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2466125.4

(22)申请日 2019.12.31

(73)专利权人 郑州大学

地址 450001 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科学大

道100号郑州大学新校区

(72)发明人 赵要松　李亚楠　赵松伟　许亚辉　

(74)专利代理机构 郑州亦鼎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41188

代理人 张夏谦

(51)Int.Cl.

A61L 2/26(2006.01)

A61L 2/10(2006.01)

A61L 2/18(2006.01)

B08B 3/08(2006.01)

B08B 3/10(2006.01)

F26B 23/06(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护理专业用的器械消毒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护理专业用的器械

消毒装置，包括箱体和电机，所述箱体的底部与

电机的顶部固定连接，箱体的顶部开设有相互连

通的移动槽和取放槽，移动槽的内表面滑动连接

有第一伸缩杆和第二伸缩杆，本实用新型涉及器

械消毒技术领域。该护理专业用的器械消毒装

置，当放置盒处于第一放置盒位置时，通过定位

块、定位槽和定位杆对第一伸缩杆的位置进行固

定，从而对第一放置盒的位置进行固定，当放置

盒处于第二放置盒位置时，通过U型块和移动槽

的协同对伸缩杆的水平位置进行固定，通过U型

块和第一定位板的协同对第二放置盒的高度进

行固定，解决了常见的器械消毒装置需要手动保

持器械位置的稳定，浪费大量人力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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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护理专业用的器械消毒装置，包括箱体(1)和电机(2)，所述箱体(1)的底部与电

机(2)的顶部固定连接，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1)的顶部开设有相互连通的移动槽(3)和取

放槽(4)，所述移动槽(3)的内表面滑动连接有第一伸缩杆(5)和第二伸缩杆(6)，所述第一

伸缩杆(5)的底端固定连接有第一放置盒(7)，所述第二伸缩杆(6)的底端固定连接有第二

放置盒(8)，所述箱体(1)的顶部固定连接有定位块(9)，所述定位块(9)的顶部开设有定位

槽(10)，所述第一伸缩杆(5)的顶端通过固定板固定连接有与定位槽(10)的内表面滑动连

接的第一定位杆(11)，所述第二伸缩杆(6)外表面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一定位板(12)，所述

箱体(1)顶部通过滑槽滑动连接有移动杆(13)，所述移动杆(13)的底端固定连接有与第一

定位板(12)的底部压接的U型板(1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护理专业用的器械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伸缩

杆(6)的顶端通过固定板固定连接有第二定位杆(15)，所述第一伸缩杆(5)外表面的一侧固

定连接有第二定位板(16)。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护理专业用的器械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1)

内腔的侧面固定连接有侧板(17)，所述第一伸缩杆(5)的底端贯穿侧板(17)的顶部并延伸

至侧板(17)的下方。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护理专业用的器械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1)

的顶部固定连接有竖板(18)，所述移动杆(13)的顶端固定连接有移动板(19)，且移动板

(19)外表面的一侧固定连接有与竖板(18)外表面的一侧固定连接的弹簧(2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护理专业用的器械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1)

内腔的顶部固定连接有烘干器(21)，所述箱体(1)内腔的侧面固定连接有紫外消毒灯(22)。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护理专业用的器械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1)

内的底部贯穿有转动柱(23)，所述转动柱(23)的侧面固定连接有搅拌杆(24)。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护理专业用的器械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机(2)

的输出端通过联轴器固定连接有第一锥齿轮(25)，所述转动柱(23)的底端固定连接有第二

锥齿轮(26)，且第一锥齿轮(25)的外表面和第二锥齿轮(26)的外表面相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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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护理专业用的器械消毒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器械消毒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护理专业用的器械消毒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护理是一门运用科学，分为家庭护理和有偿护理，有偿护理必须按照卫生部、卫健

委、医政部所规定的法律法规相关条文执行开展相应的护理项目，有条理、有目的、有计划

的完成基础或常规护理，观察了解病人体表体重基础情况，根据病情变化监测或获取病情

数据，以配合医生完成对病人的治疗，加强输液巡视和教育，及时处理医疗纠纷，防止医疗

事故的发生，开展危重症生命体征监测、标本采集、体重营养定期采集分析，并从生理心理、

社会文化和精神诸方面，照顾病人的生活起居，日常活动、用药和安全等问题，消毒是指杀

死病原微生物、但不一定能杀死细菌芽孢的方法。

[0003] 常见的消毒装置，进行消毒时，需要手动保持器械位置的稳定，消耗大量人力，而

且只能简单的起到消毒作用，消毒效果不佳，消毒后还需要通过其他装置进行烘干或手动

擦干，浪费时间。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护理专业用的器械消毒装置，解决

了常见的器械消毒装置需要手动保持器械位置的稳定，浪费大量人力和消毒效果不佳、不

能进行烘干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实用新型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一种护理专业用的器

械消毒装置，包括箱体和电机，所述箱体的底部与电机的顶部固定连接，所述箱体的顶部开

设有相互连通的移动槽和取放槽，所述移动槽的内表面滑动连接有第一伸缩杆和第二伸缩

杆，所述第一伸缩杆的底端固定连接有第一放置盒，所述第二伸缩杆的底端固定连接有第

二放置盒，所述箱体的顶部固定连接有定位块，所述定位块的顶部开设有定位槽，所述第一

伸缩杆的顶端通过固定板固定连接有与定位槽的内表面滑动连接的第一定位杆，所述第二

伸缩杆外表面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一定位板，所述箱体顶部通过滑槽滑动连接有移动杆，

所述移动杆的底端固定连接有与第一定位板的底部压接的U型板。

[0006] 优选的，所述第二伸缩杆的顶端通过固定板固定连接有第二定位杆，所述第一伸

缩杆外表面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二定位板。

[0007] 优选的，所述箱体内腔的侧面固定连接有侧板，所述第一伸缩杆的底端贯穿侧板

的顶部并延伸至侧板的下方。

[0008] 优选的，所述箱体的顶部固定连接有竖板，所述移动杆的顶端固定连接有移动板，

且移动板外表面的一侧固定连接有与竖板外表面的一侧固定连接的弹簧。

[0009] 优选的，所述箱体内腔的顶部固定连接有烘干器，所述箱体内腔的侧面固定连接

有紫外消毒灯。

[0010] 优选的，所述箱体内的底部贯穿有转动柱，所述转动柱的侧面固定连接有搅拌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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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优选的，所述电机的输出端通过联轴器固定连接有第一锥齿轮，所述转动柱的底

端固定连接有第二锥齿轮，且第一锥齿轮的外表面和第二锥齿轮的外表面相啮合。

[0012] 有益效果

[0013]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护理专业用的器械消毒装置。与现有的技术相比具备以下

有益效果：

[0014] (1)、该护理专业用的器械消毒装置，通过在箱体的顶部开设有相互连通的移动槽

和取放槽，移动槽的内表面滑动连接有第一伸缩杆和第二伸缩杆，箱体的顶部固定连接有

定位块，定位块的顶部开设有定位槽，第一伸缩杆的顶端通过固定板固定连接有与定位槽

的内表面滑动连接的第一定位杆，第二伸缩杆外表面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一定位板，箱体

顶部通过滑槽滑动连接有移动杆，移动杆的底端固定连接有与第一定位板的底部压接的U

型板，取放槽便于伸缩杆和放置盒的取放，移动槽便于伸缩杆的移动，当放置盒处于第一放

置盒位置时，通过定位块、定位槽和定位杆对第一伸缩杆的位置进行固定，从而对第一放置

盒的位置进行固定，当放置盒处于第二放置盒位置时，通过U型块和移动槽的协同对伸缩杆

的水平位置进行固定，通过U型块和第一定位板的协同对第二放置盒的高度进行固定，解决

了常见的器械消毒装置需要手动保持器械位置的稳定，浪费大量人力的问题。

[0015] (2)、该护理专业用的器械消毒装置，通过在箱体内腔的顶部固定连接有烘干器，

箱体内腔的侧面固定连接有紫外消毒灯，箱体内的底部贯穿有转动柱，转动柱的侧面固定

连接有搅拌杆，电机的输出端通过联轴器固定连接有第一锥齿轮，转动柱的底端固定连接

有第二锥齿轮，且第一锥齿轮的外表面和第二锥齿轮的外表面相啮合，电机通过第一锥齿

轮、第二锥齿轮和转动柱带动搅拌杆转动，加快箱体内消毒液的移动速度，提高对放置盒内

器械的消毒效果，通过紫外消毒灯再次进行消毒，进一步保障消毒质量，通过烘干器便于对

器械进行烘干，解决了常见的器械消毒装置消毒效果不佳、不能进行烘干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内构连接侧视图；

[0018] 图3为本实用新型箱体结构的俯视图；

[0019] 图4为本实用新型第一定位板和U型板的结构连接示意图；

[0020] 图5为本实用新型侧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6为本实用新型图1中A处的局部放大图；

[0022] 图7为本实用新型图2中B处的局部放大图。

[0023] 图中：1、箱体；2、电机；3、移动槽；4、取放槽；5、第一伸缩杆；6、第二伸缩杆；7、第一

放置盒；8、第二放置盒；9、定位块；10、定位槽；11、第一定位杆；12、第一定位板；13、移动杆；

14、U型板；15、第二定位杆；16、第二定位板；17、侧板；18、竖板；19、移动板；20、弹簧；21、烘

干器；22、紫外消毒灯；23、转动柱；24、搅拌杆；25、第一锥齿轮；26、第二锥齿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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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5] 请参阅图1-7，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护理专业用的器械消毒装置，

包括箱体1和电机2，电机2与外界电源电性连接，通过控制开关进行控制，箱体1的底部与电

机2的顶部固定连接，箱体1的顶部开设有相互连通的移动槽3和取放槽4，移动槽3设置有两

个，取放槽4设置有四个，分别位于两个移动槽3的两端，实现两侧工作互不影响，提高装置

使用效率，移动槽3的内表面滑动连接有第一伸缩杆5和第二伸缩杆6，第一伸缩杆5和第二

伸缩杆6表示同一伸缩杆的不同位置，第一伸缩杆5的底端固定连接有第一放置盒7，第二伸

缩杆6的底端固定连接有第二放置盒8，第一放置盒7和第二放置盒8表示同一放置盒的不同

位置，放置盒外侧采用网孔较大的丝网，放置盒的侧面铰接有便于器械放置的侧门，并通过

固定便于开关的装置进行固定，箱体1的顶部固定连接有定位块9，定位块9的顶部开设有定

位槽10，第一伸缩杆5的顶端通过固定板固定连接有与定位槽10的内表面滑动连接的第一

定位杆11，第二伸缩杆6外表面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一定位板12，箱体1顶部通过滑槽滑动

连接有移动杆13，移动杆13的底端固定连接有与第一定位板12的底部压接的U型板14，第二

伸缩杆6的顶端通过固定板固定连接有第二定位杆15，第一定位杆11和第二定位杆15表示

同一定位杆的不同位置，第一伸缩杆5外表面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二定位板16，第一定位板

12和第二定位板16表示同一定位板的不同位置，箱体1内腔的侧面固定连接有侧板17，侧板

17的顶部开设有连通槽，便于伸缩杆和放置盒的移动，箱体1的内腔且位于侧板17下方放置

有消毒液，箱体1的侧面连通有换液管，图中未标出，便于对消毒液进行更换，第一伸缩杆5

的底端贯穿侧板17的顶部并延伸至侧板17的下方，箱体1的顶部固定连接有竖板18，移动杆

13的顶端固定连接有移动板19，且移动板19外表面的一侧固定连接有与竖板18外表面的一

侧固定连接的弹簧20，箱体1内腔的顶部固定连接有烘干器21，烘干器21与外界电源电性连

接，通过控制开关进行控制，箱体1内腔的侧面固定连接有紫外消毒灯22，紫外消毒灯22与

外界电源电性连接，通过控制开关进行控制，箱体1内的底部贯穿有转动柱23，转动柱23的

侧面固定连接有搅拌杆24，电机2的输出端通过联轴器固定连接有第一锥齿轮25，转动柱23

的底端固定连接有第二锥齿轮26，且第一锥齿轮25的外表面和第二锥齿轮26的外表面相啮

合。

[0026] 同时本说明书中未作详细描述的内容均属于本领域技术人员公知的现有技术。

[0027] 使用时，把器械放置在放置盒内，把放置盒从取放槽4放入，移动到第一放置盒7位

置，第一定位杆11放置在对应的定位槽10内，打开电机2，电机2通过第一锥齿轮25带动第二

锥齿轮26转动，通过第二锥齿轮26带动转动柱23转动，转动柱23带动搅拌杆24转动，搅拌杆

24带动消毒液通过第一放置盒7对第一放置盒7内的器械进行清洗消毒，清洗消毒完整之

后，关闭电机2，把第一定位杆11从定位槽10内拉出，移动第一伸缩杆6，第一伸缩杆6带动第

一放置盒7移动，拉动移动板19，弹簧20伸缩，移动板19通过移动杆13带动U型块14移动，放

置盒移动到第二放置盒8位置时，松开移动板19，移动板19在弹簧20的作用下移动，移动板

19通过移动柱13带动U型块14移动，第二伸缩杆8进入U型块14内部，第一定位板12位于U型

块14上方，对第一固定板12进行固定，从而对第二放置盒8的位置进行固定，打开烘干器21

和紫外消毒灯22，对第二放置盒8内的器械进行烘干和再次消毒，烘干消毒之后，通过另一

个取放槽4取出放置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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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诸如第一和第二等之类的关系术语仅仅用来将一个实

体或者操作与另一个实体或操作区分开来，而不一定要求或者暗示这些实体或操作之间存

在任何这种实际的关系或者顺序。而且，术语“包括”、“包含”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盖

非排他性的包含，从而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不仅包括那些要

素，而且还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

所固有的要素。

[0029]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

可以理解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

改、替换和变型，本实用新型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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