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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心血管内科用器械消毒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心血管内科用器械消

毒装置，包括消毒柜，支撑脚，消毒液箱，排废阀

门，消毒灯，器械沉浸笼结构，升降旋转架结构，

控制盒，触控显示屏，中央处理器，电源开关，观

察窗，把手锁和防护柜门。本实用新型通过将消

毒液放入消毒液箱内，将需要消毒的器械插入到

器械约束带的内侧，起到约束固定的作用；关闭

防护柜门，通过操作触控显示屏，控制升降杆的

下降，将放置箱浸入到消毒液箱的消毒液内，通

过触控显示屏启动旋转电机的转动，带动放置箱

的转动，起到对器械利用消毒箱消毒的作用；液

体消毒完毕后，将放置箱提起，启动消毒灯进一

步的杀菌消毒，增加消毒方式，提高消毒效率，方

便对消毒过程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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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心血管内科用器械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心血管内科用器械消毒装置，包括

消毒柜(1)，支撑脚(2)，消毒液箱(3)，排废阀门(4)，消毒灯(5)，器械沉浸笼结构(6)，升降

旋转架结构(7)，控制盒(8)，触控显示屏(9)，中央处理器(10)，电源开关(11)，观察窗(12)，

把手锁(13)和防护柜门(14)，所述的支撑脚(2)分别螺栓连接在消毒柜(1)的下表面四角位

置；所述的消毒液箱(3)螺栓连接在消毒柜(1)的内部下表面；所述的排废阀门(4)贯穿消毒

柜(1)的下表面中间位置与消毒液箱(3)的下表面螺纹连接设置；所述的消毒灯(5)分别螺

钉连接在消毒柜(1)的内壁左右两侧上部位置；所述的器械沉浸笼结构(6)安装在升降旋转

架结构(7)的下部；所述的升降旋转架结构(7)螺栓连接在消毒柜(1)的上壁；所述的控制盒

(8)螺钉连接在消毒柜(1)的右侧上部前侧位置；所述的触控显示屏(9)镶嵌在控制盒(8)的

正表面上部中间位置；所述的中央处理器(10)螺钉连接在控制盒(8)的内部中间位置；所述

的电源开关(11)镶嵌在控制盒(8)的正表面下部中间位置；所述的观察窗(12)镶嵌在防护

柜门(14)的内部中间位置；所述的把手锁(13)镶嵌在防护柜门(14)的内部左侧中间位置；

所述的防护柜门(14)铰链合页连接在消毒柜(1)的左侧；所述的器械沉浸笼结构(6)包

括放置箱(61)，纵向吊杆(62)，防撞垫(63)，连接套管(64)，进液通孔(65)和器械约束带

(66)，所述的纵向吊杆(62)纵向螺栓连接在放置箱(61)的内壁上侧中间位置；所述的防撞

垫(63)分别胶接在放置箱(61)的左右两壁位置；所述的连接套管(64)螺钉连接在纵向吊杆

(62)的上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进液通孔(65)开设在放置箱(61)的下壁内；所述的器械约

束带(66)螺钉连接在放置箱(61)的上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心血管内科用器械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升降旋转架结

构(7)包括连接盘(71)，升降杆(72)，旋转电机(73)和旋转轴(74)，所述的升降杆(72)分别

螺栓连接在连接盘(71)的上表面左右两侧位置；所述的旋转电机(73)螺栓连接在连接盘

(71)的下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旋转轴(74)联轴器连接在旋转电机(73)的输出轴上。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心血管内科用器械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旋转轴(74)插

接在连接套管(64)内并用不锈钢螺栓固定。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心血管内科用器械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防撞垫(63)采

用厚度设置在五毫米至八毫米的硅胶垫。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心血管内科用器械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观察窗(12)采

用厚度设置在三毫米至五毫米的钢化玻璃窗。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心血管内科用器械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消毒柜(1)的

内侧镶嵌有保温棉层。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心血管内科用器械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放置箱(61)具

体采用圆柱状的不锈钢箱。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心血管内科用器械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器械约束带

(66)具体采用弧形的橡胶带；所述的器械约束带(66)设置有多个。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心血管内科用器械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排废阀门(4)

具体采用L型的不锈钢水龙头阀门；所述的排废阀门(4)与消毒液箱(3)的内部相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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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心血管内科用器械消毒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心血管内科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心血管内科用器械消毒

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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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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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目的是疾病的诊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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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手术过后的

手术器械的消毒装置就显得尤其重要，保证医疗器械的下次使用。

[0003] 但是现有的心血管内科器械消毒还存在着消毒方式单一，消毒效率较低和不方便

对消毒过程进行控制的问题。

[0004] 有鉴于此，发明一种心血管内科用器械消毒装置是非常必要的。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心血管内科用器械消毒装置，以解

决现有的心血管内科器械消毒消毒方式单一，消毒效率较低和不方便对消毒过程进行控制

的问题。一种心血管内科用器械消毒装置，包括消毒柜，支撑脚，消毒液箱，排废阀门，消毒

灯，器械沉浸笼结构，升降旋转架结构，控制盒，触控显示屏，中央处理器，电源开关，观察

窗，把手锁和防护柜门，所述的支撑脚分别螺栓连接在消毒柜的下表面四角位置；所述的消

毒液箱螺栓连接在消毒柜的内部下表面；所述的排废阀门贯穿消毒柜的下表面中间位置与

消毒液箱的下表面螺纹连接设置；所述的消毒灯分别螺钉连接在消毒柜的内壁左右两侧上

部位置；所述的器械沉浸笼结构安装在升降旋转架结构的下部；所述的升降旋转架结构螺

栓连接在消毒柜的上壁；所述的控制盒螺钉连接在消毒柜的右侧上部前侧位置；所述的触

控显示屏镶嵌在控制盒的正表面上部中间位置；所述的中央处理器螺钉连接在控制盒的内

部中间位置；所述的电源开关镶嵌在控制盒的正表面下部中间位置；所述的观察窗镶嵌在

防护柜门的内部中间位置；所述的把手锁镶嵌在防护柜门的内部左侧中间位置；

[0006] 所述的防护柜门铰链合页连接在消毒柜的左侧；所述的器械沉浸笼结构包括放置

箱，纵向吊杆，防撞垫，连接套管，进液通孔和器械约束带，所述的纵向吊杆纵向螺栓连接在

放置箱的内壁上侧中间位置；所述的防撞垫分别胶接在放置箱的左右两壁位置；所述的连

接套管螺钉连接在纵向吊杆的上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进液通孔开设在放置箱的下壁内；

所述的器械约束带螺钉连接在放置箱的上部。

[0007] 优选的，所述的升降旋转架结构包括连接盘，升降杆，旋转电机和旋转轴，所述的

升降杆分别螺栓连接在连接盘的上表面左右两侧位置；所述的旋转电机螺栓连接在连接盘

的下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旋转轴联轴器连接在旋转电机的输出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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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优选的，所述的旋转轴插接在连接套管内并用不锈钢螺栓固定。

[0009] 优选的，所述的防撞垫采用厚度设置在五毫米至八毫米的硅胶垫。

[0010] 优选的，所述的观察窗采用厚度设置在三毫米至五毫米的钢化玻璃窗。

[0011] 优选的，所述的消毒柜的内侧镶嵌有保温棉层。

[0012] 优选的，所述的放置箱具体采用圆柱状的不锈钢箱。

[0013] 优选的，所述的器械约束带具体采用弧形的橡胶带；所述的器械约束带设置有多

个。

[0014] 优选的，所述的排废阀门具体采用L型的不锈钢水龙头阀门；所述的排废阀门与消

毒液箱的内部相连通。

[0015] 优选的，所述的触控显示屏，电源开关，消毒灯，升降杆和旋转电机分别电性连接

中央处理器。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通过将消毒液放入消毒液箱内，将需

要消毒的器械插入到器械约束带的内侧，起到约束固定的作用；关闭防护柜门，通过操作触

控显示屏，控制升降杆的下降，将放置箱浸入到消毒液箱的消毒液内，通过触控显示屏启动

旋转电机的转动，带动放置箱的转动，起到对器械利用消毒箱消毒的作用；液体消毒完毕

后，将放置箱提起，启动消毒灯进一步的杀菌消毒，增加消毒方式，提高消毒效率，方便对消

毒过程进行控制。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器械沉浸笼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升降旋转架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电气接线示意图。

[0021] 图中：

[0022] 1、消毒柜；2、支撑脚；3、消毒液箱；4、排废阀门；5、消毒灯；6、器械沉浸笼结构；61、

放置箱；62、纵向吊杆；63、防撞垫；64、连接套管；65、进液通孔；66、器械约束带；7、升降旋转

架结构；71、连接盘；72、升降杆；73、旋转电机；74、旋转轴；8、控制盒；9、触控显示屏；10、中

央处理器；11、电源开关；12、观察窗；13、把手锁；14、防护柜门。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描述：

[0024] 实施例：

[0025] 如附图1至附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心血管内科用器械消毒装置，包括消

毒柜1，支撑脚2，消毒液箱3，排废阀门4，消毒灯5，器械沉浸笼结构6，升降旋转架结构7，控

制盒8，触控显示屏9，中央处理器10，电源开关11，观察窗12，把手锁13和防护柜门14，所述

的支撑脚2分别螺栓连接在消毒柜1的下表面四角位置；所述的消毒液箱3螺栓连接在消毒

柜1的内部下表面；所述的排废阀门4贯穿消毒柜1的下表面中间位置与消毒液箱3的下表面

螺纹连接设置；所述的消毒灯5分别螺钉连接在消毒柜1的内壁左右两侧上部位置；所述的

器械沉浸笼结构6安装在升降旋转架结构7的下部；所述的升降旋转架结构7螺栓连接在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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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柜1的上壁；所述的控制盒8螺钉连接在消毒柜1的右侧上部前侧位置；所述的触控显示屏

9镶嵌在控制盒8的正表面上部中间位置；所述的中央处理器10螺钉连接在控制盒8的内部

中间位置；所述的电源开关11镶嵌在控制盒8的正表面下部中间位置；所述的观察窗12镶嵌

在防护柜门14的内部中间位置；所述的把手锁13镶嵌在防护柜门14的内部左侧中间位置；

[0026] 所述的防护柜门14铰链合页连接在消毒柜1的左侧；所述的器械沉浸笼结构6包括

放置箱61，纵向吊杆62，防撞垫63，连接套管64，进液通孔65和器械约束带66，所述的纵向吊

杆62纵向螺栓连接在放置箱61的内壁上侧中间位置；所述的防撞垫63分别胶接在放置箱61

的左右两壁位置；所述的连接套管64螺钉连接在纵向吊杆62的上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进

液通孔65开设在放置箱61的下壁内；所述的器械约束带66螺钉连接在放置箱61的上部。

[0027] 如附图3所示，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升降旋转架结构7包括连接盘71，升

降杆72，旋转电机73和旋转轴74，所述的升降杆72分别螺栓连接在连接盘71的上表面左右

两侧位置；所述的旋转电机73螺栓连接在连接盘71的下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旋转轴74联

轴器连接在旋转电机73的输出轴上。

[0028] 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旋转轴74插接在连接套管64内并用不锈钢螺栓固

定。

[0029] 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防撞垫63采用厚度设置在五毫米至八毫米的硅胶

垫。

[0030] 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观察窗12采用厚度设置在三毫米至五毫米的钢化

玻璃窗。

[0031] 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消毒柜1的内侧镶嵌有保温棉层。

[0032] 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放置箱61具体采用圆柱状的不锈钢箱。

[0033] 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器械约束带66具体采用弧形的橡胶带；所述的器械

约束带66设置有多个。

[0034] 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排废阀门4具体采用L型的不锈钢水龙头阀门；所述

的排废阀门4与消毒液箱3的内部相连通。

[0035] 优选的，所述的触控显示屏9，电源开关11，消毒灯5，升降杆72和旋转电机73分别

电性连接中央处理器10。

[0036] 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触控显示屏9具体采用型号为SK-15GB的显示屏；所

述的电源开关11具体采用型号为KCD14的开关；所述的升降杆72具体采用型号为SL-1-

100MM的电动升降杆；所述的旋转电机73具体采用型号为MU200U的电机；所述的中央处理器

10具体采用型号为I79400的处理器；所述的消毒灯5具体采用型号为TUV-PL-L36W的消毒

灯。

[0037] 工作原理

[0038] 本实用新型在使用时，通过将消毒液放入消毒液箱3内，将需要消毒的器械插入到

器械约束带66的内侧，起到约束固定的作用；关闭防护柜门14，通过操作触控显示屏9，控制

升降杆72的下降，将放置箱61浸入到消毒液箱3的消毒液内，通过触控显示屏9启动旋转电

机73的转动，带动放置箱61的转动，起到对器械利用消毒箱消毒的作用；液体消毒完毕后，

将放置箱61提起，启动消毒灯5进一步的杀菌消毒，增加消毒方式，提高消毒效率，方便对消

毒过程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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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

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其依然可

以对前述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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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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