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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称重箱的智能垃圾回收柜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带有称重箱的智能垃圾

回收柜，属于垃圾回收技术领域，包括柜体，柜体

呈矩形壳体结构，柜体前侧壁的上部中间位置设

置有投递口，投递口的右边缘铰接有投递门，投

递口的左侧安装有触摸显示屏，投递口的下侧设

置有标签打印装置和RFID读写器，柜体底部设置

有收集箱，柜体前侧壁的下部设置有清运口，清

运口的边缘铰接有清运门，柜体后侧连接有后

门，投递口内安装有称重箱；称重箱又包括从前

到后依次排列的三根横梁，其中前侧和后侧的横

梁的底部连接有导向杆，导向杆通过滑块连接有

箱体，柜体的前侧内壁上安装有秤盘。本实用新

型自动对回收的垃圾进行称重并收集，方便垃圾

的回收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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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带有称重箱的智能垃圾回收柜，包括柜体（1），其特征在于：所述柜体（1）呈矩形壳体

结构，所述柜体（1）前侧壁的上部中间位置设置有投递口（11），所述投递口（11）的右边缘铰

接有投递门，所述投递口（11）的左侧安装有触摸显示屏（12），所述投递口（11）的下侧设置

有标签打印装置（13）和RFID读写器（14），所述柜体（1）底部设置有收集箱，所述柜体（1）前

侧壁的下部设置有清运口（15），所述清运口（15）的边缘铰接有清运门，所述柜体（1）后侧连

接有后门，所述投递口（11）内安装有称重箱（2）；

所述称重箱（2）又包括从前到后依次排列的三根横梁（21），所述三根横梁（21）固定安

装在柜体（1）内部的顶部，其中前侧和后侧的横梁（21）的底部连接有导向杆，所述导向杆滑

动连接有滑块（22），所述滑块（22）底部连接有前侧和底部均开口的箱体（23），所述柜体（1）

的前侧内壁上安装有秤盘（24），所述秤盘（24）位于箱体（23）下侧，所述箱体（23）顶部设置

有连接块（25），中间的横梁（21）的左右两端分别转动连接有链轮（26），两个链轮（26）之间

绕有链条，所述链条下侧的中部与连接块（25）连接，中间的横梁（21）的左端还安装有电机

（27），所述电机（27）的输出轴连接有减速箱（28），所述减速箱（28）的输出轴与左端的链轮

（26）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有称重箱的智能垃圾回收柜，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23）左

右两侧壁的底部连接有刷毛。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有称重箱的智能垃圾回收柜，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23）呈

上窄下宽的楔形结构。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有称重箱的智能垃圾回收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柜体（1）内

设有左右两个收集箱，所述柜体（1）前侧壁的下部左右两侧各设置有一个清运口（15），其中

左侧清运口（15）的左边缘和右侧清运口（15）的右边缘分别铰接有清运门。

5.根据权利要求1到4任意一项所述的带有称重箱的智能垃圾回收柜，其特征在于：所

述横梁（21）的左右两端和中间分别安装有霍尔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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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称重箱的智能垃圾回收柜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垃圾回收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带有称重箱的智能垃圾回收

柜。

背景技术

[0002]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对于各种废弃物的开发利用，将其作为资源开发，已引起

了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生活和生产所制造的垃圾严重影

响到我国的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正常生活。

[0003] 而对于城市垃圾的处理，针对一些可以回收的废品，普通居民常采用直接扔掉的

方式，原因并不全是居民不想将可以利用的废品进行分类并处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各种

废品的收集需要占用一定的空间，且长时间的堆积一定程度的对家庭的卫生情况造成影

响；而部分靠垃圾收集生活的人员，虽然会对垃圾进行分类和收集，但是他们通常将垃圾堆

放在小区的车库，楼道等位置，不但影响环境而且存在较大的火灾隐患，因此并不受小区物

业支持。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目的是：旨在提供一种带有称重箱的智能垃圾回收柜，以自动对回收

的垃圾进行称重并收集，方便垃圾的回收再利用。

[0005] 为实现上述技术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带有称重箱的智能垃圾回收柜，包括柜体，所述柜体呈矩形壳体结构，所述柜体前

侧壁的上部中间位置设置有投递口，所述投递口的右边缘铰接有投递门，所述投递口的左

侧安装有触摸显示屏，所述投递口的下侧设置有标签打印装置和RFID读写器，所述柜体底

部设置有收集箱，所述柜体前侧壁的下部设置有清运口，所述清运口的边缘铰接有清运门，

所述柜体后侧连接有后门，所述投递口内安装有称重箱；

[0007] 所述称重箱又包括从前到后依次排列的三根横梁，所述三根横梁固定安装在柜体

内部的顶部，其中前侧和后侧的横梁的底部连接有导向杆，所述导向杆滑动连接有滑块，所

述滑块底部连接有前侧和底部均开口的箱体，所述柜体的前侧内壁上安装有秤盘，所述秤

盘位于箱体下侧，所述箱体顶部设置有连接块，中间的横梁的左右两端分别转动连接有链

轮，两个链轮之间绕有链条，所述链条下侧的中部与连接块连接，中间的横梁的左端还安装

有电机，所述电机的输出轴连接有减速箱，所述减速箱的输出轴与左端的链轮连接。

[0008] 进一步限定，所述箱体左右两侧壁的底部连接有刷毛。在箱体左右移动时，刷毛能

够将秤盘上的杂质清理掉，防止杂质将箱体卡住，影响箱体的移动。

[0009] 进一步限定，所述箱体呈上窄下宽的楔形结构。这样的结构方便垃圾从箱体内掉

入收集箱内，防止箱体将垃圾卡住。

[0010] 进一步限定，所述柜体内设有左右两个收集箱，所述柜体前侧壁的下部左右两侧

各设置有一个清运口，其中左侧清运口的左边缘和右侧清运口的右边缘分别铰接有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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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这样可以使两个收集箱分别从两个清运口移出，方便清运。

[0011] 进一步限定，所述横梁的左右两端和中间分别安装有霍尔传感器。在箱体向左右

两端运动时，两端的霍尔传感器能够感应箱体到达极限位置，从而通过回收柜的控制主机

控制电机反转，防止箱体超出极限位置；在每次垃圾投放结束后，中间的霍尔传感器能够检

测箱体是否回到了中间位置，从而通过控制主机控制电机对箱体的位置进行校正。

[0012]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为：回收时，首先通过RFID读写器或者是微信二维码读取

用户卡信息，然后通过触摸显示屏选择垃圾的分类，接着标签打印装置将对应的标签打印

出来，同时投递门开启，用户将标签贴在相应的垃圾包上，然后将同种类型的垃圾包通过投

递口放入称重箱内，然后点击触摸显示屏上的确定，投递门关闭；接着秤盘对垃圾包进行称

重，控制主机将重量信息上传至服务器；接着电机通过减速箱带动链条移动，链条通过连接

块带动箱体向左或向右移动，在移动的过程中，箱体将垃圾包从秤盘上推动并掉落在柜体

底部的收集箱内，然后电机反转，使箱体回到初始位置；当下一次有用户投放垃圾包时，电

机带动箱体向相反方向运动；待收集箱内的垃圾包快要装满时，发出报警信号，通知工作人

员对收集箱内的垃圾包进行清运，清运时，开启清运门，将收集箱移出，即可方便对收集箱

内的垃圾包进行清理；待最终对垃圾核查后，如果用户的输入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则服务

器通知转账中心将相应的金额转入用户的银行卡或者微信、支付宝内。

附图说明

[0013] 本实用新型可以通过附图给出的非限定性实施例进一步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省略投递门和清运门后，从正面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省略后门后，从背面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称重箱从正面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称重箱从背面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8] 主要元件符号说明如下：

[0019] 柜体1、投递口11、触摸显示屏12、标签打印装置13、RFID读写器14、清运口15、称重

箱2、横梁21、滑块22、箱体23、秤盘24、连接块25、链轮26、电机27、减速箱28。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了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更好地理解本实用新型，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

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进一步说明。

[0021]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的带有称重箱的智能垃圾回收柜，包括矩形壳体结

构的柜体1，柜体1前侧壁的上部中间位置设置有用于垃圾投递的投递口11，投递口11的右

边缘铰接有投递门（图中未画出），投递门上安装有电控锁，电控锁与控制主机电连接，投递

口11的左侧安装有用于用户操作的触摸显示屏12，投递口11的下侧设置有标签打印装置13

和RFID读写器14，其中标签打印装置13用于打印条码或者二维码，RFID读写器14用于读取

用户卡的信息，柜体1后侧连接有后门，当回收柜出现故障时，打开后门，方便维修人员进入

柜体1内进行检修。

[0022] 回收前，用户先将自家的垃圾分类进行打包，例如废塑料、废纸、废铁、废铜等分别

打包成小包；回收时，用户先将用户卡放在RFID读写器14前进行信息的读取，每个用户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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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用户卡，用户卡用于用户身份的识别，用户卡的信息与用户的银行卡或者微信、支付

宝等绑定，然后用户点击触摸显示屏12，选择垃圾的分类和数量，接着标签打印装置13将对

应的标签打印出来，同时投递门开启，然后用户将每个标签贴在相应的垃圾包上，然后将同

种类型的垃圾包通过投递口11放入称重箱2内，然后点击触摸显示屏12上的确定按钮，投递

门关闭；

[0023] 投递口11内安装有称重箱2，如图3和图4所示，称重箱2又包括从前到后依次排列

的三根横梁21，三根横梁21固定安装在柜体1内部的顶部，其中前侧和后侧的横梁21的底部

连接有导向杆，导向杆为圆杆结构，导向杆滑动连接有滑块22，滑块22底部连接有箱体23，

箱体23的前侧和底部均为开口结构，前侧的开口用于用户将垃圾包放入箱体23内，底部的

开口用于垃圾包从箱体23掉入收集箱内；柜体1的前侧内壁上安装有用于称取垃圾包重量

的秤盘24，秤盘24位于箱体23下侧，箱体23顶部设置有连接块25，中间的横梁21的左右两端

分别转动连接有链轮26，两个链轮26之间绕有链条，链条下侧的中部与连接块25连接，中间

的横梁21的左端还安装有电机27，电机27的输出轴连接有减速箱28，减速箱28的输出轴与

左端的链轮26连接。

[0024] 在用户将垃圾包放入箱体23内之后，投递门关闭，秤盘24对垃圾包进行称重，控制

主机将重量信息上传至服务器；接着电机27通过减速箱28带动链条移动，链条通过连接块

25带动箱体23向左或向右移动，在移动的过程中，箱体23将垃圾包从秤盘24上推动并掉落

在柜体1底部的收集箱（图中未画出）内，在本实施例中，由于很难避免垃圾包中有杂质掉落

在秤盘24上，在箱体23左右移动时，杂质可能会卡在箱体23与秤盘24之间，导致箱体23移动

困难或者杂质将秤盘磨损，为了避免该问题的发生，箱体23左右两侧壁的底部连接有刷毛，

在箱体23左右移动时，刷毛能够将秤盘24上的杂质扫除，防止杂质将箱体23卡住；另外，为

了方便垃圾包从箱体23内掉入收集箱内，防止箱体23将垃圾包卡住，在本实施例中，箱体23

呈上窄下宽的楔形结构。

[0025] 当箱体运动到最左端或者最右端时，电机27反转，使箱体23回到初始位置；在本实

施例中，为了防止箱体23超出极限位置，横梁21的左右两端分别安装有霍尔传感器，在箱体

23向左右两端运动时，两端的霍尔传感器能够感应箱体23到达极限位置，从而通过回收柜

的控制主机控制电机27反转，使箱体23回到初始位置；另外，为了使箱体23每次都能较为准

确地回到初始位置，在横梁中间也安装有霍尔传感器，在每次垃圾投放结束后，中间的霍尔

传感器能够检测箱体23是否回到了中间位置，从而通过控制主机控制电机27对箱体23的位

置进行校正。

[0026] 重复上述步骤，用户将不同种类的垃圾分别投入柜体1内进行回收，每次投放垃圾

包时，电机27带动箱体23向与上一次运动相反的方向运动，通过箱体23的左右交替运动，使

垃圾包交替地从左右两端落入收集箱内，避免垃圾包全部堆积在收集箱的一端而浪费空

间。

[0027] 在上述实施例中，为了方便清运，柜体1内设有左右两个收集箱，柜体1前侧壁的下

部左右两侧各设置有一个清运口15，其中左侧清运口15的左边缘和右侧清运口15的右边缘

分别铰接有清运门（图中未画出）。

[0028] 柜体1内安装有超声波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安置在收集箱的顶部溢满位置，超声

波传感器发出的超声波遇到障碍时会反射回来，通过接收计算时间差得到探头与障碍距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210084096 U

5



离，由控制主机换算出柜内垃圾到达的高度。回收柜根据超声波传感器的状态，判断当前柜

内可用容量，当柜内的容量不足预设值时，出现满溢状态的回收柜通过网络将该信息传输

至服务器，服务器统一接收满溢的信息，并将相关的位置信息传输给运输站点，由运输站点

根据回收柜的位置指派运输车将垃圾运输至回收站，同时指派核查工作人员对柜内的垃圾

分类情况进行人工核查。核查时，开启清运门，将收集箱移出，即可方便对收集箱内的垃圾

包进行核查和清理。待最终对垃圾核查后，如果用户的输入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则服务器

通知转账中心将相应的金额转入用户的银行卡或者微信、支付宝内；如果用户的输入信息

与实际情况不相符，服务器给用户发送不合格的反馈信息。

[0029] 以上对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带有称重箱的智能垃圾回收柜进行了详细介绍。具体实

施例的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实用新型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

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若

干改进和修饰，这些改进和修饰也落入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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