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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清洗效果好的医疗器

械清洗机，包括清洗箱，防护板，握把，可视清洗

排水箱结构，消毒物品透气置物盒结构，医疗器

械置放清洗储液排放器结构，隔板，电机，医疗器

械旋转盒，透气网，密封盖，手柄，调节杆，防护罩

和消毒灯，所述的防护板扣接在清洗箱的上部。

本实用新型支撑板，消毒箱，进水管，防护盖，观

察片，喷水开关，旋转开关，消毒开关，吸水泵，连

通管和喷水管的设置，有利于利用观察片可对消

毒箱内消毒用的液体的液位进行随时查看；所述

的消毒储放盒，密封塞，把手，防护绳，放置架，过

滤网，消毒快和透气片的设置，有利于对消毒医

疗器械用的消毒配料进行放置并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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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清洗效果好的医疗器械清洗机，其特征在于，该清洗效果好的医疗器械清洗机

包括清洗箱（1），防护板（2），握把（3），可视清洗排水箱结构（4），消毒物品透气置物盒结构

（5），医疗器械置放清洗储液排放器结构（6），隔板（7），电机（8），医疗器械旋转盒（9），透气

网（10），密封盖（11），手柄（12），调节杆（13），防护罩（14）和消毒灯（15），所述的防护板（2）

扣接在清洗箱（1）的上部；所述的握把（3）螺钉连接在防护板（2）上表面的中间位置；所述的

可视清洗排水箱结构（4）设置清洗箱（1）左侧的上部；所述的消毒物品透气置物盒结构（5）

设置在可视清洗排水箱结构（4）内侧下部的中间位置；所述的医疗器械置放清洗储液排放

器结构（6）安装在清洗箱（1）内侧的下部；所述的隔板（7）设置在医疗器械置放清洗储液排

放器结构（6）上表面的中间位置；所述的电机（8）螺栓连接在隔板（7）右侧的下部；所述的医

疗器械旋转盒（9）螺栓连接在电机（8）的输出轴上；所述的透气网（10）分别螺钉连接在医疗

器械旋转盒（9）内侧的上部和医疗器械旋转盒（9）内侧的下部；所述的密封盖（11）扣接在医

疗器械旋转盒（9）的左侧；所述的手柄（12）螺钉连接在密封盖（11）左侧的中间位置；所述的

调节杆（13）螺栓连接在清洗箱（1）内部右侧的上部；所述的防护罩（14）螺栓连接在调节杆

（13）左侧的下部；所述的消毒灯（15）螺纹连接在防护罩（14）内侧的中间位置；所述的可视

清洗排水箱结构（4）包括支撑板（41），消毒箱（42），进水管（43），防护盖（44），观察片（45），

喷水开关（46），旋转开关（47），消毒开关（48），吸水泵（49），连通管（410）和喷水管（411），所

述的消毒箱（42）螺栓连接在支撑板（41）上表面的左侧；所述的进水管（43）螺纹连接在支撑

板（41）上表面的中间位置；所述的防护盖（44）螺纹连接在进水管（43）的上部；所述的观察

片（45）镶嵌在消毒箱（42）正表面左侧的中间位置；所述的喷水开关（46），旋转开关（47）和

消毒开关（48）从左到右依次镶嵌在支撑板（41）正表面右侧的中间位置；所述的吸水泵（49）

螺栓连接在消毒箱（42）右侧的中间位置；所述的连通管（410）螺纹连接在吸水泵（49）的右

侧；所述的喷水管（411）从左到右依次螺纹连接在吸水泵（49）底部的中间位置。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清洗效果好的医疗器械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医疗器械旋

转盒（9）具体采用亚克力透明塑料盒；所述的透气网（10）具体采用不锈钢网；所述的透气网

（10）和透气网（10）正对设置。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清洗效果好的医疗器械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调节杆（13）

具体采用不锈钢软杆；所述的防护罩（14）具体采用梯形的亚克力塑料罩。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清洗效果好的医疗器械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消毒箱（42）

与进水管（43）相连通；所述的消毒箱（42）与吸水泵（49）相连通；所述的吸水泵（49）与连通

管（410）相连通；所述的连通管（410）与喷水管（411）相连通。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清洗效果好的医疗器械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观察片（45）

具体采用亚克力透明塑料片。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清洗效果好的医疗器械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消毒物品透

气置物盒结构（5）包括消毒储放盒（51），密封塞（52），把手（53），防护绳（54），放置架（55），

过滤网（56），消毒快（57）和透气片（58），所述的密封塞（52）螺纹连接在消毒储放盒（51）的

上部；所述的把手（53）螺钉连接在密封塞（52）上部；所述的防护绳（54）分别胶接在密封塞

（52）底部的左右两侧；所述的放置架（55）胶接在防护绳（54）的下部；所述的过滤网（56）螺

钉连接在放置架（55）内侧的下部。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清洗效果好的医疗器械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放置架（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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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侧下部的中间位置从左到右依次放置有消毒块（57）。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清洗效果好的医疗器械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消毒储放盒

（51）正表面下部的中间位置镶嵌在透气片（58）；所述的透气片（58）具体采用圆形的不锈钢

镂空片。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清洗效果好的医疗器械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医疗器械置

放清洗储液排放器结构（6）包括集水箱（61），密封片（62），防护网（63），置物架（64），喷水泵

（65），连接管（66）和排水龙头（67），所述的密封片（62）扣接在集水箱（61）的上部；所述的防

护网（63）镶嵌在密封片（62）内部的左侧；所述的置物架（64）螺栓连接在密封片（62）上表面

的右侧；所述的喷水泵（65）螺栓连接在集水箱（61）左侧的上部；所述的连接管（66）螺纹连

接在喷水泵（65）的右侧。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清洗效果好的医疗器械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喷水泵

（65）的左侧螺纹连接有排水龙头（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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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清洗效果好的医疗器械清洗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医疗器械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清洗效果好的医疗器械清洗

机。

背景技术

[0002] 医疗器械是指直接或者间接用于人体的仪器、设备、器具、体外诊断试剂及校准

物、材料以及其他类似或者相关的物品，包括所需要的计算机软件，效用主要通过物理等方

式获得，不是通过药理学、免疫学或者代谢的方式获得，或者虽然有这些方式参与但是只起

辅助作用，目的是疾病的诊断、预防、监护、治疗或者缓解；损伤的诊断、监护、治疗、缓解或

者功能补偿；生理结构或者生理过程的检验、替代、调节或者支持；生命的支持或者维持；妊

娠控制；通过对来自人体的样本进行检查，为医疗或者诊断目的提供信息，医疗器械多与病

毒接触，用过的医疗器械均需要清洗消毒才能再次使用。

[0003] 中国专利公开号为CN108080335A，发明创造名称为一种医疗器械清洗机，包括机

体，所述机体的顶部设置有密封盖，所述机体的一侧面固定连接有第三支撑板，所述第三支

撑板的顶部设置有水箱，所述水箱的一侧设置有第一导水管，所述第一导水管的一端贯穿

水箱并延伸至水箱的内部，所述第一导水管的另一端贯穿机体并延伸至机体的内部，所述

机体的一侧设置有排水管。但是现有的医疗器械清洗机还存在着不能对消毒的液体进行随

时查看，不能对消毒的配料进行储存更换和和不能对排放的液体进行储存的问题。

[0004] 因此，发明一种清洗效果好的医疗器械清洗机显得非常必要。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清洗效果好的医疗器械清洗机，以

解决现有的医疗器械清洗机不能对消毒的液体进行随时查看，不能对消毒的配料进行储存

更换和和不能对排放的液体进行储存的问题。一种清洗效果好的医疗器械清洗机，包括清

洗箱，防护板，握把，可视清洗排水箱结构，消毒物品透气置物盒结构，医疗器械置放清洗储

液排放器结构，隔板，电机，医疗器械旋转盒，透气网，密封盖，手柄，调节杆，防护罩和消毒

灯，所述的防护板扣接在清洗箱的上部；所述的握把螺钉连接在防护板上表面的中间位置；

所述的可视清洗排水箱结构设置清洗箱左侧的上部；所述的消毒物品透气置物盒结构设置

在可视清洗排水箱结构内侧下部的中间位置；所述的医疗器械置放清洗储液排放器结构安

装在清洗箱内侧的下部；所述的隔板设置在医疗器械置放清洗储液排放器结构上表面的中

间位置；所述的电机螺栓连接在隔板右侧的下部；所述的医疗器械旋转盒螺栓连接在电机

的输出轴上；所述的透气网分别螺钉连接在医疗器械旋转盒内侧的上部和医疗器械旋转盒

内侧的下部；所述的密封盖扣接在医疗器械旋转盒的左侧；所述的手柄螺钉连接在密封盖

左侧的中间位置；所述的调节杆螺栓连接在清洗箱内部右侧的上部；所述的防护罩螺栓连

接在调节杆左侧的下部；所述的消毒灯螺纹连接在防护罩内侧的中间位置；所述的可视清

洗排水箱结构包括支撑板，消毒箱，进水管，防护盖，观察片，喷水开关，旋转开关，消毒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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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吸水泵，连通管和喷水管，所述的消毒箱螺栓连接在支撑板上表面的左侧；所述的进水

管螺纹连接在支撑板上表面的中间位置；所述的防护盖螺纹连接在进水管的上部；所述的

观察片镶嵌在消毒箱正表面左侧的中间位置；所述的喷水开关，旋转开关和消毒开关从左

到右依次镶嵌在支撑板正表面右侧的中间位置；所述的吸水泵螺栓连接在消毒箱右侧的中

间位置；所述的连通管螺纹连接在吸水泵的右侧；所述的喷水管从左到右依次螺纹连接在

吸水泵底部的中间位置。

[0006] 优选的，所述的医疗器械旋转盒具体采用亚克力透明塑料盒；所述的透气网具体

采用不锈钢网；所述的透气网和透气网正对设置。

[0007] 优选的，所述的调节杆具体采用不锈钢软杆；所述的防护罩具体采用梯形的亚克

力塑料罩。

[0008] 优选的，所述的消毒箱与进水管相连通；所述的消毒箱与吸水泵相连通；所述的吸

水泵与连通管相连通；所述的连通管与喷水管相连通。

[0009] 优选的，所述的观察片具体采用亚克力透明塑料片。

[0010] 优选的，所述的消毒物品透气置物盒结构包括消毒储放盒，密封塞，把手，防护绳，

放置架，过滤网，消毒块和透气片，所述的密封塞螺纹连接在消毒储放盒的上部；所述的把

手螺钉连接在密封塞上部；所述的防护绳分别胶接在密封塞底部的左右两侧；所述的放置

架胶接在防护绳的下部；所述的过滤网螺钉连接在放置架内侧的下部。

[0011] 优选的，所述的放置架内侧下部的中间位置从左到右依次放置有消毒块。

[0012] 优选的，所述的消毒储放盒正表面下部的中间位置镶嵌在透气片；所述的透气片

具体采用圆形的不锈钢镂空片。

[0013] 优选的，所述的医疗器械置放清洗储液排放器结构包括集水箱，密封片，防护网，

置物架，喷水泵，连接管和排水龙头，所述的密封片扣接在集水箱的上部；所述的防护网镶

嵌在密封片内部的左侧；所述的置物架螺栓连接在密封片上表面的右侧；所述的喷水泵螺

栓连接在集水箱左侧的上部；所述的连接管螺纹连接在喷水泵的右侧。

[0014] 优选的，所述的喷水泵的左侧螺纹连接有排水龙头。

[0015] 优选的，所述的集水箱与喷水泵相连通；所述的喷水泵与连接管相连通；所述的喷

水泵与排水龙头相连通。

[0016] 优选的，所述的支撑板与清洗箱螺栓连接设置；所述的消毒储放盒放置在支撑板

的内侧；所述的集水箱与清洗箱螺栓连接设置；所述的隔板与密封片螺栓连接设置。

[0017] 优选的，所述的喷水开关电性连接吸水泵；所述的旋转开关电性连接电机；所述的

消毒开关电性连接消毒灯。

[0018] 优选的，所述的喷水开关，旋转开关和消毒开关分别采用型号为SB16的开关；所述

的吸水泵具体采用型号为WZB-200的吸水泵；所述的电机具体采用型号为YL的电机；所述的

消毒灯具体采用型号为UV-C的置物箱消毒灯；所述的喷水泵具体采用型号为FL-35 的喷水

泵。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20] 1.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支撑板，消毒箱，进水管，防护盖，观察片，喷水开关，旋转

开关，消毒开关，吸水泵，连通管和喷水管的设置，有利于利用观察片可对消毒箱内消毒用

的液体的液位进行随时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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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2.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消毒储放盒，密封塞，把手，防护绳，放置架，过滤网，消毒

快和透气片的设置，有利于对消毒医疗器械用的消毒配料进行放置并更换。

[0022] 3.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集水箱，密封片，防护网，置物架，喷水泵，连接管和排水

龙头的设置，有利于对消毒箱内排出的也行进行收集。

[0023] 4.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医疗器械旋转盒具体采用亚克力透明塑料盒；所述的透

气网具体采用不锈钢网；所述的透气网和透气网正对设置，有利于对医疗器械旋转盒内医

疗器械的消毒状况进行观察，同利用透气网可对医疗器械旋转盒内的液体进行排放。

[0024] 5.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调节杆具体采用不锈钢软杆；所述的防护罩具体采用梯

形的亚克力塑料罩，有利于利用调节杆可对防护罩的角度进行调节，从而可对置物架上的

医疗器械进行消毒。

[0025] 6.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消毒箱与进水管相连通；所述的消毒箱与吸水泵相连通；

所述的吸水泵与连通管相连通；所述的连通管与喷水管相连通，有利于消毒箱内的液体进

行流通。

[0026] 7.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观察片具体采用亚克力透明塑料片，有利于对消毒箱内

的液位进行观察。

[0027] 8.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消毒储放盒正表面下部的中间位置镶嵌在透气片；所述

的透气片具体采用圆形的不锈钢镂空片，有利于消毒箱内的液体通过透气片进入到消毒储

放盒内。

附图说明

[0028]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可视清洗排水箱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消毒物品透气置物盒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医疗器械置放清洗储液排放器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中：

[0033] 1、清洗箱；2、防护板；3、握把；4、可视清洗排水箱结构；41、支撑板；42、消毒箱；43、

进水管；44、防护盖；45、观察片；46、喷水开关；47、旋转开关；48、消毒开关；49、吸水泵；410、

连通管；411、喷水管；5、消毒物品透气置物盒结构；51、消毒储放盒；52、密封塞；53、把手；

54、防护绳；55、放置架；56、过滤网；57、消毒块；58、透气片；6、医疗器械置放清洗储液排放

器结构；61、集水箱；62、密封片；63、防护网；64、置物架；65、喷水泵；66、连接管；67、排水龙

头；7、隔板；8、电机；9、医疗器械旋转盒；10、透气网；11、密封盖；12、手柄；13、调节杆；14、防

护罩；15、消毒灯。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描述：

[0035] 实施例：

[0036] 如附图1至附图4所示

[0037]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清洗效果好的医疗器械清洗机，包括清洗箱1，防护板2，握把

3，可视清洗排水箱结构4，消毒物品透气置物盒结构5，医疗器械置放清洗储液排放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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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隔板7，电机8，医疗器械旋转盒9，透气网10，密封盖11，手柄12，调节杆13，防护罩14和消

毒灯15，所述的防护板2扣接在清洗箱1的上部；所述的握把3螺钉连接在防护板2上表面的

中间位置；所述的可视清洗排水箱结构4设置清洗箱1左侧的上部；所述的消毒物品透气置

物盒结构5设置在可视清洗排水箱结构4内侧下部的中间位置；所述的医疗器械置放清洗储

液排放器结构6安装在清洗箱1内侧的下部；所述的隔板7设置在医疗器械置放清洗储液排

放器结构6上表面的中间位置；所述的电机8螺栓连接在隔板7右侧的下部；所述的医疗器械

旋转盒9螺栓连接在电机8的输出轴上；所述的透气网10分别螺钉连接在医疗器械旋转盒9

内侧的上部和医疗器械旋转盒9内侧的下部；所述的密封盖11扣接在医疗器械旋转盒9的左

侧；所述的手柄12螺钉连接在密封盖11左侧的中间位置；所述的调节杆13螺栓连接在清洗

箱1内部右侧的上部；所述的防护罩14螺栓连接在调节杆13左侧的下部；所述的消毒灯15螺

纹连接在防护罩14内侧的中间位置；所述的可视清洗排水箱结构4包括支撑板41，消毒箱

42，进水管43，防护盖44，观察片45，喷水开关46，旋转开关47，消毒开关48，吸水泵49，连通

管410和喷水管411，所述的消毒箱42螺栓连接在支撑板41上表面的左侧；所述的进水管43

螺纹连接在支撑板41上表面的中间位置；所述的防护盖44螺纹连接在进水管43的上部；所

述的观察片45镶嵌在消毒箱42正表面左侧的中间位置；所述的喷水开关46，旋转开关47和

消毒开关48从左到右依次镶嵌在支撑板41正表面右侧的中间位置；所述的吸水泵49螺栓连

接在消毒箱42右侧的中间位置；所述的连通管410螺纹连接在吸水泵49的右侧；所述的喷水

管411从左到右依次螺纹连接在吸水泵49底部的中间位置。

[0038]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医疗器械旋转盒9具体采用亚克力透明塑料盒；所

述的透气网10具体采用不锈钢网；所述的透气网10和透气网10正对设置。

[0039]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调节杆13具体采用不锈钢软杆；所述的防护罩14具

体采用梯形的亚克力塑料罩。

[0040]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消毒箱42与进水管43相连通；所述的消毒箱42与吸

水泵49相连通；所述的吸水泵49与连通管410相连通；所述的连通管410与喷水管411相连

通。

[0041]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观察片45具体采用亚克力透明塑料片。

[0042]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消毒物品透气置物盒结构5包括消毒储放盒51，密

封塞52，把手53，防护绳54，放置架55，过滤网56，消毒块57和透气片58，所述的密封塞52螺

纹连接在消毒储放盒51的上部；所述的把手53螺钉连接在密封塞52上部；所述的防护绳54

分别胶接在密封塞52底部的左右两侧；所述的放置架55胶接在防护绳54的下部；所述的过

滤网56螺钉连接在放置架55内侧的下部。

[0043]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放置架55内侧下部的中间位置从左到右依次放置

有消毒块57。

[0044]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消毒储放盒51正表面下部的中间位置镶嵌在透气

片58；所述的透气片58具体采用圆形的不锈钢镂空片。

[0045]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医疗器械置放清洗储液排放器结构6包括集水箱

61，密封片62，防护网63，置物架64，喷水泵65，连接管66和排水龙头67，所述的密封片62扣

接在集水箱61的上部；所述的防护网63镶嵌在密封片62内部的左侧；所述的置物架64螺栓

连接在密封片62上表面的右侧；所述的喷水泵65螺栓连接在集水箱61左侧的上部；所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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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管66螺纹连接在喷水泵65的右侧。

[0046]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喷水泵65的左侧螺纹连接有排水龙头67。

[0047]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集水箱61与喷水泵65相连通；所述的喷水泵65与连

接管66相连通；所述的喷水泵65与排水龙头67相连通。

[0048]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支撑板41与清洗箱1螺栓连接设置；所述的消毒储

放盒51放置在支撑板41的内侧；所述的集水箱61与清洗箱1螺栓连接设置；所述的隔板7与

密封片62螺栓连接设置。

[0049]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喷水开关46电性连接吸水泵49；所述的旋转开关47

电性连接电机8；所述的消毒开关48电性连接消毒灯15。

[0050]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喷水开关46，旋转开关47和消毒开关48分别采用型

号为SB16的开关；所述的吸水泵49具体采用型号为WZB-200的吸水泵；所述的电机8具体采

用型号为YL的电机；所述的消毒灯15具体采用型号为UV-C的置物箱消毒灯；所述的喷水泵

65具体采用型号为FL-35 的喷水泵。

[0051] 工作原理

[0052] 在本实用新型使用时，首先手握握把3打开防护板2，然后手握连通管410逆时针旋

转连通管410把连通管410取下，然后手握手柄12打开密封盖11，然后把需要消毒的医疗器

械放到医疗器械旋转盒9内，接着手握手柄12关闭密封盖11，然后顺时针旋转连通管410把

连通管410安装在吸水泵49上，接着手握握把3关闭防护板2，然后接通清洗机的外部电源，

然后按下旋转开关47启动电机8带动医疗器械旋转盒9顺时针旋转，同时按下喷水开关46启

动吸水泵49，然后利用吸水泵49把消毒箱42内消毒的液体吸到连通管410内，再然后连通管

410内的液体通过喷水管411喷出，然后喷水管411喷出的液体通过透气网10进入到医疗器

械旋转盒9内即可对医疗器械旋转盒9内所放置的医疗器械进行清洗，医疗器械旋转盒9内

的医疗器械清洗完毕后，把清洗完毕的医疗器械放到置物架64上，然后按下消毒开关48启

动消毒灯15，然后利用消毒灯15即可对置物架64上的医疗器械进行再次消毒，在对医疗器

械清洗的过程中，利用消毒储放盒51内的消毒块57可配合消毒箱42内的液体对医疗器械旋

转盒9内所放置的医疗器械进行清洗消毒。

[0053] 利用本实用新型所述的技术方案，或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

启发下，设计出类似的技术方案，而达到上述技术效果的，均是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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