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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垃圾收集系统的气路结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垃圾收集系统的气

路结构，包括中央控制装置、垃圾投放平台、垃圾

收集装置、风机设备及控制装置，垃圾投放平台

通过投放管道和输送管道与垃圾收集装置连接，

投放管道一端与垃圾投放平台连接，投放管道的

另一端通过排放部件与输送管道的一端连接，输

送管道的另一端与垃圾收集装置连接；投放管道

设有用于探测管道内垃圾满位的满位探测部件；

风机设备通过抽气管道与垃圾收集装置连接，风

机设备用于提供使输送管道内产生负压气力的

动力源，控制装置用于控制排放部件的开启和闭

合；风机设备、满位探测部件及控制装置均与中

央控制装置电性连接。该气路结构具有全过程自

动控制、自动探测、自动收集和节约能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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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垃圾收集系统的气路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中央控制装置、垃圾投放平台、垃

圾收集装置、风机设备及控制装置，所述垃圾投放平台通过投放管道和输送管道与所述垃

圾收集装置连接，所述投放管道一端与所述垃圾投放平台连接，所述投放管道的另一端通

过排放部件与所述输送管道的一端连接，所述输送管道的另一端与所述垃圾收集装置连

接；

所述投放管道用于暂时储存垃圾，且所述投放管道设有用于探测管道内垃圾满位的满

位探测部件，所述输送管道用于将垃圾输送至所述垃圾收集装置；

所述风机设备通过抽气管道与所述垃圾收集装置连接，所述风机设备用于提供使所述

输送管道内产生负压气力的动力源，所述控制装置用于控制所述排放部件的开启和闭合；

所述风机设备、满位探测部件及控制装置均与所述中央控制装置电性连接，所述中央

控制装置用于接收所述满位探测部件发出的信号，并进行分析判断，以对所述风机设备和

控制装置进行控制。

2.如权利要求1所述垃圾收集系统的气路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垃圾投放平台包括用

于投放室内可回收垃圾的第一投放平台、用于投放室内不可回收垃圾的第二投放平台和用

于投放厨余垃圾的第三投放平台；所述投放管道包括与所述第一投放平台连接的第一投放

管道、与所述第二投放平台连接的第二投放管道以及与所述第三投放平台连接的第三投放

管道；所述输送管道包括与所述第一投放管道和第二投放管道串联连接的第一输送管道，

以及与所述第三投放管道连接的第二输送管道，所述第一输送管道的末端连接有转向阀；

所述垃圾收集装置包括用于收集室内可回收垃圾的第一垃圾分离器和与所述第一垃圾分

离器连接的第一垃圾收集箱、用于收集室内不可回收垃圾的第二垃圾分离器和与所述第二

垃圾分离器连接的第二垃圾收集箱、以及用于收集厨余垃圾的厨余分离器和与所述厨余分

离器连接的厨余收集箱，所述转向阀的一端与所述第一垃圾分离器连接，所述转向阀的另

一端与所述第二垃圾分离器连接；所述抽气管道包括与主抽气管道以及分支抽气管道，所

述分支抽气管道包括第一抽气管道、第二抽气管道和第三抽气管道，所述主抽气管道的一

端与所述风机设备连接，所述主抽气管道的另一端分别与所述第一抽气管道、第二抽气管

道和第三抽气管道的一端连接，所述第一抽气管道的另一端与所述第一垃圾收集箱连接，

所述第二抽气管道的另一端与所述第二垃圾收集箱连接，所述第三抽气管道的另一端与所

述厨余收集箱连接；所述满位探测部件包括设于所述第一投放管道内的第一超声波探测

器、设于所述第二投放管道内的第二超声波探测器、以及设于所述第三投放管道内的第三

超声波探测器；所述排放部件包括设于所述第一投放管道末端的第一排放阀、设于所述第

二投放管道末端的第二排放阀、以及设于所述第三投放管道末端的第三排放阀。

3.如权利要求2所述垃圾收集系统的气路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抽气管道、第二

抽气管道和第三抽气管道分别设有第一通断部件、第二通断部件和第三通断部件，所述第

一通断部件、第二通断部件和第三通断部件用于断开或者连通所述主抽气管道。

4.如权利要求3所述垃圾收集系统的气路结构，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第一进气装置、第

二进气装置和第三进气装置，所述第一进气装置包括与外界空气连接的第一进气口以及与

所述第一输送管道连接的第一进气管道，所述第一进气口设有第一消音器，所述第一进气

管道设有第四通断部件；所述第二进气装置包括与外界空气连接的第二进气口以及与所述

第三投放管道连接的第二进气管道，所述第二进气口设有第二消音器，所述第二进气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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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第五通断部件；所述第三进气装置包括与外界空气连接的第三进气口以及分别与所述

第一输送管道和第二输送管道连接的第三进气管道，第三进气口设有第三消音器，所述第

三进气管道包括主进气管道、第一分支管道和第二分支管道，所述第一分支管道的一端与

所述主进气管道连接，所述第一分支管道的另一端与所述第一输送管道的末端连接，所述

第二分支管道的一端与所述主进气管道连接，所述第二分支管道的另一端与所述第二输送

管道的末端连接，所述主进气管道设有第六通断部件，所述第一分支管道和第二分支管道

分别设有第七通断部件和第八通断部件。

5.如权利要求4所述垃圾收集系统的气路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清洗装置，所述清洗

装置包括水泵和喷淋管道，所述喷淋管道的一端与所述水泵连接，所述喷淋管道的另一端

与所述厨余分离器连接，所述水泵与中央控制装置电性连接，所述喷淋管道设有第九通断

部件。

6.如权利要求5所述垃圾收集系统的气路结构，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废气处理装置，所

述废气处理装置的一端连接有排气口，所述废气处理装置的另一端通过排气管道与所述主

抽气管道连接。

7.如权利要求2所述垃圾收集系统的气路结构，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排空设备，所述排

空设备包括抽风机和排空管道，所述抽风机安装于楼顶且配置有过滤器，所述排空管道的

一端连接所述抽风机，所述排空管道的另一端与分别与所述第一投放管道和第二投放管道

连接。

8.如权利要求2-5中任一项所述垃圾收集系统的气路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装置

包括空气压缩机和气动管道，所述气动管道包括主气动管道和多个分支气动管道，所述主

气动管道的一端与所述空气压缩机连接，所述主气动管道的另一端分别连接有多个所述分

支气动管道，所述第一排放阀、第二排放阀、第三排放阀、第一通断部件、第二通断部件、第

三通断部件、第四通断部件、第五通断部件、第六通断部件、第七通断部件、第八通断部件和

第九通断部件分别对应连接有所述分支气动管道，且所述分支气动管道均设有一个电磁

阀，所述电磁阀用于切断或连通各所述分支气动管道，所述空气压缩机与所述中央控制装

置电性连接。

9.如权利要求8所述垃圾收集系统的气路结构，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多个压力探测器，

所述第一输送管道、第二输送管道、第一进气管道、第二进气管道、主进气管道、主抽气管

道、第三抽气管道、主气动管道和排气管道均安装有至少一个所述压力探测器，所述压力探

测器用于探测管道内的气压，所述压力探测器与所述中央控制装置电性连接。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垃圾收集系统的气路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中央控制装置包括

电力控制柜和操作台，操作台设有触摸屏区、急停按钮区和电脑显示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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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垃圾收集系统的气路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垃圾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垃圾收集系统的气路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垃圾气力输送系统是由瑞典一公司于1961年实用新型的，最早用于医院垃圾收

集，从1967年开始在住宅区装配使用。目前已推广至美国、日本、德国、丹麦、新加坡、中国香

港特别行政区等30多个国家与地区，安装运行达数百套。近些年在国内医院、机场、住宅区

也有少量应用。

[0003] 随着当前社会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建立更宜居、更环保的社区人居环境，成为社

会发展的迫切需求。生活环境中的垃圾合理分类收集成为了公众视野中的生活事件。目前，

生活垃圾的收运一般是这样的：垃圾袋装后由居民放置于住宅楼下或进出通道两侧指定地

点或容器内，保洁人员再用人力车将垃圾送至收集站(或垃圾房)，然后用垃圾收集车运往

垃圾压缩站或直接送往垃圾处置场。这是一种人力、机械或半机械的收运方式，清运效率

低、、工作强度大、成本高，费时、费力，并且对周围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

[0004] 现有的垃圾分类收集技术，多为设置单独的几个分类垃圾收集箱，垃圾收集箱多

放置在公众区域，该使用状态下易污染周边环境，同时缺少垃圾收集的集中性和系统性，缺

少垃圾投放的灵活性及方便性。也有的应用了集中式、管道式收集技术，但都采用较原始简

单方式进行垃圾收集。平铺式大面积安装收集管路系统管道，大面积进行地面基础建设，还

须建设统一的中央收集站，该技术方案较难于实现垃圾分类收集，减量排放及回收利用方

面欠缺。传统的垃圾收集运送方式不能满足对现代环境及卫生的要求，生活垃圾需要快速、

高效、自动化程度高的的垃圾清运传送方式。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垃圾收集系统的气路

结构，能够实现垃圾收集系统全过程自动控制、自动探测、自动收集的功能，并且具有节约

能耗和降低成本的效果。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采用如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7] 一种垃圾收集系统的气路结构，包括中央控制装置、垃圾投放平台、垃圾收集装

置、风机设备及控制装置，所述垃圾投放平台通过投放管道和输送管道与所述垃圾收集装

置连接，所述投放管道一端与所述垃圾投放平台连接，所述投放管道的另一端通过排放部

件与所述输送管道的一端连接，所述输送管道的另一端与所述垃圾收集装置连接；

[0008] 所述投放管道用于暂时储存垃圾，且所述投放管道设有用于探测管道内垃圾满位

的满位探测部件，所述输送管道用于将垃圾输送至所述垃圾收集装置；

[0009] 所述风机设备通过抽气管道与所述垃圾收集装置连接，所述风机设备用于提供使

所述输送管道内产生负压气力的动力源，所述控制装置用于控制所述排放部件的开启和闭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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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所述风机设备、满位探测部件及控制装置均与所述中央控制装置电性连接，所述

中央控制装置用于接收所述满位探测部件发出的信号，并进行分析判断，以对所述风机设

备和控制装置进行控制。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垃圾投放平台包括用于投放室内可回收垃圾的第一投放平台、用

于投放室内不可回收垃圾的第二投放平台和用于投放厨余垃圾的第三投放平台；所述投放

管道包括与所述第一投放平台连接的第一投放管道、与所述第二投放平台连接的第二投放

管道以及与所述第三投放平台连接的第三投放管道；所述输送管道包括与所述第一投放管

道和第二投放管道串联连接的第一输送管道，以及与所述第三投放管道连接的第二输送管

道，所述第一输送管道的末端连接有转向阀；所述垃圾收集装置包括用于收集室内可回收

垃圾的第一垃圾分离器和与所述第一垃圾分离器连接的第一垃圾收集箱、用于收集室内不

可回收垃圾的第二垃圾分离器和与所述第二垃圾分离器连接的第二垃圾收集箱、以及用于

收集厨余垃圾的厨余分离器和与所述厨余分离器连接的厨余收集箱，所述转向阀的一端与

所述第一垃圾分离器连接，所述转向阀的另一端与所述第二垃圾分离器连接；所述抽气管

道包括与主抽气管道以及分支抽气管道，所述分支抽气管道包括第一抽气管道、第二抽气

管道和第三抽气管道，所述主抽气管道的一端与所述风机设备连接，所述主抽气管道的另

一端分别与所述第一抽气管道、第二抽气管道和第三抽气管道的一端连接，所述第一抽气

管道的另一端与所述第一垃圾收集箱连接，所述第二抽气管道的另一端与所述第二垃圾收

集箱连接，所述第三抽气管道的另一端与所述厨余收集箱连接；所述满位探测部件包括设

于所述第一投放管道内的第一超声波探测器、设于所述第二投放管道内的第二超声波探测

器、以及设于所述第三投放管道内的第三超声波探测器；所述排放部件包括设于所述第一

投放管道末端的第一排放阀、设于所述第二投放管道末端的第二排放阀、以及设于所述第

三投放管道末端的第三排放阀。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抽气管道、第二抽气管道和第三抽气管道分别设有第一通断

部件、第二通断部件和第三通断部件，所述第一通断部件、第二通断部件和第三通断部件用

于断开或者连通所述主抽气管道。

[0013] 进一步地，还包括第一进气装置、第二进气装置和第三进气装置，所述第一进气装

置包括与外界空气连接的第一进气口以及与所述第一输送管道连接的进气管道，所述第一

进气口设有第一消音器，所述第一进气管道设有第四通断部件；所述第二进气装置包括与

外界空气连接的第二进气口以及与所述第三投放管道连接的第二进气管道，所述第二进气

口设有第二消音器，所述第二进气管道设有第五通断部件；所述第三进气装置包括与外界

空气连接的第三进气口以及分别与所述第一输送管道和第二输送管道连接的第三进气管

道，第三进气口设有第三消音器，所述第三进气管道包括主进气管道、第一分支管道和第二

分管道，所述第一分支管道的一端与所述主进气管道连接，所述第一分支管道的另一端与

所述第一输送管道的末端连接，所述第二分支管道的一端与所述主进气管道连接，所述第

二分支管道的另一端与所述第二输送管道的末端连接，所述主进气管道设有第六通断部

件，所述第一分支管道和第二分支管道分别设有第七通断部件和第八通断部件。

[0014] 进一步地，包括清洗装置，所述清洗装置包括水泵和喷淋管道，所述喷淋管道的一

端与所述水泵连接，所述喷淋管道的另一端与所述厨余分离器连接，所述水泵与中央控制

装置电性连接，所述喷淋管道设有第九通断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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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进一步地，还包括废气处理装置，所述废气处理装置的一端连接有排气口，所述废

气处理装置的另一端通过排气管道与所述主抽气管道连接。

[0016] 进一步地，还包括排空设备，所述排空设备包括抽风机和排空管道，所述抽风机安

装于楼顶且配置有过滤器，所述排空管道的一端连接所述抽风机，所述排空管道的另一端

与分别与所述第一投放管道和第二投放管道连接。

[0017] 进一步地，所述控制装置包括空气压缩机和气动管道，所述气动管道包括主气动

管道和多个分支气动管道，所述主气动管道的一端与所述空气压缩机连接，所述主气动管

道的另一端分别连接有多个所述分支气动管道，所述第一排放阀、第二排放阀、第三排放

阀、第一通断部件、第二通断部件、第三通断部件、第四通断部件、第五通断部件、第六通断

部件、第七通断部件、第八通断部件和第九通断部件分别对应连接有所述分支气动管道，且

所述分支气动管道均设有一个电磁阀，所述电磁阀用于切断或连通各所述分支气动管道，

所述空气压缩机与所述中央控制装置电性连接。

[0018] 进一步地，还包括多个压力探测器，所述第一输送管道、第二输送管道、第一进气

管道、第二进气管道、主进气管道、主抽气管道、第三抽气管道、主气动管道和排气管道均安

装有至少一个所述压力探测器，所述压力探测器用于探测管道内的气压，所述压力探测器

与所述中央控制装置电性连接。

[0019] 进一步地，所述中央控制装置包括电力控制柜和操作台，操作台设有触摸屏区、急

停按钮区和电脑显示器区。

[0020] 相比现有技术，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1] 通过在投放管道设置排放部件，利用满位探测部件探测管道内垃圾满位状态，达

到满位时，满位探测部件发送信号给中央控制装置，中央控制装置对风机设备发送指令，风

机设备对输送管道鼓气，中央控制装置对控制装置发送指令，使排放部件打开，从而使垃圾

从投放管道投放到输送管道中，直至到达垃圾收集装置，实现了前端的探测识别、过程控

制、过程探测、自动处理等全过程的全自动控制，自动化程度极高，有利于降低运营成本，而

且，投放管道内的垃圾达到满位后再输送至收集装置，避免让风机设备持续工作，具有节约

能耗和降低成本的效果；另外，通过设置垃圾投放平台、投放管道、输送管道及垃圾收集装

置，利用风机设备的气力输送，实现垃圾的自动收集。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垃圾收集系统的气路结构的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垃圾收集系统的气路结构的示意图，图中示

出了控制装置。

[0024] 图中：1、抽风机；2、过滤器；3、第一投放平台；4、第一超声波探测器；5、第一排放

阀；6、第二投放平台；7、第二超声波探测器；8、第二排放阀；9、第一消音器；10、第一压力探

测器；11、第四通断部件；12、第二压力探测器；13、碾磨机；14、储存节；15、第三超声波探测

器；16、第二消音器；17、第五通断部件；18、第三排放阀；19、第三压力探测器；20、第三消音

器；21、第四压力探测器；22、第六通断部件；23、第八通断部件；24、第七通断部件；25、第六

压力探测器；26、第十通断部件；27、第十一通断部件；28、第七压力探测器；29、第八压力探

测器；30、转向阀；31、第一垃圾分离器；32、第一垃圾收集箱；33、第一通断部件；34、第二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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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分离器；35、第二垃圾收集箱；36、第二通断部件；37、厨余分离器；38、第十二通断部件；

39、厨余收集箱；40、水泵；41、第九通断部件；42、第九压力探测器；43、第一管道过滤器；44、

第十压力探测器；45、第三通断部件；46、第二管道过滤器；47、第三管道过滤器；48、第十一

压力探测器；49、止回阀；50、第四管道过滤器；51、第一风机；52、第十二压力探测器；53、第

五管道过滤器；54、第二风机；55、第十三压力探测器；56、废气处理装置；57、排气口；58、第

五压力探测器；59、第一球阀；60、空气过滤器；61、第二球阀；62、空气压缩机；63、第一电磁

阀；64、第二电磁阀；65、第三电磁阀；66、第四电磁阀；67、第五电磁阀；68、第六电磁阀；69、

第七电磁阀；70、第八电磁阀；71、第九电磁阀；72、第十电磁阀；73、第十一电磁阀；74、第十

二电磁阀；75、第十三电磁阀；76、第十四电磁阀；77、第十五电磁阀；78、第十六电磁阀；79、

第十七电磁阀；80、第十八电磁阀；81、检修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以及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描述，需要说明的是，

在不相冲突的前提下，以下描述的各实施例之间或各技术特征之间可以任意组合形成新的

实施例。

[0026] 如图1所示，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垃圾收集系统的气路结构，该气路结

构包括中央控制装置、垃圾投放平台、垃圾收集装置、风机设备及控制装置，垃圾投放平台

通过投放管道和输送管道与垃圾收集装置连接，投放管道一端与垃圾投放平台连接，投放

管道的另一端通过排放部件与输送管道的一端连接，输送管道的另一端与垃圾收集装置连

接；投放管道用于暂时储存垃圾，且投放管道设有用于探测管道内垃圾满位的满位探测部

件，输送管道用于将垃圾输送至垃圾收集装置；风机设备通过抽气管道与垃圾收集装置连

接，风机设备用于提供使输送管道内产生负压气力的动力源，控制装置用于控制排放部件

的开启和闭合；风机设备、满位探测部件及控制装置均与中央控制装置电性连接，中央控制

装置用于接收满位探测部件发出的信号，并进行分析判断，以对风机设备和控制装置进行

控制。

[0027] 工作原理：垃圾从垃圾投放平台开始投放，之后，垃圾暂时储存在投放管道中，当

满位探测部件探测到投放管道内的垃圾达到满位状态，满位探测部件发送满位信号给中央

控制器，中央控制器接收满位信号，并进行分析判断，然后控制风机设备对输送管道进行抽

气，使输送管道内产生负压，接着控制装置控制排放部件，使之打开投放管道的通口，投放

管道的垃圾就被负压推送至垃圾收集装置中，完成垃圾的收集。这里的满位是指投放管道

内可以存储垃圾的最大容量，满位探测部件安装在投放管道最大容量的位置，可以理解，当

垃圾在投放管道堆积到最大容量的位置，满位探测部件便能探测到垃圾满位，优选地，本实

施例的满位探测部件为超声波探测器。

[0028] 本实施例通过设置垃圾投放平台、投放管道、输送管道及垃圾收集装置，利用风机

设备的气力输送，实现垃圾的自动收集，整个过程在中央控制装置的控制下进行，自动化程

度高；另外，通过在投放管道设置排放部件和满位探测部件，使投放管道内垃圾需到达满位

状态才打开投放管道的通口，这样，可以避免让风机设备持续工作，具有节约能耗和降低成

本的效果。本实施例的垃圾输送都是在密闭的管道中进行，垃圾污气不会污染空气和影响

到周边生活，而且采用气力推送运输的方式，管道内形成负压真空，可以有效进行垃圾的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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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该气路结构实现了前端的探测识别、过程控制、过程探测、自动处理等全过程的全自动

控制，自动化程度极高，有利于降低运营成本。

[0029]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的垃圾投放平台、投放管道、输送管道、垃圾收集装置、抽气管

道都是密闭的。

[0030] 优选地，本实施例的中央控制装置包括电力控制柜和操作台，操作台设有触摸屏

区、急停按钮区和电脑显示器区。电力控制柜包含可编程控制器，其中，可编程控制器选用

型号为SR60的西门子控制器，其模拟量输入模块为：EM  AE08，开关量输入输出模块为：EM 

DR32,开关量输入模块为：EM  DE16。触摸屏选用型号为TPC  1561H的昆仑通态品牌。通过设

置操作台，方便监控整个气路结构的情况，如系统告警信息显示在触摸屏上，急停按钮区主

要为防止突发事件及系统设备故障和停机维护而设置的，提高安全性。

[0031] 优选地，垃圾投放平台包括用于投放室内可回收垃圾的第一投放平台3、用于投放

室内不可回收垃圾的第二投放平台6和用于投放厨余垃圾的第三投放平台；投放管道包括

与第一投放平台3连接的第一投放管道、与第二投放平台6连接的第二投放管道以及与第三

投放平台连接的第三投放管道；输送管道包括与第一投放管道和第二投放管道串联连接的

第一输送管道，以及与第三投放管道连接的第二输送管道，第一输送管道的末端连接有转

向阀30；垃圾收集装置包括用于收集室内可回收垃圾的第一垃圾分离器31和与第一垃圾分

离器31连接的第一垃圾收集箱32、用于收集室内不可回收垃圾的第二垃圾分离器34和与第

二垃圾分离器34连接的第二垃圾收集箱35、以及用于收集厨余垃圾的厨余分离器37和与厨

余分离器37连接的厨余收集箱39，转向阀30的一端与第一垃圾分离器31连接，转向阀30的

另一端与第二垃圾分离器34连接；抽气管道包括与主抽气管道以及分支抽气管道，分支抽

气管道包括第一抽气管道、第二抽气管道和第三抽气管道，主抽气管道的一端与所述风机

设备连接，主抽气管道的另一端分别与第一抽气管道、第二抽气管道和第三抽气管道的一

端连接，第一抽气管道的另一端与第一垃圾收集箱32连接，第二抽气管道的另一端与第二

垃圾收集箱35连接，第三抽气管道的另一端与厨余收集箱39连接；满位探测部件包括设于

第一投放管道内的第一超声波探测器4、设于第二投放管道内的第二超声波探测器7、以及

设于第三投放管道内的第三超声波探测器15；排放部件包括设于第一投放管道末端的第一

排放阀5、设于第二投放管道末端的第二排放阀8、以及设于第三投放管道末端的第三排放

阀18。

[0032] 在上述结构基础，通过不同的管道收集，实现室内可回收垃圾、室内不可回收垃圾

和厨余垃圾等三种垃圾的有序、分类收集；其中，第一投放平台3和第二投放平台6可以设置

在每个楼层的收集间，分别连通第一投放管道和第二投放管道，第三投放平台是对厨余垃

圾进行投放、分拣、临时储存，可以楼宇建筑的餐厅、饭堂，其中，第三垃圾投放平台是特制

的集成装置，包括碾磨机13和储存节14，兼具餐厨垃圾碾磨与收集功能。碾磨机13完成对投

放的餐厨垃圾进行碾磨、捣碎。储存节14对碾碎后的餐厨垃圾进行临时储存，统一进行收

集。该集成装置够快速解决掉易腐烂变质的餐厨垃圾。采用全新的方法来处理现代餐厅、饭

堂、家庭中的食物垃圾：残羹剩饭、肉鱼骨刺、蔬菜、瓜皮果壳、蛋壳、茶叶渣、咖啡渣、小块玉

米棒芯、禽畜小骨等，避免餐厨垃圾因储存而滋生病菌、蚊虫、蟑螂，减少异味。能明显净化

餐饮行业环境与公众环境，能有效缓解大量餐厨垃圾，减少城市垃圾处理站的压力。第一投

放管道和第二投放管道设置在单体楼宇建筑的竖直楼层结构中，单独成收集井，分别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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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通至第一排放阀5和第二排放阀8，第三投放管道设在厨房中，连通第三排放阀18。第一排

放阀5和第二排放阀8设置在单体楼宇建筑的首层或负一层的垃圾收集间，完成对管道内满

位垃圾的排放，第三排放阀18设置在第三投放平台的后端。第一输送管道进行对室内垃圾

(可回收、不可回收)的气力输送，在排放阀打开后，通过气力完成垃圾的传送至垃圾分离器

与收集装置，第一输送管道一般设置在楼宇建筑的负一层，从垃圾收集间至处理间位置；第

二输送管道从第三排放阀18至厨余分离器37和厨余收集箱39，可以从楼宇建筑餐厅、饭堂

的投放平台处，进行管路走向设计，一直延伸至地下层的垃圾收集间内的厨余收集箱39。第

一垃圾分离器31和第二垃圾分离器34可以对垃圾进行固气分离，之后分别由第一垃圾收集

箱32和第二垃圾收集箱35收集，其安放在楼宇建筑的地下室层(负一或负二层)的垃圾处理

间，在完成垃圾的进箱处理后，市政垃圾车进行收运；厨余分离器37可以对厨余垃圾进行油

水分离，厨余收集箱39可以对垃圾进行降解和发酵处理，安装在楼宇建筑体的地下层垃圾

收集处理间。抽气管道通过风机设备抽气，在管道内达到负压真空，产生负压的空气压力推

送动力，抽气管道安装在楼宇建筑体的地下层垃圾收集处理间，至风机设备间。

[0033] 需要说明的是，厨余收集箱39选用型号为OKL-30的奥克林厨余收集，整个设备构

造为耐磨不锈钢材质，降解容箱为机械搅拌方式。该设备有绝缘和密封性良好的入口，以减

少能源消耗，设备需与中央控制器电性连接。设备无恶臭和废水排放。该设备降解处理过程

中保持在60-80摄氏度，可杀死降解过程及最终产品的有害细菌，最终产品可用于土壤改

善，在园林绿化中使用适当的浓度，美化环境，设备在降解过程中无需添加水，利用微生物

高温好氧降解原理对餐厨垃圾进行处理，无需重复添加微生物及任何添加剂。该设备配感

温及湿度感应装置，控制处理过程中使降解容箱达到理想的降解环境。根据食物种类不同

的处理时间会有所不同，一般有机食物可在24小时内处理，骨头、花生壳等需3-7天左右。

[0034] 优选地，第一抽气管道、第二抽气管道和第三抽气管道分别设有第一通断部件33、

第二通断部件36和第三通断部件45，第一通断部件33、第二通断部件36和第三通断部件45

用于断开或者连通主抽气管道。通过设置通断部件，方便对抽气管道进行切断和连通，如关

闭第二通断部件36和第三通断部件45，打开第一通段部件33，风机设备只对第一输送管道

进行抽气，此时，转向阀30连通第一垃圾分离器31。因此，可以根据需要打开或者关闭通断

部件，使风机设备对相应的抽气管道进行抽气，灵活性较强。

[0035] 另外，本实施例的风机设备包括至少一个风机，具体地，风机包括第一风机51和第

二风机54，第一风机51和第二风机54串联安装于主抽气管道，第一风机51设有旁路，旁路设

有止回阀49。本实施例优先选用两台大功率离心风机，其数量需根据现场实际使用情况及

终端用户数确定离心风机的数量和功率大小，两台风机采用串联方式，其中第一风机51设

有旁路，且安装止回阀49，由于风机运转时的叶片是可以扬起的，气流顺利通过的，风机在

停转时阀叶是关闭的，这样可以防止风机停机转时气体的倒流。另外，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

分别调整两台风机的启停和转速，当然也可以仅使用一台第二风机54进行抽风，第一风机

51停机，也可以同时开启两台风机，降速运行或全速运行。

[0036] 优选地，在抽气管道设有多个管道过滤器，在第三抽气管道设有第一管道过滤器

43，在主抽气管道设有第二管道过滤器46、第三管道过滤器47和第五管道过滤器53，在第一

风机51的管道设有第四管道过滤器50，各管道过滤器负责管道内垃圾大颗粒的过滤。

[0037] 优选地，还包括第一进气装置、第二进气装置和第三进气装置，第一进气装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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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外界空气连接的第一进气口以及与第一输送管道连接的进气管道，第一进气口设有第一

消音器9，第一进气管道设有第四通断部件11；第二进气装置包括与外界空气连接的第二进

气口以及与第三投放管道连接的第二进气管道，第二进气口设有第二消音器16，第二进气

管道设有第五通断部件17；所第三进气装置包括与外界空气连接的第三进气口以及分别与

第一输送管道和第二输送管道连接的第三进气管道，第三进气口设有第三消音器20，第三

进气管道包括主进气管道、第一分支管道和第二分管道，第一分支管道的一端与主进气管

道连接，第一分支管道的另一端与第一输送管道的末端连接，第二分支管道的一端与主进

气管道连接，第二分支管道的另一端与第二输送管道的末端连接，主进气管道设有第六通

断部件22，第一分支管道和第二分支管道分别设有第七通断部件24和第八通断部件23。本

实施例通过设置进气装置，可以用来提高输送管道内的气压动力，其中，装在进气口的消音

器用来降噪，各通断部件用于切断或连通各进气管道。

[0038] 优选地，本实施例包括清洗装置，清洗装置包括水泵40和喷淋管道，喷淋管道的一

端与水泵40连接，喷淋管道的另一端与厨余分离器37连接，水泵40与中央控制装置电性连

接，喷淋管道设有第九通断部件41。清洗装置用来实现对厨余分离器37的清洁冲洗，通过水

泵40加压水压，通过第九通断部件41控制喷淋管道的启闭，从而控制出水量和清洗时间点。

另外在厨余分离器37和厨余收集箱39之间设有第十二通断部件38，方便控制厨余垃圾其的

垃圾进入厨余收集箱39。

[0039] 优选地，还包括废气处理装置56，废气处理装置56的一端连接有排气口57，废气处

理装置56的另一端通过排气管道与主抽气管道连接。室内可回收垃圾、室内不可回收垃圾、

厨余垃圾共用一条公共的排气管道，废气处理装置56在垃圾收集完毕后，对各管道进行气

体处理和排空，废气从排气口57排出。

[0040] 优选地，还包括排空设备，排空设备包括抽风机1和排空管道，抽风机1安装于楼顶

且配置有过滤器2，排空管道的一端连接抽风机1，排空管道的另一端与分别与第一投放管

道和第二投放管道连接。抽风机1安装在建筑物楼顶，作为投放管路的公共垃圾污气排空设

备，对投放管道内的污气进行定时或控制定段的排气，这样可避免垃圾污气造成空气污染。

过滤器2可以对管道内大颗粒物质过滤。

[0041] 优选地，本实施例示出了控制装置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如图2所示，控制装置包

括空气压缩机62和气动管道，气动管道包括主气动管道和多个分支气动管道，主气动管道

的一端与空气压缩机62连接，主气动管道的另一端分别连接有多个分支气动管道，第一排

放阀5、第二排放阀8、第三排放阀18、第一通断部件33、第二通断部件36、第三通断部件45、

第四通断部件11、第五通断部件17、第六通断部件22、第七通断部件24、第八通断部件23和

第九通断部件41分别对应连接有分支气动管道，且分支气动管道均设有一个电磁阀，电磁

阀用于切断或连通各分支气动管道，空气压缩机62与中央控制装置电性连接。

[0042] 本实施例的气路结构全采用气动控制方式，以空气压缩机62鼓气作为动力，驱动

排放部件和通断部件开启与关闭，实现无人值守的全自动收集处理，自动化程度极高，降低

运营成本。另外，主气动管道设有空气过滤器60和第一球阀59，各分支气动管道设有第二球

阀61，空气过滤器60对鼓入主气动管道内的空气进行过滤，第一球阀59主要用于流体的调

节与控制，第二球阀61灵活控制流体的合流、分流、及流向的切换，同时也可关闭任一通道

而使另外两个通道相连；空气压缩机62优选为阿特拉斯·科普柯的喷油螺杆式空气压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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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其型号为G18FFATM13。

[0043] 具体地，本实施例的第一通断部件33、第二通断部件36、第三通断部件45、第六通

断部件22和第七通断部件24优选为闸阀，第四通断部件11、第五通断部件17、第六通断部件

22和第九通断部件41优选为蝶阀，在图1中与第一排放阀5连接的电磁阀记为第三电磁阀

65，与第二排放阀8连接的电磁阀记为第二电磁阀64，与第三排放阀18连接的电磁阀记为第

四电磁阀66，与转向阀30连接的电磁阀记为第十三电磁阀75，与第第四通断部件11连接的

电磁阀记为第一电磁阀63，与第五通断部件17连接的电磁阀记为第五电磁阀67，与第六通

断部件22连接的电磁阀记为第六电磁阀68、与第八通断部件23连接的电磁阀记为第八电磁

阀70，与第七通断部件24连接的电磁阀记为第七电磁阀69，与第一通断部件33连接的电磁

阀记为第十七电磁阀79，与第二通断部件36连接的电磁阀记为第十六电磁阀78，与第三通

断部件45连接的电磁阀记为第十八电磁阀80，与第十二通断部件38连接的电磁阀记为第十

电磁阀72。另外，第一垃圾分离器31连接有第十五电磁阀77，第二垃圾分离器34连接有第十

四电磁阀76。

[0044] 优选地，本实施例还包括多个压力探测器，第一输送管道、第二输送管道、第一进

气管道、主进气管道、主抽气管道、第三抽气管道、主气动管道和排气管道均安装有至少一

个压力探测器，压力探测器用于探测管道内的气压，压力探测器与中央控制装置电性连接。

为了便于理解，第一进气管道的压力探测器记为第一压力探测器10，第一输送管道的压力

探测器记为第二压力探测器12和第七压力探测器28，第二输送管道的压力探测器记为第三

压力探测器19和第八压力探测器29，主进气管道的压力探测器记为第四压力探测器21，主

抽气气管道的压力探测器记为第十一压力探测器48和第十二压力探测器52，第三抽气管道

的压力探测器记为第九压力探测器42和第十压力探测器44，主气动管道的压力探测器记为

第五压力探测器58，排气管道的压力探测器记为第十三压力探测器55。

[0045] 优选地，本实施例的第一输送管道还设有用于测试检修的管道，如图1中由第六压

力探测器25、第十通断部件26组成的旁路通道，主要是测试输送管路中有斜坡(即垃圾存在

输运爬坡或卡滞的现象)的状态下垃圾输送工况。正常工作状态下的输送管路是第十一通

断部件27和第七压力探测器28的水平管段。其中，与第十通断部件26连接的电磁阀记为第

十二电磁阀74，与第十一通断部件27连接的电磁阀记为第十一电磁阀73。

[0046] 优选地，本实施例还包括多个检修口81，检修口81安装在输送管道上，其检修口81

方便对管道进行检修。

[0047] 在上述结构基础，为了便于理解，本实施例对室内可回收垃圾和厨余垃圾的气路

控制原理进行具体说明。

[0048] 室内可回收垃圾的控制过程如下：

[0049] 空气压缩机62启动，空气压缩机62对气动管道进行鼓气；通过第五压力探测器58

探测气动管道内压力，直至到达预定压力值；中央控制器通过控制第十七电磁阀79实现第

一通断部件33打开；中央控制器通过控制第十三电磁阀75实现转向阀30切换至第一垃圾分

离器31管道，控制第十一电磁阀73打开第十一通断部件27；中央控制器向风机(第一风机51

和第二风机54)发出动作指令，输送管道内抽风，形成负压真空；第二压力探测器12和第七

压力探测器28探测管内真空度，达到预设值，向中央控制器发送指令；中央控制器通过控制

第三电磁阀65实现第一排放阀5打开，然后通过控制第一电磁阀63实现第四通断部件11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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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室内可回收垃圾管道内的垃圾自动进行收集至第一垃圾收集箱32，流程自动完成垃圾

收集；中央控制器通过控制第三电磁阀65实现第一排放阀5关闭；中央控制器控制风机(第

一风机51和第二风机54)缓慢运行。中央控制器通过控制第一电磁阀63、第十一电磁阀73和

第十七电磁阀79，实现第四通断部件11、第十一通断部件27和第一通断部件33关闭；中央控

制器通过控制第十五电磁阀77动作，吹扫第一垃圾分离器31；过程中，如有设备故障或阀门

未开启或关闭，系统显示告警信息，并转入到流程结束；系统判断是否还有下个处理流程，

如无，风机完全停机。如有，缓慢运行；整个收集流程结束。

[0050] 室内不可回收垃圾控制过程和室内可回收垃圾控制过程相似，在此不再赘述。

[0051] 厨余垃圾的气路控制过程如下：启动水泵40及空气压缩机62，空气压缩机62对气

动管道进行鼓气；通过第五压力探测器58探测气动管道内压力，直至到达预定压力值；中央

控制器通过控制第十八电磁阀80实现第三通断部件45打开；中央控制器向风机(第一风机

51和第二风机54)发出动作指令，输送管道内抽风，形成负压真空；第三压力探测器19和第

八压力探测器29探测管内真空度，达到预设值，向中央控制器发送指令；中央控制器通过控

制第四电磁阀66实现第三排放阀18打开，然后通过控制第五电磁阀67实现餐厨投放平台的

进气管道的第五通断部件17打开；餐厨垃圾收集管道内的垃圾自动进行收集至厨余分离器

37；中央控制器通过控制第四电磁阀66实现第三排放阀18关闭；中央控制器控制风机缓慢

运行；中央控制器通过控制第五电磁阀67和第十八电磁阀80，实现第五通断部件17和第第

三通断部件45关闭；中央控制器通过控制第九电磁阀71和第十电磁阀72开启，控制水泵40

的第九通断部件41打开，第十二通断部件38打开，完成餐厨垃圾自动收集至厨余收集箱39，

加压水泵40对厨余分离器37进行清洗喷淋；过程中，如有设备故障或阀门未开启或关闭，系

统显示告警信息，并转入到流程结束；系统判断是否还有下个处理流程，如无，风机完全停

机。如有，缓慢运行；厨余收集箱39自动启动对箱内餐厨垃圾的搅拌、发酵、降解处理。至此

整个流程结束；整个收集流程结束。

[0052] 上述实施方式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不能以此来限定本实用新型保护

的范围，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的基础上所做的任何非实质性的变化及替换均属

于本实用新型所要求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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