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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具有垃圾分类指导功能

的生活垃圾分类桶，涉及垃圾桶技术领域，包括

柜体、垃圾桶和伸出组件，所述柜体的顶部设有

垃圾口，且垃圾口上通过转轴转动安装有垃圾

盖，所述垃圾口一侧的所述柜体顶部设有驱动

盒，且驱动盒的内部装有驱动组件，所述驱动组

件驱动垃圾盖旋转，所述柜体顶部的一侧设有控

制仓，且控制仓的内部装有PLC处理芯片；本发明

通过不同的垃圾口向不同的垃圾桶中投入垃圾，

以此进行分类，通过在控制面板输入垃圾的具体

名字，PLC处理芯片分析出垃圾属于什么类别后

在显示器上显示，提醒使用者垃圾的具体类型，

然后启动相应的驱动组件，打开相应分类的垃圾

盖，即可分类投放垃圾，使得垃圾分类更加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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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垃圾分类指导功能的生活垃圾分类桶，包括柜体（1）、垃圾桶（2）和伸出组

件，其特征在于：所述柜体（1）的顶部设有垃圾口（3），且垃圾口（3）上通过转轴（4）转动安装

有垃圾盖（5），所述垃圾口（3）一侧的所述柜体（1）顶部设有驱动盒（6），且驱动盒（6）的内部

装有驱动组件，所述驱动组件驱动垃圾盖（5）旋转，所述柜体（1）顶部的一侧设有控制仓

（7），且控制仓（7）的内部装有PLC处理芯片，所述控制仓（7）的正面设有控制面板（8）和显示

器（9），所述控制面板（8）用于输入垃圾名称，所述PLC处理芯片识别后在显示器（9）上显示

垃圾分类，且PLC处理芯片的控制端通过导线与所述驱动组件电性连接；

所述伸出组件设在柜体（1）的内部，所述垃圾桶（2）放置在伸出组件上，且垃圾桶（2）的

进口与垃圾口（3）相对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垃圾分类指导功能的生活垃圾分类桶，其特征在于：

所述垃圾口（3）至少设有三组，所述垃圾桶（2）和伸出组件均至少设有三组，所述控制面板

（8）的控制端通过导线与所述伸出组件电性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具有垃圾分类指导功能的生活垃圾分类桶，其特征在于：

所述转轴（4）的一端设有涡轮（10），且涡轮（10）延伸至驱动盒（6）内部的下方，所述驱动组

件包括蜗杆（11）和马达，所述蜗杆（11）转动设有驱动盒（6）内部，且蜗杆（11）与所述涡轮

（10）相适配，所述马达设在驱动盒（6）内部，且马达的输出端与所述蜗杆（11）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具有垃圾分类指导功能的生活垃圾分类桶，其特征在于：

所述伸出组件包括安装板（12）、第一连接臂（13）和第二连接臂（14），所述第一连接臂（13）

设有两组，且两组所述第一连接臂（13）分别铰接在安装板（12）顶部的两侧，所述第二连接

臂（14）设有两组，且两组所述第二连接臂（14）的一端分别与两组所述第一连接臂（13）连

接，两组所述第二连接臂（14）的前端铰接有托板（15），且托板（15）上设有放置板（16），所述

垃圾桶（2）放置在放置板（16）上。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具有垃圾分类指导功能的生活垃圾分类桶，其特征在于：

所述安装板（12）上的中间位置处设有轴座（17），且轴座（17）的内部转动安装有螺纹丝杆

（18），所述托板（15）的底部设有螺母套管（19），所述螺纹丝杆（18）与所述螺母套管（19）相

适配。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具有垃圾分类指导功能的生活垃圾分类桶，其特征在于：

所述安装板（12）顶部的后端设有伺服电机（20），且伺服电机（20）的输出端与所述螺纹丝杆

（18）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具有垃圾分类指导功能的生活垃圾分类桶，其特征在于：

所述托板（15）和放置板（16）之间设有重力传感器（21），且重力传感器（21）的输出端通过导

线与所述PLC处理芯片电性连接，所述PLC处理芯片将接收的重力数据显示在显示器（9）上。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垃圾分类指导功能的生活垃圾分类桶，其特征在于：

所述垃圾口（3）的内侧设有契合台阶（22），所述垃圾盖（5）与所述契合台阶（22）相适配。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垃圾分类指导功能的生活垃圾分类桶，其特征在于：

所述柜体（1）的前端铰接有封闭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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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垃圾分类指导功能的生活垃圾分类桶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垃圾桶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具有垃圾分类指导功能的生活垃圾分

类桶。

背景技术

[0002] 垃圾桶，是指装放垃圾的容器，多数以金属或塑胶制，用时放入塑料袋，当垃圾一

多便可扎起袋丢掉，垃圾桶是人们生活中"藏污纳垢"的容器，也是社会文化的一种折射，多

数垃圾桶都有盖以防垃圾的异味四散，有些垃圾桶可以以脚踏开启，家居的垃圾桶多数放

于厨房，以便放置厨余，有些家庭会在主要房间都各置一，有些游乐场的垃圾桶会特别设计

成可爱的人物；

目前，随着垃圾分类的施行，垃圾需要分类放置入不同的垃圾桶中，而不同的垃圾

属于什么分类往往是让人比较头疼的问题，因此，本发明提出一种具有垃圾分类指导功能

的生活垃圾分类桶以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具有垃圾分类指导功能的生活垃圾分类桶，该具

有垃圾分类指导功能的生活垃圾分类桶通过不同的垃圾口向不同的垃圾桶中投入垃圾，以

此进行分类，通过在控制面板输入垃圾的具体名字，PLC处理芯片分析出垃圾属于什么类别

后在显示器上显示，提醒使用者垃圾的具体类型，然后启动相应的驱动组件，打开相应分类

的垃圾盖，即可分类投放垃圾，具有垃圾分类指导功能，使得垃圾分类更加方便。

[0004] 为实现本发明的目的，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一种具有垃圾分类指导功

能的生活垃圾分类桶，包括柜体、垃圾桶和伸出组件，所述柜体的顶部设有垃圾口，且垃圾

口上通过转轴转动安装有垃圾盖，所述垃圾口一侧的所述柜体顶部设有驱动盒，且驱动盒

的内部装有驱动组件，所述驱动组件驱动垃圾盖旋转，所述柜体顶部的一侧设有控制仓，且

控制仓的内部装有PLC处理芯片，所述控制仓的正面设有控制面板和显示器，所述控制面板

用于输入垃圾名称，所述PLC处理芯片识别后在显示器上显示垃圾分类，且PLC处理芯片的

控制端通过导线与所述驱动组件电性连接；

所述伸出组件设在柜体的内部，所述垃圾桶放置在伸出组件上，且垃圾桶的进口

与垃圾口相对应。

[0005] 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垃圾口至少设有三组，所述垃圾桶和伸出组件均至少设有

三组，所述控制面板的控制端通过导线与所述伸出组件电性连接。

[0006] 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转轴的一端设有涡轮，且涡轮延伸至驱动盒内部的下方，所

述驱动组件包括蜗杆和马达，所述蜗杆转动设有驱动盒内部，且蜗杆与所述涡轮相适配，所

述马达设在驱动盒内部，且马达的输出端与所述蜗杆连接。

[0007] 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伸出组件包括安装板、第一连接臂和第二连接臂，所述第一

连接臂设有两组，且两组所述第一连接臂分别铰接在安装板顶部的两侧，所述第二连接臂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13697318 A

3



设有两组，且两组所述第二连接臂的一端分别与两组所述第一连接臂连接，两组所述第二

连接臂的前端铰接有托板，且托板上设有放置板，所述垃圾桶放置在放置板上。

[0008] 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安装板上的中间位置处设有轴座，且轴座的内部转动安装

有螺纹丝杆，所述托板的底部设有螺母套管，所述螺纹丝杆与所述螺母套管相适配。

[0009] 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安装板顶部的后端设有伺服电机，且伺服电机的输出端与

所述螺纹丝杆连接。

[0010] 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托板和放置板之间设有重力传感器，且重力传感器的输出

端通过导线与所述PLC处理芯片电性连接，所述PLC处理芯片将接收的重力数据显示在显示

器上。

[0011] 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垃圾口的内侧设有契合台阶，所述垃圾盖与所述契合台阶

相适配。

[0012] 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柜体的前端铰接有封闭门。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1、本发明通过不同的垃圾口向不同的垃圾桶中投入垃圾，以此进行分类，通过在

控制面板输入垃圾的具体名字，PLC处理芯片分析出垃圾属于什么类别后在显示器上显示，

提醒使用者垃圾的具体类型，然后启动相应的驱动组件，打开相应分类的垃圾盖，即可分类

投放垃圾，具有垃圾分类指导功能，使得垃圾分类更加方便。

[0014] 2、本发明在垃圾公司回收垃圾的过程中，通过控制面板驱动伸出组件启动，伺服

电机带动螺纹丝杆旋转，驱动螺母套管及托板、放置板移动，配合第一连接臂、第二连接臂

的铰接支撑作用，将垃圾桶从柜体中伸出，方便取出垃圾。

[0015] 3、本发明通过重力传感器的作用，可以实时检测垃圾桶的重量，并将数据显示在

显示器上，便于使用者实时知道垃圾桶的载重，也方便及时清理。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主视图；

图2为本发明的柜体内部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的驱动组件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的伸出组件示意图。

[0017] 其中：1、柜体；2、垃圾桶；3、垃圾口；4、转轴；5、垃圾盖；6、驱动盒；7、控制仓；8、控

制面板；9、显示器；10、涡轮；11、蜗杆；12、安装板；13、第一连接臂；14、第二连接臂；15、托

板；16、放置板；17、轴座；18、螺纹丝杆；19、螺母套管；20、伺服电机；21、重力传感器；22、契

合台阶；23、封闭门。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为了加深对本发明的理解，下面将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述，本实施例

仅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定。

[0019] 根据图1、2、3、4所示，本实施例提出了一种具有垃圾分类指导功能的生活垃圾分

类桶，包括柜体1、垃圾桶2和伸出组件，所述柜体1的顶部设有垃圾口3，且垃圾口3上通过转

轴4转动安装有垃圾盖5，所述垃圾口3一侧的所述柜体1顶部设有驱动盒6，且驱动盒6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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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装有驱动组件，所述驱动组件驱动垃圾盖5旋转，所述柜体1顶部的一侧设有控制仓7，且

控制仓7的内部装有PLC处理芯片，所述控制仓7的正面设有控制面板8和显示器9，所述控制

面板8用于输入垃圾名称，所述PLC处理芯片识别后在显示器9上显示垃圾分类，且PLC处理

芯片的控制端通过导线与所述驱动组件电性连接；

所述伸出组件设在柜体1的内部，所述垃圾桶2放置在伸出组件上，且垃圾桶2的进

口与垃圾口3相对应。使用时，通过在控制面板8输入垃圾的具体名字，PLC处理芯片分析出

垃圾属于什么类别后在显示器9上显示，提醒使用者垃圾的具体类型，然后启动相应的驱动

组件，打开相应分类的垃圾盖5，即可分类投放垃圾。在垃圾公司回收垃圾的过程中，通过控

制面板8驱动伸出组件启动，将垃圾桶2从柜体1中伸出，方便取出垃圾。

[0020] 所述垃圾口3设有三组，所述垃圾桶2和伸出组件均设有三组，所述控制面板8的控

制端通过导线与所述伸出组件电性连接。

[0021] 所述转轴4的一端设有涡轮10，且涡轮10延伸至驱动盒6内部的下方，所述驱动组

件包括蜗杆11和马达，所述蜗杆11转动设有驱动盒6内部，且蜗杆11与所述涡轮10相适配，

所述马达设在驱动盒6内部，且马达的输出端与所述蜗杆11连接。使用时，马达带动蜗杆11

旋转，驱动涡轮10旋转，从而带动垃圾盖5旋转启闭。

[0022] 所述伸出组件包括安装板12、第一连接臂13和第二连接臂14，所述第一连接臂13

设有两组，且两组所述第一连接臂13分别铰接在安装板12顶部的两侧，所述第二连接臂14

设有两组，且两组所述第二连接臂14的一端分别与两组所述第一连接臂13连接，两组所述

第二连接臂14的前端铰接有托板15，且托板15上设有放置板16，所述垃圾桶2放置在放置板

16上。所述安装板12上的中间位置处设有轴座17，且轴座17的内部转动安装有螺纹丝杆18，

所述托板15的底部设有螺母套管19，所述螺纹丝杆18与所述螺母套管19相适配。所述安装

板12顶部的后端设有伺服电机20，且伺服电机20的输出端与所述螺纹丝杆18连接。使用时，

伺服电机20带动螺纹丝杆18旋转，驱动螺母套管19及托板15、放置板16移动，配合第一连接

臂13、第二连接臂14的铰接支撑作用，将垃圾桶2从柜体1中伸出。

[0023] 所述托板15和放置板16之间设有重力传感器21，且重力传感器21的输出端通过导

线与所述PLC处理芯片电性连接，所述PLC处理芯片将接收的重力数据显示在显示器9上。通

过重力传感器21的作用，可以实时检测垃圾桶2的重量，并将数据显示在显示器9上，便于使

用者实时知道垃圾桶2的载重，也方便及时清理。

[0024] 所述垃圾口3的内侧设有契合台阶22，所述垃圾盖5与所述契合台阶22相适配。所

述柜体1的前端铰接有封闭门23。

[0025] 该具有垃圾分类指导功能的生活垃圾分类桶通过不同的垃圾口3向不同的垃圾桶

2中投入垃圾，以此进行分类，通过在控制面板8输入垃圾的具体名字，PLC处理芯片分析出

垃圾属于什么类别后在显示器9上显示，提醒使用者垃圾的具体类型，然后启动相应的驱动

组件，打开相应分类的垃圾盖5，即可分类投放垃圾，具有垃圾分类指导功能，使得垃圾分类

更加方便，且在垃圾公司回收垃圾的过程中，通过控制面板8驱动伸出组件启动，伺服电机

20带动螺纹丝杆18旋转，驱动螺母套管19及托板15、放置板16移动，配合第一连接臂13、第

二连接臂14的铰接支撑作用，将垃圾桶2从柜体1中伸出，方便取出垃圾，同时，通过重力传

感器21的作用，可以实时检测垃圾桶2的重量，并将数据显示在显示器9上，便于使用者实时

知道垃圾桶2的载重，也方便及时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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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

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的原

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

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界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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