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121587575.X

(22)申请日 2021.07.13

(73)专利权人 俞正阳

地址 315100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古林镇

薛家南路366号瑞园2幢5单元605室

    专利权人 姚科进

(72)发明人 俞正阳　姚科进　

(74)专利代理机构 余姚德盛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33239

代理人 周积德

(51)Int.Cl.

B65F 1/00(2006.01)

B65F 1/06(2006.01)

B65F 1/14(2006.01)

B65F 1/16(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壁挂式垃圾桶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壁挂式垃圾桶，包括

桶体、可拆卸安装在所述桶体上端的压环以及盖

合在所述压环上的桶盖，所述压环的两侧分别安

装有第一吸附件，所述桶盖的两侧分别安装有与

所述第一吸附件相对应的第二吸附件，所述第一

吸附件和所述第二吸附件可相互吸引；所述压环

的两侧分别安装有第三吸附件，所述桶体上端的

两侧分别安装有与所述第三吸附件对应的第四

吸附件，所述第三吸附件和所述第四吸附件可相

互吸引；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壁挂式垃圾桶，

克服了现有垃圾桶投放垃圾不便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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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壁挂式垃圾桶，其特征在于：包括桶体(1)、可拆卸安装在所述桶体(1)上端的压

环(2)以及盖合在所述压环(2)上的桶盖(3)，所述压环(2)的两侧分别安装有第一吸附件

(4)，所述桶盖(3)的两侧分别安装有与所述第一吸附件(4)相对应的第二吸附件(5)，所述

第一吸附件(4)和所述第二吸附件(5)可相互吸引。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壁挂式垃圾桶，其特征在于：所述压环(2)的两侧分别安装有第

三吸附件(6)，所述桶体(1)上端的两侧分别安装有与所述第三吸附件(6)对应的第四吸附

件(7)，所述第三吸附件(6)和所述第四吸附件(7)可相互吸引。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壁挂式垃圾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吸附件(4)和所述第二吸

附件(5)在水平方向上相互吸引，所述第三吸附件(6)和所述第四吸附件(7)在竖直方向上

相互吸引。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壁挂式垃圾桶，其特征在于：所述桶盖(3)上设置有环形凸起

(8)，所述环形凸起(8)伸入所述压环(2)内，所述第一吸附件(4)安装在所述环形凸起(8)

上。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壁挂式垃圾桶，其特征在于：所述桶体(1)的上端设置有凸缘

(9)，所述第四吸附件(7)安装在所述凸缘(9)下侧；所述压环(2)上设置有供所述凸缘(9)插

入的环形槽(10)，所述第二吸附件(5)和所述第四吸附件(7)均安装在所述环形槽(10)内。

6.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壁挂式垃圾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吸附件(4)安装在所述压

环(2)的前后两侧，所述第三吸附件(6)安装在所述压环(2)的左右两侧。

7.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壁挂式垃圾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吸附件(4)、所述第二吸附

件(5)、所述第三吸附件(6)和所述第四吸附件(7)均为磁铁。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壁挂式垃圾桶，其特征在于：所述桶盖(3)在前端设置有朝向前

侧延伸的第一凸起部(11)，在后端设置有朝向上侧延伸的第二凸起部(12)，所述第一凸起

部(11)和所述第二凸起部(12)用于供手握持打开所述桶盖(3)。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壁挂式垃圾桶，其特征在于：所述桶体(1)的后端可拆卸安装有

固定件(13)，所述固定件(13)上设置有挂钩部(14)。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壁挂式垃圾桶，其特征在于：所述桶体(1)的后端设置有滑槽

(15)，所述固定件(13)上设置有与所述滑槽(15)配合的滑板(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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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壁挂式垃圾桶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垃圾桶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壁挂式垃圾桶。

背景技术

[0002] 垃圾桶，又名废物箱或垃圾箱，是指装放垃圾的地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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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有些游乐

场的垃圾桶会特别设计成可爱的人物。

[0003] 目前市场上的垃圾桶，其盖子都是一侧铰接在桶体上的，放垃圾时需要将盖子转

动打开，然后从打开的那一侧投放垃圾，操作很不方便；由于盖子和桶体是铰接的，盖子不

能从桶体上拆卸，当投放较大垃圾时，盖子可能会阻挡投放位置，操作费时费力；并且现有

的垃圾桶，其上无垃圾袋固定结构，垃圾袋口可能会被误关闭，影响投放垃圾。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5]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提供一种壁挂式垃圾桶，以克服现有垃圾桶投放垃

圾不便的缺陷。

[0006] (二)技术方案

[0007] 为解决所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壁挂式垃圾桶，包括桶体、可拆卸安装

在所述桶体上端的压环以及盖合在所述压环上的桶盖，所述压环的两侧分别安装有第一吸

附件，所述桶盖的两侧分别安装有与所述第一吸附件相对应的第二吸附件，所述第一吸附

件和所述第二吸附件可相互吸引。本垃圾桶，通过第一吸附件和第二吸附件的配合，投放垃

圾时将桶盖的一端掀起，桶盖另一端的第二吸附件和第一吸附件相互吸引可作为铰接点，

从而可转动打开桶盖，操作简单方便；由于桶盖前后两侧均设置有第二吸附件，桶盖的前后

两侧均可转动打开，可多方位投放；并且采用磁铁吸附的连接方式，桶盖可相对桶体拆卸，

投放较大垃圾时，可直接将桶盖取下，方便投放垃圾。

[0008] 进一步的，所述压环的两侧分别安装有第三吸附件，所述桶体上端的两侧分别安

装有与所述第三吸附件对应的第四吸附件，所述第三吸附件和所述第四吸附件可相互吸

引。所述第一吸附件和所述第二吸附件在水平方向上相互吸引，所述第三吸附件和所述第

四吸附件在竖直方向上相互吸引。

[0009] 进一步的，所述桶盖上设置有环形凸起，所述环形凸起伸入所述压环内，所述第一

吸附件安装在所述环形凸起上。所述桶体的上端设置有凸缘，所述第四吸附件安装在所述

凸缘下侧；所述压环上设置有供所述凸缘插入的环形槽，所述第二吸附件和所述第四吸附

件均安装在所述环形槽内。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吸附件安装在所述压环的前后两侧，所述第三吸附件安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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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压环的左右两侧。所述第一吸附件、所述第二吸附件、所述第三吸附件和所述第四吸附

件均为磁铁。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桶盖在前端设置有朝向前侧延伸的第一凸起部，在后端设置有朝

向上侧延伸的第二凸起部，所述第一凸起部和所述第二凸起部用于供手握持打开所述桶

盖。

[0012] 进一步的，所述桶体的后端可拆卸安装有固定件，所述固定件上设置有挂钩部。所

述桶体的后端设置有滑槽，所述固定件上设置有与所述滑槽配合的滑板。

[0013] (三)有益效果

[0014]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壁挂式垃圾桶，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0015] 1)通过第一吸附件和第二吸附件的配合，投放垃圾时将桶盖的一端掀起，桶盖另

一端的第二吸附件和第一吸附件相互吸引作为铰接点，从而可转动打开桶盖，操作简单方

便；由于桶盖前后两侧均设置有第二吸附件，桶盖的前后两侧均可转动打开，可多方位投

放；并且采用磁铁吸附的连接方式，桶盖可相对桶体拆卸，投放较大垃圾时，可直接将桶盖

取下，方便投放垃圾；

[0016] 2)通过第三吸附件和第四吸附件的配合，放置垃圾袋后将垃圾袋的开口置于桶体

的凸缘上，然后将压环放置在凸缘上，并通过第三吸附件和第四吸附件吸合可防止压环移

位，保证结构的可靠性；并且采用磁铁方式固定，拆装简单方便，使用效果好。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壁挂式垃圾桶的立体图；

[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壁挂式垃圾桶的爆炸图；

[0019]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壁挂式垃圾桶压环和桶盖连接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壁挂式垃圾桶压环、桶盖和桶体连接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壁挂式垃圾桶压环的立体图；

[0022] 图6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壁挂式垃圾桶固定件的立体图；

[0023] 图中各个附图标记的对应的部件名称是：1、桶体；2、压环；3、桶盖；4、第一吸附件；

5、第二吸附件；6、第三吸附件；7、第四吸附件；8、环形凸起；9、凸缘；10、环形槽；11、第一凸

起部；12、第二凸起部；13、固定件；14、挂钩部；15、滑槽；16、滑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描述。以下

实施例用于说明本实用新型，但不用来限制本实用新型的范围。

[0025] 参阅图1至图6，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壁挂式垃圾桶，包括用于盛放垃圾的桶体1、

可拆卸安装在桶体1上端的压环2以及盖合在压环2上的桶盖3。

[0026] 参阅图2和图3，压环2的两侧分别安装有第一吸附件4，桶盖3的两侧分别安装有与

第一吸附件4相对应的第二吸附件5，第一吸附件4和第二吸附件5可相互吸引。本实施例中，

桶盖3上设置有环形凸起8，环形凸起8伸入压环2内，第一吸附件4安装在环形凸起8上，第一

吸附件4和第二吸附件5在水平方向上相互吸引。

[0027] 参阅图2和图4，压环2的两侧分别安装有第三吸附件6，桶体1上端的两侧分别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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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与第三吸附件6对应的第四吸附件7，第三吸附件6和第四吸附件7可相互吸引。本实施例

中，桶体1的上端设置有凸缘9，第四吸附件7安装在凸缘9下侧；压环2上设置有供凸缘9插入

的环形槽10，第二吸附件5和第四吸附件7均安装在环形槽10内，第三吸附件6和第四吸附件

7在竖直方向上相互吸引。

[0028] 参阅图5，第一吸附件4安装在压环2的前后两侧，第三吸附件6安装在压环2的左右

两侧；第一吸附件4、第二吸附件5、第三吸附件6和第四吸附件7可均为磁铁。

[0029] 参阅图1和图3，桶盖3在前端设置有朝向前侧延伸的第一凸起部11，在后端设置有

朝向上侧延伸的第二凸起部12，第一凸起部11和第二凸起部12用于供手握持打开桶盖3。通

过第一凸起部11和第二凸起部12配合，可方便打开桶盖3。

[0030] 参阅图2和图6，桶体1的后端可拆卸安装有固定件13，固定件13上设置有挂钩部

14。桶体1的后端设置有滑槽15，固定件13上设置有与滑槽15配合的滑板16，固定件13通过

滑槽15和滑板16配合安装在桶体1上。

[0031] 本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壁挂式垃圾桶，通过第一吸附件和第二吸附件的配合，投放

垃圾时将桶盖的一端掀起，桶盖另一端的第二吸附件和第一吸附件相互吸引作为铰接点，

从而可转动打开桶盖，操作简单方便；由于桶盖前后两侧均设置有第二吸附件，桶盖的前后

两侧均可转动打开，可多方位投放；并且采用磁铁吸附的连接方式，桶盖可相对桶体拆卸，

投放较大垃圾时，可直接将桶盖取下，方便投放垃圾；通过第三吸附件和第四吸附件的配

合，放置垃圾袋后将垃圾袋的开口置于桶体的凸缘上，然后将压环放置在凸缘上，从而将垃

圾袋口压住，并通过第三吸附件和第四吸附件吸合可防止压环移位，保证结构的可行性；并

且采用磁铁方式固定，拆装简单方便，使用效果好。

[0032]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

进和润饰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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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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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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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5 页

8

CN 215477342 U

8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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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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