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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动力光伏清洗盘刷 

1.1 特别安全提示 

l 高空清洗工作人员必须佩带安全带 
l 作业区区域会有物体跌落风险，应划出作业安全区，无关人员禁入 
l 水动力盘刷光伏清洗套件不是绝缘体，会导电，严禁触电、水泵应该接地以防止
触电。 

1.2 简介  

1.2.1 水动力光伏清洗盘刷是什么？ 

水动力光伏清洗盘刷是由高压水做动力的光伏清洗工具，由高压水泵供水，驱动圆盘形

毛刷高速旋转清洗。集喷水、洗涤为一体。洗的净、效率较高、不用电、耐用、成本低、维

修便捷、有水润滑而不会磨损电池板。适应多种复杂地形场地。无论集中式还是分布式的电

站，如大型地面电站、屋顶光伏、丘陵山地、采煤沉陷区、水上、渔光、农光互补光伏、车

棚光伏等都可以使用。也适合清洗集热光伏，如定日镜、菲涅尔透镜等。是光伏电站运维部

门、清洗公司的配套工具。 
动力来源：刷头不靠电驱动，不需供电，它连接高压水管到水泵，依靠高压水泵（洗车

机）输出的高压水做动力，工作压力 4兆帕。 
清洗用水：清洗每平方米电池板用水仅为 3～4升左右。每兆瓦耗水 20吨左右。 
工作效率：每小时可以清洗 200～400平方米电池板。三个人操作一台机器，两天可以

洗完一兆瓦。 
清洗距离：通过杆子和高压水管配套，能实现长距离清洗。碳纤维伸缩杆有四种长度可

选，最长是 4节 7.2米，高压水管的连接长度可以超过 300米，作业面非常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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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特点 

1.3.1 洗的干净、效率高 

水动力盘刷刷头的水力输出功率能达到 350
瓦，喷水、洗涤一次完成，属于大功率、重型手

提清洗设备，所以洗的有劲、彻底！ 
只需要清水，不用另外加任何洗涤剂，一次

就能洗干净电池板的边角积尘、鸟粪污渍、常年

陈垢，尤其光伏组件表面的铁锈、油漆污染，用

一般方法很难洗干净，水动力盘刷只用清水一遍

就可以洗干净（刷头需要换成硬毛）。因为盘刷

的水流量大、转速快，所以一遍就可以洗干净电

池板，干后不留水渍，不需要再清扫。由于水的

润滑作用，推着它很省力。 

1.3.2 再远、再高、再大面积都能洗！ 

作为适合清洁公司用的光伏清洗专业设备，盘刷适合大面积、远距离、更高处操作。可

以配长度达到 7.2米的碳纤维伸缩杆，大多数超长安装的光伏组件都能够着。配套的高压橡
胶管，长度可以超过 300米（超长水管接法请见后文），工作半径足够长，也就是用一套设
备就可以完成超大面积的光伏电池板清洗。特别是，配套的高压水泵扬程超过 200米，几十
层楼都能打水上去，对于工业屋顶光伏清洗，可以把水泵放在楼下，接好水泵电源、水源，

人拿着盘刷上屋顶就可以，对于供水、交通不便的山地光伏清洗，可以将高压水泵放在水源

旁，只要拉着水管就可以上山清洗。 

1.3.3 可以配套各种高压泵（洗车机） 

水动力盘刷的工作压力是 4 兆帕（40 公斤），消耗流量是 16 升每分钟（双头刷）及 9
升每分钟（单头刷），满足这个参数的高压水泵（洗车机）都能用，用户已经有的高压泵基

本都能用上，能给客户降成本。 

1.3.4 寿命长，比较安全，不会磨损电池板 

因为盘刷的转动零件由高性能金属材料制成，结构采用密封

结构，并且工作压力比进口同类产品低，所以工作寿命长。刷毛

采用柔软的耐磨工程塑料，大流量水润滑，没有干摩擦，属于有

水清洗，同类产品已经在国内外使用多年，不会磨损光伏电池板

表面。机头仅靠水驱动，没有电机，不会漏电，少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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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说明  

 

2.1 概述 

光伏电池板清洗盘刷是经典的水动力、手持式光伏面板清洗工具；用清水工作，由高压

水驱动圆型盘刷转动洗涤，单人操作，由人推着在电池板表面运行；刷毛柔软耐磨。它是光

伏清洗套件，由盘刷头、碳纤维杆、高压水管及高压泵组成。碳纤维杆通过活动接头与盘刷

连接，高压水管连接高压水泵及盘刷头，水泵有开关，可以调整压力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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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产品规格 

产品参数/Technical Data     

型号/Model No. 

  D600 D300 

工作宽度/Working Width  600mm 300 

盘刷数量/Brush's quantity 2 1 

盘刷直径/Disc brush diameter 300mm 300 

工作介质/Medium  清水/Water 

工作压力/Rated Pressure 4MPa  

最小工作压力/Minimum operating pressure 2MPa 

工作流量/Rated flow 16 L/min 9 L/min 

最小工作流量（在 2MPa压力时） 

Minimum Device flow rate（Pressure at 2 MPa) 10L/min 6L/min 

最高耐压/Max pressure(Bursting Pressure) < 7 MPa 

重量/Net Weight. 6Kg 3Kg 

工作温度/Work temperature 4℃～60℃ 

转速/Rotationl Speed 

(Pressure at 4 MPa) 850r/min 850r/min 

接头螺纹规格/Connection M14*1.5 

工作噪音/Noise <60dB 

工作效率/Capability 200～400 ㎡/h 150～200 ㎡/h 

 

2.3 产品配置 

水动力光伏清洗盘刷由一系列不同规格、尺寸的功能部件组成光伏清洗套件，用户可以

根据自己的需要选配。 
刷头有单头和双头两种，双头适合大面积清洗，单头适合小面积光伏运维。单头重量较

轻，单头配的杆子长度建议不超过 3.6米。 
标配：包含一个 D600或者 D300刷头，3.6米伸缩杆(2节），60米长的高压橡胶管。 

2.4 怎样选适合您用的盘刷？ 

水动力光伏清洗盘刷套件提供不同尺寸的产品，用户可根据自己实际条件选用。下面是

参考建议： 
（1）、一般情况下，选择 D600或者 D300的盘刷头，加 2节 3.6米的碳纤维伸缩杆。 
（2）、如果电池板安装的很高、或者很远，一般的工具够不着，可以选择 D600盘刷搭

配加长的碳纤维杆，最长可以到 7.2米。 
（3）、如果够得着，选择 2米的碳纤维杆子加 D600的盘刷头，这样操作省力。 
（4）、只购买清洗套件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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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购买我公司清洗套件的任何部分，如刷头、水管、杆子、水泵等。 
如果用户已经有高压水泵（洗车机），或者高压水管，只要告诉我们接头规格，我们可

以给你配好接头，用户接上就可以使用。 
用户自己的高压水泵（洗车机），压力要达到 40公斤以上，流量：双头刷每分钟 16升

以上，单头刷每分钟 9升以上就能满足要求。 

2.5 人员配置及工作效率 

工作效率： 
一般情况下，双头水动力光伏清洗盘刷，每小时可以清洗 200～400平方米电池板，单

头刷可以清洗 150～200平方米。工作效率跟电池板的安装形状有很大关系，如果电池板安
装较高，需要的杆子较长，操作费力，则效率下降。污染程度对效率影响不大，比如铁锈的

清洗，跟普通污染的电池板清洗，效率差不多。 
人员配置： 
盘刷一个人可以操作，但需要另外有人支援，帮忙拉管子，监测水泵的运行等。即一套

盘刷，需要两、三个人操作。如果两套设备同时工作，需要三、四个人。如果 10套清洗刷
同时作业，总共需要配备十三、四个人。 
一般高空作业（例如清洗大面积屋顶电池板）一套设备建议配 3个人为一组。地面人员

负责水泵的操作，屋顶清洗作业需要 2人，即可互相帮助、监护，也可轮换休息； 
地面光伏电站的清洗工作比较简单，一般两人一组，配一套设备即可。 
耗水量 
水动力光伏清洗盘刷用清水工作，清洗一平方米电池板，耗水为 2～3升。清洗一兆瓦

电池板。用水量约 20～25吨。工作压力不同，耗水量不同。可以通过调节水泵出水压力来
调节用水量。以下是水流量和压力的对应关系： 

 
工作压力 2兆帕，流量（耗水量）10升/分钟 
工作压力 3兆帕，流量（耗水量）13升/分钟 
工作压力 4兆帕（正常工作压力），流量（耗水量）16升/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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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使用寿命 

水动力光伏清洗盘刷用工程材料制作。它的使用寿命大于 5年。连续工作时间超过 4000
小时。 
主要易损件：刷毛的使用寿命超过 10万平方米。 

2.7 碳纤维工作杆 

碳纤维杆伸缩杆强度高，重量轻。现有 3个规格： 
   名称         节数     重量/kg   长度 
碳纤维杆伸缩杆 1节      0.6kg  1.95 
碳纤维杆伸缩杆 2节      1.2kg 3.6米 
碳纤维杆伸缩杆 3节      1.8kg 5.4米 
碳纤维杆伸缩杆 4节      2.5kg 7.2米 
中间有高压水管通高压水到刷头。 

 

2.8 高压橡胶管及接头 

标配的高压管内径 8毫米，外径 14毫米。工作压力 4兆帕。为了便于收纳，每 30米一
卷，通过M14接头可以连接多卷到需要长度 
高压水管最长可以接超过 300米。 
水管长度超过 100米时，建议使用不同粗细的水管：水泵出水端的水管粗一些，例如内

径 16毫米，末端高压水管内径建议 8毫米，通过变径接头连接。具体配置请联系我公司。 
重量：约 30公斤/100米。 
接头 
水动力光伏清洗盘刷的接头为公制接头。可以按客户需要配其它规格的接头。 
管道连接为：M14*1.5 
与水泵连接的接头为M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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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水泵（可选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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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 规格要求 

水动力光伏清洗盘刷必须配高压泵才能工作。高压泵结构上属于柱塞泵，可以使用电机

动力或者内燃机动力的。标配是电动高压柱塞泵。 
用户可以买我司提供的高压泵，也可以使用自己的水泵。 
用户自备水泵需要规格满足以下：压力，大于 4兆帕；流量，大于 16升/分钟. 
在满足压力、流量的前提下，一台水泵可以带动多把盘刷。、 

 
 

2.9.2 BCC0717C介绍（推荐配置） 

本水动力光伏清洗盘刷标配的是黑猫高压洗车机，型号 BCC0717C。此款清洗机是洗车
较常用的洗车机之一。也可以按客户要求配其它高压泵。 
也可以选用汽油机动力的高压泵：ECC2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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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 ECC2516汽油动力水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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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 高压泵需要加机油 

高压水泵在使用前，务必要先添加机油（350毫升）（BCC0717）。加机油后才能开机！ 
汽油动力高压泵要在水泵及发动机两处添加机油。使用 E2516 水泵的，需要加两种机

油，2516机器里放了两壶机油，一壶 85W-90是泵机油，0.8升一壶 15W-40是汽油机机油！
0.75升一壶，壶上有型号标贴。 

注意！ 
所有机型第一次加机油后，工作 20小时后，要更换全部机油，然后每工作 200小时换

机油 

 
 
ECC2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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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说明  

3.1 预备 

开始操作前做好安全防护工作， 
准备好水源。建议准备一个大水桶（容量 50～100升），将水泵进水口放在水桶内。水

泵的进水口需要用不锈钢滤网包住（我司赠送滤网的在包装箱内） 
准备好水泵电源（220伏） 
准备好安全防护措施。 
水泵的进水口要用不锈钢滤网包住。（赠送的滤网在包装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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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安装产品 

1、将盘刷高压供水管的接头扭紧到高压泵出水口。 
 
 
 
 
 
 
 
 
 
 
 
2、将碳纤维杆（3） 拧在盘刷头的活动接头（2） 上，锁紧固定。  
3、双头刷、单头刷连接： 
 
 
 
 
 
 
 
 
 
 
 
4、将高压管接到碳纤维杆里面的高压管末端。 
5、调整伸缩杆的长度以适合场地。 
开机，即可开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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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操作方法 

水动力光伏清洗盘刷操作非常简单，几乎不用培训（安全培训除外）就可以操作。 
由人工手持式水动力光伏清洗盘刷。将刷毛放在电池板上，先握紧杆子，然后打开开关

通水，调节水量，让刷头转速正常，然后推着在电池板上面上下或者左右推着就可以清洗。

通水后如果刷头不转，可以抬起刷子，用手转动刷头，待刷头开始正常转动后即可开始工作。

建议从电池板的顶端开始清洗，由上而下操作。 
调节水泵的压力调整手柄，调整出水量，使盘刷达到需要的工作转速。清洗力度可以调

节；通过调整高压水泵上面的旋钮，可以调整清洗力度的大小，压力越高清洗效果越好，能

适应各种不同污染的光伏组件面板的清洗。 
清洗轻度污染的电池板时，可以调低压力（例如 2MPa）这样可以省水。 
要清洗重度污染的电池板，可以调高压力，（例如达到 4兆帕）。此时转速高，喷水量大，

清洗效果好。 

3.4 操作注意事项 

请认真阅读，操作不当可导致人身事故！还可导致机器损坏将不予保修。 
必须做好安全措施 
本机不能在零度以下工作。 
必须抓牢杆子才能通高压水。 
刷盘使用时避免高速旋转时去碰撞物体，或者碰撞其它物体致其急停，必须关水停机，

不能用刷头抵住其它物体从而使其停止转动，或者直接将旋转的毛刷放在地下，盘刷高速旋

转时，碰到其它物体会导致齿轮断裂，此种情况不于保修。 
盘刷的驱动压工作不得超过 40kgf/cm2（4兆帕），超过压力造成的机器损坏不予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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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怎样洗得干净？ 

多用水。水越多洗得越干净，压力越大洗得越干净（当然不能超过 5兆帕安全压力），
在压力已经足够的情况下，如果要大幅度提高清洗效率，就需要增加流量,也就是说，流量
越大越好。 
预先将电池板淋湿，即先用水冲刷电池板，待水没有干燥，再用盘刷清洗，清洗效率会

更高。 
可以在水里添加使用允许使用的清洗剂，这样可以提高清洗效率。 
让脏水及时流走，有时刚洗完看着还可以，等干燥后，玻璃表面就又有一层细细的尘土，

这是由于脏水没有及时流走，干燥后形成污渍。怎么解决？可以用两个人，一前一后连着清

洗两遍，脏水不会干涸在玻璃上就被冲走了，还可以在清洗完成后再用清水水冲一遍。 
使用加长的高压水管能提高效率，对于一些建筑物的屋顶，不方便将清洗机搬到屋顶，

这时可以将清洗机放在一楼，通过高压水管将高压水输送到楼顶，人在楼顶操作。高压水管

的长度可以超过 300米。 
使用粗水管能提高效率，在使用超长水管时，例如水管长度超过 100米，应该将水管分

成几段（这样也方便收纳），从水泵出来的水管内径可以大一些，例如内径 16毫米，连接刷
子的那段水管，内径可以是 8毫米。变径水管的具体方案，请联系我公司。 
使用经过软化处理的水（离子交换树脂去离子水），基本没有水渍留存，能明显改善清

洗效果。 

 

4 运输及储存 

运输过程中，需要将杆子拆开捆好。 
切勿让刷毛及高压管子受压。如果毛刷已经变形，可以将毛刷卸下，把毛刷盘单独放在

低于 75度的热水中浸泡，然后放置阴干即可恢复毛刷形状。 
长期不使用时，需要放空水，保持盘刷在干燥、阴凉环境。 
本机不能在低于 2oC摄氏度以下工作。长期保存时应放置于在零度以上的室内。 
不得不在低于 0oC下保存时，务必保证盘刷内部无存水。 
长时间不使用时，管道内会有空气，再次使用，需要一点时间排空空气才有高压水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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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维护指南 

5.1 注意事项 

定期检查盘刷，尤其是高压水管，每次开始工作时应仔细检查是否漏水，如有泄漏，立

即处理，切不可在漏水时工作，会造成管道破裂，造成人员伤害 
任何情况下，都要通过杆子操作盘刷工作，不能通过拖拽高压管移动盘刷。不可抓着管

子拖动盘刷，会造成高压管破裂。 
必要时更换旧的配件以保证运行可靠性和更长的使用寿命。 

5.2 维修喷嘴 

喷嘴可能会堵塞，如果喷嘴堵塞，打开上盖，拧下喷嘴，用针通。 

 

5.3 滤网清理 

因为盘刷是依靠高压水喷出喷嘴工作的，为保证喷嘴不堵塞，在水泵的进水口和盘刷的

进水口，都有滤网，长时间工作以后，或者喷嘴射水不够时，需要清洁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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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更换刷头 

用尖嘴钳拉出弹性挡销，轻轻取出盘刷头即可更换 

 
 

http://www.pvclean-china.com


光伏清洗设备 

惠州市铼汇清洁设备有限公司           www.pvclean-china.com -第 20 页 共 22 页 

5.5 故障排除指南 

初次或者长期停机后开机时，管道会有空气，需要通水几分钟时间，才会有高压水喷出。

如果刷子不旋转，可能是内部卡住了，可以拿起刷头，轻轻转动盘刷，当它开始稳定转动后，

放到电池板表面再开始工作。 
 
异常现象     可能原因 解决办法 

刷子不转     供水不足 检查水泵是否开机？出水口压力是否足够？流量是否足够？阀门是否打开？ 

            滤网堵塞    清洗滤网 

喷嘴堵塞                 打开盘刷上盖子，卸下喷嘴，用维修针疏通喷嘴，再安装回去 

清洗效果差     刷毛磨损，水泵压力小 更换盘刷刷头。换大功率水泵。 

6 售后服务 

6.1 产品保修政策： 

惠州市铼汇清洁设备有限公司执行国家的产品保修相关法律、法规，如果您购买了铼汇

清洁设备有限公司产品，为了维护您的权益请仔细阅读： 
产品保修期 
电池板高压清洗盘刷的保修期为 12个月，包括盘刷机头、杆子、高压水管。 
水泵的保修期限是 3个月。 
注意：圆盘毛刷是易损件，不在保修内。 

7 免费维修 

需要用户将盘刷寄回本公司或其授权的经销商处提供免费维修服务，一般维修时间为

21天。  
下列情况不属于保修范围： 
不能出示产品有效质保凭证，或产品原序列号标签有涂改、替换；或质保凭证上的产品

型号与产品实物不相符合的。 
未按正常安装程序进行装置操作或错误、疏忽使用导致液体及污物渗入产品内等不可抗

拒的因素造成损坏的； 
意外事故或其它不可抗力因素造成损坏的； 
以上最终解释权归铼汇清洁设备有限公司所有，并有随时更改权限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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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易耗品 

水动力光伏清洗盘刷耗材价格表 

序

号 
名称 图片 

单

位 

材料

号 

售价 

（人民

币） 

1 
盘刷组（不含不锈钢托

盘） 

 

套   200.0 

2 壳子上盖 

 

个 ps041 15.0 

3 壳子下盖 

 

个 ps042 25.5 

4 壳子防撞块 

 

个 ps043 1.5 

5 高压阀门 

 

个 ps050 24.0 

6 盘刷头滤网 

 

个 ps077 6.0 

7 组合垫圈 M22 个 ps076 0.5 

8 活动接头组合垫圈 M10 

 

  
 

个 ps072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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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安全说明 

在使用盘刷之前，请先阅读说明书中所有内容并了解其内容，本手册将指导你如何正确

使用本盘刷。 

9.1 注意事项 

请仔细阅读并了解盘刷上出现的下列标示 
请遵守说明书中所有安全和警告指示 
光伏清洗套件有高压水喷射，注意眼睛保护。 
此工具导电！非绝缘体！注意防止触碰电线！ 
不可拖拽高压水管！ 
未经本公司授权不可维修、拆解盘刷！ 
由于涉及到较高的压力，因此高压水盘刷可能具有危险性。当人员近距离被加压水击中

时，或者管路接口松开时，管路会跳动，也许会造成人身伤害。因此，对操作人员进行设备

使用的培训，使其对操作高压水喷射设备时可能存在的危险性有充分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

操作人员以及进入设备操作范围的其它人员（如检查员）必须使用个人防护设备。 
盘刷的转速高达 850转/分钟，请注意旋转部件对人、周围物体的可能伤害。 

9.2 安全措施 

个人防护设备应保护操作人员免遭水射的危险，包括头、眼、身体、手脚等。需要使用

的防护设备包括：安全帽、脸罩\护目镜的组合、防护手套，及另外根据现场情况需要配备
的安全设备。使用前必须检查管路是否连接牢固，管道是否有磨损、漏水，不能带任何隐患

作业。 
警告：本机可以在潮湿及雨中工作，但为了减少雷击风险，在雷雨天气或者可能打雷的

情况下不要开启和操作本机。 
警告：不要使用本机用于特别寒冷处，以防止冰冻而损坏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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