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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内科医疗器械用清洗消毒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内科医疗器械用清

洗消毒装置，包括有箱体以及铰接在所述箱体顶

部的箱盖，还包括有雾化喷头、紫外线灯、清洗结

构、控制器和驱动电机，所述雾化喷头和紫外线

灯设有多个，并分别设于箱盖的下表面中；箱盖

上表面还设有进水口，雾化喷头与进水口相通；

清洗结构包括有清洗槽、连接支撑板、旋转柱和

清洗毛刷，清洗槽通过连接支撑板设于箱体内，

在清洗槽的底面还密布有通孔，并在清洗槽内侧

面设有束缚带，所述旋转柱与驱动电机的输出轴

相连接，驱动电机和紫外线灯分别与控制器电连

接。采用本实用新型所述的装置，能够对清洗的

医疗设备进行及时消毒处理，具有结构简单，操

作及使用方便等优点，具有广泛的实用性，适合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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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内科医疗器械用清洗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有箱体(1)以及铰接在所述箱

体(1)顶部的箱盖(2)，所述箱盖(2)为空心结构设置，在所述箱盖(2)的内腔中设有连接软

管，还包括有雾化喷头(3)、紫外线灯(4)、清洗结构(7)、控制器(8)和驱动电机(9)，所述雾

化喷头(3)和紫外线灯(4)设置有多个，并分别设置于所述箱盖(2)的下表面中，其中所述紫

外线灯(4)沿所述箱盖(2)的长度方向分布于雾化喷头(3)之间；所述箱盖(2)上表面还设有

进水口(6)，所述雾化喷头(3)通过设置于所述箱盖(2)中的连接软管与所述进水口(6)相

通；所述清洗结构(7)包括有清洗槽(71)、连接支撑板(72)、旋转柱(73)和清洗毛刷(74)，所

述清洗槽(71)通过连接支撑板(72)设置于所述箱体(1)内，在所述清洗槽(71)的底面还密

布有多个通孔(75)，并在所述清洗槽(71)内侧面设有多个束缚带(76)，所述驱动电机(9)设

置于箱体(1)内底面的中心位置，并位于所述清洗槽(71)的下方，所述旋转柱(73)设置于清

洗槽(71)中，其下端穿过清洗槽(71)与设置在箱体(1)内底面的驱动电机(9)的输出轴相连

接，通过所述驱动电机(9)带动所述旋转柱(73)在清洗槽(71)内旋转运动，所述清洗毛刷

(74)设置于所述旋转柱(73)中；在所述驱动电机(9)的外围还设有防护罩(10)，所述箱体

(1)底端侧面还设有排水口(11)，所述驱动电机(9)和紫外线灯(4)分别与设置于所述箱体

(1)外侧面的控制器(8)电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内科医疗器械用清洗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毛

刷(74)设有多组，多组清洗毛刷(74)沿所述旋转柱(73)的轴向等间隔均匀分布，其中所述

清洗毛刷(74)采用材料为海绵制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内科医疗器械用清洗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束缚

带(76)的自由端设有魔术贴，所述束缚带(76)通过所设置的魔术贴相互贴合相连。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内科医疗器械用清洗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进水

口(6)和排水口(11)处均设有管接口，所述进水口(6)和排水口(11)分别通过管接口与外部

的供水装置及回收装置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内科医疗器械用清洗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箱体

(1)与箱盖(2)的连接处还设有密封圈(5)。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内科医疗器械用清洗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箱体

(1)的底面四角均固定连接有底座(12)，在所述底座(12)的底端通过铰接的方式连接有万

向转轮(14)，在所述底座(12)中还设有控制所述万向转轮(14)移动和定位的限位装置

(13)；并在所述箱体(1)的外侧面还设有手推把(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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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内科医疗器械用清洗消毒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的是医疗器械清洗及消毒设备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内科医

疗器械用清洗消毒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内科在临床医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它不仅是临床医学各科的基础，而且与

它们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内科按不同系统进一步分出各专科，如呼吸病学、心血管病学、消

化病学、肾病学、血液病学、内分泌和代谢病学以及风湿病学等。因此，内科是临床医学中的

综合学科，它涉及面广、整体性强，研究人体各系统器官疾病的病因、诊断与防治。而医疗器

械是指直接或者间接用于人体的仪器、设备、器具、体外诊断试剂及校准物、材料以及其他

类似或者相关的物品，其目的是疾病的诊断、预防、监护、治疗或者缓解；损伤的诊断、监护、

治疗、缓解或者功能补偿；生理结构或者生理过程的检验、替代、调节或者支持，并通过对来

自人体的样本进行检查，为医疗或者诊断目的提供信息。

[0003] 在医疗机构中，当医疗器械长时间放置后，会在医疗器械上附着很多污染物，或者

是使用后，也需要及时对使用的医疗器械进行清洗、消毒及烘干处理，但是目前清洗和消毒

两部分一般都是分开进行，待清洗完毕后需要将待消毒的医疗器械放入到消毒柜中进行消

毒，从而存在工作效率低，操作复杂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背景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结构简

单，操作及使用方便的清洗消毒装置，能够对清洗的医疗设备进行及时消毒处理，从而提高

清洗及消毒效率，降低劳动成本，具体地说是一种内科医疗器械用清洗消毒装置。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内科医疗器械用清

洗消毒装置，包括有箱体以及铰接在所述箱体顶部的箱盖，所述箱盖为空心结构设置，在所

述箱盖的内腔中设有连接软管，还包括有雾化喷头、紫外线灯、清洗结构、控制器和驱动电

机，所述雾化喷头和紫外线灯设置有多个，并分别设置于所述箱盖的下表面中，其中所述紫

外线灯沿所述箱盖的长度方向分布于雾化喷头之间；所述箱盖上表面还设有进水口，所述

雾化喷头通过设置于所述箱盖中的连接软管与所述进水口相通；所述清洗结构包括有清洗

槽、连接支撑板、旋转柱和清洗毛刷，所述清洗槽通过连接支撑板设置于所述箱体内，在所

述清洗槽的底面还密布有多个通孔，并在所述清洗槽内侧面设有多个束缚带，所述驱动电

机设置于箱体内底面的中心位置，并位于所述清洗槽的下方，所述旋转柱设置于清洗槽中，

其下端穿过清洗槽与设置在箱体内底面的驱动电机的输出轴相连接，通过所述驱动电机带

动所述旋转柱在清洗槽内旋转运动，所述清洗毛刷设置于所述旋转柱中；在所述驱动电机

的外围还设有防护罩，所述箱体底端侧面还设有排水口，所述驱动电机和紫外线灯分别与

设置于所述箱体外侧面的控制器电连接。

[0006] 进一步地，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内科医疗器械用清洗消毒装置，其中所述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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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刷设有多组，多组清洗毛刷沿所述旋转柱的轴向等间隔均匀分布，其中所述清洗毛刷采

用材料为海绵制成。

[0007] 进一步地，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内科医疗器械用清洗消毒装置，其中在所述束

缚带的自由端设有魔术贴，所述束缚带通过所设置的魔术贴相互贴合相连。

[0008] 进一步地，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内科医疗器械用清洗消毒装置，其中在所述进

水口和排水口处均设有管接口，所述进水口和排水口分别通过管接口与外部的供水装置及

回收装置连接。

[0009] 进一步地，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内科医疗器械用清洗消毒装置，其中在所述箱

体与箱盖的连接处还设有密封圈。

[0010] 进一步地，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内科医疗器械用清洗消毒装置，其中在所述箱

体的底面四角均固定连接有底座，在所述底座的底端通过铰接的方式连接有万向转轮，在

所述底座中还设有控制所述万向转轮移动和定位的限位装置；并在所述箱体的外侧面还设

有手推把。

[0011] 采用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内科医疗器械用清洗消毒装置，由于在所述箱盖的下

表面中设有雾化喷头和紫外线灯，同时在所述箱体内设有清洗结构，所述清洗结构包括有

清洗槽、连接支撑板、旋转柱和清洗毛刷，所述清洗槽通过连接支撑板设置于所述箱体内，

在所述清洗槽的底面还密布有多个通孔，并所述清洗槽内侧面设有多个束缚带，通过所述

驱动电机带动所述旋转柱在清洗槽内旋转运动，所述清洗毛刷设置于所述旋转柱中。在控

制器及驱动电机的作用下，带动旋转柱转动，通过所设置的雾化喷头向清洗槽注入清洗液，

这样可通过清洗毛刷可以对放置于清洗槽内待清洗的器械进行清洗。当清洗完成后，可以

通过所设置的紫外线灯对经过清洗的器械进行消毒及烘干处理。同时通过束缚带可以对不

同体积大小、不同种类或不规则物的医疗器械进行固定，可同时清洗大量的医疗器械，且在

清洗过程中，通过清洗毛刷的转动，可大大提高清洗效率，其清洗效果好，能够避免局部医

疗器械清洗不干净的问题，能够对清洗的医疗设备进行及时消毒处理，具有结构简单，操作

及使用方便等优点，具有广泛的实用性，适合推广应用。

附图说明

[001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3]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中所示：1-箱体、2-箱盖、3-雾化喷头、4-紫外线灯、5-密封圈、6-进水口、7-清洗

结构、71-清洗槽、72-连接支撑板、73-旋转柱、74-清洗毛刷、75-通孔、76-束缚带、8-控制

器、9-驱动电机、10-防护罩、11-排水口、12-底座、13-限位装置、14-万向转轮、15-手推把。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内科医疗器械用清洗消毒装置，包括有箱体1

以及铰接在所述箱体1顶部的箱盖2，所述箱盖2为空心结构设置，在所述箱盖2的内腔中设

有连接软管，还包括有雾化喷头3、紫外线灯4、清洗结构7、控制器8和驱动电机9，所述雾化

喷头3和紫外线灯4设置有多个，并分别设置于所述箱盖2的下表面中，其中所述紫外线灯4

沿所述箱盖2的长度方向分布于雾化喷头3之间；所述箱盖2上表面还设有进水口6，所述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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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喷头3通过设置于所述箱盖2中的连接软管与所述进水口6相通；所述清洗结构7包括有清

洗槽71、连接支撑板72、旋转柱73和清洗毛刷74，所述清洗槽71通过连接支撑板72设置于所

述箱体1内，在所述清洗槽71的底面还密布有多个通孔75，并在所述清洗槽71内侧面设有多

个束缚带76，所述驱动电机9设置于箱体1内底面的中心位置，并位于所述清洗槽71的下方，

所述旋转柱73设置于清洗槽71中，其下端穿过清洗槽71与设置在箱体1内底面的驱动电机9

的输出轴相连接，通过所述驱动电机9带动所述旋转柱73在清洗槽71内旋转运动，所述清洗

毛刷74设置于所述旋转柱73中；在所述驱动电机9的外围还设有防护罩10，所述箱体1底端

侧面还设有排水口11，所述驱动电机9和紫外线灯4分别与设置于所述箱体1外侧面的控制

器8电连接。为了操作方便，在所述箱盖2顶部设有与紫外线灯4电连接开关，对于驱动电机

9、紫外线灯4与控制器8之间型号的选择，相互匹配问题是，具体的电连接为电线相连，采用

现有常规手段能够实现即可，为现有技术，在此不再赘述。

[0016] 进一步地，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内科医疗器械用清洗消毒装置，其中所述清洗

毛刷74设有多组，多组清洗毛刷74沿所述旋转柱73的轴向等间隔均匀分布，其中所述清洗

毛刷74采用材料为海绵制成。

[0017] 进一步地，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内科医疗器械用清洗消毒装置，其中在所述束

缚带76的自由端设有魔术贴，所述束缚带76通过所设置的魔术贴相互贴合相连。

[0018] 进一步地，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内科医疗器械用清洗消毒装置，其中在所述进

水口6和排水口11处均设有管接口，所述进水口6和排水口11分别通过管接口与外部的供水

装置及回收装置连接。

[0019] 进一步地，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内科医疗器械用清洗消毒装置，其中在所述箱

体1与箱盖2的连接处还设有密封圈5。

[0020] 进一步地，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内科医疗器械用清洗消毒装置，其中在所述箱

体1的底面四角均固定连接有底座12，在所述底座12的底端通过铰接的方式连接有万向转

轮14，在所述底座12中还设有控制所述万向转轮14移动和定位的限位装置13；并在所述箱

体1的外侧面还设有手推把15。

[0021]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采用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内科医疗器械用清洗消毒装置，

由于在所述箱盖2的下表面中设有雾化喷头3和紫外线灯4，同时由于在所述箱体1内设有清

洗结构7，所述清洗结构7包括有清洗槽71、连接支撑板72、旋转柱73和清洗毛刷74，所述清

洗槽71通过连接支撑板72设置于所述箱体1内，在所述清洗槽71的底面还密布有多个通孔

75，并所述清洗槽71内侧面设有多个束缚带76，所述驱动电机9设置于箱体1内底面的中心

位置，并位于所述清洗槽71的下方，所述旋转柱73设置于清洗槽71中，其下端穿过清洗槽71

与设置在箱体1内底面的驱动电机9的输出轴相连接，通过所述驱动电机9带动所述旋转柱

73在清洗槽71内旋转运动，所述清洗毛刷74设置于所述旋转柱73中。在控制器8及驱动电机

9的作用下，带动旋转柱73转动，通过所设置的雾化喷头3向清洗槽71注入清洗液，这样可通

过清洗毛刷74可以对放置于清洗槽71内待清洗的器械进行清洗。当清洗完成后，可以通过

所设置的紫外线灯4对经过清洗的器械进行消毒及烘干处理。另外，由于在所述箱体1的底

面四角均固定连接有底座12，在所述底座12的底端通过铰接的方式连接有万向转轮14，在

所述底座12中还设有控制所述万向转轮14移动和定位的限位装置13；并在所述箱体1的外

侧面还设有手推把15。这样，可以通过所设置的万向转轮14及手推把15可以方便移动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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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综上所述，采用本实用新型所述的装置，通过束缚带76可以对不同体积大小、不同

种类或不规则物的医疗器械进行固定，可同时清洗大量的医疗器械，且在清洗过程中，通过

清洗毛刷74的转动，可大大提高清洗效率，其清洗效果好，能够避免局部医疗器械清洗不干

净的问题，同时通过所设置的紫外线灯4对经过清洗的器械进行消毒及烘干处理，能够对清

洗的医疗设备进行及时消毒处理，具有结构简单，操作及使用方便等优点，具有广泛的实用

性，适合推广应用。

[0023]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对于本领域

的技术人员来说，本实用新型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

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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