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1240491.6

(22)申请日 2019.12.03

(71)申请人 浙江龙能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 312000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

道人民西路1801号

(72)发明人 王小鑫　

(74)专利代理机构 杭州橙知果专利代理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33261

代理人 贺龙萍

(51)Int.Cl.

H02S 40/10(2014.01)

H02S 20/30(2014.01)

H02S 10/00(2014.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基于农光互补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农光互补的太阳能

光伏发电系统，包括水泥桩、固定设于水泥桩上

的基座、光伏板、用于光伏板转动角度的旋转装

置、用于对光伏板清理灰尘的清洗装置、蓄电池、

控制器、逆变器；所述旋转装置上设有固定板，转

动设于固定板一端的第一转杆和第二转杆，转动

设于固定板另一端的第三转杆和第四转杆，一端

转动设于第一转杆上另一端转动设于第三转杆

上的第一转板，一端转动设于第四转杆上另一端

转动设于第二转杆上的第二转板，用于驱动固定

板旋转的驱动组件；所述清洗装置上设有固定在

第一转板上的固定架，固定在固定架上的第三滑

轨，设于第三滑轨上的移动板，设于移动板上的

刮件。本发明能够对光伏板清洗更为干净快捷，

避免清洗过程中光伏板被刮花影响透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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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农光互补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水泥桩(1)、固定设于

水泥桩上的基座(2)、光伏板(3)、用于光伏板转动角度的旋转装置(4)、用于对光伏板清理

灰尘的清洗装置(5)、蓄电池(6)、控制器(7)、逆变器(8)，所述旋转装置(4)包括固定板

(41)、转动设于固定板一端的第一转杆(42)和第二转杆(43)、转动设于固定板另一端的第

三转杆(44)和第四转杆(45)、一端转动设于第一转杆上另一端转动设于第三转杆上的第一

转板(46)、一端转动设于第四转杆上另一端转动设于第二转杆上的第二转板(47)、一端固

定在第三转杆上另一端固定在第四转杆上的固定轴(48)、用于驱动固定板旋转的驱动组件

(49)。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农光互补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驱动组件(49)包括同时转动设于固定板和固定轴上的驱动架(491)、固定设于基座上用于

驱动驱动架升降的液压缸(492)、用于固定驱动架与固定轴转动的两组固定件(493)。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农光互补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固定件(493)包括固定在固定轴上的第一齿轮(4931)、与第一齿轮齿合且转动设于驱动架

上的第二齿轮(4932)、固定在驱动架上的固定块(4933)、插于固定块上的移动杆(4934)、固

定在移动杆一端的卡板(4935)、转动设于卡板上的两个滚轮(4936)、套于移动杆外一端固

定在卡板上另一端固定在固定块上的弹簧(4937)、位于移动杆外侧的对称设置的两个夹紧

块(4938)、用于驱动两个夹紧块相对移动的液压杆(4939)。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农光互补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驱动组件(49)还包括固定在基座上的第一滑轨(494)和第二滑轨(495)、位于第一滑轨两端

对称设置的第一伸缩气杆(496)和第二伸缩气杆(497)、位于第二滑轨两端对称设置的第三

伸缩气杆(498)和第四伸缩气杆(499)，所述第一伸缩气杆和第二伸缩气杆一端同时固定在

第一转杆上，第一伸缩气杆和第二伸缩气杆连通；所述第三伸缩气杆和第四伸缩气杆一端

同时固定在第二转杆上，第三伸缩气杆和第四伸缩气杆连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农光互补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清洗装置(5)包括固定在第一转板上的固定架(51)、固定在固定架上的第三滑轨(52)、设于

第三滑轨上的移动板(53)、设于移动板上的刮件(54)、贯穿移动板设于刮件上的进水口

(55)。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基于农光互补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刮件(54)包括储水盒(541)、设于储水盒前端的第一刮板(542)、第一刮板前端设有第一弧

形槽(543)、设于储水盒上用于冲洗第一弧形槽的第一出水口(544)、设于储水盒底部的弧

面(545)、与第一刮板同向倾斜设于弧面上的第二刮板(546)和第三刮板(547)、与第三刮板

反向倾斜位于储水盒尾端的第四刮板(548)、设于储水盒上用于冲洗第二刮板的第二出水

口(549)、设于储水盒上用于冲洗第三刮板的第三出水口(5410)、设于储水盒上用于冲洗第

四刮板的第四出水口(5420)、设于第四刮板上的第二弧形槽(5430)。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基于农光互补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第一出水口(544)小于第二出水口(549)小于第三出水口(5410)小于第四出水口(5420)。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基于农光互补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刮件(54)还包括插于储水盒两端的第一插件(5440)和第二插件(5450)、用于驱动第一插件

移动的第一伸缩杆(5460)、用于驱动第二插件移动的第二伸缩杆(5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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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农光互补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光伏发电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基于农光互补的太阳能光伏发电

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光互补”是将农业种植和太阳能光伏发电相结合的一种技术，称之为“农光互

补”，可以实现土地立体化增值利用，建设现代高效农业综合经济体。利用太阳能光伏发电

无污染零排放的特点，与农业种植相结合，在不占用土地条件下实现光伏发电目的，又促进

农作物的生长，创造了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0003] 光伏作为太阳能发电，天气的状况是制约发电的最大因素，其次人力所能控制的

除了避免电气设备故障带来的损失外，光伏板的清洗也显得尤为重要；光伏组件表面污浊

对齐发电效率的影响相当显著，表面的污浊影响光线的透射率，进而影响到组件表面所接

受的辐射量；此污浊物主要是由尘土颗粒组成，在清洗光伏板过程中会导致光伏板刮花，从

而影响透射率，使得在对光伏板进行清洁的难度上升。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基于农光互补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系

统，对光伏板清洗干净，避免清洗过程中光伏板刮花。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基于农光互补的太阳能光伏

发电系统，包括水泥桩、固定设于水泥桩上的基座、光伏板、用于光伏板转动角度的旋转装

置、用于对光伏板清理灰尘的清洗装置、蓄电池、控制器、逆变器，所述旋转装置包括固定

板、转动设于固定板一端的第一转杆和第二转杆、转动设于固定板另一端的第三转杆和第

四转杆、一端转动设于第一转杆上另一端转动设于第三转杆上的第一转板、一端转动设于

第四转杆上另一端转动设于第二转杆上的第二转板、一端固定在第三转杆上另一端固定在

第四转杆上的固定轴、用于驱动固定板旋转的驱动组件；所述第一转杆、第二转杆、第三转

杆、第四转杆、第一转板和第二转杆及固定板形成立体平行四边形，驱动组件驱动固定轴升

降，带动形成的立体平行四边形跟着转动，即第一转杆和第二转杆及第三转杆和第四转杆

同向转动，第一转板和第二转板同向转动，最终带动固定板完成转动，所述光伏板固定在固

定板上，完成光伏板的角度旋转。本发明通过驱动组件驱动固定轴升降，所述第一转杆、第

二转杆、第三转杆和第四转杆一端转动设于固定板上，所述第一转板一端转动设于第一转

杆上另一端转动设于第三转杆上，所述第二转板一端转动设于第四转杆上另一端转动设于

第二转杆上，所述固定轴一端固定在第三转杆上另一端固定在第四转杆上，通过上述设置

形成立体的平行四边形，从而固定轴的升降带动整体转动，使固定板角度旋转，旋转过程中

更为省力且稳定佳；通过清洗装置的设置对光伏板清洗，能够对光伏板清洗更为干净快捷，

避免清洗过程中光伏板被刮花影响透射率。

[0006] 所述驱动组件包括同时转动设于固定板和固定轴上的驱动架、固定设于基座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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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驱动驱动架升降的液压缸、用于固定驱动架与固定轴转动的两组固定件；通过液压缸驱

动驱动架整体升降，使固定轴跟着升降同时相对驱动架转动，所述驱动架一端转动设于固

定板上，使固定板与驱动架之间转动，最终驱动固定板完成角度旋转，角度旋转后再通过两

个固定件进行固定，使对固定轴和驱动架固定，使固定更牢固，同时使固定板旋转任意角度

都能够进行固定。

[0007] 所述固定件包括固定在固定轴上的第一齿轮、与第一齿轮齿合且转动设于驱动架

上的第二齿轮、固定在驱动架上的固定块、插于固定块上的移动杆、固定在移动杆一端的卡

板、转动设于卡板上的两个滚轮、套于移动杆外一端固定在卡板上另一端固定在固定块上

的弹簧、位于移动杆外侧的对称设置的两个夹紧块、用于驱动两个夹紧块相对移动的液压

杆；通过固定轴相对驱动架转动，使第一齿轮和第二齿轮相对转动，从而减少固定轴与驱动

架之间的磨损，所述两个滚轮位于第二齿轮齿内，第二齿轮转动过程中，使移动杆上的固定

块进行上下移动，通过两个滚轮的设置，使第二齿轮间接的与卡板接触，减少卡板的磨损，

需要固定时，液压缸驱动两个夹紧块向移动杆方向移动，使两个夹紧块能够夹紧移动杆，对

移动杆固定，使卡板不能够移动，从而使卡板上的两个滚轮能够卡住第二齿轮，完成固定工

作，通过弹簧的设置使卡板能够归位。

[0008] 所述驱动组件还包括固定在基座上的第一滑轨和第二滑轨、位于第一滑轨两端对

称设置的第一伸缩气杆和第二伸缩气杆、位于第二滑轨两端对称设置的第三伸缩气杆和第

四伸缩气杆，所述第一伸缩气杆和第二伸缩气杆一端同时固定在第一转杆上，第一伸缩气

杆和第二伸缩气杆连通；所述第三伸缩气杆和第四伸缩气杆一端同时固定在第二转杆上，

第三伸缩气杆和第四伸缩气杆连通；液压缸驱动驱动架升降，使第一转杆和第二转杆的一

端分别在第一滑轨和第二滑轨内进行移动，移动过程中推动第一伸缩气杆和第三伸缩气杆

伸缩，使第一伸缩气杆和第三伸缩气杆中的气进入第二伸缩气杆和第四伸缩气杆中，推第

一转杆和第二转杆产生推力，使第一转杆和第二转杆更容易在第一滑轨和第二滑轨内移

动，同时第一伸缩气杆和第二伸缩气缸对第一转杆起到导向作用，使第一伸缩气杆和第二

伸缩气杆受力均匀，避免第一伸缩气杆或第二伸缩气杆一端受力较大降低使用寿命，使第

三伸缩气杆和第四伸缩气杆受力均匀，避免第三伸缩气杆或第四伸缩气杆一端受力较大降

低使用寿命，通过与驱动架的升降配合使用完成固定板的最终角度旋转。

[0009] 所述清洗装置包括固定在第一转板上的固定架、固定在固定架上的第三滑轨、设

于第三滑轨上的移动板、设于移动板上的刮件、贯穿移动板设于刮件上的进水口；通过固定

架固定设于第一转板上，第一转板与固定板平行设置，驱动过程中始终保持平行，从而使清

洗装置能够随着固定板的角度旋转而旋转，所述光伏板固定在固定板上，从而使清洗装置

能够随着光伏板的角度旋转而旋转，再通过第三滑轨驱动移动板移动，所述刮件设于移动

板上，从而使移动的刮件对光伏板表面全面清洗。

[0010] 所述刮件包括储水盒、设于储水盒前端的第一刮板、第一刮板前端设有第一弧形

槽、设于储水盒上用于冲洗第一弧形槽的第一出水口、设于储水盒底部的弧面、与第一刮板

同向倾斜设于弧面上的第二刮板和第三刮板、与第三刮板反向倾斜位于储水盒尾端的第四

刮板、设于储水盒上用于冲洗第二刮板的第二出水口、设于储水盒上用于冲洗第三刮板的

第三出水口、设于储水盒上用于冲洗第四刮板的第四出水口、设于第四刮板上的第二弧形

槽；通过第一刮板和第二刮板及第三刮板对光伏板上的灰尘进行刮除，刮除过程中第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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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口、第二出水口和第三出水口喷出水与第一刮板、第二刮板和第三刮板配合使用完成对

光伏板的清洗，再通过第四刮板刮除光伏板上的水滴，避免光伏板局部受热，降低光伏板的

使用寿命从而影响发电正常工作；第一出水口沿着第一弧形槽弧度设置，使喷出的水能够

先经过第一弧形槽导向，使第一刮板刮除方向与第一出水后经过第一弧形槽导向后的喷射

方向相同，避免第一刮板堆积灰尘且刮除处对光伏板表面刮花，同时第一刮板刮除之前能

够先对光伏板进行预清洗去除较多的灰尘，通过第二刮板和第三刮板逐个对光伏板刮除，

第二出水口完成第二刮板冲洗，避免第二刮板堆积灰尘且刮除处对光伏板表面刮花，同时

水会从第一刮板与光伏板接触处流出，再次避免第一刮板与光伏板接触处存有灰尘导致光

伏板刮花，第三出水口完成第三刮板冲洗，避免第三刮板堆积灰尘且刮除处对光伏板表面

刮花，同时水会从第二刮板与光伏板接触处流出，再次避免第二刮板与光伏板接触处存有

灰尘导致光伏板刮花，再通过第四出水口设置，使喷出的水能够先经过第二弧形槽导向，使

第四刮板刮除方向与第四出水口经过第二弧形槽导向后的喷射方向相同，避免第四刮板堆

积灰尘且刮除处对光伏板表面刮花，同时水会从第三刮板与光伏板接触处流出，再次避免

第三刮板与光伏板接触存有灰尘导致光伏把俺刮花，通过上述使清洗更方便快捷，清洗更

干净同时避免刮花光伏板。

[0011] 所述第一出水口小于第二出水口小于第三出水口小于第四出水口；使第二出水口

喷出水的流量大于第一出水口，从而使第二出水口喷出的水从第一刮板与光伏板接触处喷

出流速大，使第一刮板与光伏板接触处更不容易堆积灰尘，提高清洗效果，通过设有第二刮

板、第二出水口和第三刮板、第三出水口及第四刮板和第四出水口大大提高了清洗效果，使

清洗更干净。

[0012] 所述刮件还包括插于储水盒两端的第一插件和第二插件、用于驱动第一插件移动

的第一伸缩杆、用于驱动第二插件移动的第二伸缩杆；第一插件和第二插件起到对第一出

水口、第二出水口、第三出水口和第四出水口密封作用，通过同时驱动第一伸缩杆和第二伸

缩杆，使第一插件和第二插件相对移动，通过控制第一插件和第二插件移动距离，对储水盒

上的第一出水口、第二出水口、第三出水口和第四出水口长度，更好的配合不同宽度的光伏

板，避免浪费水。

[0013]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通过驱动组件驱动固定轴升降，所述第一转杆、第二转杆、

第三转杆和第四转杆一端转动设于固定板上，所述第一转板一端转动设于第一转杆上另一

端转动设于第三转杆上，所述第二转板一端转动设于第四转杆上另一端转动设于第二转杆

上，所述固定轴一端固定在第三转杆上另一端固定在第四转杆上，通过上述设置形成立体

的平行四边形，从而固定轴的升降带动整体转动，使固定板角度旋转，旋转过程中更为省力

且稳定佳；通过清洗装置的设置对光伏板清洗，能够对光伏板清洗更为干净快捷，避免清洗

过程中光伏板被刮花影响透射率。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发明的侧面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图2中的A处放大图。

[0017] 图4为清洗装置的正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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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图5为图4中的B处放大图。

[0019] 图6为驱动组件的部分示意图。

[0020] 图7为清洗装置的部分结构示意图。

[0021] 图8为清洗装置的部分剖面示意图。

[0022] 图9为图8中的C处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了使本技术领域的人员更好的理解本发明方案，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

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的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

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应当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

围。

[0024] 如图1-9所示，一种基于农光互补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包括水泥桩1、固定设于

水泥桩上的基座2、光伏板3、用于光伏板转动角度的旋转装置4、用于对光伏板清理灰尘的

清洗装置5、蓄电池6、控制器7、逆变器8，所述旋转装置4包括固定板41、转动设于固定板一

端的第一转杆42和第二转杆43、转动设于固定板另一端的第三转杆44和第四转杆45、一端

转动设于第一转杆上另一端转动设于第三转杆上的第一转板46、一端转动设于第四转杆上

另一端转动设于第二转杆上的第二转板47、一端固定在第三转杆上另一端固定在第四转杆

上的固定轴48、用于驱动固定板旋转的驱动组件49；所述第一转杆、第二转杆、第三转杆、第

四转杆、第一转板和第二转杆及固定板形成立体平行四边形，驱动组件驱动固定轴升降，带

动形成的立体平行四边形跟着转动，即第一转杆和第二转杆及第三转杆和第四转杆同向转

动，第一转板和第二转板同向转动，最终带动固定板完成转动，所述光伏板固定在固定板

上，完成光伏板的角度旋转。本发明通过驱动组件驱动固定轴升降，所述第一转杆、第二转

杆、第三转杆和第四转杆一端转动设于固定板上，所述第一转板一端转动设于第一转杆上

另一端转动设于第三转杆上，所述第二转板一端转动设于第四转杆上另一端转动设于第二

转杆上，所述固定轴一端固定在第三转杆上另一端固定在第四转杆上，通过上述设置形成

立体的平行四边形，从而固定轴的升降带动整体转动，使固定板角度旋转，旋转过程中更为

省力且稳定佳；通过清洗装置的设置对光伏板清洗，能够对光伏板清洗更为干净快捷，避免

清洗过程中光伏板被刮花影响透射率。

[0025] 所述驱动组件49包括同时转动设于固定板和固定轴上的驱动架491、固定设于基

座上用于驱动驱动架升降的液压缸492、用于固定驱动架与固定轴转动的两组固定件493；

通过液压缸驱动驱动架整体升降，使固定轴跟着升降同时相对驱动架转动，所述驱动架一

端转动设于固定板上，使固定板与驱动架之间转动，最终驱动固定板完成角度旋转，角度旋

转后再通过两个固定件进行固定，使对固定轴和驱动架固定，使固定更牢固，同时使固定板

旋转任意角度都能够进行固定。

[0026] 所述固定件493包括固定在固定轴上的第一齿轮4931、与第一齿轮齿合且转动设

于驱动架上的第二齿轮4932、固定在驱动架上的固定块4933、插于固定块上的移动杆4934、

固定在移动杆一端的卡板4935、转动设于卡板上的两个滚轮4936、套于移动杆外一端固定

在卡板上另一端固定在固定块上的弹簧4937、位于移动杆外侧的对称设置的两个夹紧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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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38、用于驱动两个夹紧块相对移动的液压杆4939；通过固定轴相对驱动架转动，使第一齿

轮和第二齿轮相对转动，从而减少固定轴与驱动架之间的磨损，所述两个滚轮位于第二齿

轮齿内，第二齿轮转动过程中，使移动杆上的固定块进行上下移动，通过两个滚轮的设置，

使第二齿轮间接的与卡板接触，减少卡板的磨损，需要固定时，液压缸驱动两个夹紧块向移

动杆方向移动，使两个夹紧块能够夹紧移动杆，对移动杆固定，使卡板不能够移动，从而使

卡板上的两个滚轮能够卡住第二齿轮，完成固定工作，通过弹簧的设置使卡板能够归位。

[0027] 所述驱动组件49还包括固定在基座上的第一滑轨494和第二滑轨495、位于第一滑

轨两端对称设置的第一伸缩气杆496和第二伸缩气杆497、位于第二滑轨两端对称设置的第

三伸缩气杆498和第四伸缩气杆499，所述第一伸缩气杆和第二伸缩气杆一端同时固定在第

一转杆上，第一伸缩气杆和第二伸缩气杆连通；所述第三伸缩气杆和第四伸缩气杆一端同

时固定在第二转杆上，第三伸缩气杆和第四伸缩气杆连通；液压缸驱动驱动架升降，使第一

转杆和第二转杆的一端分别在第一滑轨和第二滑轨内进行移动，移动过程中推动第一伸缩

气杆和第三伸缩气杆伸缩，使第一伸缩气杆和第三伸缩气杆中的气进入第二伸缩气杆和第

四伸缩气杆中，推第一转杆和第二转杆产生推力，使第一转杆和第二转杆更容易在第一滑

轨和第二滑轨内移动，同时第一伸缩气杆和第二伸缩气缸对第一转杆起到导向作用，使第

一伸缩气杆和第二伸缩气杆受力均匀，避免第一伸缩气杆或第二伸缩气杆一端受力较大降

低使用寿命，使第三伸缩气杆和第四伸缩气杆受力均匀，避免第三伸缩气杆或第四伸缩气

杆一端受力较大降低使用寿命，通过与驱动架的升降配合使用完成固定板的最终角度旋

转。

[0028] 所述清洗装置5包括固定在第一转板上的固定架51、固定在固定架上的第三滑轨

52、设于第三滑轨上的移动板53、设于移动板上的刮件54、贯穿移动板设于刮件上的进水口

55；通过固定架固定设于第一转板上，第一转板与固定板平行设置，驱动过程中始终保持平

行，从而使清洗装置能够随着固定板的角度旋转而旋转，所述光伏板固定在固定板上，从而

使清洗装置能够随着光伏板的角度旋转而旋转，再通过第三滑轨驱动移动板移动，所述刮

件设于移动板上，从而使移动的刮件对光伏板表面全面清洗。

[0029] 所述刮件54包括储水盒541、设于储水盒前端的第一刮板542、第一刮板前端设有

第一弧形槽543、设于储水盒上用于冲洗第一弧形槽的第一出水口544、设于储水盒底部的

弧面545、与第一刮板同向倾斜设于弧面上的第二刮板546和第三刮板547、与第三刮板反向

倾斜位于储水盒尾端的第四刮板548、设于储水盒上用于冲洗第二刮板的第二出水口549、

设于储水盒上用于冲洗第三刮板的第三出水口5410、设于储水盒上用于冲洗第四刮板的第

四出水口5420、设于第四刮板上的第二弧形槽5430；通过第一刮板和第二刮板及第三刮板

对光伏板上的灰尘进行刮除，刮除过程中第一出水口、第二出水口和第三出水口喷出水与

第一刮板、第二刮板和第三刮板配合使用完成对光伏板的清洗，再通过第四刮板刮除光伏

板上的水滴，避免光伏板局部受热，降低光伏板的使用寿命从而影响发电正常工作；第一出

水口沿着第一弧形槽弧度设置，使喷出的水能够先经过第一弧形槽导向，使第一刮板刮除

方向与第一出水后经过第一弧形槽导向后的喷射方向相同，避免第一刮板堆积灰尘且刮除

处对光伏板表面刮花，同时第一刮板刮除之前能够先对光伏板进行预清洗去除较多的灰

尘，通过第二刮板和第三刮板逐个对光伏板刮除，第二出水口完成第二刮板冲洗，避免第二

刮板堆积灰尘且刮除处对光伏板表面刮花，同时水会从第一刮板与光伏板接触处流出，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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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避免第一刮板与光伏板接触处存有灰尘导致光伏板刮花，第三出水口完成第三刮板冲

洗，避免第三刮板堆积灰尘且刮除处对光伏板表面刮花，同时水会从第二刮板与光伏板接

触处流出，再次避免第二刮板与光伏板接触处存有灰尘导致光伏板刮花，再通过第四出水

口设置，使喷出的水能够先经过第二弧形槽导向，使第四刮板刮除方向与第四出水口经过

第二弧形槽导向后的喷射方向相同，避免第四刮板堆积灰尘且刮除处对光伏板表面刮花，

同时水会从第三刮板与光伏板接触处流出，再次避免第三刮板与光伏板接触存有灰尘导致

光伏把俺刮花，通过上述使清洗更方便快捷，清洗更干净同时避免刮花光伏板。所述第一出

水口544小于第二出水口549小于第三出水口5410小于第四出水口5420；使第二出水口喷出

水的流量大于第一出水口，从而使第二出水口喷出的水从第一刮板与光伏板接触处喷出流

速大，使第一刮板与光伏板接触处更不容易堆积灰尘，提高清洗效果，通过设有第二刮板、

第二出水口和第三刮板、第三出水口及第四刮板和第四出水口大大提高了清洗效果，使清

洗更干净。

[0030] 所述刮件54还包括插于储水盒两端的第一插件5440和第二插件5450、用于驱动第

一插件移动的第一伸缩杆5460、用于驱动第二插件移动的第二伸缩杆5470；第一插件和第

二插件起到对第一出水口、第二出水口、第三出水口和第四出水口密封作用，通过同时驱动

第一伸缩杆和第二伸缩杆，使第一插件和第二插件相对移动，通过控制第一插件和第二插

件移动距离，对储水盒上的第一出水口、第二出水口、第三出水口和第四出水口长度，更好

的配合不同宽度的光伏板，避免浪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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