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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外科用护理换药车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外科用护理换药车，

包括直行轮，万向轮，箱体，置物台，冲洗装置，消

毒杀菌机构，蓄电池，抽屉，医疗废弃箱和箱门，

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冲洗装置，使用完医具后，

将医具通过冲洗口伸入至喷头的下方，按住开

关，水泵将储药罐内的消毒液通过循环管和喷头

喷向医具，实现对医具的冲洗及消毒，还能对使

用后的消毒液进行收集，避免出现污染；通过设

置消毒杀菌机构，将不同的医具分开放置，消毒

灯会对医具进行紫外线消毒和杀菌；通过设置医

疗废弃箱，使用时，通过拉手拉动活动舌，活动舌

通过滑槽滑出，将更换后的纱布和废弃物扔进储

废箱内，推动活动舌使得活动舌与储废箱闭合，

有效的防止异味扩散或者招惹蝇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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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外科用护理换药车，其特征在于：包括直行轮(1)，万向轮(2)，箱体(3)，置物台

(4)，冲洗装置(5)，消毒杀菌机构(6)，蓄电池(7)，抽屉(8)，医疗废弃箱(9)，箱门(10)和把

手(11)，所述直行轮(1)采用2个，通过螺栓安装在箱体(3)右端下方的两侧；所述万向轮(2)

采用2个，通过螺栓安装在箱体(3)左端下方的两侧；所述置物台(4)钉在箱体(3)的上部；所

述冲洗装置(5)设置在箱体(3)的一侧，并与蓄电池(7)通过导线连接；所述消毒杀菌机构

(6)设置在冲洗装置(5)的下方，并与蓄电池(7)通过导线连接；所述抽屉(8)采用2个，设置

在医疗废弃箱(9)的上部；所述医疗废弃箱(9)嵌装在箱体(3)的右下端；所述箱门(10)设置

在医疗废弃箱(9)的外部，并与箱体(3)通过铰链连接；所述把手(11)设置在箱体(3)的一

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外科用护理换药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冲洗装置(5)包括

容纳腔(51)，储药罐(52)，水泵(53)，循环管(54)，喷头(55)，冲洗口(56)，开关(57)，外置板

(58)和接水箱(59)，所述容纳腔(51)开设在箱体(3)内部；所述储药罐(52)设置在容纳腔

(51)内部；所述水泵(53)通过循环管(54)分别与储药罐(52)和喷头(55)连接，并通过导线

分别与开关(57)和蓄电池(7)连接；所述冲洗口(56)开设在外置板(58)上，并低于喷头(55)

8-10cm；所述开关(57)嵌装在外置板(58)上，通过导线与蓄电池(7)连接；所述接水箱(59)

设置在喷头(55)的下方。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外科用护理换药车，其特征在于：所述消毒杀菌机构(6)

包括存放腔(61)，隔板(62)，横板(63)，消毒灯(64)和灯开关(65)，所述存放腔(61)开设在

冲洗装置(5)的下方；所述隔板(62)两端与存放腔(61)通过汽钉连接；所述横板(63)采用多

个，分别与隔板(62)和存放腔(61)通过汽钉连接；所述消毒灯(64)至少采用1个，通过螺钉

安装在存放腔(61)的内部，通过导线分别与灯开关(65)和蓄电池(7)连接；所述灯开关(65)

嵌装在箱体(3)的一侧，并与蓄电池(7)通过导线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外科用护理换药车，其特征在于：所述隔板(62)和横板

(63)垂直设置，形成多个矩形槽。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外科用护理换药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医疗废弃箱(9)包

括储废箱(91)，活动舌(92)，拉手(93)和滑槽(94)，所述储废箱(91)设置为长方体状；所述

活动舌(92)通过铰链安装在储废箱(91)的一侧；所述拉手(93)通过螺钉安装在活动舌(92)

的外侧；所述滑槽(94)开设在活动舌(92)的两侧。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外科用护理换药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储废箱(91)内部两

侧设置有2个滑柱，与滑槽(94)滑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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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外科用护理换药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护理换药车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外科用护理换药车。

背景技术

[0002] 医院里，护士在给病人换药时，大都使用换药车，可见，换药车的性能直接影响到

病人的健康，由于患者的病情不同，一辆换药车在给不同病人同时换药时，换药车的工作台

容易受到换下的污物敷料污染，不方便清理，既不卫生也不安全，在不清理的情况下给下一

位患者换药，容易造成交叉感染，影响下一位患者健康。

[0003] 为此，提出一种外科用护理换药车。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外科用护理换药车，方便护士推动和方向掌控，

使用的剪刀，镊子，小刀等医具能够及时冲洗和消毒杀菌，设置有专门存放医疗废弃物的箱

子，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外科用护理换药车，包括直

行轮，万向轮，箱体，置物台，冲洗装置，消毒杀菌机构，蓄电池，抽屉，医疗废弃箱和箱门，所

述直行轮采用2个，通过螺栓安装在箱体右端下方的两侧；所述万向轮采用2个，通过螺栓安

装在箱体左端下方的两侧；所述置物台钉在箱体的上部；所述冲洗装置设置在箱体的一侧，

并与蓄电池通过导线连接；所述消毒杀菌机构设置在冲洗装置的下方，并与蓄电池通过导

线连接；所述抽屉采用2个，设置在医疗废弃箱的上部；所述医疗废弃箱嵌装在箱体的右下

端；所述箱门设置在医疗废弃箱的外部，并与箱体通过铰链连接；所述把手设置在箱体的一

侧。

[0006] 优选的，所述冲洗装置包括容纳腔，储药罐，水泵，循环管，喷头，冲洗口，开关，外

置板和接水箱，所述容纳腔开设在箱体内部；所述储药罐设置在容纳腔内部；所述水泵通过

循环管分别与储药罐和喷头连接，并通过导线分别与开关和蓄电池连接；所述冲洗口开设

在外置板上，并低于喷头8-10cm；所述开关嵌装在外置板上，通过导线与蓄电池连接；所述

接水箱设置在喷头的下方；所述水泵采用HG24-12E型；所述开关具体采用R13-507型点动开

关；对医具进行冲洗时，将医具通过冲洗口伸入至喷头的下方，按住开关，水泵将储药罐内

的消毒液通过循环管和喷头喷向医具，实现对医具的冲洗及消毒。

[0007] 优选的，所述消毒杀菌机构包括存放腔，隔板，横板，消毒灯和灯开关，所述存放腔

开设在冲洗装置的下方；所述隔板两端与存放腔通过汽钉连接；所述横板采用多个，分别与

隔板和存放腔通过汽钉连接；所述消毒灯至少采用1个，通过螺钉安装在存放腔的内部，通

过导线分别与灯开关和蓄电池连接；所述灯开关嵌装在箱体的一侧，并与蓄电池通过导线

连接；所述消毒灯具体采用SJZX-TB-ZY092803型；消毒完毕后的医具放置在隔板和横板形

成的矩形槽内，消毒灯会对医具进行紫外线消毒和杀菌，提高了医具消毒效果。

[0008] 优选的，所述隔板和横板垂直设置，形成多个矩形槽，将不同的医具分开放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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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避免医具在使用时出现交叉感染的情况。

[0009] 优选的，所述医疗废弃箱包括储废箱，活动舌，拉手和滑槽，所述储废箱设置为长

方体状；所述活动舌通过铰链安装在储废箱的一侧；所述拉手通过螺钉安装在活动舌的外

侧；所述滑槽开设在活动舌的两侧，使用时，通过拉手拉动活动舌，活动舌通过滑槽滑出，将

更换后的纱布和废弃物扔进储废箱内，推动活动舌使得活动舌与储废箱闭合，有效的防止

异味扩散或者招惹蝇虫。

[0010] 优选的，所述储废箱内部两侧设置有2个滑柱，与滑槽滑动连接，能对活动舌起到

限位的效果，避免使用时出现过度拉伸或闭合造成活动舌损坏，闭合不紧的情况出现。

[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2] 1、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冲洗装置，使用完医具后，将医具通过冲洗口伸入至喷头

的下方，按住开关，水泵将储药罐内的消毒液通过循环管和喷头喷向医具，实现对医具的冲

洗及消毒，还能对使用后的消毒液进行收集，避免出现污染；

[0013] 2、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消毒杀菌机构，将不同的医具分开放置，消毒灯会对医具

进行紫外线消毒和杀菌，提高了医具消毒效果；

[0014] 3、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医疗废弃箱，使用时，通过拉手拉动活动舌，活动舌通过

滑槽滑出，将更换后的纱布和废弃物扔进储废箱内，推动活动舌使得活动舌与储废箱闭合，

有效的防止异味扩散或者招惹蝇虫；

[0015] 4、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直行轮和万向轮，万向轮设置在把手的一侧，方便了护士

的推行和方向控制。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冲洗装置半剖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消毒杀菌机构的剖视图；

[0019]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医疗废弃箱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1、直行轮；2、万向轮；3、箱体；4、置物台；5、冲洗装置；51、容纳腔；52、储药

罐；53、水泵；54、循环管；55、喷头；56、冲洗口；57、开关；58、外置板；59、接水箱；6、消毒杀菌

机构；61、存放腔；62、隔板；63、横板；64、消毒灯；65、灯开关；7、蓄电池；8、抽屉；9、医疗废弃

箱；91、储废箱；92、活动舌；93、拉手；94、滑槽；10、箱门；11、把手。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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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2] 请参阅图1-4，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外科用护理换药车，如图1和4

所示，包括直行轮1，万向轮2，箱体3，置物台4，冲洗装置5，消毒杀菌机构6，蓄电池7，抽屉8，

医疗废弃箱9和箱门10，所述直行轮1采用2个，通过螺栓安装在箱体3右端下方的两侧；所述

万向轮2采用2个，通过螺栓安装在箱体3左端下方的两侧；所述置物台4钉在箱体3的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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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冲洗装置5设置在箱体3的一侧，并与蓄电池7通过导线连接；所述消毒杀菌机构6设置

在冲洗装置5的下方，并与蓄电池7通过导线连接；所述抽屉8采用2个，设置在医疗废弃箱9

的上部；所述医疗废弃箱9嵌装在箱体3的右下端；所述箱门10设置在医疗废弃箱9的外部，

并与箱体3通过铰链连接；所述把手11设置在箱体3的一侧。

[0023] 具体的，如图2所示，所述冲洗装置5包括容纳腔51，储药罐52，水泵53，循环管54，

喷头55，冲洗口56，开关57，外置板58和接水箱59，所述容纳腔51开设在箱体3内部；所述储

药罐52设置在容纳腔51内部；所述水泵53通过循环管54分别与储药罐52和喷头55连接，并

通过导线分别与开关57和蓄电池7连接；所述冲洗口56开设在外置板58上，并低于喷头558-

10cm；所述开关57嵌装在外置板58上，通过导线与蓄电池7连接；所述接水箱59设置在喷头

55的下方；所述水泵53采用HG24-12E型；所述开关57具体采用R13-507型点动开关。

[002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对医具进行冲洗时，将医具通过冲洗口56伸入至喷头55

的下方，按住开关57，水泵53将储药罐52内的消毒液通过循环管54和喷头55喷向医具，实现

对医具的冲洗及消毒。

[0025] 具体的，如图3所示，所述消毒杀菌机构6包括存放腔61，隔板62，横板63，消毒灯64

和灯开关65，所述存放腔61开设在冲洗装置5的下方；所述隔板62两端与存放腔61通过汽钉

连接；所述横板63采用多个，分别与隔板62和存放腔61通过汽钉连接；所述消毒灯64至少采

用1个，通过螺钉安装在存放腔61的内部，通过导线分别与灯开关65和蓄电池7连接；所述灯

开关65嵌装在箱体3的一侧，并与蓄电池7通过导线连接；所述消毒灯64具体采用SJZX-TB-

ZY092803型。

[002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消毒完毕后的医具放置在隔板62和横板63形成的矩形槽

内，消毒灯64会对医具进行紫外线消毒和杀菌，提高了医具消毒效果。

[0027] 具体的，如图3所示，所述隔板62和横板63垂直设置，形成多个矩形槽。

[002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将不同的医具分开放置，有效的避免医具在使用时出现

交叉感染的情况。

[0029] 具体的，如图4所示，所述医疗废弃箱9包括储废箱91，活动舌92，拉手93和滑槽94，

所述储废箱91设置为长方体状；所述活动舌92通过铰链安装在储废箱91的一侧；所述拉手

93通过螺钉安装在活动舌92的外侧；所述滑槽94开设在活动舌92的两侧。

[003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使用时，通过拉手93拉动活动舌92，活动舌92通过滑槽94

滑出，将更换后的纱布和废弃物扔进储废箱91内，推动活动舌92使得活动舌92与储废箱91

闭合，有效的防止异味扩散或者招惹蝇虫。

[0031] 具体的，如图4所示，所述储废箱91内部两侧设置有2个滑柱，与滑槽94滑动连接。

[003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能对活动舌92起到限位的效果，避免使用时出现过度拉

伸或闭合造成活动舌损坏，闭合不紧的情况出现。

[0033] 工作原理：使用完医具后，将医具通过冲洗口56伸入至喷头55的下方，按住开关

57，水泵53将储药罐52内的消毒液通过循环管54和喷头55喷向医具，实现对医具的冲洗及

消毒，消毒完毕后的医具分开放置在隔板62和横板63形成的矩形槽内，消毒灯64会对医具

进行紫外线消毒和杀菌，提高了医具消毒效果，通过拉手93拉动活动舌92，活动舌92通过滑

槽94滑出，将更换后的纱布和废弃物扔进储废箱91内，推动活动舌92使得活动舌92与储废

箱91闭合，有效的防止异味扩散或者招惹蝇虫，万向轮2设置在把手11的一侧，方便了护士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210158860 U

5



的推行和方向控制。

[0034]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

可以理解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

改、替换和变型，本实用新型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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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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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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