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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外科手术室护理清洁设备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外科手术室护理清洁

设备，清洁消毒储存结构，手术室护理清洁箱结

构，护理清洁结构，电加热片，所述手术室护理清

洁箱结构内部连接于所述隔离防护板所述护理

清洁结构连接于清洁消毒储存结构，所述护理清

洁结构连接于所述手术室护理清洁箱结构，所述

护理清洁弹性球连接于所述消毒液引流管，所述

护理清洁弹性球内部设置有所述医用吸水棉，所

述电加热片连接于所述手术室护理清洁箱结构。

本实用新型是一种具有能够方便使用，操作简

洁，在封闭环境中进行清洁消毒，保证消毒效果，

同时能辅助活动医疗护理人员的手部，保障医疗

护理人员有一个最佳状态，是省时省力的外科手

术室护理清洁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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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外科手术室护理清洁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

清洁消毒储存结构(1)，所述清洁消毒储存结构(1)包括消毒液存储箱(11)、消毒液加

注口(12)和挡板(13)，所述消毒液存储箱(11)的顶部设置有所述消毒液加注口(12)，所述

消毒液存储箱(11)的一侧连接于所述挡板(13)；

手术室护理清洁箱结构(2)，所述手术室护理清洁箱结构(2)连接于所述清洁消毒储存

结构(1)，所述手术室护理清洁箱结构(2)包括第一护理清洁口(21)、第二护理清洁口(22)

和隔离防护板(23)，所述手术室护理清洁箱结构(2)远离所述清洁消毒储存结构(1)的一侧

设置有所述第一护理清洁口(21)，所述手术室护理清洁箱结构(2)位于所述第一护理清洁

口(21)的一侧设置有所述第二护理清洁口(22)，所述手术室护理清洁箱结构(2)内部连接

于所述隔离防护板(23)；

护理清洁结构(3)，所述护理清洁结构(3)连接于清洁消毒储存结构(1)，所述护理清洁

结构(3)连接于所述手术室护理清洁箱结构(2)，所述护理清洁结构(3)包括护理清洁弹性

球(31)、消毒液流出口(32)、消毒液引流管(33)和医用吸水棉(34)，所述护理清洁弹性球

(31)连接于所述消毒液引流管(33)，所述消毒液引流管(33)远离所述护理清洁弹性球(31)

的一端连接于所述消毒液存储箱(11)，所述护理清洁弹性球(31)上设置有所述消毒液流出

口(32)，所述护理清洁弹性球(31)内部设置有所述医用吸水棉(34)；

电加热片(4)，所述电加热片(4)连接于所述手术室护理清洁箱结构(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外科手术室护理清洁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消毒液存储箱

(11)的长度尺寸与所述手术室护理清洁箱结构(2)的宽度尺寸相匹配，所述消毒液存储箱

(11)为一个长方体形状，所述消毒液存储箱(11)用于存储清洁消毒的消毒液体。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外科手术室护理清洁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手术室护理清洁

箱结构(2)为一个长度尺寸和高度尺寸以及宽度尺寸相等的正方体，所述手术室护理清洁

箱结构(2)的长度尺寸为四十五厘米至五十五厘米范围之间的任意一个，所述手术室护理

清洁箱结构(2)用于提供一个清洁消毒的舱室。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外科手术室护理清洁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护理清洁口

(21)的外表形状以及大小尺寸与所述第二护理清洁口(22)的外表形状以及大小尺寸相匹

配，所述第一护理清洁口(21)的直径尺寸为十五厘米至十九厘米范围之间的任意一个，所

述第一护理清洁口(21)用于提供一个进出口。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外科手术室护理清洁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护理清洁弹性球

(31)为双层结构，所述护理清洁弹性球(31)的球心处连接与所述消毒液引流管(33)，所述

消毒液引流管(33)的直径尺寸为六厘米至九厘米范围之间的任意一个，所述护理清洁弹性

球(31)用于提供一个清洁消毒的平台。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外科手术室护理清洁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消毒液引流管

(33)为一个“L”形状，所述消毒液引流管(33)靠近所述护理清洁弹性球(31)的一侧的长度

尺寸为十厘米至十三厘米范围之间的任意一个，所述消毒液引流管(33)用于将消毒液体引

流到所述医用吸水棉(3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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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外科手术室护理清洁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手术室护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外科手术室护理清洁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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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手术室护理清洁设备作为一种医疗器械广泛

应用在手术室工作的护理清洁中，然而现有的手术室护理清洁设备存在一些问题，大多数

外科手术室护理清洁设备在对医疗护理人员的手部进行护理清洁时费时费力，清洁消毒暴

露外界，清洁消毒效果不够好，同时不能辅助医疗护理人员活动手部结构，无法保障让医疗

护理人员有个最佳的状态，影响医疗护理人员的工作。

[0003] 因此，有必要提供一种新的外科手术室护理清洁设备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带有能够方便使用，操作简洁，在封闭环

境中进行清洁消毒，保证消毒效果，同时能辅助活动医疗护理人员的手部，保障医疗护理人

员有一个最佳状态，省时省力的外科手术室护理清洁设备。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外科手术室护理清洁设备包括：清洁消

毒储存结构，手术室护理清洁箱结构，护理清洁结构，电加热片，所述清洁消毒储存结构包

括消毒液存储箱、消毒液加注口和挡板，所述消毒液存储箱的顶部设置有所述消毒液加注

口，所述消毒液存储箱的一侧连接于所述挡板，所述手术室护理清洁箱结构连接于所述清

洁消毒储存结构，所述手术室护理清洁箱结构包括第一护理清洁口、第二护理清洁口和隔

离防护板，所述手术室护理清洁箱结构远离所述清洁消毒储存结构的一侧设置有所述第一

护理清洁口，所述手术室护理清洁箱结构位于所述第一护理清洁口的一侧设置有所述第二

护理清洁口，所述手术室护理清洁箱结构内部连接于所述隔离防护板所述护理清洁结构连

接于清洁消毒储存结构，所述护理清洁结构连接于所述手术室护理清洁箱结构，所述护理

清洁结构包括护理清洁弹性球、消毒液流出口、消毒液引流管和医用吸水棉，所述护理清洁

弹性球连接于所述消毒液引流管，所述消毒液引流管远离所述护理清洁弹性球的一端连接

于所述消毒液存储箱，所述护理清洁弹性球上设置有所述消毒液流出口，所述护理清洁弹

性球内部设置有所述医用吸水棉，所述电加热片连接于所述手术室护理清洁箱结构。

[0006] 优选的，所述消毒液存储箱的长度尺寸与所述手术室护理清洁箱结构的宽度尺寸

相匹配，所述消毒液存储箱为一个长方体形状，所述消毒液存储箱用于存储清洁消毒的消

毒液体，所述手术室护理清洁箱结构为一个长度尺寸和高度尺寸以及宽度尺寸相等的正方

体，所述手术室护理清洁箱结构的长度尺寸为四十五厘米至五十五厘米范围之间的任意一

个，所述手术室护理清洁箱结构用于提供一个清洁消毒的舱室，所述第一护理清洁口的外

表形状以及大小尺寸与所述第二护理清洁口的外表形状以及大小尺寸相匹配，所述第一护

理清洁口的直径尺寸为十五厘米至十九厘米范围之间的任意一个，所述第一护理清洁口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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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提供一个进出口，所述护理清洁弹性球为双层结构，所述护理清洁弹性球的球心处连接

与所述消毒液引流管，所述消毒液引流管的直径尺寸为六厘米至九厘米范围之间的任意一

个，所述护理清洁弹性球用于提供一个清洁消毒的平台，所述消毒液引流管为一个“L”形

状，所述消毒液引流管靠近所述护理清洁弹性球的一侧的长度尺寸为十厘米至十三厘米范

围之间的任意一个，所述消毒液引流管用于将消毒液体引流到所述医用吸水棉中。

[0007] 与相关技术相比较，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外科手术室护理清洁设备具有如下有益效

果：

[0008]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外科手术室护理清洁设备，通过清洁消毒储存结构，手术室

护理清洁箱结构，护理清洁结构，电加热片等结构装置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组成一种能够方

便使用，操作简洁，在封闭环境中进行清洁消毒，保证消毒效果，同时能辅助活动医疗护理

人员的手部，保障医疗护理人员有一个最佳状态，省时省力的外科手术室护理清洁设备，通

过所述手术室护理清洁箱结构连接于所述清洁消毒储存结构，使得外科手术室护理清洁设

备获得一个安全可靠，稳定可靠的结构的同时为医疗护理人员的手部清洁消毒工作提供必

要的消毒液体，同时配合所述手术室护理清洁箱结构远离所述清洁消毒储存结构的一侧设

置有所述第一护理清洁口，并配和所述手术室护理清洁箱结构位于所述第一护理清洁口的

一侧设置有所述第二护理清洁口，使得医疗护理人员的手部何以方便放置在所述手术室护

理清洁箱结构内部，进行封闭的清洁消毒，避免与外界环境的相互影响，同时结合所述护理

清洁结构连接于所述手术室护理清洁箱结构，让所述护理清洁弹性球连接于所述消毒液引

流管，为清洁消毒工作提供必要的消毒液体，并通过医疗护理人员的手部挤压所述护理清

洁弹性球进行清洁消毒工作，让弹性性能良好的所述护理清洁弹性球配合其内部的所述医

用吸水棉对医疗护理人员的手部充分的清洁消毒，同时让医疗护理人员的手部得到一个活

动，增加医疗护理人员的手部的灵活性，让医疗护理人员有一个最佳的状态的同时保证医

疗护理人员的健康，操作方便，便于使用，安全高效。

附图说明

[0009] 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较佳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0] 图2为图1所示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1] 图3为图1所示的护理清洁弹性球结构示意图。

[0012] 图中标号：1、清洁消毒储存结构，11、消毒液存储箱，12、消毒液加注口，13、挡板，

2、手术室护理清洁箱结构，21、第一护理清洁口，22、第二护理清洁口，23、隔离防护板，3、护

理清洁结构，31、护理清洁弹性球，32、消毒液流出口，33、消毒液引流管，34、医用吸水棉，4、

电加热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14] 请结合参阅图1、图2和图3，其中，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较佳实施例的结构示意

图；图2为图1所示的剖面结构示意图；图3为图1所示的护理清洁弹性球结构示意图。包括：

清洁消毒储存结构1，手术室护理清洁箱结构2，护理清洁结构3，电加热片4，所述清洁消毒

储存结构1包括消毒液存储箱11、消毒液加注口12和挡板13，所述消毒液存储箱11的顶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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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有所述消毒液加注口12，所述消毒液存储箱11的一侧连接于所述挡板13，所述手术室护

理清洁箱结构2连接于所述清洁消毒储存结构1，所述手术室护理清洁箱结构2包括第一护

理清洁口21、第二护理清洁口22和隔离防护板23，所述手术室护理清洁箱结构2远离所述清

洁消毒储存结构1的一侧设置有所述第一护理清洁口21，所述手术室护理清洁箱结构2位于

所述第一护理清洁口21的一侧设置有所述第二护理清洁口22，所述手术室护理清洁箱结构

2内部连接于所述隔离防护板23所述护理清洁结构3连接于清洁消毒储存结构1，所述护理

清洁结构3连接于所述手术室护理清洁箱结构2，所述护理清洁结构3包括护理清洁弹性球

31、消毒液流出口32、消毒液引流管33和医用吸水棉34，所述护理清洁弹性球31连接于所述

消毒液引流管33，所述消毒液引流管33远离所述护理清洁弹性球31的一端连接于所述消毒

液存储箱11，所述护理清洁弹性球31上设置有所述消毒液流出口32，所述护理清洁弹性球

31内部设置有所述医用吸水棉34，所述电加热片4连接于所述手术室护理清洁箱结构2。

[0015]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如图2和图3所示，所述护理清洁弹性球31为双层结构，所述护

理清洁弹性球31的球心处连接与所述消毒液引流管33，所述消毒液引流管33的直径尺寸为

六厘米至九厘米范围之间的任意一个，所述护理清洁弹性球31用于提供一个清洁消毒的平

台，所述消毒液引流管33为一个“L”形状，所述消毒液引流管33靠近所述护理清洁弹性球31

的一侧的长度尺寸为十厘米至十三厘米范围之间的任意一个，所述消毒液引流管33用于将

消毒液体引流到所述医用吸水棉34中。

[0016] 参考图1所示，所述消毒液存储箱11的长度尺寸与所述手术室护理清洁箱结构2的

宽度尺寸相匹配，所述消毒液存储箱11为一个长方体形状，所述消毒液存储箱11用于存储

清洁消毒的消毒液体，所述手术室护理清洁箱结构2为一个长度尺寸和高度尺寸以及宽度

尺寸相等的正方体，所述手术室护理清洁箱结构2的长度尺寸为四十五厘米至五十五厘米

范围之间的任意一个，所述手术室护理清洁箱结构2用于提供一个清洁消毒的舱室，所述第

一护理清洁口21的外表形状以及大小尺寸与所述第二护理清洁口22的外表形状以及大小

尺寸相匹配，所述第一护理清洁口21的直径尺寸为十五厘米至十九厘米范围之间的任意一

个，所述第一护理清洁口21用于提供一个进出口。

[0017]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工作原理如下：

[0018] 实施例一，首先通过所述消毒液存储箱11的顶部设置的所述消毒液加注口12将清

洁消毒的消毒液体注入到所述消毒液存储箱11内部，同时让消毒液体通过远离所述护理清

洁弹性球31的一端连接于所述消毒液存储箱11的所述消毒液引流管33流到所述护理清洁

弹性球31的球心位置，将所述电加热片4接通电源，并配合所述医用吸水棉34的吸收和封闭

作用让消毒液体稳定下来，不会泄露，医疗护理人员再将手部通过所述手术室护理清洁箱

结构2远离所述清洁消毒储存结构1的一侧设置有所述第一护理清洁口21，所述手术室护理

清洁箱结构2位于所述第一护理清洁口21的一侧设置有所述第二护理清洁口22，插入到所

述手术室护理清洁箱结构2内部，并且与所述护理清洁弹性球31相接触，同时挤压手术所述

护理清洁弹性球31，通过所述护理清洁弹性球31内部设置的所述医用吸水棉34和所述消毒

液流出口32的作用，让所述医用吸水棉34中的消毒液体与医疗护理人员的手部相接处，进

行清洁消毒工作，然后松开挤压所述护理清洁弹性球31时，所述医用吸水棉34自动吸收所

述消毒液引流管33留出的消毒液体，以上步骤反复进行，并配合让所述电加热片4连接于所

述手术室护理清洁箱结构2，让所述电加热片4将清洁消毒完成后的医疗护理人员手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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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干，完成对医疗护理人员手部护理清洁消毒的工作，操作简单，使用方便，安全有效。

[0019] 与相关技术相比较，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外科手术室护理清洁设备具有如下有益效

果：

[0020] 本实用新型通过所述手术室护理清洁箱结构2连接于所述清洁消毒储存结构1，使

得外科手术室护理清洁设备获得一个安全可靠，稳定可靠的结构的同时为医疗护理人员的

手部清洁消毒工作提供必要的消毒液体，同时配合所述手术室护理清洁箱结构2远离所述

清洁消毒储存结构1的一侧设置有所述第一护理清洁口21，并配和所述手术室护理清洁箱

结构2位于所述第一护理清洁口21的一侧设置有所述第二护理清洁口22，使得医疗护理人

员的手部何以方便放置在所述手术室护理清洁箱结构2内部，进行封闭的清洁消毒，避免与

外界环境的相互影响，同时结合所述护理清洁结构3连接于所述手术室护理清洁箱结构2，

让所述护理清洁弹性球31连接于所述消毒液引流管33，为清洁消毒工作提供必要的消毒液

体，并通过医疗护理人员的手部挤压所述护理清洁弹性球31进行清洁消毒工作，让弹性性

能良好的所述护理清洁弹性球31配合其内部的所述医用吸水棉34对医疗护理人员的手部

充分的清洁消毒，同时让医疗护理人员的手部得到一个活动，增加医疗护理人员的手部的

灵活性，让医疗护理人员有一个最佳的状态的同时保证医疗护理人员的健康，操作方便，便

于使用，安全高效。

[0021]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专利范围，凡是

利用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

其它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实用新型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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