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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防水光伏建筑一体化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的一种新型防水光伏建筑

一体化装置，它包括卧轨、横向导水槽、盖板、卧

轨连接件、中压块、横向密封条、边压块和光伏组

件；所述卧轨的方形腔体的两侧分别设有左夹具

和右夹具，所述光伏组件通过左夹具和右夹具固

定在卧轨上，相邻的光伏组件之间设有中压块进

行连接，所述盖板罩设在中压块的上方；横向相

邻的光伏组件之间设有横向导水槽，所述横向导

水槽的端部架设在卧轨的安装平面上，所述横向

导水槽上设有横向密封条。本实用新型极大程度

上减少BIPV的打胶需求，耐候性优异，不惧老化，

完美实现防水，使用寿命长，兼具成本适中，安装

快速，维护方便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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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防水光伏建筑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它包括卧轨（1）、横向导水槽（4）、

盖板（5）、卧轨连接件（6）、中压块（8）、横向密封条（9）、边压块（10）和光伏组件（11）；

所述卧轨（1）包括上下连接的方形腔体（1.4）和梯形腔体（1.1），所述梯形腔体（1.1）呈

等腰梯形，所述梯形腔体（1.1）的底边中间位置设有底部凹槽（1.2），所述梯形腔体（1.1）的

底边两端各设有一个倒钩（1.3），所述梯形腔体（1.1）的两腰边的中间位置各设有一个安装

平面（1.5），所述多个卧轨（1）平行横向设置在C型檩条（7）上，所述卧轨（1）的梯形腔体

（1.1）内设有卧轨连接件（6）；

所述卧轨（1）的方形腔体（1.4）的两侧分别设有左夹具（2）和右夹具（3），所述光伏组件

（11）通过左夹具（2）和右夹具（3）固定在卧轨（1）上，相邻的光伏组件（11）之间设有中压块

（8）进行连接，边缘的光伏组件（11）的外侧设有边压块（10）进行连接；所述盖板（5）罩设在

中压块（8）的上方，所述盖板（5）顶面为曲面，盖板（5）顶面的两端设有竖直向下的倒钩，扣

在光伏组件（11）上，盖板（5）顶面的下方设有两个固定边；横向相邻的光伏组件（11）之间设

有横向导水槽（4），所述横向导水槽（4）的端部架设在卧轨（1）的安装平面（1.5）上，所述横

向导水槽（4）上设有横向密封条（9）。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防水光伏建筑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方形腔体

（1.4）的两侧边外壁呈波浪形，所述左夹具（2）和右夹具（3）的内壁呈与方形腔体（1.4）外壁

相配合的波浪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防水光伏建筑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卧轨连接件

（6）包括左右对称的两个连接件，两个连接件的底部设有与梯形腔体（1.1）相对应的凹槽。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防水光伏建筑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卧轨连接件

（6）在坡度方向上延伸至卧轨（1）外一定距离。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防水光伏建筑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中压块（8）

为倒几字型，倒几字的两竖直边的内壁分别设有一个凸筋，所述盖板（5）的两个固定边的底

部分别设有与中压块（8）的凸筋互相咬合的倒钩。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防水光伏建筑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横向导水槽

（4）的两端设有竖直向上的弯折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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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防水光伏建筑一体化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光伏支架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新型防水光伏建筑一体化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太阳能这一绿色环保能源正在被大量使用在生产、生活等

各个领域。太阳能板是用于将太阳的光能转化为电能的器件，随着太阳能被广泛的利用，太

阳能光伏产业正在逐渐成为一种新兴的朝阳产业。

[0003] BIPV是与建筑物同时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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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称为“构建型”和“建材型”太阳能光伏建筑，它作为建筑物外部结构的一部

分，既具有发电功能，又具有建筑构件和建筑材料的功能，甚至还可以提升建筑物的美感，

与建筑物形成完美的统一体。然而，现有技术中的BIPV往往是通过自攻螺丝在纵向水槽上

打对穿孔将纵向水槽固定在屋面檩条上，这样水容易顺着对穿孔和自攻螺丝之间的缝隙流

入屋面檩条内，容易造成屋面漏水。当前市面上许多BIPV（光伏建筑一体化）产品，严重依赖

打胶或其他辅助产品来实现防水，打胶防水具有不耐老化，施工品质难以保障等缺点。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不足，提供一种新型防水光伏建筑一体化装置，

防水效果佳，使用寿命长。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

[0006] 一种新型防水光伏建筑一体化装置，它包括卧轨、横向导水槽、盖板、卧轨连接件、

中压块、横向密封条、边压块和光伏组件；

[0007] 所述卧轨1包括上下连接的方形腔体和梯形腔体，所述梯形腔体呈等腰梯形，所述

梯形腔体的底边中间位置设有底部凹槽，所述梯形腔体的底边两端各设有一个倒钩，所述

梯形腔体的两腰边的中间位置各设有一个安装平面，所述多个卧轨平行横向设置在C型檩

条上，所述卧轨的梯形腔体内设有卧轨连接件；

[0008] 所述卧轨的方形腔体的两侧分别设有左夹具和右夹具，所述光伏组件通过左夹具

和右夹具固定在卧轨上，相邻的光伏组件之间设有中压块进行连接，边缘的光伏组件的外

侧设有边压块进行连接；所述盖板罩设在中压块的上方，所述盖板顶面为曲面，盖板顶面的

两端设有竖直向下的倒钩，扣在光伏组件上，盖板顶面的下方设有两个固定边；横向相邻的

光伏组件之间设有横向导水槽，所述横向导水槽的端部架设在卧轨的安装平面上，所述横

向导水槽上设有横向密封条。

[0009] 一种新型防水光伏建筑一体化装置，所述方形腔体的两侧边外壁呈波浪形，所述

左夹具和右夹具的内壁呈与方形腔体外壁相配合的波浪形。

[0010] 一种新型防水光伏建筑一体化装置，所述卧轨连接件包括左右对称的两个连接

件，两个连接件的底部设有与梯形腔体相对应的凹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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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一种新型防水光伏建筑一体化装置，所述卧轨连接件在坡度方向上延伸至卧轨外

一定距离。

[0012] 一种新型防水光伏建筑一体化装置，所述中压块为倒几字型，倒几字的两竖直边

的内壁分别设有一个凸筋，所述盖5的两个固定边的底部分别设有与中压块的凸筋互相咬

合的倒钩。

[0013] 一种新型防水光伏建筑一体化装置，所述横向导水槽的两端设有竖直向上的弯折

段。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5] 1、本实用新型极大程度上减少BIPV的打胶需求，耐候性优异，不惧老化，完美实现

防水，使用寿命长，兼具成本适中，安装快速，维护方便等优点。

[0016] 2、本实用新型不同于以往产品的单一防水设计，本实用新型采用“防水+排水”的

设计，盖板与横向密封条将绝大部分雨水挡住，卧轨采用无打胶死角设计，从而能避免漏

水；竖向顺坡的雨水将排入卧轨排走，横向的雨水将排入横向导水槽，再由横向导水槽排入

卧轨最终将雨水排走，左右两个夹具装于卧轨两侧，用于安装并适当抬高光伏组件，从而使

横向导水槽顺利将水排入卧轨而不发生干涉，使防水效果更佳。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图1的A处局部放大图。

[0019]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正视图。

[0020]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侧视图。

[0021] 图5为图4的B处局部放大图。

[0022] 图6为本实用新型卧轨的剖面示意图。

[0023] 其中：

[0024] 卧轨1

[0025] 梯形腔体1.1

[0026] 底部凹槽1.2

[0027] 倒钩1.3

[0028] 方形腔体1.4

[0029] 安装平面1.5

[0030] 左夹具2

[0031] 右夹具3

[0032] 横向导水槽4

[0033] 盖板5

[0034] 卧轨连接件6

[0035] C型檩条7

[0036] 中压块8

[0037] 横向密封条9

[0038] 边压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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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光伏组件11。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实施例1：

[0041] 参见图1-6，本实用新型涉及的一种新型防水光伏建筑一体化装置，它包括卧轨1、

横向导水槽4、盖板5、卧轨连接件6、中压块8、横向密封条9、边压块10和光伏组件11；

[0042] 所述卧轨1包括上下连接的方形腔体1.4和梯形腔体1.1，所述梯形腔体1.1呈等腰

梯形，所述梯形腔体1.1的底边中间位置设有底部凹槽1.2，所述梯形腔体1.1的底边两端各

设有一个倒钩1.3，所述梯形腔体1.1的两腰边的中间位置各设有一个安装平面1.5，所述方

形腔体1.4的两侧边外壁呈波浪形。

[0043] 所述多个卧轨1平行横向设置在C型檩条7上，所述卧轨1的梯形腔体1.1内设有卧

轨连接件6，所述卧轨连接件6包括左右对称的两个连接件，两个连接件的底部设有与梯形

腔体1.1相对应的凹槽，所述卧轨连接件6在坡度方向上延伸至卧轨1外一定距离。

[0044] 所述卧轨1的方形腔体1.4的两侧分别设有左夹具2和右夹具3，左夹具2和右夹具3

的内壁呈与方形腔体1.4外壁相配合的波浪形，所述光伏组件11通过左夹具2和右夹具3固

定在卧轨1上，相邻的光伏组件11之间设有中压块8进行连接，边缘的光伏组件11的外侧设

有边压块10进行连接。

[0045] 所述中压块8为倒几字型，倒几字的两竖直边的内壁分别设有一个凸筋，所述盖板

5罩设在中压块8的上方，所述盖板5顶面为曲面，盖板5顶面的两端设有竖直向下的倒钩，扣

在光伏组件11上，盖板5顶面的下方设有两个固定边，两个固定边的底部分别设有与中压块

8的凸筋互相咬合的倒钩。

[0046] 横向相邻的光伏组件11之间设有横向导水槽4，所述横向导水槽4的端部架设在卧

轨1的安装平面1.5上，所述横向导水槽4的两端设有竖直向上的弯折段，所述横向导水槽4

上设有横向密封条9。

[0047] 工作原理：

[0048] 多个C型檩条7所形成的平面代表钢结构厂房，车棚，阳光房等多个应用场景。

[0049] 如图，当发生降雨时，盖板5与横向密封条9将绝大部分雨水挡住，引导雨水从光伏

组件玻璃面板顺坡排走；如雨水过大从组件间隙渗入，则竖向顺坡的雨水将排入卧轨1排

走，横向的雨水将排入横向导水槽4，再由横向导水槽4排入卧轨1，最终将雨水排走。

[0050] 设置于卧轨1的左夹具2与右夹具3，用于安装并适当抬高光伏组件11，从而使横向

导水槽4顺利将水排入卧轨1而不发生干涉。

[0051] 当应用于大面积场景时，卧轨连接件6实现防水系统在坡度方向的延伸，从而适应

众多应用场合。

[0052] 以上仅是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应用范例，对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不构成任何限

制。凡采用等同变换或者等效替换而形成的技术方案，均落在本实用新型权利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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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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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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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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