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955102.8

(22)申请日 2016.11.03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581702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4.26

(73)专利权人 青岛市市立医院

地址 266011 山东省青岛市胶州路1号

(72)发明人 刘慧松　侯静　史悦　何颖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君泊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11496

代理人 王程远

(51)Int.Cl.

A61L 2/04(2006.01)

A61L 2/10(2006.01)

F26B 21/00(2006.01)

B01D 35/02(2006.01)

B01D 29/03(2006.01)

B01D 29/96(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4840980 A,2015.08.19,

CN 204446675 U,2015.07.08,

CN 203598266 U,2014.05.21,

CN 105689321 A,2016.06.22,

CN 104815811 A,2015.08.05,

审查员 陈怡欣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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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新型口腔医疗器械用消

毒装置，包括底座，所述底座底部的两侧均固定

连接有支撑腿，所述底座顶部的左侧固定连接有

水箱，所述水箱的顶部固定连接有锅体，所述锅

体右侧的顶部通过铰链铰接有锅盖，所述锅盖上

设置有烘干装置，所述烘干装置包括电机箱和聚

风罩，所述聚风罩的顶部与锅盖的底部固定连

接，所述电机箱的底部与锅盖的顶部固定连接。

该新型口腔医疗器械用消毒装置，过滤装置的设

置可以对加热锅内的水进行过滤，过滤箱通过螺

栓与盖板固定连接，便于对盖板的拆卸，便于对

滤板的清洗和更换，水箱的设置可以对水回收重

复利用，节省了水资源，排水管的设置便于对水

箱里的水定期排放和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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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口腔医疗器械用消毒装置，包括底座(1)、支撑腿(2)、水箱(3)、锅体(4)、加

热锅(12)、照射装置(14)、液位传感器(15)、过滤装置(17)和水泵(20)，其特征在于：所述底

座(1)底部的两侧均固定连接有支撑腿(2)，所述底座(1)顶部的左侧固定连接有水箱(3)，

所述水箱(3)的顶部固定连接有锅体(4)，所述锅体(4)右侧的顶部通过铰链铰接有锅盖

(5)，所述锅盖(5)上设置有烘干装置(6)，所述烘干装置(6)包括电机箱(61)和聚风罩(62)，

所述聚风罩(62)的顶部与锅盖(5)的底部固定连接，所述电机箱(61)的底部与锅盖(5)的顶

部固定连接，所述电机箱(61)的顶部固定连接有手柄(24)，所述电机箱(61)内腔的顶部固

定连接有电机(63)，所述电机(63)通过转轴贯穿锅盖(5)的顶部并延伸至聚风罩(62)的内

腔，所述电机(63)的转轴位于聚风罩(62)内腔的一端，且电机(63)转轴的一端套设有风扇

叶(64)，所述聚风罩(62)底部的两侧均设置有止回管道(65)，所述止回管道(65)包括管体

(651)，所述管体(651)内腔的两侧均固定连接有凸块(652)，所述管体(651)内腔的右侧且

位于凸块(652)的底部通过转轴活动连接有第一阀瓣(653)，所述管体(651)内腔的左侧且

位于凸块(652)的底部通过转轴活动连接有第二阀瓣(654)，所述第一阀瓣(653)与第二阀

瓣(654)的顶部均通过弹簧与凸块(652)的底部固定连接，所述锅盖(5)顶部的两侧均开设

有漏风孔(7)，所述锅体(4)左侧的顶部固定连接有控制器(8)，所述锅体(4)右侧的顶部设

置有定时器(9)，所述定时器(9)的右侧设置有语音提示器(10)，所述锅体(4)内腔的底部设

置有加热块(11)，所述加热块(11)的顶部固定连接有加热锅(12)，所述加热锅(12)上开设

有漏水孔(13)，所述加热锅(12)内腔两侧的顶部均设置有照射装置(14)，所述照射装置

(14)包括灯座(141)，所述灯座(141)的右侧与加热锅(12)的内腔固定连接，所述灯座(141)

的左侧设置有紫外线灯头(142)，所述灯座(141)的外部设置有防水壳(143)，所述防水壳

(143)的右侧与加热锅(12)的内腔固定连接，所述加热锅(12)内腔的右侧且位于照射装置

(14)的底部设置有液位传感器(15)，所述底座(1)顶部的右侧固定连接有过滤装置(17)，所

述过滤装置(17)包括过滤箱(171)，所述过滤箱(171)的顶部通过螺栓固定连接有盖板

(172)，所述过滤箱(171)内腔的两侧均固定连接有垫块(173)，所述垫块(173)的顶部设置

有滤板(174)，所述过滤箱(171)左侧的底部通过回水管与水箱(3)的右侧连通，所述锅体

(4)右侧的底部通过第一管道(16)与过滤箱(171)左侧的顶部连通，所述第一管道(16)上设

置有电磁阀(18)，所述水箱(3)顶部的左侧开设有加水口(19)，所述水箱(3)内腔底部的左

侧设置有水泵(20)，所述水泵(20)的出水口连通有第二管道(21)，所述第二管道(21)远离

水泵(20)出水口的一端依次贯穿水箱(3)和锅体(4)的左侧并延伸至锅体(4)的内腔，所述

水箱(3)左侧的底部连通有排水管(22)，所述排水管(22)上设置有手动阀(23)，所述控制器

(8)分别与电机(63)、照射装置(14)、液位传感器(15)和水泵(20)电性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口腔医疗器械用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腿

(2)的底部通过支架活动连接有滚轮(2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口腔医疗器械用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机

(63)的转轴与锅盖(5)之间设置有轴承。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口腔医疗器械用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手柄

(24)上设置有防滑橡胶。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口腔医疗器械用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水箱

(3)顶部的左侧设置有与加水口(19)相适配的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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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口腔医疗器械用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管

道(21)上设置有止回阀。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口腔医疗器械用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机箱

(61)上开设有散热孔。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口腔医疗器械用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

(1)的右侧固定连接有推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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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口腔医疗器械用消毒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疗器械设备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新型口腔医疗器械用消毒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口腔医疗器械是指专供在口腔学中使用的各种小型手提式工具，在国际上称为口

腔器械口腔医疗器械包括口腔手机、口腔手机灭菌器、拔牙钳、牙挺、牙挖器等手术器具、手

动牙科器具、牙科旋转器具、牙科注射器具、根管器具，口腔医疗器械在使用前需要对其进

行消毒，现有的口腔医疗消毒装置消毒性能不高，容易导致疾病传播，而且烘干需要人工对

其进行操作，容易造成细菌感染，降低了医生的工作效率。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新型口腔医疗器械用消毒装置，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

中提出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新型口腔医疗器械用消毒装置，

包括底座，所述底座底部的两侧均固定连接有支撑腿，所述底座顶部的左侧固定连接有水

箱，所述水箱的顶部固定连接有锅体，所述锅体右侧的顶部通过铰链铰接有锅盖，所述锅盖

上设置有烘干装置，所述烘干装置包括电机箱和聚风罩，所述聚风罩的顶部与锅盖的底部

固定连接，所述电机箱的底部与锅盖的顶部固定连接，所述电机箱的顶部固定连接有手柄，

所述电机箱内腔的顶部固定连接有电机，所述电机通过转轴贯穿锅盖的顶部并延伸至聚风

罩的内腔，所述电机的转轴位于聚风罩内腔的一端，且电机转轴的一端套设有风扇叶，所述

聚风罩底部的两侧均设置有止回管道，所述止回管道包括管体，所述管体内腔的两侧均固

定连接有凸块，所述管体内腔的右侧且位于凸块的底部通过转轴活动连接有第一阀瓣，所

述管体内腔的左侧且位于凸块的底部通过转轴活动连接有第二阀瓣，所述第一阀瓣与第二

阀瓣的顶部均通过弹簧与凸块的底部固定连接，所述锅盖顶部的两侧均开设有漏风孔，所

述锅体左侧的顶部固定连接有控制器，所述锅体右侧的顶部设置有定时器，所述定时器的

右侧设置有语音提示器，所述锅体内腔的底部设置有加热块，所述加热块的顶部固定连接

有加热锅，所述加热锅上开设有漏水孔，所述加热锅内腔两侧的顶部均设置有照射装置，所

述照射装置包括灯座，所述灯座的右侧与加热锅的内腔固定连接，所述灯座的左侧设置有

紫外线灯头，所述灯座的外部设置有防水壳，所述防水壳的右侧与加热锅的内腔固定连接，

所述加热锅内腔的右侧且位于照射装置的底部设置有液位传感器，所述底座顶部的右侧固

定连接有过滤装置，所述过滤装置包括过滤箱，所述过滤箱的顶部通过螺栓固定连接有盖

板，所述过滤箱内腔的两侧均固定连接有垫块，所述垫块的顶部设置有滤板，所述过滤箱左

侧的底部通过回水管与水箱的右侧连通，所述锅体右侧的底部通过第一管道与过滤箱左侧

的顶部连通，所述第一管道上设置有电磁阀，所述水箱顶部的左侧开设有加水口，所述水箱

内腔底部的左侧设置有水泵，所述水泵的出水口连通有第二管道，所述第二管道远离水泵

出水口的一端依次贯穿水箱和锅体的左侧并延伸至锅体的内腔，所述水箱左侧的底部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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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排水管，所述排水管上设置有手动阀，所述控制器分别与电机、照射装置、液位传感器和

水泵电性连接。

[0005] 优选的，所述支撑腿的底部通过支架活动连接有滚轮。

[0006] 优选的，所述电机的转轴与锅盖之间设置有轴承。

[0007] 优选的，所述手柄上设置有防滑橡胶。

[0008] 优选的，所述水箱顶部的左侧设置有与加水口相适配的堵盖。

[0009] 优选的，所述第二管道上设置有止回阀。

[0010] 优选的，所述电机箱上开设有散热孔。

[0011] 优选的，所述底座的右侧固定连接有推杆。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该新型口腔医疗器械用消毒装置，水泵的

设置可以对加热锅内输送水源，加热块与加热锅的配合可以对医疗器械进行蒸煮消毒，烘

干装置的设置可以对加热锅内腔的医疗器械进行烘干，通过电机的转轴带动风扇叶旋转吹

风，风通过止回管道吹向医疗器械，对医疗器械进行烘干，止回管道的设置对风扇叶具有保

护作用，防止加热锅里的蒸汽回流到聚风罩内对风扇叶造成损坏，提高了风扇叶的使用寿

命，照射装置的设置可以对医疗器械进行照射消毒，通过加热和照射双重消毒，大大提高了

该装置的消毒性能，过滤装置的设置可以对加热锅内的水进行过滤，过滤箱通过螺栓与盖

板固定连接，便于对盖板的拆卸，便于对滤板的清洗和更换，水箱的设置可以对水回收重复

利用，节省了水资源，排水管的设置便于对水箱里的水定期排放和更换。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发明A-A的放大图；

[0015] 图3为本发明止回管道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6] 图4为本发明照射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5为本发明过滤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6为本发明结构的工作原理框图。

[0019] 图中：1底座、2支撑腿、3水箱、4锅体、5锅盖、6烘干装置、61电机箱、62聚风罩、63电

机、64风扇叶、65止回管道、651管体、652凸块、653第一阀瓣、654第二阀瓣、7漏风孔、8控制

器、9定时器、10语音提示器、11加热块、12加热锅、13漏水孔、14照射装置、141灯座、142紫外

线灯头、143防水壳、15液位传感器、16第一管道、17过滤装置、171过滤箱、172盖板、173垫

块、174滤板、18电磁阀、19加水口、20水泵、21第二管道、22排水管、23手动阀、24手柄、25滚

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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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1] 请参阅图1-6，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新型口腔医疗器械用消毒装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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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底座1，底座1底部的两侧均固定连接有支撑腿2，底座1的右侧固定连接有推杆，支撑腿2

的底部通过支架活动连接有滚轮25，滚轮25的设置便于对底座1的移动，底座1顶部的左侧

固定连接有水箱3，水箱3的顶部固定连接有锅体4，锅体4右侧的顶部通过铰链铰接有锅盖

5，锅盖5上设置有烘干装置6，烘干装置6包括电机箱61和聚风罩62，聚风罩62的顶部与锅盖

5的底部固定连接，电机箱61的底部与锅盖5的顶部固定连接，电机箱61上开设有散热孔，电

机箱61的顶部固定连接有手柄24，手柄24上设置有防滑橡胶，防滑橡胶用于增大手柄24表

面的粗糙度，电机箱61内腔的顶部固定连接有电机63，电机63通过转轴贯穿锅盖5的顶部并

延伸至聚风罩62的内腔，电机63的转轴与锅盖5之间设置有轴承，轴承的设置便于电机63转

轴的自由旋转，电机63的转轴位于聚风罩62内腔的一端，且电机63转轴的一端套设有风扇

叶64，聚风罩62底部的两侧均设置有止回管道65，止回管道65包括管体651，管体651内腔的

两侧均固定连接有凸块652，管体651内腔的右侧且位于凸块652的底部通过转轴活动连接

有第一阀瓣653，管体651内腔的左侧且位于凸块652的底部通过转轴活动连接有第二阀瓣

654，第一阀瓣653与第二阀瓣654的顶部均通过弹簧与凸块652的底部固定连接，锅盖5顶部

的两侧均开设有漏风孔7，锅体4左侧的顶部固定连接有控制器8，锅体4右侧的顶部设置有

定时器9，定时器9的右侧设置有语音提示器10，锅体4内腔的底部设置有加热块11，加热块

11的顶部固定连接有加热锅12，加热块11与加热锅12的配合可以对医疗器械进行蒸煮消

毒，加热锅12上开设有漏水孔13，烘干装置6的设置可以对加热锅12内腔的医疗器械进行烘

干，通过电机61的转轴带动风扇叶旋转64吹风，风通过止回管道65吹向医疗器械，对医疗器

械进行烘干，止回管道65的设置对风扇叶64具有保护作用，防止加热锅12里的蒸汽回流到

聚风罩62内对风扇叶64造成损坏，提高了风扇叶64的使用寿命，加热锅12内腔两侧的顶部

均设置有照射装置14，照射装置14包括灯座141，灯座141的右侧与加热锅12的内腔固定连

接，灯座141的左侧设置有紫外线灯头142，灯座141的外部设置有防水壳143，防水壳143的

右侧与加热锅12的内腔固定连接，照射装置14的设置可以对医疗器械进行照射消毒，通过

加热和照射双重消毒，大大提高了该装置的消毒性能，加热锅12内腔的右侧且位于照射装

置14的底部设置有液位传感器15，液位传感器15用于检测加热锅12内腔里的水位，底座1顶

部的右侧固定连接有过滤装置17，过滤装置17包括过滤箱171，过滤箱171的顶部通过螺栓

固定连接有盖板172，过滤箱171内腔的两侧均固定连接有垫块173，垫块173的顶部设置有

滤板174，过滤箱171左侧的底部通过回水管与水箱3的右侧连通，锅体4右侧的底部通过第

一管道16与过滤箱171左侧的顶部连通，过滤装置17的设置可以对加热锅12内的水进行过

滤，过滤箱171通过螺栓与盖板172固定连接，便于对盖板172的拆卸，便于对滤板174的清洗

和更换，第一管道16上设置有电磁阀18，水箱3顶部的左侧开设有加水口19，水箱3顶部的左

侧设置有与加水口19相适配的堵盖，水箱3内腔底部的左侧设置有水泵20，水泵20的设置可

以对加热锅12内输送水源，水泵20的出水口连通有第二管道21，第二管道21远离水泵20出

水口的一端依次贯穿水箱3和锅体4的左侧并延伸至锅体4的内腔，第二管道21上设置有止

回阀，对水泵20具有保护作用，水箱3左侧的底部连通有排水管22，排水管22上设置有手动

阀23，控制器8分别与电机63、照射装置14、液位传感器15和水泵20电性连接，水箱3的设置

可以对水回收重复利用，节省了水资源，排水管22的设置便于对水箱3里的水定期排放和更

换，整个装置操作简单，使用方便，具有双重杀菌消毒和烘干一体的功能，使消毒更彻底，避

免了细菌感染，提高了医务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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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工作原理：使用时将医疗器械放进加热锅12的内腔，通过控制器8控制水泵20工

作，水通过第二管道21流进锅体4，锅体4里的水通过漏水孔13进入加热锅12，液位传感器15

检测到水位时，将信息传输给控制器8，控制器8控制加热块11加热，定时器9对加热块11进

行定时加热，加热四十分钟后加热块11停止加热，控制器8控制电磁阀18打开，控制器8控制

语音提示器10发出声音提示医务人员消毒完毕，水流入过滤箱171进行过滤，过滤箱171内

的水通过回水管流进水箱3，循环往复，医务人员通过控制器8控制电机63的转轴旋转，同时

控制紫外线灯头142发光对医疗器械进行照射消毒，电机63的转轴带动风扇叶旋转64旋转

吹风，风通过止回管道65吹向医疗器械；液位传感器15检测到水位将信息传输给控制器8，

控制器8通过定时器9对加热块11发送定时加热信息，加热完毕后控制器8分别发送信息给

电磁阀18、语音提示器10和紫外线灯头142。

[0023]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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