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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一种小型横跨式护栏清洗车公开了

一种骑跨在护栏上移动，通过横向清扫辊和竖向

清扫辊配合喷水对护栏进行清洗，且随后通过吹

风箱对护栏进行吹风风干的清洗车，其特征在于

所述主车体由对称的第一壳体和第二壳体组成，

且第一壳体顶部通过顶板和第二壳体顶部相连

接，所述第一壳体和第二壳体相对的面为敞口结

构，所述第一壳体和第二壳体之间置有一段距

离，两块踏板分别置于第一壳体左侧底部和第二

壳体右侧底部，且相对称，两个驱动后轮分别通

过转轴可转动的置于第一壳体左侧底部和第二

壳体右侧底部，所述驱动后轮上置有轮毂电机，

所述驱动后轮位于踏板一侧，支脚架置于主车体

后侧，且顶板一端斜向上延伸至和支脚架顶部相

连接。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5页  附图6页

CN 110453628 A

2019.11.15

CN
 1
10
45
36
28
 A



1.一种小型横跨式护栏清洗车，包括气泵、水箱、横向清扫辊、水管、喷水头、支脚架、前

轮、废水箱、踏板、驱动后轮、轮毂电机、主车体、一号电机、吹风箱、竖向清扫辊、导流板、流

水槽、二号电机和顶板，其特征在于骑跨在护栏上移动，通过横向清扫辊和竖向清扫辊配合

喷水对护栏进行清洗，且随后通过吹风箱对护栏进行吹风风干。

2.一种小型横跨式护栏清洗车，其特征是：主车体由对称的第一壳体和第二壳体组成，

且第一壳体顶部通过顶板和第二壳体顶部相连接，两块踏板分别置于第一壳体左侧底部和

第二壳体右侧底部，且相对称，两个驱动后轮分别通过转轴可转动的置于第一壳体左侧底

部和第二壳体右侧底部，驱动后轮上置有轮毂电机，驱动后轮位于踏板一侧，支脚架置于主

车体后侧，且顶板一端斜向上延伸至和支脚架顶部相连接，支脚架的上部分为倒置的U型板

状结构，且U型板的两侧板分别和第一壳体、第二壳体相连接，  U型板的两侧板向下弧形延

伸形成两个弧形杆作为支脚架的下部分，弧形杆的一端上置有可转动的前轮，水箱置于支

脚架顶部，水箱内置有水泵，两个水管分别置于U型板的U型槽内，且分别靠近U型板的两侧

板，两个水管的一端分别穿过支脚架的顶部置于水箱内，且两个水管的一端分别和水泵上

的出水口相连通，水管上等距置有多个喷水头，且喷水头和水管相连通，横向清扫辊置于U

型板的U型槽内，且横向清扫辊两端的轴分别通过轴承置于U型板的两侧板上，横向清扫辊

靠近支脚架的顶部，二号电机置于支脚架一侧上，且二号电机的电机轴和横向清扫辊一端

的轴相连接，两个一号电机分别置于顶板上，两个竖向清扫辊分别置于主车体内，且分别位

于主车体的第一壳体和第二壳体内，竖向清扫辊底端的轴通过轴承可转动的置于主车体底

部，两个竖向清扫辊顶端的轴分别穿过顶板和两个一号电机的电机轴相连接，两个一号电

机的外侧置有电机防尘罩，两个吹风箱分别置于第一壳体内和第二壳体内，两个吹风箱相

对的面上开有多个吹风孔，气泵置于顶板上，且和吹风箱相对，气泵的出气口分别通过软管

和两个吹风箱相连通，喷水头朝向竖向清扫辊方向倾斜，竖向清扫辊位于吹风箱和支脚架

之间，两个废水箱分别置于第一壳体底部和第二壳体底部，第一壳体底部和第二壳体底部

分别开有流水槽，流水槽一侧置有导流板，导流板一端和主车体相连接，导流板另一端斜向

上延伸至和支脚架相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小型横跨式护栏清洗车，其特征在于所述踏板通过铰接

轴和主车体可转动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小型横跨式护栏清洗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壳体和第

二壳体相对的面为敞口结构，所述第一壳体和第二壳体之间置有一段距离。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小型横跨式护栏清洗车，其特征在于所述U型板的两侧板

宽度从上向下逐渐增加。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小型横跨式护栏清洗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吹风孔的孔径

由内向外逐渐增加，气流便于从吹风孔内吹出。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小型横跨式护栏清洗车，其特征在于所述流水槽槽底开

有多个滤水孔，且滤水孔和废水箱相连通，所述滤水孔的孔径从上向下逐渐减小。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小型横跨式护栏清洗车，其特征在于所述横向清扫辊的

最高点高于竖向清扫辊的顶端，所述横向清扫辊的最低点低于竖向清扫辊的顶端，所述横

向清扫辊的外侧圆周面上置有刷毛，所述竖向清扫辊的外侧圆周面上置有刷毛。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小型横跨式护栏清洗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刷毛由软硬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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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组合而成。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小型横跨式护栏清洗车，其特征在于所述横向清扫辊配

合两个竖向清扫辊，能够对护栏进行三侧包围式清扫，护栏为扁平状，进而能够对护栏进行

全方位的清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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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小型横跨式护栏清洗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一种小型横跨式护栏清洗车，涉及一种骑跨在护栏上，且沿着护栏进行移

动清洗的清洗车，属于市政设备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骑跨在护栏上移动，通过横向清扫辊和

竖向清扫辊配合喷水对护栏进行清洗，且随后通过吹风箱对护栏进行吹风风干的清洗车。

背景技术

[0002] 公路护栏主要用于交通道路的隔离划分，维护车辆与行人的秩序安全，公路护栏

由于其暴露式的放置环境加上车来车往扬起粉尘与排放的尾气，导致护栏上容易积聚灰尘

与污渍，加快护栏的锈蚀，降低其正常的使用寿命，因此护栏需要定期进行维护与清理，目

前，现有的护栏清理车其体积庞大，在清洗时会占据一定的交通通道，影响正常的交通秩

序，甚至是对于一些路面较窄的道路，很容易造成交通堵塞。

[0003] 公告号CN108560457A公开了一种道路桥梁路面护栏清洗装置，包括箱体、垃圾清

扫箱、隔板、沉淀箱、过滤箱、过滤箱皮带、过滤箱电机、推送箱、推送箱电机基座、推送箱电

机、清水水箱、污水管支撑架、污水管、升降装置、护栏清洗箱、污水涡轮、污水软管、清洗电

机基座、清洗电机、清洗基座、清水涡轮、清水水箱出水口、喷淋器、车轮，该清洗装置体积庞

大在清洗时会占用交通通道，影响交通运行的顺畅。

[0004] 公告号CN107604861A公开了一种市政道路护栏清理装置，液压缸右端转动连接套

环，套环套接清洁辊下端，液压缸上部设置支撑杆，支撑杆左端滑动连接导向槽，上部套环

右端转动连接上部套环，上部套环套接清洁辊上端；装置本体左端内部设置驱动电机，驱动

电机上端转动连接主动轴，主动轴上端转动连接曲轴，且曲轴上部轴承转动连接装置本体；

所述主动轴中部固定连接第一锥齿轮，该设备具有一定体积，在清理时车体一侧位于交通

道路上容易影响正常的交通运行。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改善上述情况，本发明一种小型横跨式护栏清洗车提供了一种骑跨在护栏上

移动，通过横向清扫辊和竖向清扫辊配合喷水对护栏进行清洗，且随后通过吹风箱对护栏

进行吹风风干的清洗车。

[0006] 本发明一种小型横跨式护栏清洗车是这样实现的：本发明一种小型横跨式护栏清

洗车由气泵、水箱、横向清扫辊、水管、喷水头、支脚架、前轮、废水箱、踏板、驱动后轮、轮毂

电机、主车体、一号电机、吹风箱、竖向清扫辊、导流板、流水槽、二号电机和顶板组成，所述

主车体由对称的第一壳体和第二壳体组成，且第一壳体顶部通过顶板和第二壳体顶部相连

接，所述第一壳体和第二壳体相对的面为敞口结构，所述第一壳体和第二壳体之间置有一

段距离，两块踏板分别置于第一壳体左侧底部和第二壳体右侧底部，且相对称，两个驱动后

轮分别通过转轴可转动的置于第一壳体左侧底部和第二壳体右侧底部，所述驱动后轮上置

有轮毂电机，所述驱动后轮位于踏板一侧，支脚架置于主车体后侧，且顶板一端斜向上延伸

至和支脚架顶部相连接，所述支脚架的上部分为倒置的U型板状结构，且U型板的两侧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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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和第一壳体、第二壳体相连接，所述U型板的两侧板宽度从上向下逐渐增加，所述U型板的

两侧板向下弧形延伸形成两个弧形杆作为支脚架的下部分，所述弧形杆的一端上置有可转

动的前轮，水箱置于支脚架顶部，所述水箱内置有水泵，两个水管分别置于U型板的U型槽

内，且分别靠近U型板的两侧板，两个所述水管的一端分别穿过支脚架的顶部置于水箱内，

且两个所述水管的一端分别和水泵上的出水口相连通，所述水管上等距置有多个喷水头，

且喷水头和水管相连通，横向清扫辊置于U型板的U型槽内，且横向清扫辊两端的轴分别通

过轴承置于U型板的两侧板上，所述横向清扫辊靠近支脚架的顶部，二号电机置于支脚架一

侧上，且二号电机的电机轴和横向清扫辊一端的轴相连接，两个一号电机分别置于顶板上，

两个竖向清扫辊分别置于主车体内，且分别位于主车体的第一壳体和第二壳体内，所述竖

向清扫辊底端的轴通过轴承可转动的置于主车体底部，两个所述竖向清扫辊顶端的轴分别

穿过顶板和两个一号电机的电机轴相连接，两个所述一号电机的外侧置有电机防尘罩，两

个吹风箱分别置于第一壳体内和第二壳体内，两个所述吹风箱相对的面上开有多个吹风

孔，所述吹风孔的孔径由内向外逐渐增加，气泵置于顶板上，且和吹风箱相对，所述气泵的

出气口分别通过软管和两个吹风箱相连通，所述喷水头朝向竖向清扫辊方向倾斜，所述竖

向清扫辊位于吹风箱和支脚架之间，两个废水箱分别置于第一壳体底部和第二壳体底部，

所述第一壳体底部和第二壳体底部分别开有流水槽，所述流水槽槽底开有多个滤水孔，且

滤水孔和废水箱相连通，所述滤水孔的孔径从上向下逐渐减小，所述流水槽一侧置有导流

板，所述导流板一端和主车体相连接，所述导流板另一端斜向上延伸至和支脚架相连接，所

述踏板表面置有防滑纹，所述横向清扫辊的最高点高于竖向清扫辊的顶端，所述横向清扫

辊的最低点低于竖向清扫辊的顶端，所述横向清扫辊的外侧圆周面上置有刷毛，所述竖向

清扫辊的外侧圆周面上置有刷毛，所述刷毛由软硬刷毛组合而成。

[0007] 进一步的，所述踏板通过铰接轴和主车体可转动连接。

[0008] 有益效果。

[0009] 一、横跨式结构配合较窄的车体，在清洗护栏时不会占用正常的道路，可在车流间

进行对护栏的清洗，而不会影响正常交通。

[0010] 二、对清洗产生的污水进行有效的收集与快速吹干，降低清洗护栏时污水乱流的

局面。

[0011] 三、工作时清洗人员可搭乘站立在车体上，降低清洁人员的劳动强度，为其提供便

捷省力的移动休息空间。

附图说明

[0012] 图1本发明一种小型横跨式护栏清洗车的立体结构图；

图2本发明一种小型横跨式护栏清洗车的结构示意图；

图3本发明一种小型横跨式护栏清洗车的立体结构图，其展示了装置顶部剖除一半后

的内部结构；

图4本发明一种小型横跨式护栏清洗车横向清洗辊处的立体结构图；

图5本发明一种小型横跨式护栏清洗车使用时的立体结构图；

图6本发明一种小型横跨式护栏清洗车实施例2的立体结构图。

[0013] 附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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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为：气泵（1），水箱（2），横向清扫辊（3），水管（4），喷水头（5），支脚架（6），前轮（7），

废水箱（8），踏板（9），驱动后轮（10），轮毂电机（11），主车体（12），一号电机（13），吹风箱

（14），竖向清扫辊（15），导流板（16），流水槽（17），二号电机（18），护栏（19），铰接轴（20），顶

板（21），第一壳体（22），第二壳体（23）。

[0014] 具体实施方式：

实施例1：

本发明一种小型横跨式护栏清洗车是这样实现的：本发明一种小型横跨式护栏清洗车

由气泵（1）、水箱（2）、横向清扫辊（3）、水管（4）、喷水头（5）、支脚架（6）、前轮（7）、废水箱

（8）、踏板（9）、驱动后轮（10）、轮毂电机（11）、主车体（12）、一号电机（13）、吹风箱（14）、竖向

清扫辊（15）、导流板（16）、流水槽（17）、二号电机（18）和顶板（21）组成，所述主车体（12）由

对称的第一壳体（22）和第二壳体（23）组成，且第一壳体（22）顶部通过顶板（21）和第二壳体

（23）顶部相连接，所述第一壳体（22）和第二壳体（23）相对的面为敞口结构，所述第一壳体

（22）和第二壳体（23）之间置有一段距离，两块踏板（9）分别置于第一壳体（22）左侧底部和

第二壳体（23）右侧底部，且相对称，两个驱动后轮（10）分别通过转轴可转动的置于第一壳

体（22）左侧底部和第二壳体（23）右侧底部，所述驱动后轮（10）上置有轮毂电机（11），所述

驱动后轮（10）位于踏板（9）一侧，支脚架（6）置于主车体（12）后侧，且顶板（21）一端斜向上

延伸至和支脚架（6）顶部相连接，所述支脚架（6）的上部分为倒置的U型板状结构，且U型板

的两侧板分别和第一壳体（22）、第二壳体（23）相连接，所述U型板的两侧板宽度从上向下逐

渐增加，所述U型板的两侧板向下弧形延伸形成两个弧形杆作为支脚架（6）的下部分，所述

弧形杆的一端上置有可转动的前轮（7），水箱（2）置于支脚架（6）顶部，所述水箱（2）内置有

水泵，两个水管（4）分别置于U型板的U型槽内，且分别靠近U型板的两侧板，两个所述水管

（4）的一端分别穿过支脚架（6）的顶部置于水箱（2）内，且两个所述水管（4）的一端分别和水

泵上的出水口相连通，所述水管（4）上等距置有多个喷水头（5），且喷水头（5）和水管（4）相

连通，横向清扫辊（3）置于U型板的U型槽内，且横向清扫辊（3）两端的轴分别通过轴承置于U

型板的两侧板上，所述横向清扫辊（3）靠近支脚架（6）的顶部，二号电机（18）置于支脚架（6）

一侧上，且二号电机（18）的电机轴和横向清扫辊（3）一端的轴相连接，两个一号电机（13）分

别置于顶板（21）上，两个竖向清扫辊（15）分别置于主车体（12）内，且分别位于主车体（12）

的第一壳体（22）和第二壳体（23）内，所述竖向清扫辊（15）底端的轴通过轴承可转动的置于

主车体（12）底部，两个所述竖向清扫辊（15）顶端的轴分别穿过顶板（21）和两个一号电机

（13）的电机轴相连接，两个所述一号电机（13）的外侧置有电机防尘罩，两个吹风箱（14）分

别置于第一壳体（22）内和第二壳体（23）内，两个所述吹风箱（14）相对的面上开有多个吹风

孔，所述吹风孔的孔径由内向外逐渐增加，气泵（1）置于顶板（21）上，且和吹风箱（14）相对，

所述气泵（1）的出气口分别通过软管和两个吹风箱（14）相连通，所述喷水头（5）朝向竖向清

扫辊（15）方向倾斜，所述竖向清扫辊（15）位于吹风箱（14）和支脚架（6）之间，两个废水箱

（8）分别置于第一壳体（22）底部和第二壳体（23）底部，所述第一壳体（22）底部和第二壳体

（23）底部分别开有流水槽（17），所述流水槽（17）槽底开有多个滤水孔，且滤水孔和废水箱

（8）相连通，所述滤水孔的孔径从上向下逐渐减小，所述流水槽（17）一侧置有导流板（16），

所述导流板（16）一端和主车体（12）相连接，所述导流板（16）另一端斜向上延伸至和支脚架

（6）相连接，所述踏板（9）表面置有防滑纹，所述横向清扫辊（3）的最高点高于竖向清扫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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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的顶端，所述横向清扫辊（3）的最低点低于竖向清扫辊（15）的顶端，所述横向清扫辊

（3）的外侧圆周面上置有刷毛，所述竖向清扫辊（15）的外侧圆周面上置有刷毛，所述刷毛由

软硬刷毛组合而成。

[0015] 使用时，当对护栏（19）进行清洗时，首先在水箱（2）内放入一定量的水，将清洗车

横跨在护栏（19）上，护栏（19）位于第一壳体（22）和第二壳体（23）之间的空隙上，然后轮毂

电机（11）带动驱动后轮（10）进行旋转，进而推动清洗车沿着护栏（19）进行移动，且支脚架

（6）在前进方向上，在清洗车移动的过程中，一号电机（13）和二号电机（18）工作，二号电机

（18）带动横向清扫辊（3）转动，两个二号电机（18）分别带动相连的竖向清扫辊（15）转动，同

时水箱（2）中的水泵将水箱（2）内水压送通过水管（4）从喷水头（5）进行喷水，进而横向清扫

辊（3）和竖向清扫辊（15）配合喷水对护栏（19）进行全方位的清洗，在清洗过程中，流落的废

水通过沿着导流板（16）被引流到底部流水槽（17）内，通过流水槽（17）槽底的滤水孔流入车

体底部的废水箱（8）（2）中，护栏（19）经过横向清扫辊（3）和竖向清扫辊（15）清扫后，气泵

（1）工作，向吹风箱（14）内吹气，进而吹风箱（14）上的吹气孔对护栏（19）进行吹风风干，完

成对护栏（19）的清洗维护；

在清洗时维护人员可随时踩立在踏板（9）上随着清洗车进行便捷移动，降低工作人员

的劳动强度，为其提供移动休息场所；

实施例2：

本实施例和实施例1的区别为：所述踏板（9）通过铰接轴（20）和主车体（12）可转动连

接；在不使用时翻转收纳在车体上，减少车体的整体宽度；

所述第一壳体（22）和第二壳体（23）相对的面为敞口结构的设计，能够使第一壳体（22）

和第二壳体（23）内的竖向清扫辊（15）露出，进而在旋转过程中能够对护栏（19）进行清扫；

所述第一壳体（22）和第二壳体（23）之间置有一段距离的设计，为护栏（19）预留空间，

使清洗车能够骑跨在护栏（19）上进行清洗；

所述驱动后轮（10）上置有轮毂电机（11）的设计，清洗车驱动采用轮毂电机（11）驱动，

降低装置整体的横向宽度；

两个所述一号电机（13）的外侧置有电机防尘罩的设计，为一号电机（13）进行防尘防

护；

所述吹风孔的孔径由内向外逐渐增加的设计，使气流便于从吹风孔内吹出，提高吹风

风干效果；

所述喷水头（5）朝向竖向清扫辊（15）方向倾斜的设计，使水流朝向竖向清扫辊（15）喷

出，对竖向清扫辊（15）进行湿润，以便其对护栏（19）进行清洗；

所述滤水孔的孔径从上向下逐渐减小的设计，能够对废水中的杂质进行过滤；

所述踏板（9）表面置有防滑纹的设计，进行防滑，避免工作人员在踩踏时打滑掉落，提

高安全性；

所述横向清扫辊（3）的最高点高于竖向清扫辊（15）的顶端，所述横向清扫辊（3）的最低

点低于竖向清扫辊（15）的顶端的设计，能够使竖向清扫辊（15）在护栏（19）竖直方向上进行

全面的清洗，避免遗漏，保证清洗效果；

所述横向清扫辊（3）的外侧圆周面上置有刷毛，所述竖向清扫辊（15）的外侧圆周面上

置有刷毛，所述刷毛由软硬刷毛组合而成的设计，软硬组合的刷毛能够将护栏（19）上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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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物进行刷洗，清洗效果更好；

所述第一壳体（22）和第二壳体（23）配合形成主车体（12）的设计，能够使主车体（12）骑

跨在护栏（19）上，减小清洗时的占用空间，降低对道路交通的影响；

所述横向清扫辊（3）配合两个竖向清扫辊（15）的设计，能够对护栏（19）进行三侧包围

式清扫，护栏（19）为扁平状，进而能够对护栏（19）进行全方位的清扫，清扫效果较好；

清洗时，横向清扫辊（3）和竖向清扫辊（15）在移动方向上在前，吹风箱（14）在后的设

计，能够使横向清扫辊（3）和竖向清扫辊（15）配合喷水先对护栏（19）进行清洗，然后吹风箱

（14）进行吹风风干，一体完成护栏（19）的维护；

支脚架（6）和主车体（12）骑跨在护栏（19）上，轮毂电机（11）带动驱动后轮（10）转动的

设计，能够通过轮毂电机（11）驱动清洗车骑跨在护栏（19）上且沿着护栏（19）进行移动清

洗，减小清洗车的整体占用面积，降低对道路交通的影响；

达到骑跨在护栏（19）上移动，通过横向清扫辊（3）和竖向清扫辊（15）配合喷水对护栏

（19）进行清洗，且随后通过吹风箱（14）对护栏（19）进行吹风风干的目的。

[0016] 上述实施例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实施的范围。任何本领

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发明范围内，当可作些许的改进，即凡是依照本发明

所做的同等改进，应为本发明的范围所涵盖。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上述具体实施例在描

述的时候，为了简单明了，仅仅描述了与其他实施例之间的区别，但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应该

知晓，上述具体实施例本身也是独立的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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