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021683.3

(22)申请日 2018.09.03

(71)申请人 湖南考思特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 410205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高新开发

区文轩路27号麓谷钰园A4栋307

(72)发明人 李惠远　

(74)专利代理机构 长沙星耀专利事务所(普通

合伙) 43205

代理人 黄纯能　宁星耀

(51)Int.Cl.

B65F 1/14(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智能垃圾收集系统及方法

(57)摘要

一种智能垃圾收集系统及方法，该系统包括

箱体、垃圾桶、料位检测单元、控制单元、挡板装

置、压缩装置、压力传感器、太阳能电池板、蓄电

池、GPS模块、WIFI模块、引流管、数据处理中心、

移动终端、烟雾检测单元和喷淋装置。本发明还

包括一种智能垃圾收集方法。利用本发明能够实

时掌握城市各个垃圾桶的容量信息，合理规划回

收路线，合理安排垃圾桶投放密度等，可大大减

少人力成本，节省人力资源，提升城市科技程度

和美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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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垃圾收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箱体、垃圾桶、料位检测单元、控制单元、

挡板装置、压缩装置、压力传感器、太阳能电池板、蓄电池、GPS模块、WIFI模块、引流管、数据

处理中心、移动终端、烟雾检测单元和喷淋装置；所述垃圾桶安装在箱体内；所述料位检测

单元安装在箱体顶部，所述料位检测单元与控制单元相连接；所述挡板装置安装在箱体垃

圾入口处；所述压缩装置安装在箱体内；所述压力传感器安装在压缩装置上，所述压力传感

器与控制单元相连接；所述太阳能电池板安装在垃圾桶顶部，所述太阳能电池板与蓄电池

相连接；所述蓄电池安装在箱体底部，所述蓄电池与GPS模块、WIFI模块、控制单元相连接；

所述GPS模块安装在箱体底部，所述GPS模块与WIFI模块相连接；所述WIFI模块安装在箱体

底部，所述WIFI模块与数据处理中心相连接；所述数据处理中心与移动终端相连接，能够实

时将数据信息发送给移动终端；所述喷淋装置的喷口安装在箱体顶部，所述喷淋装置与控

制单元相连接；所述烟雾检测单元安装箱体顶部，所述烟雾检测单元与控制单元相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垃圾收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料位检测单元为超声波

探测器或激光探测器。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智能垃圾收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单元为控制器

或单片机。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智能垃圾收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垃圾桶底部设有漏

水孔，所述垃圾桶内的水能通过漏水孔从垃圾桶内流出，并通过箱体上的引流管排出。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智能垃圾收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引流管安装在箱体底

部。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智能垃圾收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挡板装置包括挡板、

导轨和推杆电机，所述导轨为挡板导向，所述推杆电机与挡板相连接，为挡板活动提供动

力，所述推杆电机与控制单元相连接，所述控制单元控制推杆电机动作，所述推杆电机与蓄

电池相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智能垃圾收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压缩装置包括活动

臂、压板、伺服电机、压力传感器、丝杆和导轨，所述活动臂成X状，通过活动销连接，实现伸

与缩的动作；所述活动臂安装在导轨上，所述导轨安装在箱体顶部，所述丝杆安装在活动臂

上；所述伺服电机与丝杆连接，通过伺服电机转动带动丝杆转动，从而实现活动臂的伸与缩

的动作；所述伺服电机与蓄电池相连接；所述压板与活动臂下端连接；所述压力传感器安装

在压板上，用于检测压缩装置动作时，压板与垃圾接触面上的压力变化；所述压板中间有一

通孔，防止遮挡料位检测单元检测信号。

8.一种利用权利要求1所述智能垃圾收集系统实施的垃圾收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以下内容：

1）垃圾智能监控与处理：当料位检测单元检测到垃圾桶内垃圾容量达到设置高度时，

控制单元发出指令给压缩装置，压缩装置对垃圾桶内垃圾进行压缩，压缩装置上的压力传

感器检测压力值达到设置值时，压缩装置停止压缩并复位；控制单元记录并储存压缩后的

垃圾高度值，当压缩高度值达到设置值时，控制单元控制挡板装置，挡板装置将垃圾入口关

闭；

2）垃圾智能回收：当垃圾桶装满，垃圾入口关闭时，WIFI模块将GPS模块的位置信息和

垃圾桶已装满的信息发送给数据处理中心；数据处理中心将相应区域内的已装满和即将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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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的垃圾桶的位置信息进行汇总并规划回收路线，移动终端接收数据处理中心发送的数

据，环卫工人根据移动终端指定的路线对移动终端指定的垃圾桶内垃圾进行回收；

3）蓄电池预警：当蓄电池失效或者电量不足时，WIFI模块将信息传输给数据处理中心，

数据处理中心将设置区域内的需要更换蓄电池的垃圾桶位置进行汇总和规划路线，移动终

端接收数据处理中心发送的数据，维修工人根据移动终端提示对指定垃圾桶进行电池更

换；

4）自诊断：控制单元能够对智能垃圾桶的各个电器元件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控，当监控

到电器元件出现故障时，WIFI模块会将信号发送给数据处理中心，数据处理中心将警报发

送给移动终端，维修工人根据移动终端提示信息对指定垃圾桶进行维修；

5）防盗：当数据处理中心检测到垃圾箱的位置信息发生改变时，数据处理中心会判断

垃圾箱的位置变化是允许的还是禁止的，如果是允许的则不进行警报和追踪，如果是禁止

的则会对移动的垃圾桶位置进行追踪，并将警报和位置信息发送给附近的治安部门和环卫

部门；

6）着火检测及灭火：当垃圾桶内有着火现象时，垃圾桶内会产生烟雾，此时烟雾检测单

元会检测到烟雾并将信号传输给控制单元，控制单元控制喷淋装置进行喷水，直到烟雾检

测单元检测不到烟雾后，控制单元控制喷淋装置停止喷水，从而实现检测和灭火；

7）大数据分析：数据处理中心能够对各个垃圾桶回收垃圾量的数据进行分析，对指定

时间和区域内的垃圾桶内垃圾总量进行数据分析，并做出分析报告，对指定区域内的垃圾

桶投放数量做出合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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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垃圾收集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智能垃圾收集系统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城市的垃圾桶只具备装载垃圾的功能，其承载状态及其所处位置必须经环

卫工人亲临现场才能了解。环卫工人每天需要多次对所管辖区域内的垃圾桶进行依次清

理，在清理前他们并不知道哪些垃圾桶已经满了，哪些还是空的，为了保持城市整洁和美

观，他们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对垃圾桶进行清理和回收，造成很大的人力物力的浪

费。因此需要一种智能垃圾收集系统和方法来减轻环卫工人的劳动强度，使垃圾回收变得

更有针对性和科学性，有效提升环卫工人工作效率，减少人力物力的浪费。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能够实时监控各个垃圾桶的垃圾情况，

并规划出合理的回收时间和路线，同时还能对垃圾桶自身出现的各种状况进行实施监控，

并利用大数据分析对垃圾桶的投放做出科学合理的安排的智能垃圾收集系统和方法。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智能垃圾收集系统，包括箱体、垃圾桶、料位检测单元、控制单元、挡板装置、压缩

装置、压力传感器、太阳能电池板、蓄电池、GPS模块、WIFI模块、引流管、数据处理中心、移动

终端、烟雾检测单元和喷淋装置；所述垃圾桶安装在箱体内；所述料位检测单元安装在箱体

顶部，用于检测垃圾桶内垃圾所处位置，所述料位检测单元与控制单元相连接；所述挡板装

置安装在箱体垃圾入口处，用于打开和关闭垃圾入口；所述压缩装置安装在箱体内，用于压

缩垃圾桶内的垃圾；所述压力传感器安装在压缩装置上，所述压力传感器与控制单元相连

接；所述太阳能电池板安装在垃圾桶顶部，所述太阳能电池板与蓄电池相连接，用于给蓄电

池充电；所述蓄电池安装在箱体底部，所述蓄电池与GPS模块、WIFI模块、控制单元相连接，

为本系统供电；所述GPS模块安装在箱体底部，所述GPS模块与WIFI模块相连接，为本系统定

位；所述WIFI模块安装在箱体底部，所述WIFI模块与数据处理中心相连接，将数据及定位信

息传输给数据处理中心；所述数据处理中心与移动终端相连接，能够实时将数据信息发送

给移动终端；所述喷淋装置的喷口安装在箱体顶部，用于喷水，所述喷淋装置与控制单元相

连接；所述烟雾检测单元安装箱体顶部，用于检测垃圾箱内是否有起火现象，所述烟雾检测

单元与控制单元相连接。

[0005] 进一步，所述料位检测单元为超声波探测器或激光探测器。

[0006] 进一步，所述控制单元为控制器或单片机。

[0007] 进一步，所述垃圾桶底部设有漏水孔，所述垃圾桶内的水能通过漏水孔从垃圾桶

内流出，并通过箱体上的引流管排出。所述引流管安装在箱体底部。

[0008] 进一步，所述挡板装置包括挡板、导轨和推杆电机，所述挡板用于遮挡垃圾入口，

所述导轨为挡板导向，所述推杆电机与挡板相连接，为挡板活动提供动力，所述推杆电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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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单元相连接，所述控制单元控制推杆电机动作，所述推杆电机与蓄电池相连接。所述挡

板装置安装在各个垃圾入口，通过控制单元控制，可实现垃圾入口的打开和关闭。

[0009] 进一步，所述压缩装置包括活动臂、压板、伺服电机、压力传感器、丝杆和导轨，所

述活动臂成X状，通过活动销连接，实现伸缩动作；所述活动臂安装在导轨上，所述导轨安装

在箱体顶部，所述丝杆安装在活动臂上；所述伺服电机与丝杆连接，通过伺服电机转动带动

丝杆转动，从而实现活动臂的伸与缩的动作；所述伺服电机与蓄电池相连接；所述压板与活

动臂下端连接；所述压力传感器安装在压板上，用于检测压缩装置动作时，压板与垃圾接触

面上的压力变化；所述压板中间有一通孔，防止遮挡料位检测单元检测信号。

[0010] 进一步，所述烟雾检测单元为烟雾探测器，可以用来识别垃圾桶内是否有着火情

况。所述喷淋装置的作用是，在当烟雾检测单元检测到烟雾时，所述喷淋装置自动打开喷

水，从而起到灭火的作用。

[0011] 所述GPS模块提供位置定位功能。所述WIFI模块用于进行数据传输。所述数据处理

中心用于进行数据储存、数据分析和数据传输。所述移动终端用于接收并显示数据处理中

心发送的数据。

[0012] 一种利用所述智能垃圾收集系统实施的垃圾收集方法，包括以下内容：

1）垃圾智能监控与处理：当料位检测单元检测到垃圾桶内垃圾容量达到设置高度时，

控制单元发出指令给压缩装置，压缩装置对垃圾桶内垃圾进行压缩，压缩装置上的压力传

感器检测压力值达到设置值时，压缩装置停止压缩并复位；控制单元记录并储存压缩后的

垃圾高度值，当压缩高度值达到设置值时，控制单元控制挡板装置，挡板装置将垃圾入口关

闭；

2）垃圾智能回收：当垃圾桶装满，垃圾入口关闭时，WIFI模块将GPS模块的位置信息和

垃圾桶已装满的信息发送给数据处理中心；数据处理中心将相应区域内的已装满和即将装

满的垃圾桶的位置信息进行汇总并规划回收路线，移动终端接收数据处理中心发送的数

据，环卫工人根据移动终端指定的路线对移动终端指定的垃圾桶内垃圾进行回收；

3）蓄电池预警：当蓄电池失效或者电量不足时，WIFI模块将信息传输给数据处理中心，

数据处理中心将设置区域内的需要更换蓄电池的垃圾桶位置进行汇总和规划路线，移动终

端接收数据处理中心发送的数据，维修工人根据移动终端提示对指定垃圾桶进行电池更

换；

4）自诊断：控制单元能够对智能垃圾桶的各个电器元件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控，当监控

到电器元件出现故障时，WIFI模块会将信号发送给数据处理中心，数据处理中心将警报发

送给移动终端，维修工人根据移动终端提示信息对指定垃圾桶进行维修；

5）防盗：当数据处理中心检测到垃圾箱的位置信息发生改变时，数据处理中心会判断

垃圾箱的位置变化是允许的还是禁止的，如果是允许的则不进行警报和追踪，如果是禁止

的则会对移动的垃圾桶位置进行追踪，并将警报和位置信息发送给附近的治安部门和环卫

部门；

6）着火检测及灭火：当垃圾桶内有着火现象时，垃圾桶内会产生烟雾，此时烟雾检测单

元会检测到烟雾并将信号传输给控制单元，控制单元控制喷淋装置进行喷水，直到烟雾检

测单元检测不到烟雾后，控制单元控制喷淋装置停止喷水，从而实现检测和灭火；

7）大数据分析：数据处理中心能够对各个垃圾桶回收垃圾量的数据进行分析，对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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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区域内的垃圾桶内垃圾总量进行数据分析，并做出分析报告，对指定区域内的垃圾

桶投放数量做出合理安排。

[0013] 自动引流：垃圾桶桶底有漏水孔，垃圾桶内的液体可通过漏水孔漏出，并通过引流

管排出。

[0014] 利用本发明可实现：

1、自动检测垃圾桶内垃圾并可对垃圾进行压缩，提高垃圾桶装载能力；

2、当垃圾桶装满时可自动关闭垃圾入口，防止垃圾溢出；

3、垃圾桶装满时可自动预警并通过数据处理中心和移动终端自动选择垃圾回收最优

路线；

4、能够实现垃圾桶防盗并自动追踪；

5、太阳能自动充电，电量不足自动预警；

6、系统故障自诊断，并将诊断数据发送给数据处理中心和移动终端；

7、自动引流功能，能够实时将垃圾桶内的水自动排出；

8、大数据分析，对相应时间及相应区域内的垃圾总量进行自动分析，并提供合理的垃

圾桶投放密度；

9、实现烟雾探测并能够实现自动灭火。

[0015] 利用本发明能够实时掌握城市各个垃圾桶的容量信息，合理规划回收路线，合理

安排垃圾桶投放密度等，可大大减少人力成本，节省人力资源，提升城市科技程度和美化程

度。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挡板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压缩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7为图1所示实施例应用时的控制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实施例

[0018] 参照附图，一种智能垃圾收集系统，包括箱体1、垃圾桶2、料位检测单元3、控制单

元4、挡板装置5、压缩装置6、压力传感器7、太阳能电池板8、蓄电池9、GPS模块10、WIFI模块

11、引流管12、数据处理中心21、移动终端  22、喷淋装置23和烟雾检测单元24；所述垃圾桶2

安装在箱体1内，所述垃圾桶2底部设有漏水孔，所述垃圾桶2内的水能通过漏水孔从垃圾桶

2内流出，并通过箱体1上的引流管12排出；所述料位检测单元3安装在箱体1顶部，用于检测

垃圾桶2内垃圾所处位置，所述料位检测单元3与控制单元4相连接；所述挡板装置5安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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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体1垃圾入口处，用于打开和关闭垃圾入口；所述压缩装置6安装在箱体1内，用于压缩垃

圾桶2内的垃圾；所述压力传感器7安装在压缩装置6上，所述压力传感器7与控制单元4相连

接；所述太阳能电池板8安装在垃圾桶2顶部，所述太阳能电池板8与蓄电池9相连接，用于给

蓄电池9充电；所述蓄电池9安装在箱体1底部，所述蓄电池9与GPS模块10、WIFI模块11、控制

单元4相连接，为本系统供电；所述GPS模块10安装在箱体1底部，所述GPS模块10与WIFI模块

11相连接，为本系统定位；所述WIFI模块11安装在箱体1底部，所述WIFI模块11与数据处理

中心21相连接，将数据及定位信息传输给数据处理中心21；所述数据处理中心21与移动终

端22相连接，能够实时将数据信息发送给移动终端22；所述喷淋装置23的喷口安装在箱体1

顶部，用于喷水，所述喷淋装置23与控制单元4相连接；所述烟雾检测单元24安装箱体1顶

部，用于检测垃圾箱内是否有起火现象，所述烟雾检测单元24与控制单元4相连接。

[0019] 所述挡板装置5包括挡板13、导轨14和推杆电机15，所述挡板13用于遮挡垃圾入

口，所述导轨14为挡板13导向，所述推杆电机15与挡板13相连接，为挡板13活动提供动力，

所述推杆电机15与控制单元4相连接，所述控制单元4控制推杆电机15动作，所述推杆电机

15与蓄电池9相连接。所述挡板装置5安装在各个垃圾入口，通过控制单元4控制，可实现垃

圾入口的打开和关闭。

[0020] 所述压缩装置6包括活动臂16、压板17、伺服电机18、压力传感器7、丝杆19和导轨

20，所述活动臂16成X状，通过活动销连接，实现伸缩动作；所述活动臂16安装在导轨20上，

所述导轨20安装在箱体1顶部，所述丝杆19安装在活动臂16上；所述伺服电机18与丝杆19连

接，通过伺服电机18转动带动丝杆19转动，从而实现活动臂16的伸与缩的动作；所述伺服电

机18与蓄电池9相连接；所述压板17与活动臂16下端连接；所述压力传感器7安装在压板17

上，用于检测压缩装置动作时，压板17与垃圾接触面上的压力变化；所述压板17中间有一通

孔，防止遮挡料位检测单元3检测信号。

[0021] 一种利用所述智能垃圾收集系统实施的垃圾收集方法，包括以下内容：

1）垃圾智能监控与处理：当料位检测单元3检测到垃圾桶2内垃圾容量达到设置高度

时，控制单元4发出指令给压缩装置6，压缩装置6对垃圾桶2内垃圾进行压缩，压缩装置6上

的压力传感器7检测压力值达到设置值时，压缩装置6停止压缩并复位；控制单元4记录并储

存压缩后的垃圾高度值，当压缩高度值达到设置值时，控制单元4控制挡板装置5，挡板装置

5将垃圾入口关闭；

2）垃圾智能回收：当垃圾桶2装满，垃圾入口关闭时，WIFI模块11将GPS模块10的位置信

息和垃圾桶2已装满的信息发送给数据处理中心21；数据处理中心21将相应区域内的已装

满和即将装满的垃圾桶的位置信息进行汇总并规划回收路线，移动终端22接收数据处理中

心21发送的数据，环卫工人根据移动终端22指定的路线对移动终端22指定的垃圾桶内垃圾

进行回收；

3）蓄电池预警：当蓄电池9失效或者电量不足时，WIFI模块11将信息传输给数据处理中

心21，数据处理中心21将设置区域内的需要更换蓄电池的垃圾桶位置进行汇总和规划路

线，移动终端22接收数据处理中心21发送的数据，维修工人根据移动终端22提示对指定垃

圾桶进行电池更换；

4）自诊断：控制单元4能够对智能垃圾桶的各个电器元件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控，当监控

到电器元件出现故障时，WIFI模块11会将信号发送给数据处理中心21，数据处理中心21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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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发送给移动终端22，维修工人根据移动终端22提示信息对指定垃圾桶进行维修；

5）防盗：当数据处理中心21检测到垃圾箱的位置信息发生改变时，数据处理中心21会

判断垃圾箱的位置变化是允许的还是禁止的，如果是允许的则不进行警报和追踪，如果是

禁止的则会对移动的垃圾桶位置进行追踪，并将警报和位置信息发送给附近的治安部门和

环卫部门；

6）自动引流：垃圾桶2桶底有漏水孔，垃圾桶内的液体可通过漏水孔漏出，并通过引流

管9排出；

7）着火检测及灭火：当垃圾桶2内有着火现象时，垃圾桶2内会产生烟雾，此时烟雾检测

单元24会检测到烟雾并将信号传输给控制单元4，控制单元4控制喷淋装置23进行喷水，直

到烟雾检测单元24检测不到烟雾后，控制单元4控制喷淋装置23停止喷水，从而实现检测和

灭火；

8）大数据分析：数据处理中心21能够对各个垃圾桶回收垃圾量的数据进行分析，对指

定时间和区域内的垃圾桶内垃圾总量进行数据分析，并做出分析报告，对指定区域内的垃

圾桶投放数量做出合理安排。

[0022] 利用本发明，能够实时监控各个垃圾桶的垃圾情况，并规划出合理的回收时间和

路线，同时还能对垃圾桶自身出现的各种状况进行实施监控，并利用大数据分析对垃圾桶

的投放做出科学合理的安排，同时还能防止乱扔烟头等引起的垃圾桶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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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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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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