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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型全自动洗桶设备

(57)摘要

一种智能型全自动洗桶设备，属于环保机械

设备领域。是由基座、外部清洗机、第一抓取装

置、洗桶箱、第二抓取装置、前置夹紧装置和内部

清洗机组成的，第一抓取装置固定安装于基座边

缘处，第二抓取装置安装于洗桶箱上部，两个前

置夹紧装置对称并固定安装于洗桶箱前部，两个

外部清洗机对称安装于洗桶箱左右两侧，洗桶箱

整体固定安装于基座一侧，内部清洗机则是安装

于基座另一侧。该装置可实现全自动化机械作

业，无需人员参与，全自动完成对于桶的原位抓

取、放置、旋转以及内壁、外壁的一体化清洗，并

及时有效排污等一体化操作流程，节能环保，适

用多种型号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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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型全自动洗桶设备，是由基座、外部清洗机、第一抓取装置、洗桶箱、第二抓

取装置、前置夹紧装置和内部清洗机组成的，其特征在于：第一抓取装置固定安装于基座边

缘处，第二抓取装置安装于洗桶箱上部，两个前置夹紧装置对称并固定安装于洗桶箱前部，

两个外部清洗机对称安装于洗桶箱左右两侧，洗桶箱整体固定安装于基座一侧，内部清洗

机则是安装于基座另一侧；所述的洗桶箱是由前置平台、可伸缩通水管、抓取轨道、外刷轨

道、排水口和入水口组成的，前置平台开设于前部，左右对称各一个，外刷轨道对称开设于

箱体左右两侧的中间部分，抓取轨道位于顶部中间部分，排水口位于底部中心处，与基座上

的排水管嵌套连接，两个入水口位于洗桶箱下部，分别与两个水箱出水管相连接，两个可伸

缩通水管对称安装于内部稍高位置处固定，与外刷轨道平齐，在箱体内部分别与洗桶箱的

两个入水口连通，可伸缩通水管尽头一端与可伸缩外壁刷上的外壁刷入水孔连接；所述的

外部清洗机是由第一电机、一号丝杠、可伸缩外壁刷、外壁刷入水孔和小号液压缸组成的，

两组第一电机分别安装于洗桶箱左右两侧前端的中间处，与洗桶箱的外刷轨道对齐，第一

电机通过传动轴与一号丝杠相连，一号丝杠与可伸缩外壁刷通过螺纹连接相配合，且可伸

缩外壁刷穿过洗桶箱的外刷轨道，外壁刷入水孔开设于可伸缩外壁刷的一侧，与洗桶箱的

可伸缩通水管连接，外壁刷可在洗桶箱的外刷轨道中滑动，小号液压缸固定安装在可伸缩

外壁刷上，通过驱动轴与可伸缩外壁刷的可伸缩部分固接；所述的内部清洗机是由第三电

机、三号丝杠、支架、支架入水孔、大带轮、环形桶扣、第四电机、传动带、可伸缩通水传动轴、

内壁刷、喷水孔和小带轮组成的，第三电机安装于基座一侧，洗桶箱旁边，第三电机通过传

动轴与三号丝杠相连接，三号丝杠与支架通过螺纹连接，支架下端开设有支架入水孔，在支

架内部与可伸缩通水传动轴内部的通孔相连通，可伸缩通水传动轴固定在支架上的一侧且

可自转，支架底端架设在基座的支架轨道上，第四电机固定于支架上的另一侧，并通过传动

轴连接小带轮，小带轮通过传动带连接支架一侧的大带轮，大带轮固定嵌套在可伸缩通水

传动轴上，环形桶扣也嵌套固定在可伸缩通水传动轴上，且位于大带轮前方，内壁刷嵌套固

定在可伸缩通水传动轴的最前端，且内壁刷扇叶上开设的喷水孔与可伸缩通水传动轴内部

通水的通孔相连通；所述的第二抓取装置是由第二电机、二号丝杠、大号抓取臂和大号液压

缸组成的，第二电机安装于洗桶箱顶部前端的中间处，与洗桶箱的抓取轨道对齐，第二电机

通过传动轴与二号丝杠连接，二号丝杠与大号抓取臂通过螺纹连接相配合，且大号抓取臂

穿过洗桶箱的抓取轨道，两个大号液压缸对称固定安装在大号抓取臂两侧，并通过驱动轴

分别与大号抓取臂的双臂固接，大号抓取臂可在洗桶箱的抓取轨道中滑动。

2.如权利要求1中所述的一种智能型全自动洗桶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基座是由水

箱、水箱出水管、基座排水管、抓取装置槽、支架轨道和可伸缩出水管组成的，水箱固定安装

于基座一角，可伸缩出水管开设于水箱的一侧，与支架下端的支架入水孔连接，另外两个水

箱出水管相邻且开设于水箱另一侧，并接通洗桶箱下部的两个入水口，支架轨道有两组，皆

开设于基座上水箱的旁边，支架底端架设在上面，基座排水管固定在基座上且洗桶箱的排

水口与其同轴嵌套，排水管在基座内部还与水箱连通，抓取装置槽位于基座边缘处。

3.如权利要求1中所述的一种智能型全自动洗桶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抓取装

置是由电机模块、小号抓取臂和中号液压缸组成的，电机模块固定于基座上的抓取装置槽，

小号抓取壁与电机模块通过传动轴连接，两个中号液压缸对称固定安装在小号抓取臂两

侧，并通过驱动轴分别与小号抓取臂的双臂固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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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权利要求1中所述的一种智能型全自动洗桶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前置夹紧装

置是由直线电机和夹板组成的，直线电机通过传动轴与夹板固接在一起，且两组前置夹紧

装置中的直线电机也是分别对称固定在洗桶箱的两个前置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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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型全自动洗桶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智能型全自动洗桶设备，进一步描述就是全自动化机械作业，无

需人员参与，可实现对于桶的原位抓取、放置、旋转以及内壁、外壁的一体化清洗，并及时有

效排污，属于环保机械设备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众所周知，垃圾桶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公共基础设施，不论何时何地，随

着人们公共卫生意识的提高，垃圾桶在公共环境中充当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尽管垃圾桶

对于人们生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对于垃圾桶自身的维护和清理却往往被人们忽略。

虽然就目前多数公共卫生地区而言，垃圾的倾倒、回收、处理、再利用等工作基本已经就位，

但垃圾桶本身的清洗却存在很大的疏漏，甚至造成更大范围的污染。有些地区会雇佣相关

清洁人员，但清洁人员自身的健康卫生问题由此存在了一定的隐患，且清理的用具、耗材、

补给等也缺乏相关规定和标准，在清理过程中也容易出现二次污染、清理不彻底等问题。

[0003] 因此需要发明出一种节能、污染率低、省时省力、安全系数较高、适用范围广、自动

化能力强的一体化清洗设备。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以上不足之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智能型全自动洗桶设备。

[0005]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智能型全自动洗桶设备，是由基座、外部

清洗机、第一抓取装置、洗桶箱、第二抓取装置、前置夹紧装置和内部清洗机组成的，第一抓

取装置固定安装于基座边缘处，第二抓取装置安装于洗桶箱上部，两个前置夹紧装置对称

并固定安装于洗桶箱前部，两个外部清洗机对称安装于洗桶箱左右两侧，洗桶箱整体固定

安装于基座一侧，内部清洗机则是安装于基座另一侧。

[0006] 进一步，所述的基座是由水箱、水箱出水管、基座排水管、抓取装置槽、支架轨道和

可伸缩出水管组成的，水箱固定安装于基座一角，可伸缩出水管开设于水箱的一侧，与支架

下端的支架入水孔连接，另外两个水箱出水管相邻且开设于水箱另一侧，并接通洗桶箱下

部的两个入水口，支架轨道有两组，皆开设于基座上水箱的旁边，支架底端架设在上面，基

座排水管固定在基座上且洗桶箱的排水口与其同轴嵌套，排水管在基座内部还与水箱连

通，抓取装置槽位于基座边缘处。

[0007] 进一步，所述的外部清洗机是由第一电机、一号丝杠、可伸缩外壁刷、外壁刷入水

孔和小号液压缸组成的，两组第一电机分别安装于洗桶箱左右两侧前端的中间处，与洗桶

箱的外刷轨道对齐，第一电机通过传动轴与一号丝杠相连，一号丝杠与可伸缩外壁刷通过

螺纹连接相配合，且可伸缩外壁刷穿过洗桶箱的外刷轨道，外壁刷入水孔开设于可伸缩外

壁刷的一侧，与洗桶箱的可伸缩通水管连接，外壁刷可在洗桶箱的外刷轨道中滑动，小号液

压缸固定安装在可伸缩外壁刷上，通过驱动轴与可伸缩外壁刷的可伸缩部分固接。

[0008] 进一步，所述的第一抓取装置是由电机模块、小号抓取臂和中号液压缸组成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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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模块固定于基座上的抓取装置槽，小号抓取壁与电机模块通过传动轴连接，两个中号液

压缸对称固定安装在小号抓取臂两侧，通过驱动轴分别与小号抓取臂的双臂固接。

[0009] 进一步，所述的洗桶箱是由前置平台、可伸缩通水管、抓取轨道、外刷轨道、排水口

和入水口组成的，前置平台开设于前部，左右对称各一个，外刷轨道对称开设于箱体左右两

侧的中间部分，抓取轨道位于顶部中间部分，排水口位于底部中心处，与基座上的排水管嵌

套连接，两个入水口位于洗桶箱下部，分别与两个水箱出水管相连接，两个可伸缩通水管对

称安装于内部稍高位置处固定，与外刷轨道平齐，在箱体内部分别与洗桶箱的两个入水口

连通，可伸缩通水管尽头一端与可伸缩外壁刷上的外壁刷入水孔连接。

[0010] 进一步，所述的第二抓取装置是由第二电机、二号丝杠、大号抓取臂和大号液压缸

组成的，第二电机安装于洗桶箱顶部前端的中间处，与洗桶箱的抓取轨道对齐，第二电机通

过传动轴与二号丝杠连接，二号丝杠与大号抓取臂通过螺纹连接相配合，且大号抓取臂穿

过洗桶箱的抓取轨道，两个大号液压缸对称固定安装在大号抓取臂两侧，并通过驱动轴分

别与大号抓取臂的双臂固接，大号抓取臂可在洗桶箱的抓取轨道中滑动。

[0011] 进一步，所述的前置夹紧装置是由直线电机和夹板组成的，直线电机通过传动轴

与夹板固接在一起，且两组前置夹紧装置中的直线电机也是分别对称固定在洗桶箱的两个

前置平台上。

[0012] 进一步，所述的内部清洗机是由第三电机、三号丝杠、支架、支架入水孔、大带轮、

环形桶扣、第四电机、传动带、可伸缩通水传动轴、内壁刷、喷水孔和小带轮组成的，第三电

机安装于基座一侧，洗桶箱旁边，第三电机通过传动轴与三号丝杠相连接，三号丝杠与支架

通过螺纹连接，支架下端开设有支架入水孔，在支架内部与可伸缩通水传动轴内部的通孔

相连通，可伸缩通水传动轴固定在支架上的一侧且可自转，支架底端架设在基座的支架轨

道上，第四电机固定于支架上的另一侧，并通过传动轴连接小带轮，小带轮通过传动带连接

支架一侧的大带轮，大带轮固定嵌套在可伸缩通水传动轴上，环形桶扣也嵌套固定在可伸

缩通水传动轴上，且位于大带轮前方，内壁刷嵌套固定在可伸缩通水传动轴的最前端，且内

壁刷扇叶上开设的喷水孔与可伸缩通水传动轴内部通水的通孔相连通。

[0013] 本发明的有益之处在于：本装置可以进行车载，配合常见的城市垃圾车完成垃圾

的倾倒以及垃圾桶清洗的一体化工作流程；相比同类型设计而言，本发明可以完全无人化

机械作业，从夹取垃圾桶，再到内外同时旋转清洗，再到放回原处，完全无需工作人员的直

接参与，相关工作人员只需要开着车移动至不同的垃圾桶处，在驾驶室内控制各电机和液

压缸完成一系列工作流程即可；且自带污水处理与净化，最大限度节约资源、减少污染；且

维护容易、无精密配件、成本较低，各抓取装置及夹紧装置夹取宽度可调，适用性十分广泛。

附图说明

[0014] 附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5] 附图2是本发明的基座结构示意图

[0016] 附图3是本发明的外部清洗机结构示意图

[0017] 附图4是本发明的第一抓取装置结构示意图

[0018] 附图5是本发明的洗桶箱结构示意图

[0019] 附图6是本发明的第二抓取装置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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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附图7是本发明的前置夹紧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1] 附图8是本发明的内部清洗机示意图

[0022] 图中，1、基座，101、水箱，102、水箱出水管，103、基座排水管，104、抓取装置槽，

105、支架轨道，106、可伸缩出水管，2、外部清洗机，201、第一电机，202、一号丝杠，203、可伸

缩外壁刷，204、外壁刷入水孔，205、小号液压缸，3、第一抓取装置，301、电机模块，302、小号

抓取臂,303、中号液压缸，4、洗桶箱，401、前置平台，402、可伸缩通水管，403、抓取轨道，

404、外刷轨道，405、排水口，406、入水口，5、第二抓取装置，501、第二电机，502、二号丝杠，

503、大号抓取壁，504、大号液压缸，6、前置夹紧装置，601、直线电机，602、夹板，7、内部清洗

机，701、第三电机，702、三号丝杠，703、支架，704、支架入水孔，705、大带轮，706、环形桶扣，

707、第四电机，708、传动带，709、可伸缩通水传动轴，7010、内壁刷，7011、喷水孔，7012、小

带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一种智能型全自动洗桶设备，是由基座1、外部清洗机2、第一抓取装置3、洗桶箱4、

第二抓取装置5、前置夹紧装置6和内部清洗机7组成的，第一抓取装置3固定安装于基座1边

缘处，第二抓取装置5安装于洗桶箱4上部，两个前置夹紧装置6对称并固定安装于洗桶箱4

前部，两个外部清洗机2对称安装于洗桶箱4左右两侧，洗桶箱4整体固定安装于基座1一侧，

内部清洗机7则是安装于基座1另一侧。

[0024] 所述的基座1是由水箱101、水箱出水管102、基座排水管103、抓取装置槽104、支架

轨道105和可伸缩出水管106组成的，水箱101固定安装于基座1一角，可伸缩出水管106开设

于水箱101的一侧，与支架703下端的支架入水孔704连接，另外两个水箱出水管102相邻且

开设于水箱101另一侧，并接通洗桶箱4下部的两个入水口406，支架轨道105有两组，皆开设

于基座1上水箱101的旁边，支架703底端架设在上面，基座排水管103固定在基座1上且洗桶

箱4的排水口405与其同轴嵌套，基座排水管103在基座1内部还与水箱101连通，抓取装置槽

104位于基座1边缘处。

[0025] 所述的外部清洗机2是由第一电机201、一号丝杠202、可伸缩外壁刷203、外壁刷入

水孔204和小号液压缸205组成的，两组第一电机201分别安装于洗桶箱4左右两侧前端的中

间处，与洗桶箱4的外刷轨道404对齐，第一电机201通过传动轴与一号丝杠202相连，一号丝

杠202与可伸缩外壁刷203通过螺纹连接相配合，且可伸缩外壁刷203穿过洗桶箱4的外刷轨

道404，外壁刷入水孔204开设于可伸缩外壁刷203的一侧，与洗桶箱4的可伸缩通水管402连

接，外壁刷203可在洗桶箱4的外刷轨道404中滑动，小号液压缸205固定安装在可伸缩外壁

刷203上，通过驱动轴与可伸缩外壁刷203的可伸缩部分固接。

[0026] 所述的第一抓取装置3是由电机模块301、小号抓取臂302和中号液压缸303组成

的，电机模块301固定于基座1上的抓取装置槽104，小号抓取壁302与电机模块301通过传动

轴连接，两个中号液压缸303对称固定安装在小号抓取臂302两侧，通过驱动轴分别与小号

抓取臂302的双臂固接。

[0027] 所述的洗桶箱4是由前置平台401、可伸缩通水管402、抓取轨道403、外刷轨道404、

排水口405和入水口406组成的，前置平台401开设于前部，左右对称各一个，外刷轨道404对

称开设于箱体左右两侧的中间部分，抓取轨道403位于顶部中间部分，排水口405位于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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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处，与基座1上的排水管103嵌套连接，两个入水口406位于洗桶箱4下部，分别与两个水

箱出水管102相连接，两个可伸缩通水管402对称安装于内部稍高位置处固定，与外刷轨道

404平齐，在箱体内部分别与洗桶箱4的两个入水口406连通，可伸缩通水管402尽头一端与

可伸缩外壁刷203上的外壁刷入水孔204连接。

[0028] 所述的第二抓取装置5是由第二电机501、二号丝杠502、大号抓取臂503和大号液

压缸504组成的，第二电机501安装于洗桶箱4顶部前端的中间处，与洗桶箱4的抓取轨道403

对齐，第二电机501通过传动轴与二号丝杠502连接，二号丝杠502与大号抓取臂503通过螺

纹连接相配合，且大号抓取臂503穿过洗桶箱4的抓取轨道403，两个大号液压504缸对称固

定安装在大号抓取臂503两侧，并通过驱动轴分别与大号抓取臂503的双臂固接，大号抓取

臂503可在洗桶箱4的抓取轨道403中滑动。

[0029] 所述的前置夹紧装置6是由直线电机601和夹板602组成的，直线电机601通过传动

轴与夹板602固接在一起，且两组前置夹紧装置6中的直线电机601也是分别对称固定在洗

桶箱4的两个前置平台401上。

[0030] 所述的内部清洗机7是由第三电机701、三号丝杠702、支架703、支架入水孔704、大

带轮705、环形桶扣706、第四电机707、传动带708、可伸缩通水传动轴709、内壁刷7010、喷水

孔7011和小带轮7012组成的，第三电机701安装于基座1一侧，洗桶箱4旁边，第三电机701通

过传动轴与三号丝杠702相连接，三号丝杠702与支架703通过螺纹连接，支架703下端开设

有支架入水孔704，在支架703内部与可伸缩通水传动轴709内部的通孔相连通，可伸缩通水

传动轴709固定在支架703上的一侧且可自转，支架703底端架设在基座1的支架轨道105上，

第四电机707固定于支架703上的另一侧，并通过传动轴连接小带轮7012，小带轮7012通过

传动带708连接支架703一侧的大带轮705，大带轮705固定嵌套在可伸缩通水传动轴709上，

环形桶扣706也嵌套固定在可伸缩通水传动轴709上，且位于大带轮705前方，内壁刷7010嵌

套固定在可伸缩通水传动轴709的最前端，且内壁刷7010扇叶上开设的喷水孔7011与可伸

缩通水传动轴709内部通水的通孔相连通。

[0031] 该设备装配完成后，可通过单片机或PLC对各级电机及液压缸进行准确的控制，首

先，控制第一抓取装置3夹取垃圾桶中下部左右的位置，控制中号液压缸303夹紧，控制电机

模块301翻转小号抓取臂302，使小号抓取臂302位于竖直位置，控制小号液压缸205使得可

伸缩外壁刷203缩回，避免空间干涉碰撞，之后控制第二电机501，使大号抓取臂503移动至

垃圾桶中上部的位置，控制大号液压缸504伸缩夹紧垃圾桶中上部，松开小号抓取臂302，大

号抓取臂503移动至洗桶箱4前部，控制直线电机601伸缩，前置夹板602夹紧垃圾桶上部，再

控制大号抓取臂503移动至垃圾桶下部，并加紧，至此完成垃圾桶的固定。此时，开启水箱

101、外部清洗机2、内部清洗机7，控制第一电机201和小号液压缸205使得可伸缩外壁刷203

伸展出并沿外刷轨道404往复运动，配合可伸缩通水管402的通水功能清洗垃圾桶外壁，与

此同时，开启第四电机707，控制内壁刷7010喷水并转动，通过控制第三电机701，使得内壁

刷7010在垃圾桶内部直线往复运动刷洗内壁；运行一定时间之后，先令第四电机707停转，

第一电机201停转，控制第三电机701令内部清洗机7在可伸缩通水传动轴709的伸缩作用下

深入至垃圾桶底部，同时使得环形桶扣706扣住垃圾桶边沿部分，然后前置夹紧装置6与第

二抓取装置5稍稍放松一些，然后开启第四电机707，令垃圾桶随大带轮705旋转九十度左

右，然后退回环形桶扣706，前置夹紧装置6、第二抓取装置5恢复加紧，内壁刷7010继续往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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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转刷洗内壁，第一电机201开启，外壁刷203继续往复刷洗外壁，重复几次以上过程，可对

内壁外壁进行更为彻底的清洗，清洗完毕后，停止第一电机201，并控制小号液压缸205缩

回，停止第四电机707，控制第三电机701使内部清洗机7退回，控制第二电机501使得大号抓

取臂503抓取垃圾桶中上部，前置夹紧装置6松开，大号抓取臂503移动至洗桶箱4后部，第一

抓取装置3夹住垃圾桶中部，之后翻转将其放回原处，并松开，完成清洗过程。清洗过程中，

污水同时顺基座排水管103导入水箱101进行净化处理再利用。整个过程全自动化，资源节

约，污染极小，适用性广泛。

[0032] 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根据本发明的教导，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与

精神的情况下，对实施方式所进行的改变、修改、替换和变型仍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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