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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城镇垃圾收集压缩系统，

包括垃圾投递筒、雨水收集系统、垃圾压缩装置、

升降装置、地板、操纵平台、污水处理系统；所述

地板的上平面与周围环境地面平齐，所述地板上

平面上设有垃圾投递筒；所述地板底部悬挂有垃

圾压缩装置，投递的垃圾可以从垃圾投递筒下滑

落入垃圾压缩装置中；所述地板通过升降装置支

撑在地基凹坑中；所述地板四周边沿下方设有雨

水收集系统；所述地基凹坑的四周设有污水处理

系统；所述操纵平台设置在地面一侧，所述操纵

平台上设有操作按钮。本发明通过垃圾进行真空

压缩，减少运输空间，垃圾收集袋运输后直接填

满，不用重新运回，减少运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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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城镇垃圾收集压缩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垃圾投递筒、雨水收集系统、垃圾压

缩装置、升降装置、地板、操纵平台、污水处理系统；所述地板的上平面与周围环境地面平

齐，所述地板上平面上设有垃圾投递筒；所述地板底部悬挂有垃圾压缩装置，投递的垃圾可

以从垃圾投递筒下滑落入垃圾压缩装置中；所述地板通过升降装置支撑在地基凹坑中；所

述地板四周边沿下方设有雨水收集系统；所述地基凹坑的四周设有污水处理系统；所述操

纵平台设置在地面一侧，所述操纵平台上设有操作按钮；

所述垃圾投递筒包括圆柱形的筒体及铰接在筒体上端可以翻转的筒盖，所述筒盖与筒

体之间还铰接有用于翻盖的电磁伸缩杆，所述筒体内壁周圈设有喷水装置，所述喷水装置

为设有斜向下开设小孔的环形喷水管，所述筒盖上设有语音播报器、刷卡区、缴费显示屏，

所述筒体外壁上设有垃圾分类标识；所述垃圾投递筒侧部安装有垃圾称重平台，所述垃圾

称重平台底部设有电池危化品垃圾桶，所述垃圾称重平台包括台面、固定架、称重传感器，

所述固定架固定在电池危化品垃圾桶上端，所述称重传感器固定在固定架上方，所述台面

设置在称重传感器上方，所述台面上还设有危险垃圾监测仪；

所述地板上设有多个开口且开口上部固定有垃圾投递筒，所述地板底部固定有挂钩、

倾斜垃圾通道，所述挂钩上设有悬挂槽，所述悬挂槽上悬挂有垃圾压缩装置；所述地板的开

口下部设有倾斜垃圾通道，所述的倾斜垃圾通道内设有破碎轮，所述倾斜垃圾通道的侧面

固定有破碎电机且破碎电机的输出轴与破碎轮相连，所述的倾斜垃圾通道的下端口与垃圾

压缩装置的进料口对应位置，所述倾斜垃圾通道上边设有正对下端口的用于检测下方垃圾

高度的红外测距仪；

所述垃圾压缩装置包括垃圾收集箱、垃圾收集袋、真空泵，所述垃圾收集箱的上方设有

废料入口，所述垃圾收集箱的两侧设有悬挂板，所述悬挂板上设有悬挂立边；所述垃圾收集

箱的底部为活动翻盖，所述活动翻盖铰接在垃圾收集箱的底部侧边沿，所述活动翻盖的侧

边设有铰接耳，所述垃圾收集箱的端部设有卸料液压缸，所述卸料液压缸的端部铰接在活

动翻盖的侧边的铰接耳上；所述垃圾收集箱内设有垃圾收集袋，所述垃圾收集袋的上端与

垃圾收集箱废料入口对应位置开口；所述垃圾收集袋的侧部设有真空抽气孔且真空抽气孔

与真空泵的抽气端连接；所述垃圾收集箱的废料入口内侧设有垃圾收集袋的开口固定装

置，所述垃圾收集箱的废料入口内侧设有用于封闭垃圾收集袋的开口的封袋机，所述封袋

机的上端固定有滑轨并沿滑轨移动进行封口；

所述的垃圾收集袋为塑料薄膜结构，所述垃圾收集袋为内部填充有气体的双层结构且

中间设有篾条连接筋；所述篾条连接筋成网状布置；

所述垃圾压缩装置的下方设有缓冲装置，所述缓冲装置设置在地基凹坑的底面上，所

述缓冲装置包括上顶板、缓冲弹簧、固定基板，所述的固定基板固定在底面，所述固定基板

上设有缓冲弹簧，所述缓冲弹簧为液压弹簧，所述缓冲弹簧顶部固定有上顶板，所述上顶板

为平板结构；

所述升降装置包括设置在地板四周的液压缸及与液压缸相连的液压泵站，所述的液压

缸的底部固定在地基凹坑中，所述液压缸的顶部铰接固定在地板的四周，所述液压缸为三

级液压缸；所述液压泵站固定在地基凹坑的一侧，所述液压泵站上设有检测液压压力的压

力传感器；

所述雨水收集系统包括雨水沟、雨水集水槽、雨水泵站，所述地板四周边沿下方设有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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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沟且雨水沟设置在地基一侧，在地基凹坑的一侧设有雨水集水槽，雨水沟内的雨水通过

管道流入雨水集水槽，所述雨水集水槽上设有雨水泵站且雨水泵站能够将雨水泵压到垃圾

投递筒中并对其侧壁进行冲洗，所述雨水集水槽上设有溢流管道，所述溢流管道将集水槽

中的过高雨水排到市政管网，所述溢流管道中间设有防止倒流的单向阀，所述雨水沟上平

面与地板之间设有密封圈用于阻挡雨水进入地基凹坑内；

所述污水处理系统包括污水沟、污水集水槽、污水泵站，地基凹坑底部周圈设有污水

沟，地基凹坑的一侧设有污水集水槽，所述污水沟靠近污水集水槽的一侧底面低于污水沟

其他区域底面，所述污水沟靠近污水集水槽的一侧设有通入污水集水槽的管道，所述污水

沟与污水集水槽之间管道的进水端设有污水过滤器，所述污水集水槽上方设有污水泵站且

污水泵站能够将污水泵出地基凹坑外，所述污水泵站的进水端外设有防止杂质进入泵体的

过滤网。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城镇垃圾收集压缩系统的管理方法，采用上述装置进行操

作，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管理方法：

1、居民将生活产生的垃圾分类装袋，居民通过缴费的IC卡在筒盖上刷卡区进行刷卡

后，控制芯片处理器输出信号输出信号至第一语音系统提示进行垃圾称重，垃圾放置在垃

圾称重平台称重时，垃圾称重平台上的危险垃圾检测仪判断垃圾分类是否错误，垃圾分类

错误情况语音系统发出语音提示，垃圾分类正确情况下进行称重并按重量进行扣费，扣费

成功后垃圾投递筒的打开，居民投入垃圾，发出语音提示后延迟一段时间关闭筒盖；

2、垃圾投递筒中的垃圾经过中间倾斜垃圾通道输送至垃圾压缩装置中，当垃圾压缩装

置中的垃圾满了的时候，垃圾满位检测装置检测到内部垃圾满位状态，满位信息发送至管

理服务器，管理服务器发送信息提示工作人员清理垃圾，并对垃圾收集袋进行封口，然后抽

真空进行压缩；

3、工作人员收到垃圾满位信息提示后，通过操纵平台使得垃圾压缩装置抬升至地面以

上设定高度，操纵平台发出语音提示周围人员避让，操控打开垃圾压缩装置底部翻盖，内部

的垃圾收集袋落入运输车辆中，并装入空的垃圾收集袋，最后通过操纵平台将垃圾压缩装

置降下至复位状态；完成垃圾分类投递、集中收集、集中运输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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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城镇垃圾收集压缩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城市垃圾收集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城镇垃圾收集压缩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

高，城市生产与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垃圾废物也随之迅速的增加，特别是生活垃圾占用土地，

污染环境的状况以及对人们健康的影响也越加明显，由此而来的环境污染等问题逐渐引起

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城市生活中，为了对生活垃圾进行集中收集处理，不少小区、公

园等场所都设置了生活垃圾投放收集装置，以方便人们进行生活垃圾的投放；但是生活垃

圾产生量大，垃圾堆叠存在大量空隙，空隙占用垃圾收集装置的存储空间，且在后期运输过

程中，由于垃圾之间空隙存在导致运输所需空间增大，造成运输空间的浪费。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城镇垃圾收集压缩系统，其目的

是提高小区的垃圾回收环境，减少运输空间，减少垃圾占地空间。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解决方案是：一种城镇垃圾收集压缩系统，包括垃

圾投递筒、雨水收集系统、垃圾压缩装置、升降装置、地板、操纵平台、污水处理系统；所述地

板的上平面与周围环境地面平齐，所述地板上平面上设有垃圾投递筒；所述地板底部悬挂

有垃圾压缩装置，投递的垃圾可以从垃圾投递筒下滑落入垃圾压缩装置中；所述地板通过

升降装置支撑在地基凹坑中；所述地板四周边沿下方设有雨水收集系统；所述地基凹坑的

四周设有污水处理系统；所述操纵平台设置在地面一侧，所述操纵平台上设有操作按钮。

[0005] 所述垃圾投递筒包括圆柱形的筒体及铰接在筒体上端可以翻转的筒盖，所述筒盖

与筒体之间还铰接有用于翻盖的电磁伸缩杆，所述筒体内壁周圈设有喷水装置，所述喷水

装置为设有斜向下开设小孔的环形喷水管，所述筒盖上设有语音播报器、刷卡区、缴费显示

屏，所述筒体外壁上设有垃圾分类标识；所述垃圾投递筒侧部安装有垃圾称重平台，所述垃

圾称重平台底部设有电池危化品垃圾桶，所述垃圾称重平台包括台面、固定架、称重传感

器，所述固定架固定在电池危化品垃圾桶上端，所述称重传感器固定在固定架上方，所述台

面设置在称重传感器上方，所述台面上还设有危险垃圾监测仪；

所述地板上设有多个开口且开口上部固定有垃圾投递筒，所述地板底部固定有挂钩、

倾斜垃圾通道，所述挂钩上设有悬挂槽，所述悬挂槽上悬挂有垃圾压缩装置；所述地板的开

口下部设有倾斜垃圾通道，所述的倾斜垃圾通道内设有破碎轮，所述倾斜垃圾通道的侧面

固定有破碎电机且破碎电机的输出轴与破碎轮相连，所述的倾斜垃圾通道的下端口与垃圾

压缩装置的进料口对应位置，所述倾斜垃圾通道上边设有正对下端口的用于检测下方垃圾

高度的红外测距仪；

所述垃圾压缩装置包括垃圾收集箱、垃圾收集袋、真空泵，所述垃圾收集箱的上方设有

废料入口，所述垃圾收集箱的两侧设有悬挂板，所述悬挂板上设有悬挂立边；所述垃圾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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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的底部为活动翻盖，所述活动翻盖铰接在垃圾收集箱的底部侧边沿，所述活动翻盖的侧

边设有铰接耳，所述垃圾收集箱的端部设有卸料液压缸，所述卸料液压缸的端部铰接在活

动翻盖的侧边的铰接耳上；所述垃圾收集箱内设有垃圾收集袋，所述垃圾收集袋的上端与

垃圾收集箱废料入口对应位置开口；所述垃圾收集袋的侧部设有真空抽气孔且真空抽气孔

与真空泵的抽气端连接；所述垃圾收集箱的废料入口内侧设有垃圾收集袋的开口固定装

置，所述垃圾收集箱的废料入口内侧设有用于封闭垃圾收集袋的开口的封袋机，所述封袋

机的上端固定有滑轨并沿滑轨移动进行封口；

所述的垃圾收集袋为塑料薄膜结构，所述垃圾收集袋为内部填充有气体的双层结构且

中间设有篾条连接筋；所述篾条连接筋成网状布置；

所述垃圾压缩装置的下方设有缓冲装置，所述缓冲装置设置在地基凹坑的底面上，所

述缓冲装置包括上顶板、缓冲弹簧、固定基板，所述的固定基板固定在底面，所述固定基板

上设有缓冲弹簧，所述缓冲弹簧为液压弹簧，所述缓冲弹簧顶部固定有上顶板，所述上顶板

为平板结构；

所述升降装置包括设置在地板四周的液压缸及与液压缸相连的液压泵站，所述的液压

缸的底部固定在地基凹坑中，所述液压缸的顶部铰接固定在地板的四周，所述液压缸为三

级液压缸；所述液压泵站固定在地基凹坑的一侧，所述液压泵站上设有检测液压压力的压

力传感器；

所述雨水收集系统包括雨水沟、雨水集水槽、雨水泵站，所述地板四周边沿下方设有雨

水沟且雨水沟设置在地基一侧，在地基凹坑的一侧设有雨水集水槽，雨水沟内的雨水通过

管道流入雨水集水槽，所述雨水集水槽上设有雨水泵站且雨水泵站能够将雨水泵压到垃圾

投递筒中并对其侧壁进行冲洗，所述雨水集水槽上设有溢流管道，所述溢流管道将集水槽

中的过高雨水排到市政管网，所述溢流管道中间设有防止倒流的单向阀，所述雨水沟上平

面与地板之间设有密封圈用于阻挡雨水进入地基凹坑内；

所述污水处理系统包括污水沟、污水集水槽、污水泵站，地基凹坑底部周圈设有污水

沟，地基凹坑的一侧设有污水集水槽，所述污水沟靠近污水集水槽的一侧底面低于污水沟

其他区域底面，所述污水沟靠近污水集水槽的一侧设有通入污水集水槽的管道，所述污水

沟与污水集水槽之间管道的进水端设有污水过滤器，所述污水集水槽上方设有污水泵站且

污水泵站能够将污水泵出地基凹坑外，所述污水泵站的进水端外设有防止杂质进入泵体的

过滤网。

[0006] 一种城镇垃圾收集压缩系统的管理方法，采用上述装置进行操作，包括如下管理

方法：

1、居民将生活产生的垃圾分类装袋，居民通过缴费的IC卡在筒盖上刷卡区进行刷卡

后，控制芯片处理器输出信号输出信号至第一语音系统提示进行垃圾称重，垃圾放置在垃

圾称重平台称重时，垃圾称重平台上的危险垃圾检测仪判断垃圾分类是否错误，垃圾分类

错误情况语音系统发出语音提示，垃圾分类正确情况下进行称重并按重量进行扣费，扣费

成功后垃圾投递筒的打开，居民投入垃圾，发出语音提示后延迟一段时间关闭筒盖；

2、垃圾投递筒中的垃圾经过中间倾斜垃圾通道输送至垃圾压缩装置中，当垃圾压缩装

置中的垃圾满了的时候，垃圾满位检测装置检测到内部垃圾满位状态，满位信息发送至管

理服务器，管理服务器发送信息提示工作人员清理垃圾，并对垃圾收集袋进行封口，然后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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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进行压缩；

3、工作人员收到垃圾满位信息提示后，通过操纵平台使得垃圾压缩装置抬升至地面以

上设定高度，操纵平台发出语音提示周围人员避让，操控打开垃圾压缩装置底部翻盖，内部

的垃圾收集袋落入运输车辆中，并装入空的垃圾收集袋，最后通过操纵平台将垃圾压缩装

置降下至复位状态；完成垃圾分类投递、集中收集、集中运输清理。

[0007] 本发明的采用以上方案，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1、居民通过刷卡收费后，才能将垃圾投递至相应垃圾分类标识的垃圾桶中，能够提高

居民的垃圾分类处理意识，并且通过收费管理可以提高居民垃圾管理意识，减少垃圾的产

生，并减轻政府对垃圾收集处理的投入。

[0008] 2、垃圾集中存储在设置于地面以下的垃圾压缩装置中，垃圾压缩装置容量大于普

通的垃圾桶，通过地下垃圾压缩装置集中处理，能够实现更长时间进行一次垃圾处理，减少

人员投入。

[0009] 3、垃圾压缩装置能够将垃圾进行真空压缩，减少运输空间，垃圾收集袋运输后直

接填满，不用重新运回，减少运输成本；垃圾收集袋的采用篾条进行加强并采用双层结构，

能够增加强度，防止抽真空过程中破损，且能够防止内部垃圾对垃圾收集袋体造成破坏。

[0010] 4、垃圾压缩装置设置在地面以下，能够充分利用地下空间进行存储，保持地面整

洁，提高小区环境，减少环境污染。

[0011] 附图说明：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为本发明的侧向示意图。

[0013] 图3为本发明抬升后的正视示意图。

[0014] 图4为本发明抬升后的侧视示意图。

[0015] 图5为本发明的垃圾投递筒的正视示意图。

[0016] 图6为本发明的垃圾投递筒的侧视示意图。

[0017] 图7为本发明的地板的正视示意图。

[0018] 图8为本发明的地板的侧视示意图。

[0019] 图9为本发明的垃圾压缩装置的正视断面示意图。

[0020] 图10为本发明的垃圾压缩装置的侧视示意图。

[0021] 图11为本发明的垃圾压缩装置的侧视断面示意图。

[0022] 图12为本发明的垃圾收集袋的正视示意图。

[0023] 图13为本发明的垃圾收集袋的断面示意图。

[0024] 图14为本发明的缓冲装置及污水收集系统的示意图。

[0025] 图15为本发明的雨水收集系统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如图1、图2、图3、图4、图5、图6、图7、图8、图9、图10、图11、图12、图13、图14、图15所

示，本发明的提供的一种城镇垃圾收集压缩系统，包括垃圾投递筒11、雨水收集系统12、垃

圾压缩装置13、升降装置14、地板15、操纵平台16、污水处理系统17；所述地板15的上平面与

周围环境地面平齐，所述地板15上平面上设有垃圾投递筒11；所述地板15底部悬挂有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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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装置13，投递的垃圾可以从垃圾投递筒11下滑落入垃圾压缩装置13中；所述地板15通

过升降装置14支撑在地基凹坑19中；所述地板15四周边沿下方设有雨水收集系统12；所述

地基凹坑19的四周设有污水处理系统17；所述操纵平台16设置在地面一侧，所述操纵平台

16上设有操作按钮。

[0027] 所述垃圾投递筒11包括圆柱形的筒体111及铰接在筒体111上端可以翻转的筒盖

112，所述筒盖112与筒体111之间还铰接有用于翻盖的电磁伸缩杆113，所述筒体111内壁周

圈设有喷水装置114，所述喷水装置114为设有斜向下开设小孔的环形喷水管，所述筒盖112

上设有语音播报器、刷卡区、缴费显示屏，所述筒体111外壁上设有垃圾分类标识；所述垃圾

投递筒11侧部安装有垃圾称重平台115，所述垃圾称重平台115底部设有电池危化品垃圾桶

116，所述垃圾称重平台115包括台面1151、固定架1152、称重传感器1153，所述固定架1152

固定在电池危化品垃圾桶116上端，所述称重传感器1153固定在固定架1152上方，所述台面

1151设置在称重传感器1153上方，所述台面1151上还设有危险垃圾监测仪；

所述地板15上设有多个开口且开口上部固定有垃圾投递筒11，所述地板15底部固定有

挂钩151、倾斜垃圾通道152，所述挂钩151上设有悬挂槽1511，所述悬挂槽1511上悬挂有垃

圾压缩装置13；所述地板15的开口下部设有倾斜垃圾通道152，所述的倾斜垃圾通道152内

设有破碎轮1521，所述倾斜垃圾通道152的侧面固定有破碎电机1523且破碎电机1523的输

出轴与破碎轮1521相连，所述的倾斜垃圾通道152的下端口与垃圾压缩装置13的进料口对

应位置，所述倾斜垃圾通道152上边设有正对下端口的用于检测下方垃圾高度的红外测距

仪1522；

所述垃圾压缩装置13包括垃圾收集箱131、垃圾收集袋132、真空泵133，所述垃圾收集

箱131的上方设有废料入口1311，所述垃圾收集箱131的两侧设有悬挂板1312，所述悬挂板

1312上设有悬挂立边1313；所述垃圾收集箱131的底部为活动翻盖1314，所述活动翻盖1314

铰接在垃圾收集箱131的底部侧边沿，所述活动翻盖1314的侧边设有铰接耳1315，所述垃圾

收集箱131的端部设有卸料液压缸1316，所述卸料液压缸1316的端部铰接在活动翻盖1314

的侧边的铰接耳1315上；所述垃圾收集箱131内设有垃圾收集袋132，所述垃圾收集袋132的

上端与垃圾收集箱131的废料入口1311对应位置开口；所述垃圾收集袋132的侧部设有真空

抽气孔1321且真空抽气孔1321与真空泵133的抽气端连接；所述垃圾收集箱131的废料入口

1311内侧设有垃圾收集袋132的开口固定装置1317，所述垃圾收集箱131的废料入口1311内

侧设有用于封闭垃圾收集袋132的开口的封袋机1318，所述封袋机1318的上端固定有滑轨

1319并沿滑轨1319移动进行封口；

所述的垃圾收集袋132为塑料薄膜结构，所述垃圾收集袋132为内部填充有气体的双层

结构且中间设有篾条连接筋1322；所述篾条连接筋1322成网状布置；

所述垃圾压缩装置13的下方设有缓冲装置134，所述缓冲装置134设置在地基凹坑19的

底面上，所述缓冲装置134包括上顶板1341、缓冲弹簧1342、固定基板1343，所述的固定基板

1343固定在底面，所述固定基板1343上设有缓冲弹簧1342，所述缓冲弹簧1342为液压弹簧，

所述缓冲弹簧1342顶部固定有上顶板1341，所述上顶板1341为平板结构；

所述升降装置14包括设置在地板15四周的液压缸141及与液压缸141相连的液压泵站

142，所述的液压缸141的底部固定在地基凹坑19中，所述液压缸141的顶部铰接固定在地板

15的四周，所述液压缸141为三级液压缸；所述液压泵站142固定在地基凹坑19的一侧，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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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泵站142上设有检测液压压力的压力传感器；

所述雨水收集系统12包括雨水沟121、雨水集水槽122、雨水泵站123，所述地板15四周

边沿下方设有雨水沟121且雨水沟121设置在地基一侧，在地基凹坑19的一侧设有雨水集水

槽122，雨水沟121内的雨水通过管道流入雨水集水槽122，所述雨水集水槽122上设有雨水

泵站123且雨水泵站123能够将雨水泵压到垃圾投递筒11中并对其侧壁进行冲洗，所述雨水

集水槽122上设有溢流管道124，所述溢流管道124将集水槽中的过高雨水排到市政管网，所

述溢流管道124中间设有防止倒流的单向阀，所述雨水沟121上平面与地板15之间设有密封

圈125用于阻挡雨水进入地基凹坑19内；所述雨水沟121与雨水集水槽122之间的管道中设

有过滤器；

所述污水处理系统17包括污水沟171、污水集水槽172、污水泵站173，地基凹坑19底部

周圈设有污水沟171，地基凹坑19的一侧设有污水集水槽172，所述污水沟171靠近污水集水

槽172的一侧底面低于污水沟171其他区域底面，所述污水沟171靠近污水集水槽172的一侧

设有通入污水集水槽172的管道，所述污水沟171与污水集水槽172之间管道的进水端设有

污水过滤器，所述污水集水槽172上方设有污水泵站173且污水泵站173能够将污水泵出地

基凹坑19外，所述污水泵站173的进水端外设有防止杂质进入泵体的过滤网174，所述的污

水集水槽172上部设有污水处理剂的自动滴水器175。

[0028] 一种城镇垃圾收集压缩系统的管理方法，采用上述装置进行操作，包括如下管理

方法：

1、居民将生活产生的垃圾分类装袋，居民通过缴费的IC卡在筒盖上刷卡区进行刷卡

后，控制芯片处理器输出信号输出信号至第一语音系统提示进行垃圾称重，垃圾放置在垃

圾称重平台称重时，垃圾称重平台上的危险垃圾检测仪判断垃圾分类是否错误，垃圾分类

错误情况语音系统发出语音提示，垃圾分类正确情况下进行称重并按重量进行扣费，扣费

成功后垃圾投递筒的打开，居民投入垃圾，发出语音提示后延迟一段时间关闭筒盖；

2、垃圾投递筒中的垃圾经过中间倾斜垃圾通道输送至垃圾压缩装置中，当垃圾压缩装

置中的垃圾满了的时候，垃圾满位检测装置检测到内部垃圾满位状态，满位信息发送至管

理服务器，管理服务器发送信息提示工作人员清理垃圾，并对垃圾收集袋进行封口，然后抽

真空进行压缩；

3、工作人员收到垃圾满位信息提示后，通过操纵平台使得垃圾压缩装置抬升至地面以

上设定高度，操纵平台发出语音提示周围人员避让，操控打开垃圾压缩装置底部翻盖，内部

的垃圾收集袋落入运输车辆中，并装入空的垃圾收集袋，最后通过操纵平台将垃圾压缩装

置降下至复位状态；完成垃圾分类投递、集中收集、集中运输清理。

[0029] 上述实施例只是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式与技术特点，其目的是让本领域内的普通

技术人员能够了解本发明的内容并据以实施，并不能以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是根

据本发明内容的实质作出的等效的变化或修饰，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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