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洁方案
污水处理及车厢净水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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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橡胶包覆转子泵的发明者，福格申数十年来一直是废水处理领域全
球领先的机械工程公司之一。公司，现场员工，及同样重要的乘客依赖于福格
申可靠的供应和处置解决方案，特别是那些涉及城市间客运的公司。

凭借丰富的经验和不断的研究，我们开发了功能强大的公交车站、火 
车站用泵和整套系统，确保了污水罐的无故障、卫生排放，简化了饮用水的 
供应。福格申的设备生产与材质均是我们为客户利益而采取负责任行动的 
明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也确保我们的工厂能够安全运行。我们的泵和处
理系统不仅耐用，且易于维护，因此满足了效率与可持续性发展相结合的 
所有要求。

值得您信赖
质量、经验和专业知识	
保证技术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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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dPump Plus



长途客运越来越受欢迎。随着乘客人数的增加，一个特
殊的挑战是如何卫生地处理洗手间的废水。福格申研发了
RoadPump，可控处理废物，确保无健康危害。

RoadPump
RoadPump是一种废水处理、净水供应卫生间的站

点。专为客运车站、补给站或经停站、休息站而设计。它采
用各种收集装置，内置泵系统，安全、卫生地处理污水，连
至下水道系统或收集罐中。同时，它还提供自来水和饮用
水。RoadPump的强大真空技术和智能设计的收集设施，防
止了道路污染。 RoadPump结构简单，便于操作。巴士司机或
车站员工都可无障碍操作。

RoadPump的核心是知名的转子泵技术。福格申是客车
厕所废水处理领域的市场领导者，在世界各地使用这种设计
已有20多年的历史。RoadPump的结构设计紧凑，易于维护，
极耐异物。厕纸、布片等污水中常见的污染物不会影响转子 
泵的运行。

福格申转子泵处理厕所污水的优势：

•  快速卫生的废水处理系统

•  耐干运行

•  极耐异物

•  维修便捷

•  操作方便，自助式服务

•  电热耐寒

排水及清洁，	
完全控制
		移动式或固定式：三重解决方	
案专家——基于经可靠测试	
的福格申转子泵

福格申VX系列转子泵

每一组RoadPump的核心都是福格 
申VX系列转子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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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您的安装要求，我们为您提供完美的解决方案。无
论你是拥有一个小公共汽车站，一个公共区域还是一个私人
企业，甚至在高速公路上的大加油站；无论您是每周使用一次
还是每小时使用几次，我们总是能提供最完美的设备来满足
您的需求。例如，移动解决方案、支付和授权系统、远程维护、
耐气候、非常规定位或附加服务要求，如卫生的饮用水供应。  

详情请见	roadpump.info

定制的	
处理方案
对于每一个应用，我们都有完
美的RoadPump解决方案

RoadPump	Eco

	 RoadPump Eco对于小型巴士公司来说，是一种
经济的移动解决方案。如果巴士安装CollectingMax或
BusPlug，RoadPump可组合其一使用。 

Thorsten Schlüter, 运营商
Rosenow 高速休息区，德国Kiel

	 “ RoadPump Plus为城际巴士公司创建了一个处理网络，作为
运营商，我们在经济上受益。巴士司机几乎不浪费任何时间，在处理过程
中也不损害环境。乘客们终于不用再漫长等待。市场上没有比这款产品更
好的了。”



RoadPump	Easy

RoadPump Easy是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固定系统，安
装在具有耐候性的壳体内，是私营巴士公司的理想选择。污
水罐清空可采用CollectingMax推车或直接通过无味吸水连
接BusPlug。

此外，另一种可能是向水箱中注入自来水，甚至冲洗废
水罐。巴士司机可轻松操作。或可选安装按使用量付费的系
统，使用硬币或代币付费。

RoadPump	Plus

RoadPump Plus是一种安装在耐候性的壳体内的固定
系统，为加油站、服务区、轮渡港口或公共区域(如巴士站)而
特别设计。污水罐可采用CollectingMax拖车或直接通过无
味吸水连接BusPlug进行排放。与BusPlug相结合，可实现废
水罐的自动冲洗。所有需要拔下和供应的部件都保存在机壳
中，并采用机电锁，防止破坏和盗窃。RoadPump Plus有一个
独特的特点:它有一个饮用水灌装设施，以及一个卫生的冲
洗系统。根据德国联邦铁路管理局(EBA)的规定，它满足饮用
水质量的要求。外壳是可加热的，这防止了单个部件的冻结。
该系统可以配备不同的支付解决方案。此版本还可以设置为
自助服务系统。该设计和操作类似汽油泵，以简化在这些站 
点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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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格申BusPlug可直接连接RoadPump Plus，
用户可简单卫生地清空污水罐



收集系统
污水罐处理，来自福格申	
的实用解决方案

BusPlug
为巴士提供最清洁的废水处理方式

福格申公司开发的BusPlug，可最清洁地处理公共汽车
排放的废水，可干净、快速、舒适地吸走旅游巴士内的废水。
该产品可便捷改装。使用凸轮锁紧式快速接头，可便捷连接
到RoadPump。甚至可以无障碍抽吸较大污染物，如打火机
或纸巾，同时无任何气味泄露。

BusPlug的优势一览：
• 客运巴士最清洁处理方式
• 易于安装和改造
• 便于拆卸，便于对油箱进行检查
• 由耐化学性材料制造
• 防止污水槽产生真空和损坏
• 经检验的凸轮锁紧式快速接头；成功应用于铁路部门

CollectingMax
移动式，时刻为巴士服务

CollectingMax由一个大型滴油盘组成，任何员工或驾
驶员都可以快速地将其放置于巴士的厕所污水出口下方。该
系统操作简单，适用于各种巴士类型。这个滴油盘的设计目
的是为了使水快速流出，并防止厕所废水的喷溅。对于较小
的公交站点或补给站，以及休息站点，CollectingMax是一种
有效的解决方案。未经训练的人员也可无障碍进行使用。

特制解决方案
收集站
永久性安装，服务巴士站与补给站

收集站被永久地埋入地下，因此公共汽车只是在
收集单元上行驶。通过特殊的定位系统，驾驶员可以将
巴士正确定位在采集单元上方。车站的特殊设计可防止
污水排放时对周围环境和巴士造成污染。处理完毕后，
收集站自动用水冲洗，去除异味和厕纸残渣。

顶部：BusPlug使用联轴器可轻松连接到RoadPump

底部：CollectingMax是适用所有巴士类型 
的移动油滴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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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转子泵型号 VX100-45Q VX100-45Q VX100-45Q

最大流量 180 l/min 180 l/min 180 l/min

最大扬程 8 mWC 8 mWC 8 mWC

最大压差 2 bar 2 bar 2 bar

电机功率 2.2 kW 2.2 kW 2.2 kW

供电电源 3相 x 230/400V 50Hz 3相x230/400V 50Hz 3相x230/400V 50Hz

厢体及软管护圈 移动设备 不锈钢 1.4301 不锈钢 1.4301

CollectingMax/BusPlug	
吸入软管 5 – 15m DN40 螺纹胶管 5 – 15m DN40 螺纹胶管 4.5m DN40自收型螺纹胶管

吸入枪软管 5 – 15m DN40 螺纹胶管 
1英寸带球阀吸入枪

自来水管 10m 1/2英寸软管自 
动伸缩卷筒

7m 1/2英寸软管安装在自动伸 
缩软管卷轴上，包括止回阀

饮用水管 7m 1/2英寸软管自动收卷软管卷筒
和自动卫生冲洗

大约尺寸（高	x	宽	x	长） 970 x 400 x 1,200 mm 1,700 x 900 x 2,000 mm

大约重量 290 kg 650 kg

加热系统 1 x 250 W，带恒温器 2 x 250 W，带恒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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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始至终的支持与供应服务
我们懂得，亲近客户对于我们双方的成功而言

都至关重要，所以我们努力提供让客户最满意的服
务。在德国和其他有分公司的国家，福格申通过服务
中心及签约合作伙伴与客户进行高效对话并提供可
靠支持。这意味着您在与我们合作的每个阶段都始
终能获得精准的支持。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
我们有高素质的职员，他们是专家咨询师和技术员，
对您的福格申设备有彻底的了解。

我们深谋远虑
我们从大量细致的产品文书工作做起，为您的

切身利益深谋远虑。由于我们采取高度的纵向一体
化生产方式，备件在短期内就可供选购。此外，您将
始终能在当地找到经授权的服务合作伙伴，他们在
检修和易损件更换方面为您提供帮助。福格申的服
务包让服务至臻完美。不论您是需要初创、现场培
训、在福格申接受培训，或是通过维护合约和易损件
服务套餐获得全面服务支持，我们均能提供专为您
的需求而量身定制的支持方案。

我们提供尽善尽美的服务
全面服务保障平稳运行和	
长使用寿命



版权所有 2019 Vogelsang GmbH & Co. KG
产品可用性、外观、技术规格和细节会受持续开发的影响。因此，本文提供的所有 
信息可能会发生变更。Vogelsang®, BioCrack®, BioCut®, CC-Serie®, EnergyJet®,  
PreMix®, RotaCut®, XTill®和XRipper® 在特定国家是德国埃森/奥尔登堡 
Vogelsang GmbH & Co. KG的注册商标。保留所有权利，其中包括对所有图 
形和图片的权利。

RoadPump_CN_07207719_500_MET0766 – Printed in China

福格申机械工程（昆山）有限公司
中国江苏省昆山市张浦镇德望路585号
电话： +86 512 8788 8101 | 传真： +86 512 8788 8201 
china@vogelsang.info 

vogelsang.info

我们的解决方案
我们提供适用于以下行业的解决方案： 
农业、沼气、工业、运输业、废水处理业

我们提供广泛的产品与服务
• 咨询与服务
• 数据管理与控制技术
• 分解技术
• 为特殊应用专门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
• 泵和泵系统
• 固体物料进料系统
• 固体物料切割、分离器和搅拌器
• 播撒技术
• 供应、处置与清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