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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机械技术领域，尤其为一种骨髓

炎冲洗液收集装置，包括废液收集槽，废液收集

槽的顶部两侧对称设置有固定槽，废液收集槽的

上方设置有保护盖，废液收集槽的底部连接有引

流管，引流管的底端设置有集液箱，集液箱的一

侧外壁设置有显示屏，集液箱的顶部靠近引流管

处设置有接口转换机构，集液箱的内部竖直设置

有隔板，集液箱的两侧内壁上方设置有液位传感

器，本发明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废液收集槽能够

进行液体沉淀收集，避免在引流时造成管道堵

塞，通过接口转换机构能够及时更换液体收集区

域，液位传感器能够在液体满后对医护人员进行

提醒，避免液体溢出造成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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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骨髓炎冲洗液收集装置，包括废液收集槽(1)，其特征在于：所述废液收集槽(1)

的顶部两侧对称设置有固定槽(2)，所述废液收集槽(1)的上方设置有保护盖(3)，所述保护

盖(3)的两侧底端与固定槽(2)插接配合，所述保护盖(3)的内部竖直设置有两个支撑板

(11)，两个所述支撑板(11)的顶部之间设置有若干个固定环(12)；

所述废液收集槽(1)的底部连接有引流管(4)，所述引流管(4)的底端设置有集液箱

(5)，所述集液箱(5)的一侧外壁设置有显示屏(7)，所述集液箱(5)的顶部靠近引流管(4)处

设置有接口转换机构(6)，所述集液箱(5)的内部竖直设置有隔板(51)，所述集液箱(5)的两

侧内壁上方设置有液位传感器(52)，所述接口转换机构(6)包括密封块(61)，所述密封块

(61)的顶部设置有转盘(62)，所述密封块(61)的内部两侧竖直开设有漏液通道(611)，所述

漏液通道(611)的上下两端贯穿密封块(61)，所述转盘(62)的表面开设有接口(621)，所述

转盘(62)的圆心处通过转轴(622)与密封块(61)的顶部转动连接，所述转盘(62)能够通过

转轴(622)转动至任一所述漏液通道(611)的顶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骨髓炎冲洗液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环(12)的两侧

与支撑板(11)通过钢钉(111)进行固定。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骨髓炎冲洗液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集液箱(5)的底部

位于隔板(51)的两侧设置有排液管(53)，所述排液管(53)的外侧通过设置阀门进行开关。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骨髓炎冲洗液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块(61)与集液

箱(5)的顶部紧密焊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骨髓炎冲洗液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引流管(4)的顶端

与废液收集槽(1)的内部相连通，所述引流管(4)的底端与接口(621)相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骨髓炎冲洗液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护盖(3)包括两

个对称设置的开合板(31)，所述开合板(31)由垂直设置的两块板组成，两块板之间通过铰

链(33)转动连接，两个所述开合板(31)的顶部之间设置有若干个卡环(32)，所述卡环(32)

的一端设置有卡块(321)，所述卡环(32)与卡块(321)卡接配合。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骨髓炎冲洗液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卡块(321)远离卡

块(321)的一端与相邻的一侧所述开合板(31)顶部紧密焊接，所述卡块(321)的底部与相邻

的一侧所述开合板(31)紧密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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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骨髓炎冲洗液收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机械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骨髓炎冲洗液收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生活中随着车辆增多，车祸事故频发，开放性伤口、多发伤的患者增多，外环

境的污染，感染的机率增高，患肢的感染率逐日增高，常需要对患者的伤口行对口冲洗，术

后两根引流管，一根接冲洗液3000ml，另一根接中心负压吸引装置，引流冲洗液，时间长，冲

洗量大，冲洗速度过快时引流液会迅速充满引流瓶内，引流管中有残留血块淤血时，会堵塞

管道，冲洗液或引流液会溢出弄湿床单、被套、枕套，此时需抽吸管道防止堵管，此外，在没

有人长期看护的时候，引流液收集满后如不倾倒冲洗引流液，会使得引流液倒流造成逆行

二次感染，鉴于此，我们提出一种骨髓炎冲洗液收集装置。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骨髓炎冲洗液收集装置，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

的引流管中有残留血块淤血时会堵塞管道和引流液收集满后不倾倒会使得引流液倒流造

成逆行二次感染等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骨髓炎冲洗液收集装置，包括废液收集槽，所述废液收集槽的顶部两侧对称

设置有固定槽，所述废液收集槽的上方设置有保护盖，所述保护盖的两侧底端与固定槽插

接配合，所述保护盖的内部竖直设置有两个支撑板，两个所述支撑板的顶部之间设置有若

干个固定环；

[0006] 所述废液收集槽的底部连接有引流管，所述引流管的底端设置有集液箱，所述集

液箱的一侧外壁设置有显示屏，所述集液箱的顶部靠近引流管处设置有接口转换机构，所

述集液箱的内部竖直设置有隔板，所述集液箱的两侧内壁上方设置有液位传感器，所述接

口转换机构包括密封块，所述密封块的顶部设置有转盘，所述密封块的内部两侧竖直开设

有漏液通道，所述漏液通道的上下两端贯穿密封块，所述转盘的表面开设有接口，所述转盘

的圆心处通过转轴与密封块的顶部转动连接，所述转盘能够通过转轴转动至任一所述漏液

通道的顶端。

[0007] 优选的，所述固定环的两侧与支撑板通过钢钉进行固定。

[0008] 优选的，所述集液箱的底部位于隔板的两侧设置有排液管，所述排液管的外侧通

过设置阀门进行开关。

[0009] 优选的，所述密封块与集液箱的顶部紧密焊接。

[0010] 优选的，所述引流管的顶端与废液收集槽的内部相连通，所述引流管的底端与接

口相连接。

[0011] 优选的，所述保护盖包括两个对称设置的开合板，所述开合板由垂直设置的两块

板组成，两块板之间通过铰链转动连接，两个所述开合板的顶部之间设置有若干个卡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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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卡环的一端设置有卡块，所述卡环与卡块卡接配合。

[0012] 优选的，所述卡块远离卡块的一端与相邻的一侧所述开合板顶部紧密焊接，所述

卡块的底部与相邻的一侧所述开合板紧密焊接。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结构简单，使用方便，通过其中设置

的废液收集槽能够进行液体沉淀收集，避免在引流时造成管道堵塞，沉淀后的液体通过引

流管进入集液箱收集，通过接口转换机构能够及时更换液体收集区域，通过其中设置的液

位传感器能够在液体满后对医护人员进行提醒，避免液体溢出造成感染，本发明具有很大

的实用价值，便于推广。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之一；

[0015] 图2为本发明的侧面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本发明中集液箱的内部结构图；

[0017] 图4为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之二；

[0018] 图5为本发明图4中A处的局部放大图；

[0019] 图6为本发明的液位传感器和单片机连接电路；

[0020] 图7为本发明的显示屏连接电路图；

[0021] 图8为本发明的单片机电路图。

[0022] 图中：1、废液收集槽；11、支撑板；111、钢钉；12、固定环；2、固定槽；3、保护盖；31、

开合板；32、卡环；321、卡块；33、铰链；4、引流管5、集液箱；51、隔板；52、液位传感器；53、排

液管；54、单片机；55、蜂鸣器；6、接口转换机构；61、密封块；611、漏液通道；62、转盘；621、接

口；622、转轴；7、显示屏。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4]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中心”、“纵向”、“横向”、“长度”、“宽度”、

“厚度”、“上”、“下”、“前”、“后”、“左”、“右”、“竖直”、“水平”、“顶”、“底”、“内”、“外”、“顺时

针”、“逆时针”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

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设备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

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25] 实施例1

[0026] 一种骨髓炎冲洗液收集装置，如图1和图2所示，包括废液收集槽1，废液收集槽1的

顶部两侧对称设置有固定槽2，废液收集槽1的上方设置有保护盖3，保护盖3的两侧底端与

固定槽2插接配合，保护盖3的内部竖直设置有两个支撑板11，两个支撑板11的顶部之间设

置有若干个固定环12，固定环12的两侧与支撑板11通过钢钉111进行固定，废液收集槽1的

底部连接有引流管4，引流管4的底端设置有集液箱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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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如图5所示，集液箱5的一侧外壁设置有显示屏7，集液箱5的顶部靠近引流管4处设

置有接口转换机构6，集液箱5的内部竖直设置有隔板51，集液箱5的两侧内壁上方设置有液

位传感器52，集液箱5的底部位于隔板51的两侧设置有排液管53，排液管53的外侧通过设置

阀门进行开关。

[0028] 具体的，排液管53的外侧，阀门采用深圳市圆环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型号为WF的

UPVC球阀，通过排液管53上的阀门能够将集液箱5内部的液体进行定时清理。

[0029] 如图5所示，接口转换机构6包括密封块61，密封块61的顶部设置有转盘62，密封块

61的内部两侧竖直开设有漏液通道611，漏液通道611的上下两端贯穿密封块61，密封块61

与集液箱5的顶部紧密焊接，转盘62的表面开设有接口621，转盘62的圆心处通过转轴622与

密封块61的顶部转动连接，转盘62能够通过转轴622转动至任一漏液通道611的顶端，引流

管4的顶端与废液收集槽1的内部相连通，引流管4的底端与接口621相连接。

[0030] 进一步的，显示屏7采用深圳市晶惠迪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型号为LCD1602液晶显

示屏，其配套电路也可由该厂家提供，除此之外，本发明中涉及到电路和电子元器件以及模

块的均为现有技术，本领域技术人员完全可以实现，无需赘言，本发明保护的内容也不涉及

对于软件和方法的改进。

[0031] 具体的，集液箱5的一侧外壁内还嵌设有深圳市英锐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型号

为STC12C5410AD的单片机54，且单片机54的输出接口还电连接有蜂鸣器55，其配套电路也

可由该厂家提供，除此之外，本发明中涉及到电路和电子元器件以及模块的均为现有技术，

本领域技术人员完全可以实现，无需赘言，本发明保护的内容也不涉及对于软件和方法的

改进。

[0032] 值得说明的是，单片机54的输出接口与显示屏7的输入端电性连接，其配套电路也

可由深圳市英锐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除此之外，本发明中涉及到电路和电子元器件以及

模块的均为现有技术，本领域技术人员完全可以实现，无需赘言，本发明保护的内容也不涉

及对于软件和方法的改进

[0033] 值得说明的是，液位传感器52采用宝鸡华杰荣盛贸易有限公司生产的型号为

SPT21W的液位变送器，其输出端与单片机54输入接口电性连接，且配套电路也可由该厂家

提供，除此之外，本发明中涉及到电路和电子元器件以及模块的均为现有技术，本领域技术

人员完全可以实现，无需赘言，本发明保护的内容也不涉及对于软件和方法的改进。

[0034] 本实施例中的骨髓炎冲洗液收集装置在使用时，先将保护盖3的底部从固定槽2中

抽出，使得保护盖3升高，将患者伤口处固定在固定环12上，通过外部的保护盖3对伤口处进

行保护，通过钢钉111将固定环12进行固定，避免在冲洗时产生移动，通过冲洗液对患者的

伤口处进行清洗，清洗过的液体流至废液收集槽1的内部，经过沉淀后，废液通过引流管4进

入集液箱5的内部，从而对液体进行收集，避免液体漏出污染环境，通过接口621将引流管4

与其中一个漏液通道611连接，通过集液箱5内部设置的隔板能够将其分割成两个集液容

器，液体通过其中一个漏液通道611流入集液箱5内的一个集液容器中；

[0035] 当内部液体容易即将满时，通过集液箱5内设置的液位传感器52将信号传递给单

片机54，经内部程序处理计算后，单片机54的输出端通过控制电路A与显示屏7输入端电性

连接，控制电路A包括1602液晶寄存器，且1602液晶寄存器上的第三管脚通过10K电位器R1

接地，第十五管脚通过1K电阻R2接电源，数据/命令选择端RS与单片机54输出接口电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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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能端EN与单片机54输出接口连接，使得液位数值在显示屏7上显示，同时单片机54外还设

有蜂鸣器55，当液位传感器52传输的数值超出单片机54内定数值范围后，蜂鸣器55报警，提

醒需要进行容器转换，医护人员通过转动转盘62，将接口621转动至另一漏液通道611的顶

部，使得液体流入另一个集液容器中，整体操作简单，使用方便。

[0036] 实施例2

[0037] 在具体使用过程中，保护盖3的结构一体化，在患者伤口部位固定时很不方便，因

此，我们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对保护盖3做出改进，如图4和图5所示，保护盖3包括两个对称

设置的开合板31，开合板31由垂直设置的两块板组成，两块板之间通过铰链33转动连接，两

个开合板31的顶部之间设置有若干个卡环32，卡环32的一端设置有卡块321，卡环32与卡块

321卡接配合，卡块321远离卡块321的一端与相邻的一侧开合板31顶部紧密焊接，卡块321

的底部与相邻的一侧开合板31紧密焊接。

[0038] 本实施例中，通过铰链33能够将开合板31进行翻转折叠，使其在使用前能够打开，

方便伤口部位从开合板31的顶部放入，进而将伤口部位进行固定，固定好后将开合板31的

顶部翻转闭合，通过卡环32与卡块321卡接使得两个开合板31之间连接紧密，从而对伤口起

到很好的保护，通过该设置能够使得伤口部位的固定更加方便。

[0039]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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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为本发明

的优选例，并不用来限制本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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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