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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洗扫车污水循环装置，包括

清水箱、垃圾箱、过滤箱、一级固液分离机构和二

级固液分离机构，所述清水箱、垃圾箱和过滤箱

分别可拆卸安装在洗扫车的车辆底盘上，垃圾箱

内通过第一隔板分隔成吸污仓和处理仓，一级固

液分离机构可拆卸安装在垃圾箱后端设有的后

门内侧，一级固液分离机构包括上滤网和下滤

网，上滤网、下滤网和后门内侧壁围合形成滤网

仓，滤网仓通过上滤网与吸污仓连通，二级固液

分离机构可拆卸安装在处理仓内，二级固液分离

机构设有迂回水道结构经下滤网与滤网仓连通，

并通过出水管与过滤箱下部连通，过滤箱内可拆

卸安装有多个滤芯，多个滤芯分别悬设于过滤箱

上部，多个滤芯与清水箱连通，清水箱与洗扫车

的工作喷嘴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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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洗扫车污水循环装置，其特征在于：其包括清水箱、垃圾箱、过滤箱、一级固液分

离机构和二级固液分离机构，所述清水箱、垃圾箱和过滤箱分别可拆卸安装在洗扫车的车

辆底盘上，所述垃圾箱内通过第一隔板分隔成上下分布的吸污仓和处理仓，所述一级固液

分离机构可拆卸安装在垃圾箱后端设有的后门内侧，一级固液分离机构包括上滤网和下滤

网，上滤网、下滤网和后门内侧壁围合形成滤网仓，滤网仓通过上滤网与吸污仓连通，所述

二级固液分离机构可拆卸安装在处理仓内，二级固液分离机构具有用于沉降分离及过滤污

水的迂回水道结构，所述迂回水道结构通过下滤网与滤网仓连通，并通过出水管与过滤箱

下部的进口连通，所述过滤箱内可拆卸安装有多个滤芯，多个滤芯分别悬设于过滤箱上部，

多个滤芯的出口通过回收总管与清水箱连通，清水箱与洗扫车的工作喷嘴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洗扫车污水循环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迂回水道结构包

括设于处理仓底板的三个以上第二隔板，其中两个第二隔板间距设置形成进水道，进水道

通过下滤网与滤网仓连通，其余第二隔板间距分布于进水道的同一外侧或者两个外侧形成

出水道，出水道的出口与过滤箱下部的进口连通，出水道与进水道连通形成迂回水道。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洗扫车污水循环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迂回水道结构包

括四个第二隔板，其余两个第二隔板间距对称分布于进水道的两个外侧形成两个出水道。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洗扫车污水循环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隔板对应迂

回水道转弯处设有二级滤网，二级滤网设于第二隔板的上部或者下部。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洗扫车污水循环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隔板呈前高

后低倾斜设置，第二隔板的上边缘与第一隔板下表面密封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洗扫车污水循环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箱包括箱

体，箱体一侧设有密封启闭的箱门，箱体底部一侧设有进口，箱体底部另一侧设有排污口，

排污口处设有排污阀，所述多个滤芯分别通过回收支管与回收总管连通，至少一个回收支

管上设有回水阀。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洗扫车污水循环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垃圾箱前端内壁

分别对应吸污仓和处理仓设有清污机构，清污机构包括与清水箱连通的清污管，清污管上

连通有间距分布的多个喷嘴。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洗扫车污水循环装置的污水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清水

箱向洗扫车的工作喷嘴供水，工作喷嘴喷出水冲洗路面，路面上的污水由洗扫车的吸筒吸

到吸污仓内，吸污仓内的污水经上滤网进入滤网仓内，上滤网进行一级固液分离，将大块垃

圾被过滤拦截在吸污仓内，一级固液分离后的液体进入滤网仓，经下滤网进入处理仓内的

二级固液分离机构，在迂回水道结构的迂回水道中迂回流动进行二级固液分离，并在迂回

水道结构设有的二级滤网过滤下，将密度较大的垃圾逐道拦截过滤在水道内，二级固液分

离后的液体从迂回水道的出口通过出水管流到过滤箱内，并在过滤箱内汇集淹没多个滤

芯，多个滤芯进行三级固液分离，将水中体积较细的颗粒物过滤沉降在过滤箱下部，三级固

液分离后的液体进入滤芯内部，并经滤芯顶部的出口和回收总管回收至清水箱内。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洗扫车污水循环装置的清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垃圾

箱前端内壁分别对应吸污仓和处理仓设有清污机构，清污机构包括与清水箱连通的清污

管，清污管上连通有间距分布的多个喷嘴；对垃圾箱进行清污时，先打开垃圾箱的后门，再

开启多个喷嘴分别对吸污仓和处理仓进行冲洗，冲洗产生的污水从垃圾箱后门排出；当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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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内侧的滤网仓有杂质残留时，直接外接水管冲洗或者更换一级固液分离机构；当杂质堵

住过滤箱内的滤芯时，利用气吹装置对滤芯进行吹洗或者更换滤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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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洗扫车污水循环装置及其污水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环卫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洗扫车污水循环装置及其污水处理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洗扫车污水循环技术通过路面污水收集和过滤净化，实现污水再循环利用，从而

省去洗扫车反复去水站加注清水和去垃圾站排放污水的麻烦，在大大提高洗扫车作业效率

的同时，还能够减少洗扫车作业的污水排放，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因此，污水循环技术一直是洗扫车技术研发的重要方向，国内主要生产厂商积极开展相关

技术研究。

[0003] 污水过滤技术是洗扫车实现污水循环利用关键所在，一直是相关领域技术研发热

点和难点。受过滤材料技术的制约，多年来污水过滤技术虽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是尚

未取得突破性进展，洗扫车的污水过滤效率低和过滤器易堵塞等问题突出。以及实际应用

反馈使用一段时间后过滤性能降低，可持续性差（即刚开始使用效果尚好，但是使用一段时

间后过滤流量和精度均大幅衰减）、更换过滤材料不方便且成本高昂的问题。

[0004] 而纵观污水过滤领域如污水处理厂、渗滤液处理装置等均可长时间持续性产生良

好的过滤效果。对比原因也有洗扫车过滤工况不同，一般是车辆边作业边过滤其要求过滤

完的时间短（震动厉害且污水缺少“沉降”工序），过滤空间狭小局限，过滤终端（过滤棒等）

长期浸泡在浑浊污水中等原因。

[0005] 此外，现有的洗扫车污水循环装置采用污水泵将过滤完后的清水抽吸至清水箱，

为了避免抽吸泵进空气影响抽吸效果，抽吸过滤时需要将过滤终端完全浸泡在（污）水中，

这样可容纳的过滤污水也受局限（在持续作业过程中允许过滤的时间也就缩短）。因此“内

置”式过滤装置技术上存在起始过滤点高、可供过滤的污水较少、过滤时间要求短（过滤流

量要求大）的缺陷。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设计合理，结构简单，成本低

廉，固液分离效果好的洗扫车污水循环装置，并提供一种简易有效的洗扫车污水循环装置

的污水处理方法。

[0007] 为实现上述第一个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一种洗扫车污水循环装置，其包括清水箱、垃圾箱、过滤箱、一级固液分离机构和二级

固液分离机构，所述清水箱、垃圾箱和过滤箱分别可拆卸安装在洗扫车的车辆底盘上，所述

垃圾箱内通过第一隔板分隔成上下分布的吸污仓和处理仓，所述一级固液分离机构可拆卸

安装在垃圾箱后端设有的后门内侧，一级固液分离机构包括上滤网和下滤网，上滤网、下滤

网和后门内侧壁围合形成滤网仓，滤网仓通过上滤网与吸污仓连通，所述二级固液分离机

构可拆卸安装在处理仓内，二级固液分离机构具有用于沉降分离及过滤污水的迂回水道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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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所述迂回水道结构通过下滤网与滤网仓连通，并通过出水管与过滤箱下部的进口连通，

所述过滤箱内可拆卸安装有多个滤芯，多个滤芯分别悬设于过滤箱上部，多个滤芯的出口

通过回收总管与清水箱连通，清水箱与洗扫车的工作喷嘴连通。

[0008] 作为优选，所述迂回水道结构包括设于处理仓底板的三个以上第二隔板，其中两

个第二隔板间距设置形成进水道，进水道通过下滤网与滤网仓连通，其余第二隔板间距分

布于进水道的同一外侧或者两个外侧形成出水道，出水道的出口与过滤箱下部的进口连

通，出水道与进水道连通形成迂回水道。

[0009] 作为优选，所述迂回水道结构包括四个第二隔板，其余两个第二隔板间距对称分

布于进水道的两个外侧形成两个出水道。

[0010] 作为优选，所述第二隔板对应迂回水道转弯处设有二级滤网，二级滤网设于第二

隔板的上部。该设计使得一级固液分离后的液体在多个二级滤网的安装高度作用下，能够

进行多次沉降分离。

[0011] 作为优选，二级滤网设于第二隔板的上部或者下部。

[0012] 作为优选，所述第一隔板呈前高后低倾斜设置，第二隔板的上边缘与第一隔板下

表面密封连接。

[0013] 作为优选，所述过滤箱包括箱体，箱体一侧设有密封启闭的箱门，箱体底部一侧设

有进口，箱体底部另一侧设有排污口，排污口处设有排污阀，所述多个滤芯分别通过回收支

管与回收总管连通，至少一个回收支管上设有回水阀。

[0014] 作为优选，所述垃圾箱前端内壁分别对应吸污仓和处理仓设有清污机构，清污机

构包括与清水箱连通的清污管，清污管上连通有间距分布的多个喷嘴。

[0015] 为实现上述第二个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一种洗扫车污水循环装置的污水处理方法，清水箱向洗扫车的工作喷嘴供水，工作喷

嘴喷出水冲洗路面，路面上的污水由洗扫车的吸筒吸到吸污仓内，吸污仓内的污水经上滤

网进入滤网仓内，上滤网进行一级固液分离，将大块垃圾被过滤拦截在吸污仓内，一级固液

分离后的液体进入滤网仓，经下滤网进入处理仓内的二级固液分离机构，在迂回水道结构

的迂回水道中迂回流动进行二级固液分离，并在迂回水道结构设有的二级滤网过滤下，将

密度较大的垃圾逐道拦截过滤在水道内，二级固液分离后的液体从迂回水道的出口通过出

水管流到过滤箱内，并在过滤箱内汇集淹没多个滤芯，多个滤芯进行三级固液分离，将水中

体积较细的颗粒物过滤沉降在过滤箱下部，三级固液分离后的液体进入滤芯内部，并经滤

芯顶部的出口和回收总管回收至清水箱内。

[0016] 所述垃圾箱前端内壁分别对应吸污仓和处理仓设有清污机构，清污机构包括与清

水箱连通的清污管，清污管上连通有间距分布的多个喷嘴；对垃圾箱进行清污时，先打开垃

圾箱的后门，再开启多个喷嘴分别对吸污仓和处理仓进行冲洗，冲洗产生的污水从垃圾箱

后门排出；当后门内侧的滤网仓有杂质残留时，直接外接水管冲洗或者更换一级固液分离

机构；当杂质堵住过滤箱内的滤芯时，利用气吹装置对滤芯进行吹洗或者更换滤芯。

[0017] 本发明采用以上技术方案，能够延长洗扫车一次加满清水的连续作业时间，提高

作业效率，节约水资源；污水在垃圾箱内进行多级过滤和沉降，不仅解决过滤效率低的问

题，而且使得最终进入过滤箱滤芯中的杂质极少，滤芯更不易堵塞，从而解决滤芯不便于更

换、更换成本高以及滤芯易堵塞等问题；将过滤箱可拆卸安装在垃圾箱外侧，可以使得吸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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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和处理仓的内部空间更大，吸污仓后端一级固液分离机构起始过滤点可以更低，处理仓

内可供迂回流动过滤和沉降的污水比例多，多个滤芯可拆卸的悬置过滤箱顶部，不仅便于

保养和更换，节约更换成本，而且可以使得二级固液分离后的液体在滤芯安装高度的作用

下，将水中体积较细的颗粒物过滤沉降在过滤箱下部，从而实现沉降分离。本发明设计合

理，结构简单，成本低廉，具有多级过滤和多级沉降功能，固液分离效果好，防堵塞性能优

良，能够实现污水的循环再利用。

附图说明

[0018] 现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阐述：

图1为本发明洗扫车污水循环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图1中A-A方向示意图；

图3为图2中B-B方向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二级滤网在第二隔板上的安装示意图之一；

图5为本发明二级滤网在第二隔板上的安装示意图之二；

图6为本发明过滤箱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如图1-6之一所示，本发明的洗扫车污水循环装置，其包括清水箱1、垃圾箱2、过滤

箱7、一级固液分离机构和二级固液分离机构，所述清水箱1、垃圾箱2和过滤箱7分别可拆卸

安装在洗扫车9的车辆底盘上，所述垃圾箱2内通过第一隔板4分隔成上下分布的吸污仓21

和处理仓22，所述一级固液分离机构可拆卸安装在垃圾箱2后端设有的后门3内侧，一级固

液分离机构包括上滤网61和下滤网62，上滤网61、下滤网62和后门3内侧壁围合形成滤网仓

6，滤网仓6通过上滤网61与吸污仓21连通，所述二级固液分离机构可拆卸安装在处理仓22

内，二级固液分离机构具有用于沉降分离及过滤污水的迂回水道结构5，所述迂回水道结构

5通过下滤网62与滤网仓6连通，迂回水道结构5的出口55通过出水管（图中未示出）与过滤

箱7下部的进口72连通，所述过滤箱7内可拆卸安装有多个滤芯71，多个滤芯71分别悬设于

过滤箱7上部，多个滤芯71的出口通过回收总管与清水箱1连通，清水箱1与洗扫车9的工作

喷嘴连通。

[0020] 作为优选，所有可拆卸安装均为本领域惯用手段，例如，采用螺栓螺母组件进行安

装。

[0021] 作为优选，所述迂回水道结构5包括设于处理仓22底板的三个以上第二隔板51，其

中两个第二隔板51间距设置形成进水道53，进水道53通过下滤网62与滤网仓6连通，其余第

二隔板51间距分布于进水道53的同一外侧或者两个外侧形成出水道54，出水道54的出口与

过滤箱7下部的进口72连通，出水道54与进水道53连通形成迂回水道。

[0022] 作为优选，所述第二隔板51对应迂回水道转弯处设有二级滤网52，二级滤网52设

于第二隔板51的上部。该设计使得一级固液分离后的液体在多个二级滤网52的安装高度作

用下，能够进行多次沉降分离。

[0023] 作为优选，二级滤网52设于第二隔板51的上部或者下部。

[0024] 作为优选，二级滤网52的网孔直径小于上滤网61的网孔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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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作为优选，所述第一隔板4呈前高后低倾斜设置，第二隔板51的上边缘与第一隔板

4下表面密封连接。

[0026] 作为优选，所述垃圾箱2前端内壁分别对应吸污仓21和处理仓22设有清污机构8，

清污机构8包括与清水箱1连通的清污管81，清污管81上连通有间距分布的多个喷嘴82。

[0027] 如图3所示，作为一种实施方式，所述迂回水道结构5包括四个第二隔板51，其余两

个第二隔板51间距对称分布于进水道53的两个外侧形成两个出水道54。

[0028] 如图6所示，所述过滤箱7包括箱体73，箱体73一侧设有密封启闭的箱门78，箱体73

底部一侧设有进口72，箱体73底部另一侧设有排污口75，排污口75处设有排污阀74，所述多

个滤芯71分别通过回收支管与回收总管连通，至少一个回收支管上设有回水阀。

[0029]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所述过滤箱7包括三个滤芯71、第一出水阀771和第二出水阀

772，三个滤芯71分别通过三个出水支管761、762、763与出水总管连通，其中两个出水支管

762、763先并联汇集到并联管76后，再与其余一个出水支管761并联接入出水总管76，所述

第一出水阀771设置在并联管76上，第二出水阀772设置在出水支管761上。

[0030] 为实现上述第二个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一种洗扫车9污水循环装置的污水处理方法，清水箱1向洗扫车9的工作喷嘴供水，工作

喷嘴喷出水冲洗路面，路面上的污水由洗扫车9的吸筒吸到吸污仓21内，吸污仓21内的污水

经上滤网61进入滤网仓6内，上滤网61进行一级固液分离，将大块垃圾被过滤拦截在吸污仓

21内，一级固液分离后的液体进入滤网仓6，经下滤网62进入处理仓22内的二级固液分离机

构，在迂回水道结构5的迂回水道中迂回流动进行二级固液分离，并在迂回水道结构5设有

的二级滤网52过滤下，将密度较大的垃圾逐道拦截过滤在水道内，二级固液分离后的液体

从迂回水道的出口通过出水管流到过滤箱7内，并在过滤箱7内汇集淹没多个滤芯71，多个

滤芯71进行三级固液分离，将水中体积较细的颗粒物过滤沉降在过滤箱7下部，三级固液分

离后的液体进入滤芯71内部，并经滤芯71顶部的出口和回收总管回收至清水箱1内。

[0031] 所述垃圾箱2前端内壁分别对应吸污仓21和处理仓22设有清污机构8，清污机构8

包括与清水箱1连通的清污管81，清污管81上连通有间距分布的多个喷嘴；对垃圾箱2进行

清污时，先打开垃圾箱2的后门3，再开启多个喷嘴分别对吸污仓21和处理仓22进行冲洗，冲

洗产生的污水从垃圾箱2后门3排出；当后门3内侧的滤网仓6有杂质残留时，直接外接水管

冲洗或者更换一级固液分离机构；当杂质堵住过滤箱7内的滤芯71时，利用气吹装置对滤芯

71进行吹洗或者更换滤芯71。

[0032] 本发明采用以上技术方案，能够延长洗扫车9一次加满清水的连续作业时间，提高

作业效率，节约水资源；污水在垃圾箱2内进行多级过滤和沉降，不仅解决过滤效率低的问

题，而且使得最终进入过滤箱7滤芯71中的杂质极少，滤芯71更不易堵塞，从而解决滤芯71

不便于更换、更换成本高以及滤芯71易堵塞等问题；将过滤箱7可拆卸安装在垃圾箱2外侧，

可以使得吸污仓21和处理仓22的内部空间更大，吸污仓21后端一级固液分离机构起始过滤

点可以更低，处理仓22内可供迂回流动过滤和沉降的污水比例多，多个滤芯71可拆卸的悬

置过滤箱7顶部，不仅便于保养和更换，节约更换成本，而且可以使得二级固液分离后的液

体在滤芯71安装高度的作用下，将水中体积较细的颗粒物过滤沉降在过滤箱7下部，从而实

现沉降分离。本发明设计合理，结构简单，成本低廉，具有多级过滤和多级沉降功能，固液分

离效果好，防堵塞性能优良，能够实现污水的循环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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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以上描述不应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有任何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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