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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医用工具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

一种消化科用呕吐物收集器，括壳体、呕吐盆、化

验箱、温水箱、储物桶、秽物收集箱、抽气单元、净

化过滤单元、消毒层和伸缩单元，呕吐盆安装在

壳体的圆孔中；化验箱对于呕吐物进行化验；温

水箱用于病人呕吐过后洗漱口腔；储物桶装呕吐

物；秽物收集箱对于呕吐物进行初步处理；抽气

单元安装在秽物收集箱的侧壁上，抽气单元通过

管道和储物桶相连；净净化过滤单元用于净化过

滤呕吐物；消毒层位于净化过滤单元下方；伸缩

单元位于净化过滤单元的上方，伸缩单元将呕吐

物推入到储物桶中。本发明不用清洗呕吐物储存

桶，降低医护人员劳动强度，不会二次感染的消

化科专用的呕吐物盛装器，且设有温水箱供病人

洗漱口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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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消化科用呕吐物收集器，其特征在于：包括壳体(1)、呕吐盆(2)、化验箱(3)、温

水箱(4)、储物桶(5)、秽物收集箱(6)、抽气单元(7)、净化过滤单元(8)、消毒层(9)和伸缩单

元(10)，所述的壳体(1)为圆筒形，壳体(1)的上表面开设有圆孔；所述的呕吐盆(2)安装在

壳体(1)的圆孔中；所述的化验箱(3)位于壳体(1)内部，化验箱(3)对于呕吐物进行化验，化

验箱(3)和电脑连接；所述的温水箱(4)位于壳体(1)的内部，温水箱(4)安装在壳体(1)的底

部，温水箱(4)用于病人呕吐过后洗漱口腔；所述的储物桶(5)位于壳体(1)内部，储物桶(5)

和秽物收集箱(6)通过管道连接，储物桶(5)用于装呕吐物；所述的秽物收集箱(6)位于呕吐

盆(2)的下方，秽物收集箱(6)对于呕吐物进行初步处理；所述的抽气单元(7)安装在秽物收

集箱(6)的侧壁上，抽气单元(7)通过管道和储物桶(5)相连；所述的净化过滤单元(8)位于

秽物收集箱(6)内部，净化过滤单元(8)用于净化过滤呕吐物；所述的消毒层(9)安装在秽物

收集箱(6)内部，消毒层(9)位于净化过滤单元(8)下方；所述的伸缩单元(10)位于净化过滤

单元(8)的上方，伸缩单元(10)将呕吐物推入到储物桶(5)中；

所述的壳体(1)上表面安装有扶手(11)，呕吐盆(2)底部设有封闭阀(21)，扶手(11)和

封闭阀(21)电连接，当病人呕吐时手握扶手(11)时，电路接通，封闭阀(21)开启；

所述的呕吐盆(2)侧壁上部开设有流水槽，流水槽通过水管和秽物收集箱(6)底端连

接，利用净化过滤后的水冲洗呕吐盆(2)侧壁，所述的呕吐盆(2)侧壁上安装有酸碱检测器

(22)，酸碱检测器(22)用于检测呕吐物的酸碱度，秽物收集箱(6)的顶部安装有酸碱箱

(23)，酸碱箱(23)内部装有酸碱溶剂，酸碱溶剂用于中和呕吐物的酸碱度，避免腐蚀箱体；

所述的储物桶(5)底部安装有清水箱(51)，储物桶(5)的外侧壁安装有把手(52)，把手

(52)上安装有电按钮(53)，清水箱(51)的上表面设有圆孔，圆孔内安装有开关，开关和电按

钮(53)电连接；

所述的抽气单元(7)包括扇叶(71)和活性炭净化装置(72)，所述的秽物收集箱(6)侧壁

开设有圆孔；所述的扇叶(71)安装在秽物收集箱(6)的圆孔内，扇叶(71)用于将秽物收集箱

(6)内的气体抽出；所述的活性炭净化装置(72)安装在圆孔内，活性炭净化装置(72)位于扇

叶(71)右侧；

所述的净化过滤单元(8)分为三层，第一层为大粒径石英砂，第二层为小粒径石英砂，

第三场为活性炭；

所述的消毒层(9)为设有过滤孔的箱体，箱体内装有固体过氧化钙；

所述的伸缩单元(10)包括伸缩杆(101)和推板(102)，所述的伸缩杆(101)安装在秽物

收集箱(6)侧壁上；所述的推板(102)安装在伸缩杆(101)的前端；伸缩杆(101)和推板(102)

配合将呕吐物推入到储物通中；

工作时，当病人对着呕吐盆(2)呕吐时，双手握着扶手(11)，扶手(11)电连接着封闭阀

(21)，封闭阀(21)打开，呕吐物落入到秽物收集箱(6)内，一部分呕吐物被化验箱(3)收集，

化验箱(3)及时化验呕吐物中的成分，反馈到电脑中，供医生查看，病人可以打开水龙头，利

用温水箱(4)内的温水漱口；呕吐盆(2)侧壁上的流水槽通过水管连接着秽物收集箱(6)底

部，利用净化过滤消毒后的水冲洗呕吐盆(2)侧壁，酸碱检测器(22)对呕吐物进行检测，判

断呕吐物的酸碱性，酸碱箱(23)相应的喷出酸碱溶剂，对呕吐物的酸碱度进行中和，避免对

箱体的腐蚀；秽物收集箱(6)内的呕吐物经过净化过滤单元(8)，液体经过净化过滤，再经过

消毒层(9)消毒，利用消毒后的水对呕吐盆(2)清洗，剩余的呕吐残渣被伸缩单元(10)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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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储物桶(5)中，扇叶(71)转动将秽物收集箱(6)内的异味气体抽出，经过活性炭净化装置

(72)对气体进行净化，将抽出的气体排入到储物桶(5)内；储物桶(5)装满时，医护人员将储

物桶(5)从壳体(1)内部拿出，将储物桶(5)倾倒时，按压把手(52)处的按钮，清水箱(51)中

的清水流水，对储物桶(5)的内壁进行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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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消化科用呕吐物收集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医用工具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消化科用呕吐物收集器。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生活以及饮食习惯的不规律，使越来越多的人们患有

消化方面的疾病，这些患者在进行检查或住院治疗时，通常会出现呕吐现象，如在需要对肠

胃进行内窥视检查时，需要在患者的肠胃内插入透视镜，在检查过程中容易引起患者呕吐，

还有的消化疾病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在病房内容易出现呕吐现象。目前医院一般不具有接收

呕吐物的装置，这样患者在呕吐时需要放置垃圾桶或痰盂等物品进行承接，但如果放置不

及时，容易呕吐在地面上，不仅污染病房卫生，而且由于患者不定期呕吐，增加了医护人员

的负担；另外，由于呕吐物与病房内的空气直接接触，这样不仅容易造成病房环境污染，而

且容易造成交叉感染，给医护人员的健康带来危险。消化科病人由于一些消化疾病会导致

呕吐，呕吐物具有气味难闻，而且呕吐物还存在细菌泛滥，并且有些呕吐物携带病菌，容易

造成空气飞沫传播。而消化科病人有些身体不方便，可能随着呕吐的偶然性无法每次都到

厕所等地方进行呕吐，而且针对病人的呕吐物的收集检测也是个问题。

[0003] 现有技术中也出现了一些呕吐物的收集设备，如申请号为201520146702.0的一项

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消化科用呕吐器，包括支撑座和密封槽；所述支撑座底面与密封槽螺

纹连接，支撑座内开设有一通孔，通孔内活动设置有塑料管，在塑料管与通孔之间设有密封

圈；所述塑料管的顶端套设有复位弹簧，塑料管的上端侧壁上固定套设有限位板，塑料管的

上端顶部还连通有呕吐罩；所述密封槽的底部设有储存瓶，储存瓶包括瓶颈及瓶体；所述支

撑座的两侧滑动连接有支撑板，在支撑板的下端水平设有底座。但其呕吐物储存瓶还需要

清洗，其不但增加了医护人员的劳动强度，甚至会造成二次感染或不利于医护人员的身体

健康，并且当医护人员清洗不及时时，呕吐物储存瓶内的呕吐物不易清洗，会给下个病人再

次使用带来困难。

[0004] 鉴于此，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消化科用呕吐物收集器，本发明不用清洗呕吐物储存

桶，降低医护人员劳动强度，且不会二次感染的消化科专用的呕吐物盛装器，且设有温水箱

供病人洗漱口腔。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弥补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出了一种消化科用呕吐物收集器，本发明主

要用于消化科呕吐物的收集。本发明通过秽物收集箱、净化过滤单元、消毒层、伸缩单元和

储物桶相互配合，将呕吐物残渣推入到储物桶中，其中的水经过净化、过滤和消毒，冲洗呕

吐盆，实现水资源重复利用；同时，本发明通过化验箱及时对呕吐物进行成分化验，供医生

参考。

[0006]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消化科用呕吐物

收集器，包括壳体、呕吐盆、化验箱、温水箱、储物桶、秽物收集箱、抽气单元、净化过滤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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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层和伸缩单元，所述的壳体为圆筒形，壳体的上表面开设有圆孔；所述的呕吐盆安装在

壳体的圆孔中；所述的化验箱位于壳体内部，化验箱对于呕吐物进行化验，化验箱和电脑连

接；所述的温水箱位于壳体的内部，温水箱安装在壳体的底部，温水箱和水龙头连接，温水

箱用于病人呕吐过后洗漱口腔；所述的储物桶位于壳体内部，储物桶和秽物收集箱通过管

道连接，储物桶用于装呕吐物；所述的秽物收集箱位于呕吐盆的下方，秽物收集箱对于呕吐

物进行初步处理；所述的抽气单元安装在秽物收集箱的侧壁上，抽气单元通过管道和储物

桶相连；所述的净化过滤单元位于秽物收集箱内部，净化过滤单元用于净化过滤呕吐物；所

述的消毒层安装在秽物收集箱内部，消毒层位于净化过滤单元下方；所述的伸缩单元位于

净化过滤单元的上方，伸缩单元将呕吐物推入到储物桶中。工作时，病人将呕吐物呕吐到呕

吐盆内，呕吐物落入到秽物收集箱内，一部分呕吐物被化验箱收集，化验箱及时化验呕吐物

中的成分，反馈到电脑中，供医生查看，病人可以打开水龙头，利用温水箱内的温水漱口，秽

物收集箱内的呕吐物经过净化过滤单元，液体经过净化过滤，再经过消毒层消毒，利用消毒

后的水对呕吐盆清洗，剩余的呕吐残渣被伸缩单元推入到储物桶中，抽气单元将秽物收集

箱内异味气体抽入到储物桶中。

[0007] 优选的，所述的壳体上表面安装有扶手，呕吐盆底部设有封闭阀，扶手和封闭阀电

连接，当病人呕吐时手握扶手时，电路接通，封闭阀开启。当病人对着呕吐盆呕吐时，双手握

着扶手，扶手电连接着封闭阀，封闭阀打开，呕吐物落入到秽物收集箱内。

[0008] 优选的，所述的呕吐盆侧壁上部开设有流水槽，流水槽通过水管和秽物收集箱底

端连接，利用净化过滤后的水冲洗呕吐盆侧壁，所述的呕吐盆侧壁上安装有酸碱检测器，酸

碱检测器用于检测呕吐物的酸碱度，秽物收集箱的顶部安装有酸碱箱，酸碱箱内部装有酸

碱溶剂，酸碱溶剂用于中和呕吐物的酸碱度，避免腐蚀箱体。呕吐盆侧壁上的流水槽通过水

管连接着秽物收集箱底部，利用净化过滤消毒后的水冲洗呕吐盆侧壁，酸碱检测器对呕吐

物进行检测，判断呕吐物的酸碱性，酸碱箱相应的喷出酸碱溶剂，对呕吐物的酸碱度进行中

和，避免对箱体的腐蚀。

[0009] 优选的，所述的储物桶底部安装有清水箱，储物桶的外侧壁安装有把手，把手上安

装有电按钮，清水箱的上表面设有圆孔，圆孔内安装有开关，开关和电按钮电连接。储物桶

装满时，医护人员将储物桶从壳体内部拿出，将储物桶倾倒时，按压把手处的按钮，清水箱

中的清水流水，对储物桶的内壁进行清洗。

[0010] 优选的，所述的抽气单元包括扇叶和活性炭净化装置，所述的秽物收集箱侧壁开

设有圆孔；所述的扇叶安装在秽物收集箱的圆孔内，扇叶用于将秽物收集箱内的气体抽出；

所述的活性炭净化装置安装在圆孔内，活性炭净化装置位于扇叶右侧。工作时，扇叶转动将

秽物收集箱内的异味气体抽出，经过活性炭净化装置对气体进行净化，将抽出的气体排入

到储物桶内。

[0011] 优选的，所述的净化过滤单元分为三层，第一层为大粒径石英砂，第二层为小粒径

石英砂，第三场为活性炭。

[0012] 优选的，所述的消毒层为设有过滤孔的箱体，箱体内装有固体过氧化钙钙。

[0013] 优选的，所述的伸缩单元包括伸缩杆和推板，所述的伸缩杆安装在秽物收集箱侧

壁上；所述的推板安装在伸缩杆的前端；伸缩杆和推板配合将呕吐物推入到储物通中。工作

时，伸缩杆伸缩，推板将呕吐残渣推入到储物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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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5] 1.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消化科用呕吐物收集器，本发明所述的秽物收集箱用于初步

处理呕吐物，所述的净化过滤单元和消毒层对水进行净化、过滤和消毒；本发明通过秽物收

集箱、净化过滤单元、消毒层、伸缩单元和储物桶相互配合，将呕吐物残渣推入到储物桶中，

其中的水经过净化、过滤和消毒，冲洗呕吐盆，实现水资源重复利用；同时，本发明通过化验

箱及时对呕吐物进行成分化验，供医生参考。

[0016] 2.本发明所述的温水箱和水龙头可供病人呕吐后清洗口腔，温水箱内水温适中，

给病人优质的医院服务。

[0017] 3.本发明所述的储物桶设有清水箱、把手和电按钮，医护人员在倾倒储物桶内的

呕吐残渣，按压电按钮，就可一对储物桶进行冲洗，不需要医护人员的额外清洗，减轻医护

人员的工作量。

[0018] 4.本发明所述的酸碱检测器和酸碱箱配合使用，对于呕吐物进行酸碱中和，减少

呕吐物对秽物收集箱的腐蚀作用，延长本发明的使用年限，节约成本。

附图说明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的剖视图；

[0021] 图中：壳体1、呕吐盆2、封闭阀21、酸碱检测器22、酸碱箱23、化验箱3、温水箱4、储

物桶5、清水箱51、把手52、电按钮53、秽物收集箱6、抽气单元7、扇叶71、活性炭净化装置72、

净化过滤单元8、消毒层9、伸缩单元10、伸缩杆101、推板102、扶手11。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

合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3] 如图1所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消化科用呕吐物收集器，包括壳体1、呕吐盆2、化验

箱3、温水箱4、储物桶5、秽物收集箱6、抽气单元7、净化过滤单元8、消毒层9和伸缩单元10，

所述的壳体1为圆筒形，壳体1的上表面开设有圆孔；所述的呕吐盆2安装在壳体1的圆孔中；

所述的化验箱3位于壳体1内部，化验箱3对于呕吐物进行化验，化验箱3和电脑连接；所述的

温水箱4位于壳体1的内部，温水箱4安装在壳体1的底部，温水箱4和水龙头连接，温水箱4用

于病人呕吐过后洗漱口腔；所述的储物桶5位于壳体1内部，储物桶5和秽物收集箱6通过管

道连接，储物桶5用于装呕吐物；所述的秽物收集箱6位于呕吐盆2的下方，秽物收集箱6对于

呕吐物进行初步处理；所述的抽气单元7安装在秽物收集箱6的侧壁上，抽气单元7通过管道

和储物桶5相连；所述的净化过滤单元8位于秽物收集箱6内部，净化过滤单元8用于净化过

滤呕吐物；所述的消毒层9安装在秽物收集箱6内部，消毒层9位于净化过滤单元8下方；所述

的伸缩单元10位于净化过滤单元8的上方，伸缩单元10将呕吐物推入到储物桶5中。工作时，

病人将呕吐物呕吐到呕吐盆2内，呕吐物落入到秽物收集箱6内，一部分呕吐物被化验箱3收

集，化验箱3及时化验呕吐物中的成分，反馈到电脑中，供医生查看，病人可以打开水龙头，

利用温水箱4内的温水漱口，秽物收集箱6内的呕吐物经过净化过滤单元8，液体经过净化过

滤，再经过消毒层9消毒，利用消毒后的水对呕吐盆2清洗，剩余的呕吐残渣被伸缩单元10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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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到储物桶5中，抽气单元7将秽物收集箱6内异味气体抽入到储物桶5中。

[0024]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的壳体1上表面安装有扶手11，呕吐盆2底部设

有封闭阀21，扶手11和封闭阀21电连接，当病人呕吐时手握扶手11时，电路接通，封闭阀21

开启。当病人对着呕吐盆2呕吐时，双手握着扶手11，扶手11电连接着封闭阀21，封闭阀21打

开，呕吐物落入到秽物收集箱6内。

[0025]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的呕吐盆2侧壁上部开设有流水槽，流水槽通过

水管和秽物收集箱6底端连接，利用净化过滤后的水冲洗呕吐盆2侧壁，所述的呕吐盆2侧壁

上安装有酸碱检测器22，酸碱检测器22用于检测呕吐物的酸碱度，秽物收集箱6的顶部安装

有酸碱箱23，酸碱箱23内部装有酸碱溶剂，酸碱溶剂用于中和呕吐物的酸碱度，避免腐蚀箱

体。呕吐盆2侧壁上的流水槽通过水管连接着秽物收集箱6底部，利用净化过滤消毒后的水

冲洗呕吐盆2侧壁，酸碱检测器22对呕吐物进行检测，判断呕吐物的酸碱性，酸碱箱23相应

的喷出酸碱溶剂，对呕吐物的酸碱度进行中和，避免对箱体的腐蚀。

[0026]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的储物桶5底部安装有清水箱51，储物桶5的外

侧壁安装有把手52，把手52上安装有电按钮53，清水箱51的上表面设有圆孔，圆孔内安装有

开关，开关和电按钮53电连接。储物桶5装满时，医护人员将储物桶5从壳体1内部拿出，将储

物桶5倾倒时，按压把手52处的按钮，清水箱51中的清水流水，对储物桶5的内壁进行清洗。

[0027]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的抽气单元7包括扇叶71和活性炭净化装置72，

所述的秽物收集箱6侧壁开设有圆孔；所述的扇叶71安装在秽物收集箱6的圆孔内，扇叶71

用于将秽物收集箱6内的气体抽出；所述的活性炭净化装置72安装在圆孔内，活性炭净化装

置72位于扇叶71右侧。工作时，扇叶71转动将秽物收集箱6内的异味气体抽出，经过活性炭

净化装置72对气体进行净化，将抽出的气体排入到储物桶5内。

[0028]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的净化过滤单元8分为三层，第一层为大粒径石

英砂，第二层为小粒径石英砂，第三场为活性炭。

[0029]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的消毒层9为设有过滤孔的箱体，箱体内装有固

体过氧化钙钙。

[0030]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的伸缩单元10包括伸缩杆101和推板102，所述

的伸缩杆101安装在秽物收集箱6侧壁上；所述的推板102安装在伸缩杆101的前端；伸缩杆

101和推板102配合将呕吐物推入到储物通中。工作时，伸缩杆101伸缩，推板102将呕吐残渣

推入到储物桶5中。

[0031] 工作时，当病人对着呕吐盆2呕吐时，双手握着扶手11，扶手11电连接着封闭阀21，

封闭阀21打开，呕吐物落入到秽物收集箱6内，一部分呕吐物被化验箱3收集，化验箱3及时

化验呕吐物中的成分，反馈到电脑中，供医生查看，病人可以打开水龙头，利用温水箱4内的

温水漱口；呕吐盆2侧壁上的流水槽通过水管连接着秽物收集箱6底部，利用净化过滤消毒

后的水冲洗呕吐盆2侧壁，酸碱检测器22对呕吐物进行检测，判断呕吐物的酸碱性，酸碱箱

23相应的喷出酸碱溶剂，对呕吐物的酸碱度进行中和，避免对箱体的腐蚀；秽物收集箱6内

的呕吐物经过净化过滤单元8，液体经过净化过滤，再经过消毒层9消毒，利用消毒后的水对

呕吐盆2清洗，剩余的呕吐残渣被伸缩单元10推入到储物桶5中，扇叶71转动将秽物收集箱6

内的异味气体抽出，经过活性炭净化装置72对气体进行净化，将抽出的气体排入到储物桶5

内；储物桶5装满时，医护人员将储物桶5从壳体1内部拿出，将储物桶5倾倒时，按压把手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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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按钮，清水箱51中的清水流水，对储物桶5的内壁进行清洗。

[0032]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

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的原

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

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界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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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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