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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自动洗车机的安装方法，包括过滤水循

环系统、固体颗粒收集与排出装置、污水粗过滤

装置、地面污水收集装置、洗车平台以及自动洗

车机的安装，所述污水箱装有输入到错流过滤器

的第一管道，所述第一管道上设有增压水泵，所

述错流过滤器装配有第二管道和第三管道两个

输出端，所述第二管道用于排出含有固定颗粒的

污水，所述第三管道把错流过滤器过滤后的清水

排到清水箱中，所述第三水道靠近清水箱处设有

电磁阀，所述电磁阀用于在污水箱清洗的时候关

闭，通过收集水道进水，且一边进水一边通过增

压水泵排水，对污水箱和错流过滤器同时进行清

洗，可以自动定时机械清洗，省去人工清洗的麻

烦。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4页  附图4页

CN 110450759 B

2020.10.30

CN
 1
10
45
07
59
 B



1.一种自动洗车机的安装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过滤水循环系统、固体颗粒收集与排

出装置、污水粗过滤装置、地面污水收集装置、洗车平台以及自动洗车机的安装，所述安装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过滤水循环系统的安装，先在所述洗车平台(6)下方的墙体(1)上安装污水箱

(2)和清水箱(3)，所述污水箱(2)和清水箱(3)之间装有过滤用的错流过滤器(23)，所述污

水箱装有连接到地面污水收集装置的收集水道(61)，所述清水箱(3)装有连接到洗车平台

上方的循环管道(31)；

步骤二：固体颗粒收集与排除装置的安装；在所述洗车平台(6)下方安装固体收集箱

(7)，所述错流过滤器(23)的过滤后含有固体颗粒的污水排入固体收集箱(7)，所述固体收

集箱(7)具有斜面，所述斜面的最低点装有排出含有垃圾以及固体颗粒的污水排出口；

步骤三：污水粗过滤装置的安装，在所述收集水道(61)中安装桨叶(62)和刚性滤网；所

述收集水道(61)的开口小于桨叶(62)旋转时直径的一半，且所述收集水道(61)的开口位置

不经过所述桨叶(62)的旋转中心，所述收集水道(61)内装有收集固定颗粒的运输装置；

步骤四：地面污水收集装置，在所述洗车平台(6)和过滤水循环系统之间设有倾斜平面

(4)，所述倾斜平面(4)用于收集洗车后的污水；

步骤五：地表自动洗车机安装；在所述洗车平台(6)的上方安装自动洗车机(5)的运行

轨道以及车底清洗喷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洗车机的安装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污水箱(2)装

有输入到错流过滤器(23)的第一管道(21)，所述第一管道(21)上设有增压水泵(22)，所述

错流过滤器(23)装配有第二管道(24)和第三管道(25)两个输出端，所述第二管道(24)用于

排出含有固定颗粒的污水，所述第三管道(25)把错流过滤器(23)过滤后的清水排到清水箱

(3)中；所述固体收集箱(7)和污水箱(2)之间设有回收管道(66) ,所述第二管道(24)的出口

靠近回收管道(66)。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洗车机的安装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循环管道

(31)装上循环水泵(22)且连通到自动洗车机喷头上，所述自动洗车机(5)上方装有外接水

道(5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洗车机的安装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收集水道(61)

竖直方向上设有细孔的桨叶(62)，所述桨叶(62)的旋转中心处设有桨叶轴(63)，所述桨叶

轴(63)的一端延伸至所述收集水道(61)外，所述桨叶(62)下方有刚性滤网(64)，所述刚性

滤网(64)分为倾斜放置部分和竖直放置部分，所述桨叶轴(63)与运输装置连接，所述运输

装置包括从动轴(72)、主动轴(71)和传送带(73)，所述竖直放置部分的刚性滤网(64)底部

设有固定在固体收集箱(7)上的从动轴(72)，所述固体收集箱(7)内设有主动轴(71)，所述

主动轴(71)的位置高于从动轴(72)，所述从动轴(72)和主动轴(71)之间设有传送带(73)，

所述传送带表面为带有磨砂。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自动洗车机的安装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从动轴固定在

固体收集箱(7)内，所述主动轴(71)设有延伸出固体收集箱(7)外的延伸端，所述延伸端的

位置与延伸至收集水道(61)外的桨叶轴(63)同侧，在所述桨叶轴(63)与主动轴(71)的收集

水道外设有链条(74)。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自动洗车机的安装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管道(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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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清水箱(3)处设有电磁阀，所述电磁阀用于在污水箱(2)清洗的时候关闭，通过收集水

道(61)进水，且一边进水一边通过增压水泵(22)排水，对污水箱(2)和错流过滤器(23)同时

进行清洗，所述污水箱(2)和错流过滤器(23)的清洗频率为两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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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动洗车机的安装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机械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自动洗车机的安装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汽车成为一种越来越大众化的产品，全国各个地

的汽车拥有量也在不断提高。

[0003] 随着汽车数量的不断增加，汽车的配套服务行业也有着广阔的市场，因为人力资

源的日益提高，传统的洗车行业成本不断增加，且人工清洗容易出现卫生死角，清洗效率也

不高，每台车洁净程度不一等问题，故此急需一款低成本、可快速投入市场、大幅度降低劳

动力成本的批量化的自动洗车产品

[0004] 现有自动洗车工作，一般不具有污水循环再利用功能，浪费水资源，对水资源污染

较大。此外，现有的洗车机需要现场安装，涉及土木工程，对现场安装工人水平要求较高，工

程质量可控性较差。因此，设计一种针可进一步减少人工干预的自动洗车机的安装方法十

分重要。而自动洗车装置应当尽可能减少对场地的需求，因此需要引入污水循环系统。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供可以能够进一步减少人工干预的自动洗车机的安

装方法，且引入污水循环从而节约能源的一种自动洗车机的安装方法。

[0006] 一种自动洗车机的安装方法，包括过滤水循环系统、固体颗粒收集与排出装置、污

水粗过滤装置、地面污水收集装置、洗车平台以及自动洗车机的安装，所述安装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安装步骤由下到上的顺序安装。

[0007] 步骤一：过滤水循环系统的安装，先在所述洗车平台下方的墙体上安装污水箱和

清水箱，所述污水箱和清水箱之间装有过滤用的错流过滤器，所述污水箱装有连接到地面

污水收集装置的收集水道，所述清水箱装有连接到洗车平台上方的循环管道。

[0008] 步骤二：固体颗粒收集与排除装置的安装；在所述洗车平台下方安装固体收集箱，

所述错流过滤器的过滤后含有固体颗粒的污水排入固体收集箱，所述固体收集箱具有斜

面，所述斜面的最低点装有排出含有垃圾以及固体颗粒的污水排出口。

[0009] 步骤三：污水粗过滤装置的安装，在所述收集水道中安装桨叶和刚性滤网；所述收

集水道的开口小于桨叶旋转时直径的一半，且所述收集水道的开口位置不经过所述桨叶的

旋转中心，收集水道设置在桨叶的一侧以实现水流带动桨叶旋转，所述收集水道内装有收

集固定颗粒的运输装置。

[0010] 步骤四：地面污水收集装置，在所述洗车平台和过滤水循环系统之间设有倾斜平

面，所述倾斜平面用于收集洗车后的污水。

[0011] 步骤五：地表自动洗车机安装；在所述洗车平台的上方安装自动洗车机的运行轨

道以及车底清洗喷头。

[0012] 所述污水箱装有输入到错流过滤器的第一管道，所述第一管道上设有增压水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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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错流过滤器装配有第二管道和第三管道两个输出端，所述第二管道用于排出含有固定

颗粒的污水，所述第三管道把错流过滤器过滤后的清水排到清水箱中。

[0013] 在所述循环管道装上循环水泵且连通到自动洗车机喷头上，所述自动洗车机上方

装有外接水道。

[0014] 所述收集水道竖直方向上设有细孔的桨叶，所述桨叶的旋转中心处设有桨叶轴，

所述桨叶轴的一端延伸至所述收集水道外，所述桨叶下方有刚性滤网，所述刚性滤网分为

倾斜放置部分和竖直放置部分，所述桨叶轴与运输装置连接，所述运输装置包括从动轴、主

动轴和传送带，所述竖直放置部分的刚性滤网底部设有固定在固体收集箱上的从动轴，所

述固体收集箱内设有主动轴，所述主动轴的位置高于从动轴，所述从动轴和主动轴之间设

有传送带，所述传送带表面为带有磨砂，传送带除了靠近主动轴处的一侧不密封，传送带其

余三侧中的俩侧与固体收集箱密封配合、靠近收集水道一侧与收集水道进行密封处理但有

渗水的可能，所述传送带表面为带有磨砂。

[0015] 所述从动轴固定在固体收集箱内，所述主动轴设有延伸出固体收集箱外的延伸

端，所述延伸端的位置与延伸至收集水道外的桨叶轴同侧，在所述桨叶轴与主动轴的收集

水道外设有链条。

[0016] 所述第三水道靠近清水箱处设有电磁阀，该水道上的电磁阀闭合后，不会有水通

过，利用增压泵的高压水流对过滤器进行清洗，所述电磁阀用于在污水箱清洗的时候关闭，

可以自动定时机械清洗，省去人工清洗的麻烦，通过收集水道进水，且一边进水一边通过增

压水泵排水，对污水箱和错流过滤器同时进行清洗。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18] 循环利用的水资源，可以有效的降低成本以及更加环保。

[0019] 第三水道靠近清水箱处设有电磁阀，通过收集水道进水，且一边进水一边通过增

压水泵排水，可以利用增压泵的高压水流对过滤器进行清洗，可以自动定时机械清洗，省去

人工清洗的麻烦，对污水箱和错流过滤器同时进行清洗，提高错流过滤器的使用寿命。

[0020] 桨叶以及运输装置利用水下落的本身势能实现对固定颗粒的收集，节能环保。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一种自动洗车机的安装方法的正视剖视图；

[0022] 图2是图1的A-A向视剖视图；

[0023] 图3是图1的B-B向视剖视图；

[0024] 图4是图1的局部C放大视图。

[0025] 部分各个附图标记对应的名称是：墙体1；污水箱2；第一管道21；增压水泵22；错流

过滤器23；第二管道24；第三管道25；清水箱3；循环管道31；循环水泵32；倾斜平面4；自动洗

车机5；外接水道51；洗车平台6；收集水道61；桨叶62；桨叶轴63；刚性滤网64；连通管65；回

收管道66；固体收集箱7；主动轴71；从动轴72；传送带73；链条74。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描述用于揭露本发明具体内容以使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本发明。以下描

述中的优选实施例只作为举例，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想到其他显而易见的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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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本发明的实施例为一种自动洗车机的安装方法，包括过滤水循环系统、固体颗粒

收集与排出装置、污水粗过滤装置、地面污水收集装置、洗车平台以及自动洗车机的安装，

所述安装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整个安装步骤由下到上的顺序安装。

[0028] 本实施例里关于自动洗车机本体结构、自动洗车的自动化控制以及电源器件为现

有技术，在本实施例里不再详细阐述。

[0029] 步骤一：过滤水循环系统的安装，先在所述洗车平台6下方的墙体1上安装污水箱2

和清水箱3，所述污水箱2和清水箱3之间装有过滤用的错流过滤器23，所述污水箱装有连接

到地面污水收集装置的收集水道61，所述清水箱3装有连接到洗车平台上方的循环管道31。

错流过滤是指在泵的推动下料液平行于膜面流动，与死端过滤不同的是料液流经膜面时产

生的剪切力把膜面上滞留的颗粒带走，从而使污染层保持在一个较薄的水平。错流过滤对

固含量高于0.5％的料液通常采用错流过滤。该过滤方式可以获得高达97-98％的过滤效

果，也容易应用在大型过滤场合。

[0030] 步骤二：固体颗粒收集与排除装置的安装；在所述洗车平台6下方安装固体收集箱

7，所述错流过滤器23的过滤后含有固体颗粒的污水排入固体收集箱7，所述固体收集箱7具

有斜面，所述斜面的最低点装有排出含有垃圾以及固体颗粒的污水排出口。

[0031] 步骤三：污水粗过滤装置的安装，在所述收集水道61中安装桨叶62和刚性滤网64；

所述收集水道61的开口小于桨叶62旋转时直径的一半，且所述收集水道61的开口位置不经

过所述桨叶62的旋转中心，收集水道61设置在桨叶的一侧以实现水流带动桨叶旋转，所述

收集水道61内装有收集固定颗粒的运输装置。刚性滤网64通过L型设置可以充分的回收污

水。

[0032] 步骤四：地面污水收集装置，在所述洗车平台6和过滤水循环系统之间设有倾斜平

面4，所述倾斜平面4用于收集洗车后的污水。

[0033] 步骤五：地表自动洗车机安装；在所述洗车平台6的上方安装自动洗车机5的运行

轨道以及车底清洗喷头。

[0034] 所述污水箱2装有输入到错流过滤器23的第一管道21，所述第一管道21上设有增

压水泵22，所述错流过滤器23装配有第二管道24和第三管道25两个输出端，所述第二管道

24用于排出含有固定颗粒的污水，所述第三管道25把错流过滤器23过滤后的清水排到清水

箱3中。所述固体收集箱7和污水箱2之间设有回收管道66，所述回收管道66在靠近固体收集

箱7的一侧设有刚性滤网64，所述第二管道24的出口靠近回收管道66，通过第二管道出来的

水流冲洗防止回收管道被堵塞。

[0035] 在所述循环管道31装上循环水泵22且连通到自动洗车机喷头上，所述自动洗车机

5上方装有外接水道51。

[0036] 所述收集水道61竖直方向上设有细孔的桨叶62，所述桨叶62的旋转中心处设有桨

叶轴63，所述桨叶轴63的一端延伸至所述收集水道61外，所述桨叶62下方有刚性滤网64，所

述刚性滤网64分为倾斜放置部分和竖直放置部分，所述桨叶轴63与运输装置连接，所述运

输装置包括从动轴72、主动轴71和传送带73，所述竖直放置部分的刚性滤网64底部设有固

定在固体收集箱7上的从动轴72，所述固体收集箱7内设有主动轴71，所述主动轴71的位置

高于从动轴72，所述从动轴72和主动轴71之间设有传送带73，所述传送带表面有磨砂粗糙

度高便于运输固体颗粒，传送带除了靠近主动轴71处的一侧不密封，传送带其余三侧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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俩侧与固体收集箱密封配合、靠近收集水道61的一侧与收集水道61进行密封处理，即使在

收集水道61一侧使用塑料覆盖也可以，塑料一端固定在收集水道61上，但在水流小的时候

会有渗水的可能，这部分水会通过固体收集箱7排出口。

[0037] 所述从动轴固定在固体收集箱7内，所述主动轴71设有延伸出固体收集箱7外的延

伸端，所述延伸端的位置与延伸至收集水道61外的桨叶轴63同侧，在所述桨叶轴63与主动

轴71的收集水道外设有链条74。

[0038] 所述第三管道25靠近清水箱3处设有电磁阀，所述电磁阀用于在污水箱2清洗的时

候关闭，可以自动定时机械清洗，省去人工清洗的麻烦，通过收集水道61进水，且一边进水

一边通过增压水泵22排水，对污水箱2和错流过滤器同时进行清洗，才冲洗的时候需要一直

打开排出口，防止液面高度达到回收管道66的高度。

[0039] 洗车平台6的上方至少安装一台自动洗车机5，洗车平台6为网格状的刚性平台，洗

车后的水通过网格流到倾斜平面4上，然后通过收集水道61落下，收集水道61的水下落拍打

桨叶62，桨叶62旋转带动桨叶轴63旋转，洗车平台、桨叶、刚性滤网、错流过滤器的网孔大小

依次递减，桨叶62把较大的固体颗粒通过缺口排到传送带73上，在水流作用下倾斜放置的

刚性滤网64把相对小的固体颗粒沿着斜面排到传送带73上，流到传送带73上的水通过竖直

放置的刚性滤网回流到收集水道内，桨叶轴63通过链条74带动主动轴71旋转，主动轴71带

动传送带循环转动，当垃圾在传送带运行带最高点后下落到固体收集箱内，最后通过抽吸

泵通过固体收集箱的排出口排出，固体收集箱内可以设置感应器检测固体收集箱内的液面

高度，定时排出。

[0040]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本发明

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

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的范围内。本发明要求的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

等同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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