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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市政用车载式道路护栏

清洗装置，洒水车车体上设有储水罐，储水罐一

侧设有收纳箱；收纳箱内设有升降装置，升降装

置包括升降框、升降气缸、链轮Ⅲ、链条、滑移块；

升降装置一侧设有清洗装置，清洗装置包括固定

刷辊、调节刷辊、传动箱、传动装置，传动箱内设

有传动装置；固定刷辊一侧设有高压水管；护栏

的另一侧设有与固定刷辊对称的调节刷辊，调节

刷辊的结构和尺寸与固定刷辊一致；调节刷辊的

传动箱上部设有越障装置。本发明遇到交通指示

标牌等障碍物时，利用翻转装置和收缩装置将调

节刷辊收起，越过障碍物后再利用翻转装置和收

缩装置将调节刷辊复位，避免了清洗装置重新定

位，提高了刷洗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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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市政用车载式道路护栏清洗装置，包括洒水车、储水罐、收纳箱、清洗装置、越障

装置、升降装置、调整装置、传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洒水车车体上设有储水罐，所述储水

罐一侧设有收纳箱，收纳箱固定安装在洒水车车体上；

所述收纳箱内设有升降装置，所述升降装置包括升降框、升降气缸、链轮Ⅲ、链条、滑移

块，所述收纳箱内部一侧设有升降框，升降框为框架式结构；所述升降框一侧设有气缸Ⅱ，

气缸Ⅱ的缸体一端与收纳箱内壁固定连接，气缸Ⅱ的活塞杆与升降框固定连接；所述升降

框下部一侧设有导轨Ⅱ，升降框底部设有与导轨Ⅱ配合的导块；所述升降框一侧滑动的设

置有滑移块，升降框底板上设有升降气缸，所述升降气缸的活塞杆上端设有链轮Ⅲ，链轮Ⅲ

上设有链条，链条一端与升降气缸的缸体固定连接，另一端与滑移块固定连接，所述滑移块

一侧设有连接板Ⅲ；

所述升降装置一侧设有清洗装置，所述清洗装置包括固定刷辊、调节刷辊、传动箱、传

动装置，所述固定刷辊设有多个，且固定刷辊外壁设有若干不规则布置的布条，固定刷辊两

端均设有转轴，下端的转轴通过轴承与底板连接，上端的转轴通过轴承与传动箱连接，传动

箱一侧与连接板Ⅲ固定连接，所述传动箱上部一侧固定安装有减速机，减速机上部一侧设

有电机，所述传动箱内设有传动装置；所述固定刷辊一侧设有高压水管，高压水管一端与储

水罐连接，所述高压水管上设有若干均匀布置的喷头；护栏的另一侧设有与固定刷辊对称

的调节刷辊，调节刷辊的结构和尺寸与固定刷辊一致；调节刷辊的传动箱上部设有越障装

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市政用车载式道路护栏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越障

装置包括翻转装置、收缩装置，所述翻转装置包括连接耳、翻转轴、连接臂、气缸Ⅰ，调节刷辊

的传动箱上部两侧固定设有连接耳，两个连接耳的上部通过翻转轴固定连接，翻转轴一端

固定安装有链轮Ⅰ，所述翻转轴一侧设有连接臂，连接臂一侧固定设有安装板，所述安装板

一侧设有固定轴，固定轴一端通过轴承与链轮Ⅱ连接，链轮Ⅰ和链轮Ⅱ通过传动链连接；所

述安装板上设有固定套，固定套内设有气缸Ⅰ，气缸Ⅰ的活塞杆通过卡扣与传动链连接；所述

连接臂一侧设有伸缩臂，伸缩臂一端设有若干筋板；

所述伸缩臂一侧设有收缩装置，所述收缩装置包括导块、导轨Ⅰ、伸缩气缸，所述筋板下

部一侧固定设有导块，导块下部设有与之配合的导轨Ⅰ，所述导轨Ⅰ固定安装在连接板Ⅲ上；

所述筋板一侧设有伸缩气缸、伸缩气缸的缸体与连接板Ⅲ固定连接，伸缩气缸的活塞杆与

筋板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市政用车载式道路护栏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越障

装置包括固定座、气缸Ⅲ、气缸Ⅳ，调节刷辊一侧的传动箱上部固定安装有固定座，所述固

定座两侧各设有若干组安装孔，安装孔内设有键槽，且每侧的安装孔数量不少于2个；所述

固定座上部两侧设有L形的安装板Ⅳ，所述安装板Ⅳ上部固定设有气缸Ⅲ；所述连接板Ⅲ上

固定安装有两组气缸Ⅳ，气缸Ⅳ的活塞杆顶端固定连接有L形的连接板Ⅴ，连接板Ⅴ一侧设

有若干与安装孔对应的插杆，插杆一端设有与键槽对应的键；所述连接板Ⅴ上设有与气缸

Ⅲ对应的固定孔。

4.根据权利要求2、3所述的一种市政用车载式道路护栏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

定刷辊一侧设有固定擦辊，调节刷辊一侧设有调节擦辊，固定擦辊和调节擦辊上均设有若

干不规则布置的布条，固定擦辊和调节擦辊分别与其下端的底板连接，上端与传动装置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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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所述固定擦辊和调节刷辊一侧均设有高压风管，高压风管上设有若干吹嘴。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市政用车载式道路护栏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

刷辊、调节刷辊、固定擦辊、调节擦辊均有若干段滚刷筒拼接而成，滚刷筒的上端设有外螺

纹，下端设有内螺纹；所述滚刷筒下部一侧设有连接块，连接块一侧设有连接轴，连接轴上

设有与连接块配合的连接板Ⅱ；所述连接块上设有内孔，内孔圆周方向上设有若干键槽；连

接轴延伸至连接板Ⅱ另一侧，且连接轴一端设有与键槽配合的键齿。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市政用车载式道路护栏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

板一侧设有固定块，固定块上设有导槽，导槽内设有滑块，链轮Ⅱ的固定轴固定安装在滑块

上，所述滑块一侧设有螺杆，安装板上设有挡块，螺杆一端穿过挡块，挡块一侧的螺杆上设

有螺母。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市政用车载式道路护栏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

刷辊一侧设有防溅罩Ⅰ，调节刷辊一侧设有防溅罩Ⅱ，防溅罩Ⅱ一侧设有防溅罩Ⅲ，防溅罩

Ⅰ、防溅罩Ⅱ、防溅罩Ⅲ均采用分段式布置，每段的长度与滚刷筒的长度相等，且相邻段间连

接处通过连接板Ⅰ连接，连接板Ⅰ上设有连接螺栓。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市政用车载式道路护栏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

装置包括主动轮、从动轮、皮带，所述固定擦辊、调节擦辊上部的转轴上端各设有一个主动

轮，减速机输出轴与主动轮固定连接；固定刷辊、调节刷辊上部的转轴上端个设有一个从动

轮，且相邻从动轮之间以及主动轮与相邻从动轮之间通过皮带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市政用车载式道路护栏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

装置包括转盘、连杆、齿条、齿轮，所述转盘中心处设有传动轴，传动轴与减速机输出轴固定

连接，所述转盘一侧设有连杆，连杆与转盘通过销轴活动连接，连杆另一端通过销轴活动连

接有齿条，所述齿条下部一侧设有滑块，传动箱底板上设有与滑块配合的导轨；固定刷辊、

调节刷辊、固定擦辊、调节擦辊上部的转轴上端设有与齿条啮合的齿轮。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市政用车载式道路护栏清洗装置，所述转盘上设有偏心

槽，销轴安装在偏心槽内部，销轴上一侧设有固定挡环，另一侧设有蝶形螺母，连杆活动的

安装在挡环下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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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市政用车载式道路护栏清洗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市政机械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市政用车载式道路护栏清洗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护栏是设置在公路桥梁两侧或中间用来隔绝不同行驶方向车流或人流的装置，由

于道路上的粉尘比较严重，所以在长期使用后，护栏上会落满灰尘，若长时间不打扫护栏，

护栏上会积累大量的灰尘、污渍以及污泥，严重影响市容市貌，同时也不利于城市卫生建

设；

[0003] 现有的护栏清理一般采用喷洒的形式进行喷水清理，不仅浪费水资源，而且清理

效果差，人工冲洗清理时还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另外，现有技术中根据自动洗车原理发明了

一种车载式护栏清洗装置，在护栏的两侧设置了刷辊，由洒水车牵引清洗装置前进从而对

护栏进行清洗，解决了喷水清理浪费水且不安全的问题，但护栏上往往会安装有交通指示

标牌，标牌为了醒目一般安装位置较高，导致清洗装置无法越过标牌，刷洗的效率低。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中不足，提供一种市政用车载式道路护栏清洗装

置，遇到交通指示标牌等障碍物时，利用翻转装置和收缩装置将调节刷辊收起，越过障碍物

后再利用翻转装置和收缩装置将调节刷辊复位，避免了清洗装置重新定位，提高了刷洗的

效率。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市政用车载式道路护栏清洗装置，包括洒水车、储水罐、收纳箱、清洗装置、越

障装置、升降装置、调整装置、传动装置，所述洒水车车体上设有储水罐，用于盛放清洗用

水，所述储水罐一侧设有收纳箱，收纳箱固定安装在洒水车车体上；

[0007] 所述收纳箱内设有升降装置，所述升降装置包括升降框、升降气缸、链轮Ⅲ、链条、

滑移块，所述收纳箱内部一侧设有升降框，升降框为框架式结构；所述升降框一侧设有气缸

Ⅱ，气缸Ⅱ的缸体一端与收纳箱内壁固定连接，气缸Ⅱ的活塞杆与升降框固定连接；所述升

降框下部一侧设有导轨Ⅱ，升降框底部设有与导轨Ⅱ配合的导块；所述升降框一侧滑动的

设置有滑移块，升降框底板上设有升降气缸，所述升降气缸的活塞杆上端设有链轮Ⅲ，链轮

Ⅲ上设有链条，链条一端与升降气缸的缸体固定连接，另一端与滑移块固定连接，所述滑移

块一侧设有连接板Ⅲ；通过控制升降气缸的活塞杆伸缩运动，并通过链条拉动滑移块上下

运动，实现了清洗装置的上下移动，对于高度较低的障碍物，通过清洗装置的上下移动即可

实现越过；护栏清洗完成后，通过升降装置将清洗装置抬升至适当的位置，并使气缸Ⅱ的活

塞杆收缩，将清洗装置收纳于收纳箱内部，一方面避免了灰尘污染清洗装置，另一方面便于

洒水车的正常行驶；

[0008] 所述升降装置一侧设有清洗装置，所述清洗装置包括固定刷辊、调节刷辊、传动

箱、传动装置，所述固定刷辊设有多个，且固定刷辊外壁设有若干不规则布置的布条，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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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辊两端均设有转轴，下端的转轴通过轴承与底板连接，上端的转轴通过轴承与传动箱连

接，传动箱一侧与连接板Ⅲ固定连接，所述传动箱上部一侧固定安装有减速机，减速机上部

一侧设有电机，所述传动箱内设有传动装置；所述固定刷辊一侧设有高压水管，高压水管一

端与储水罐连接，所述高压水管上设有若干均匀布置的喷头，喷头将高压水喷向护栏表面，

然后电机通过传动装置带动固定刷辊转动，从而对护栏的一侧进行清洗；护栏的另一侧设

有与固定刷辊对称的调节刷辊，调节刷辊的结构和尺寸与固定刷辊一致；调节刷辊对护栏

的另一侧进行清理；调节刷辊的传动箱上部设有越障装置。

[0009] 优选的，所述越障装置包括翻转装置、收缩装置，所述翻转装置包括连接耳、翻转

轴、连接臂、气缸Ⅰ，调节刷辊的传动箱上部两侧固定设有连接耳，两个连接耳的上部通过翻

转轴固定连接，翻转轴一端固定安装有链轮Ⅰ，所述翻转轴一侧设有连接臂，连接臂一侧固

定设有安装板，所述安装板一侧设有固定轴，固定轴一端通过轴承与链轮Ⅱ连接，链轮Ⅰ和

链轮Ⅱ通过传动链连接；所述安装板上设有固定套，固定套内设有气缸Ⅰ，气缸Ⅰ的活塞杆通

过卡扣与传动链连接；所述连接臂一侧设有伸缩臂，伸缩臂一端设有若干筋板；

[0010] 所述伸缩臂一侧设有收缩装置，所述收缩装置包括导块、导轨Ⅰ、伸缩气缸，所述筋

板下部一侧固定设有导块，导块下部设有与之配合的导轨Ⅰ，所述导轨Ⅰ固定安装在连接板

Ⅲ上；所述筋板一侧设有伸缩气缸、伸缩气缸的缸体与连接板Ⅲ固定连接，伸缩气缸的活塞

杆与筋板固定连接；越过护栏上的障碍物时，气缸Ⅰ的活塞杆收缩，卡扣通过链条带动链轮Ⅰ

逆时针转动，从而通过连接耳带动调节刷辊逆时针向上翻转，调节刷辊翻转180°后，伸缩气

缸收缩，使调节刷辊移动至固定刷辊一侧，待越过障碍物后，伸缩气缸伸长，气缸Ⅰ伸长，使

调节刷辊复位，避免了车体的移动，提高了护栏的刷洗效率。

[0011] 优选的，所述越障装置包括固定座、气缸Ⅲ、气缸Ⅳ，调节刷辊一侧的传动箱上部

固定安装有固定座，所述固定座两侧各设有若干组安装孔，安装孔内设有键槽，且每侧的安

装孔数量不少于2个；所述固定座上部两侧设有L形的安装板Ⅳ，所述安装板Ⅳ上部固定设

有气缸Ⅲ；所述连接板Ⅲ上固定安装有两组气缸Ⅳ，气缸Ⅳ的活塞杆顶端固定连接有L形的

连接板Ⅴ，连接板Ⅴ一侧设有若干与安装孔对应的插杆，插杆一端设有与键槽对应的键；所

述连接板Ⅴ上设有与气缸Ⅲ对应的固定孔；正常状态下，气缸Ⅳ的活塞杆顶出，使插杆插入

固定座的安装孔内部，气缸Ⅲ的活塞杆顶出至连接板Ⅴ上的固定孔，避免清洗装置滑脱；遇

到障碍物时，前端的气缸Ⅲ收缩，使气缸Ⅲ的活塞杆与连接板Ⅴ分离，然后，气缸Ⅲ的活塞

杆收缩，使插杆收缩至固定刷辊一侧，另一组气缸Ⅲ和气缸Ⅳ保持连接状态；待障碍物运行

至两组气缸Ⅲ和气缸Ⅳ的活塞杆之间后，使前端的气缸Ⅳ伸长至插杆插入安装孔内部，然

后气缸Ⅲ伸长至插入连接板Ⅴ的固定孔中完成复位；而后，后端的气缸Ⅲ和气缸Ⅳ重复前

端气缸Ⅲ和气缸Ⅳ收缩的动作，待越过障碍物后，后端的气缸Ⅲ和气缸Ⅳ复位，完成越障动

作。

[0012] 优选的，所述固定刷辊一侧设有固定擦辊，调节刷辊一侧设有调节擦辊，固定擦辊

和调节擦辊上均设有若干不规则布置的布条，固定擦辊和调节擦辊分别与其下端的底板连

接，上端与传动装置连接；固定擦辊对清洗后护栏上的水渍擦干，避免了道路上的灰尘粘附

在护栏的水滴上形成泥渍，保证了护栏清洗的效果；所述固定擦辊和调节刷辊一侧均设有

高压风管，高压风管上设有若干吹嘴，吹嘴进一步对护栏进行吹扫，不仅加速了护栏的干

燥，而且对固定擦辊上的布条进行吹干，保证了护栏擦拭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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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优选的，所述固定刷辊、调节刷辊、固定擦辊、调节擦辊均有若干段滚刷筒拼接而

成，滚刷筒的上端设有外螺纹，下端设有内螺纹；所述滚刷筒下部一侧设有连接块，连接块

一侧设有连接轴，连接轴上设有与连接块配合的连接板Ⅱ；所述连接块上设有内孔，内孔圆

周方向上设有若干键槽；连接轴延伸至连接板Ⅱ另一侧，且连接轴一端设有与键槽配合的

键齿，键齿键槽配合增强了连接轴连接的强度；根据护栏的高度选择不同数量的滚刷筒，并

将滚刷筒螺纹连接起来，将连接轴通过连接板Ⅱ与最低端的滚刷筒上的连接块固定连接，

适用于不同高度的护栏使用，且便于滚刷筒的更换，避免了局部损坏造成整条刷辊或擦辊

更换，降低了刷辊或擦辊的使用成本。

[0014] 优选的，所述安装板一侧设有固定块，固定块上设有导槽，导槽内设有滑块，链轮

Ⅱ的固定轴固定安装在滑块上，所述滑块一侧设有螺杆，安装板上设有挡块，螺杆一端穿过

挡块，挡块一侧的螺杆上设有螺母，通过拧动螺母使滑块在导槽内移动，对传动链进行张

紧，保证了翻转装置的正常运行。

[0015] 优选的，所述固定刷辊一侧设有防溅罩Ⅰ，调节刷辊一侧设有防溅罩Ⅱ，防溅罩Ⅱ

一侧设有防溅罩Ⅲ，防溅罩Ⅰ、防溅罩Ⅱ、防溅罩Ⅲ均采用分段式布置，每段的长度与滚刷筒

的长度相等，且相邻段间连接处通过连接板Ⅰ连接，连接板Ⅰ上设有连接螺栓；防溅罩避免了

护栏清理时刷辊上的水渍甩出，且分段式布置的防溅罩与滚刷筒相适应，适用于不同的刷

辊使用。

[0016] 优选的，所述传动装置包括主动轮、从动轮、皮带，所述固定擦辊、调节擦辊上部的

转轴上端各设有一个主动轮，减速机输出轴与主动轮固定连接；固定刷辊、调节刷辊上部的

转轴上端个设有一个从动轮，且相邻从动轮之间以及主动轮与相邻从动轮之间通过皮带连

接。

[0017] 优选的，所述传动装置包括转盘、连杆、齿条、齿轮，所述转盘中心处设有传动轴，

传动轴与减速机输出轴固定连接，所述转盘一侧设有连杆，连杆与转盘通过销轴活动连接，

连杆另一端通过销轴活动连接有齿条，所述齿条下部一侧设有滑块，传动箱底板上设有与

滑块配合的导轨；固定刷辊、调节刷辊、固定擦辊、调节擦辊上部的转轴上端设有与齿条啮

合的齿轮；电机通过减速机带动转盘转动，转盘通过连杆带动齿条在传动箱内部做往复直

线运动，从而带动齿轮做循环正反转运动，使得固定刷辊、调节刷辊、固定擦辊、调节擦辊对

护栏进行正反转清理，增强了护栏的清理效果。

[0018] 优选的，所述转盘上设有偏心槽，销轴安装在偏心槽内部，销轴上一侧设有固定挡

环，另一侧设有蝶形螺母，连杆活动的安装在挡环下侧；通过调节销轴在偏心槽中的位置来

调整销轴的偏心距，从而调整齿轮循环运动的周期和频率，适用于不同污染程度的护栏清

理使用。

[0019]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较有益效果表现在：

[0020] 1)遇到交通指示标牌等障碍物时，利用翻转装置和收缩装置将调节刷辊收起，越

过障碍物后再利用翻转装置和收缩装置将调节刷辊复位，避免了清洗装置重新定位，提高

了刷洗的效率；

[0021] 2)固定擦辊对清洗后护栏上的水渍擦干，避免了道路上的灰尘粘附在护栏的水滴

上形成泥渍，保证了护栏清洗的效果；

[0022] 3)吹嘴进一步对护栏进行吹扫，不仅加速了护栏的干燥，而且对固定擦辊上的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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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进行吹干，保证了护栏擦拭的效果；

[0023] 4)根据护栏的高度选择不同数量的滚刷筒，并将滚刷筒螺纹连接起来，将连接轴

通过连接板Ⅱ与最低端的滚刷筒上的连接块固定连接，适用于不同高度的护栏使用，且便

于滚刷筒的更换，避免了局部损坏造成整条刷辊或擦辊更换，降低了刷辊或擦辊的使用成

本；

[0024] 5)键齿键槽配合增强了连接轴连接的强度；

[0025] 6)通过拧动螺母使滑块在导槽内移动，对传动链进行张紧，保证了翻转装置的正

常运行；

[0026] 7)防溅罩避免了护栏清理时刷辊上的水渍甩出，且分段式布置的防溅罩与滚刷筒

相适应，适用于不同的刷辊使用；

[0027] 8)电机通过减速机带动转盘转动，转盘通过连杆带动齿条在传动箱内部做往复直

线运动，从而带动齿轮做循环正反转运动，使得固定刷辊、调节刷辊、固定擦辊、调节擦辊对

护栏进行正反转清理，增强了护栏的清理效果；

[0028] 9)通过调节销轴在偏心槽中的位置来调整销轴的偏心距，从而调整齿轮循环运动

的周期和频率，适用于不同污染程度的护栏清理使用。

附图说明

[0029] 附图1是本发明一种市政用车载式道路护栏清洗装置结构示意图；

[0030] 附图2是本发明一种市政用车载式道路护栏清洗装置去除洒水车结构示意图；

[0031] 附图3是本发明一种市政用车载式道路护栏清洗装置中清洗装置结构示意图；

[0032] 附图4是本发明一种市政用车载式道路护栏清洗装置中清洗装置另一侧结构示意

图；

[0033] 附图5是本发明一种市政用车载式道路护栏清洗装置实施例2中传动装置结构示

意图；

[0034] 附图6是本发明一种市政用车载式道路护栏清洗装置中转盘结构示意图；

[0035] 附图7是本发明一种市政用车载式道路护栏清洗装置中滚刷筒结构示意图；

[0036] 附图8是本发明一种市政用车载式道路护栏清洗装置中A局部放大图；

[0037] 附图9是本发明一种市政用车载式道路护栏清洗装置中B局部放大图；

[0038] 附图10是本发明一种市政用车载式道路护栏清洗装置中连接轴结构示意图；

[0039] 附图11是本发明一种市政用车载式道路护栏清洗装置中翻转装置结构示意图；

[0040] 附图12是本发明一种市政用车载式道路护栏清洗装置中翻转装置另一侧结构示

意图；

[0041] 附图13是本发明一种市政用车载式道路护栏清洗装置中升降装置结构示意图；

[0042] 附图14是本发明一种市政用车载式道路护栏清洗装置中C局部放大图；

[0043] 附图15是本发明一种市政用车载式道路护栏清洗装置实施例3中清洗装置结构示

意图；

[0044] 附图16是本发明一种市政用车载式道路护栏清洗装置实施例3中越障装置爆炸

图；

[0045] 图中：1-洒水车，2-储水罐，3-收纳箱，4-清洗装置，5-翻转装置，6-收缩装置，7-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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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装置，8-传动装置，9-越障装置，401-固定刷辊，402-调节刷辊，403-固定擦辊，404-调节

擦辊，405-高压水管，406-喷头，407-高压风管，408-吹嘴，409-转轴，410-主动轮，411-从动

轮，412-皮带，413-传动箱，414-电机，415-减速机，416-底板，417-防溅罩Ⅰ，418-防溅罩Ⅱ，

419-防溅罩Ⅲ，420-连接板Ⅰ，421-连接螺栓，422-滚刷筒，423-外螺纹，424-内螺纹，425-连

接块，426-连接轴，427-内孔，428-键槽，429-连接板Ⅱ，430-键齿，431-传动轴，432-转盘，

433-偏心槽，434-蝶形螺母，435-连杆，436-销轴，437-齿条，438-齿轮，501-连接耳，502-翻

转轴，503-连接臂，504-链轮Ⅰ，505-链轮Ⅱ，506-传动链，507-固定轴，508-卡扣，509-气缸

Ⅰ，510-固定套，511-安装板，512-伸缩臂，513-固定块，514-滑块，515-螺杆，516-挡块，601-

筋板，602-导块，603-导轨Ⅰ，604-伸缩气缸，605-连接板Ⅲ，701-升降框，702-升降气缸，

703-链条，704-链轮Ⅲ，705-导轨Ⅱ，706-气缸Ⅱ，707-滑移块，901-固定座，902-安装板Ⅳ，

903-气缸Ⅲ，904-气缸Ⅳ，905-连接板Ⅴ，906-推杆，907-键，908-安装孔，909-固定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46] 为方便本技术领域人员的理解，下面结合附图1-16，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一步

具体说明。

[0047] 实施例1

[0048] 如图1-2所示，一种市政用车载式道路护栏清洗装置，包括洒水车1、储水罐2、收纳

箱3、清洗装置4、越障装置9、升降装置7、传动装置8，所述洒水车1车体上设有储水罐2，用于

盛放清洗用水，所述储水罐2一侧设有收纳箱3，收纳箱3固定安装在洒水车1车体上；

[0049] 如图13所示，所述收纳箱3内设有升降装置7，所述升降装置7包括升降框701、升降

气缸702、链轮Ⅲ704、链条703、滑移块707，所述收纳箱3内部一侧设有升降框701，升降框

701为框架式结构；所述升降框701一侧设有气缸Ⅱ706，气缸Ⅱ706的缸体一端与收纳箱3内

壁固定连接，气缸Ⅱ706的活塞杆与升降框701固定连接；所述升降框701下部一侧设有导轨

Ⅱ705，升降框701底部设有与导轨Ⅱ705配合的导块；所述升降框701一侧滑动的设置有滑

移块707，升降框701底板上设有升降气缸702，所述升降气缸702的活塞杆上端设有链轮Ⅲ

704，链轮Ⅲ704上设有链条703，链条703一端与升降气缸702的缸体固定连接，另一端与滑

移块707固定连接，所述滑移块707一侧设有连接板Ⅲ605；通过控制升降气缸702的活塞杆

伸缩运动，并通过链条703拉动滑移块707上下运动，实现了清洗装置4的上下移动，对于高

度较低的障碍物，通过清洗装置4的上下移动即可实现越过；护栏清洗完成后，通过升降装

置7将清洗装置4抬升至适当的位置，并使气缸Ⅱ706的活塞杆收缩，将清洗装置4收纳于收

纳箱3内部，一方面避免了灰尘污染清洗装置，另一方面便于洒水车1的正常行驶；

[0050] 如图2-4所示，所述升降装置7一侧设有清洗装置4，所述清洗装置4包括固定刷辊

401、调节刷辊402、传动箱413、传动装置8，所述固定刷辊401设有多个，且固定刷辊401外壁

设有若干不规则布置的布条，固定刷辊401两端均设有转轴409，下端的转轴409通过轴承与

底板416连接，上端的转轴409通过轴承与传动箱413连接，传动箱413一侧与连接板Ⅲ605固

定连接，所述传动箱413上部一侧固定安装有减速机415，减速机415上部一侧设有电机414，

所述传动箱413内设有传动装置8；所述固定刷辊401一侧设有高压水管405，高压水管405一

端与储水罐2连接，所述高压水管405上设有若干均匀布置的喷头406，喷头406将高压水喷

向护栏表面，然后电机414通过传动装置8带动固定刷辊401转动，从而对护栏的一侧进行清

说　明　书 5/8 页

8

CN 109183689 A

8



洗；护栏的另一侧设有与固定刷辊401对称的调节刷辊402，调节刷辊402的结构和尺寸与固

定刷辊401一致；调节刷辊402对护栏的另一侧进行清理；调节刷辊402的传动箱413上部设

有越障装置9。

[0051] 如图2、图11-12所示，所述越障装置9包括翻转装置5、收缩装置6，所述翻转装置5

包括连接耳501、翻转轴502、连接臂503、气缸Ⅰ509，调节刷辊402的传动箱413上部两侧固定

设有连接耳501，两个连接耳501的上部通过翻转轴502固定连接，翻转轴502一端固定安装

有链轮Ⅰ504，所述翻转轴502一侧设有连接臂503，连接臂503一侧固定设有安装板511，所述

安装板511一侧设有固定轴507，固定轴507一端通过轴承与链轮Ⅱ505连接，链轮Ⅰ504和链

轮Ⅱ505通过传动链506连接；所述安装板511上设有固定套510，固定套510内设有气缸Ⅰ

509，气缸Ⅰ509的活塞杆通过卡扣508与传动链506连接；所述连接臂503一侧设有伸缩臂

512，伸缩臂512一端设有若干筋板601；

[0052] 如图13所示，所述伸缩臂512一侧设有收缩装置6，所述收缩装置6包括导块602、导

轨Ⅰ603、伸缩气缸604，所述筋板601下部一侧固定设有导块602，导块602下部设有与之配合

的导轨Ⅰ603，所述导轨Ⅰ603固定安装在连接板Ⅲ605上；所述筋板601一侧设有伸缩气缸

604、伸缩气缸604的缸体与连接板Ⅲ605固定连接，伸缩气缸604的活塞杆与筋板601固定连

接；越过护栏上的障碍物时，气缸Ⅰ509的活塞杆收缩，卡扣508通过链条带动链轮Ⅰ逆时针转

动，从而通过连接耳501带动调节刷辊逆时针向上翻转，调节刷辊翻转180°后，伸缩气缸604

收缩，使调节刷辊402移动至固定刷辊401一侧，待越过障碍物后，伸缩气缸604伸长，气缸Ⅰ

509伸长，使调节刷辊402复位，避免了车体的移动，提高了护栏的刷洗效率。

[0053] 如图2-4所示，所述固定刷辊401一侧设有固定擦辊403，调节刷辊402一侧设有调

节擦辊404，固定擦辊403和调节擦辊404上均设有若干不规则布置的布条，固定擦辊403和

调节擦辊404分别与其下端的底板416连接，上端与传动装置8连接；固定擦辊403对清洗后

护栏上的水渍擦干，避免了道路上的灰尘粘附在护栏的水滴上形成泥渍，保证了护栏清洗

的效果。

[0054] 所述固定擦辊403和调节刷辊402一侧均设有高压风管407.高压风管407上设有若

干吹嘴408，吹嘴408进一步对护栏进行吹扫，不仅加速了护栏的干燥，而且对固定擦辊403

上的布条进行吹干，保证了护栏擦拭的效果。

[0055] 如图3-4、图7-10所示，所述固定刷辊401、调节刷辊402、固定擦辊403、调节擦辊

404均有若干段滚刷筒422拼接而成，滚刷筒422的上端设有外螺纹423，下端设有内螺纹

424；所述滚刷筒422下部一侧设有连接块425，连接块425一侧设有连接轴426，连接轴426上

设有与连接块425配合的连接板Ⅱ429；所述连接块425上设有内孔427，内孔427圆周方向上

设有若干键槽428；连接轴426延伸至连接板Ⅱ429另一侧，且连接轴426一端设有与键槽428

配合的键齿430，键齿键槽配合增强了连接轴426连接的强度；根据护栏的高度选择不同数

量的滚刷筒422，并将滚刷筒422螺纹连接起来，将连接轴426通过连接板Ⅱ429与最低端的

滚刷筒422上的连接块425固定连接，适用于不同高度的护栏使用，且便于滚刷筒422的更

换，避免了局部损坏造成整条刷辊或擦辊更换，降低了刷辊或擦辊的使用成本。

[0056] 如图12所示，所述安装板511一侧设有固定块513，固定块513上设有导槽，导槽内

设有滑块514，链轮Ⅱ505的固定轴507固定安装在滑块514上，所述滑块514一侧设有螺杆

515，安装板511上设有挡块516，螺杆515一端穿过挡块516，挡块516一侧的螺杆515上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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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母，通过拧动螺母使滑块514在导槽内移动，对传动链506进行张紧，保证了翻转装置5的

正常运行。

[0057] 如图3-4所示，所述固定刷辊401一侧设有防溅罩Ⅰ417，调节刷辊402一侧设有防溅

罩Ⅱ418，防溅罩Ⅱ418一侧设有防溅罩Ⅲ419，防溅罩Ⅰ417、防溅罩Ⅱ418、防溅罩Ⅲ419均采

用分段式布置，每段的长度与滚刷筒422的长度相等，且相邻段间连接处通过连接板Ⅰ420连

接，连接板Ⅰ420上设有连接螺栓421；防溅罩避免了护栏清理时刷辊上的水渍甩出，且分段

式布置的防溅罩与滚刷筒422相适应，适用于不同的刷辊使用。

[0058] 所述传动装置8包括主动轮410、从动轮411、皮带412，所述固定擦辊403、调节擦辊

404上部的转轴409上端各设有一个主动轮410，减速机415输出轴与主动轮410固定连接；固

定刷辊401、调节刷辊402上部的转轴409上端个设有一个从动轮411，且相邻从动轮411之间

以及主动轮410与相邻从动轮411之间通过皮带412连接。

[0059] 实施例2

[0060] 如图5-6所示，与实施例1所不同的是：所述传动装置8包括转盘432、连杆435、齿条

437、齿轮438，所述转盘432中心处设有传动轴431，传动轴431与减速机415输出轴固定连

接，所述转盘432一侧设有连杆435，连杆435与转盘432通过销轴436活动连接，连杆435另一

端通过销轴436活动连接有齿条437，所述齿条437下部一侧设有滑块，传动箱413底板上设

有与滑块配合的导轨；固定刷辊401、调节刷辊402、固定擦辊403、调节擦辊404上部的转轴

409上端设有与齿条437啮合的齿轮438；电机414通过减速机415带动转盘432转动，转盘432

通过连杆435带动齿条437在传动箱413内部做往复直线运动，从而带动齿轮438做循环正反

转运动，使得固定刷辊401、调节刷辊402、固定擦辊403、调节擦辊404对护栏进行正反转清

理，增强了护栏的清理效果。

[0061] 所述转盘432上设有偏心槽433，销轴436安装在偏心槽433内部，销轴436上一侧设

有固定挡环，另一侧设有蝶形螺母434，连杆435活动的安装在挡环下侧；通过调节销轴436

在偏心槽433中的位置来调整销轴436的偏心距，从而调整齿轮438循环运动的周期和频率，

适用于不同污染程度的护栏清理使用。

[0062] 实施例3

[0063] 如图15-16所示，与实施例1所不同的是：所述越障装置9包括固定座901、气缸Ⅲ

903、气缸Ⅳ904，调节刷辊402一侧的传动箱413上部固定安装有固定座901，所述固定座901

两侧各设有若干组安装孔908，安装孔908内设有键槽，且每侧的安装孔908数量不少于2个；

所述固定座901上部两侧设有L形的安装板Ⅳ902，所述安装板Ⅳ902上部固定设有气缸Ⅲ

903；所述连接板Ⅲ605上固定安装有两组气缸Ⅳ904，气缸Ⅳ904的活塞杆顶端固定连接有L

形的连接板Ⅴ905，安装板905Ⅴ一侧设有若干与安装孔908对应的插杆906，插杆906一端设

有与键槽对应的键907；所述连接板Ⅴ905上设有与气缸Ⅲ903对应的固定孔909；正常状态

下，气缸Ⅳ904的活塞杆顶出，使插杆906插入固定座901的安装孔908内部，气缸Ⅲ903的活

塞杆顶出至连接板Ⅴ905上的固定孔909，避免清洗装置滑脱；遇到障碍物时，前端的气缸Ⅲ

903收缩，使气缸Ⅲ903的活塞杆与连接板Ⅴ905分离，然后，气缸Ⅲ903的活塞杆收缩，使插

杆906收缩至固定刷辊401一侧，另一组气缸Ⅲ903和气缸Ⅳ904保持连接状态；待障碍物运

行至两组气缸Ⅲ903和气缸Ⅳ904的活塞杆之间后，使前端的气缸Ⅳ904伸长至插杆906插入

安装孔908内部，然后气缸Ⅲ903伸长至插入连接板Ⅴ905的固定孔909中完成复位；而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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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的气缸Ⅲ903和气缸Ⅳ904重复前端气缸Ⅲ903和气缸Ⅳ904收缩的动作，待越过障碍物

后，后端的气缸Ⅲ903和气缸Ⅳ904复位，完成越障动作。

[0064] 以上内容仅仅是对本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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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不偏离发明

的结构或者超越本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均应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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