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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一种光伏板除尘设备，包含升降机构 （1）、保护层 （2 ）、光伏板 （3）、安装组件 （4 ）、连
接杆 （5）、喷淋管 （6 ）; 升降机构 （1）安装于光伏板 （3 ）的上方，保护层 （2 ）收卷于升降机构 （1）
的内部，并可覆盖于光伏板 （3）的表面，升降机构 （1）的数量为若干组，且每组之间通过连接杆 （5）
相连接，光伏板 （3）固定于安装组件 （4 ）的上方，喷淋管 （6 ）设置于安装组件 （4 ）的内部，并出水口
相对于光伏板的表面上方。该设备延长了光伏板的使用寿命，降低了人工的劳动强度。



一种光伏板除尘设备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光伏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光伏板除尘设备 。

背景技术

在有光照 （无论是太 阳光 ，还是其它发光体产生 的光照）情况下，电池吸

收光能，电池两端 出现异号 电荷 的积 累，即产生 光生 电压 ，这就是 光生伏

特效应 " 。在光生伏特效应 的作用下，太 阳能 电池 的两端产生 电动势 ，将光能

转换成 电能，是能量转换 的器件 。太 阳能 电池一般为硅 电池 ，分为单 晶硅太

阳能 电池 ，多晶硅太 阳能 电池和非晶硅太 阳能 电池三种 。当遇到下雨或恶劣

天气时，光伏板暴露于外界 ，饱受灰尘 以及飞沙侵蚀 ，影 响 了光伏板 的是使

用寿命 。

目前，光伏板 的清洁维护采用人工刷把清洁 ，或人工水枪冲洗 ，或大型

车辆伸 出机械臂举着大型辊刷边刷边用水冲 ，增加 了人工 的劳动强度 。

发明内容

本发 明的 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 的缺 陷和不足 ，提供一种光伏板 除尘设

备 ，它手动旋转把手调节 ，使光伏板 的表面覆盖保护层 ，在覆盖 的同时还 能

对光伏板进行清洁 ，不但延长 了光伏板 的使用寿命 ，还大大 降低 了人工 的劳

动强度 。

为实现上述 目的，本发 明采用 以下技术方案是 ：它包含升 降机构 1、保护

层 2、光伏板 3、安装组件 4、连接杆 5、喷淋管 6; 所述 的升降机构 1 安装于

光伏板 3 的上方 ，保护层 2 收卷于升 降机构 1 的内部 ，并覆盖于光伏板 3 的

表面，升 降机构 1 的数量为若干组 ，且每组之 间通过连接杆 5 相连接 ，光伏

板 3 固定于安装组件 4 的上方 ，喷淋管 6 设置于安装组件 4 的内部 ，并 出水

口相对于光伏板 3 的表面上方，所述 的升 降机构 1 设置有把手 11、导 向 口 12、

导 向轮 13、辅助轮 14; 所述 的把手 11 安装于升 降机构 1 的右侧 ，导 向口 12



位于升 降机构 1 的下方 ，导 向轮 13、辅助轮 14 均安装于升 降机构 1 的 内部 ，

保护层 2 的一端收卷于导 向轮 13 的表面 ，另一端经过辅助轮 14 并延伸至导

向口 12。

所述 的升 降机构 1 与安装组件 4 固定连接 。

所述 的保护层 2 为 防尘 网，其底部设置有去尘雨刷 。

所述 的光伏板 3 的两侧设置有导轨 ，保护层 2 活动于导轨 的内部 。

所述 的连接杆 5 包含 固定杆 5 1、螺纹杆 52、连接管 53、定位桩 54、定

位孔 55; 所述 的固定杆 51 与连接管 53 的一侧均 固定设置有螺纹杆 52，固定

杆 5 1 的表面设置有定位孔 55, 连接 管 53 的表面设置有与定位孔 55 数量相等

的定位桩 54。

所述 的喷淋管 6 设置有喷头 6 1、水管 62、多通头 63; 所述 的多通头 63

的连接孔处连接有水管 62, 顶部 出水管的两侧设置有喷头 6 1，且喷头 6 1 的

出水位置与光伏板 3 的表面相对

本发 明的工作原理 ：将升 降机构 1 固定安装于光伏板 3 的上方 ，保护层 2

活动于升 降机构 1 的内部 ，且保护层 2 滑行于光伏板 3 的表面 ，保护层 2 的

底部设置有雨刷 ，通过手动旋转把手 11 带动升降机构 1，实现保护层 2 在光

伏板 3 的表面清洁 ，喷淋管 6 的一端接通水源处，另一端分布于安装组件 4

的内部 ，并将 出水 口相对于光伏板 3 的表面 ，此时打开控制 阀，实现喷淋 ，

当外界光能黑暗时，放 下保护层 2, 阻隔了外界因素对光伏板 3 的损伤 ，不但

延长 了光伏板 的使用寿命 ，还大大 降低 了人工进行清洁光伏板 3 的劳动强度 。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后 ，本发 明有益效果为 ：它手动旋转把手调节 ，使光

伏板的表面覆盖保护层 ，在覆盖 的同时还 能对光伏板进行清洁 ，不但延长 了

光伏板 的使用寿命 ，还大大 降低 了人工 的劳动强度 。

附图说明

为 了更清楚地说 明本发 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 中的技术方案 ，下面将对实

施例或现有技术描述 中所需要使用 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 ，显而 易见地 ，下面



描述 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 明的一些实施例 ，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 ，

在不付 出创造性劳动性 的前提下，还可 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 的附图。

图 1是本发 明的结构示意图；

图 2 是本发 明中升 降机构 1 的结构示意 图；

图 3 是本发 明中连接杆 5 的结构示意 图；

图 4 是本发 明中喷淋管 6 的结构示意 图；

图 5 是本发 明中升 降机构 1 的内部结构示意 图；

图 6 是本发 明中保护层 2 与光伏板 3 的连接示意 图。

附图标记说 明：升 降机构 1、保护层 2、光伏板 3、安装组件 4、连接杆 5、

喷淋管 6、把手 11、导 向 口 12、导 向轮 13、辅助轮 14、固定杆 5 1、螺纹杆

52、连接管 53、定位桩 54、定位孔 55、喷头 6 1、水管 62、多通头 63。

具体实施方式

参看 图 1- 图 6 所示 ，本具体实施方式采用 的技术方案是：它包含升 降机

构 1、保护层 2、光伏板 3、安装组件 4、连接杆 5、喷淋管 6; 所述 的升 降机

构 1 安装于光伏板 3 的上方 ，保护层 2 收卷于升 降机构 1 的内部 ，并覆盖于

光伏板 3 的表面 ，升 降机构 1 的数量为若干组 ，且每组之 间通过连接杆 5 相

连接 ，光伏板 3 固定于安装组件 4 的上方 ，喷淋管 6 设置于安装组件 4 的内

部 ，并 出水 口相对于光伏板 3 的表面上方，所述 的升 降机构 1 设置有把手 11、

导 向口 12、导向轮 13、辅助轮 14; 所述 的把手 11 安装于升 降机构 1 的右侧 ，

导 向口 12 位于升 降机构 1 的下方 ，导 向轮 13、辅助轮 14 均安装于升 降机构

1 的内部 ，保护层 2 的一端收卷于导 向轮 13 的表面 ，另一端经过辅助轮 14 并

延伸至导 向 口 12; 通过手动旋转把手 11 带动升 降机构 1，实现保护层 2 在光

伏板 3 的表面清洁 ，喷淋管 6 的一端接通水源处，另一端分布于安装组件 4

的内部 ，并将 出水 口相对于光伏板 3 的表面 ，此时打开控制 阀，实现喷淋 ；

所述的升 降机构 1 与安装组件 4 固定连接 。光伏板 3 的顶部镶嵌于升 降机构 1

的内部 ，升 降机构 1 通过 固定支架与安装组件 4 相连接 ；所述 的保护层 2 为

防尘网，其底部设置有去尘雨刷 。去尘雨刷将光伏板 3 表面的尘埃及杂物进



行清洁 ，可配合喷淋管 6 同时进行清洁 ；所述 的光伏板 3 的两侧设置有导轨 ，

保护层 2 的两侧活动于导轨 的内部；所述 的连接杆 5 包含 固定杆 5 1、螺纹杆

52、连接管 53、定位桩 54、定位孔 55; 所述 的固定杆 5 1 与连接管 53 的一侧

均 固定设置有螺纹杆 52, 固定杆 5 1 的表面设置有定位孔 55, 连接管 53 的表

面设置有与定位孔 55 数量相等 的定位桩 54; 所述 的喷淋管 6 设置有喷头 6 1、

水管 62、多通头 63; 所述 的多通头 63 的连接孔处连接有水管 62，顶部 出水

管的两侧设置有喷头 6 1，且喷头 6 1 的出水位置与光伏板 3 的表面相对 。当外

界光能黑暗时，放下保护层 2, 阻隔了外界因素对光伏板 3 的损伤 ，不但延长

了光伏板 的使用寿命 ，还大大降低 了人工进行清洁光伏板 3 的劳动强度 。

本发 明的工作原理 ：将升 降机构 1 固定安装于光伏板 3 的上方 ，保护层 2

活动于升 降机构 1 的内部 ，且保护层 2 滑行于光伏板 3 的表面 ，保护层 2 的

底部设置有雨刷 ，通过手动旋转把手 11 带动升降机构 1，实现保护层 2 在光

伏板 3 的表面清洁 ，喷淋管 6 的一端接通水源处，另一端分布于安装组件 4

的内部 ，并将 出水 口相对于光伏板 3 的表面 ，此时打开控制 阀，实现喷淋 ，

当外界光能黑暗时，放 下保护层 2, 阻隔了外界因素对光伏板 3 的损伤 ，不但

延长 了光伏板 的使用寿命 ，还大大 降低 了人工进行清洁光伏板 3 的劳动强度 。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后 ，本发 明有益效果为 ：它手动旋转把手调节 ，使光

伏板的表面覆盖保护层 ，在覆盖 的同时还 能对光伏板进行清洁 ，不但延长 了

光伏板 的使用寿命 ，还大大 降低 了人工 的劳动强度 。

以上所述 ，仅用 以说 明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对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所做 的其它修 改或者等 同替换 ，只要不脱离本发 明技

术方案 的精神和范围，均应涵盖在本发 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光伏板除尘设备 ，其特征在于 ：它包含升 降机构 (1) 、保护层 (2) 、

光伏板 (3) 、安装组件 (4) 、连接杆 (5) 、喷淋管 (6) ; 所述 的升 降机构 (1) 安装

于光伏板 (3) 的上方 ，保护层 (2) 收卷于升 降机构 (1) 的 内部 ，并覆盖于光伏板

⑶ 的表面 ，升 降机构 (1) 的数量为若干组 ，且每组之 间通过连接杆 (5) 相连接 ，

光伏板 (3) 固定于安装组件 (4) 的上方 ，喷淋管 (6) 设置于安装组件 (4) 的 内部 ，

并 出水 口相对于光伏板 ⑶ 的表面上方 ，所述 的升 降机构 ⑴ 设置有把手 ( 11) 、

导 向口 (12) 、导 向轮 (13) 、辅助轮 (14) ; 所述 的把手 ( 11) 安装于升 降机构 (1)

的右侧 ，导 向口 (12) 位 于升降机构 (1) 的下方 ，导 向轮 (13) 、辅助轮 (14) 均安

装于升降机构 (1) 的 内部 ，保护层 ⑵ 的一端收卷于导 向轮 (13) 的表面 ，另一

端经过辅助轮 (14) 并延伸至导向口 (12) 。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一种光伏板除尘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升

降机构 (1) 与安装组件 (4) 固定连接 。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一种光伏板除尘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保

护层 (2) 为 防尘 网，其底部设置有去尘雨刷 。

4、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一种光伏板除尘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光

伏板 (3) 的两侧设置有导轨 ，保护层 (2) 活动于导轨 的内部 。

5、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一种光伏板除尘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连

接杆 (5) 包含 固定杆 (5 1) 、螺纹杆 (52) 、连接管 (53) 、定位桩 (54) 、定位孔 (55) ;

所述 的固定杆 (51) 与连接管 (53) 的一侧均 固定设置有螺纹杆 (52) ，固定杆 (51)

的表 面设置有定位孔 (55) ，连接管 (53) 的表面设置有与定位孔 (55) 数量相等

的定位桩 (54) 。

6、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一种光伏板除尘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喷

淋管 (6) 设置有喷头 (61) 、水管 (62) 、多通头 (63) ; 所述 的多通头 (63) 的连接

孔处连接有水管 (62) ，顶部 出水管 的两侧设置有喷头 (61) ，且 喷头 (61) 的 出

水位置与光伏板 (3) 的表面相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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