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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急救手术器械的干

燥杀菌装置，包括有底座,所述底座的顶端固定

有杀菌仓，所述杀菌仓的一侧通过铰链转动连接

有仓门，且所述杀菌仓内包括有杀菌机构，所述

杀菌机构设置为两个，每个所述杀菌机构均包括

有两个滑槽，左右两个所述滑槽之间滑动连接有

承压框，每个所述承压框内均固定有过滤网，每

个所述过滤网的底端均设有波浪形引流板，每个

所述波浪形引流板的顶端均固定有防水紫外线

灯条，每个所述波浪形引流板的底端均固定有第

一紫外线灯，上方的所述承压框的顶端设有第二

紫外线灯。本发明通过防水紫外线灯条、第一紫

外线灯和第二紫外线灯的配合，使得紫外线光源

得以照射到医疗器械的两个面，从而完成全面杀

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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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急救手术器械的干燥杀菌装置，包括有底座(1) ,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1)

的顶端固定有杀菌仓(2)，所述杀菌仓(2)的一侧通过铰链转动连接有仓门(3)，且所述杀菌

仓(2)内包括有杀菌机构(6)和干燥机构(5)，所述干燥机构(5)设置为两个，两个所述干燥

机构(5)对称设置，且每个所述干燥机构(5)均包括有固定框(51)，每个所述固定框(51)均

固定于所述杀菌仓(2)的内壁上，且每个所述固定框(51)内均穿插有多个加热铜管(52)，每

个所述固定框(51)靠近另一个所述固定框(51)的一侧表面均固定有导热板(53)；

所述杀菌机构(6)设置为两个，两个所述杀菌机构(6)上下对称设置，且每个所述杀菌

机构(6)均包括有两个滑槽(61)，每个所述滑槽(61)均固定于对应所述导热板(53)上，且左

右两个所述滑槽(61)之间滑动连接有承压框(62)，每个所述承压框(62)内均固定有过滤网

(63)，每个所述过滤网(63)的底端均设有波浪形引流板(64)，每个所述波浪形引流板(64)

均固定于所述杀菌仓(2)的内壁上，且每个所述波浪形引流板(64)的顶端均固定有防水紫

外线灯条(65)，每个所述波浪形引流板(64)的底端均固定有第一紫外线灯(66)；

上方的所述承压框(62)的顶端设有第二紫外线灯(67)，所述第二紫外线灯(67)固定于

所述杀菌仓(2)的内壁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急救手术器械的干燥杀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杀

菌仓(2)包括有排水口(21)，所述排水口(21)开设于所述杀菌仓(2)的侧壁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急救手术器械的干燥杀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波

浪形引流板(64)的两侧均焊接有引流槽(68)，所述引流槽(68)槽体的横截面为三角形，且

所述引流槽(68)通过排水管与所述排水口(21)相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急救手术器械的干燥杀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仓

门(3)上嵌入有玻璃板(7)。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急救手术器械的干燥杀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波

浪形引流板(64)的纵切面为三角形。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急救手术器械的干燥杀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承

压框(62)靠近所述仓门(3)的一侧表面通过螺栓连接有把手(69)。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急救手术器械的干燥杀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杀

菌仓(2)的一侧设有扶手(4)，所述扶手(4)的底端固定于所述底座(1)的顶端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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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急救手术器械的干燥杀菌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主要涉及干燥杀菌装置的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急救手术器械的干

燥杀菌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现代的急救手术中，离不开手术器械对医生的辅助，但清洗后的手术器械若不能

及时的进行干燥杀菌处理，则导致清洗后的手术器械在自然风干后，其上的水渍中所残存

的细菌任然可能残留，因此需要干燥杀菌装置。

[0003] 根据专利文献CN  107875417A所提供的一种医疗器械干燥杀菌装置可知，该产品

采用转动电机带动转盘，从而带动与转盘连接的可拆卸托盘，使盛放在可拆卸托盘上的待

杀菌器械360°转动，充分受到紫外线杀菌灯的照射，提高杀菌效果，并在柜体内设置了除湿

机，进一步降低柜体内的湿度，防止病菌滋生，但该产品由于可拆卸托盘以及医疗器械自身

壳体的阻挡，导致紫外线杀菌灯只能对医疗器械的一个面进行照射。

[0004] 干燥杀菌装置只能对医疗器械的一个面进行照射，导致干燥杀菌装置难以对医疗

器械进行全面的杀菌工作，若采用人工翻面的方式，虽然达到了全面杀菌的效果，但会造成

医护人员工作强度的大量增加，降低医护人员的工作效率。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主要提供了一种用于急救手术器械的干燥杀菌装置用以解决上述背景技

术中提出的技术问题。

[0006]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7] 一种用于急救手术器械的干燥杀菌装置，包括有底座,所述底座的顶端固定有杀

菌仓，所述杀菌仓的一侧通过铰链转动连接有仓门，且所述杀菌仓内包括有杀菌机构和干

燥机构，所述干燥机构设置为两个，两个所述干燥机构对称设置，且每个所述干燥机构均包

括有固定框，每个所述固定框均固定于所述杀菌仓的内壁上，且每个所述固定框内均穿插

有多个加热铜管，每个所述固定框靠近另一个所述固定框的一侧表面均固定有导热板，所

述杀菌机构设置为两个，两个所述杀菌机构上下对称设置，且每个所述杀菌机构均包括有

两个滑槽，每个所述滑槽均固定于对应所述导热板上，且左右两个所述滑槽之间滑动连接

有承压框，每个所述承压框内均固定有过滤网，每个所述过滤网的底端均设有波浪形引流

板，每个所述波浪形引流板均固定于所述杀菌仓的内壁上，且每个所述波浪形引流板的顶

端均固定有防水紫外线灯条，每个所述波浪形引流板的底端均固定有第一紫外线灯，上方

的所述承压框的顶端设有第二紫外线灯，所述第二紫外线灯固定于所述杀菌仓的内壁上。

[0008] 进一步的，所述杀菌仓包括有排水口，所述排水口开设于所述杀菌仓的侧壁上。

[0009] 进一步的，所述波浪形引流板的两侧均焊接有引流槽，所述引流槽槽体的横截面

为三角形，且所述引流槽通过排水管与所述排水口相连接。

[0010] 进一步的，所述仓门上嵌入有玻璃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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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进一步的，所述波浪形引流板的纵切面为三角形。

[0012] 进一步的，所述承压框靠近所述仓门的一侧表面通过螺栓连接有把手。

[0013] 进一步的，所述杀菌仓的一侧设有扶手，所述扶手的底端固定于所述底座的顶端

表面。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15] 其一，本使用新型能够对医疗器械进行全面的杀菌工作，通过防水紫外线灯条、第

一紫外线灯和第二紫外线灯的配合，使得顶端的固定框内所呈放的医疗器械，通过固定框

顶端的第二紫外线灯对医疗器械的一个面进行照射杀菌，再通过固定框底端波浪形引流板

上的防水紫外线灯条，将紫外线光源透过固定框上的过滤网照射到医疗器械的另一个面，

底端固定框内所呈放的医疗器械通过其顶端的波浪形引流板上第一紫外线灯对医疗器械

的一个面进行照射杀菌，再通过固定框底端波浪形引流板上的防水紫外线灯条将紫外线光

源透过固定框上的过滤网照射到医疗器械的另一个面，从而完成全面杀菌。

[0016] 其二，本发明盛放医疗器械的固定框可以从杀菌仓内拉出，为医护人员取放医疗

器械提供了便利，通过滑槽和固定框的配合，使得医护人员通过固定框上的把手将固定框

从滑槽的槽体内进行滑动，从而令医护人员得以快速取放医疗器械，提升杀菌装置的杀菌

效率。

[0017] 以下将结合附图与具体的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的解释说明。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干燥机构和杀菌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杀菌机构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发明扶手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中：1、底座；2、杀菌仓；21、排水口；3、仓门；4、扶手；5、干燥机构；51、固定框；52、

加热铜管；53、导热板；6、杀菌机构；61、滑槽；62、承压框；63、过滤网；64、波浪形引流板；65、

防水紫外线灯条；66、第一紫外线灯；67、第二紫外线灯；68、引流槽；69、把手；7、玻璃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了便于理解本发明，下面将参照相关附图对本发明进行更加全面的描述，附图

中给出了本发明的若干实施例，但是本发明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来实现，并不限于文本所

描述的实施例，相反的，提供这些实施例是为了使对本发明公开的内容更加透彻全面。

[0024] 需要说明的是，当元件被称为“固设于”另一个元件，它可以直接在另一个元件上

也可以存在居中的元件，当一个元件被认为是“连接”另一个元件，它可以是直接连接到另

一个元件或者可能同时存在居中元件，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垂直的”、“水平的”、“左”、“右”

以及类似的表述只是为了说明的目的。

[0025] 除非另有定义，本文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发明的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通常连接的含义相同，本文中在本发明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知识为了描述具

体的实施例的目的，不是旨在于限制本发明，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及/或”包括一个或多个相

关的所列项目的任意的和所有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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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请着重参照附图1-4，一种用于急救手术器械的干燥杀菌装置，包括有底座1,所述

底座1的顶端固定有杀菌仓2，所述杀菌仓2的一侧通过铰链转动连接有仓门3，且所述杀菌

仓2内包括有杀菌机构6和干燥机构5，所述干燥机构5设置为两个，两个所述干燥机构5对称

设置，且每个所述干燥机构5均包括有固定框51，每个所述固定框51均固定于所述杀菌仓2

的内壁上，且每个所述固定框51内均穿插有多个加热铜管52，每个所述固定框51靠近另一

个所述固定框51的一侧表面均固定有导热板53，所述杀菌机构6设置为两个，两个所述杀菌

机构6上下对称设置，且每个所述杀菌机构6均包括有两个滑槽61，每个所述滑槽61均固定

于对应所述导热板53上，且左右两个所述滑槽61之间滑动连接有承压框62，每个所述承压

框62内均固定有过滤网63，每个所述过滤网63的底端均设有波浪形引流板64，每个所述波

浪形引流板64均固定于所述杀菌仓2的内壁上，且每个所述波浪形引流板64的顶端均固定

有防水紫外线灯条65，每个所述波浪形引流板64的底端均固定有第一紫外线灯66，上方的

所述承压框62的顶端设有第二紫外线灯67，所述第二紫外线灯67固定于所述杀菌仓2的内

壁上。

[0027] 请着重参照附图1和附图3,所述杀菌仓2包括有排水口21，所述排水口21开设于所

述杀菌仓2的侧壁上，所述波浪形引流板64的两侧均焊接有引流槽68，所述引流槽68槽体的

横截面为三角形，且所述引流槽68通过排水管与所述排水口21相连接，所述波浪形引流板

64的纵切面为三角形。在本实施例中，由于波浪形引流板64的纵切面为三角形，从而使得波

浪形引流板64水珠顺着波浪形引流板64所形成的斜坡滑落，提升波浪形引流板64的引流效

果，通过排水口21和引流槽68的配合，使得引流槽68上的波浪形引流板64将水引至引流槽

68的槽体内时，引流槽68通过排水管从排水口21将废水排出杀菌仓2，从而保持杀菌仓2内

部的干燥。

[0028] 请着重参照附图1，所述仓门3上嵌入有玻璃板7。在本实施例中，通过仓门3和玻璃

板7的配合，使得医护人员得以从透明的玻璃板7关注杀菌仓2内的杀菌过程，从而实时检查

杀菌仓2内的元件的工作情况。

[0029] 请再次着重参照附图2，所述承压框62靠近所述仓门3的一侧表面通过螺栓连接有

把手69。在本实施例中，通过承压框62和把手69的配合，从而在医护人员拉动承压框62时，

通过承压框62上的把手69为医护人员提供着力点，进而提高拉动承压框62以及在承压框62

上放取手术器械的工作效率。

[0030] 请再次着重参照附图4，所述杀菌仓2的一侧设有扶手4，所述扶手4的底端固定于

所述底座1的顶端表面。在本实施例中，通过底座1和扶手4的配合，使得医护人员在推动底

座1时，通过底座1上的扶手4为医护人员提供着力点，从而为底座1的推动提供了便利。

[0031] 本发明的具体操作方式如下：

[0032] 在医护人员使用干燥杀菌装置对手术器械进行杀菌工作时，医护人员首先通过铰

链转动仓门3，在通过承压框62上的把手69将承压框62从滑槽61内拉出，并将清洗过后的医

疗器械放置到承压框62内的过滤网63上，重新关闭杀菌仓2，再通过干燥机构5中的加热铜

管52将热量传递到导热板53内，并利用导热板53将热量传递到杀菌仓2内对过滤网63上的

医疗器械进行烘干，再通过杀菌机构6中的第二紫外线灯67对顶端的过滤网63上所盛放的

医疗器械的一个面进行杀菌，通过过滤网63底端的波浪形引流板64上的防水紫外线灯条65

对医疗器械的另一个面进行杀菌，与此同理，底端的过滤网63上所盛放的医疗器械通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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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形引流板64顶端的防水紫外线灯条65以及波浪形引流板64底端的第一紫外线灯66进行

两个面的同时杀菌，医疗器械所产生的水珠从过滤网63上滴落时，通过波浪形引流板64的

波浪结构引导至波浪形引流板64槽体所形成的滑坡上，引至引流槽68的槽体内时，引流槽

68通过排水管从排水口21将废水排出杀菌仓2，保持杀菌仓2内部的干燥，结束杀菌工作后，

打开杀菌仓2，将杀菌后的医疗器械取出。

[0033] 上述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了示例性描述，显然本发明具体实现并不受上述方式

的限制，只要采用了本发明的方法构思和技术方案进行的这种非实质改进，或未经改进将

本发明的构思和技术方案直接应用于其他场合的，均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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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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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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