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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皮肤护理用消毒器，包括储液外壳，储

液外壳上端密闭且固定连通有进液管，进液管上

设有进液单向阀，储液外壳下端密闭且固定连通

有出液管，出液管上设有出液单向阀；进液管与

出液管之间、储液外壳的侧壁上开设有内外通透

的连通口，连通口处的储液外壳密闭固定连接具

有收缩和扩展功能的弹性挤压囊，弹性挤压囊的

中部向外突出；出液管外连接有棉球夹取器，棉

球夹取器包括左右两个夹取单元，夹取单元包括

连接轴，连接轴固定连接在出液管外面，连接轴

与出液管互相垂直，连接轴上铰接相连有套环，

套环外固定连接有上压杆和下夹杆，上压杆位于

下夹杆上方，上压杆、下夹杆和出液管均位于同

一个平面内，上压杆与连接轴上方的出液管之间

设置有扭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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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皮肤护理用消毒器，包括储液外壳（3），其特征在于，储液外壳（3）上端向上伸延

密闭且固定连通有进液管（1），进液管（1）上设有进液单向阀（2），储液外壳（3）下端向下伸

延密闭且固定连通有出液管（6），出液管（6）上设有出液单向阀（5）；进液管（1）与出液管（6）

之间、储液外壳（3）的侧壁上开设有内外通透的连通口（12），连通口（12）处的储液外壳（3）

密闭固定连接具有收缩和扩展功能的弹性挤压囊（4），弹性挤压囊（4）的中部向外突出，弹

性挤压囊（4）位于储液外壳（3）的外部；出液管（6）外连接有棉球夹取器，棉球夹取器包括左

右对称设置的两个夹取单元，夹取单元包括连接轴（9），连接轴（9）固定连接在出液管（6）外

面，连接轴（9）与出液管（6）互相垂直，连接轴（9）上铰接相连有套环（8），套环（8）外固定连

接有上压杆（7）和下夹杆（10），上压杆（7）位于下夹杆（10）上方，上压杆（7）与下夹杆（10）的

夹角为钝角，上压杆（7）、下夹杆（10）和出液管（6）均位于同一个平面内，下夹杆（10）的下端

伸至出液管（6）的下端下方，上压杆（7）与连接轴（9）上方的出液管（6）之间设置有扭簧

（13），扭簧（13）的主体套穿在连接轴（9）外，扭簧（13）主体连接的两根支撑杆分别连接在上

压杆（7）内侧和出液管（6）外侧，左、右下夹杆（10）的下端紧靠在一起、且位于出液管（6）的

下端下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皮肤护理用消毒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下夹杆（10）的下端内侧

固定连接有防脱杆（11），防脱杆（11）与下夹杆（10）互相垂直，左、右防脱杆（11）的内侧紧靠

在一起、且位于所述出液管（6）的下端下方。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皮肤护理用消毒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轴（9）上方的所述

出液管（6）外侧向内凹陷开设有开口向外、前后走向的凹槽（15），所述扭簧（13）的其中一根

支撑杆位于凹槽（15），扭簧（13）的另一根支撑杆自由端一体固定连接有与该支撑杆垂直的

挡杆（14），挡杆（14）位于所述上压杆（7）的内侧。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皮肤护理用消毒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液外壳（3）的侧壁上

左右对称开设两个所述连通口（12），每个连通口（12）处都分别设置一个所述弹性挤压囊

（4）。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皮肤护理用消毒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连通口（12）的形状为椭

圆形。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皮肤护理用消毒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液外壳（3）为中空的

圆柱体。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皮肤护理用消毒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液单向阀（2）密闭固

定连接在所述进液管（1）下端。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皮肤护理用消毒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液单向阀（5）密闭固

定连接在所述出液管（6）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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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护理用消毒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皮肤外科使用的护理工具，尤其涉及一种皮肤护理用消毒

器。

背景技术

[0002] 临床上，患有皮肤病的病人需要经常针对患病部位涂抹药物进行护理，这类药物

包括有液体的药水，目前涂药时采用的操作多是医护人员用镊子夹住棉球，然后到药瓶中

蘸取药液，然后再在病人的皮肤表面进行擦涂，比较麻烦。而且，有时一次蘸取的药液量不

够使用，还需要再次甚至是多次重复蘸取药液，增加了过多的工作量。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针对不足，提供一种操作简单使用方便的皮肤护理用消毒器。

[0004] 本实用新型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皮肤护理用消毒器，包括储液外壳（3），其特征在于，储液外壳（3）上端向上伸

延密闭且固定连通有进液管（1），进液管（1）上设有进液单向阀（2），储液外壳（3）下端向下

伸延密闭且固定连通有出液管（6），出液管（6）上设有出液单向阀（5）；进液管（1）与出液管

（6）之间、储液外壳（3）的侧壁上开设有内外通透的连通口（12），连通口（12）处的储液外壳

（3）密闭固定连接具有收缩和扩展功能的弹性挤压囊（4），弹性挤压囊（4）的中部向外突出，

弹性挤压囊（4）位于储液外壳（3）的外部；出液管（6）外连接有棉球夹取器，棉球夹取器包括

左右对称设置的两个夹取单元，夹取单元包括连接轴（9），连接轴（9）固定连接在出液管（6）

外面，连接轴（9）与出液管（6）互相垂直，连接轴（9）上铰接相连有套环（8），套环（8）外固定

连接有上压杆（7）和下夹杆（10），上压杆（7）位于下夹杆（10）上方，上压杆（7）与下夹杆（10）

的夹角为钝角，上压杆（7）、下夹杆（10）和出液管（6）均位于同一个平面内，下夹杆（10）的下

端伸至出液管（6）的下端下方，上压杆（7）与连接轴（9）上方的出液管（6）之间设置有扭簧

（13），扭簧（13）的主体套穿在连接轴（9）外，扭簧（13）主体连接的两根支撑杆分别连接在上

压杆（7）内侧和出液管（6）外侧，左、右下夹杆（10）的下端紧靠在一起、且位于出液管（6）的

下端下方。

[0006] 根据所述的皮肤护理用消毒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下夹杆（10）的下端内侧固定连

接有防脱杆（11），防脱杆（11）与下夹杆（10）互相垂直，左、右防脱杆（11）的内侧紧靠在一

起、且位于所述出液管（6）的下端下方。

[0007] 根据所述的皮肤护理用消毒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轴（9）上方的所述出液管

（6）外侧向内凹陷开设有开口向外、前后走向的凹槽（15），所述扭簧（13）的其中一根支撑杆

位于凹槽（15），扭簧（13）的另一根支撑杆自由端一体固定连接有与该支撑杆垂直的挡杆

（14），挡杆（14）位于所述上压杆（7）的内侧。

[0008] 根据所述的皮肤护理用消毒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液外壳（3）的侧壁上左右对称

开设两个所述连通口（12），每个连通口（12）处都分别设置一个所述弹性挤压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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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根据所述的皮肤护理用消毒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连通口（12）的形状为椭圆形。

[0010] 根据所述的皮肤护理用消毒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液外壳（3）为中空的圆柱体。

[0011] 根据所述的皮肤护理用消毒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液单向阀（2）密闭固定连接在

所述进液管（1）下端。

[0012] 根据所述的皮肤护理用消毒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液单向阀（5）密闭固定连接在

所述出液管（6）上端。

[0013] 本实用新型通过进液管将药液吸进储液外壳内并存储在其中，再通过出液管将储

液外壳内的药液挤压至出液管外。进液和出液的操作均由挤压弹性挤压囊来实现的，弹性

挤压囊的中部向外突出成为曲面，弹性挤压囊被向内挤压后能够自动复位。进液时将储液

外壳倒立，使进液管位于下方、出液管位于上方，将进液管的自由端伸至药瓶内，挤压弹性

挤压囊，由于进液单向阀具有只进不出的功能、出液单向阀具有只出不时的功能，因此储液

外壳内的空气便经过出液单向阀和出液管排出，而不能通过进液单向阀和进液管排出；去

除对弹性挤压囊的挤压力后，弹性挤压囊自动复位，储液外壳内的压强变小，空气不能通过

出液管和出液单向阀进入到储液外壳内，而是药瓶内的药液通过进液管和进液单向阀进入

到储液外壳内；可以多次反复操作前述挤压步骤，使储液外壳内存入适量的药液。

[0014] 在对病人的皮肤进行护理时，将储液外壳直立，使棉球夹取器位于储液外壳下方，

用拇指和食指向内按捏左右上压杆，左右下夹杆的自由端远离，从而将棉球夹取器打开，可

以方便的夹取棉球，棉球被夹取后是位于出液管的下端的，按压弹性挤压囊，在进液单向阀

和出液单向阀的控制下，储液外壳内的药液便经过出液单向阀和出液管流出至棉球上，储

液外壳内的空气和药液却无法经过进液单向阀和进液管出去；去除对弹性挤压囊的挤压力

后，弹性挤压囊自动复位，储液外壳内的压强变小，外界的空气会经过进液单向阀和进液管

进入到储液外壳内，为下一次挤压药液的操作做好了准备。

[0015] 本实用新型通过挤压的方式直接将药液挤压至棉球上，而且能够做到随用随挤，

操作简单、方便快捷。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左视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图1的A-A剖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图1的B-B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为图1中棉球夹取器的局部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1] 图6为图2中棉球夹取器的局部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2] 图7为图4的局部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3] 附图中：

[0024] 1、进液管；2、进液单向阀；3、储液外壳；4、弹性挤压囊；5、出液单向阀；6、出液管；

7、上压杆；8、套环；9、连接轴；10、下夹杆；11、防脱杆；12、连通口；13、扭簧；14、挡杆；15、凹

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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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特征进行描述，所举实例只用于解释本实用

新型，并非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的范围。

[0026] 如图1至图7所示，一种皮肤护理用消毒器，包括储液外壳（3），储液外壳（3）为中空

的圆柱体，储液外壳（3）上端向上伸延密闭且固定连通有进液管（1），进液管（1）上设有进液

单向阀（2），储液外壳（3）下端向下伸延密闭且固定连通有出液管（6），出液管（6）上设有出

液单向阀（5）；进液管（1）与出液管（6）之间、储液外壳（3）的侧壁上开设有内外通透的连通

口（12），连通口（12）处的储液外壳（3）密闭固定连接具有收缩和扩展功能的弹性挤压囊

（4），弹性挤压囊（4）的中部向外突出，弹性挤压囊（4）位于储液外壳（3）的外部；出液管（6）

外连接有棉球夹取器，棉球夹取器包括左右对称设置的两个夹取单元，夹取单元包括连接

轴（9），连接轴（9）固定连接在出液管（6）外面，连接轴（9）与出液管（6）互相垂直，连接轴（9）

上铰接相连有套环（8），套环（8）外固定连接有上压杆（7）和下夹杆（10），上压杆（7）位于下

夹杆（10）上方，上压杆（7）与下夹杆（10）的夹角为钝角，上压杆（7）、下夹杆（10）和出液管

（6）均位于同一个平面内，下夹杆（10）的下端伸至出液管（6）的下端下方，上压杆（7）与连接

轴（9）上方的出液管（6）之间设置有扭簧（13），扭簧（13）的主体套穿在连接轴（9）外，扭簧

（13）主体连接的两根支撑杆分别连接在上压杆（7）内侧和出液管（6）外侧，左、右下夹杆

（10）的下端紧靠在一起、且位于出液管（6）的下端下方。

[0027] 在本实施例中，下夹杆（10）的下端内侧固定连接有防脱杆（11），防脱杆（11）与下

夹杆（10）互相垂直，左、右防脱杆（11）的内侧紧靠在一起、且位于所述出液管（6）的下端下

方。连接轴（9）上方的所述出液管（6）外侧向内凹陷开设有开口向外、前后走向的凹槽（15），

所述扭簧（13）的其中一根支撑杆位于凹槽（15），扭簧（13）的另一根支撑杆自由端一体固定

连接有与该支撑杆垂直的挡杆（14），挡杆（14）位于所述上压杆（7）的内侧。

[0028] 储液外壳（3）的侧壁上左右对称开设两个所述连通口（12），每个连通口（12）处都

分别设置一个所述弹性挤压囊（4）。进一步的，所述连通口（12）的形状为椭圆形。

[0029] 在本实施例中，进液单向阀（2）密闭固定连接在所述进液管（1）下端。出液单向阀

（5）密闭固定连接在所述出液管（6）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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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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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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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7 页

8

CN 209809299 U

8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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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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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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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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