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20551091.9

(22)申请日 2020.04.15

(73)专利权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九八九医院

地址 471000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华夏西

路2号

(72)发明人 姚琳琳　张艳锋　汤倩倩　

(74)专利代理机构 合肥昕华汇联专利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34176

代理人 孙怀香

(51)Int.Cl.

A61G 12/00(2006.01)

A61L 2/18(2006.01)

C02F 1/50(2006.01)

B01F 3/08(2006.01)

B01F 7/18(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神经外科辅助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神经外科辅助装置，

包括装置主体，装置主体的顶端设有配药台，配

药台内一侧设有漏水口，漏水口的底端固定安装

有第一排水管，第一排水管的底端固定安装有积

液箱，积液箱内安装有第一电机，第一电机的底

端固定安装有第一减速机。本实用新型中，通过

将清理液洒在配药台上，实现对于配药台的清

理，清洗液从漏水口通过第一排水管进入到积液

箱内，通过往积液箱内注入杀毒剂来对液体进行

杀毒，从而保证排放的液体不会造成环境污染；

设计的消毒箱能够及时的对使用过的医疗器械

进行消毒处理，消毒之后的器械通过吹风机来进

行干燥处理，从而提高医疗器械的使用效率，进

而提高医护人员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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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神经外科辅助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装置主体(1)，所述装置主体(1)的顶端设

有配药台(2)，所述配药台(2)内一侧设有漏水口(201)，所述漏水口(201)的底端固定安装

有第一排水管(202)，所述第一排水管(202)的底端固定安装有积液箱(4)，所述积液箱(4)

内安装有第一电机(401)，所述第一电机(401)的底端固定安装有第一减速机(402)，所述第

一减速机(402)的底端固定安装有搅拌杆(403)，所述积液箱(4)的一侧设有第一垃圾池

(5)，所述第一垃圾池(5)的一侧设有第二垃圾池(6)，所述第二垃圾池(6)的一侧设有消毒

箱(7)，所述消毒箱(7)的底端与所述装置主体(1)的内部底端固定连接，且所述消毒箱(7)

的内部底端固定安装有电机箱(701)，所述电机箱(701)的内部固定安装有第二电机(702)，

所述第二电机(702)的顶端固定安装有第二减速机(703)，所述第二减速机(703)的顶端固

定安装有第二转轴(704)，所述第二转轴(704)的顶端固定安装有转盘(705)，所述转盘

(705)的顶端固定安装有伸缩气缸(706)，所述伸缩气缸(706)的顶端固定安装有安装板

(707)，所述消毒箱(7)的顶端一侧安装有吹风机(71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神经外科辅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主体(1)的底

端四角处均固定安装有支撑腿(3)，所述支撑腿(3)的底端固定安装有车轮安装板(301)，所

述车轮安装板(301)的底端固定安装有车轮(302)，所述车轮(302)贯穿连接安装有第一转

轴(303)，所述第一转轴(303)的两端与所述车轮安装板(301)的两侧贯穿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神经外科辅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杆(403)上安

装有多组搅拌叶(404)，所述积液箱(4)的一侧固定安装有第二排水管(40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神经外科辅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垃圾池(5)内

安装有第一垃圾桶(501)，所述第二垃圾池(6)内安装有第二垃圾桶(60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神经外科辅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板(707)的一

侧安装有多组挂钩(708)，其另一侧固定安装有托盘固定架(709)。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神经外科辅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主体(1)的一

侧设有盖板出入口(712)，所述消毒箱(7)的顶端安装有盖板(710)，所述盖板(710)为可拆

卸盖板，且所述盖板(710)与所述盖板出入口(712)滑动连接，所述消毒箱(7)的底端一侧固

定安装有第三排水管(711)。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神经外科辅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吹风机(714)的一

侧固定安装有固定座(713)，所述固定座(713)的一侧与所述装置主体(1)的内侧壁固定连

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神经外科辅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主体(1)的一

侧固定安装有两组推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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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神经外科辅助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医疗器械装置技术领域，具体来说，涉及一种神经外科辅助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神经外科(Neurosurgery)是外科学中的一个分支，是在外科学以手术为主要治疗

手段的基础上，应用独特的神经外科学研究方法，研究人体神经系统，如脑、脊髓和周围神

经系统，以及与之相关的附属机构，如颅骨、头皮、脑血管脑膜等结构的损伤、炎症、肿瘤、畸

形和某些遗传代谢障碍或功能紊乱疾病，如：癫痫、帕金森病、神经痛等疾病的病因及发病

机制，并探索新的诊断、治疗、预防技术的一门高、精、尖学科。

[0003] 在神经外科的临床治疗中，最经常使用的就是各种手术，在进行手术后，就需要对

病人进行护理，在护理的过程中需要对病人的伤口进行换药和纱布包扎，在传统的辅助装

置中，对于换药之后的医疗器具不能及时的进行清理消毒，从而降低了换药效率，且在换药

的过程中，对护理车的上沾染的污染物的清理较为麻烦。

[0004] 因此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神经外科辅助装置。

[0005] 针对相关技术中的问题，目前尚未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神经外科辅助装置，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

的问题。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神经外科辅助装置，包括装

置主体，所述装置主体的顶端设有配药台，所述配药台内一侧设有漏水口，所述漏水口的底

端固定安装有第一排水管，所述第一排水管的底端固定安装有积液箱，所述积液箱内安装

有第一电机，所述第一电机的底端固定安装有第一减速机，所述第一减速机的底端固定安

装有搅拌杆，所述积液箱的一侧设有第一垃圾池，所述第一垃圾池的一侧设有第二垃圾池，

所述第二垃圾池的一侧设有消毒箱，所述消毒箱的底端与所述装置主体的内部底端固定连

接，且所述消毒箱的内部底端固定安装有电机箱，所述电机箱的内部固定安装有第二电机，

所述第二电机的顶端固定安装有第二减速机，所述第二减速机的顶端固定安装有第二转

轴，所述第二转轴的顶端固定安装有转盘，所述转盘的顶端固定安装有伸缩气缸，所述伸缩

气缸的顶端固定安装有安装板，所述消毒箱的顶端一侧安装有吹风机。

[0008] 进一步的，所述装置主体的底端四角处均固定安装有支撑腿，所述支撑腿的底端

固定安装有车轮安装板，所述车轮安装板的底端固定安装有车轮，所述车轮贯穿连接安装

有第一转轴，所述第一转轴的两端与所述车轮安装板的两侧贯穿连接。

[0009] 进一步的，所述搅拌杆上安装有多组搅拌叶，所述积液箱的一侧固定安装有第二

排水管。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垃圾池内安装有第一垃圾桶，所述第二垃圾池内安装有第二

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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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进一步的，所述安装板的一侧安装有多组挂钩，其另一侧固定安装有托盘固定架。

[0012] 进一步的，所述装置主体的一侧设有盖板出入口，所述消毒箱的顶端安装有盖板，

所述盖板为可拆卸盖板，且所述盖板与所述盖板出入口滑动连接，所述消毒箱的底端一侧

固定安装有第三排水管。

[0013] 进一步的，所述吹风机的一侧固定安装有固定座，所述固定座的一侧与所述装置

主体的内侧壁固定连接。

[0014] 进一步的，所述装置主体的一侧固定安装有两组推手。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6] 1.本实用新型中，通过将清理液洒在配药台上，实现对于配药台的清理，清洗液从

漏水口通过第一排水管进入到积液箱内，通过往积液箱内注入杀毒剂来对液体进行杀毒，

从而保证排放的液体不会造成环境污染。

[0017] 2.本实用新型中，设计的消毒箱能够及时的对使用过的医疗器械进行消毒处理，

消毒之后的器械通过吹风机来进行干燥处理，从而提高医疗器械的使用效率，进而提高医

护人员的工作效率。

附图说明

[0018]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

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实用新型的

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

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正面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背面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横截面结构示意图。

[0022] 附图标记：

[0023] 1、装置主体；2、配药台；201、漏水口；202、第一排水管；3、支撑腿；301、车轮安装

板；302、车轮；303、第一转轴；4、积液箱；401、第一电机；402、第一减速机；403、搅拌杆；404、

搅拌叶；405、第二排水管；5、第一垃圾池；501、第一垃圾桶；6、第二垃圾池；601、第二垃圾

桶；7、消毒箱；701、电机箱；702、第二电机；703、第二减速机；704、第二转轴；705、转盘；706、

伸缩气缸；707、安装板；708、挂钩；709、托盘固定架；710、盖板；711、第三排水管；712、盖板

出入口；713、固定座；714、吹风机；8、推手。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以及具体实施方式，对实用新型做出进一步的描述：

[0025] 请参阅图1-3，根据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一种神经外科辅助装置，包括装置主体1，

所述装置主体1的顶端设有配药台2，所述配药台2内一侧设有漏水口201，所述漏水口201的

底端固定安装有第一排水管202，所述第一排水管202的底端固定安装有积液箱4，所述积液

箱4内安装有第一电机401，所述第一电机401的底端固定安装有第一减速机402，所述第一

减速机402的底端固定安装有搅拌杆403，所述积液箱4的一侧设有第一垃圾池5，所述第一

垃圾池5的一侧设有第二垃圾池6，所述第二垃圾池6的一侧设有消毒箱7，所述消毒箱7的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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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与所述装置主体1的内部底端固定连接，且所述消毒箱7的内部底端固定安装有电机箱

701，所述电机箱701的内部固定安装有第二电机702，所述第二电机702的顶端固定安装有

第二减速机703，所述第二减速机703的顶端固定安装有第二转轴704，所述第二转轴704的

顶端固定安装有转盘705，所述转盘705的顶端固定安装有伸缩气缸706，所述伸缩气缸706

的顶端固定安装有安装板707，所述消毒箱7的顶端一侧安装有吹风机714。

[0026] 通过本实用新型的上述方案，所述装置主体1的底端四角处均固定安装有支撑腿

3，所述支撑腿3的底端固定安装有车轮安装板301，所述车轮安装板301的底端固定安装有

车轮302，所述车轮302贯穿连接安装有第一转轴303，所述第一转轴303的两端与所述车轮

安装板301的两侧贯穿连接；所述搅拌杆403上安装有多组搅拌叶404，所述积液箱4的一侧

固定安装有第二排水管405；所述第一垃圾池5内安装有第一垃圾桶501，所述第二垃圾池6

内安装有第二垃圾桶601；所述安装板707的一侧安装有多组挂钩708，其另一侧固定安装有

托盘固定架709；所述装置主体1的一侧设有盖板出入口712，所述消毒箱7的顶端安装有盖

板710，所述盖板710为可拆卸盖板，且所述盖板710与所述盖板出入口712滑动连接，所述消

毒箱7的底端一侧固定安装有第三排水管711；所述吹风机714的一侧固定安装有固定座

713，所述固定座713的一侧与所述装置主体1的内侧壁固定连接；所述装置主体1的一侧固

定安装有两组推手8。

[0027] 在具体应用时，通过车轮302便于该装置的移动，在配药台2上进行配药，医护人员

将病者换下的纱布放入到第一垃圾桶501或者第二垃圾桶601内，在换药结束之后，将使用

到的医疗器械放入到消毒箱7内进行消毒处理，镊子、钳子等设备可以挂在挂钩708上，托盘

可以放在托盘固定架709上，然后盖上盖板710，启动第二电机702，第二电机702带动第二减

速机703转动，第二减速机703带动第二转轴704转动，进而带动转盘705转动，从而使得挂钩

708和托盘固定架709上放置的工具能够与消毒箱7内的消毒液充分接触，当消毒工作完成

之后，打开盖板710，通过伸缩气缸706的作用，将挂钩708和托盘固定架709上放置的工具伸

出到消毒箱7外部，然后启动吹风机714对这些消毒后的工具进行干燥处理，通过用清洗液

来对配药台2进行清理，清洗之后的液体通过漏水口201进入到积液箱4内，在积液箱4内注

入杀毒药剂，然后启动第一电机401，第一电机401带动第一减速机402转动，第一减速机402

带动搅拌杆403转动，进而使得搅拌叶404能够将消毒液与清洗液充分混合，进而实现对于

清洗液的消毒处理。

[0028]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定本

实用新型，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

来说，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

进行等同替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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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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6

CN 212592901 U

6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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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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