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10335434.2

(22)申请日 2020.04.24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1388108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07.10

(73)专利权人 鄂东医疗集团市中心医院

地址 435000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天津

路141号

(72)发明人 解育新　潘冬梅　马迎辉　袁征　

龚攀　刘强　

(74)专利代理机构 重庆市诺兴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50239

代理人 卢玲

(51)Int.Cl.

A61B 90/70(2016.01)

B08B 3/12(2006.01)

B08B 13/00(2006.01)

B07C 5/02(2006.01)

B07C 5/34(2006.01)

B07C 5/36(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7900025 A,2018.04.13

CN 203749511 U,2014.08.06

CN 207152657 U,2018.03.30

CN 109701939 A,2019.05.03

CN 209139349 U,2019.07.23

WO 2012070293 A1,2012.05.31

US 2016067004 A1,2016.03.10

审查员 牛振宇

 

(54)发明名称

一种多功能医用超声波自动清洗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多功能医用超声波自动

清洗机，包括机体，所述机体内设有清洗腔，所述

清洗腔内设有用于清洗手术刀的清洗系统，所述

清洗腔右侧端壁内设有用于运送手术刀的工作

管道，所述清洗腔内滑动的设有放置台，所述放

置台内设有将清洗后的手术刀逐个送至所述工

作管道内的递推装置；本发明结构简单，操作方

便，维护便利，该设备通过超声波的空化作用提

升器械表面的清洗效果，清洗更彻底，达到手工

无法达到的要求，并且无需人手接触，消除二次

污染，有效保护医护人员的安全卫生，并且该设

备可自动检测手术刀的损坏情况并及时分离，将

存在隐患的手术刀刀刃更换，因此该设备具有较

高的使用和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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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医用超声波自动清洗机，包括机体，其特征在于：所述机体内设有清洗

腔，所述清洗腔内设有用于清洗手术刀的清洗系统，所述清洗腔右侧端壁内设有用于运送

手术刀的工作管道，所述清洗腔内滑动的设有放置台，所述放置台内设有将清洗后的手术

刀逐个送至所述工作管道内的递推装置，所述清洗腔靠近所述工作管道一侧端壁内设有分

离腔，所述分离腔内设有用于分离手术刀的分离装置，所述工作管道右侧端壁内设有分拣

腔，所述分拣腔内设有用于监测手术刀质量并筛选出损坏的手术刀的监测分拣装置，所述

清洗腔底部端壁内设有用于储存手术刀的存储装置，所述工作管道左侧端壁内设有支撑

腔，所述支撑腔内设有用于夹持手术刀的紧固装置，进而可固定分离出受到损坏的手术刀，

所述支撑腔后侧端壁内设有传动腔，所述传动腔后侧端壁内设有拆解腔，所述拆解腔内设

有用于将损坏的手术刀的刀刃与手柄分离的拆解装置，所述清洗腔后侧端壁内设有动力

腔，所述动力腔内设有用于驱动各个装置的动力装置；所述动力装置包括设于所述动力腔

内的动力轴，所述动力轴底端与固定设置于动力腔底部端壁内的动力机动力连接，所述动

力轴顶端设有主动锥齿轮，所述动力轴外壁上设有用于带动所述清洗系统转动的主动带

轮，所述动力腔内设有传递轴，所述传递轴前端设有与所述主动锥齿轮啮合的从动锥齿轮，

所述传递轴后端设有用于驱动所述递推装置的动力齿轮；所述清洗系统包括设于所述清洗

腔端壁上的升降导轨，所述升降导轨用于带动所述放置台上下滑动，进而可将放置于放置

台上的手术刀浸入清洗液中，所述清洗腔内设有清洗轴，所述清洗轴顶端设有用于带动清

洗液流动的超声波发生棒，所述清洗轴底端设有位于所述动力腔内的从动带轮，所述从动

带轮与所述主动带轮之间通过动力皮带动力连接，所述清洗腔内设有隔离网，用于避免清

洗出的杂物落入所述清洗腔底部，造成清洗不便；所述递推装置包括设于所述放置台内的

递进腔，所述递进腔内滑动的设有递进杆，所述递进腔内设有递进轴，所述递进轴前端设有

下转动杆，所述递进腔内转动的设有与所述下转动杆铰接的递进连杆，所述递进连杆与所

述递进杆铰接，所述递进连杆与上转动杆铰接，所述递进轴后端设有与所述动力齿轮啮合

的递进齿轮，所述分离装置包括设于所述分离腔内的分离轴，所述分离轴前端设有分离凸

轮，所述分离腔内滑动的设有上分离板，所述分离腔内滑动的设有下分离板，进而便于将手

术刀逐个送入所述监测分拣装置内；所述监测分拣装置包括设于所述下分离板内的探测

块，所述分拣腔内设有滑动导轨，所述滑动导轨端壁上滑动的设有分拣滑块，所述分拣腔内

转动的设有分拣板，所述分拣板与所述分拣滑块之间通过分拣连杆连接，进而将质量好的

手术刀送入不同的区域，所述存储装置包括设于所述清洗腔底部端壁内的手术刀储存腔，

所述手术刀储存腔与所述工作管道之间通过连通管连通，所述手术刀储存腔右侧端壁内设

有用于存放手柄的手柄存储腔，所述工作管道右侧端壁内设有用于存放刀刃受到损坏的手

术刀刀刃，所述手柄存储腔顶部与所述手术刀储存腔顶壁内设有用于持续杀菌的紫光灯；

所述紧固装置包括设于所述支撑腔内的支撑轴，所述支撑轴前端设有支撑凸轮，所述支撑

腔内转动的设有用于支撑手术刀的支撑杆，所述支撑轴后端设有位于所述传动腔内的支撑

齿轮，所述传动腔内设有固定轴，所述固定轴前端设有固定轮，所述固定轮周向均匀设有四

组固定杆，所述固定轴后端设有槽轮，分割轴前端设有与所述槽轮啮合的拨轮，所述分割轴

后端设有分割齿轮，所述拆解腔内设有传动轴，所述传动轴后端设有与所述支撑齿轮以及

所述分割齿轮啮合的传动齿轮，所述传动轴、所述分离轴与所述传递轴之间通过皮带组动

力连接，进而保证手术刀位置固定不变；所述拆解装置包括设于所述传动轴外壁上的扇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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锥齿轮，所述拆解腔内设有拆解轴，所述拆解轴底端设有与所述扇形锥齿轮啮合的拆解锥

齿轮，所述拆解轴顶端设有拆解转盘，所述拆解腔内滑动的设有拆解推杆，所述拆解推杆底

端设有用于固定手术刀刀刃的拆解器，所述拆解推杆与所述拆解转盘之间通过拆解连杆铰

接，进而将刀刃与手柄分离，并将刀刃送入刀片回收腔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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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医用超声波自动清洗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护器材保养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多功能医用超声波自动清洗机。

背景技术

[0002] 手术刀是由刀片和手柄组成的特制刀具，是外科手术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术工具，

但是手术刀刀刃在手术过程中易发生损伤，因此在完成手术后，手术刀需要及时清理并检

查手术刀刀刃的损坏情况，以往传统的清洗方式多为手工清洗，需要工作人员多步骤，多器

械反复多次冲洗，不但费时费力，效率低下并且在人为因素的影响下无法保证器械的清洗

质量，并且无法及时发现微小损坏，极易对下次手术过程造成隐患，而且在清洗过程中，手

术刀划破医护人员手掌，无法保证医护人员的安全，因此，本发明旨在设计一种多功能医用

超声波自动清洗机。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多功能医用超声波自动清洗机，能够克服现有技术的

上述缺陷。

[0004] 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多功能医用超声波自动清洗机，包括机体，所述机体内设有清

洗腔，所述清洗腔内设有用于清洗手术刀的清洗系统，所述清洗腔右侧端壁内设有用于运

送手术刀的工作管道，所述清洗腔内滑动的设有放置台，所述放置台内设有将清洗后的手

术刀逐个送至所述工作管道内的递推装置，所述清洗腔靠近所述工作管道一侧端壁内设有

分离腔，所述分离腔内设有用于分离手术刀的分离装置，进而便于手术刀逐个落入下方，所

述工作管道右侧端壁内设有分拣腔，所述分拣腔内设有用于监测手术刀质量并筛选出损坏

的手术刀的监测分拣装置，所述清洗腔底部端壁内设有用于储存手术刀的存储装置，所述

工作管道左侧端壁内设有支撑腔，所述支撑腔内设有用于夹持手术刀的紧固装置，进而可

固定分离出受到损坏的手术刀，所述支撑腔后侧端壁内设有传动腔，所述传动腔后侧端壁

内设有拆解腔，所述拆解腔内设有用于将损坏的手术刀的刀刃与手柄分离的拆解装置，所

述清洗腔后侧端壁内设有动力腔，所述动力腔内设有用于驱动各个装置的动力装置。

[0005] 优选地，所述动力装置包括设于所述动力腔内的动力轴，所述动力轴底端与固定

设置于动力腔底部端壁内的动力机动力连接，所述动力轴顶端设有主动锥齿轮，所述动力

轴外壁上设有用于带动所述清洗系统转动的主动带轮，所述动力腔内设有传递轴，所述传

递轴前端设有与所述主动锥齿轮啮合的从动锥齿轮，所述传递轴后端设有用于驱动所述递

推装置的动力齿轮。

[0006] 优选地，所述清洗系统包括设于所述清洗腔端壁上的升降导轨，所述升降导轨用

于带动所述放置台上下滑动，进而可将放置于放置台上的手术刀浸入清洗液中，所述清洗

腔内设有清洗轴，所述清洗轴顶端设有用于带动清洗液流动的超声波发生棒，所述清洗轴

底端设有位于所述动力腔内的从动带轮，所述从动带轮与所述主动带轮之间通过动力皮带

动力连接，所述清洗腔内设有隔离网，用于避免清洗出的杂物落入所述清洗腔底部，造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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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不便。

[0007] 优选地，所述递推装置包括设于所述放置台内的递进腔，所述递进腔内滑动的设

有递进杆，所述递进腔内设有递进轴，所述递进轴前端设有下转动杆，所述递进腔内转动的

设有递进连杆，所述递进腔内滑动设有与所述下转动杆铰接的递进连杆，所述递进连杆与

所述递进杆铰接，所述递进连杆与所述上转动杆铰接，所述递进轴后端设有与所述动力齿

轮啮合的递进齿轮，所述分离装置包括设于所述分离腔内的分离轴，所述分离轴前端设有

分离凸轮，所述分离腔内滑动的设有上分离板，所述分离腔内滑动的设有下分离板，进而便

于将手术刀逐个送入所述所述监测分拣装置内。

[0008] 优选地，所述监测分拣装置包括设于所述下分离板内的探测块，所述分拣腔内设

有滑动导轨，所述滑动导轨端壁上滑动的设有分拣滑块，所述分拣腔内转动的设有分拣板，

所述分拣板与所述分拣滑块之间通过分拣连杆连接，进而将质量好的手术刀送入不同的区

域，所述存储装置包括设于所述清洗腔底部端壁内的手术刀储存腔，所述手术刀储存腔与

所述工作管道之间通过连通管连通，所述手术刀储存腔右侧端壁内设有用于存放手柄的手

柄存储腔，所述工作管道右侧端壁内设有用于存放刀刃受到损坏的手术刀刀刃，所述手柄

存储腔顶部与所述手术刀储存腔顶壁内设有用于持续杀菌的紫光灯。

[0009] 优选地，所述紧固装置包括设于所述支撑腔内的支撑轴，所述支撑轴前端设有支

撑凸轮，所述支撑腔内转动的设有用于支撑手术刀的支撑杆，所述支撑轴后端设有位于所

述传动腔内的支撑齿轮，所述传动腔内设有固定轴，所述固定轴前端设有固定轮，所述固定

轮周向均匀设有四组固定杆，所述固定轴后端设有槽轮，所述拨轮内设有分割轴，所述分割

轴前端设有与所述槽轮啮合的拨轮，所述分割轴后端设有分割齿轮，所述拆解腔内设有传

动轴，所述传动轴后端设有与所述支撑齿轮以及所述分割齿轮啮合的传动齿轮，所述传动

轴、所述分离轴与所述传递轴之间通过皮带组动力连接，进而保证手术刀位置固定不变。

[0010] 优选地，所述拆解装置包括设于所述传动轴外壁上的扇形锥齿轮，所述拆解腔内

设有拆解轴，所述拆解轴底端设有与所述扇形锥齿轮啮合的拆解锥齿轮，所述拆解轴顶端

设有拆解转盘，所述拆解腔内滑动的设有拆解推杆，所述拆解推杆底端设有用于固定手术

刀刀刃的拆解器，所述拆解推杆与所述拆解转盘之间通过拆解连杆铰接，进而将刀刃与手

柄分离，并将刀刃送入所述刀片回收腔内。

[001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结构简单，操作方便，维护便利，该设备通过超声波

的空化作用提升器械表面的清洗效果，清洗更彻底，达到手工无法达到的要求，并且无需人

手接触，消除二次污染，有效保护医护人员的安全卫生，并且该设备可自动检测手术刀的损

坏情况并及时分离，将存在隐患的手术刀刀刃更换，因此该设备具有较高的使用和推广价

值。

附图说明

[0012]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有

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

[0013] 图1是本发明的一种多功能医用超声波自动清洗机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是图1中A的结构放大示意图；

[0015] 图3是图1中B-B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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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图4是图1中C-C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5是图3中D-D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6是图4中E-E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7是图4中F-F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8是图4中G-G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9是图4中固定轮的结构放大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上述图示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其中，为叙述方便，现对下文所说的方

位规定如下：下文所说的前后左右与图1本身投影关系的上下方向一致。

[0023] 如图1-9所示，本发明的一种多功能医用超声波自动清洗机，包括机体11，所述机

体11内设有清洗腔15，所述清洗腔15内设有用于清洗手术刀的清洗系统101，所述清洗腔15

右侧端壁内设有用于运送手术刀的工作管道30，所述清洗腔15内滑动的设有放置台14，所

述放置台14内设有将清洗后的手术刀逐个送至所述工作管道30内的递推装置102，所述清

洗腔15靠近所述工作管道30一侧端壁内设有分离腔74，所述分离腔74内设有用于分离手术

刀的分离装置103，进而便于手术刀逐个落入下方，所述工作管道30右侧端壁内设有分拣腔

75，所述分拣腔75内设有用于监测手术刀质量并筛选出损坏的手术刀的监测分拣装置104，

所述清洗腔15底部端壁内设有用于储存手术刀的存储装置105，所述工作管道30左侧端壁

内设有支撑腔68，所述支撑腔68内设有用于夹持手术刀的紧固装置107，进而可固定分离出

受到损坏的手术刀，所述支撑腔68后侧端壁内设有传动腔46，所述传动腔46后侧端壁内设

有拆解腔45，所述拆解腔45内设有用于将损坏的手术刀的刀刃与手柄分离的拆解装置106，

所述清洗腔15后侧端壁内设有动力腔59，所述动力腔59内设有用于驱动各个装置的动力装

置108。

[0024] 有益地，所述动力装置108包括设于所述动力腔59内的动力轴65，所述动力轴65底

端与固定设置于动力腔59底部端壁内的动力机67动力连接，所述动力轴65顶端设有主动锥

齿轮63，所述动力轴65外壁上设有用于带动所述清洗系统101转动的主动带轮66，所述动力

腔59内设有传递轴62，所述传递轴62前端设有与所述主动锥齿轮63啮合的从动锥齿轮61，

所述传递轴62后端设有用于驱动所述递推装置102的动力齿轮60。

[0025] 有益地，所述清洗系统101包括设于所述清洗腔15端壁上的升降导轨13，所述升降

导轨13用于带动所述放置台14上下滑动，进而可将放置于放置台14上的手术刀浸入清洗液

中，所述清洗腔15内设有清洗轴18，所述清洗轴18顶端设有用于带动清洗液流动的超声波

发生棒17，所述清洗轴18底端设有位于所述动力腔59内的从动带轮19，所述从动带轮19与

所述主动带轮66之间通过动力皮带69动力连接，所述清洗腔15内设有隔离网16，用于避免

清洗出的杂物落入所述清洗腔15底部，造成清洗不便。

[0026] 有益地，所述递推装置102包括设于所述放置台14内的递进腔38，所述递进腔38内

滑动的设有递进杆12，所述递进腔38内设有递进轴37，所述递进轴37前端设有下转动杆36，

所述递进腔38内转动的设有递进连杆35，所述递进腔38内滑动设有与所述下转动杆36铰接

的递进连杆35，所述递进连杆35与所述递进杆12铰接，所述递进连杆35与所述上转动杆34

铰接，所述递进轴37后端设有与所述动力齿轮60啮合的递进齿轮39，所述分离装置103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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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于所述分离腔74内的分离轴31，所述分离轴31前端设有分离凸轮32，所述分离腔74内滑

动的设有上分离板33，所述分离腔74内滑动的设有下分离板29，进而便于将手术刀逐个送

入所述所述监测分拣装置104内。

[0027] 有益地，所述监测分拣装置104包括设于所述下分离板29内的探测块28，所述分拣

腔75内设有滑动导轨26，所述滑动导轨26端壁上滑动的设有分拣滑块27，所述分拣腔75内

转动的设有分拣板24，所述分拣板24与所述分拣滑块27之间通过分拣连杆25连接，进而将

质量好的手术刀送入不同的区域，所述存储装置105包括设于所述清洗腔15底部端壁内的

手术刀储存腔21，所述手术刀储存腔21与所述工作管道30之间通过连通管23连通，所述手

术刀储存腔21右侧端壁内设有用于存放手柄的手柄存储腔22，所述工作管道30右侧端壁内

设有用于存放刀刃受到损坏的手术刀刀刃，所述手柄存储腔22顶部与所述手术刀储存腔21

顶壁内设有用于持续杀菌的紫光灯20。

[0028] 有益地，所述紧固装置107包括设于所述支撑腔68内的支撑轴49，所述支撑轴49前

端设有支撑凸轮50，所述支撑腔68内转动的设有用于支撑手术刀的支撑杆51，所述支撑轴

49后端设有位于所述传动腔46内的支撑齿轮47，所述传动腔46内设有固定轴52，所述固定

轴52前端设有固定轮54，所述固定轮54周向均匀设有四组固定杆53，所述固定轴52后端设

有槽轮55，所述拨轮56内设有分割轴57，所述分割轴57前端设有与所述槽轮55啮合的拨轮

56，所述分割轴57后端设有分割齿轮58，所述拆解腔45内设有传动轴40，所述传动轴40后端

设有与所述支撑齿轮47以及所述分割齿轮58啮合的传动齿轮48，所述传动轴40、所述分离

轴31与所述传递轴62之间通过皮带组64动力连接，进而保证手术刀位置固定不变。

[0029] 有益地，所述拆解装置106包括设于所述传动轴40外壁上的扇形锥齿轮41，所述拆

解腔45内设有拆解轴44，所述拆解轴44底端设有与所述扇形锥齿轮41啮合的拆解锥齿轮

42，所述拆解轴44顶端设有拆解转盘43，所述拆解腔45内滑动的设有拆解推杆71，所述拆解

推杆71底端设有用于固定手术刀刀刃的拆解器72，所述拆解推杆71与所述拆解转盘43之间

通过拆解连杆70铰接，进而将刀刃与手柄分离，并将刀刃送入所述刀片回收腔73内。

[0030] 当使用该设备时，医护人员将待清洗的手术刀放置于放置台14上，升降导轨13带

动放置台14向下滑动将手术刀浸入清洗液中，超声波发生棒17发射超声波，同时动力机67

开始工作，并通过动力轴65、主动带轮66、动力皮带69、从动带轮19、清洗轴18带动超声波发

生棒17转动，进而带动清洗液流动，进而玻璃手术刀上松动的杂质，当清洗完成后，升降导

轨13带动放置台14向上滑动，递进齿轮39与动力齿轮60啮合，进而动力轴65通过主动锥齿

轮63、从动锥齿轮61、传递轴62、动力齿轮60、递进齿轮39带动递进轴37转动，同时，传递轴

62通过皮带组64带动分离轴31、传动轴40转动，递进轴37通过下转动杆36、递进连杆35、上

转动杆34带动递进杆12滑动，进而将手术刀逐个送入工作管道30内，同时，分离轴31带动分

离凸轮32转动，进而依次带动上分离板33,下分离板29左右滑动，进而将手术刀逐个落下，

同时，探测块28对落下的手术刀进行检测，当手术刀没有发生损坏时，滑动导轨26带动分拣

滑块27向下滑动，并通过分拣连杆25带动分拣板24转动，将工作管道30与连通管23连通，进

而手术刀落入手柄存储腔22内，当手术刀受到损坏时，手术刀直接落下并由支撑杆51与固

定杆53固定，同时，传动轴40通过扇形锥齿轮41、拆解锥齿轮42、拆解轴44、拆解转盘43、拆

解连杆70、拆解推杆71带动拆解器72向右滑动，将受到损坏的手术刀刀刃取下，并送入刀片

回收腔73内回收，而后，传动轴40通过传动齿轮48、支撑齿轮47、支撑轴49带动支撑凸轮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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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动，进而支撑凸轮50与支撑杆51脱离配合，同时，传动齿轮48通过分割齿轮58、分割轴57、

拨轮56、槽轮55、固定轴52、固定轮54带动固定杆53转动，将手术刀的手柄送入手柄存储腔

22储存。

[003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结构简单，操作方便，维护便利，该设备通过超声波

的空化作用提升器械表面的清洗效果，清洗更彻底，达到手工无法达到的要求，并且无需人

手接触，消除二次污染，有效保护医护人员的安全卫生，并且该设备可自动检测手术刀的损

坏情况并及时分离，将存在隐患的手术刀刀刃更换，因此该设备具有较高的使用和推广价

值。

[0032] 以上所述，仅为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不经

过创造性劳动想到的变化或替换，都应涵盖在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发明的保护范围

应该以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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