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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气力式管道垃圾收集系统及其收集方

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气力式管道垃圾收集系

统及其收集方法，收集系统包括可回收垃圾投放

口、连通可回收垃圾投放口的可回收垃圾投放管

道、不可回收垃圾投放口、连通不可回收垃圾投

放口的不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餐厨垃圾投放

口、连通餐厨垃圾投放口的餐厨垃圾投放管道，

生活垃圾输送管道、餐厨垃圾输送管道、垃圾收

集装置、以及第一抽气设备。收集方法包括对可

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以及餐厨垃圾进行管

道输送。本发明的气力式管道垃圾收集系统能分

类收集垃圾，以及进行垃圾的自动输送。

权利要求书3页  说明书8页  附图7页

CN 109264270 B

2022.05.06

CN
 1
09
26
42
70
 B



1.一种气力式管道垃圾收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垃圾投放装置，包括可回收垃圾投放口、连通所述可回收垃圾投放口的可回收垃圾投

放管道、不可回收垃圾投放口、连通所述不可回收垃圾投放口的不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餐

厨垃圾投放口、以及连通所述餐厨垃圾投放口的餐厨垃圾投放管道；所述可回收垃圾投放

管道内设置有适于通断所述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的第一通断装置，所述不可回收垃圾投放

管道内设置有适于通断所述不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的第二通断装置，所述餐厨垃圾投放管

道内设置有适于通断所述餐厨垃圾投放管道的第三通断装置；

垃圾输送管道，所述垃圾输送管道包括生活垃圾输送管道、以及餐厨垃圾输送管道；所

述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以及不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均与所述生活垃圾输送管道连通，所

述餐厨垃圾投放管道与所述餐厨垃圾输送管道连通；

垃圾收集装置，所述垃圾收集装置适于对所述生活垃圾输送管道中的可回收垃圾、不

可回收垃圾、以及餐厨垃圾输送管道中的餐厨垃圾进行分类收集；

第一抽气设备，所述第一抽气设备包括第一抽风机、以及第一抽气管道；所述垃圾收集

装置与所述第一抽气管道连通，所述第一抽风机适于从所述第一抽气管道内向所述第一抽

气管道外抽空气；

所述餐厨垃圾投放管道连通有第一进气管道，所述第一进气管道内设置有适于通断所

述第一进气管道第四通断装置，所述生活垃圾输送管道连通有第二进气管道，所述第二进

气管道内设置有适于通断所述第二进气管道的第五通断装置，所述餐厨垃圾输送管道与所

述生活垃圾输送管道之间设置有进气设备，所述进气设备包括与所述餐厨垃圾输送管道连

通的第三进气管道、与所述生活垃圾输送管道连通的第四进气管道、与所述第三进气管道、

第四进气管道均连通的第五进气管道，所述第三进气管道内设置有第六通断装置，所述第

四进气管道内配置有第七通断装置，所述第五进气管道内设置有第八通断装置，所述第一

进气管道进气口、第二进气管道进气口、以及第五进气管道进气口均配置有消音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力式管道垃圾收集系统，所述生活垃圾输送管道的输出口连

通有三通换向阀，且所述生活垃圾输送管道的输出口与三通换向阀第一端连通；所述垃圾

收集装置包括可回收垃圾收集器、不可回收垃圾收集器、以及餐厨垃圾收集器；所述可回收

垃圾收集器与所述三通换向阀的第二端连接，且适于将收集的可回收垃圾进行固气分离，

所述不可回收垃圾收集器与所述三通换向阀的第三端连接，且适于将收集的不可回收垃圾

进行固气分离，所述餐厨垃圾收集器与所述餐厨垃圾输送管道连通，且适于将收集的餐厨

垃圾进行固气分离、以及油水分离和发酵处理；所述可回收垃圾收集器、不可回收垃圾收集

器、以及餐厨垃圾收集器均与所述第一抽气管道连通。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力式管道垃圾收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可回收垃圾投放

口、不可回收垃圾投放口、以及餐厨垃圾投放口均配置有密封盖，在有垃圾投放时所述密封

盖处于打开状态，在没有垃圾投放时，所述密封盖处于关闭状态。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气力式管道垃圾收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气力式管道垃圾收

集系统还包括研磨机、以及临时储存装置，所述餐厨垃圾收集器还连接有清洗设备，所述清

洗设备包括水泵、以及适于清洗所述餐厨垃圾收集器的喷淋水管，所述喷淋水管内配置有

适于通断所述喷淋水管的第九通断装置。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气力式管道垃圾收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可回收垃圾收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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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述第一抽气管道之间设置有第十通断装置，所述不可回收垃圾收集器与所述第一抽气

管道之间设置有第十一通断装置，所述餐厨垃圾收集器与所述第一抽气管道之间设置有第

十二通断装置，且所述第十通断装置、第十一通断装置、以及第十二通断装置并联。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力式管道垃圾收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抽气管道内且

位于所述第一抽风机的进风口前端配置有管道过滤器，所述第一抽气管道的出风口处配置

有废气处理装置。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力式管道垃圾收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气力式管道垃圾收

集系统还包括第二抽气设备，所述第二抽气设备包括第二抽风机、以及第二抽气管道，所述

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以及所述不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均与所述第二抽气管道连通，所述

第二抽风机适于从所述第二抽气管道内向所述第二抽气管道外抽空气，所述第二抽气管道

还连通有空气过滤器。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力式管道垃圾收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抽气设备还包

括止回阀，所述第一抽风机为两台，其中一台抽风机与所述止回阀连接成并联回路，另一台

抽风机与所述并联回路串接。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力式管道垃圾收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可回收垃圾投放管

道内设置有第一超声波探测器，所述第一超声波探测器适于检测所述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

内的垃圾是否达到预定值，所述不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内设置有第二超声波探测器，所述

第二超声波探测器适于检测所述不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内的垃圾是否达到预定值，所述餐

厨垃圾投放管道内设置有第三超声波探测器，所述第三超声波探测器适于检测所述餐厨垃

圾投放管道内的垃圾是否达到预定值，所述生活垃圾输送管道内配置有第一压力探测器，

所述餐厨垃圾输送管道内配置有第二压力探测器，所述第二进气管道内配置有第三压力探

测器，所述第五进气管道内配置有第四压力探测器，所述第一抽气管道内配置有第五压力

探测器。

10.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气力式管道垃圾收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气力式管道垃圾

收集系统还包括控制设备，所述控制设备适于控制所述第一通断装置、第二通断装置、第三

通断装置、第四通断装置、第五通断装置、第六通断装置、第七通断装置、第八通断装置、第

九通断装置、第十通断装置、第十一通断装置、以及第十二通断装置的通断，所述控制设备

还适于控制所述三通换向阀的换向。

11.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气力式管道垃圾收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设备包括：

空压机，与空压机连通的控制管道，所述控制管道与第一通断装置、第二通断装置、第三通

断装置、第四通断装置、第五通断装置、第六通断装置、第七通断装置、第八通断装置、第九

通断装置、第十通断装置、第十一通断装置、第十二通断装置、以及三通换向阀分别连通，且

适于通过所述空压机提供的气动力，驱动通断装置的通断，以及三通换向阀的换向。

12.一种采用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气力式管道垃圾收集系统的气力式管道垃圾的收集

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收集步骤：

S1、将可回收垃圾从可回收垃圾投放口投放进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将不可回收垃圾

从不可回收垃圾投放口投放进不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将餐厨垃圾从餐厨垃圾投放口投放

进餐厨垃圾投放管道；

S2、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内的第一超声波探测器探测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内的可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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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是否达到预定值，若达到预定值，空压机则启动并打开第十通断装置、以及让三通换向

阀的第一端以及第二端连通，并且第一抽风机开始抽风，使得管道内形成负压，第一压力探

测器探测负压值，如达到负压的预定值，则通过空压机打开第一通断装置，可回收垃圾将会

依次从可回收垃圾投放口、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生活垃圾输送管道、三通换向阀第一端、

以及三通换向阀第二端进入可回收垃圾收集器；不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内的第二超声波探

测器探测不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内的不可回收垃圾是否达到预定值，若达到预定值，空压

机则启动并打开第十一通断装置、以及让三通换向阀的第一端以及第三端连通，并且第一

抽风机开始抽风，使得管道内形成负压，第一压力探测器探测负压值，如达到负压预定值，

则通过空压机打开第二通断装置，不可回收垃圾将会依次从不可回收垃圾投放口、不可回

收垃圾投放管道、生活垃圾输送管道、三通换向阀第一端、以及三通换向阀第三端进入不可

回收垃圾收集器；餐厨垃圾投放管道内的第三超声波探测器探测餐厨垃圾投放管道内的餐

厨垃圾是否达到预定值，若达到预定值，空压机则启动并打开第十二通断装置，并且第一抽

风机开始抽风，使得管道内形成负压，第二压力探测器探测负压值，如达到负压预定值，则

通过空压机打开第三通断装置，餐厨垃圾将会依次从餐厨垃圾投放口、餐厨垃圾投放管道、

以及餐厨垃圾输送管道进入餐厨垃圾收集器；

S3、当可回收垃圾进入可回收垃圾收集器后，空压机关闭第一通断装置、第十通断装

置，并且第一抽风机停止抽风；当不可回收垃圾进入不可回收垃圾收集器后，空压机关闭第

二通断装置、第十一通断装置，并且第一抽风机停止抽风；当餐厨垃圾进入餐厨垃圾收集器

后，空压机关闭第三通断装置、第十二通断装置，并且第一抽风机停止抽风；

在所述步骤S2中，第一压力探测器探测负压值，如达到负压预定值，则空压机打开第一

通断装置的同时也打开第五通断装置，空压机打开第二通断装置的同时也打开第五通断装

置；第二压力探测器探测负压值，如达到负压预定值，则通过空压机打开第三通断装置的同

时也打开第四通断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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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气力式管道垃圾收集系统及其收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垃圾收集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气力式管道垃圾收集系统及其收集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人们对于垃圾的回收处理，一般是由居民先将自家的垃圾装袋，然后再将装

袋的垃圾放置于住宅楼楼下的垃圾桶内，接着清洁工人再将垃圾桶内的垃圾用垃圾车运送

至附近的垃圾中转站，待垃圾中转站的垃圾收集满后，收集站的工人再同一将多个垃圾中

转站的垃圾运垃圾处理厂进行处理。在这个过程中，居民需要自行走到垃圾桶旁去倒垃圾，

非常麻烦，并且一般来说，清洁工人使用的垃圾车一般是人力车，这样的运送方式效率低

下，费时费力。另外，垃圾中转站一般来说也不会离住宅楼很远，这样一来垃圾中转站就会

对住宅周围的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影响生活质量。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之一在于提供一种气力式管道垃圾收集

系统，本发明的目的之二在于提供一种气力式管道垃圾收集方法，其能分类收集垃圾，以及

进行垃圾的自动输送。

[0004] 本发明的目的之一采用如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5] 一种气力式管道垃圾收集系统，包括：

[0006] 垃圾投放装置，包括可回收垃圾投放口、连通所述可回收垃圾投放口的可回收垃

圾投放管道、不可回收垃圾投放口、连通所述不可回收垃圾投放口的不可回收垃圾投放管

道、餐厨垃圾投放口、以及连通所述餐厨垃圾投放口的餐厨垃圾投放管道；所述可回收垃圾

投放管道内设置有适于通断所述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的第一通断装置，所述不可回收垃圾

投放管道内设置有适于通断所述不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的第二通断装置，所述餐厨垃圾投

放管道内设置有适于通断所述餐厨垃圾投放管道的第三通断装置；

[0007] 垃圾输送管道，所述垃圾输送管道包括生活垃圾输送管道、以及餐厨垃圾输送管

道；所述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以及不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均与所述生活垃圾输送管道连

通，所述餐厨垃圾投放管道与所述餐厨垃圾输送管道连通；

[0008] 垃圾收集装置，所述垃圾收集装置适于对所述生活垃圾输送管道中的可回收垃

圾、不可回收垃圾、以及餐厨垃圾输送管道中的餐厨垃圾进行分类收集；

[0009] 第一抽气设备，所述第一抽气设备包括第一抽风机、以及第一抽气管道；所述垃圾

收集装置与所述第一抽气管道连通，所述第一抽风机适于从所述第一抽气管道内向所述第

一抽气管道外抽空气。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生活垃圾输送管道的输出口连通有三通换向阀，且所述生活垃圾

输送管道的输出口与三通换向阀第一端连通；所述垃圾收集装置包括可回收垃圾收集器、

不可回收垃圾收集器、以及餐厨垃圾收集器；所述可回收垃圾收集器与所述三通换向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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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端连接，且适于将收集的可回收垃圾进行固气分离，所述不可回收垃圾收集器与所述

三通换向阀的第三端连接，且适于将收集的不可回收垃圾进行固气分离，所述餐厨垃圾收

集器与所述餐厨垃圾输送管道连通，且适于将收集的餐厨垃圾进行固气分离、以及油水分

离和发酵处理；所述可回收垃圾收集器、不可回收垃圾收集器、以及餐厨垃圾收集器均与所

述第一抽气管道连通。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可回收垃圾投放口、不可回收垃圾投放口、以及餐厨垃圾投放口均

配置有密封盖，在有垃圾投放时所述密封盖处于打开状态，在没有垃圾投放时，所述密封盖

处于关闭状态。

[0012] 进一步地，所述餐厨垃圾投放管道连通有第一进气管道，所述第一进气管道内设

置有适于通断所述第一进气管道第四通断装置，所述生活垃圾输送管道连通有第二进气管

道，所述第二进气管道内设置有适于通断所述第二进气管道的第五通断装置，所述餐厨垃

圾输送管道与所述生活垃圾输送管道之间设置有进气设备，所述进气设备包括与所述餐厨

垃圾输送管道连通的第三进气管道、与所述生活垃圾输送管道连通的第四进气管道、与所

述第三进气管道、第四进气管道均连通的第五进气管道，所述第三进气管道内设置有第六

通断装置，所述第四进气管道内配置有第七通断装置，所述第五进气管道内设置有第八通

断装置，所述第一进气管道进气口、第二进气管道进气口、以及第五进气管道进气口均配置

有消音器。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气力式管道垃圾收集系统还包括研磨机、以及临时储存装置，所述

临时储存装置设置于所述研磨机的出料口与餐厨垃圾投放口之间，所述餐厨垃圾收集器还

连接有清洗设备，所述清洗设备包括水泵、以及适于清洗所述餐厨垃圾收集器的喷淋水管，

所述喷淋水管内配置有适于通断所述喷淋水管的第九通断装置。

[0014] 进一步地，所述可回收垃圾收集器与所述第一抽气管道之间设置有第十通断装

置，所述不可回收垃圾收集器与所述第一抽气管道之间设置有第十一通断装置，所述餐厨

垃圾收集器与所述第一抽气管道之间设置有第十二通断装置，且所述第十通断装置、第十

一通断装置、以及第十二通断装置并联。

[0015]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抽气管道内且位于所述第一抽风机的进风口前端配置有管道

过滤器，所述第一抽气管道的出风口处配置有废气处理装置。

[0016] 进一步地，所述气力式管道垃圾收集系统还包括第二抽气设备，所述第二抽气设

备包括第二抽风机、以及第二抽气管道，所述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以及所述不可回收垃圾

投放管道均与所述第二抽气管道连通，所述第二抽风机适于从所述第二抽气管道内向所述

第二抽气管道外抽空气，所述第二抽气管道还连通有空气过滤器。

[0017]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抽气设备还包括止回阀，所述第一抽风机为两台，其中一台抽

风机与所述止回阀连接成并联回路，另一台抽风机与所述并联回路串接。

[0018] 进一步地，所述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内设置有第一超声波探测器，所述第一超声

波探测器适于检测所述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内的垃圾是否达到预定值，所述不可回收垃圾

投放管道内设置有第二超声波探测器，所述第二超声波探测器适于检测所述不可回收垃圾

投放管道内的垃圾是否达到预定值，所述餐厨垃圾投放管道内设置有第三超声波探测器，

所述第三超声波探测器适于检测所述餐厨垃圾投放管道内的垃圾是否达到预定值，所述生

活垃圾输送管道内配置有第一压力探测器，所述餐厨垃圾输送管道内配置有第二压力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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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所述第二进气管道内配置有第三压力探测器，所述第五进气管道内配置有第四压力探

测器，所述第一抽气管道内配置有第五压力探测器。

[0019] 进一步地，所述气力式管道垃圾收集系统还包括控制设备，所述控制设备适于控

制所述第一通断装置、第二通断装置、第三通断装置、第四通断装置、第五通断装置、第六通

断装置、第七通断装置、第八通断装置、第九通断装置、第十通断装置、第十一通断装置、以

及第十二通断装置的通断，所述控制设备还适于控制所述三通换向阀的换向。

[0020] 进一步地，所述控制设备包括：空压机，与空压机连通的控制管道，所述控制管道

与第一通断装置、第二通断装置、第三通断装置、第四通断装置、第五通断装置、第六通断装

置、第七通断装置、第八通断装置、第九通断装置、第十通断装置、第十一通断装置、第十二

通断装置、以及三通换向阀分别连通，且适于通过所述空压机提供的气动力，驱动通断装置

的通断，以及三通换向阀的换向。

[0021] 本发明的目的之二采用如下技术方案实现：

[0022] 一种气力式管道垃圾的收集方法，包括以下收集步骤：

[0023] S1、将可回收垃圾从可回收垃圾投放口投放进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将不可回收

垃圾从不可回收垃圾投放口投放进不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将餐厨垃圾从餐厨垃圾投放口

投放进餐厨垃圾投放管道；

[0024] S2、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内的第一超声波探测器探测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内的可

回收垃圾是否达到预定值，若达到预定值，空压机则启动并打开第十通断装置、以及让三通

换向阀的第一端以及第二端连通，并且第一抽风机开始抽风，使得管道内形成负压，第一压

力探测器探测负压值，如达到负压的预定值，则通过空压机打开第一通断装置，可回收垃圾

将会依次从可回收垃圾投放口、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生活垃圾输送管道、三通换向阀第一

端、以及三通换向阀第二端进入可回收垃圾收集器；不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内的第二超声

波探测器探测不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内的不可回收垃圾是否达到预定值，若达到预定值，

空压机则启动并打开第十一通断装置、以及让三通换向阀的第一端以及第三端连通，并且

第一抽风机开始抽风，使得管道内形成负压，第一压力探测器探测负压值，如达到负压预定

值，则通过空压机打开第二通断装置，不可回收垃圾将会依次从不可回收垃圾投放口、不可

回收垃圾投放管道、生活垃圾输送管道、三通换向阀第一端、以及三通换向阀第三端进入不

可回收垃圾收集器；餐厨垃圾投放管道内的第三超声波探测器探测餐厨垃圾投放管道内的

餐厨垃圾是否达到预定值，若达到预定值，空压机则启动并打开第十二通断装置，并且第一

抽风机开始抽风，使得管道内形成负压，第二压力探测器探测负压值，如达到负压预定值，

则通过空压机打开第三通断装置，餐厨垃圾将会依次从餐厨垃圾投放口、餐厨垃圾投放管

道、以及餐厨垃圾输送管道进入餐厨垃圾收集器；

[0025] S3、当可回收垃圾进入可回收垃圾收集器后，空压机关闭第一通断装置、第十通断

装置，并且第一抽风机停止抽风；当不可回收垃圾进入不可回收垃圾收集器后，空压机关闭

第二通断装置、第十一通断装置，并且第一抽风机停止抽风；当餐厨垃圾进入餐厨垃圾收集

器后，空压机关闭第三通断装置、第十二通断装置，并且第一抽风机停止抽风。

[0026] 进一步地，在步骤S2中，第一压力探测器探测负压值，如达到负压预定值，则空压

机打开第一通断装置的同时也打开第五通断装置，空压机打开第二通断装置的同时也打开

第五通断装置；第二压力探测器探测负压值，如达到负压预定值，则通过空压机打开第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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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装置的同时也打开第四通断装置。

[0027] 相比现有技术，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通过设置可回收垃圾投放口、不可回收垃

圾投放口、以及餐厨垃圾投放口，可以在源头上对垃圾进行分类，便于垃圾分类的下一步处

理，另外垃圾收集装置与第一抽气管道连通，并且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内设置有适于通断

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的第一通断装置、不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内设置有适于通断不可回收

垃圾投放管道的第二通断装置、餐厨垃圾投放管道内设置有适于通断餐厨垃圾投放管道的

第三通断装置，所以通过第一抽气设备的抽气，可以让生活垃圾输送管道、以及餐厨垃圾输

送管道内产生负压，这样一来当打开第一通断装置、第二通断装置、以及第三通断装置时候

就可以让可回收垃圾投、不可回收垃圾、以及餐厨垃圾被负压输送至垃圾收集装置了，实现

了垃圾的自动输送。另外，通过这样的方式，不用让第一抽气设备一直工作，只需在需要输

送垃圾时候，将对应的输送管道抽成负压，然后打开对应的通断装置即可，非常节省能源。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气力式管道垃圾收集系统的整体示意图；

[0029] 图2为本发明气力式管道垃圾收集系统的局部放大大图标识；

[0030] 图3为图2的A处放大图；

[0031] 图4为图2的B处放大图；

[0032] 图5为图2的C处放大图；

[0033] 图6为图2的D处放大图；

[0034] 图7为本发明气力式管道垃圾收集系统的控制设备示意图。

[0035] 图中：11、可回收垃圾投放口；12、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13、第一通断装置；21、不

可回收垃圾投放口；22、不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23、第二通断装置；31、餐厨垃圾投放管道；

32、第三通断装置；33、研磨机；34、临时储存装置；4、生活垃圾输送管道；41、三通换向阀；5、

餐厨垃圾输送管道；6、可回收垃圾收集器；7、不可回收垃圾收集器；8、餐厨垃圾收集器；91、

第一抽风机；92、第一抽气管道；101、第一进气管道；102、第四通断装置；103、第二进气管

道；104、第五通断装置；105、第三进气管道；106、第四进气管道；107、第五进气管道；108、第

六通断装置；109、第七通断装置；110、第八通断装置；111、消音器；120、水泵；121、喷淋水

管；122、第九通断装置；130、管道过滤器；140、废气处理装置；150、第二抽风机；151、第二抽

气管道；152、空气过滤器；153、止回阀；161、第一超声波探测器；162、第二超声波探测器；

163、第三超声波探测器；164、第一压力探测器；165、第二压力探测器；166、第三压力探测

器；167、第四压力探测器；168、第五压力探测器；171、第十通断装置；172、第十一通断装置；

173、第十二通断装置；180、空压机；181、控制管道。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下面，结合附图以及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描述，需要说明的是，在不

相冲突的前提下，以下描述的各实施例之间或各技术特征之间可以任意组合形成新的实施

例。

[0037] 如图1‑6所示，示出了本发明提供的气力式管道垃圾收集系统，其至少包括：垃圾

投放装置、垃圾输送管道、垃圾收集装置、以及第一抽气设备。垃圾投放装置包括，可回收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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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投放口11、连通可回收垃圾投放口11的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12、不可回收垃圾投放口21、

连通不可回收垃圾投放口21的不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22、餐厨垃圾投放口、以及连通餐厨

垃圾投放口的餐厨垃圾投放管道31；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12内设置有适于通断可回收垃圾

投放管道12的第一通断装置13，不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22内设置有适于通断不可回收垃圾

投放管道22的第二通断装置23，餐厨垃圾投放管道31内设置有适于通断餐厨垃圾投放管道

31的第三通断装置32。垃圾输送管道包括生活垃圾输送管道4、以及餐厨垃圾输送管道5；可

回收垃圾投放管道12、以及不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22均与生活垃圾输送管道4连通，餐厨垃

圾投放管道31与餐厨垃圾输送管道5连通。垃圾收集装置适于对生活垃圾输送管道4中的可

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以及餐厨垃圾输送管道5中的餐厨垃圾进行分类收集。第一抽气

设备包括第一抽风机91、以及第一抽气管道92；垃圾收集装置与第一抽气管道92连通，第一

抽风机91适于从第一抽气管道92内向第一抽气管道92外抽空气。

[0038] 通过设置可回收垃圾投放口11、不可回收垃圾投放口21、以及餐厨垃圾投放口，可

以在源头上对垃圾进行分类，便于垃圾分类的下一步处理，另外垃圾收集装置与第一抽气

管道92连通，并且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12内设置有适于通断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12的第一

通断装置13、不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22内设置有适于通断不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22的第二

通断装置23、餐厨垃圾投放管道31内设置有适于通断餐厨垃圾投放管道31的第三通断装置

32，并且一般来说，在初始状态下，第一通断装置13、第二通断装置23、以及第三通断装置32

在初始状态下为关闭状态，所以通过第一抽气设备的抽气，可以让生活垃圾输送管道4、以

及餐厨垃圾输送管道5内产生负压，这样一来，当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12、不可回收垃圾投

放管道22、以及餐厨垃圾投放管道31内有垃圾时，分别打开第一通断装置13、第二通断装置

23、以及第三通断装置32，就可以让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以及餐厨垃圾被负压输送

至垃圾收集装置了，这个输送的过程中，无需清洁工人参与，实现了自动输送。并且，因为负

压产生在垃圾投放管道的通断装置后面，所以管道中的气流不会朝向垃圾投放口流通，即

可以减少气味外泄，以及蚊虫细菌的滋生。另外，因为有第一通断装置13、第二通断装置23、

以及第三通断装置32，所以第一抽气设备不用一直工作，只需在需要输送垃圾的时候，将对

应的输送管道抽成负压，然后打开对应的通断装置即可，能减少一定的能源消耗。

[0039] 作为优选地实施方式，生活垃圾输送管道4的输出口连通有三通换向阀41，且生活

垃圾输送管道4的输出口与三通换向阀41第一端连通；垃圾收集装置包括可回收垃圾收集

器6、不可回收垃圾收集器7、以及餐厨垃圾收集器8，可回收垃圾收集器6、不可回收垃圾收

集器7、以及餐厨垃圾收集器8均与第一抽气管道92连通。可回收垃圾收集器6还与三通换向

阀41的第二端连接，且适于将收集的可回收垃圾进行固气分离，不可回收垃圾收集器7还与

三通换向阀41的第三端连接，且适于将收集的不可回收垃圾进行固气分离。即可回收垃圾

可以依次从可回收垃圾投放口11、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12、生活垃圾输送管道4、三通换向

阀41第一端、以及三通换向阀41第二端进入可回收垃圾收集器6；不可回收垃圾可以依次从

不可回收垃圾投放口21、不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22、生活垃圾输送管道4、三通换向阀41第

一端、以及三通换向阀41第三端进入不可回收垃圾收集器7。餐厨垃圾收集器8还与餐厨垃

圾输送管道5连通，且适于将收集的餐厨垃圾进行固气分离、以及油水分离和发酵处理；即

餐厨垃圾可以依次从餐厨垃圾投放口、餐厨垃圾投放管道31、以及餐厨垃圾输送管道5进入

餐厨垃圾收集器8。另外，餐厨垃圾经过上述的处理之后，可以作为有机肥料使用，非常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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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0040] 优选地，可回收垃圾投放口11、不可回收垃圾投放口21、以及餐厨垃圾投放口均配

置有密封盖，在有垃圾投放时密封盖处于打开状态，在没有垃圾投放时，密封盖处于关闭状

态。通过设置密封盖，可以减少气味从垃圾投放管道中泄出，保证垃圾投放口处的空气质

量。

[0041] 优选地，餐厨垃圾投放管道31连通有第一进气管道101，第一进气管道101内设置

有适于通断第一进气管道101第四通断装置102，生活垃圾输送管道4连通有第二进气管道

103，第二进气管道103内设置有适于通断第二进气管道103的第五通断装置104，餐厨垃圾

输送管道5与生活垃圾输送管道4之间设置有进气设备，进气设备包括与餐厨垃圾输送管道

5连通的第三进气管道105、与生活垃圾输送管道4连通的第四进气管道106、与第三进气管

道105、第四进气管道106均连通的第五进气管道107，第三进气管道105内设置有第六通断

装置108，第四进气管道106内配置有第七通断装置109，第五进气管道107内设置有第八通

断装置110，第一进气管道101进气口、第二进气管道103进气口、以及第五进气管道107进气

口均配置有消音器111。在进行垃圾输送时，通过上述的进气管道、以及与进气管道对应的

通断装置，可以在垃圾输送管道内推力不够时，提供持续的推力，让垃圾输送的更加顺利，

而通过消音器111，可以避免在进气时产生噪音。

[0042] 优选地，气力式管道垃圾收集系统还包括研磨机33、以及临时储存装置34，临时储

存装置34设置于研磨机33的出料口与餐厨垃圾投放口之间，餐厨垃圾收集器8还连接有清

洗设备，清洗设备包括水泵120、以及适于清洗餐厨垃圾收集器8的喷淋水管121，喷淋水管

121内配置有适于通断喷淋水管121的第九通断装置122。通过研磨机33可以对餐厨垃圾进

行研磨、捣碎，可以便于后续的发酵降解处理，便于有机肥料的生成。临时储存装置34可以

对研磨、捣碎后的餐厨垃圾进行临时储存，到达一定的量之后在进行输送。这样可以减少第

一抽风机91的启动次数，从而节省能源。而喷淋水管121以及第九通断装置122，可以在需要

的时候对餐厨垃圾收集器8进行清洗，减少细菌的滋生。

[0043] 优选地，可回收垃圾收集器6与第一抽气管道92之间设置有第十通断装置171，不

可回收垃圾收集器7与第一抽气管道92之间设置有第十一通断装置172，餐厨垃圾收集器8

与第一抽气管道92之间设置有第十二通断装置173，且第十通断装置171、第十一通断装置

172、以及第十二通断装置173并联。即在进行可回收垃圾输送的时候，可以打开第十通断装

置171，关闭第十一通断装置172、以及第十二通断装置173，这样第一抽气设备便只会对可

回收垃圾经过的管道进行抽气，从而减少能源消耗。同理，在对不可回收垃圾、餐厨垃圾进

行输送时，也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减少能源消耗。

[0044] 优选地，第一抽气管道92内且位于第一抽风机91的进风口前端配置有管道过滤器

130，第一抽气管道92的出风口处配置有废气处理装置140。通过管道过滤器130，可以避免

管道内的杂物损坏第一抽风机91，而通过废气处理装置140，可以保证从第一抽气管道92内

排放的气体达标。

[0045] 优选地，气力式管道垃圾收集系统还包括第二抽气设备，第二抽气设备包括第二

抽风机150、以及第二抽气管道151，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12、以及不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22

均与第二抽气管道151连通，第二抽风机150适于从第二抽气管道151内向第二抽气管道151

外抽空气，第二抽气管道151还连通有空气过滤器152。通过第二抽气管道151、第二抽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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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可以对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12、以及不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22内的气味进一步的消

除，并且通过空气过滤器152可以使得从第二抽气管道151内排放的气体达标。

[0046] 优选地，第一抽气设备还包括止回阀153，第一抽风机91为两台，其中一台抽风机

与止回阀153连接成并联回路，另一台抽风机与并联回路串接。这样可以保证本气力式管道

垃圾收集系统的可靠性，即使一台第一抽风机91损坏，本系统也能正常工作。

[0047] 优选地，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12内设置有第一超声波探测器161，第一超声波探测

器161适于检测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12内的垃圾是否达到预定值，不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

22内设置有第二超声波探测器162，第二超声波探测器162适于检测不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

22内的垃圾是否达到预定值，餐厨垃圾投放管道31内设置有第三超声波探测器163，第三超

声波探测器163适于检测餐厨垃圾投放管道31内的垃圾是否达到预定值，生活垃圾输送管

道4内配置有第一压力探测器164，餐厨垃圾输送管道5内配置有第二压力探测器165，第二

进气管道103内配置有第三压力探测器166，第五进气管道107内配置有第四压力探测器

167，第一抽气管道92内配置有第五压力探测器168，通过上述的压力探测器，能便于使用者

了解管道内的压力值，以便做出合理的操作。

[0048] 优选地，如图7所示，气力式管道垃圾收集系统还包括控制设备，控制设备适于控

制第一通断装置13、第二通断装置23、第三通断装置32、第四通断装置102、第五通断装置

104、第六通断装置108、第七通断装置109、第八通断装置110、第九通断装置122、第十通断

装置171、第十一通断装置172、以及第十二通断装置173的通断，控制设备还适于控制三通

换向阀41的换向。具体地，控制设备包括：空压机180，与空压机180连通的控制管道181，控

制管道181与第一通断装置13、第二通断装置23、第三通断装置32、第四通断装置102、第五

通断装置104、第六通断装置108、第七通断装置109、第八通断装置110、第九通断装置122、

第十通断装置171、第十一通断装置172、第十二通断装置173、以及三通换向阀41分别连通，

且适于通过空压机180提供的气动力，驱动通断装置的通断，以及三通换向阀41的换向。即

与空压机180连通的通断装置均可选用为气动阀，例如第一通断装置13、第二通断装置23、

以及第三通断装置32均可选用为气动排放阀，而第五通断装置104、以及第七通断装置110

均可选用为气动碟阀，关于气动阀的选用，具体可以根据机阀门安装手册进行合理的选择。

[0049] 本发明气力式管道垃圾收集系统的收集方法如下，

[0050] 对于可回收垃圾的收集处理：将可回收垃圾从可回收垃圾投放口11投放进可回收

垃圾投放管道12，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12内的第一超声波探测器161探测可回收垃圾投放

管道12内的可回收垃圾是否达到预定值，若达到预定值，空压机180则启动并打开第十通断

装置171、以及让三通换向阀41的第一端以及第二端连通，并且第一抽风机91开始抽风，使

得管道内形成负压，第一压力探测器164探测负压值，如达到预定值，则通过空压机180打开

第一通断装置13，并且根据输送垃圾的多少打开第五通断装置104，可回收垃圾将会依次从

可回收垃圾投放口11、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12、生活垃圾输送管道4、三通换向阀41第一端、

以及三通换向阀41第二端进入可回收垃圾收集器6，进入可回收垃圾收集器6后，空压机180

关闭第一通断装置13、第十通断装置171，并且第一抽风机91停止抽风。

[0051] 对于不可回收垃圾的收集处理：将不可回收垃圾从不可回收垃圾投放口21投放进

不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22，不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22内的第二超声波探测器162探测不可

回收垃圾投放管道22内的不可回收垃圾是否达到预定值，若达到预定值，空压机180则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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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打开第十一通断装置172、以及让三通换向阀41的第一端以及第三端连通，并且第一抽风

机91开始抽风，使得管道内形成负压，第一压力探测器164探测负压值，如达到预定值，则通

过空压机180打开第二通断装置23，并且根据输送垃圾的多少打开第五通断装置104，不可

回收垃圾将会依次从不可回收垃圾投放口21、不可回收垃圾投放管道22、生活垃圾输送管

道4、三通换向阀41第一端、以及三通换向阀41第三端进入不可回收垃圾收集器7，进入不可

回收垃圾收集器7后，空压机180关闭第二通断装置23、第十一通断装置172，并且第一抽风

机91停止抽风。

[0052] 对于餐厨垃圾的收集处理：将餐厨垃圾从餐厨垃圾投放口投放进餐厨垃圾投放管

道31，餐厨垃圾投放管道31内的第三超声波探测器163探测餐厨垃圾投放管道31内的餐厨

垃圾是否达到预定值，若达到预定值，空压机180则启动并打开第十二通断装置173，并且第

一抽风机91开始抽风，使得管道内形成负压，第二压力探测器165探测负压值，如达到预定

值，则通过空压机180打开第三通断装置32，并且根据输送垃圾的多少打开第四通断装置

102，餐厨垃圾将会依次从餐厨垃圾投放口、餐厨垃圾投放管道31、以及餐厨垃圾输送管道5

进入餐厨垃圾收集器8，进入餐厨垃圾收集器8后，空压机180关闭第三通断装置32、第十二

通断装置173，并且第一抽风机91停止抽风。

[0053] 上述实施方式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不能以此来限定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的基础上所做的任何非实质性的变化及替换均属于本发明所

要求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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