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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新能源领域，具体为一种活动支

架的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目前市场上的分布式

光伏发电都是采用固定安装模式，由于太阳能板

倾角固定不变不具有追日功能，导致发电效率低

下，而太阳能追踪装置又因其体积大成本高昂，

很难适用于分布式光伏发电当中，所以在光电转

化率短期内难于有效提高的当下，如何去提高太

阳能发电量，就成为分布式光伏发电所遇到的一

个亟待解决的技术难题。本发明提供的活动安装

的太阳能板支架技术，其带有旋转功能的驱动系

统，使得太阳能板的倾角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

改变，达到了追日的效果，因而发电效率得到极

大地提高，与光伏板装机容量相同的固定安装模

式的分布式光伏发电相比，本发明的光伏发电量

将多增加4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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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活动支架的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其包含有电动驱动装置、基座、光伏矩阵、T型

梁、太阳能控制器、蓄电池，所述基座外形为T型或L型或长方型的形状，基座的截面为长方

形或圆形或四方形或其他多边形的几何形状，T型或L型基座的顶部延长段的截面为长方形

或梯形或四方形的形状，基座是沿着东西或南北方向排列安装，但不论采用哪一种排列方

式，基座顶部延长段的长边都是与南北方向平行，基座材质为钢筋混凝土或不锈钢或铝合

金钢，所述的电动驱动装置，每组主要由一根不锈钢或铝合金钢的轴、X个滑动轴承支座、一

台或两台的电动机、一个或两个的电动机驱动轮所组成，滑动轴承支座和电动机都焊接或

螺栓固定安装在基座顶部与基座形成一体，轴与南北方向平行安装，穿插在X个滑动轴承支

座上，一端或两端与电动机上的电动机驱动轮相连接，一组电动驱动装置和N条T型梁共同

构成一个驱动系统，驱动一组光伏矩阵的转动，所述一组光伏矩阵由W块太阳能板、W个太阳

能板支架和S条横梁所组成，没有支柱，W块太阳能板镶嵌在W个太阳能板支架内，S条横梁与

支架底部焊接或螺栓固定连接，S条横梁并列安装并相间一定的间距，把W个支架连为一体

形成一组光伏矩阵，所述N条T型梁与轴垂直安装，其上端与S条横梁焊接或螺栓固定连接并

托起一组光伏矩阵，N条T型梁带有圆环状的下端焊接或螺栓固定连接卡在轴上形成一体，N

条T型梁的材质为铝合金或不锈钢，  X、N、W、S是单数或偶数的倍数值，其特征在于：本发明

将根据时间变化，控制电动机往东或西旋转一定的角度做功，带动电动机驱动轮驱动轴旋

转，使得固定在轴上的T型梁带动光伏矩形随同相向转动，由此沿着东西或南北方向排列的

太阳能板倾角得以发生改变；本发明与市电能够整合成为一个双电源供电系统，通过自动

开关转换器的调节控制，把单一由市电供电的负荷改造成以太阳能发电为主电源供电，市

电为备用电源供电，交替使用太阳能发电和市电供电的负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活动支架的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电

动机是一种带有减速装置的、能够把电能转换成机械能的设备，其种类包含了按工作电源

类别来划分的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两大类型的电动机，电动机上安装有远程遥控装置和智

能控制系统，根据时间的变化来控制电动机开关的开启和关闭。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活动支架的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

时间变化控制电动机调节有两种不同的方式，第一种是一日之内调节三次的方式，太阳能

板在电动机带动下转动到一定角度之后，在上午、正午、下午的各个时间段内都将静止不

动，直到下个时间段到来为止，太阳能板的安装方位角确定后，以太阳能板在上午或下午时

间段内一个最佳倾角为基础角度，换算出电动机往东或西方向旋转的一个正负角度的数值

α和β，太阳能板转动的角度也为α和β；第二种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对倾角进行微调的方式，此

方法是以上午或下午时间段内某个时刻的最佳倾角为基准，对上午或下午时间段内的倾角

进行微调，正午时段保持不动不进行微调。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活动支架的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自

动开关转换器，其具有如下的特性：1）其只是进行双电源的转换，而没有线路分断和保护功

能；2）其必须具备抗击很高抗击电流冲击的特性；3）其具备可频繁操作的特性；4）其具有自

投自复的功能，所述的自动开关转换器分为一体化自动转换开关类和塑壳断路器类这两种

类型。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0581685 A

2



一种活动支架的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新能源领域，具体为一种活动支架的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的光伏发电大国，作为节能减排的一个重要手段，分

布式光伏发电越来越受到重视，分布式光伏发电在国内外市场上像雨后春笋似的不断涌

现，但目前市面上的分布式光伏发电由于都是采用固定安装模式的支架，这种安装模式由

于光伏组件的倾角固定不变，不能随着太阳辐射强度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不具有追日功能，

导致发电效率低下，而太阳能追踪装置又因其体积大、制作和维护成本的高昂，很难适用于

分布式光伏发电当中。但要把固定安装模式的分布式光伏发电全部推倒重新建设成活动式

安装模式的做法既不现实，也无必要，所以在光电转化率短期内难于有效提高的当下，在同

等的光伏板装机容量下，如何去提高太阳能的发电量，这是目前分布式光伏发电所遇到的

亟待解决的技术难题。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缺陷，本发明通过提供一种活动支架的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使目前市

场发电效率低、性价比低的光伏发电，转变为发电效率高、性价比高的光伏发电，以满足可

再生能源市场不断发展的需求。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一种活动支架的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其包含有电动驱动装置、基座、光伏矩阵、T型

梁、太阳能控制器、蓄电池，所述基座外形为T型或L型或长方型的形状，基座的截面为长方

形或圆形或四方形或其他多边形的几何形状，T型或L型基座的顶部延长段的截面为长方形

或梯形或四方形的形状，基座是沿着东西或南北方向排列安装，但不论采用哪一种排列方

式，基座顶部延长段的长边都是与南北方向平行，基座材质为钢筋混凝土或不锈钢或铝合

金钢，所述的电动驱动装置，每组主要由一根不锈钢或铝合金钢的轴、X个滑动轴承支座、一

台或两台的电动机、一个或两个的电动机驱动轮所组成，滑动轴承支座和电动机都焊接或

螺栓固定安装在基座顶部与基座形成一体，轴与南北方向平行安装，穿插在X个滑动轴承支

座上，一端或两端与电动机上的电动机驱动轮相连接，一组电动驱动装置和N条T型梁共同

构成一个驱动系统，驱动一组光伏矩阵的转动，所述一组光伏矩阵由W块太阳能板、W个太阳

能板支架和S条横梁所组成，没有支柱，W块太阳能板镶嵌在W个太阳能板支架内，S条横梁与

支架底部焊接或螺栓固定连接，S条横梁并列安装并相间一定的间距，把W个支架连为一体

形成一组光伏矩阵，所述N条T型梁与轴垂直安装，其上端与S条横梁焊接或螺栓固定连接并

托起一组光伏矩阵，N条T型梁带有圆环状的下端焊接或螺栓固定连接卡在轴上形成一体，N

条T型梁的材质为铝合金或不锈钢，  X、N、W、S是单数或偶数的倍数值，其特征在于：本发明

将根据时间变化，控制电动机往东或西旋转一定的角度做功，带动电动机驱动轮驱动轴旋

转，使得固定在轴上的T型梁带动光伏矩形随同相向转动，由此沿着东西或南北方向排列的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10581685 A

3



太阳能板倾角得以发生改变；本发明与市电能够整合成为一个双电源供电系统，通过自动

开关转换器的调节控制，把单一由市电供电的负荷改造成以太阳能发电为主电源供电，市

电为备用电源供电，交替使用太阳能发电和市电供电的负荷，所述的电动机是一种带有减

速装置的、能够把电能转换成机械能的设备，其种类包含了按工作电源类别来划分的直流

电机和交流电机两大类型的电动机，电动机上安装有远程遥控装置和智能控制系统，根据

时间的变化来控制电动机开关的开启和关闭，所述根据时间变化控制电动机调节有两种不

同的方式，第一种是一日之内调节三次的方式，太阳能板在电动机带动下转动到一定角度

之后，在上午、正午、下午的各个时间段内都将静止不动，直到下个时间段到来为止，太阳能

板的安装方位角确定后，以太阳能板在上午或下午时间段内一个最佳倾角为基础角度，换

算出电动机往东或西方向旋转的一个正负角度的数值α和β，太阳能板转动的角度也为α和

β；第二种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对倾角进行微调的方式，此方法是以上午或下午时间段内某个

时刻的最佳倾角为基准，对上午或下午时间段内的倾角进行微调，正午时段保持不动不进

行微调，所述的自动开关转换器，其具有如下的特性：1）其只是进行双电源的转换，而没有

线路分断和保护功能；2）其必须具备抗击很高抗击电流冲击的特性；3）其具备可频繁操作

的特性；4）其具有自投自复的功能，所述的自动开关转换器分为一体化自动转换开关类和

塑壳断路器类这两种类型。

[0005] 本发明的一种活动支架的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解决了分布式光伏发电追日难的

技术难题，目前市场上的太阳能追踪系统虽然能够达到追日的效果，但是其制作和维护成

本高昂，性价比低难以在分布式光伏发电中推广应用，更重要的是它无法对目前固定式安

装的分布式光伏发电站的太阳能板进行技术改造以使其具有追日的功能，而本发明却能解

决这一技术难题，而且方法简单有效、费用低、工期短、效益高，改造完成后的光伏发电总量

将比原来多增加40%以上，本发明具有很好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

附图说明

[0006] 图1为平面俯视图：符号1为太阳能板，符号2为支架，符号3为横梁，符号4为立柱，

符号5为电动机，符号6为轴，符号7为滑动轴承支座，符号8为T型梁；图2为南北方向正视图；

图3为东西方向正视图；图4为T型梁示意图；图5为上午时段光伏矩阵面朝东面的示意图；图

6为正午时段光伏矩阵成水平状的示意图；图7为下午时段光伏矩阵面朝西面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07] 为了加深对本发明的理解，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描述，该实施例仅

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定。

[0008] 太阳能是一种清洁的能源，它的应用正在世界范围内快速地增长，利用太阳能发

电就是一种使用太阳能的方式，但目前建设一个太阳能发电系统的成本较高的，以我国现

阶段太阳能发电成本为例，其花费在太阳电池组件的费用大约占了70％左右，要提高光伏

发电的性价比，在降低成本的同时，也要提高光伏发电量，在光电转化率短期内难于有效提

高的当下，如能使太阳能板的倾角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就能使得光伏发电量得到

极大地提高。

[0009] 倾斜角是指光伏组件平面与水平面的夹角，倾斜角对太阳能板能够接收到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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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量影响很大，直接影响到光伏发电量的大小，因此确保太阳能板能够尽可能地获得太

阳的直接辐射量，使太阳能板具有一个最佳倾斜角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太阳能板的安装

形式99%都是固定式，对于固定式安装，一旦安装完成，太阳能板的倾斜角就无法改变，接受

到的太阳能直接辐射量很有限，据测算，如果太阳能电池板与太阳光线角度存在25°的偏差

时，就会因为垂直入射的辐射能减少而使光伏发电的输出功率下降10%左右，所以发电效率

低，为了使太阳能板能始终有个最佳倾角面朝太阳，以接收最大的、有效的太阳能直接辐

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太阳能板安装到位后方位角固定不变，但太阳能板倾斜角可以调节

的技术，这种技术初始投资和维修成本低，可以替代太阳跟踪装置，同时本发明还可以对目

前市场上固定模式安装的光伏发电站进行技术改造，把太阳能板的固定安装模式改造成活

动式安装模式。

[0010] 参考图1~4所示，本发明的支架创新之处在于光伏矩阵下有一个驱动系统，随着时

间的变化驱动光伏矩阵的转动。光伏矩阵由太阳能板1、太阳能板支架2、支架横梁3所构成，

驱动系统由一组电动驱动装置和T型梁8组成构成，电动驱动装置中主要包括有电动机5、一

根不锈钢或铝合金钢的轴6、滑动轴承支座7、电动机驱动轮所组成，滑动轴承支座7和电动

机5都焊接或螺栓固定安装在立柱4上与立柱4形成一体，轴6插在滑动轴承支座7上，一端或

两端与电动机5上的电动机驱动轮相连接，T型梁8的上端与支架横梁3焊接或螺栓固定连接

并托起光伏矩阵，  T型梁8带有圆环状的下端焊接或螺栓固定连接在轴6上形成一体，随着

时间的变化，控制电动机5往东或西旋转一定的角度做功，带动电动机5驱动轮驱动轴6转

动，使得固定在轴6上的T型梁8带动光伏矩形随同相向转动，由此太阳能板1的倾角得以发

生改变。根据不同季节气候的变化，以不同的时间段对倾角进行调节，以下就以第一种调节

方式在夏季时段为例进行说明，调节方法具体阐述如下。

[0011] 支架平时是成水平状态，参阅图6，时间的调节控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上

午时间段，从AM6：00至AM11:00，智能控制系统启动电动机5往东面旋转，通过电机驱动轮带

动轴6往东面相向旋转一个角度α后停止旋转，太阳能板1在此过程也跟随轴6相向转动角度

α，面朝东面成最佳倾角，参照图5；第二阶段为正午时间段，从AM11：00至PM14:00，智能控制

系统启动电动机5往西面旋转，通过电机驱动轮带动轴6相向回转一个角度-α后停止旋转，

太阳能板1在此过程也跟随轴相向转动角度-α成水平状态，倾角为零，参照图6；第三阶段为

下午时间段，从PM14：00至PM18:00，智能控制系统启动电动机5往西面旋转，通过电机驱动

轮带动轴6相向往西面旋转一个角度β后停止旋转，太阳能板1在此过程也跟随轴6相向转动

一个角度β，面朝西面成最佳倾角，参照图7，超过PM18:00后太阳能电池板1又自动恢复到水

平状态。

[0012] 目前国内外用电负荷基本上都是采用燃煤发电的市电，像路灯照明、交通信号灯、

安全监控、信号发射塔等都是用电量大的市电负荷，能否为这些耗电大户提供清洁能源用

电，是关系到如何减少燃煤发电、空气污染的社会问题。分布式光伏发电由于其不占用场

地、体积小、重量轻、安装维护方便、无输配电损耗低、无需建配电站、接近用电终端，就地发

电就地使用的优势，能够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但由于目前分布式光伏发电几乎都是采用

固定式安装模式，太阳能板没有追日功能，使得其发电量低下，性价比低的缺陷反过来又阻

碍了分布式光伏发电在市场上的推广应用。本发明提供的活动式安装模式的太阳能板技

术，很好地解决了太阳能板不能追日的技术难题，使得分布式光伏的发电量得到极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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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的分布式光伏发电能够与市电可以整合成为一个双电源供电的系统，市电和太阳能

发电的一起并用，通过自动开关转换器优先选择使用太阳能发电供电，即蓄电池供电为主

电源，当主电源的电压高于设定的阈值电压A值时，主电源自动投入，备用电源市电备用；当

主电源发生故障或主电源的电压低于设定的阈值电压B值时，备用电源市电投入使用；当主

电源的电压恢复到设定的阈值电压A值时，自动停掉备用电源市电，再次切换到主电源供

电，A值的绝对值＞B值的绝对值，这将极大地减少了原有市电负荷对市电的使用量，将极大

地节省了燃煤发电、节省了电费，减少了空气污染和雾霾天气的产生，所以，本发明对现有

市电负荷的节能改造起到了积极的有益的很好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经济效益。

[0013] 在没有日照的阴雨天，为避免狂风有可能对太阳能板的损坏，可以暂时停止调节，

使支架始终水平状态，直到有日照为止；在冬季积雪较厚的区域，可以把倾角调到最大，防

止支架上的太阳能电池板上积雪加厚，以免损坏太阳能电池板；在发生突发极端天气时，还

可以通过远程的遥控系统，人工调节支架始成水平状态，避免太阳能板被极端天气所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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