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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太阳能路灯微能量跟踪采

集装置，包括安装底板，辅助支架，可调节支撑架

结构，电压转换微显屏安装框结构，安装套环，灯

架，定位框，灯壳，灯罩，可旋转风力供电机架结

构，光线折射太阳能折射架结构，太阳光跟踪旋

转架结构和纵向路灯安装架，所述的辅助支架焊

接在安装底板与固定环的内侧。本发明一级支

架，二级支架和三级支架配合法兰连接盘和螺栓

螺母连的设置，有利于方便根据安装场合进行调

节安装该路灯支架的高度；纵向定位支架通过滑

轮插接在定位框内，有利于提高对横向固定架的

定位效果，使得使用更加方便；三菱镜具体采用

透明玻璃镜，有利于方便将阳光折射到第一太阳

能板上，进而提高太阳能板吸收太阳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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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太阳能路灯微能量跟踪采集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太阳能路灯微能量跟踪采集

装置，包括安装底板（1），辅助支架（2），安装螺纹孔（3），固定环（4），可调节支撑架结构（5），

电压转换微显屏安装框结构（6），安装套环（7），灯架（8），定位框（9），灯壳（10），灯罩（11），

贴片灯安装电路板（12），LED节能贴片灯（13），可旋转风力供电机架结构（14），光线折射太

阳能折射架结构（15），太阳光跟踪旋转架结构（16）和纵向路灯安装架（17），所述的辅助支

架（2）焊接在安装底板（1）与固定环（4）的内侧；所述的安装螺纹孔（3）开设在安装底板（1）

的左右两侧；所述的固定环（4）套接在可调节支撑架结构（5）的下部外侧，并焊接在辅助支

架（2）的上端；所述的可调节支撑架结构（5）焊接在安装底板（1）的中上部；所述的电压转换

微显屏安装框结构（6）螺栓安装在纵向路灯安装架（17）的前部下侧；所述的安装套环（7）螺

栓安装在纵向路灯安装架（17）的中间位置；所述的灯架（8）焊接在安装套环（7）的左右两

侧；所述的定位框（9）螺栓安装在灯架（8）的上部；所述的灯壳（10）分别螺栓安装在灯架（8）

的左端和灯架（8）的右端；所述的灯罩（11）嵌入在灯壳（10）的下部；所述的贴片灯安装电路

板（12）嵌入在灯壳（10）的内部；所述的LED节能贴片灯（13）焊接在贴片灯安装电路板（12）

的下部；所述的可旋转风力供电机架结构（14）轴接在纵向路灯安装架（17）的中上部；所述

的光线折射太阳能折射架结构（15）螺栓安装在纵向路灯安装架（17）的上部；所述的太阳光

跟踪旋转架结构（16）螺栓安装在纵向路灯安装架（17）的上端；所述的纵向路灯安装架（17）

焊接在可调节支撑架结构（5）的上端；所述的光线折射太阳能折射架结构（15）包括横向安

装架（151），固定抱箍（152），连接抱箍（153），弧形盖（154），斜支架（155），三菱镜（156）和第

一太阳能电池板（157），所述的固定抱箍（152）螺栓安装在横向安装架（151）的内侧中间位

置；所述的弧形盖（154）通过连接抱箍（153）分别安装在横向安装架（151）的上部左侧和横

向安装架（151）的上部右侧；所述的斜支架（155）分别焊接在弧形盖（154）的内侧；所述的第

一太阳能电池板（157）分别胶接在弧形盖（154）的内表面；所述的可旋转风力供电机架结构

（14）包括横向固定架（141），连接轴承（142），风力发电机（143）和螺旋桨（144），所述的连接

轴承（142）安装在横向固定架（141）的内侧中间位置；所述的风力发电机（143）分别螺栓安

装在横向固定架（141）的左端和横向固定架（141）的右端；所述的螺旋桨（144）分别键连接

在风力发电机（143）的左侧输出轴上和风力发电机（143）的右侧输出轴上。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能路灯微能量跟踪采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太阳光跟

踪旋转架结构（16）包括电池板支架（161），连接转盘（162），旋转电机（163），防护侧板

（164），第二太阳能电池板（165）和太阳能跟踪控制器（166），所述的连接转盘（162）焊接在

电池板支架（161）的下端；所述的旋转电机（163）的上部输出轴与连接转盘（162）下部中间

位置键连接；所述的第二太阳能电池板（165）螺栓安装在电池板支架（161）的上部；所述的

太阳能跟踪控制器（166）螺钉安装在第二太阳能电池板（165）的右上部。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能路灯微能量跟踪采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电压转换

微显屏安装框结构（6）包括防护外框（61），蓄电池（62），逆变器（63），外部电线接线座（64），

微能量显示屏（65）和光伏控制器（66），所述的蓄电池（62）嵌入在防护外框（61）的内部中间

位置；所述的逆变器（63）嵌入在防护外框（61）的内部下侧；所述的外部电线接线座（64）分

别螺钉安装在逆变器（63）的下端；所述的微能量显示屏（65）嵌入在防护外框（61）的前表面

上部；所述的光伏控制器（66）位于蓄电池（62）的上部，并嵌入在防护外框（61）的内部；所述

的防护外框（61）的上部还设置有防尘遮阳罩（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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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能路灯微能量跟踪采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可调节支

撑架结构（5）包括一级支架（51），二级支架（52），三级支架（53），法兰连接盘（54）和螺栓螺

母（55），所述的二级支架（52）安装在一级支架（51）的上部；所述的三级支架（53）安装在二

级支架（52）的上部；所述的法兰连接盘（54）分别安装在一级支架（51）的上端，二级支架

（52）的上下两端和三级支架（53）的下端；所述的螺栓螺母（55）安装在法兰连接盘（54）上。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能路灯微能量跟踪采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横向固定

架（141）的之中下部还设置有纵向定位支架（1411），所述的横向固定架（141）的上部左侧和

上部右侧分别设置有风力传感器（1412），所述的纵向定位支架（1411）的下部还轴接有滑轮

（14111），所述的纵向定位支架（1411）通过滑轮（14111）插接在定位框（9）内。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能路灯微能量跟踪采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三菱镜

（156）由上至下依次胶接在斜支架（155）上，所述的三菱镜（156）具体采用透明玻璃镜。

7.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太阳能路灯微能量跟踪采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逆变器

（63）具体采用12v转220v太阳能逆变器。

8.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太阳能路灯微能量跟踪采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防护侧板

（164）位于旋转电机（163）的外侧，并螺栓安装在连接转盘（162）的下部。

9.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太阳能路灯微能量跟踪采集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首先

根据所在地域的需求安装一级支架（51），二级支架（52）或三级支架（53），利用螺栓螺母

（55）和法兰连接盘（54）调节一级支架（51），二级支架（52）或三级支架（53）之间的高度，利

用太阳能跟踪控制器（166）追踪太阳的位置，并控制旋转电机（163）旋转，进行调节第二太

阳能电池板（165）的角度，以便进行对太阳能光照射光线进行跟踪，同时利用三菱镜（156）

将太阳光折射到第一太阳能电池板（157）上以便进行吸收太阳能，第一太阳能电池板（157）

和第二太阳能电池板（165）分别通过光伏控制器（66）将光能转化为电能，并储存至蓄电池

（62）内，同时利用风力通过螺旋桨（144）带动风力发电机（143）旋转进行发电，并将电能储

存至蓄电池（62）内，蓄电池（62）可利用逆变器（63）将12V的电压转化为220V的电压，并将转

换的电压传输到外部导线上，在白天使用时滑轮（14111）可在定位框（9）内正常转定，以便

能够使风力发电机（143）在最佳的角度上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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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太阳能路灯微能量跟踪采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能量采集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太阳能路灯微能量跟踪采集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传统能源的日益紧缺，太阳能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尤其太阳能发电领域在短

短的数年时间内已发展成为成熟的朝阳产业。同时，随着太阳能光伏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太

阳能灯具产品在环保节能的双重优势，太阳能路灯的应用已经渐成规模。太阳能路灯以太

阳光为能源，白天太阳能电池板给蓄电池充电，晚上蓄电池给灯源供电使用，无需复杂昂贵

的管线铺设，可任意调整灯具的布局，安全节能无污染，无需人工操作，工作稳定可靠，节省

电费免维护，同时太阳能路灯各自为一个循环，无需担心像普通路灯线路断了而整体不亮。

自动能量采集器采集它们自己的功率，使用太阳能的太阳能电池变成吸引人的可行来源以

补充能量采集器。

[0003] 中国专利申请号为200980146073.9，发明创造的名称为一种使用最小的能量进行

太阳能跟踪的装置。一个棱镜能量采集器设置在弹簧上。采集器在其顶部两侧具有一对吊

耳。吊耳由来自卷轴的细绳移动，卷轴连接到电机盒子上。至少两个抗光元件跟踪太阳光线

的强度以确定太阳的位置。

[0004] 但是现有的路灯微能量跟踪采集装置还存在着不方便根据使用场合进行安装该

灯架的高度，对风力发电机的定位效果差，不具备对太阳光起到折射的作用，不方便向外部

导线内进行转换电压，对旋转电机的防护效果差和不具备风力发电的功能的问题。

[0005] 因此，发明一种太阳能路灯微能量跟踪采集装置显得非常必要。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太阳能路灯微能量跟踪采集装置，以解

决现有的路灯微能量跟踪采集装置不方便根据使用场合进行安装该灯架的高度，对风力发

电机的定位效果差，不具备对太阳光起到折射的作用，不方便向外部导线内进行转换电压，

对旋转电机的防护效果差和不具备风力发电的功能的问题。一种太阳能路灯微能量跟踪采

集装置，包括安装底板，辅助支架，安装螺纹孔，固定环，可调节支撑架结构，电压转换微显

屏安装框结构，安装套环，灯架，定位框，灯壳，灯罩，贴片灯安装电路板，LED节能贴片灯，可

旋转风力供电机架结构，光线折射太阳能折射架结构，太阳光跟踪旋转架结构和纵向路灯

安装架，所述的辅助支架焊接在安装底板与固定环的内侧；所述的安装螺纹孔开设在安装

底板的左右两侧；所述的固定环套接在可调节支撑架结构的下部外侧，并焊接在辅助支架

的上端；所述的可调节支撑架结构焊接在安装底板的中上部；所述的电压转换微显屏安装

框结构螺栓安装在纵向路灯安装架的前部下侧；所述的安装套环螺栓安装在纵向路灯安装

架的中间位置；所述的灯架焊接在安装套环的左右两侧；所述的定位框螺栓安装在灯架的

上部；所述的灯壳分别螺栓安装在灯架的左端和灯架的右端；所述的灯罩嵌入在灯壳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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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所述的贴片灯安装电路板嵌入在灯壳的内部；所述的LED节能贴片灯焊接在贴片灯安装

电路板的下部；所述的可旋转风力供电机架结构轴接在纵向路灯安装架的中上部；所述的

光线折射太阳能折射架结构螺栓安装在纵向路灯安装架的上部；所述的太阳光跟踪旋转架

结构螺栓安装在纵向路灯安装架的上端；所述的纵向路灯安装架焊接在可调节支撑架结构

的上端；所述的光线折射太阳能折射架结构包括横向安装架，固定抱箍，连接抱箍，弧形盖，

斜支架，三菱镜和第一太阳能电池板，所述的固定抱箍螺栓安装在横向安装架的内侧中间

位置；所述的弧形盖通过连接抱箍分别安装在横向安装架的上部左侧和横向安装架的上部

右侧；所述的斜支架分别焊接在弧形盖的内侧；所述的第一太阳能电池板分别胶接在弧形

盖的内表面；所述的可旋转风力供电机架结构包括横向固定架，连接轴承，风力发电机和螺

旋桨，所述的连接轴承安装在横向固定架的内侧中间位置；所述的风力发电机分别螺栓安

装在横向固定架的左端和横向固定架的右端；所述的螺旋桨分别键连接在风力发电机的左

侧输出轴上和风力发电机的右侧输出轴上。

[0007] 优选的，所述的太阳光跟踪旋转架结构包括电池板支架，连接转盘，旋转电机，防

护侧板，第二太阳能电池板和太阳能跟踪控制器，所述的连接转盘焊接在电池板支架的下

端；所述的旋转电机的上部输出轴与连接转盘下部中间位置键连接；所述的第二太阳能电

池板螺栓安装在电池板支架的上部；所述的太阳能跟踪控制器螺钉安装在第二太阳能电池

板的右上部。

[0008] 优选的，所述的电压转换微显屏安装框结构包括防护外框，蓄电池，逆变器，外部

电线接线座，微能量显示屏和光伏控制器，所述的蓄电池嵌入在防护外框的内部中间位置；

所述的逆变器嵌入在防护外框的内部下侧；所述的外部电线接线座分别螺钉安装在逆变器

的下端；所述的微能量显示屏嵌入在防护外框的前表面上部；所述的光伏控制器位于蓄电

池的上部，并嵌入在防护外框的内部。

[0009] 优选的，所述的可调节支撑架结构包括一级支架，二级支架，三级支架，法兰连接

盘和螺栓螺母，所述的二级支架安装在一级支架的上部；所述的三级支架安装在二级支架

的上部；所述的法兰连接盘分别安装在一级支架的上端，二级支架的上下两端和三级支架

的下端；所述的螺栓螺母安装在法兰连接盘上。

[0010] 优选的，所述的二级支架和三级支架由上至下依次通过法兰连接盘螺栓螺母连接

在一级支架上。

[0011] 优选的，所述的横向固定架的之中下部还设置有纵向定位支架，所述的横向固定

架的上部左侧和上部右侧分别设置有风力传感器，所述的纵向定位支架的下部还轴接有滑

轮，所述的纵向定位支架通过滑轮插接在定位框内。

[0012] 优选的，所述的三菱镜由上至下依次胶接在斜支架上，所述的三菱镜具体采用透

明玻璃镜。

[0013] 优选的，所述的逆变器具体采用12v转220v太阳能逆变器。

[0014] 优选的，所述的防护侧板位于旋转电机的外侧，并螺栓安装在连接转盘的下部。

[0015] 优选的，所述的防护外框的上部还设置有防尘遮阳罩。

[0016] 优选的，所述的太阳能跟踪控制器具体采用STC系列太阳能双轴自动跟踪控制器。

[0017] 优选的，所述的第一太阳能电池板和第二太阳能电池板分别与光伏控制器电性连

接；所述的光伏控制器与蓄电池电性连接；所述的LED节能贴片灯，微能量显示屏，旋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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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太阳能跟踪控制器和风力传感器分别与蓄电池电性连接；所述的风力发电机与蓄电池

电性连接；所述的蓄电池与逆变器电性连接；所述的风力传感器与微能量显示屏电性连接。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19] 1 .  本发明中，所述的二级支架和三级支架由上至下依次通过法兰连接盘螺栓螺

母连接在一级支架上，有利于方便根据安装场合进行调节安装该路灯支架的高度。

[0020] 2.  本发明中，所述的纵向定位支架通过滑轮插接在定位框内，有利于提高对横向

固定架的定位效果，使得使用更加方便。

[0021] 3.  本发明中，所述的三菱镜具体采用透明玻璃镜，有利于方便将阳光折射到第一

太阳能板上，进而提高太阳能板吸收太阳能的效果。

[0022] 4.  本发明中，所述的逆变器具体采用12v转220v太阳能逆变器，有利于方便将蓄

电池内12V的电压转换为22V的电压，配合外部电线接线座，进而方便将电压向外侧输送。

[0023] 5.  本发明中，所述的防护侧板位于旋转电机的外侧，并螺栓安装在连接转盘的下

部，有利于提高对旋转电机外侧耳的防护效果。

[0024] 6.  本发明中，所述的防护外框的上部还设置有防尘遮阳罩，有利于提高对防护外

框内零件的防尘效果，进而方便工作人员维修时进行观察显示屏。

[0025] 7.  本发明中，所述的横向固定架的上部左侧和上部右侧分别设置有风力传感器，

有利于方便对该了灯上方风力风速进行检测。

[0026] 8.  本发明中，所述的风力发电机与蓄电池电性连接，配合螺旋桨的设置，有利于

方便能够实现风能发电。

[0027] 9.  本发明中，所述的太阳能跟踪控制器具体采用STC系列太阳能双轴自动跟踪控

制器，有利于方便进行检测太阳光的照射方向，进而方便控制旋转电机带动第二太阳能板

旋转。

[0028] 10.  本发明中，所述的法兰连接盘和螺栓螺母的设置，有利于方便根据使用所需

进行灵活安装在一级支架，二级支架或三级支架。

附图说明

[0029]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2是本发明的可调节支撑架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3是本发明的电压转换微显屏安装框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4是本发明的可旋转风力供电机架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5是本发明的光线折射太阳能折射架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6是本发明的太阳光跟踪旋转架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中：

[0036] 1、安装底板；2、辅助支架；3、安装螺纹孔；4、固定环；5、可调节支撑架结构；51、一

级支架；52、二级支架；53、三级支架；54、法兰连接盘；55、螺栓螺母；6、电压转换微显屏安装

框结构；61、防护外框；611、防尘遮阳罩；62、蓄电池；63、逆变器；64、外部电线接线座；65、微

能量显示屏；66、光伏控制器；7、安装套环；8、灯架；9、定位框；10、灯壳；11、灯罩；12、贴片灯

安装电路板；13、LED节能贴片灯；14、可旋转风力供电机架结构；141、横向固定架；1411、纵

向定位支架；14111、滑轮；1412、风力传感器；142、连接轴承；143、风力发电机；144、螺旋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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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光线折射太阳能折射架结构；151、横向安装架；152、固定抱箍；153、连接抱箍；154、弧形

盖；155、斜支架；156、三菱镜；157、第一太阳能电池板；16、太阳光跟踪旋转架结构；161、电

池板支架；162、连接转盘；163、旋转电机；164、防护侧板；165、第二太阳能电池板；166、太阳

能跟踪控制器；17、纵向路灯安装架。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描述：

[0038] 实施例：

[0039] 如附图1至附图6所示

[0040] 本发明提供一种太阳能路灯微能量跟踪采集装置，包括安装底板1，辅助支架2，安

装螺纹孔3，固定环4，可调节支撑架结构5，电压转换微显屏安装框结构6，安装套环7，灯架

8，定位框9，灯壳10，灯罩11，贴片灯安装电路板12，LED节能贴片灯13，可旋转风力供电机架

结构14，光线折射太阳能折射架结构15，太阳光跟踪旋转架结构16和纵向路灯安装架17，所

述的辅助支架2焊接在安装底板1与固定环4的内侧；所述的安装螺纹孔3开设在安装底板1

的左右两侧；所述的固定环4套接在可调节支撑架结构5的下部外侧，并焊接在辅助支架2的

上端；所述的可调节支撑架结构5焊接在安装底板1的中上部；所述的电压转换微显屏安装

框结构6螺栓安装在纵向路灯安装架17的前部下侧；所述的安装套环7螺栓安装在纵向路灯

安装架17的中间位置；所述的灯架8焊接在安装套环7的左右两侧；所述的定位框9螺栓安装

在灯架8的上部；所述的灯壳10分别螺栓安装在灯架8的左端和灯架8的右端；所述的灯罩11

嵌入在灯壳10的下部；所述的贴片灯安装电路板12嵌入在灯壳10的内部；所述的LED节能贴

片灯13焊接在贴片灯安装电路板12的下部；所述的可旋转风力供电机架结构14轴接在纵向

路灯安装架17的中上部；所述的光线折射太阳能折射架结构15螺栓安装在纵向路灯安装架

17的上部；所述的太阳光跟踪旋转架结构16螺栓安装在纵向路灯安装架17的上端；所述的

纵向路灯安装架17焊接在可调节支撑架结构5的上端；所述的光线折射太阳能折射架结构

15包括横向安装架151，固定抱箍152，连接抱箍153，弧形盖154，斜支架155，三菱镜156和第

一太阳能电池板157，所述的固定抱箍152螺栓安装在横向安装架151的内侧中间位置；所述

的弧形盖154通过连接抱箍153分别安装在横向安装架151的上部左侧和横向安装架151的

上部右侧；所述的斜支架155分别焊接在弧形盖154的内侧；所述的第一太阳能电池板157分

别胶接在弧形盖154的内表面；所述的可旋转风力供电机架结构14包括横向固定架141，连

接轴承142，风力发电机143和螺旋桨144，所述的连接轴承142安装在横向固定架141的内侧

中间位置；所述的风力发电机143分别螺栓安装在横向固定架141的左端和横向固定架141

的右端；所述的螺旋桨144分别键连接在风力发电机143的左侧输出轴上和风力发电机143

的右侧输出轴上。

[0041]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太阳光跟踪旋转架结构16包括电池板支架161，连

接转盘162，旋转电机163，防护侧板164，第二太阳能电池板165和太阳能跟踪控制器166，所

述的连接转盘162焊接在电池板支架161的下端；所述的旋转电机163的上部输出轴与连接

转盘162下部中间位置键连接；所述的第二太阳能电池板165螺栓安装在电池板支架161的

上部；所述的太阳能跟踪控制器166螺钉安装在第二太阳能电池板165的右上部。

[0042]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电压转换微显屏安装框结构6包括防护外框61，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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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62，逆变器63，外部电线接线座64，微能量显示屏65和光伏控制器66，所述的蓄电池62

嵌入在防护外框61的内部中间位置；所述的逆变器63嵌入在防护外框61的内部下侧；所述

的外部电线接线座64分别螺钉安装在逆变器63的下端；所述的微能量显示屏65嵌入在防护

外框61的前表面上部；所述的光伏控制器66位于蓄电池62的上部，并嵌入在防护外框61的

内部。

[0043]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可调节支撑架结构5包括一级支架51，二级支架52，

三级支架53，法兰连接盘54和螺栓螺母55，所述的二级支架52安装在一级支架51的上部；所

述的三级支架53安装在二级支架52的上部；所述的法兰连接盘54分别安装在一级支架51的

上端，二级支架52的上下两端和三级支架53的下端；所述的螺栓螺母55安装在法兰连接盘

54上。

[0044]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二级支架52和三级支架53由上至下依次通过法兰

连接盘54螺栓螺母55连接在一级支架51上。

[0045]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横向固定架141的之中下部还设置有纵向定位支架

1411，所述的横向固定架141的上部左侧和上部右侧分别设置有风力传感器1412，所述的纵

向定位支架1411的下部还轴接有滑轮14111，所述的纵向定位支架1411通过滑轮14111插接

在定位框9内。

[0046]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三菱镜156由上至下依次胶接在斜支架155上，所述

的三菱镜156具体采用透明玻璃镜。

[0047]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逆变器63具体采用12v转220v太阳能逆变器。

[0048]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防护侧板164位于旋转电机163的外侧，并螺栓安装

在连接转盘162的下部。

[0049]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防护外框61的上部还设置有防尘遮阳罩611。

[0050]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太阳能跟踪控制器166具体采用STC系列太阳能双

轴自动跟踪控制器。

[0051]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第一太阳能电池板157和第二太阳能电池板165分

别与光伏控制器66电性连接；所述的光伏控制器66与蓄电池62电性连接；所述的LED节能贴

片灯13，微能量显示屏65，旋转电机163，太阳能跟踪控制器166和风力传感器1412分别与蓄

电池62电性连接；所述的风力发电机143与蓄电池62电性连接；所述的蓄电池62与逆变器63

电性连接；所述的风力传感器1412与微能量显示屏65电性连接。

[0052] 工作原理

[0053] 本发明在工作过程中，使用时，首先根据所在地域的需求进行安装一级支架51，二

级支架52或三级支架53，利用螺栓螺母55安装在法兰连接盘54上，进行安装在一级支架51，

二级支架52或三级支架53之间的高度，利用太阳能跟踪控制器166追踪太阳的位置，并控制

旋转电机163旋转，进行调节第二太阳能电池板165的角度，以便进行对太阳能光照射光线

进行跟踪，同时利用三菱镜156将太阳光折射到第一太阳能电池板157上以便进行吸收太阳

能，第一太阳能电池板157和第二太阳能电池板165分别通过光伏控制器66将光能转化为电

能，并储存至蓄电池62内，同时利用风力通过螺旋桨144带动风力发电机143旋转进行发电，

并将电能储存至蓄电池62内，蓄电池62可利用逆变器63将12V的电压转化为220V的电压，并

将转换的电压传输到外部导线上，在白天使用时滑轮14111可在定位框9内正常转定，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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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使风力发电机143在最佳的角度上旋转。

[0054] 利用本发明所述的技术方案，或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启发下，

设计出类似的技术方案，而达到上述技术效果的，均是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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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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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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