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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二维枕形 PSD 太阳跟踪方法研究
史春玉，李田泽，仝其丰*
（山东理工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山东淄博

255049）

摘要：为提高太阳能的利用效率，在对二维枕形位置敏感器件（position sensitive detector，PSD）特性进行分
析的基础上，研究一种基于二维枕形 PSD 太阳跟踪方法。二维枕形 PSD 输出太阳入射光点位置信息，经放大
转换，将数据用串口发送给 MCU，MCU 接收到太阳地平坐标的数据后，将其转变为控制信号驱动步进电机
转动，调整光伏电池板的位置，实现太阳位置追踪。通过 Matlab 软件仿真得出，二维枕形 PSD 太阳自动跟踪
方法的发电量较固定模式提高了 1 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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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sun tracking method based on two-dimensional
pillow PSD
SHI Chunyu, LI Tianze, TONG Qifeng
(Colleg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Shandong 255049,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use efficiency of solar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we study a sun
tracking method based on two-dimensional pillow position sensitive detector (PSD) by the analysis of the
features of two-dimensional pillow PSD. Two-dimensional pillow PSD outputs the incident light spot
location information, then amplifie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sends the data to MCU by using a serial port.
MCU receives the sun altitude angle and azimuth data, then converts it in to a control signal to drive the
stepper motor rotate, which can adjust the position of the photovoltaic panels to achieve sun position
tracking. Through Matlab software simulation, the electricity of two-dimensional pillow PSD sun automatic
tracking system improves twice than fixed system at least.
Key words: automatic instrumentation and devices; two-dimensional pillow PSD; solar tracking;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position detection; Matlab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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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人类的发展，温室效应及全球变暖现象出现，种种不利因素使人们探索新能源以取代矿物燃料[1]，

太阳能作为一种清洁无污染的新能源，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因此，如何提高太阳能的利用效率已成为人
们研究的热点话题。半导体光电 PSD 是一种高精度光电位置检测传感器件，它可以直接测量入射至其光
敏面上的光束位置，响应速度快、信号处理简单、可对光斑位置进行连续测量，因而适用于对位置、位
移、角度的实时测量[2~4]。采用二维 PSD 进行太阳跟踪时，容易受到暗电流和背景光等干扰信号的影响，
而二维枕形 PSD 的有效光敏面积虽然有所减少，但其暗电流小、反偏容易且线性度优良的特点，使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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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太阳光斑移动距离变化的情况下稳定地进行跟踪[5]。
由于二维枕形 PSD 的 4 个电极输出的电信号不是光点准确的入射位置信号，必须要经过进一步的处
理，在通常情况下，PSD 各电极所输出的光电流信号只有 μA 级，为消除光源光功率波动的影响，一般
将电流之和除以电流之差，不同结构的 PSD 电流−位置，其转换关系不同[6~8]。以 PSD 光敏面的中心点
作为坐标原点，各电极输出的电流信号分别为 I1、I2、I3、I4，设二维枕形 PSD 有效光敏面长度为 L，如
图 1 所示。二维枕形 PSD 的电流−位置计算公式如下：

⎧
L ( I 2 + I 3 ) − ( I1 + I 4 )
，
⎪x =
2 I1 + I 2 + I 3 + I 4
⎪
⎨
⎪ y = L ( I1 + I 2 ) − ( I 3 + I 4 ) ，
⎪
2 I1 + I 2 + I 3 + I 4
⎩

（1）

其中，x、y 分别为光点在二维枕形 PSD 感光面上物理重心的二维位置坐标。

1

实验方法
二维枕形 PSD 太阳跟踪方法需实现的工作过程是 PSD 从早上开始跟踪太阳方位的变化，使太阳能

电池板始终垂直于太阳光线，当出现多云或阴雨天气时，系统自动转换为视日运动轨迹跟踪，当太阳落
下、MCU 经过延时，太阳能电池板将自动复位到朝向东方的初始位置[9]，直到再次检测到太阳光线变强
达到设定阈值时，太阳能电池板将继续跟随最强的光照。PSD 太阳位置检测结构图如图 2 所示。

图1
Fig. 1

二维枕形 PSD 结构图

Structure chart of two-dimensional pillow PSD

图2
Fig. 2

PSD 太阳位置检测结构图

Detection structure chart of the PSD sun position

如图 2 所示，太阳光入射角为 α，光点距离二维枕形 PSD 中心位置为 d，二维枕形 PSD 距离透光孔
高度为 H，tan α=d/H，H 越大，光点位置越靠近二维枕形 PSD 中心位置，测量精度越小。二维枕形 PSD
的长度为 L，其单向最大测量角 β 满足 tan β=2H/L，H 越大，二维枕形 PSD 的测量范围就越大。因此，
二维枕形 PSD 的测量精度与其测量范围呈反比关系。
由于光点物理重心在光敏面上的相对位置发生改变，二维枕形 PSD 的横向光电效应会使它输出的电
流信号发生变化。自动跟踪装置的基本结构如图 3 所示，主要由二维枕形 PSD、MCU、步进电机等组成。
其基本原理是当太阳光照射到二维枕形 PSD 上时，4 个电极输出 4 个电流信号，前置信号放大器将电流
信号进行放大[10~11]，并根据 PSD 电流信号的计算方法，通过模拟除法转换模块转换为包含位置信息的模
拟电压信号，此电压信号经过 A/D 转换模块转变为数字信号送入 MCU 进行信号处理，MCU 由输出电脉
冲信号控制步进电机转动，使集热面随着太阳移动而移动，实现太阳的精确定位，从而达到跟踪的目的，
信号处理框图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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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Fi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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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验证

2.1

主程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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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处理框图

Block diagram of signal processing

基于二维枕形 PSD 太阳跟踪方法的主程序流程图如图 4 所
示，首先判断太阳光的光强是否到达太阳能光伏发电跟踪方法
的启动阈值，如果达到，则进入太阳位置跟踪阶段；如果不能，
则判断为夜晚或阴雨天气。延时 5 min 后重新监测，直至光照
强度达到阈值。进入跟踪阶段后，首先通过二维枕形 PSD 获取
太阳光的精确位置信息，将信息处理之后，MCU 控制步进电
机驱动，带动太阳能电池板的集热面朝向太阳入射光线。此时，
太阳光的光强如果达到 PSD 太阳跟踪阈值，判断为晴好天气，
进入二维枕形 PSD 太阳跟踪模式；否则，延时 5 min 后，再判
断太阳光的光照强度是否大于光电追踪所需的阈值，如果达
到，进入二维枕形 PSD 太阳跟踪模式；如果依然没有达到，则
光照强度处于初始启动阈值和 PSD 光电跟踪所需阈值之间，系
统判断为阴雨或多云天气，按视日运动轨道追踪模式运行[12]。
进入 PSD 太阳跟踪模式后，由二维枕形 PSD 输出信号，再由
信号调理电路精确获得太阳的位置信息，达到高精度跟踪太阳
位置的目的。在光电追踪模式下，系统同样会不断监测太阳光
照强度的变化，并按照变化判断是否需要转换太阳追踪模式。
整个方法实现了光电跟踪在夜晚自动复位停止工作，阴雨或多
云天气时，按照视日运动轨道追踪，晴朗天气进行高精度的基
于二维枕形 PSD 太阳跟踪。
2.2

Matlab 仿真

图4
Fig. 4

太阳跟踪方法主程序流程图
Main program flow chart of the sun
tracking method

对太阳跟踪方法的二维枕形 PSD 跟踪部分进行仿真，根据 PSD 太阳位置检测结构图按照不同的 PSD
距离透光孔高度 H，设置装置每天从 7：00 开始跟踪，到 18：00 结束，延时 3 h 后归位。实验每隔 1 h
记录一次数据，选取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天的数据计算输出电量的对比曲线图，结果如图 5 所示。图 5 显
示了在二维枕形 PSD 与透光孔距离 H 在不同情况下的输出电量对比情况，当 H 在 0.35 m 时输出电量可
以达到最大，跟踪模式相对固定模式的输出电量在 7：00 至 13：00 附近逐渐增大，到 14：00 左右基本
保持不变，这是由于太阳能电池板的开路电压随电池板温度的升高而降低，但受光照强度的影响不大，
当光照达到一定强度时，光照继续增强，开路电压基本不变，同时在负载较稳定时，开路电压与输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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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基本成正比，因此虽然二维枕形 PSD 跟踪方法使电池板的接收光照增大，输出电压也没有很大变化。
相反，太阳能电池板的短路电流随光强增大而增大，几乎呈正比关系，同时输出电流与短路电流在负载
较稳定的情况下也基本呈正比关系，基于二维枕形 PSD 太阳跟踪方法使太阳能电池板接收光强增强，输
出电流明显增大。因此其输出功率明显增大，输出电量增多。

图5
Fig. 5

不同高度 H 下的二维枕形 PSD 跟踪模式与固定模式输出电量对比图

Comparision chart of power output between two-dimensional pillow PSD tracking mode and fixed mode under different
height H

经分析计算，固定模式下日总发电量约为 3.26 kWh，而跟踪模式下日总发电量约为 7.50 kWh，发电
量提高了 1 倍以上。根据图 5 中两种模式输出电量的对比图可以看出，基于二维枕形 PSD 太阳跟踪方法
控制的光伏系统输出的电量结果变化相对平缓，能够提高太阳能利用的效率。

3

结论
1）本文采用基于二维枕形 PSD 太阳跟踪和视日运动轨道追踪相结合的方法，减小了天气急速变化

造成的影响，并能自动检测光强的变化。该太阳能自动跟踪装置的跟踪精度高，可靠性较好。
2）通过仿真数据分析可得，与固定安装相比，基于二维枕形 PSD 太阳跟踪方法的发电量增加了 1 倍
以上，大大提高了太阳能的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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