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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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2350305.9

(22)申请日 2020.10.21

(73)专利权人 迟华锋

地址 264000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只楚路

19号4-1802

(72)发明人 迟华锋　刘旭霞　迟云阳　邹斌斌　

孔德懿　郝振东　刘彩凤　

(74)专利代理机构 烟台双联专利事务所(普通

合伙) 37225

代理人 姜宏艺

(51)Int.Cl.

A61L 2/18(2006.01)

A61L 2/26(2006.01)

B08B 3/02(2006.01)

B08B 3/08(2006.01)

B08B 1/02(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医学超声穿刺架的消毒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医学超声穿刺架的

消毒装置，包括喷头、弹性毛刷件、清洁驱动组

件、消毒箱、消毒液存放箱、卡接件、导管和抽液

泵，所述消毒液存放箱设于消毒箱侧壁上，所述

抽液泵设于消毒液存放箱上壁，所述卡接件设于

消毒箱侧壁上，所述导管一端与抽液泵相连，所

述导管的另一端设于消毒箱上端，所述导管卡接

设于卡接件上，所述喷头设于导管另一端上，所

述清洁驱动组件设于消毒箱内底壁上，所述弹性

毛刷件设于清洁驱动组件内，所述弹性毛刷件内

壁设有毛刷，所述喷头设于弹性毛刷件上端。本

实用新型属于超声穿刺架的消毒技术领域，具体

是指一种医学超声穿刺架的消毒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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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医学超声穿刺架的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喷头、弹性毛刷件、清洁驱动组

件、消毒箱、消毒液存放箱、卡接件、导管和抽液泵，所述消毒液存放箱设于消毒箱侧壁上，

所述抽液泵设于消毒液存放箱上壁，所述卡接件设于消毒箱侧壁上，所述导管一端与抽液

泵相连，所述导管的另一端设于消毒箱上端，所述导管卡接设于卡接件上，所述喷头设于导

管另一端上，所述清洁驱动组件设于消毒箱内底壁上，所述弹性毛刷件设于清洁驱动组件

内，所述弹性毛刷件内壁设有毛刷，所述喷头设于弹性毛刷件上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医学超声穿刺架的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洁驱动

组件包括旋转轴、承板、收拢组件、驱动组件和旋转电机，所述旋转电机设于消毒箱底壁上，

所述承板设于消毒箱内底壁上，所述驱动组件可旋转设于承板上，所述旋转轴一端与旋转

电机输出轴端相连，所述旋转轴另一端贯穿承板和消毒箱底壁与驱动组件相连，所述收拢

组件与驱动组件相连。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医学超声穿刺架的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组件

包括驱动电机、固定箱、从动轮、主动轴、同心从动轮、主动轮、随动轮、随动套筒、从动轮固

定杆、中间轮、同心中间轮和中间轮固定杆，所述固定箱可旋转设于承板上，所述驱动电机

设于固定箱底壁内，所述主动轴可旋转设于固定箱上，所述主动轴一端与驱动电机输出轴

端相连，所述主动轴另一端贯穿固定箱侧壁设于固定箱外，所述主动轮固接设于主动轴上，

所述从动轮固定杆设于固定箱内，所述从动轮和同心从动轮可旋转套接设于从动轮固定杆

上，所述从动轮和同心从动轮相连，所述从动轮与主动轮相啮合，所述中间轮固定杆固接设

于固定箱内，所述中间轮和同心中间轮可旋转套接设于中间轮固定杆上，所述中间轮和同

心中间轮相连，所述中间轮与同心从动轮相啮合，所述随动套筒可旋转套接设于主动轴上，

所述随动套筒一端设于固定箱内，所述随动套筒另一端贯穿固定箱侧壁设于固定箱外，所

述随动轮固接设于随动套筒上，所述随动轮与同心中间轮相啮合。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医学超声穿刺架的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收拢组件

包括滑槽、弧形固定件、随动弧形件、V形弧形件、X形弧形件和主动弧形件，所述弧形固定件

一端固接设于固定箱上壁上，所述滑槽设于弧形固定件下端，所述随动弧形件固接设于随

动套筒另一端上，所述主动弧形件设于主动轴另一端上，所述X形弧形件可滑动设于滑槽

内，所述X形弧形件两端部分别与随动弧形件和主动弧形件相铰接，所述V形弧形件一端部

旋转铰接设于弧形固定件上端，所述V形弧形件另两端部铰接设于X形弧形件另两端部上，

所述弹性毛刷件设于主动弧形件和V形弧形件上。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医学超声穿刺架的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主动弧形

件、X形弧形件和V形弧形件内壁上设有橡胶垫层。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医学超声穿刺架的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毛刷

件采用橡胶材质，所述弹性毛刷件底端设有通孔。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医学超声穿刺架的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消毒箱底

壁上设有漏网。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医学超声穿刺架的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消毒液存

放箱上壁设有消毒液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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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医学超声穿刺架的消毒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超声穿刺架的消毒技术领域，具体是指一种医学超声穿刺架的消

毒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超声穿刺架通过在超声探头上安装穿刺架，可以在超声引导下将穿刺针引导到人

体的目标位，以实现细胞学活检、组织学活检、囊肿抽吸和治疗等，在使用超声穿刺架后，需

清洗消毒，但现有的消毒装置的消毒液温度过低，易引发清洗人员的不适，对清洗消毒人员

的手造成伤害，而且穿刺架在消毒时容易造成损坏。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上述难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医学超声穿刺架的消毒装置。

[0004] 为了实现上述功能，本实用新型采取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医学超声穿刺架的消

毒装置，包括喷头、弹性毛刷件、清洁驱动组件、消毒箱、消毒液存放箱、卡接件、导管和抽液

泵，所述消毒液存放箱设于消毒箱侧壁上，消毒液存放箱用于存放消毒液，所述抽液泵设于

消毒液存放箱上壁，所述卡接件设于消毒箱侧壁上，所述导管一端与抽液泵相连，所述导管

的另一端设于消毒箱上端，所述导管卡接设于卡接件上，卡接件对导管进行固定支撑，所述

喷头设于导管另一端上，所述清洁驱动组件设于消毒箱内底壁上，所述弹性毛刷件设于清

洁驱动组件内，所述弹性毛刷件内壁设有毛刷，所述喷头设于弹性毛刷件上端，需要消毒的

穿刺架放入清洁驱动组件内的弹性毛刷件中，清洁驱动组件收拢带动弹性毛刷件收拢，同

时清洁驱动组件带动弹性毛刷件，对其内部的穿刺架施加离心力，穿刺架贴合弹性毛刷件

内壁旋转，弹性毛刷件内的毛刷对穿刺架进行清洁，同时喷头将消毒液喷洒进弹性毛刷件

内，便于清洁。

[0005] 进一步地，所述清洁驱动组件包括旋转轴、承板、收拢组件、驱动组件和旋转电机，

所述旋转电机设于消毒箱底壁上，所述承板设于消毒箱内底壁上，所述驱动组件可旋转设

于承板上，所述旋转轴一端与旋转电机输出轴端相连，所述旋转轴另一端贯穿承板和消毒

箱底壁与驱动组件相连，所述收拢组件与驱动组件相连。

[0006] 进一步地，所述驱动组件包括驱动电机、固定箱、从动轮、主动轴、同心从动轮、主

动轮、随动轮、随动套筒、从动轮固定杆、中间轮、同心中间轮和中间轮固定杆，所述固定箱

可旋转设于承板上，所述驱动电机设于固定箱底壁内，所述主动轴可旋转设于固定箱上，所

述主动轴一端与驱动电机输出轴端相连，所述主动轴另一端贯穿固定箱侧壁设于固定箱

外，所述主动轮固接设于主动轴上，所述从动轮固定杆设于固定箱内，所述从动轮和同心从

动轮可旋转套接设于从动轮固定杆上，所述从动轮和同心从动轮相连，所述从动轮与主动

轮相啮合，所述中间轮固定杆固接设于固定箱内，所述中间轮和同心中间轮可旋转套接设

于中间轮固定杆上，所述中间轮和同心中间轮相连，所述中间轮与同心从动轮相啮合，所述

随动套筒可旋转套接设于主动轴上，所述随动套筒一端设于固定箱内，所述随动套筒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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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贯穿固定箱侧壁设于固定箱外，所述随动轮固接设于随动套筒上，所述随动轮与同心中

间轮相啮合，驱动电机工作带动主动轴旋转，主动轮带动与之啮合的从动轮旋转，从动轮带

动同心从动轮旋转，同心从动轮带动与之啮合的中间轮旋转，中间轮带动同心中间轮旋转，

同心中间轮带动与之啮合的随动轮旋转，随动轮带动随动套筒旋转。

[0007] 进一步地，所述收拢组件包括滑槽、弧形固定件、随动弧形件、V形弧形件、X形弧形

件和主动弧形件，所述弧形固定件一端固接设于固定箱上壁上，所述滑槽设于弧形固定件

下端，所述随动弧形件固接设于随动套筒另一端上，所述主动弧形件设于主动轴另一端上，

所述X形弧形件可滑动设于滑槽内，所述X形弧形件两端部分别与随动弧形件和主动弧形件

相铰接，所述V形弧形件一端部旋转铰接设于弧形固定件上端，所述V形弧形件另两端部铰

接设于X形弧形件另两端部上，所述弹性毛刷件设于主动弧形件和V形弧形件上，主动轴旋

转带动主动弧形件顺时针旋转，随动套筒带动随动弧形件做与主动弧形件相对的逆时针旋

转运动，X形弧形件做伸长运动，V形弧形件做伸长运动，V形弧形件之间的夹角变小，V形弧

形件带动弹性毛刷件进行拉伸，弹性毛刷件远离X形弧形件，并且开口稍微闭合，减少在清

洁过程中对穿刺架的碰撞，主动轴旋转带动主动弧形件逆时针旋转，随动套筒带动随动弧

形件做与主动弧形件相对的顺时针旋转运动，X形弧形件做缩短运动，V形弧形件做缩短运

动，V形弧形件之间的夹角变大，弹性毛刷件进行回缩，开口张开，便于取出。

[0008] 进一步地，所述主动弧形件、X形弧形件和V形弧形件内壁上设有橡胶垫层。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弹性毛刷件采用橡胶材质，所述弹性毛刷件底端设有通孔，用于流

出消毒液。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消毒箱底壁上设有漏网。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消毒液存放箱上壁设有消毒液入口。

[0012] 本实用新型采取上述结构取得有益效果如下：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医学超声穿

刺架的消毒装置操作简单，机构紧凑，设计合理，需要消毒的穿刺架放入清洁驱动组件内的

弹性毛刷件中，清洁驱动组件收拢带动弹性毛刷件收拢，同时清洁驱动组件带动弹性毛刷

件，对其内部的穿刺架施加离心力，穿刺架贴合弹性毛刷件内壁旋转，弹性毛刷件内的毛刷

对穿刺架进行清洁，同时喷头将消毒液喷洒进弹性毛刷件内，便于清洁。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医学超声穿刺架的消毒装置的俯视图；

[0014]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医学超声穿刺架的消毒装置的主视图；

[0015]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医学超声穿刺架的消毒装置的清洁驱动组件的俯视图；

[0016]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医学超声穿刺架的消毒装置的清洁驱动组件的主视图；

[0017]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医学超声穿刺架的消毒装置的驱动组件的整体结构示意

图；

[0018] 图6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医学超声穿刺架的消毒装置的清洁驱动组件的斜侧图。

[0019] 其中，1、喷头，2、弹性毛刷件，3、清洁驱动组件，4、消毒箱，5、消毒液存放箱，6、卡

接件，7、导管，8、抽液泵，9、毛刷，10、旋转轴，11、承板，12、收拢组件，13、驱动组件，14、旋转

电机，15、驱动电机，16、固定箱，17、从动轮，18、主动轴，19、同心从动轮，20、主动轮，21、随

动轮，22、随动套筒，23、从动轮固定杆，24、中间轮，25、同心中间轮，26、中间轮固定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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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槽，28、弧形固定件，29、随动弧形件，30、V形弧形件，31、X形弧形件，32、主动弧形件，33、

橡胶垫层，34、通孔，35、漏网，36、消毒液入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

实施例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

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

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1]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术语“中心”、“上”、“下”、“左”、“右”、“竖

直”、“水平”、“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

为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

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此外，术语“第

一”、“第二”、“第三”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以下结合附

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2] 如图1‑6所述，本实用新型一种医学超声穿刺架的消毒装置，包括喷头1、弹性毛刷

件2、清洁驱动组件3、消毒箱4、消毒液存放箱5、卡接件6、导管7和抽液泵8，所述消毒液存放

箱5设于消毒箱4侧壁上，所述抽液泵8设于消毒液存放箱5上壁，所述卡接件6设于消毒箱4

侧壁上，所述导管7一端与抽液泵8相连，所述导管7的另一端设于消毒箱4上端，所述导管7

卡接设于卡接件6上，所述喷头1设于导管7另一端上，所述清洁驱动组件3设于消毒箱4内底

壁上，所述弹性毛刷件2设于清洁驱动组件3内，所述弹性毛刷件2内壁设有毛刷9，所述喷头

1设于弹性毛刷件2上端。

[0023] 所述清洁驱动组件3包括旋转轴10、承板11、收拢组件12、驱动组件13和旋转电机

14，所述旋转电机14设于消毒箱4底壁上，所述承板11设于消毒箱4内底壁上，所述驱动组件

13可旋转设于承板11上，所述旋转轴10一端与旋转电机14输出轴端相连，所述旋转轴10另

一端贯穿承板11和消毒箱4底壁与驱动组件13相连，所述收拢组件12与驱动组件13相连。

[0024] 所述驱动组件13包括驱动电机15、固定箱16、从动轮17、主动轴18、同心从动轮19、

主动轮20、随动轮21、随动套筒22、从动轮固定杆23、中间轮24、同心中间轮25和中间轮固定

杆26，所述固定箱16可旋转设于承板11上，所述驱动电机15设于固定箱16底壁内，所述主动

轴18可旋转设于固定箱16上，所述主动轴18一端与驱动电机15输出轴端相连，所述主动轴

18另一端贯穿固定箱16侧壁设于固定箱16外，所述主动轮20固接设于主动轴18上，所述从

动轮固定杆23设于固定箱16内，所述从动轮17和同心从动轮19可旋转套接设于从动轮固定

杆23上，所述从动轮17和同心从动轮19相连，所述从动轮17与主动轮20相啮合，所述中间轮

固定杆26固接设于固定箱16内，所述中间轮24和同心中间轮25可旋转套接设于中间轮固定

杆26上，所述中间轮24和同心中间轮25相连，所述中间轮24与同心从动轮19相啮合，所述随

动套筒22可旋转套接设于主动轴18上，所述随动套筒22一端设于固定箱16内，所述随动套

筒22另一端贯穿固定箱16侧壁设于固定箱16外，所述随动轮21固接设于随动套筒22上，所

述随动轮21与同心中间轮25相啮合。

[0025] 所述收拢组件12包括滑槽27、弧形固定件28、随动弧形件29、V形弧形件30、X形弧

形件31和主动弧形件32，所述弧形固定件28一端固接设于固定箱16上壁上，所述滑槽27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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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弧形固定件28下端，所述随动弧形件29固接设于随动套筒22另一端上，所述主动弧形件

32设于主动轴18另一端上，所述X形弧形件31可滑动设于滑槽27内，所述X形弧形件31两端

部分别与随动弧形件29和主动弧形件32相铰接，所述V形弧形件30一端部旋转铰接设于弧

形固定件28上端，所述V形弧形件30另两端部铰接设于X形弧形件31另两端部上，所述弹性

毛刷件2设于主动弧形件32和V形弧形件30上。

[0026] 所述主动弧形件32、X形弧形件31和V形弧形件30内壁上设有橡胶垫层33。

[0027] 所述弹性毛刷件2采用橡胶材质，所述弹性毛刷件2底端设有通孔34。

[0028] 所述消毒箱4底壁上设有漏网35。

[0029] 所述消毒液存放箱5上壁设有消毒液入口36。

[0030] 具体实施时，将需要清洁的穿刺架放置在弹性毛刷件2内，驱动电机15工作带动主

动轴18旋转，主动轮20带动与之啮合的从动轮17旋转，从动轮17带动同心从动轮19旋转，同

心从动轮19带动与之啮合的中间轮24旋转，中间轮24带动同心中间轮25旋转，同心中间轮

25带动与之啮合的随动轮21旋转，随动轮21带动随动套筒22旋转，主动轴18旋转带动主动

弧形件32顺时针旋转，随动套筒22带动随动弧形件29做与主动弧形件32相对的逆时针旋转

运动，X形弧形件31做伸长运动，V形弧形件30做伸长运动，V形弧形件30之间的夹角变小，V

形弧形件30带动弹性毛刷件2进行拉伸，弹性毛刷件2远离X形弧形件31，并且开口稍微闭

合，减少在清洁过程中对穿刺架的碰撞，弹性毛刷件2对其内部的穿刺架施加离心力，穿刺

架贴合弹性毛刷件2内壁旋转，弹性毛刷件2内的毛刷9对穿刺架进行清洁，同时喷头1将消

毒液喷洒进弹性毛刷件2内，便于清洁，主动轴18旋转带动主动弧形件32逆时针旋转，随动

套筒22带动随动弧形件29做与主动弧形件32相对的顺时针旋转运动，X形弧形件31做缩短

运动，V形弧形件30做缩短运动，V形弧形件30之间的夹角变大，弹性毛刷件2进行回缩，开口

张开，便于取出。

[0031] 以上对本实用新型及其实施方式进行了描述，这种描述没有限制性，附图中所示

的也只是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之一，实际的结构并不局限于此。总而言之如果本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受其启示，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创造宗旨的情况下，不经创造性的设计出与

该技术方案相似的结构方式及实施例，均应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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