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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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1994856.X

(22)申请日 2019.11.16

(73)专利权人 山东菁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276017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湖北路

东段

(72)发明人 吴志海　王克文　王汉青　

(51)Int.Cl.

B30B 9/30(2006.01)

B65F 1/14(2006.01)

B65F 9/00(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垃圾处理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垃圾处理装置，包括

上料机构、压缩机构、箱体、压缩仓、前仓盖、后仓

盖，箱体头部设有压缩仓，压缩仓顶部设有前仓

盖，前仓盖与压缩仓边缘设有弹性中空密封圈，

压缩仓内设有压缩机构，压缩仓外部设有上料机

构，箱体尾部设有后仓盖，后仓盖与箱体出料口

边缘设有弹性中空密封圈，箱体尾端上翘。本实

用新型结构简单易操作，避免了压缩机构在仓内

使用导轨和推板结构的弊端，能够有效的完成垃

圾的压缩进仓，同时结构密封，不会存在因垃圾

暴露而臭味弥漫的现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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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垃圾处理装置，包括上料机构、压缩机构、箱体、压缩仓、前仓盖、后仓盖，其特征

在于箱体头部设有压缩仓，压缩仓顶部设有前仓盖，前仓盖与压缩仓边缘设有弹性中空密

封圈，压缩仓内设有压缩机构，压缩仓外部设有上料机构，箱体尾部设有后仓盖，后仓盖与

箱体出料口边缘设有弹性中空密封圈，箱体尾端上翘。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垃圾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料机构包括支撑臂、连

接横梁、上料油缸、旋转臂、翻转油缸、上料架、顶杆，所述支撑臂一端固定在大梁上、另一端

固定在压缩仓上，支撑臂之间设有连接横梁，所述旋转臂一端铰接支撑臂，一端铰接上料

架，上料油缸一端铰接大梁，另一端铰接旋转臂，所述翻转油缸一端铰接连接横梁，另一端

铰接上料架。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垃圾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料架包括横向方管、竖

向方管、压板、勾板、托板、弹簧、导向柱，横向方管连接竖向方管，两竖向方管一端设有托

板，另一端设有勾板；所述导向柱一端套接弹簧，弹簧一端固定在导向柱一端，另一端顶推

在竖向方管端面，导向柱穿过竖向方管连接压板，横向方管两端设有顶杆，顶杆另一端连接

前仓盖。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垃圾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压缩机构包括通轴、连接

臂、压缩油缸、摆锤、压缩仓，通轴两端固定在压缩仓上，通轴上设有连接臂，所述压缩油缸

一端固定在箱体上，另一端铰接连接臂一端，所述摆锤通过锤臂固定连接通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垃圾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底部设有大梁，后仓

盖上设有插销，插销上设有通孔，箱体出料口上设有合仓油缸，油缸顶杆上顶销。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垃圾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托板上设有通孔。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垃圾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尾端底面与水平面

形成上翘夹角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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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垃圾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垃圾处理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垃圾处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常见压缩式垃圾箱，主要由箱体机及内部压缩机构构成，箱体内设置有导轨

和推板，推板支撑于导轨上且能沿导轨进行滑动。此类内部压缩结构使用时易出现几点问

题；1)导轨上容易堆积垃圾，且无滑套，如有硬物垃圾堆积时，很容易损伤推板和滑轨，影响

仓内垃圾的压缩；2)现有市场上存在一些垃圾箱为露天或半密封的状态，会使垃圾臭味弥

漫，影响周围环境。所以需要一种垃圾处理回收装置既能有效避免压缩机构因置于仓内易

损坏的弊端又能垃圾上料完成后垃圾箱密封及时，防止臭味弥漫。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中不足，提供一种垃圾处理装置，本实用新型

结构简单易操作，避免了压缩机构在仓内使用导轨和推板结构的弊端，能够有效的完成垃

圾的压缩进仓，同时结构密封，不会存在因垃圾暴露而臭味弥漫的现象发生。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垃圾处理装置，包括上料机构、压缩机构、箱体、压缩仓、前仓盖、后仓盖，箱体

头部设有压缩仓，压缩仓顶部设有前仓盖，前仓盖与压缩仓边缘设有弹性中空密封圈，压缩

仓内设有压缩机构，压缩仓外部设有上料机构，箱体尾部设有后仓盖，后仓盖与箱体出料口

边缘设有弹性中空密封圈，箱体尾端上翘，箱体尾端底面与水平面形成上翘夹角5-15°，箱

体尾部上翘可以储存一定量的垃圾液体，避免了垃圾中的液体流出箱体造成环境二次污

染。

[0006] 所述上料机构包括支撑臂、连接横梁、上料油缸、旋转臂、翻转油缸、上料架、顶杆，

所述支撑臂一端固定在大梁上、另一端固定在压缩仓上，支撑臂之间设有连接横梁，所述旋

转臂一端铰接支撑臂，一端铰接上料架，上料油缸一端铰接大梁，另一端铰接旋转臂，所述

翻转油缸一端铰接连接横梁，另一端铰接上料架。

[0007] 所述上料架包括横向方管、竖向方管、压板、勾板、托板、弹簧、导向柱，横向方管连

接竖向方管，两竖向方管一端设有托板，另一端设有勾板；所述导向柱一端套接弹簧，弹簧

一端固定在导向柱一端，另一端顶推在竖向方管端面，导向柱穿过竖向方管连接压板，横向

方管两端设有顶杆，顶杆另一端连接前仓盖；当上料架触地抓取垃圾桶时导向柱触地压板

升起，勾板勾住垃圾桶端口底边，上料油缸推动上料架升起，上料架离地压板受弹簧作用下

压垃圾桶端口，上料过程中顶杆顶推前仓盖打开，上料油缸顶推垃圾桶到达一定高度，随之

翻转油缸顶推垃圾桶翻转将垃圾倒向压缩仓，同时顶杆推开前仓盖垃圾进入压缩仓，垃圾

桶收回，前仓盖随即关闭，避免因垃圾暴露而臭味弥漫的现象发生。

[0008] 所述压缩机构包括通轴、连接臂、压缩油缸、摆锤、压缩仓，通轴两端固定在压缩仓

上，通轴上设有连接臂，所述压缩油缸一端固定在箱体上，另一端铰接连接臂一端，所述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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锤通过锤臂固定连接通轴，当垃圾倒入压缩仓后，压缩油缸顶推连接臂，连接臂以通轴为轴

心转动使摆锤与连接臂同向转动将垃圾压缩进箱体。此压缩机构位于箱体一端前仓口处，

避免了使用内部压缩机构时结构上的弊端。

[0009] 所述箱体底部设有大梁，后仓盖上设有插销，插销上设有通孔，箱体出料口上设有

合仓油缸，油缸顶杆上顶销，当后仓盖关闭后插销穿过出料口端口，然后合仓油缸顶出，将

顶销插入插销通孔以固定插销，从而锁紧后仓盖。

[0010] 所述托板上设有通孔，有效的减轻了托板的重量。

[0011]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较有益效果表现在：

[0012] 1)现有技术中垃圾压缩仓内的压缩机构主要由推板和和导轨构成，垃圾较多或存

在硬质垃圾时容易多导轨造成损害，从而影响垃圾压缩，本实用新型中的压缩机构结构简

单易操作，设置在进仓口处，通过摆锤的旋转锤压，利用摆锤的旋转的动能和重力势能，完

成对垃圾箱内垃圾的夯实，垃圾的收容率增大，进一步避免了压缩机构设在舱内压缩垃圾

带来的弊端；

[0013] 2)本实用新型为封闭式装置，即前仓盖与压缩仓边缘设有弹性中空密封圈，上料

时顶杆推开前仓盖垃圾进入压缩仓，垃圾桶收回，前仓盖随即关闭，避免因垃圾暴露而臭味

弥漫的现象发生，后仓盖与箱体出料口边缘设有弹性中空密封圈，同时结合箱体尾部上翘，

可以储存一定量的垃圾液体，避免了垃圾液及异味大量溢出，造成环境二次污染，从而影响

环境和周边居民的生活。

附图说明

[0014] 附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垃圾处理装置结构示意图；

[0015] 附图2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垃圾处理装置中上料机构结构示意图；

[0016] 附图3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垃圾处理装置中上料机构上料后效果示意图；

[0017] 附图4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垃圾处理装置中压缩机构结构示意图；

[0018] 附图5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垃圾处理装置中后仓盖及箱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中：1、上料机构；11、支撑臂；12、连接横梁；13、上料油缸；14、旋转臂；15、翻转油

缸；16、上料架；161、横向方管；162、竖向方管；163、压板；164、勾板；165、托板；1651、通孔；

166、弹簧；167、导向柱；17、顶杆；2、压缩机构；21、通轴；22、连接臂；23、压缩油缸；24、摆锤；

25、压缩仓；3、箱体；31、大梁；32、前仓盖；33、后仓盖；331、插销；34、合仓油缸；4、垃圾桶；5、

吊钩。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方便本技术领域人员的理解，下面结合附图1-5，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进一

步具体说明。

[0021] 一种垃圾处理装置，包括上料机构1、压缩机构2、箱体3、压缩仓25、前仓盖32、后仓

盖33，箱体3头部设有压缩仓25，压缩仓25顶部设有前仓盖32，前仓盖32与压缩仓25边缘设

有弹性中空密封圈，压缩仓25内设有压缩机构2，压缩仓25外部设有上料机构1，箱体3尾部

设有后仓盖33，后仓盖33与箱体3出料口边缘设有弹性中空密封圈，箱体3尾端上翘，箱体3

尾端底面与水平面形成上翘夹角5-15°，最佳角度为10°，箱体尾部上翘可以储存一定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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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液体，避免了垃圾中的液体流出箱体造成环境二次污染。

[0022] 所述上料机构1包括支撑臂11、连接横梁12、上料油缸13、旋转臂14、翻转油缸15、

上料架16、顶杆17，所述支撑臂11一端固定在大梁31上、另一端固定在压缩仓25上，支撑臂

11之间设有连接横梁12，所述旋转臂14一端铰接支撑臂11，一端铰接上料架16，上料油缸13

一端铰接大梁31，另一端铰接旋转臂14，所述翻转油缸15一端铰接连接横梁12，另一端铰接

上料架16；

[0023] 所述上料架16包括横向方管161、竖向方管162、压板163、勾板164、托板165、弹簧

166、导向柱167，横向方管161连接竖向方管162，两竖向方管162一端设有托板165，另一端

设有勾板164；所述导向柱167一端套接弹簧166，弹簧166一端固定在导向柱167一端，另一

端顶推在竖向方管162端面，导向柱167穿过竖向方管162连接压板163，横向方管161两端设

有顶杆17，顶杆17另一端连接前仓盖32；当上料架16触地抓取垃圾桶4时导向柱167触地压

板163升起，勾板164勾住垃圾桶4端口底边，上料油缸13推动上料架16升起，上料架16离地

压板163受弹簧166作用下压垃圾桶4端口，上料过程中顶杆顶推前仓盖打开，上料油缸顶推

垃圾桶到达一定高度，随之翻转油缸顶推垃圾桶翻转将垃圾倒向压缩仓，同时顶杆推开前

仓盖垃圾进入压缩仓，垃圾桶收回，前仓盖随即关闭，避免因垃圾暴露而臭味弥漫的现象发

生。

[0024] 所述压缩机构2包括通轴21、连接臂22、压缩油缸23、摆锤24、压缩仓25，通轴两端

固定在压缩仓25上，通轴21上设有连接臂22，所述压缩油缸23一端固定在箱体3上，另一端

铰接连接臂22一端，所述摆锤24通过锤臂固定连接通轴21，当垃圾倒入压缩仓25后，压缩油

缸23顶推连接臂22，连接臂22以通轴21为轴心转动使摆锤24与连接臂22同向转动将垃圾压

缩进箱体3。此压缩机构2位于箱体3一端前仓口处，避免了使用内部压缩机构时结构上的弊

端。

[0025] 所述箱体3底部设有大梁31，后仓盖33上设有插销，插销上设有通孔，箱体3出料口

上设有合仓油缸34，油缸顶杆上顶销，当后仓盖33关闭后插销穿过出料口端口，然后合仓油

缸34顶出，将顶销插入插销331通孔以固定插销331，从而锁紧后仓盖33。

[0026] 所述托板165上设有通孔1651，有效的减轻了托板的重量。

[0027] 一种垃圾处理装置，工作过程如下：

[0028] 上料机构触地抓取垃圾桶，由压板和勾板抓取垃圾桶端口底边，托板托起垃圾桶

身，然后有上料油缸推动上料机构升起，同时前仓盖被顶杆打开，然后由翻转油缸推动垃圾

桶翻转倒入压缩仓，然后油缸和上料架和前仓盖回复原位；压缩机构通过摆锤锤压垃圾进

入箱体，通过摆锤夯实箱体内垃圾，当箱体储满垃圾时由吊车利用吊钩将之吊起，后仓盖处

合仓油缸回复顶杆，后仓盖打开将垃圾倒出。

[0029] 以上内容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的结构所作的举例和说明，所属本技术领域的技术

人员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替代，只要不偏离

实用新型的结构或者超越本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均应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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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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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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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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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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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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