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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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1212705.4

(22)申请日 2018.10.18

(71)申请人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610207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西南航空

港经济开发区双华路三段580号

(72)发明人 张兵树　

(51)Int.Cl.

H05B 33/08(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智能调节LED太阳能路灯亮度的方法及

路灯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智能调节LED太阳能路灯亮

度的方法及路灯，对太阳能路灯的亮灯控制、照

明控制等进行优化设计是充分发挥太阳能灯效

能，以实现太阳能灯全年能够正常照明。上述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①根据LED太阳能照明的特点

及人们照明需求规律，将每天太阳能路灯的亮灯

时间分为多个时间段，为每个时间段设定太阳能

路灯的最大输出功率；②根据太阳能锂电池的工

作特性，设定第一阈值电压和第二阈值电压；③

检测太阳能锂电池电压并与前述阈值电压进行

比较；④根据比较结果设定各时间段的太阳能路

灯输出功率。上述路灯包括太阳能光伏板、太阳

能控制器、太阳能锂电池、灯杆、LED灯具，太阳能

控制器采用前述方法对太阳能锂电池的输出功

率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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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调节LED太阳能路灯亮度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①根据LED太阳能照明的特点及人们照明需求规律，将每天LED太阳能路灯的亮灯时间

分为多个时间段，为每个时间段设定LED太阳能路灯的最大输出功率；

②根据太阳能锂电池的工作特性，设定第一阈值电压和第二阈值电压；

③检测太阳能锂电池电压并与前述阈值电压进行比较；

④根据比较结果设定各时间段的LED太阳能路灯输出功率。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调节LED太阳能路灯亮度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④的

具体方案如下：

如果测检到太阳能锂电池的电压大于或等于第一阈值电压，LED灯具亮灯按每个时间

段设置的最大输出功率工作；

如果测检到太阳能锂电池的电压小于第一阈值电压且大于或等于第二阈值电压，求取

检测时刻锂电池的实际剩余电量与电池总电量的比值K，为LED灯具亮灯设置检测时刻对应

时间段的输出功率，该输出功率为此时间段最大输出功率与上述比值K的乘积；

如果测检到太阳能锂电池的电压小于第二阈值电压，中止LED灯具的照明功能，使电池

进入欠压保护状态。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调节LED太阳能路灯亮度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划分的所

述时间段是依据人们活动特点设置的固定时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调节LED太阳能路灯亮度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为每

个时间段设定LED太阳能路灯的最大输出功率是根据人们照明需求规律，为每个时间段设

置的LED灯具最大输出照明功率。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调节LED太阳能路灯亮度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

阈值电压是12V。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调节LED太阳能路灯亮度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

阈值电压是11V。

7.一种智能调节亮度的LED太阳能路灯，包括：太阳能光伏板(1)、太阳能控制器(2)、太

阳能锂电池(3)、灯杆(4)、LED灯具(5)，其特征在于，太阳能控制器(2)采用如权利要求1所

述的方法对太阳能锂电池(3)的输出功率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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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调节LED太阳能路灯亮度的方法及路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户外照明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智能调节LED太阳能路灯  亮度的方法及

路灯。

背景技术

[0002] 大阳能作为一种安全、节能、环保的新能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随着太阳能

光伏技术的发展和进步，LED太阳能路灯有环保、节能的双重  优势，LED太阳能路灯的应用

已经逐渐形成规模。

[0003] LED太阳能路灯以太阳能作为能源，将太阳能转换为电能，白天太阳  能光伏板对

太阳能锂电池充电，将电能存储起来晚上给LED灯具供电，  无需复杂昂贵的管线铺设，可任

意调整灯具的布局，安全节能无污染，无 需人工操作，工作稳定可靠，节省电费，免维护，应

用前景广阔。

[0004] 太阳能LED路灯主要包括：太阳能光伏板、太阳能控制器、太阳能  锂电池、灯杆、

LED灯具等组件。现有的太阳能路灯在天黑亮灯，天亮灭  灯，来实现照明的目的，但是现有

太阳能路灯在节能方面存在以下不足：  ①没有考虑LED太阳能路灯分时段输出功率的节能

率，在深夜的时候，  可降低LED灯具的输出功率，减少不必要的能源浪费；②在日照不充分 

的季节或阴雨天，太阳能锂电池充电不足，电压低时，不能自动调节LED  灯具的亮度，LED太

阳能路灯照明时间短。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供一种智能调节LED太阳能路灯亮度的方法及路灯，太阳 能路灯的节能

特点以及人们的照明需求，在满足国家相关标准的前提下，  对太阳能路灯的亮灯控制、照

明控制等进行优化设计是充分发挥太阳能灯 效能，以实现太阳能灯全年能够正常照明。

[0006]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通过如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7] 本发明提供一种智能调节LED太阳能路灯亮度的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08] ①根据LED太阳能照明的特点及人们照明需求规律，将每天LED太  阳能路灯的亮

灯时间分为多个时间段，为每个时间段设定LED太阳能路  灯的最大输出功率；

[0009] ②根据太阳能锂电池的工作特性，设定第一阈值电压和第二阈值电压；

[0010] ③检测太阳能锂电池电压并与前述阈值电压进行比较；

[0011] ④根据比较结果设定各时间段的LED太阳能路灯输出功率。

[0012] 优选的，步骤④的具体方案如下：

[0013] 如果测检到太阳能锂电池的电压大于或等于第一阈值电压，LED灯具  亮灯按每个

时间段设置的最大输出功率工作；

[0014] 如果测检到太阳能锂电池的电压小于第一阈值电压且大于或等于第  二阈值电

压，求取检测时刻锂电池的实际剩余电量与电池总电量的比值K，  为LED灯具亮灯设置检测

时刻对应时间段的输出功率，该输出功率为此 时间段最大输出功率与上述比值K的乘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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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如果测检到太阳能锂电池的电压小于第二阈值电压，中止LED灯具  的照明功能，

使电池进入欠压保护状态。

[0016] 优选的，划分的所述时间段是依据人们活动特点设置的固定时间。

[0017] 优选的，所述为每个时间段设定LED太阳能路灯的最大输出功率是  根据人们照明

需求规律，为每个时间段设置的LED灯具最大输出照明功 率。

[0018] 优选的，所述第一阈值电压是12V。

[0019] 优选的，所述第二阈值电压是11V。

[0020]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智能调节亮度的LED太阳能路灯，包括：太阳能  光伏板、太阳能

控制器、太阳能锂电池、灯杆、LED灯具，太阳能控制器  采用前述方法对太阳能锂电池的输

出功率进行控制。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较，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首先，分时段设置LED  太阳能路灯的

输出功率，在深夜的时候，可降低LED灯具的输出功率，  提高能效，减少不必要的能源浪费；

其次，在日照不充分的季节或阴雨天，  太阳能锂电池充电不足，电压低时，能自动调节LED

灯具的亮度，减少  锂电池的用电量，使LED太阳能路灯能在阴雨天连续亮灯。由此解决目 

前太阳能路灯在阴雨天或地域限制下日照时间不够，太阳能光伏板对锂电  池充电不足、太

阳能锂电池电量低、亮灯时间短、照明效果差的问题，提  供一种高效节能、安全稳定、亮灯

时间长、照明效果好，具有很好的市场  推广前景和综合使用价值。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发明的LED太阳能路灯结构图；

[0023] 图2是根据本发明的方法划分得到的每天LED灯具最大功率分段图；

[0024] 图3是本发明的锂电池剩余电量分段图；

[0025] 图4是根据本发明的方法划分得到的每天LED灯具输出功率分段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实施  例，对本发

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  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

用于限定本发明。

[0027] 图1是发明的LED太阳能路灯结构图。主要结构包括太阳能光伏板1、  太阳能控制

器2、太阳能锂电池3、灯杆4、LED灯具5。太阳能光伏板1  架设在路灯灯杆4的顶端，以最大限

度保证其不受遮挡地接收太阳能。太  阳能控制器2和太阳能锂电池3安装在太阳能光伏板1

的背面。LED灯具  5通过其支架固定在灯杆4上稍低的位置。太阳能锂电池3储存由太阳光 

能经太阳能光伏板1转化得到的电能，以保障日照结束后LED灯具的照 明供电。太阳能控制

器2检测太阳能锂电池3的电压，依据前述智能调节  LED太阳能路灯亮度的方法，控制太阳

能锂电池3的输出电流或功率，优 化太阳能路灯的照明效果。

[0028] 以下部分结合附图2至4具体解释本发明智能调节LED太阳能路灯  亮度的方法各

步骤：

[0029] 步骤①：根据LED太阳能照明的特点及人们照明需求规律，可将每  天LED太阳能路

灯的亮灯时间分为多个时间段Ti(i＝1,2,3,4…n)，每个时  间段可设定LED太阳能路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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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输出功率Pi(i＝1,2,3,4…n)，见(附图  2所示的)每天LED灯具最大功率分段图。

[0030] 步骤②：根据太阳能锂电池的工作特性，设定第一阈值电压12V和第  二阈值电压

11V。

[0031] 步骤③：在白天转黑夜后，太阳能控制器会自动检查太阳能锂电池的 电压，然后

与前述阈值电压进行比较。

[0032] 根据步骤③比较的结果，步骤④进行如下操作：

[0033] 太阳能控制器测检到太阳能锂电池的电压V≥12V时，说明锂电池电  量充足，LED

灯具亮灯按每个时间段设置的最大输出功率工作，其LED  灯具用电量最高，将高用电量的

情况表示为Qh：

[0034]

[0035] 式中，Pi(i＝1,2,3,4,…n)每天第i亮灯阶段设置LED灯具的最大输出  功率，可根

据人们照明需求规律，任意设定，可互不相同；Ti(i＝1,2,3,4,…n)  为每天第i个亮灯阶段

的时长，是依据人们活动特点设置的固定时间。

[0036] 此时，LED太阳能路灯在每个时间段的输出功率为设定的最大输出功 率。

[0037] 太阳能控制器测检到锂电池的电压在11V≤V<12V时，说明锂电池电  量不足，太阳

能控制器自动检测每个时间段Ti(i＝1,2,3,4,…n)太阳能锂电  池的实际剩余电量Ci(i＝

1,2,3,4,…n)，见(附图3所示的)锂电池剩余电 量分段图。

[0038] 此时，太阳能控制器根据检测到锂电池的实际剩余电量Ci  (i＝1,2,3,4,…n)，所

得到每个时间段太阳能锂电池的剩余电量与总电量的 比值表示为Ki(i＝1,2,3,4,…n)：

[0039]

[0040] 此时，LED太阳能路灯在在每个时间段亮灯的实际输出功率为每个时 间段设置的

最大输出功率Pi(i＝1,2,3,4,…n)乘以每个时间段太阳能锂电池 的剩余电量与总容电量

的比值Ki(i＝1,2,3,4,…n)，见(附图4所示的)每 天LED灯具输出功率分段图。

[0041] 此时LED灯具用电量低，将低用电量的情况表示为Ql：

[0042]

[0043] 式中，Pi(i＝1,2,3,4,…n)每天第i亮灯阶段设置LED灯具的最大输出  功率，可根

据人们照明需求规律，任意设定，可互不相同；Ti(i＝1,2,3,4,…n)  为每天第i个亮灯阶段

的时长，是依据人们活动特点设置的固定时间；Ki  (i＝1,2,3,4,…n)每天第i亮灯阶段太

阳能锂电池的剩余电量与总电量的比 值。

[0044] 此时，LED太阳能路灯在每个时间段的输出功率根据太阳能锂电池的  剩余电量自

动调节。

[0045] 太阳能控制器检测锂电池电压V<11V时，说明锂电池欠压，锂电池  不再放电，进入

欠压保护状态，LED灯具不亮，待白天太阳能光伏板对  锂电池充电，当下一个亮灯时间太阳

能控制器检测锂电池电压≥11V时，  LED太阳能路灯将按以上步骤②或步骤③工作，保证了

锂电池的使用稳定 性和使用寿命。

[0046] 在日照充分的季节或地区，太阳日照时间长，每天太阳能光伏板对锂 电池充电

多，电量充足的情况下，锂电池的电压V≥12V时，LED太阳能  路灯亮灯时按分时段设定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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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功率Pi(i＝1,2,3 ,4 ,…n)比不分段全部采用  最大功率输出P的情况下，用电量明显减

少。

[0047] 根据常规人们照明需求规律，将LED太阳能的亮灯时间分四个阶段，  分时段输出

功率与不采用分段全功率输出的情况下，一个晚上用电量对比  如下：

[0048] 设定：LED灯具最大功率P＝30W，n＝4；

[0049] LED灯具分时段功率为：P1＝30W，P2＝20W，P3＝10W，P4＝25W；

[0050] 分段照明时间为：T1＝3小时，T2＝1小时，T3＝4小时，T4＝2小时；

[0051] LED灯具不分时段输出功率的用电量为Q1：

[0052] 根据公式：Q1＝P×(T1+T2+T3+T4)

[0053] Q1＝30×(3+1+4+2)＝300

[0054] LED灯具分时段输出功率的用电量Q2：

[0055] 根据公式1：

[0056]

[0057] 根据以上两种情况，用电量减少比例为：

[0058] (Q1-Q2)÷Q1×100％＝(300-200)÷300×100％＝33％(取整)

[0059] 结论：LED灯具设定分时段输出功率与不采用分段全功率输出的情况  下，用电量

减少33％以上。

[0060] 在日照不充分的季节或地区，阴雨天的时间长，每天太阳能光伏板对  锂电池充电

少、电量不足的情况下，LED灯具的输出功率会根据每个时间  段锂电池的剩余电量情况，自

动调节LED灯具的输出功率，即自动调节  LED灯具的亮度，用电量明显减少，增加LED太阳能

路灯在阴雨天的照 明时间。

[0061] 根据常规人们照明需求规律，将LED太阳能的亮灯时间分四个阶段，  太阳能控制

器检测到锂电池的电压在11V≤V<12V时，LED灯具在自动调  节输出功率后，一个晚上的用

电量Q3：

[0062] 设定：LED灯具最大功率P＝30W，n＝4；

[0063] LED灯具分时段功率为：P1＝30W，P2＝20W，P3＝10W，P4＝25W；

[0064] 分段照明时间为：T1＝3小时，T2＝1小时，T3＝4小时，T4＝2小时；

[0065] 锂电池C＝100AH，C1＝60AH，C2＝50AH，C3＝40AH，C4＝30AH，

[0066] 根据权利要求1公式2计算：

[0067]

[0068] K1＝0.6，K2＝0.5，K3＝0.4，K4＝0.3

[0069] 此时LED太阳能路灯在每个时间段的实际输出功率为：

[0070] T1时间段实际输出功率：P1K1＝30×0.6＝18W

[0071] T2时间段实际输出功率：P2K2＝20×0.5＝10W

[0072] T3时间段实际输出功率：P3K3＝10×0.4＝4W

[0073] T4时间段实际输出功率：P4K4＝25×0.3＝7.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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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4] 根据权利要求1的公式3：

[0075]

Q3＝30×3×0.6+20×1×0.5+10×4×0.4+25×2×0.3＝95

[0076] 太阳能控制器根据锂电池的剩余电量自动调节LED灯具的输出功率  后，用电量比

之前减少比例为：

[0077] (Q2-Q3)÷Q2×100％＝(200-95)÷200×100％＝52.5％

[0078] 结论：太阳能锂电池的电量不足，电压在11V≤V<12V时，LED太阳 能路灯的输出功

率会根据每个时间段锂电池的剩余电量情况自动调节  LED灯具的输出功率，即自动调节

LED太阳能路灯的亮度，此时用电量 明显减少，增加LED太阳能路灯的照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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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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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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