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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干湿垃圾分离环卫箱，其

结构包括固体垃圾存放箱、箱门、垃圾进口箱、液

体垃圾存放箱，固体垃圾存放箱侧面嵌有箱门并

且相铰接，将成堆的落叶从垃圾进口箱开口处放

入，落叶进入到限位框内部，伸缩管带动了板体

进行移动，对落叶进行分散，更好将粘合的落叶

进行分离，通过转轴带动摆杆进行摆动，这时两

侧的压板进行反向转动，对落叶进行碾压，将落

叶中含有的水分进行有效的去除，落叶落在过滤

板体上，通过导流槽对过滤板体上的水分进行导

流，通过外部电源对磁块进行通电，这时通过连

接板和爪板对过滤板体上和导流槽内部残留的

落叶进行刮动，将落叶往固体垃圾存放箱内部进

行刮动，防止渗液孔发生堵塞。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5页

CN 111453239 A

2020.07.28

CN
 1
11
45
32
39
 A



1.一种干湿垃圾分离环卫箱，其结构包括固体垃圾存放箱(1)、箱门(2)、垃圾进口箱

(3)、液体垃圾存放箱(4)，所述固体垃圾存放箱(1)侧面嵌有箱门(2)并且相铰接，所述固体

垃圾存放箱(1)右侧上端与垃圾进口箱(3)相固定并且相贯通，所述垃圾进口箱(3)下端设

有液体垃圾存放箱(4)，其特征在于：

所述垃圾进口箱(3)包括箱体(31)、导向口(32)、下落机构(33)、摆动机构(34)、滤板机

构(35)，所述箱体(31)上端设有导向口(32)，所述导向口(32)下端固定安装有下落机构

(33)并且相贯通，所述下落机构(33)下方设有摆动机构(34)，所述摆动机构(34)位于滤板

机构(35)正上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干湿垃圾分离环卫箱，其特征在于：所述下落机构(33)包

括限位框(331)、顶板机构(332)、固定块(333)，所述限位框(331)上端与导向口(32)下端相

固定并且相贯通，所述限位框(331)内部安装有顶板机构(332)，所述顶板机构(332)表面设

有固定块(333)。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干湿垃圾分离环卫箱，其特征在于：所述顶板机构(332)

包括板体(a1)、气管(a2)、伸缩管(a3)、联动板(a4)，所述板体(a1)下端固定安装有伸缩管

(a3)，所述气管(a2)与伸缩管(a3)下端相固定并且相贯通，所述板体(a1)外部与联动板

(a4)相铰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干湿垃圾分离环卫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摆动机构(34)包

括转轴(341)、摆杆(342)、碾压机构(343)、滑轨(344)，所述转轴(341)的圆心与摆杆(342)

下端相固定，所述摆杆(342)上端与碾压机构(343)相固定，所述碾压机构(343)上端采用间

隙配合安装在滑轨(344)内部。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干湿垃圾分离环卫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碾压机构(343)

包括滑动轴(b1)、压板(b2)、压块(b3)，所述滑动轴(b1)与摆杆(342)上端相固定，所述滑动

轴(b1)采用间隙配合安装在滑轨(344)内部，所述压板(b2)上端与滑动轴(b1)相固定，所述

压板(b2)侧面设有压块(b3)。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干湿垃圾分离环卫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滤板机构(35)包

括过滤板体(351)、导流槽(352)、渗透孔(353)、滑动机构(354)，所述过滤板体(351)内部嵌

有导流槽(352)，所述导流槽(352)内部安装有渗透孔(353)，所述过滤板体(351)上方设有

滑动机构(354)。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干湿垃圾分离环卫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动机构(354)

包括轨道(c1)、磁块(c2)、回位弹簧(c3)、滑轴(c4)、刮板(c5)，所述轨道(c1)一端安装有磁

块(c2)，所述轨道(c1)另一端内部设有滑轴(c4)，所述滑轴(c4)与刮板(c5)顶部相固定，所

述轨道(c1)内部固定安装有回位弹簧(c3)，所述回位弹簧(c3)的一端与滑轴(c4)相固定。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干湿垃圾分离环卫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刮板(c5)包括连

接板(c51)、弹簧(c52)、爪板(c53)，所述连接板(c51)内部安装有弹簧(c52)，所述弹簧

(c52)下端与爪板(c53)上端相固定，所述爪板(c53)采用间隙配合安装在连接板(c51)内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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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干湿垃圾分离环卫箱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环卫领域，更具体地说，尤其是涉及到一种干湿垃圾分离环卫箱。

背景技术

[0002] 落叶属于湿垃圾，在对落叶进行垃圾收集的过程中，将成堆落叶扫在一起，接着扔

进干湿垃圾分离环卫箱内部，通过卫箱内部滤板的渗液孔进行干湿分离，但是由于成堆的

落叶上含有水分，造成落叶与落叶之间的表面粘在一起，难以将粘合面的水分去除，并且落

叶落在滤板上，滤板上含有较多的水分，落叶与滤板的表面发生贴合，导致落叶在滤板表面

发生腐败，腐败的落叶具有一定的腐蚀性，会对滤板内部的渗液孔发生腐蚀，导致渗液孔内

部发生堵塞。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实现技术目的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该一种干湿垃圾分离环卫箱，其结构

包括固体垃圾存放箱、箱门、垃圾进口箱、液体垃圾存放箱，所述固体垃圾存放箱侧面嵌有

箱门并且相铰接，所述固体垃圾存放箱右侧上端与垃圾进口箱相固定并且相贯通，所述垃

圾进口箱下端设有液体垃圾存放箱，所述垃圾进口箱包括箱体、导向口、下落机构、摆动机

构、滤板机构，所述箱体上端设有导向口，所述导向口下端固定安装有下落机构并且相贯

通，所述下落机构下方设有摆动机构，所述摆动机构位于滤板机构正上方，所述导向口呈上

端宽下端窄的结构。

[0004]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下落机构包括限位框、顶板机构、固定块，所述限

位框上端与导向口下端相固定并且相贯通，所述限位框内部安装有顶板机构，所述顶板机

构表面设有固定块，所述固定块呈半球体结构，并且设有若干个，均匀设在顶板机构两侧表

面。

[0005]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顶板机构包括板体、气管、伸缩管、联动板，所述板

体下端固定安装有伸缩管，所述气管与伸缩管下端相固定并且相贯通，所述板体外部与联

动板相铰接，所述板体共设有五个，并且板体上端呈三角形结构，五个板体呈错位高度安

装，所述伸缩管共设有三个，并且呈褶皱型结构，所述联动板共设有四个，并且联动板的首

尾两端分别与两个板体相固定，并且联动板的中端固定安装有定位块。

[0006]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摆动机构包括转轴、摆杆、碾压机构、滑轨，所述转

轴的圆心与摆杆下端相固定，所述摆杆上端与碾压机构相固定，所述碾压机构上端采用间

隙配合安装在滑轨内部，所述转轴通过外部通电进行转动，所述转轴、摆杆、碾压机构、滑轨

均设有两个，并且呈左右对称结构。

[0007]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碾压机构包括滑动轴、压板、压块，所述滑动轴与

摆杆上端相固定，所述滑动轴采用间隙配合安装在滑轨内部，所述压板上端与滑动轴相固

定，所述压板侧面设有压块，所述压板呈弧形结构，所述压块呈半球体结构，共设有六个均

匀分布在压板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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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滤板机构包括过滤板体、导流槽、渗透孔、滑动机

构，所述过滤板体内部嵌有导流槽，所述导流槽内部安装有渗透孔，所述过滤板体上方设有

滑动机构，所述导流槽共设有五个，并且呈空腔四棱锥结构，所述渗透孔呈上宽下窄的结

构。

[0009]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滑动机构包括轨道、磁块、回位弹簧、滑轴、刮板，

所述轨道一端安装有磁块，所述轨道另一端内部设有滑轴，所述滑轴与刮板顶部相固定，所

述轨道内部固定安装有回位弹簧，所述回位弹簧的一端与滑轴相固定，所述磁块为永磁体

结构，所述回位弹簧采用橡胶材质，具有一定的回弹性并且绝缘性能好，所述滑轴采用铁材

质。

[0010]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刮板包括连接板、弹簧、爪板，所述连接板内部安

装有弹簧，所述弹簧下端与爪板上端相固定，所述爪板采用间隙配合安装在连接板内部，所

述爪板呈四棱柱结构。

[001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2] 1 .将成堆的落叶从垃圾进口箱开口处放入，通过导向口对落叶进行导向，落叶进

入到限位框内部，通过外部的气缸连接气管，使得伸缩管进行伸缩，这时伸缩管带动了板体

进行移动，通过联动板的联动，使得两个联动板之间进行上下错位移动，对落叶进行分散，

通过固定块提高落叶之间的摩擦，更好将粘合的落叶进行分离，接着落叶进入到压板上，通

过转轴带动摆杆进行摆动，这时两侧的压板进行反向转动，对落叶进行碾压，通过压块提高

碾压能力，将落叶中含有的水分进行有效的去除，水分通过滤板机构进入到液体垃圾存放

箱内部。

[0013] 2.落叶落在过滤板体上，通过导流槽对过滤板体上的水分进行导流，水分流入渗

透孔内部，防止水分倒流，通过外部电源对磁块进行通电，使得磁块产生磁性，对滑轴进行

吸附，这时滑轴在轨道内部进行滑动，带动了连接板进行移动，这时通过连接板和爪板对过

滤板体上和导流槽内部残留的落叶进行刮动，将落叶往固体垃圾存放箱内部进行刮动，将

除去水分后的落叶存放在固体垃圾存放箱内部，避免对渗液孔发生腐蚀，防止渗液孔发生

堵塞。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一种干湿垃圾分离环卫箱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发明一种垃圾进口箱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本发明一种下落机构的俯视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为本发明一种顶板机构的侧视结构示意图。

[0018] 图5为本发明一种摆动机构的侧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6为本发明一种碾压机构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0] 图7为本发明一种滤板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8为本发明一种滑动机构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2] 图9为本发明一种刮板的侧视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中：固体垃圾存放箱-1、箱门-2、垃圾进口箱-3、液体垃圾存放箱-4、箱体-31、导

向口-32、下落机构-33、摆动机构-34、滤板机构-35、限位框-331、顶板机构-332、固定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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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板体-a1、气管-a2、伸缩管-a3、联动板-a4、转轴-341、摆杆-342、碾压机构-343、滑轨-

344、滑动轴-b1、压板-b2、压块-b3、过滤板体-351、导流槽-352、渗透孔-353、滑动机构-

354、轨道-c1、磁块-c2、回位弹簧-c3、滑轴-c4、刮板-c5、连接板-c51、弹簧-c52、爪板-c53。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描述：

[0025] 实施例1：

[0026] 如附图1至附图6所示：

[0027] 本发明一种干湿垃圾分离环卫箱，其结构包括固体垃圾存放箱1、箱门2、垃圾进口

箱3、液体垃圾存放箱4，所述固体垃圾存放箱1侧面嵌有箱门2并且相铰接，所述固体垃圾存

放箱1右侧上端与垃圾进口箱3相固定并且相贯通，所述垃圾进口箱3下端设有液体垃圾存

放箱4，所述垃圾进口箱3包括箱体31、导向口32、下落机构33、摆动机构34、滤板机构35，所

述箱体31上端设有导向口32，所述导向口32下端固定安装有下落机构33并且相贯通，所述

下落机构33下方设有摆动机构34，所述摆动机构34位于滤板机构35正上方，所述导向口32

呈上端宽下端窄的结构，更好的对进入垃圾进口箱3开口的落叶进行导向。

[0028] 其中，所述下落机构33包括限位框331、顶板机构332、固定块333，所述限位框331

上端与导向口32下端相固定并且相贯通，所述限位框331内部安装有顶板机构332，所述顶

板机构332表面设有固定块333，所述固定块333呈半球体结构，并且设有若干个，均匀设在

顶板机构332两侧表面，提高落叶之间的摩擦。

[0029] 其中，所述顶板机构332包括板体a1、气管a2、伸缩管a3、联动板a4，所述板体a1下

端固定安装有伸缩管a3，所述气管a2与伸缩管a3下端相固定并且相贯通，所述板体a1外部

与联动板a4相铰接，所述板体a1共设有五个，并且板体a1上端呈三角形结构，五个板体a1呈

错位高度安装，更好的将粘合的落叶进行分散，所述伸缩管a3共设有三个，并且呈褶皱型结

构，通过伸缩管a3进行伸缩延展的同事进行气压传输，所述联动板a4共设有四个，并且联动

板a4的首尾两端分别与两个板体a1相固定，并且联动板a4的中端固定安装有定位块，通过

联动板a4的联动，使得两个板体a1之间进行上下移动，对落叶进行揉搓，将落叶进行分散。

[0030] 其中，所述摆动机构34包括转轴341、摆杆342、碾压机构343、滑轨344，所述转轴

341的圆心与摆杆342下端相固定，所述摆杆342上端与碾压机构343相固定，所述碾压机构

343上端采用间隙配合安装在滑轨344内部，所述转轴341通过外部通电进行转动，使得摆杆

342绕着转轴341的轴心进行摆动，所述转轴341、摆杆342、碾压机构343、滑轨344均设有两

个，并且呈左右对称结构，使得两个碾压机构343进行反向转动，对落叶进行碾压。

[0031] 其中，所述碾压机构343包括滑动轴b1、压板b2、压块b3，所述滑动轴b1与摆杆342

上端相固定，所述滑动轴b1采用间隙配合安装在滑轨344内部，所述压板b2上端与滑动轴b1

相固定，所述压板b2侧面设有压块b3，所述压板b2呈弧形结构，通过压板b2对落叶进行碾压

除去水分，并且通过转动，可以让落叶进行通过，所述压块b3呈半球体结构，共设有六个均

匀分布在压板b2侧面，提高对落叶的摩擦，更好的将水分去除。

[0032] 本实施例的具体使用方式与作用：

[0033] 本发明中，将成堆的落叶从垃圾进口箱3开口处放入，通过导向口32对落叶进行导

向，落叶进入到限位框331内部，通过外部的气缸连接气管a2，使得伸缩管a3进行伸缩，这时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11453239 A

5



伸缩管a3带动了板体a1进行移动，通过联动板a4的联动，使得两个联动板a4之间进行上下

错位移动，对落叶进行分散，通过固定块333提高落叶之间的摩擦，更好将粘合的落叶进行

分离，接着落叶进入到压板b2上，通过转轴341带动摆杆342进行摆动，这时两侧的压板b2进

行反向转动，对落叶进行碾压，通过压块b3提高碾压能力，将落叶中含有的水分进行有效的

去除，水分通过滤板机构35进入到液体垃圾存放箱4内部。

[0034] 实施例2：

[0035] 如附图7至附图9所示：

[0036] 其中，所述滤板机构35包括过滤板体351、导流槽352、渗透孔353、滑动机构354，所

述过滤板体351内部嵌有导流槽352，所述导流槽352内部安装有渗透孔353，所述过滤板体

351上方设有滑动机构354，所述导流槽352共设有五个，并且呈空腔四棱锥结构，更好的将

过滤板体351上的水分进行导流，所述渗透孔353呈上宽下窄的结构，避免水分发生返流。

[0037] 其中，所述滑动机构354包括轨道c1、磁块c2、回位弹簧c3、滑轴c4、刮板c5，所述轨

道c1一端安装有磁块c2，所述轨道c1另一端内部设有滑轴c4，所述滑轴c4与刮板c5顶部相

固定，所述轨道c1内部固定安装有回位弹簧c3，所述回位弹簧c3的一端与滑轴c4相固定，所

述磁块c2为永磁体结构，可以进行有效的磁性吸附，所述回位弹簧c3采用橡胶材质，具有一

定的回弹性并且绝缘性能好，磁块c2在进行吸附的过程中，不会对回位弹簧c3进行吸附，所

述滑轴c4采用铁材质，更好让磁块c2进行吸附。

[0038] 其中，所述刮板c5包括连接板c51、弹簧c52、爪板c53，所述连接板c51内部安装有

弹簧c52，所述弹簧c52下端与爪板c53上端相固定，所述爪板c53采用间隙配合安装在连接

板c51内部，所述爪板c53呈四棱柱结构，更好的将导流槽352内部残留的落叶进行刮动。

[0039] 本实施例的具体使用方式与作用：

[0040] 本发明中，落叶落在过滤板体351上，通过导流槽352对过滤板体351上的水分进行

导流，水分流入渗透孔353内部，防止水分倒流，通过外部电源对磁块c2进行通电，使得磁块

c2产生磁性，对滑轴c4进行吸附，这时滑轴c4在轨道c1内部进行滑动，带动了连接板c51进

行移动，这时通过连接板c51和爪板c53对过滤板体351上和导流槽352内部残留的落叶进行

刮动，将落叶往固体垃圾存放箱1内部进行刮动，将除去水分后的落叶存放在固体垃圾存放

箱1内部，避免对渗液孔353发生腐蚀，防止渗液孔353发生堵塞。

[0041] 利用本发明所述技术方案，或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启发下，设

计出类似的技术方案，而达到上述技术效果的，均是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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