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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跟踪互联三轴双柱机器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太阳能跟踪互联三轴双柱机

器人，它包括驱动机构、主柱、组件、支架、双轴跟

踪机构，垂直升降机构，所述主柱包括南主柱（7）

和北主柱（5），垂直升降机构包括电动传动装置

（32）、主钢丝绳（27）、升降钢丝绳（29）、定滑轮组

（28）、动滑轮组、滑套、钢丝绳调整装置、绳卡，所

述主柱固定在滑套中可上下升降滑动，滑套上设

置有供升降钢丝绳通过的凹槽，电动传动机构牵

引主钢丝绳进行往复运动，主钢丝绳上设置有绳

卡，升降钢丝绳的一端紧固在绳卡中，另一端绕

过定滑轮组、滑套以及主柱底端的动滑轮组后固

定在钢丝绳调整装置中，它发电功率和发电量特

性曲线平缓，变化率小；太阳能在最佳时间段始

终直射在光伏光热组件面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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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太阳能跟踪互联三轴双柱机器人，其特征在于：包括驱动机构、主柱、组件、支架、双

轴跟踪机构，垂直升降机构，所述主柱包括南主柱（7）和北主柱（5），所述垂直升降机构包括

电动传动装置（32）、主钢丝绳（27）、升降钢丝绳（29）、定滑轮组（28）、动滑轮组（30）、滑套

(33)、钢丝绳调整装置(34)、绳卡(31)，所述主柱固定在滑套中可上下升降滑动，滑套上设

置有供升降钢丝绳通过的凹槽，所述电动传动装置牵引主钢丝绳进行往复运动，主钢丝绳

上设置有绳卡，所述升降钢丝绳的一端紧固在绳卡中，另一端绕过定滑轮组、滑套以及主柱

底端的动滑轮组后固定在钢丝绳调整装置中，所述钢丝绳调整装置包括调整座(42)、调整

螺杆（41），所述调整螺杆的一端通过调整螺帽（40）固定在调整座上，另一端通过顶头螺丝

固定升降钢丝绳。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能跟踪互联三轴双柱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双轴跟踪

机构包括中间轴（6）、伞齿轮传动装置（25）、动态变位传动机构（8）、可逆可调速槽轮机构

（9）；驱动机构通过中间轴与伞齿轮传动装置、下链轮（24）相连，所述下链轮与支架主轴上

的上链轮（20）上绕接有圆环链（23），所述伞齿轮传动装置连接可逆可调速槽轮机构，所述

动态变位传动机构设置在下链轮与上链轮之间；所述动态变位传动机构包括齿条（802）、导

向轮（804）、中间支座（806）、齿条套（807）、调整轮（808）、半边轮（809）；所述可逆可调速槽

轮机构包括伞齿轮轴座（901）、伞齿轮轴（902）、槽轮（903）、销柱（904）、主动轮（905）、控制

盘（906），所述圆环链绕接在动态变位传动机构中的半边轮和调整轮上，所述伞齿轮传动装

置连接伞齿轮轴，伞齿轮轴座与伞齿轮轴装配在一起并固定在南主柱上，主动轮设置在伞

齿轮轴上端并与槽轮位置对应，主动轮上设置有与槽轮中的矩形槽（907）相匹配的销柱以

及控制销柱伸缩的控制盘，所述槽轮活动连接在南主柱上，槽轮与南主柱中的螺杆管螺纹

连接，螺杆管上端通过柱上支座与支架主轴活动连接，柱上支座上连接有凸轮板，所述凸轮

板的凸轮面与齿条套中的齿条一端接触，所述齿条与动态变位传动机构的齿轮啮合。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能跟踪互联三轴双柱机器人，其特征在于：还设置有配重

平衡机构，包括配重锤（35）、配重立柱管（36）、柱上滑轮（38）、配重钢丝绳（39），所述配重锤

设置在配重立柱管中，柱上滑轮设置在配重立柱管的顶端，配重钢丝绳一端固定在配重立

柱管中的配重锤上端，另一端绕过柱上滑轮固定在南主柱和北主柱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能跟踪互联三轴双柱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组件和支

架包括光热光反射组件（14）、光伏光热组件（17）、光反射支架（15）、光吸收支架（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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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跟踪互联三轴双柱机器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太阳能光伏光热设备跟踪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太阳能跟踪互联三轴

双柱机器人。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地球的自转，相对于某一个固定地点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一年春夏秋冬

四季、每天日升日落，太阳的光照角度时时刻刻都在变化，如何有效的保证太阳能电池板能

够时刻正对太阳，发电效率达到最佳状态是现在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领域长期需要面对

的，太阳能跟踪系统是太阳能光伏光热最大化利用的关键，是提高光电转换效率的机械及

电控单元系统，保持太阳能电池板随时正对太阳，使太阳光的光线随时垂直照射太阳能光

伏光热组件的机械装备，可提高太阳能光伏光热组件的光电光热效率，但目前市场上的太

阳能跟踪器仍存在以下问题：1、双轴太阳能跟踪机太多是两轴分开驱动，用电量大成本高，

电机等传动装置及各种传感器及电控等用量大且不能相互联动；2、由于整个传动系统负载

较大，使得整体钢结构和传动机械设备的各部分重量大、数量多；3、单轴太阳能跟踪机无高

度角跟踪传动装置或方位角跟踪传动装置，其跟踪误差大、跟踪精度不高，发电效率（或光

伏光热综合效率）低，另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目前的太阳能发电基地基本都是采用阵列

式排布，所有的太阳能光伏光热设备都是安装高度相同的，而每天的早晨、中午、晚上的太

阳照射角度是随时变化的，阵列中的太阳能光伏光热设备之间间距小、密度大时就会存在

光伏光热“盲区”，盲区使得电池板受光面积不均衡易产生电池板导致耀斑现象，不仅会导

致光伏光热发电效率降低，而且长时间的盲区会导致电池板寿命降低甚至损毁。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现有技术中太阳能光伏光热设备跟踪系统存在的不

足，提供一种提高太阳能利用率、跟踪精度高、跟踪机械设备轻量化、三轴同步联动、不会出

现盲区、阵列所在场地利用率高的太阳能跟踪互联三轴双柱机器人。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太阳能跟踪互联三轴双柱机器

人，包括驱动机构、主柱、组件、支架、双轴跟踪机构、垂直升降机构，所述主柱包括南主柱和

北主柱，所述垂直升降机构包括电动传动装置、主钢丝绳、升降钢丝绳、定滑轮组、动滑轮

组、滑套、钢丝绳调整装置、绳卡，所述主柱固定在滑套中可上下升降滑动，滑套上设置有供

升降钢丝绳通过的凹槽，所述电动传动装置牵引主钢丝绳进行往复运动，主钢丝绳上设置

有绳卡，所述升降钢丝绳的一端固定在绳卡中，另一端绕过定滑轮组、滑套以及主柱底端的

动滑轮组后固定在钢丝绳调整装置中，所述钢丝绳调整装置包括调整座、调整螺杆，所述调

整螺杆的一端通过调整螺帽固定在调整座上，另一端通过顶头螺丝固定升降钢丝绳。

[0005] 进一步地，还设置有配重平衡机构，包括配重锤、配重立柱管、柱上滑轮、配重钢丝

绳，所述配重锤设置在配重立柱管中，柱上滑轮设置在配重立柱管的顶端，配重钢丝绳一端

固定在配重立柱管中的配重锤上端，另一端绕过柱上滑轮固定在南主柱和北主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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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进一步地，所述组件和支架包括光热光反射组件、光伏光热组件、光反射支架、光

吸收支架。

[000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与现有技术相比，1.太阳能资源利用率高,太阳能发电基地

(厂、场)土地利用率高，太阳能光伏组件排列（阵列）密度大，不会出现盲区；2.太阳能光伏、

光热发电质量高、其发电功率和发电量特性曲线平缓，变化率小；3.太阳能光伏、光热发电

效率高，太阳能在最佳时间段始终直射（垂直）在光伏光热组件面板上。

附图说明

[0008] 图1为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09] 图2为本发明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10] 图3为图2的局部放大结构示意图，

[0011] 图4为图3的A-A剖视结构示意图，

[0012] 图5为图2的X-X局部放大结构示意图。

[0013] 在图中，1、电机  2、减速机  3、蜗轮蜗杆减速器  4、联轴器  5、北主柱  6、中间轴  7、

南主柱  8、动态变位传动机构  800、双轮架  801、链轮长销Ⅰ802、齿条  803、链轮长销Ⅱ 

804、导向轮  805、链轮长销Ⅲ  806、中间支座  807、齿条套  808、调整轮  809、半边轮  9、可

逆可调速槽轮机构  901、伞齿轮轴座  902  、伞齿轮轴  903、槽轮  904、销柱  905、主动轮 

906、控制盘  907、矩形槽  10、互联长轴  11、柱上支座  12、支架主轴  13、轴支撑座  14、光热

光反射组件  15、光反射支架  16、钢丝绳  17、光伏光热组件  18、光吸收支架  19、弹簧平衡

装置  20、上链轮  21、导向臂  22、凸轮板  23、圆环链  24、下链轮  25、伞齿轮传动装置  26、

螺杆管  27、主钢丝绳  28、定滑轮组  29、升降钢丝绳  30、动滑轮组  31、绳卡  32、电动传动

装置  33、滑套  34、钢丝绳调整装置  35、配重锤  36、配重立柱管  37、减速器绳卡  38、柱上

滑轮组  39配重钢丝绳  40、调整螺帽  41、调整螺杆  42、调整座  43、顶头螺丝  44、螺栓  。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为了使本领域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根据附图结合具体实

施例来进一步详细描述本发明。

[0015] 如图1、2、3、4、5所示，所述太阳能跟踪互联三轴双柱机器人，包括驱动机构、主柱

（分为南主柱7、北主柱5）、支架主轴12、光吸收支架18（承载光伏光热组件17）、伞齿轮传动

装置25、动态变位传动机构8、可逆可调速槽轮机构9（伞齿轮传动装置、动态变位传动机构、

可逆可调速槽轮机构组合成双轴跟踪机构）；支架主轴和光吸收支架之间通过轴支撑座13

连接，南主柱、北主柱上端分别活动连接支架主轴，所述垂直升降机构：它包括电动传动装

置32、主钢丝绳27、升降钢丝绳29、定滑轮组28、动滑轮组30、滑套33、钢丝绳调整装置34、绳

卡31，所述主柱固定在滑套中可上下升降滑动（滑套固定在混凝土基础中），滑套上设置有

供升降钢丝绳通过的凹槽（图中未标出），所述电动传动装置牵引主钢丝绳进行往复运动，

主钢丝绳上设置有绳卡，所述升降钢丝绳的一端固定在绳卡中，另一端绕过定滑轮组、滑套

以及主柱底端的动滑轮组后固定在钢丝绳调整装置中，所述钢丝绳调整装置包括调整座

（调整座通过螺栓44固定），所述调整螺杆的一端通过调整螺帽固定在调整座上，另一端用

顶头螺丝43固定升降钢丝绳。驱动机构通过联轴器4、中间轴6、互联长轴10、互联轴承座（设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06094894 B

4



置在南主柱和北主柱中，图中未画出，也可采用其他连接方式）与伞齿轮传动装置、下链轮

24相连，所述下链轮与支架主轴上的上链轮20绕接有圆环链23，所述伞齿轮传动装置连接

可逆可调速槽轮机构，所述动态变位传动机构设置在下链轮与上链轮之间；所述驱动机构

包括电机1（优选变频电机）、减速机2（优选多级谐波减速机）、蜗轮蜗杆减速器3；所述动态

变位传动机构包括双轮架800、链条长销（图中有链轮长销Ⅰ801、链轮长销Ⅱ803、链轮长销

Ⅲ805）、齿条802、导向轮804、中间支座806、齿条套807、调整轮808、半边轮809；所述可逆可

调速槽轮机构包括伞齿轮轴座901、伞齿轮轴902、槽轮903、销柱904、主动轮905、控制盘

906，所述圆环链绕接在动态变位传动机构中的半边轮和调整轮上，所述伞齿轮传动装置连

接伞齿轮轴，伞齿轮轴座与伞齿轮轴装配在一起并固定在南主柱上，主动轮设置在伞齿轮

轴上端并与槽轮位置对应，主动轮上设置有与槽轮中的矩形槽907相匹配的销柱以及控制

销柱伸缩的控制盘，所述槽轮活动连接在南主柱上，槽轮与南主柱中的螺杆管26螺纹连接，

螺杆管上端的柱上支座11与支架主轴活动连接，柱上支座上连接有凸轮板22，所述凸轮板

的凸轮面与齿条套中的齿条一端接触，所述齿条与动态变位传动机构的齿轮（图中未画出）

啮合。

[0016] 另外，为了使本发明各部分轻量化，减小电动传动装置功率及垂直升降的时候保

证设备稳定性，还设置有配重平衡机构，包括配重锤35、配重立柱管36、柱上滑轮38、配重钢

丝绳39、减速器绳卡37，所述配重锤设置在配重立柱管中，柱上滑轮设置在配重立柱管的顶

端，配重钢丝绳一端固定在配重立柱管中的配重锤的上端，另一端绕过柱上滑轮固定在南

主柱和北主柱上的勾板（图中未画出）上。

[0017] 上述中，在本发明所述太阳能跟踪互联双柱机器人在进行高度角跟踪的同时，柱

上支座连接的凸轮板与螺纹管上下移动推动所述动态变位传动机构，作用是来调节圆环链

的余链长度，以保证圆环链始终处于紧绷状态，起到涨紧圆环链的作用，确保方位角调整精

度。

[0018] 上述中，所述可逆可调速槽轮机构在本发明所述太阳能跟踪互联双柱机器人在进

行高度角跟踪（高度角每天每次调整角度不大，为间歇性跟踪调整）的时候，主动轮上的销

柱（图中仅示出一个，但不仅限于一个）随伞齿轮轴转动，当转动到槽轮中的矩形槽中（图中

有10个槽）后，带动槽轮转动一定角度后，移出槽轮，在经过控制盘后，销柱向下缩回，不再

推动槽轮转动，保证槽轮的准确转动（即太阳能高度角的精确调整），当需要使高度角回位

（调高或调低）的时候，主动轮上的销柱再次经过控制盘，销柱向上伸出，反方向转动到槽轮

中的槽中，使槽轮反方向转动，进而使得太阳能高度角回位（调高或调低）。

[0019] 另外，本发明还包括弹簧平衡装置19，所述弹簧平衡装置一端固定在北主柱上支

座27，另一端通过平衡绳索固定在光吸收支架上，为了达到更好的平衡效果，光吸收支架上

可设置平衡绳轮。

[0020] 另外，为了最大化利用太阳能，本发明还包括光热光反射组件14和光反射支架15，

光反射支架位于光吸收支架两侧倾斜设置，所述光反射支架通过钢丝绳16连接，钢丝绳处

于各光伏光热组件和光反射组件搭接缝的上方，光热光反射组件和光吸收组件组成为V形

面太阳能聚光器。

[0021] 当然，本发明还包括电气控制器、传感器（常用的传感器有光电池、光敏电阻、光电

管、和双金属条等)，所述控制器包括PLC等控制部件，其作用是根据安放点的经纬度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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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一年中的每一天的不同时刻太阳所在的高度角和方位角，将一年中每个时刻的太阳位

置存储到PLC等中来精确控制驱动机构进行方位角跟踪、高度角跟踪调整，另外还包括风载

荷、摩擦力矩、角加速度等载荷计算，其中所述方位角跟踪调整范围为0-180°，高度角跟踪

调整范围为0-90°。

[0022] 而工作原理：实施例1由PLC变频器等控制电机、减速机驱动蜗轮蜗杆减速器，带动

伞齿轮传动装置及伞齿轮轴上的主动轮、销柱拨动槽轮（在控制盘的操控下），槽轮与其内

螺纹旋转，升起或者下放螺杆管，螺杆管上的支架主轴、光吸收支架及光伏光热组件等绕北

主柱上支座销中心适时转动太阳能跟踪的高度角。另一传动路径：中间轴在花键轴段带动

链轮，拉动圆环链经动态变位传动机构（也可称为变量余链调整装置，由双轮架调整轮、半

边轮、齿条套、中间支座及凸轮板等组成）和导向臂21包括调整轮、链轮长销等）传动上链轮

及支架主轴、光吸收主架、光伏光热组件等跟踪太阳能的方位角，垂直升降机构的工作原理

就像阶梯教室前后每一排座位依次高度等差，保证各排座位上的学员都要能看得到黑板和

老师（讲课）。此不同之处，是随时的，动态的。上午时，太阳在东边，前排跟踪机器人尽量降

低高度，后排跟踪机器人依次升高，各（排）自充分享受太阳的能量。下午时，太阳已走向西

边，前排的跟踪机器人适时升起，后排跟踪机器人依次适时降低高度，各（排）自充分享受太

阳的能量。中午时，各排跟踪机器人高度近似一致。在PLC等电控系统操控下的工作原理：电

动传动装置牵引主钢丝绳及升降钢丝绳进行往复运动或升降运动，升降钢丝绳绕过定滑轮

组和主柱下的动滑轮组，其另一端卡在钢丝绳调整装置的调整螺杆中，电动传动装置按程

序工作则主柱等上下升降跟踪运行，钢丝绳调整装置主要是调整各跟踪互联机器人的同步

性和协调性，配重立柱管、配重锤、配重钢丝绳等主要为平衡变频电机，谐波减速器等重量，

减小电动传动装置功率和重量等。

[0023] 以上实施方式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尽管参照具体实施例对本

发明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修

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其均应涵盖在本发明的权利要

求保护的范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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