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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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0332105.2

(22)申请日 2020.04.24

(66)本国优先权数据

201911411825.1 2019.12.31 CN

(71)申请人 聊城科创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 252000 山东省聊城市高新区黄河路

16号科创大厦519室

(72)发明人 马保和　郭大威　张宪玺　巨晓宁　

郭西营　葛利平　

(74)专利代理机构 济南尚本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37307

代理人 杨宝根　董洁

(51)Int.Cl.

F21S 9/03(2006.01)

F21V 23/00(2015.01)

F21V 33/00(2006.01)

F21W 131/103(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独立太阳能物联网道路桥梁护栏智慧

景观灯

(57)摘要

一种独立太阳能物联网道路桥梁护栏智慧

景观灯。本产品其组成包括:底座，所述的底座包

括左底座和右底座，所述的左底座连接左支撑

柱，所述的左支撑柱的一侧开有左下镶嵌槽和左

上镶嵌槽，所述的右底座连接右支撑柱，所述的

右支撑柱的一侧开有右下镶嵌槽和右上镶嵌槽，

所述的左下镶嵌槽、所述的左上镶嵌槽、所述的

右下镶嵌槽、所述的右上镶嵌槽均固定光伏组

件，所述的左支撑柱的另一侧开有左镶嵌槽，所

述的右支撑柱的另一侧开有右镶嵌槽，所述的左

镶嵌槽与所述的右镶嵌槽均固定光伏组件，所述

的光伏组件通过导线连接所述的光伏组件。本发

明用于道路桥梁护栏智慧景观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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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独立太阳能物联网道路桥梁护栏智慧景观灯，其组成包括:底座，其特征是:所

述的底座包括左底座和右底座，所述的左底座连接左支撑柱，所述的左支撑柱的一侧开有

左下镶嵌槽和左上镶嵌槽，所述的右底座连接右支撑柱，所述的右支撑柱的一侧开有右下

镶嵌槽和右上镶嵌槽，所述的左下镶嵌槽、所述的左上镶嵌槽、所述的右下镶嵌槽、所述的

右上镶嵌槽均固定光伏组件，所述的左支撑柱的另一侧开有左镶嵌槽，所述的右支撑柱的

另一侧开有右镶嵌槽，所述的左镶嵌槽与所述的右镶嵌槽均固定光伏组件，所述的光伏组

件通过导线连接所述的光伏组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独立太阳能物联网道路桥梁护栏智慧景观灯，其特征是:

所述的左支撑柱与所述的左支撑柱的一侧均具有凸弧，所述的凸弧一侧镶嵌所述的光伏组

件，所述的左支撑柱与所述的左支撑柱的另一侧均具有凹弧，所述的凹弧一侧镶嵌所述的

光伏组件，所述的左支撑柱的顶部具有左圆套，所述的右支撑柱的顶部具有右圆套，所述的

左圆套与所述的右圆套之间通过顶圆杆连接，所述的左支撑柱开有一组左连接孔，所述的

右支撑柱开有一组右连接孔，所述的左连接孔与所述的右连接孔之间通过圆拉杆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独立太阳能物联网道路桥梁护栏智慧景观灯，其特征是:

所述的光伏组件连接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所述的物联网INTERNETOFTHINGS的PV光

电的连接光伏组件SOLARCELL和电池BATT，所述的物联网INTERNETOFTHINGS连接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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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独立太阳能物联网道路桥梁护栏智慧景观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独立太阳能物联网道路桥梁护栏智慧景观灯。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交通、住宅小区和旅游景区的不断发展，需要大量的有灯体(杆) 的景观照明

等，其中灯体制造需要较好的钢材，外部需喷涂专用塑粉或对铝合金表面进行深度阳极氧

化处理，由于灯体长度达4-7米，给以上加工带来设备和工艺的复杂化，此外灯体还要有必

须的安装基础，清理光伏组件和维护灯具需要高空作业，这一切都给景观照明增加了成本。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电源充足，使用效果好的一种独立太阳能物联网道路桥

梁护栏智慧景观灯。

[0004] 上述的目的通过以下的技术方案实现：

[0005] 一种独立太阳能物联网道路桥梁护栏智慧景观灯，其组成包括:底座，所述的底座

包括左底座和右底座，所述的左底座连接左支撑柱，所述的左支撑柱的另一侧开有左下镶

嵌槽和左上镶嵌槽，所述的右底座连接右支撑柱，所述的右支撑柱的一侧开有右下镶嵌槽

和右上镶嵌槽，所述的左下镶嵌槽、所述的左上镶嵌槽、所述的右下镶嵌槽、所述的右上镶

嵌槽均固定光伏组件，所述的左支撑柱的另一侧开有左镶嵌槽，所述的右支撑柱的另一侧

开有右镶嵌槽，所述的左镶嵌槽与所述的右镶嵌槽均固定光伏组件，所述的光伏组件通过

导线连接所述的光伏组件。

[0006] 所述的一种独立太阳能物联网道路桥梁护栏智慧景观灯，所述的左支撑柱与所述

的左支撑柱的一侧均具有凹弧，所述的凹弧一侧镶嵌所述的光伏组件，所述的左支撑柱与

所述的左支撑柱的另一侧均具有凹弧，所述的凹弧一侧镶嵌所述的光伏组件，所述的左支

撑柱的顶部具有左圆套，所述的右支撑柱的顶部具有右圆套，所述的左圆套与所述的右圆

套之间通过顶圆杆连接，所述的左支撑柱开有一组左连接孔，所述的右支撑柱开有一组右

连接孔，所述的左连接孔与所述的右连接孔之间通过圆拉杆连接。

[0007] 所述的一种独立太阳能物联网道路桥梁护栏智慧景观灯，所述的光伏组件连接物

联网INTERNET  OF  THINGS，所述的物联网  INTERNETOFTHINGS的PV光电的连接光伏组件

SOLARCELL和电池  BATT，所述的物联网INTERNETOFTHINGS连接手机。

[0008] 有益效果

[0009] 1 .本发明由于2个光伏组件安装在立柱上，平均为90°，光伏组件安装角度安装光

伏组件效率为58％，提供的2块光伏组件功率合计为3.8w×  2＝7.6w，垂直安装功率为7.6w

×58％＝4.4w。

附图说明

[0010] 附图1是本产品光伏组件安装示意图(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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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附图2光伏组件安装示意图(背面)。

[0012] 附图3物联网智能控制器联接示意图。

[0013] 附图4运行控制示意图。

[0014] 附图5手机接收锂电池电压信息图。

[0015] 附图6现场照片一。

[0016] 附图7现场照片二。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

[0018] 实施例1

[0019] 一种独立太阳能物联网道路桥梁护栏智慧景观灯，其组成包括:底座，所述的底座

包括左底座1和右底座2，所述的左底座连接左支撑柱3，所述的左支撑柱的一侧开有左下镶

嵌槽4和左上镶嵌槽5，所述的右底座连接右支撑柱  6，所述的右支撑柱的一侧开有右下镶

嵌槽7和右上镶嵌槽8，所述的左下镶嵌槽、所述的左上镶嵌槽、所述的右下镶嵌槽、所述的

右上镶嵌槽均固定光伏组件9，所述的左支撑柱的另一侧开有左镶嵌槽，所述的右支撑柱的

另一侧开有右镶嵌槽11，所述的左镶嵌槽与所述的右镶嵌槽均固定光伏组件12，所述的光

伏组件通过导线连接所述的光伏组件。

[0020] 实施例2

[0021] 实施例1所述的一种独立太阳能物联网道路桥梁护栏智慧景观灯，所述的左支撑

柱与所述的左支撑柱的一侧均具有凹弧，所述的凹弧一侧镶嵌所述的光伏组件，所述的左

支撑柱与所述的左支撑柱的另一侧均具有凹弧，所述的凹弧一侧镶嵌所述的光伏组件，所

述的左支撑柱的顶部具有左圆套13，所述的右支撑柱的顶部具有右圆套14，所述的左圆套

与所述的右圆套之间通过顶圆杆15连接，所述的左支撑柱开有一组左连接孔16，所述的右

支撑柱开有一组右连接孔17，所述的左连接孔与所述的右连接孔之间通过圆拉杆18连接。

[0022] 实施例3

[0023] 实施例2所述的一种独立太阳能物联网道路桥梁护栏智慧景观灯，所述的光伏组

件连接物联网INTERNETOFTHINGS，所述的物联网  INTERNETOFTHINGS的PV光电的连接光伏

组件SOLARCELL和电池  BATT，所述的物联网INTERNETOFTHINGS连接手机。

[0024] 实施例4

[0025] 上实施例所述的一种独立太阳能物联网道路桥梁护栏智慧景观灯，在道路(或桥

梁)护栏上加装独立太阳能智慧灯系列功能，不但省去了灯体及其安装基础，使护栏在不增

加材料的基础上加装物联网智能控制器，使护栏具备了景观智能照明、LED广告、城市广播、

环境检测、网络覆盖、一键呼救、便民信息屏等功能，用户可同时用手机、电脑监测运行情

况，使用方便，使道路桥梁护栏变成智慧护栏。

[0026] 2019年9月，我公司为浙江衢州安装了独立太阳能道路智慧护栏并已投入使用。

[0027] 附：光伏组件安装示意图，见附图1、附图2；实景图见附图6、附图7。

[0028] 实施例5

[0029] 上实施例所述的一种独立太阳能物联网道路桥梁护栏智慧景观灯，太阳能光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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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选用我公司研制的独立太阳能光伏系统用单晶硅轻薄光伏组件，该组件无边框、接线盒

和连接器。性能参数见表一光伏组件电性能参数、表二光伏组件机械性能参数、表三光伏组

件温度系数。

[0030] 表一

[0031]

[0032] 表二

[0033]

[0034] 表三

[0035] 功率温度系数 短路电流温度系数 开路电压温度系数 

-(0.4±0.01)％/℃ (0.03±0.01)％/℃ -(0.32±0.01)％/℃ 

[0036] 磷酸铁锂电池，选用32650沃特码电芯，磷酸铁锂电池电性能参数见

[0037] 表四

[0038]

[0039] 物联网智能控制器

[0040] 本发明只选用智慧照明用物联网路灯控制器，其他功能如LED广告、环境检测、网

络覆盖、一键呼救等功能可根据业主要求改换相应的物联网智能控制器，以上功能不在发

明范围。各种物联网智能控制器可外购或自制，技术成熟。本发明采用的物联网控制器功能

如下：

[0041] ⑴MPPT太阳能充电功能；

[0042] ⑵具有无线通讯功能，通过太阳能景观灯智能管理系统和无线模块，对景观灯进

行远程监测，适时监控；

[0043] ⑶支持远程开关灯/调光及锂电池、负载参数修改；

[0044] ⑷适时监控光伏组件电压、电流、功率、蓄电池充放电电流、电压、负载工作状态和

控制器工作状态等数据以及故障自动报警；

[0045] ⑸可根据电池电量自动调节负载功率，最大限度延长照明时间；

[0046] ⑹确保输出电流平滑稳定，减少光衰，延长LED灯使用寿命；

[0047] ⑺防止夜间蓄电池向光伏组件放电，蓄电池欠压保护、蓄电池过充保护保护、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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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短路保护、LED输出开路保护。

[0048] 物联网智能控制器性能参数见表五物联网智能控制器性能参数(一)、表六物联网

智能控制器性能参数(二)，物联网智能控制器联接示意图见图3。

[0049] 表五

[0050]

[0051] 表六

[0052]

[0053] 光源：选用2835白光硬灯条四条，参数见表七白光灯条光电性能参数(一)、表八白

光灯条光电性能参数(二)

[0054] 表七

[0055]

[0056] 表八

[0057] 发光角度 光衰 使用寿命 工作温度 每条重量 防水等级 

120° ≤5％(10000h) 50000h -30～60℃ 7～10g IP65 

[0058] 物联网控制

[0059] 利用道路桥梁护栏立柱内的空间安装高光敏LED光源，高效独立太阳能光伏组件、

长效锂电池和物联网智能控制器在灯箱内上方固定。物联网控制器可实时进行远程在线监

测、调控。智能手机和电脑均可授权连接，使用户对运行情况了如指掌；长效锂电池和物联

网控制器全封闭于一个盒内，防水等级IP67，通过手机和小程序可随时查看道路桥梁护栏

立柱灯的运行信息，下发运行管理策略。附：运行控制示意图，见图4；手机接收锂电池电压

信息图，见图5。

[0060] 蓄电池和光伏组件功率计算

[0061] ⑴蓄电池功率计算

[0062] 用户要求天黑后(可自行设定)景观灯亮3小时,不要求配光曲线。据此计算蓄电池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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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0064] 式中：

[0065] BC——蓄电池容量，单位Ah；

[0066] A——包括物联网控制器和线路损耗的安全系统，取1.1；

[0067] Q1——日平均负载用电量，单位为瓦时(Wh)；

[0068] n——自给天数，客户提供为5d；

[0069] T0——温度修正系数，取1.1；

[0070] U——直流系统额定电压，3.2V；

[0071] DOD——最大允许放电深度；取0.78。

[0072]

[0073] 12Ah磷酸铁锂电池可满足要求。

[0074] 2.3.2光伏组件功率计算

[0075]

[0076] 式中：

[0077] P——光伏组件功率，单位W；

[0078] Q1——日平均负载用电量，单位为瓦时(Wh)；

[0079] n——自给天数，客户提供为5d；

[0080] nw——客户提供两个连续阴雨天之间的最短间隔天数为30d；

[0081] H——标准光强下的年平均日辐照时数，单位为时(h)；

[0082] H＝11668(杭州数据)×(2.778/10000)＝3.24h

[0083] KOP——斜面修正系数，当地为0.9362；

[0084] CZ——修正系数，取0.8。

[0085]

[0086] 本项目太阳能光伏组件功率为7.6w，蓄电池容量为12Ah。

[008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或替换，

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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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4 页

8

CN 111365674 A

8



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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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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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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