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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专利涉及医疗消毒领域，
具体公开了一种
火罐消毒装置，
本消毒设备在对玻璃火罐进行消
毒时，
清洗盒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让毛刷能一直紧
贴玻璃火罐的内壁，
同时毛刷能够转动，
进而对
玻璃火罐内壁上的杂质进行清理，
清理的同时消
毒液能够从出水孔中喷出，
进而对玻璃火罐进行
全面的消毒，
能极大的降低医务人员的工作量，
还提高了玻璃火罐的消毒效率。
所以本方案能提
高玻璃火罐的消毒效率，
降低医务人员的劳动强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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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火罐消毒装置，
包括清洗台、
固定架和动力机构，
所述清洗台上设有放置玻璃火
罐的凹槽，
固定架可拆卸安装在清洗台的上方，
所述动力机构包括电动机和负压抽吸机，
所
述电动机和负压抽吸机均固定安装在固定架上，
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清洗机构，
所述清洗机
构包括竖直设置的转轴、传动齿、转板、滑块和若干清洗单元；
所述传动齿同轴安装在转轴
上，
且传动齿与电动机连接，
所述转轴内设有流通腔，
转轴的上端与负压抽吸机连通，
转轴
的下端设有与流通腔连通的抽吸口，
所述滑块竖直滑动设置在转轴上，
转板水平固定安装
在滑块上；
所述清洗单元包括第一波纹管、第一拉簧和清洁盒，
所述第一拉簧同轴安装在第
一波纹管内，
且第一拉簧和第一波纹管的一端均与滑块的周壁固定连接，
第一拉簧和第一
波纹管的另一端均与清洁盒的一侧固定连接，
所述清洁盒的下侧面与转板的上表面接触，
所述清洁盒内设有容纳腔，
所述清洁盒远离转轴的一侧上设有若干毛刷和若干与容纳腔连
通的出水孔，
毛刷的一端与清洁盒的表面固定连接。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火罐消毒装置，
其特征在于，
相邻两个清洁盒之间均设有
连通容纳腔的第二波纹管，
所述第二波纹管内同轴安装有第二拉簧，
第二拉簧的两端分别
均与两个清洁盒固定连接。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火罐消毒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毛刷倾斜设置，
且毛刷
远离清洁盒的一端向下倾斜。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火罐消毒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转轴的下端可拆卸安装
有清洗刷，
清洗刷的下表面与玻璃火罐的内壁接触。
5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火罐消毒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凹槽内壁设有电热丝，
电热丝与玻璃火罐的外壁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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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火罐消毒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医疗消毒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火罐消毒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拔罐疗法是以罐为工具，
利用燃火、抽气等方法产生负压，
使之吸附于体表特定拔
罐部位，
产生刺激经络穴位，
达到养生保健的目的。拔火罐常用于感冒、颈肩腰腿疼痛、肥
胖、头痛、
中暑、青春痘、
胃脘痛及慢性疲劳综合征等疾病的防治。一般采用竹罐、
玻璃火罐
或抽气罐进行拔火罐，
其中玻璃火罐由耐热玻璃加工制成，
具有罐口光滑，质地透明，
便于
观察拔罐部位皮肤充血、
瘀血程度的优点，
是目前临床应用最广泛的罐具。
[0003] 玻璃火罐如附图1所示，
由罐体1、颈部2和凸起部3组成，
罐体1的形如球状，
罐体1
下端设有开口，
颈部2的上端与罐体1下端开口固定连接，
凸起部3与颈部2的下端连接，
突起
部3的下表面与人体接触。
[0004] 拔火罐的过程中，
人体在火罐的温热作用下毛孔张开，
汗渍、
毛发等会附着于罐体
的内壁上。
玻璃火罐使用后必须进行全面清洗和消毒，
否则可能导致艾滋病、
乙肝等血液疾
病和皮肤病通过玻璃火罐传播。
由于罐体1的直径是变化，
在医务人员对罐体1进行清洗时，
罐体1直径有较大变化的部分清洗困难，
清洗效率低，
也容易清洗不到位，
还会极大的增加
医务人员的工作量。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意在提供一种火罐消毒装置，
以提高玻璃火罐的消毒效率，
降低医务人员
的劳动强度。
[0006]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
本发明的基础方案如下：
一种火罐消毒装置，
包括清洗台、
固
定架和动力机构，
所述清洗台上设有放置玻璃火罐的凹槽，
固定架可拆卸安装在清洗台的
上方，
所述动力机构包括电动机和负压抽吸机，
所述电动机和负压抽吸机均固定安装在固
定架上，
还包括清洗机构，
所述清洗机构包括竖直设置的转轴、
传动齿、
转板、
滑块和若干清
洗单元；
所述传动齿同轴安装在转轴上，
且传动齿与电动机连接，
所述转轴内设有流通腔，
转轴的上端与负压抽吸机连通，
转轴的下端设有与流通腔连通的抽吸口，
所述滑块竖直滑
动设置在转轴上，
转板水平固定安装在滑块上；
所述清洗单元包括第一波纹管、第一拉簧和
清洁盒，
所述第一拉簧同轴安装在第一波纹管内，
且第一拉簧和第一波纹管的一端均与滑
块的周壁固定连接，
第一拉簧和第一波纹管的另一端均与清洁盒的一侧固定连接，
所述清
洁盒的下侧面与转板的上表面接触，
所述清洁盒内设有容纳腔，
所述清洁盒远离转轴的一
侧上设有若干毛刷和若干与容纳腔连通的出水孔，
毛刷的一端与清洁盒的表面固定连接。
[0007] 基础方案的原理：
操作时 ，
将玻璃火罐竖直放置到凹槽内 ，
且玻璃火罐的开口朝
上，
然后将固定架安装在清洗台的上方，
此时转轴位于玻璃火罐内，
转轴的下端与玻璃火罐
的底部接触；
然后启动负压抽吸机和电动机，
电动机带动传动齿和转轴转动；
然后启动滑
块，
滑块带动转板和清洗单元沿转轴向下移动，
此过程中清洁单元中的清洗盒受到离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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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
清洗盒向远离转轴的一侧移动，
进而让毛刷与玻璃火罐的内壁贴合，
同时清洗盒内
的消毒液能够从出水孔中喷出，
喷洒到玻璃火罐的内壁上，
此时毛刷和消毒液能对玻璃火
罐的内壁进行冲刷和清洗。
[0008] 喷出的消毒液能够沿玻璃火罐的内壁流动至玻璃火罐的底部，
此时负压抽吸机能
够让转轴的流通腔内形成负压，
转轴的抽吸口能对玻璃火罐内的消毒液进行抽吸，
进而将
消毒液中混合的汗渍、
毛发等一同吸出。
[0009] 当滑块移动至转轴的下端时，
关闭电动机和滑块，
完成对玻璃火罐内壁的快速消
毒。
[0010] 基础方案的优点：
1、转轴转动时，
清洗盒和清洗盒内的消毒液均受到离心力的作
用进而从出水孔喷出，
第一拉簧和第一波纹管被拉伸，
使清洗盒上的毛刷能与玻璃火罐的
内壁接触，
对玻璃火罐内壁上的污渍进行清理，
同时消毒液对玻璃火罐的内壁有足够大的
冲击力，
能加快杂质的清理速度；
2、
清洗盒与转板的上表面接触，
便于在完成玻璃火罐内壁
的消毒后，
第一拉簧能够拉动清洗盒沿转板回到原位，
同时第一波纹管能够对消毒水进行
阻挡，
避免第一拉簧被腐蚀，
增长第一拉簧的使用寿命；
3、转轴和负压抽吸机的设置，
使使
用后的消毒液能够被快速的抽吸出来，
在抽吸消毒液的同时能让消毒液中混合的汗渍、毛
发等被一同排出，
能够避免杂质等沉淀在玻璃火罐的底部。
[0011] 综上所述，
本消毒设备在对玻璃火罐进行消毒时，
清洗盒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让毛
刷能一直紧贴玻璃火罐的内壁，
同时毛刷能够转动，
进而对玻璃火罐内壁上的杂质进行清
理，
清理的同时消毒液能够从出水孔中喷出，
进而对玻璃火罐进行全面的消毒，
能极大的降
低医务人员的工作量，
还提高了玻璃火罐的消毒效率。
[0012] 优选方案一：
作为基础方案的优选方案，
相邻两个清洁盒之间均设有连通容纳腔
的第二波纹管，
所述第二波纹管内同轴安装有第二拉簧，
第二拉簧的两端分别均与两个清
洁盒固定连接。通过上述设置，
当转轴转动时，
所有的清洗盒向远离第一拉簧的方向移动，
各个清洗盒之间的间距变大，
进而让各个清洁盒之间的第二拉簧被均匀的拉伸，
让清洗盒
的分布更加均匀，
同时容纳腔内的消毒液能够在第二波纹管中流动，
让各个容纳腔内的消
毒液的量也十分平均，
便于对玻璃火罐内壁进行全面而均匀的消毒。
[0013] 优选方案二：
作为优选方案一的优选方案，
所述毛刷倾斜设置，
且毛刷远离清洁盒
的一端向下倾斜。通过上述设置，
当消毒液喷溅到毛刷上时，
倾斜的毛刷将消毒液向下导
流，
进而让多余的消毒液沿玻璃火罐的内壁流动，
便于消毒液对内壁上的粘附的杂质进行
提前浸泡，
能提高杂质的清理效率，
同时便于消毒液对整个玻璃火罐进行快速全面的消毒。
[0014] 优选方案三：
作为优选方案二的优选方案，
所述转轴的下端可拆卸安装有清洗刷，
清洗刷的下表面与玻璃火罐的内壁接触。通过上述设置，
转轴转动的同时带动清洗刷转动，
进而对玻璃火罐的底部进行清洗；
同时清洗刷在转动时，
能够避免流动至玻璃火罐底部的
消毒液内的杂质沉淀在玻璃火罐的底部，
便于抽吸口将消毒液中的杂质一起吸出，
能有效
的提高玻璃火罐底部的清洁度。
[0015] 优选方案四：
作为优选方案三的优选方案，
所述凹槽内壁设有电热丝，
电热丝与玻
璃火罐的外壁接触。通过上述设置，
电热丝与玻璃火罐的外壁贴合，
此时电热丝发出的热量
能让玻璃火罐的内壁快速干燥，
便于将玻璃火罐能够快速投入到下一次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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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玻璃火罐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一种火罐消毒装置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图1中清洗机构的俯视图；
[0019] 图4为图1中A处的局部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1] 说明书附图中的附图标记包括：
清洗台10、
电热丝101、
固定架20、
电动机201、
负压
抽吸机202、
转轴30、传动齿301、
流通腔302、抽吸口303、清洗刷304、滑块40、
转板401、清洁
盒50、第一波纹管501、第一拉簧502、第二波纹管503、第二拉簧504、
出水孔505、
毛刷506、
容
纳腔507、
进液口508、
玻璃火罐60。
[0022] 实施例基本如附图1、
附图2、
附图3和附图4所示：
一种火罐消毒装置，
包括清洗台
10、
固定架20、动力机构和清洗机构，
清洗台10上设有放置玻璃火罐60的凹槽，
凹槽的形状
与玻璃火罐60的形状一致，
凹槽内壁设有电热丝101，
电热丝101与玻璃火罐60的外壁接触；
固定架20卡扣安装在清洗台10的上方。动力机构包括电动机201和负压抽吸机202，
电动机
201和负压抽吸机202均焊接在固定架20上。
[0023] 清洗机构包括竖直设置的转轴30、
传动齿301、转板401、滑块40和十个清洗单元；
传动齿301同轴安装在转轴30上，
且传动齿301与电动机201连接；
转轴30内设有流通腔302，
转轴30的上端与负压抽吸机202连通，
转轴30的下端设有与流通腔302连通的抽吸口303，
转
轴30的下端的抽吸口303处卡扣连接有清洗刷304，
清洗刷304的下表面与玻璃火罐60的内
壁接触。滑块40竖直滑动设置在转轴30上，
转板401水平焊接在滑块40上。
[0024] 清洗单元包括第一波纹管501、
第一拉簧502、第二波纹管503、第二拉簧504和清洁
盒50，
第一拉簧502同轴安装在第一波纹管501内，
第二波纹管503内同轴安装有第二拉簧
504，
第二波纹管503将相邻两个清洁盒50的容纳腔507连通，
且第二拉簧504的两端分别均
与两个清洁盒50焊接，
其中一个清洁盒50上设有装入消毒液的进液口508。
[0025] 第一拉簧502和第一波纹管501的一端均与滑块40的周壁焊接，
第一拉簧502和第
一波纹管501的另一端均与清洁盒50的表面焊接，
清洁盒50的下侧面与转板401的上表面接
触，
清洁盒50内设有容纳腔507，
清洁盒50远离转轴30的一侧上设有若干毛刷506和若干与
容纳腔507连通的出水孔505，
毛刷506的一端与清洁盒50的表面焊接，
且毛刷506远离清洁
盒50的一端向下倾斜设置。
[0026] 本实施例中，
操作时 ，
将玻璃火罐60竖直放置到凹槽内 ，
且玻璃火罐60的开口朝
上，
然后将固定架20安装在清洗台10的上方，
此时转轴30位于玻璃火罐60内，
转轴30的下端
与玻璃火罐60的底部接触。
[0027] 然后启动负压抽吸机202和电动机201，
电动机201带动传动齿301和转轴30转动；
然后启动滑块40，
滑块40带动转板401和清洗单元沿转轴30向下移动，
此过程中清洁单元中
的清洗盒受到离心力的作用，
清洗盒向远离转轴30的一侧移动，
此时第一波纹管501、第一
拉簧502、第二波纹管503和第二拉簧504均被拉伸，
各个清洗盒之间的间距相等，
毛刷506与
玻璃火罐60的内壁贴合，
毛刷506对玻璃火罐60的内壁进行清洗，
同时清洗盒内的消毒液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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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从出水孔505中喷出，
喷洒到玻璃火罐60的内壁上，
此时毛刷506和消毒液能对玻璃火罐
60的内壁进行冲刷和清洗。
[0028] 喷出的消毒液能够沿毛刷506的方向流动，
然后多余的消毒液能沿玻璃火罐60的
内壁流动至玻璃火罐60的底部，
此时负压抽吸机202能够让转轴30的流通腔302内形成负
压，
转轴30的抽吸口303能对玻璃火罐60内的消毒液进行抽吸，
同时转动的清洗刷304让玻
璃火罐60底部的杂质处于运动状态，
便于抽吸口303将消毒液中混合的汗渍、
毛发等一同吸
出。
[0029] 当滑块40移动至转轴30的下端时，
关闭电动机201和滑块40，
完成对玻璃火罐60内
壁的快速消毒。
[0030]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发明的实施例，
方案中公知的具体结构和/或特性等常识在此
未作过多描述。应当指出，
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
在不脱离本发明结构的前提下，
还
可以作出若干变形和改进，
这些也应该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这些都不会影响本发明实
施的效果和专利的实用性。本申请要求的保护范围应当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
说明书
中的具体实施方式等记载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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