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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医用器械清洁消毒箱。

所述医用器械清洁消毒箱包括水箱、排水结构、

密封结构、往复结构和清洁结构，所述往复结构

包括六角螺母、摇把、转盘、固定柱、转杆、圆角齿

轮、齿条和限位套，所述六角螺母转动连接于所

述水箱，所述转盘转动连接于所述水箱，且所述

转盘与所述六角螺母固定连接，所述固定柱固定

于所述转盘背离所述六角螺母的一端，带有腰形

槽的所述转杆转动连接于所述水箱，且所述转杆

通过所述固定柱与所述转盘转动连接，所述圆角

齿轮固定于所述转杆，所述限位套设有两个，两

个所述限位套均固定于所述水箱。本实用新型提

供的医用器械清洁消毒箱具有操作方便、使用灵

活、能够彻底清洁消毒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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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医用器械清洁消毒箱，其特征在于，包括：

水箱(1)；

排水结构(2)，所述排水结构(2)连接于所述水箱(1)；

密封结构(4)，所述密封结构(4)连接于所述水箱(1)；

往复结构(5)，所述往复结构(5)连接于所述水箱(1)，所述往复结构(5)包括六角螺母

(51)、摇把(52)、转盘(53)、固定柱(54)、转杆(55)、圆角齿轮(56)、齿条(57)和限位套(58)，

所述六角螺母(51)转动连接于所述水箱(1)，所述转盘(53)转动连接于所述水箱(1)，且所

述转盘(53)与所述六角螺母(51)固定连接，所述固定柱(54)固定于所述转盘(53)背离所述

六角螺母(51)的一端，带有腰形槽的所述转杆(55)转动连接于所述水箱(1)，且所述转杆

(55)通过所述固定柱(54)与所述转盘(53)转动连接，所述圆角齿轮(56)固定于所述转杆

(55)，所述限位套(58)设有两个，两个所述限位套(58)均固定于所述水箱(1)，所述齿条

(57)滑动连接于所述限位套(58)，且所述齿条(57)和所述圆角齿轮(56)啮合，所述摇把

(52)与所述六角螺母(51)套接；

清洁结构(6)，所述清洁结构(6)连接于所述水箱(1)的内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医用器械清洁消毒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柱(54)与所述转

盘(53)的固定点不位于所述转盘(53)的中心点，所述圆角齿轮(56)为扇形结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医用器械清洁消毒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洁结构(6)包括连

接杆(61)、滑杆(62)、滑套(63)和盛物箱(64)，两个圆柱体结构的所述滑杆(62)呈对称关系

固定于所述水箱(1)的内部，圆环形的所述滑套(63)设有四个，四个所述滑套(63)两个为一

组，两组所述滑套(63)分别滑动连接于所述滑杆(62)，所述盛物箱(64)固定于两组所述滑

套(63)相对的一端，所述连接杆(61)连接所述盛物箱(64)和所述齿条(57)。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医用器械清洁消毒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盛物箱(64)为滤网状

结构，且所述盛物箱(64)的宽度为所述水箱(1)内部宽度的五分之三，所述连接杆(61)固定

于所述盛物箱(64)的顶端中心位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医用器械清洁消毒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水结构(2)包括滚

轮(21)、排水孔(22)和密封塞(23)，所述滚轮(21)设有四个，四个所述滚轮(21)关于所述水

箱(1)的中线呈两两对称分布，带有螺纹的所述排水孔(22)设于所述水箱(1)，所述密封塞

(23)通过所述排水孔(22)与所述水箱(1)螺纹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医用器械清洁消毒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水箱(1)的一端设有

推拉结构(3)，所述推拉结构(3)包括推拉杆(31)和海绵套(32)，“凹”形结构的所述推拉杆

(31)固定于所述水箱(1)的一端，所述海绵套(32)套接于所述推拉杆(31)的外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医用器械清洁消毒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结构(4)包括密

封盖(41)、铰链(42)、观察窗(43)和拉手(44)，所述密封盖(41)通过所述铰链(42)与所述水

箱(1)转动连接，所述观察窗(43)设于所述密封盖(41)，“凹”形结构的所述拉手(44)固定于

所述密封盖(41)的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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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医用器械清洁消毒箱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用器械清洁消毒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医用器械清洁消毒

箱。

背景技术

[0002] 医疗器械是指直接或者间接用于人体的仪器、设备、器具、体外诊断试剂及校准

物、材料以及其他类似或者相关的物品，包括所需要的计算机软件。效用主要通过物理等方

式获得，不是通过药理学、免疫学或者代谢的方式获得，或者虽然有这些方式参与但是只起

辅助作用。目的是疾病的诊断、预防、监护、治疗或者缓解；损伤的诊断、监护、治疗、缓解或

者功能补偿；生理结构或者生理过程的检验、替代、调节或者支持；生命的支持或者维持；妊

娠控制；通过对来自人体的样本进行检查，为医疗或者诊断目的提供信息。在医疗器械使用

完毕之后，需要将医疗器械进行清洁消毒。

[0003] 目前在医疗中，医疗器械一般放置在清洁消毒箱的内部进行清洁消毒，然而传统

的医用器械清洁消毒箱一般是直接将医疗器械放置在箱体的内部，再注入消毒液进行清洁

消毒，由于医疗器械在清洁消毒过程中是处于静止状态，就会存在清洁消毒不够彻底的情

况。

[0004] 因此，有必要提供一种新的医用器械清洁消毒箱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操作方便、使用灵活、能够彻底清洁消毒

的医用器械清洁消毒箱。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医用器械清洁消毒箱包括：水箱；排水结

构，所述排水结构连接于所述水箱；密封结构，所述密封结构连接于所述水箱；往复结构，所

述往复结构连接于所述水箱，所述往复结构包括六角螺母、摇把、转盘、固定柱、转杆、圆角

齿轮、齿条和限位套，所述六角螺母转动连接于所述水箱，所述转盘转动连接于所述水箱，

且所述转盘与所述六角螺母固定连接，所述固定柱固定于所述转盘背离所述六角螺母的一

端，带有腰形槽的所述转杆转动连接于所述水箱，且所述转杆通过所述固定柱与所述转盘

转动连接，所述圆角齿轮固定于所述转杆，所述限位套设有两个，两个所述限位套均固定于

所述水箱，所述齿条滑动连接于所述限位套，且所述齿条和所述圆角齿轮啮合，所述摇把与

所述六角螺母套接；清洁结构，所述清洁结构连接于所述水箱的内部。

[0007] 优选的，所述固定柱与所述转盘的固定点不位于所述转盘的中心点，所述圆角齿

轮为扇形结构。

[0008] 优选的，所述清洁结构包括连接杆、滑杆、滑套和盛物箱，两个圆柱体结构的所述

滑杆呈对称关系固定于所述水箱的内部，圆环形的所述滑套设有四个，四个所述滑套两个

为一组，两组所述滑套分别滑动连接于所述滑杆，所述盛物箱固定于两组所述滑套相对的

一端，所述连接杆连接所述盛物箱和所述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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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优选的，所述盛物箱为滤网状结构，且所述盛物箱的宽度为所述水箱内部宽度的

五分之三，所述连接杆固定于所述盛物箱的顶端中心位置。

[0010] 优选的，所述排水结构包括滚轮、排水孔和密封塞，所述滚轮设有四个，四个所述

滚轮关于所述水箱的中线呈两两对称分布，带有螺纹的所述排水孔设于所述水箱，所述密

封塞通过所述排水孔与所述水箱螺纹连接。

[0011] 优选的，所述水箱的一端设有推拉结构，所述推拉结构包括推拉杆和海绵套，“凹”

形结构的所述推拉杆固定于所述水箱的一端，所述海绵套套接于所述推拉杆的外部。

[0012] 优选的，所述密封结构包括密封盖、铰链、观察窗和拉手，所述密封盖通过所述铰

链与所述水箱转动连接，所述观察窗设于所述密封盖，“凹”形结构的所述拉手固定于所述

密封盖的一端。

[0013] 与相关技术相比较，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医用器械清洁消毒箱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4]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医用器械清洁消毒箱，通过所述摇把和所述六角螺母的配合

使用，能够实现在外部转动所述摇把即可实现所述水箱内部的所述转盘进行转动，且所述

摇把和所述六角螺母可拆卸连接，从而能够在不使用时将所述摇把取下保存，从而能够利

于所述水箱的存放，转动连接在所述水箱内部的所述转杆利用曲柄连杆的原理能够在所述

转盘和所述固定柱的转动作用下实现钟摆式运动，所述圆角齿轮固定于所述转杆的一端，

所述齿条通过所述限位套与所述水箱滑动连接，且所述圆角齿轮与所述齿条啮合，即通过

所述转杆的转动即可实现所述齿条的左右往复运动，所述水箱与所述齿条固定连接，即通

过所述齿条的往复运行，即可实现所述盛物箱在所述水箱的内部作左右往复运动，从而能

够使所述盛物箱内部的医疗器械与所述水箱内部的消毒液接触更加充分，保证医疗器械的

充分清洁消毒。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医用器械清洁消毒箱的一种较佳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图1所示的往复结构和清洁结构的连接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图1所示的水箱和往复结构的连接结构示意图。

[0018] 图中标号：1、水箱，2、排水结构，21、滚轮，22、排水孔，23、密封塞，3、推拉结构，31、

推拉杆，32、海绵套，4、密封结构，41、密封盖，42、铰链，43、观察窗，44、拉手，5、往复结构，

51、六角螺母，52、摇把，53、转盘，54、固定柱，55、转杆，56、圆角齿轮，57、齿条，58、限位套，

6、清洁结构，61、连接杆，62、滑杆，63、滑套，64、盛物箱。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20] 请结合参阅图1、图2和图3，其中，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医用器械清洁消毒箱的

一种较佳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图2为图1所示的往复结构和清洁结构的连接结构示意图；

图3为图1所示的水箱和往复结构的连接结构示意图。医用器械清洁消毒箱包括：水箱1、排

水结构2、密封结构4、往复结构5和清洁结构6，所述排水结构2连接于所述水箱1，所述密封

结构4连接于所述水箱1，所述往复结构5连接于所述水箱1，所述清洁结构6连接于所述水箱

1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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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如图1、图2和图3所示，所述往复结构5包括六角螺母51、摇把

52、转盘53、固定柱54、转杆55、圆角齿轮56、齿条57和限位套58，所述六角螺母51转动连接

于所述水箱1，所述转盘53转动连接于所述水箱1，且所述转盘53与所述六角螺母51固定连

接，所述固定柱54固定于所述转盘53背离所述六角螺母51的一端，带有腰形槽的所述转杆

55转动连接于所述水箱1，且所述转杆55通过所述固定柱54与所述转盘53转动连接，所述圆

角齿轮56固定于所述转杆55，所述限位套58设有两个，两个所述限位套58均固定于所述水

箱1，所述齿条57滑动连接于所述限位套58，且所述齿条57和所述圆角齿轮56啮合，所述摇

把52与所述六角螺母51套接。

[0022] 参考图2和图3所示，所述固定柱54与所述转盘53的固定点不位于所述转盘53的中

心点，所述圆角齿轮56为扇形结构，为了保证所述转杆55在所述转盘53的转动作用下进行

钟摆式运动。

[0023] 参考图2所示，所述清洁结构6包括连接杆61、滑杆62、滑套63和盛物箱64，两个圆

柱体结构的所述滑杆62呈对称关系固定于所述水箱1的内部，圆环形的所述滑套63设有四

个，四个所述滑套63两个为一组，两组所述滑套63分别滑动连接于所述滑杆62，所述盛物箱

64固定于两组所述滑套63相对的一端，所述连接杆61连接所述盛物箱64和所述齿条57，为

了保证所述盛物箱64在所述水箱1的内部滑动。

[0024] 参考图2所示，所述盛物箱64为滤网状结构，且所述盛物箱64的宽度为所述水箱1

内部宽度的五分之三，所述连接杆61固定于所述盛物箱64的顶端中心位置，为了保证所述

盛物箱64在所述水箱1的内部作左右往复运动。

[0025] 参考图1所示，所述排水结构2包括滚轮21、排水孔22和密封塞23，所述滚轮21设有

四个，四个所述滚轮21关于所述水箱1的中线呈两两对称分布，带有螺纹的所述排水孔22设

于所述水箱1，所述密封塞23通过所述排水孔22与所述水箱1螺纹连接，为了便于所述水箱1

的移动和排水。

[0026] 参考图1所示，所述水箱1的一端设有推拉结构3，所述推拉结构3包括推拉杆31和

海绵套32，“凹”形结构的所述推拉杆31固定于所述水箱1的一端，所述海绵套32套接于所述

推拉杆31的外部，为了方便对所述水箱1进行推拉。

[0027] 参考图1所示，所述密封结构4包括密封盖41、铰链42、观察窗43和拉手44，所述密

封盖41通过所述铰链42与所述水箱1转动连接，所述观察窗43设于所述密封盖41，“凹”形结

构的所述拉手44固定于所述密封盖41的一端，通过所述观察窗43设于所述密封盖41，能够

便于观察所述水箱1的内部情况。

[0028]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医用器械清洁消毒箱的工作原理如下：

[0029] 在使用时，首先将所述密封盖41从所述水箱1上转动开来，然后再将需要进行清洁

消毒的医疗器械，如医用剪刀，镊子等，放置在所述盛物箱64的内部，然后再将消毒水倒入

所述水箱1的内部，待消毒水完全淹没医疗器械为止，然后停止消毒水的倾倒，再将所述密

封盖41转动上，将所述水箱1的内部进行密封，在所述密封盖41上设有所述观察窗43，通过

所述观察窗43的设置，能够便于观察所述水箱1内部的情况，然后即可开始转动所述摇把

52，通过所述摇把52和所述六角螺母51的配合使用，能够实现在外部转动所述摇把52即可

实现所述水箱1内部的所述转盘53进行转动，且所述摇把52和所述六角螺母51可拆卸连接，

从而能够在不使用时将所述摇把52取下保存，从而能够利于所述水箱1的存放，转动连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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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水箱1内部的所述转杆55利用曲柄连杆的原理能够在所述转盘53和所述固定柱54的转

动作用下实现钟摆式运动，所述圆角齿轮56固定于所述转杆55的一端，所述齿条57通过所

述限位套58与所述水箱1滑动连接，且所述圆角齿轮56与所述齿条57啮合，即通过所述转杆

55的转动即可实现所述齿条57的左右往复运动，所述水箱1与所述齿条57通过所述连接杆

61固定连接，所述水箱1通过所述滑杆62和所述滑套63在所述水箱1的内部滑动，即通过所

述齿条57的往复运行，即可实现所述盛物箱64在所述水箱1的内部作左右往复运动，盛物箱

64晃动，使手术器械也发生晃动，从而能够使所述盛物箱64内部的医疗器械与所述水箱1内

部的消毒液接触更加充分，达到消毒更加全面的效果，保证医疗器械的充分清洁消毒。

[0030] 与相关技术相比较，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医用器械清洁消毒箱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31]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医用器械清洁消毒箱，通过所述摇把52和所述六角螺母51的

配合使用，能够实现在外部转动所述摇把52即可实现所述水箱1内部的所述转盘53进行转

动，且所述摇把52和所述六角螺母51可拆卸连接，从而能够在不使用时将所述摇把52取下

保存，从而能够利于所述水箱1的存放，转动连接在所述水箱1内部的所述转杆55利用曲柄

连杆的原理能够在所述转盘53和所述固定柱54的转动作用下实现钟摆式运动，所述圆角齿

轮56固定于所述转杆55的一端，所述齿条57通过所述限位套58与所述水箱1滑动连接，且所

述圆角齿轮56与所述齿条57啮合，即通过所述转杆55的转动即可实现所述齿条57的左右往

复运动，所述水箱1与所述齿条57固定连接，即通过所述齿条57的往复运行，即可实现所述

盛物箱64在所述水箱1的内部作左右往复运动，从而能够使所述盛物箱64内部的医疗器械

与所述水箱1内部的消毒液接触更加充分，保证医疗器械的充分清洁消毒。

[0032]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专利范围，凡是

利用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

其它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实用新型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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