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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环保的锐器盒，包括安全

桶，安全桶的内部开设有控制腔，控制腔的两侧

内壁均与安全桶表面固定连通，控制腔的内底璧

设置有控制装置，控制装置包括支撑柱，安全桶

的下表面设置有平衡装置，平衡装置包括平衡

块，安全桶的内壁设置有收集装置，收集装置包

括限位环。该环保的锐器盒，在实际使用过程中，

我们踩下脚踏块的同时，控制杆使第一触片持续

向下运动，接触第二触片后使第二触片和触发管

一起向下运动，此时失电型电磁铁、第一触片、第

二触片和可充电蓄电池之间电路连通，使失电型

电磁铁通电失去磁力，不对连接块产生吸引力，

桶盖得以顺利打开，当我们松开脚踏块后，桶盖

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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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环保的锐器盒，包括安全桶(1)，其特征在于：所述安全桶(1)的内部开设有控制

腔(2)，所述控制腔(2)的两侧内壁均与安全桶(1)表面固定连通，所述控制腔(2)的内底璧

设置有控制装置，所述控制装置包括支撑柱(3)，所述安全桶(1)的下表面设置有平衡装置，

所述平衡装置包括平衡块(4)，所述安全桶(1)的内壁设置有收集装置，所述收集装置包括

限位环(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保的锐器盒，其特征在于：两个所述支撑柱(3)的下表

面均与控制腔(2)内底璧固定连接，两个所述支撑柱(3)的表面均开设有控制孔，两个所述

控制孔的内壁均固定连接有控制柱(31)，所述控制柱(31)的表面通过第一连接孔活动套接

有控制杆(32)，所述控制杆(32)的一端固定连接有脚踏块，所述控制杆(32)的另一端表面

开设有连接槽，所述连接槽的内壁与控制杆(32)表面固定连通，所述连接槽的两侧内壁均

开设有第二连接孔，两个所述第二连接孔的内壁均固定连接有连接柱(33)，所述连接柱

(33)的表面通过第三连接孔活动套接有连接杆(34)。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环保的锐器盒，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杆(34)的一端开设

有接触槽，所述接触槽的内壁与连接杆(34)表面固定连通，所述接触槽的内侧壁开设有第

一接触孔，两个所述第一接触孔的内壁均固定连接有接触柱(35)，所述接触柱(35)的表面

通过第二接触孔活动套接有接触轮(36)，所述安全桶(1)的表面固定连接有承重杆(37)，所

述承重杆(37)的上表面开设有活动槽，所述活动槽的内底璧与承重杆(37)的下表面固定连

通，所述活动槽的内侧壁与连接杆(34)表面活动套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环保的锐器盒，其特征在于：所述承重杆(37)的上表面固

定连接有承重柱(38)，所述承重柱(38)的表面开设有承重孔，所述承重孔的内壁滑动擦接

有连接轴(39)，所述连接轴(39)的表面分别通过两个第四连接孔活动套接有桶盖(310)，所

述桶盖(310)的下表面和安全桶(1)上表面活动连接，所述桶盖(310)的内部开设有第一连

接腔，所述第一连接腔的内壁固定连接有连接块(311)，所述连接块(311)的制作材料包括

工业纯铁，所述安全桶(1)的内部开设有第二连接腔，所述第二连接腔的内壁固定连接有失

电型电磁铁(312)，所述失电型电磁铁(312)的型号包括BD-P12/12K，所述连接块(311)的下

表面位于失电型电磁铁(312)上表面的正上方。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环保的锐器盒，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杆(32)的下表面固

定连接有第一触片(313)，所述控制腔(2)的内底璧固定连接有触发柱(314)，所述触发柱

(314)的表面活动套接有触发管(315)，所述触发柱(314)的表面活动套接有第一弹簧，所述

第一弹簧的一端与触发管(315)下端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一弹簧的另一端与控制腔(2)内

底璧固定连接，所述触发管(315)的上端表面固定连接有第二触片(316)，所述安全桶(1)的

内部开设有能源腔，所述能源腔的内壁固定连接有可充电蓄电池(317)，所述可充电蓄电池

(317)的型号包括HF24/24V/5AH，所述可充电蓄电池(317)的正极与第二触片(316)电性连

接，所述可充电蓄电池(317)的负极与失电型电磁铁(312)正极电性连接，所述失电型电磁

铁(312)负极与第一触片(313)电性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保的锐器盒，其特征在于：所述平衡块(4)的上表面与

安全桶(1)下表面固定连接，所述平衡块(4)的内部开设有配重腔，所述配重腔的内壁固定

连接有配重块(41)，所述平衡块(4)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有防滑胶垫(42)。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保的锐器盒，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环(5)的表面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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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桶(1)内壁固定连接，所述限位环(5)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有缓冲桶(51)，所述缓冲桶(51)

的制作材料包括天然橡胶，所述缓冲桶(51)的表面与安全桶(1)内壁固定连接，所述缓冲桶

(51)的内部分别开设有缓冲腔(52)和保持腔，多个所述保持腔的内壁均固定连接有保持胶

条(53)，所述保持胶条(53)呈L形状，所述缓冲腔(52)的内部设置有适量气体，所述气体包

括氮气，所述缓冲腔(52)的内底璧固定连接有第一缓冲板(54)，所述第一缓冲板(54)的上

表面开设有第一缓冲槽(55)，多个所述第一缓冲槽(55)的内壁均固定连接有限位条，两个

所述限位条的表面均与第一缓冲板(54)上表面固定连通，所述限位条的下表面与第一缓冲

槽(55)内底璧均滑动连接有缓冲轮(56)，其中两个所述缓冲轮(56)的表面均开设有第一缓

冲孔，两个所述第一缓冲孔的内壁均固定连接有第一缓冲柱。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环保的锐器盒，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缓冲柱的表面通过

第二缓冲孔活动套接有第一缓冲杆(57)，其中两个所述缓冲轮(56)的表面均开设有第三缓

冲孔，两个所述第三缓冲孔的内壁均固定连接有第二缓冲柱，所述第二缓冲柱的表面通过

第四缓冲孔活动套接有第二缓冲杆(58)，所述第二缓冲杆(58)的一端开设有预留槽，所述

预留槽的内壁与第二缓冲杆(58)表面固定连通，所述预留槽的两个内侧壁均开设有第一预

留孔，两个所述第一预留孔的内壁均固定连接有预留杆，所述第一缓冲杆(57)的一端开设

有第二预留孔，第二预留孔的内壁与预留杆表面滑动擦接，多个所述预留杆的两端均通过

第二缓冲槽固定连接有第二缓冲板(59)，多个所述第一缓冲槽(55)的内底璧均固定连接有

限位胶块(510)，多个所述第一缓冲杆(57)的表面均固定连接有第二弹簧，所述第二弹簧一

端与对应的第二缓冲杆(58)表面固定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环保的锐器盒，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环(5)的内壁活动

插接有第一保持环(511)，所述第一保持环(511)的表面固定连接有第二保持环(512)，所述

第二保持环(512)的下表面与限位环(5)的上表面活动连接，所述第一保持环(511)的内壁

开设有限位槽，多个所述限位槽的内壁均呈三角形形状，所述限位槽的内顶壁与水平面平

行，多个所述限位槽的内壁均滑动擦接有卡接环(513)，多个所述卡接环(513)的表面均固

定连接有封盖(514)，所述第一保持环(511)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有隔离袋(515)，所述隔离袋

(515)的内壁固定连接有纤维编织层(516)，所述纤维编织层(516)的内壁固定连接有内衬

层(517)，所述隔离袋(515)和内衬层(517)的制作材料均包括聚丙烯。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环保的锐器盒，其特征在于：所述纤维编织层(516)的制

作方法为：S1、取用聚丙烯纤维20％-40％，植物纤维20％-40％，聚甲基丙烯酸甲酯纤维

20％-60％，S2、将三种纤维均匀混合，使用专业编织机器编织成2mm-3mm厚的纤维布用以制

作纤维编织层(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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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环保的锐器盒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疗器械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它涉及一种环保的锐器盒。

背景技术

[0002] 锐器盒是一种医用收纳盒。用于收集注射器、小玻璃制品、刀片、缝合针等锐器。利

器盒为一次性使用，按国家要求，规定在24小时内必须由医疗废物处置单位回收，在48小时

内彻底安全焚化。

[0003] 现有的锐器盒基本都是使用聚丙烯制作的盒体加盖体两部分组成。锐器盒整体都

是一次性使用，使用后由专业机构统一回收安全焚化。在锐器盒的实际使用过程中，一旦被

碰撞，容易倾倒，内部污染废物可能从锐器盒内部倒出、伤人。同时锐器盒整体都要安全焚

化，为了加强锐器盒的强度，使用的材料较多，造成资源浪费。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环保的锐器盒，其具有安

全、便捷、环保的特点。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环保的锐器盒，包括安全桶，安全桶的内部开设有控制腔，控制腔的两侧内壁

均与安全桶表面固定连通，控制腔的内底璧设置有控制装置，控制装置包括支撑柱，安全桶

的下表面设置有平衡装置，平衡装置包括平衡块，安全桶的内壁设置有收集装置，收集装置

包括限位环。

[0007] 进一步地，两个支撑柱的下表面均与控制腔内底璧固定连接，两个支撑柱的表面

均开设有控制孔，两个控制孔的内壁均固定连接有控制柱，控制柱的表面通过第一连接孔

活动套接有控制杆，控制杆的一端固定连接有脚踏块，控制杆的另一端表面开设有连接槽，

连接槽的内壁与控制杆表面固定连通，连接槽的两侧内壁均开设有第二连接孔，两个第二

连接孔的内壁均固定连接有连接柱，连接柱的表面通过第三连接孔活动套接有连接杆。

[0008] 进一步地，连接杆的一端开设有接触槽，接触槽的内壁与连接杆表面固定连通，接

触槽的内侧壁开设有第一接触孔，两个第一接触孔的内壁均固定连接有接触柱，接触柱的

表面通过第二接触孔活动套接有接触轮，安全桶的表面固定连接有承重杆，承重杆的上表

面开设有活动槽，活动槽的内底璧与承重杆的下表面固定连通，活动槽的内侧壁与连接杆

表面活动套接。

[0009] 进一步地，承重杆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承重柱，承重柱的表面开设有承重孔，承重

孔的内壁滑动擦接有连接轴，连接轴的表面分别通过两个第四连接孔活动套接有桶盖，桶

盖的下表面和安全桶上表面活动连接，桶盖的内部开设有第一连接腔，第一连接腔的内壁

固定连接有连接块，连接块的制作材料包括工业纯铁，安全桶的内部开设有第二连接腔，第

二连接腔的内壁固定连接有失电型电磁铁，失电型电磁铁的型号包括BD-P12/12K，连接块

的下表面位于失电型电磁铁上表面的正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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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进一步地，控制杆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有第一触片，控制腔的内底璧固定连接有触

发柱，触发柱的表面活动套接有触发管，触发柱的表面活动套接有第一弹簧，第一弹簧的一

端与触发管下端表面固定连接，第一弹簧的另一端与控制腔内底璧固定连接，触发管的上

端表面固定连接有第二触片，安全桶的内部开设有能源腔，能源腔的内壁固定连接有可充

电蓄电池，可充电蓄电池的型号包括HF24/24V/5AH，可充电蓄电池的正极与第二触片电性

连接，可充电蓄电池的负极与失电型电磁铁正极电性连接，失电型电磁铁负极与第一触片

电性连接。

[0011] 进一步地，平衡块的上表面与安全桶下表面固定连接，平衡块的内部开设有配重

腔，配重腔的内壁固定连接有配重块，平衡块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有防滑胶垫。

[0012] 进一步地，限位环的表面与安全桶内壁固定连接，限位环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有缓

冲桶，缓冲桶的制作材料包括天然橡胶，缓冲桶的表面与安全桶内壁固定连接，缓冲桶的内

部分别开设有缓冲腔和保持腔，多个保持腔的内壁均固定连接有保持胶条，保持胶条呈L形

状，缓冲腔的内部设置有适量气体，气体包括氮气，缓冲腔的内底璧固定连接有第一缓冲

板，第一缓冲板的上表面开设有第一缓冲槽，多个第一缓冲槽的内壁均固定连接有限位条，

两个限位条的表面均与第一缓冲板上表面固定连通，限位条的下表面与第一缓冲槽内底璧

均滑动连接有缓冲轮，其中两个缓冲轮的表面均开设有第一缓冲孔，两个第一缓冲孔的内

壁均固定连接有第一缓冲柱。

[0013] 进一步地，第一缓冲柱的表面通过第二缓冲孔活动套接有第一缓冲杆，其中两个

缓冲轮的表面均开设有第三缓冲孔，两个第三缓冲孔的内壁均固定连接有第二缓冲柱，第

二缓冲柱的表面通过第四缓冲孔活动套接有第二缓冲杆，第二缓冲杆的一端开设有预留

槽，预留槽的内壁与第二缓冲杆表面固定连通，预留槽的两个内侧壁均开设有第一预留孔，

两个第一预留孔的内壁均固定连接有预留杆，第一缓冲杆的一端开设有第二预留孔，第二

预留孔的内壁与预留杆表面滑动擦接，多个预留杆的两端均通过第二缓冲槽固定连接有第

二缓冲板，多个第一缓冲槽的内底璧均固定连接有限位胶块，多个第一缓冲杆的表面均固

定连接有第二弹簧，第二弹簧一端与对应的第二缓冲杆表面固定连接。

[0014] 进一步地，限位环的内壁活动插接有第一保持环，第一保持环的表面固定连接有

第二保持环，第二保持环的下表面与限位环的上表面活动连接，第一保持环的内壁开设有

限位槽，多个限位槽的内壁均呈三角形形状，限位槽的内顶壁与水平面平行，多个限位槽的

内壁均滑动擦接有卡接环，多个卡接环的表面均固定连接有封盖，第一保持环的下表面固

定连接有隔离袋，隔离袋的内壁固定连接有纤维编织层，纤维编织层的内壁固定连接有内

衬层，隔离袋和内衬层的制作材料均包括聚丙烯。

[0015] 进一步地，纤维编织层的制作方法为：S1、取用聚丙烯纤维20％-40％，植物纤维

20％-40％，聚甲基丙烯酸甲酯纤维20％-60％，S2、将三种纤维均匀混合，使用专业编织机

器编织成2mm-3mm厚的纤维布用以制作纤维编织层。

[0016]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7] 1、通过设置支撑柱，两个所述支撑柱的下表面均与控制腔内底璧固定连接，两个

所述支撑柱的表面均开设有控制孔，从而具有方便使用的特点，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本装置

使用前和使用时，封盖和卡接环为一个独立整体存在，封盖和卡接环表面不与第一保持环

表面、限位槽内壁接触，我们踩下脚踏块，使控制杆靠近脚踏块的一端以控制柱为支点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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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控制杆的另一端向上运动，从而使连接杆和接触轮向上运动，接触轮使桶盖受到向上

的力从而以连接轴为支点向上运动，桶盖打开，桶盖打开后我们将锐利医疗废物放置在隔

离袋中，然后松开脚踏块，根据上述传动关系，接触轮向下运动，桶盖在重力的作用下闭合，

从而使本装置具有方便使用的特点。

[0018] 2、通过设置桶盖，所述桶盖的内部开设有第一连接腔，所述第一连接腔的内壁固

定连接有连接块，从而具有使用时非常安全的特点，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我们踩下脚踏块的

同时，控制杆使第一触片持续向下运动，接触第二触片后使第二触片和触发管一起向下运

动，此时失电型电磁铁、第一触片、第二触片和可充电蓄电池之间电路连通，使失电型电磁

铁通电失去磁力，不对连接块产生吸引力，桶盖得以顺利打开，当我们松开脚踏块后，桶盖

闭合，第一触片和第二触片互相不接触，失电型电磁铁产生较大磁力，吸引连接块，同时配

重块和防滑胶垫增加了本装置的稳定性，即使本装置倾倒，失电型电磁铁也会牢牢吸附连

接块，使桶盖紧紧闭合，避免本装置内部锐利医疗废物倒出，在锐利医疗废物不断放置进隔

离袋的过程中，内衬层避免锐利医疗废弃物和纤维编织层杂乱缠绕难以分开，纤维编织层

因为上述制作方法，具有良好的韧性和强度，能有效避免锐利医疗废物刺破隔离袋，当隔离

袋内部锐利医疗废物较多，或突然放置较大的医疗废物受到冲击时，保持胶条吸收一定的

冲击力并保持隔离袋的形状不发生较大变化，余下的水平方向的冲击力被缓冲桶和缓冲腔

内部气体吸收一部分，而余下的垂直向下的冲击力通过缓冲桶依次传递给多个第二缓冲

板、第一缓冲杆、第二缓冲杆、第二弹簧和缓冲轮，使缓冲轮在向下的冲击力和第二弹簧的

拉力作用下不断的沿第一缓冲槽内壁往返运动，消化向下的冲击力，减少锐利的医疗废物

穿透隔离袋的可能性，从而使本装置具有使用时非常安全的特点。

[0019] 3、通过设置隔离袋，所述隔离袋的内壁固定连接有纤维编织层，所述纤维编织层

的内壁固定连接有内衬层，从而具有节能环保的特点，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当锐利的医疗废

物达到隔离袋容积的三分之二时，我们将封盖和卡接环沿着第一保持环内壁压下，使多个

卡接环表面分别和对应的限位槽内壁紧密连接，然后手持第二保持环，将第二保持环、第一

保持环、卡接环、封盖、隔离袋、纤维编织层、内衬层和隔离袋内部的医疗废物从本装置中取

出，放置在规定的位置等待处理，换上新的第二保持环、第一保持环、卡接环、封盖、隔离袋、

纤维编织层和内衬层即可继续使用，同时因为使用了隔离袋、纤维编织层和内衬层的结构，

相对于现有的锐器盒结构，不仅保证了装盛锐利医疗废物容器的强度，也节省了材料，甚至

在技术条件允许，能保证结构强度和密封性能的情况下，第一保持环、第二保持环、封盖和

卡接环都可以做成空心的，进一步节省制作材料，从而具有节能环保的特点。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控制杆结构俯视图；

[0022] 图3为本发明触发柱结构剖视图；

[0023] 图4为本发明第一缓冲板结构剖视图；

[0024] 图5为本发明第二缓冲杆结构左视图；

[0025] 图6为本发明保持胶条结构剖视图；

[0026] 图7为本发明结构封盖结构剖视图；

说　明　书 3/11 页

6

CN 109646118 A

6



[0027] 图8为本发明隔离袋结构剖视图；

[0028] 图9为本发明外观立体图。

[0029] 图中：1、安全桶；2、控制腔；3、支撑柱；4、平衡块；5、限位环；31、控制柱；32、控制

杆；33、连接柱；34、连接杆；35、接触柱；36、接触轮；37、承重杆；38、承重柱；39、连接轴；310、

桶盖；311、连接块；312、失电型电磁铁；313、第一触片；314、触发柱；315、触发管；316、第二

触片；317、可充电蓄电池；41、配重块；42、防滑胶垫；51、缓冲桶；52、缓冲腔；53、保持胶条；

54、第一缓冲板；55、第一缓冲槽；56、缓冲轮；57、第一缓冲杆；58、第二缓冲杆；59、第二缓冲

板；510、限位胶块；511、第一保持环；512、第二保持环；513、卡接环；514、封盖；515、隔离袋；

516、纤维编织层；517、内衬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实施例：

[0031] 以下结合附图1-9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2] 一种环保的锐器盒，如图1、图9所示，包括安全桶1，安全桶1的内部开设有控制腔

2，控制腔2的两侧内壁均与安全桶1表面固定连通，控制腔2的内底璧设置有控制装置，如图

1-3所示，控制装置具有控制本装置使用、增加本装置安全性和使用便捷的效果，控制装置

包括支撑柱3，两个支撑柱3的下表面均与控制腔2内底璧固定连接，两个支撑柱3的表面均

开设有控制孔，两个控制孔的内壁均固定连接有控制柱31，控制柱31的表面通过第一连接

孔活动套接有控制杆32，控制杆32的一端固定连接有脚踏块，控制杆32的另一端表面开设

有连接槽，连接槽的内壁与控制杆32表面固定连通，连接槽的两侧内壁均开设有第二连接

孔，两个第二连接孔的内壁均固定连接有连接柱33，连接柱33的表面通过第三连接孔活动

套接有连接杆34，连接杆34的一端开设有接触槽，接触槽的内壁与连接杆34表面固定连通，

接触槽的内侧壁开设有第一接触孔，两个第一接触孔的内壁均固定连接有接触柱35，接触

柱35的表面通过第二接触孔活动套接有接触轮36，安全桶1的表面固定连接有承重杆37，承

重杆37的上表面开设有活动槽，活动槽的内底璧与承重杆37的下表面固定连通，活动槽的

内侧壁与连接杆34表面活动套接，承重杆37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承重柱38，承重柱38的表

面开设有承重孔，承重孔的内壁滑动擦接有连接轴39，连接轴39的表面分别通过两个第四

连接孔活动套接有桶盖310，桶盖310的下表面和安全桶1上表面活动连接，桶盖310的内部

开设有第一连接腔，第一连接腔的内壁固定连接有连接块311，连接块311的制作材料包括

工业纯铁，安全桶1的内部开设有第二连接腔，第二连接腔的内壁固定连接有失电型电磁铁

312，失电型电磁铁312的型号包括BD-P12/12K，连接块311的下表面位于失电型电磁铁312

上表面的正上方，控制杆32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有第一触片313，控制腔2的内底璧固定连接

有触发柱314，触发柱314的表面活动套接有触发管315，触发柱314的表面活动套接有第一

弹簧，第一弹簧的一端与触发管315下端表面固定连接，第一弹簧的另一端与控制腔2内底

璧固定连接，触发管315的上端表面固定连接有第二触片316，安全桶1的内部开设有能源

腔，能源腔的内壁固定连接有可充电蓄电池317，可充电蓄电池317的型号包括HF24/24V/

5AH，可充电蓄电池317的正极与第二触片316电性连接，可充电蓄电池317的负极与失电型

电磁铁312正极电性连接，失电型电磁铁312负极与第一触片313电性连接，通过设置支撑柱

3，两个支撑柱3的下表面均与控制腔2内底璧固定连接，两个支撑柱3的表面均开设有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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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从而具有方便使用的特点，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本装置使用前和使用时，封盖514和卡接

环513为一个独立整体存在，封盖514和卡接环513表面不与第一保持环511表面、限位槽内

壁接触，我们踩下脚踏块，使控制杆32靠近脚踏块的一端以控制柱31为支点向下运动，控制

杆32的另一端向上运动，从而使连接杆34和接触轮36向上运动，接触轮36使桶盖310受到向

上的力从而以连接轴39为支点向上运动，桶盖310打开，桶盖310打开后我们将锐利医疗废

物放置在隔离袋515中，然后松开脚踏块，根据上述传动关系，接触轮36向下运动，桶盖310

在重力的作用下闭合，从而使本装置具有方便使用的特点，安全桶1的下表面设置有平衡装

置，如图1所示，平衡装置具有保持本装置平稳、不易翻倒的效果，平衡装置包括平衡块4，平

衡块4的上表面与安全桶1下表面固定连接，平衡块4的内部开设有配重腔，配重腔的内壁固

定连接有配重块41，平衡块4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有防滑胶垫42，安全桶1的内壁设置有收集

装置，如图1、图4-8所示，收集装置具有安全收集锐利医疗废物、降低使用成本的效果，收集

装置包括限位环5，限位环5的表面与安全桶1内壁固定连接，限位环5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有

缓冲桶51，缓冲桶51的制作材料包括天然橡胶，缓冲桶51的表面与安全桶1内壁固定连接，

缓冲桶51的内部分别开设有缓冲腔52和保持腔，多个保持腔的内壁均固定连接有保持胶条

53，保持胶条53呈L形状，缓冲腔52的内部设置有适量气体，气体包括氮气，缓冲腔52的内底

璧固定连接有第一缓冲板54，第一缓冲板54的上表面开设有第一缓冲槽55，多个第一缓冲

槽55的内壁均固定连接有限位条，两个限位条的表面均与第一缓冲板54上表面固定连通，

限位条的下表面与第一缓冲槽55内底璧均滑动连接有缓冲轮56，其中两个缓冲轮56的表面

均开设有第一缓冲孔，两个第一缓冲孔的内壁均固定连接有第一缓冲柱，第一缓冲柱的表

面通过第二缓冲孔活动套接有第一缓冲杆57，其中两个缓冲轮56的表面均开设有第三缓冲

孔，两个第三缓冲孔的内壁均固定连接有第二缓冲柱，第二缓冲柱的表面通过第四缓冲孔

活动套接有第二缓冲杆58，第二缓冲杆58的一端开设有预留槽，预留槽的内壁与第二缓冲

杆58表面固定连通，预留槽的两个内侧壁均开设有第一预留孔，两个第一预留孔的内壁均

固定连接有预留杆，第一缓冲杆57的一端开设有第二预留孔，第二预留孔的内壁与预留杆

表面滑动擦接，多个预留杆的两端均通过第二缓冲槽固定连接有第二缓冲板59，多个第一

缓冲槽55的内底璧均固定连接有限位胶块510，多个第一缓冲杆57的表面均固定连接有第

二弹簧，第二弹簧一端与对应的第二缓冲杆58表面固定连接，限位环5的内壁活动插接有第

一保持环511，第一保持环511的表面固定连接有第二保持环512，第二保持环512的下表面

与限位环5的上表面活动连接，第一保持环511的内壁开设有限位槽，多个限位槽的内壁均

呈三角形形状，限位槽的内顶壁与水平面平行，多个限位槽的内壁均滑动擦接有卡接环

513，多个卡接环513的表面均固定连接有封盖514，第一保持环511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有隔

离袋515，隔离袋515的内壁固定连接有纤维编织层516，纤维编织层516的内壁固定连接有

内衬层517，隔离袋515和内衬层517的制作材料均包括聚丙烯，纤维编织层516的制作方法

为：S1、取用聚丙烯纤维20％-40％，植物纤维20％-40％，聚甲基丙烯酸甲酯纤维20％-

60％，S2、将三种纤维均匀混合，使用专业编织机器编织成2mm-3mm厚的纤维布用以制作纤

维编织层516，通过设置桶盖310，桶盖310的内部开设有第一连接腔，第一连接腔的内壁固

定连接有连接块311，从而具有使用时非常安全的特点，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我们踩下脚踏

块的同时，控制杆32使第一触片313持续向下运动，接触第二触片316后使第二触片316和触

发管315一起向下运动，此时失电型电磁铁312、第一触片313、第二触片316和可充电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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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之间电路连通，使失电型电磁铁312通电失去磁力，不对连接块311产生吸引力，桶盖310

得以顺利打开，当我们松开脚踏块后，桶盖310闭合，第一触片313和第二触片316互相不接

触，失电型电磁铁312产生较大磁力，吸引连接块311，同时配重块41和防滑胶垫42增加了本

装置的稳定性，即使本装置倾倒，失电型电磁铁312也会牢牢吸附连接块311，使桶盖310紧

紧闭合，避免本装置内部锐利医疗废物倒出，在锐利医疗废物不断放置进隔离袋515的过程

中，内衬层517避免锐利医疗废弃物和纤维编织层516杂乱缠绕难以分开，纤维编织层516因

为上述制作方法，具有良好的韧性和强度，能有效避免锐利医疗废物刺破隔离袋515，当隔

离袋515内部锐利医疗废物较多，或突然放置较大的医疗废物受到冲击时，保持胶条53吸收

一定的冲击力并保持隔离袋515的形状不发生较大变化，余下的水平方向的冲击力被缓冲

桶51和缓冲腔52内部气体吸收一部分，而余下的垂直向下的冲击力通过缓冲桶51依次传递

给多个第二缓冲板59、第一缓冲杆57、第二缓冲杆58、第二弹簧和缓冲轮56，使缓冲轮56在

向下的冲击力和第二弹簧的拉力作用下不断的沿第一缓冲槽55内壁往返运动，消化向下的

冲击力，减少锐利的医疗废物穿透隔离袋515的可能性，从而使本装置具有使用时非常安全

的特点，通过设置隔离袋515，隔离袋515的内壁固定连接有纤维编织层516，纤维编织层516

的内壁固定连接有内衬层517，从而具有节能环保的特点，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当锐利的医

疗废物达到隔离袋515容积的三分之二时，我们将封盖514和卡接环513沿着第一保持环511

内壁压下，使多个卡接环513表面分别和对应的限位槽内壁紧密连接，然后手持第二保持环

512，将第二保持环512、第一保持环511、卡接环513、封盖514、隔离袋515、纤维编织层516、

内衬层517和隔离袋515内部的医疗废物从本装置中取出，放置在规定的位置等待处理，换

上新的第二保持环512、第一保持环511、卡接环513、封盖514、隔离袋515、纤维编织层516和

内衬层517即可继续使用，同时因为使用了隔离袋515、纤维编织层516和内衬层517的结构，

相对于现有的锐器盒结构，不仅保证了装盛锐利医疗废物容器的强度，也节省了材料，甚至

在技术条件允许，能保证结构强度和密封性能的情况下，第一保持环511、第二保持环512、

封盖514和卡接环513都可以做成空心的，进一步节省制作材料，从而具有节能环保的特点。

[0033] 实施例一

[0034] 一种环保的锐器盒，如图1、图9所示，包括安全桶1，安全桶1的内部开设有控制腔

2，控制腔2的两侧内壁均与安全桶1表面固定连通，控制腔2的内底璧设置有控制装置，如图

1-3所示，控制装置具有控制本装置使用、增加本装置安全性和使用便捷的效果，控制装置

包括支撑柱3，两个支撑柱3的下表面均与控制腔2内底璧固定连接，两个支撑柱3的表面均

开设有控制孔，两个控制孔的内壁均固定连接有控制柱31，控制柱31的表面通过第一连接

孔活动套接有控制杆32，控制杆32的一端固定连接有脚踏块，控制杆32的另一端表面开设

有连接槽，连接槽的内壁与控制杆32表面固定连通，连接槽的两侧内壁均开设有第二连接

孔，两个第二连接孔的内壁均固定连接有连接柱33，连接柱33的表面通过第三连接孔活动

套接有连接杆34，连接杆34的一端开设有接触槽，接触槽的内壁与连接杆34表面固定连通，

接触槽的内侧壁开设有第一接触孔，两个第一接触孔的内壁均固定连接有接触柱35，接触

柱35的表面通过第二接触孔活动套接有接触轮36，安全桶1的表面固定连接有承重杆37，承

重杆37的上表面开设有活动槽，活动槽的内底璧与承重杆37的下表面固定连通，活动槽的

内侧壁与连接杆34表面活动套接，承重杆37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承重柱38，承重柱38的表

面开设有承重孔，承重孔的内壁滑动擦接有连接轴39，连接轴39的表面分别通过两个第四

说　明　书 6/11 页

9

CN 109646118 A

9



连接孔活动套接有桶盖310，桶盖310的下表面和安全桶1上表面活动连接，桶盖310的内部

开设有第一连接腔，第一连接腔的内壁固定连接有连接块311，连接块311的制作材料包括

工业纯铁，安全桶1的内部开设有第二连接腔，第二连接腔的内壁固定连接有失电型电磁铁

312，失电型电磁铁312的型号包括BD-P12/12K，连接块311的下表面位于失电型电磁铁312

上表面的正上方，控制杆32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有第一触片313，控制腔2的内底璧固定连接

有触发柱314，触发柱314的表面活动套接有触发管315，触发柱314的表面活动套接有第一

弹簧，第一弹簧的一端与触发管315下端表面固定连接，第一弹簧的另一端与控制腔2内底

璧固定连接，触发管315的上端表面固定连接有第二触片316，安全桶1的内部开设有能源

腔，能源腔的内壁固定连接有可充电蓄电池317，可充电蓄电池317的型号包括HF24/24V/

5AH，可充电蓄电池317的正极与第二触片316电性连接，可充电蓄电池317的负极与失电型

电磁铁312正极电性连接，失电型电磁铁312负极与第一触片313电性连接，通过设置支撑柱

3，两个支撑柱3的下表面均与控制腔2内底璧固定连接，两个支撑柱3的表面均开设有控制

孔，从而具有方便使用的特点，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本装置使用前和使用时，封盖514和卡接

环513为一个独立整体存在，封盖514和卡接环513表面不与第一保持环511表面、限位槽内

壁接触，我们踩下脚踏块，使控制杆32靠近脚踏块的一端以控制柱31为支点向下运动，控制

杆32的另一端向上运动，从而使连接杆34和接触轮36向上运动，接触轮36使桶盖310受到向

上的力从而以连接轴39为支点向上运动，桶盖310打开，桶盖310打开后我们将锐利医疗废

物放置在隔离袋515中，然后松开脚踏块，根据上述传动关系，接触轮36向下运动，桶盖310

在重力的作用下闭合，从而使本装置具有方便使用的特点，安全桶1的下表面设置有平衡装

置，如图1所示，平衡装置具有保持本装置平稳、不易翻倒的效果，平衡装置包括平衡块4，平

衡块4的上表面与安全桶1下表面固定连接，平衡块4的内部开设有配重腔，配重腔的内壁固

定连接有配重块41，平衡块4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有防滑胶垫42，安全桶1的内壁设置有收集

装置，如图1、图4-8所示，收集装置具有安全收集锐利医疗废物、降低使用成本的效果，收集

装置包括限位环5，限位环5的表面与安全桶1内壁固定连接，限位环5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有

缓冲桶51，缓冲桶51的制作材料包括天然橡胶，缓冲桶51的表面与安全桶1内壁固定连接，

缓冲桶51的内部分别开设有缓冲腔52和保持腔，多个保持腔的内壁均固定连接有保持胶条

53，保持胶条53呈L形状，缓冲腔52的内部设置有适量气体，气体包括氮气，缓冲腔52的内底

璧固定连接有第一缓冲板54，第一缓冲板54的上表面开设有第一缓冲槽55，多个第一缓冲

槽55的内壁均固定连接有限位条，两个限位条的表面均与第一缓冲板54上表面固定连通，

限位条的下表面与第一缓冲槽55内底璧均滑动连接有缓冲轮56，其中两个缓冲轮56的表面

均开设有第一缓冲孔，两个第一缓冲孔的内壁均固定连接有第一缓冲柱，第一缓冲柱的表

面通过第二缓冲孔活动套接有第一缓冲杆57，其中两个缓冲轮56的表面均开设有第三缓冲

孔，两个第三缓冲孔的内壁均固定连接有第二缓冲柱，第二缓冲柱的表面通过第四缓冲孔

活动套接有第二缓冲杆58，第二缓冲杆58的一端开设有预留槽，预留槽的内壁与第二缓冲

杆58表面固定连通，预留槽的两个内侧壁均开设有第一预留孔，两个第一预留孔的内壁均

固定连接有预留杆，第一缓冲杆57的一端开设有第二预留孔，第二预留孔的内壁与预留杆

表面滑动擦接，多个预留杆的两端均通过第二缓冲槽固定连接有第二缓冲板59，多个第一

缓冲槽55的内底璧均固定连接有限位胶块510，多个第一缓冲杆57的表面均固定连接有第

二弹簧，第二弹簧一端与对应的第二缓冲杆58表面固定连接，限位环5的内壁活动插接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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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持环511，第一保持环511的表面固定连接有第二保持环512，第二保持环512的下表面

与限位环5的上表面活动连接，第一保持环511的内壁开设有限位槽，多个限位槽的内壁均

呈三角形形状，限位槽的内顶壁与水平面平行，多个限位槽的内壁均滑动擦接有卡接环

513，多个卡接环513的表面均固定连接有封盖514，第一保持环511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有隔

离袋515，隔离袋515的内壁固定连接有纤维编织层516，纤维编织层516的内壁固定连接有

内衬层517，隔离袋515和内衬层517的制作材料均包括聚丙烯，纤维编织层516的制作方法

为：S1、取用聚丙烯纤维20％，植物纤维20％，聚甲基丙烯酸甲酯纤维60％，S2、将三种纤维

均匀混合，使用专业编织机器编织成2mm-3mm厚的纤维布用以制作纤维编织层516，通过设

置桶盖310，桶盖310的内部开设有第一连接腔，第一连接腔的内壁固定连接有连接块311，

从而具有使用时非常安全的特点，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我们踩下脚踏块的同时，控制杆32使

第一触片313持续向下运动，接触第二触片316后使第二触片316和触发管315一起向下运

动，此时失电型电磁铁312、第一触片313、第二触片316和可充电蓄电池317之间电路连通，

使失电型电磁铁312通电失去磁力，不对连接块311产生吸引力，桶盖310得以顺利打开，当

我们松开脚踏块后，桶盖310闭合，第一触片313和第二触片316互相不接触，失电型电磁铁

312产生较大磁力，吸引连接块311，同时配重块41和防滑胶垫42增加了本装置的稳定性，即

使本装置倾倒，失电型电磁铁312也会牢牢吸附连接块311，使桶盖310紧紧闭合，避免本装

置内部锐利医疗废物倒出，在锐利医疗废物不断放置进隔离袋515的过程中，内衬层517避

免锐利医疗废弃物和纤维编织层516杂乱缠绕难以分开，纤维编织层516因为上述制作方

法，具有良好的韧性和强度，能有效避免锐利医疗废物刺破隔离袋515，当隔离袋515内部锐

利医疗废物较多，或突然放置较大的医疗废物受到冲击时，保持胶条53吸收一定的冲击力

并保持隔离袋515的形状不发生较大变化，余下的水平方向的冲击力被缓冲桶51和缓冲腔

52内部气体吸收一部分，而余下的垂直向下的冲击力通过缓冲桶51依次传递给多个第二缓

冲板59、第一缓冲杆57、第二缓冲杆58、第二弹簧和缓冲轮56，使缓冲轮56在向下的冲击力

和第二弹簧的拉力作用下不断的沿第一缓冲槽55内壁往返运动，消化向下的冲击力，减少

锐利的医疗废物穿透隔离袋515的可能性，从而使本装置具有使用时非常安全的特点，通过

设置隔离袋515，隔离袋515的内壁固定连接有纤维编织层516，纤维编织层516的内壁固定

连接有内衬层517，从而具有节能环保的特点，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当锐利的医疗废物达到

隔离袋515容积的三分之二时，我们将封盖514和卡接环513沿着第一保持环511内壁压下，

使多个卡接环513表面分别和对应的限位槽内壁紧密连接，然后手持第二保持环512，将第

二保持环512、第一保持环511、卡接环513、封盖514、隔离袋515、纤维编织层516、内衬层517

和隔离袋515内部的医疗废物从本装置中取出，放置在规定的位置等待处理，换上新的第二

保持环512、第一保持环511、卡接环513、封盖514、隔离袋515、纤维编织层516和内衬层517

即可继续使用，同时因为使用了隔离袋515、纤维编织层516和内衬层517的结构，相对于现

有的锐器盒结构，不仅保证了装盛锐利医疗废物容器的强度，也节省了材料，甚至在技术条

件允许，能保证结构强度和密封性能的情况下，第一保持环511、第二保持环512、封盖514和

卡接环513都可以做成空心的，进一步节省制作材料，从而具有节能环保的特点。

[0035] 实施例二

[0036] 一种环保的锐器盒，如图1、图9所示，包括安全桶1，安全桶1的内部开设有控制腔

2，控制腔2的两侧内壁均与安全桶1表面固定连通，控制腔2的内底璧设置有控制装置，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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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所示，控制装置具有控制本装置使用、增加本装置安全性和使用便捷的效果，控制装置

包括支撑柱3，两个支撑柱3的下表面均与控制腔2内底璧固定连接，两个支撑柱3的表面均

开设有控制孔，两个控制孔的内壁均固定连接有控制柱31，控制柱31的表面通过第一连接

孔活动套接有控制杆32，控制杆32的一端固定连接有脚踏块，控制杆32的另一端表面开设

有连接槽，连接槽的内壁与控制杆32表面固定连通，连接槽的两侧内壁均开设有第二连接

孔，两个第二连接孔的内壁均固定连接有连接柱33，连接柱33的表面通过第三连接孔活动

套接有连接杆34，连接杆34的一端开设有接触槽，接触槽的内壁与连接杆34表面固定连通，

接触槽的内侧壁开设有第一接触孔，两个第一接触孔的内壁均固定连接有接触柱35，接触

柱35的表面通过第二接触孔活动套接有接触轮36，安全桶1的表面固定连接有承重杆37，承

重杆37的上表面开设有活动槽，活动槽的内底璧与承重杆37的下表面固定连通，活动槽的

内侧壁与连接杆34表面活动套接，承重杆37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承重柱38，承重柱38的表

面开设有承重孔，承重孔的内壁滑动擦接有连接轴39，连接轴39的表面分别通过两个第四

连接孔活动套接有桶盖310，桶盖310的下表面和安全桶1上表面活动连接，桶盖310的内部

开设有第一连接腔，第一连接腔的内壁固定连接有连接块311，连接块311的制作材料包括

工业纯铁，安全桶1的内部开设有第二连接腔，第二连接腔的内壁固定连接有失电型电磁铁

312，失电型电磁铁312的型号包括BD-P12/12K，连接块311的下表面位于失电型电磁铁312

上表面的正上方，控制杆32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有第一触片313，控制腔2的内底璧固定连接

有触发柱314，触发柱314的表面活动套接有触发管315，触发柱314的表面活动套接有第一

弹簧，第一弹簧的一端与触发管315下端表面固定连接，第一弹簧的另一端与控制腔2内底

璧固定连接，触发管315的上端表面固定连接有第二触片316，安全桶1的内部开设有能源

腔，能源腔的内壁固定连接有可充电蓄电池317，可充电蓄电池317的型号包括HF24/24V/

5AH，可充电蓄电池317的正极与第二触片316电性连接，可充电蓄电池317的负极与失电型

电磁铁312正极电性连接，失电型电磁铁312负极与第一触片313电性连接，通过设置支撑柱

3，两个支撑柱3的下表面均与控制腔2内底璧固定连接，两个支撑柱3的表面均开设有控制

孔，从而具有方便使用的特点，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本装置使用前和使用时，封盖514和卡接

环513为一个独立整体存在，封盖514和卡接环513表面不与第一保持环511表面、限位槽内

壁接触，我们踩下脚踏块，使控制杆32靠近脚踏块的一端以控制柱31为支点向下运动，控制

杆32的另一端向上运动，从而使连接杆34和接触轮36向上运动，接触轮36使桶盖310受到向

上的力从而以连接轴39为支点向上运动，桶盖310打开，桶盖310打开后我们将锐利医疗废

物放置在隔离袋515中，然后松开脚踏块，根据上述传动关系，接触轮36向下运动，桶盖310

在重力的作用下闭合，从而使本装置具有方便使用的特点，安全桶1的下表面设置有平衡装

置，如图1所示，平衡装置具有保持本装置平稳、不易翻倒的效果，平衡装置包括平衡块4，平

衡块4的上表面与安全桶1下表面固定连接，平衡块4的内部开设有配重腔，配重腔的内壁固

定连接有配重块41，平衡块4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有防滑胶垫42，安全桶1的内壁设置有收集

装置，如图1、图4-8所示，收集装置具有安全收集锐利医疗废物、降低使用成本的效果，收集

装置包括限位环5，限位环5的表面与安全桶1内壁固定连接，限位环5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有

缓冲桶51，缓冲桶51的制作材料包括天然橡胶，缓冲桶51的表面与安全桶1内壁固定连接，

缓冲桶51的内部分别开设有缓冲腔52和保持腔，多个保持腔的内壁均固定连接有保持胶条

53，保持胶条53呈L形状，缓冲腔52的内部设置有适量气体，气体包括氮气，缓冲腔52的内底

说　明　书 9/11 页

12

CN 109646118 A

12



璧固定连接有第一缓冲板54，第一缓冲板54的上表面开设有第一缓冲槽55，多个第一缓冲

槽55的内壁均固定连接有限位条，两个限位条的表面均与第一缓冲板54上表面固定连通，

限位条的下表面与第一缓冲槽55内底璧均滑动连接有缓冲轮56，其中两个缓冲轮56的表面

均开设有第一缓冲孔，两个第一缓冲孔的内壁均固定连接有第一缓冲柱，第一缓冲柱的表

面通过第二缓冲孔活动套接有第一缓冲杆57，其中两个缓冲轮56的表面均开设有第三缓冲

孔，两个第三缓冲孔的内壁均固定连接有第二缓冲柱，第二缓冲柱的表面通过第四缓冲孔

活动套接有第二缓冲杆58，第二缓冲杆58的一端开设有预留槽，预留槽的内壁与第二缓冲

杆58表面固定连通，预留槽的两个内侧壁均开设有第一预留孔，两个第一预留孔的内壁均

固定连接有预留杆，第一缓冲杆57的一端开设有第二预留孔，第二预留孔的内壁与预留杆

表面滑动擦接，多个预留杆的两端均通过第二缓冲槽固定连接有第二缓冲板59，多个第一

缓冲槽55的内底璧均固定连接有限位胶块510，多个第一缓冲杆57的表面均固定连接有第

二弹簧，第二弹簧一端与对应的第二缓冲杆58表面固定连接，限位环5的内壁活动插接有第

一保持环511，第一保持环511的表面固定连接有第二保持环512，第二保持环512的下表面

与限位环5的上表面活动连接，第一保持环511的内壁开设有限位槽，多个限位槽的内壁均

呈三角形形状，限位槽的内顶壁与水平面平行，多个限位槽的内壁均滑动擦接有卡接环

513，多个卡接环513的表面均固定连接有封盖514，第一保持环511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有隔

离袋515，隔离袋515的内壁固定连接有纤维编织层516，纤维编织层516的内壁固定连接有

内衬层517，隔离袋515和内衬层517的制作材料均包括聚丙烯，纤维编织层516的制作方法

为：S1、取用聚丙烯纤维40％，植物纤维40％，聚甲基丙烯酸甲酯纤维20％，S2、将三种纤维

均匀混合，使用专业编织机器编织成2mm-3mm厚的纤维布用以制作纤维编织层516，通过设

置桶盖310，桶盖310的内部开设有第一连接腔，第一连接腔的内壁固定连接有连接块311，

从而具有使用时非常安全的特点，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我们踩下脚踏块的同时，控制杆32使

第一触片313持续向下运动，接触第二触片316后使第二触片316和触发管315一起向下运

动，此时失电型电磁铁312、第一触片313、第二触片316和可充电蓄电池317之间电路连通，

使失电型电磁铁312通电失去磁力，不对连接块311产生吸引力，桶盖310得以顺利打开，当

我们松开脚踏块后，桶盖310闭合，第一触片313和第二触片316互相不接触，失电型电磁铁

312产生较大磁力，吸引连接块311，同时配重块41和防滑胶垫42增加了本装置的稳定性，即

使本装置倾倒，失电型电磁铁312也会牢牢吸附连接块311，使桶盖310紧紧闭合，避免本装

置内部锐利医疗废物倒出，在锐利医疗废物不断放置进隔离袋515的过程中，内衬层517避

免锐利医疗废弃物和纤维编织层516杂乱缠绕难以分开，纤维编织层516因为上述制作方

法，具有良好的韧性和强度，能有效避免锐利医疗废物刺破隔离袋515，当隔离袋515内部锐

利医疗废物较多，或突然放置较大的医疗废物受到冲击时，保持胶条53吸收一定的冲击力

并保持隔离袋515的形状不发生较大变化，余下的水平方向的冲击力被缓冲桶51和缓冲腔

52内部气体吸收一部分，而余下的垂直向下的冲击力通过缓冲桶51依次传递给多个第二缓

冲板59、第一缓冲杆57、第二缓冲杆58、第二弹簧和缓冲轮56，使缓冲轮56在向下的冲击力

和第二弹簧的拉力作用下不断的沿第一缓冲槽55内壁往返运动，消化向下的冲击力，减少

锐利的医疗废物穿透隔离袋515的可能性，从而使本装置具有使用时非常安全的特点，通过

设置隔离袋515，隔离袋515的内壁固定连接有纤维编织层516，纤维编织层516的内壁固定

连接有内衬层517，从而具有节能环保的特点，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当锐利的医疗废物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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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袋515容积的三分之二时，我们将封盖514和卡接环513沿着第一保持环511内壁压下，

使多个卡接环513表面分别和对应的限位槽内壁紧密连接，然后手持第二保持环512，将第

二保持环512、第一保持环511、卡接环513、封盖514、隔离袋515、纤维编织层516、内衬层517

和隔离袋515内部的医疗废物从本装置中取出，放置在规定的位置等待处理，换上新的第二

保持环512、第一保持环511、卡接环513、封盖514、隔离袋515、纤维编织层516和内衬层517

即可继续使用，同时因为使用了隔离袋515、纤维编织层516和内衬层517的结构，相对于现

有的锐器盒结构，不仅保证了装盛锐利医疗废物容器的强度，也节省了材料，甚至在技术条

件允许，能保证结构强度和密封性能的情况下，第一保持环511、第二保持环512、封盖514和

卡接环513都可以做成空心的，进一步节省制作材料，从而具有节能环保的特点。

[0037]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本

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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