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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多功能组合式垃圾桶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多功能组合式垃圾桶，包

括主箱体，主箱体设有第一投掷入口，第一投掷

入口的边缘设有第一台阶部，主箱体内设有第一

箱体，第一箱体设有承托于第一台阶部上的第二

台阶部；主箱体的侧方设有第一空腔，第一空腔

内设有第一抽屉式箱体，第一抽屉式箱体设有能

放入第一箱体的第二投掷入口。第一箱体既能够

放置在第一投掷入口内，也能放置在第二投掷入

口内，第一抽屉式箱体能够从第一空腔中抽出和

推进。第一投掷入口、第一箱体和第一抽屉式箱

体都能够盛放垃圾。第一箱体放入第一投掷入口

后，第一投掷入口还能留出一定的投掷空间。本

实用新型结构布局合理、拥有多种组合、便于不

同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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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功能组合式垃圾桶，包括主箱体(1)，所述的主箱体(1)设有第一投掷入口(11)，其

特征是：所述的第一投掷入口(11)的边缘设有第一台阶部(6)，所述的主箱体(1)内设有第

一箱体(5)，所述的第一箱体(5)设有承托于第一台阶部(6)上的第二台阶部(51)；所述的主

箱体(1)的侧方设有第一空腔(13)，所述的第一空腔(13)内设有第一抽屉式箱体(4)，所述

的第一抽屉式箱体(4)设有能放入所述的第一箱体(5)的第二投掷入口(4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组合式垃圾桶，其特征是：所述的第二投掷入口(41)的

边缘设有第三台阶部(42)，所述的第三台阶部(42)与第二台阶部(51)相匹配。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多功能组合式垃圾桶，其特征是：所述的第一投掷入口(11)和

所述的第二投掷入口(41)的开口朝上。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多功能组合式垃圾桶，其特征是：所述的第一台阶部(6)对向

连有分隔栏(61)，所述的分隔栏(61)将第一投掷入口(11)分隔为第三投掷入口(111)以及

供第一箱体(5)套入的第四投掷入口(112)。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多功能组合式垃圾桶，其特征是：所述的第一台阶部(6)和所

述的主箱体(1)为分离件，所述的第一台阶部(6)设有卡置于所述的主箱体(1)的卡槽(63)。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多功能组合式垃圾桶，其特征是：所述的主箱体(1)内设有位

于所述的分隔栏(61)正下方的挡板(7)。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多功能组合式垃圾桶，其特征是：所述的分隔栏(61)与所述的

第一台阶部(6)为一体成型件，所述的第一台阶部(6)设有第一提手(62)；所述的第三台阶

部(42)设有第二提手(43)；所述的第一箱体(5)设有第三提手(52)。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多功能组合式垃圾桶，其特征是：所述的主箱体(1)的侧方还

设有第二空腔(12)，所述的第二空腔(12)内设有第二抽屉式箱体(3)，所述的第二空腔(12)

位于所述的第一空腔(13)的上方。

9.根据权利要求1至8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多功能组合式垃圾桶，其特征是：所述的第

一台阶部(6)的上方覆盖有盖板(2)，所述的盖板(2)与所述的第一台阶部(6)之间设有铰链

连接结构(8)。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多功能组合式垃圾桶，其特征是：所述的盖板(2)设有多孔盒

体(9)，所述的多孔盒体(9)位于所述的盖板(2)和分隔栏(61)之间，所述的多孔盒体(9)内

设有多孔吸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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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组合式垃圾桶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家居领域，具体地说是多功能组合式垃圾桶。

背景技术

[0002] 垃圾桶是用来临时存放垃圾的容器，传统的垃圾桶由主箱体构成，例如在在公开

号为CN301900475S专利名为“客房垃圾桶”的中国外观专利中就只有主箱体，而很多垃圾桶

为了防止难闻的气味发散出来还会增加盖板，例如在公开号为CN304291865S专利名为“垃

圾桶（竹翻盖垃圾桶）”的中国外观专利中就由主箱体和竹翻盖构成。

[0003] 2019年中国多地开始实施垃圾分类，并制定了较大力度的法律法规对乱扔垃圾进

行约束。因而现有的单一桶式垃圾箱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分类需求。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现状，而提供结构布局合

理、拥有多种组合、便于不同垃圾分类的多功能组合式垃圾桶。

[0005] 本实用新型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多功能组合式垃圾桶，包括

主箱体，主箱体设有第一投掷入口，第一投掷入口的边缘设有第一台阶部，主箱体内设有第

一箱体，第一箱体设有承托于第一台阶部上的第二台阶部；主箱体的侧方设有第一空腔，第

一空腔内设有第一抽屉式箱体，第一抽屉式箱体设有能放入第一箱体的第二投掷入口。

[0006] 为优化上述技术方案，采取的措施还包括：

[0007] 上述的第二投掷入口的边缘设有第三台阶部，第三台阶部与第二台阶部相匹配。

[0008] 上述的第一投掷入口和第二投掷入口的开口朝上。

[0009] 上述的第一台阶部对向连有分隔栏，分隔栏将第一投掷入口分隔为第三投掷入口

以及供第一箱体套入的第四投掷入口。

[0010] 上述的第一台阶部和主箱体为分离件，第一台阶部设有卡置于主箱体的卡槽。

[0011] 上述的主箱体内设有位于分隔栏正下方的挡板。

[0012] 上述的分隔栏与第一台阶部为一体成型件，第一台阶部设有第一提手；第三台阶

部设有第二提手；第一箱体设有第三提手。

[0013] 上述的主箱体的侧方还设有第二空腔，第二空腔内设有第二抽屉式箱体，第二空

腔位于第一空腔的上方。

[0014] 上述的第一台阶部的上方覆盖有盖板，盖板与第一台阶部之间设有铰链连接结

构。

[0015] 上述的盖板设有多孔盒体，多孔盒体位于盖板和分隔栏之间，多孔盒体内设有多

孔吸附材料。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多功能组合式垃圾桶，包括主箱体，主箱体设有第

一投掷入口，第一投掷入口的边缘设有第一台阶部，主箱体内设有第一箱体，第一箱体设有

承托于第一台阶部上的第二台阶部；主箱体的侧方设有第一空腔，第一空腔内设有第一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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屉式箱体，第一抽屉式箱体设有能放入第一箱体的第二投掷入口。第一箱体既能够放置在

第一投掷入口内，也能放置在第二投掷入口内，第一抽屉式箱体能够从第一空腔中抽出和

推进。第一投掷入口、第一箱体和第一抽屉式箱体都能够盛放垃圾。第一箱体放入第一投掷

入口后，第一投掷入口还能留出一定的投掷空间。本实用新型结构布局合理、拥有多种组

合、便于不同垃圾分类。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图1中打开盖板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是图2中将第一箱体、第一抽屉式箱体和第二抽屉式箱体抽出时的分解示意

图；

[0020] 图4是图3中将第一台阶部从主箱体上脱离的分解示意图；

[0021] 图5是图3提起第一提手、第二提手和第三提手的分解示意图；

[0022] 图6是本实用新型底部视角的分解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4] 图1至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其中的附图标记为：主箱体1、第一投掷入口11、第二空腔12、第一空腔13、盖板2、

第二抽屉式箱体3、第一抽屉式箱体4、第二投掷入口41、第三台阶部42、第二提手43、第一箱

体5、第二台阶部51、第三提手52、第一台阶部6、分隔栏61、第一提手62、卡槽63、挡板7、铰链

连接结构8、多孔盒体9。

[0026] 图1至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如图所示，本实用新型的多功能组合式垃

圾桶，包括主箱体1，主箱体1设有第一投掷入口11，第一投掷入口11的边缘设有第一台阶部

6，主箱体1内设有第一箱体5，第一箱体5设有承托于第一台阶部6上的第二台阶部51；主箱

体1的侧方设有第一空腔13，第一空腔13内设有第一抽屉式箱体4，第一抽屉式箱体4设有能

放入第一箱体5的第二投掷入口41。第一箱体5既能够放置在第一投掷入口11内，也能放置

在第二投掷入口41内，第一抽屉式箱体4能够从第一空腔13中抽出和推进。第一投掷入口

11、第一箱体5和第一抽屉式箱体4都能够盛放垃圾。第一箱体5放入第一投掷入口11后，第

一投掷入口11还能留出一定的投掷空间。本实用新型结构布局合理、拥有多种组合、便于不

同垃圾分类。

[0027] 实施例中，如图3、5所示，第二投掷入口41的边缘设有第三台阶部42，第三台阶部

42与第二台阶部51相匹配。将第一箱体5放置在第二投掷入口41中，第三台阶部42承托在第

二台阶部51上。

[0028] 实施例中，如图3、4、5所示，第一投掷入口11和第二投掷入口41的开口朝上。

[0029] 实施例中，如图2、3、4、5所示，第一台阶部6对向连有分隔栏61，分隔栏61将第一投

掷入口11分隔为第三投掷入口111以及供第一箱体5套入的第四投掷入口112。

[0030] 实施例中，如图4和图6所示，第一台阶部6和主箱体1为分离件，第一台阶部6设有

卡置于主箱体1的卡槽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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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实施例中，如图4和图6所示，主箱体1内设有位于分隔栏61正下方的挡板7。挡板7

连接于分隔栏61，并且可拆卸地插设在第一投掷入口11的底部。

[0032] 实施例中，如图4和图6所示，分隔栏61与第一台阶部6为一体成型件，第一台阶部6

设有第一提手62；第三台阶部42设有第二提手43；第一箱体5设有第三提手52。第一提手62

设置在第一台阶部6的内边缘，当塑料袋从第三投掷入口111放入时，第一提手62能够用来

压住塑料袋。

[0033] 实施例中，如图3和图5所示，主箱体1的侧方还设有第二空腔12，第二空腔12内设

有第二抽屉式箱体3，第二空腔12位于第一空腔13的上方。

[0034] 实施例中，如图2、3、4、5所示，第一台阶部6的上方覆盖有盖板2，盖板2与第一台阶

部6之间设有铰链连接结构8。

[0035] 实施例中，如图2、3、4、5所示，盖板2设有多孔盒体9，多孔盒体9位于盖板2和分隔

栏61之间，多孔盒体9内设有多孔吸附材料。多孔吸附材料用来吸附垃圾挥发的异味。

[0036] 本实施例的使用方式：

[0037] 方式一：先将塑料袋套置在第一投掷入口11的边缘，通过第一台阶部6和主箱体1

之间的配合来固定塑料袋，并通过挡板7来隔离第三投掷入口111和第四投掷入口112，第一

箱体5放置在第四投掷入口112。

[0038] 方式二：先将第一台阶部6和主箱体1配合完成，再将塑料袋套在第三投掷入口

111，第一箱体5放置在第四投掷入口112。

[0039] 方式三：先将塑料袋套置在第一投掷入口11的边缘，通过第一台阶部6和主箱体1

之间的配合来固定塑料袋，并通过挡板7来隔离第三投掷入口111和第四投掷入口112，第一

箱体5放置在第一抽屉式箱体4内。

[0040] 在方式一至方式三中，第一箱体5和第一抽屉式箱体4都能够套上塑料袋。

[0041] 本实用新型的最佳实施例已阐明，由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做出的各种变化或改型

都不会脱离本实用新型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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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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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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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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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说　明　书　附　图 4/6 页

9

CN 210437846 U

9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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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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