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510659434.7

(22)申请日 2015.10.12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5204530 A

(43)申请公布日 2015.12.30

(73)专利权人 首瑞（北京）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

司

地址 102600 北京市大兴区工业开发区金

苑路29号

(72)发明人 南寅　王立昌　耿存杰　朱超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东方亿思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责任公司 11258

代理人 田琳婧

(51)Int.Cl.

G05D 3/12(2006.01)

(56)对比文件

WO 2012042283 A1,2012.04.05,

WO 2012042283 A1,2012.04.05,

CN 202150472 U,2012.02.22,说明书第16-

20，附图图1.

CN 205080439 U,2016.03.09,权利要求第

1-12项.

CN 102361420 A,2012.02.22,说明书第29-

62页，附图图1-14.

CN 202150472 U,2012.02.22,说明书第16-

20，附图图1.

CN 101621260 A,2010.01.06,全文.

CN 102361419 A,2012.02.22,

US 2004045595 A1,2004.03.11,

CN 103984363 A,2014.08.13,

KR 20110092135 A,2011.08.17,

审查员 袁珑瑜

 

(54)发明名称

一种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的系统

(57)摘要

提供了一种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的系统，包

括：角度固定的至少一组固定式能量获取装置；

以及至少一组运动式能量获取装置，设置在至少

一组固定式能量获取装置后部。根据本发明实施

例的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的系统能够大幅提升

现有角度固定式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的系统的

装机容量和满发小时数，组件结构稳定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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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的系统，包括：

角度固定的至少两组固定式能量获取装置，前后分排设置；以及

至少两组运动式能量获取装置，且所述固定式能量获取装置和所述运动式能量获取装

置一一对应设置，所述运动式能量获取装置分别设置在每一组所述固定式能量获取装置后

部；

其中，当太阳高度角超过前一排所述固定式能量获取装置顶部与后一排所述固定式能

量获取装置底部之间的连线与地面的夹角后，控制所述运动式能量获取装置升高，并确保

在此时刻太阳高度条件下所述运动式能量获取装置的阴影不遮挡后一排所述固定式能量

获取装置。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至少两组运动式

能量获取装置抵近所述至少两组固定式能量获取装置独立设置，或者与所述至少两组固定

式能量获取装置整体设置。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至少两组运动式

能量获取装置直线运动、或者其一端绕另一端旋转运动。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的系统，其特征在于，当所述至少两组运动

式能量获取装置的一端绕另一端旋转运动时，所述至少两组运动式能量获取装置的旋转轴

线位于其自身前端。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至少两组运动式

能量获取装置上设置有运动驱动机构。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运动驱动机构所

需的电能由所述至少两组固定式能量获取装置、或者由外部电源提供。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运动驱动机构根

据所述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的系统自身测得的辐照信息、或者通过有线和/或无线方式从

外部获取的光照信息来调整所述至少两组运动式能量获取装置的旋转角度。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至少两组固定式

或运动式能量获取装置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的原理是光伏原理、光热原理、光反射原理、或

者它们的任意组合。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至少两组固定式

或运动式能量获取装置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的方式是直接接收、聚光接收、反射接收、或者

它们的任意组合。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至少两组固定

式或运动式能量获取装置被设置在地面上、或者能够转动的设备上。

11.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的系统，其特征在于，当所述至少两组运

动式能量获取装置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的原理是光反射原理时，所述光反射原理是通过至

少一次反射结构实现的。

12.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至少一次反射

结构为所述至少两组运动式能量获取装置的旋转运动、直线运动、或者它们二者的结合实

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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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的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发电领域，更具体地涉及一种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的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世界能源日趋枯竭，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前景广阔，全方位、高效率地利用太

阳能是相关业内人士追求的目标。同时，随着各国光伏补贴政策的陆续出台，光伏发电进入

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期，但如何提高光伏发电效率、降低发电成本依然是一个长远的课

题。为了使光伏发电系统得到最大功率输出，必须结合建设地点的地理、气候及太阳能资源

条件，将太阳能电池以一定的朝向进行安装，以保证太阳能电池获取最多的光照资源。如果

太阳能电池能够适合正对太阳，则其发电效率就会达到最佳状态，光伏跟踪系统是解决这

一问题的有效手段。

[0003] 目前，光伏跟踪主要包括三种方式：仰角调节、方位角调节、仰角和方位角同时调

节。影响光伏跟踪系统大规模应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在跟踪太阳的过程中，往往跟踪角度

越大，光伏跟踪系统的阴影长度就愈大，光伏跟踪系统之间的阴影就会互相遮挡，这严重影

响了光伏跟踪系统的效率。国标规定光伏阵列之间的间隔要确保冬至日9点-15点前方阵列

不对后方阵列造成阴影遮挡。因此，通常固定角度的光伏阵列之间为躲避阴影设置有6-8米

宽的间隔，这种布置形式浪费了大量的土地，不能充分接收和转换光伏电场范围内的阳光

辐射。

[0004] 中国发明专利申请CN104679018A提出了一种单轴光伏跟踪装置。如图1所示，该单

轴光伏跟踪装置包括电机和光伏板，电机的输出轴上设置有减速机，减速机通过轴承与跟

踪转轴一端连接，跟踪转轴两端分别设置有带座轴承一和带座轴承二，跟踪转轴上位于轴

承和带座轴承一之间设置光伏板固定安装支座一，跟踪转轴上位于带座轴承二上方还通过

光伏板固定安装支座二和光伏板固定安装支座三分别设置连接杆一和连接杆二，光伏板固

定安装支座一上端、连接杆一和连接杆二一端呈三角形且均与光伏板安装板的安装支杆连

接，光伏板固定安装在光伏板安装板上。

[0005] 中国发明专利申请CN104820442A提出了一种盘式光伏跟踪器。如图2所示，该盘式

光伏跟踪器包括轨道外圈、轨道内圈、俯仰支撑架、太阳能电池板、俯仰驱动机构、周向驱动

机构以及与轨道外圈配合的滑轨；俯仰支撑架与轨道外圈和轨道内圈连接形成一个整体框

架结构，该整体框架形成固定部分和活动部分，太阳能电池板与整体框架的活动部分固定

连接，俯仰驱动机构固定连接在整体框架的固定部分上并能带动活动部分实现俯仰运动；

整体框架通过轨道外圈与固定在地面上的滑轨配合，通过周向驱动机构驱动整体框架带动

太阳能电池板实现周向旋转。

[0006] 中国实用新型专利申请CN204615736U提出了一种水平联动式单轴光伏跟踪器。如

图3所示，该水平联动式单轴光伏跟踪器包括两个以上的单轴光伏跟踪器单元和链条；单轴

光伏跟踪器单元包括底座、链轮、转轴和太阳能电池板；转轴的一端与底座活动连接，转轴

的另一端固定连接太阳能电池板，链轮同轴固定连接在转轴的外圈周面上；两个以上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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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光伏跟踪器单元在同一水平高度上沿水平方向等间距的固定在地面安装基础上，单轴光

伏跟踪器单元之间通过链条和链轮配合实现同步传动，单轴光伏跟踪器单元由外部的驱动

装置提供动力，控制器对驱动装置发出转动角度的控制指令。

[0007] 中国实用新型专利申请CN204613760U提出了一种垂向联动式单轴光伏跟踪器。如

图4所示，该垂向联动式单轴光伏跟踪器包括两个以上的单轴光伏跟踪器单元和链条，单轴

光伏跟踪器单元包括底座、链轮、链轮支架、大伞齿轮、小伞齿轮、转轴和太阳能电池板；转

轴的两端分别连接底座和太阳能电池板，大伞齿轮同轴固定连接在转轴上，链轮上还固定

连接小伞齿轮，小伞齿轮与转轴上的大伞齿轮相啮合；多个单轴光伏跟踪器单元沿纵向等

间距的固定在地面安装基础上，单轴光伏跟踪器单元之间通过链条和链轮配合实现同步传

动并由外部的驱动装置提供动力，控制器对驱动装置发出转动角度的控制指令。

[0008] 以上提到的技术方案存在如下问题：1)多组光伏组件之间的距离大大增加，单轴

调整式光伏组件约比角度固定式光伏组件占地增加35％，双轴调整式光伏组件约比角度固

定式光伏组件占地增加50％。2)光伏发电系统中活动部件占比高，驱动机构负荷大、结构稳

定性差，并且调整装置占总投资比例高。

发明内容

[0009] 鉴于以上所述的一个或多个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的系

统。

[0010]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一种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的系统，包括：角度固定的至少一

组固定式能量获取装置；以及至少一组运动式能量获取装置，设置在至少一组固定式能量

获取装置后部。其中，至少一组运动式能量获取装置可以抵近至少一组固定式能量获取装

置独立设置，也可以与至少一组固定式能量获取装置整体设置。

[0011] 在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的系统中，至少一组运动式能量获取

装置直线运动、或者其一端绕另一端旋转运动。

[0012] 在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的系统中，当至少一组运动式能量获

取装置的一端绕另一端旋转运动时，该至少一组运动式能量获取装置的旋转轴线位于其自

身前端。

[0013] 在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的系统中，至少一组运动式能量获取

装置的角度调整的高度满足以下条件：在选定时刻的太阳高度角条件下，至少一组运动式

能量获取装置的阴影不遮挡或在可控范围内遮挡后方的固定式能量获取装置。

[0014] 在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的系统中，至少一组运动式能量获取

装置设置有运动驱动机构，其中，该运动驱动机构所需的电源由至少一组固定式能量获取

装置提供、或由外部电源提供，并且该运动驱动机构根据该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的系统自

身测得的辐照信息、或者通过有线和/或无线方式从外部获取的辐照信息来调整至少一组

运动式能量获取装置的旋转角度。

[0015] 在本发明中提出的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的系统中，在无太阳能获取的时间里可将

运动式能量获取装置放至最低处，减少风阻，运动中并可清除运动式能量获取装置的辐照

接收表面的灰尘，提高第二天的发电量。

[0016]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的系统能够大幅提升现有角度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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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的系统的装机容量并不增加占地面积和满发小时数，组件结构稳定可

靠。

附图说明

[0017] 从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的描述中可以更好地理解本发明，其

中：

[0018] 图1是现有的单轴光伏跟踪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现有的盘式光伏跟踪器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是现有的水平联动式单轴光伏跟踪器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是现有的垂向联动式单轴光伏跟踪器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a-5c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的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6和图7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的系统的应用示例示意图；

[0024] 图8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的系统的另一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将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各个方面的特征和示例性实施例。在下面的详细描述

中，提出了许多具体细节，以便提供对本发明的全面理解。但是，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

很明显的是，本发明可以在不需要这些具体细节中的一些细节的情况下实施。下面对实施

例的描述仅仅是为了通过示出本发明的示例来提供对本发明的更好的理解。本发明决不限

于下面所提出的任何具体配置和算法，而是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的前提下覆盖了元素、

部件和算法的任何修改、替换和改进。在附图和下面的描述中，没有示出公知的结构和技

术，以便避免对本发明造成不必要的模糊。

[0026] 鉴于以上所述的技术方案中存在的一个或多个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新颖的利

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的系统。图5示出了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的系统的

结构示意图。如图5所示，该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的系统包括角度固定的固定式能量获取装

置101-1和运动式能量获取装置102。在本实施例中，运动式能量获取装置102与固定式能量

获取装置101-1为整体设置，以简化结构、节省材料、降低成本。其中，运动式能量获取装置

102设置在固定式能量获取装置101-1的后部，当运动式能量获取装置102进行旋转运动时，

其旋转轴线与固定式能量获取装置101-1的顶部高度相同；推动角度可调整的运动式能量

获取装置102运动的运动驱动机构的供电来自于外部电源，以确保在固定式能量获取装置

101-1的发电量不足时仍可调节运动式能量获取装置102的角度位置(当然，也可以来自固

定式能量获取装置101-1)。

[0027] 针对一天中阳光高度角的变化，通过在给定角度的固定式能量获取装置101-1后

部设置运动式能量获取装置102，并且利用辐照跟踪技术实时调整运动式能量获取装置102

的角度，可提高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的系统对投射在其上的光照资源的利用效率。具体地，

当产生旋转运动时，运动式能量获取装置102靠近固定式能量获取装置101-1的这一端设置

有铰接点(即，旋转支点)，并可绕此铰接点旋转。可以通过利用常规的辐照跟踪技术调整运

动式能量获取装置102的角度来增加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的系统接收阳光辐照的辐照接收

面积，并通过角度调整来提高有效的辐照接收面积，从而大幅度提高给定场地内利用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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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获取能量的系统的满发小时数。

[0028] 这里，对于运动式能量获取装置102的角度调整策略为：在当前时刻的太阳高度角

条件下，运动式能量获取装置102的阴影不遮挡后方的固定式能量获取装置101-2，或在可

控范围内部分遮挡后方的固定式能量获取装置101-2。这种调整策略的实质是舍弃早晚时

段倾斜角度极大、被大气层折射严重的低品质阳光辐照时段，针对太阳高度较高、辐照度优

良的时段，增加实际接收阳光辐射的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的系统的光照面积，从而实现对

阳光辐照强烈时段能量的充分接收。

[0029] 如图5a所示，当早晨和下午太阳高度较低时，正常角度的固定式能量获取装置

101-1接收阳光辐照并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例如，发电)，此时运动式能量获取装置102处

于收起位置，不对其后方的固定式能量获取装置101-2造成遮挡；当太阳高度角超过正常角

度的固定式能量获取装置101-1顶部与固定式能量获取装置101-2底部之间的连线与地面

之间的夹角时，运动式能量获取装置102转动至工作位置。图5中b所示为夏秋季节太阳高度

角比较高的月份，正常角度的固定式能量获取装置101-1、101-2和运动式能量获取装置102

均有效接收阳光辐照，并且运动式能量获取装置102的接收效果要优于正常角度的固定式

能量获取装置101-1、101-2。图5中c所示为春冬季节太阳高度角比较低的月份，运动式能量

获取装置102也表现出良好的接收效果。

[0030] 本领域技术人员应该明白的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的系统

可以包括两组或者更多组固定式能量获取装置、以及与它们配合放置的运动式能量获取装

置(它们之间的位置关系如图5中所示)，因此本发明的范围并不限于图5中所示的情形。另

外，本领域技术人员应该明白的是，运动式能量获取装置102也可以抵近固定式能量获取装

置101-1独立设置，并且相对于固定式能量获取装置101-1直线运动或旋转运动。

[0031] 下面，举例说明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的系统。图6和图7示出

了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的系统的应用示例。这里，以角度固定的光伏

电场常用的300瓦的光伏组件为对象，进行增发改造(即，在该示例中，固定式能量获取装置

为角度固定式光伏组件，运动式能量获取装置为角度可调式光伏组件，利用太阳能获取能

量的系统为光伏发电系统)。如图6和图7所示，在角度固定式光伏组件支架的后方立柱上，

通过铰接方式固定一套推杆电机，推杆电机的顶部铰接有长度很短的万向节，以适应转动

时部件之间角度的变化。推杆电机、万向节、角度可调式光伏组件桁架及角度固定式光伏组

件支架后立柱等部件构成了一个三连杆机构，通过控制推杆电机推杆的伸缩，可调整角度

可调式光伏组件进行角度变化。

[0032] 由于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的系统采用的角度调整策略是最

大化利用高度角较大的阳光辐照资源，因此推杆电机的供电可直接从角度固定式光伏组件

获取，因而可以大大简化系统布线，也有利于降低系统造价。图6示出了根据本发明实施例

的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的系统的应用示例中角度可调式光伏组件处于避光位置的状态。

[0033] 当太阳高度角超过前一排角度固定式光伏组件(例如，101-1)顶部与后一排角度

固定式光伏组件(例如，101-2)底部之间的连线与地面之间的夹角后，控制系统(图中未示

出)驱动推杆电机进行动作，将角度可调式光伏组件(例如，102)逐步推高，并确保在该时刻

太阳高度角条件下角度可调式光伏组件的阴影不遮挡后一排角度固定式光伏组件。图7示

出了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的系统的应用示例中角度可调式光伏组件

说　明　书 4/5 页

6

CN 105204530 B

6



处于工作位置的状态。另外，结合图5a-5c，从图6中可以看出，角度可调式光伏组件处于避

光位置时还可以起到反射阳光的有益效果，有利于后一排角度固定式光伏组件的增发。

[0034] 除此之外，角度固定式光伏组件可为聚光形式的太阳能电池板，角度可调式光伏

组件可通过反射的方式获取太阳能，进而将获取的太阳能反射到前方设置的角度固定式光

伏组件上，进一步增加角度固定式光伏组件接收到的太阳能量值。图8示出了采取反射结构

的光伏发电系统的结构示意图。如图8所示，角度可调式光伏组件102将太阳能反射到角度

固定式光伏组件101-1或101-2上，进一步增加了角度固定式光伏组件接收到的太阳能量

值。

[0035] 另外，本领域技术人员应该明白的是，这里所说的固定式或运动式能量获取装置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中的一种或多种方式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直接接收、聚光接收、反射接

收、或者它们的任意组合。并且，这里所说的固定式或运动式能量获取装置可以是光伏组

件、光热组件、光反射组件、或者它们的任意组合。

[0036]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利用太阳能获取能量的系统可以大大提高系统装机容量和

有效发电小时数，土地利用率高；并且角度固定式与运动式能量获取装置的组合使得调整

机构工作负荷小，成本低。

[0037] 本发明可以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而不脱离其精神和本质特征。例如，特定实施

例中所描述的算法可以被修改，而系统体系结构并不脱离本发明的基本精神。因此，当前的

实施例在所有方面都被看作是示例性的而非限定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而非

上述描述定义，并且，落入权利要求的含义和等同物的范围内的全部改变从而都被包括在

本发明的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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