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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外科伤口清洗护理

装置，该清洗护理装置包括底座、置于所述底座

上端的储存柜、置于所述储存柜上的消毒装置、

置于所述储存柜上的清洗装置、置于所述底座上

与所述底座滑动连接的废液收集装置、置于所述

废液收集装置上可升降的支撑装置，所述清洗装

置下端设有与所述清洗装置连通的第一导管、置

于所述第一导管上的第一阀门，所述消毒装置下

端设有与所述消毒装置连通的第二导管、置于所

述第二导管上的第二阀门，所述第一导管与所述

第二导管下端均与第三导管连通，所述第三导管

另一端设有喷头，所述第三导管上贴有可撕拉的

暖贴；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操作方便、实用性

强、清洗消毒效果好、方便医务人员的操作且减

少患者的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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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外科伤口清洗护理装置，其特征在于：该清洗护理装置包括底座(1)、置于所述

底座(1)下端的连接块(2)、置于所述连接块(2)上的万向轮(3)、置于所述底座(1)上端的储

存柜(4)、置于所述储存柜(4)上的消毒装置(5)、置于所述储存柜(4)上的清洗装置(6)、置

于所述底座(1)上与所述底座(1)滑动连接的废液收集装置(8)、置于所述废液收集装置(8)

上可升降的支撑装置(9)，

所述清洗装置(6)内部的顶端设有紫外灯，

所述清洗装置(6)下端设有与所述清洗装置(6)连通的第一导管(61)、置于所述第一导

管(61)上的第一阀门(62)，所述消毒装置(5)下端设有与所述消毒装置(5)连通的第二导管

(51)、置于所述第二导管(51)上的第二阀门(52)，所述第一导管(61)与所述第二导管(51)

下端均与第三导管(10)连通，所述第三导管(10)另一端设有喷头(101)，所述第三导管(10)

上贴有可撕拉的暖贴(10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外科伤口清洗护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消毒装置(5)

上设有挂环(53)，所述挂环(53)一端开口，所述开口大于所述第三导管(10)的直径小于所

述喷头(101)的直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外科伤口清洗护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储存柜(4)内

设有棉签放置层(41)，所述储存柜(4)内设有包扎工具箱(42)，所述储存柜(4)的正面设有

柜门(43)，所述柜门(43)一侧与所述储存柜(4)铰接，所述柜门(43)另一侧与所述储存柜

(4)间隙配合，所述柜门(43)上设有把手(44)。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外科伤口清洗护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废液收集装置

(8)的上端开口，所述废液收集装置(8)的下端设有滚轮(81)，所述底座(1)的上端设有与所

述滚轮(81)配合的滑轨(82)，所述废液收集装置(8)的两侧设有升降装置，所述升降装置上

端与所述支撑装置(9)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外科伤口清洗护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装置包括

置于所述废液收集装置(8)两侧的两排折叠杆(91)、置于两排所述折叠杆(91)之间的连接

杆(92)、置于所述连接杆(92)之间的伸缩装置(93)。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外科伤口清洗护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伸缩装置(93)

包括油缸(931)、置于所述油缸(931)输出端的活塞杆(932)，所述油缸(931)与所述连接杆

(92)铰接，所述活塞杆(932)与所述连接杆(92)铰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外科伤口清洗护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装置(9)

的内侧为软质的缓冲材料，所述支撑装置(9)上设有通孔(94)。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外科伤口清洗护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装置(9)

为弧形结构。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外科伤口清洗护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消毒装置(5)

与所述清洗装置(6)的上端均设有进液口。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外科伤口清洗护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导管

(10)上有一段褶皱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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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外科伤口清洗护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外科伤口清洗护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如今，随着科技的发展，医疗设备也在快速的发展，现在人们对医疗设备的要求也

越来越高，因为医疗设备的好坏很可能就会直接影响病人的病情，手术后，护理人员需要定

期的对病人进行消毒清洗伤口，定期更换药，防止伤口受到二次感染，在进行消毒清洗伤口

时，需要使用护理器具蘸取酒精、碘液、生理盐水等溶液进行消毒清洗有时需要包扎等，但

是传统的医用伤口清洗装置结构过于简单，不能够很好的满足现代人的需求。

[0003] 目前，医务人员在进行肢体有骨伤或者烧伤的患者的护理工作时，经常需要对患

者的伤口进行清洗消毒，多数是采用棉签先将伤口表面的物质擦除，再利用消毒水进行清

洗伤口，最后进行包扎，在清洗的过程伤口的脓液或者血块以及消毒液容易弄脏床单或者

患者的衣服，对医院的清洁管理带来更大的负担，而且在清洁的过程中常常需要把肢体抬

起，患者的患肢缺少支点容易疲劳，长时间的清洗伤口反而增加了患者的痛苦，在处理的过

程中的棉签和包扎带的不是随手就能找到，耽误时间且增加了病患的痛苦；传统的医用伤

口清洗液，不能够很好的消毒，这样就有可能会使伤口感染而加重病情，清洗液和消毒液的

温度低，很有可能会使伤者感到不适。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外科伤口清洗护理装置，解决了清洗液和消毒液不

能加热、消毒液对床单和环境的污染、清洗消毒过程中的辅助物质的拿取不方便以及患者

伤口处不方便处理的问题。

[0005] 本实用新型是这样实现的，一种外科伤口清洗护理装置，该清洗护理装置包括底

座、置于所述底座下端的连接块、置于所述连接块上的万向轮、置于所述底座上端的储存

柜、置于所述储存柜上的消毒装置、置于所述储存柜上的清洗装置、置于所述底座上与所述

底座滑动连接的废液收集装置、置于所述废液收集装置上可升降的支撑装置，

[0006] 所述清洗装置内部的顶端设有紫外灯，

[0007] 所述清洗装置下端设有与所述清洗装置连通的第一导管、置于所述第一导管上的

第一阀门，所述消毒装置下端设有与所述消毒装置连通的第二导管、置于所述第二导管上

的第二阀门，所述第一导管与所述第二导管下端均与第三导管连通，所述第三导管另一端

设有喷头，所述第三导管上贴有可撕拉的暖贴。

[0008]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消毒装置上设有挂环，所述挂环一端开口，

所述开口大于所述第三管道的直径小于所述喷头的直径。

[0009]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储存柜内设有棉签放置层，所述储存柜内

设有包扎工具箱，所述储存柜的正面设有柜门，所述柜门一侧与所述储存柜铰接，所述柜门

另一侧与所述储存柜间隙配合，所述柜门上设有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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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废液收集装置的上端开口，所述废液收集

装置的下端设有滚轮，所述底座的上端设有与所述滚轮配合的滑轨，所述废液收集装置的

两侧设有升降装置，所述升降装置上端与所述支撑装置固定连接。

[0011]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升降装置包括置于所述废液收集装置两侧

的两排折叠杆、置于两排所述折叠杆之间的连接杆、置于所述连接杆之间的伸缩装置。

[0012]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伸缩装置包括油缸、置于所述油缸输出端

的活塞杆，所述油缸与所述连接杆铰接，所述活塞杆与所述连接杆铰接。

[0013]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支撑装置的内侧为软质的缓冲材料，所述

支撑装置上设有通孔。

[0014]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支撑装置为弧形结构。

[0015]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消毒装置与所述清洗液装置的上端均设有

进液口。

[0016]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第三导管上有一段褶皱结构。

[0017]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操作方便、实用性强、清洗消毒效

果好、方便医务人员的操作且减少患者的疼痛；本实用新型中的消毒装置和清洗装置的配

合使得医务人员可灵活的选择不同的液体对伤口进行处理，在第三管道上设有暖贴，减少

患者在接触液体时的不适感；储存柜的设计方便医务人员在对患者伤口处理过程中的辅助

物资的拿放，节省那方时间，减轻患者的痛苦；支撑装置与废液收集装置的配合使得处理伤

口后的废液及时的收集起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支撑装置可升降使得本实用新型的灵活

性强，方便不同高度的伤口的处理。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外科伤口清洗护理装置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升降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储存柜的结构示意图。

[0021] 附图标记：1.底座、2.连接块、3.万向轮、4.储存柜、5.消毒装置、6.清洗装置、8.废

液收集装置、9.支撑装置、61.第一导管、62.第一阀门、51.第二导管、52.第二阀门、10.第三

导管、101.喷头、103.暖贴、53.挂环、41.棉签放置层、42.包扎工具箱、43.柜门、44.把手、

81.滚轮、82.滑轨、91.折叠杆、92.连接杆、93.伸缩装置、931.油缸、932.活塞杆、94.通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示范性实施例做出说明，其中包括本实用新型实施

例的各种细节以助于理解，应当将它们认为仅仅是示范性的。因此，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应

当认识到，可以对这里描述的实施例做出各种改变和修改，而不会背离本实用新型的范围

和精神。同样，为了清楚和简明，以下的描述中省略了对公知功能和结构的描述。

[0023] 实施例一：

[0024] 图1-图3示出了一种外科伤口清洗护理装置，该清洗护理装置包括底座1、置于所

述底座1下端的连接块2、置于所述连接块2上的万向轮3、置于所述底座1上端的储存柜4、置

于所述储存柜4上的消毒装置5、置于所述储存柜4上的清洗装置6、置于所述底座1上与所述

说　明　书 2/3 页

4

CN 210228342 U

4



底座1滑动连接的废液收集装置8、置于所述废液收集装置8上可升降的支撑装置9，

[0025] 所述清洗装置6内部的顶端设有紫外灯，

[0026] 所述清洗装置6下端设有与所述清洗装置6连通的第一导管61、置于所述第一导管

61上的第一阀门62，所述消毒装置5下端设有与所述消毒装置5连通的第二导管51、置于所

述第二导管51上的第二阀门52，所述第一导管61与所述第二导管51下端均与第三导管10连

通，所述第三导管10另一端设有喷头101，所述第三导管10上贴有可撕拉的暖贴103。

[0027] 所述消毒装置5上设有挂环53，所述挂环53一端开口，所述开口大于所述第三管道

10的直径小于所述喷头101的直径。

[0028] 所述储存柜4内设有棉签放置层41，所述储存柜4内设有包扎工具箱42，所述储存

柜4的正面设有柜门43，所述柜门43一侧与所述储存柜4铰接，所述柜门43另一侧与所述储

存柜4间隙配合，所述柜门43上设有把手44。

[0029] 所述废液收集装置8的上端开口，所述废液收集装置8的下端设有滚轮81，所述底

座1的上端设有与所述滚轮81配合的滑轨82，所述废液收集装置8的两侧设有升降装置，所

述升降装置上端与所述支撑装置9固定连接。

[0030] 所述升降装置包括置于所述废液收集装置8两侧的两排折叠杆91、置于两排所述

折叠杆91之间的连接杆92、置于所述连接杆92之间的伸缩装置93。

[0031] 所述伸缩装置93包括油缸931、置于所述油缸931输出端的活塞杆932，所述油缸

931与所述连接杆92铰接，所述活塞杆932与所述连接杆92铰接。

[0032] 所述支撑装置9的内侧为软质的缓冲材料，所述支撑装置9上设有通孔94。

[0033] 所述支撑装置9为弧形结构。

[0034] 所述消毒装置5与所述清洗液装置6的上端均设有进液口。

[0035] 所述第三导管10上有一段褶皱结构。

[0036]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使用时，所述升降结构通过油缸931提供动力带动活塞杆

932上下运动，从而使得支撑装置9实现升降，将升降装置调节至合适的位置，将患者的受伤

部位放置在支撑装置9上让伤口完全暴露，方便医务人员的观察和处理，暖贴103是我们俗

称的暖宝宝，将暖贴103的粘贴面的纸撕开，将暖贴103充分暴露在空气中，当暖贴103发热

后将其贴在第三导杆10上，打开第一阀门62，将盛有清洗液的清洗装置6内的清洗液从第一

导管61中流出，对伤口进行清洗，关闭第一阀门62打开第二阀门52，使得消毒装置5内的消

毒液沿着第二导管流出，经过第三导管10上的暖贴103加热，减少对患者伤口的刺激，第三

导管10上设有一段褶皱结构，在第三导管10不够长的时候拉伸即可增加长度，废液通过通

孔94流向废液收集装置8内，清洗前后需要使用棉签或者其他的包扎工具，通过把手44拉开

柜门43，在棉签放置层41和包扎工具箱42内可找到，很方便，伤口处理后将喷头101悬挂在

挂环53上。

[0037]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

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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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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