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226546.3

(22)申请日 2018.10.22

(71)申请人 东莞理工学院

地址 523808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大学路1号东莞理工学

院机械楼12N301室

(72)发明人 王曼　张绍辉　

(51)Int.Cl.

B65G 53/50(2006.01)

B65G 53/40(2006.01)

B03C 1/3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城市垃圾气力管道收运及分类的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城市垃圾气力管道收运及

分类的方法，将城市垃圾通过垃圾投放口投入到

投放系统中，然后利用气体压力将垃圾从运输管

道输送到垃圾分离分类系统中，最后将垃圾分离

分类系统中的垃圾经过垃圾分离器进行气固分

离，磁选机磁选，风选机风选的方式将垃圾中的

金属物质，废纸废塑料，其他垃圾和产生的废气

分离出来，金属物质和废纸废塑料干燥后压实，

运往回收部门处理，其他垃圾干燥后压实，运往

垃圾处理厂做进一步处理，废气输送至过滤装置

进行过滤后再排放；不仅杜绝了城市垃圾在收运

过程中二次污染，还降低了垃圾收集的劳动强

度，优化了环卫工人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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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城市垃圾气力管道收运及分类的方法，它包括垃圾的收集过程，运输过程，垃圾

的分离分类过程和废气处理过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城市垃圾气力管道收运及分类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垃圾

的收集过程为将城市垃圾从各室内投放口、室外投放口进入到储存节中存放。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城市垃圾气力管道收运及分类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运输过

程，所述垃圾投放口中的垃圾需要运输时，系统开启储存节底部的排放阀，垃圾在气流的作

用下通过管道运输至垃圾的分离分类系统中。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城市垃圾气力管道收运及分类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垃圾的分

离分类过程，所述垃圾进入垃圾分离分类系统中，经过垃圾分离器进行气固分离，气体排入

废气处理系统进行处理，固体垃圾通过磁选、风选的方式分理出可回收垃圾和其他垃圾。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城市垃圾气力管道收运及分类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废气

处理过程，排放气体经过除尘系统处理后，气体进入除臭系统，在除臭系统内经过物理吸附

的方法，使得能够产生臭味的分子被吸附，最终使得由系统排入到大气中的气体符合排放

标准。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城市垃圾气力管道收运及分类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垃圾

收集过程具体为：从室内投放口中投放的垃圾通过顶阀进入到储存节中储存，从室外投放

口投放的垃圾直接进入到储存节中储存。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城市垃圾气力管道收运及分类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运输

过程具体为：启动控制系统，控制系统启动垃圾分离分类系统中的风机，同时开启管道上的

各封闭阀门，风机运行产生的负压气流将投放口中的垃圾输送到垃圾分离分类系统中；此

过程中，系统先打开进气阀，管道中形成气流，当管道中的气流速度达到垃圾的抽吸条件

时，系统再打开储存节底部的排放阀，进行垃圾的排放和抽吸，系统在抽吸垃圾时，每次只

有一个垃圾投放口中的排放阀打开。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城市垃圾气力管道收运及分类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垃圾

的分离分类过程具体为：当垃圾进入到垃圾分离器后，固体垃圾通过带式运输机进入到磁

选机进行磁选，磁选完之后的金属物质进入到单独的集装箱，非金属物质则进入到风选机

中进行风选，风选完之后将可回收物质和其他垃圾分开，再对这些垃圾分别进行干燥、压实

处理，最后将这些垃圾装入集装箱分别运往回收部门和垃圾处理厂做进一步处理。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城市垃圾气力管道收运及分类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废气

处理过程具体为：所述废气处理系统包括除尘系统和除臭系统两部分，除尘系统由第一级

过滤筛除尘器和第二级布袋除尘器组成，组成结构按气流流向，依次是整流室，第一级除尘

过滤筛，第二级布袋除尘器，运行时，从最后一个风机出口排出的气体通过管道进入除尘

室，在除尘室完成一次整流，使得高速运动的气流转化为平顺缓慢的气流再通过第一级过

滤筛，大部分粗尘粒受筛网阻隔被截留在第一级整流室的过滤筛表面上，细尘粒和小部分

粗尘粒随气流经过第二级布袋除尘器，通过惯性碰撞作用，滤袋材料截留了剩余的粗尘粒，

通过扩散和筛分作用，滤袋材料捕集了气流中部分细小尘粒，最终通过除尘系统处理，使得

排放气体满足后端除臭系统进一步的处理要求；所述除臭系统分前后两级组成，组成结构

按气流流向，依次是第一级整流室，第一级除臭器，第二级整流室，第二级除臭器；运行时，

除尘处理后的气体经过一、二级除臭器，使得能够产生臭味的分子被除臭器内的活性炭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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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随着尾气中能够产生臭味的物质被大量吸附，最终系统排放到大气中的气体达到当地

的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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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城市垃圾气力管道收运及分类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城市垃圾收运方法，特别涉及一种城市垃圾气力管道收运及分类

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城市规模在不断扩

大，城市人口高度集中，国民消费水平不断地提高，进而使得城市生活垃圾产量剧烈增长，

根据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统计，我国每年产生近4亿吨的城市生活垃圾，随着我国城镇化

进程的加快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镇生活垃圾还在以每年5％-8％的速度递增，日益

增长的生活垃圾不仅给城市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还影响着城市的美观和整洁，同时也

严重影响着城市生活的居民的身心健康，如何解决城市生活垃圾问题，营造一个绿色健康

的生活环境是世界各国高度重视的社会问题之一。

[0003] 目前我国城市垃圾自产生到运输至垃圾处理场，需要经历收集和运输，而城市垃

圾比较分散，这使得城市垃圾的收集和运输工作十分复杂，而且城市垃圾中有相当一部分

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虽然垃圾处理场的垃圾也会进行分类整理回收，但人工分选费时费力；

而我国城市垃圾的主要收集和运输方式为：收集站收集，垃圾车流动收集；收集站收集是在

生活垃圾产生区设立固定的垃圾收集站进行垃圾收集，再通过大型垃圾车将垃圾收集站中

的垃圾直接运输至垃圾处理场进行处理，这种处理方式提高了垃圾集装箱中的垃圾装载量

和垃圾运输的经济型，但垃圾在被运走之前需要存放一段时间，存放的过程中容易发生腐

败而造成环境的污染，而且在转运的过程中也存在二次污染，垃圾进入垃圾场之后还需要

对垃圾进行人工分选，将部分可回收垃圾分选出来交到回收部门，此项工作费时费力，并且

垃圾处理场的工作的环境相当恶劣，对工人的身体健康产生极大的影响；垃圾车流动收集

是指利用垃圾车，对分散于各垃圾收集点的垃圾进行定时收集，收集后的垃圾直接运往垃

圾处理场，这种方式灵活性很大，但对收集点分布较散的区域效率较低，要花费大量的人

力，并且对收集点附近的环境影响较大，垃圾受天气影响较明显，同时也存在二次污染，这

两种垃圾收集运输方式密封性差，自动化程度低，并且容易造成二次污染，并且，所收集的

垃圾也需要进行人工分选；对于垃圾的收集和运输方式，在国外一些发达国家正在广泛使

用一种新型、绿色、智能、高效的方式，即垃圾气力管道收集，它对提高环境质量的作用已被

人们认可，且其在生活垃圾收集领域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目前，垃圾气力管道输送系统在

国外应用广泛且技术成熟，而国内尚处于起步的阶段，开发应用还存在一定及技术困难；目

前国内已建有垃圾力气管道输送系统，但均采用国外的技术工艺，系统大部分设备为进口，

建设和运行成本都比较高，面对垃圾力气管道运输系统在国外的应用现状和在垃圾收集领

域的而独特优势及发展应用前景，在国内开发研究势在必行，同时，垃圾自动分选系统通过

自动化设备代替人工分选，也是垃圾处理工作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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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4] 根据以上背景内容所述，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城市垃圾气力管道收运及分

类的方法，它通过地下输送管道，利用负压技术形成的气流将分散在各处的垃圾输送到垃

圾收集分类处理站，通过气固分离，磁选，风选，压缩密封后将垃圾分类并分别由垃圾车运

走，解决城市垃圾收集运输效率低，耗费大量人力且对环境污染大等问题，同时，本系统通

过磁选能够自动将垃圾中的金属物质和非金属物质分开，通过风选能够将非金属物质中的

可回收物质如废纸、废塑料分选出来，分好的垃圾分别压缩打包置于不同的集装箱内，由垃

圾车运走，金属物质，废纸、废塑料等可回收利用物质直接运往回收部门，而其它垃圾直接

运往垃圾处理场，有效减少人工收集、运输和分选的成本。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城市垃圾气力管道收运及分类的方法，它包括垃圾的收集过程，运输过程，垃圾的

分离分类过程，废气处理过程。

[0006] 垃圾的收集过程，城市垃圾从各室内投放口、室外投放口进入到储存节中存放。

[0007] 运输过程，投放口中的垃圾需要运输时，系统开启储存节底部的排放阀，垃圾在气

流的作用下通过管道运输至垃圾的分离分类系统中。

[0008] 垃圾的分离分类过程，所述垃圾进入垃圾分离分类系统中，经过垃圾分离器进行

气固分离，气体排入废气处理系统进行处理，固体垃圾通过磁选、风选的方式分理处废纸废

塑料等可回收垃圾和其他垃圾。

[0009] 废气处理过程，排放气体经过除尘系统处理后，气体进入除臭系统，在除臭系统内

经过物理吸附的方法，使得能够产生臭味的分子被吸附，最终使得由系统排入到大气中的

气体符合排放标准

作为本发明更进一步的限定，垃圾收集过程具体为：从室内投放口中投放的垃圾通过

顶阀进入到储存节中储存，从室外投放口投放的垃圾直接进入到储存节中储存。

[0010] 作为本发明更进一步的限定，运输过程具体为：启动控制系统，控制系统启动垃圾

分离分类系统中的风机，同时开启管道上的各封闭阀门，风机运行产生的负压气流将投放

口中的垃圾输送到垃圾分离分类系统中；此过程中，系统先打开进气阀，管道中形成气流，

当管道中的气流速度达到垃圾的抽吸条件时，系统再打开储存节底部的排放阀，进行垃圾

的排放和抽吸，系统在抽吸垃圾时，每次只有一个垃圾投放口中的排放阀打开。

[0011] 作为本发明更进一步的限定，垃圾的分离分类过程具体为：当垃圾进入到垃圾分

离器后，固体垃圾通过带式运输机进入到磁选机进行磁选，磁选完之后的金属物质进入到

单独的集装箱，非金属物质则进入到风选机中进行风选，风选完之后将废废纸废塑料等可

回收物质和其他垃圾分开，再对这些垃圾分别进行干燥、压实处理，最后将这些垃圾装入集

装箱分别运往回收部门和垃圾处理厂做进一步处理。

[0012] 作为本发明更进一步的限定，所述废气处理过程具体为：所述废气处理系统包括

除尘系统和除臭系统两部分，除尘系统由第一级过滤筛除尘器和第二级布袋除尘器组成，

组成结构按气流流向，依次是整流室，第一级除尘过滤筛，第二级布袋除尘器，运行时，从最

后一个风机出口排出的气体通过管道进入除尘室，在除尘室完成一次整流，使得高速运动

的气流转化为平顺缓慢的气流再通过第一级过滤筛，大部分粗尘粒受筛网阻隔被截留在第

一级整流室的过滤筛表面上，细尘粒和小部分粗尘粒随气流经过第二级布袋除尘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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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性碰撞作用，滤袋材料截留了剩余的粗尘粒，通过扩散和筛分作用，滤袋材料捕集了气流

中部分细小尘粒，最终通过除尘系统处理，使得排放气体满足后端除臭系统进一步的处理

要求；所述除臭系统分前后两级组成，组成结构按气流流向，依次是第一级整流室，第一级

除臭器，第二级整流室，第二级除臭器；运行时，除尘处理后的气体经过一、二级除臭器，使

得能够产生臭味的分子被除臭器内的活性炭吸附，随着尾气中能够产生臭味的物质被大量

吸附，最终系统排放到大气中的气体达到当地的排放标准。

[0013] 有益效果

1、相较于传统的城市生活垃圾收集运输方式，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城市垃圾气力管道收

运及分类的方法，通过地下输送管道，利用负压技术形成的气流将分散在各处的垃圾输送

到垃圾收集分类处理站，通过气固分离，磁选，风选，压实密封后由不同的垃圾车运走。

[0014] 2、所覆盖的区域内可以取消手推车，垃圾桶，垃圾房等传统收集工具与设施，有效

减少了二次污染，也解决城市垃圾收集运输效率低，耗费大量人力且对环境污染大等问题。

[0015] 3、本系统中通过磁选和风选，能够自动将垃圾中的金属物质和废纸塑料等可回收

物质和其他物质分开，并分别压缩打包，金属物质和废纸、塑料分别由垃圾车直接运往回收

部门，其他混合垃圾直接运往垃圾处理场，减少了垃圾处理厂人工分选的工作量。

附图说明

[0016] 构成本发明的一部分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本发明的示意性实

施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不当限定；在附图中：

图1为所述城市垃圾气力管道收运及分类方法的原理图。

[0017] 图2为所述城市垃圾气力管道收运及分类方法的系统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根据以上背景内容所述，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城市垃圾气力管道收运及分

类的方法，它通过地下输送管道，利用负压技术形成的气流将分散在各处的垃圾输送到垃

圾收集分类处理站，通过气固分离，磁选，风选，压缩密封后将垃圾分类并分别由垃圾车运

走，解决城市垃圾收集运输效率低，耗费大量人力且对环境污染大等问题，同时，本系统通

过磁选能够自动将垃圾中的金属物质和非金属物质分开，通过风选能够将非金属物质中的

可回收物质如废纸、废塑料分选出来，分好的垃圾分别压缩打包置于不同的集装箱内，由垃

圾车运走，金属物质，废纸、废塑料等可回收利用物质直接运往回收部门，而其它垃圾直接

运往垃圾处理场，有效减少人工收集、运输和分选的成本。

[0019]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城市垃圾气力管道收运及分类的方法，它包括垃圾的收集过程，城市垃圾从各室

内投放口、室外投放口进入到储存节中存放。

[0020] 运输过程，投放口中的垃圾需要运输时，系统开启储存节底部的排放阀，垃圾在气

流的作用下通过管道运输至垃圾的分离分类系统中。

[0021] 垃圾的分离分类过程，所述垃圾进入垃圾分离分类系统中，经过垃圾分离器进行

气固分离，气体排入废气处理系统进行处理，固体垃圾通过磁选、风选的方式分理处废纸废

塑料等可回收垃圾和其他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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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作为本发明更进一步的限定，垃圾收集过程具体为：从室内投放口中投放的垃圾

通过顶阀进入到储存节中储存，从室外投放口投放的垃圾直接进入到储存节中储存。

[0023] 作为本发明更进一步的限定，运输过程具体为：启动控制系统，控制系统启动垃圾

分离分类系统中的风机，同时开启管道上的各封闭阀门，风机运行产生的负压气流将投放

口中的垃圾输送到垃圾分离分类系统中；此过程中，系统先打开进气阀，管道中形成气流，

当管道中的气流速度达到垃圾的抽吸条件时，系统再打开储存节底部的排放阀，进行垃圾

的排放和抽吸，系统在抽吸垃圾时，每次只有一个垃圾投放口中的排放阀打开。

[0024] 作为本发明更进一步的限定，垃圾的分离分类过程具体为：当垃圾进入到垃圾分

离器后，固体垃圾通过带式运输机进入到磁选机进行磁选，磁选完之后的金属物质有传送

带运输到单独的集装箱，非金属物质则进入到风选机中进行风选，风选完之后将废废纸废

塑料等可回收物质和其他垃圾分开，再对这些垃圾分别进行干燥、压实处理，最后将这些垃

圾装入集装箱分别运往回收部门和垃圾处理厂做进一步处理。

[0025] 作为本发明更进一步的限定，垃圾的废气处理过程具体为：垃圾通过垃圾分离器

进行垃圾与空气的分离后，输送垃圾的气流仍然含有少量的小粒径颗粒，如果这些气体未

经处理直接外排会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因此，本发明设置一个废气处理方法对输送垃圾

的气体进行净化处理，达标后排放，所述废气处理方法包括除尘和除臭两部分，除尘是由第

一级过滤筛除尘器和第二级布袋除尘器完成，工作过程按气流流向，依次是整流，第一级除

尘过滤，第二级布袋除尘，运行时，从最后一个风机出口排出的气体通过管道进入除尘室，

在除尘室完成一次整流，使得高速运动的气流转化为平顺缓慢的气流再通过第一级过滤筛

过滤，大部分粗尘粒受筛网阻隔被截留在第一级整流室的过滤筛表面上，细尘粒和小部分

粗尘粒随气流经过第二级布袋除尘器进行除尘，通过惯性碰撞作用，滤袋材料截留了剩余

的粗尘粒，通过扩散和筛分作用，滤袋材料捕集了气流中部分细小尘粒，最终通过除尘系统

处理，使得排放气体满足后端除臭系统进一步的处理要求；排放气体经过除尘处理后，气体

进入除臭系统，在除臭系统内经过物理吸附的方法，使得能够产生臭味的分子被吸附，最终

使得由系统排入到大气中的气体符合排放标准，除臭过程分前后两级过程，其工作过程按

气流流向，依次是第一级整流，第一级除臭，第二级整流，第二级除臭；运行时，除尘处理后

的气体经过一、二级除臭，使得能够产生臭味的分子被除臭器内的活性炭吸附，随着尾气中

能够产生臭味的物质被大量吸附，最终系统排放到大气中的气体达到当地的排放标准。

[0026] 以上所述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本发明所述的城市垃圾力气管道收运及分类

的方法相较于传统的城市垃圾收集，运输及分类的方式具有以下独特优势：

1、封闭式输送，无二次污染，生活垃圾自投放口进入系统后，就完全处于密闭的状态

中，垃圾的整个输运过程在地下封闭的输送管道内进行，不再和居民发生任何接触，从根本

上杜绝了垃圾收运过程中的二次污染。

[0027] 2、自动化控制，降低劳动强度，系统通过全自动控制程序将分散在各处的生活垃

圾统一输运到垃圾分离分类系统，再进行气固分离，垃圾分类和压实装箱，整个垃圾收运过

程完全实现自动化控制，可连续24小时工作，显著降低了垃圾收集的劳动强度，优化了环卫

工人的工作环境。

[0028]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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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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