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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水上光伏发电用支撑浮力平台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水上光伏发电用支撑浮力

平台，涉及水上光伏发电技术领域，解决了传统

光伏用浮力平台在使用时，光伏发电板多处于固

定状态，难以根据太阳所处方位，对光伏发电板

朝向进行转动调节，在清晨和傍晚时分，光能发

电效果低下的问题，包括浮力块；所述工型架共

设置有两个，且工型架分别安装在外浮圈两端，

外浮圈内部为中空状；所述浮力块与浮力块之间

组合为圆形浮台结构，且快接件与浮力块相连；

本发明根据太阳所处位置，对外浮圈内部浮力块

所组合的圆形浮台进行转动调节，从而在白天不

同时间段内改变浮力块顶部光伏发电板朝向角

度，使光伏发电板所接受的阳光呈直射状态，提

升光伏发电板光能发电量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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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上光伏发电用支撑浮力平台，其特征在于：包括工型架（4）；

所述工型架（4）共设置有两个，且工型架（4）分别安装在外浮圈（6）两端，外浮圈（6）内

部为中空状；

浮力块（7），所述浮力块（7）与浮力块（7）之间组合为圆形浮台结构，且快接件（5）与浮

力块（7）相连，并且外浮圈（6）连接于浮力块（7）所组合的圆形浮台外侧；

所述浮力块（7）内部呈蜂窝状多腔中空结构，浮力块（7）内部腔室内填充有浮力球

（704）；

所述浮力块（7）外侧开设有滑槽（702），外浮圈（6）内侧呈环绕状设有滑轨（602），滑槽

（702）滑动连接于滑槽（702）外侧，浮力块（7）所组合的圆形浮台转动连接于外浮圈（6）内；

斜支架（8），所述斜支架（8）固定安装在浮力块（7）顶侧，且光伏发电板（13）呈倾斜状安

装在斜支架（8）顶部；

所述浮力块（7）底部固定安装有驱动件（9），驱动件（9）没入水面以下，两个驱动件（9）

分别位于浮力块（7）所组合的圆形浮台底部左右两端，驱动件（9）驱动轴上安装有螺旋桨

（901），左右两个驱动件（9）所安装的螺旋桨（901）朝向相反；

水管（11），所述水管（11）连接于浮力块（7）所组合的圆形浮台底部，且水管（11）与泵体

（10）相连。

2.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水上光伏发电用支撑浮力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浮力块（7）

四端分别开设有连孔（701），四个连孔（701）高度呈递增状态，浮力块（7）四端连孔（701）分

别与相邻浮力块（7）四端连孔（701）相连通，快接件（5）底部设有三个卡爪（501），快接件（5）

卡扣连接于四个连孔（701）内。

3.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水上光伏发电用支撑浮力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外浮圈（6）

四端分别开设有固定孔（601），外浮圈（6）由两部分构成，工型架（4）顶部两端分别安插于两

个固定孔（601）内，工型架（4）顶端螺纹连接有螺栓（401），螺栓（401）压合在固定孔（601）顶

侧。

4.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水上光伏发电用支撑浮力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工型架（4）

底部两端分别通过锁链（2）与连杆（3）相连，连杆（3）两端分别通过锁链（2）与混凝土底座

（1）相连，混凝土底座（1）位于水底。

5.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水上光伏发电用支撑浮力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外浮圈（6）

底侧设有限位块（603），浮力块（7）底座左右两端分别设有挡块（703），挡块（703）顶侧与外

浮圈（6）底侧滑动贴合，挡块（703）与限位块（603）相贴。

6.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水上光伏发电用支撑浮力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浮力块（7）

顶部固定安装有泵体（10），泵体（10）进水端连接有过滤头（1001），过滤头（1001）位于浮力

块（7）底部，泵体（10）出水端与水管（11）相连通，水管（11）顶端位于浮力块（7）顶部，水管

（11）顶端安装有喷头（12），四个喷头（12）分为处于圆形浮台四端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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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上光伏发电用支撑浮力平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上光伏发电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特别涉及一种水上光伏发电用

支撑浮力平台。

背景技术

[0002] 水上漂浮式光伏电站发电技术是国际上为了解决陆地资源不足，海上、湖泊、河流

之类的资源却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而将发电应用在水上的一项先进技术。该技术是利用水上

基台将光伏组件漂浮在水面进行发电。

[0003] 水上光伏发电用支撑浮力平台可以参考CN104828216A号专利，涉及一种水上太阳

能发电平台，包括至少一个漂浮单元，每个漂浮单元由浮体装置通过连接件相互连接形成；

漂浮单元间通过桁架相互连接形成漂浮平台，桁架固定于漂浮在水面上的浮体装置上；漂

浮平台上设有检修通道以及用于固定电池板、电气设备和辅助设备的多种接口；浮体装置

包括密闭壳体和设置于密闭壳体内的加强体，浮体装置的刚度满足；在承受负载时最大径

向变形量不超过其直径的百分之一，最大轴向形变量不超其长度的千分之五，并且浮体装

置质量在32KG至950KG之间，且在水中漂浮产生大于3.84KN的浮力。

[0004] 现有类似的水上光伏发电用支撑浮力平台在使用时，光伏发电板多处于固定状

态，难以根据太阳所处方位，对光伏发电板朝向进行转动调节，在清晨和傍晚时分，光能发

电效果低下，并且单个浮力模块多采用单腔中空设计，当外部受尖锐物体穿刺受损后容易

进水，影响顶部光伏发电板浮力支撑效果。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水上光伏发电用支撑浮力平台，以解决

现有类似水上光伏发电用支撑浮力平台在使用时，光伏发电板多处于固定状态，难以根据

太阳所处方位，对光伏发电板朝向进行转动调节，在清晨和傍晚时分，光能发电效果低下，

并且单个浮力模块多采用单腔中空设计，当外部受尖锐物体穿刺受损后容易进水，影响顶

部光伏发电板浮力支撑效果的问题。

[0006] 本发明一种水上光伏发电用支撑浮力平台的目的与功效，由以下具体技术手段所

达成：

[0007] 一种水上光伏发电用支撑浮力平台，包括工型架；

[0008] 所述工型架共设置有两个，且工型架分别安装在外浮圈两端，外浮圈内部为中空

状；

[0009] 浮力块，所述浮力块与浮力块之间组合为圆形浮台结构，且快接件与浮力块相连，

并且外浮圈连接于浮力块所组合的圆形浮台外侧；

[0010] 斜支架，所述斜支架固定安装在浮力块顶侧，且光伏发电板呈倾斜状安装在斜支

架顶部；

[0011] 水管，所述水管连接于浮力块所组合的圆形浮台底部，且水管与泵体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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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进一步的，所述浮力块四端分别开设有连孔，四个连孔高度呈递增状态，浮力块四

端连孔分别与相邻浮力块四端连孔相连通，快接件底部设有三个卡爪，快接件卡扣连接于

四个连孔内。

[0013] 进一步的，所述浮力块内部呈蜂窝状多腔中空结构，浮力块内部腔室内填充有浮

力球。

[0014] 进一步的，所述外浮圈四端分别开设有固定孔，外浮圈由两部分构成，工型架顶部

两端分别安插于两个固定孔内，工型架顶端螺纹连接有螺栓，螺栓压合在固定孔顶侧。

[0015] 进一步的，所述工型架底部两端分别通过锁链与连杆相连，连杆两端分别通过锁

链与混凝土底座相连，混凝土底座位于水底。

[0016] 进一步的，所述浮力块外侧开设有滑槽，外浮圈内侧呈环绕状设有滑轨，滑槽滑动

连接于滑槽外侧，浮力块所组合的圆形浮台转动连接于外浮圈内。

[0017] 进一步的，所述浮力块底部固定安装有驱动件，驱动件没入水面以下，两个驱动件

分别位于浮力块所组合的圆形浮台底部左右两端，驱动件驱动轴上安装有螺旋桨，左右两

个驱动件所安装的螺旋桨朝向相反。

[0018] 进一步的，所述外浮圈底侧设有限位块，浮力块底座左右两端分别设有挡块，挡块

顶侧与外浮圈底侧滑动贴合，挡块与限位块相贴。

[0019] 进一步的，所述浮力块顶部固定安装有泵体，泵体进水端连接有过滤头，过滤头位

于浮力块底部，泵体出水端与水管相连通，水管顶端位于浮力块顶部，水管顶端安装有喷

头，四个喷头分为处于圆形浮台四端顶部。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1] 1 .浮力块与外浮圈转动连接的设置，有利于根据太阳所处位置，对外浮圈内部浮

力块所组合的圆形浮台进行转动调节，从而在白天不同时间段内改变浮力块顶部光伏发电

板朝向角度，使光伏发电板所接受的阳光呈直射状态，提升光伏发电板光能发电量10%以

上。

[0022] 2.浮力块的设置，有利于当浮力块外部受尖锐物体穿刺受损后，浮力块内部只有

少量腔室发生进水状况，绝大部分腔室依然处于密封完好状态，浮力球为破损的腔室提供

浮力，使浮力块依然具备足够浮力，保障浮力块对顶部光伏发电板浮力支撑效果。

[0023] 3.驱动件的设置，有利于当两个驱动件带动螺旋桨同步转动时，浮力块所组合的

圆形浮台受螺旋桨推力影响，呈顺时针转动，实现光伏发电板角度调节作业，当两个驱动件

带动螺旋桨同步反向转动时，浮力块所组合的圆形浮台受螺旋桨推力影响，呈逆时针转动，

使光伏发电板在晚上转动复位，保障明天阳光接收效果。

[0024] 4.泵体、水管和喷头的设置，有利于在降水稀少时节，通过泵体将水流经水管抽送

至喷头内，通过喷头将水流喷淋至光伏发电板顶侧，对光伏发电板顶侧所附着的尘土进行

清洁，避免光伏发电板顶侧尘土附着过多，影响光伏发电板顶侧阳光接收效果。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本发明的顶轴侧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是本发明的底轴侧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是本发明的外浮圈与浮力块轴侧连接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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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图4是本发明的工型架与外浮圈拆分结构示意图。

[0029] 图5是本发明的浮力块连接结构示意图。

[0030] 图6是本发明的快接件与浮力块拆分结构示意图。

[0031] 图7是本发明的浮力块底轴侧结构示意图。

[0032] 图8是本发明的浮力块剖视结构示意图。

[0033] 图中，部件名称与附图编号的对应关系为：

[0034] 1、混凝土底座；2、锁链；3、连杆；4、工型架；401、螺栓；5、快接件；501、卡爪；6、外浮

圈；601、固定孔；602、滑轨；603、限位块；7、浮力块；701、连孔；702、滑槽；703、挡块；704、浮

力球；8、斜支架；9、驱动件；901、螺旋桨；10、泵体；1001、过滤头；11、水管；12、喷头；13、光伏

发电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描述。以下实施例用于

说明本发明，但不能用来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36]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相连”、“连

接”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连接；可以是机

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对于本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发明中的具体含义。

[0037] 实施例：

[0038] 如附图1至附图8所示：

[0039] 本发明提供一种水上光伏发电用支撑浮力平台，包括工型架4、浮力块7、斜支架8

和水管11；

[0040] 工型架4共设置有两个，且工型架4分别安装在外浮圈6两端，外浮圈6内部为中空

状；工型架4底部两端分别通过锁链2与连杆3相连，连杆3两端分别通过锁链2与混凝土底座

1相连，混凝土底座1位于水底；浮力块7与浮力块7之间组合为圆形浮台结构，且快接件5与

浮力块7相连，并且外浮圈6连接于浮力块7所组合的圆形浮台外侧；浮力块7内部呈蜂窝状

多腔中空结构，浮力块7内部腔室内填充有浮力球704，当浮力块7外部受尖锐物体穿刺受损

后，浮力块7内部只有少量腔室发生进水状况，绝大部分腔室依然处于密封完好状态，浮力

球704为破损的腔室提供浮力，使浮力块7依然具备足够浮力，保障浮力块7对顶部光伏发电

板13浮力支撑效果；浮力块7四端分别开设有连孔701，四个连孔701高度呈递增状态，浮力

块7四端连孔701分别与相邻浮力块7四端连孔701相连通，快接件5底部设有三个卡爪501，

快接件5卡扣连接于四个连孔701内，通过快接件5将相邻浮力块7固定连接在一起，使浮力

块7之间组装固定更加简便化，节省人工装配所需时间；斜支架8固定安装在浮力块7顶侧，

且光伏发电板13呈倾斜状安装在斜支架8顶部；水管11连接于浮力块7所组合的圆形浮台底

部，且水管11与泵体10相连。

[0041] 其中，外浮圈6四端分别开设有固定孔601，外浮圈6由两部分构成，工型架4顶部两

端分别安插于两个固定孔601内，工型架4顶端螺纹连接有螺栓401，螺栓401压合在固定孔

601顶侧；

[0042]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工型架4将外浮圈6两部分连接在一起，使外浮圈6围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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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力块7所组合的圆形浮台外围，保障外浮圈6与圆形浮台连接的稳定性，使圆形浮台外围

外浮圈6拆装更加简便。

[0043] 其中，浮力块7外侧开设有滑槽702，外浮圈6内侧呈环绕状设有滑轨602，滑槽702

滑动连接于滑槽702外侧，浮力块7所组合的圆形浮台转动连接于外浮圈6内；

[0044]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根据太阳所处位置，对外浮圈6内部浮力块7所组合的圆形浮

台进行转动调节，从而在白天不同时间段内改变浮力块7顶部光伏发电板13朝向角度，使光

伏发电板13所接受的阳光呈直射状态，提升光伏发电板13光能发电量10%以上。

[0045] 其中，浮力块7底部固定安装有驱动件9，驱动件9没入水面以下，两个驱动件9分别

位于浮力块7所组合的圆形浮台底部左右两端，驱动件9驱动轴上安装有螺旋桨901，左右两

个驱动件9所安装的螺旋桨901朝向相反；

[0046]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两个驱动件9带动螺旋桨901同步转动时，浮力块7所组合的

圆形浮台受螺旋桨901推力影响，呈顺时针转动，实现光伏发电板13角度调节作业，当两个

驱动件9带动螺旋桨901同步反向转动时，浮力块7所组合的圆形浮台受螺旋桨901推力影

响，呈逆时针转动，使光伏发电板13在晚上转动复位，保障明天阳光接收效果。

[0047] 其中，外浮圈6底侧设有限位块603，浮力块7底座左右两端分别设有挡块703，挡块

703顶侧与外浮圈6底侧滑动贴合，挡块703与限位块603相贴；

[0048]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限位块603限制圆形浮台转动调节角度，使圆形浮台转动

角度限定在‑50°~50°之间，避免圆形浮台转动调节角度过大，影响光伏发电板13发电效果。

[0049] 在另一实施例中，浮力块7顶部固定安装有泵体10，泵体10进水端连接有过滤头

1001，过滤头1001位于浮力块7底部，泵体10出水端与水管11相连通，水管11顶端位于浮力

块7顶部，水管11顶端安装有喷头12，四个喷头12分为处于圆形浮台四端顶部；

[0050]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降水稀少时节，通过泵体10将水流经水管11抽送至喷头12

内，通过喷头12将水流喷淋至光伏发电板13顶侧，对光伏发电板13顶侧所附着的尘土进行

清洁，避免光伏发电板13顶侧尘土附着过多，影响光伏发电板13顶侧阳光接收效果。

[0051] 本实施例的具体使用方式与作用：

[0052] 本发明在使用时，先通过快接件5将相邻浮力块7固定连接在一起，在通过工型架4

将外浮圈6两部分连接在一起，使外浮圈6围绕在浮力块7所组合的圆形浮台外围；根据太阳

所处位置，通过驱动件9带动螺旋桨901同步转动，外浮圈6内部浮力块7所组合的圆形浮台

受螺旋桨901推力影响，呈顺时针转动，从而在白天不同时间段内改变浮力块7顶部光伏发

电板13朝向角度，使光伏发电板13所接受的阳光呈直射状态，提升光伏发电板13光能发电

量10%以上；在夜间时，两个驱动件9带动螺旋桨901同步反向转动时，浮力块7所组合的圆形

浮台受螺旋桨901推力影响，呈逆时针转动，使光伏发电板13在晚上转动复位；限位块603限

制圆形浮台转动调节角度，使圆形浮台转动角度限定在‑50°~50°之间，避免圆形浮台转动

调节角度过大，影响光伏发电板13发电效果；在降水稀少时节，通过泵体10将水流经水管11

抽送至喷头12内，通过喷头12将水流喷淋至光伏发电板13顶侧，对光伏发电板13顶侧所附

着的尘土进行清洁，避免光伏发电板13顶侧尘土附着过多，影响光伏发电板13顶侧阳光接

收效果。

[0053] 本发明的实施例是为了示例和描述起见而给出的，而并不是无遗漏的或者将本发

明限于所公开的形式。很多修改和变化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选

说　明　书 4/5 页

6

CN 113595484 B

6



择和描述实施例是为了更好说明本发明的原理和实际应用，并且使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能够理解本发明从而设计适于特定用途的带有各种修改的各种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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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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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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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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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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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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