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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大棚种植的光热资

源利用装置，包括大棚、光伏板、隔板、蓄电池、转

动电机、遮光帘、补光灯、控制器、水暖管、伺服电

机、集热器、反光板、光线传感器、储水箱、第一水

泵和第二水泵，所述大棚上端一侧设置有光伏

板，所述大棚内部上侧设置有隔板，本发明通过

反光板的设置，由光线传感器将光线信号反馈至

控制器，控制器控制伺服电机转动，在啮合作用

下，使得托板发生旋转，进而带动反光板转向光

线直射端，再控制电动伸缩杆伸缩运动，调节反

光板与光线的照射角度，通过上述结构设置，使

得反光板能够最大限度接受太阳光，将太阳光反

射至集热器上，加快集热器对水源的加热，对大

棚内部温度进行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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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大棚种植的光热资源利用装置，包括大棚（1），其特征在于：所述大棚（1）上

端一侧设置有光伏板（2），所述大棚（1）内部上侧设置有隔板（3），所述隔板（3）上端设置有

蓄电池（4），且蓄电池（4）与光伏板（2）电性连接，所述隔板（3）下端两侧相对于大棚（1）内侧

壁固定连接有转动电机（5），所述转动电机（5）输出端设置有传动轴（6），所述传动轴（6）外

端缠绕有遮光帘（7），所述隔板（3）下端相对于转动电机（5）内侧对称设置有安装座（8），所

述安装座（8）下端安装有补光灯（9），所述补光灯（9）外端设置有反光罩（10），所述大棚（1）

内侧壁一端安装有控制器（11），且控制器（11）与蓄电池（4）电性连接，所述大棚（1）内部下

端设置有水暖管（12），所述水暖管（12）上端一侧设置有温度传感器（13），所述大棚（1）一侧

设置有支架（14），所述支架（14）上端设置有安装板（15），所述安装板（15）上端中部设置有

轴座（16），所述轴座（16）上端转动连接有转轴（17），所述转轴（17）上端固定连接有托板

（18），所述托板（18）下端相对于转轴（17）外侧设置有齿槽圈（19），所述齿槽圈（19）啮合连

接有齿轮（20），所述齿轮（20）下端中部连接有伺服电机（21），且伺服电机（21）位于安装板

（15）上端一侧，所述托板（18）上端一侧设置有集热器（22），所述集热器（22）下部一端设置

有出水口（23），且出水口（23）通过第一连接管（24）与水暖管（12）进水端连通，所述集热器

（22）上端一侧设置有回水口（25），所述托板（18）上端相对于集热器（22）一侧设置有反光板

（26），且反光板（26）下端中部通过铰链（27）与托板（18）铰接，所述反光板（26）一端安装有

光线传感器（28），所述反光板（26）另一端中部焊接有铰接座（29），所述铰接座（29）下端铰

接有电动伸缩杆（30），且电动伸缩杆（30）位于托板（18）上端，所述支架（14）一侧设置有储

水箱（31），所述储水箱（31）上端安装有第一水泵（32），所述第一水泵（32）输入端通过水管

（33）与储水箱（31）内部连通，所述第一水泵（32）输出端通过第二连接管（34）与回水口（25）

连通，所述储水箱（31）下部一侧端安装有第二水泵（35），所述第二水泵（35）输入端通过水

管（33）与水暖管（12）出水端连通，所述第二水泵（35）输出端通过水管（33）与储水箱（31）连

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大棚种植的光热资源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大

棚（1）两侧端上部安装有若干风机，且风机嵌设于大棚（1）两侧壁内，所述风机与控制器

（11）和蓄电池（4）均电性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大棚种植的光热资源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补

光灯（9）外部设置有灯罩，且灯罩与安装座（8）接触端设置有密封圈。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大棚种植的光热资源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传

动轴（6）上端相对于遮光帘（7）两侧端均套设有挡板，所述遮光帘（7）下端设置有负重杆，且

负重杆长度大于遮光帘（7）长度10m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大棚种植的光热资源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水

暖管（12）为循环设置，且水暖管（12）进水端和出水端均位于同一侧。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大棚种植的光热资源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反

光板（26）正对南方设置，且反光板（26）随托板（18）左右两侧转动角度最大为60°。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大棚种植的光热资源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出

水口（23）和回水口（25）内部均安装有法兰。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大棚种植的光热资源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连接管（24）和第二连接管（34）均为连接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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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大棚种植的光热资源利用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业生产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用于大棚种植的光热资源利用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农业生产中，作物生产与气候资源条件息息相关，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有直接

影响，其中，气候条件影响最为明显，现代种植常采用温室大棚种植方式降低气候影响，通

过对大棚加热，保证作物生长所需热量，而传统的加热方式一般采用电加热或燃气加热，这

种加热方式较为浪费资源，因此，根据气候特点，设计一种用于大棚种植的光热资源利用装

置是很有必要的。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大棚种植的光热资源利用装置，以解决上述背景

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用于大棚种植的光热资

源利用装置，包括大棚、光伏板、隔板、蓄电池、转动电机、传动轴、遮光帘、安装座、补光灯、

反光罩、控制器、水暖管、温度传感器、支架、安装板、轴座、转轴、托板、齿槽圈、齿轮、伺服电

机、集热器、出水口、第一连接管、回水口、反光板、铰链、光线传感器、铰接座、电动伸缩杆、

储水箱、第一水泵、水管、第二连接管和第二水泵，所述大棚上端一侧设置有光伏板，所述大

棚内部上侧设置有隔板，所述隔板上端设置有蓄电池，且蓄电池与光伏板电性连接，所述隔

板下端两侧相对于大棚内侧壁固定连接有转动电机，所述转动电机输出端设置有传动轴，

所述传动轴外端缠绕有遮光帘，所述隔板下端相对于转动电机内侧对称设置有安装座，所

述安装座下端安装有补光灯，所述补光灯外端设置有反光罩，所述大棚内侧壁一端安装有

控制器，且控制器与蓄电池电性连接，所述大棚内部下端设置有水暖管，所述水暖管上端一

侧设置有温度传感器，所述大棚一侧设置有支架，所述支架上端设置有安装板，所述安装板

上端中部设置有轴座，所述轴座上端转动连接有转轴，所述转轴上端固定连接有托板，所述

托板下端相对于转轴外侧设置有齿槽圈，所述齿槽圈啮合连接有齿轮，所述齿轮下端中部

连接有伺服电机，且伺服电机位于安装板上端一侧，所述托板上端一侧设置有集热器，所述

集热器下部一端设置有出水口，且出水口通过第一连接管与水暖管进水端连通，所述集热

器上端一侧设置有回水口，所述托板上端相对于集热器一侧设置有反光板，且反光板下端

中部通过铰链与托板铰接，所述反光板一端安装有光线传感器，所述反光板另一端中部焊

接有铰接座，所述铰接座下端铰接有电动伸缩杆，且电动伸缩杆位于托板上端，所述支架一

侧设置有储水箱，所述储水箱上端安装有第一水泵，所述第一水泵输入端通过水管与储水

箱内部连通，所述第一水泵输出端通过第二连接管与回水口连通，所述储水箱下部一侧端

安装有第二水泵，所述第二水泵输入端通过水管与水暖管出水端连通，所述第二水泵输出

端通过水管与储水箱连通，所述转动电机、补光灯、温度传感器、伺服电机、光线传感器、电

动伸缩杆、第一水泵和第二水泵均与蓄电池电性连接，所述控制器输入端与温度传感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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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线传感器均电性连接，所述控制器输出端与转动电机、补光灯、伺服电机、电动伸缩杆、第

一水泵和第二水泵均电性连接。

[0005] 进一步的，所述大棚两侧端上部安装有若干风机，且风机嵌设于大棚两侧壁内，所

述风机与控制器和蓄电池均电性连接。

[0006] 进一步的，所述补光灯外部设置有灯罩，且灯罩与安装座接触端设置有密封圈。

[0007] 进一步的，所述传动轴上端相对于遮光帘两侧端均套设有挡板，所述遮光帘下端

设置有负重杆，且负重杆长度大于遮光帘长度10mm。

[0008] 进一步的，所述水暖管为循环设置，且水暖管进水端和出水端均位于同一侧。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反光板正对南方设置，且反光板随托板左右两侧转动角度最大为

60°。

[0010] 进一步的，所述出水口和回水口内部均安装有法兰。

[0011]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连接管和第二连接管均为连接软管。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所达到的有益效果是：

1、本发明通过反光板的设置，由光线传感器将光线信号反馈至控制器，控制器控制伺

服电机转动，在啮合作用下，使得托板发生旋转，进而带动反光板转向光线直射端，再控制

电动伸缩杆伸缩运动，调节反光板与光线的照射角度，通过上述结构设置，使得反光板能够

最大限度接受太阳光，将太阳光反射至集热器上，加快集热器对水源的加热，对大棚内部温

度进行加热；

2、通过设置光伏板，相比于传统利用市电供能，本发明通过太阳能光伏发电存储至蓄

电池内，为装置提供动力，减少市电的损耗，有利于节约资源；

3、本发明通过遮光帘的设置，在白天时，通过控制器控制转动电机转动，驱动传动轴转

动，将遮光帘卷起，使得大棚内部直接接受光照，若光线较强时，控制器控制转动电机驱动

传动轴将遮光帘放下，避免强光对农作物的灼伤，影响生长。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的控制器结构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的传动轴结构示意图；

图4是本发明的补光灯结构示意图；

图5是本发明的铰链结构示意图；

图6是本发明的齿槽圈结构示意图；

图中：1、大棚；2、光伏板；3、隔板；4、蓄电池；5、转动电机；6、传动轴；7、遮光帘；8、安装

座；9、补光灯；10、反光罩；11、控制器；12、水暖管；13、温度传感器；14、支架；15、安装板；16、

轴座；17、转轴；18、托板；19、齿槽圈；20、齿轮；21、伺服电机；22、集热器；23、出水口；24、第

一连接管；25、回水口；26、反光板；27、铰链；28、光线传感器；29、铰接座；30、电动伸缩杆；

31、储水箱；32、第一水泵；33、水管；34、第二连接管；35、第二水泵。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请参阅图1-6，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用于大棚种植的光热资源利用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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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包括大棚1、光伏板2、隔板3、蓄电池4、转动电机5、传动轴6、遮光帘7、安装座8、补光灯9、

反光罩10、控制器11、水暖管12、温度传感器13、支架14、安装板15、轴座16、转轴17、托板18、

齿槽圈19、齿轮20、伺服电机21、集热器22、出水口23、第一连接管24、回水口25、反光板26、

铰链27、光线传感器28、铰接座29、电动伸缩杆30、储水箱31、第一水泵32、水管33、第二连接

管34和第二水泵35，大棚1上端一侧设置有光伏板2，大棚1内部上侧设置有隔板3，隔板3上

端设置有蓄电池4，且蓄电池4与光伏板2电性连接，隔板3下端两侧相对于大棚1内侧壁固定

连接有转动电机5，转动电机5输出端设置有传动轴6，传动轴6外端缠绕有遮光帘7，传动轴6

上端相对于遮光帘7两侧端均套设有挡板，遮光帘7下端设置有负重杆，且负重杆长度大于

遮光帘7长度10mm，便于在遮光帘7放下或卷起的过程中，负重杆对遮光帘7加持重量，使其

垂直放下和卷起，隔板3下端相对于转动电机5内侧对称设置有安装座8，安装座8下端安装

有补光灯9，补光灯9外端设置有反光罩10，便于使光线聚集向作物照射，避免光线散射造成

光源浪费，补光灯9外部设置有灯罩，且灯罩与安装座8接触端设置有密封圈，便于使补光灯

9具有防水性能，防止大棚1内部蒸汽对补光灯9造成影响，大棚1内侧壁一端安装有控制器

11，且控制器11与蓄电池4电性连接，大棚1内部下端设置有水暖管12，水暖管12为循环设

置，且水暖管12进水端和出水端均位于同一侧，通过循环设置能够使得水暖管12对大棚1内

地面温度延长加热过程，使热量最大限度加热地面，水暖管12上端一侧设置有温度传感器

13，大棚1两侧端上部安装有若干风机，且风机嵌设于大棚1两侧壁内，风机与控制器11和蓄

电池4均电性连接，便于对大棚1内部进行通风降温，大棚1一侧设置有支架14，支架14上端

设置有安装板15，安装板15上端中部设置有轴座16，轴座16上端转动连接有转轴17，转轴17

上端固定连接有托板18，托板18下端相对于转轴17外侧设置有齿槽圈19，齿槽圈19啮合连

接有齿轮20，齿轮20下端中部连接有伺服电机21，且伺服电机21位于安装板15上端一侧，托

板18上端一侧设置有集热器22，集热器22下部一端设置有出水口23，且出水口23通过第一

连接管24与水暖管12进水端连通，集热器22上端一侧设置有回水口25，出水口23和回水口

25内部均安装有法兰，便于起到连接密封的作用，托板18上端相对于集热器22一侧设置有

反光板26，且反光板26下端中部通过铰链27与托板18铰接，反光板26正对南方设置，且反光

板26随托板18左右两侧转动角度最大为60°，便于最大限度接受太阳能，同时能够防止第一

连接管24和第二连接管34在转动过程脱落，反光板26一端安装有光线传感器28，反光板26

另一端中部焊接有铰接座29，铰接座29下端铰接有电动伸缩杆30，且电动伸缩杆30位于托

板18上端，支架14一侧设置有储水箱31，储水箱31上端安装有第一水泵32，第一水泵32输入

端通过水管33与储水箱31内部连通，第一水泵32输出端通过第二连接管34与回水口25连

通，第一连接管24和第二连接管34均为连接软管，使得第一连接管24和第二连接管34具备

一定的弹性塑性，不易脱落，储水箱31下部一侧端安装有第二水泵35，第二水泵35输入端通

过水管33与水暖管12出水端连通，第二水泵35输出端通过水管33与储水箱31连通，转动电

机5、补光灯9、温度传感器13、伺服电机21、光线传感器28、电动伸缩杆30、第一水泵32和第

二水泵35均与蓄电池4电性连接，控制器11输入端与温度传感器13和光线传感器28均电性

连接，控制器11输出端与转动电机5、补光灯9、伺服电机21、电动伸缩杆30、第一水泵32和第

二水泵35均电性连接，工作时，集热器22吸收太阳光对内部水源进行加热，水源从出水口23

通过第一连接管24输送至水暖管12内，水暖管12向外散发热量，对大棚1内部地面土壤进行

加热，进而提高大棚1内部温度，水源再从水暖管12出水端回流，通过控制器11控制第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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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35将水源输送至储水箱31，再通过第一水泵32将水源通过第二连接管34输送至集热器22

进行加热，通过上述结构，使得装置构成一个水暖回路，使农作物在气温较低环境下，也能

利用太阳光对集热器22加热，进而提供水暖加热大棚1内部温度，保证农作物生长，通过温

度传感器13将大棚1内部温度数据反馈至控制器11，控制器11根据反馈温度数据与预先设

置数据对比，当温度较高时，关闭第一水泵32和第二水泵35，停止水暖循环加热，本发明通

过反光板26的设置，光线传感器28将光线信号反馈至控制器11，控制器11控制伺服电机21

转动，在啮合作用下，使得托板18发生旋转，进而带动反光板26转向光线直射端，再控制电

动伸缩杆30伸缩运动，调节反光板26与光线的照射角度，通过上述结构设置，使得反光板26

能够最大限度接受太阳光，将太阳光反射至集热器22上，加快集热器22对水源的加热，对大

棚1内部温度进行加热，另外，大棚1上端设置有光伏板2，相比于传统利用市电供能，本发明

通过太阳能光伏发电存储至蓄电池4内，为装置提供动力，减少市电的损耗，有利于节约资

源，在夜晚光线较弱时，控制器11控制补光灯9开启为农作物提供光源，且本发明通过遮光

帘7的设置，在白天时，通过控制器11控制转动电机5转动，驱动传动轴6转动，将遮光帘7卷

起，使得大棚1内部直接接受光照，若光线较强时，控制器11控制转动电机5驱动传动轴6将

遮光帘7放下，避免强光对农作物灼伤，影响生长。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09168784 A

6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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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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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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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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