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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分类收集外卖垃圾的智

能一体化垃圾桶，涉及垃圾收集装置技术领域，

包括箱体和箱盖，箱体内设置有除臭机构，箱体

包括固体区、废液区和餐盒区，箱盖对应废液区

设置有第一投放口，箱盖对应餐盒区设置有第二

投放口，废液区设置有过滤机构，餐盒区设置有

压缩机构，箱体或箱盖上设置有感应机构，感应

机构、第一投放口、第二投放口、过滤机构和压缩

机构均与控制器电连接。本发明将外卖垃圾中的

厨余垃圾单独收集并将进行固液分离，将其中的

餐盒垃圾进行压缩收集，可以达到节能减排效

果，对垃圾桶内的臭气进行吸收除臭。本发明特

别适合布置在大学校园和写字楼等经常点外卖

的人群周围，可以填补目前市场上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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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分类收集外卖垃圾的智能一体化垃圾桶，其特征在于：包括箱体和箱盖，所述箱

体内设置有除臭机构，所述箱体包括固体区、废液区和餐盒区，所述箱盖对应所述废液区设

置有第一投放口，所述箱盖对应所述餐盒区设置有第二投放口，所述废液区设置有过滤机

构，所述餐盒区设置有压缩机构，所述箱体或所述箱盖上设置有感应机构，所述感应机构、

所述第一投放口、所述第二投放口、所述过滤机构和所述压缩机构均与控制器电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类收集外卖垃圾的智能一体化垃圾桶，其特征在于：所述固

体区设置有厨余垃圾桶，所述废液区设置有废液桶，所述餐盒区设置有餐盒垃圾桶。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分类收集外卖垃圾的智能一体化垃圾桶，其特征在于：所述厨

余垃圾桶、所述废液桶和所述餐盒垃圾桶内分别设置一满载提醒机构，所述满载提醒机构

与所述控制器电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类收集外卖垃圾的智能一体化垃圾桶，其特征在于：所述过

滤机构包括滤板、滤板转轴和滤板电机，所述滤板上滤网的孔径为1.5‑2.5mm，所述滤板转

轴与所述滤板的一端固定连接，所述滤板电机与所述滤板转轴传动连接，所述滤板转轴设

置在所述固体区与所述废液区之间，所述滤板转轴与所述箱体转动连接，所述滤板电机与

所述控制器电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类收集外卖垃圾的智能一体化垃圾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投放口设置有第一开合盖，所述第一开合盖的一侧与第一转轴固定连接，所述第一转轴

与所述箱盖转动连接，所述第一马达与所述第一转轴传动连接，所述第一马达与所述控制

器电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类收集外卖垃圾的智能一体化垃圾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二投放口设置有第二开合盖，所述第二开合盖的一侧与第二转轴固定连接，所述第二转轴

与所述箱盖转动连接，所述第二马达与所述第二转轴传动连接，所述第二马达与所述控制

器电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类收集外卖垃圾的智能一体化垃圾桶，其特征在于：所述压

缩机构包括气缸、压缩板和两个折板，所述压缩板设置在所述气缸的伸缩端，所述压缩板设

置在两个所述折板的上方，两个所述折板相对设置，各所述折板的外侧均与一折板转轴固

定连接，所述折板转轴与所述箱体转动连接，各所述折板转轴均与一第三马达传动连接，两

个所述折板通过电磁感应锁实现打开和关闭。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分类收集外卖垃圾的智能一体化垃圾桶，其特征在于：所述折

板上或所述箱体内壁上设置有红外感应结构，所述第三马达、所述电磁感应锁和所述红外

感应结构均与所述控制器电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类收集外卖垃圾的智能一体化垃圾桶，其特征在于：所述感

应机构为红外感应器。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类收集外卖垃圾的智能一体化垃圾桶，其特征在于：所述

箱盖上设置有太阳能电池板；所述箱体底部设置有若干行走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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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分类收集外卖垃圾的智能一体化垃圾桶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垃圾收集装置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分类收集外卖垃  圾的智能

一体化垃圾桶。

背景技术

[0002] 外卖垃圾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厨余垃圾，一部分是餐盒垃圾。其中  厨余垃

圾部分具有有机质含量高、含水率高，易腐败的特点，在垃圾桶内储存  期间极易产生含有

氨气、硫化氢、硫醇等窒息性恶臭成分的臭气。当外卖垃圾 中的厨余垃圾混入其他垃圾时，

如果对垃圾进行填埋处置将会产生更多的渗滤  液从而污染土地和水，如果进行焚烧处置

将会消耗更多的燃料并增加剧毒二噁  英的产生。对于外卖垃圾，采用现有模式是将其中厨

余垃圾部分倒入厨余垃圾  桶，再将外包装餐盒垃圾丢入其他垃圾桶。但是，外卖垃圾相对

于普通家庭或  餐厅产生的厨余垃圾有其特殊性，如外卖垃圾中通常含有大量剩余汤水，比

普  通厨余垃圾的含水率更高，所以对其进行固液分离并进行除臭显得格外重要。  此外，外

卖垃圾中的餐盒部分，具有体积大且被厨余垃圾污染的特点，如果直  接丢进垃圾桶，会在

收集环节占用很大的垃圾桶空间并在清运中占用较多的运  输空间，增加了收集和运输成

本。

[0003] 可见，设计和开发一种新型的、专门针对外卖垃圾分类收集的智能一  体化桶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现有的垃圾桶只能解决某些方面的问题，而  不能全面解决外卖垃圾产生

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分类收集外卖垃圾的智能一体化垃圾桶，以  解决上述

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将厨余垃圾与餐盒进行分类收集，并将厨 余垃圾实现固液分离。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方案：

[000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分类收集外卖垃圾的智能一体化垃圾桶，包括箱体  和箱盖，所

述箱体内设置有除臭机构，所述箱体包括固体区、废液区和餐  盒区，所述箱盖对应所述废

液区设置有第一投放口，所述箱盖对应所述餐  盒区设置有第二投放口，所述废液区设置有

过滤机构，所述餐盒区设置有  压缩机构，所述箱体或所述箱盖上设置有感应机构，所述感

应机构、所述  第一投放口、所述第二投放口、所述过滤机构和所述压缩机构均与控制器 电

连接。

[0007] 优选的，所述固体区设置有厨余垃圾桶，所述废液区设置有废液桶，  所述餐盒区

设置有餐盒垃圾桶。

[0008] 优选的，所述厨余垃圾桶、所述废液桶和所述餐盒垃圾桶内分别设置  一满载提醒

机构，所述满载提醒机构与所述控制器电连接。

[0009] 优选的，所述过滤机构包括滤板、滤板转轴和滤板电机，所述滤板上  滤网的孔径

为1.5‑2.5mm，所述滤板转轴与所述滤板的一端固定连接，所述  滤板电机与所述滤板转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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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动连接，所述滤板转轴设置在所述固体区与所  述废液区之间，所述滤板转轴与所述箱体

转动连接，所述滤板电机与所述  控制器电连接。

[0010] 优选的，所述第一投放口设置有第一开合盖，所述第一开合盖的一侧  与第一转轴

固定连接，所述第一转轴与所述箱盖转动连接，所述第一马达  与所述第一转轴传动连接，

所述第一马达与所述控制器电连接。

[0011] 优选的，所述第二投放口设置有第二开合盖，所述第二开合盖的一侧  与第二转轴

固定连接，所述第二转轴与所述箱盖转动连接，所述第二马达  与所述第二转轴传动连接，

所述第二马达与所述控制器电连接。

[0012] 优选的，所述压缩机构包括气缸、压缩板和两个折板，所述压缩板设  置在所述气

缸的伸缩端，所述压缩板设置在两个所述折板的上方，两个所  述折板相对设置，各所述折

板的外侧均与一折板转轴固定连接，所述折板  转轴与所述箱体转动连接，各所述折板转轴

均与一第三马达传动连接，两  个所述折板通过电磁感应锁实现打开和关闭。

[0013] 优选的，所述折板上或所述箱体内壁上设置有红外感应结构，所述第  三马达、所

述电磁感应锁和所述红外感应结构均与所述控制器电连接。

[0014] 优选的，所述感应机构为红外感应器。

[0015] 优选的，所述箱盖上设置有太阳能电池板；所述箱体底部设置有若干 行走轮。

[0016] 本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取得了以下技术效果：

[0017] 本发明将外卖垃圾中的厨余垃圾单独收集并将进行固液分离，将其中  的餐盒垃

圾进行压缩收集，可以达到节能减排效果，对垃圾桶内的臭气进  行吸收除臭。本发明特别

适合布置在大学校园和写字楼等经常点外卖的人  群周围，可以填补目前市场上的空白。

附图说明

[0018]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  实施例中

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 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

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  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

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9] 图1为本发明的分类收集外卖垃圾的智能一体化垃圾桶示意图；

[0020] 图2为图1的主视图；

[0021] 图3为本发明中的过滤机构工作示意图；

[0022] 图4为本发明中的第二投放口打开示意图；

[0023] 图5为本发明中的压缩机构工作示意图；

[0024] 图6为本发明中的折板打开示意图；

[0025] 其中：100‑分类收集外卖垃圾的智能一体化垃圾桶，1‑箱体，2‑箱盖，  3‑除臭机

构，4‑固体区，5‑废液区，6‑餐盒区，7‑第一投放口，8‑第二投放 口，9‑过滤机构，10‑压缩机

构，11‑感应机构，12‑厨余垃圾桶，13‑废液桶，  14‑餐盒垃圾桶，15‑滤板，16‑滤板转轴，17‑

滤板电机，18‑第一开合盖，19‑  第一转轴，20‑第一马达，21‑第二开合盖，22‑第二转轴，23‑

第二马达，24‑  气缸，25‑压缩板，26‑折板，27‑折板转轴，28‑太阳能电池板，29‑行走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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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  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  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  有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

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 的范围。

[0027]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分类收集外卖垃圾的智能一体化垃圾桶，以  解决上述

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将厨余垃圾与餐盒进行分类收集，并将厨 余垃圾实现固液分离。

[0028] 为使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下面结合附 图和具体实

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9] 如图1‑图6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分类收集外卖垃圾的智能一体  化垃圾桶

100，包括箱体1和箱盖2，箱体1内设置有除臭机构3，箱体1  包括固体区4、废液区5和餐盒区

6，箱盖2对应废液区5设置有第一投放 口7，箱盖2对应餐盒区6设置有第二投放口8，废液区

5设置有过滤机构  9，餐盒区6设置有压缩机构10，箱体1或箱盖2上设置有感应机构11，  感

应机构11、第一投放口7、第二投放口8、过滤机构9和压缩机构10均  与控制器电连接.

[0030] 具体地，本实施例中，除臭机3设置在固体区4一侧的箱体1内壁上，  构除臭机构3

采用活性炭，活性炭具有吸附有毒有害气体，除臭的作用，  可以有效除去垃圾桶存放垃圾

过程中产生的异味，减少危害气体的排放，  有效保护环境卫生和人们的身体健康。

[0031] 本实施例中，固体区4设置有厨余垃圾桶12，废液区5设置有废液桶  13，废液桶13

设置在过滤机构9下方，餐盒区6设置有餐盒垃圾桶14，餐 盒垃圾桶14设置在压缩机构10下

方。

[0032] 本实施例中，厨余垃圾桶12、废液桶13和餐盒垃圾桶14内分别设置  一满载提醒机

构，满载提醒机构与控制器电连接，当厨余垃圾桶12、废液  桶13和餐盒垃圾桶14内垃圾超

过4/5时，将信号传输给控制器，提醒工  作人员进行处理。

[0033] 本实施例中，过滤机构9包括滤板15、滤板转轴16和滤板电机17，  滤板15上滤网的

孔径为1.5‑2.5mm，滤板转轴16与滤板15的一端固定连  接，滤板电机17与滤板转轴16传动

连接，滤板转轴16设置在固体区4与  废液区5之间，滤板转轴16与箱体1转动连接，滤板电机

17与控制器电  连接。本实施例中过滤机构9实现固液分离。过滤机构9运用了表面过滤  原

理，通过过滤，将流体中颗粒较大的物质和流速较慢的物质过滤出来，  从而达到固液分离

的效果。1.5‑2.5mm的孔径确保液体中不混有丢弃不用的  菜叶、剩菜、剩饭、果皮、蛋壳、茶

渣和骨头等多种物质。滤板15的宽度  小于滤板转轴16与箱盖2之间的距离，确保滤板15翻

转时不与箱盖2接  触。

[0034] 本实施例中，第一投放口7设置有第一开合盖18，第一开合盖18的一  侧与第一转

轴19固定连接，第一转轴19与箱盖2转动连接，第一马达20  与第一转轴19传动连接，第一马

达20与控制器电连接。

[0035] 本实施例中，第二投放口8设置有第二开合盖21，第二开合盖21的一  侧与第二转

轴22固定连接，第二转轴22与箱盖2转动连接，第二马达23  与第二转轴22传动连接，第二马

达23与控制器电连接。

[0036] 本实施例中，压缩机构10包括气缸24、压缩板25和两个折板26，压  缩板25设置在

气缸24的伸缩端，压缩板25设置在两个折板26的上方，  两个折板26相对设置，各折板26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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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侧均与一折板转轴27固定连接，折  板转轴27与箱体1转动连接，各折板转轴27均与一第

三马达传动连接，  两个折板26通过电磁感应锁实现打开和关闭。

[0037] 本实施例中，折板26上或箱体1内壁上设置有红外感应结构，第三马  达、电磁感应

锁和红外感应结构均与控制器电连接。

[0038] 本实施例的压缩机构10运用了气缸24压缩的原理，本实施例的气缸  24为双作用

气缸。气缸24可以实现自由伸缩，节能环保，性能上可以将餐  盒压缩至原来的五分之一左

右，而且基本没有易损部件，具有较好的实用 效果。

[0039] 本实施例中，感应机构11、红外感应结构和满载提醒机构均为红外感  应器。

[0040] 本实施例中，箱盖2上设置有太阳能电池板28，太阳能电池板28能够  为本实施例

提供工作所需的电能；箱体1底部设置有若干行走轮29。

[0041] 本实施例可以节约大量电能，按每日有效日照时间为6小时计算，再  考虑到充电

效率和充电过程中的损耗，太阳能电池板28的输出功率应为  555Wh/6h/70％＝130W。其中

70％是充电过程中，太阳能电池板28的实际  使用功率。

[0042] 以北京市的实际来进行分析，近64年夏季平均每年有113.2天气温在  20度以上，

取每天5小时有效日照时长。配置太阳能电池板28功率为100W。  基于以上数据，每天太阳能

电板发电5h×100W＝500Wh，电能存储为70％， 故实际每天可用电能500Wh×70％＝350Wh。

由以上计算可以得出，本实施  例方案可以节约电能约30％。

[0043] 本实施例可以节能减排。以一所有2万名学生的学校为例，年产外卖  厨余垃圾量

为112 .68吨，根据初步估算，本实施例能实现将厨余垃圾中的  35％的液体分离出，减少

39 .44吨厨余垃圾量。从北京市100万高校生来看，  采用本实施例研制的垃圾桶可减少

1971.82吨厨余垃圾量，减少63098.28 立方米的餐盒体积，有很大的节能减排前景。

[0044] 本实施例使用时，使用者在感应机构11处扫过，感应机构11接收信  号后，第一投

放口7和第二投放口8分别在第一马达20和第二马达23的  带动下同时打开，使用者将餐盒

内的汤水通过第一投放口7倒在滤板15上，  液体从滤板15上滴落至废液桶13中，待分离1～

2分钟后，滤板15在滤  板转轴16和第一马达20的带动下由废液桶13上侧旋转至厨余垃圾桶

12  上侧呈竖直状态，滤板15上剩余的固体滑落至厨余垃圾桶12内，使用者  倾倒完餐盒内

的垃圾后，将餐盒从第二投放口8投入压缩板25和两个折板  26之间，待第一投放口7和第二

投放口8关闭后，压缩机构10工作，气缸  24带动压缩板25向下对餐盒进行压缩，压缩完成

后，气缸24回升，同时  活动板在转轴的带动下张开，已经压缩好的餐盒掉落在餐盒垃圾桶

14内，  在压缩过程中，当红外感应结构感应到压缩板25和折板26之间有垃圾时， 电磁感应

锁将两个折板26进行锁定，当红外感应结构感应到压缩板25和  折板26之间没有垃圾时，电

磁感应锁不工作，两个折板26可以在第三马  达的带动下运动。当满载提醒机构识别到厨余

垃圾桶12、废液桶13或餐盒  垃圾桶14内垃圾的体积到达4/5时，发送信号并可通过短信或

者微信公众  平台通知工作人员进行垃圾回收。

[0045] 本实施例旨在结构的改进，控制过程为现有技术。

[0046] 本实施例将外卖垃圾中的厨余垃圾单独收集并将进行固液分离，将其  中的餐盒

垃圾进行压缩收集，可以达到节能减排效果，对垃圾桶内的臭气  进行吸收除臭。本实施例

将外卖垃圾再分类、餐盒压缩、固液分离、吸附 除臭、自动开盖、满载提醒集于一体，适合布

置在大学校园和写字楼等经  常点外卖的人群周围，填补目前市场上的空白，实际使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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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根据  场所的不同设置不同尺寸的本实施例的分类收集外卖垃圾的智能一体化垃  圾

桶100。

[0047] 本说明书中应用了具体个例对本发明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 以上实施

例的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同时，  对于本领域的一般技术人

员，依据本发明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  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综上所述，本说明

书内容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的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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