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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桑黄培育的光伏温室大棚及其系

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桑黄培育的光伏温

室大棚及其系统，涉及真菌培育技术领域，包括

光伏温室大棚和用于调节大棚环境变化的系统，

光伏温室大棚包括大棚墙体，大棚墙体的顶部沿

斜坡方向间隔设有固定式太能电池板和活动式

太阳能电池板；大棚墙体沿长度方向设有多个换

气扇，换气扇位于大棚内侧一端上固定设有加热

模块；光伏温室大棚内设有多个雾化喷头和日光

灯；系统包括控制箱，控制箱内设有可编程的

PLC，与PLC控制连接的电源模块、温控模块、湿度

控制模块、光照强度控制模块和通风换气模块。

本发明一方面保证桑黄培育大棚实现光伏发电，

另一方面，实现温室大棚内环境自动化控制，营

造出桑黄不间断培育环境，更加有利桑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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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桑黄培育的光伏温室大棚及系统，包括光伏温室大棚和用于调节大棚环境

变化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光伏温室大棚包括大棚墙体(1)，大棚墙体(1)的顶部呈斜坡

结构，大棚墙体(1)的一侧设有门体(11)，所述大棚墙体(1)的顶部沿斜坡方向间隔设有固

定式太能电池板(2)和活动式太阳能电池板(3)；

所述固定式太能电池板(2)的底部通过固定支架(21)固定在大棚墙体(1)上；

所述活动式太阳能电池板(3)的底部通过伸缩支架(31)固定在大棚墙体(1)上；

所述大棚墙体(1)上固定设有用于升降伸缩支架(31)的电动伸缩杆(4)；

所述大棚墙体(1)沿长度方向设有多个换气扇(12)，所述换气扇(12)位于大棚内侧一

端上固定设有加热模块(8)；

光伏温室大棚的棚顶龙骨上沿大棚长度方向设有多个雾化喷头(6)和日光灯(7)；

所述系统包括控制箱(9)，所述控制箱(9)设置在大棚墙体(1)上，控制箱(9)内设有可

编程的PLC，与所述PLC控制连接的电源模块、温控模块、湿度控制模块、光照强度控制模块

和通风换气模块，所述电源模块的输入端与固定式太能电池板(2)、和活动式太阳能电池板

(3)相连，所述温控模块的控制输出端与加热模块(8)、换气扇(12)相连，所述湿度控制模块

的控制输出端与换气扇(12)和雾化喷头(6)上的电控开关相连，所述光照强度控制模块的

控制输出端与日光灯(7)、电动伸缩杆(4)相连，所述通风换气模块的控制输出端与换气扇

(12)相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桑黄培育的光伏温室大棚及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活动式太阳能电池板(3)的周向上设有用于包裹伸缩支架(31)的遮凉网(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桑黄培育的光伏温室大棚及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遮凉网(5)内编制有弹性绳，遮凉网(5)开展后透光率增大。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桑黄培育的光伏温室大棚及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伸缩支架(31)包括固定框架(311)和活动框架(312)，所述固定框架(311)用于固定在大

棚墙体(1)上，所述活动框架(312)用于固定活动式太阳能电池板(3)，所述活动框架(312)

和固定框架(311)的两侧沿其长度方向设有多个连杆(315)，所述连杆(315)的顶端通过上

旋转座(314)固定在活动框架(312)上，连杆(315)的底端通过下旋转座(313)固定在固定框

架(311)上，其中一个连杆(315)上设有转轴(316)，所述电动伸缩杆(4)的输出端设有同步

升降上多个转轴(316)的升降连接机构。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用于桑黄培育的光伏温室大棚及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升降连接机构包括推拉杆(42)，所述转轴(316)活动连接在推拉杆(42)上，推拉杆(42)上

贯穿设有长条形的推拉滑槽(43)，所述推拉滑槽(43)内滑动连接连接有推拉滑块(41)，所

述推拉滑块(41)固定在电动伸缩杆(4)的输出端上。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用于桑黄培育的光伏温室大棚及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活动框架(312)的底部周向上设有密封胶圈。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用于桑黄培育的光伏温室大棚及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加热模块(8)为电阻丝加热模块。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桑黄培育的光伏温室大棚及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系统内还设有用于存储固定式太能电池板(2)和活动式太阳能电池板(3)电能的蓄电池，

所述蓄电池设置在控制箱(9)内，并与电源模块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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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桑黄培育的光伏温室大棚及其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真菌培育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桑黄培育的光伏温室大棚及其

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桑黄又称火木层孔菌、桑耳等。寄生于杨、柳、桦、栎、松等树木之上，分布广泛。桑

黄菌子实体多年生，硬木质，无柄，侧生。菌盖扁半球形、马蹄形或不规则形，长径3～21厘

米，短径2～12厘米，厚1.5～10厘米。有黄色翻边，底部面亦颜色鲜黄。菌肉蛋黄色或浅咖啡

色，木质。颜色鲜黄是其一大特点。

[0003] 由于桑黄具有活血，止血，化饮，止泻之功效。常用于血崩，血淋，脱肛泻血，带下，

经闭，症瘕积聚，癖饮，脾虚泄泻。现代研究表明，桑黄还具备显著的抗肿瘤、抗氧化、增强免

疫力、保肝、降血脂、抑制尿酸和抗过敏等作用。具有很高的科研价值。

[0004] 由于受到环境制约，国内野生桑黄集中分布区在黑龙江省东部乌苏里江与兴凯湖

之间，西北地区陕西与甘肃交界处、东北的长白山林区、哈尔滨与吉林市之间的老爷岭有少

量出产。天然野生桑黄稀少，桑黄是喜温型真菌，在生长发育过程中，要求较高的温度。菌丝

生长温度以24～28℃为最佳，空气相对湿度要求在50％～60％，子实体在18～26℃之间长

势最好，空气相对湿度提高到在90％～95％，在生长过程中还要具备良好的通风以及适当

的光照强度，传统的种植大棚无法满足桑黄培育的要求，为了扩大黄桑的培育。为此，我们

提出了一种用于桑黄培育的光伏温室大棚及其系统。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用于桑黄培育的光伏温室大棚及其系统，一方面保证桑

黄培育大棚实现光伏发电的目的，节能环保，另一方面，实现温室大棚内环境自动化控制，

营造出桑黄不间断培育环境，更加有利桑黄培育。

[0006] 本发明提供了如下的技术方案：一种用于桑黄培育的光伏温室大棚及系统，包括

光伏温室大棚和用于调节大棚环境变化的系统，所述光伏温室大棚包括大棚墙体，大棚墙

体的顶部呈斜坡结构，大棚墙体的一侧设有门体，所述大棚墙体的顶部沿斜坡方向间隔设

有固定式太能电池板和活动式太阳能电池板；

[0007] 所述固定式太能电池板的底部通过固定支架固定在大棚墙体上；

[0008] 所述活动式太阳能电池板的底部通过伸缩支架固定在大棚墙体上；

[0009] 所述大棚墙体上固定设有用于升降伸缩支架的电动伸缩杆；

[0010] 所述大棚墙体沿长度方向设有多个换气扇，所述换气扇位于大棚内侧一端上固定

设有加热模块；

[0011] 光伏温室大棚的棚顶龙骨上沿大棚长度方向设有多个雾化喷头和日光灯；

[0012] 所述系统包括控制箱，所述控制箱设置在大棚墙体上，控制箱内设有可编程的

PLC，与所述PLC控制连接的电源模块、温控模块、湿度控制模块、光照强度控制模块和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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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气模块，所述电源模块的输入端与固定式太能电池板和活动式太阳能电池板相连，所述

温控模块的控制输出端与加热模块、换气扇相连，所述湿度控制模块的控制输出端与换气

扇和雾化喷头上的电控开关相连，所述光照强度控制模块的控制输出端与日光灯、电动伸

缩杆相连，所述通风换气模块的控制输出端与换气扇相连。

[0013] 进一步的，所述活动式太阳能电池板的周向上设有用于包裹伸缩支架的遮凉网。

[0014] 进一步的，所述遮凉网内编制有弹性绳，遮凉网开展后透光率增大。

[0015] 进一步的，所述伸缩支架包括固定框架和活动框架，所述固定框架用于固定在大

棚墙体上，所述活动框架用于固定活动式太阳能电池板，所述活动框架和固定框架的两侧

沿其长度方向设有多个连杆，所述连杆的顶端通过上旋转座固定在活动框架上，连杆的底

端通过下旋转座固定在固定框架上，其中一个连杆上设有转轴，所述电动伸缩杆的输出端

设有同步升降上多个转轴的升降连接机构。

[0016] 进一步的，所述升降连接机构包括推拉杆，所述转轴活动连接在推拉杆上，推拉杆

上贯穿设有长条形的推拉滑槽，所述推拉滑槽内滑动连接连接有推拉滑块，所述推拉滑块

固定在电动伸缩杆的输出端上。

[0017] 进一步的，所述活动框架的底部周向上设有密封胶圈。

[0018] 进一步的，所述加热模块为电阻丝加热模块。

[0019] 进一步的，所述系统内还设有用于存储固定式太能电池板和活动式太阳能电池板

电能的蓄电池，所述蓄电池设置在控制箱内，并与电源模块相连。

[002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一方面保证桑黄培育大棚实现光伏发电的目的，节能环保，另

一方面，实现温室大棚内环境自动化控制，营造出桑黄不间断培育环境，更加有利桑黄培

育：

[0021] (1)、本发明设置使用时，通过大棚墙体顶部设置的固定式太能电池板和活动式太

阳能电池板利用太阳能发电，实现电能的供应，利用清洁能源太阳能，更加经济环保，避免

温室大棚地处偏远，解决供电问题；

[0022] (2)、本发明设置活动式太阳能电池板和日光灯，可根据不同日照强度，自动调节

活动式太阳能电池板敞开程度，实现大棚内日照强度的调节，当大棚内光照强度低于设定

阈值后，活动式太阳能电池板敞开增大，使大棚内进入更多光线，当活动式太阳能电池板敞

开至最大后，光线仍无法满足要求，此时，启动日光灯进行光照的补充；

[0023] (3)、本发明设置换气扇和加热模块，可以在使用过程中，对大棚内部进行换气和

温度的调节，当温度高于设定阈值后，换气扇进行换气降温，当大棚内温度低于设定阈值

后，启动加热模块和换气扇，对大棚内进行加热升温，以确保大棚内温度的恒定；

[0024] (4)、本发明设置雾化喷头，可以在使用过程中，可对大棚内进行加湿，当大棚内湿

度低于设定阈值后，将开启雾化喷头上的电控开关，使雾化喷头给大棚内进行加湿，当大棚

内湿度超过设定阈值后，启动换气扇进行换气降低大棚内湿度。

附图说明

[0025] 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与本发明的实

施例一起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限制。在附图中：

[0026] 图1是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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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图2是本发明的前视图；

[0028] 图3是本发明的右视图；

[0029] 图4是本发明中关于伸缩支架展开后结构示意图；

[0030] 图5是本发明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31] 图6是本发明中关于伸缩支架与升降连接机构装配结构示意图；

[0032] 图7是本发明的系统框图；

[0033] 图中标记为：大棚墙体1、门体11、换气扇12、固定式太能电池板2、固定支架21、活

动式太阳能电池板3、伸缩支架31、固定框架311、活动框架312、下旋转座313、上旋转座314、

连杆315、转轴316、电动伸缩杆4、推拉滑块41、推拉杆42、推拉滑槽43、遮凉网5、雾化喷头6、

日光灯7、加热模块8、控制箱9、湿度传感器91、温度传感器92、光照强度传感器93。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述本发明。这些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用

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

语“安装”、“设有”、“连接”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

一体地连接；可以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

接相连，可以是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具体情况理解

上述术语在本发明中的具体含义。

[0035] 现结合说明书附图，详细说明本发明的结构特点。

[0036] 参见图1，一种用于桑黄培育的光伏温室大棚及系统，包括光伏温室大棚和用于调

节大棚环境变化的系统，光伏温室大棚包括大棚墙体1，大棚墙体1的顶部呈斜坡结构，大棚

墙体1的一侧设有门体11，大棚墙体1的顶部沿斜坡方向间隔设有固定式太能电池板2和活

动式太阳能电池板3；通过大棚墙体1顶部设置的固定式太能电池板2和活动式太阳能电池

板3利用太阳能发电，实现电能的供应，利用清洁能源太阳能，更加经济环保，避免温室大棚

地处偏远，解决供电问题。

[0037] 参见图1、4，固定式太能电池板2的底部通过固定支架21固定在大棚墙体1上。活动

式太阳能电池板3的底部通过伸缩支架31固定在大棚墙体1上。

[0038] 参见图4-6，大棚墙体1上固定设有用于升降伸缩支架31的电动伸缩杆4，伸缩支架

31包括固定框架311和活动框架312，固定框架311用于固定在大棚墙体1上，活动框架312用

于固定活动式太阳能电池板3，活动框架312和固定框架311的两侧沿其长度方向设有多个

连杆315，连杆315的顶端通过上旋转座314固定在活动框架312上，连杆315的底端通过下旋

转座313固定在固定框架311上，其中一个连杆315上设有转轴316，电动伸缩杆4的输出端设

有同步升降上多个转轴316的升降连接机构，升降连接机构包括推拉杆42，转轴316活动连

接在推拉杆42上，推拉杆42上贯穿设有长条形的推拉滑槽43，推拉滑槽43内滑动连接连接

有推拉滑块41，推拉滑块41固定在电动伸缩杆4的输出端上，通过电动伸缩杆4升降推拉杆

42，推拉杆42同步升降多个活动式太阳能电池板3。

[0039] 活动框架312的底部周向上设有密封胶圈(图中未标出)，当活动式太阳能电池板3

闭合在大棚顶部时，活动框架312与大棚顶部相接触，活动框架312底部的密封胶圈起到良

好的密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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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参见图4-5，活动式太阳能电池板3的周向上设有用于包裹伸缩支架31的遮凉网5，

遮凉网5内编制有弹性绳，遮凉网5开展后透光率增大，遮凉网5用于遮挡伸缩支架31周向上

的光线，避免阳光直射进大棚内。

[0041] 参见图3、5，大棚墙体1沿长度方向设有多个换气扇12，换气扇12位于大棚内侧一

端上固定设有加热模块8，加热模块8为电阻丝加热模块，加热模块8用于为大棚内加热用。

[0042] 参见图5，光伏温室大棚的棚顶龙骨上沿大棚长度方向设有多个雾化喷头6和日光

灯7，雾化喷头6用于为大棚加湿，日光灯7用于大棚内光照的加强。

[0043] 参见图5、7，系统包括控制箱9，控制箱9设置在大棚墙体1上，控制箱9内设有可编

程的PLC，与PLC控制连接的电源模块、温控模块、湿度控制模块、光照强度控制模块和通风

换气模块，电源模块的输入端与固定式太能电池板2、和活动式太阳能电池板3相连，温控模

块的控制输出端与加热模块8、换气扇12相连，湿度控制模块的控制输出端与换气扇12和雾

化喷头6上的电控开关相连，光照强度控制模块的控制输出端与日光灯7、电动伸缩杆4相

连，通风换气模块的控制输出端与换气扇12相连。

[0044] 系统内还设有用于存储固定式太能电池板2和活动式太阳能电池板3电能的蓄电

池，蓄电池设置在控制箱9内，并与电源模块相连，蓄电池用于存储多余的电能。

[0045] 本发明的用于桑黄培育的光伏温室大棚及其系统，一方面保证桑黄培育大棚实现

光伏发电的目的，节能环保，另一方面，实现温室大棚内环境自动化控制，营造出桑黄不间

断培育环境，更加有利桑黄培育。

[0046] 具体地，使用时，活动式太阳能电池板3和日光灯7，可根据不同日照强度，自动调

节活动式太阳能电池板3的敞开程度，实现大棚内日照强度的调节，当大棚内光照强度低于

设定阈值后，光照强度控制模块便会控制电动伸缩杆4推动活动式太阳能电池板3敞开程度

增大，使大棚内进入更多光线，当活动式太阳能电池板3敞开至最大后，光线仍无法满足要

求，此时，光照强度控制模块启动日光灯7进行光照的补充，同样可通过光照强度控制模块

控制日光灯7的光照强度来调节大棚内光照强度；当温度高于设定阈值后，换气扇12温控模

块的控制下进行换气降温，当大棚内温度低于设定阈值后，温控模块启动加热模块8和换气

扇12，对大棚内进行加热升温，以确保大棚内温度的恒定；当大棚内湿度低于设定阈值后，

湿度控制模块将开启雾化喷头上的电控开关，使雾化喷头给大棚内进行加湿，当大棚内湿

度超过设定阈值后，湿度控制模块启动换气扇进行换气降低大棚内湿度。

[004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尽管参照前述实

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

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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