，只要太阳存在，太阳能电池就可 以一次投资而长期使用；

而且与火力发电、核能发电相比，太阳能电池不会引起环境污染；太阳能电池

可以大中小并举，大到百万千瓦的中型电站，小到只供一户用的太阳能电池组，

这是其它电源无法比拟的。

而太阳能发电系统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包括太阳能电池组、太阳能控制器及

蓄电池 （组 ），另外还需要配合逆变器；其中，太阳能电池组是太阳能发电系统

的核心部分，也是太阳能发电系统中价值最高的部分，其作用是将太阳能转化

为电能，或送往蓄电池中存储起来，或推动 负载工作；而太阳能控制器的作用

是控制整个系统的工作状态，并对蓄电池起到过充电保护、过放 电保护的作用；

蓄电池一般为铅酸电池，一般有 12V 和 24V 这两种，小微型系统中，也可用镍

氢电池、镍镉电池或锂电池，其作用是在有光照时将太阳能电池板所发 出的电

能储存起来，到需要的时候再释放 出来；由于太阳能电池组的直接输 出一般都

是 DC12V 、 DC24V 、 DC48V, 为 了能够向 AC220V 的电器提供电能，需要将太

阳能发电系统所发 出的直流电能转换成交流电能，因此需要使用 DC-AC 逆变器。

目前，用来安装太阳能电池组的支架主要釆用铝合金主材及不锈钢配件 ，

铝合金材质的支架虽然外观美观 ，但是铝合金材质的支架，在使用过程中稳 固

性不够高，且釆用铝合金使支架的生产成本较高。

因此，急需一种在使用中具有较好稳 固性、且生产成本低的支架来安装太

阳能电池组。



发 明内容

本发 明的 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太阳能电池模块阵列支架，其用于在户外安装

太阳能电池模块 ，并具有 良好 的稳定性且生产成本低 。

本发 明的另一 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太阳能电池模块阵列，其具有 的太阳能电

池模块阵列支架，使得安装太阳能电池模块后具有 良好 的稳定性且生产成本低 。

本发 明的又一 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太阳能电池发 电系统 ，其具有 的太阳能电

池模块阵列支架，使得安装太阳能电池模块后具有 良好 的稳定性且生产成本低 。

为实现上述 目的，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为：提供一种太阳能电池模块阵列支

架，其用于在户外安装太阳能电池模块并形成呈阵列排布的太阳能电池模块阵

列，所述太阳能电池模块阵列支架包括混泥土支架、连接件及 固定销 ，所述混

泥土支架等 间距 的直立排布形成阵列结构 ，相邻的所述混泥土支架之 间通过所

述连接件相互 固定连接 ，位于所述阵列结构 的外 围的混泥土支架 围成多边形 ，

所述混泥土支架分为第一混泥土支架及第二混泥土支架，所述第一混泥土支架

的下端开设有安装孔 ，所述第一混泥土支架位于所述多边形的交点处 ，对应所

述第一混泥土支架处 固定并凸出设置所述 固定销 ，所述第一混泥土支架的安装

孔插入 凸出的所述 固定销上并 固定。

较佳地 ，所述太阳能电池模 块阵列支架还 包括混泥土加 固件 ，所述混泥土

加 固件对应 于所述第一混泥土支架 固定 ，所述 固定销 的一端 固定于所述混泥土

加 固件上 ，所述 固定销 的另一端穿入所述第一混泥土支架的安装孔 内并 固定 ，

混泥土加 固件用于进一步加强第一混泥土支架的强度 ，以适应 更恶劣的外部环

境 。

较佳地 ，所述第一混泥土支架等 间距 的分布于所述多边形上 ，根据 太阳能

电池模块阵列的大小 ，可选择地使用更多的第一混 泥土 支架，使 混 泥土 支架阵

列具有较好 的稳定性。

较佳地 ，所述第一混泥土支架等 间距 的分布于所述阵列结构 中，若混泥土

支架所形成的阵列较 大时，还可将第一混泥土支架设置于阵列中，以使 混泥土



支架所形成的阵列具有较 高的稳定性。

较佳地 ，所述连接件为钢丝绳，所述混泥土支架上贯穿开设至少两个通孔 ，

所述钢丝绳依次对应 穿过相邻 的所述混泥土支架上的通孔并与所述混泥土支架

固定 ，相邻 的所述混泥土支架之 间通过所述钢丝绳相互 固定连接 ；更具体地 ，

固定于所述阵列结构 的混泥土支架上的钢丝绳形成 空间网状结构 ；形成 空间网

状结构的钢丝绳进一步加强混泥土支架之 间的稳定性。

较佳地 ，所述混泥土支架的顶端面呈倾斜结构 ，在 实际安装过程 中，可根

据具体 的安装位置及釆光条件 ，选择性地将混泥土支架的顶端面设计成倾斜结

构 ，以便 太阳能电池模块更好 的接收太阳光 ，从 而提 高发 电效率。

较佳地 ，所述混泥土支架呈工字形结构 ，一方面方便其上端面安装太阳能

电池模块 ，另一方面其安装后具有较 高的稳定性。

较佳地 ，所述混泥土支架的顶端面上还设置有 固定件 ，用于 固定连接 太阳

能电池模块 ，所述 固定件可以是釆用喷涂方式形成于混泥土支架的顶端面上的

连接层 ，还可以是 固定于混泥土支架的顶端面上的其他连接机构 ，其用于将太

阳能电池模块稳定的 固定于混泥土支架的顶端面上。

较佳地 ，位于所述阵列结构的外 围的混泥土支架围成矩形。

相应地 ，本发 明还提供一种 太阳能电池模块 阵列，其 包括 太阳能电池模块

及 太阳能电池模块阵列支架，所述太阳能电池模块—— 对应 的安装于所述太阳

能电池模块阵列支架的混泥土支架上。

本发 明还提供一种 太阳能电池发 电系统 ，其 包括太阳能控制器及 太阳能电

池模块阵列 , 所述太阳能控制器控制所述太阳能电池模块阵列的工作状态。

与现有技术相 比，由于本发 明的太阳能电池模块阵列支架，其 包括混泥土

支架、连接件及 固定销 ，所述混泥土支架等 间距 的直立排布形成阵列结构 ，相

邻的混泥土支架之 间通过连接件相互 固定连接 ，且位于阵列结构的外 围的混泥

土支架围成多边形 ，而混泥土支架分为第一混泥土支架及第二混泥土支架，第

一混泥土支架的下端开设有安装孔 ，第一混泥土支架位于所述多边形的交点处 ，

对应第一混泥土支架处 固定并凸出设置所述 固定销 ，第一混泥土支架的安装孔



插入 凸出的所述 固定销上并 固定；釆用混泥土制成的混泥土支架大大降低 了支

架的生产成本 ，且第一混泥土支架通过 固定销 固定于阵列结构的交点处 ，相邻

混泥土支架之 间通过连接件相互 固定连接 ，这样 大大加强 了阵列支架的稳定性 。

附图说 明

图 1是本发 明太阳能电池发 电系统的系统框 图。

图 2 是本发 明太阳能电池模块阵列的实施例一的结构示意 图。

图 3 是 图 2 沿 Y 轴方向的侧视 图。

图 4 是 图 2 沿 X 轴方向的侧视 图。

图 5 是 图 2 中太阳能电池模块阵列的局部放 大示意图。

图 6 是 图 2 中第一混泥土支架的实施例一的结构示意图。

图 7 是 图 2 中第二混泥土支架的结构示意图。

图 8 是 图 2 中第一混泥土支架的实施例二的结构示意图。

图 9 是 图 2 中第一混泥土支架的实施例三的结构示意 图。

图 10 是本发 明太阳能电池模块阵列的实施例二的结构示意图。

图 11是本发 明太阳能电池模块阵列的实施例三的结构示意 图。

图 12 是本发 明太阳能电池模块阵列的实施例四中的第一混泥土支架的结构

示意图。

具体 实施方式

现在参考附图描述本发 明的实施例 ，附图中类似 的元件标号代表类似 的元

件 。

如 图 1 所示，本发 明太阳能电池发 电系统 包括太阳能控制器、逆变器、蓄

电池及太阳能电池模块阵列，其 中，所述太阳能电池模块阵列安装于户外 ，并

形成阵列排布结构 ，用于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而蓄 电池用于将太阳能电池板

所发 出的电能储存起 来，并在需要 时释放 ；逆变器用于将直流电能转换成交流

电能；所述太阳能控制器用于控制整个 系统的工作状态。



如 图 2-图 4 所示，所述太阳能电池模块阵列包括太阳能电池模块阵列支架 1

及太阳能电池模块 2 , 所述太阳能电池模块阵列支架 1 包括混泥土支架 10、连

接件 20 及 固定销 30, 所述混泥土支架 10 等 间距 的直立排布形成阵列结构 ，相

邻的所述混泥土支架 10 之 间通过所述连接件 20 相互 固定连接 ，且位 于所述阵

列结构的外 围的混泥土支架 10 围成多边形 ，所述太阳能电池模块 2 —— 对应 的

安装于所述混泥土支架 10 上 。

结合 图 2-图 7 所示，在本发 明的第一 实施例 中，以将太阳能电池模块阵列

安装于户外地面为例进行说 明，在本 实施例 中，位于所述太阳能电池模块阵列

的外 围的混泥土支架 10 围成矩形结构 ，所述混泥土支架 10 分为第一混泥土支

架 11及第二混泥土支架 12, 且第一混泥土支架 11及第二混泥土支架 12 均呈工

字形结构 ，这样 ，一方面方便其上端面安装太阳能电池模块 ，另一方面其设置

于地面上后具有较 高的稳定性；而所述第一混泥土支架 11设置于矩形阵列结构

的四角交点处 ，第二混泥土支架 12 则设置在阵列中的其他位置；具体地 ，第一

混泥土支架 11 的下端开设有安装孔 11c, 用于 固定第一混泥土支架 10, 在本 实

施例 中，第一混泥土支架 11 上的安装孔 11c 由其底部向 内凹陷而形成 ，即第一

混泥土支架 11 的下端形成 中空结构 ，这样 ，安装时，将 固定销 30 对应 固定于

地面并使其 凸出地面，而第一混泥土支架 11 上的安装孔 11c 对应插入 凸出的固

定销 30 上而使其 固定即可；在第一混泥土支架 11及第二混泥土支架 12 上均贯

穿开设至少两个通孔 ，在本 实施例 中，在第一混泥土支架 11 的两相对的侧壁上

贯穿开设有通孔 11a, 在其 两外的两相对的侧壁上贯穿开设有通孔 l ib, 通孔 11a

与通孔 l i b 的轴向相垂直，相应地 ，在第二混泥土支架 12 的两相对的侧壁上也

贯穿开设有所述通孔 12a, 其另外的两相对的侧壁上贯穿开设有通孔 12b, 用连

接件 20 将 两者连接 时，一连接件 20a 依次对应 穿过相邻的第一混泥土支架 11

上的通孔 11a及第二混泥土支架 12 上的通孔 12a 内并与之 固定，另一连接件 20b

依次对应 穿过相邻 的第一混泥土支架 11 上的通孔 l i b 及第二混泥土支架 12 上

的通孔 12b 内并与之 固定，这样 ，相邻的第一混泥土支架 11及第二混泥土支架

12 之 间通过所述连接件 20a、20b 相互 固定连接 ，且 固定于所述阵列结构的第一



混泥土支架 11及第二混泥土支架 12 上的所有连接件 20a 、20b 形成空间网状结

构 ，本 实施例 中，连接件 20a 、20b 优选为钢丝绳，当然，并不仅 限于是钢丝绳，

还可以是相类似 的其他具有牢 固结构的连接件 。

结合 图 3-图 5 所示，安装完第一混泥土支架 11、第二混泥土支架 12 使其形

成预先设计的阵列后 ，再将太阳能电池模块 2 —一对应 的安装于所述第一混泥

土支架 11及第二混泥土支架 12 上 ，首先在安装完成的第一混泥土支架 11及第

二混泥土支架 12 上分别先 固定上 固定件 40, 在本 实施例 中，固定件 40 是直接

于第一混泥土支架 11及第二混泥土支架 12 上涂上硅胶 而形成的硅胶层 2b, 最

后将太阳能电池模块 2 —— 对应粘贴 固定于第一混泥土支架 11及第二混泥土支

架 12 上 ，完成太阳能电池模块 2 的安装；当然，太阳能电池模块 2 并不限于本

实施例 中的釆用硅胶层 2b 来粘贴 固定连接 ，还可以釆用其他 的 固定方式，例如 ，

还可以釆用直接喷涂的方式在第一混泥土支架 11及第二混泥土支架 12 的顶端

面上形成其他粘合层 ，或是釆用其他方式在第一混泥土支架 11及第二混泥土支

架 12 的顶端面上 固定一连接机构 ，再将太阳能电池模块 2 稳定地 固定于第一混

泥土支架 11及第二混泥土支架 12 的顶端面上。

如 图 8 所示，在本发 明第一混泥土支架 11 的结构并不限于上述第一 实施例

中的结构 ，第一混泥土支架 11 的另一种结构 中，安装孔 11c 由在第一混泥土支

架 11 的下端对称开设 的两通孔形成 ，安装时，在对应 于第一混泥土支架 11 所

要安装的位置处 ，将 两固定销 30 分别 固定于地面并使其 凸出地 面，而第一混泥

土支架 11 上的两安装孔 11c 则分别对应插入 凸出的固定销 30 上 ，再分别通过两

固定件 30a 、30b 与 固定销 30 配合连接 而将第一混泥土支架 11 固定，当然，为

加强两者之 间连接 的稳定性 ，在 固定件 30a 、30b 与 固定销 30 之 间还可设置垫

圈等 ，此为本领域技术人 员所熟知的技术，不在赘述 。

如 图 9 所示，本发 明第一混泥土支架 11 的又一结构 中，为加强第一混泥土

支架 11 的连接 强度 ，在其下端还设置有一混泥土加 固件 50, 所述混泥土加 固件

50 埋设于地面，而所述 固定销 30 的一端 固定于混泥土加 固件 50 的上端 ，固定

销 30 的另一端穿过第一混泥土支架 11 下端的安装孔 11c 并 固定 ，从 而将第一混



泥土支架 11 固定于混泥土加 固件 50 上 ，而固定销 30 与第一混泥土支架 11之

间的固定连接方式可以是上述 固定方式中的任一种 ，当然，也还可以是其他 的

固定连接 方式。

如 图 10 所示 ，第一混泥土支架 11 并不限于上述第一 实施例 中的设置方式，

在本发 明太阳能电池模块阵列的第二 实施例 中，第一混泥土支架 11 可根据 实际

安装太阳能电池模块阵列的需要 而设置在阵列中的其他位置，例如 ，当所述阵

列较 大时，可将第一混泥土支架 11 等 间距 的分布于所述阵列的最外 围，这样 ，

根据太阳能电池模块阵列的大小，可选择 的安装第一混泥土支架 11, 从 而使 混

泥土支架阵列具有较好 的稳定性 。

如 图 11 所示 ，当太阳能电池阵列足够大时，为使太阳能电池模块阵列具有

更好 的稳定性 ，还可将第一混泥土支架 11 等 间距 的分布于所述阵列结构 中，以

使混泥土支架所形成的阵列具有较 高的稳定性 ，而第一混泥土支架 11 的固定方

式，及其与第二混泥土支架 12 之 间的连接方式与上述 实施例一相 同。

可 以理解地 ，并非所有 的太阳能电池模块阵列中都必须需使用第一混泥土

支架 11及第二混泥土支架 11, 在安装环境对太阳能电池模块的影响较 小的情况

下，也可以仅选择使用第二混泥土支架 12, 以节省安装程序 ，提 高安装效率。

如 图 12 所示，在本发 明太阳能电池模块阵列的第四实施例 中，混泥土支架

10 所 包含 的第一混泥土支架 11 及第二混泥土支架 12 的排列方式也可以是上述

实施例 中的任意一种 ，不 同之处在于，所述混泥土支架 10 的顶端面设置成倾斜

结构 ，以第一混泥土支架 11 为例进行说 明，在本 实施例 中，第一混泥土支架 11

的顶端面 l i b 设计成倾斜结构 ，而第一混泥土支架 11 的 固定方式可以是通过 固

定销 30 直接 固定，也可以是利用混泥土加 固件 50 来 固定；可以理解地 ，由于

第一混泥土支架 11 的顶端面设计成倾斜结构 ，第二混泥土支架 12 的顶端面也

设计成相对应 的倾斜结构 ，在此不再详述；因此 ，在 实际安装过程 中，可根据

具体 的安装位置及釆光条件 ，选择性地将第一混泥土支架 11及第二混泥土支架

1 的顶端面设计成 0。-90 。的倾斜结构 ，以便安装于其上的太阳能电池模块更好

地接收太阳光，从 而提 高发 电效率。



下面结合 图 1-图 8 所示 ，对本发 明太阳能电池模块阵列的安装过程进行描

述。

首先 ，预先制备 所需的混泥土支架 10, 所述混泥土支架 10 包括第一混泥土

支架 11及第二混泥土支架 12, 且第一混泥土支架 11 的下端开设有安装孔 11c;

其次，将混泥土支架 10 按照所需要排列的太阳能电池模块阵列结构进行安装 ，

即将第一混泥土支架 11、第二混泥土支架 12 按照所要排成的阵列结构排列，且

第一混泥土支架 11 设置于该阵列结构的交点处 ，并将钢丝绳 20 分别穿过两相

邻的第一混泥土支架 11 及第二混泥土支架 12 并与之 固定连接 ，从 而使连接 混

泥土支架的所有钢丝绳 20 形成 空间网状结构；然后 ，在对应于第一混泥土支架

11 的位置处 ，将 固定销 30 凸出固定；接着，将相互连接起 来的第一混泥土支架

11 及第二混泥土支架 12 放置到预设 的安装位置，并使第一混泥土支架 11 的安

装孔 11c 插入 固定销 30 上进行 固定，完成混泥土支架 10 的安装；最后 ，分别对

应在每一个第一混泥土支架 11 或第二混泥土支架 12 上分别对应安装太阳能电

池模块 2 , 是其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太阳能电池模块阵列。

由于本发 明的太阳能电池模块阵列支架 1, 其 包括混泥土支架 10、连接件

20 及 固定销 30, 所述混泥土支架 10 等 间距 的直立排布形成阵列结构 ，相邻的

混泥土支架 10 之 间通过连接件 20 相互 固定连接 ，且位于阵列结构的外 围的混

泥土支架 10 围成多边形 ，而混泥土支架 10 分为第一混泥土支架 11及第二混泥

土支架 12, 所述第一混泥土支架 11 的下端开设有安装孔 11c, 第一混泥土支架

11位 于所述多边形的交点处 ，对应第一混泥土支架 11 处 固定并凸出设置有所述

固定销 30, 第一混泥土支架 11 的安装孔 11c 插入 凸出的 固定销 30 上并 固定；

釆用混泥土制成的混泥土支架 10 大大降低 了支架的生产成本 ，且第一混泥土支

架 11 通过 固定销 30 固定于阵列的结构的交点处 ，相邻混泥土支架之 间通过连

接件 20 相互 固定连接 ，这样 大大加强 了太阳能电池模块阵列支架的稳定性 。

本发 明太阳能电池发 电系统 的原理及结构设计等均为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

所熟知 , 在此不再做详细的说 明。

以 上所揭露的仅为本发 明的优选 实施例 而 已 ， 当然不能以 此来限定本发 明



之权利范围，因此依本发 明申请 专利范围所作 的等 同变化 ，仍属本发 明所涵盖



权 利 要 求

1、一种 太阳能电池模块阵列支架，用于在户外安装太阳能电池模块并形成

呈阵列排布的太阳能电池模块阵列，其特征在于：所述太阳能电池模块阵列支

架 包括混泥土支架、连接件及 固定销 ，所述混泥土支架等 间距 的直立排布形成

阵列结构 ，相邻 的所述混泥土支架之 间通过所述连接件相互 固定连接 ，位于所

述阵列结构 的外 围的混泥土支架 围成多边形 ，所述混泥土支架分为第一混泥土

支架及第二混泥土支架，所述第一混泥土支架的下端开设有安装孔 ，所述第一

混泥土支架位于所述多边形的交点处 ，对应所述第一混泥土支架处 固定并凸出

设置所述 固定销 ，所述第一混泥土支架的安装孔插入 凸出的所述 固定销上并 固

定。

2、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太阳能电池模块阵列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太阳

能电池模块阵列支架还 包括混泥土加 固件 ，所述混泥土加 固件对应 于所述第一
混泥土支架 固定 ，所述 固定销 的一端 固定于所述混泥土加 固件上 ，所述 固定销

的另一端穿入所述第一混泥土支架的安装孔 内并 固定。

3、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太阳能电池模块阵列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

混泥土支架等 间距 的分布于所述多边形上。

4、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太阳能电池模块阵列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

混泥土支架等 间距 的分布于所述阵列结构 中。

5、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太阳能电池模块阵列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

件为钢丝绳，所述混泥土支架上贯穿开设至少两个通孔 ，所述钢丝绳依 次对应

穿过相邻 的所述混泥土支架上的通孔并与所述混泥土支架 固定 ，相邻 的所述混

泥土支架之 间通过所述钢丝绳相互 固定连接 。



6、如权利要求 5 所述的太阳能电池模块阵列支架，其特征在于：固定于所

述阵列结构的混泥土支架上的钢丝绳形成空间网状结构 。

7、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太阳能电池模块阵列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混泥

土支架的顶端面呈倾斜结构 。

8、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太阳能电池模块阵列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混泥

土支架呈工字形结构 。

9、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太阳能电池模块阵列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混泥

土支架的顶端面上还设置有 固定件 ，用于 固定连接 太阳能电池模块。

10、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太阳能电池模块阵列支架，其特征在于：位于所

述阵列结构的外 围的混泥土支架 围成矩形。

11、一种太阳能电池模块阵列，包括太阳能电池模块 ，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

如权利要 求 1-10 中任一项所述的太阳能电池模块阵列支架，所述太阳能电池模

块—— 对应 的安装于所述混泥土支架上。

12、一种 太 阳能电池发 电系统 ，包括太阳能控制器，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

如权利要 求 11 所述的太阳能电池模块阵列，所述太阳能控制器控制所述太阳能

电池模块阵列的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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