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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无人驾驶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利

用无人驾驶垃圾清理车清理小区垃圾的方法，当

小区内的垃圾箱中的垃圾收集满后进行报警，无

人驾驶垃圾清理车可自动行驶至所需位置进行

垃圾分类清理，并将收集到的餐厨垃圾进行初步

粉碎后发酵，对餐厨垃圾进行二次利用，产生可

以利用的沼气并收集。目的在于通过无人驾驶的

垃圾清理车自动收集垃圾，减少人力的消耗，并

将餐厨垃圾进行二次利用，减少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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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无人驾驶垃圾清理车清理小区垃圾的方法，所述清理小区垃圾的方法步骤

包括：

1）根据小区的住户量规划垃圾桶（14）的摆放位置，并根据垃圾桶（14）的摆放位置规划

无人驾驶垃圾清理车的进行路线；

2）垃圾桶（14）上设置报警模块，垃圾桶（14）中的垃圾收集满时报警，通知工作人员进

行清理；

3）垃圾清理车按照规划路线行驶至指定垃圾桶（14）所摆放的位置后停止，垃圾清理车

上的机械臂根据主控器的程序指令动作，夹取垃圾桶（14）放置在垃圾清理车后部的垃圾收

集箱（5）入口处；

4）垃圾收集箱（5）入口处的重量传感器将信号发送给主控制器，主控制器控制垃圾桶

（14）的底板旋转打开，使得垃圾桶（14）中的垃圾掉落至垃圾收集箱（5）中；

5）待垃圾桶（14）中的垃圾清理完毕后，重量传感器发送信号给主控制器，主控制器控

制垃圾桶（14）的底板旋转关闭后，机械臂将垃圾桶（14）放回至地面上；

6）待小区中的垃圾都收集完毕后，在垃圾收集箱（5）将收集到的餐厨垃圾进行初步粉

碎，粉碎后送至垃圾收集箱（5）中的发酵腔（7）中进行发酵；

7）将发酵腔（7）中发酵的沼气通过压缩机压缩后，储存在压力储存罐中；

步骤1）中，所述垃圾桶（14）底部设置下料机构，所述垃圾桶（14）放置在集水盒（146）

上，所述下料机构包括可转动的底板（145），所述底板（145）上等间隔、等面积设置四个通

孔，每个所述通孔大小与垃圾桶（14）每个部的底部开口面积相当；所述垃圾桶（14）中间设

置套筒（143），所述底板（145）套设在套筒（143）外、与套筒（143）转动连接，所述底板（145）

周向上设置有供底板（145）转动的齿；

所述套筒（143）伸出底板（145）向下形成吸入口，所述吸入口的口径小于套筒（143）的

直径，所述吸入口伸入到集水盒（146）内、与集水盒（146）底部相接触，所述吸入口设置有缺

口（13）；所述套筒（143）内上部设置第三电动推杆（141），所述第三电动推杆（141）的活动端

固定连接硅胶（144），所述硅胶（144）的直径与套筒（143）的内径相当；

所述集水盒（146）底部为向中间倾斜向下的斜面，所述集水盒（146）内壁上部设置液位

传感器，所述液位传感器与第三电动推杆（141）无线连接，所述第三电动推杆（141）上设置

位置传感器，所述位置传感器与报警装置无线连接；

步骤3）中所述的垃圾收集箱（5）上半部分由隔板分隔成与垃圾桶（14）上四个部对应的

可回收区（1）、有毒有害区（2）、其他垃圾区（3）及餐厨垃圾区（4），所述餐厨垃圾区（4）内设

置有粉碎机构，所述粉碎机构下方连通有过渡腔（6）；所述垃圾收集箱（5）下半部分设置有

发酵腔（7）；所述过渡腔（6）的出口与发酵腔（7）连通，并通过设置在发酵腔（7）的入口的阻

隔机构实现启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无人驾驶垃圾清理车清理小区垃圾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1）中所述的垃圾桶（14）由隔板分隔成可回收部（101）、有毒有害部（201）、其他垃圾部

（301）及餐厨垃圾部（40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无人驾驶垃圾清理车清理小区垃圾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粉碎机构包括设置在垃圾收集箱（5）内壁上部的第一电机（41），所述第一电机（41）与

转动轴（43）连接，所述转动轴（43）周向上设置有刀片（42），所述转动轴（43）的另一端与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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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网（44）转动连接，所述栅格网（44）设置在餐厨垃圾区（4）的底部、过渡腔（6）的入口处位

置。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利用无人驾驶垃圾清理车清理小区垃圾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过渡腔（6）内设置有推动机构，所述推动机构包括固定设置在过渡腔（6）内壁、远离过

渡腔（6）出口一端的第一电动推杆（61），所述第一电动推杆（61）的活动端固定连接推板

（62），所述推板（62）周向侧面与过渡腔（6）内壁相贴合。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利用无人驾驶垃圾清理车清理小区垃圾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垃圾收集箱（5）上半部分中间设置有柱体（16），所述柱体（16）下端设置有连通过渡腔

（6）的凹槽，所述阻隔机构设置在凹槽内。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无人驾驶垃圾清理车清理小区垃圾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阻隔机构包括固定设置在凹槽内的第二电动推杆（11），所述第二电动推杆（11）的活动

端固定连接挡板（12），挡板（12）常态下由第二电动推杆（11）推动伸出而封闭发酵腔（7）；

所述过渡腔（6）位于餐厨垃圾区（4）内的下部，所述粉碎机构位于餐厨垃圾区（4）上部；

或者所述过渡腔（6）位于发酵腔（7）上部、餐厨垃圾区（4）正下方。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利用无人驾驶垃圾清理车清理小区垃圾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柱体（16）上端设置连通餐厨垃圾区（4）的通孔（10），所述通孔（10）与垃圾桶（14）上的

吸入口适配；所述垃圾收集箱（5）内壁上部固定设置第二电机（8），所述第二电机（8）的输出

轴连接齿轮（9），所述齿轮（9）的齿凸出于垃圾收集箱（5）进口的侧壁，所述齿轮（9）与垃圾

桶（14）的底板（145）上的齿啮合。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0937285 B

3



一种利用无人驾驶垃圾清理车清理小区垃圾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无人驾驶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利用无人驾驶垃圾清理车清理小区垃圾

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每个人每天都会扔出许多垃圾，在一些垃圾管理较好的地区，大部分垃圾会得到

卫生填埋、焚烧、堆肥等无害化处理，而更多地方的垃圾则常常被简易堆放或填埋，导致臭

气蔓延，并且污染土壤和地下水体。垃圾无害化处理的费用是非常高的，根据处理方式的不

同，处理一吨垃圾的费用约为一百元至几百元不等。人们大量地消耗资源，又大量地生产着

垃圾，如果没有有效的回收机制，后果将不堪设想。

[0003] 我国垃圾分类主要分为四中，餐余垃圾、可回收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针对小

区中的垃圾回收，往往是通过人工将垃圾桶统一运送至小区垃圾处理点后，再装车运出至

垃圾处理站中处理，在小区的垃圾处理点装车时也会散发出臭味，污染周围的环境；且需要

大量的人员更换垃圾桶，再进行垃圾分类后装车，花费大量的人力。

[0004] 餐厨垃圾是一种常见的生物质废弃物，有机物含量高，含水量大，且在小区中的生

活垃圾中，餐厨垃圾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餐厨垃圾由于其本身易腐烂的特点，短时间内容

易滋生蚊蝇，极大的污染小区环境的生活环境。通常处理餐厨垃圾的方法多为焚烧和填埋，

并不能够对餐厨垃圾进行有效的利用，浪费了餐厨垃圾中可以重复利用的资源。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利用无人驾驶垃圾清理车清理小区垃圾的方法，可以在

小区内，通过无人驾驶的方式，实现自动收集垃圾并初步处理。

[0006] 为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清理小区垃圾的方法步骤包括：

[0007] 1)根据小区的住户量规划垃圾桶的摆放位置，并根据垃圾桶的摆放位置规划无人

驾驶垃圾清理车的进行路线；

[0008] 2)垃圾桶上设置报警模块，垃圾桶中的垃圾收集满时报警，通知工作人员进行清

理；

[0009] 3)垃圾清理车按照规划路线行驶至指定垃圾桶所摆放的位置后停止，垃圾清理车

上的机械臂根据主控器的程序指令动作，夹取垃圾桶(14)放置在垃圾清理车后部的垃圾收

集箱入口处；

[0010] 4)垃圾收集箱入口处的重量传感器将信号发送给主控制器，主控制器控制垃圾桶

的底板旋转打开，使得垃圾桶中的垃圾掉落至垃圾收集箱中；

[0011] 5)待垃圾桶中的垃圾清理完毕后，重量传感器发送信号给主控制器，主控制器控

制垃圾桶的底板旋转关闭后，机械臂将垃圾桶放回至地面上；

[0012] 6)待小区中的垃圾都收集完毕后，在垃圾收集箱将收集到的餐厨垃圾进行初步粉

碎，粉碎后送至垃圾收集箱中的发酵腔中进行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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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7)将发酵腔中发酵的沼气通过压缩机压缩后，储存在压力储存罐中。

[0014] 优选的：步骤1)中所述的垃圾桶由隔板分隔成可回收部、有毒有害部、其他垃圾部

及餐厨垃圾部，所述垃圾桶底部设置下料机构；所述垃圾桶放置在集水盒上。

[0015] 优选的：所述下料机构包括可转动的底板，所述底板上等间隔、等面积设置四个通

孔，每个所述通孔大小与垃圾桶每个部的底部开口面积相当；所述垃圾桶中间设置套筒，所

述底板套设在套筒外、与套筒转动连接，所述底板周向上设置有供底板转动的齿。

[0016] 优选的：所述套筒伸出底板向下形成吸入口，所述吸入口的口径小于套筒的直径，

所述吸入口伸入到集水盒内、与集水盒底部相接触，所述吸入口设置有缺口；所述套筒内上

部设置第三电动推杆，所述第三电动推杆的活动端固定连接硅胶，所述硅胶的直径与套筒

的内径相当；所述集水盒底部为向中间倾斜向下的斜面，所述集水盒内壁上部设置液位传

感器，所述液位传感器与第三电动推杆无线连接，所述第三电动推杆上设置位置传感器，所

述位置传感器与报警装置无线连接。

[0017] 优选的：步骤3)中所述的垃圾收集箱上半部分由隔板分隔成与垃圾桶上四个部对

应的可回收区、有毒有害区、其他垃圾区及餐厨垃圾区，所述餐厨垃圾区内设置有粉碎机

构，所述粉碎机构下方连通有过渡腔；所述垃圾收集箱下半部分设置有发酵腔；所述过渡腔

的出口与发酵腔连通，并通过设置在发酵腔的入口的阻隔机构实现启闭。

[0018] 优选的：所述粉碎机构包括设置在垃圾收集箱内壁上部的第一电机，所述第一电

机与转动轴连接，所述转动轴周向上设置有刀片，所述转动轴的另一端与栅格网转动连接，

所述栅格网设置在餐厨垃圾区的底部、过渡腔的入口处位置。

[0019] 优选的：所述过渡腔内设置有推动机构，所述推动机构包括固定设置在过渡腔内

壁、远离过渡腔出口一端的第一电动推杆，所述第一电动推杆的活动端固定连接推板，所述

推板周向侧面与过渡腔内壁相贴合。

[0020] 优选的：所述垃圾收集箱上半部分中间设置有柱体，所述柱体下端设置有连通过

渡腔的凹槽，所述阻隔机构设置在凹槽内。

[0021] 优选的：所述阻隔机构包括固定设置在凹槽内的第二电动推杆，所述第二电动推

杆的活动端固定连接挡板，挡板常态下由第二电动推杆推动伸出而封闭发酵腔；所述过渡

腔位于餐厨垃圾区内的下部，所述粉碎机构位于餐厨垃圾区上部；或者所述过渡腔位于发

酵腔上部、餐厨垃圾区正下方。

[0022] 优选的：所述柱体上端设置连通餐厨垃圾区的通孔，所述通孔与垃圾桶上的吸入

口适配；所述垃圾收集箱内壁上部固定设置第二电机，所述第二电机的输出轴连接齿轮，所

述齿轮的齿凸出于垃圾收集箱进口的侧壁，所述齿轮与垃圾桶的底板上的齿啮合。

[0023]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1、通过无人驾驶的垃圾清理车自动清理小区垃圾桶中

的垃圾，并将小区中的垃圾进行分类回收，使得垃圾可以分类处理，减少工作人员的劳动强

度以及工作量，并将收集到的餐厨垃圾初步粉碎后进行发酵产生沼气，将沼气压缩后进行

储存，提高餐厨垃圾的可利用性；2、采用底部开口式垃圾桶，可以将垃圾桶直接抬起后放置

在垃圾收集箱的入口处，垃圾桶中的垃圾可以直接掉落至相应的垃圾收集区域，避免了传

统的倾倒式的收集垃圾的方式所带来的扬灰、漏垃圾等问题，且整个过程全自动化控制，减

少人力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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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垃圾清理车及垃圾桶的轴侧图；

[0025] 图2为垃圾收集箱与垃圾箱的组合示意图；

[0026] 图3为垃圾车收集箱的俯视图；

[0027] 图4为垃圾箱放置在地面上的示意图；

[0028] 图5为垃圾箱的俯视图；

[0029] 图6为垃圾收集箱的一种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7为垃圾收集箱的另一种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中：1‑可回收区；2‑有毒有害区；3‑其他垃圾区；4‑餐厨垃圾区；41‑第一电机；

42‑刀片；43‑转动轴；44‑栅格网；5‑垃圾收集箱；6‑过渡腔；61‑第一电动推杆；62‑推板；7‑

发酵腔；8‑第二电机；9‑齿轮；10‑通孔；11‑第二电动推杆；12‑挡板；13‑缺口；14‑垃圾桶；

15‑地面；16‑柱体；101‑可回收部；201‑有毒有害部；301‑其他垃圾部；401‑餐厨垃圾部；

141‑第三电动推杆；143‑套筒；144‑硅胶；145‑底板；146‑集水盒。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如图1所示，为本发明的垃圾清理车及垃圾桶的轴侧图，本发明无人驾驶的电动汽

车适用于小区的内部道路，利用无人驾驶垃圾清理车清理小区垃圾的方法步骤为：

[0033] 1)根据小区的住户量规划垃圾桶14的摆放位置，并根据垃圾桶14的摆放位置规划

无人驾驶垃圾清理车的进行路线；

[0034] 2)垃圾桶14上设置报警模块，垃圾桶14中的垃圾收集满时报警，通知工作人员进

行清理；垃圾清理车也可以设置成定时清理，每天清理1‑2次，保证小区内的环境整洁，避免

垃圾长时间不清理而滋生细菌；

[0035] 3)垃圾清理车按照规划路线行驶至指定垃圾桶14所摆放的位置后停止，垃圾清理

车上的机械臂根据主控器的程序指令动作，将垃圾桶14吊取放置在垃圾清理车后部的垃圾

收集箱5入口处；机械臂上可设置挂钩，通过垃圾桶14上的挂耳进行吊取，也可以将机械臂

设置成夹持式的，通过夹取的方式将垃圾桶14夹取后放置在垃圾收集箱5入口处；

[0036] 4)垃圾收集箱5入口处的重力感应器将信号发送给主控制器，主控制器控制垃圾

桶14的底板旋转打开，使得垃圾桶14中的垃圾掉落至垃圾收集箱5中；

[0037] 5)待垃圾桶14中的垃圾清理完毕后，重力感应器发送信号给主控制器，主控制器

控制垃圾桶14的底板旋转关闭后，机械臂将垃圾桶14放回至地面上；重力感应器根据垃圾

桶14的重量值设置预设值，重量大于预设值时，底板旋转打开，达到预设后，底板旋转关闭。

[0038] 6)待小区中的垃圾都收集完毕后，在垃圾收集箱5将收集到的餐厨垃圾进行初步

粉碎，粉碎后送至垃圾收集箱5中的发酵腔7中进行发酵；粉碎后的餐厨垃圾首先处于过渡

腔6中，待清理完小区的全部垃圾后，发酵腔7入口处的阻隔机构打开，使得粉碎后的餐厨垃

圾完全进入到发酵腔7中；也可以通过过渡腔6中的推动机构将粉碎后的餐厨垃圾完全推进

发酵腔7中；

[0039] 7)发酵腔7中发酵的沼气通过压缩机压缩后，储存在压力储存罐中。粉碎后的餐厨

垃圾可在发酵腔7中发酵1‑2天，产生沼气，当沼气达到一定浓度后，压缩机工作，将发酵腔7

中的沼气进行压缩后，储存在压力储存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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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如图2‑3所示，为无人驾驶的电动汽车后部设置的垃圾收集箱5，电动汽车上设置

可以抬起或者夹起垃圾桶的机械臂，电动汽车通过蓄电池供电，所述电动汽车后设置垃圾

收集箱5，所述垃圾收集箱5上半部分由隔板分隔成可回收区1、有毒有害区2、其他垃圾区3

及餐厨垃圾区4，每个区分别收集不同类型的垃圾便于后续的垃圾处理。

[0041] 所述餐厨垃圾区4内设置有粉碎机构，所述粉碎机构包括设置在垃圾收集箱5内壁

上部的第一电机41，所述第一电机41与转动轴43连接，所述转动轴43周向上设置有刀片42，

刀片42为上下两层错位布置，可以全方位的粉碎餐厨垃圾，刀片42的硬度可粉碎骨头类较

硬的餐厨垃圾，所述转动轴43的另一端与栅格网44转动连接，所述栅格网44设置在餐厨垃

圾区4的底部、过渡腔6的入口处位置。可以理解的是，第一电机41与主控制器无线连接，当

餐厨垃圾区4内收集完成后，主控制器控制第一电机41开始转动，错位布置的餐厨垃圾可以

在餐厨垃圾区4内初步粉碎；粉碎后的餐厨垃圾通过栅格网44掉落至过渡腔6，栅格网44的

网格大小可供粉碎后的餐厨垃圾正好从孔中通过并掉落。

[0042] 粉碎机构也可以为螺旋式旋转刀片，通过第一电机41的转动带动刀片不断旋转，

对餐厨垃圾初步粉碎。

[0043] 所述粉碎机构下方连通有过渡腔6，过渡腔6可以使得粉碎后的餐厨垃圾短暂停

留，并将餐厨垃圾一次性送至发酵腔7，发酵腔7的入口处设置有阻隔机构，阻隔机构属于常

闭状态，避免发酵腔7经常打开，使得产生的沼气跑出。

[0044] 过渡腔6可以设置成倾斜式的腔体通道，粉碎后的垃圾可以直接通到发酵腔7的入

口处、阻隔机构附近；也可以设置成如图6中所示的，位于发酵腔7上部、餐厨垃圾区4正下

方，所述过渡腔6的入口处与餐厨垃圾区4连通，所述过渡腔6的出口与发酵腔7连通，所述垃

圾收集箱5上半部分中间设置有柱体16，所述柱体16下端设置有连通过渡腔6的凹槽，所述

阻隔机构设置在凹槽内。阻隔机构属于常闭机构，主要使得发酵腔7中长期保持一种低氧或

者无氧状态，利于发酵腔7中的厌氧菌作用产生沼气；当小区中的垃圾收集完成后，第一电

动推杆61一次性将粉碎后的餐厨垃圾推至发酵腔7中进行发酵，若餐厨垃圾过多，阻隔机构

也可以在收集满时打开一次，将餐厨垃圾推进。

[0045] 所述阻隔机构包括固定设置在凹槽内的第二电动推杆11，所述第二电动推杆11的

活动端固定连接挡板12。当需要将餐厨垃圾推入进发酵腔7中时，主控制器控制第二电动推

杆11向上活动，使得挡板12打开，挡板12可以将发酵腔7的入口完全遮挡，减少外界环境会

发酵腔7中氛围的影响。当第二电动推杆11带动挡板12向上运动时，推板12可以完全隐蔽在

柱体16下端设置有连通过渡腔6的凹槽内，便于餐厨垃圾通过。

[0046] 在过渡腔6中设置有推动机构，将粉碎后的餐厨垃圾推至发酵腔7中。所述推动机

构包括固定设置在过渡腔6内壁、远离过渡腔6出口一端的第一电动推杆61，所述第一电动

推杆61的活动端固定连接推板62，所述推板62周向侧面与过渡腔6内壁相贴合。可以理解的

是，垃圾收集箱5的整个下半部分只包括过渡腔6和发酵腔7，发酵腔7的容积大于过渡腔6的

容积，当收集完垃圾后，主控器控制第一电动推杆61工作，将过渡腔6中盛有的餐厨垃圾全

部推进发酵腔7中，推板62的形状与过渡腔垂直于轴线方向上的截面形状一致，可以将餐厨

垃圾完全推进发酵腔7中，而不会有残留；推板62的底部与过渡腔6底面相接触的面，也可以

固定设置垂直于推板62作用面的铲板，铲板带有一定的坡度，避免餐厨垃圾残留的情况。

[0047] 过渡腔6的另一实施例如图7所示，所述过渡腔6位于餐厨垃圾区4内的下部，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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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机构位于餐厨垃圾区4上部，阻隔机构为横向设置在与柱体16垂直的隔板内部，阻隔机

构关闭时，挡板12与栅格网44之间形成的空间构成过渡区6；当餐厨垃圾初步粉碎后，粉碎

后的餐厨垃圾通过栅格网44掉落在挡板12上，当垃圾收集完毕后，挡板12打开，此时餐厨垃

圾掉落至发酵区7。

[0048] 所述发酵腔7可以通过管道与压缩机相连，压缩机与压力储存罐连接，所述发酵腔

7的侧壁上设置操作口。可以理解的是，发酵腔7在发酵时为密闭的状态，发酵腔7内壁上部

设置有甲烷传感器，可以实时监测发酵腔7中的沼气浓度，当沼气达到一定浓度后，压缩机

启动，将发酵腔7中的沼气压缩进压力储存罐中。

[0049] 电动车上的蓄电池可以外接充电电源，为蓄电池充电，提高电动车的续航能力。

[0050] 如图4‑5，为与本发明的垃圾收集箱5适配的垃圾桶14，垃圾桶14设置在小区地面

15上，由隔板分隔成与垃圾收集箱5上四个区相对应的可回收部101、有毒有害部201、其他

垃圾部301及餐厨垃圾部401，并在垃圾桶的外壁上设置有显著的颜色以及图示，便于小区

居民进行区分，将不同类的垃圾进行分类后投入，方便后续的垃圾清理、垃圾回收。

[0051] 所述垃圾桶14底部设置下料机构，垃圾桶14为底部活动下料的开口式结构，所述

下料机构包括可转动的底板145，所述底板145上等间隔、等面积设置四个通孔，每个所述通

孔大小与垃圾桶14每个部的底部开口面积相当，所述每个部的底部开口面积小于每个部相

应的投入口面积。垃圾桶14底部为开口式结构，通过设置底板145，使得垃圾可以盛放至底

板145上，底板145等面积分为八个扇形区域，每个扇形区域的大小与垃圾桶14底部为开口

大小一致，扇形通孔间隔设置；当不需要将垃圾桶14中的垃圾排出时，底板145转至具有底

板结构的区域，当需要将垃圾桶14中的垃圾排出时，底板145转至扇形通孔区，垃圾桶14中

的垃圾掉落至垃圾收集箱5上相应的垃圾区中；垃圾桶14的上部的、用于使小区居民投放垃

圾的投入口大于垃圾桶14底部的垃圾排放口大小，便于垃圾投放。

[0052] 由于垃圾桶14底部开口式设置，餐厨垃圾中会存在液体残渣，液体残渣漏至集水

盒146中，集水盒146设置在小区地面15下的凹坑中，所述垃圾桶14放置在集水盒146上，集

水盒146的深度足以容纳小区内1‑2天的餐厨垃圾所漏出的液体残渣。

[0053] 所述垃圾收集箱5内壁上部固定设置第二电机8，所述第二电机8的输出轴连接齿

轮9，所述齿轮9的齿凸出于垃圾收集箱5进口的侧壁，垃圾桶14中间设置套筒143，所述底板

145套设在套筒143外、与套筒143转动连接，套筒143与底板145通过轴承连接，垃圾桶14的

底板145周向上设置有与齿轮9相啮合的齿。

[0054] 当机械臂将垃圾桶14带至垃圾收集箱5的进口处时，垃圾收集箱5的入口处、与垃

圾箱14接触的位置设置的重量传感器将信号传递给主控制器，主控制器控制第二电机8转

动，第二电机8带动齿轮9转动，从而使得底板145转动至打开位置，便于垃圾从垃圾桶14的

底部掉落至垃圾收集箱5中。

[0055] 当重量传感器感应到的重量达到设定值时(即垃圾桶本身的重量值)，表明垃圾箱

14中的垃圾已经排放完毕；也可以在第二电机8转动使得底板145转至通孔位置后停止，通

过设置第二电机8的停止时间，使得垃圾桶14中的垃圾有足够的时间掉落至垃圾收集箱5

中，主控制器控制第二电机8转动使得底板145转动至闭合位置，机械臂将垃圾桶14放回至

集水盒146上。

[0056] 垃圾收集箱5上的餐厨垃圾区4的入口处与垃圾桶14上的餐厨垃圾部401上相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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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设置接触式位置传感装置，当垃圾桶14上的垃圾分类区域与垃圾收集箱5上的区域

不对应时，机械臂可将垃圾桶14带起重新转动角度后放下；小区中的垃圾桶14也可以始终

摆放为与垃圾收集箱5上各分类区域一致的同一方向，便于机械臂直接将垃圾桶14带起放

入到垃圾收集箱5上，减少机械臂的工作步骤。

[0057] 垃圾箱14上的套筒143伸出底板145向下形成吸入口，所述吸入口的口径小于套筒

143的直径，吸入口的口部设置中间开有狭缝的硅胶片，所述硅胶片的大小与吸入口的大小

相当，当第三电动推杆141向上运动时，狭缝由于吸力而打开，使得污水被吸入到套筒143

内；第三电动推杆141停止运动后，硅胶片上的狭缝闭合，避免套筒143内的污水流出。所述

吸入口伸入到集水盒146内、与集水盒146底部相接触，所述吸入口设置有缺口，集水盒146

底面为向中间倾斜向下设置，使得集水盒146中的污水集中在中间，便于吸入。

[0058] 所述套筒143内上部设置第三电动推杆141，所述第三电动推杆141的活动端固定

连接硅胶144，所述硅胶144的直径与套筒143的内径相当；垃圾收集箱5上的柱体16上端设

置连通餐厨垃圾区4的通孔10。可以理解的是，套筒143上设置第三电动推杆141的区域，设

置有与外界连通的小孔，第三电动推杆141正常状态下为向下伸出的状态，使得硅胶144处

于套筒143的底部，硅胶144与套筒143内壁形成密封结构。

[0059] 所述集水盒146内壁上部设置液位传感器，所述液位传感器与第三电动推杆141无

线连接，所述第三电动推杆141上设置位置传感器，所述位置传感器与报警装置无线连接。

当集水盒146中的污水收集到液位传感器的位置时，第三电动推杆141向上运动，带动硅胶

144向上运动，并将集水盒146中的液体吸入至套筒内部；第三电动推杆141上的位置传感器

设置在可以感应硅胶144上下运动的位置，当感应到硅胶144运动至所设置的位置后，报警

装置进行报警，提醒工作人员进行清理。

[0060] 当机械臂将垃圾桶14放置垃圾收集箱5上时，垃圾收集箱5的入口处、与垃圾箱14

接触位置设置的重量传感器将信号传递给第三电动推杆141，第三电动推杆141向下运动，

将套筒143内的液体从通孔10挤入至餐厨垃圾区4中；套筒143向下伸出的吸入口的口径为

可以将液体吸入，又不会从吸入口漏下的大小，在吸入口处设置缺口，可以使得吸入口位于

集水盒146的底部时，不会因为接触过近导致液体无法吸入的情况。

[0061] 具体实施方式为：在小区的内部道路规划垃圾桶14需要放置的位置，并在相应的

位置设置地坑，地坑中放有集水盒146，集水盒146可从地坑中取出并清洗，垃圾桶14放置在

集水盒146上。

[0062] 平时小区居民根据垃圾分类方法，将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后投掷进垃圾箱14中，到

夜晚或者小区内居民活动较少时，无人驾驶的垃圾车从设置好的路线开始行驶，行驶至垃

圾桶14处停止，机械臂将垃圾桶14抬起并放置在垃圾收集箱5的入口处，此时第二电机8、第

三电动推杆141启动，使得垃圾桶14上的底板145转至通孔位置后停止，垃圾桶14中的垃圾

掉落进垃圾收集箱5中后，垃圾箱14的重量变轻，第二电机8转动使得底板145转至底板位置

后停止，机械臂将垃圾箱14放回至集水盒146上，完成垃圾收集。

[0063] 当垃圾车完成收集后，或者垃圾收集箱5中的餐厨垃圾收集满时，第一电机41启动

粉碎餐厨垃圾，粉碎后的餐厨垃圾进入到发酵腔7中，操作人员可以从发酵腔7外部的操作

口中放入厌氧菌等使得餐厨垃圾可以在发酵腔7中进行发酵，发酵后产生的沼气通过压缩

机被压缩进压力储存罐中，将沼气进行回收；当餐厨垃圾区4中的沼气浓度降低时，操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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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可以打开操作口，清理餐厨垃圾发酵后的残渣。整个垃圾收集箱5可通过倾倒或者翻转的

方式将其中的垃圾清理出来。

[0064] 上述实施方式是优选的实施方式，应当指出的是，上述优选实施方式不应视为对

本发明的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当以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为准。对于本技术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

和润饰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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