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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太阳能搬到了家里
—小型自储能式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应用实践
——
湖南师大附中高 1613 班

张亦弛

通过这个表格说明， 在不同时间
段，太阳光照强度，对储能电池进行充
电，能够在一个时间周期内充满电量。
下表中，选择冬季，晴朗天气条件
下，不同时间段的充放电数据

通过这个表格说明，在冬季，光照
时间短的情况下，也能够将储能电池电
量充满。
储能电池的放电数据

通过这个表格说明， 按照 10 个灯
具照明来设计的直流负载，可以满足一
个夜晚的照明需求。
四、实践总结

通过这个科学应用实践活动，我总
结了这个小型自储能式太阳能光伏发
电系统的优缺点：
优点：1.自储能式可以避免停电的
困扰，同时可就近供电，避免了长距离
输电造成的电能损耗。 能量转换过程
简单直接，无中间过程损耗。 2.供电系
统电压低，一般的是 12V 电压，用电安
全系数高。 3. 发电本身不使用任何燃
料， 不排放包括温室气体和其他废弃
在内的任何物质，不污染环境，不产生
噪音。
缺点：不能连续性工作，只能日间
发电。 另外，受环境因素影响大，比如
长期雨雪天、阴天、雾霾天等都会严重
影响系统的发电状态。

中职计算机课堂教学模式的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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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与经济的不断发展，信息
化技术广泛应用于当前的各个领域中
来。 我们提倡优化课堂教学模式，针对
于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来开展教学活
动，进而能够充分调动起学生的学习热
情，最终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

1.在计算机教学中，以任务驱动为
主，设计一个实用性、有趣味的教学课
题，让学生自己动手操作。 2.在计算机
教学中，适当使用一些辅助软件来提高
学生的学习兴趣。 3.努力营造平等和谐
的教学气氛。

率。 教师除了备教材、备学生、备机房等
一些常规准备之外，还要认真设计分层
练习。 练习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学生
自主学习效果的好坏及整堂课的教学
质量。

一、当前中职计算机专业课程的教
学现状
( 一 ) 在学习目标方面不够明确

（二 ）分 组 学 习 ，教 师 指 导 ，实 现 课
堂的高度参与

1.微课的教学设计。
首先，在教学目标的设定上，应当
为学生创设较为活泼生动的教学场景，
通过设置合理的问题启发学生进行思
考，可以采用任务驱动教学法以及启发
式教学法， 然后通过真实的实例操作，
向学生阐述知识点的基本特点、功能与
具体的使用过程。
2.微课的应用。
近些年，“微时代”已经到来。 人们
在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与微作品接触，
例如微信、 微电影等。 在教育教学领
域，也同样如此，“微课”以其针对性较
强、表达言简意赅的教学优势，广泛应
用于各个学科的教学活动中来。 对于
计算机专业课程来说， 微课也被广泛
的应用。
总之，职业学校计算机课堂教学中
许多问题有待探索、研究和总结，教师
要根据具体情况改革计算机课堂教学
模式，教学要为就业服务，培养出适应
社会需求的学生。

高效课堂当然离不开学生的有效
通常来看，一般进入到中职院校的 合作。我们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成绩按
学生，他们的学业成绩较差，不能深入 照不同的层次 （X 、Y 、Z ） 搭配划分学习
常规高中，而家长又想让他们进一步的 小组， 让学生结成学习对子“一帮一”
学习， 以期获得较高的学历和技能，就 “
一促一”，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笔者的
不得不选择中职院校进行学习，对于专 做法是：
业的选择也有着随机性。 这样看来，中
1.分层教学，探讨生疑。 通过“分
职院校的学生，整体上缺乏明确的学习 层定标”后，学 生 对 照 各 自 的 目 标 分
目标，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拿到相应的 层自学。 期间教师要鼓励学生主动实
文凭，没有去考虑所选择专业的应用范 践，自觉地去发现问题、探讨问题、解
围等。
决问题。
( 二 ) 采用传统教学模式较为单一
主要围绕 X 层学生“吃不饱”与 Z
从我国中职院校的教学过程来看， 层学生“吃不了”的问题，重点辅导 X
计算机课程大多采用的是传统的教学 层与 Z 层学生。 对 X 层学生，教师的
模式，即教师单纯的说教模式。通常，中 “帮导”目标是拔尖，加大知识的深度
职院校的计算机教师往往只对应着教 与广度，鼓励他们善思考、善提问；对
材中的知识点进行讲解，学生处于被动 Z 层学生，目的是达标，鼓励他们敢实
学习的状态。
践、敢操作、敢提问；对大多数的 Y 层
二、优化中职计算机课堂教学模式 学生，目标是整体提高。
（一）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兴趣。
2. 分层练习， 更有利提高课堂效

（三）使用微课教学多媒体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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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美好生活的力量，我
不安的心得到沉静，也
滋润我成长。
每次读到自己喜欢的文学作品时，
就好象遇到了一位亲密的朋友，有时被
深深地陶醉，好似在听一位挚友的温情
诉说，我内心深受感染，常常被带到美
丽的意境之中，这也点燃了我对文学的
爱好。 我喜欢朱自清的 《春》， 文中对
山、水、树以及小草等大自然栩栩如生
的描绘， 也唤起我对春天的无比热爱。
温暖阳光洒满大地， 小河流水哗哗哗，
燕子在蓝天下自由风舞……大自然美
不胜收，到处生机勃勃，让我陶醉；朱自
清的《荷塘月色》，令我心旷神怡，陶冶
了我的情操，每逢静谧的夜晚我总喜欢
在校园慢步。
刚进入初中的我，感到眼前的一切
充满好奇，与文学作品初遇，不仅丰富
了我的思想和生活，而且提高了我对文
学作品的欣赏力，一些文学作品高超的
艺术创作令人折服。
丽尼的《鹰之歌》，全文含蓄的笔
调，象征性的语言，引人入胜，象似一
幅美丽的图画，而其中最显著的艺术
特色就是隐喻意蕴耐人寻味，譬如文
章中的那个“鹰”，我认为隐喻的应该
为革命的领导者。“南方”隐喻的应该
是革命圣火发源地，作者在文中写道
“南方有着太阳和热和火焰的地方。 ”
“晚天是赤红的。 公园如同一个废墟。
鹰在赤红的天空之中盘旋，作出短促
而 悠 远 的 歌 唱 ， 嘹 唳 地 ， 清 脆 地 ……
一整个世界变成了黑暗，新的希望是
一个艰难的生产。 鹰在天空之中飞翔
着了，伸展着两个翅膀，倾侧着，回旋
着，作出了短促而悠远的歌声，如同
一个信号。 我凝望着鹰，想从它的歌
声里听出一个珍贵的消息。 ”这其中
的引喻更是耐嚼味长， 不妨诠释展
示: 虽然这片大地被晚天的黑暗笼
罩，为推翻这黑暗的斗争，革命的火
焰使整个天空变成赤红的。 革命显然
是失败了，到处是满目疮痍，如同一
个废墟。 但是那只“鹰”还在这片天空
盘旋、高歌，又在播种革命的火种。 整
个世界又被黑暗笼罩，新的希望在哪
里？ 可能又需要一个艰难的产生过
程。 作者凝望那只“鹰”，把希望期盼
在那只“鹰”身上，并渴望得到“希望”
的信息。
叶圣陶的《没有秋虫的地方》，更是
意境深邃，作者在“秋虫所不屑居留的
地方”思念秋虫的鸣声，被视为神妙乐
师的秋虫，其鸣声却会“引起劳人的感
叹，秋士的伤怀，独客的微喟，思妇的低
泣”，以及后面“所以虫声是足系念的东
西，何况劳人秋士独客思妇以外还有无
量的人”， 不难理解作者是把当时生活
在最底层老百姓发出的各种声音，好比
秋虫声。 而作者以前跟这些“秋虫”相
处很近， 只是后来进入了社会上层，便
到了没有秋虫的地方，这巧妙的艺术创
作手法，实在令人叹美。
在我的童年里， 与那些文学作品有
了初遇， 我也喜欢跟同学们一起探讨那
些精美的文学作品， 我们陶醉于那美丽
的意境之中，咀嚼其中的意蕴。
341

二、应用原理
太阳能， 是指来自太阳辐射出的
光和热被不断发展的一系列技术所利
光伏组件主要由太阳能电池板
用， 如太阳能集热器、 太阳能光伏发 （组件）、控制器和逆变器组成，其核心
是太阳能电池板。 按照“白天发电储
电、太阳热能发电和人工光合作用。
每天看到冉冉升起的太阳， 我就 存，晚上用电”的原则，我设计了一个
想如何将清洁的太阳能资源应用到家 简易的“发电 - 充电 - 放电 - 充电”
中， 日常生活用的照明就可以用到太 循环过程。
阳能，白天发电储存，晚上使用。 心动
下图中，控制器是将光伏板输出的
不如行动，我来试试看。
直流电源转换为储能电池的充电电源。
一、设计方案
可以选择购买成品 DC-DC 转换器。
住宅中的电器设备， 照明需要的 一方面，控制器可以保护储能电池过度
功率较小，目前 LED 灯广泛应用。一般 充电或者过度放电，另一方面，可以充
一个 LED 灯具的功率是 5～10W，屋 分利用太阳能资源。
顶 太 阳 能 光 伏 板 的 功 率 是 50W ～
200W。 理论上，可以满足 10 个以上的
灯具照明。 考虑到湖南地区日照时间
受到天气影响， 可以选择多个太阳能
电池板并联方式，使发电功率翻倍。 选
择常见的 100W 电池板，储能采用常见
的 12V 电池组。 照明灯具也是常用的
图中， 逆变器可以将储能的 12V
12V 直流 LED 灯。 这样就将白天太阳 直流电源转换为市电交流 220V， 供给
能储存在电池组中， 晚上使用存储的 小型的家用电器使用。 直流负载采用
电量，满足家庭照明需要。
12V LED 灯具，照明使用。
照明灯具按照 5W 选择， 数量 10
光伏板安装在自家的楼顶，利用
盏灯。 采用白色光灯具 6500K 亮度更 楼顶自身的雨水槽倾斜度，按照朝南
加发挥照明优势。 同时开启需要的功 方向，占用屋顶面积大约是 3.5 平方
率是 50W，按照每天 10 小时照明工作 米。
计算，需要的电池组供电 41.667Ah。 考
三、测量数据
虑到电池自身的内阻和白天不能充分
按照上图中组建好光伏发电应用
充电。设计选择电池容量为 200Ah/12V。 系统， 在不同天气条件下测量充电数
在完全没有光照的情况下，可以满足 3 据，以及在晚上放电数据。
天以上的照明需要。
下表中，选择夏季，晴朗天气条件
光伏板选择是根据储能电池组来 下，不同时间段的充放电数据
决定的， 查询到单块光伏板详细参数
如下：适合 12V 电池充电的光伏板，工
作电压要高于 12V， 并联后的电压不
变，输出电流倍增；适合 200Ah 电池组
充电的光伏板采用 6 块并联， 提高充
电效率。

编辑： 饶谧 版式：胡文莲
电话：0731-84226488

我
与
文
学
作
品
的
初
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