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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温室用太阳能双面光伏发电内遮阴系

统

(57)摘要

一种温室用太阳能双面光伏发电内遮阴系

统，旋转轴（3）安装于双面光伏组件（1）侧边框，

并固定于支架（2）上；所述支架（2）由齿轮（7）和

链条（8）的安装通道、直流电线铺设通道（9）组

成；所述旋转轴（3）的端部配有齿轮（7），支架（2）

中的链条（8）通过第一电机（4（1））或第二电机（4

（2））控制位移，齿轮（7）旋转打开或闭合双面光

伏组件（1）实现遮阴；有太阳辐射且满足遮阴要

求时，双面光伏组件（1）产生的电能通过逆变控

制一体机（11）存储到蓄电池组（12）中，所述蓄电

池组（12）连接直流负载（13），所述逆变控制一体

机（11）可实现交流输出，直接输入交流负载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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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温室用太阳能双面光伏发电内遮阴系统，包括双面光伏组件（1）、支架（2）、旋转

轴（3）、第一电机（4（1））、第二电机（4（2））、电动执行及控制器（5）、温湿度传感器（6）、齿轮

（7）、链条（8）、直流电线铺设通道（9）、蜗轮蜗杆（10）、逆变控制一体机（11）、蓄电池组（12）、

直流负载（13）、交流负载（14），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轴（3）安装于双面光伏组件（1）侧边

框，并固定于支架（2）上；所述支架（2）由齿轮（7）和链条（8）的安装通道、直流电线铺设通道

（9）组成；所述旋转轴（3）的端部配有齿轮（7），支架（2）中的链条（8）通过第一电机（4（1））或

第二电机（4（2））控制位移，齿轮（7）旋转打开或闭合双面光伏组件（1）实现遮阴；有太阳辐

射且满足遮阴要求时，双面光伏组件（1）产生的电能通过逆变控制一体机（11）存储到蓄电

池组（12）中，所述蓄电池组（12）连接直流负载（13），所述逆变控制一体机（11）可实现交流

输出，直接输入交流负载（1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温室用太阳能双面光伏发电内遮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旋

转轴（3）的两端均配有齿轮（7），并安装于支架（2）内部，链条（8）通过第一电机（4（1））或第

二电机（4（2））控制位移带动齿轮（7）旋转，打开或闭合双面光伏组件（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温室用太阳能双面光伏发电内遮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链

条（8）拉动双面光伏组件（1）绕旋转轴（3）在0°～180°范围内旋转。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温室用太阳能双面光伏发电内遮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链

条（8）通过第一电机（4（1））正向旋转带动齿轮（7）打开双面光伏组件（1），实现温室的可控

有效遮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温室用太阳能双面光伏发电内遮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链

条（8）通过第二电机（4（2））逆向旋转带动齿轮（7）闭合双面光伏组件（1），闭合状态下双面

光伏组件（1）的背面也能实现光伏发电。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温室用太阳能双面光伏发电内遮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

动执行及控制器（5）能够根据监测到的温室内温室度值和适宜作物生长需求的温湿度值，

通过蜗轮蜗杆（10）控制电机。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温室用太阳能双面光伏发电内遮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双

面光伏组件（1）中，光伏电池片使用单晶硅，或者多晶硅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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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温室用太阳能双面光伏发电内遮阴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温室大棚技术，具体为温室用太阳能双面光伏发电内遮阴技术。

背景技术

[0002] 夏季太阳辐射引起的过度温室效应，致使温室内温度湿度过高，不适于作物生长，

病虫害问题凸显。因此，应用遮阴系统对温室遮阴是解决温室过热的有力措施，可有效调控

作物生长的适宜环境，实现日光温室高效高质生产。

[0003] 传统的温室遮阴方式采用遮阳网，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温室降温，但无法有效利用

太阳能。双面光伏组件可实现组件正反面光伏发电，在不同的使用环境下可吸收太阳能直

射光、地面反射光、空间散射光等实现最大化光伏发电。因此设计一种温室用太阳能双面光

伏发电内遮阴系统，满足温室遮阴的同时，在不同的遮阴状态下，均能实现光伏发电，用于

温室生产耗能。

[0004] 我国日光温室年能耗在5 .4～847 .4MJ/m2之间，每年燃煤供热量约为1499～

2998t/ha，因此，光伏发电技术被逐渐应用于日光温室中，产生了多种农光互补应用形式，

有效降低了日光温室能耗。依据作物种植类型、纬度、季节和温室特征，光伏发电和农业生

产能够达到平衡，但用光伏阵列代替现有的温室的玻璃表面会导致温室产生内部阴影，影

响种植作物的生长。

[0005] 中国发明专利名称为：一种温室大棚遮阳网自动收展装置及方法，申请号为：

CN201811292994，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温室大棚遮阳网自动收展装置及方法，该系统由

大棚支撑架、挡板、自动收展机构和遮阳网等组成，该系统根据不同农作物的光照需求实现

遮阳网的自动化操作管理，降低了人工操作的劳动强度，提高农作物的产率高等特点。但也

存在不足：自动化控制增加了电力成本，仅实现对温室不同光照需求的遮阴，造成太阳能资

源浪费。中国发明专利名称为：一种温室大棚的自动遮阳装置，申请号为：CN201721081422，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温室大棚的自动遮阳装置，该系统包括若干组遮阳装置，每组遮阳

装置由遮阳架、遮阳网、用于带动遮阳网伸展或收缩的滑动杆和用于控制滑动杆的滑动的

电动推杆等组成，具有自动调节光照强度、绿色环保等特点。但也存在一些不足：结构复杂，

增加了温室大棚的投入成本；二是没有有效的利用太阳辐射能量，仅是简单的对温室大棚

进行遮阳。中国发明专利名称为：一种柔性光伏遮阳蓄电一体化装置及光热利用系统，申请

号为：CN201910670990，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柔性光伏遮阳蓄电一体化装置及光热利用系统，

该系统包括柔性太阳能电池板、柔性热管、导热块和集热水管等，该系统在遮阴的同时，实

现光热、光电的转化利用。但将PVT板固定于屋面或者屋顶发电产热的同时，也会产生固定

的室内阴影会影响室内作物的品质和产量。中国发明专利名称为：大棚遮阳装置，申请号

为：CN181519414848，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大棚遮阳装置，该系统包括大棚内的支撑架、

遮阳布，驱动遮阳布沿支撑架来回滑动的驱动机构等，具有方便收卷，人工操作简单的特

点，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环保性能差，遮阳布使用年限短，容易风化，存在能源浪费，

二是遮阳效果与能量利用不能兼具等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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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温室用太阳能双面光伏发电内遮阴系统。

[0007] 本实用新型是一种温室用太阳能双面光伏发电内遮阴系统，包括双面光伏组件1、

支架2、旋转轴3、第一电机4（1）、第二电机4（2）、电动执行及控制器5、温湿度传感器6、齿轮

7、链条8、直流电线铺设通道9、蜗轮蜗杆10、逆变控制一体机11、蓄电池组12、直流负载13、

交流负载14，所述旋转轴3安装于双面光伏组件1侧边框，并固定于支架2上；所述支架2由齿

轮7和链条8的安装通道、直流电线铺设通道9组成；所述旋转轴3的端部配有齿轮7，支架2中

的链条8通过第一电机4（1）或第二电机4（2）控制位移，齿轮7旋转打开或闭合双面光伏组件

1实现遮阴；有太阳辐射且满足遮阴要求时，双面光伏组件1产生的电能通过逆变控制一体

机11存储到蓄电池组12中，所述蓄电池组12连接直流负载13，所述逆变控制一体机11可实

现交流输出，直接输入交流负载14。

[000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1、本实用新型有效解决了日光温室

中因太阳能光伏发电产品应用与温室遮阴装置独立设计、分别运行而导致温室设施的控制

系统分散，温室综合运维成本高的问题。2、本实用新型将依据室内温湿度适时控制双面光

伏组件的开合及不同角度的旋转从而控制遮阴面积，有效减少进入室内的太阳辐射量，并

使得照射至双面光伏组件的太阳能辐射最大化发电。本系统可灵活满足遮阴需求的同时，

将实现太阳能光伏最大化发电并用于温室用能，有效调控作物生长的适宜环境，实现日光

温室高效高质生产。

附图说明

[0009] 图1为本实用新型应用的温室结构示意图，图2为本实用新型中温室边支架示意

图，图3为本实用新型中温室中间支架示意图，图4为本实用新型中温室边支架截面示意图，

图5为本实用新型应用于温室系统原理图。附图标记及对应名称为：双面光伏组件1，支架2，

旋转轴3，第一电机4（1），第二电机4（2），电动执行及控制器5，温湿度传感器6，齿轮7，链条

8，直流电线铺设通道9，蜗轮蜗杆10，逆变控制一体机11，蓄电池组12，直流负载13，交流负

载14。

具体实施方式

[0010] 如图1~图5所示，本实用新型是一种温室用太阳能双面光伏发电内遮阴系统，包括

双面光伏组件1、支架2、旋转轴3、第一电机4（1）、第二电机4（2）、电动执行及控制器5、温湿

度传感器6、齿轮7、链条8、直流电线铺设通道9、蜗轮蜗杆10、逆变控制一体机11、蓄电池组

12、直流负载13、交流负载14，所述旋转轴3安装于双面光伏组件1侧边框，并固定于支架2

上；所述支架2由齿轮7和链条8的安装通道、直流电线铺设通道9组成；所述旋转轴3的端部

配有齿轮7，支架2中的链条8通过第一电机4（1）或第二电机4（2）控制位移，齿轮7旋转打开

或闭合双面光伏组件1实现遮阴；有太阳辐射且满足遮阴要求时，双面光伏组件1产生的电

能通过逆变控制一体机11存储到蓄电池组12中，所述蓄电池组12连接直流负载13，所述逆

变控制一体机11可实现交流输出，直接输入交流负载14。

[0011] 如图1、图2所示，所述旋转轴3的两端均配有齿轮7，并安装于支架2内部，链条8通

过第一电机4（1）或第二电机4（2）控制位移带动齿轮7旋转，打开或闭合双面光伏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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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如图1、图2所示，所述链条8拉动双面光伏组件1绕旋转轴3在0°～180°范围内旋

转。

[0013] 如图1~图5所示，所述链条8通过第一电机4（1）正向旋转带动齿轮7打开双面光伏

组件1，实现温室的可控有效遮阴。

[0014] 如图1～图5所示，所述链条8通过第二电机4（2）逆向旋转带动齿轮7闭合双面光伏

组件1，闭合状态下双面光伏组件1的背面也能实现光伏发电。

[0015] 如图5所示，所述电动执行及控制器5能够根据监测到的温室内温室度值和适宜作

物生长需求的温湿度值，通过蜗轮蜗杆10控制电机。

[0016] 所述双面光伏组件1中，光伏电池片使用单晶硅，或者多晶硅电池。

[0017] 本实用新型利用双面光伏组件实现温室不同的遮阴需求，同时利用照射至双面光

伏组件的太阳能辐射最大化发电，将遮阴主要部件双面光伏组件的发电用于温室生产，有

效调控作物生长的适宜环境，实现日光温室高效高质生产。

[0018] 以下结合附图进一步详述本实用新型目的、特征、优点：如图  1～图5所示，本实用

新型的温室用太阳能双面光伏发电内遮阴系统，包括双面光伏组件1、支架2、旋转轴3、电机

4。双面光伏组件1经旋转轴3安装于温室结构支架2的内侧，由安装于每根支架2的下端安装

的第一电机4（1）或第二电机4（2）控制当前支架2中的传动受力机构。

[0019] 如图2～4所示，所述支架2由链条8的安装通道及直流电线铺设通道9组成，且全部

沿支架2通长设置，链条8与齿轮7可靠连接，作为控制双面光伏组件1打开闭合的传动受力

机构。所述传动受力机构由第一电机4（1）或第二电机4（2）、齿轮7、链条8组成，第一电机4

（1）或第二电机4（2）工作后将产生位移，拉动链条8，扭转齿轮7和旋转轴3，使得双面光伏组

件1灵活开合或关闭，从而满足不同的遮阴需求。

[0020] 如图5所示，所述有太阳辐射且满足遮阴要求时，双面光伏组件1产生的电能通过

逆变控制一体机11可存储到蓄电池组12中，所述蓄电池组12连接直流负载13，所述逆变控

制一体机11可实现交流输出，直接输入交流负载14。所述第一电机4（1）正向旋转可启动蜗

轮蜗杆10，拉动链条8，打开双面光伏组件1，实现系统遮阴。所述第二电机4（2）反向旋转可

启动蜗轮蜗杆10，拉动链条8，闭合双面光伏组件1，实现不同的采光需求。所述第一电机4

（1）、第二电机4（2）与蜗轮蜗杆10为整体性受力传动机构，由电动执行及控制器5实现正反

向及位移控制。

[0021]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等同替换和改进，这些等同替

换和改进也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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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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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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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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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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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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