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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医疗设备技术领域的一

种C反应蛋白免疫层析测定试剂盒，包括：底箱；

顶盖，所述顶盖通过铰链安装在所述底箱的顶

部；所述顶盖通过卡扣锁定在所述底箱的顶部；

底盖，所述底盖安装在所述底箱的底部；试管架，

所述试管架通过螺栓固定在所述底箱的内腔，所

述试管架的底部与所述底箱的内腔底部不接触，

本实用新型能够对试管进行清晰的观察，并且能

够有效抑制试剂盒内细菌的增长，通过在盖体的

底部开设抑菌槽，在抑菌槽内放置抑菌包，通过

抑菌包抑制箱体内细菌的增长，有效的保障试剂

的有效性，并且在箱体的底部安装灯管，通过灯

管对箱体的内腔进行照明，方便的医护人员对箱

体内的试管进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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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C反应蛋白免疫层析测定试剂盒，其特征在于：包括：

底箱(100)；所述底箱(100)包括：

箱体(110)；

灯管(120)，所述灯管(120)安装在所述箱体(110)的内腔底部凹槽内；

透明钢化玻璃罩(130)，所述透明钢化玻璃罩(130)通过玻璃胶安装在所述箱体(110)

的内腔底部凹槽内，所述透明钢化玻璃罩(130)在所述灯管(120)的顶部；

蓄电池仓(140)，所述蓄电池仓(140)开设在所述箱体(110)的底部，所述蓄电池仓

(140)通过导线与所述灯管(120)连接；

安装槽(150)，所述安装槽(150)开设在所述箱体(110)的底部，所述安装槽(150)在所

述蓄电池仓(140)的下端，所述安装槽(150)与所述蓄电池仓(140)相贯通；

顶盖(200)，所述顶盖(200)通过铰链安装在所述底箱(100)的顶部，所述顶盖(200)通

过卡扣锁定在所述底箱(100)的顶部；所述顶盖(200)包括：

第一盖体(210)；

抑菌槽(220)，所述抑菌槽(220)开设在所述第一盖体(210)的底部中端；

固定板(230)，所述固定板(230)通过螺钉安装在所述第一盖体(210)的底部中端，所述

固定板(230)覆盖在所述抑菌槽(220)的下端，所述固定板(230)的表面均匀等距开设有通

气孔；

底盖(300)，所述底盖(300)安装在所述底箱(100)的底部；

试管架(400)，所述试管架(400)通过螺栓固定在所述底箱(100)的内腔，所述试管架

(400)的底部与所述底箱(100)的内腔底部不接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C反应蛋白免疫层析测定试剂盒，其特征在于：所述底盖

(300)包括：

第二盖体(310)，所述第二盖体(310)通过螺栓安装在所述安装槽(150)内，所述第二盖

体(310)覆盖在所述蓄电池仓(140)的下端；

四个螺钉安装槽(320)，四个所述螺钉安装槽(320)开设在所述第二盖体(310)的底部

四角；

橡胶垫(330)，所述橡胶垫(330)镶嵌在所述第二盖体(310)的底部，所述橡胶垫(330)

在四个所述螺钉安装槽(320)的内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C反应蛋白免疫层析测定试剂盒，其特征在于：所述试管

架(400)包括：

外框架(410)，所述外框架(410)通过螺栓安装在所述箱体(110)的内腔，所述外框架

(410)的底部不与所述透明钢化玻璃罩(130)的顶部接触；

横板(420)，所述横板(420)设置在所述外框架(410)的内侧，所述横板(420)与所述外

框架(410)为一体加工而成；

多个第一放置槽(430)，多个所述第一放置槽(430)均匀等距开设在所述外框架(410)

的内腔底部，所述第一放置槽(430)为盲孔；

多个第二放置槽(440)，多个所述第二放置槽(440)均匀等距开设在所述横板(420)的

顶部，多个所述第二放置槽(440)与多个所述第一放置槽(430)相对应，所述第二放置槽

(440)为通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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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橡胶护圈(450)，多个所述橡胶护圈(450)安装在所述第一放置槽(430)和所述第

二放置槽(440)内，每个所述第一放置槽(430)和所述第二放置槽(440)内均安装一个所述

橡胶护圈(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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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C反应蛋白免疫层析测定试剂盒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设备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C反应蛋白免疫层析测定试剂盒。

背景技术

[0002] 医疗设备是指单独或者组合使用于人体的仪器、设备、器具、材料或者其他物品，

也包括所需要的软件。医疗设备是医疗、科研、教学、机构、临床学科工作最基本要素，即包

括专业医疗设备，也包括家用医疗设备。

[0003] 试剂盒是用于盛放检测化学成分、药物残留、病毒种类等化学试剂的盒子。一般医

院、制药企业使用。

[0004] 现有的试剂盒结构简单，试剂盒内的试管只是通过塑料架放置在试剂盒内，测定

过程中，医护人员无法有效的观察试管内试剂的变化，并且试剂盒内没有有效的抑菌装置，

试剂盒内的细菌滋生，长时间的放置易造成试剂盒内的试剂失效。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C反应蛋白免疫层析测定试剂盒，以解决上述背

景技术中提出的现有的试剂盒结构简单，试剂盒内的试管只是通过塑料架放置在试剂盒

内，测定过程中，医护人员无法有效的观察试管内试剂的变化，并且试剂盒内没有有效的抑

菌装置，试剂盒内的细菌滋生，长时间的放置易造成试剂盒内的试剂失效的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C反应蛋白免疫层析测定试

剂盒，包括：

[0007] 底箱；

[0008] 顶盖，所述顶盖通过铰链安装在所述底箱的顶部，所述顶盖通过卡扣锁定在所述

底箱的顶部；

[0009] 底盖，所述底盖安装在所述底箱的底部；

[0010] 试管架，所述试管架通过螺栓固定在所述底箱的内腔，所述试管架的底部与所述

底箱的内腔底部不接触。

[0011] 优选的，所述底箱包括：

[0012] 箱体；

[0013] 灯管，所述灯管安装在所述箱体的内腔底部凹槽内；

[0014] 透明钢化玻璃罩，所述透明钢化玻璃罩通过玻璃胶安装在所述箱体的内腔底部凹

槽内，所述透明钢化玻璃罩在所述灯管的顶部；

[0015] 蓄电池仓，所述蓄电池仓开设在所述箱体的底部，所述蓄电池仓通过导线与所述

灯管连接；

[0016] 安装槽，所述安装槽开设在所述箱体的底部，所述安装槽在所述蓄电池仓的下端，

所述安装槽与所述蓄电池仓相贯通。

[0017] 优选的，所述顶盖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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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第一盖体；

[0019] 抑菌槽，所述抑菌槽开设在所述第一盖体的底部中端；

[0020] 固定板，所述固定板通过螺钉安装在所述第一盖体的底部中端，所述固定板覆盖

在所述抑菌槽的下端，所述固定板的表面均匀等距开设有通气孔。

[0021] 优选的，所述底盖包括：

[0022] 第二盖体，所述第二盖体通过螺栓安装在所述安装槽内，所述第二盖体覆盖在所

述蓄电池仓的下端；

[0023] 四个螺钉安装槽，四个所述螺钉安装槽开设在所述第二盖体的底部四角；

[0024] 橡胶垫，所述橡胶垫镶嵌在所述第二盖体的底部，所述橡胶垫在四个所述螺钉安

装槽的内侧。

[0025] 优选的，所述试管架包括：

[0026] 外框架，所述外框架通过螺栓安装在所述箱体的内腔，所述外框架的底部不与所

述透明钢化玻璃罩的顶部接触；

[0027] 横板，所述横板设置在所述外框架的内侧，所述横板与所述外框架为一体加工而

成；

[0028] 多个第一放置槽，多个所述第一放置槽均匀等距开设在所述外框架的内腔底部，

所述第一放置槽为盲孔；

[0029] 多个第二放置槽，多个所述第二放置槽均匀等距开设在所述横板的顶部，多个所

述第二放置槽与多个所述第一放置槽相对应，所述第二放置槽为通孔；

[0030] 多个橡胶护圈，多个所述橡胶护圈安装在所述第一放置槽和所述第二放置槽内，

每个所述第一放置槽和所述第二放置槽内均安装一个所述橡胶护圈。

[003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能够对试管进行清晰的

观察，并且能够有效抑制试剂盒内细菌的增长，通过在盖体的底部开设抑菌槽，在抑菌槽内

放置抑菌包，通过抑菌包抑制箱体内细菌的增长，有效的保障试剂的有效性，并且在箱体的

底部安装灯管，通过灯管对箱体的内腔进行照明，方便的医护人员对箱体内的试管进行观

察。

附图说明

[0032] 图1为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33] 图2为本实用新型底箱剖视图；

[0034] 图3为本实用新型底箱结构示意图；

[0035] 图4为本实用新型顶盖结构示意图；

[0036] 图5为本实用新型底盖结构示意图；

[0037] 图6为本实用新型试管架结构示意图。

[0038] 图中：100底箱、110箱体、120灯管、130透明钢化玻璃罩、140蓄电池仓、150安装槽、

200顶盖、210第一盖体、220抑菌槽、230固定板、300底盖、310第二盖体、320螺钉安装槽、330

橡胶垫、400试管架、410外框架、  420横板、430第一放置槽、440第二放置槽、450橡胶护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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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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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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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40]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C反应蛋白免疫层析测定试剂盒，能够对试管进行清晰的观

察，并且能够有效抑制试剂盒内细菌的增长，请参阅图1，底箱100、顶盖200、底盖300和试管

架400；

[0041] 请参阅图1、图2和图3，底箱100包括：

[0042] 箱体110为不锈钢；

[0043] 灯管120安装在箱体110的内腔底部凹槽内，灯管120为LED灯管，灯管120通过导线

连接有按钮，按钮安装在箱体110的一侧，用于通断灯管120 的电源，通过灯管对箱体110的

内腔进行照明；

[0044] 透明钢化玻璃罩130通过玻璃胶安装在箱体110的内腔底部凹槽内，透明钢化玻璃

罩130在灯管120的顶部，用户保护灯管120，并分散灯管120发出的光线，防止光线直接对人

眼造成刺激；

[0045] 蓄电池仓140开设在箱体110的底部，蓄电池仓140通过导线与灯管120  连接，蓄电

池仓140内安装蓄电池，用于提供电源；

[0046] 安装槽150开设在箱体110的底部，安装槽150在蓄电池仓140的下端，安装槽150与

蓄电池仓140相贯通，用于安装底盖300，通过底盖300将蓄电池固定在蓄电池仓140内；

[0047] 请参阅图1和图4，顶盖200通过铰链安装在底箱100的顶部，顶盖200  通过卡扣锁

定在底箱100的顶部，顶盖200包括：

[0048] 第一盖体210为不锈钢；

[0049] 抑菌槽220开设在第一盖体210的底部中端，抑菌槽220内放置有抑菌包，抑菌包内

填充有黄连、黄柏、连翘和金银花等具有抑菌作用的中药材粉末，抑制箱体110内的细菌的

增长；

[0050] 固定板230通过螺钉安装在第一盖体210的底部中端，固定板230覆盖在抑菌槽220

的下端，固定板230的表面均匀等距开设有通气孔，通过固定板230将抑菌包固定在抑菌槽

220内；

[0051] 请参阅图2和图5，底盖300安装在底箱100的底部，底盖300包括：

[0052] 第二盖体310通过螺栓安装在安装槽150内，第二盖体310覆盖在蓄电池仓140的下

端；

[0053] 四个螺钉安装槽320开设在第二盖体310的底部四角；

[0054] 橡胶垫330镶嵌在第二盖体310的底部，橡胶垫330在四个螺钉安装槽  320的内侧，

通过橡胶垫330增加与桌面或其他支撑物接触面的摩擦力，防止箱体110在桌面或其他支撑

物上滑动；

[0055] 请参阅图2和图6，试管架400通过螺栓固定在底箱100的内腔，试管架  400的底部

与底箱100的内腔底部不接触，试管架400包括：

[0056] 外框架410通过螺栓安装在箱体110的内腔，外框架410的底部不与透明钢化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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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130的顶部接触，外框架410为透明亚克力板；

[0057] 横板420设置在外框架410的内侧，横板420与外框架410为一体加工而成，横板420

为透明亚克力板；

[0058] 多个第一放置槽430均匀等距开设在外框架410的内腔底部，第一放置槽430为盲

孔；

[0059] 多个第二放置槽440均匀等距开设在横板420的顶部，多个第二放置槽  440与多个

第一放置槽430相对应，第二放置槽440为通孔；

[0060] 多个橡胶护圈450安装在第一放置槽430和第二放置槽440内，每个第一放置槽430

和第二放置槽440内均安装一个橡胶护圈450，通过橡胶护圈450与试管为过盈配合，通过橡

胶花圈450将放置槽与试管进行隔离，防止试管与放置槽之间的刚性接触造成试管的损伤。

[0061] 虽然在上文中已经参考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描述，然而在不脱离本实用新

型的范围的情况下，可以对其进行各种改进并且可以用等效物替换其中的部件。尤其是，只

要不存在结构冲突，本实用新型所披露的实施例中的各项特征均可通过任意方式相互结合

起来使用，在本说明书中未对这些组合的情况进行穷举性的描述仅仅是出于省略篇幅和节

约资源的考虑。因此，本实用新型并不局限于文中公开的特定实施例，而是包括落入权利要

求的范围内的所有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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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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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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