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410536900.8

(22)申请日 2014.10.13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5491752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04.13

(73)专利权人 湖北金福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437400 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马港镇

中塅村九组

(72)发明人 杨敏杰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 11395

代理人 李向东

(51)Int.Cl.

H05B 37/02(2006.01)

F21S 9/03(2006.01)

F21V 23/00(2015.01)

F21W 131/103(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2353856 U,2012.07.25,说明书第5-

14段，附图1.

CN 202353856 U,2012.07.25,说明书第5-

14段，附图1.

CN 102425753 A,2012.04.25,说明书第6-

10段.

CN 204425703 U,2015.06.24,权利要求1-

7.

CN 201297559 Y,2009.08.26,全文.

CN 202385352 U,2012.08.15,全文.

审查员 马娟

 

(54)发明名称

太阳能路灯控制器及使用该控制器的太阳

能路灯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太阳能路灯控制器及使

用该控制器的太阳能路灯，其中，控制器用于协

调太阳能光伏电池、蓄电池、照明负载的工作；包

括：提供精准时间信息和设定路灯照明时间的时

间伺服模块；检测周围环境的光亮度的光敏检测

模块；根据设定的照明时间信息和周围环境光亮

度产生送至放电驱动电路的开光灯控制信号的

放电控制模块；根据放电控制模块的开灯控制信

号驱动电源系统为照明负载供电的放电驱动模

块。本发明提供的太阳能路灯控制器采用光敏控

制与时间控制相结合的方式，无论在什么天气情

况的早晨均能准确识别天亮时间，从而合理控制

路灯早晨的光照时间，具有较佳的节能效果，可

以广泛应用于各种道路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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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太阳能路灯控制器，用于协调太阳能光伏电池、蓄电池、照明负载的工作；其特

征在于，所述控制器包括：

提供精准时间信息和设定路灯照明时间的时间伺服模块；检测周围环境的光亮度的光

敏检测模块；根据设定的照明时间信息和周围环境光亮度产生送至放电驱动电路的开光灯

控制信号的放电控制模块；根据所述放电控制模块的开灯控制信号驱动电源系统为照明负

载供电的放电驱动模块，其中，所述照明时间的首尾时间端点即为开灯时间和关灯时间点；

其中，所述放电控制模块的输入端连接时间伺服模块、光电池电压检测模块、光敏检测

模块的输出端，放电控制模块的输出端与放电驱动模块的输入端连接，放电驱动模块的输

出端连接所述照明负载；

所述光敏检测模块用于在预置时间段内检测到外界环境的光亮度高于预置阈值时，向

所述放电控制模块发送关灯信号；其中，所述照明时间包括在所述预置时间段内；并且，所

述光敏检测模块是具有光敏电阻的光探测器，所述光敏电阻接收到任何热光源和冷光源发

出的光都会产生电阻值变化；并且

所述放电控制模块具体包括：

接收来自所述光敏检测模块的关灯信号的接收单元；

获取所述关灯信号的发送时间的时间提取单元；

控制单元，用于将所述关灯信号的发送时间与早上预置照明时间的两个时间点作比

较，若所述关灯信号的发送时间早于开灯时间点，则向所述放电驱动模块发出早上不再开

路灯的信号；若所述关灯信号的发送时间处于所述早上预置照明时间内，则向所述放电驱

动模块发出按照所述关灯信号的发送时间关闭路灯的信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能路灯控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光敏检测模块用于在预

置时间段内检测到外界环境的光亮度高于预置阈值后，延迟预设时间再向所述放电控制模

块发送关灯信号。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能路灯控制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用于遥控路灯开关

以及设定照明时间的遥控器；对应地，

所述时间伺服模块还包括：用于接收并确定所述遥控器发出的设定开灯时间段的无线

通讯单元。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太阳能路灯控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遥控器包括：设置开灯

时间段的时间设置单元；控制路灯开关的开关单元；发送设置时间、开关灯信号的信号发射

单元。

5.一种太阳能路灯，包括：太阳能光伏电池、控制器、蓄电池、照明负载，其中，太阳能光

伏电池和蓄电池为电源系统，控制器用于协调太阳能光伏电池、蓄电池、照明负载的工作；

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器为权利要求1至4任一所述的太阳能路灯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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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路灯控制器及使用该控制器的太阳能路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太阳能应用技术领域，特别地，涉及一种太阳能路灯控制器及使用该

控制器的太阳能路灯。

背景技术

[0002] 太阳能路灯是利用光伏电池将太阳能直接转变为电能加以利用的道路照明装置。

太阳能路灯白天可以自主充电、晚上使用，无需铺设任何复杂、昂贵的电路管线等，同时还

可以任意调整灯具的布局，安全高效节能并且无其它污染，充电和使用开关的过程采用自

动化控制，无需人工操作，工作稳定可靠，节省电费和电力资源，免维护，在节约能源、保护

环境方面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0003] 现有技术中对太阳能路灯的控制一般采用时间控制与光控模式，即结合路灯应用

地区的气候条件以及当地人们的生活习惯设定路灯开关灯时间，如根据早上学子们的上学

时间或工厂夜间的交接班时间设定路灯的照明时间。同时，也采用光伏电池片识别天亮时

间实现关灯控制，即当光伏电池片感受到太阳光的照射通过光生伏达产生的电压达到阈值

时，说明天亮了，从而产生关灯信号。

[0004] 然而，现有技术存在的缺点在于：因为光伏电池必须感受到太阳光线才能通过光

生伏打效应产生电压，从而感知天亮，控制早晨的关灯时间。当早晨天亮了而碰上阴雨雾天

气状况时，光伏电池片不能有效识别天亮时间，即便天亮了路灯依然为开灯状态，势必导致

资源浪费，不利于太阳能路灯的优化配置，同时也缩短了太阳能路灯的使用寿命。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太阳能路灯控制器，能够准确识别天亮时

间，从而合理控制早晨路灯的照明时间，达到最佳节能效果。

[0006]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一方面提供了一种太阳能路灯控制器，用于协调太阳能光伏

电池、蓄电池、照明负载的工作；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器包括：

[0007] 提供精准时间信息和设定路灯照明时间的时间伺服模块；检测周围环境的光亮度

的光敏检测模块；根据设定的照明时间信息和周围环境光亮度产生送至放电驱动电路的开

光灯控制信号的放电控制模块；根据所述放电控制模块的开灯控制信号驱动电源系统为照

明负载供电的放电驱动模块；

[0008] 所述放电控制模块的输入端连接时间伺服模块、光电池电压检测模块、光敏检测

模块的输出端，放电控制模块的输出端与放电驱动模块的输入端连接，放电驱动模块的输

出端连接所述照明负载。

[0009] 可选的，所述光敏检测模块用于在预置时间段内检测到外界环境的光亮度高于预

置阈值时，向所述放电模块发送关灯信号；其中，所述照明时间包括在所述预置时间段内。

[0010] 可选的，所述光敏检测模块用于在预置时间段内检测到外界环境的光亮度高于预

置阈值后，延迟预设时间再所述放电模块发送关灯信号。4、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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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路灯控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放电控制模块具体包括：

[0011] 接收来自所述光敏检测模块的关灯信号的接收单元；

[0012] 获取所述关灯信号的发送时间的时间提取单元；

[0013] 控制单元，用于将所述关灯信号的发送时间与预置照明时间的两个时间点作比

较，若所述关灯信号的发送时间早于开灯时间点，则向所述放电驱动模块发出早上不再开

路灯的信号；若所述关灯信号的发送时间处于所述照明时间内，则向所述放电驱动模块发

出按照所述关灯信号的发送时间关闭路灯的信号。

[0014] 可选的，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太阳能路灯控制器还包括:用于遥控路灯开关以及

设定照明时间的遥控器；对应的，所述时间伺服模块还包括：用于接收并确定所述遥控器发

出的设定开灯时间段的无线通讯单元。

[0015] 可选的，所述遥控器包括：设置开灯时间段的时间设置单元；控制路灯开关的开关

单元；发送设置时间、开关灯信号的信号发射单元。

[0016] 另一方面，还提供了一种太阳能路灯，包括：太阳能光伏电池、控制器、蓄电池、照

明负载，其中，太阳能光伏电池和蓄电池为电源系统，控制器用于协调太阳能光伏电池、蓄

电池、照明负载的工作；所述控制器为上述任一所述的太阳能路灯控制器。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上述技术方案中的一个技术方案具有以下优点或有益效果：本

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太阳能路灯控制器设置有光敏检测单元，光敏检测单元中的光敏电阻只

要接到任何光源（包括冷热光源）都会产生电阻值变化，从而触发早晨路灯的关灯控制，无

论当天早晨是晴天还是阴雨雾天气，均能准确有效识别天亮时间，从而合理控制早晨路灯

的照明时间，达到最佳节能效果，进而实现优化太阳能电池的配置和延长太阳能路灯使用

寿命的目的。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太阳能路灯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发明太阳能路灯控制器实施例的结构框图；

[0020] 图3是本发明太阳能路灯控制器实施例中放电控制模块的结构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为使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

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2] 图1示出了本发明太阳能路灯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主要包括：太阳能光伏电池

11、控制器12、蓄电池13、照明负载14等。其中，太阳能光伏电池11和蓄电池13为电源系统，

控制器12也称太阳能充放电控制器，为控制保护系统，用于协调太阳能电池板、蓄电池、照

明负载的工作。照明负载14为系统终端。

[0023] 控制器12是太阳能路灯中非常重要的组件，用于协调太阳能光伏电池11、蓄电池

13、照明负载14的工作，使整个太阳能光伏系统高效，安全的运作。本发明提供的太阳能路

灯的控制器主要是对控制器中涉及路灯早晨光照时间的控制部分做了改进，故对控制器中

设计蓄电池充放电、太阳能电池放电的控制等部分不作详细描述。

[0024] 本发明提供的太阳能路灯实施例中，控制器对路灯在早晨的打开与关闭时机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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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采用了时间控制和光敏控制相结合的方式，配合天气情况更加合理地控制路灯的早晨照

明时间。图2示出了本发明提供的太阳能路灯控制器实施例的结构框图，包括：

[0025] 时间伺服模块121，用于提供精准时间信息和设定路灯的照明时间；上述照明时间

的首尾时间端点即为开灯时间和关灯时间点。具体地，时间伺服模块121可以提供标准时

间，使路灯中的时钟与标准时间如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在此基础上，可以设置路灯的照明时

间，如可以设置太阳能路灯早晨的照明时间设置为：6:00~8:00，即早上开灯时间点为6:00，

早上关灯时间点为8:00；晚上照明的开灯时间一般设置为当光伏电池电压达到阈值电压时

开灯，所以晚上照明时间的设置主要涉及关灯时间点的设置，可以设置具体的关灯时间如

24：00，或者从开灯时间起延时多长时间关灯。

[0026] 光敏检测模块122，用于检测周围环境的光亮度；光亮度(luminance)是指一个表

面的明亮程度，以L表示，即从一个表面反射出来的光通量。光敏检测模块122可以具体是对

所有光源都有很高灵敏度的光探测器，上述所有光源包括热光源和冷光源，该探测器中的

光敏电阻接收到任何光源发出的光都会产生电阻值变化。

[0027]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光敏检测模块是全天候工作的，即当其检测到天气状况在设

定的亮度情况下随时会关闭电源使路灯关闭。优选的，光敏检测模块还可以具备延时功能，

也就是说当光敏检测模块检测到设定亮度值时会延时一段时间如五分钟再发关闭路灯的

指令。

[0028] 优选的，光敏检测模块122可以用于在预置时间段内检测周围环境的光亮度；例如

根据某一地区的气候特点，在白昼时间有变化的时间段如早上4:00~8:00内开启光敏检测

模块进行光亮度检测，其他时间如9:00~16:00时间范围内无需检测。在上述预置时间段内，

当光敏检测模块123检测到周围环境的光亮度高于预置阈值时，向放电模块发送关灯信号。

此处需要说明的是，时间伺服模块设定的路灯光照时间可以包括在光敏检测模块工作的预

置时间段之内，如早晨的照明时间为：6:00~8:00，那么，设置光敏检测模块在：5:00~8:00的

时间段内工作。

[0029] 放电控制模块123，用于根据设定路灯照明时间信息和周围环境光亮度产生送至

放电驱动电路的开关灯控制信号；

[0030] 放电驱动模块124，用于根据所述放电控制模块的控制信号驱动电源系统为照明

负载供电；

[0031] 其中，放电控制模块123的输入端与时间伺服模块121、光敏检测模块122的输出端

连接；放电控制模块123的输出端与放电驱动模块124的输入端连接；放电驱动模块124的输

出端连接照明负载14。

[0032] 具体地，图3示出了放电控制模块的结构框图，包括：

[0033] 接收单元1231，接收来自所述光敏检测模块的关闭路灯信号；

[0034] 时间提取单元1232，获取所述关闭路灯信号的发送时间；

[0035] 控制单元1233，用于将关闭路灯信号的发送时间与预置照明时间的两个时间点作

比较，此处，假设上述关闭路灯信号的发送时间为t，早晨路灯的开灯时间点为t1，早晨熄灭

路灯的时间点为t2。若关闭路灯信号的发送时间t早于开灯时间点t1，即：t<t1，则向放电驱

动模块发出早上不再打开路灯的信号；若上述关闭路灯信号的发送时间t处于开灯时间段

内，即：t1<t<t2，则向放电驱动模块发出t时刻关闭路灯的信号，使放电驱动模块在t时刻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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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熄灭路灯的信号。

[0036] 可见，采用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太阳能路灯控制器，增设光敏检测单元，无论早晨

是晴天还是阴雨雾天气，光敏检测单元只要在设置开灯时间之前检测到周围环境的光亮度

已经达到或高于预置阈值即表示天已亮，则产生不用按照预置的开灯时间打开路灯的信

号。另一种情况，路灯已按照预置开灯时间打开，处于照明状态，在预置的关灯时间点之前，

光敏检测单元检测到周围环境的光亮度已达到或高于预置阈值，则产生提前关灯的信号，

指示在周围环境光亮度达到预置阈值的时刻切断供电，关闭路灯。由此可见，与现有技术仅

能在太阳光照射的晴天早晨才能实现光控相比，避免了阴雨雾天气的早晨在天亮以后还使

用路灯照明的情况，使早晨的开关灯时间更合理，达到最佳节能效果，进而实现优化太阳能

电池的配置和延长太阳能路灯使用寿命的目的。

[0037] 另外，在本发明太阳能路灯控制器的优选实施例中，还包括与控制器适配的遥控

器，通过该遥控器可以实时操作路灯的打开和关闭，并且方便重新设置路灯的照明时间。具

体地，所述遥控器包括：设置开灯时间段的时间设置单元；控制路灯开关的开关单元；发送

设置时间、开关灯信号的信号发射单元。

[0038] 对应的，控制器的时间伺服模块还可以包括：用于接收并确定所述遥控器发出的

设定开灯时间段的无线通讯单元。

[0039] 本实施例增加与控制器适配的遥控器，使本发明提供的太阳能路灯控制器既具有

手动操作照明时间设置、开光灯功能，又具有自动开关灯功能，通过遥控器的手动控制方便

太阳能路灯进行独立检修、调试。综上，本发明提供的太阳能路灯控制器采用光敏控制与时

间控制相结合的方式，无论在任何天气情况下均能准确识别天亮时间，从而合理控制路灯

早晨的光照时间，具有较佳的节能效果，可以广泛应用于在城市道路照明以及公用电网供

电不稳定的农村、牧区、山区等地区的道路照明。

[0040] 本说明书中的各个实施例均采用递进的方式描述，每个实施例重点说明的都是与

其他实施例的不同之处，各个实施例之间相同相似的部分互相参见即可。

[0041] 以上对本发明所提供的一种太阳能路灯控制器以及使用该控制器的太阳能路灯，

进行了详细介绍，本文中应用了具体个例对本发明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

施例的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同时，对于本领域的一般技术

人员，依据本发明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综上所述，本说

明书内容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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