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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生物实验试管批量杀毒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生物实验试管批量杀毒装

置，包括包括上箱体和下箱体，箱体内设有旋转

洗刷装置、超声波处理装置、高压蒸气处理装置、

支撑台调节装置，高压蒸气处理装置，支撑台调

节装置通过上下及旋转的方式调节试管的位置，

旋转洗刷装置在试管的上部旋转并与超声波处

理装置在同一轴线共同清洁试管。本发明通过在

装置内设置的旋转洗刷装置，能够有效清洁试管

口，同时试管内搅动的清洗水使超声波处理装置

的作用效果得到增强，利用支撑台调节装置对试

管移动使几组清洁设备共同配合使用，提高了作

用效果。本发明具有体积小，清洁效果更好，能够

有效清洁复杂生物溶质的试管。同时避免了试管

清洗杀毒效果差等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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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生物实验试管批量杀毒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上箱体（1）和下箱体（2），箱体内

设有旋转洗刷装置（3）、超声波处理装置（4）、高压蒸气处理装置（5）、支撑台调节装置（8），

高压蒸气处理装置（5）包括高压蒸气作用端（50）和高压蒸气发生装置（9），所述旋转洗刷装

置（3）、超声波处理装置（4）、高压蒸气作用端（50）固定在上箱体（1）的箱体上底面（22）上，

高压蒸气发生装置（9）设置在下箱体（2）的后部，所述支撑台调节装置（8）通过上下及旋转

的方式调节试管的位置，所述旋转洗刷装置（3）在试管的上部旋转并与超声波处理装置（4）

在同一轴线共同清洁试管；

在上箱体（1）的底部箱体上底面（22）通过装置固定台螺丝组件（23）固定有装置上固定

台（241）和装置下固定台（242），装置固定台螺丝组件（23）包括固定台上螺母（231）、固定台

螺杆（232）、固定台下螺母（233），固定台上螺母（231）将固定台螺杆（232）固定在上箱体（1）

的底部箱体上底面（22）上，并通过螺杆将装置上固定台（241）固定，固定台下螺母（233）固

定在装置下固定台（242）下底面上，在箱体上底面（22）的下面设有箱体下底面（27），箱体下

底面（27）上设有试管基座（265），试管基座（265）上通过试管支撑台螺丝组件（26）固定有试

管上支撑台（251）、试管下支撑台（252），试管支撑台螺丝组件（26）包括支撑台上螺母

（261）、支撑台螺杆（262）、支撑台下螺母（263）、试管基座螺母（264），试管基座螺母（264）将

支撑台螺杆（262）与试管基座（265）固定，试管下支撑台（252）通过支撑台下螺母（263）与支

撑台螺杆（262）固定，试管上支撑台（251）通过支撑台上螺母（261）与支撑台螺杆（262）固

定，试管基座（265）下部固定有旋转装置箱体（28），旋转装置箱体（28）内设置有支撑台旋转

装置（81）；

所述旋转洗刷装置（3）包括旋转联动装置（31）和旋转洗刷装置（32），旋转联动装置

（31）与旋转洗刷装置（32）齿合连接，旋转洗刷装置（32）上设有毛刷（324），通过毛刷（324）

带动试管内的清洁溶液流动洗刷管壁；旋转联动装置（31）包括旋转联动电机（311）、旋转联

动电机支架（312）、旋转联动杆（313）、旋转齿轮连接端（314）、联动杆旋转齿轮（315）、旋转

齿轮固定钮（316），旋转联动电机（311）通过设置在上箱体（1）内底部箱体上底面（22）上的

旋转联动电机支架（312）固定，旋转联动电机（311）连接有旋转联动杆（313），旋转联动杆

（313）穿过装置上固定台（241），通过设置在旋转联动杆（313）前端的旋转齿轮连接端（314）

与联动杆旋转齿轮（315）连接，并通过旋转齿轮固定钮（316）固定；所述旋转洗刷装置（32）

上设有洗刷装置旋转齿轮（321）、洗刷装置支撑部（322）、洗刷桶（323）以及毛刷（324），通过

洗刷装置支撑部（322）将旋转洗刷装置（32）固定在装置下固定台（242）上，旋转洗刷装置

（32）上的洗刷装置旋转齿轮（321）与旋转联动装置（31）上设置的联动杆旋转齿轮（315）齿

合，洗刷装置旋转齿轮（321）下方设置洗刷桶（323），洗刷桶（323）延伸至试管上部三分之一

至二分之一处，在洗刷桶（323）上均匀分布有多排毛刷（324），毛刷（324）与试管内壁相接

触，通过旋转联动装置（31）设置的旋转联动电机（311）带动安装有联动杆旋转齿轮（315）的

旋转联动杆（313），使安装在旋转洗刷装置（32）上相配合的洗刷装置旋转齿轮（321）带动装

置上的洗刷桶（323）上的毛刷（324）转动，并通过毛刷（324）带动试管内的清洁溶液流动洗

刷管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生物实验试管批量杀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超声波处理

装置（4）包括超声波发生器（17）、处理装置容纳部（43）、探头部螺旋调节钮（46）、超声波探

头部（47）、振子（48），通过超声波发生器（17）作用于容纳超声波元件的处理装置容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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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最后经过超声波探头部（47）前端的振子（48）形成高频振动，探头部螺旋调节钮（46）

能够伸缩超声波探头部（47）的长度。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生物实验试管批量杀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高压蒸气作

用端（50）包括连接钮连接杆（54）、高压蒸汽分化连接杆（55）、喷吸水枪连接杆（561）、喷吸

枪头弯管（562）、喷吸枪头（563）、蒸汽头连接杆（571）、蒸气头连接螺纹口（572）、蒸气头连

接钮（573）、蒸气喷头（574），所述喷吸水枪连接杆（561）和蒸汽头连接杆（571）通过高压蒸

汽分化连接杆（55）分化，通过设置的喷吸枪头（563）可以喷出或吸收清洁溶液，通过设置在

蒸气输出单元上的蒸气喷头（574）可以喷出高压蒸气。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生物实验试管批量杀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高压蒸气发

生装置（9）包括蒸汽发生器（91）、蒸汽加压泵（93）、加压泵阀（94）、稳压罐（95）、清水泵

（96）、废水收集罐（97），通过蒸汽发生器（91）产生热蒸气在蒸汽加压泵（93）中增压，经过加

压泵阀（94）在稳压罐（95）稳压输出至高压蒸气作用端（50），废水收集罐（97）收集稳压罐

（95）和高压蒸气处理装置（5）中集水箱（183）内的废水。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一种生物实验试管批量杀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台调节

装置（8）包括支撑台旋转装置（81）和支撑台升降装置（92），通过支撑台旋转装置（81）上设

置的支撑台旋转电机（814）与支撑台旋转杆（812）的齿合连接调节试管水平位置，通过支撑

台升降装置（92）上设置的液压顶（826）带动支撑台升降杆（822）调节试管上下位置。

6.根据权利要求1-5中任意一项所述一种生物实验试管批量杀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清洁溶液内加入纳米二氧化钛催化剂或双氧水溶液。

7.根据权利要求1-5中任意一项所述一种生物实验试管批量杀毒装置，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紫外线发生装置（7），包括紫外线电路连接端（71）、紫外发生片（72）、发生装置支架

（73）、紫外灯固定端（74）、灯管（75），所述紫外线发生装置（7）通过紫外灯固定端（74）固定

在发生装置支架（73）上，并与箱体（1）的箱体上底面（22）固定连接，紫外灯固定端（74）与灯

管（75）和紫外线电路连接端（71）相连，紫外线电路连接端（71）上接有紫外发生片（72）。

8.根据权利要求1-5中任意一项所述一种生物实验试管批量杀毒装置，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预热装置（6），包括加热管连接支架（61）、加热管连接钮（62）、加热管接线头（63）、加热

管（64），所述加热管连接支架（61）固定设置在下箱体的左右两侧的侧壁上，通过加热管接

线头（63）下的加热管连接钮（62）相连接的加热管（64）对下箱体（2）进行预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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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物实验试管批量杀毒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试管清洁装置，尤其涉及一种生物实验试管批量杀毒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试管作为常用的实验及检测设备，常被应用于化学、医学等领域，批量试管通过机

械化清洗可以减少人工成本，提升清洁度和提高清洁效率。由于试管在实验、检测时管内残

留的生物溶质不同，在一些生物及危险实验中管内往往会残留一些有毒有害物质，难以去

除。现有的机械化试管清洁设备都是采用高温、高压、紫外线等简单的灭菌方式，这些设备

具有结构简单、清洁时间短等特点，但这些方法往往无法有效的清洁残留有复杂生物溶质

的试管，无法对试管内实现有效的杀菌消毒，清洁过程中试管口往往得不到有效的清洁而

容易受到二次污染，同时无法实现不同清洁设备在同一装置中的共同作用。然而，此类实验

或检测需要试管有效的去除试管内的生物溶质和消毒杀菌处理，需要同时运用几组清洁设

备配合使用，从而保证试管不会因重复使用造成二次污染，保证试管清洁效果。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一种生物实验试管批量杀毒装置，通过设置的旋转洗刷装置可以有效

配合超声波处理装置搅动溶液使超声波产生的小气泡更好的附着溶质，同时使管壁上震荡

松散的溶质得到流动清洗，通过支撑台调节装置可以实现对多种清洁设备同时使用，本发

明可有效解决对试管内残留有复杂溶质清洁消毒，以及在不同清洁设备在同一装置中共同

作用的技术问题。具有清洁效果好，能够处理较为复杂溶质的试管，能够使不同设备在同一

装置中相互配合，设备体积小。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作为本发明实施方式的一种生物实验试管批量杀毒装置，包括上箱体和下箱体，

箱体内设有旋转洗刷装置、超声波处理装置、高压蒸气处理装置、支撑台调节装置，高压蒸

气处理装置包括高压蒸气作用端和高压蒸气发生装置，所述旋转洗刷装置、超声波处理装

置、高压蒸气作用端固定在上箱体的箱体上底面上，高压蒸气发生装置设置在下箱体的后

部，所述支撑台调节装置通过上下及旋转的方式调节试管的位置，所述旋转洗刷装置在试

管的上部旋转并与超声波处理装置在同一轴线共同清洁试管。

[0006] 上述实施方式中，优选的是，所述旋转洗刷装置包括旋转联动装置和旋转洗刷装

置，旋转联动装置与旋转洗刷装置齿合连接，旋转洗刷装置上设有毛刷，通过毛刷带动试管

内的清洁溶液流动洗刷管壁。

[0007] 上述实施方式中，优选的是，所述旋转联动装置包括旋转联动电机、旋转联动杆、

联动杆旋转齿轮，通过旋转联动装置设置的旋转联动电机带动安装有联动杆旋转齿轮的旋

转联动杆，使安装在旋转洗刷装置上相配合的洗刷装置旋转齿轮带动装置上的洗刷桶上的

毛刷转动。

[0008] 上述实施方式中，优选的是，所述超声波处理装置包括超声波发生器、处理装置容

说　明　书 1/8 页

4

CN 109940010 B

4



纳部、探头部螺旋调节钮、超声波探头部、振子，通过超声波发生器作用于容纳超声波元件

的处理装置容纳部，最后经过超声波探头部前端的振子形成高频振动，探头部螺旋调节钮

能够伸缩超声波探头部的长度。

[0009] 上述实施方式中，优选的是，所述高压蒸气作用端包括连接钮连接杆、高压蒸汽分

化连接杆、喷吸水枪连接杆、喷吸枪头弯管、喷吸枪头、蒸汽头连接杆、蒸气头连接螺纹口、

蒸气头连接钮、蒸气喷头，所述喷吸水枪连接杆和蒸汽头连接杆通过高压蒸汽分化连接杆

分化，通过设置的喷吸枪头可以喷出或吸收清洁溶液，通过设置在蒸气输出单元上的蒸气

喷头可以喷出高压蒸气。

[0010] 上述实施方式中，优选的是，所述高压蒸气发生装置包括蒸汽发生器、蒸汽加压

泵、加压泵阀、稳压罐、清水泵、废水收集罐，通过蒸汽发生器产生热蒸气在蒸汽加压泵中增

压，经过加压泵阀在稳压罐稳压输出至高压蒸气作用端，废水收集罐收集稳压罐和高压蒸

气处理装置中集水箱内的废水。

[0011] 上述实施方式中，优选的是，所述支撑台调节装置包括支撑台旋转装置和支撑台

升降装置，通过支撑台旋转装置上设置的支撑台旋转电机与支撑台旋转杆的齿合连接调节

试管水平位置，通过支撑台升降装置上设置的液压顶带动支撑台升降杆调节试管上下位

置。

[0012] 上述实施方式中，优选的是，所述清洁溶液内加入纳米二氧化钛催化剂或双氧水

溶液。

[0013] 上述实施方式中，优选的是，还包括紫外线发生装置，包括紫外线电路连接端、紫

外发生片、发生装置支架、紫外灯固定端、灯管，所述紫外线发生装置通过紫外灯固定端固

定在发生装置支架上，并与箱体的箱体上底面固定连接，紫外灯固定端与灯管和紫外线电

路连接端相连，紫外线电路连接端上接有紫外发生片。

[0014] 上述实施方式中，优选的是，还包括预热装置，包括加热管连接支架、加热管连接

钮、加热管接线头、加热管，所述加热管连接支架固定设置在下箱体的左右两侧的侧壁上，

通过加热管接线头下的加热管连接钮相连接的加热管对下箱体进行预加热。

[0015] 有益效果

[0016] 1、的生物实验试管批量杀毒装置，具有清洁除菌效果好，对难常规处理的生物实

验试管试管具有良好的清洗杀毒效果，同时可以实现对试管内液体的排除，并能够结合多

种设备组合清洁，具有体积小等技术效果。

[0017] 2、明通过在超声波处理装置的同一轴线上设置旋转洗刷装置，可以有效清洁试管

口，防止清洁过程对试管口的二次污染，同时通过旋转洗刷装置对清洗溶液旋转，能够配合

超声波处理装置所产生的空化气泡能够充分作用于管壁，杀菌效果更好，水流转动有利于

洗刷管壁上因超声波松动的溶质。

[0018] 3、本发明置的高压蒸气处理装置，高压蒸气可以有效的杀灭试管内的细菌，通过

高压蒸气作用端的喷吸枪头喷出或吸收清洁溶液，喷出的清洁溶液能够配合旋转洗刷装

置、超声波处理装置清洁管壁，同时，可以吸收旋转洗刷装置、超声波处理装置作用后的废

液，以及吸收高压蒸气凝结在试管内的液体，实现试管无需出箱即可完成整个清洁流程，通

过喷吸枪头与蒸气喷头的共同作用，改善了高压蒸气的处理效果，增强了各组设备配合使

用的效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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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4、本发明通过设置的支撑台调节装置，可以实现对试管的水平转动和上下移动，

使得试管可以在旋转洗刷装置、超声波处理装置和高压蒸气处理装置之间相互配合、灵活

转换。

[0020] 5、本发明通过对每个试管单独施加超声波处理装置可以使超声波作用更稳定，避

免了无规则放置超声波杀菌的不均匀性，通过对试管的垂直作用，可以使空化气泡上升，能

够附着更多细菌。

[0021] 6、本发明在清洁溶液内加入二氧化钛催化剂，可以协同增强超声波的作用效果，

同时二氧化钛可以增强清洗杀毒装置设置紫外线的杀菌效果；同时，在箱体内设置紫外线

杀菌，可以在试管清洁后对试管进行二次杀菌，避免了因清洁过程可能对试管造成的二次

污染；通过在箱体内设置的预加热装置，能够有效防止试管直接与高压蒸气接触易产生的

炸裂现象。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发明的立体图。

[0023] 图2是本发明侧的视图。

[0024] 图3是本发明的俯视图。

[0025] 图4是本发明的旋转洗刷装置中齿合部分结构示意图。

[0026] 图5是本发明的旋转洗刷装置中旋转洗刷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7] 图6是本发明的超声波处理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8] 图7是本发明的高压蒸气处理装置中高压蒸气作用端结构示意图。

[0029] 图8是本发明的高压蒸气处理装置中高压蒸气发生装置结构示意图。

[0030] 图9是本发明的装置上固定台俯视图。

[0031] 图10是本发明的装置下固定台俯视图。

[0032] 图11是本发明的试管下支撑台俯视图。

[0033] 附图标记说明：

[0034] 1 .上箱体；11 .温度表；12 .压力表；13 .操作控制器；14 .显示灯；15 .开关按钮；

16.PLC微型控制器；161.PLC显示屏；162.PLC程序按钮；17.超声波发生器；171.超声波频率

显示器；172.超声波调节按钮；173.超声波开关；18.蒸气发生控制器；181.蒸气发生控制显

示器；182.蒸气发生控制调节开关；183.集水箱；2.下箱体；211.密封箱门；212.箱门旋拧手

闸；213.箱门旋拧手闸转轴；214.密封箱门轴；215.磁性封门框；216.箱轮；217.出水口；22.

箱体上底面；23.装置固定台螺丝组件；231.固定台上螺母；232.固定台螺杆；233.固定台下

螺母；241.装置上固定台；242.装置下固定台；251.试管上支撑台；252.试管下支撑台；26.

试管支撑台螺丝组件；261.支撑台上螺母；262.支撑台螺杆；263.支撑台下螺母；264.试管

基座螺母；265.试管基座；27.箱体下底面；28.旋转装置箱体；3.旋转洗刷装置；31.旋转联

动装置；311.旋转联动电机；312.旋转联动电机支架；313.旋转联动杆；314.旋转齿轮连接

端；315.联动杆旋转齿轮；316.旋转齿轮固定钮；32.旋转洗刷装置；321.洗刷装置旋转齿

轮；322.洗刷装置支撑部；323.洗刷桶；324.毛刷；4.超声波处理装置；41.超声波处理装置

支架；42.超声波电路连接端；43.处理装置容纳部；44.容纳部连接杆；45.探头部连接杆；

46.探头部螺旋调节钮；47.超声波探头部；48.振子；5.高压蒸气处理装置；50.高压蒸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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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端；51.高压蒸气处理装置支架；52.高压蒸汽连接端；53.高压蒸气螺旋连接钮；54.连接

钮连接杆；55.高压蒸汽分化连接杆；561.喷吸水枪连接杆；562.喷吸枪头弯管；563.喷吸枪

头；571.蒸汽头连接杆；572.蒸气头连接螺纹口；573.蒸气头连接钮；574.蒸气喷头；6.预热

装置；61.加热管连接支架；62.加热管连接钮；63.加热管接线头；64.加热管；7.紫外线发生

装置；71.紫外线电路连接端；72.紫外发生片；73.发生装置支架；74.紫外灯固定端；75.灯

管；8.支撑台调节装置；81.支撑台旋转装置；811.基座固定端；812.支撑台旋转杆；813.电

机旋转齿轮；814.支撑台旋转电机；815.支撑台旋转齿轮；82.支撑台升降装置；821.旋转装

置箱体固定端；822.支撑台升降杆；823.第一连接轴；824.第二连接轴；825.液压顶连接端；

826 .液压顶；827 .液压顶基座；9.高压蒸汽发生装置；91.蒸汽发生器；911 .蒸汽罐封口；

912.蒸汽罐罐体；913.蒸汽罐压力表；914.蒸汽罐加热管；915.蒸汽加热管连接杆；916.蒸

汽加热管底座；917.蒸汽罐液位计；918.蒸汽罐支撑脚；92.蒸汽阀门；93.蒸汽加压泵；94.

加压泵阀；95.稳压罐；951.稳压罐压力表；952.稳压罐封口；953.稳压罐罐体；954.稳压罐

支撑脚；96.清水泵；97.废水收集罐；971.废水收集罐封口；972.废水收集罐罐体；973.废水

收集罐液位计；974.废水外排阀；975.废水收集罐支撑脚。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通过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36] 如图1所示，本发明的生物实验试管批量杀毒装置包括上箱体1和下箱体2，箱体内

设有旋转洗刷装置3、超声波处理装置4、高压蒸气处理装置5、支撑台调节装置8、紫外线发

生装置7、预热装置6。上箱体1外部设有温度表11、压力表12、操作控制器13、显示灯14、开关

按钮15，开关按钮15可以控制装置开启或关闭，当装置开启时，根据不同的处理阶段，显示

灯14会有不同颜色的变化，操作控制器13控制该装置的高压蒸气处理时间、超声波和旋转

洗刷处理时间，紫外线开关、预热时间等相关程序，在高压蒸汽处理过程中，通过压力表12

显示下箱体2内的压力，通过温度表11显示下箱体2内的温度。下箱体外部设有密封箱门

211、箱门旋拧手闸212、箱门旋拧手闸转轴213、密封箱门轴214、磁性封门框215、箱轮216、

出水口217，通过箱门旋拧手闸212上的旋转把手可以连同箱门旋拧手闸转轴213共同旋转

打开或关闭密封箱门211，闭密封箱门211可以通过密封箱门轴214水平转动，磁性封门框

215可以配合密封箱门211实现良好的密封效果，箱轮216可以带动箱体在地面上移动，下箱

体2侧面设置的出水口217可以排出高压蒸汽发生装置9中废水收集罐97内的水。

[0037] 如图2-3、9-11所示，上箱体1的内部设有PLC微型控制器16、超声波发生器17、蒸气

发生控制器18以及旋转洗刷装置3的旋转联动电机311。通过上箱体1外部的操作控制器13

将信号传送至PLC微型控制器16，PLC微型控制器16上同时设置有PLC显示屏161、PLC程序按

钮162，PLC显示屏161用于显示记录运行程序，PLC程序按钮162用于对装置进行具体程序调

节。通过PLC微型控制器16向旋转洗刷装置3、超声波处理装置4、高压蒸气处理装置5、支撑

台调节装置8、紫外线发生装置7、预热装置6发送指令信号。蒸气发生控制器18包括蒸气发

生控制显示器181、蒸气发生控制调节开关182，蒸气发生控制显示器181用于记录和存储运

行数据，蒸气发生控制调节开关182可以打开过关闭蒸气发生控制器18。超声波发生器17包

括超声波频率显示器171、超声波调节按钮172、超声波开关173、集水箱183，超声波频率显

示器171用于记录和存储运行数据，超声波调节按钮172可以手动调节超声波频率和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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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开关173可以打开过关闭超声波开关173，集水箱183用于存储清洁液体，同时用于收

集废液。

[0038] 在上箱体1的底部箱体上底面22通过装置固定台螺丝组件23固定有装置上固定台

241和装置下固定台242，装置固定台螺丝组件23包括固定台上螺母231、固定台螺杆232、固

定台下螺母233，固定台上螺母231将固定台螺杆232固定在上箱体1的底部箱体上底面22

上，并通过螺杆将装置上固定台241固定，固定台下螺母233固定在装置下固定台242下底面

上，在箱体上底面22的下设有箱体下底面27，箱体下底面27上设有试管基座265，试管基座

265上通过试管支撑台螺丝组件26固定有试管上支撑台251、试管下支撑台252，试管支撑台

螺丝组件26包括支撑台上螺母261、支撑台螺杆262、支撑台下螺母263、试管基座螺母264，

试管基座螺母264将支撑台螺杆262与试管基座265固定，试管下支撑台252通过支撑台下螺

母263与支撑台螺杆262固定，试管上支撑台251通过支撑台上螺母261与支撑台螺杆262固

定，试管基座265下部固定有旋转装置箱体28，旋转装置箱体28内设置有支撑台旋转装置

81。

[0039] 如图4-5、10所示，旋转洗刷装置3包括旋转联动装置31、旋转洗刷装置32，旋转联

动装置31与旋转洗刷装置32通过齿合连接，旋转联动装置31包括旋转联动电机311、旋转联

动电机支架312、旋转联动杆313、旋转齿轮连接端314、联动杆旋转齿轮315、旋转齿轮固定

钮316，旋转联动电机311通过设置在上箱体1内底部箱体上底面22上的旋转联动电机支架

312固定，旋转联动电机311连接有旋转联动杆313，旋转联动杆313穿过装置上固定台241，

通过设置在旋转联动杆313前端的旋转齿轮连接端314与联动杆旋转齿轮315连接，并通过

旋转齿轮固定钮316固定。旋转洗刷装置32上设有洗刷装置旋转齿轮321、洗刷装置支撑部

322、洗刷桶323以及毛刷324，通过洗刷装置支撑部322将旋转洗刷装置32固定在装置下固

定台242上，旋转洗刷装置32上的洗刷装置旋转齿轮321与旋转联动装置31上设置的联动杆

旋转齿轮315齿合，洗刷装置旋转齿轮321下方设置洗刷桶323，洗刷桶323延伸至试管上部

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处，在洗刷桶323上均匀分布有多排毛刷324，毛刷324与试管内壁相接

触，通过旋转联动装置31设置的旋转联动电机311带动安装有联动杆旋转齿轮315的旋转联

动杆313，使安装在旋转洗刷装置32上相配合的洗刷装置旋转齿轮321带动装置上的洗刷桶

323上的毛刷324转动，并通过毛刷324带动试管内的清洁溶液流动洗刷管壁。通过旋转洗刷

装置3的转动，可以对试管口进行清洗消毒，防止传统清洁过程对试管口的二次污染，同时

通过旋转洗刷装置3对清洗溶液旋转，能够使后续超声波处理装置4产生的空化气泡更充分

作用于管壁，杀菌效果更好，同时水流转动有利于洗刷管壁上因超声波松动的溶质。

[0040] 如图2、6、9所示，超声波处理装置4包括设置在上箱体1内部的超声波发生器17以

及超声波处理装置支架41、超声波电路连接端42、处理装置容纳部43、容纳部连接杆44、探

头部连接杆45、探头部螺旋调节钮46、超声波探头部47、振子48，通过超声波处理装置支架

41将超声波处理装置4固定在上箱体1底部箱体上底面22下部的装置上固定台241上，  通过

超声波发生器17将指令信号传送至超声波电路连接端42，通过超声波电路连接端42前面容

纳超声波元件的处理装置容纳部43释放，后经探头部连接杆45、探头部连接杆45至超声波

探头部47前端的振子48形成高频振动，超声波探头部47上设有探头部螺旋调节钮46，探头

部螺旋调节钮46能够伸缩超声波探头部47的长度。将超声波探头部47延伸至试管底部，并

将超声波处理装置4的的作用端与旋转洗刷装置3设置在同一轴线上。通过超声波处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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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单独作用在每个试管，可以防止现有的超声波清洗设备在试管桶中作用不均衡的特点，使

超声波作用效果更稳定，超声波处理装置4垂直作用于试管，可以使空化气泡更好的与试管

相接触，能够使空化气泡附着更多细菌。

[0041] 如图2、7-9所示，高压蒸气处理装置5包括包括高压蒸气作用端50和高压蒸汽发生

装置9，高压蒸气作用端50设置在上箱体1底部箱体上底面22上，高压蒸汽发生装置9设置在

下箱体2的后部，可以通过高压蒸汽发生装置9输出的高压蒸气在高压蒸气作用端50处作用

于试管内。高压蒸气作用端50设有集水箱183、蒸气发生控制器18、高压蒸气处理装置支架

51、高压蒸汽连接端52、高压蒸气螺旋连接钮53、连接钮连接杆54、高压蒸汽分化连接杆55、

喷吸水枪连接杆561、喷吸枪头弯管562、喷吸枪头563、蒸汽头连接杆571、蒸气头连接螺纹

口572、蒸气头连接钮573、蒸气喷头574，高压蒸气作用端50通过高压蒸气处理装置支架51

固定在上箱体1底部箱体上底面22下部的装置上固定台241上，通过蒸气发生控制器18将指

令信号传送至高压蒸汽连接端52，并通过高压蒸气螺旋连接钮53、连接钮连接杆54、高压蒸

汽分化连接杆55分化蒸气装置和喷吸溶液装置，喷吸溶液装置通过喷吸水枪连接杆561与

喷吸枪头弯管562连接，喷吸枪头弯管562前端安装有喷吸枪头563，喷吸溶液装置与上箱体

1内的集水箱183连接，通过集水箱183将溶液输送至喷吸溶液装置的喷吸枪头563上，使试

管内充满溶液。同时，喷吸溶液装置还可以吸取废液及高压蒸气液化水，使试管内处于无水

干燥的状态。蒸气装置通过设置上的蒸气喷头574与蒸气头连接钮573固定，并与蒸汽头连

接杆571上的蒸气头连接螺纹口572相连接，并通过蒸气喷头574向试管10内壁喷射高压蒸

气。

[0042] 高压蒸汽发生装置9包括蒸汽发生器91、蒸汽加压泵93、加压泵阀94、稳压罐95、清

水泵96、废水收集罐97，通过蒸汽发生器91产生热蒸气在蒸汽加压泵93中增压，经过加压泵

阀94在稳压罐95稳压输出至高压蒸气作用端50，废水收集罐97收集稳压罐95和高压蒸气处

理装置5中集水箱183内的废水。蒸气发生器91包括蒸汽罐封口911、蒸汽罐罐体912、蒸汽罐

压力表913、蒸汽罐加热管914、蒸汽加热管连接杆915、蒸汽加热管底座916、蒸汽罐液位计

917、蒸汽罐支撑脚918、蒸汽阀门92，纯水通过蒸汽罐罐体912下部进入蒸汽罐罐体912，并

通过设置在蒸汽罐罐体912底部蒸汽加热管底座916上部蒸汽加热管连接杆915上的蒸汽罐

加热管914进行加热，加热产生的蒸气通过蒸汽罐罐体912顶部的蒸汽罐封口911输出，蒸汽

罐压力表913用于显示蒸汽罐罐体912内部的压力，蒸汽罐液位计917用于检测蒸汽罐罐体

912内部的水位高度，蒸汽罐支撑脚918可以平稳的使蒸汽罐罐体912固定在地面上，输出管

上设有蒸汽阀门92用于控制蒸汽罐罐体912罐体内蒸气的输出速度。产出的蒸气通过蒸汽

加压泵93中加压，再经过加压泵阀94控制强压蒸气的流速，强压蒸气通过加压泵阀9后进入

稳压罐95进行稳压，稳压罐95包括稳压罐压力表951、稳压罐封口952、稳压罐罐体953、稳压

罐支撑脚954，稳压罐罐体953的上方设置有稳压罐封口952，用于检修罐体，罐体下部设有

稳压罐支撑脚954，并在罐体上设有稳压罐压力表951用于检测稳压罐内的蒸气压强。通过

稳压罐输出高压蒸气至高压蒸气作用端50。稳压罐底部产生的蒸汽凝结水通过管道经过清

水泵96输送至废水收集罐97，废水收集罐97包括废水收集罐封口971、废水收集罐罐体972、

废水收集罐液位计973、废水外排阀974、废水收集罐支撑脚975，上端连接有集水箱174，废

水收集罐封口971用于查看检修废水收集罐97，废水在废水收集罐罐体972中收集，待通过

废水收集罐液位计973检测废水达到一定高度时，废水外排阀974打开向外排水。利用高压

说　明　书 6/8 页

9

CN 109940010 B

9



蒸气作用端的喷吸枪头喷出或吸收清洁溶液，可以喷出清洁溶液和吸收旋转洗刷装置、超

声波处理装置作用后的废液，同时可以吸收高压蒸气凝结在试管内的液体，实现试管无需

出箱即可完成整个清洁流程。高压蒸汽装置可以有效的杀灭试管内的细菌，同时利用蒸汽

吹脱过程实现对管壁清洁作用。

[0043] 如图2所示，支撑台调节装置8包括支撑台旋转装置81、支撑台升降装置82，支撑台

旋转装置81可以使试管基座265带动试管10水平转动，支撑台升降装置82可以使试管基座

265带动试管10上下移动。支撑台旋转装置81包括基座固定端811、支撑台旋转杆812、电机

旋转齿轮813、支撑台旋转电机814、支撑台旋转齿轮815，通过基座固定端811将试管基座

265固定在支撑台旋转杆812，支撑台旋转杆812的末端连接支撑台旋转齿轮815，通过与支

撑台旋转电机814前端固定连接的电机旋转齿轮813与支撑台旋转齿轮815相齿合。支撑台

升降装置82包括旋转装置箱体固定端821、支撑台升降杆822、第一连接轴823、第二连接轴

824、液压顶连接端825、液压顶826、液压顶基座827，旋转装置箱体固定端821将支撑台升降

杆822连接在旋转装置箱体28的底部，支撑台升降杆822下端连接有第一连接轴823、第二连

接轴824，并通过液压顶连接端825与液压顶826相连接。通过设置的支撑台调节装置8，可以

实现对试管的水平转动和上下移动，使得试管可以在各装置之间相互配合、灵活转换。

[0044] 首先，通过高压蒸汽发生装置9将高压蒸气传送至高压蒸气作用端50，通过蒸气喷

头574向试管10内壁喷出，高压蒸气作用完成后，由喷吸枪头563将试管10内的高压蒸气液

化水吸出，再通过喷吸枪头563喷出清洁溶液，待清洁溶液充满试管三分之二至五分之四液

位高度时，停止喷液。通过支撑台调节装置8的支撑台升降装置82将试管基座265向下移动，

直到低于清洁设备作用端的高度，之后启动支撑台旋转装置81将试管10旋转至旋转洗刷装

置3和超声波处理装置4作用轴上，即旋转30°，再次启动支撑台升降装置82将试管基座265

上升，直到超声波处理装置4的振子48靠近试管10的底部，启动旋转洗刷装置3和超声波处

理装置4，待旋转洗刷装置3和超声波处理装置4清洁完成后再次通过支撑台调节装置8的支

撑台升降装置82和支撑台旋转装置81，使得试管重新回到高压蒸气作用端50，由喷吸枪头

563将试管10内的废液吸出，最后由支撑台升降装置82将试管基座265降下，取出试管10，完

成清洗杀毒过程。

[0045] 优选的，装置使用的清洁溶液内加入纳米二氧化钛催化剂或双氧水溶液，纳米二

氧化钛催化剂可以协同增强超声波的作用效果，同时二氧化钛可以增强清洗杀毒装置设置

的紫外线杀菌效果。

[0046] 如图2所示，紫外线发生装置7包括紫外线电路连接端71、紫外发生片72、发生装置

支架73、紫外灯固定端74、灯管75，通过紫外灯固定端74固定在发生装置支架73上，并与箱

体1的箱体上底面22固定连接，紫外灯固定端74与灯管75和紫外线电路连接端71相连，紫外

线电路连接端71上接有紫外发生片72，紫外线具有良好的杀菌效果，通过紫外线发生装置7

可以在旋转洗刷装置3和超声波处理装置4处理完成后进一步对箱体和试管10杀菌，避免了

后续清洁过程中可能对试管造成的二次污染。

[0047] 预热装置6包括加热管连接支架61、加热管连接钮62、加热管接线头63、加热管64，

加热管连接支架61固定设置在下箱体的左右两侧的侧壁上，通过加热管接线头63下的加热

管连接钮62相连接的加热管64对下箱体2进行预加热，从而有效的防止试管直接与高压蒸

气接触易产生的炸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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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通过试管清洗杀菌装置，能够有效杀灭试管10内的细菌、病毒，可以通过对试管10

的移动使几组清洁设备共同配合使用，减少了清洗杀毒装置的体积，清洁效果更好。对难常

规处理的试管具有良好的清洗杀毒效果。

[0049] 上述实施例给出了一个有限范围的实例对本发明作出了详细说明，不能认定本发

明的实施方式仅限于此，对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凡根据本发明精

神实质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及等效结构变换或修饰，均属于本发明所提交的权利要求书确

定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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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说　明　书　附　图 8/9 页

19

CN 109940010 B

19



图11

说　明　书　附　图 9/9 页

20

CN 109940010 B

2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ES00011

	DRA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DRA00015
	DRA00016
	DRA00017
	DRA00018
	DRA00019
	DRA00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