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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用于麻醉设备的清洗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用于麻醉设备的清

洗装置，属于医疗麻醉清洗设备技术领域，用于

解决麻醉设备难以进行清洗干净，且清洗液不能

循环利用的问题。包括过滤箱，过滤箱上端设置

有清洗箱，清洗箱内部设置有第一清洗箱和第二

清洗箱，第一清洗箱和第二清洗箱的内部均设置

有若干中空刷辊和过滤抽屉，清洗箱上端设置有

电机箱，电机箱内部设有动力机构，清洗箱后端

设置有若干喷水机构；本用于麻醉设备的清洗装

置通过若干中空刷辊和动力机构配合，快速对导

管内部进行清水、消毒液清洗，同时也可人工清

洗导管的外部以及其他设备，清洗快速，清洗效

果好；通过喷水机构与过滤箱及过滤抽屉，对清

洗后的污水污液进行两次渗透过滤循环使用，环

保且成本低。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3页

CN 211757364 U

2020.10.27

CN
 2
11
75
73
64
 U



1.一种用于麻醉设备的清洗装置，包括过滤箱（1），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箱（1）上端设

置有清洗箱（2），清洗箱（2）内部设置有第一清洗箱（2b）和第二清洗箱（2c），第一清洗箱

（2b）和第二清洗箱（2c）的内部均设置有若干中空刷辊（4）和过滤抽屉（5），中空刷辊（4）位

于过滤抽屉（5）上方，清洗箱（2）上端设置有电机箱（2a），电机箱（2a）内部设有动力机构

（6），清洗箱（2）后端设置有若干喷水机构（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麻醉设备的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箱（1）

内部设置有过滤层（1e），过滤箱（1）内部设置有污水箱（1a）、污液箱（1b）、清水箱（1c）和消

毒液箱（1d），过滤层（1e）位于污水箱（1a）和清水箱（1c）之间以及污液箱（1b）和消毒液箱

（1d）之间。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麻醉设备的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箱（2）

的下端设有支腿，支腿固定在污水箱（1a）和污液箱（1b）上方，第一清洗箱（2b）和第二清洗

箱（2c）均设有玻璃箱门（2f），第一清洗箱（2b）和第二清洗箱（2c）的下方均固定有导水锥箱

（2d），导水锥箱（2d）分别位于污水箱（1a）和污液箱（1b）上方。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麻醉设备的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机箱（2a）

内部设置有若干均布的轴承座（2e）。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用于麻醉设备的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水机构

（3）包括潜水泵（3a）、主水管（3b）和支水管（3c），潜水泵（3a）分别位于清水箱（1c）和消毒液

箱（1d）内部，主水管（3b）连接在潜水泵（3a）的出水端，支水管（3c）连接在主水管（3b）的端

部，且支水管（3c）位于电机箱（2a）内部。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用于麻醉设备的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中空刷辊

（4）设有若干不同的规格尺寸，中空刷辊（4）包括辊体（4a）和快速连接头（4b），辊体（4a）的

上端固定在轴承座（2e）的内圈内部，辊体（4a）的上端与支水管（3c）的末端转动连接，快速

连接头（4b）固定在第一清洗箱（2b）和第二清洗箱（2c）的顶板上，辊体（4a）贯穿快速连接头

（4b），辊体（4a）上均设有刷毛（4c）和排水孔。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用于麻醉设备的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动力机构

（6）包括动力电机（6a）、主动链轮（6b）、传动链（6c）和从动链轮（6d），动力电机（6a）固定在

电机箱（2a）内部，主动链轮（6b）固定在动力电机（6a）的输出轴上，从动链轮（6d）分别固定

在辊体（4a）的上端，且从动链轮（6d）位于轴承座（2e）上方，主动链轮（6b）和从动链轮（6d）

上包覆有传动链（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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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麻醉设备的清洗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医疗麻醉清洗设备技术领域，涉及一种清洗装置，特别是一种用

于麻醉设备的清洗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麻醉的含义是通过药物或其他方法使病人整体或局部暂时失去感觉，以达到无痛

的目的，为手术治疗或者其它医疗检查治疗提供条件。

[0003] 麻醉科的医务人员经常会使用麻醉机对病人进行麻醉，麻醉机通过导管与麻醉面

罩连接，面罩直接与患者面部连接，在使用麻醉机时，患者呼出的空气裹带着痰液等污物会

进入软性导管内，而对导管的清洗仅仅是把导管浸泡在清洗液中清洗，无法对导管的内壁

进行良好的清洗。

[0004] 经检索，如中国专利文献公开了一种用于麻醉设备的清洗装置【申请号：

CN201910534568.4；公开号：CN110216108A】。这种用于麻醉设备的清洗装置，包括壳体和盖

体，壳体的内腔后侧壁上端和下端均固定连接有连接板，两个连接板的上表面均匀固定连

接有固定框，固定框的外侧壁套接有麻醉导管，固定框的上端固定连接有弹簧，弹簧固定连

接有管刷，管刷的中部嵌入有第一磁性环，第一磁性环的上表面贴合有第二磁性环，第二磁

性环的上表面固定了连接接有吊绳，壳体的外出被上端与盖体相扣接，盖体的上表面开设

有吊绳口，吊绳的上端贯穿吊绳口固定连接有收卷辊，虽然该可以对麻醉设备用的连接导

管的内侧壁进行一定的清理，但是不能进行不同液体的清洗，且效果不佳，适用范围小，清

洗液不能循环使用，易造成污染和浪费。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针对现有的技术存在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种用于麻醉设备的

清洗装置，该装置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实现对麻醉设备进行多次清洗，且清洗液可以

更环保的循环利用。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可通过下列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7] 一种用于麻醉设备的清洗装置，包括过滤箱，所述过滤箱上端设置有清洗箱，清洗

箱内部设置有第一清洗箱和第二清洗箱，第一清洗箱和第二清洗箱的内部均设置有若干中

空刷辊和过滤抽屉，中空刷辊位于过滤抽屉上方，清洗箱上端设置有电机箱，电机箱内部设

有动力机构，清洗箱后端设置有若干喷水机构。

[0008]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使用者将待清洗的麻醉用导管固定在中空刷辊上，启动

喷水机构和动力机构，动力机构带动中空刷辊转动，喷水机构喷出清水、消毒液，经由中空

刷辊对麻醉用导管的内部进行清洗和消毒清洗，过滤抽屉对清洗的残留物混合液进行一次

格挡过滤，清水、消毒液下落到过滤箱中，可进行二次过滤，过滤后的清水、消毒液还可以经

由喷水机构吸入喷水，可以多次循环利用，效率高，麻醉用导管内部进行清洗完成后，可手

持麻醉导管以及其他的麻醉设备部件，利用转动的中空刷辊，对麻醉用导管的外部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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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麻醉设备部件进行人工清洗。

[0009] 所述过滤箱内部设置有过滤层，过滤箱内部设置有污水箱、污液箱、清水箱和消毒

液箱，过滤层位于污水箱和清水箱之间以及污液箱和消毒液箱之间。

[0010] 采用以上机构，过滤层对污水箱和污液箱进行渗透过滤，过滤到清水箱和消毒液

箱，可进行循环使用。

[0011] 所述清洗箱的下端设有支腿，支腿固定在污水箱和污液箱上方，第一清洗箱和第

二清洗箱均设有玻璃箱门，第一清洗箱和第二清洗箱的下方均固定有导水锥箱，导水锥箱

分别位于污水箱和污液箱上方。

[0012] 采用以上机构，玻璃箱门方便观察内部情况，清洗后的污水和污液经由导水锥箱

落入污水箱和污液箱内部，方便清理污垢，形成水循环。

[0013] 所述电机箱内部设置有若干均布的轴承座。

[0014] 采用以上机构，方便中空刷辊转动。

[0015] 所述喷水机构包括潜水泵、主水管和支水管，潜水泵分别位于清水箱和消毒液箱

内部，主水管连接在潜水泵的出水端，支水管连接在主水管的端部，且支水管位于电机箱内

部。

[0016] 采用以上机构，潜水泵将清水或者消毒液抽取，经由主水管排入支水管内部。

[0017] 所述中空刷辊设有若干不同的规格尺寸，中空刷辊包括辊体和快速连接头，辊体

的上端固定在轴承座的内圈内部，辊体的上端与支水管的末端转动连接，快速连接头固定

在第一清洗箱和第二清洗箱的顶板上，辊体贯穿快速连接头，辊体上均设有刷毛和排水孔。

[0018] 采用以上机构，速连接头可快速连接对麻醉导管，辊体转动，带动刷毛转动，对麻

醉导管的内部进行清洗。

[0019] 所述动力机构包括动力电机、主动链轮、传动链和从动链轮，动力电机固定在电机

箱内部，主动链轮固定在动力电机的输出轴上，从动链轮分别固定在辊体的上端，且从动链

轮位于轴承座上方，主动链轮和从动链轮上包覆有传动链。

[0020] 采用以上机构，动力电机的输出轴转动，带动主动链轮转动，从而带动传动链转

动，继而带动若干从动链轮同时转动，即带动中空刷辊在轴承座内部转动。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用于麻醉设备的清洗装置具有以下优点：

[0022] 1、通过若干中空刷辊和动力机构配合使用，可快速对麻醉用导管的内部进行快速

清水以及消毒液清洗，同时也可人工清洗麻醉用导管的外部以及其他的设备，清洗快速，清

洗效果好；

[0023] 2、通过喷水机构与过滤箱以及过滤抽屉，对清洗后的污水污液进行两次渗透过

滤，清洗液、消毒液可循环使用，更环保、成本更低，也避免了污染。

附图说明

[0024] 图1本实用新型前侧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本实用新型后侧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6] 图3本实用新型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7] 图中：1-过滤箱、1a-污水箱、1b-污液箱、1c-清水箱、1d-消毒液箱、1e-过滤层、2-

清洗箱、2a-电机箱、2b-第一清洗箱、2c-第二清洗箱、2d-导水锥箱、2e-轴承座、2f-玻璃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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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3-喷水机构、3a-潜水泵、3b-主水管、3c-支水管、4-中空刷辊、4a-辊体、4b-快速连接头、

4c-刷毛、5-过滤抽屉、6-动力机构、6a-动力电机、6b-主动链轮、6c-传动链、6d-从动链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专利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详细地说明。

[0029] 下面详细描述本专利的实施例，所述实施例的示例在附图中示出，其中自始至终

相同或类似的标号表示相同或类似的元件或具有相同或类似功能的元件。下面通过参考附

图描述的实施例是示例性的，仅用于解释本专利，而不能理解为对本专利的限制。

[0030] 在本专利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中心”、“上”、“下”、“前”、“后”、“左”、

“右”、“竖直”、“水平”、“顶”、“底”、“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

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专利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

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专利的限制。

[0031] 在本专利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装”、“相

连”、“连接”、“设置”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相连、设置，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设

置，或一体地连接、设置。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

语在本专利中的具体含义。

[0032] 请参阅图1-3，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用于麻醉设备的清洗装置，包括过滤箱1，所述

过滤箱1上端设置有清洗箱2，清洗箱2内部设置有第一清洗箱2b和第二清洗箱2c，第一清洗

箱2b和第二清洗箱2c的内部均设置有若干中空刷辊4和过滤抽屉5，中空刷辊4位于过滤抽

屉5上方，清洗箱2上端设置有电机箱2a，电机箱2a内部设有动力机构6，清洗箱2后端设置有

若干喷水机构3，使用者将待清洗的麻醉用导管固定在中空刷辊4上，启动喷水机构3和动力

机构6，动力机构6带动中空刷辊4转动，喷水机构3喷出清水、消毒液，经由中空刷辊4对麻醉

用导管的内部进行清洗和消毒清洗，过滤抽屉5对清洗的残留物混合液进行一次格挡过滤，

清水、消毒液下落到过滤箱1中，可进行二次过滤，过滤后的清水、消毒液还可以经由喷水机

构3吸入喷水，可以多次循环利用，效率高，麻醉用导管内部进行清洗完成后，可手持麻醉导

管以及其他的麻醉设备部件，利用转动的中空刷辊4，对麻醉用导管的外部和其他的麻醉设

备部件进行人工清洗。

[0033] 所述过滤箱1内部设置有过滤层1e，过滤箱1内部设置有污水箱1a、污液箱1b、清水

箱1c和消毒液箱1d，过滤层1e位于污水箱1a和清水箱1c之间以及污液箱1b和消毒液箱1d之

间，过滤层1e对污水箱1a和污液箱1b进行渗透过滤，过滤到清水箱1c和消毒液箱1d，可进行

循环使用。

[0034] 所述清洗箱2的下端设有支腿，支腿固定在污水箱1a和污液箱1b上方，在本实施例

中，上述固定方式采用焊接，第一清洗箱2b和第二清洗箱2c均设有玻璃箱门2f，第一清洗箱

2b和第二清洗箱2c的下方均固定有导水锥箱2d，在本实施例中，上述固定方式采用螺栓连

接，导水锥箱2d分别位于污水箱1a和污液箱1b上方，玻璃箱门2f方便观察内部情况，清洗后

的污水和污液经由导水锥箱2d落入污水箱1a和污液箱1b内部，方便清理污垢，形成水循环。

[0035] 所述电机箱2a内部设置有若干均布的轴承座2e，方便中空刷辊4转动。

[0036] 所述喷水机构3包括潜水泵3a、主水管3b和支水管3c，潜水泵3a分别位于清水箱1c

和消毒液箱1d内部，主水管3b连接在潜水泵3a的出水端，支水管3c连接在主水管3b的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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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支水管3c位于电机箱2a内部，潜水泵3a将清水或者消毒液抽取，经由主水管3b排入支水

管3c内部。

[0037] 所述中空刷辊4设有若干不同的规格尺寸，中空刷辊4包括辊体4a和快速连接头

4b，辊体4a的上端固定在轴承座2e的内圈内部，在本实施例中，上述固定方式采用过盈配

合，辊体4a的上端与支水管3c的末端转动连接，快速连接头4b固定在第一清洗箱2b和第二

清洗箱2c的顶板上，辊体4a贯穿快速连接头4b，辊体4a上均设有刷毛4c和排水孔，速连接头

4可快速连接对麻醉导管，辊体4a转动，带动刷毛4c转动，对麻醉导管的内部进行清洗。

[0038] 所述动力机构6包括动力电机6a、主动链轮6b、传动链6c和从动链轮6d，动力电机

6a固定在电机箱2a内部，在本实施例中，上述固定方式采用螺栓连接，主动链轮6b固定在动

力电机6a的输出轴上，在本实施例中，上述固定方式采用键连接，从动链轮6d分别固定在辊

体4a的上端，在本实施例中，上述固定方式采用键连接，且从动链轮6d位于轴承座2e上方，

主动链轮6b和从动链轮6d上包覆有传动链6c，动力电机6a的输出轴转动，带动主动链轮6b

转动，从而带动传动链6c转动，继而带动若干从动链轮6d同时转动，即带动中空刷辊4在轴

承座2e内部转动。

[0039]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

[0040] 根据待清洗的麻醉用导管的尺寸，使用者将待清洗的麻醉用导管固定在第一清洗

箱2b内部相应的中空刷辊4上，进行清水清洗，将麻醉用导管穿过辊体4a，刷毛4c柔软的接

触在麻醉用导管的内部，导管的端部固定在快速连接头4b的内部，启动潜水泵3和动力电机

6a，潜水泵3a将清水或者消毒液抽取，经由主水管3b排入支水管3c内部，通入辊体4a内部，

经由排水孔排出，排到辊体4a和麻醉用导管之间，动力电机6a的输出轴转动，带动主动链轮

6b转动，从而带动传动链6c转动，继而带动若干从动链轮6d转动，从动链轮6d带动中空刷辊

4同步转动，中空刷辊4的刷毛4c转动对麻醉用导管的内部进行第一次清水清洗，内部清洗

完成后，使用者手持麻醉导管以及其他的麻醉设备部件，利用转动的中空刷辊4的刷毛4c，

对麻醉用导管的外部以及其他的麻醉设备部件进行清洗；

[0041] 麻醉用导管的内外部均清水清洗完成后，将麻醉用导管从该快速连接头4b取下，

然后将该麻醉用导管固定在第二清洗箱2c内部相应的中空刷辊4上，再对麻醉用导管进行

内外部消毒液清洗。

[0042] 综上，通过若干中空刷辊4和动力机构6配合使用，可快速对麻醉用导管的内部进

行快速清水以及消毒液清洗，同时也可人工清洗麻醉用导管的外部以及其他的设备，清洗

快速，清洗效果好；通过喷水机构3与过滤箱1以及过滤抽屉5，对清洗后的污水污液进行两

次渗透过滤，清洗液、消毒液可循环使用，更环保、成本更低，也避免了污染。

[0043] 上面对本专利的较佳实施方式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专利并不限于上述实施方

式，在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专利宗旨的前提下

做出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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