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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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338231.5

(22)申请日 2020.11.25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2619231 A

(43)申请公布日 2021.04.09

(73)专利权人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杭州市

富阳区供电公司

地址 311407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鹿山街

道江波街218号

(72)发明人 何光芹　

(74)专利代理机构 浙江翔隆专利事务所(普通

合伙) 33206

专利代理师 王晓燕

(51)Int.Cl.

B01D 29/03(2006.01)

B01D 29/96(2006.01)

B01D 47/06(2006.01)

F21V 23/00(2015.01)

H02S 20/32(2014.01)

F21Y 115/10(2016.01)

(56)对比文件

CN 111519688 A,2020.08.11

CN 208212799 U,2018.12.11

CN 202167504 U,2012.03.14

CN 206037380 U,2017.03.22

CN 207516835 U,2018.06.19

CN 211215974 U,2020.08.11

CN 105334874 A,2016.02.17

CN 101707451 A,2010.05.12

CN 209108833 U,2019.07.16

CN 209857394 U,2019.12.27

CN 208675178 U,2019.03.29

CN 109224706 A,2019.01.18

CN 108826456 A,2018.11.16

审查员 罗典

 

(54)发明名称

一种新能源除尘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除尘设备领域，尤其是一种新能

源除尘设备，针对现有的除尘设备不能够对太阳

能板的角度进行调节，并且不方便对雨水进行收

集，在夜晚的时候不便于进行照明处理的问题，

现提出如下方案，其包括两个下支撑座，两个下

支撑座的顶部固定连接有同一个顶座，顶座的顶

部两侧均固定连接有上支撑座，上支撑座的前侧

开设有转孔，转孔内转动安装有转轴，转轴的外

侧固定套设有转板，转板的顶部固定连接有太阳

能板，顶座的前侧固定连接有前板，前板上开设

有水平孔，水平孔内滑动安装有水平板。本发明

适用建筑施工环境中，能够根据太阳移动自动对

太阳能板的角度进行调节，并且方便对雨水进行

收集，在夜晚的时候便于进行照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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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能源除尘设备，包括两个下支撑座(1)，其特征在于，两个下支撑座(1)的顶部

固定连接有同一个顶座(2)，顶座(2)的顶部两侧均固定连接有上支撑座(3)，上支撑座(3)

的前侧开设有转孔，转孔内转动安装有转轴(4)，转轴(4)的外侧固定套设有转板(5)，转板

(5)的顶部固定连接有太阳能板(6)，顶座(2)的前侧固定连接有前板(7)，前板(7)上开设有

水平孔，水平孔内滑动安装有水平板(8)，水平板(8)的两侧均固定连接有连板(9)，转轴(4)

的外侧固定套设有齿轮(10)，连板(9)的一侧顶部固定连接有齿条(11)，齿轮(10)与齿条

(11)相啮合，前板(7)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推杆电机(12)，推杆电机(12)的输出轴上固定连接

有推动板(13)，水平板(8)的底部与推动板(13)的顶部固定连接，水平孔的底部内壁上开设

有推动槽，推动板(13)滑动安装于推动槽内，推动板(13)的一侧和推动槽的一侧内壁上均

开设有安装槽，安装槽内固定连接有导电片(14)，两个下支撑座(1)相互靠近的一侧固定连

接有同一个间板(15)，间板(15)的前侧和后侧均固定连接有LED灯(16)，两个导电片(14)与

LED灯(16)电性连接，顶座(2)的顶部固定连接有水盒(17)，水盒(17)的两侧内壁上均固定

连接有挡板(18)，两个挡板(18)的顶部接触有同一个滤板(19)，水平板(8)的顶部固定连接

有第一板(20)，第一板(20)的一侧顶部固定连接有第二板(21)，第二板(21)的底部与滤板

(19)的顶部相接触，水盒(17)的底部内壁上固定连接有第一水泵(22)，第一水泵(22)的出

液口处固定连接有水管(23)，水管(23)的顶端固定连接有连管(24)，连管(24)的外侧固定

连接有多个喷雾头(25)，两个下支撑座(1)相互靠近的一侧底部固定连接有同一个水箱

(26)，水箱(26)的底部内壁上固定连接有第二水泵(27)，第二水泵(27)的出液口处固定连

接有导管(28)，水盒(17)的一侧开设有导管孔，导管(28)固定安装于导管孔内，水盒(17)的

一侧开设有第一装配孔和第二装配孔，第一装配孔和第二装配孔内分别固定连接有第一液

位传感器(29)和第二液位传感器(30)，太阳能板(6)的顶部设置有多个光敏传感器，光敏传

感器与控制器通信连接，通过光敏传感器对光线信号进行采集并发送到控制器，所述控制

器包括微处理电路与存储器，所述微处理电路包括分析模块、控制模块、时钟模块、定时器

与日历模块，所述顶座(2)的前侧固定连接有蓄电池和控制器，太阳能板(6)与蓄电池电性

连接，第一液位传感器(29)和第二液位传感器(30)均与控制器电性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能源除尘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水箱(26)的顶部开设

有加水孔，加水孔内固定连接有加水斗。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能源除尘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滤板(19)的四周与水

盒(17)的四周内壁相接触。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能源除尘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水盒(17)的另一侧开

设有板孔，第二板(21)滑动安装于板孔内。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能源除尘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推动槽的另一侧内壁

上开设有轴孔，推杆电机(12)的输出轴贯穿轴孔。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能源除尘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水盒(17)的一侧开设

有水管孔，水管(23)固定安装于水管孔内。

7.一种新能源除尘设备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通过光敏传感器对光线信号进行采

集并发送到控制器，分析模块将短时平均光强度与阈值光强度对比；

当时间阈值内的短时平均光强度均低于阈值光强度时，分析模块判定当前可利用太阳

能较弱，控制模块关闭推杆电机，使推杆电机进行休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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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钟模块指示当前时间为日落时间且光敏传感器信号极弱或近似为零，并且导电片

未处于导通位置时，控制模块驱动推动板运动，使两个导电片相接触；

微处理电路将每日光强度数据存储到存储器中，分析模块通过所存储的历史数据及日

历模块，适应性地调整晴天状态下推杆电机的驱动速度。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新能源除尘设备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光照时间较长

时，降低推杆电机的驱动速度，光照时间较短时，提高推杆电机的驱动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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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能源除尘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除尘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新能源除尘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新能源技术是高技术的支柱，包括核能技术、太阳能技术、燃煤、磁流体发电技术、

地热能技术、海洋能技术等，其中核能技术与太阳能技术是新能源技术的主要标志，对核

能、太阳能的开发利用，打破了以石油、煤炭为主体的传统能源观念，开创了能源的新时代。

[0003] 经检索，申请公布号为CN  111000485  A所公开的一种新能源除尘设备，其可以自

身发电，能不断的存储电量，然而该现有技术至少存在以下技术问题：其不适用建筑施工环

境中，不能够对太阳能板的角度进行调节，无法实现对太阳能的最优化利用，并且不方便对

雨水进行收集，在夜晚的时候不便于进行照明处理，若简单增加相应模块则使得装置冗余，

降低集成度。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不能够对太阳能板的角度进行调节，并

且不方便对雨水进行收集，在夜晚的时候不便于进行照明处理的缺点，而提出的一种新能

源除尘设备。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新能源除尘设备，包括两个下支撑座，两个下支撑座的顶部固定连接有同一

个顶座，顶座的顶部两侧均固定连接有上支撑座，上支撑座的前侧开设有转孔，转孔内转动

安装有转轴，转轴的外侧固定套设有转板，转板的顶部固定连接有太阳能板，顶座的前侧固

定连接有前板，前板上开设有水平孔，水平孔内滑动安装有水平板，水平板的两侧均固定连

接有连板，转轴的外侧固定套设有齿轮，连板的一侧顶部固定连接有齿条，齿轮与齿条相啮

合，前板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推杆电机，推杆电机的输出轴上固定连接有推动板，水平板的底

部与推动板的顶部固定连接，水平孔的底部内壁上开设有推动槽，推动板滑动安装于推动

槽内，推动板的一侧和推动槽的一侧内壁上均开设有安装槽，安装槽内固定连接有导电片，

两个下支撑座相互靠近的一侧固定连接有同一个间板，间板的前侧和后侧均固定连接有

LED灯，顶座的顶部固定连接有水盒，水盒的两侧内壁上均固定连接有挡板，两个挡板的顶

部接触有同一个滤板，水平板的顶部固定连接有第一板，第一板的一侧顶部固定连接有第

二板，第二板的底部与滤板的顶部相接触，水盒的底部内壁上固定连接有第一水泵，第一水

泵的出液口处固定连接有水管，水管的顶端固定连接有连管，连管的外侧固定连接有多个

喷雾头，两个下支撑座相互靠近的一侧底部固定连接有同一个水箱，水箱的底部内壁上固

定连接有第二水泵，第二水泵的出液口处固定连接有导管，水盒的一侧开设有导管孔，导管

固定安装于导管孔内，水盒的一侧开设有第一装配孔和第二装配孔，第一装配孔和第二装

配孔内分别固定连接有第一液位传感器和第二液位传感器，太阳能板的顶部设置有多个光

敏传感器，光敏传感器与控制器通信连接，通过光敏传感器对光线信号进行采集并发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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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所述控制器包括微处理电路与存储器，所述微处理电路包括分析模块、控制模块、

时钟模块、定时器与日历模块。

[0007] 优选的，所述水箱的顶部开设有加水孔，加水孔内固定连接有加水斗，便于往水箱

内添加清水。

[0008] 优选的，所述顶座的前侧固定连接有蓄电池和控制器，太阳能板与蓄电池电性连

接，第一液位传感器和第二液位传感器均与控制器电性连接。

[0009] 优选的，两个导电片与LED灯电性连接。

[0010] 优选的，所述滤板的四周与水盒的四周内壁相接触，对外界杂质进行过滤。

[0011] 优选的，所述水盒的另一侧开设有板孔，第二板滑动安装于板孔内，便于第二板的

移动。

[0012] 优选的，所述推动槽的另一侧内壁上开设有轴孔，推杆电机的输出轴贯穿轴孔。

[0013] 优选的，所述水盒的一侧开设有水管孔，水管固定安装于水管孔内，便于水管安

装。

[0014] 本发明还提出了一种新能源除尘设备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通过光敏传感器

对光线信号进行采集并发送到控制器，分析模块将短时平均光强度与阈值光强度对比；

[0015] 当时间阈值内的短时平均光强度均低于阈值光强度时，分析模块判定当前可利用

太阳能较弱，控制模块关闭推杆电机，使推杆电机进行休眠；

[0016] 当时钟模块指示当前时间为日落时间且光敏传感器信号极弱或近似为零，并且导

电片未处于导通位置时，控制模块驱动推动板运动，使两个导电片相接触；

[0017] 微处理电路将每日光强度数据存储到存储器中，分析模块通过所存储的历史数据

及日历模块，适应性地调整晴天状态下推杆电机的驱动速度。

[0018] 优选的，光照时间较长时，降低推杆电机的驱动速速，光照时间较短时，提高推杆

电机的驱动速度。

[0019] 本发明中相对于现有技术至少具有以下有益技术效果：

[0020] 1)所述一种新能源除尘设备，对雨水进行收集，滤板能够对外界的杂质进行过滤，

并通过喷雾头喷出进行降尘，节约资源，改善工作环境；

[0021] 2)太阳能板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并存储在蓄电池内，供LED灯、第一水泵、第二水

泵和推杆电机使用，节能环保，在太阳刚升起时，此时推动板的左侧与推动槽的左侧内壁相

接触，随着时间的推移，控制器会启动推杆电机，推动板带动水平板进行移动，水平板带动

连板进行移动，连板带动齿条进行移动，齿条带动齿轮进行转动，齿轮带动转轴进行转动，

转轴带动转板进行转动，转板带动太阳能板进行转动，使得太阳能板能够跟随太阳变化进

行角度调节，提高太阳能转化为电能的效率；

[0022] 3)光敏传感器周期性地通过无线通信协议将光线信号发送到微处理电路，通过分

析模块与控制模块、存储器的配合，适应性地控制推杆电机休眠或调整其驱动速度，提高装

置对环境的适应性本发明适用建筑施工环境中，能够根据太阳移动自动对太阳能板的角度

进行调节，并且方便对雨水进行收集，在夜晚的时候便于进行照明处理。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新能源除尘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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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图2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新能源除尘设备的A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新能源除尘设备的B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4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新能源除尘设备的C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5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新能源除尘设备的连管与喷雾头连接部分的俯视结构示

意图。

[0028] 图中：1、下支撑座；2、顶座；3、上支撑座；4、转轴；5、转板；6、太阳能板；7、前板；8、

水平板；9、连板；10、齿轮；11、齿条；12、推杆电机；13、推动板；14、导电片；15、间板；16、LED

灯；17、水盒；18、挡板；19、滤板；20、第一板；21、第二板；22、第一水泵；23、水管；24、连管；

25、喷雾头；26、水箱；27、第二水泵；28、导管；29、第一液位传感器；30、第二液位传感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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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30] 参照图1‑5，一种新能源除尘设备，包括两个下支撑座1，两个下支撑座1 的顶部固

定连接有同一个顶座2，顶座2的顶部两侧均固定连接有上支撑座3，上支撑座3的前侧开设

有转孔，转孔内转动安装有转轴4，转轴4的外侧固定套设有转板5，转板5的顶部固定连接有

太阳能板6，太阳能板6的顶部设置有多个光敏传感器，光敏传感器与控制器通信连接，通过

光敏传感器对光线信号进行采集并发送到控制器，便于后续分析处理，提高装置对环境的

适应性，顶座2 的前侧固定连接有前板7，前板7上开设有水平孔，水平孔内滑动安装有水平

板  8，水平板8的两侧均固定连接有连板9，转轴4的外侧固定套设有齿轮10，连板9的一侧顶

部固定连接有齿条11，齿轮10与齿条11相啮合，前板7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推杆电机12，推杆

电机12的输出轴上固定连接有推动板13，水平板8的底部与推动板13的顶部固定连接，水平

孔的底部内壁上开设有推动槽，推动板13滑动安装于推动槽内，推动板13的一侧和推动槽

的一侧内壁上均开设有安装槽，安装槽内固定连接有导电片14，两个下支撑座1相互靠近的

一侧固定连接有同一个间板15，间板15的前侧和后侧均固定连接有LED灯16，顶座2的顶部

固定连接有水盒17，水盒17的两侧内壁上均固定连接有挡板18，两个挡板18的顶部接触有

同一个滤板19，水平板8的顶部固定连接有第一板  20，第一板20的一侧顶部固定连接有第

二板21，第二板21的底部与滤板19的顶部相接触，水盒17的底部内壁上固定连接有第一水

泵22，第一水泵22的出液口处固定连接有水管23，水管23的顶端固定连接有连管24，连管24

的外侧固定连接有多个喷雾头25，两个下支撑座1相互靠近的一侧底部固定连接有同一个

水箱26，水箱26的底部内壁上固定连接有第二水泵27，第二水泵27的出液口处固定连接有

导管28，水盒17的一侧开设有导管孔，导管28固定安装于导管孔内，水盒17的一侧开设有第

一装配孔和第二装配孔，第一装配孔和第二装配孔内分别固定连接有第一液位传感器29和

第二液位传感器30。

[0031] 本发明中，水箱26的顶部开设有加水孔，加水孔内固定连接有加水斗，便于往水箱

26内添加清水。

[0032] 本发明中，顶座2的前侧固定连接有蓄电池和控制器，所述控制器包括微处理电路

与存储器，所述微处理电路包括分析模块、控制模块、时钟模块、定时器与日历模块，太阳能

板6与蓄电池电性连接，第一液位传感器29和第二液位传感器30均与控制器电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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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本发明中，两个导电片14与LED灯16电性连接。

[0034] 本发明中，滤板19的四周与水盒17的四周内壁相接触，对外界杂质进行过滤。

[0035] 本发明中，水盒17的另一侧开设有板孔，第二板21滑动安装于板孔内，便于第二板

21的移动。

[0036] 本发明中，推动槽的另一侧内壁上开设有轴孔，推杆电机12的输出轴贯穿轴孔。

[0037] 本发明中，水盒17的一侧开设有水管孔，水管23固定安装于水管孔内，便于水管23

安装。

[0038] 本发明中，使用时，雨水可以通过落入到水盒17内，对雨水进行收集，滤板19能够

对外界的杂质进行过滤，太阳能板6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并存储在蓄电池内，供LED灯16、第

一水泵22、第二水泵27和推杆电机12使用，节能环保，在太阳刚升起时，此时推动板13的左

侧与推动槽的左侧内壁相接触，随着时间的推移，控制器会启动推杆电机12，推杆电机12带

动推动板13进行移动，推动板13带动水平板8进行移动，水平板8带动连板9进行移动，连板9

带动齿条11进行移动，齿条11带动齿轮10进行转动，齿轮10带动转轴4进行转动，转轴4带动

转板5进行转动，转板5带动太阳能板6进行转动，使得太阳能板6能够跟随太阳变化进行角

度调节，提高太阳能转化为电能的效率，启动第一水泵22，第一水泵22将水盒17内的清水喷

出，清水依次通过水管23、连管24和喷雾头25喷出，对建筑施工周边的空气进行除尘处理，

当第一液位传感器29感应到水位不足时，此时第二水泵27启动，第二水泵27将水箱26内的

清水通过导管28导入到水盒17内，直至第二液位传感器30感应到水位充足时，此时第二水

泵27关闭，能够自动往水盒17内补水，当太阳快下山时，此时推动板13的右侧与推动槽的右

侧内壁相接触，此时两个导电片14相接触，  LED灯16启动，在晚上进行照明处理，水平板8带

动第一板20进行移动，第一板20带动第二板21进行移动，在推动板13的右侧与推动槽的右

侧内壁相接触时，此时第二板21与滤板19相分离，因此此时可以取下滤板19，将滤板19上的

杂质进行清理，防止发生堵塞，利用第二板21对滤板19的夹持可以避免滤板与装置分离，拆

卸方便。

[0039] 光敏传感器周期性地通过无线通信协议将光线信号发送到微处理电路，分析模块

将短时平均光强度与阈值光强度对比，当时间阈值内的短时平均光强度均低于阈值光强度

时，分析模块判定当前可利用太阳能较弱(例如阴天、雨天、沙尘天气、雾霾天气等)，控制模

块关闭推杆电机12，使推杆电机12进行休眠，避免太阳能板6不必要的转动，节约能量。当时

钟模块指示当前时间为日落时间且光敏传感器信号极弱或近似为零，并且推动板13的右侧

与推动槽的右侧内壁未接触时，控制模块驱动推动板13的右侧与推动槽的右侧内壁相接

触，使两个导电片14相接触，LED灯16启动照亮，避免电机休眠而使得夜间无法照明。微处理

电路将每日光强度数据存储到存储器中，分析模块通过所存储的历史数据及日历模块的辅

助，适应性地调整晴天状态下推杆电机的驱动速度，以适应于不同的季节(例如，夏季与冬

季日照时间长度不同)或地区(例如，不同维度地区或不同气候地区)的光照时间，使得当光

照时间较短时，增加推杆电机  12的驱动速度，光照时间较长时，降低推杆电机的驱动速速，

光照时间较短时，提高推杆电机的驱动速度，提高装置对环境的适应性。分析模块的所述适

应性调整可以基于任意合适的最优化算法或人工智能算法，例如分类算法、聚类算法、支持

向量机、遗传算法等。

[0040]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对于本领域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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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

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

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

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变化囊括在本发明

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0041]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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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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