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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移动式鼻腔冲洗台，

包括底座，设置在底座上的伸缩支撑杆，伸缩支

撑杆顶部设置有清洗液旋转悬挂装置，伸缩支撑

杆上设置有能够上下移动的卡件；卡件上水平固

定有伸缩件；伸缩件一端与卡件固定，另一端固

定有清洗液收集装置。本实用新型通过将收集器

与传统的输液支架的改进结合，实现了鼻腔清洗

装置的灵便移动；不仅仅能够满足正常肢体行走

方便的患者使用，同时也可以将其推至卧坐在床

的患者使用，通过抬升卡件固定位置的高度，然

后水平向拉伸伸缩件的长度，进而实现将收集器

延伸至患者头部位置，然后进行不下床清洗鼻

腔；而中部向外凹陷状的收集器，避免了清洗液

直接滴落到器壁上的飞溅，这样不仅仅有效保护

了设备周围地面的清洁，同时避免了飞溅液体带

来的交叉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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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移动式鼻腔冲洗台，包括底座，设置在底座上的伸缩支撑杆，所述的伸缩支撑杆

顶部设置有清洗液旋转悬挂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伸缩支撑杆上设置有能够上下移动

的卡件；所述的卡件上水平固定有伸缩件；所述的伸缩件一端与卡件固定，另一端固定有清

洗液收集装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移动式鼻腔冲洗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底座为底部设置

有万向轮和配重的可移动底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移动式鼻腔冲洗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伸缩支撑杆包括

设置在底座上的主支撑杆，主支撑杆内设置有伸缩滑杆，伸缩滑杆顶部设置有360度旋转的

清洗液旋转悬挂装置；所述的主支撑杆靠近顶端的杆体上设置有伸缩杆件定位紧固螺栓；

所述的清洗液旋转悬挂装置包括中间套在伸缩滑杆顶部的旋转轴座，旋转轴座上设置多个

向四周水平向伸出的回钩，所述的回钩上悬挂有盛放鼻腔清洗液的液袋。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移动式鼻腔冲洗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卡件为中间为空

洞的环抱状金属夹，卡件内壁设置有胶垫圈；所述的卡件的封口端为两个带孔的卡耳，两个

卡尔通过卡件紧固螺栓组合与伸缩支撑杆紧固。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移动式鼻腔冲洗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伸缩件为气压伸

缩杆件或液压伸缩杆件或具备横向支撑力的机械伸缩杆件。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移动式鼻腔冲洗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清洗液收集装置

包括上开口的收集器，收集器的底部设置有排液孔，排液孔通过连接软管连接设置在储液

箱顶部的进液孔。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移动式鼻腔冲洗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储液箱为至少一

个面为透明状的容器，靠近底部设置有排液阀门，顶部设置有上封盖，上封盖上设置有进液

孔；储液箱的背部设置有用于固定储液箱与伸缩支撑杆位置关系的储液箱固定装置。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移动式鼻腔冲洗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储液箱固定装置

为一个系带组合或卡箍。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移动式鼻腔冲洗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收集器为中部向

外凹陷状。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移动式鼻腔冲洗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收集器为钵盂

状，上方设置有外沿，外沿坐落卡在固定圈上；固定圈与伸缩件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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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移动式鼻腔冲洗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医疗冲洗设备领域，具体为及一种可移动鼻腔清洗移动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人

们在享受着日益丰盈的物质生活带来的幸福感的同时，对于关系生命健康的医疗卫生事业

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0003] 鼻腔冲洗，是临床领域较为常见的一种治疗行为，是指通过一定压力的水流，将鼻

腔中的分泌物及细菌冲洗出来的一种治疗方法。在临床表现及相关文献表明，对于鼻部术

后患者来说，鼻腔冲洗和手术治疗同等重要。

[0004] 而在现有的临床实践中，没有一个完整规范的鼻腔冲洗规程和专用清洗设备，在

日常的临床中鼻腔冲洗通常是将一次性引流袋和鼻腔冲洗橄榄头相连接、悬挂于输液架

上，将冲洗液倒入引流袋内，患者取坐位、将鼻橄榄头端塞于鼻前庭，头向前倾，进行冲洗。

临床中由于条件限制，患者均需面对治疗室内的冲洗池进行冲洗，虽然解决了基本的鼻腔

冲洗问题，但冲洗过程中由于冲洗池表浅、容易造成溅撒，增加了病人跌倒的风险；且冲洗

患者多，只有一个冲洗池，排队等待时间过长，有些病人输液时进行冲洗、排队等待很不方

便。此外，有些传染病阳性患者，冲洗之后冲洗池消毒很麻烦，容易造成交叉感染。

[0005] 因此，提供一种能够减少冲洗时候冲洗液外溅、且能够根据患者的情况进行实时

移动，并且便于清洗消毒的鼻腔清洗设备组合，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解决上述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能够根据患者的体

位情况，及时移动，且清洗过程清洗液不容易外溅，并且清洗消毒方便，减少交叉感染率发

生的可移动鼻腔清洗移动架。

[0007]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

[0008] 一种移动式鼻腔冲洗台，包括底座16，设置在底座16上的伸缩支撑杆，所述的伸缩

支撑杆顶部设置有清洗液旋转悬挂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伸缩支撑杆上设置有能够上

下移动的卡件5；所述的卡件5上水平固定有伸缩件7；所述的伸缩件一端与卡件5固定，另一

端固定有清洗液收集装置；

[0009] 所述的底座16为底部设置有万向轮和配重的可移动底座；

[0010] 所述的伸缩支撑杆包括设置在底座16上的主支撑杆3，主支撑杆16内设置有伸缩

滑杆2，伸缩滑杆2顶部设置有360度旋转的清洗液旋转悬挂装置；所述的主支撑杆16靠近顶

端的杆体上设置有伸缩杆件定位紧固螺栓4；所述的清洗液旋转悬挂装置包括中间套在伸

缩滑杆2顶部的旋转轴座，旋转轴座上设置多个向四周水平向伸出的回钩1，所述的回钩1上

悬挂有盛放鼻腔清洗液的液袋B；所述的伸缩滑杆2上设置有刻度尺D；

[0011] 所述的卡件为中间为空洞的环抱状金属夹，卡件内壁设置有胶垫圈17；所述的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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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封口端为两个带孔的卡耳，两个卡尔通过卡件紧固螺栓组合6与伸缩支撑杆紧固；

[0012] 所述的伸缩件7为气压伸缩杆件或液压伸缩杆件或具备横向支撑力的机械伸缩杆

件；

[0013] 所述的清洗液收集装置包括上开口的收集器9，收集器9的底部设置有排液孔10，

排液孔10通过连接软管11连接设置在储液箱14顶部的进液孔12；

[0014] 所述的储液箱14为至少一个面为透明状的容器，靠近底部设置有排液阀门15，顶

部设置有上封盖13，上封盖13上设置有进液孔12；储液箱14的背部设置有用于固定储液箱

14与伸缩支撑杆位置关系的储液箱固定装置C；

[0015] 所述的储液箱固定装置为一个系带组合或卡箍；

[0016] 所述的收集器9为中部向外凹陷状

[0017] 所述的收集器9为钵盂状，上方设置有外沿，外沿坐落卡在固定圈8上；固定圈8与

伸缩件7固定连接。

[0018] 积极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通过将收集器与传统的输液支架的改进结合，实现了

鼻腔清洗装置的灵便移动；不仅仅能够满足正常肢体行走方便的患者使用，同时也可以将

其推至卧坐在床的患者使用，通过抬升卡件固定位置的高度，然后水平向拉伸伸缩件的长

度，进而实现将收集器延伸至患者头部位置，然后进行不下床清洗鼻腔；而中部向外凹陷状

的收集器，避免了清洗液直接滴落到器壁上的飞溅，这样不仅仅有效保护了设备周围地面

的清洁，同时避免了飞溅液体带来的交叉感染。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一；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二；

[0021] 图3为图2中A‑A向剖视图；

[0022]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三；

[0023] 图中为：回钩1、伸缩滑杆2、主支撑杆3、伸缩杆件定位紧固螺栓4、卡件5、卡件紧固

螺栓组合6、伸缩件7、固定圈8、收集器9、排液孔10、软管11、进液孔12、上封盖13、

[0024] 储液箱14、排液阀门15、底座16、胶垫圈17。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说明：

[0026] 实施例1

[0027] 如图1所示，一种移动式鼻腔冲洗台，包括底座16，设置在底座16上的伸缩支撑杆，

所述的伸缩支撑杆顶部设置有清洗液旋转悬挂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伸缩支撑杆上设

置有能够上下移动的卡件5；所述的卡件5上水平固定有伸缩件7；所述的伸缩件一端与卡件

5固定，另一端固定有清洗液收集装置；

[0028] 所述的底座16为底部设置有万向轮和配重的可移动底座；

[0029] 所述的伸缩支撑杆包括设置在底座16上的主支撑杆3，主支撑杆16内设置有伸缩

滑杆2，伸缩滑杆2顶部设置有360度旋转的清洗液旋转悬挂装置；所述的主支撑杆16靠近顶

端的杆体上设置有伸缩杆件定位紧固螺栓4；所述的清洗液旋转悬挂装置包括中间套在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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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滑杆2顶部的旋转轴座，旋转轴座上设置多个向四周水平向伸出的回钩1，所述的回钩1上

悬挂有盛放鼻腔清洗液的液袋B及其他需要同时进行使用治疗的药物容器；所述的伸缩滑

杆2上设置有刻度尺D，便于控制清洗时候对于液袋B出液口与鼻腔之间距离在40‑50cm之

间，使其符合冲洗规范要求；

[0030] 如图3所示，所述的卡件为中间为空洞的环抱状金属夹，卡件内壁设置有胶垫圈

17；所述的卡件的封口端为两个带孔的卡耳，两个卡尔通过卡件紧固螺栓组合6与伸缩支撑

杆紧固；

[0031] 所述的伸缩件7为气压伸缩杆件或液压伸缩杆件或具备横向支撑力的机械伸缩杆

件；

[0032] 所述的清洗液收集装置包括上开口的收集器9，收集器9的底部设置有排液孔10，

排液孔10通过连接软管11连接设置在储液箱14顶部的进液孔12，连接软管11为常用的螺纹

状的可以伸缩的塑胶管，能够很好的配合储液箱的升降和前后位移；如图1所示，所述的排

液孔10位于收集器底部的一侧边，且底面向排液孔10处倾斜，这样可以增大清洗液的排出

量，所述的收集器9为中部向外凹陷状，即便是垂直流至倾斜底面上的液体的飞溅，也会由

于溅起方向的改变碰撞到收集器的内壁上，进而不外溅污染周围环境；

[0033] 所述的储液箱14为至少一个面为透明状的容器，靠近底部设置有排液阀门15，便

于污染后的倾洗液的排放，透明状便于观察储液箱内液体的高度；顶部设置有上封盖13，便

于清洗储液箱内部，上封盖13上设置有进液孔12；储液箱14的背部设置有用于固定储液箱

14与伸缩支撑杆位置关系的储液箱固定装置C，如图4所示；所述的储液箱固定装置为一个

系带组合或卡箍如图4所示，便于将储液箱与伸缩支撑杆进行固定，放置倾倒后液体流出污

染周围环境；所述的收集器9为钵盂状，上方设置有外沿，外沿坐落卡在固定圈8上；固定圈8

与伸缩件7固定连接。

[0034] 实施例2

[0035] 与实施1除下述区别点以为，其他都一样，区别点在于：如图2所示，收集器9为类似

折叠收缩灯笼一样的可伸缩，且排液孔10位于正下方，这样不仅仅可以微调收集器的容积

空间大小，同时口小肚大的储液空间，可以很好的客服滴液外溅情况的发生。

[0036] 使用时，将配置好的清洗液装入液袋B中，并将液袋B挂至回钩1上，液袋B下方通过

连接软管连接鼻腔冲洗橄榄头，连接软管上带有流量控制阀；然后将设备推至患者旁边，根

据患者体位不同条件高度和纵深长度，调节伸缩滑杆2顶部液袋B出液口与患者头部的距离

保持在40‑50cm之间，然后将头部放置在清洗液收集装置上方倾斜，开始进行清洗；清洗液

和污染物进入收集器9内，垂直下去的液体由于改变了反弹方向，无法飞溅至收集器9之外，

保证了周围环境的清洁；而进入收集器的清洗液和污染物则经过排液孔10和软管快速进入

储液箱14内；根据需要选择及时通过排液阀门15进行液体排放，或者打开上封盖13进行储

液箱14的清洗消毒；由于多个连接件为独立部件，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及时的清洗消毒或更

换，保证正常的使用和避免污染和交叉感染情况的发生。

[0037] 由于本实用新型的清洗液收集装置多为可伸缩且组合套件，可以根据需要和使用

环境的变化随时调节高度和延伸长度，适用于不同高度和多种体位进行鼻腔的清洗，且维

修保养和清晰消毒十分方便，大大降低了传统的清洗利用洗漱盆等费专用设备带来的液体

外溅、交叉感染和清洗不变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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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本实用新型通过将收集器与传统的输液支架的改进结合，实现了鼻腔清洗装置的

灵便移动；不仅仅能够满足正常肢体行走方便的患者使用，同时也可以将其推至卧坐在床

的患者使用，通过抬升卡件固定位置的高度，然后水平向拉伸伸缩件的长度，进而实现将收

集器延伸至患者头部位置，然后进行不下床清洗鼻腔；而中部向外凹陷状的收集器，避免了

清洗液直接滴落到器壁上的飞溅，这样不仅仅有效保护了设备周围地面的清洁，同时避免

了飞溅液体带来的交叉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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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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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4 页

8

CN 213076536 U

8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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