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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医疗垃圾的防感染

隔离消毒装置，包括壳体、初级粉碎装置、清洗消

毒装置、二级粉碎装置、控制装置和电源装置；壳

体上设有密封盖，初级粉碎装置包括粉碎辊轮一

和粉碎辊轮二，粉碎辊轮一和粉碎辊轮二均设置

在壳体内部；清洗消毒装置包括消毒桶、消毒液

喷柱、消毒液储箱、废液储箱；消毒桶设置在壳体

内部下端，消毒桶内部设置有扇形导料板，消毒

液喷柱设置在消毒桶内部，消毒液喷柱与消毒液

储箱连接；二级粉碎装置包括刀架和切割刀片，

刀架设置在壳体内部，切割刀片设置在刀架上；

本发明结构简单，能够对医疗垃圾进行彻底消

毒，防止细菌传播，适宜大量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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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医疗垃圾的防感染隔离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壳体(1)、初级粉碎装

置(2)、清洗消毒装置(3)、二级粉碎装置(4)、控制装置和电源装置；所述壳体(1)上端活动

铰接有密封盖(10)，所述密封盖(10)与壳体(1)连接处设置有锁紧组件(11)，壳体(1)下端

设置有底座(12)；所述初级粉碎装置(2)包括粉碎辊轮一(20)和粉碎辊轮二(21)；所述清洗

消毒装置(3)包括消毒桶(30)、消毒液喷柱(31)、消毒液储箱(32)、废液储箱(33)；所述二级

粉碎装置(4)设置有两个，二级粉碎装置(4)包括刀架(40)和切割刀片(41)；所述控制装置

包括控制器、处理器和触摸屏；所述粉碎辊轮一(20)和粉碎辊轮二(21)均活动设置在壳体

(1)内部上端，粉碎辊轮一(20)和粉碎辊轮二(21)与壳体(1)连接处均设置有旋转电机，粉

碎辊轮一(20)和粉碎辊轮二(21)上都设置有间距调节组件(22)、咬合板(23)，所述咬合板

(23)上设置有齿牙区(230)和刀刃区(231)，所述齿牙区(230)和刀刃区(231)均设置有两

个，且齿牙区(230)和刀刃区(231)交替设置；所述消毒桶(30)设置在壳体(1)内部，位于初

级粉碎装置(2)下端，消毒桶(30)上边沿与壳体(1)活动卡接，消毒桶(30)底部与壳体(1)连

接处设置有动力电机(34)，消毒桶(30)上设置有物料出口(300)，消毒桶(30)内部设置有扇

形导料板(301)，所述扇形导料板(301)位于物料出口(300)下边沿处，扇形导料板(301)下

端面设置有紫外线灯板(302)，所述消毒液喷柱(31)设置在消毒桶(30)内部中心位置，消毒

液喷柱(31)与所述消毒液储箱(32)连接，连接处设置有增压泵，壳体(1)内部底端设置有集

料斗(35)和集污槽(36)，所述集污槽(36)位于集料斗(35)下端，集污槽(36)与集料斗(35)

连接处设置有沥水板(37)，集污槽(36)内部设置有液位传感器，集污槽(36)与消毒液储箱

(32)连接，连接处设置有吸液泵；所述刀架(40)活动设置在壳体(1)内部，且位于消毒桶

(30)左右两侧，所述切割刀片(41)设置在刀架(40)上，刀架(40)与壳体(1)连接处设置有调

节杆拉杆(42)；所述控制器与旋转电机、动力电机(34)、紫外线灯板(302)、增压泵和吸液泵

连接，所述液位传感器与处理器连接，所述处理器、触摸屏分别与控制器连接；所述电源装

置为旋转电机、动力电机(34)、紫外线灯板(302)、增压泵和吸液泵提供电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医疗垃圾的防感染隔离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锁紧组件(11)包括螺纹杆(110)、卡块(111)，所述密封盖(10)上设置有弧形凹槽，所述螺纹

杆(110)的下端与壳体(1)活动铰接，所述卡块(111)螺纹连接在螺纹杆(110)上，且卡块

(111)能够卡接在所述弧形凹槽内，螺纹杆(110)的下端上端设置有调节法兰(11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医疗垃圾的防感染隔离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间距调节组件(22)包括夹持臂(220)、固定套(221)、调节杆(222)，所述固定套(221)设置在

壳体(1)左右两侧壁上，所述夹持臂(220)活动设置在粉碎辊轮一(20)和粉碎辊轮二(21)

上，且两个夹持臂(220)分别与两个固定套(221)活动卡接，两个所述调节杆(222)分别与两

个固定套(221)螺纹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医疗垃圾的防感染隔离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壳体(1)内部左右两侧壁上均设置有挡料板(13)，两个所述挡料板(13)分别位于壳体(1)的

开口和粉碎辊轮一(20)、粉碎辊轮二(21)之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医疗垃圾的防感染隔离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扇形导料板(301)设置有三组，扇形导料板(301)上设置有导料螺纹，每组扇形导料板(301)

设置有两个，三组扇形导料板(301)从上至下依次设置在消毒桶(30)内部，且三组扇形导料

板(301)从上至下依次交错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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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医疗垃圾的防感染隔离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咬合板(23)与粉碎辊轮一(20)和粉碎辊轮二(21)之间均为可拆卸式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医疗垃圾的防感染隔离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底座(12)上设置有减震垫(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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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医疗垃圾的防感染隔离消毒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疗垃圾消毒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医疗垃圾的防感隔离

染消毒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据史料记载，医疗垃圾是指接触过病人血液、肉体的污染性垃圾。如使用过的棉

球、沙布、胶布、废水、一次性医疗器具、术后的废弃品、过期的药品等等。据国家卫生部门的

医疗检测报告表明，由于医疗垃圾具有空间污染，急性传染和潜伏性污染等特征，其病毒，

病菌的危害性是普通生活垃圾的几十、几百甚至上千倍。如果处理不当，将造成对环境的严

重污染，也可能成为疫病流行的源头。

[0003] 现有技术中，经常采用传统填埋法和高温焚烧的办法回收处理医疗垃圾，不仅容

易产生生物污染，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而且医疗垃圾具有极强的化学惰性极难被分解，不

仅对环境产生破坏，同时也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医疗垃圾中携带的致病菌如果不经处理，

极有可能会对造成病毒传播，危害人类以及其他生物的生命安全；如果采用高温焚烧的办

法，则极易产生飞灰、二噁英等其他有毒有害物体，会严重的污染环境，另一方面直接焚烧

也产生极大的浪费，因此有必要设计一种用于医疗垃圾的防感染隔离消毒装置。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存在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结构简单、消毒彻底的用于医疗垃

圾的防感染隔离消毒装置。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一种用于医疗垃圾的防感染隔离消毒装置，包括壳体、初级

粉碎装置、清洗消毒装置、二级粉碎装置、控制装置和电源装置；壳体上端活动铰接有密封

盖，密封盖与壳体连接处设置有锁紧组件，壳体下端设置有底座；初级粉碎装置包括粉碎辊

轮一和粉碎辊轮二；清洗消毒装置包括消毒桶、消毒液喷柱、消毒液储箱、废液储箱；二级粉

碎装置设置有两个，二级粉碎装置包括刀架和切割刀片；控制装置包括控制器、处理器和触

摸屏；粉碎辊轮一和粉碎辊轮二均活动设置在壳体内部上端，粉碎辊轮一和粉碎辊轮二与

壳体连接处均设置有旋转电机，粉碎辊轮一和粉碎辊轮二上都设置有间距调节组件、咬合

板，咬合板上设置有齿牙区和刀刃区，齿牙区和刀刃区均设置有两个，且齿牙区和刀刃区交

替设置；消毒桶设置在壳体内部，位于初级粉碎装置下端，消毒桶上边沿与壳体活动卡接，

消毒桶底部与壳体连接处设置有动力电机，消毒桶上设置有物料出口，消毒桶内部设置有

扇形导料板，扇形导料板位于物料出口下边沿处，扇形导料板下端面设置有紫外线灯板，消

毒液喷柱设置在消毒桶内部中心位置，消毒液喷柱与消毒液储箱连接，连接处设置有增压

泵，壳体内部底端设置有集料斗和集污槽，集污槽位于集料斗下端，集污槽与集料斗连接处

设置有沥水板，集污槽内部设置有液位传感器，集污槽与消毒液储箱连接，连接处设置有吸

液泵；刀架活动设置在壳体内部，且位于消毒桶左右两侧，切割刀片设置在刀架上，刀架与

壳体连接处设置有调节杆拉杆；控制器与旋转电机、动力电机、紫外线灯板、增压泵和吸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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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连接，液位传感器与处理器连接，处理器、触摸屏分别与控制器连接；电源装置为旋转电

机、动力电机、紫外线灯板、增压泵和吸液泵提供电源。

[0006] 进一步地，锁紧组件包括螺纹杆、卡块，密封盖上设置有弧形凹槽，螺纹杆的下端

与壳体活动铰接，卡块螺纹连接在螺纹杆上，且卡块能够卡接在弧形凹槽内，螺纹杆的下端

上端设置有调节法兰；使用时，通过旋转调节法兰，使得螺纹杆将密封盖与壳体进行拉紧，

防止医疗垃圾携带的致病菌向壳体外传播，提高了装置的安全性。

[0007] 进一步地，间距调节组件包括夹持臂、固定套、调节杆，固定套设置在壳体左右两

侧壁上，夹持臂活动设置在粉碎辊轮一和粉碎辊轮二上，且两个夹持臂分别与两个固定套

活动卡接，两个调节杆分别与两个固定套螺纹连接；使用时，能够根据需要或者医疗垃圾的

种类调节两个粉碎辊轮之间的间距，获得适当颗粒大小的医疗垃圾颗粒，便于后期处理。

[0008] 进一步地，壳体内部左右两侧壁上均设置有挡料板，两个挡料板分别位于壳体的

开口和粉碎辊轮一、粉碎辊轮二之间；避免了小颗粒医疗垃圾从两个粉碎辊轮与壳体的间

隙落下而导致遗漏消毒过程，提高医疗垃圾的消毒效果。

[0009] 进一步地，扇形导料板设置有三组，扇形倒料板上设置有导料螺纹，每组扇形导料

板设置有两个，三组扇形导料板从上至下依次设置在消毒桶内部，且三组扇形导料板从上

至下依次交错设置，设置三组扇形导料板可以将医疗垃圾碎屑均匀的分布在消毒桶内部，

防止将医疗垃圾碎屑堆积而导致消毒不彻底，导料螺纹能够将医疗垃圾碎屑导向物料出

口，便于二次粉碎。

[0010] 进一步地，咬合板与粉碎辊轮一和粉碎辊轮二之间均为可拆卸式连接；便于对咬

合板更换和维修。

[0011] 进一步地，底座上设置有减震垫；减小装置的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震动，减小噪音。

[0012] 进一步地，消毒液储箱包括消毒腔和清水腔，消毒腔和清水腔分别与消毒液喷柱

连接，连接处均设置有电磁控制阀；使用时，能根据需要选择使用消毒液或者清水对医疗垃

圾进行冲洗，有利于资源的合理利用。

[0013]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为：使用时，打开密封盖，将待处理医疗垃圾置入壳体内部，关

闭密封盖并通过锁紧组件将密封盖和壳体进行锁止；启动电源装置，旋转电机启动，带动粉

碎辊轮一和粉碎辊轮二旋转，通过咬合板上的齿牙区将医疗垃圾撕裂，并通过刀刃区进行

切割粉碎；初级粉碎处理后的垃圾碎片落入消毒桶，通过操作触摸屏，控制器控制紫外线灯

板、动力电机、增压泵开启，垃圾碎片经过消毒液、紫外线灯板清洗和消毒处理后，在扇形导

料板的作用下向物料出口移动，被切割刀片二次粉碎；二次粉碎后的垃圾粉末落入集料斗

进行收集，垃圾粉末中的污水经过沥水板后进入集污槽进行收集，当液位传感器感应到集

污槽液面高度达到设定值时，将信号传递给处理器，处理器发送指令给控制器，控制器控制

吸液泵开启，将废液吸入废液储箱。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结构简单、紧凑，设计合理；设置两个

粉碎装置，能够对医疗垃圾进行二次粉碎处理，粉碎后的医疗垃圾粉末便于后期回收利用

或者后期处理；装置运行过程中，处于密闭状态，有效避避免了医疗垃圾中携带的致病菌肆

意传播，保证了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以及保护了外界环境免受污染；整个装置自动化运行，

大大节省了人力物力，提高饿了医疗垃圾的处理效率；初级粉碎装置和二次粉碎装置上都

设置有调节组件，使用时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节，以获得符合要求粒径的医疗垃圾粉末。

说　明　书 2/4 页

5

CN 109604032 A

5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本发明的锁紧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是本发明的粉碎辊轮与咬合板的连接示意图；

[0018] 图4是本发明的咬合板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是本发明的消毒桶的俯视图；

[0020] 图6是本发明的控制框图。

[0021] 其中，1-壳体、10-密封盖、11-锁紧组件、110-螺纹杆、111-卡块、112-调节法兰、

12-底座、120-减震垫、13-挡料板、2-初级粉碎装置、20-粉碎辊轮一、21-粉碎辊轮二、22-间

距调节组件、220-夹持臂、221-固定套、222-调节杆、23-咬合板、230-齿牙区、231-刀刃区、

3-清洗消毒装置、30-消毒桶、300-物料出口、301-扇形导料板、302-紫外线灯板、31-消毒液

喷柱、32-消毒液储箱、320-消毒腔、321-清水腔、33-废液储箱、34-动力电机、35-集料斗、

36-集污槽、37-沥水板、4-二级粉碎装置、40-刀架、41-切割刀片、42-调节拉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实施例：如图1所示的一种用于医疗垃圾的防感染隔离消毒装置，包括壳体1、初级

粉碎装置2、清洗消毒装置3、二级粉碎装置4、控制装置和电源装置；壳体1上端活动铰接有

密封盖10，密封盖10与壳体1连接处设置有锁紧组件11，锁紧组件11包括螺纹杆110、卡块

111，密封盖10上设置有弧形凹槽，螺纹杆110的下端与壳体1活动铰接，卡块111螺纹连接在

螺纹杆110上，且卡块111能够卡接在弧形凹槽内，螺纹杆110的下端上端设置有调节法兰

112；壳体1下端设置有底座12，底座12上设置有减震垫120；壳体1内部左右两侧壁上均设置

有挡料板13，两个挡料板13分别位于壳体1的开口和粉碎辊轮一20、粉碎辊轮二21之间；

[0023] 初级粉碎装置2包括粉碎辊轮一20和粉碎辊轮二21；粉碎辊轮一20和粉碎辊轮二

21均活动设置在壳体1内部上端，粉碎辊轮一20和粉碎辊轮二21与壳体1连接处均设置有旋

转电机，粉碎辊轮一20和粉碎辊轮二21上都设置有间距调节组件22、咬合板23，间距调节组

件22包括夹持臂220、固定套221、调节杆222，固定套221设置在壳体1左右两侧壁上，夹持臂

220活动设置在粉碎辊轮一20和粉碎辊轮二21上，且两个夹持臂220分别与两个固定套221

活动卡接，两个调节杆222分别与两个固定套221螺纹连接；咬合板23上设置有齿牙区230和

刀刃区231，齿牙区230和刀刃区231均设置有两个，且齿牙区230和刀刃区231交替设置，咬

合板23与粉碎辊轮一20和粉碎辊轮二21之间均为可拆卸式连接；

[0024] 清洗消毒装置3包括消毒桶30、消毒液喷柱31、消毒液储箱32、废液储箱33；消毒桶

30设置在壳体1内部，位于初级粉碎装置2下端，消毒桶30上边沿与壳体1内侧壁活动卡接，

消毒桶30上设置有物料出口300，消毒桶30内部设置有扇形导料板301，扇形导料板301位于

物料出口300下边沿处，扇形导料板301设置有三组，，每组扇形导料板301设置有两个，三组

扇形导料板301从上至下依次设置在消毒桶30内部，且三组扇形导料板301从上至下依次交

错设置，每个扇形导料板301上都设置有导料螺纹、紫外线灯板302，消毒液喷柱31设置在消

毒桶30内部中心位置，消毒液喷柱31与消毒液储箱32连接，连接处设置有增压泵；消毒液储

箱32包括消毒腔320和清水腔321，消毒腔320和清水腔321分别与消毒液喷柱31连接，连接

处均设置有电磁控制阀；壳体1内部底端设置有集料斗35和集污槽36，集污槽36位于集料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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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下端，集污槽36与集料斗35连接处设置有沥水板37，集污槽36内部设置有液位传感器，集

污槽36与消毒液储箱32连接，连接处设置与吸液泵；

[0025] 二级粉碎装置4设置有两个，二级粉碎装置4包括刀架40和切割刀片41；刀架40活

动设置在壳体1内部，且位于消毒桶30左右两侧，切割刀片41设置在刀架40上，刀架40与壳

体1连接处设置有调节杆拉杆42；

[0026] 控制装置包括控制器、处理器和触摸屏；控制器为市售，控制器与旋转电机、动力

电机34、紫外线灯板302、电磁控制阀、增压泵和吸液泵连接，液位传感器和处理器连接，处

理器、触摸屏分别与控制器连接；电源装置为旋转电机、动力电机34、紫外线灯板302、增压

泵、吸液泵和电磁控制阀提供电源。

[0027] 使用时，打开密封盖10，将待处理医疗垃圾置入壳体1内部，关闭密封盖10并通过

锁紧组件11将密封盖10和壳体1进行锁止；启动电源装置，旋转电机启动，带动粉碎辊轮一

20和粉碎辊轮二21旋转，通过咬合板23上的齿牙区230将医疗垃圾撕裂，并通过刀刃区231

进行切割粉碎；初级粉碎处理后的垃圾碎片落入消毒桶30，通过操作触摸屏，控制器控制紫

外线灯板302、动力电机、增压泵开启，垃圾碎片经过消毒液、紫外线灯板302清洗和消毒处

理后，在扇形导料板301的作用下向物料出口300移动，被切割刀片41二次粉碎；二次粉碎后

的垃圾粉末落入集料斗35进行收集，垃圾粉末中的污水经过沥水板37后进入集污槽36进行

收集，当液位传感器感应到集污槽36液面高度达到设定值时，将信号传递给处理器，处理器

发送指令给控制器，控制器控制吸液泵开启，将废液吸入废液储箱33。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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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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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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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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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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