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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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948396.2

(22)申请日 2021.08.18

(71)申请人 苏州好洁清洁器具有限公司

地址 215000 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华山路

158-9号215000

(72)发明人 朱建东　

(74)专利代理机构 苏州创元专利商标事务所有

限公司 32103

代理人 马明渡　潘文斌

(51)Int.Cl.

E04D 13/18(2018.01)

E04D 3/365(2006.01)

E04D 13/16(2006.01)

H02S 30/10(2014.01)

 

(54)发明名称

光伏建筑一体屋面用支架

(57)摘要

一种光伏建筑一体屋面用支架，用于光伏建

筑一体屋面的支撑和排水，支架包括长度沿第一

方向延伸的第一支撑梁以及长度沿第二方向延

伸并搭接在第一支撑梁上的第二支撑梁；第二导

水槽的底部搭在第一导水槽两侧的第一安装平

台上，第二导水槽与第一导水槽之间相联通，在

搭接状态下，第二导水槽导水流入第一导水槽

中。本方案通过对各部件的合理、科学设计设计，

减少了建筑用支架中零部件的使用，避免台风暴

雨时雨水会从缝隙进入到一体屋面内部，密封

性、稳定性、安全性更高；本方案能够最大程度减

少构件，节约成本，且安装、维护方便，为实现光

伏建筑一体化（BIPV)开拓、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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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光伏建筑一体屋面用支架，其特征在于：

所述支架包括长度沿第一方向延伸的第一支撑梁(1)以及长度沿第二方向延伸并搭接

在第一支撑梁(1)上的第二支撑梁(2)；

所述第一支撑梁(1)上设有沿第一方向延伸的第一导水槽(111)；第一支撑梁(1)在第

一导水槽(111)的两侧均设有第一安装平台(113)；在所述第一支撑梁(1)的下端部具有用

于与建筑结构(501)固定的支撑座(120)；

所述第二支撑梁(2)上设有沿第二方向延伸的第二导水槽(211)，第二支撑梁(2)在第

二导水槽(211)的两侧均设有第二安装平台(212)；

所述光伏建筑一体屋面用支架被配置成：多个所述第一支撑梁(1)沿第一方向平行设

置在建筑结构(501)上，相邻的第一支撑梁(1)之间搭接多个沿第二方向设置的第二支撑梁

(2)；第二支撑梁(2)的第二导水槽(211)搭接固定在第一安装平台(113)上，第二导水槽

(211)的底部搭在第一导水槽(111)两侧的第一安装平台(113)上，第二导水槽(211)与第一

导水槽(111)之间相联通，在搭接状态下，第二导水槽(211)导水流入第一导水槽(111)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伏建筑一体屋面用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支撑梁(1)

为在其横剖面具有至少一个腔体的铝合金型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伏建筑一体屋面用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支撑梁(1)

的支撑座(120)上设置有托举平台(125)，该托举平台(125)位于第一安装平台(113)的下

方，且该托举平台(125)相对于第一安装平台(113)远离第一支撑梁(1)的横剖面竖直中心

设置，第二支撑梁(2)的底部搭接在托举平台(125)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伏建筑一体屋面用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导水槽

(211)  作为工艺缝结构填充结构胶(215)或密封胶。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伏建筑一体屋面用支架，其特征在于：沿所述第二导水槽

(211)长度方向设置有加强筋(213)，在加强筋(213)处设置防滑动挡块(214)。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伏建筑一体屋面用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支撑梁(1)

的支撑座(120)为弓字形。

7.一种光伏建筑一体屋面，其特征在于：该光伏建筑一体屋面使用权利要求1至权利要

求6任一项所述的支架。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光伏建筑一体屋面支架，其特征在于：光伏建筑一体屋面还包

括光伏组件单元(3)；所述光伏组件单元(3)与第一安装平台(113)之间设置第一胶条(42)，

光伏组件单元(3)与第二安装平台(212)之间设置第二胶条(43)；在光伏建筑一体屋面的装

配状态下，第一胶条(42)、第二胶条(43)的上表面大致位于同一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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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建筑一体屋面用支架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光伏建筑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光伏建筑一体屋面用支架。

背景技术

[0002] 光伏是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简称，是一种利用太阳电池半导体材料的光伏效

应，将太阳光辐射能直接转换为电能的一种新型发电系统。随着光伏行业的发展，光伏板组

件会被应用到天台及建筑物表面，甚至被用作窗户、天窗或遮蔽装置的一部分，这些光伏设

施通常被称为设于建筑物的光伏系统。这一类的光伏系统主要分为BAPV  和BIPV  ，BAPV是

指附着在建筑物上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它的主要功能是发电，不替代原有建筑物的功

能；BIPV是指与建筑物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和安装并与建筑物形成完美结合的太阳能光伏

发电系统，它作为建筑物外部构件的一部分，既具有发电功能，又具有建筑构件和建筑材料

的功能。

[0003] BAPV光伏发电系统作为传统的附着在建筑物上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光伏组件

是用铝合金边框四周固定，再用支架固定在建筑屋面上，其屋面较凌乱、整体性较差，这种

技术会对原建筑屋面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且牢固性欠佳，容易被台风、暴雨侵袭、损坏，目

前市场上多数还是采用BAPV光伏发电系统。目前现有的BIPV解决方案中，比如中国专利

CN213572699U于2021年06月29日公告授权了一件专利号为“202020838921.6”、名称为《一

种建筑光伏一体化光伏屋顶》的发明专利中，参见对比文件1的附图1至附图6，对比文件1公

开了一种建筑光伏一体化光伏屋顶，包括平铺在屋顶部的光伏板组件，屋顶部设有横向檩

条，在横向檩条与光伏板组件之间设有支撑光伏组件的纵向水槽和横向水槽，在纵向装置

间隔中设有中压构件，纵向水槽上装有用于安装中压构件的横担，所述纵向水槽由两侧立

板和底板构成的槽构件，立板顶部设有外翻的承载面，纵向水槽通过固定卡箍与横向檩条

相接；横向水槽包括设置在纵向相邻光伏组件之间的横向装配缝中的竖向板，在竖向板的

顶部设有弯向下方光伏组件并盖在下方光伏组件上表面的顺水板，在竖向板的底部设有弯

向上方光伏组件并托在上方光伏组件下表面的接水板。对比文件1的构件属于传统的带有

铝合金边框的光伏组件，是在光伏组件下面设接雨水槽，但是这种构件没有完全阻断雨水，

如遇台风暴雨，雨水会从缝隙中进入屋内，纵向水槽和横向水槽连接点模糊，不能保证连接

点处不漏水。

[0004] 有鉴于此，如何解决现有技术中的上述技术问题，便成为本发明所要研究解决的

课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光伏建筑一体屋面用支架。

[0006]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光伏建筑一体屋面用支架，用于

光伏建筑一体屋面的支撑和排水，其创新点在于：

所述支架包括长度沿第一方向延伸的第一支撑梁以及长度沿第二方向延伸并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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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在第一支撑梁上的第二支撑梁；

所述第一支撑梁上设有沿第一方向延伸的第一导水槽；第一支撑梁在第一导水槽

的两侧均设有第一安装平台；在所述第一支撑梁的下端部具有用于与建筑结构固定的支撑

座；

所述第二支撑梁上设有沿第二方向延伸的第二导水槽，第二支撑梁在第二导水槽

的两侧均设有第二安装平台；

所述光伏建筑一体屋面用支架被配置成：多个所述第一支撑梁沿第一方向平行设

置在建筑结构上，相邻的第一支撑梁之间搭接多个沿第二方向设置的第二支撑梁，由多个

相邻的两个第一支撑梁、两个第二支撑梁之间构成用于装配光伏组件单元的装配框架；第

二支撑梁的第二导水槽搭接固定在第一安装平台上，第二导水槽的底部搭在第一导水槽两

侧的第一安装平台上，第二导水槽与第一导水槽之间相联通，在搭接状态下，第二导水槽导

水流入第一导水槽中。

[0007] 本发明的有关内容解释如下：

1.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通过对建筑用支架中第一支撑梁、第二支撑梁的设计，不

需要传统光伏组件边框和固定在屋面上的支架，用压板把光伏组件直接固定在横、纵梁构

筑的框架上，解决光伏组件传统安装工艺对建筑屋面造成破坏的问题，且能解决整体防雨

漏水的问题。具体分析如下：通过第一支撑梁、第二支撑梁的结构设计，减少了建筑用支架

中零部件的使用，特别是能减少铝合金边框、过渡连接金属件的使用；对第一导水槽和第二

导水槽的配合设计，避免台风暴雨时雨水会从缝隙进入到一体屋面内部；对其中一体成型

的第一支撑梁进行了更加优化的设计，整合了现有技术中的多种功能，密封性、稳定性、安

全性更高；能有利于建筑用支架的安装和后续维护维修，拆除替换方便。

[0008] 2.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第一支撑梁为在其横剖面具有至少一个腔体的铝合

金型材，成型、制造方便，成本低，这种腔体的设计，让第一支撑梁的力学结构更加合理，其

结构强度高、能承受的载荷大，能让第一支撑梁的各功能部分合理划分区域，不冲突、不干

涉，方便施工，腔体也可作为延展连续的过渡部位；第二支撑梁也可以是在其横剖面具有至

少一个腔体的铝合金型材。

[0009] 3.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第一支撑梁的支撑座上设置有托举平台，该托举平台

位于第一安装平台的下方，且该托举平台相对于第一安装平台远离第一支撑梁的横剖面竖

直中心，第二支撑梁的底部搭接在托举平台上，托举平台的设计有效得与第一安装平台相

结合，托举平台搭接第二支撑梁下端部的底面，第一安装平台搭接第二支撑梁的第二导水

槽。以此来进一步提升支架的稳定性、安全性，同时托举平台与第一安装平台的设计能够让

支架的整体结构相较现有的比较复杂的框架结构更加合理、科学。

[0010] 4.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第二导水槽作为工艺缝结构填充结构胶或密封胶，用

以提升一体屋面的稳定性。

[0011] 5.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沿所述第二导水槽长度方向设置有加强筋，在加强筋处设

置防滑动挡块，以让本方案的光伏建筑一体屋面安装在坡屋面上或立面墙上时，防止倾斜

或竖直设置的光伏组件单元的滑动脱落，进一步增加光伏建筑一体屋面的安全性、稳定性。

[0012] 6.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第一支撑梁的支撑座为弓字形结构，弓字形的支撑座

在相同截面积下可以增高型材的屈服强度。支撑座底部具有多个支撑脚，多个支撑脚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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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支撑面，“弓”字形结构是为了增加强度和牢固、稳定性，支撑座既能用于支撑、又能有安

装固定一体作用。支撑座固定方式有二种：一、紧固件直接穿过支撑座连接固定在其它屋架

上；二、通过另设固定压块，压住支撑座。

[0013] 7.在本发明中，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装”、“相连”、“连接”、“固定”

等术语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成一体；可以是机械

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可以是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或两个

元件的相互作用关系，除非另有明确的限定。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根据具

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申请中的具体含义。

[0014] 8.在本发明中，术语“中心”、“前”、“后”、“轴向”、“底”、“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

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装配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申请和简化描述，

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

此不能理解为对本申请的限制。

[0015] 9.  此外，术语“第一”、“第二”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

要性或者隐含指明所指示的技术特征的数量。由此，限定有“第一”、“第二”的特征可以明示

或者隐含地包括至少一个该特征。在本申请的描述中，“多个”的含义是至少两个，例如两

个，三个等，除非另有明确具体的限定。

[0016] 由于上述方案的运用，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和效果：

1.本发明的上述方案中，通过对建筑用支架中第一支撑梁、第二支撑梁、光伏组件

单元、连接单元的设计，其中作为支架的部件只用到第一支撑梁、第二支撑梁；相比现有技

术能够以较少的部件去实现一样的功能，能够减少建筑用支架的制造成本、安装成本及后

续维护维修成本。

[0017] 2.  本发明的上述方案中，对第一导水槽和第二导水槽的配合设计以及相应的密

封设计均进行了设计上的突破，第一导水槽和第二导水槽设置成开口敞开在一体屋面的方

式，而且第一导水槽和第二导水槽的水流道部位没有设置穿孔、没有设置接缝，第一导水槽

中的水直接流入到第二导水槽中，第一导水槽再排入房屋排水系统，不会像现有技术一样

在碰到台风暴雨时雨水会从缝隙进入到一体屋面内部，从结构设计上就避免了这种情况的

出现，提升光伏屋面的防水性能。

[0018] 3.本发明的上述方案中，对其中一体成型的第一支撑梁进行了更加优化的设计，

第一上支撑部的第一导水槽用于光伏屋面在下雨天、水清洗时的排水，第一导水槽上端两

侧的第一安装平台用于第二支撑梁中第二上支撑部的搭接固定、也用于光伏组件单元第一

边的搭接固定、同时还能用于设置第一胶条时对第一胶条的固定，第一下支撑部底部的支

撑座既能用于支撑、又能有安装固定一体作用，能让第一支撑梁承受更大载荷，第一支撑梁

的设计，能整合了现有技术中的多种功能，同时使排水的方式、排水的结构更合理、更具密

封性，稳定性、安全性也更高。

[0019] 4.  .本发明的上述方案中，由于采用的金属框架少，能有利于建筑用支架的安装

和后续维护维修，拆除替换方便，减少对不同种类型材的物料配备，使物料统一，以此来减

轻企业的物料成本；本方案能够最大程度减少构件，节约成本，且安装、维护方便，为实现光

伏建筑一体化（BIPV)开拓、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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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0] 附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光伏建筑一体屋面用支架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附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第一支撑梁的立体结构示意图一；

附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第一支撑梁的横剖面示意图一；

附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第二支撑梁的立体结构示意图一；

附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第二支撑梁的横剖面示意图一；

附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支架的搭接横剖面示意图；

附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第一支撑梁的立体结构示意图二；

附图8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第一支撑梁的横剖面示意图二；

附图9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第二支撑梁的立体结构示意图二；

附图10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第二支撑梁的横剖面示意图二；

附图11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第一支撑梁的横剖面示意图三；

附图12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第二支撑梁的立体结构示意图三；

附图13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第二支撑梁的横剖面示意图三；

附图14为本发明实施例光伏建筑一体屋面用支架使用状态下的横剖面示意图；

附图15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第二支撑梁搭接到第一支撑梁的位置示意图；

附图16为本发明实施例使用状态下的爆炸示意图；

附图17为本发明实施例装配到外部屋面建材状态下的示意图；

附图18为本发明实施例应用到平屋面的示意图；

附图19为本发明实施例应用到坡屋面的示意图；

附图20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第二支撑梁与光伏组件单元配合并设置结构胶的示意

图；

附图21为本发明实施例应用到坡屋面并设置防滑动挡块的示意图；

附图22为本发明实施例应用到立面并设置防滑动挡块的示意图;

附图23为本发明实施例中连接单元的示意图；

附图24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第一胶条的示意图。

[0021] 以上附图各部位表示如下：

1、第一支撑梁；

101、第一腔体；102、第二腔体；

11、第一上支撑部；111、第一导水槽；1111、第一开口；112、嵌置槽；1121、上限位

部；11211、上限位面；1122、斜支撑面；113、第一安装平台；1131、安装槽；

12、第一下支撑部；120、支撑座；121、第一支撑脚；1211、第一支撑面；122、第二支

撑脚；1221、第二支撑面；125、托举平台；

2、第二支撑梁；

21、第二上支撑部；211、第二导水槽；2111、第二开口；212、第二安装平台；2121、卡

槽；201、上搭接部；213、加强筋；214、防滑动挡块；215、结构胶；

22、第二下支撑部；202、下搭接部；

3、光伏组件单元；31、第一边；32、第二边；

4、连接单元；41、限位压板；414、限位柱；42、第一胶条；421、安装凸块；422、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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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43、第二胶条；44、紧固件；441、紧固螺丝；442、螺母；4421、配合面；45、缓冲胶条；

501、建筑结构；502、外部屋面建材；503、调节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如附图1至附图21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光伏建筑一体屋面用支架，用于光

伏建筑一体屋面的支撑和排水，。所述支架包括长度沿第一方向延伸的第一支撑梁1以及长

度沿第二方向延伸并搭接在第一支撑梁1上的第二支撑梁2；其中第一方向、第二方向指向

不同的方向，具体的，第一方向和第二方向可以是纵横垂直交叉的方向，以拼接成矩形形

状，也可以是斜向交叉，以形成棱形形状。

[0023] 如附图2至附图3所示，所述第一支撑梁1上设有沿第一方向延伸的第一导水槽

111；第一支撑梁1在第一导水槽111的两侧均设有第一安装平台113；在所述第一支撑梁1的

下端部具有用于与建筑结构501固定的支撑座120；如附图4至附图5所示，所述第二支撑梁2

上设有沿第二方向延伸的第二导水槽211，第二支撑梁2在第二导水槽211的两侧均设有第

二安装平台212；所述光伏建筑一体屋面用支架被配置成：多个所述第一支撑梁1沿第一方

向平行设置在建筑结构501（该建筑结构501为不包含在本发明技术特征中的外部的建筑屋

架，建筑屋架包括：轻钢桁架梁上、钢筋桁架楼承板屋面上、轻钢结构屋架檩条上、轻钢结构

彩钢瓦屋面上、混凝土屋面上等）上，相邻的第一支撑梁1之间搭接多个沿第二方向设置的

第二支撑梁2；第二支撑梁2的第二导水槽211搭接固定在第一安装平台113上，第二导水槽

211的底部搭在第一导水槽111两侧的第一安装平台113上，第二导水槽211与第一导水槽

111之间相联通，如附图1和附图6所示，在搭接状态下，第二导水槽211导水流入第一导水槽

111中；所述光伏建筑一体屋面被配置成：由多个相邻的两个第一支撑梁1、两个第二支撑梁

2之间构成用于装配光伏组件单元3的装配框架，光伏组件单元3装配在该装配框架中，光伏

组件单元3通过连接单元4与支架定位连接。

[0024] 通过上述实施例的实施，通过对建筑用支架中第一支撑梁1、第二支撑梁2、光伏组

件单元3、连接单元4的设计，不需要传统光伏组件边框和固定在屋面上的支架，用压板把光

伏组件直接固定在横、纵梁构筑的框架上，解决光伏组件传统安装工艺对建筑屋面造成破

坏的问题，且能解决整体防雨漏水的问题。通过第一支撑梁1、第二支撑梁2的结构设计，减

少了建筑用支架中零部件的使用，特别是能减少铝合金边框、过渡连接金属件的使用；对第

一导水槽111和第二导水槽211的配合设计，避免台风暴雨时雨水会从缝隙进入到一体屋面

内部；对其中一体成型的第一支撑梁1进行了更加优化的设计，整合了现有技术中的多种功

能，密封性、稳定性、安全性更高；能有利于建筑用支架的安装和后续维护维修，拆除替换方

便。

[0025] 在其中一种实施方式中，如附图11所示，所述第一支撑梁1为在其横剖面具有至少

一个腔体的铝合金型材，成型、制造方便，成本低，这种腔体的设计，让第一支撑梁1的力学

结构更加合理，其结构强度高、能承受的载荷大，能让第一支撑梁1的各功能部分合理划分

区域，不冲突、不干涉，方便施工，腔体也可作为延展连续的过渡部位。进一步的，所述第一

支撑梁1为以横剖面竖直中心左右对称的铝合金型材。

[0026] 更具体的，如附图8所示，所述第一支撑梁1具有三个在横截面上密闭的腔体，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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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位于中间的一个第一腔体101和位于第一腔体101两侧的两个第二腔体102；第一腔体101

位于第一导水槽111的正下方，第一腔体101的宽度小于第一导水槽111的宽度；第二腔体

102的一侧位于第一安装平台113的正下方、另一侧位于部分的第一导水槽111正下方；第一

腔体101的底部低于第二腔体102的底部。

[0027] 在其中一种实施方式中，如附图20所示，所述第二导水槽211作为工艺缝结构填充

结构胶215或密封胶，根据光伏组件的变化和不同环境的变化来选择是否填充结构胶或密

封胶，使整个屋面结构更加牢固，且防雨、耐候性更好，用以提升一体屋面的稳定性。进一步

的，如附图12、附图13所示，沿所述第二导水槽211长度方向设置有加强筋213，如附图21、附

图22所示，在加强筋213处设置防滑动挡块214，以让本方案的光伏建筑一体屋面用支架安

装在坡屋面上或立面墙上时，防止倾斜或竖直设置的光伏组件单元3的滑动脱落，进一步增

加光伏建筑一体屋面用支架的安全性、稳定性。

[0028] 在其中另一种实施方式中，如附图8所示，所述第一支撑梁1的支撑座120为弓字形

结构，弓字形的支撑座在相同截面积下可以增高型材的屈服强度。更具体的，支撑座120底

部具有多个支撑脚，多个支撑脚在一个支撑面，“弓”字形结构是为了增加强度和牢固、稳定

性，支撑座120既能用于支撑、又能有安装固定一体作用。支撑座120固定方式有二种：一、紧

固件直接穿过支撑座120连接固定在其它屋架上；二、通过另设固定压块，压住支撑座120。

[0029] 在其中一种实施方式中，如附图3和附图8所示，所述第一支撑梁1的支撑座120上

设置有托举平台125，该托举平台125位于第一安装平台113的下方，且该托举平台125相对

于第一安装平台113远离第一支撑梁1的横剖面竖直中心，第二支撑梁2的底部搭接在托举

平台125上，托举平台125的设计有效得与第一安装平台113相结合，托举平台125搭接第二

支撑梁2下端部的底面，第一安装平台113搭接第二支撑梁2的第二导水槽211。

[0030] 下面对本发明实施例实施到光伏建筑一体屋面中的更加具体的实施方式进行详

细说明：

如附图14至附图24所示的一种光伏建筑一体屋面，包括支架、配合安装在支架上

的光伏组件单元3以及用于连接支架、光伏组件单元3的连接单元4。

[0031] 所述支架包括长度沿第一方向延伸的第一支撑梁1以及长度沿第二方向延伸并搭

接在第一支撑梁1上的第二支撑梁2；

所述第一支撑梁1包括一体成型的第一上支撑部11和第一下支撑部12；

所述第一上支撑部11上设有沿第一方向延伸的第一导水槽111，所述第一导水槽

111上方顶部形成敞开的第一开口1111，第一开口1111的两侧内壁处剖设有相对的嵌置槽

112；

所述第一上支撑部11上在第一导水槽111的顶端两侧均设有第一安装平台113，第

一安装平台113上设有沿第一方向延伸的安装槽1131；

如附图8所示，所述第一下支撑部12的底部设置有第一支撑脚121，第一支撑脚121

底部具有用于与外部建筑结构501固定连接的第一支撑面1211，第一支撑梁1在第一支撑脚

121的两侧向外延伸展开形成第二支撑脚122，第二支撑脚122底部具有用于与外部建筑结

构501固定连接的第二支撑面1221，第一支撑面1211和两个第二支撑面1221之间具有空隙，

以此来形成弓字形结构的支撑座120；由紧固螺栓（螺丝）穿过第二支撑脚122，以使第一支

撑梁1固定在外部建筑结构501上；所述第二支撑脚122的外缘向上弯曲形成有托举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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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所述第一安装平台113位于托举平台125的上方，且第一安装平台113相对托举平台125

靠近第一导水槽111的竖直中心设置；

如附图9所示，所述第二支撑梁2包括一体成型或分体组装的上下设置的第二上支

撑部21和第二下支撑部22，所述第二上支撑构部上设有沿第二方向延伸的第二导水槽211，

第二导水槽211上方形成敞开的第二开口2111，第二上支撑构部在第二导水槽211的两侧设

置有第二安装平台212；所述第二上支撑部21朝向第一支撑梁1延伸出一段距离形成上搭接

部201，上搭接部201通过紧固件44在第二安装平台212和第一安装平台113处固定连接；所

述第二下支撑部22的底部朝向第一支撑梁1的一侧延伸出一段距离形成下搭接部202，下搭

接部202的底部搭接在托举平台125上；

如附图1所示，所述光伏组件单元3具有沿第一方向设置的第一边31和沿第二方向

设置的第二边32；

如附图14所示，所述连接单元4包括限位压板41、紧固件44，所述紧固件44包括紧

固螺丝和螺母，限位压板41与光伏组件单元3之间设置有缓冲胶条，所述限位压板41的下方

设置有限位柱，限位柱的下表面与螺母的上表面配合以构成对限位压板41向下的位置限

制；

如附图13至附图21所示，所述光伏建筑一体屋面被配置成：多个第一支撑梁1沿第

一方向平行设置在外部建筑结构501上，相邻的第一支撑梁1之间搭接沿第二方向放置的第

二支撑梁2，第二导水槽211的槽口位于第一导水槽111的上方并且第二导水槽211与第一导

水槽111之间相联通；由多个相邻的两个第一支撑梁1、相邻的两个第二支撑梁2之间构成用

于装配光伏组件单元3的装配空间，光伏组件单元3的第一边31座落于安装平台的上方，光

伏组件单元3的第一边31通过限位压板41与紧固件44的配合固定到第一支撑梁1中，在光伏

组件单元3的第一边31与第一安装平台113之间设置第一胶条42，光伏组件单元3的第二边

32座落于第二安装平台的上方，在光伏组件单元3的第二边32与第二安装平台212之间设置

第二胶条43；位于最外侧的第一支撑梁1通过限位压板41、紧固件44与外部屋面建材502装

配（外部屋面建材502（透光板等）可以镶嵌、过渡，或衔接山墙），可由调节块503来调节其中

的间隙。该第一胶条和第二胶条具有密封和缓冲作用，同时，在光伏建筑一体屋面的装配情

况下，第一胶条、第二胶条的上表面是大致位于同一平面，以使光伏建筑一体屋面平整无缝

隙，确保密封效果好。

[0032] 进一步的，相对的嵌置槽112之间相对内侧形成卡持部，该卡持部对紧固件44底部

的螺母进行固定连接。更进一步的，该嵌置槽112的顶部具有上限位部1121，该上限位部

1121的朝向与第一开口的方向为反向，该嵌置槽112朝向第一导水槽111处有上向下斜伸有

斜支撑面1122，以此来使紧固件44能更好得装配到嵌置槽112里，确保紧固后牢固、稳定。

[0033] 更具体的，所述紧固件44包括紧固螺丝441和螺母442，螺母442的两翼嵌入到嵌置

槽112中，以此来使紧固件44能更好得装配到嵌置槽112里，确保紧固后牢固、稳定。

[0034] 进一步的，上限位部1121上设置有波浪形的上限位面11211；对应波浪形的上限位

面11211，在螺母442上设置有波浪形的配合面4421，以此来使紧固件44能更好得装配到嵌

置槽112里，确保紧固后牢固、稳定。

[0035] 更具体的，所述安装槽1131的截面形状为多段圆弧相切形成，从该安装槽1131的

中心点向上其开口先缩小再扩大，对应安装槽1131，所述第一胶条42的底部设置有向下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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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与安装槽1131截面形状匹配的安装凸块421，安装凸块421、安装槽1131的设计，能让第

一胶条42更牢固得装配到第一支撑梁1、光伏组件单元3之间，能提高密封防水性能；第一胶

条42的底部在朝向第一导水槽111的一侧设置有向下凸起的挡水条422，能防止第一导水槽

111一侧的水渗入第一胶条42底部和第一支撑梁1之间的缝隙中，能提高该建筑用支架在台

风暴雨等恶劣天气下的防水性能。

[0036] 进一步的，所述第二支撑梁2的第二安装平台212上设置有卡槽2121，第二胶条43

底部设置有凸起，第二胶条43底部的凸起卡入卡槽2121中，以此来完成第二胶条43与第二

安装平台212的定位连接，能让第二胶条43更牢固得装配到第二支撑梁2、光伏组件单元3之

间，能提高密封防水性能。

[0037] 在以上实施例中，第二支撑梁2中的第二上支撑部21和第二下支撑部22为一体成

型，但是本发明不以此为限，第二上支撑部21和第二下支撑部22也可以是分体组装的，由于

第二上支撑部21和第二下支撑部22的结构比较简单，组合也方便，因此不对第二支撑梁2具

体形成做具体限制，这是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理解并接受的，因此不再对相关机构进行展

开描述；

在上述实施例中，安装槽1131的形状可以是圆形、椭圆形、菱形等不同形状，本发

明不以此为限，考虑到第一支撑梁1的型材制作工艺，采用圆形比较合理。

[0038] 上述实施例只为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构思及特点，其目的在于让熟悉此项技术的人

士能够了解本发明的内容并据以实施，并不能以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根据本发明

精神实质所作的等效变化或修饰，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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