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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牙科手机清洗注油养护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牙科手机清洗注油

养护机，包括壳体、清洗桶、清洗系统、消毒系统、

风机、控制系统、驱动电机、清洗液储存箱、废液

箱、润滑油储存箱、超声波雾化装置、进水管路、

排水管路、冷凝管、压力导管、高压水泵；壳体上

设有控制面板，清洗液储存箱、废液箱、润滑油储

存箱均设于清洗桶下方，清洗系统设于清洗桶

内，清洗液储存箱、润滑油储存箱与清洗系统通

过三通管件连接，清洗桶两侧分别设有进气口、

出气口，进气口通过压力导管与消毒系统连接，

出气口通过冷凝管与废液箱连接。本实用新型彻

底对牙科手机内部、外部进行清洗，有效避免了

医源性感染，采用雾化滴油提高了牙科手机润滑

保养效果，实现了清洗、消毒、干燥、注油一体化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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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牙科手机清洗注油养护机，其特征在与：包括壳体、清洗桶、清洗系统、消毒系

统、风机、控制系统、驱动电机、清洗液储存箱、废液箱、润滑油储存箱、超声波雾化装置、进

水管路、排水管路、冷凝管、压力导管、高压水泵；所述壳体底部两侧设置有垫脚，所述壳体

上设有控制面板，所述控制面板由显示屏和按键组成，所述上盖为可拆卸的双层上盖，包括

外上盖和设于清洗桶上侧的内上盖，所述清洗桶内设有清洗系统，所述清洗桶一侧设有进

气口，另一侧设有出气口，所述进气口通过所述压力导管与所述消毒系统连接，所述出气口

通过冷凝管与废液箱连接，所述清洗桶底部设有进水口与排水口，所述清洗液储存箱、废液

箱、润滑油储存箱均设于所述清洗桶下方，所述清洗液储存箱、所述润滑油储存箱与所述清

洗系统通过三通管件连接，所述三通管件与所述清洗系统之间设有高压水泵，所述润滑油

储存箱与所述超声波装置连接，所述废液箱与所述清洗桶下方排水口连接，所述风机通过

进风管路与所述清洗桶进风口连接，所述控制系统与所述清洗系统、消毒系统、烘干机、驱

动电机、清洗液储存箱、废液箱、润滑油储存箱、进水管路、排水管路、冷凝管、压力导管、高

压水泵控制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牙科手机清洗注油养护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桶上部设

有四个销孔，所述清洗桶上盖上设有四个相对的销。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牙科手机清洗注油养护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系统包括

清洗架体、清洗架接头、喷射臂、喷射孔、清洗管路、支座架、封堵帽。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牙科手机清洗注油养护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架体上水

平设有多条清洗管路，所述清洗管路上设有支座架及封堵帽。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牙科手机清洗注油养护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管路通过

进水管路以及三通管件分别与所述清洗液储存箱、润滑油储存箱连接。

6.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牙科手机清洗注油养护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喷射臂水平设

于所述清洗架体上方，所述喷射臂上部、中部、底部均匀开设有多个喷射孔，所述喷射臂可

水平360度转动；所述喷射臂通过进水管路与所述清洗液储存箱、润滑油储存箱连接。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牙科手机清洗注油养护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上设有用

于取出清洗液储存箱、废水箱的活动页。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牙科手机清洗注油养护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消毒系统包括

高温高压蒸汽发生机、压力传感器、压力显示器，所述高温高压蒸汽发生机、压力传感器、压

力显示器之间通过控制系统控制连接。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牙科手机清洗注油养护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超声波雾化装

置包括超声波发生器、超声波换能器、风扇。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牙科手机清洗注油养护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液储存

箱、润滑油储存箱与进水管路之间设有电磁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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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牙科手机清洗注油养护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医疗器械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牙科手机清洗注油养护机。

背景技术

[0002] 口腔疾病的治疗操作绝大部分在口腔内进行，而牙科手机时口腔医生的主要治疗

工具。牙科手机由手柄和与手柄连接的机头组成，手柄内部设有进水管、进气管以及回气通

道。在治疗过程中，牙科手机时直接接触患者唾液、血液和牙体的工具，也是使用频繁、污染

严重的器械，如果不及时清洗消毒，极易造成医源性感染。目前牙科手机的消毒通常采用化

学、微波、紫外线灯消毒方法，这些方法仅适用与牙科手机表面的消毒灭菌，而不能彻底杀

灭牙科手机内部的病原微生物，这些内部的病原微生物在牙科手机使用中通过气流、水流，

将会成为口腔科临床交叉感染最具危险的途径之一。

[0003] 除此之外，牙科手机内部转动部分润滑也十分重要，它时延长手机使用寿命的重

要措施。目前通常采用滴油式注油机对牙科手机进行润滑保养，但是滴油式的缺点是，滴的

油没雾化，多数的油被白白吹走，也不能润滑牙科手机的转动部分。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克服上述不足之处，提供一种牙科手机清洗注油养护机，可

彻底对牙科手机内部、外部进行清洗，有效避免了医源性感染，采用雾化滴油有效提高牙科

手机润滑保养效果，实现了清洗、消毒、干燥、注油于一体的操作。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牙科手机清洗注油养护机，包括壳体、清洗桶、清洗系统、消毒系统、风机、控

制系统、驱动电机、清洗液储存箱、废液箱、润滑油储存箱、超声波雾化装置、进水管路、排水

管路、冷凝管、压力导管、高压水泵；所述壳体底部两侧设置有垫脚，所述壳体上设有控制面

板，所述控制面板由显示屏和按键组成，所述上盖为可拆卸的双层上盖，包括外上盖和设于

清洗桶上侧的内上盖，所述清洗桶内设有清洗系统，所述清洗桶一侧设有进气口，另一侧设

有出气口，所述进气口通过所述压力导管与所述消毒系统连接，所述出气口通过冷凝管与

废液箱连接，所述清洗桶底部设有进水口与排水口，所述清洗液储存箱、废液箱、润滑油储

存箱均设于所述清洗桶下方，所述清洗液储存箱、所述润滑油储存箱与所述清洗系统通过

三通管件连接，所述三通管件与所述清洗系统之间设有高压水泵，所述润滑油储存箱与所

述超声波装置连接，所述废液箱与所述清洗桶下方排水口连接，所述风机通过进风管路与

所述清洗桶连接，所述控制系统与所述清洗系统、消毒系统、烘干机、驱动电机、清洗液储存

箱、废液箱、润滑油储存箱、进水管路、排水管路、冷凝管、压力导管、高压水泵控制连接。

[0007] 进一步地，所述清洗桶上部设有四个销孔，所述清洗桶上盖上设有四个相对的销。

[0008] 进一步地，所述清洗系统包括清洗架体、清洗架接头、喷射臂、喷射孔、清洗管路、

支座架、封堵帽。

[0009] 进一步地，所述清洗架体上水平设有多条清洗管路，所述清洗管路上设有支座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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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封堵帽。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清洗管路通过进水管路以及三通管件分别与所述清洗液储存箱、

润滑油储存箱连接。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喷射臂水平设于所述清洗架体上方，所述喷射臂上部、中部、底部

均匀开设有多个喷射孔，所述喷射臂可水平360度转动；所述喷射臂通过进水管路与所述清

洗液储存箱、润滑油储存箱连接。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壳体上设有用于取出清洗液储存箱、废水箱的活动页。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消毒系统包括高温高压蒸汽发生机、压力传感器、压力显示器，所

述高温高压蒸汽发生机、压力传感器、压力显示器之间通过控制系统控制连接。

[0014] 进一步地，所述超声波雾化装置包括超声波发生器、超声波换能器、风扇。

[0015] 进一步地，所述清洗液储存箱、润滑油储存箱与进水管路之间设有电磁阀。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7] 1、本实用新型通过喷射臂、清洗管路可同时对牙科手机内部、外部进行清洗、消

毒，避免了医源性感染；

[0018] 2、本实用新型通过超声波雾化装置对牙科手机完成雾化注油；

[0019] 3、本实用新型实现了牙科手机清洗、消毒、烘干、注油全自动一体化操作；

[0020] 4、本实用新型中喷射臂可水平360°旋转，保证彻底清洗牙科手机外部，无死角；

[0021] 5、本实用新型设有多条清洗管路，可同时清洗多只牙科手机；

[0022] 6、  本实用新型清洗管路上的支座架相配套的封堵帽，可对不工作的支座架进行

封堵，保证水压合理利用；

[0023] 7、本实用新型壳体上设有活页，可方便更换、处理清洗液、废水液；

[0024] 8、本实用新型通过风机对牙科手机进行冷风烘干。

附图说明

[0025] 下面结合附图与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6] 图1为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牙科手机清洗注油养护机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为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牙科手机清洗注油养护机的清洗桶的内部结构示意

图；

[0028] 图3为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牙科手机清洗注油养护机的清洗系统的俯视图；

[0029] 图4为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牙科手机清洗注油养护机的清洗系统的左视图。

[0030] 各附图标记与部件名称对应关系如下：

[0031] 1、壳体；2、清洗桶；3、上盖；31、壳体上盖；32、清洗桶上盖；4、清洗桶上盖把手；5、

销孔；6、销；7、清洗系统；71、清洗架体；72、清洗架接头；73、喷射臂；74、喷射孔；75、清洗管

路；76、支座架；77、封堵帽；  8、消毒系统；81、高温高压发生器；82、压力传感器；83、压力显

示器；9、风机；91、进风管路；10、控制系统；11、驱动电机；12、清洗液储存箱；13、废液箱；14、

进水管路；15、排水管路；16、冷凝管；17、压力导管；18、高压水泵；19、控制面板；191、显示

屏；192、按键；20、进水口；21、排水口；22、进气口；23、出气口；  24、气体管路；25、牙科手机；

26、润滑油储存箱；27、超声雾化装置；271、超声波发生器；272、超声波换能器；273、风扇；

28、三通管件；29、电磁阀；30、脚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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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结合各个实施例作进一步描

述。

[0033] 如图1,2，3所示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

[0034] 一种牙科手机清洗注油养护机，包括壳体1、清洗桶2、清洗系统7、消毒系统8、风机

9、控制系统10、驱动电机11、清洗液储存箱12、废液箱13、润滑油储存箱26、超声波雾化装置

27、进水管路14、排水管路15、冷凝管16、压力导管17、高压水泵18；所述壳体1底部两侧设置

有垫脚30，所述壳体1上设有控制面板19，所述控制面板19由显示屏191和按键192组成，所

述上盖3为可拆卸的双层上盖，包括外上盖31和设于清洗桶上侧的内上盖32，所述清洗桶2

内设有清洗系统7，所述清洗桶2一侧设有进气口22，另一侧设有出气口23，所述进气口22通

过所述压力导管17与所述消毒系统8连接，所述出气口23通过冷凝管16与废液箱13连接，所

述清洗桶2底部设有进水口20与排水口21，所述清洗液储存箱12、废液箱13、润滑油储存箱

26均设于所述清洗桶2下方，所述清洗液储存箱12、所述润滑油储存箱26与所述清洗系统7

通过三通管件28连接，所述三通管件28与所述清洗系统7之间设有高压水泵18，所述润滑油

储存箱26与所述超声波装置27连接，所述废液箱13与所述清洗桶2下方排水口21连接，所述

风机9通过风机管路91与所述清洗桶2连接，所述控制系统10与所述清洗系统7、消毒系统8、

风机9、驱动电机11、清洗液储存箱12、废液箱13、润滑油储存箱26、进水管路14、排水管路

15、冷凝管16、压力导管17、高压水泵18控制连接。

[0035] 所述清洗桶2上部设有四个销孔5，所述清洗桶上盖上设有四个相对的销6。

[0036] 所述清洗系统7包括清洗架体71、清洗架接头72、喷射臂73、喷射孔74、清洗管路

75、支座架76、封堵帽77。

[0037] 所述清洗架体71上水平设有多条清洗管路75，所述清洗管路75上设有支座架77及

封堵帽78。

[0038] 所述清洗管路75通过进水管路14以及三通管件28分别与所述清洗液储存箱12、润

滑油储存箱26连接。

[0039] 所述喷射臂73水平设于所述清洗架体71上方，所述喷射臂73上部、中部、底部均匀

开设有多个喷射孔74，所述喷射臂73可水平360度旋转；所述喷射臂73通过进水管路14与所

述清洗液储存箱12、润滑油储存箱连接26。

[0040] 所述壳体1上设有用于取出清洗液储存箱、废水箱的活动页。

[0041] 所述消毒系统8包括高温高压蒸汽发生机81、压力传感器82、压力显示器83，所述

高温高压蒸汽发生机81、压力传感器82、压力显示器83之间通过控制系统控制连接。

[0042] 所述超声波雾化装置27包括超声波发生器271、超声波换能器272、风扇273。

[0043] 所述清洗液储存箱12、润滑油储存箱26与进水管路14之间设有电磁阀29。

[0044] 具体来说，具体操作步骤如下，将20只待清洗牙科手机固定在清洗管路上的支座

架上，关闭清洗桶上盖，壳体上盖，打开控制面板上的电源开关，开始牙科手机清洗工作。清

洗液储存箱通过高压水泵将清洗液送入清洗管路与喷射臂，喷射臂水平360°旋转清洗牙科

手机外表面，同时进水管路与牙科手机内部进水管、进气管连接，对牙科手机内部进行清

洗。清洗程序结束之后，高温高压蒸汽发生器启动，开始消毒。高温高压蒸汽发生器出气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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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压力管道与清洗桶进气口连接，输送高温蒸汽进行牙科手机消毒，同时清洗桶出气口

通过冷凝管与废液箱连接。消毒程序结束之后，进入润滑注油保养程序，润滑油储存箱中的

润滑油通过超声雾化装置对牙科手机内部进行润滑保养，雾化有通过清洗管路进入牙科手

机。注油程序结束之后进入烘干程序，本实施例采用风机冷风烘干。烘干程序结束之后，全

自动牙科手机清洗机自动关闭。本实用新型彻底对牙科手机内部、外部进行清洗、消毒、干

燥，有效避免了医源性感染，实现了清洗、消毒、干燥、注油于一体的操作。

[0045]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例，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

此，任何熟悉本领域技术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公开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

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书的

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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