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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清创施药医疗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清创施药医疗装置，
包括
固定支撑病患的床体，
床体的一侧移动设置有图
像采集单元，另一侧固定设置有医疗机器人，
图
像采集单元和医疗机器人均与执行器通讯连接，
执行器还与控制器通讯连接，
控制器与外界的显
示器以及输入端电连接；
医疗机器人包括基座。
本发明中的清创施药机器人能够对具有外伤的
病患进行自动清创和施药，
避免医护人员直接与
病患接触，
提高清创施药效率的同时 ，
还能降低
医护人员感染传染性疾病的概率 ；在清创过程
中，
由于防护罩的存在，
能够将清创施药组件的
动作限制在一定保护范围内，
避免病患的体液或
者血液溅出，
同时也能避免外界环境中的病毒或
者细菌进入创口，
造成病患的二次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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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清创施药医疗装置，
其特征在于：
包括固定支撑病患的床体（10），
床体（10）的一
侧设置有图像采集单元（25），
床体的另一侧固定设置有医疗机器人（4），
图像采集单元（25）
通过第二通讯电线（211）与执行器通讯连接，
医疗机器人（4）与执行器（21）通讯连接，
执行
器（21）还通过第一通讯电线（212）与控制器（23）通讯连接，
控制器（23）与外界的显示器
（30）以及输入端（31）电连接；
医疗机器人（4）包括基座（40），
基座（40）的上部设置有支撑座
（41），
支撑座（41）的上部转动设置有旋转座（42），
旋转座（42）与固定安装在支撑座（41）上
的旋转电机（410）传动连接；
旋转座（42）的侧面转动设置有摆动臂（43），
摆动臂（43）与旋转
座（42）上固定设置的摆动电机（420）传动连接；
摆动臂（43）的上端设置有俯仰臂（44），
俯仰
臂与固定安装在摆动臂（43）上的俯仰电机（430）传动连接；
俯仰臂（44）的前端连接有伸缩
臂（45），
伸缩臂（45）与固定安装在俯仰臂（44）前端的伸缩气缸（440）固定连接；
伸缩臂（45）
的前端固定连接有电机安装座，
电机安装座上固定有微调电机（450），
微调电机（450）的输
出轴上固定连接有清创施药组件（5）；
清创施药组件、旋转电机、摆动电机、
俯仰电机、伸缩
气缸以及微调电机均与控制箱电连接；
清创施药组件（5）包括空心设置的中心管（51），
中心
管（51）的外侧设置有骨架（52），
骨架（52）由多个结构相同的伞骨构成，
伞骨包括相互连接
的直线段（521）以及外扩段（522），
其中，
伞骨的直线段（521）均匀分布在中心管（51）的外圆
周上且与中心管（51）的外圆周面固定连接；
直线段（521）上套设有第一弹簧（54），
第一弹簧
（54）的上端与中心管（51）固定，
第一弹簧（54）的下端自由设置，
外扩段（552）的外侧覆盖有
透明的防护罩（53）；
中心管（51）的上部还套设有由上至下分布的第一套管（551）、第二套管
（552），
第一套管（551）和第二套管（552）之间设置有第二弹簧（57），
第一套管（551）上铰接
有若干个第一支杆（561），
第二套管（562）上铰接有若干个第二支杆（562），
第一支杆（561）
和第二支杆（562）的末端铰接在相应的外扩段（522）的中部；
中心管（51）的最下端连接有清
创器（58），
清创器（58）的下端连接有施药器（6）；
伞骨的数量、第一支杆（561）的数量以及第
二支杆（561）的数量均相同。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清创施药医疗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清创器（58）的外侧设置
若干个可受控开合的处理端口（580），
处理端口（580）的内侧分别与各自的连通管路密封连
接，
各个连通管路沿着中心管（51）的内壁延伸；
其中，
一部分连通管路与真空泵连通，
一部
分连通管路与清洗泵连通，
剩余其他部分连通管路与杀菌气源连通。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清创施药医疗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施药器（6）包括外部壳
体（60），
外部壳体（60）的下端延伸出裙围部（601），
裙围部（601）的下端成型有水平部，
水平
部上转动安装有多个按摩球（67）；
外部壳体（60）为空心壳体，
其内部安装有弹性腔体（62），
弹性腔体（62）的上端设置有充注开口（622）；
弹性腔体（62）的下端成型有出药管（620），
出
药管（620）的端口成型有位于外部壳体（60）内的第一托架（621），
第一托架（621）的对面设
置有第二托架（641），
第二托架（641）与外部壳体（60）内的排药管（640）一体成型；
第一托架
（621）和第二托架（641）之间支撑有弹性管（631），
弹性管（631）的中部（630）被保持器（65）
支撑固定，
保持器（65）为固定在外部壳体（60）内的电磁铁；
弹性管（631）的上方设置有金属
活塞（611），
金属活塞（611）与保持器（65）正对设置，
且金属活塞（611）上端与导杆（61）连
接，
导杆（61）在外部壳体（60）内被竖直导向；
弹性管（631）的两端分别与出药管（620）的末
端以及排药管（640）的起始端连通，
且弹性管（631）的两端各设置有一个截止阀。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清创施药医疗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排药管（640）包括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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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643）以及位于最下端的竖直段，
其中 ，
倾斜段（643）上设置有流量计（642）；
外部壳体
（60）的内壁上延伸出环形支架（602），
环形支架（602）的下部固定安装有喷嘴（66），
喷嘴
（66）的入口与竖直段密封连接；
喷嘴（66）的下端设置有药液出口（660）。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清创施药医疗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截止阀包括阀体（632）
以及位于阀体（632）内部的截止部件，
截止部件包括伸缩弹簧（633）以及与伸缩弹簧（633）
连接的球体，
阀体（632）上开设有两侧尺寸小、
中部尺寸大的阶梯槽，
伸缩弹簧（633）和球体
位于阶梯槽的中间，
且球体靠近活塞（611）一侧设置。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清创施药医疗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伸缩臂（45）上还设置有
第一传感器（46），
第一传感器（46）与控制器（23）电连接，
第一传感器（46）用于感应清创施
药组件（5）的操作位置。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清创施药医疗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床体（10）为移动式床
体，
床体下部设置有行走轮，
行走轮的侧部安装有锁定机构。
8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清创施药医疗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医疗机器人（4）固定安
装在架体（20）上，
架体（20）的下部与地面固定，
且架体（20）的上端与医疗机器人（4）的基座
（40）之间设置有若干个减震组件。
9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清创施药医疗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图像采集单元（25）包括
移动立架（260），
移动立架（260）上设置有若干个摄像头（26）。
10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清创施药医疗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床体一侧还设有座椅
单元，
座椅单元包括移动机架（241），
移动机架（241）的下部转动安装有万向轮（242），
移动
机架（241）的上部固定安装有立柱（240），
立柱（240）的上端固定有座椅（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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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清创施药医疗装置
[0001]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医疗机器人技术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清创施药医疗装置。
[0002] 背景技术：
医疗机器人技术是集医学、
生物力学、
机械学、
机械力学、
材料学、
计算机图形学、
计算
机视觉、
数学分析、机器人等诸多学科为一体的新型交叉研究领域，
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在军用和民用上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是目前机器人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
[0003] 医疗机器人主要用于伤病员的手术、
救援、
转运和康复等场合。例如，
在车祸、
火灾
等大型事故发生后，
往往会有较多的伤员需要进行救治，
而较为常见的救治过程就是伤口
清创，
并对清创过程后的伤口进行施药，
由于医护人员的数量有限，
等待清创施药的伤员需
要进行等待，
该过程会耽误病情，
同时大量的清创施药操作，
会严重增加医护人员的劳动
量，
造成人员分配不足，
慌乱之中还容易出现轻微医疗事故，
使得清创不彻底或者施加的药
物错误等；
进一步，
由于某些伤员可能感染传染性疾病，
在进行清创施药过程中，
医护人员
直接接触病患的体液、血液等生物组织，
受到传染的几率较大，
极易危害医护人员的健康。
这就需要设计一种专门用于外伤清创施药的医疗机器人，
以满足快速、安全进行清创施药
的要求。
[0004] 发明内容：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
提供了一种清创施药医疗装置，
其能够对具
有外伤的病患进行自动清创和施药，
避免医护人员直接与病患接触，
提高清创施药效率的
同时，
还能降低医护人员感染传染性疾病的概率。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一种清创施药医疗装置，
其包括固定支撑病患的床体，
床体的一侧移动设置有图像采
集单元，
另一侧固定设置有医疗机器人，
图像采集单元和医疗机器人均与执行器通讯连接，
执行器还与控制器通讯连接，
控制器与外界的显示器以及输入端电连接；
医疗机器人包括
基座，
基座的上部设置有支撑座，
支撑座的上部转动设置有旋转座，
旋转座与固定安装在支
撑座上的旋转电机传动连接；
旋转座的侧面转动设置有摆动臂，
摆动臂与旋转座上固定设
置的摆动电机传动连接；
摆动臂的上端设置有俯仰臂，
俯仰臂与固定安装在摆动臂上的俯
仰电机传动连接；
俯仰臂的前端连接有伸缩臂，
伸缩臂与固定安装在俯仰臂前端的伸缩气
缸固定连接；
伸缩臂的前端固定连接有电机安装座，
电机安装座上固定有微调电机，
微调电
机的输出轴上固定连接有清创施药组件；
清创施药组件、
旋转电机、
摆动电机、
俯仰电机、伸
缩气缸以及微调电机均与控制箱电连接；
清创施药组件包括空心设置的中心管，
中心管的
外侧设置有骨架，
骨架由多个结构相同的伞骨构成，
伞骨包括相互连接的直线段以及外扩
段，
其中，
伞骨的直线段均匀分布在中心管的外圆周上且与中心管的外圆周面固定连接；
直
线段上套设有第一弹簧，
第一弹簧的上端与中心管固定，
第一弹簧的下端自由设置，
外扩段
的外侧覆盖有透明的防护罩；
中心管的上部还套设有由上至下分布的第一套管、第二套管，
第一套管和第二套管之间设置有第二弹簧，
第一套管上铰接有多个第一支杆，
第二套管上
铰接有多个第二支杆，
位置对应的第一支杆和第二支杆的末端铰接在相应的外扩段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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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中心管的最下端连接有清创器，
清创器的下端连接有施药器。
[0006] 进一步的，
清创器的外侧设置多个可受控开合的处理端口，
处理端口的内侧分别
与各自的连通管路密封连接，
多个连通管路沿着中心管的内壁延伸；
其中，
某些连通管路与
真空泵连通，
某些连通管路与清洗泵连通，
剩余连通管路与杀菌气源连通。
[0007] 进一步的，
伞骨的数量、
第一支杆的数量以及第二支杆的数量均相同。
[0008] 进一步的，
施药器包括外部壳体，
外部壳体的下端延伸出裙围部，
裙围部的下端成
型有水平部，
水平部上转动安装有多个按摩球；
外部壳体为空心壳体，
其内部安装有弹性腔
体，
弹性腔体的上端设置有充注开口 ,；
弹性腔体的下端成型有出药管，
出药管的端口成型
有位于外部壳体内的第一托架，
第一托架的对面设置有第二托架，
第二托架与外部壳体内
的排药管一体成型；
第一托架和第二托架之间支撑有弹性管，
弹性管的中部被保持器支撑
固定，
保持器为固定在外部壳体内的电磁铁；
弹性管的上方设置有金属活塞，
金属活塞与保
持器正对设置，
且金属活塞上端与导杆连接，
导杆在外部壳体内被竖直导向；
弹性管的两端
分别与出药管的末端以及排药管的起始端连通，
且弹性管的两端各设置有一个截止阀。
[0009] 进一步的，
排药管包括倾斜段以及位于最下端的竖直段，
其中，
倾斜段上设置有流
量计；
外部壳体的内壁上延伸出环形支架，
环形支架的下部固定安装有喷嘴，
喷嘴的入口与
竖直段密封连接；
喷嘴的下端设置有药液出口。
[0010] 进一步的，
截止阀包括阀体以及位于阀体内部的截止部件，
截止部件包括伸缩弹
簧以及与伸缩弹簧连接的球体，
阀体上开设有两侧尺寸小、
中部尺寸大的阶梯槽，
伸缩弹簧
和球体位于阶梯槽的中间，
且球体靠近活塞一侧设置。
[0011] 进一步的，
执行器与控制器通过第一通讯电线电连接，
执行器与图像采集单元通
过第二通讯电线电连接。
[0012] 进一步的，
伸缩臂上还设置有第一传感器，
第一传感器与控制器电连接，
第一传感
器用于感应清创施药组件的操作位置。
[0013] 进一步的，
床体为移动式床体，
其下部设置有行走轮，
行走轮的侧部安装有锁定机
构。
[0014] 进一步的，
医疗机器人固定安装在架体上，
架体的下部与地面固定，
且架体的上端
与医疗机器人的基座之间设置有多个减震组件。
[0015] 进一步的，
图像采集单元包括移动立架，
移动立架上设置有多个摄像头。
[0016] 进一步的，
装置还包括座椅单元，
座椅单元包括移动机架，
移动机架的下部转动安
装有万向轮，
移动机架的上部固定安装有立柱，
立柱的上端固定有座椅。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本发明中的清创施药机器人能够对具有外伤的病患进行
自动清创和施药，
避免医护人员直接与病患接触，
提高清创施药效率的同时，
还能降低医护
人员感染传染性疾病的概率；
在清创过程中，
由于防护罩的存在，
能够将清创施药组件的动
作限制在一定保护范围内，
避免病患的体液或者血液溅出，
同时也能避免外界环境中的病
毒或者细菌进入创口，
造成病患的二次感染。
[0018] 附图说明：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医疗机器人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图3为医疗机器人另一视角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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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为清创施药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图5为清创施药组件的仰视图；
图6为清创施药骨架的结构示意图；
图7为施药器的结构示意图；
图8为施药器的剖视图；
图9为减震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图10为减震组件的剖视图。
[0019] 具体实施方式：
为了使本发明的上述目的、
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
具体实施方式做出详细的说明。
[0020] 如图1-10所示，
一种清创施药医疗装置，
其包括固定支撑病患的床体10，
床体10的
一侧移动设置有图像采集单元25，
另一侧固定设置有医疗机器人4，
图像采集单元25和医疗
机器人4均与执行器21通讯连接，
执行器21还与控制器23通讯连接，
控制器23与外界的显示
器30以及输入端31电连接；
医疗机器人4包括基座40，
基座40的上部设置有支撑座41，
支撑
座41的上部转动设置有旋转座42，
旋转座42与固定安装在支撑座41上的旋转电机410传动
连接；
旋转座42的侧面转动设置有摆动臂43，
摆动臂43与旋转座42上固定设置的摆动电机
420传动连接；
摆动臂43的上端设置有俯仰臂44，
俯仰臂与固定安装在摆动臂43上的俯仰电
机430传动连接；
俯仰臂44的前端连接有伸缩臂45，
伸缩臂45与固定安装在俯仰臂44前端的
伸缩气缸440固定连接；
伸缩臂45的前端固定连接有电机安装座，
电机安装座上固定有微调
电机450，
微调电机450的输出轴上固定连接有清创施药组件5。清创施药组件、
旋转电机、
摆
动电机、
俯仰电机、伸缩气缸以及微调电机均与控制箱电连接。
[0021] 清创施药组件5包括空心设置的中心管51，
中心管51的外侧设置有骨架52，
骨架52
由多个结构相同的伞骨构成，
伞骨包括相互连接的直线段521以及外扩段522，
其中，
伞骨的
直线段521均匀分布在中心管51的外圆周上且与中心管51的外圆周面固定连接；
直线段521
上套设有第一弹簧54，
第一弹簧54的上端与中心管51固定，
第一弹簧54的下端自由设置，
外
扩段552的外侧覆盖有透明的防护罩53；
中心管51的上部还套设有由上至下分布的第一套
管551、第二套管552，
第一套管551和第二套管552之间设置有第二弹簧57，
第一套管551上
铰接有多个第一支杆561，
第二套管562上铰接有多个第二支杆562，
位置对应的第一支杆
561和第二支杆562的末端铰接在相应的外扩段522的中部；
中心管51的最下端连接有清创
器58，
清创器58的下端连接有施药器6。
[0022] 清创器58的外侧设置多个可受控开合的处理端口580，
处理端口580的内侧分别与
各自的连通管路（图中未示出）密封连接，
多个连通管路沿着中心管51的内壁延伸；
其中，
某
些连通管路与真空泵连通，
某些连通管路与清洗泵连通，
剩余连通管路与杀菌气源连通。
[0023] 伞骨的数量、
第一支杆561的数量以及第二支杆561的数量均相同，
保证整体的协
调性。
[0024] 施药器6包括外部壳体60，
外部壳体60的下端延伸出裙围部601，
裙围部601的下端
成型有水平部，
水平部上转动安装有多个按摩球67；
外部壳体60为空心壳体，
其内部安装有
弹性腔体62，
弹性腔体62的上端设置有充注开口622；
弹性腔体62的下端成型有出药管620，
出药管620的端口成型有位于外部壳体60内的第一托架621，
第一托架621的对面设置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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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托架641，
第二托架641与外部壳体60内的排药管640一体成型；
第一托架621和第二托架
641之间支撑有弹性管631，
弹性管631的中部630被保持器65支撑固定，
保持器65为固定在
外部壳体60内的电磁铁；
弹性管631的上方设置有金属活塞611，
金属活塞611与保持器65正
对设置，
且金属活塞611上端与导杆61连接，
导杆61在外部壳体60内被竖直导向；
弹性管631
的两端分别与出药管620的末端以及排药管640的起始端连通，
且弹性管631的两端各设置
有一个截止阀。
[0025] 排药管640包括倾斜段643以及位于最下端的竖直段，
其中，
倾斜段643上设置有流
量计642；
外部壳体60的内壁上延伸出环形支架602，
环形支架602的下部固定安装有喷嘴
66，
喷嘴66的入口与竖直段密封连接；
喷嘴66的下端设置有药液出口660。
[0026] 截止阀包括阀体632以及位于阀体632内部的截止部件，
截止部件包括伸缩弹簧
633以及与伸缩弹簧633连接的球体，
阀体632上开设有两侧尺寸小、
中部尺寸大的阶梯槽，
伸缩弹簧633和球体位于阶梯槽的中间，
且球体靠近活塞611一侧设置。
[0027] 执行器21与控制器23通过第一通讯电线212电连接，
执行器21与图像采集单元25
通过第二通讯电线211电连接。
[0028]
伸缩臂45上还设置有第一传感器46，
第一传感器46与控制器23电连接，
第一传感
器46用于感应清创施药组件5的操作位置。
[0029] 床体10为移动式床体，
其下部设置有行走轮（图中未示出），
行走轮的侧部安装有
锁定机构。通过行走轮的设置，
能够方便移动病患，
同时，
锁定机构能够对行走轮进行锁定，
避免床体发生移动，
当不需要固定时，
锁定机构解锁，
医护人员可以推动床体进行移动。
[0030] 医疗机器人4固定安装在架体20上，
架体20的下部与地面固定，
且架体20的上端与
医疗机器人4的基座40之间设置有多个减震组件。
[0031] 减震组件的内部填充有缓冲液体，
缓冲组件包括由上至下依次设置的连接基层
81、
弹性层810、
上盖82、
中间套筒84以及下侧基部86，
其中，
下侧基部86与架体20固定连接，
连接基层81与基座40可拆卸连接；
其中，
下侧基部86的为空心结构，
其内部设置有充气弹簧
99；
下侧基部86的下部密封安装有密封板87，
下侧基部86的上端形成有环形槽，
环形槽内密
封插接有中间套筒84，
中间套筒84下部的内壁上形成有凸台，
凸台和下侧基部86的上端面
之间压靠有截面为方形的垫圈85，
垫圈85的内侧上端成型有截面为梯形的凸条，
充气弹簧
99的上端95与凸条不接触；
中间套筒84的上端成型有向内侧延伸的环形部，
且中间套筒84
与上盖82之间通过密封组件83密封连接，
中间套筒84、
上盖82以及密封组件83共同围成缓
冲液室90；
中间套筒84中部的内壁上活动安装有弹簧保持架98，
弹簧保持架98与垫圈85之
间保持有下弹簧931，
弹簧保持架98与中间套筒84的环形部之间保持有上弹簧921；
弹簧保
持架98的中部设置有平衡重96，
平衡重96的上下两侧分别固定连接有支撑柱97，
支撑柱97
的端部分别安装有一个锥体；
其中，
上侧的锥体与环形部之间形成有上部流道91，
下侧的锥
体与凸条之间形成有下部流道94。
[0032] 中间套筒84的侧壁上设置有缓冲液体的进出口88，
且中间套筒84的上部形成有上
部储液室92，
中间套筒84的下部形成有下部储液室93；
缓冲液室90、
上部储液室92以及下部
储液室93均连通。
[0033] 图像采集单元25包括移动立架260，
移动立架260上设置有多个摄像头26。
[0034] 还可包括座椅单元，
座椅单元包括移动机架241，
移动机架241的下部转动安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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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向轮242，
移动机架241的上部固定安装有立柱240，
立柱240的上端固定有座椅24。
由于设
置了座椅单元，
医护人员不必始终保持站立姿势，
可以进行休息。
[0035] 在进行清创之前，
控制器控制图像采集单元对患者创口进行图像采集，
进而图像
采集单元将创口图像传递至执行器，
执行器控制医疗机器人进行相应的动作调整，
并最终
将清创施药组件对准创口处。继而，
控制器控制第一弹簧收缩，
伞骨的外扩段进而向外张
开，
带动其外侧的防护罩一并张开，
由于防护罩的存在，
能够将清创施药组件的动作限制在
一定保护范围内，
避免病患的体液或者血液溅出，
同时也能避免外界环境中的病毒或者细
菌进入创口，
造成病患的二次感染。上述工作完成后，
控制器控制清创器进行清创操作，
即
其中与真空泵连接的处理端口对创口上的体液、血液以及残余组织进行真空吸附 ，
确保创
口无杂物，
进而与清洗泵连通的处理端口喷射出清洗液，
对创口进行消毒清洗；
最后与杀菌
气源连通的处理端口喷射出杀菌气体，
杀菌气体进行二次杀菌的同时，
还能够对创口进行
干燥处理。在完成上述操作后，
施药器对创口部位进行施加药物，
即清创和施药过程完成，
只需要人工贴合药布即可。
[0036] 在本发明中，
弹性腔体内充满药液，
当需要进行施药时，
电磁铁制成的保持器被通
电，
金属活塞被吸引并在导杆的引导下向下运动，
弹性管的中部被挤压，
压强变大，
使得两
侧的球体分别朝向两侧移动，
使得弹性管两侧的截止阀打开，
药液沿着出药管、
弹性管以及
排药管向外滴出，
当流量计检测滴出的药液到达设定数量时，
保持器被断电 ，
施药结束。施
药器下部的按摩球可以对药液进行均匀涂抹，
便于药液吸收。
[0037] 所述实施例用以例示性说明本发明，
而非用于限制本发明。任何本领域技术人员
均可在不违背本发明的精神及范畴下，
对所述实施例进行修改，
因此本发明的权利保护范
围，
应如本发明的权利要求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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