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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用于地震勘探的多功能太阳能供电控

制板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用于地震勘探的多

功能太阳能供电控制板，涉及油田、煤田、工程物

探等地震勘探设备领域，包括太阳能主面板、第

一副板、第二副板、底板、上护板和滑动限位机

构，底板上还安装有主控电路模块、移动通讯模

块和智能防盗模块，本装置可以支起与折叠，支

起后可接受太阳光照提供电能，折叠后将太阳能

板表面易碎的晶片保护在内部，免于运输过程中

意外损坏；本装置既可以单独为勘探采集设备供

电，也可以通过太阳能串联接口将两个或多个串

联起来为勘探采集设备供电，根据实际的使用需

求进行灵活的选择和配置；本装置能够适应野外

恶劣环境，具有防盗功能，能够及时回传偷盗者

的实时影像资料，给野外地震勘探带来极大的方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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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地震勘探的多功能太阳能供电控制板，其特征在于：包括太阳能主面板、第

一副板、第二副板、底板、上护板和滑动限位机构，外形尺寸相同所述底板和上护板一边铰

接，二者闭合后正好重叠；所述太阳能主面板底边与底板另一边铰接，所述太阳能主面板支

起后与底板和上护板组成一三角形支撑结构，所述太阳能主面板宽度不大于底板宽度，长

度略小于底板长度；所述第一副板和第二副板外形尺寸相同，二者长度等于太阳能主面板

长度，宽度不大于太阳能主面板宽度的一半；所述太阳能主面板顶边设有两条平行的T形

槽，所述第一副板和第二副板通过顶边设有的T形滑轨分别滑动连接在两条T形槽内且二者

与太阳能主面板平行设置；所述太阳能主面板底边中心位置设有输出端安装有齿轮的驱动

电机，所述第一副板和第二副板底边上分别设有齿条，两条所述齿条相对，所述驱动电机输

出端上的齿轮与两条齿条啮合；

所述滑动限位机构包括设有卡槽的卡板、卡帽和弹簧，所述卡板背面中心位置设有连

接杆，所述卡帽滑动套设在连接杆上，所述弹簧套装在连接杆上且两端分别固定在卡板和

卡帽上；所述上护板外侧中心轴位置设有一列卡齿，所述卡齿中心轴位置设有贯穿上护板

的竖槽；所述滑动限位机构通过竖槽与上护板滑动连接，所述卡板位于上护板内侧，卡帽位

于上护板外侧，所述卡帽面向卡齿一侧设有与卡齿适配的齿槽；

所述太阳能主面板、第一副板和第二副板通过导线串接，所述太阳能主面板背面设有

电能输出接口，所述底板上设有蓄电池且与电能输出接口通过导线相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地震勘探的多功能太阳能供电控制板，其特征在于：

所述底板上还安装有主控电路模块、移动通讯模块和智能防盗模块，所述主控电路模块采

用DC/DC电源转换器和线性稳压器，所述智能防盗模块内置人体红外感应模块和存储器，外

部设有全景摄像头和警报器；所述主控电路模块分别与移动通讯模块和智能防盗模块通过

导线相连，所述电能输出接口和蓄电池分别与主控电路模块、移动通讯模块和智能防盗模

块电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地震勘探的多功能太阳能供电控制板，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支撑杆，所述支撑杆为两段等长的连杆铰接组成且铰接点设有扭簧，所述支撑杆有

两条且平行设置于太阳能主面板左右两侧，所述支撑杆一端与太阳能主面板侧部铰接，另

一端与底板铰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地震勘探的多功能太阳能供电控制板，其特征在于：

所述底板四角位置设有固定板，所述固定板上设有固定孔。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地震勘探的多功能太阳能供电控制板，其特征在于：

所述蓄电池为锂电池。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地震勘探的多功能太阳能供电控制板，其特征在于：

所述太阳能主面板背面还设有太阳能串联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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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地震勘探的多功能太阳能供电控制板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油田、煤田、工程物探等地震勘探设备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地

震勘探的多功能太阳能供电控制板。

背景技术

[0002] 在石油、煤田、工程地震勘探过程中，需要在地面布设大量的采集设备，而且涉及

范围较大，给这些采集设备供电成为野外施工的一大难题。

[0003] 目前，在地震勘探中，应用最为广泛的电源为蓄电池，但其容量有限，需要每天更

换，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员、而且效率低下，尤其在工区发达区域，蓄电池极易出现被盗情况，

而且无法找回，无法在短时间内补上，无法保证每天的高效生产。

[0004] 近年来，为了解决蓄电池的续航能力，一些施工队引进了太阳能充电控制器面板，

但有的是单太阳能板体积大且运输时易损坏，不符合野外环境应用；有的是折叠式双太阳

能控制板，两个面板之间需要有线缆连接，野外环境使用过程中线缆易磨损或折断；一些植

被覆盖区，由于日照强度的影响，电量无法到达理想的电压；而且，采用太阳能板也极易发

生被盗的情况，无法有效地追踪到肇事人员。

[0005] 为此急需开发一种具备足够电量、续航能力强、更换方便、防止丢失的供电设备，

能够满足在恶劣的野外环境下地震勘探的供电需求。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用于地震勘探的多功能太阳能供电控制板，目的就在于解

决野外地震勘探供电困难，供电设备易受损易被盗的问题。

[0007]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用于地震勘探的多功能太阳能供电控制板，包括

太阳能主面板、第一副板、第二副板、底板、上护板和滑动限位机构，外形尺寸相同所述底板

和上护板一边铰接，二者闭合后正好重叠；所述太阳能主面板底边与底板另一边铰接，所述

太阳能主面板支起后与底板和上护板组成一三角形支撑结构，所述太阳能主面板宽度不大

于底板宽度，长度略小于底板长度；所述第一副板和第二副板外形尺寸相同，二者长度等于

太阳能主面板长度，宽度不大于太阳能主面板宽度的一半；所述太阳能主面板顶边设有两

条平行的T形槽，所述第一副板和第二副板通过顶边设有的T形滑轨分别滑动连接在两条T

形槽内且二者与太阳能主面板平行设置；所述太阳能主面板底边中心位置设有输出端安装

有齿轮的驱动电机，所述第一副板和第二副板底边上分别设有齿条，两条所述齿条相对，所

述驱动电机输出端上的齿轮与两条齿条啮合；

[0008] 所述滑动限位机构包括设有卡槽的卡板、卡帽和弹簧，所述卡板背面中心位置设

有连接杆，所述卡帽滑动套设在连接杆上，所述弹簧套装在连接杆上且两端分别固定在卡

板和卡帽上；所述上护板外侧中心轴位置设有一列卡齿，所述卡齿中心轴位置设有贯穿上

护板的竖槽；所述滑动限位机构通过竖槽与上护板滑动连接，所述卡板位于上护板内侧，卡

帽位于上护板外侧，所述卡帽面向卡齿一侧设有与卡齿适配的齿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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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所述太阳能主面板、第一副板和第二副板通过导线串接，所述太阳能主面板背面

设有电能输出接口，所述底板上设有蓄电池且与电能输出接口通过导线相连。

[0010] 优选的，所述底板上还安装有主控电路模块、移动通讯模块和智能防盗模块，所述

主控电路模块采用DC/DC电源转换器和线性稳压器，所述智能防盗模块内置人体红外感应

模块和存储器，外部设有全景摄像头和警报器；所述主控电路模块分别与移动通讯模块和

智能防盗模块通过导线相连，所述电能输出接口和蓄电池分别与主控电路模块、移动通讯

模块和智能防盗模块电连接。

[0011] 优选的，还包括支撑杆，所述支撑杆为两段等长的连杆铰接组成且铰接点设有扭

簧，所述支撑杆有两条且平行设置于太阳能主面板左右两侧，所述支撑杆一端与太阳能主

面板侧部铰接，另一端与底板铰接。

[0012] 优选的，所述底板四角位置设有固定板，所述固定板上设有固定孔。

[0013] 优选的，所述蓄电池为锂电池。

[0014] 优选的，所述太阳能主面板背面还设有太阳能串联接口。

[0015]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较，具有以下优点：

[0016] 本装置可以支起与折叠，支起后可接受太阳光照提供电能，折叠后将太阳能板表

面易碎的晶片保护在内部，免于运输过程中意外损坏；本装置既可以单独为勘探采集设备

供电，也可以通过太阳能串联接口将两个或多个串联起来为勘探采集设备供电，根据实际

的使用需求进行灵活的选择和配置；本装置可根据季节调整太阳能板的角度，使太阳能板

充分利用太阳能发电；本装置采用的三层重叠太阳能板可自动开合，使用时展开增大了太

阳能板的面积，运输时重叠到一起缩小了体积便于运输；本装置能够适应野外恶劣环境，为

地震勘探设备提供足够的电量，并且通过太阳能板串联，提高续航能力，无需经常更换；本

装置还具有防盗功能，能够及时回传偷盗者的实时影像资料，给野外地震勘探带来极大的

方便。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折叠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支起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展开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滑动限位机构的立体图；

[0021] 图5为滑动限位机构的侧视示意图；

[0022] 图6为太阳能主面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7为实施例三中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中：1、太阳能主面板，101、T形槽，102、电能输出接口，103、太阳能串联接口，2、

第一副板，3、第二副板，4、底板，401、固定板，402、固定孔，5、上护板，501、卡齿，502、竖槽，

6、滑动限位机构，601、卡板，6011、卡槽，602、卡帽，603、弹簧，604、齿槽，7、驱动电机，8、齿

条，9、蓄电池，10、主控电路模块，11、智能防盗模块，12、移动通讯模块，13、支撑杆，1301、扭

簧。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212935839 U

4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是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

[0026] 实施例一

[0027] 参照图1‑3所示，一种用于地震勘探的多功能太阳能供电控制板，包括太阳能主面

板1、第一副板2、第二副板3、底板4、上护板5和滑动限位机构6，外形尺寸相同底板4和上护

板5一边铰接，二者闭合后正好重叠；太阳能主面板1底边与底板4另一边铰接，太阳能主面

板1支起后与底板4和上护板5组成一三角形支撑结构，太阳能主面板1宽度不大于底板4宽

度，长度略小于底板4长度；第一副板2和第二副板3外形尺寸相同，二者长度等于太阳能主

面板1长度，宽度不大于太阳能主面板1宽度的一半；太阳能主面板1顶边设有两条平行的T

形槽101，第一副板2和第二副板3通过顶边设有的T形滑轨分别滑动连接在两条T形槽101内

且二者与太阳能主面板1平行设置；太阳能主面板1底边中心位置设有输出端安装有齿轮的

驱动电机7，第一副板2和第二副板3底边上分别设有齿条8，两条齿条8相对，驱动电机7输出

端上的齿轮与两条齿条8啮合；

[0028] 参照图4‑5所示，滑动限位机构6包括设有卡槽6011的卡板601、卡帽602和弹簧

603，卡板601背面中心位置设有连接杆，卡帽602滑动套设在连接杆上，弹簧603套装在连接

杆上且两端分别固定在卡板601和卡帽602上；上护板5外侧中心轴位置设有一列卡齿501，

卡齿501中心轴位置设有贯穿上护板5的竖槽502；滑动限位机构6通过竖槽502与上护板5滑

动连接，卡板601位于上护板5内侧，卡帽602位于上护板5外侧，卡帽602面向卡齿501一侧设

有与卡齿501适配的齿槽604；

[0029] 太阳能主面板1、第一副板2和第二副板3通过导线串接，太阳能主面板1背面设有

电能输出接口102和太阳能串联接口103，底板4上设有蓄电池9且与电能输出接口102通过

导线相连，此蓄电池9为锂电池，可以存储更多的电能；底板4四角位置设有用于固定的固定

板401，固定板401上设有固定孔402。

[0030] 在使用时，本实用新型的初始状态为图1所示，首先根据季节调整滑动限位机构6

在上护板5竖槽502上的位置：若此时为夏季，则将滑动限位机构6调整到靠近上护板5底边，

若此时为冬季，则将动限位机构调整到靠近上护板5顶边；上提卡帽602，滑动限位机构6解

除固定，沿竖槽502滑动到合适位置时，放开卡帽602则卡帽602在弹簧603作用下自动回缩，

卡住对应的卡齿501从而固定卡板601；然后手动将上护板5和太阳能板抬起，将太阳能主面

板1顶边卡到卡板601的卡槽6011中，参照图2所示，此时太阳能主面板1支起后与底板4和上

护板5组成一三角形支撑结构；随后驱动电机7启动，通过齿轮与齿条8的传动，第一副板2和

第二副板3沿T形槽101分别向左右移动，参照图3所示，直至完全展开；在白天由太阳能板为

勘探采集设备提供电能，多余的电能储存在蓄电池9中，晚上由蓄电池9提供电能。当外部太

阳能电源输入被意外切断时，装置内部的蓄电池9作为应急电源启动，为采集设备提供持续

的电源供电。

[0031] 本装置可以支起与折叠，支起后可接受太阳光照提供电能，折叠后将太阳能板表

面易碎的晶片保护在内部，免于运输过程中意外损坏；本装置既可以单独为勘探采集设备

供电，也可以通过太阳能串联接口103将两个或多个串联起来为勘探采集设备供电，根据实

际的使用需求进行灵活的选择和配置；本装置可根据季节调整太阳能板的角度，使太阳能

板充分利用太阳能发电；本装置采用的三层重叠太阳能板可自动开合，使用时展开增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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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板的面积，运输时重叠到一起缩小了体积便于运输。

[0032] 实施例二

[0033]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项优选实施例，本实施例在实施例一的基础上增设了控制单

元及防盗装置。

[0034] 参照图2所示，一种用于地震勘探的多功能太阳能供电控制板，底板4上还安装有

主控电路模块10、移动通讯模块12和智能防盗模块11，主控电路模块10采用DC/DC电源转换

器和线性稳压器，具备控制太阳能与蓄电池9的自动切换、防盗装置的开启、图像或视频的

网络发送以及稳定输出电压的功能；智能防盗模块11内置人体红外感应模块和存储器，外

部设有全景摄像头和警报器；主控电路模块10分别与移动通讯模块12和智能防盗模块11通

过导线相连，电能输出接口102和蓄电池9分别与主控电路模块10、移动通讯模块12和智能

防盗模块11电连接。

[0035] 在使用时，智能防盗模块11内置人体红外感应模块，作为感应输入信号，当有人或

其他生物处于感应范围内，人体红外感应模块会输出高电平给主控电路模块10；当人或其

他生物离开感应范围后，人体红外感应模块会输出低电平给主控电路模块10。主控电路模

块10通过接收人体红外感应模块的高电平信号，通过警报器发出声光报警予以警示，并启

动全景摄像头开始工作。一方面将全景摄像头采集到的图像或视频数据保存在存储器内

部，另一方面通过移动通讯模块12，例如4G  LTE模块，将数据发送至远端监控室。

[0036] 本装置能够适应野外恶劣环境，为地震勘探设备提供足够的电量，并且通过太阳

能板串联，提高续航能力，无需经常更换；本装置还具有防盗功能，能够及时回传偷盗者的

实时影像资料，给野外地震勘探带来极大的方便。

[0037] 实施例三

[0038]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项优选实施例，本实施例在实施例二的基础上增设了太阳能

板自动弹起机构。

[0039] 参照图7所示，一种用于地震勘探的多功能太阳能供电控制板，还包括支撑杆13，

支撑杆13为两段等长的连杆铰接组成且铰接点设有扭簧1301，支撑杆13有两条且平行设置

于太阳能主面板1左右两侧，支撑杆13一端与太阳能主面板1侧部铰接，另一端与底板4铰

接。

[0040] 在使用时，调整好滑动限位机构6的位置后，当手动抬起上护板5时，太阳能主面板

1失去压力，在扭簧1301的作用下，支撑杆13将太阳能主面板1抬起，直到太阳能主面板1顶

边被卡板601卡住。

[0041] 本装置采用带有扭簧1301的两段式支撑杆13后，太阳能板可自动抬起，提升了装

置的自动化，更便于本装置的安装铺设。

[0042] 本实用新型并不限于上述的实施方式，在本领域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

还可以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宗旨的前提下做出各种变化，变化后的内容仍属于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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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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