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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太阳能灯杆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新型太阳能灯杆，该太

阳能灯杆包括灯杆、太阳能电池板、蓄电池、控制

单元、用电模块连接口、市电连接模块，所述灯杆

为空心柱体，所述用电模块连接口与灯杆的一端

连接，所述灯杆的另一端固定于地面，所述蓄电

池、控制单元、市电连接模块均设置于灯杆内，所

述蓄电池与太阳能电池板电性连接，所述太阳能

电池板用于对蓄电池进行充电，所述用电模块连

接口与控制单元连接，所述蓄电池与控制单元连

接，所述市电连接模块与控制单元连接，所述控

制单元用于控制用电模块连接口的开启与关闭，

所述灯杆的部分表面由太阳能电池板组成。本实

用新型通过将太阳能电池板设置在灯柱的表面，

可以大大减少太阳能电池板灰尘的沉积。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3页

CN 208595498 U

2019.03.12

CN
 2
08
59
54
98
 U



1.一种新型太阳能灯杆，其特征在于，所述太阳能灯杆包括灯杆、太阳能电池板、蓄电

池、控制单元、用电模块连接口、市电连接模块，所述灯杆为空心柱体，所述用电模块连接口

与灯杆的一端连接，所述灯杆的另一端固定于地面，所述蓄电池、控制单元、市电连接模块

均设置于灯杆内，所述蓄电池与太阳能电池板电性连接，所述太阳能电池板用于对蓄电池

进行充电，所述用电模块连接口与控制单元连接，所述蓄电池与控制单元连接，所述市电连

接模块与控制单元连接，所述控制单元用于控制用电模块连接口的开启与关闭，所述灯杆

的部分表面由太阳能电池板组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太阳能灯杆，其特征在于，所述蓄电池为免维护阀控

式密封蓄电池。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太阳能灯杆，其特征在于，所述灯杆由灯杆上部、灯

杆中部、灯杆下部组成，所述灯杆中部的表面由太阳能电池板组成，所述灯杆上部与用电模

块连接口固定连接，所述蓄电池、控制单元、用电模块连接口、市电连接模块设置于灯杆的

灯杆下部之内。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新型太阳能灯杆，其特征在于，所述太阳能电池板为柔性

太阳能电池板。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新型太阳能灯杆，其特征在于，所述太阳能电池板为数块

非柔性太阳能电池板，所述非柔性太阳能电池板在水平方向的宽度小于灯柱周长的20%。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新型太阳能灯杆，其特征在于，所述太阳能灯杆还包括配

电箱门，所述配电箱门设置于灯杆的灯杆下部表面。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太阳能灯杆，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单元包括充放电

模块，所述充放电模块与蓄电池、太阳能电池板连接，所述充放电模块用于控制蓄电池的充

放电。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太阳能灯杆，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单元还包括电源

选择模块，所述电源选择模块与蓄电池、市电连接模块连接，所述电源选择模块用于选择用

电模块连接口的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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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太阳能灯杆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新型太阳能灯杆。

背景技术

[0002]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现在，科技的发展也与时俱进，科学家们发明了一种又一种的

科技产品，这些产品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享受着高科技产品给我们带来享

乐的同时也快速的消耗着大自然那宝贵稀缺的资源，由于我们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使用，能

源问题已经成为我们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太阳能发电作为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清

洁环保能源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中一大块就是“绿色照明工程”。路灯、庭院灯、监控

摄像头、通信中继站、信号灯是城市建设中必不可缺少的部分，它位于室外，能够充分接触

到光照，能够充分地利用太阳能供电。

[0003] 太阳能照明系统是采用晶体硅太阳能电池供电，胶体电池储存电能，灯具作为光

源，并由智能化充放电控制器控制，用于代替传统公用电力照明的庭院灯、路灯等。无需铺

设线缆、无需交流供电、不产生电费；采用直流供电、控制；具有稳定性好、寿命长、发光效率

高，安装维护简便、安全性能高、节能环保、经济实用等优点。可广泛应用于城市主、次干道、

小区、工厂、旅游景点、停车场等场所。产品部件灯杆结构：钢质灯杆及支架，表面喷塑处理，

电池板连接采用专用防盗不锈钢螺丝。太阳能照明系统可以保障阴雨天气15天以上正常工

作！太阳能灯具全自动工作，不需要挖沟布线，但灯杆需要装置在预埋件（混凝土底座）上。

[0004] 但是现有的照明系统上设置的太阳能板采用斜面方式发电，会增加装置的风阻，

尤其在沿海及内陆大风、台风易发地区，一旦遭遇大风天气容易吹倒；另一方面由于太阳能

面板置顶，切成斜面摆放，容易导致积灰且很难打扫，日积月累，厚厚的积灰层会影响太阳

能面板的发电效率。现有技术中也缺少一种能够应用于路灯、庭院灯、监控摄像头、通信中

继站、信号灯等领域的太阳能灯杆。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新型太阳能灯杆，所述太阳能照

明杆包括灯杆、太阳能电池板、蓄电池、控制单元、用电模块连接口、市电连接模块，所述灯

杆为空心柱体，所述用电模块连接口与灯杆的一端连接，所述灯杆的另一端固定于地面，所

述蓄电池、控制单元、市电连接模块均设置于灯杆内，所述蓄电池与太阳能电池板电性连

接，所述太阳能电池板用于对蓄电池进行充电，所述用电模块连接口与控制单元连接，所述

蓄电池与控制单元连接，所述市电连接模块与控制单元连接，所述控制单元用于控制用电

模块连接口的开启与关闭，所述灯杆的部分表面由太阳能电池板组成。

[0006]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蓄电池为免维护阀控式密封蓄电池。

[0007]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用电模块连接口为LED灯。

[0008]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灯杆由灯杆上部、灯杆中部、灯杆下部组成，所述

灯杆中部的表面由太阳能电池板组成，所述灯杆上部与用电模块连接口固定连接，所述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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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控制单元、用电模块连接口、市电连接模块设置于灯杆的灯杆下部之内。

[0009]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太阳能电池板为柔性太阳能电池板。

[0010]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太阳能电池板为数块非柔性太阳能电池板，所述

非柔性太阳能电池板在水平方向的宽度小于路灯灯柱周长的20%。

[0011]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太阳能灯杆还包括配电箱门，所述配电箱门设置

于灯杆的灯杆下部表面。

[0012]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控制单元包括充放电模块，所述充放电模块与蓄

电池、太阳能电池板连接，所述充放电模块用于控制蓄电池的充放电。

[0013]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控制单元还包括电源选择模块，所述电源选择模

块与蓄电池、市电连接模块连接，所述电源选择模块用于选择用电模块连接口的电源。

[0014]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控制单元还包括光敏传感器、时间控制器，所述光

敏传感器、时间控制器可以控制灯具或其它终端的工作时间。

[0015] 本实用新型通过将太阳能电池板设置在灯柱的表面，可以大大减少太阳能电池板

灰尘的沉积，设置在灯柱表面也能够更加方便地观察太阳能电池板的状态，同时也方便进

行清理太阳能电池板表面的灰尘。

[0016] 参考以下详细说明更易于理解本申请的上述以及其他特征、方面和优点。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一种新型太阳能灯杆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一种新型太阳能灯杆模块示意图。

[0019] 图3为一种新型太阳能灯杆的另一种结构示意图。

[0020] 其中，附图标记如下所示：

[0021] 灯杆1、太阳能电池板2、用电模块连接口3、灯杆上部11、灯杆中部12、灯杆下部13、

配电箱门4。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使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

型实施例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

实施例是本实用新型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所描述的本实用新型的

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无需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它实施例，都属

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3] 除非另作定义，此处使用的技术术语或者科学术语应当为本实用新型所属领域内

具有一般技能的人士所理解的通常意义。本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说明书以及权利要求书中使

用的“第一”、“第二”以及类似的词语并不表示任何顺序、数量或者重要性，而只是用来区分

不同的组成部分。同样，“一个”或者“一”等类似词语也不表示数量限制，而是表示存在至少

一个。

[0024] 一种新型太阳能灯杆，太阳能灯杆包括灯杆、太阳能电池板、蓄电池、控制单元、用

电模块连接口、市电连接模块，灯杆为空心柱体，用电模块连接口与灯杆的一端连接，灯杆

的另一端固定于地面，蓄电池、控制单元、用电模块连接口、市电连接模块均设置于灯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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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电池与太阳能电池板电性连接，太阳能电池板用于对蓄电池进行充电，用电模块连接口

与控制单元连接，蓄电池与控制单元连接，市电连接模块与控制单元连接，控制单元用于控

制用电模块连接口的开启与关闭，灯杆的部分表面由太阳能电池板组成。

[0025]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蓄电池为免维护阀控式密封蓄电池。

[0026]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用电模块连接口为LED灯。

[0027]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灯杆由灯杆上部、灯杆中部、灯杆下部组成，灯杆中部

的表面由太阳能电池板组成，灯杆上部与用电模块连接口固定连接，蓄电池、控制单元、用

电模块连接口、市电连接模块设置于灯杆的灯杆下部之内。

[0028]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太阳能电池板为柔性太阳能电池板。

[0029]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太阳能电池板为数块非柔性太阳能电池板，非柔性太

阳能电池板在水平方向的宽度小于路灯灯柱周长的20%。

[0030]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太阳能灯杆还包括配电箱门，配电箱门设置于灯杆的

灯杆下部表面。

[0031]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控制单元包括充放电模块，充放电模块与蓄电池、太阳

能电池板连接，充放电模块用于控制蓄电池的充放电。

[0032]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控制单元还包括电源选择模块，电源选择模块与蓄电

池、市电连接模块连接，电源选择模块用于选择用电模块连接口的电源。

[0033]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控制单元还包括光敏传感器、时间控制器，所述光

敏传感器、时间控制器可以控制灯具或其它终端的工作时间。

[0034] 如图1图2所示，一种新型太阳能灯杆，太阳能灯杆包括灯杆、太阳能电池板、蓄电

池、控制单元、用电模块连接口、市电连接模块，灯杆为空心柱体，用电模块连接口与灯杆的

一端连接，灯杆的另一端固定于地面，蓄电池、控制单元、用电模块连接口、市电连接模块均

设置于灯杆内，蓄电池与太阳能电池板电性连接，太阳能电池板用于对蓄电池进行充电，用

电模块连接口与控制单元连接，蓄电池与控制单元连接，市电连接模块与控制单元连接，控

制单元用于控制用电模块连接口的开启与关闭，灯杆的部分表面由太阳能电池板组成。蓄

电池为免维护阀控式密封蓄电池。用电模块连接口为LED灯。灯杆由灯杆上部、灯杆中部、灯

杆下部组成，灯杆中部的表面由太阳能电池板组成，灯杆上部与用电模块连接口固定连接，

蓄电池、控制单元、用电模块连接口、市电连接模块设置于灯杆的灯杆下部之内。太阳能电

池板为数块非柔性太阳能电池板，非柔性太阳能电池板在水平方向的宽度小于灯柱周长的

20%。控制单元包括充放电模块，充放电模块与蓄电池、太阳能电池板连接，充放电模块用于

控制蓄电池的充放电。控制单元还包括电源选择模块，电源选择模块与蓄电池、市电连接模

块连接，电源选择模块用于选择用电模块连接口的电源。太阳能灯杆还包括配电箱门，配电

箱门设置于灯杆的灯杆下部表面。

[0035] 如图3所示，一种新型太阳能灯杆，太阳能灯杆包括灯杆、太阳能电池板、蓄电池、

控制单元、用电模块连接口、市电连接模块，灯杆为空心柱体，用电模块连接口与灯杆的一

端连接，灯杆的另一端固定于地面，蓄电池、控制单元、用电模块连接口、市电连接模块均设

置于灯杆内，蓄电池与太阳能电池板电性连接，太阳能电池板用于对蓄电池进行充电，用电

模块连接口与控制单元连接，蓄电池与控制单元连接，市电连接模块与控制单元连接，控制

单元用于控制用电模块连接口的开启与关闭，灯杆的部分表面由太阳能电池板组成。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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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为免维护阀控式密封蓄电池。用电模块连接口为LED灯。灯杆由灯杆上部、灯杆中部、灯杆

下部组成，灯杆中部的表面由太阳能电池板组成，灯杆上部与用电模块连接口固定连接，蓄

电池、控制单元、用电模块连接口、市电连接模块设置于灯杆的灯杆下部之内。太阳能电池

板为柔性太阳能电池板。控制单元包括充放电模块，充放电模块与蓄电池、太阳能电池板连

接，充放电模块用于控制蓄电池的充放电。控制单元还包括电源选择模块，电源选择模块与

蓄电池、市电连接模块连接，电源选择模块用于选择用电模块连接口的电源。太阳能灯杆还

包括配电箱门，配电箱门设置于灯杆的灯杆下部表面。

[0036] 本实用新型通过将太阳能电池板设置在灯柱的表面，可以大大减少太阳能电池板

灰尘的沉积，设置在灯柱表面也能够更加方便地观察太阳能电池板的状态，同时也方便进

行清理太阳能电池板表面的灰尘。

[0037]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的保护

范围。凡是根据本实用新型内容所做的均等变化与修饰，均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专利范围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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