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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手术室内麻醉废气净化器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手术室内麻醉废气净化

器，主要包括支撑装置、净化箱、机械臂、废气收

集装置、废气净化装置；所述废气净化装置包括

离子净化装置和催化剂反应器；所述机械臂设置

在净化箱上端中心处；所述废气收集装置设置在

机械臂上；所述离子净化装置包括离子反应箱、

静电吸附腔、伸入进气管、负离子发生器、静电吸

附装置和排气管，催化剂反应器内部设置有N2O

分解催化剂；本发明麻醉废气经过负离子反应、

活性炭吸附、光触媒处理和催化剂反应后在经过

HEPA过滤网过滤后排出，整个过程能够有效地对

麻醉废气进行净化处理，本发明适合大量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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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手术室内麻醉废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主要包括支撑装置(1)、净化箱(2)、机

械臂(3)、废气收集装置(4)、废气净化装置、电源(7)和控制装置(8)；

所述支撑装置(1)包括支撑底座(11)和支撑杆(12)，所述废气净化装置包括离子净化

装置(5)和催化剂反应器(6)；

所述支撑杆(12)设置在所述支撑底座(11)上，所述净化箱(2)设置在支撑杆(12)上；净

化箱(2)上设置有废气进口(21)和排口(22)，所述废气进口(21)设置在净化箱(2)上端，所

述排口(22)设置在净化箱(2)下端；

所述机械臂(3)设置在净化箱(2)上端中心处，且机械臂(3)包括左机械臂(31)、右机械

臂(32)和旋转机构(33)，所述旋转机构(33)通过连接杆固定设置在净化箱(2)上，所述左机

械臂(31)、右机械臂(32)的一端分别设置在旋转机构(33)上；所述废气收集装置(4)有两

个，两个废气收集装置(4)分别设置在左机械臂(31)、右机械臂(32)的另一端；两个废气收

集装置(4)内部都设置有抽气装置(42)和一氧化氮检测仪(9)，所述抽气装置(42)用于抽取

麻醉废气，所述一氧化氮检测仪(9)用于检测一氧化氮浓度；两个废气收集装置(4)与所述

废气进口(21)连接；

所述离子净化装置(5)包括离子反应箱(51)、静电吸附腔(52)、伸入进气管(53)、负离

子发生器(54)、静电吸附装置(55)和排气管(56)，静电吸附腔(52)内部设置有活性炭吸附

层(520)，所述离子反应箱(51)设置在净化箱(2)内部，所述静电吸附腔(52)位于离子反应

箱(51)内部，所述伸入进气管(53)贯穿离子反应箱(51)镶嵌设置在静电吸附腔(52)内，所

述负离子发生器(54)设置在静电吸附腔(52)上端，排气管(56)有多个，多个排气管(56)均

匀设置在静电吸附腔(52)两侧壁上，所述静电吸附装置(55)有两个，两个静电吸附装置

(55)设置在静电吸附腔(52)内部，分别位于伸入进气管(53)与两侧的排气管(56)之间；所

述活性炭吸附层(520)位于伸入进气管(53)与静电吸附装置(55)之间；所述伸入进气管

(53)与废气进口(21)连接；所述催化剂反应器(6)有两个，两个催化剂反应器(6)设置在净

化箱(2)内部，分别位于离子反应箱(51)两端，且两侧的排气管(56)分别与两个催化剂反应

器(6)连接；两个催化剂反应器(6)与排口(22)连接；催化剂反应器(6)内部设置有N2O分解

催化剂；

所述电源(7)为抽气装置(42)、负离子发生器(54)、一氧化氮检测仪(9)提供电源；所述

控制装置(8)包括控制器和触摸屏，所述控制器设置在净化箱(2)内部，所述触摸屏设置在

净化箱(2)外壁上，控制器与抽气装置(42)、负离子发生器(54)、一氧化氮检测仪(9)连接，

触摸屏与控制器连接；

所述废气进口(21)和排口(22)都设置有两个，两个废气进口(21)分别与两个废气收集

装置(4)连接，两个排口(22)分别与两个催化剂反应器(6)连接；

所述废气收集装置(4)上设置有金属预过滤器(41)；

所述排口(22)上设置有HEPA过滤网(220)；

所述排气管(56)内部设置有光触媒(560)，排气管(56)内部端设置有紫外线灯管

(561)，所述紫外线灯管(561)分别与电源(7)、控制器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手术室内麻醉废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净化箱(2)上

开设有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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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手术室内麻醉废气净化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麻醉废气净化器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手术室内麻醉废气净化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吸入麻醉药在手术室应用的逐渐增加，手术过程中弥散在手术室内的麻醉气

体或蒸汽，势必造成手术室环境的空气污染。长期暴露于这种微量麻醉废气的污染环境，可

对手术室工作人员的身心健康带来不利影响，特别是处于孕期和哺乳期的女性工作人员，

有引起自发性流产、胎儿畸变和生育力降低的危险。手术室的麻醉废气污染及其危害已引

起普遍的重视，降低手术室的麻醉废气污染，加强工作人员的健康防护成了手术室环境保

护的重要方面。SICOLAB，国内许多医院的手术室对麻醉废气污染及其危害尚未引起足够的

重视，也没有开展有效的防护措施，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

[0003] 手术室麻醉废气的污染程度，一般来说与上述诸多因素(尤其是排污设备的安装)

密切相关。国外文献报道，在未安装排污设备的手术室，手术期间室内笑气(N2O)废气的平

均浓度为130～6800ppm，最高可达10000ppm，氟烷浓度平均1～85ppm，最高可达199ppm；而

在安装排污设备的手术室中，N2O废气多可降至180pp以下，氟烷可降至2ppm以下。国内对手

术室的麻醉废气污染程度尚无大规模的检测调查，大多数医院的手术室内，经常能闻到吸

入麻醉药的味道，如果已闻到氟烷的味道，则其浓度至少已达到33ppm。国内个别医院手术

室的检测显示，手术期间室内安氟醚或异氟醚浓度为44 .0～75 .3mg/m3(约4 .97～

8.51ppm)。

[0004] 现有技术中，针对麻醉废气的净化装置其效率较差，并且，并未出现专门针对麻醉

废气中的笑气进行有效地净化装置。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以上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高效的手术室内麻醉废气净化器。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一种手术室内麻醉废气净化器，主要包括支撑装置、净化

箱、机械臂、废气收集装置、废气净化装置、电源和控制装置；

[0007] 所述支撑装置包括支撑底座和支撑杆，所述废气净化装置包括离子净化装置和催

化剂反应器；

[0008] 所述支撑杆设置在所述支撑底座上，所述净化箱设置在支撑杆上；净化箱上设置

有废气进口和排口，所述废气进口设置在净化箱上端，所述排口设置在净化箱下端；

[0009] 所述机械臂设置在净化箱上端中心处，且机械臂包括左机械臂、右机械臂和旋转

机构，所述旋转机构通过连接杆固定设置在净化箱上，所述左机械臂、右机械臂的一端分别

设置在旋转机构上；所述废气收集装置有两个，两个废气收集装置分别设置在左机械臂、右

机械臂的另一端；两个废气收集装置内部都设置有抽气装置和一氧化氮检测仪，所述抽气

装置用于抽取麻醉废气，所述一氧化氮检测仪用于检测一氧化氮浓度；两个废气收集装置

与所述废气进口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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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所述离子净化装置包括离子反应箱、静电吸附腔、伸入进气管、负离子发生器、静

电吸附装置和排气管，静电吸附腔内部设置有活性炭吸附层，所述离子反应箱设置在净化

箱内部，所述静电吸附腔位于离子反应箱内部，所述伸入进气管贯穿离子反应箱镶嵌设置

在静电吸附腔内，所述负离子发生器设置在静电吸附腔上端，排气管有多个，多个排气管均

匀设置在静电吸附腔两侧壁上，所述静电吸附装置有两个，两个静电吸附装置设置在静电

吸附腔内部，分别位于伸入进气管与两侧的排气管之间；所述活性炭吸附层位于伸入进气

管与静电吸附装置之间；所述伸入进气管与废气进口连接；所述催化剂反应器有两个，两个

催化剂反应器设置在净化箱内部，分别位于离子反应箱两端，且两侧的排气管分别与两个

催化剂反应器连接；两个催化剂反应器与排口连接；催化剂反应器内部设置有N2O分解催化

剂；

[0011] 所述电源为抽气装置、负离子发生器、一氧化氮检测仪提供电源；所述控制装置包

括控制器和触摸屏，所述控制器为市售，控制器设置在净化箱内部，所述触摸屏设置在净化

箱外壁上，控制器与抽气装置、负离子发生器、一氧化氮检测仪连接，触摸屏与控制器连接。

[0012] 进一步地，废气进口和排口都设置有两个，两个废气进口分别与两个废气收集装

置连接，两个排口分别与两个催化剂反应器连接；左端的废气收集装置与左端废气进口连

接，右端的废气收集装置与右端废气进口连接，能够更加便捷的使用机械臂；另外，两个排

口在连接催化剂反应器时更加便捷。

[0013] 进一步地，净化箱上开设有箱门；设置箱门能够在后期的维护中更加便捷，同时，

也可以定期的对催化剂反应器进行更换。

[0014] 进一步地，废气收集装置上设置有金属预过滤器；金属预过滤器能够有效地对空

气中尘埃颗粒进行过滤，避免了尘埃颗粒进入装置而对装置的净化造成负担，造成使用寿

命降低。

[0015] 进一步地，排口上设置有HEPA过滤网；能够进一步对净化后的气体进行过滤，能够

有效的提高净化率。

[0016] 进一步地，排气管内部设置有光触媒，排气管内部端设置有紫外线灯管(561)，所

述紫外线灯管分别与电源、控制器连接；由于本装置使用在手术室内，光触媒的设置能够进

一步的对废气中的细菌进行无害化处理。

[0017] 进一步地，催化剂反应器内部的N2O分解催化剂采用金属氧化物催化剂和浸渗铁

离子的沸石催化剂按照3:1‑1.5混合的混合物；金属氧化物催化剂和浸渗铁离子的沸石催

化剂的混合物不仅具有较高催化活性和良好的抗水抗硫性能，并且起成本较低，能够有效

地减少制造成本。

[0018]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使用时，将废气收集装置通过机械臂移动至麻醉废气浓度较

高的位置，具体可以按照一氧化氮检测仪测试的浓度进行判断，废气收集装置将麻醉废气

吸入离子净化装置中，麻醉废气经过负离子反应、活性炭吸附、光触媒处理和催化剂反应后

在经过HEPA过滤网过滤后排出。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结构简单，设置一氧化氮检测仪和

机械臂配合使用能够有效地找到麻醉废气源头进行集中收集、净化处理，有效地手术室内

进行麻醉废气的处理；同时，本发明麻醉废气经过负离子反应、活性炭吸附、光触媒处理和

催化剂反应后在经过HEPA过滤网过滤后排出，整个过程能够有效地对麻醉废气进行净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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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本发明整体结构便于后期的维护，自动化程度较高，适合大量推广。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是本发明的外部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是本发明的净化箱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是本发明的废气收集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是本发明的离子净化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其中，1‑支撑装置、11‑支撑底座、12‑支撑杆、2‑净化箱、21‑废气进口、22‑排口、

220‑HEPA过滤网、3‑机械臂、31‑左机械臂、32‑右机械臂、33‑旋转机构、4‑废气收集装置、

41‑金属预过滤器、42‑抽气装置、5‑离子净化装置、51‑离子反应箱、52‑静电吸附腔、520‑活

性炭吸附层、53‑伸入进气管、54‑负离子发生器、55‑静电吸附装置、56‑排气管、560‑光触

媒、6‑催化剂反应器、7‑电源、8‑控制装置、9‑一氧化氮检测仪。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来对本发明进行更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7] 实施例：如图1、2、3所示的一种手术室内麻醉废气净化器，主要包括支撑装置1、净

化箱2、机械臂3、废气收集装置4、废气净化装置、电源7和控制装置8；

[0028] 支撑装置1包括支撑底座11和支撑杆12，废气净化装置包括离子净化装置5和催化

剂反应器6；

[0029] 支撑杆12设置在支撑底座11上，净化箱2设置在支撑杆12上；净化箱2上开设有箱

门；净化箱2上设置有废气进口21和排口22，废气进口21设置在净化箱2上端，排口22设置在

净化箱2下端；

[0030] 如图1、2、4所示，机械臂3设置在净化箱2上端中心处，且机械臂3包括左机械臂31、

右机械臂32和旋转机构33，旋转机构33通过连接杆固定设置在净化箱2上，左机械臂31、右

机械臂32的一端分别设置在旋转机构33上；废气收集装置4有两个，两个废气收集装置4分

别设置在左机械臂31、右机械臂32的另一端，废气收集装置4上设置有金属预过滤器41；两

个废气收集装置4内部都设置有抽气装置42和一氧化氮检测仪9，抽气装置42用于抽取麻醉

废气，一氧化氮检测仪9用于检测一氧化氮浓度；两个废气收集装置4与废气进口21连接；

[0031] 如图5所示，离子净化装置5包括离子反应箱51、静电吸附腔52、伸入进气管53、负

离子发生器54、静电吸附装置55和排气管56，静电吸附腔52内部设置有活性炭吸附层520，

离子反应箱51设置在净化箱2内部，静电吸附腔52位于离子反应箱51内部，伸入进气管53贯

穿离子反应箱51镶嵌设置在静电吸附腔52内，负离子发生器54设置在静电吸附腔52上端，

排气管56有12个，12个排气管56均匀设置在静电吸附腔52两侧壁上，静电吸附装置55有两

个，两个静电吸附装置55设置在静电吸附腔52内部，分别位于伸入进气管53与两侧的排气

管56之间；活性炭吸附层520位于伸入进气管53与静电吸附装置55之间；伸入进气管53与废

气进口21连接；催化剂反应器6有两个，两个催化剂反应器6设置在净化箱2内部，分别位于

离子反应箱51两端，且两侧的排气管56分别与两个催化剂反应器6连接，排气管56内部设置

有光触媒560，排气管56内部端设置有紫外线灯管561；两个催化剂反应器6与排口22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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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剂反应器6内部设置有N2O分解催化剂，N2O分解催化剂采用金属氧化物催化剂和浸渗铁

离子的沸石催化剂按照3:1混合的混合物；其中，废气进口21和排口22都设置有两个，两个

废气进口21分别与两个废气收集装置4连接，两个排口22分别与两个催化剂反应器6连接；

两个排口22上设置有HEPA过滤网220；

[0032] 电源7为抽气装置42、负离子发生器54、紫外线灯管561、一氧化氮检测仪9提供电

源；控制装置8包括控制器和触摸屏，控制器设置在净化箱2内部，触摸屏设置在净化箱2外

壁上，控制器与抽气装置42、负离子发生器54、紫外线灯管561、一氧化氮检测仪9连接，触摸

屏与控制器连接。

[0033] 使用时，将废气收集装置4通过机械臂3移动至麻醉废气浓度较高的位置，具体可

以按照一氧化氮检测仪9测试的浓度进行判断，废气收集装置4将麻醉废气吸入离子净化装

置5中，麻醉废气经过负离子反应、活性炭吸附、光触媒处理和催化剂反应后在经过HEPA过

滤网过滤后排出。

[0034]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

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

以对前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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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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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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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3/4 页

9

CN 109316958 B

9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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