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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为一种医疗器械消毒装置，主要包括

箱体、清洗装置、蒸汽杀菌装置、酒精消毒装置、

运输装置、控制装置、废液处理装置和供电装置；

清洗装置包括超声波清洗装置和清洗液装置；蒸

汽杀菌装置包括杀菌装置和蒸汽发生器；酒精消

毒装置包括消毒装置、酒精供给装置、干燥装置

和排气装置；运输装置包括滑槽、制动装置和滑

运装置；控制装置包括控制器和操控屏；本发明

通过滑运装置将要清洗、消毒的器械自动运送进

行清洗、杀菌、消毒工作，大大减少了医护人员的

工作量，整个装置操作简单，清洗、杀菌、消毒的

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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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医疗器械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主要包括箱体（1）、清洗装置（2）、蒸汽杀菌装

置（3）、酒精消毒装置（4）、运输装置（5）、控制装置（6）、废液处理装置（7）和供电装置（8）；所

述的清洗装置（2）包括超声波清洗装置（21）和清洗液装置（22）；所述的蒸汽杀菌装置（3）包

括杀菌装置（31）和蒸汽发生器（32）；所述的酒精消毒装置（4）包括消毒装置（41）、酒精供给

装置（42）、干燥装置（43）和排气装置（44）；所述的运输装置（5）包括滑槽（51）、制动装置

（52）和滑运装置（53）；所述的控制装置（6）包括控制器（61）和操控屏（62）；所述的箱体（1）

上设置有运输进口（10a）、运输出口（10b）、进水口（12）和废水排口（13），所述的运输进口

（10a）设置在箱体（1）左侧上端位置，所述的运输出口（10b）设置在箱体（1）右侧上端位置，

所述的进水口（12）设置在箱体（1）的右箱面外部偏下位置，所述的废水排口（13）设置在箱

体（1）的底部；所述的超声波清洗装置（21）设置在箱体（1）的内部，位于运输进口（10a）右下

方，所述的超声波清洗装置（21）包括清洗槽（210）和换能器（214），所述的清洗槽（210）上设

置有进液口（211）、隔挡装置一（212）、水位感应装置（213）和排废口（215），所述的进液口

（211）设置在清洗槽（210）左槽壁上端，所述的隔挡装置一（212）有两个，分别设置在清洗槽

（210）左、右槽壁内部偏上位置，所述的水位感应装置（213）设置在右槽壁外部上端，所述的

换能器（214）有八个，均匀设置在清洗槽（210）的底部，所述的排废口（215）上设置有排废口

阀门（216）；所述的清洗液装置（22）设置在箱体（1）的内部左下方靠前位置，清洗液装置

（22）包括抽液泵一（221）和清洗液箱（222），所述的抽液泵一（221）设置在清洗液箱（222）的

内部，抽液泵一（221）通过导管与进液口（211）连接；所述的杀菌装置（31）设置在箱体（1）的

内部，位于超声波清洗装置（21）的右侧，杀菌装置（31）包括杀菌箱（310）和封闭盖（311），所

述的杀菌箱（310）上设置有蒸汽进口（314）、冷凝水出口（315）和隔挡装置二（316），所述的

蒸汽进口（314）设置在杀菌箱（310）左侧底部位置，所述的冷凝水出口（315）设置在杀菌箱

（310）底部中心位置，所述的隔挡装置二（316）有两个，分别设置在杀菌箱（310）左、右箱壁

内部偏上位置；所述的蒸汽发生器（32）设置在箱体（1）的内部，位于清洗液装置（22）的后

方，蒸汽发生器（32）的进口通过导管与进水口（12）连接，蒸汽发生器（32）的出口通过导气

管与蒸汽进口（314）连接；所述的消毒装置（41）设置在箱体（1）的内部，位于杀菌装置（31）

的右侧，消毒装置（41）内部设置有隔挡装置三（411）和废液排口（412），所述的隔挡装置三

（411）有两个，分别设置在消毒装置（41）左、右箱壁内部偏上位置，所述的废液排口（412）设

置在消毒装置（41）内部左下角位置；所述的酒精供给装置（42）包括酒精箱（420）、抽液泵二

（421）和喷洒装置（422），所述的酒精箱（420）设置在箱体（1）的内部右下方靠前位置，所述

的抽液泵二（421）设置在酒精箱（420）的底部，所述的喷洒装置（422）有两个，分别设置在消

毒装置（41）左、右箱壁内部上端位置，抽液泵二（421）通过导管与喷洒装置（422）连接；所述

的干燥装置（43）包括干燥机（431）和扩风口（432），所述的干燥机（431）设置在消毒装置

（41）的正下方，所述的扩风口（432）设置在消毒装置（41）的底部，所述的排气装置（44）设置

在运输出口（10b）的底部；所述的滑槽（51）设置在箱体（1）内部顶端，所述的制动装置（52）

设置在箱体（1）的上面，所述的滑运装置（53）套设在滑槽（51）上；所述的控制器（61）设置在

清洗液装置（22）的上面，所述的操控屏（62）设置在箱体（1）上，位于运输进口（10a）的下方，

所述的控制器（61）与超声波清洗装置（21）、清洗液装置（22）、杀菌装置（31）、蒸汽发生器

（32）、消毒装置（41）、酒精供给装置（42）、干燥装置（43）、排气装置（44）、运输装置（5）、废液

处理装置（7）、供电装置（8）电气连接，所述的操控屏（62）与控制器（61）通过导线连接；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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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废液处理装置（7）设置箱体（1）的内部，位于酒精箱（420）的左上方，废液处理装置（7）的

进口通过导管与排废口（215）、冷凝水出口（315）、废液排口（412）连接，废液处理装置（7）的

出口通过导管与废水排口（13）连接；所述的供电装置（8）设置在箱体（1）的内部，位于清洗

液箱（222）和酒精箱（420）的后方，供电装置（8）为超声波清洗装置（21）、清洗液装置（22）、

杀菌装置（31）、蒸汽发生器（32）、消毒装置（41）、酒精供给装置（42）、干燥装置（43）、排气装

置（44）、运输装置（5）、控制装置（6）、废液处理装置（7）提供电源；

所述的消毒装置还包括承载挂盘（11），所述的承载挂盘（11）通过滑运装置（53）与消毒

装置连接，承载挂盘（11）包括支盘（111）、承重弹条（112）、挂钩（113）和锁扣槽（114），所述

的承重弹条（112）有若干个，均匀设置在支盘（111）的底部，所述的挂钩（113）有若干个，分

别焊接在承重弹条（112）的中心位置，所述的锁扣槽（114）设置在支盘（111）的上部中心位

置；

所述的清洗液箱（222）和酒精箱（420）设置有水位报警器（14），所述的水位报警器（14）

设置有两个探针，分别探测清洗液箱（222）和酒精箱（420）的液体位；

所述的酒精箱（420）上设置有混合稀释装置（16），酒精箱（420）所添加酒精为纯酒精，

混合稀释装置（16）处理后的酒精浓度为75%；

所述的进水口（12）引进水后的水管上设置有电子分水阀门（15），电子分水阀门（15）进

水口通过导管与进水口（12）连接，电子分水阀门（15）出水口通过导管与蒸汽发生器（32）、

混合稀释装置（16）连接；

所述的杀菌装置（31）设置有旋转装置（312）和伸缩装置（313），所述的伸缩装置（313）

设置在杀菌箱（310）的左箱壁内部，所述的旋转装置（312）设置在封闭盖（311）的最左侧，所

述的伸缩装置（313）套设在旋转装置（312）的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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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医疗器械消毒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疗消毒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医疗器械消毒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外科是现代医学的一个科目，主要研究如何利用外科手术方法解除病人的病原，

从而使病人得到治疗。外科和所有的临床医学一样，需要了解疾病的定义、病因、表现、诊

断、分期、治疗、预后，而且外科更重视开刀的适应症、术前的评估与照顾、手术的技巧与方

法、术后的照顾、手术的并发症与预后等与外科手术相关的问题。

[0003] 在进行外科手术时，常用到各种常规性医疗器械，如基础外科用刀、基础外科用

剪、基础外科用钳等，这些手术器械为非灭菌包装，使用前需消毒灭菌，对医疗器械的消毒

也是一项十分繁重的工作。通常，多采用在消毒液中浸泡以实现对医疗器械的消毒，但是浸

泡消毒时，医疗器械的上的附着物依然可能粘在医疗器械上，容易导致一系列医疗安全隐

患。医疗器械盛装盘、电动机以及在机械装盘上端设置喷头，利用电动机的旋转来带动医疗

器械盛装盘的高速旋转，在不断的喷洒消毒液的过程中利用离心力对医疗器械表面进行清

理与消毒，但是这样在实际使用中存在一个缺点，医疗器械在高速旋转中会与医疗器械盛

装盘的侧壁碰撞，从而对医疗器械表面产生很大的磨损与损坏，同时清洗与消毒后的医疗

器械表面或多或少还存在一定的消毒液残留，这样会后续的安全使用造成了影响；同时，大

龄的消毒清洗工作会给医护人员带来更多的工作量，从而会间接的音响患者的治疗。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自动化的、消毒高效的医疗器械消毒装

置。

[0005] 本发明的设计方案为：一种医疗器械消毒装置，主要包括箱体、清洗装置、蒸汽杀

菌装置、酒精消毒装置、运输装置、控制装置、废液处理装置和供电装置；清洗装置包括超声

波清洗装置和清洗液装置；蒸汽杀菌装置包括杀菌装置和蒸汽发生器；酒精消毒装置包括

消毒装置、酒精供给装置、干燥装置和排气装置；运输装置包括滑槽、制动装置和滑运装置；

控制装置包括控制器和操控屏；箱体上设置有运输进口、运输出口、进水口和废水排口，运

输进口设置在箱体左侧上端位置，运输出口设置在箱体右侧上端位置，进水口设置在箱体

的右箱面外部偏下位置，废水排口设置在箱体的底部；超声波清洗装置设置在箱体的内部，

位于运输进口右下方，超声波清洗装置包括清洗槽和换能器，清洗槽上设置有进液口、隔挡

装置一、水位感应装置和排废口，进液口设置在清洗槽左槽壁上端，隔挡装置一有两个，分

别设置在清洗槽左、右槽壁内部偏上位置，水位感应装置设置在右槽壁外部上端，换能器有

八个，均匀设置在清洗槽的底部，排废口上设置有排废口阀门；清洗液装置设置在箱体的内

部左下方靠前位置，清洗液装置包括抽液泵一和清洗液箱，抽液泵一设置在清洗液箱的内

部，抽液泵一通过导管与进液口连接；杀菌装置设置在箱体的内部，位于超声波清洗装置的

右侧，杀菌装置包括杀菌箱和封闭盖，杀菌箱上设置有蒸汽进口、冷凝水出口和隔挡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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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蒸汽进口设置在杀菌箱左侧底部位置，冷凝水出口设置在杀菌箱底部中心位置，隔挡装

置二有两个，分别设置在杀菌箱左、右箱壁内部偏上位置；蒸汽发生器设置在箱体的内部，

位于清洗液装置的后方，蒸汽发生器的进口通过导管与进水口连接，蒸汽发生器的出口通

过导气管与蒸汽进口连接；消毒装置设置在箱体的内部，位于杀菌装置的右侧，消毒装置内

部设置有隔挡装置三和废液排口，隔挡装置三有两个，分别设置在消毒装置左、右箱壁内部

偏上位置，废液排口设置在消毒装置内部左下角位置；酒精供给装置包括酒精箱、抽液泵二

和喷洒装置，酒精箱设置在箱体的内部右下方靠前位置，抽液泵二设置在酒精箱的底部，喷

洒装置有两个，分别设置在消毒装置左、右箱壁内部上端位置，抽液泵二通过导管与喷洒装

置连接；干燥装置包括干燥机和扩风口，干燥机设置在消毒装置的正下方，扩风口设置在消

毒装置的底部，排气装置设置在运输出口的底部；滑槽设置在箱体内部顶端，制动装置设置

在箱体的上面，滑运装置套设在滑槽上；控制器设置在清洗液装置的上面，操控屏设置在箱

体上，位于运输进口的下方，控制器与超声波清洗装置、清洗装置、杀菌装置、蒸汽发生器、

消毒装置、酒精供给装置、干燥装置、排气装置、运输装置、废液处理装置、供电装置电气连

接，操控屏与控制器通过导线连接；废液处理装置设置箱体的内部，位于酒精箱的左上方，

废液处理装置的进口通过导管与排废口、冷凝水出口、废液排口连接，废液处理装置的出口

通过导管与废水排口连接；供电装置设置在箱体的内部，位于清洗液箱和酒精箱的后方，供

电装置为超声波清洗装置、清洗装置、杀菌装置、蒸汽发生器、消毒装置、酒精供给装置、干

燥装置、排气装置、运输装置、控制装置、废液处理装置提供电源。

[0006] 进一步的，消毒装置还包括承载挂盘，承载挂盘通过滑运装置与消毒装置连接，承

载挂盘包括支盘、承重弹条、挂钩和锁扣槽，承重弹条有若干个，均匀设置在支盘的底部，挂

钩有若干个，分别焊接在承重弹条的中心位置，锁扣槽设置在支盘的上部中心位置，能够有

效地将要消毒的医疗器械进行悬挂，从而更方便对其进行清洗、消毒。

[0007] 进一步的，清洗液箱和酒精箱设置有水位报警器，水位报警器设置有两个探针，分

别探测洗液箱和酒精箱的液体位，能够有效地确保水泵不受液体液位低而损坏，保证整个

装置的正常使用。

[0008] 进一步的，酒精箱上设置有混合稀释装置，酒精箱添加酒精为纯酒精，能够更便捷

的进行储存、使用，混合稀释装置处理后的酒精浓度为75％，因为过高浓度的酒精会在细菌

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阻止其进入细菌体内，难以将细菌彻底杀死。若酒精浓度过低，虽可

进入细菌，但不能将其体内的蛋白质凝固，同样也不能将细菌彻底杀死。

[0009] 进一步的，进水口引进水后的水管上设置有电子分水阀门，电子分水阀门进水口

通过导管与进水口连接，电子分水阀门出水口通过导管与蒸汽发生器、混合稀释装置连接。

[0010] 进一步的，杀菌装置设置有旋转装置和伸缩装置，伸缩装置设置在杀菌箱的左箱

壁内部，旋转装置设置在封闭盖的最左侧，伸缩装置套设在旋转装置的底部，能够更便捷的

使用杀菌装置。

[0011] 进一步的，滑运装置包括滑动装置、起重装置和锁舌装置，滑动装置套设在滑槽

上，起重装置设置在滑动装置的内部，起重装置内部设置有转轮和软性细钢丝，锁舌装置设

置在软性细钢丝的底端，且锁舌装置与锁扣槽相对应。

[0012] 本发明工作原理：先将要清洗的手术器械挂在挂钩上，操作操控屏，用过控制器将

滑运装置滑动到运输进口，然后通过锁舌装置和锁扣槽将承载挂盘锁住，通过起重装置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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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挂盘吊起，通过滑动装置运至超声波清洗装置进行清洗，同理依次经过杀菌装置和消

毒装置，最后从运输出口将承载挂盘运出，取下清洗、消毒过的手术器械。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通过滑运装置将要清洗、消毒的器械

自动运送进行清洗、杀菌、消毒工作，大大减少了医护人员的工作量，整个装置操作简单，清

洗、杀菌、消毒的效果更佳。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是本发明的承载挂盘的俯视图；

[0016] 图3是本发明的承载挂盘内承重弹条未打开时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是本发明的承载挂盘内承重弹条打开时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5是本发明的滑运装置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9] 图6是本发明的滑运装置的外部结构示意图；

[0020] 图7是本发明控制器模块图；

[0021] 其中，1-箱体、10a-运输进口、10b-运输出口、11-承载挂盘、111-支盘、112-承重弹

条、113-挂钩、114-锁扣槽、12-进水口、13-废水排口、14-水位报警器、15-电子分水阀门、

16-混合稀释装置、2-清洗装置、21-超声波清洗装置、210-清洗槽、211-进液口、212-隔挡装

置一、213-水位感应装置、214-换能器、215-排废口、216-排废口阀门、22-清洗液装置、221-

抽液泵一、222-清洗液箱、3-蒸汽杀菌装置、31-杀菌装置、310-杀菌箱、311-封闭盖、312-旋

转装置、313-伸缩装置、314-蒸汽进口、315-冷凝水出口、316-隔挡装置二、32-蒸汽发生器、

4-酒精消毒装置、41-消毒装置、411-隔挡装置三、412-废液排口、42-酒精供给装置、420-酒

精箱、421-抽液泵二、422-喷洒装置、43-干燥装置、431-干燥机、432-扩风口、44-排气装置、

5-运输装置、51-滑槽、52-制动装置、53-滑运装置、531-滑动装置、532-起重装置、533-锁舌

装置、6-控制装置、61-控制器、62-操控屏、7-废液处理装置、8-供电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实施例：如图1、图2、图3、图4所示的一种医疗器械消毒装置，主要包括箱体1、清洗

装置2、蒸汽杀菌装置3、酒精消毒装置4、运输装置5、控制装置6、废液处理装置7和供电装置

8；清洗装置2包括超声波清洗装置21和清洗液装置22；蒸汽杀菌装置3包括杀菌装置31和蒸

汽发生器32；酒精消毒装置4包括消毒装置41、酒精供给装置42、干燥装置43和排气装置44；

运输装置5包括滑槽51、制动装置52和滑运装置53；控制装置6包括控制器61和操控屏62；箱

体1上设置有运输进口10a、运输出口10b、进水口12和废水排口13，运输进口10a设置在箱体

1左侧上端位置，运输出口10b设置在箱体1右侧上端位置，进水口12设置在箱体1的右箱面

外部偏下位置，废水排口13设置在箱体1的底部；超声波清洗装置21设置在箱体1的内部，位

于运输进口10a右下方，超声波清洗装置21包括清洗槽210和换能器214，清洗槽210上设置

有进液口211、隔挡装置一212、水位感应装置213和排废口215，进液口211设置在清洗槽210

左槽壁上端，隔挡装置一212有两个，分别设置在清洗槽210左、右槽壁内部偏上位置，水位

感应装置213设置在右槽壁外部上端，换能器214有八个，均匀设置在清洗槽210的底部，排

废口215上设置有排废口阀门216；清洗液装置22设置在箱体1的内部左下方靠前位置，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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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装置22包括抽液泵一221和清洗液箱222，抽液泵一221设置在清洗液箱222的内部，抽液

泵一221通过导管与进液口211连接；杀菌装置31设置在箱体1的内部，位于超声波清洗装置

21的右侧，杀菌装置31包括杀菌箱310和封闭盖311，杀菌装置31设置有旋转装置312和伸缩

装置313，伸缩装置313设置在杀菌箱310的左箱壁内部，旋转装置312设置在封闭盖311的最

左侧，伸缩装置313套设在旋转装置312的底部，能够更便捷的使用杀菌装置31，杀菌箱310

上设置有蒸汽进口314、冷凝水出口315和隔挡装置二316，蒸汽进口314设置在杀菌箱310左

侧底部位置，冷凝水出口315设置在杀菌箱310底部中心位置，隔挡装置二316有两个，分别

设置在杀菌箱310左、右箱壁内部偏上位置；蒸汽发生器32设置在箱体1的内部，位于清洗液

装置22的后方，蒸汽发生器32的进口通过导管与进水口12连接，蒸汽发生器32的出口通过

导气管与蒸汽进口314连接；消毒装置41设置在箱体1的内部，位于杀菌装置31的右侧，消毒

装置41内部设置有隔挡装置三411和废液排口412，隔挡装置三411有两个，分别设置在消毒

装置41左、右箱壁内部偏上位置，废液排口412设置在消毒装置41内部左下角位置；酒精供

给装置42包括酒精箱420、抽液泵二421和喷洒装置422，酒精箱420设置在箱体1的内部右下

方靠前位置，酒精箱420上设置有混合稀释装置16，酒精箱420添加酒精为纯酒精，能够更便

捷的进行储存、使用，混合稀释装置16处理后的酒精浓度为75％，因为过高浓度的酒精会在

细菌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阻止其进入细菌体内，难以将细菌彻底杀死。若酒精浓度过低，

虽可进入细菌，但不能将其体内的蛋白质凝固，同样也不能将细菌彻底杀死，清洗液箱222

和酒精箱420设置有水位报警器14，水位报警器14设置有两个探针，分别探测洗液箱222和

酒精箱420的液体位，能够有效地确保水泵不受液体液位低而损坏，保证整个装置的正常使

用，抽液泵二421设置在酒精箱420的底部，喷洒装置422有两个，分别设置在消毒装置41左、

右箱壁内部上端位置，抽液泵二421通过导管与喷洒装置422连接；干燥装置43包括干燥机

431和扩风口432，干燥机431设置在消毒装置41的正下方，扩风口432设置在消毒装置41的

底部，排气装置44设置在运输出口10b的底部；滑槽51设置在箱体1内部顶端，制动装置52设

置在箱体1的上面，滑运装置53套设在滑槽51上；控制器61设置在清洗液装置22的上面，操

控屏62设置在箱体1上，位于运输进口10a的下方，控制器61与超声波清洗装置21、清洗装置

22、杀菌装置31、蒸汽发生器32、消毒装置41、酒精供给装置42、干燥装置43、排气装置44、运

输装置5、废液处理装置7、供电装置8电气连接，操控屏62与控制器61通过导线连接；废液处

理装置7设置箱体1的内部，位于酒精箱420的左上方，废液处理装置7的进口通过导管与排

废口215、冷凝水出口315、废液排口412连接，废液处理装置7的出口通过导管与废水排口13

连接；供电装置8设置在箱体1的内部，位于清洗液箱222和酒精箱420的后方，供电装置8为

超声波清洗装置21、清洗装置22、杀菌装置31、蒸汽发生器32、消毒装置41、酒精供给装置

42、干燥装置43、排气装置44、运输装置5、控制装置6、废液处理装置7提供电源，消毒装置还

包括承载挂盘11，承载挂盘11通过滑运装置53与消毒装置连接，承载挂盘11包括支盘111、

承重弹条112、挂钩113和锁扣槽114，承重弹条112有18x16个，均匀设置在支盘111的底部，

挂钩113有18x16个，分别焊接在承重弹条112的中心位置，锁扣槽114设置在支盘111的上部

中心位置，能够有效地将要消毒的医疗器械进行悬挂，从而更方便对其进行清洗、消毒。

[0023] 其中，进水口12引进水后的水管上设置有电子分水阀门15，电子分水阀门15进水

口通过导管与进水口12连接，电子分水阀门15出水口通过导管与蒸汽发生器32、混合稀释

装置16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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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如图5、图6所示本发明所述的滑运装置53包括滑动装置531、起重装置532和锁舌

装置533，滑动装置531套设在滑槽51上，起重装置532设置在滑动装置531的内部，起重装置

532内部设置有转轮和软性细钢丝，锁舌装置533设置在软性细钢丝的底端，且锁舌装置533

与锁扣槽114相对应。

[0025] 本发明工作原理：先将要清洗的手术器械挂在挂钩113上，操作操控屏62，用过控

制器61将滑运装置53滑动到运输进口10a，然后通过锁舌装置533和锁扣槽114将承载挂盘

11锁住，通过起重装置532将承载挂盘11吊起，通过滑动装置531运至超声波清洗装置21进

行清洗，同理依次经过杀菌装置31和消毒装置41，最后从运输出口10b将承载挂盘11运出，

取下清洗、消毒过的手术器械。

[0026]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

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

以对前述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

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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