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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用于路面干洗施工

的除尘装置，包括车箱、副发动机、风机、液压泵、

过滤振筛、隔板、降尘机构、储物箱、清理机构；副

发动机固定在车箱一端，同时设有与副发动机连

接的风机和液压泵；车箱内部设有隔板；车箱右

端设有降尘机构；隔板和降尘机构之间设有过滤

振筛；过滤振筛连接液压泵；储物箱为车箱和隔

板以及过滤振筛围成的空间；车箱下侧面设有清

理机构。本实用新型对路面渣石、尘土等垃圾具

有良好的清理、收集、运输、卸料效果，减轻人工

繁重的体力劳动，对车辆无法驶入的区域同样具

有良好的清理效果、卸料时无剧烈扬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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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路面干洗施工的除尘装置，包括车箱、副发动机、风机、液压泵、过滤振筛、

隔板、降尘机构、储物箱、清理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副发动机固定在车箱一端，同时设有与

副发动机连接的风机和液压泵；所述车箱内部设有隔板；所述车箱右端设有降尘机构；所述

隔板和降尘机构之间设有过滤振筛；所述过滤振筛连接液压泵；所述储物箱为车箱和隔板

以及过滤振筛围成的空间；所述车箱下侧面设有清理机构；

所述降尘机构包括水箱、封闭箱、底板、喷头、固定件、油缸Ⅰ、注水口；所述水箱设在车

箱内；所述水箱一侧固定连接过滤振筛，另外侧面固定连接车箱；所述车箱上侧设有注水

口；所述注水口连通水箱；所述封闭箱设在水箱一侧；所述封闭箱内设有喷头；所述封闭箱

一侧设有底板；所述底板一端通过固定件与封闭箱转动连接；所述封闭箱一侧设有油缸Ⅰ；

所述油缸Ⅰ一端固定在底板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路面干洗施工的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液压泵

和副发动机通过齿轮链连接；所述隔板上端设有气道；所述车箱上侧面设有过滤出气口；所

述过滤出气口与风机固定连接；所述车箱尾部设有后盖；所述车箱一侧设有油缸Ⅱ；所述油

缸Ⅱ一端转动连接在车箱上，另一端转动连接在后盖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路面干洗施工的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清理机

构包括油缸Ⅲ、柱刷、油缸Ⅳ、吸尘盖、吸尘管Ⅰ、万向轮、壁轮、弧形板、固定轴、辊刷、护栏、

吸尘管Ⅱ、拆卸把手、吸尘小车；所述车箱底部设有油缸Ⅱ，数量为两个，对称设置；所述油

缸Ⅱ上设有柱刷；所述油缸Ⅱ一侧设有油缸Ⅲ，数量为两个，对称设置；所述油缸Ⅲ一端固

定连接吸尘盖；所述吸尘盖上设有吸尘管Ⅰ；

所述吸尘管Ⅰ一端连通储物箱，另一端连通至吸尘盖内；所述吸尘盖上设有万向轮，数

量为四个；所述吸尘盖前板为弧形板；所述吸尘盖内设有固定轴；所述固定轴上设有辊刷；

所述车箱上设有护栏；所述护栏内设有吸尘小车；所述吸尘小车上设有吸尘管Ⅱ；所述吸尘

管Ⅱ另一端连通至储物箱；所述吸尘小车上设有拆卸把手。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用于路面干洗施工的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吸尘盖

两端设有壁轮，数量为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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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路面干洗施工的除尘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道路清理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用于路面干洗施工的除尘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现在路面铣刨后，通常采用人工进行路面渣石灰尘等的清理，从而产生过多的灰

尘，造成环境污染，同时影响环境和交通，且清理效率低下，清理也不彻底；现有的路面干洗

车，对以上问题有一定的解决，但仍存在无法解决有效清理人行道等狭窄区域；清理收集起

来的渣石废料从储物仓倾倒时，扬尘过大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中不足，提供一种用于路面干洗施工的除尘装

置，本装置对路面渣石、尘土等垃圾具有良好的清理、收集、运输、卸料效果，减轻人工繁重

的体力劳动，对车辆无法驶入的区域同样具有良好的清理效果、卸料时无剧烈扬尘。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用于路面干洗施工的除尘装置，包括车箱、副发动机、风机、液压泵、过滤振

筛、隔板、降尘机构、储物箱、清理机构；所述副发动机固定在车箱一端，同时设有与副发动

机连接的风机和液压泵；所述车箱内部设有隔板；所述车箱右端设有降尘机构；所述隔板和

降尘机构之间设有过滤振筛；所述过滤振筛连接液压泵；所述储物箱为车箱和隔板以及过

滤振筛围成的空间；所述车箱下侧面设有清理机构；过滤振筛连接液压泵，通过液压泵提供

动力使过滤振筛震动，震掉粘附在过滤振筛上的细小灰尘，落入储物箱，液压泵为油缸等提

供动力，风机使车厢内形成高真空环境，提供吸尘动力。

[0006] 所述液压泵和副发动机通过齿轮链连接；所述隔板上端设有气道；所述车箱上侧

面设有过滤出气口；所述过滤出气口与风机固定连接。

[0007] 所述降尘机构包括水箱、封闭箱、底板、喷头、固定件、油缸Ⅰ、注水口；所述水箱设

在车箱内；所述水箱一侧固定连接过滤振筛，另外侧面固定连接车箱；所述车箱上侧设有注

水口；所述注水口连通水箱；所述封闭箱设在水箱一侧；所述封闭箱内设有喷头；所述封闭

箱一侧设有底板；所述底板一端通过固定件与封闭箱转动连接；所述封闭箱一侧设有油缸

Ⅰ；所述油缸Ⅰ一端固定在底板上；降尘机构在倾倒储物箱的废料时开始作用，通过驾驶室控

制打开封闭箱底板，然后打开喷头阀门，对倾倒时产生的灰尘进行降尘，倾倒完垃圾后，关

闭喷头阀门，合上底板，防止清理垃圾时灰尘进入封闭箱，堵塞喷头。

[0008] 所述车箱尾部设有后盖；所述车箱一侧设有油缸Ⅱ；所述油缸Ⅱ一端转动连接在

车箱上，另一端转动连接在后盖上；通过驾驶室控制后盖的开启闭合，完成垃圾倾倒。

[0009] 所述清理机构包括油缸Ⅲ、柱刷、油缸Ⅳ、吸尘盖、吸尘管Ⅰ、万向轮、壁轮、弧形板、

固定轴、辊刷、护栏、吸尘管Ⅱ、拆卸把手、吸尘小车；所述车箱底部设有油缸Ⅱ，数量为两

个，对称设置；所述油缸Ⅱ上设有柱刷；所述油缸Ⅱ一侧设有油缸Ⅲ，数量为两个，对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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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所述油缸Ⅲ一端固定连接吸尘盖；所述吸尘盖上设有吸尘管Ⅰ；所述吸尘管Ⅰ一端连通储

物箱，另一端连通至吸尘盖内；所述吸尘盖上设有万向轮，数量为四个；所述吸尘盖前板为

弧形板；所述吸尘盖内设有固定轴；所述固定轴上设有辊刷；所述车箱上设有护栏；所述护

栏内设有吸尘小车；所述吸尘小车上设有吸尘管Ⅱ；所述吸尘管Ⅱ另一端连通至储物箱；所

述吸尘小车上设有拆卸把手；油缸Ⅲ调节柱刷的高度，油缸Ⅳ调节吸尘盖的高度；柱刷和辊

刷对泥浆等粘附性较强的垃圾有良好的清除作用，吸尘小车在清理绿化带隔离的人行道

时，操作方便，用后将拆卸把手卸下，节省空间。

[0010] 优选的，所述吸尘盖两端设有壁轮，数量为两个；在清理路沿石边上的区域时，壁

轮沿路沿石前进，减小设备摩擦力及保护设备不受破损。

[0011]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较有益效果表现在：

[0012] 1)降尘机构包括水箱、封闭箱、底板、喷头；降尘机构在倾倒储物箱的废料时开始

作用，通过驾驶室控制打开封闭箱底板，然后打开喷头阀门，对倾倒时产生的灰尘进行降

尘，倾倒完垃圾后，关闭喷头阀门，合上底板，防止清理垃圾时灰尘进入封闭箱，堵塞喷头；

[0013] 2)车箱尾部设有后盖、油缸Ⅱ；通过驾驶室控制后盖的开启闭合，完成垃圾倾倒，

自动化程度高；

[0014] 3)清理机构包括柱刷、辊刷、拆卸把手、吸尘小车；油缸Ⅲ调节柱刷的高度，油缸Ⅳ

调节吸尘盖的高度；柱刷和辊刷对泥浆等粘附性较强的垃圾有良好的清除作用，吸尘小车

在清理绿化带隔离的人行道时，操作方便，用后将拆卸把手卸下，节省空间；

[0015] 4)吸尘盖两端设有壁轮，数量为两个；在清理路沿石边上的区域时，壁轮沿路沿石

前进，减小设备摩擦力及保护设备不受破损。

附图说明

[0016] 附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用于路面干洗施工的除尘装置结构示意图；

[0017] 附图2是本实用新型一种用于路面干洗施工的除尘装置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8] 附图3是本实用新型一种用于路面干洗施工的除尘装置中降尘机构结构示意图；

[0019] 附图4是本实用新型一种用于路面干洗施工的除尘装置中清理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0] 附图5是本实用新型一种用于路面干洗施工的除尘装置中吸尘盖内部结构示意

图；

[0021] 附图6是本实用新型一种用于路面干洗施工的除尘装置中吸尘小车结构示意图；

[0022] 图中：1、车箱；2、副发动机；201、齿轮链；3、风机；301、过滤出气口；4、液压泵；5、过

滤振筛；6、隔板；601、气道；7、降尘机构；701、水箱；702、封闭箱；703、底板；704、喷头；705、

固定件；706、油缸Ⅰ；707、注水口；8、储物箱；801、后盖；802、油缸Ⅱ；9、清理机构；901、油缸

Ⅲ；902、柱刷；903、油缸Ⅳ；904、吸尘盖；905、吸尘管Ⅰ；906、万向轮；907、壁轮；908、弧形板；

909、固定轴；910、辊刷；911、护栏；912、吸尘管Ⅱ；913、拆卸把手；914、吸尘小车。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方便本技术领域人员的理解，下面结合附图1‑6，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进一

步具体说明。

[0024] 一种用于路面干洗施工的除尘装置，包括车箱1、副发动机2、风机3、液压泵4、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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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筛5、隔板6、降尘机构7、储物箱8、清理机构9；所述副发动机2固定在车箱1一端，同时设有

与副发动机2连接的风机3和液压泵4；所述车箱1内部设有隔板6；所述车箱1右端设有降尘

机构7；所述隔板6和降尘机构7之间设有过滤振筛5；所述过滤振筛5连接液压泵4；所述储物

箱8为车箱1和隔板6以及过滤振筛5围成的空间；所述车箱1下侧面设有清理机构9；过滤振

筛5连接液压泵4，通过液压泵4提供动力使过滤振筛5震动，震掉粘附在过滤振筛5上的细小

灰尘，落入储物箱8，液压泵4为油缸等提供动力，风机3使车厢内形成高真空环境，提供吸尘

动力。

[0025] 所述液压泵4和副发动机2通过齿轮链201连接；所述隔板6上端设有气道601；所述

车箱1上侧面设有过滤出气口301；所述过滤出气口301与风机3固定连接。

[0026] 所述降尘机构7包括水箱701、封闭箱702、底板703、喷头704、固定件705、油缸Ⅰ

706、注水口707；所述水箱701设在车箱1内；所述水箱701一侧固定连接过滤振筛5，另外侧

面固定连接车箱1；所述车箱1上侧设有注水口707；所述注水口707连通水箱701；所述封闭

箱702设在水箱701一侧；所述封闭箱702内设有喷头704；所述封闭箱702一侧设有底板703；

所述底板703一端通过固定件705与封闭箱702转动连接；所述封闭箱702一侧设有油缸Ⅰ

706；所述油缸Ⅰ706一端固定在底板703上；降尘机构7在倾倒储物箱8的废料时开始作用，通

过驾驶室控制打开封闭箱702底板703，然后打开喷头704阀门，对倾倒时产生的灰尘进行降

尘，倾倒完垃圾后，关闭喷头704阀门，合上底板703，防止清理垃圾时灰尘进入封闭箱702，

堵塞喷头704。

[0027] 所述车箱1尾部设有后盖801；所述车箱1一侧设有油缸Ⅱ802；所述油缸Ⅱ802一端

转动连接在车箱1上，另一端转动连接在后盖801上；通过驾驶室控制后盖801的开启闭合，

完成垃圾倾倒。

[0028] 所述清理机构9包括油缸Ⅲ901、柱刷902、油缸Ⅳ903、吸尘盖904、吸尘管Ⅰ905、万

向轮906、壁轮907、弧形板908、固定轴909、辊刷910、护栏911、吸尘管Ⅱ912、拆卸把手913、

吸尘小车914；所述车箱1底部设有油缸Ⅱ802，数量为两个，对称设置；所述油缸Ⅱ802上设

有柱刷902；所述油缸Ⅱ802一侧设有油缸Ⅲ901，数量为两个，对称设置；所述油缸Ⅲ901一

端固定连接吸尘盖904；所述吸尘盖904上设有吸尘管Ⅰ905；所述吸尘管Ⅰ905一端连通储物

箱8，另一端连通至吸尘盖904内；所述吸尘盖904上设有万向轮906，数量为四个；所述吸尘

盖904前板为弧形板908；所述吸尘盖904内设有固定轴909；所述固定轴909上设有辊刷910；

所述车箱1上设有护栏911；所述护栏911内设有吸尘小车914；所述吸尘小车914上设有吸尘

管Ⅱ912；所述吸尘管Ⅱ912另一端连通至储物箱8；所述吸尘小车914上设有拆卸把手913；

油缸Ⅲ901调节柱刷902的高度，油缸Ⅳ903调节吸尘盖904的高度；柱刷902和辊刷910对泥

浆等粘附性较强的垃圾有良好的清除作用，吸尘小车914在清理绿化带隔离的人行道时，操

作方便，用后将拆卸把手913卸下，节省空间。

[0029] 所述吸尘盖904两端设有壁轮907，数量为两个；在清理路沿石边上的区域时，壁轮

907沿路沿石前进，减小设备摩擦力及保护设备不受破损。

[0030] 一种用于路面干洗施工的除尘装置，工作原理如下：通过液压泵提供动力使过滤

振筛震动，震掉粘附在过滤振筛上的细小灰尘，落入储物箱，液压泵为油缸等提供动力，实

现整车的高度自动化操作；风机使车厢内形成高真空环境，提供吸尘动力；降尘机构在倾倒

储物箱的废料时开始作用，通过驾驶室控制打开封闭箱底板，然后打开喷头阀门，对倾倒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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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灰尘进行降尘，倾倒完垃圾后，关闭喷头阀门，合上底板，防止清理垃圾时灰尘进入

封闭箱，堵塞喷头；油缸Ⅲ调节柱刷的高度，油缸Ⅳ调节吸尘盖的高度；柱刷和辊刷对泥浆

等粘附性较强的垃圾有良好的清除作用，吸尘小车在清理绿化带隔离的人行道时，操作方

便，用后将拆卸把手卸下，节省空间。

[0031] 以上内容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的结构所作的举例和说明，所属本技术领域的技术

人员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替代，只要不偏离

实用新型的结构或者超越本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均应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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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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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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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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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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