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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城建用垃圾桶清理装置，包

括有清理区，所述的清理区包括垃圾回收区和垃

圾桶清洗区，所述的垃圾回收区包括用于盛接垃

圾桶垃圾的盛接室以及用于储存垃圾桶垃圾的

储存室，所述盛接室内设盛接垃圾的盛接倒斗、

用于驱动所述盛接倒斗水平转动至储存室以及

驱动储存室内的盛接倒斗翻转180度从而使盛接

倒斗内的垃圾倒至储存室的驱动装置，所述的垃

圾桶清洗区包括有用于清洗垃圾桶的清洗室以

及用于烘干清洗后的垃圾桶的烘干室。采用上述

技术方案，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既能装载垃圾又能

对垃圾桶进行清洗的城建用垃圾桶清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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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城建用垃圾桶清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有清理区,所述的清理区包括垃圾回

收区和垃圾桶清洗区，所述的垃圾回收区包括用于盛接垃圾桶垃圾的盛接室以及用于储存

垃圾桶垃圾的储存室，所述盛接室内设盛接垃圾的盛接倒斗、用于驱动所述盛接倒斗水平

转动至储存室以及驱动储存室内的盛接倒斗翻转180度从而使盛接倒斗内的垃圾倒至储存

室的驱动装置，所述的垃圾桶清洗区包括有用于清洗垃圾桶的清洗室以及用于烘干清洗后

的垃圾桶的烘干室，还包括有用于将盛接室的垃圾桶传送至清洗室以及将清洗室的垃圾桶

传送至烘干室的传送机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城建用垃圾桶清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清理区为长

方体状，所述清理区内沿清理区宽度方向设置有第一隔板，所述的清理区经第一隔板分隔

成垃圾回收区和垃圾桶清洗区，所述垃圾回收区内沿清理区长度方向设置有第二隔板，所

述的垃圾回收区经第二隔板分隔成盛接室和储存室，所述盛接室包括有可自由开闭的上盖

板，所述的垃圾桶清洗区内沿清理区宽度方向铰接有第一密封板，所述的垃圾桶清洗区经

第一密封板分隔成清洗室和烘干室，还包括用于控制所述第一密封板开闭的第一伸缩油

缸，所述第一隔板上开设有用于供盛接室内的垃圾桶穿设至清洗室的第一通口，在所述第

一通口处设有用于与所述第一通口外周形成密封的第二密封板，还包括用于控制所述第二

密封板开闭的第二伸缩油缸，所述烘干室设有可自由开闭的后盖板。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城建用垃圾桶清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室内设置

清洗装置，所述清洗装置包括有用于夹起垃圾桶的夹起机构和对夹起后的垃圾桶内、外进

行清洗的清洗机构，所述清洗机构包括可对垃圾桶外壁进行清洗的外喷射装置以及可对垃

圾桶内壁进行清洗的内喷射装置，所述的外喷射装置包括装设在清洗室内壁的第一出水

管，所述的内喷射装置包括装设在清洗室底部的第二出水管以及控制所述第二出水管伸至

垃圾桶内对垃圾桶内壁进行清洗的第三伸缩油缸，所述的夹起机构包括收料夹、控制所述

收料夹收缩从而夹紧垃圾桶两侧桶边的第一气缸、控制所述第一气缸横向移动的第二气缸

以及控制所述第二气缸纵向移动的第三气缸。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城建用垃圾桶清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驱动装置包

括用于驱动所述盛接倒斗水平转动至储存室的第一电机以及驱动储存室内的盛接倒斗翻

转180度从而使盛接倒斗内的垃圾倒至储存室的第二电机，所述的第一电机的输出端与盛

接倒斗连接，第一电机的外壳与第二电机的输出端连接，所述第二电机设置在第二隔板上，

所述第二隔板上设有供盛接倒斗通过的第二通口。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城建用垃圾桶清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室的下底

面上设有一容置仓，所述容置仓一端延伸至盛接室，另一端延伸至烘干室，所述的传送机构

包括设置在容置仓内的升降座，所述升降座上装设有传送链和用于控制所述传送链作业将

盛接室的垃圾桶传送至清洗室以及将清洗室的垃圾桶传送至烘干室的第三电机，所述容置

仓上表面上设有可供传送链通过的第三通口，在所述第三通口处设有用于与所述第三通口

外周形成密封的下盖板，所述第一密封板与下盖板抵触，所述第二密封板与下盖板抵触，还

包括用于控制所述下盖板开闭的第四伸缩油缸，所述容置仓还设有用于控制所述升降座上

下移动的第五伸缩油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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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城建用垃圾桶清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城市建设领域，特别是指一种城建用垃圾桶清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城市建设以规划为依据，通过建设工程对城市人居环境进行改造，对城市系统内

各物质设施进行建设，城市建设的内容包括城市系统内各个物质设施的实物形态。现在的

城市和农村为了提高人们居住环境，改善生活质量，在公共场所都配备有垃圾桶，垃圾桶在

用久后，则需要专门运输到清理站进行清洗处理，传统的清洗方式主要是借助人力清洗，十

分费力且清洗效率低；而专门用于运送各种垃圾至垃圾处理站统一处理的垃圾车，只能简

单的将垃圾桶内的垃圾清倒、运输，而无法对垃圾桶进行清洗，功能比较单一。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既能装载垃圾又能

对垃圾桶进行清洗的城建用垃圾桶清理装置。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一种城建用垃圾桶清理装置，包括有清理区，所述的清理区包

括垃圾回收区和垃圾桶清洗区，所述的垃圾回收区包括用于盛接垃圾桶垃圾的盛接室以及

用于储存垃圾桶垃圾的储存室，所述盛接室内设盛接垃圾的盛接倒斗、用于驱动所述盛接

倒斗水平转动至储存室以及驱动储存室内的盛接倒斗翻转180度从而使盛接倒斗内的垃圾

倒至储存室的驱动装置，所述的垃圾桶清洗区包括有用于清洗垃圾桶的清洗室以及用于烘

干清洗后的垃圾桶的烘干室，还包括有用于将盛接室的垃圾桶传送至清洗室以及将清洗室

的垃圾桶传送至烘干室的传送机构。

[0005]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首先进行垃圾桶垃圾的清理操作，将垃圾倒入盛接室内设盛

接垃圾的盛接倒斗中，所述驱动装置驱动所述盛接倒斗水平转动至储存室以及驱动储存室

内的盛接倒斗翻转180度从而使盛接倒斗内的垃圾倒至储存室，然后将空垃圾桶放入盛接

室内，所述的传送机构将盛接室的垃圾桶传送至清洗室进行清洗，清洗完毕后，再由传送机

构将清洗室的垃圾桶传送至烘干室的进行烘干，所述的清理装置既可回收垃圾又可对盛垃

圾的垃圾桶进行清洗、烘干，回收垃圾桶垃圾与清洗、烘干垃圾桶呈流水线操作方式，避免

了还需另外运输到清理站进行人工清洗的繁琐，操作方便，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所述的清理区为长方体状，所述清理区内沿清理区宽度方向设

置有第一隔板，所述的清理区经第一隔板分隔成垃圾回收区和垃圾桶清洗区，所述垃圾回

收区内沿清理区长度方向设置有第二隔板，所述的垃圾回收区经第二隔板分隔成盛接室和

储存室，所述盛接室包括有可自由开闭的上盖板，所述的垃圾桶清洗区内沿清理区宽度方

向铰接有第一密封板，所述的垃圾桶清洗区经第一密封板分隔成清洗室和烘干室，还包括

用于控制所述第一密封板开闭的第一伸缩油缸，所述第一隔板上开设有用于供盛接室内的

垃圾桶穿设至清洗室的第一通口，在所述第一通口处设有用于与所述第一通口外周形成密

封的第二密封板，还包括用于控制所述第二密封板开闭的第二伸缩油缸，所述烘干室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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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由开闭的后盖板。

[0006] 采用上述进一步设置，结构简单、设计合理，所述清理区经第一隔板、第二隔板与

第三隔板分隔成与储存室一侧相连的盛接室、与盛接室一侧相连的清洗室以及与清洗室一

侧相连的烘干室，垃圾桶垃圾回收时，首先将盛接室的可自由开闭的上盖板打开，将垃圾倒

入盛接室内设盛接垃圾的盛接倒斗中，所述驱动装置驱动所述盛接倒斗水平转动至储存室

以及驱动储存室内的盛接倒斗翻转180度从而使盛接倒斗内的垃圾倒至储存室，然后将空

垃圾桶放入盛接室内，由第二伸缩油缸驱动第二密封板打开，从而露出第一通口，所述的盛

接室经第一通口与清洗室之间呈沿清理区长度方向连通，位于所述盛接室的垃圾桶即可通

过传送机构驱动穿设至清洗室内进行清洗作业，清洗完毕后，由第一伸缩油缸驱动第一密

封板打开，从而形成清洗室通向烘干室的通道，再由传送机构将清洗室的垃圾桶传送至烘

干室的进行烘干作业，最后将后盖板打开取出垃圾桶。

[0007] 本发明的再进一步设置：所述清洗室内设置清洗装置，所述清洗装置包括有用于

夹起垃圾桶的夹起机构和对夹起后的垃圾桶内、外进行清洗的清洗机构，所述清洗机构包

括可对垃圾桶外壁进行清洗的外喷射装置以及可对垃圾桶内壁进行清洗的内喷射装置，所

述的外喷射装置包括装设在清洗室内壁的第一出水管，所述的内喷射装置包括装设在清洗

仓室底部的第二出水管以及控制所述第二出水管伸至垃圾桶内对垃圾桶内壁进行清洗的

第三伸缩油缸，所述的夹起机构包括收料夹、控制所述收料夹收缩从而夹紧垃圾桶两侧桶

边的第一气缸、控制所述第一气缸横向移动的第二气缸以及控制所述第二气缸纵向移动的

第三气缸。

[0008] 采用上述再进一步设置，当垃圾桶进入所述清洗室内后，夹起机构作业，首先由第

一气缸驱动收料夹张开，同时第二气缸控制所述第一气缸横向移动至垃圾桶旁，所述收料

夹分布于垃圾桶两侧桶边处，此时第一气缸驱动收料夹收缩夹紧垃圾桶两侧桶边，再由第

三气缸控制所述第二气缸纵向移动，使得垃圾桶抬起；然后清洗机构作业，所述外喷射装置

的第一出水管出水喷射垃圾桶外壁，所述内喷射装置的第二出水管同时出水喷射垃圾桶内

壁，由第三伸缩油缸带动第二出水管伸至垃圾桶内对内壁进行全面清洗，结构简单，清洗效

率高。

[0009] 本发明的再更进一步设置：所述的驱动装置包括用于驱动所述盛接倒斗水平转动

至储存室的第一电机以及驱动储存室内的盛接倒斗翻转180度从而使盛接倒斗内的垃圾倒

至储存室的第二电机，所述的第一电机的输出端与盛接倒斗连接，第一电机的外壳与第二

电机的输出端连接，所述第二电机设置在第二隔板上，所述第二隔板上设有供盛接倒斗通

过的第二通口。

[0010] 采用上述再更进一步设置，所述盛接室的盛接倒斗盛接垃圾桶倒下的垃圾，又因

为所述第二隔板上设有供盛接倒斗通过的第二通口，再由第一电机驱动所述盛接倒斗水平

转动穿过第二通口至储存室中，此时设置在第二隔板上的第二电机驱动位于储存室内的盛

接倒斗翻转180度从而使盛接倒斗内的垃圾倒至储存室内，所述盛接室内的垃圾经盛接倒

斗转盛至储存室中，所述空垃圾桶可直接置落于盛接室中，而后通过设有的传送机构即可

将垃圾桶传送至清洗室中进行清洗，避免了盛接室与储存室一体设置时，则需要先将盛接

室的垃圾桶取出，然后人工放置于清洗室中 自动化程度低，操作不便。

[0011] 本发明的再更进一步设置：所述清洗室的下底面上设有一容置仓，所述容置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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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延伸至盛接室，另一端延伸至烘干室，所述的传送机构包括设置在容置仓内的升降座，所

述升降座上装设有传送链和用于控制所述传送链作业将盛接室的垃圾桶传送至清洗室以

及将清洗室的垃圾桶传送至烘干室的第三电机，所述容置仓上表面上设有可供传送链通过

的第三通口，在所述第三通口处设有用于与所述第三通口外周形成密封的下盖板，所述第

一密封板与下盖板抵触，所述第二密封板与下盖板抵触，还包括用于控制所述下盖板开闭

的第四伸缩油缸，所述容置仓还设有用于控制所述升降座上下移动的第五伸缩油缸。

[0012] 采用上述再更进一步设置，传送时，由第四伸缩油缸控制关闭的下盖板打开，从而

露出第三通口，所述第五伸缩油缸控制升降座上下移动，从而使得装设在升降座上的传送

链随升降座上升露出第三通口，所述传送链位于清洗室且一端延伸至盛接室，另一端延伸

至烘干室，此时第三电机控制所述传送链作业将盛接室的垃圾桶传送至清洗室进行清洗作

业或将清洗室的垃圾桶传送至烘干室进行烘干作业，传送直接有效。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图；

图2为本发明倒垃圾时的状态图；

图3为本发明的内部结构图；

图4为本发明的盛接倒斗由第一电机驱动水平转动至储存室的垃圾回收区的结构图；

图5为本发明的储存室内的盛接倒斗由第二电机驱动翻转180度的垃圾回收区的结构

图；

图6为本发明清洗室的内部结构图；

图7为本发明传送机构的爆炸图；

图8为本发明盛接室的垃圾桶传送至清洗室的状态图；

图9为本发明的垃圾桶清洗时的状态图；

图10为本发明的垃圾桶烘干时的状态图。

[0014] 清理区5，垃圾回收区6，垃圾桶清洗区7，盛接室61，储存室62，盛接倒斗611，驱动

装置612，清洗室71，烘干室72，传送机构8，第一隔板9，第二隔板10，上盖板613，第一密封板

11，第一伸缩油缸12，第一通口91，第二密封板13，第二伸缩油缸14，后盖板721，清洗装置

722，夹起机构7211，清洗机构7212，外喷射装置731，内喷射装置732，第一出水管7311，第二

出水管7321，第三伸缩油缸7322，收料夹723，第一气缸724，第二气缸725，第三气缸726，第

一电机6121，第二电机6122，第二通口101，容置仓15，升降座81，传送链82，第三电机83，第

三通口84，下盖板85，第四伸缩油缸86，第五伸缩油缸87。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如图1-10所示，本发明的一种城建用垃圾桶清理装置，包括有清理区5，所述的清

理区5包括垃圾回收区6和垃圾桶清洗区7，所述的垃圾回收区6包括用于盛接垃圾桶垃圾的

盛接室61以及用于储存垃圾桶垃圾的储存室62，所述盛接室61内设盛接垃圾的盛接倒斗

611、用于驱动所述盛接倒斗611水平转动至储存室62以及驱动储存室62内的盛接倒斗611

翻转180度从而使盛接倒斗611内的垃圾倒至储存室62的驱动装置612，所述的垃圾桶清洗

区7包括有用于清洗垃圾桶的清洗室71以及用于烘干清洗后的垃圾桶的烘干室72，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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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于将盛接室61的垃圾桶传送至清洗室71以及将清洗室71的垃圾桶传送至烘干室72的

传送机构8，所述的清理区5为长方体状，所述清理区5内沿清理区5宽度方向设置有第一隔

板9，所述的清理区5经第一隔板9分隔成垃圾回收区6和垃圾桶清洗区7，所述垃圾回收区6

内沿清理区5长度方向设置有第二隔板10，所述的垃圾回收区6经第二隔板10分隔成盛接室

61和储存室62，所述盛接室61包括有可自由开闭的上盖板613，所述的垃圾桶清洗区7内沿

清理区5宽度方向铰接有第一密封板11，所述的垃圾桶清洗区7经第一密封板11分隔成清洗

室71和烘干室72，还包括用于控制所述第一密封板11开闭的第一伸缩油缸12，所述第一隔

板9上开设有用于供盛接室61内的垃圾桶穿设至清洗室71的第一通口91，在所述第一通口

91处设有用于与所述第一通口91外周形成密封的第二密封板13，还包括用于控制所述第二

密封板13开闭的第二伸缩油缸14，所述烘干室72设有可自由开闭的后盖板721，所述清洗室

71内设置清洗装置722，所述清洗装置722包括有用于夹起垃圾桶的夹起机构7211和对夹起

后的垃圾桶内、外进行清洗的清洗机构7212，所述清洗机构7212包括可对垃圾桶外壁进行

清洗的外喷射装置731以及可对垃圾桶内壁进行清洗的内喷射装置732，所述的外喷射装置

731包括装设在清洗室71内壁的第一出水管7311，所述的内喷射装置732包括装设在清洗仓

室71底部的第二出水管7321以及控制所述第二出水管7321伸至垃圾桶内对垃圾桶内壁进

行清洗的第三伸缩油缸7322，所述的夹起机构7211包括收料夹723、控制所述收料夹723收

缩从而夹紧垃圾桶两侧桶边的第一气缸724、控制所述第一气缸724横向移动的第二气缸

725以及控制所述第二气缸725纵向移动的第三气缸726，所述的驱动装置612包括用于驱动

所述盛接倒斗611水平转动至储存室62的第一电机6121以及驱动储存室62内的盛接倒斗

611翻转180度从而使盛接倒斗611内的垃圾倒至储存室62的第二电机6122，所述的第一电

机6121的输出端与盛接倒斗611连接，第一电机6121的外壳与第二电机6122的输出端连接，

所述第二电机6122设置在第二隔板10上，所述第二隔板10上设有供盛接倒斗611通过的第

二通口101，所述清洗室71的下底面上设有一容置仓15，所述容置仓15一端延伸至盛接室

61，另一端延伸至烘干室72，所述的传送机构8包括设置在容置仓15内的升降座81，所述升

降座81上装设有传送链82和用于控制所述传送链82作业将盛接室61的垃圾桶传送至清洗

室71以及将清洗室71的垃圾桶传送至烘干室72的第三电机83，所述容置仓15上表面上设有

可供传送链82通过的第三通口84，在所述第三通口84处设有用于与所述第三通口84外周形

成密封的下盖板85，所述第一密封板11与下盖板85抵触，所述第二密封板13与下盖板85抵

触，还包括用于控制所述下盖板85开闭的第四伸缩油缸86，所述容置仓15还设有用于控制

所述升降座81上下移动的第五伸缩油缸87。作业时，首先将盛接室61的可自由开闭的上盖

板613打开，垃圾倒入盛接室61内设盛接垃圾的盛接倒斗611中，所述盛接室61的盛接倒斗

611盛接垃圾桶倒下的垃圾，又因为所述第二隔板10上设有供盛接倒斗611通过的第二通口

101，再由第一电机6121驱动所述盛接倒斗611水平转动穿过第二通口101至储存室62中，此

时设置在第二隔板10上的第二电机6122驱动位于储存室62内的盛接倒斗611翻转180度从

而使盛接倒斗611内的垃圾倒至储存室62内，所述盛接室61内的垃圾经盛接倒斗611转盛至

储存室62中；而后将空垃圾桶直接置落于盛接室61中，由第二伸缩油缸14驱动第二密封板

13打开，所述的第二密封板13向上移动与清洗室71的上表面重合，从而露出第一通口91，且

由第一伸缩油缸12驱动第一密封板11打开，所述的第一密封板11向上移动与烘干室72的上

表面重合，所述的盛接室61、清洗室71、烘干室72之间呈沿清理区5长度方向连通，从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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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盛接室61通向清洗室71、再由清洗室71通向烘干室72的通道，此时再由第四伸缩油缸86

控制关闭的下盖板85打开，所述的下盖板85平移至容置仓15中，从而露出第三通口84，所述

第五伸缩油缸87控制升降座81向上移动，从而使得装设在升降座81上的传送链82随升降座

81上升露出第三通口84，所述传送链82位于清洗室71且一端延伸至盛接室61，另一端延伸

至烘干室72，此时第三电机83控制所述传送链82作业将盛接室61的垃圾桶传送至清洗室71

进行清洗作业；垃圾桶进入所述清洗71室内后，夹起机构7211作业，首先由第一气缸724驱

动收料夹723张开，同时第二气缸725控制所述第一气缸724横向移动至垃圾桶旁，所述收料

夹723分布于垃圾桶两侧桶边处，此时第一气缸724驱动收料夹723收缩夹紧垃圾桶两侧桶

边，再由第三气缸726控制所述第二气缸725纵向移动，使得垃圾桶抬起，由第二气缸725驱

动垃圾桶回缩，所述的第五伸缩油缸87控制升降座81向下移动，从而使得装设在升降座81

上的传送链82随升降座81下降至容置仓15内，所述第四伸缩油缸86控制下盖板85伸出与第

三通口84密封，再由第二伸缩油缸14驱动第二密封板13向下移动与第一通口91密封，第一

伸缩油缸12驱动第一密封板11关闭，所述的第一密封板11与下盖板85抵触，所述第二密封

板13与下盖板85抵触，形成密封的清洗室7，然后清洗机构7212作业，所述外喷射装置731的

第一出水管7311出水喷射垃圾桶外壁，所述内喷射装置732的第二出水管7321同时出水喷

射垃圾桶内壁，第三伸缩油缸7322带动第二出水管7321伸至垃圾桶内对内壁进行全面清

洗，清洗完毕后；由第二伸缩油缸14驱动第二密封板13向上移动，露出第一通口91，第一伸

缩油缸12驱动第一密封板11向上移动，形成由清洗室71通向烘干室72的通道，此时再由第

四伸缩油缸86控制关闭的下盖板85平移容置仓15内，从而露出第三通口84，所述第五伸缩

油缸87控制升降座81上下移动，从而使得装设在升降座81上的传送链82随升降座81上升露

出第三通口84，此时第三电机83控制所述传送链82作业将清洗室71的垃圾桶传送至烘干室

72的进行烘干作业，最后将后盖板721打开取出烘干后的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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