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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电动刷是什么？ 

电动刷是手持式光伏清洗工具，由 36伏直流电机驱动圆形刷头旋转清洗，采用直流电

机、耗材尼龙制造，是大功率（最大功率 300瓦）手持清洗光伏设备，能干洗也能水洗，零

度以下能工作（干洗），还可以扫雪。它适合长时间、大面积作业。几乎能用于各种类型光

伏电站，可靠性强、耐摔、防水等级 IPV64、携带方便，能用各种电源（充电锂电池、交流

电、发电机），充电一次可以连续工作 4小时，用户可以自己买电池。 

电动刷是组合式套件，能提供定制的配置：盘刷或者滚刷、不同长度杆子（从 1米到最

长 7.2米，多种长度）、电源（锂电池，或者 220伏交流电配交直流转换电箱，或者发电机）、

不同长度的耐压水管、水泵（普通小水泵或者高压泵、汽油泵）。 

电刷有两种：盘刷和滚刷 

电动盘刷是通用型光伏组件清洗设备，用于一般性清洁，具有力气大、效率高，轻便，

用途广泛的特点；刷头不跳动，不憋停、不摆动，推拉不费力，盘刷不能除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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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滚刷专用于清洗严重污染的光伏面板，例如铁锈、油漆、水泥灰渍等，除少数特殊

情况，它几乎能清洗光伏面板上的任何污染物。 

 

 

 

 

 

 

 

 

 

 

除锈仅使用清水，不添加任何化学物质。 

滚刷使用百洁布除锈。用户可以自己采购耗材，

耗材容易更换。它洗涤有力、彻底！有水、无水清

洗均可。 

干洗虽然可以除锈，但没有水洗除锈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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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标配 

标准的整套配置包括：电动盘刷、背负式 36伏 20AH锂电池，、2米长的碳纤维杆及 4

米长连接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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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除锈、除油漆、除水泥灰污染 

电动滚刷专门用来除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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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严重污染，如边角积尘、鸟粪污渍、常年陈垢，尤其光伏组件表面的铁锈、油漆、水泥灰

污染，用一般方法很难洗干净，电动滚刷只用清水一遍就可以洗干净。 

滚刷的耗材需要每天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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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说明 

2.1、 产品规格 

电动刷产品参数/Technical Data 
型号/Model No. 

  
E600A E600B 

重量/Net Weight. 5Kg 6Kg 

转速/Rated Speed 500r/min 500r/min 

宽度/Working Width  600mm 600mm 

刷直径/Brush diameter 300mm 180mm 

额定功率/Rated output 300 W 300 W 

电压 Voltage DC 36 V  36 V  

Protection IP64 IP64 

工作温度/Work temperature 4℃～60℃ 4℃～60℃ 

接头螺纹规格/Connection M22*1.5 M22*1.5 

工作噪音/Noise <65dB <65dB 

工作介质/Medium  清水/Water Or Air 清水/Water Or Air 

最高耐压/Max pressure(Bursting Pressure) < 4 MPa < 4 MPa 

建议用水量 Recommended flow(水洗时） 16 L/min 16 L/min 

工作效率/Capability 200～400 ㎡/h 100～200 ㎡/h 

2.2、 选型参考 

1、用户可以使用自己已有的水泵、发电机、水管等，电动刷套件各个部分可以单独出

售，接口等均为符合国家标准的通用零件。 

2、普通清洗用盘刷，除锈用滚刷，功能无法互相代替。 

3、应该尽量采用水洗，避免磨损电池板，水洗也更干净。 

4、出于安全考虑。尽量不要用 220伏交流电作为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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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人员配置及工作效率 

2.3.1 电刷工作效率 

一般情况下，普通清洗，每小时可以清洗 200～400平方米电池板。工作效率跟电池板

的安装形状、污渍程度有很大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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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表面灰尘很厚，清洗效率会降低，比如铁锈的清洗，比普通污染的电池板清

洗，效率低很多。 

2.3.2 人员配置 

电动刷可以一个人操作，但一般需要另外有人支援，帮忙拉管子，监测水泵的运行等。

大面积清洗时，建议一套电动滚刷，由两、三个人轮流操作。如果两套设备同时工作，需要

三、四个人。如果 10套电刷同时作业，总共需要配备十三、四个人。厂房屋顶电池板清洗

时，一套设备建议配 3个人为一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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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耗水 

电动刷水洗时用清水工作。清洗一平方米电池板，耗水为 1~3升。清洗一兆瓦电池板。

用水量约 10~20吨。耗水量可以调节，可以通过调节水泵出水来调节用水量。 

使用经过软化处理的水（离子交换树脂去离子水），基本没有水垢留存，能明显改善清

洗效果、提高清洗效率，延长电池板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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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使用寿命 

电动刷产品寿命大于 5年。 

盘刷易损件：盘刷刷毛的使用寿命约 6万平方米（10兆瓦）。 

滚刷易损件：除锈使用百洁布，一般需要每天更换。 

2.6、 电源 

电动刷的刷头由直流 36伏电机驱动。其电源为直流 36伏。可以用锂电池、交流电（通

过交\直流转换器变成直流）工作。 

任何能提供稳定输出直流 36伏、最大输出电流大于 30A的，都可以作为电源。 

用户可以使用自己的电动车的电池。 

标准配置的是 36V20AH的可充电锂电池，送外卖用的那种。电刷在充满电状态下，水

洗，可以连续工作 4小时，干洗时，由于能耗增加，连续工作时间会缩短一半左右。 

建议用户每套电刷配二块以上的电池，能满足一天的需要。 

 

锂电池充电时间约需要 3~6小时。 

在低于零度以下使用锂电池，放电会减小，温度越低，放电越小，低于零下 25度基本

不能工作。 

使用交流电时，需要配置交\直流转换箱，通过此箱，将 220伏或 110伏交流电转成 36

伏直流电，交流电可以是市电，也可以采用发电机，请注意，有些发电机可以直接发直流电，

可以不用交直流转换电源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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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碳纤维工作杆 

碳纤维伸缩杆有快速卡扣，在最大长度内，其长度可以任意调节，松开卡扣，拉至所需

的长度，扣紧卡扣即可。杆子内部有水管，滚刷头内部有喷头，接通水源后，水就会从滚刷

头流出。 

 

 

现有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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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纤维杆接普通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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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水管及接头 

2.8.1 水管 

建议使用的水管是 4分管（ＤＮ１５），平面供水长度可以达到１００米。配有快速接

头。一端接水源，一端接电动滚刷。 

 

当需要供水上楼，例如厂房的屋顶没水源，需要用高压水泵把水打到屋顶，则需要高压

水泵配高压水管。 

高压管内径 8毫米，外径 14毫米。耐压超过 10兆帕。为了便于收纳，每 30米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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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M14接头可以连接多卷到需要长度，高压水管长度可以超过 200米，垂直供水高度能

超过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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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端直流直流电机管内径建议 8毫米，通过变径接头连接。具体配置请

联系我公司。 

高压水管重量：约 30公斤/100米。 

2.8.2 接头 

电动刷的接头为英制及公制接头。可以按客户需要配其它规格的接头。 

普通管道连接为：4分英制接头 

高压管道为公制 M14*1.5， 

与高压水泵连接的接头为公制M22*1.5。 

 
 

2.9、 以下资料 仅供参考 水泵（可选配件） 

2.9.1 规格要求 

电动刷水洗时需要有一定压力的水源，建议用水量：大于 16升/分钟。 

如果有条件，可以直接用自来水，如果水压不够，需要配水泵，根据供水条件的不同，

可以使用平面供水的小水泵（使用直流电），也可以配备高压泵，或者汽油泵等。标配是直

流电机驱动小水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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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小水泵 

 

 

2.9.3 高压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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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可以买我司提供的高压泵，也可以使用自己的水泵。 

在满足压力、流量的前提下，一台水泵可以带动多把电动滚刷。 

 

2.9.4 BCC0717C介绍（仅供参考） 

高压泵推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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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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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 ECC2516汽油动力水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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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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洗时除安全措施外无需其他准备，水洗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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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泵的进水口建议用不锈钢滤网包住（我司赠送

滤网的在包装箱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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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安装产品 

干洗时只需把碳纤维杆拧到刷头，然后接好电源线，打开开关即可工作 

水洗时 

1、将供水管③的快速接头插到水泵⑥出水口，或者接到水龙头。 

2、将碳纤维杆②拧在电动滚刷头①的活动接头上，锁紧固定。  

3、将水管③接到碳纤维杆②末端的快速接头。 

4、将电线连接好 

先开水泵电源，有水流出刷头后，开刷头电源，即可开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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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操作方法 

电动刷操作简单，但必须经过培训（包括安全培训）才能操作。 

培训要点：本机是重型、大功率设备，操作不当会造成人员伤害及设备损伤。 

1、必须抓牢刷子杆才能开机。关机后才能松开手。 

2、安全培训（详见安全说明）。 

请注意：电源开关接通后，等 10秒钟再启动刷子！ 

Please attention: after the power switch is turned on,  

wait 10 seconds before starting the brush! 

 

由人工手持式电动刷。将刷头放在电池板上，先握紧杆子，然后打开开关通水，调节水

量，再开开关启动刷头旋转，然后在电池板上面上下或者左右推着就可以清洗。建议从电池

板的顶端开始清洗，由上而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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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页 共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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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水洗时，先通水，待水流出才开动滚刷 

l 电源接通后，必须等 10秒钟以上，才能开动滚刷 

l 必须抓牢杆子才能通电。 

电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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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关电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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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转时，碰到其它物体会导致电机烧毁，此种情况不保修。 

3.5、 怎样洗得干净？ 

l   多用水。水越多洗得越干净，水压力越大洗得越干净。 

l 预先将电池板淋湿，即先用水冲刷电池板，待水没有干燥，再用电动滚刷清洗，

清洗效率会更高。 

l 可以在水里添加允许使用的清洗剂，这样可以提高清洗效率。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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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在清洗完成后再用清水冲一遍。 

l 对于一些没有水源的建筑物屋顶，不方便将水泵搬到屋顶，可以将高压水泵放在

一楼，通过高压管将水输送到楼顶，人在楼顶操作。高压水管的长度能超过 300米。 

4、 维护指南 

注意事项 

定期检查电刷，湿洗时，每次开始工作时应仔细检查是否漏电、漏水，如有泄漏，立即

处理，切不可在漏水时工作，会造成危害。 

任何情况下，都要通过杆子操作电动刷工作，不能通过拖拽水管或者电线管移动电动刷。

不可抓着电线及水管拖动电刷，会造成管道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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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更换耗材 

 

 

松开刷滚刷毛固定螺丝，即可更换百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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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故障排除指南 

可能出现的问题： 

1、无水：检修水泵、管道 

2、电机不转：检查电源是否有电，如果电源正常，则需要返厂维修 

3、毛刷磨损：更换毛刷或者百洁布 

4.3、 运输及储存 

不工作时，断开开关，拔掉电池插头。锂电池长期保存时应放置于在零度以上的、干燥

室内。运输过程中，需要将杆子拆开捆好。切勿让刷毛及电线、管子受压。长期不使用时，

需要放空水，保持电动滚刷在干燥、阴凉环境。 

不得不在低于 0oC下保存时，务必保证电动滚刷内部无存水。 

5、 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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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池板清洗电动刷的质保期为 6个月。 

水泵的保修期限是 3个月。 

注意：耗材是易损件，不在保修内。 

免费维修 

需要用户将电动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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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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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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易耗品 

 
 

 

电动光伏清洗电动滚刷耗材价格表 

  Name  Picture  Unit  

Price  

(USD) 

1 

普通毛刷 

Brush for normal used 

 

m 30  

2 

除锈百洁布 

Brush for Heavy dust 

 

m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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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安全说明 

在使用电动滚刷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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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使用本电动滚刷。 

7.1、 注意事项 

请仔细阅读并了解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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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安全提示 

高空清洗工作人员必须佩带安全带。 

作业区域会有物体跌落风险，必须划出作业安全区。 

电动刷光伏清洗套件不是绝缘体，会导电，严禁触电、水泵必须接地以防止触电。 

使用交流电时，交流电源必须安装漏电保护开关，必须良好接地，交直流转换电箱严禁

进水。 

此工具是电动工具，注意防止漏电。 

光伏清洗套件可能有高压水，注意眼睛保护。 

不可拖拽电线、水管！ 

未经本公司授权不可维修、拆解电动滚刷！  

电动滚刷的转速高达 500转/分钟，请注意旋转部件对人、周围物体的可能伤害。 

7.2、 用电安全特别说明 

1、锂电池充满电请拔掉充电器，切勿过充。 

2、锂电池严禁摔碰、跌落，严禁高温 

3、使用交流电，必须配备漏电保护开关。 

4、水洗时不要使用交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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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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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交流电时，必须保障用电安全。必须良好接地，必须使用空气开关，必须安装漏电

保护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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