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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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055787.4

(22)申请日 2019.01.22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758361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5.17

(73)专利权人 赵鹏

地址 272000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接庄镇

十里营村设路36号

(72)发明人 赵鹏　张鸿雁　

(51)Int.Cl.

A61H 39/08(2006.01)

A61L 2/10(2006.01)

审查员 隽雯雯

 

(54)发明名称

一种临床用针灸针放置回收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临床用针灸针放置回收

装置，包括放置盒，所述放置盒内活动安装有放

置板，放置板的顶部开设有多个大小不同的针把

放置槽和针头放置槽，放置板的顶部焊接有两个

矩形板，两个矩形板的顶部均焊接有同一个支撑

板，支撑板位于针把放置槽的上方，支撑板的底

部与放置板的顶部均固定安装有多个分割板，所

述支撑板上开设有多个第一螺纹孔，第一螺纹孔

内螺纹连接有第一螺纹杆，第一螺纹杆的底端转

动安装压紧板。本发明经济实用，可对不同类型

的针灸针进行分类固定保存，方便医务人员取用

针灸针，提高了工作效率，通过紫外杀菌灯对放

置盒内部进行杀菌，保证放置盒内部处于无菌状

态，提高了针灸针的保存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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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临床用针灸针放置回收装置，包括放置盒(1)，其特征在于，所述放置盒(1)内活

动安装有放置板(2)，放置板(2)的顶部开设有多个大小不同的针把放置槽(3)和针头放置

槽(12)，放置板(2)的顶部焊接有两个矩形板(4)，两个矩形板(4)的顶部均焊接有同一个支

撑板(5)，支撑板(5)位于针把放置槽(3)的上方，支撑板(5)的底部与放置板(2)的顶部均固

定安装有多个分割板(6)，所述支撑板(5)上开设有多个第一螺纹孔(7)，第一螺纹孔(7)内

螺纹连接有第一螺纹杆(8)，第一螺纹杆(8)的底端转动安装压紧板(9)，所述放置盒(1)的

两侧内壁上均开设有矩形槽(10)，两个矩形槽(10)内均滑动安装有矩形块(11)，矩形块

(11)的一侧与放置板(2)的一侧焊接，所述放置盒(1)的两侧内壁上均焊接有第一方形杆

(14)和第二方形杆(15)，第一方形杆(14)与对应的第二方形杆(15)上均转动安装有同一个

第二螺纹杆(16)，第二螺纹杆(16)与对应的矩形块(11)螺纹连接，放置盒(1)内转动安装有

手动轴(18)，两个第二螺纹杆(16)均与手动轴(18)相配合，所述第二螺纹杆(16)的底端焊

接有第一锥形齿轮(17)，手动轴(18)的外侧固定套接有两个第二锥形齿轮(19)，第二锥形

齿轮(19)与对应的第一锥形齿轮(17)啮合，所述放置盒(1)的一侧开设有圆孔(20)，手动轴

(18)的一端延伸至放置盒(1)的外侧焊接有扭动杆，手动轴(18)与圆孔(20)转动连接，放置

盒(1)的底部内壁上焊接有两个支撑轴(22)，两个支撑轴(22)均与手动轴(18)转动连接，所

述矩形块(11)上开设有第二螺纹孔(13)，第二螺纹孔(13)与对应的第二螺纹杆(16)螺纹连

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临床用针灸针放置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板

(5)的顶部开设有多个限位孔(24)，限位孔(24)内滑动安装有限位杆(23)，限位杆(23)的底

端与对应的压紧板(9)的顶部焊接，压紧板(9)的底部设置有缓冲垫。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临床用针灸针放置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矩形槽

(10)的顶部内壁和底部内壁上均焊接有方形杆，矩形块(11)上开设有方形孔，方形杆与对

应的方形孔的侧壁滑动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临床用针灸针放置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放置盒

(1)的顶部转动安装有密封板(25)，放置盒(1)的底部四角均设置有地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临床用针灸针放置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放置盒

(1)的一侧内壁上设置有紫外杀菌灯(21)，紫外杀菌灯(21)上电性连接有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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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临床用针灸针放置回收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放置回收装置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临床用针灸针放置回收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针灸针属于中医的神奇治疗方式，通过刺激人体的穴位对人体进行治疗，由于针

灸针的种类大小不同需要进行分类收集放置，而现有的针灸针放置装置不具备这样的工

作，将不同的针灸针放置在一起，使用时需要进行翻找，影响医务人员的取针速度，降低了

工作效率，且针灸针在清洗后需要进行密封保存防止细菌或病毒感染针头，现有的保存方

式较为简单，使用时进而无法满足用户的更高使用需求。

发明内容

[0003] 基于背景技术存在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临床用针灸针放置回收装置。

[0004]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临床用针灸针放置回收装置，包括放置盒，所述放置盒内活动

安装有放置板，放置板的顶部开设有多个大小不同的针把放置槽和针头放置槽，放置板的

顶部焊接有两个矩形板，两个矩形板的顶部均焊接有同一个支撑板，支撑板位于针把放置

槽的上方，支撑板的底部与放置板的顶部均固定安装有多个分割板，所述支撑板上开设有

多个第一螺纹孔，第一螺纹孔内螺纹连接有第一螺纹杆，第一螺纹杆的底端转动安装压紧

板，所述放置盒的两侧内壁上均开设有矩形槽，两个矩形槽内均滑动安装有矩形块，矩形块

的一侧与放置板的一侧焊接，所述放置盒的两侧内壁上均焊接有第一方形杆和第二方形

杆，第一方形杆与对应的第二方形杆上均转动安装有同一个第二螺纹杆，第二螺纹杆与对

应的矩形块螺纹连接，放置盒内转动安装有手动轴，两个第二螺纹杆均与手动轴相配合。

[0005] 优选地，所述第二螺纹杆的底端焊接有第一锥形齿轮，手动轴的外侧固定套接有

两个第二锥形齿轮，第二锥形齿轮与对应的第一锥形齿轮啮合。

[0006] 优选地，所述放置盒的一侧开设有圆孔，手动轴的一端延伸至放置盒的外侧焊接

有扭动杆，手动轴与圆孔转动连接，放置盒的底部内壁上焊接有两个支撑轴，两个支撑轴均

与手动轴转动连接。

[0007] 优选地，所述矩形块上开设有第二螺纹孔，第二螺纹孔与对应的第二螺纹杆螺纹

连接。

[0008] 优选地，所述支撑板的顶部开设有多个限位孔，限位孔内滑动安装有限位杆，限位

杆的底端与对应的压紧板的顶部焊接，压紧板的底部设置有缓冲垫。

[0009] 优选地，所述矩形槽的顶部内壁和底部内壁上均焊接有方形杆，矩形块上开设有

方形孔，方形杆与对应的方形孔的侧壁滑动连接。

[0010] 优选地，所述放置盒的顶部转动安装有密封板，放置盒的底部四角均设置有地脚。

[0011] 优选地，所述放置盒的一侧内壁上设置有紫外杀菌灯，紫外杀菌灯上电性连接有

开关。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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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通过放置盒、放置板、针把放置槽、矩形板、支撑板、分割板、第一螺纹孔、第一螺纹

杆、压紧板、矩形槽、矩形块、针头放置槽、第二螺纹孔、第一方形杆、第二方形杆、第二螺纹

杆、第一锥形齿轮、手动轴、第二锥形齿轮、圆孔、紫外杀菌灯、支撑轴、限位杆、限位孔和密

封板的配合，使用时，将使用后的针灸针进行清洗消毒后放置到对应的针把放置槽和针头

放置槽内，扭动对应的第一螺纹杆，第一螺纹杆沿对应的第一螺纹孔转动的同时向下运动，

第一螺纹杆推动压紧板将对应的针灸针压紧固定，缓冲垫起到缓冲作用，防止针灸针变形；

[0014] 扭动手动轴，手动轴通过两个第二锥形齿轮和两个第一锥形齿轮分别带动两个第

二螺纹杆转动，两个第二螺纹杆分别带动两个矩形块向下滑动，两个矩形块带动放置板向

放置盒的内部运动，直到将所用针灸针全部移动到放置盒内，停止扭动手动轴，在医务人员

使用针灸针时，可通过扭动手动轴，调节针灸针放置的高度，方便不同身高的医务人员取

针；

[0015] 盖上密封板，将紫外杀菌灯接通室内电源，开启紫外杀菌灯，紫外杀菌灯对放置盒

内部进行杀菌，保证放置盒内处于无菌状态；

[0016] 本发明经济实用，可对不同类型的针灸针进行分类固定保存，方便取医务人员取

用针灸针，提高了工作效率，通过紫外杀菌灯对放置盒内部进行杀菌，保证放置盒内部处于

无菌状态，提高了针灸针的保存效果。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临床用针灸针放置回收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临床用针灸针放置回收装置的放置板和支撑板的俯视结

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临床用针灸针放置回收装置的A部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临床用针灸针放置回收装置的B部分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临床用针灸针放置回收装置的C部分结构示意图。

[0022] 图中：1放置盒、2放置板、3针把放置槽、4矩形板、5支撑板、6分割板、7第一螺纹孔、

8第一螺纹杆、9压紧板、10矩形槽、11矩形块、12针头放置槽、13第二螺纹孔、14第一方形杆、

15第二方形杆、16第二螺纹杆、17第一锥形齿轮、18手动轴、19第二锥形齿轮、20圆孔、21紫

外杀菌灯、22支撑轴、23限位杆、24限位孔、25密封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解说。

实施例

[0024] 参考图1-5，本实施例中提出了一种临床用针灸针放置回收装置，包括放置盒1，放

置盒1内活动安装有放置板2，放置板2的顶部开设有多个大小不同的针把放置槽3和针头放

置槽12，放置板2的顶部焊接有两个矩形板4，两个矩形板4的顶部均焊接有同一个支撑板5，

支撑板5位于针把放置槽3的上方，支撑板5的底部与放置板2的顶部均固定安装有多个分割

板6，支撑板5上开设有多个第一螺纹孔7，第一螺纹孔7内螺纹连接有第一螺纹杆8，第一螺

纹杆8的底端转动安装压紧板9，放置盒1的两侧内壁上均开设有矩形槽10，两个矩形槽10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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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滑动安装有矩形块11，矩形块11的一侧与放置板2的一侧焊接，放置盒1的两侧内壁上均

焊接有第一方形杆14和第二方形杆15，第一方形杆14与对应的第二方形杆15上均转动安装

有同一个第二螺纹杆16，第二螺纹杆16与对应的矩形块11螺纹连接，放置盒1内转动安装有

手动轴18，两个第二螺纹杆16均与手动轴18相配合，通过放置盒1、放置板2、针把放置槽3、

矩形板4、支撑板5、分割板6、第一螺纹孔7、第一螺纹杆8、压紧板9、矩形槽10、矩形块11、针

头放置槽12、第二螺纹孔13、第一方形杆14、第二方形杆15、第二螺纹杆16、第一锥形齿轮

17、手动轴18、第二锥形齿轮19、圆孔20、紫外杀菌灯21、支撑轴22、限位杆23、限位孔24和密

封板25的配合，使用时，将使用后的针灸针进行清洗消毒后放置到对应的针把放置槽3和针

头放置槽12内，扭动对应的第一螺纹杆8，第一螺纹杆8沿对应的第一螺纹孔7转动的同时向

下运动，第一螺纹杆8推动压紧板9将对应的针灸针压紧固定，缓冲垫起到缓冲作用，防止针

灸针变形，扭动手动轴18，手动轴18通过两个第二锥形齿轮19和两个第一锥形齿轮17分别

带动两个第二螺纹杆16转动，两个第二螺纹杆16分别带动两个矩形块11向下滑动，两个矩

形块11带动放置板2向放置盒1的内部运动，直到将所用针灸针全部移动到放置盒1内，停止

扭动手动轴18，在医务人员使用针灸针时，可通过扭动手动轴18，调节针灸针放置的高度，

方便医务人员取针，盖上密封板25，将紫外杀菌灯21接通室内电源，开启紫外杀菌灯21，紫

外杀菌灯21对放置盒1内部进行杀菌，保证放置盒1内处于无菌状态，本发明中的压紧板9对

应不同尺寸的针灸针设置，分割板6将多个大小不同的针把放置槽3和针头放置槽12进行分

割，本发明经济实用，可对不同类型的针灸针进行分类固定保存，方便医务人员取用针灸

针，提高了工作效率，通过紫外杀菌灯21对放置盒1内部进行杀菌，保证放置盒1内部处于无

菌状态，提高了针灸针的保存效果。

[0025] 本实施例中，第二螺纹杆16的底端焊接有第一锥形齿轮17，手动轴18的外侧固定

套接有两个第二锥形齿轮19，第二锥形齿轮19与对应的第一锥形齿轮17啮合，放置盒1的一

侧开设有圆孔20，手动轴18的一端延伸至放置盒1的外侧焊接有扭动杆，手动轴18与圆孔20

转动连接，放置盒1的底部内壁上焊接有两个支撑轴22，两个支撑轴22均与手动轴18转动连

接，矩形块11上开设有第二螺纹孔13，第二螺纹孔13与对应的第二螺纹杆16螺纹连接，支撑

板5的顶部开设有多个限位孔24，限位孔24内滑动安装有限位杆23，限位杆23的底端与对应

的压紧板9的顶部焊接，压紧板9的底部设置有缓冲垫，矩形槽10的顶部内壁和底部内壁上

均焊接有方形杆，矩形块11上开设有方形孔，方形杆与对应的方形孔的侧壁滑动连接，放置

盒1的顶部转动安装有密封板25，放置盒1的底部四角均设置有地脚，放置盒1的一侧内壁上

设置有紫外杀菌灯21，紫外杀菌灯21上电性连接有开关，通过放置盒1、放置板2、针把放置

槽3、矩形板4、支撑板5、分割板6、第一螺纹孔7、第一螺纹杆8、压紧板9、矩形槽10、矩形块

11、针头放置槽12、第二螺纹孔13、第一方形杆14、第二方形杆15、第二螺纹杆16、第一锥形

齿轮17、手动轴18、第二锥形齿轮19、圆孔20、紫外杀菌灯21、支撑轴22、限位杆23、限位孔24

和密封板25的配合，使用时，将使用后的针灸针进行清洗消毒后放置到对应的针把放置槽3

和针头放置槽12内，扭动对应的第一螺纹杆8，第一螺纹杆8沿对应的第一螺纹孔7转动的同

时向下运动，第一螺纹杆8推动压紧板9将对应的针灸针压紧固定，缓冲垫起到缓冲作用，防

止针灸针变形，扭动手动轴18，手动轴18通过两个第二锥形齿轮19和两个第一锥形齿轮17

分别带动两个第二螺纹杆16转动，两个第二螺纹杆16分别带动两个矩形块11向下滑动，两

个矩形块11带动放置板2向放置盒1的内部运动，直到将所用针灸针全部移动到放置盒1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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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扭动手动轴18，在医务人员使用针灸针时，可通过扭动手动轴18，调节针灸针放置的高

度，方便医务人员取针，盖上密封板25，将紫外杀菌灯21接通室内电源，开启紫外杀菌灯21，

紫外杀菌灯21对放置盒1内部进行杀菌，保证放置盒1内处于无菌状态，本发明中的压紧板9

对应不同尺寸的针灸针设置，分割板6将多个大小不同的针把放置槽3和针头放置槽12进行

分割，本发明经济实用，可对不同类型的针灸针进行分类固定保存，方便医务人员取用针灸

针，提高了工作效率，通过紫外杀菌灯21对放置盒1内部进行杀菌，保证放置盒1内部处于无

菌状态，提高了针灸针的保存效果。

[0026] 本发明使用过程如下：使用时，将使用后的针灸针进行清洗消毒后放置到对应的

针把放置槽3和针头放置槽12内，扭动对应的第一螺纹杆8，第一螺纹杆8沿对应的第一螺纹

孔7转动的同时向下运动，第一螺纹杆8推动压紧板9将对应的针灸针压紧固定，压紧板9带

动对应的限位杆23在限位孔24内滑动，缓冲垫起到缓冲作用，防止针灸针变形，扭动手动轴

18，手动轴18同时带动两个第二锥形齿轮19转动，两个第二锥形齿轮19分别带动两个第一

锥形齿轮17转动，两个第一锥形齿轮17分别带动两个第二螺纹杆16转动，由于两个矩形块

11分别通过两个第二螺纹孔13与两个第二螺纹杆16螺纹连接，两个第二螺纹杆16分别带动

两个矩形块11沿两个矩形槽10向下滑动，两个矩形块11带动放置板2向放置盒1的内部运

动，直到将所用针灸针全部移动到放置盒1内，停止扭动手动轴18，在医务人员使用针灸针

时，可通过扭动手动轴18，调节针灸针放置的高度，方便医务人员取针，盖上密封板25，将紫

外杀菌灯21接通室内电源，开启紫外杀菌灯21，紫外杀菌灯21对放置盒1内部进行杀菌，保

证放置盒1内处于无菌状态。

[002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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