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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垃圾处理技术领域，具体地

说是一种用于湿垃圾分离处理的垃圾箱。一种用

于湿垃圾分离处理的垃圾箱，包括垃圾房筒体、

垃圾桶，其特征在于：垃圾房筒体内侧下部设有

若干垃圾桶，位于垃圾桶的上方设有垃圾分离装

置，位于垃圾分离装置的上方设有机械手组件，

机械手组件的顶部通过机械手三维移动平台与

垃圾房筒体内侧连接；位于垃圾分离装置一侧的

垃圾房筒体内侧设有垃圾压缩机构。同现有技术

相比，提供一种用于湿垃圾分离处理的垃圾箱，

可以同时处理桶装湿垃圾及袋装湿垃圾，并且可

以自动将垃圾袋投入至干垃圾桶中，减轻了垃圾

分类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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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湿垃圾分离处理的垃圾箱，包括垃圾房筒体、垃圾桶，其特征在于：垃圾房

筒体（3）内侧下部设有若干垃圾桶（13），位于垃圾桶（13）的上方设有垃圾分离装置，位于垃

圾分离装置的上方设有机械手组件（16），机械手组件（16）的顶部通过机械手三维移动平台

（15）与垃圾房筒体（3）内侧连接；位于垃圾分离装置一侧的垃圾房筒体（3）内侧设有垃圾压

缩机构（1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湿垃圾分离处理的垃圾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机械

手组件（16）及机械手三维移动平台（15）包括第一滑轨、第二滑轨、第三滑轨、第一电机、第

二电机、第三电机、吸盘、机械手，位于垃圾房筒体（3）内侧通过支架连接第一滑轨（20），第

一滑轨（20）通过滑块连接第二滑轨（21），第二滑轨（21）通过滑块连接第三滑轨（22），第三

滑轨（22）通过滑块连接第一电机（25），第一电机（25）的伸出轴通过连接支架与第二电机

（26）连接，第二电机（26）的伸出轴通过连接支架与第三电机（27）连接，第三电机（27）的伸

出轴与机械手（24）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湿垃圾分离处理的垃圾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

滑轨（20）为前后向布置；第二滑轨（21）为水平向布置；第三滑轨（22）为竖直向布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湿垃圾分离处理的垃圾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垃圾

分离装置包括分选板、集料斗、第四电机、推杆、接料板、导向槽、刀架，位于垃圾桶（13）的上

方设有集料斗（28），集料斗（28）的底部为镂空结构，集料斗（28）的底部左右两侧分别通过

转轴连接分选板（19）；集料斗（28）的顶部左右两侧设有接料板（18），位于左右两侧的接料

板（18）之间设有刀架（32）的一端，刀架（32）的另一端通过刀架连接件连接推杆（30），所述

的推杆（30）的末端轴接第四电机（29）的伸出轴，第四电机（29）固定于接料板（18）的底部；

位于刀架（32）与推杆（30）之间的刀架连接件的外侧套设有导向槽（31），所述的导向槽（31）

固定于接料板（18）的底部。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用于湿垃圾分离处理的垃圾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分选

板（19）上均布设有若干方孔。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用于湿垃圾分离处理的垃圾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接料

板（18）为L型面板结构，位于接料板（18）的后侧设有挡板。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湿垃圾分离处理的垃圾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垃圾

压缩机构（14）包括上固定板、下固定板、丝杆转动电机、导杆、丝杆、移动架、翻转电机、压缩

板，位于垃圾房筒体（3）内侧的顶部及底部分别连接上固定板（52）及下固定板（53），上固定

板（52）及下固定板（53）之间连接丝杆（57）；下固定板（53）的下方设有丝杆转动电机（56），

所述的丝杆转动电机（56）的伸出轴贯穿下固定板（53）与丝杆（57）连接，丝杆（57）上通过移

动架（51）连接压缩板（50），位于压缩板（50）的顶部一侧连接翻转电机（55）；位于丝杆（57）

左右两侧分别设有导杆（54）。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湿垃圾分离处理的垃圾箱，其特征在于：位于垃圾分

离装置前方的垃圾房筒体（3）上通过皮带传送装置连接湿垃圾投料门（8）。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湿垃圾分离处理的垃圾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垃圾

桶（13）为长方体筒体结构，并且垃圾桶（13）设有3个，位于垃圾桶（13）的底部设有垃圾桶周

转托盘（41），垃圾桶周转托盘（41）的底部通过若干牛眼轴承（44）连接推送丝杆滑台（43）。

10.根据权利要求1或6所述的一种用于湿垃圾分离处理的垃圾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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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桶（13）的下部外缘套设有外挡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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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湿垃圾分离处理的垃圾箱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垃圾处理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用于湿垃圾分离处理的垃圾

箱。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的用于垃圾分类的垃圾桶，只是一个个简单的筒体结构，需要人工预先根据

各类垃圾的类别进行自行分类后，将每种垃圾分别投入至相匹配的垃圾桶里，这样，大量的

垃圾分类工作都是由人自己完成的，垃圾桶只是起到了承载垃圾的作用，而且在倒湿垃圾

的时候，又分成桶装湿垃圾及袋装湿垃圾，桶装湿垃圾是人将桶里的湿垃圾直接倒入垃圾

房的湿垃圾桶中，而袋装湿垃圾则需要人将袋里的湿垃圾倒出后，再将垃圾袋投入至垃圾

房的干垃圾桶中，动作反复，导致很多人偷懒将垃圾乱扔，造成后续垃圾环卫工人需要进一

步垃圾的分类。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为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用于湿垃圾分离处理的垃圾箱，可

以同时处理桶装湿垃圾及袋装湿垃圾，并且可以自动将垃圾袋投入至干垃圾桶中，减轻了

垃圾分类的工作。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设计一种用于湿垃圾分离处理的垃圾箱，包括垃圾房筒体、垃圾

桶，其特征在于：垃圾房筒体内侧下部设有若干垃圾桶，位于垃圾桶的上方设有垃圾分离装

置，位于垃圾分离装置的上方设有机械手组件，机械手组件的顶部通过机械手三维移动平

台与垃圾房筒体内侧连接；位于垃圾分离装置一侧的垃圾房筒体内侧设有垃圾压缩机构。

[0005] 所述的机械手组件及机械手三维移动平台包括第一滑轨、第二滑轨、第三滑轨、第

一电机、第二电机、第三电机、吸盘、机械手，位于垃圾房筒体内侧通过支架连接第一滑轨，

第一滑轨通过滑块连接第二滑轨，第二滑轨通过滑块连接第三滑轨，第三滑轨通过滑块连

接第一电机，第一电机的伸出轴通过连接支架与第二电机连接，第二电机的伸出轴通过连

接支架与第三电机连接，第三电机的伸出轴与机械手连接。

[0006] 所述的第一滑轨为前后向布置；第二滑轨为水平向布置；第三滑轨为竖直向布置。

[0007] 所述的垃圾分离装置包括分选板、集料斗、第四电机、推杆、接料板、导向槽、刀架，

位于垃圾桶的上方设有集料斗，集料斗的底部为镂空结构，集料斗的底部左右两侧分别通

过转轴连接分选板；集料斗的顶部左右两侧设有接料板，位于左右两侧的接料板之间设有

刀架的一端，刀架的另一端通过刀架连接件连接推杆，所述的推杆的末端轴接第四电机的

伸出轴，第四电机固定于接料板的底部；位于刀架与推杆之间的刀架连接件的外侧套设有

导向槽，所述的导向槽固定于接料板的底部。

[0008] 所述的分选板上均布设有若干方孔。

[0009] 所述的接料板为L型面板结构，位于接料板的后侧设有挡板。

[0010] 所述的垃圾压缩机构包括上固定板、下固定板、丝杆转动电机、导杆、丝杆、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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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翻转电机、压缩板，位于垃圾房筒体内侧的顶部及底部分别连接上固定板及下固定板，

上固定板及下固定板之间连接丝杆；下固定板的下方设有丝杆转动电机，所述的丝杆转动

电机的伸出轴贯穿下固定板与丝杆连接，丝杆上通过移动架连接压缩板，位于压缩板的顶

部一侧连接翻转电机；位于丝杆左右两侧分别设有导杆。

[0011] 位于垃圾分离装置前方的垃圾房筒体上通过皮带传送装置连接湿垃圾投料门。

[0012] 所述的垃圾桶为长方体筒体结构，并且垃圾桶设有3个，位于垃圾桶的底部设有垃

圾桶周转托盘，垃圾桶周转托盘的底部通过若干牛眼轴承连接推送丝杆滑台。

[0013] 所述的垃圾桶的下部外缘套设有外挡框。

[0014] 本实用新型同现有技术相比，提供一种用于湿垃圾分离处理的垃圾箱，可以同时

处理桶装湿垃圾及袋装湿垃圾，并且可以自动将垃圾袋投入至干垃圾桶中，减轻了垃圾分

类的工作。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实用新型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机械手组件及机械手三维移动平台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垃圾分离装置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为垃圾压缩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6为本实用新型底部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根据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说明。

[0022] 如图1至图6所示，垃圾房筒体3内侧下部设有若干垃圾桶13，位于垃圾桶13的上方

设有垃圾分离装置，位于垃圾分离装置的上方设有机械手组件16，机械手组件16的顶部通

过机械手三维移动平台15与垃圾房筒体3内侧连接；位于垃圾分离装置一侧的垃圾房筒体3

内侧设有垃圾压缩机构14。

[0023] 机械手组件16及机械手三维移动平台15包括第一滑轨、第二滑轨、第三滑轨、第一

电机、第二电机、第三电机、吸盘、机械手，位于垃圾房筒体3内侧通过支架连接第一滑轨20，

第一滑轨20通过滑块连接第二滑轨21，第二滑轨21通过滑块连接第三滑轨22，第三滑轨22

通过滑块连接第一电机25，第一电机25的伸出轴通过连接支架与第二电机26连接，第二电

机26的伸出轴通过连接支架与第三电机27连接，第三电机27的伸出轴与机械手24连接。

[0024] 第一滑轨20为前后向布置；第二滑轨21为水平向布置；第三滑轨22为竖直向布置。

[0025] 垃圾分离装置包括分选板、集料斗、第四电机、推杆、接料板、导向槽、刀架，位于垃

圾桶13的上方设有集料斗28，集料斗28的底部为镂空结构，集料斗28的底部左右两侧分别

通过转轴连接分选板19；集料斗28的顶部左右两侧设有接料板18，位于左右两侧的接料板

18之间设有刀架32的一端，刀架32的另一端通过刀架连接件连接推杆30，所述的推杆30的

末端轴接第四电机29的伸出轴，第四电机29固定于接料板18的底部；位于刀架32与推杆30

之间的刀架连接件的外侧套设有导向槽31，所述的导向槽31固定于接料板18的底部。

[0026] 分选板19上均布设有若干方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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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接料板18为L型面板结构，位于接料板18的后侧设有挡板。

[0028] 垃圾压缩机构14包括上固定板、下固定板、丝杆转动电机、导杆、丝杆、移动架、翻

转电机、压缩板，位于垃圾房筒体3内侧的顶部及底部分别连接上固定板52及下固定板53，

上固定板52及下固定板53之间连接丝杆57；下固定板53的下方设有丝杆转动电机56，所述

的丝杆转动电机56的伸出轴贯穿下固定板53与丝杆57连接，丝杆57上通过移动架51连接压

缩板50，位于压缩板50的顶部一侧连接翻转电机55；位于丝杆57左右两侧分别设有导杆54。

[0029] 位于垃圾分离装置前方的垃圾房筒体3上通过皮带传送装置连接湿垃圾投料门8。

[0030] 垃圾桶13为长方体筒体结构，并且垃圾桶13设有3个，位于垃圾桶13的底部设有垃

圾桶周转托盘41，垃圾桶周转托盘41的底部通过若干牛眼轴承44连接推送丝杆滑台43。

[0031] 垃圾桶13的下部外缘套设有外挡框。

[0032] 在垃圾房筒体3的正面，装有读卡器和投垃圾方式选择钮（桶装湿垃圾或袋装湿垃

圾），居民刷卡后，按下按钮，湿垃圾投料门8打开，投入垃圾后，自动关闭，机器开始自动工

作。如是桶装的湿垃圾，直接倒在分选板19上，过滤掉液体和细碎垃圾，分选板19顶部的AI 

摄像头进行识别，非湿垃圾由机械手24捡出，丢到非湿垃圾桶里，然后，分选板19打开，剩余

的湿垃圾直接进入湿垃圾桶；袋装垃圾，则被放置在接料板18上，刀架32上的刀划破垃圾袋

底部，机械手24捡走袋子，丢入非湿垃圾桶，接料板18打开，垃圾掉至分选板19，余下过程和

桶装湿垃圾一致。垃圾桶满时，将触发感应器，满桶推至空位，第二空桶推至工作位。第二桶

满时，将通知管理者清理。非湿垃圾桶上方，设有垃圾压缩机构14，可对泡货非湿垃圾进行

体积压缩，确保垃圾桶容积的充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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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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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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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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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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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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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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