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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冰雪速融蒸发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道路冰雪速融蒸发设备，利用汽

车发动机排出的高温废气对水气进行热置换，在

汽车向前的行进中，将所置换的高温高压水和高

温高压空气分别喷向路面，高温高压水快速冲碎

路面冰、雪并使其速融成积水，并利用负压收集

积水，高温高压空气直接吹散路面水分子，使冰

雪由固态转为液态，最终为气态散去，设备包括

汽车和水箱，所述水箱设置在汽车后部的载重车

厢内，包括发动机排气换热器、高温高压水喷射

器、高温高压气喷射器、驱动水泵、驱动风机和驱

动机构构成，通过本技术方案，从而完成路面积

雪的清理工作，本技术方案只是在现有车辆上加

装改造，在完成清理积雪工作后，依然可以作为

其它用途的车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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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道路冰雪速融蒸发设备，包括汽车和水箱，所述水箱设置在汽车后部的载重车

厢内，其特征在于，包括发动机排气换热器、高温高压水喷射器、高温高压气喷射器、驱动水

泵、驱动风机和驱动机构构成，所述高温高压水喷射器设置在汽车的前端下部，高温高压气

喷射器设置在汽车前轮后方的汽车底盘下部，驱动水泵和驱动风机分别设置在汽车底盘下

部，发动机排气换热器设置在汽车发动机的排气支管一侧并与发动机内相连，高温高压水

喷射器和高温高压气喷射器分别通过连接管路与发动机排气换热器的液态和气态输出端

相连接，驱动水泵和驱动风机的输出端分别与发动机排气换热器的液态和气态输入端相

连，驱动水泵的输入端通过连接管路与设置在汽车载重车箱上的水箱输出端相连通，驱动

机构的输入端与汽车发动机动力输出端相连，驱动机构的输出端分别与驱动水泵和驱动风

机相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道路冰雪速融蒸发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滚动混水吸收器

和气水分离器，所述滚动混水吸收器设置在高温高压气喷射器前方与汽车前轮后方的汽车

底盘下部上，滚动混水吸收器的输出端通过气水分离器分别与驱动风机的输入端和水箱相

连通。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道路冰雪速融蒸发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发动机排气换热器

由高温气体加热腔、高温水加热腔构成，所述高温气体加热腔的侧壁上设置有数个与汽车

发动机气缸出气口相连接的气体换热支管，气体换热支管伸入到高温气体加热腔内的另一

侧向后穿入到位于后部的高温水加热腔内，并沿高温水加热腔的纵向方向与汽车排气管相

连，位于高温气体加热腔内的气体换热支管上设置有空气换热片，所述高温气体加热腔上

设置有高压气体入口和高温高压气体出口，高压气体入口和高温高压气体出口分别通过所

对应的连接管路与驱动风机的输出端和高温高压气喷射器相连，所述高温水加热腔上设置

有高压进水口和高温高压出水口，所述高压进水口和高温高压出水口分别通过所对应的连

接管路与驱动水泵的输出端和高温高压水喷射器相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道路冰雪速融蒸发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高温高压水喷射

器，由高温高压水喷管、主轴管、支撑杆和位置调整器构成，所述主轴管下端与高温高压水

喷管的中部相连通，高温高压水喷管向下的圆弧表面上设置有若干水喷口，两个支撑杆的

上端和下端分别固定在主轴管上端和高温高压水喷管的左右两侧，主轴管上端通过连接管

路与发动机排气换热器的高温高压出水口相连通，位置调整器的一端与主轴管相连，另一

端与汽车前端保险杠相连。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道路冰雪速融蒸发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高温高压气喷射器

由高温高压气喷管和主气管构成，所述主气管下端与高温高压气喷管的中部相连通，高温

高压气喷管向下的圆弧表面上设置有若干气喷口，主气管固定在汽车底盘上，主气管上端

通过连接管路与发动机排气换热器的高温高压气体出口相连通。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道路冰雪速融蒸发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主轴管、高温高压

水喷管、发动机排气换热器及发动机排气换热器的高温高压出水口的连接管路上分别外侧

包覆有保温层。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道路冰雪速融蒸发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主气管、高温高压

气喷管、发动机排气换热器的高温高压气体出口的连接管路上分别外侧包覆有保温层。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道路冰雪速融蒸发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滚动混水吸收器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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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水腔、支撑托座、吸收扁管和位置调整器构成，所述支撑托座设置在吸水腔的上端，吸收

扁管两侧前掠，吸收扁管中部设置在吸水腔的下端，并且与吸水腔内部相连通，吸收扁管上

设置有长条形吸水口，支撑托座为滚动混水吸收器的输出端通过气水分离器分别与驱动风

机的输入端和水箱相连通，支撑托座外侧与位置调整器下端相铰接，位置调整器上端固定

在汽车底盘中部下方。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道路冰雪速融蒸发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吸水腔两侧设置有

引导轮支架，引导轮设置在引导轮支架上；吸收扁管后部的中间位置分别设置有两个滚轮

轴支架，滚轮轴固定在滚轮轴支架上，滚轮轴两侧前掠与所对应的吸收扁管相平行，若干滚

轮穿装在滚轮轴上。

10.根据权利要求2或8所述的道路冰雪速融蒸发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汽车的载重车

厢后部设置有气水过滤箱和过渡水箱，气水过滤箱内水平设置有过滤网，过滤网下部所对

应的气水过滤箱侧壁上分别设置有气水过滤入口和垃圾排放门，过滤网上部所对应的气水

过滤箱侧壁上设置有气水过滤出口，气水过滤入口与滚动混水吸收器的支撑托座相连通，

气水过滤出口经过气水分离器，气体部分与驱动风机的输入端相连通，液体部分经过渡水

箱和水箱与驱动水泵的输入端相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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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冰雪速融蒸发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道路清理设备，特别是涉及一种道路冰雪速融蒸发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在现有技术中，北方冬季道路清除冰雪，大多是以工程车辆为主，是以冲撞式破

冰、清扫除雪，并按破除、清扫、路边堆放的顺序完成，后续的工作是收集、运输、存放的方式

进行，对于稍厚一点的积雪就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0003] 采用工程车辆冲撞式破冰、扫雪，必然对路面产生伤害，人力清扫，效率低下，用于

机场等地方的专业除冰雪设备，也还要先进行浮雪清扫，再采用特种的蒸汽发生器，利用蒸

汽来融冰融雪，不但需要大量而复杂的专业系统设备来对冰雪进行自然的融化过程，其消

耗功率大、成本高、效率低、速度慢、融冰雪厚度小、处理路面窄、操作复杂，不适合大面积的

城市道路、高速公路的冰雪清除，同时特种除冰雪机中对冰雪加热设备，要求功率高体积较

大，清理速度低，价格昂贵。

[0004] 我国的地理位置中，特别是北方区域的道路需要投入相当大的人力物力来应对冰

雪自然天气环境，即便是江南也有时要遭受冰雪冻害的侵袭，特别是在冷热交替的季节，

冰、雪、水共存的条件下更是难缠，极易造成城市道路交通中断、救援受阻，高速公路连续追

尾、重大伤人事故不断发生，使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受到重大威害，给人们生活和工作带来

诸多不便，为此每年国家需要出巨资、购设备，应对冰雪灾害，而实际收效有限。

发明内容

[0005]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道路冰雪速融蒸发设备，通过本技术

方案，利用对路面上的冰或雪，采用水的固、液、气态转换原理，采用汽车发动机的剩余动力

和汽车发动机排出的高温废气将水加热，并通过驱动水泵将高温高压水近距离快速冲碎路

面冰、雪并使其速融成水，再用高温高压空气直接吹散路面水分子，使冰雪由固态转为液

态，最终为气态散去，从而完成路面积雪的清理工作，从而弥补了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

[0006]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0007] 一种道路冰雪速融蒸发方法，利用汽车发动机排出的高温废气对水气进行热置

换，在汽车向前的行进中，将所置换的高温高压水和高温高压空气分别喷向路面，高温高压

水快速冲碎路面冰、雪并使其速融成积水，并利用负压收集积水，高温高压空气直接吹散路

面水分子，使冰雪由固态转为液态，最终为气态散去，从而完成路面积雪的清理工作。

[0008] 一种道路冰雪速融蒸发设备，包括汽车和水箱，所述水箱设置在汽车后部的载重

车厢内，包括发动机排气换热器、高温高压水喷射器、高温高压气喷射器、驱动水泵、驱动风

机和驱动机构构成，所述高温高压水喷射器设置在汽车的前端下部，高温高压气喷射器设

置在汽车前轮后方的汽车底盘下部，驱动水泵和驱动风机分别设置在汽车底盘下部，发动

机排气换热器设置在汽车发动机的排气支管一侧并与发动机内相连，高温高压水喷射器和

高温高压气喷射器分别通过连接管路与发动机排气换热器的液态和气态输出端相连接，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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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水泵和驱动风机的输出端分别与发动机排气换热器的液态和气态输入端相连，驱动水泵

的输入端通过连接管路与设置在汽车载重车箱上的水箱输出端相连通，驱动机构的输入端

与汽车发动机动力输出端相连，驱动机构的输出端分别与驱动水泵和驱动风机相连。

[0009] 还包括滚动混水吸收器和气水分离器，所述滚动混水吸收器设置在高温高压气喷

射器前方与汽车前轮后方的汽车底盘下部上，滚动混水吸收器的输出端通过气水分离器分

别与驱动风机的输入端和水箱相连通。

[0010] 所述发动机排气换热器由高温气体加热腔、高温水加热腔构成，所述高温气体加

热腔的侧壁上设置有数个与汽车发动机气缸出气口相连接的气体换热支管，气体换热支管

伸入到高温气体加热腔内的另一侧向后穿入到位于后部的高温水加热腔内，并沿高温水加

热腔的纵向方向与汽车排气管相连，位于高温气体加热腔内的气体换热支管上设置有空气

换热片，所述高温气体加热腔上设置有高压气体入口和高温高压气体出口，高压气体入口

和高温高压气体出口分别通过所对应的连接管路与驱动风机的输出端和高温高压气喷射

器相连，所述高温水加热腔上设置有高压进水口和高温高压出水口，所述高压进水口和高

温高压出水口分别通过所对应的连接管路与驱动水泵的输出端和高温高压水喷射器相连

通。

[0011] 所述高温高压水喷射器，由高温高压水喷管、主轴管、支撑杆和位置调整器构成，

所述主轴管下端与高温高压水喷管的中部相连通，高温高压水喷管向下的圆弧表面上设置

有若干水喷口，两个支撑杆的上端和下端分别固定在主轴管上端和高温高压水喷管的左右

两侧，主轴管上端通过连接管路与发动机排气换热器的高温高压出水口相连通，位置调整

器的一端与主轴管相连，另一端与汽车前端保险杠相连。

[0012] 所述高温高压气喷射器由高温高压气喷管和主气管构成，所述主气管下端与高温

高压气喷管的中部相连通，高温高压气喷管向下的圆弧表面上设置有若干气喷口，主气管

固定在汽车底盘上，主气管上端通过连接管路与发动机排气换热器的高温高压气体出口相

连通。

[0013] 所述主轴管、高温高压水喷管和主气管、高温高压气喷管、发动机排气换热器及发

动机排气换热器的高温高压气体出口和高温高压出水口的连接管路上分别外侧包覆有保

温层。

[0014] 所述滚动混水吸收器由吸水腔、支撑托座、吸收扁管和位置调整器构成，所述支撑

托座设置在吸水腔的上端，吸收扁管两侧前掠，吸收扁管中部设置在吸水腔的下端，并且与

吸水腔内部相连通，吸收扁管上设置有长条形吸水口，支撑托座为滚动混水吸收器的输出

端通过气水分离器分别与驱动风机的输入端和水箱相连通，支撑托座外侧与位置调整器下

端相铰接，位置调整器上端固定在汽车底盘中部下方。

[0015] 所述吸水腔两侧设置有引导轮支架，引导轮设置在引导轮支架上；吸收扁管后部

的中间位置分别设置有两个滚轮轴支架，滚轮轴固定在滚轮轴支架上，滚轮轴两侧前掠与

所对应的吸收扁管相平行，若干滚轮穿装在滚轮轴上。

[0016] 所述汽车的载重车厢后部设置有气水过滤箱和过渡水箱，气水过滤箱内水平设置

有过滤网，过滤网下部所对应的气水过滤箱侧壁上分别设置有气水过滤入口和垃圾排放

门，过滤网上部所对应的气水过滤箱侧壁上设置有气水过滤出口，气水过滤入口与滚动混

水吸收器的支撑托座相连通，气水过滤出口经过气水分离器，气体部分与驱动风机的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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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相连通，液体部分经过渡水箱和水箱与驱动水泵的输入端相连通。

[0017]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后的有益效果是：一种道路冰雪速融蒸发设备，通过本技术方

案，利用对路面上的冰或雪，采用水的固、液、气态转换原理，采用汽车发动机的剩余动力和

汽车发动机排出的高温废气将水加热，并通过高速水泵把水加压，近距离快速冲碎路面冰、

雪并使其速融成水，再用高温空气直接吹散路面水分子，至冰雪由固态转为液态，最终为气

态散去，从而完成路面积雪的清理工作，本技术方案只是在现有车辆上加装改造，无需专用

车辆，在完成清理积雪工作后，依然可以作为其它用途的车辆应用。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外部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中汽车底盘的结构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中发动机排气换热器立体外形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发明的发动机排气换热器内部结构立体示意图。

[0022] 图5为图4的立体后视图。

[0023] 图6为本发明中高温高压水喷射器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7为图6的仰视示意图。

[0025] 图8为本发明中高温高压水喷射器中位置调整器结构示意图。

[0026] 图9为本发明中高温高压气喷射器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10为图9的仰视示意图。

[0028] 图11为本发明中滚动混水吸收器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12为图11的仰视结构示意图。

[0030] 图13为图11的立体结构图。

[0031] 图14为本发明中滚动混水吸收器中位置调整器结构示意图。

[0032] 图15为本发明中气水过滤箱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3] 图16为图15的后视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4] 图17为本发明中气水过滤箱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35] 图18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发动机和取力器的连接结构立体示意图。

[0036] 图中，1汽车、2水箱、3发动机排气换热器、4高温高压水喷射器、5高温高压气喷射

器、6驱动水泵、7驱动风机、8驱动机构、9汽车底盘、10连接管路、11滚动混水吸收器、12气水

分离器，13高温气体加热腔、14高温水加热腔、15发动机、16气体换热支管、17汽车排气管、

18空气换热片、19高压气体入口、20高温高压气体出口、21高压进水口、22高温高压出水口、

23高温高压水喷管、24主轴管、25支撑杆、26位置调整器、27水喷口、28保险杠、29高温高压

气喷管、30主气管、31气喷口、32保温层、33吸水腔、34支撑托座、35吸收扁管、36长条形吸水

口、37引导轮支架、38引导轮、39滚轮轴支架、40滚轮轴、41气水过滤箱、42过渡水箱、43过滤

网、44气水过滤入口、45垃圾排放门、46气水过滤出口、47滚轮、48齿条、49四连杆、50取力

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中具体实施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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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本发明涉及的道路冰雪速融蒸发方法，利用汽车发动机排出的高温废气对水气进

行热置换，在汽车向前的行进中，将所置换的高温高压水和高温高压空气分别喷向路面，高

温高压水快速冲碎路面冰、雪并使其速融成积水，并利用负压收集积水，高温高压空气直接

吹散路面水分子，使冰雪由固态转为液态，最终为气态散去，从而完成路面积雪的清理工

作。

[0039] 如图1-图18所示，本发明涉及的道路冰雪速融蒸发设备，包括汽车1和水箱2，所述

水箱2设置在汽车1后部的载重车厢内，包括发动机排气换热器3、高温高压水喷射器4、高温

高压气喷射器5、驱动水泵6、驱动风机7和驱动机构8构成，所述高温高压水喷射器4设置在

汽车1的前端下部，高温高压气喷射器5设置在汽车1前轮后方的汽车底盘9下部，驱动水泵6

和驱动风机7分别设置在汽车底盘9下部，发动机排气换热器3设置在汽车1发动机15的排气

支管一侧并与发动机15内相连，高温高压水喷射器4和高温高压气喷射器5分别通过连接管

路10与发动机排气换热器3的液态和气态输出端相连接，驱动水泵6和驱动风机7的输出端

分别与发动机排气换热器3的液态和气态输入端相连，驱动水泵6的输入端通过连接管路10

与设置在汽车1载重车箱上的水箱2输出端相连通，驱动机构8的输入端与发动机15动力输

出端相连，驱动机构8的输出端分别与驱动水泵6和驱动风机7相连。

[0040] 还包括滚动混水吸收器11和气水分离器12，所述滚动混水吸收器11设置在高温高

压气喷射器5前方与汽车1前轮后方的汽车底盘9下部上，滚动混水吸收器11的输出端通过

气水分离器12分别与驱动风机7的输入端和水箱2相连通。

[0041] 所述发动机排气换热器3由高温气体加热腔13、高温水加热腔14构成，所述高温气

体加热腔13的侧壁上设置有数个与汽车1发动机15气缸出气口相连接的气体换热支管16，

气体换热支管16伸入到高温气体加热腔13内的另一侧向后穿入到位于后部的高温水加热

腔14内，并沿高温水加热腔14的纵向方向与汽车排气管17相连，位于高温气体加热腔13内

的气体换热支管16上设置有空气换热片18，所述高温气体加热腔13上设置有高压气体入口

19和高温高压气体出口20，高压气体入口19和高温高压气体出口20分别通过所对应的连接

管路10与驱动风机7的输出端和高温高压气喷射器5相连，所述高温水加热腔14上设置有高

压进水口21和高温高压出水口22，所述高压进水口21和高温高压出水口22分别通过所对应

的连接管路10与驱动水泵6的输出端和高温高压水喷射器4相连通。

[0042] 所述高温高压水喷射器4，由高温高压水喷管23、主轴管24、支撑杆25和位置调整

器26构成，所述主轴管24下端与高温高压水喷管23的中部相连通，高温高压水喷管23向下

的圆弧表面上设置有若干水喷口27，两个支撑杆25的上端和下端分别固定在主轴管24上端

和高温高压水喷管23的左右两侧，主轴管24上端通过连接管路10与发动机排气换热器3的

高温高压出水口22相连通，位置调整器26的一端与主轴管24相连，另一端与汽车1前端保险

杠28相连。

[0043] 所述高温高压气喷射器5由高温高压气喷管29和主气管30构成，所述主气管30下

端与高温高压气喷管29的中部相连通，高温高压气喷管29向下的圆弧表面上设置有若干气

喷口31，主气管30固定在汽车底盘9上，主气管30上端通过连接管路10与发动机排气换热器

3的高温高压气体出口20相连通。

[0044] 所述主轴管24、高温高压水喷管23和主气管30、高温高压气喷管29、发动机排气换

热器3及发动机排气换热器3的高温高压气体出口20和高温高压出水口22的连接管路1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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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外侧包覆有保温层32。

[0045] 所述滚动混水吸收器11由吸水腔33、支撑托座34、吸收扁管35和位置调整器26构

成，所述支撑托座34设置在吸水腔33的上端，吸收扁管35两侧前掠，吸收扁管35中部设置在

吸水腔33的下端，并且与吸水腔33内部相连通，吸收扁管35上设置有长条形吸水口36，支撑

托座34为滚动混水吸收器11的输出端通过气水分离器12分别与驱动风机7的输入端和水箱

2相连通，支撑托座34外侧与位置调整器26下端相铰接，位置调整器26上端固定在汽车底盘

9中部下方。

[0046] 所述吸水腔33两侧设置有引导轮支架37，引导轮38设置在引导轮支架37上；吸收

扁管35后部的中间位置分别设置有两个滚轮轴支架39，滚轮轴40固定在滚轮轴支架39上，

滚轮轴40两侧前掠与所对应的吸收扁管35相平行，若干滚轮47穿装在滚轮轴40上。

[0047] 所述汽车1的载重车厢后部设置有气水过滤箱41和过渡水箱42，气水过滤箱41内

水平设置有过滤网43，过滤网43下部所对应的气水过滤箱41侧壁上分别设置有气水过滤入

口44和垃圾排放门45，过滤网43上部所对应的气水过滤箱41侧壁上设置有气水过滤出口

46，气水过滤入口44与滚动混水吸收器11的支撑托座34相连通，气水过滤出口46经过气水

分离器12，气体部分与驱动风机7的输入端相连通，液体部分经过渡水箱42和水箱2与驱动

水泵6的输入端相连通。

[0048] 本发明的实施例中高温高压水喷射器4的位置调整器26采用齿条48方式进行调

整，滚动混水吸收器11的位置调整器26采用四连杆49进行调整，上述两种位置调整器均为

现有技术，在此不详细赘述。

[0049] 本发明中的驱动机构8可以通过发动机15输出的动力带动发电机转为电力，通过

驱动电机来带动驱动水泵6和驱动风机7进行工作，同理也可以采用液压驱动的方式。

[0050] 本发明的实施例中的驱动机构8是在发动机15动力输出轴上设置取力器50，通过

取力器50带动驱动水泵6和驱动风机7进行工作。

[0051] 本发明在工作时，操纵道路冰雪速融蒸发设备，行至待除冰雪路面后停车，操纵位

置调整器26，将高温高压水喷管23下端调整到距冰雪路面100mm左右高度，接通取力器50，

换入1档后起步至大负荷行驶，发动机15工作到转速2500r/min以上，此时发动机排气支管

废气温度大于850℃，开通水箱2放水，驱动设备前行；同时取力器50带动驱动风机7和驱动

水泵6工作，水从水箱2、驱动水泵6、发动机排气换热器3的高温水加热腔14进行加热后，经

高温高压水喷射器4喷出对路面积雪进行清理、使其速融成水；空气从驱动风机7、发动机排

气换热器3的高温气体加热腔13进行加热后，经高温高压气喷射器5对路面积水进行蒸发处

理。

[0052] 发动机15排出的高温废气，进入到发动机排气换热器3中的气体换热支管16中，高

温气体加热腔13内的空气换热片18可传导加热800℃以上，空气高速流经高温气体加热腔

13时，被瞬间加热到100℃以上，吸热后体积膨涨的空气加快流速；水通过驱动水泵6进入到

高温水加热腔14，可将水加热到90℃以上

[0053] 取力器50带动驱动风机7，滚动混水吸收器11通过位置调整器26放置在路面，长条

形吸水口36沿路面将大量速融混水吸入，通过气水过滤箱41和气水分离器12将空气送到驱

动风机7的输入端，将水送到过渡水箱42中，最终送至驱动水泵6的输入端，气水过滤箱41过

滤下的颗粒垃圾下沉积到底部，可通过垃圾排放门45定期进行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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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利用汽车1发动机15排气经发动机排气换热器3进行热置换，

产生高温高压气体和高温高压水，首先是高温高压水经高温高压水喷射器4喷出，将冰雪融

成水，通过滚动混水吸收器11负压对路面积水进行收集，最后高温高压气体经高温高压气

喷射器5对路面剩于的小部分积水进行蒸发处理。

[005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可行实施例而已，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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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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