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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申请公开了一种烧伤浴池清洁消毒
装置，
包括移动机构、
内壁清洗机构、
底部清洗机
构和斜杆，
移动机构包括支架、
第一电机、
第一支
杆和第一滚轮，
第一电机与支杆同轴连接，
滚轮
与支杆同轴固定，
支架上设有三个储液箱；
内壁
清洗机构包括第二电机和竖杆，
第二电机与竖杆
同轴固定，
竖杆设有第一清洁条，
竖杆下端设有
主锥齿轮；
底部清洗机构包括横杆，
横杆的外壁
设有第二清洁条，
横杆的一端设有与主锥齿轮啮
合的从锥齿轮 ；
沿斜杆的长度方向上设有喷液
管，
喷液管设有喷液孔，
喷液管与出液管通过换
向阀连通。与现有技术相比 ，
本装置无需人工对
浴池进行消毒和清洁，
大大节省了人力，
同时本
装置可对浴池进行有效清洁和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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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烧伤浴池清洁消毒装置，
其特征在于，
包括移动机构、
内壁清洗机构、底部清洗机构
和斜杆，
移动机构包括支架、第一电机、第一支杆和多个第一滚轮，
所述第一电机的输出轴
与支杆同轴连接，
滚轮与支杆同轴固定；
支架上设有三个储液箱，
每个储液箱的底部均设有
软质的出液管；
内壁清洗机构连接在移动机构一侧的下部，
内壁清洗机构包括第二电机和
竖杆，
第二电机的输出轴与竖杆同轴固定，
竖杆的外壁设有可拆卸的第一清洁条，
竖杆下端
设有主锥齿轮；
底部清洗机构包括横杆，
横杆的外壁设有可拆卸的第二清洁条，
横杆的一端
设有与主锥齿轮啮合的从锥齿轮，
横杆的另一端转动连接有轴杆；
支架上设有控制第一电
机和第二电机通电的开关，
斜杆的上端与支架固定，
斜杆的下端与轴杆固定；
沿斜杆的长度
方向上设有喷液管，
喷液管沿长度方向设有多个喷液孔，
喷液管的上端连接有换向阀，
喷液
管与三个出液管通过换向阀连通。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烧伤浴池清洁消毒装置，
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第二支杆，
第二支
杆固定于支架下方，
第二支杆的两端转动连接有两个第二滚轮，
所述第二滚轮为万向滚轮。
3 .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烧伤浴池清洁消毒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滚轮为两个，
分
别固定连接在第一支杆两端，
第一滚轮为定向滚轮，
第一滚轮和第二滚轮的表面均设有防
滑凸粒。
4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烧伤浴池清洁消毒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斜杆、横杆、
竖杆均为
伸缩杆，
斜杆上设有限制斜杆伸缩的定位销。
5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烧伤浴池清洁消毒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喷液孔位于喷液管靠
近竖杆和横杆的一侧，
多个喷液孔均匀分布在喷液管上。
6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烧伤浴池清洁消毒装置，
其特征在于，
第二电机固定在支架上，
竖杆与支架转动连接。
7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烧伤浴池清洁消毒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换向阀为三通手动换
向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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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伤浴池清洁消毒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清洁消毒技术领域，
具体公开了一种烧伤浴池清洁消毒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烧伤浸浴是烧伤科重要的治疗手段，
用于保持创面清洁，
清除表皮分泌物和清除
残余创面上的污垢、
细菌、
坏死组织，
有利于创面愈合。通常情况下，
是将浴池内放入适量温
热的水，
再适当放入外用消毒剂；
将烧伤病人身体的全部或者一部分浸入温热的水中或药
液中一段时间，
然后在医护人员的协助下对创面进行清理。
[0003] 在烧伤病人浸浴完之后，
医护人员需要对烧伤浸浴后的浴池做严格的清洁消毒，
用于下一个烧伤病人使用，
防止交叉感染。浴池的清洗过程中清洁和消毒是非常关键的步
骤，
目前对浴池的清洗流程是：
1、用水冲洗浴池内表面对浴池进行初步清洁；
2、
将含氯消毒
液喷洒在浴池内壁；
3、
清水冲洗浴池内壁；
4、
将术必泰喷洒在浴池内壁；
5、
再次用清水冲洗
浴池内壁。通常情况下浴池在使用完之后又医护人员手工进行清洁，
非常浪费时间和精力；
由于清洗浴池需要长时间弯腰和使力，
使医护人员十分劳累。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提供一种烧伤浴池清洁消毒装置，
以解决目前对浴池清洁消毒劳
动力度较大的问题。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 ，
本发明的基础方案为：
烧伤浴池清洁消毒装置，
包括移动机
构、
内壁清洗机构、
底部清洗机构和斜杆，
移动机构包括支架、第一电机、第一支杆和多个第
一滚轮，
所述第一电机的输出轴与支杆同轴连接，
滚轮与支杆同轴固定；
支架上设有三个储
液箱，
每个储液箱的底部均设有软质的出液管；
内壁清洗机构连接在移动机构一侧的下部，
内壁清洗机构包括第二电机和竖杆，
第二电机的输出轴与竖杆同轴固定，
竖杆的外壁设有
可拆卸的第一清洁条，
竖杆下端设有主锥齿轮；
底部清洗机构包括横杆，
横杆的外壁设有可
拆卸的第二清洁条，
横杆的一端设有与主锥齿轮啮合的从锥齿轮，
横杆的另一端转动连接
有轴杆；
支架上设有控制第一电机和第二电机通电的开关，
斜杆的上端与支架固定，
斜杆的
下端与轴杆固定；
沿斜杆的长度方向上设有喷液管，
喷液管沿长度方向设有多个喷液孔，
喷
液管的上端连接有换向阀，
喷液管与三个出液管通过换向阀连通。
[0006] 本基础方案的工作原理在于：
具体使用烧伤浴池清洁消毒装置时，
将三个储液箱
内分别装满含氯消毒液、清水、术必泰。然后将本装置放置于浴池内，
其中移动机构置于浴
池边沿，
内壁清洗机构紧贴浴池内壁，
底部清洗机构紧贴浴池底部；
主要是滚轮平放在浴池
边沿上，
竖杆与浴池的内壁贴合，
横杆与浴池的底部贴合。
[0007] 然后启动通过开关控制第二电机通电 ，
使竖杆转动，
第一清洁条将会随竖杆转动，
从而对浴池的内壁进行擦拭；
由于竖杆下端设有主锥齿轮，
横杆的一端设有与主锥齿轮啮
合的从锥齿轮，
在主锥齿轮和从锥齿轮的作用下，
横杆将会转动，
第二清洁条将会对横杆转
动，
从而对浴池的底部进行擦拭。此时通过开关控制第一电机通电 ，
且通过换向阀将装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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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储液箱与喷液管连通；
第一电机的输出轴与支杆同轴连接，
滚轮与支杆同轴固定，
可使
得滚轮滚动，
滚轮滚动可是本装置沿浴池边沿移动。
同时第二电机可使得竖杆和横杆持续
转动，
第一清洁条和第二清洁条，
将会在本装置沿浴池边沿移动的同时转动，
对浴池的底部
和内壁进行擦拭清洗。
[0008] 待本装置沿浴池的边沿移动一圈后，
通过换向阀将喷液管与装有含氯消毒液的储
液箱连通，
此时本装置沿浴池边沿移动，
即可对浴池的底部和内壁喷洒含氯消毒液，，
且第
一清洗条和第二清洗条将会对其擦拭。含氯消毒液喷洒一圈后，
通过换向阀将喷液管与装
有清水的储液箱连通，
此时本装置沿浴池边沿移动，
可对浴池的底部和内壁喷洒清水，
且第
一清洗条和第二清洗条将会对其清洗。清水喷洒一圈后，
通过换向阀将喷液管与装有术必
泰的储液箱连通，
此时本装置沿浴池边沿移动，
可对浴池的底部和内壁喷洒术必泰，
且第一
清洗条和第二清洗条将会对其擦拭。最后术必泰喷洒一圈后，
通过换向阀将喷液管与装有
清水的储液箱连通，
此时本装置沿浴池边沿移动，
可对浴池的底部和内壁喷洒清水，
且第一
清洗条和第二清洗条将会对其清洗。
以上程序全程即可完成对浴池内部的清洗。
[0009] 本基础方案的有益效果在于：
1、移动机构可将使本装置沿浴池缸沿运动，
可使本
装置对浴池360 °
清洁；
2、
内壁清洗机构可将转动对内壁进行摩擦清洗，
机械的力量比人工
力量更足，
可使浴池内壁被充分清洁；
3、
底部清洗机构无需其他动力即可转动，
一方面节省
了能力，另一方面也对浴池底部进行了充分的清洁，
无需人为弯腰清洁，
节省了大量的人
力；
4、
喷液管可在本装置沿浴池移动的过程中对浴池的表面喷洒液体，
使液体充分喷洒在
浴池的表面，
使得清洁和消毒效果更加；
5、
不用医护人员手工对浴池清洁消毒，
有效节省了
人力，
完全避免了使医护人员十分劳累的状况；
6、可使得医护人员有更多精力照顾烧伤病
人，
对烧伤病人和医护人员来说都比较轻松。与现有技术相比 ，
本装置无需人工对浴池进行
消毒和清洁，
大大节省了人力，
同时本装置可对浴池进行有效清洁和消毒。
[0010] 优选方案一：
作为基础方案的优选，
还包括第二支杆，
第二支杆固定于支架下方，
第二支杆的两端转动连接有两个第二滚轮，
所述第二滚轮为万向滚轮。两个第一滚轮可使
本装置的中的移动机构在沿浴池边沿移动的过程中更为平稳，
由于浴池边沿通常为椭圆
形，
万向轮可方便移动机构在移动过程中转弯。
[0011] 优选方案二：
作为优选方案一的优选，
所述第一滚轮为两个，
分别固定连接在第一
支杆两端，
第一滚轮为定向滚轮，
第一滚轮和第二滚轮的表面均设有防滑凸粒。第一滚轮为
两个可是本装置中的移动机构在沿浴池边沿移动的过程中更为平稳，
第一滚轮为定向轮可
防止移动机构沿任何方向移动；
浴池的边沿通常较滑，
防滑凸粒可避免第一滚轮和第二滚
轮在使用过程中打滑。
[0012] 优选方案三：
作为基础方案的优选，
述斜杆、
横杆、
竖杆均为伸缩杆，
斜杆上设有限
制斜杆伸缩的定位销。可使本装置适用于清洗不同大小的浴池，
斜杆可用于支撑移动机构，
同时可用于限定横杆和竖杆伸缩的位置，
因此斜杆伸缩后需固定，
定位销可在斜杆伸缩后
限定斜杆。
[0013] 优选方案四：
作为基础方案的优选，
所述喷液孔位于喷液管靠近竖杆和横杆的一
侧，
多个喷液孔均匀分布在喷液管上。
喷液管靠近竖杆和横杆的一侧即为靠近浴缸内壁和
底部的一侧，
喷液管此侧设置喷液孔可有效节省清洁和消毒浴缸的溶液。
[0014] 优选方案五：
作为基础方案的优选，
第二电机固定在支架上，
竖杆与支架转动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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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可使本装置在使用过程中更为稳固。
[0015] 优选方案六：
作为基础方案的优选，
所述换向阀为三通手动换向阀。本装置中设有
三个储液箱，
使用三通的换向阀即可满足使用需求，
手动换向阀结构更为简单，
且更容易控
制，
更适合适用于本装置中。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烧伤浴池清洁消毒装置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18] 说明书附图中的附图标记包括：
支架10、储液箱11、出液管111、第一电机12、第一
支杆13、第一滚轮14、第二电机20、
竖杆21、第一清洁条211、主锥齿轮22、横杆31、第二清洁
条311、
从锥齿轮32、
横轴33、
斜杆40、
喷液管41、
喷液孔411、
换向阀42。
[0019] 如图1所示，
烧伤浴池清洁消毒装置，
包括移动机构、内壁清洗机构、底部清洗机
构，
和斜杆40，
移动机构包括支架10、第一电机12、第一支杆13和两个第一滚轮14，
第一电机
12的输出轴与支杆同轴连接，
滚轮与支杆同轴固定；
两个第一滚轮14固定连接在支杆的两
端，
第一滚轮14为定向滚轮。支架10的下方横着固定有第二支杆，
第二支杆的两端均转动连
接有第二滚轮，
第二滚轮为万向滚轮；
为了使第一滚轮14和第二滚轮不打滑，
第一滚轮14和
第二滚轮的表面均设有防滑凸粒。支架10上固定三个储液箱11，
三个储液箱11紧靠着设置，
每个储液箱11的顶部均设有进液口，
且每个储液箱11底部均连通了软质的出液管111。
[0020] 内壁清洗机构包括第二电机20和竖杆21，
第二电机20的输出轴与竖杆21同轴固
定，
第二电机20固定在支架10上，
竖杆21与支架10转动连接。竖杆21的外壁设有可拆卸的第
一清洁条211，
竖杆21下端固定有主锥齿轮22。底部清洗机构包括横杆31，
横杆31的外壁设
有可拆卸的第二清洁条311，
横杆31的一端固定有有与主锥齿轮22啮合的从锥齿轮32，
横杆
31的另一端转动连接有轴杆。为了方便控制本装置，
支架10上设有控制第一电机12和第二
电机20通电的开关。
[0021] 支架10上还连接有斜杆40，
斜杆40的上端与支架10固定，
斜杆40的下端与轴杆固
定；
沿斜杆40的长度方向上固定有喷液管41 ，
喷液管41沿长度方向均匀设有多个喷液孔
411，
喷液管41的上端连接有换向阀42，
喷液管41与三个出液管111通过换向阀42连通。换向
阀42为市场上通用的换向阀42，
为了适用于本装置，
以及便于控制，
在本装置中，
换向阀42
为三通手动换向阀42。为了节省清洁和消毒的溶液，
喷液孔411位于喷液管41靠近竖杆21和
横杆31的一侧。
[0022] 具体烧伤浴池清洁消毒装置时，
将三个储液箱11内分别装满含氯消毒液、
清水、
术
必泰。然后将本装置放置于浴池内，
其中移动机构置于浴池边沿，
内壁清洗机构紧贴浴池内
壁，
底部清洗机构紧贴浴池底部；
具体是滚轮平放在浴池边沿上，
竖杆21与浴池的内壁贴
合，
横杆31与浴池的底部贴合。
[0023] 然后启动通过开关控制第二电机20通电 ，
使竖杆21转动，
第一清洁条211将会随竖
杆21转动，
从而对浴池的内壁进行擦拭；
由于竖杆21下端设有主锥齿轮22，
横杆31的一端设
有与主锥齿轮22啮合的从锥齿轮32，
在主锥齿轮22和从锥齿轮32的作用下，
横杆31将会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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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第二清洁条311将会对横杆31转动，
从而对浴池的底部进行擦拭。此时通过开关控制第
一电机12通电 ，
且通过换向阀42将装有清水的储液箱11与喷液管41连通；
第一电机12的输
出轴与支杆同轴连接，
滚轮与支杆同轴固定，
可使得滚轮滚动，
滚轮滚动可是本装置沿浴池
边沿移动。
同时第二电机20可使得竖杆21和横杆31持续转动，
第一清洁条211和第二清洁条
311，
将会在本装置沿浴池边沿移动的同时转动，
对浴池的底部和内壁进行擦拭清洗。
[0024] 待本装置沿浴池的边沿移动一圈后，
通过换向阀42将喷液管41与装有含氯消毒液
的储液箱11连通，
此时本装置沿浴池边沿移动，
即可对浴池的底部和内壁喷洒含氯消毒
液，，
且第一清洗条和第二清洗条将会对其擦拭。含氯消毒液喷洒一圈后，
通过换向阀42将
喷液管41与装有清水的储液箱11连通，
此时本装置沿浴池边沿移动，
可对浴池的底部和内
壁喷洒清水，
且第一清洗条和第二清洗条将会对其清洗。清水喷洒一圈后，
通过换向阀42将
喷液管41与装有术必泰的储液箱11连通，
此时本装置沿浴池边沿移动，
可对浴池的底部和
内壁喷洒术必泰，
且第一清洗条和第二清洗条将会对其擦拭。最后术必泰喷洒一圈后，
通过
换向阀42将喷液管41与装有清水的储液箱11连通，
此时本装置沿浴池边沿移动，
可对浴池
的底部和内壁喷洒清水，
且第一清洗条和第二清洗条将会对其清洗。
以上程序全程即可完
成对浴池内部的清洗。
[0025] 对于清洁消毒不同大小的浴池，
可调整横杆31、竖杆21、斜杆40的长度，
使竖杆21
下端深入到浴池底部，
横杆31与浴池的底部贴合，
斜杆40调整好适宜长度后，
可用定位销将
其固定。
当长时间使用本装置后，
可对第一清洁条211和第二清洁条311进行更换。
[0026]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发明的实施例，
方案中公知的具体结构及特性等常识在此未作
过多描述。应当指出，
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
在不脱离本发明结构的前提下，
还可以
作出若干变形和改进，
这些也应该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这些都不会影响本发明实施的
效果和专利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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