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22499497.X

(22)申请日 2020.11.03

(73)专利权人 姚琴琴

地址 313201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新市镇

厚皋村江鱼湾18号

(72)发明人 姚琴琴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艾皮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11777

代理人 冯铁惠

(51)Int.Cl.

B65F 1/06(2006.01)

B65F 1/14(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公共场所一次性用品环保收集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公共场所一次性用

品环保收集装置，包括收集组，所述收集组的内

部滑动卡接有挤压组，所述收集组的底端滑动插

接有底座，所述挤压组包括电机、套筒、螺杆、压

缩盘和滑键，所述滑键对称固定焊接在压缩盘的

两端，所述压缩盘转动连接在螺杆的底端，所述

螺杆螺纹插接在套筒的内部，所述套筒固定连接

在电机的底端中心，所述收集组包括卡盖、支撑

架、垃圾桶、滑槽、固定盘、固定脚、限位圈和插槽

板，所述固定盘固定焊接在垃圾桶上，所述固定

脚对称固定焊接在固定盘的底端四角，所述卡盖

滑动扣接在垃圾桶的顶端。本实用新型通过挤压

组和底座的设置，实现了内部可压缩塑料袋的目

的，从而大大增加了内部的储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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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公共场所一次性用品环保收集装置，包括收集组(2)，其特征在于：所述收集组

(2)的内部滑动卡接有挤压组(1)，所述收集组(2)的底端滑动插接有底座(3)，所述挤压组

(1)包括电机(4)、套筒(5)、螺杆(6)、压缩盘(7)和滑键(8)，所述滑键(8)对称固定焊接在压

缩盘(7)的两端，所述压缩盘(7)转动连接在螺杆(6)的底端，所述螺杆(6)螺纹插接在套筒

(5)的内部，所述套筒(5)固定连接在电机(4)的底端中心，所述收集组(2)包括卡盖(9)、支

撑架(10)、垃圾桶(11)、滑槽(12)、固定盘(13)、固定脚(14)、限位圈(15)和插槽板(16)，所

述固定盘(13)固定焊接在垃圾桶(11)上，所述固定脚(14)对称固定焊接在固定盘(13)的底

端四角，所述卡盖(9)滑动扣接在垃圾桶(11)的顶端，所述支撑架(10)固定焊接在垃圾桶

(11)的顶端，且所述支撑架(10)位于卡盖(9)的内部，所述滑槽(12)开设在垃圾桶(11)的内

部两侧，所述插槽板(16)对称固定焊接在垃圾桶(11)的两侧，所述限位圈(15)固定焊接在

垃圾桶(11)的底端，所述底座(3)包括内胆桶(17)、底盘(18)、卡接槽(19)、限位槽(20)和插

销(21)，所述卡接槽(19)对称开设在内胆桶(17)的两侧，所述内胆桶(17)固定焊接在底盘

(18)的顶端中心，所述限位槽(20)开设在底盘(18)的顶端，且所述限位槽(20)位于内胆桶

(17)的外圈处，所述插销(21)固定焊接在底盘(18)的顶端两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公共场所一次性用品环保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底

盘(18)向上移动到极限距离时，所述插销(21)滑动插接在插槽板(16)的内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公共场所一次性用品环保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压

缩盘(7)的直径与内胆桶(17)的内部直径相同，且所述压缩盘(7)向下移动到极限距离时与

内胆桶(17)的底端相贴合。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公共场所一次性用品环保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卡

接槽(19)与滑槽(12)的尺寸相同，且所述滑键(8)滑动卡接在滑槽(12)和卡接槽(19)的内

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公共场所一次性用品环保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套

筒(5)的内部开设有与螺杆(6)相适配的螺纹孔。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公共场所一次性用品环保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

撑架(10)和垃圾桶(11)的顶端中西，分别开设有与套筒(5)相适配的圆孔。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公共场所一次性用品环保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卡

盖(9)的内部呈真空状态设置，且所述卡盖(9)向下移动到极限位置时与垃圾桶(11)的顶端

平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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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公共场所一次性用品环保收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环保收集设备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公共场所一次性用品环保收

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一次性产品通常都是廉价、不耐用，且只能使用一次的物品，通常在一些场合中用

的最多，通过将物品装入一次性塑料袋中，使得可将一些细菌隔离在塑料袋上，当用完塑料

袋时，可将一次性塑料袋舍弃，从而可方便安全的进行物品的拿取，但是这种一次性塑料袋

在扔进垃圾桶时，由于在垃圾桶内部无法压缩塑料袋，使得还没有收集到一定量的垃圾袋

就会让垃圾桶内部显得非常饱满，导致后期他人无法将塑料袋扔进垃圾桶的内部，因此需

要一种设备对其进行改进。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公共场所一次性用品环保收集装置，以解决上述

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公共场所一次性用品环保

收集装置，包括收集组，所述收集组的内部滑动卡接有挤压组，所述收集组的底端滑动插接

有底座，所述挤压组包括电机、套筒、螺杆、压缩盘和滑键，所述滑键对称固定焊接在压缩盘

的两端，所述压缩盘转动连接在螺杆的底端，所述螺杆螺纹插接在套筒的内部，所述套筒固

定连接在电机的底端中心，所述收集组包括卡盖、支撑架、垃圾桶、滑槽、固定盘、固定脚、限

位圈和插槽板，所述固定盘固定焊接在垃圾桶上，所述固定脚对称固定焊接在固定盘的底

端四角，所述卡盖滑动扣接在垃圾桶的顶端，所述支撑架固定焊接在垃圾桶的顶端，且所述

支撑架位于卡盖的内部，所述滑槽开设在垃圾桶的内部两侧，所述插槽板对称固定焊接在

垃圾桶的两侧，所述限位圈固定焊接在垃圾桶的底端，所述底座包括内胆桶、底盘、卡接槽、

限位槽和插销，所述卡接槽对称开设在内胆桶的两侧，所述内胆桶固定焊接在底盘的顶端

中心，所述限位槽开设在底盘的顶端，且所述限位槽位于内胆桶的外圈处，所述限位槽固定

焊接在底盘的顶端两侧。

[0005] 优选的，所述底盘向上移动到极限距离时，所述插销滑动插接在插槽板的内部。

[0006] 优选的，所述压缩盘的直径与内胆桶的内部直径相同，且所述压缩盘向下移动到

极限距离时与内胆桶的底端相贴合。

[0007] 优选的，所述卡接槽与滑槽的尺寸相同，且所述滑键滑动卡接在滑槽和卡接槽的

内部。

[0008] 优选的，所述套筒的内部开设有与螺杆相适配的螺纹孔。

[0009] 优选的，所述支撑架和垃圾桶的顶端中西，分别开设有与套筒相适配的圆孔。

[0010] 优选的，所述卡盖的内部呈真空状态设置，且所述卡盖向下移动到极限位置时与

垃圾桶的顶端平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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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2] 一、本实用新型通过安装挤压组，挤压组用于挤压塑料袋的工作，通过滑键对称固

定焊接在压缩盘的两侧，且滑槽和卡接槽的尺寸相同，当压缩盘在下降时，防止压缩盘跟着

螺杆一起转动，通过压缩盘固定连接在螺杆的底端，且套筒的内部开设有与螺杆相适配的

螺纹孔，可将螺杆螺纹插接在套筒的内部，通过电机启动，使得可带动套筒转动，通过套筒

的转动可带动螺杆在套筒的内部向下移动，从而可实现将塑料袋压缩的工作，通过压缩盘

的直径与内胆桶的内部直径相同，且压缩盘向下移动到极限距离时与内胆桶的底端相贴

合，因此可将最大化的将塑料袋压缩到极限厚度，从而可大大提升内胆桶的内部承载空间，

通过支撑架和垃圾桶的顶端中心卡设有与套筒相适配的圆孔，可将电机固定焊接在支撑架

的顶端，再将电机对称贯穿圆孔，使得可承载电机完成挤压的工作。

[0013] 二、本实用新型通过安装底座，底座用于收集塑料袋的工作，通过插销对称固定焊

接在底盘的顶端两侧，且底盘向上移动到极限位置时，插销滑动插接在插槽板的内部，使得

底盘可固定在垃圾桶的底端，通过限位圈固定焊接在垃圾桶的底端，且限位槽开设在底盘

的顶端，当底盘在向上移动的同时，可带动限位圈滑动插接在限位槽的内部，通过限位圈插

接在限位槽的内部，可提高垃圾桶和底盘对接时的稳定性，通过固定盘固定焊接在垃圾桶

上，且固定脚对称固定焊接在固定盘的底端四角，使得可大大提升装置在运行时的稳定性。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主体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挤压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收集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底座结构示意图。

[0018] 图中：1‑挤压组、2‑收集组、3‑底座、4‑电机、5‑套筒、6‑螺杆、7‑压缩盘、8‑滑键、9‑

卡盖、10‑支撑架、11‑垃圾桶、12‑滑槽、13‑固定盘、14‑固定脚、15‑限位圈、16‑插槽板、17‑

内胆桶、18‑底盘、19‑卡接槽、20‑限位槽、21‑插销。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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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0] 请参阅图1‑4，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实施例：一种公共场所一次性用品环保收集

装置，包括收集组2，收集组2的内部滑动卡接有挤压组1，收集组2的底端滑动插接有底座3，

挤压组1包括电机4、套筒5、螺杆6、压缩盘7和滑键8，滑键8对称固定焊接在压缩盘7的两端，

压缩盘7转动连接在螺杆6的底端，螺杆6螺纹插接在套筒5的内部，套筒5固定连接在电机4

的底端中心，收集组2包括卡盖9、支撑架10、垃圾桶11、滑槽12、固定盘13、固定脚14、限位圈

15和插槽板16，固定盘13固定焊接在垃圾桶11上，固定脚14对称固定焊接在固定盘13的底

端四角，卡盖9滑动扣接在垃圾桶11的顶端，支撑架10固定焊接在垃圾桶11的顶端，且支撑

架10位于卡盖9的内部，滑槽12开设在垃圾桶11的内部两侧，插槽板16对称固定焊接在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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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11的两侧，限位圈15固定焊接在垃圾桶11的底端，底座3包括内胆桶17、底盘18、卡接槽

19、限位槽20和插销21，卡接槽19对称开设在内胆桶17的两侧，内胆桶17固定焊接在底盘18

的顶端中心，限位槽20开设在底盘18的顶端，且限位槽20位于内胆桶17的外圈处，插销21固

定焊接在底盘18的顶端两侧。

[0021] 底盘18向上移动到极限距离时，插销21滑动插接在插槽板16的内部，压缩盘7的直

径与内胆桶17的内部直径相同，且压缩盘7向下移动到极限距离时与内胆桶17的底端相贴

合，卡接槽19与滑槽12的尺寸相同，且滑键8滑动卡接在滑槽12和卡接槽19的内部，套筒5的

内部开设有与螺杆6相适配的螺纹孔，支撑架10和垃圾桶11的顶端中西，分别开设有与套筒

5相适配的圆孔，卡盖9的内部呈真空状态设置，且卡盖9向下移动到极限位置时与垃圾桶11

的顶端平齐，挤压组1用于挤压塑料袋的工作，通过滑键8对称固定焊接在压缩盘7的两侧，

且滑槽12和卡接槽19的尺寸相同，当压缩盘7在下降时，防止压缩盘7跟着螺杆6一起转动，

通过压缩盘7固定连接在螺杆6的底端，且套筒5的内部开设有与螺杆6相适配的螺纹孔，可

将螺杆6螺纹插接在套筒5的内部，通过电机4启动，使得可带动套筒5转动，通过套筒5的转

动可带动螺杆6在套筒5的内部上下移动，从而可实现将塑料袋压缩的工作，通过压缩盘7的

直径与内胆桶17的内部直径相同，且压缩盘7向下移动到极限距离时与内胆桶17的底端相

贴合，因此可将最大化的将塑料袋压缩到极限厚度，从而可大大提升内胆桶17的内部承载

空间，通过支撑架10和垃圾桶11的顶端中心卡设有与套筒5相适配的圆孔，可将电机4固定

焊接在支撑架10的顶端，再将电机4对称贯穿圆孔，使得可承载电机4完成挤压的工作，底座

3用于收集塑料袋的工作，通过插销21对称固定焊接在底盘18的顶端两侧，且底盘18向上移

动到极限位置时，插销21滑动插接在插槽板16的内部，使得底盘18可固定在垃圾桶11的底

端，通过限位圈15固定焊接在垃圾桶11的底端，且限位槽20开设在底盘18的顶端，当底盘18

在向上移动的同时，可带动限位圈15滑动插接在限位槽20的内部，通过限位圈15插接在限

位槽20的内部，可提高垃圾桶11和底盘18对接时的稳定性，通过固定盘13固定焊接在垃圾

桶11上，且固定脚14对称固定焊接在固定盘13的底端四角，使得可大大提升装置在运行时

的稳定性。

[0022] 工作原理：使用者事先将本装置放置于公共场合中的指定位置，可不断向垃圾桶

11内部投入一次性塑料袋，当垃圾桶11内部的塑料袋快要满时，可将电机4通电启动，使得

套筒5转动，通过套筒5的内部开设有与螺杆6相适配的螺纹孔，当套筒5在转动时，可带动螺

杆6向下移动，通过滑槽12对称开设在垃圾桶11的内端两侧，且滑槽12和卡接槽19的尺寸相

同，可当螺杆6在下降时，带动压缩盘7向下挤压，且通过滑键8对称滑动卡接在滑槽12的内

部，可防止压缩盘7跟着螺杆6一起转动，通过压缩盘7的直径与内胆桶17的内端直径相同，

且压缩盘7向下移动到极限距离时与内胆桶17的内端底面相贴合，使得可将一次性塑料袋

压缩，从而可大大提升了内胆桶17内部的剩余空间，通过插销21滑动插接在插槽板16的内

部，使得可避免压缩盘7在下降到极限位置时将底盘18从垃圾桶11的内部挤压出去，当一次

性塑胶袋挤压积蓄到一定量时，可将插销21从插槽板16的内部取出，使得可将垃圾桶11和

底盘18分开，从而可将底盘18取下，与此同时，使用者可将卡接槽19内部压缩好的一次性塑

料袋取出，完成收集工作。

[0023]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

可以理解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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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替换和变型，本实用新型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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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4 页

7

CN 214113677 U

7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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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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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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