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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分类垃圾桶的发展现状及前景分析
安彦旭 隋沐航 范 磊 * 于联周 马一迪

（沈阳城市建设学院，辽宁 沈阳 110167）

摘 要 智能分类垃圾桶作为一种新型的智能装备，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从智能分类垃圾桶的发展现状、

前景分析以及发展的必要性三方面进行了研究与探索，可以得出智能分类垃圾桶作为有效的辅助工具在未来的一

段时间内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并有利于实现保护环境，和谐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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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是智能电视、智能手机、智能家居、

万物互联的时代，智能技术因为受到了国家的重视而

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1 智能技术

智能化技术在其应用中主要体现在计算机技术、

精密传感技术、GPS定位技术的综合应用。随着产品

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产品智能化优势在实际操作和

应用中得到非常好的运用，其主要表现在：大大改善

了操作者作业环境，减轻了工作强度；提高了作业质

量和工作效率；一些危险场合或重点施工应用得到解

决；环保、节能；提高了机器的自动化程度及智能化

水平；提高了设备的可靠性，降低了维护成本；故障

诊断实现了智能化等。

2 智能垃圾桶的设计实践

2.1 智能通垃圾桶研究方向的确立

继互联网兴起之后，人工智能技术成为了外界看

好的热门题材之一。笔者小组经过详细的市场调研和

技术分析，最终决定以智能分类垃圾桶作为研究开发

对象。小组结合身边可以使用的资源，制作了可实现

自动垃圾分类投放功能的垃圾桶。

据天眼查显示，我国目前有超过 1700家智能垃圾

桶相关企业，主要分布批发和零售行业，占比 44%。

从成立时间上看，我国大部分智能垃圾桶相关企业成

立于五年内，智能垃圾桶市场尚处于早期，存在较大

市场余量。在垃圾桶功能方面，消费者对此种类垃圾

桶存在不满态度的也不在少数。市面垃圾桶所谓的“智

能”主要体现在增加红外活距离传感器，在用户靠近

时打开桶盖让垃圾投入。而用户不满的主要问题集中

在垃圾桶智能化程度过低和传感器过于灵敏，对于周

边环境抗干扰能力较差。因此小组决定标新立异，选

择与市面上主流产品不同的开发方向。

2.2 智能垃圾桶功能与外形的选择

市面上的智能垃圾桶功能普遍止步于自动感应开

关盖，无法做到分类的效果。本组智能分类垃圾桶模

型主体结构为长方体，四个角使用尼龙棒作为结构支

撑。主题结构采用透明的亚克力板材料，亚克力具有

结构稳定、价格经济、物理强度适中不容易因为刚性

冲击损坏的优点。亚克力结构对于腐蚀性物质有一定

抗性，可以忽视生锈等问题。透明的结构能够使用户明

确观察到垃圾桶的内存空间，以便及时进行垃圾清理。[1]

为了做到垃圾分类投放，在垃圾桶的顶端设置了

一个舵机，舵机带动机械铲斗完成垃圾的承取和投放。

垃圾桶下设 4个分区，分别为：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

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当垃圾放到铲斗上时，垃圾桶

会自动识别垃圾类型，舵机带动铲斗移动至特定位置

将垃圾倒下。其中，位于垃圾桶中心的四块电路板控

制舵机的运动。

2.3 智能垃圾桶的优势

本组垃圾桶在材料上采用亚克力板，特点是易获

得，寿命长。透明结构有助于使用人员及时观察并清

除垃圾。垃圾投入装置采用舵机控制，减少了人与垃

圾桶零接触，大大降低了人与致病菌的接触，保障了

用户的生命健康。电路控制和传感器能够使垃圾桶工

作达到较高自动化程度，减轻使用者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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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智能分类垃圾桶的发展现状

智能分类回收垃圾桶可以区分垃圾的种类，例如

区分有害垃圾与可回收垃圾。目前智能垃圾桶在我国

某些地区已完成试运营，垃圾桶会以可累积信誉的形

式，向正确进行垃圾分类投放的用户给予奖励。我国

科研部门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就做到了通过“互联网＋”

和物联网结合的发展形式来减轻环卫部门对于垃圾分类

问题的压力。由此可见，智能科技结合“互联网＋”和

物联网的发展模式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未来前景。

合格的智能垃圾桶具有性能稳定、使用寿命长（设

计寿命 6-10年）、使用方便、操作精准、设计精密、

节能低耗（耗电是市场同类产品的 1/3）等特点。而且

其新颖的造型和充满新鲜感的设计能为家居装饰增添

多样的搭配。

除了美观方面和实用方面，智能分类垃圾桶具有

一定的宣传推广效果，其智能分类功能可以有效呼吁市

民参与到垃圾分类的队伍中。在减轻了城市垃圾处理压

力的同时也培养了市民自觉进行垃圾分类的责任感。

自 2016年起，我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就已经进入了

发展阶段。这项技术的进步与发展离不开芯片、储存

器、光纤、移动通信、超算和大数据底层技术的突破。

如今人工智能技术的能力已经在很多方面超过了人类，

例如手机的语音识别，家中的智能音箱与电脑电视冰

箱空调互联等。人脸识别在各行业的应用非常广泛，

如安防教育、金融交通、医疗、无人驾驶等。越来越

多的 AI应用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出现在这些场景里。正

是因为有了“互联网 +”技术的存在，人脸识别系统再

也不是识别轮廓而是识别瞳孔虹膜和脸部构架。[2]

尽管人工智能层被称为继互联网后下一个能诞生

的百亿美金巨头机会，在国家层面也得到了大力的政

策支持，但到 2019年为止，大众对于人工智能的热情

并未达到预期高度，因此当下通用人工智能技术想要

普及还需要一定时间。

智能垃圾分类行业发展现状主要是由于我国生活

垃圾量的增长所造成的，以此问题作为驱动力，AI智

能发展为智能垃圾分类行业提供基础，整个产业链才

能落实实行。随着视觉识别技术的发展，我国垃圾分

类行业智能分拣效率早已达到人工分拣速度的两倍。

在我国环保政策下，智能垃圾分类行业仍有大量市场

空间和产品受众。

4 智能分类垃圾桶的前景分析

人工智能作为新兴技术正在诠释中国的强大，既

颠覆了人们的落后想法，也为新时代科技革命积累更

大的能量，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当前很

多国家都在发展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技术已成为未来

发展的主要风向标之一。这股人工智能技术浪潮掀起

主要来源于两个领域的快速发展：一是互联网的普及

所带来的大数据爆发；二是计算机在互联网领域的应

用性推广。采用智能化技术的垃圾桶未来应当符合以

下几个发展趋势。

4.1 高速、高精度、高效化

速度、精度和效率是机械制造技术的关键性能指

标。由于采用了高速 CPU芯片、RISC芯片、多 CPU

控制系统以及带高分辨率绝对式检测元件的交流数字

伺服系统，同时采取了改善机床动态、静态特性等有

效措施，机床的高速、高精度、高效化已大大提高。

4.2 实时智能化

早期的实时系统通常针对相对简单的理想环境，

其作用是如何调度任务，以确保任务在规定期限内完

成。而人工智能则试图用计算模型实现人类的各种智

能行为。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实时系统和人工智能

相互结合，人工智能正向着具有实时响应的、更现实

的领域发展，而实时系统也朝着具有智能行为的、更

加复杂的应用发展，由此产生了实时智能控制这一新

的领域。

4.3 用户界面图像化

用户界面是数控系统与使用者之间的对话接口。

由于不同用户对界面的要求不同，因而开发用户界面

的工作量极大，用户界面成为计算机软件研制中最困

难的部分之一。当前 Internet、虚拟现实、科学计算可

视化及多媒体等技术，也对用户界面提出了更高要求。

图形用户界面极大地方便了非专业用户的使用。

4.4 模块化

硬件模块化易于实现数控系统的集成化和标准化，

根据不同的功能需求，将基本模块，如 CPU、存储器、

位置伺服、PLC、输入输出接口、通讯等模块，作成标

准的系列化产品，通过积木方式进行功能裁剪和模块

数量的增减，构成不同档次的数控系统。

智能垃圾桶的发明与发展，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垃

圾桶作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品，有着广泛的受众人

群和巨大的市场潜力。

据目前研究成果，可预测未来智能垃圾桶最核心

的部分将由很多模块合成；由芯片去控制最中心的模

块，随后由信号检测的模块用来检测垃圾的种类；控

制电路模块用来控制整个桶的开盖关盖。新产品能够

经过芯片控制中心模块分析处理，启动控制电路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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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相应动作，语音电路模块能够在启动的时候播放

设定声音提醒人们保护环境，整个垃圾桶核心芯片在

长时间无反应后，电源电路将进入休眠状态，单片机

进入休眠后完全做到了省电环保。[3]

对于智能垃圾桶而言，是可以基于想象并且可以

实现的，并且集成在另一个更高级的智能工具中，成

为我们生活中的智能家居。

大环境方面，现如今国家的垃圾分类政策越来越

完善，同时也进行相继立法，各地方政府陆陆续续为

了响应政策而实行垃圾分类。由于垃圾分类有多种益

处，因此我们需要让更多群众去接受并且使用。且智

能垃圾分类会使操作更加简单易懂，所以智能垃圾分

类等产品被各大工厂进行生产、投资。政策支持在未

来也会为智能垃圾桶类产品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

对于行业研发人员来说，研发者应当对市场需求

和市场环境进行适当了解，使研发的产品能够快速产

生经济利益。

5 智能垃圾桶发展的必要性

制作智能垃圾桶的契机是因为传统垃圾桶存在一

些弊端，如垃圾裸露在外不卫生，某些带顶盖的垃圾

桶还需要人工打开，对于传统垃圾回收工作也造成了

较大的麻烦，而近年的疫情风波更加刺激了智能化技

术的发展。因此，结合时势和市场需求，智能垃圾桶

应运而生。垃圾桶实现智能化可以有效降低接触感染

风险，杜绝细菌病毒与人体的接触，使用户身体健康

得到了保障。

在产品使用方面，当人的手进入垃圾桶前方指定

区域内，垃圾桶就会通过传感器接收人体红外线体感

温度，从而失去电荷平衡，将信号传达给单片机，使

垃圾桶自动打开盖子。如果垃圾桶存在智能识别系统，

则会对手中的垃圾再进行一次分类。智能垃圾桶之所

以可以实现以上功能是因为其内部具有超声波测距传

感器，此装置可以解决因油污或者雾气遮挡识别区而

造成的无法打开盖子的情况。由此可见，这种垃圾桶

具有高效环保、省时省力特点，完全可以引领一波新

的潮流。

现如今的科技发展日益强大、普及广泛，使智能

分类垃圾桶被投放在更多场合，如商场、医院、小区、

街道、学校等，投放的智能垃圾桶深受居民、医护人员、

师生等各行各业人士的一致好评。其中，智能垃圾桶

对于医护人员帮助最大，智能垃圾分类会减少医疗垃圾

对医护人员的伤害，加强对医护人员身体健康的保护。

因此，智能分类垃圾桶以后将成为应用领域中不

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6 智能垃圾桶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效益

1.节省土地资源：现如今，大量的垃圾处理方式

依旧是土地掩埋，因为生活垃圾中有着大量不可降解

的物质，使土地受到了伤害。所以进行垃圾掩埋的垃

圾处理厂用地是不可以恢复的，因此智能垃圾桶能有

效减少必要填埋垃圾的数量。

2.减少环境污染：由于垃圾分类体系不完善，垃

圾中某些会对人类健康造成威胁的成分没有进行妥善

处理，进而对人类身体造成危害。现如今患有癌症等

疾病的人数日益增多，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未经分类

垃圾和化学物质污染了水源和生态所导致的。

3.资源回收：垃圾回收没有合理化应用将会出现

大量的废纸废塑料等，浪费森林资源、土地资源等。使

用成熟的垃圾分类设备和分类体系，将会有助于减少树

木的砍伐，增加可用土地和油气资源。

4.经济：智能垃圾桶可以加快经济发展，因为它

可以加强企业的创新理念与企业进行较强的合作，促

进企业的发展，并且合理运用资金进行开发，提高了

智能垃圾桶在市场的占有率。

5.社会文化：智能垃圾桶的分类可以加强对社会

文化、国家文化以及民族文化的发展，也是对国家和

民族的一种自豪和肯定。智能垃圾桶引入智能语音环

境监测系统等进行分析，率先进入数据运营时代。对

于投放错误，智能垃圾桶可以进行自动分类，使环境

得到保护，并促进了环保制造行业的发展。

7 结语

21世纪是智能科技的时代，在当前的国家扶持、

企业支持的良好大环境下，我国智能科技产业有着巨

大的潜力。在疫情期间，智能垃圾桶作为有效的辅助

工具得到了国家及企业的关注与重视，在未来的一段

时间有着较好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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