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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B超探头自动消毒灭菌装

置，使用时，当B超探头放入盒体后，医护人员再

开启定时器，此时杀菌灯对B超探头进行杀菌工

作，同步清洗罐将罐内的消毒药水排入喷洒头

处，再由喷洒头均匀的将消毒药水向B超探头进

行喷洒，当杀菌灯和清洗罐的工作时间达到定时

器所设定的消毒杀菌时间值时，杀菌灯和清洗罐

停止工作，同步，第一电机、第二电机和吹风机开

始工作，通过第一电机的驱动最终使得毛刷处于

B超探头的正下方，通过毛刷和吹风机对B超探头

残留的药水进行清洁，该B超探头自动消毒灭菌

装置，可对B超探头进行彻底的消毒杀菌处理，避

免了因B超探头未消毒干净，而导致病人出现交

叉感染现象的发生，对病人起到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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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B超探头自动消毒灭菌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盒体、橡胶、旋转板、杀菌灯、第一

电机、第一旋转轴、第二电机、第二旋转轴、毛刷、清洗罐、喷洒头、定时器、报警器，所述的橡

胶位于盒体内部上端四周，所述的橡胶与盒体胶水相连，所述的旋转板位于盒体内部中端，

所述的旋转板与盒体转动相连，所述的杀菌灯均匀分布于旋转板内部上端，所述的杀菌灯

与旋转板螺纹相连，所述的第一电机位于盒体前端中侧，所述的第一电机与盒体螺纹相连，

所述的第一旋转轴位于第一电机前端，所述的第一旋转轴与第一电机紧配相连，且所述的

第一旋转轴贯穿盒体和旋转板，所述的第一旋转轴与盒体转动相连，且所述的第一旋转轴

与旋转板紧配相连，所述的第二电机位于旋转板底部，所述的第二电机与旋转板螺纹相连，

所述的第二旋转轴位于第二电机前端，所述的第二旋转轴与第二电机紧配相连，所述的毛

刷均匀分布于第二旋转轴外壁，所述的毛刷与第二旋转轴胶水相连，所述的清洗罐位于盒

体左侧下端，所述的清洗罐与盒体螺纹相连，所述的喷洒头数量为若干件，所述的喷洒头位

于盒体内部左侧中端，所述的喷洒头与盒体螺纹相连，且所述的喷洒头与清洗罐管道相连，

所述的定时器位于盒体右侧上端，所述的定时器与盒体螺纹相连，所述的报警器位于盒体

右侧上端，所述的报警器与盒体螺纹相连。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B超探头自动消毒灭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盒体内部上

端前后两侧还设有限位板，所述的限位板与盒体螺纹相连。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B超探头自动消毒灭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盒体右侧上

端还设有吹风机，所述的吹风机与盒体螺纹相连。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B超探头自动消毒灭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盒体内部底

端还设有排水孔，所述的排水孔为圆形通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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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B超探头自动消毒灭菌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消毒灭菌装置，尤其涉及一种B超探头自动消毒灭菌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超声探头是B超检测诊断仪的核心部件，其结构精密、价格昂贵，使用完后必须擦

拭干净，并且进行消毒，未经严格消毒即开始下一次检查，极易造成病人间的交叉感染，探

头的使用均借助于耦合剂的凝胶介质，容易染菌，凝胶中可发现大量明显的霉菌菌丝体等

微生物,如只简单擦拭两下，经过检测，标本带菌率为94％，消毒效率低且效果差,鉴于以上

缺陷，实有必要设计一种B超探头自动消毒灭菌装置。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B超探头自动消毒灭菌装置，来解决目

前传统的B超探头消毒杀菌方式过于简单，消毒效率低、差，对病人易造成细菌交叉感染的

问题。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B超探头自动消毒灭菌装置，包

括盒体、橡胶、旋转板、杀菌灯、第一电机、第一旋转轴、第二电机、第二旋转轴、毛刷、清洗

罐、喷洒头，所述的橡胶位于盒体内部上端四周，所述的橡胶与盒体胶水相连，所述的旋转

板位于盒体内部中端，所述的旋转板与盒体转动相连，所述的杀菌灯均匀分布于旋转板内

部上端，所述的杀菌灯与旋转板螺纹相连，所述的第一电机位于盒体前端中侧，所述的第一

电机与盒体螺纹相连，所述的第一旋转轴位于第一电机前端，所述的第一旋转轴与第一电

机紧配相连，且所述的第一旋转轴贯穿盒体和旋转板，所述的第一旋转轴与盒体转动相连，

且所述的第一旋转轴与旋转板紧配相连，所述的第二电机位于旋转板底部，所述的第二电

机与旋转板螺纹相连，所述的第二旋转轴位于第二电机前端，所述的第二旋转轴与第二电

机紧配相连，所述的毛刷均匀分布于第二旋转轴外壁，所述的毛刷与第二旋转轴胶水相连，

所述的清洗罐位于盒体左侧下端，所述的清洗罐与盒体螺纹相连，所述的喷洒头数量为若

干件，所述的喷洒头位于盒体内部左侧中端，所述的喷洒头与盒体螺纹相连，且所述的喷洒

头与清洗罐管道相连。

[0005] 进一步，所述的盒体内部上端前后两侧还设有限位板，所述的限位板与盒体螺纹

相连。

[0006] 进一步，所述的盒体右侧上端还设有吹风机，所述的吹风机与盒体螺纹相连。

[0007] 进一步，所述的盒体内部底端还设有排水孔，所述的排水孔为圆形通孔。

[0008] 进一步，所述的盒体底部还设有废水盒，所述的废水盒与盒体螺纹相连。

[0009] 进一步，所述的盒体右侧上端还设有定时器，所述的定时器与盒体螺纹相连。

[0010] 进一步，所述的盒体右侧上端还设有报警器，所述的报警器与盒体螺纹相连。

[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该B超探头自动消毒灭菌装置，使用时，首先医护人员将B超探头

放入盒体内，在放入的过程中，通过橡胶的弹性变形，使得橡胶将B超探头外壁四周包裹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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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即让B超探头与盒体连接稳固，且通过限位板，使得B超探头处于盒体内的位置被固定，医

护人员再用手开启定时器，通过定时器，使得杀菌灯和清洗罐同时运作，杀菌灯对B超探头

进行杀菌工作，清洗罐将罐内的消毒药水排入喷洒头处，再由喷洒头均匀的将消毒药水向B

超探头进行喷洒，同时，清洗后的污水由旋转板与盒体之间的间隙流入盒体内部下端，并通

过排水孔最终将污水排入废水盒内，通过以上运作方式，使得该装置对B超探头进行彻底的

消毒杀菌，当杀菌灯和清洗罐的工作时间达到定时器所设定的消毒杀菌时间值时，杀菌灯

和清洗罐停止工作，同步，第一电机、第二电机和吹风机开始工作，第一电机驱动第一旋转

轴带动旋转板联动第二电机做旋转运动，所述的第一电机为步进电机每旋转一次的角度为

180°，在第一电机的运作下，使得第二电机旋转至B超探头的正下方，且第二电机驱动第二

旋转轴联动毛刷做旋转运动，通过毛刷的旋转，将B超探头残留的消毒药水清理干净，同步，

吹风机有效的对B超探头进行风干处理，对B超探头残留的消毒药水做进一步清洁工作，当

第一电机、第二电机和吹风机的工作时间达到定时器所设定的清洁时间值时，第二电机和

吹风机停止工作，第一电机再次旋转180°，即第一电机驱动第一旋转轴带动第二电机和毛

刷复位，同步，报警器发出报警声，提示医护人员B超探头已消毒杀菌完毕，此时医护人员先

关闭报警器，再将B超探头从盒体内取出，再使用该装置进行下一个B超探头的消毒杀菌工

作即可，该B超探头自动消毒灭菌装置，结构巧妙，功能强大，操作简单，通过使用该装置，可

对B超探头进行彻底的消毒杀菌处理，避免了因B超探头未消毒干净，而导致病人出现交叉

感染现象的发生，对病人起到保护作用。

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B超探头自动消毒灭菌装置的内部局部主视剖视图；

[0013] 图2是B超探头自动消毒灭菌装置的局部俯视剖视图；

[0014] 图3是B超探头自动消毒灭菌装置的局部左视剖视图。

[0015] 盒体              1              橡胶              2

[0016] 旋转板            3             杀菌灯            4

[0017] 第一电机          5              第一旋转轴        6

[0018] 第二电机          7              第二旋转轴        8

[0019] 毛刷              9              清洗罐            10

[0020] 喷洒头            11            限位板            101

[0021] 吹风机            102           排水孔            103

[0022] 废水盒            104            定时器            105

[0023] 报警器            106

[0024] 如下具体实施方式将结合上述附图进一步说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在下文中，阐述了多种特定细节，以便提供对构成所描述实施例基础的概念的透

彻理解。然而，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很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可以在没有这些特定细节

中的一些或者全部的情况下来实践。在其他情况下，没有具体描述众所周知的处理步骤。

[0026] 如图1、图2、图3所示，一种B超探头自动消毒灭菌装置，包括盒体1、橡胶2、旋转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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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杀菌灯4、第一电机5、第一旋转轴6、第二电机7、第二旋转轴8、毛刷9、清洗罐10、喷洒头

11，所述的橡胶2位于盒体1内部上端四周，所述的橡胶2与盒体1胶水相连，所述的旋转板3

位于盒体1内部中端，所述的旋转板3与盒体1转动相连，所述的杀菌灯4均匀分布于旋转板3

内部上端，所述的杀菌灯4与旋转板3螺纹相连，所述的第一电机5位于盒体1前端中侧，所述

的第一电机5与盒体1螺纹相连，所述的第一旋转轴6位于第一电机5前端，所述的第一旋转

轴6与第一电机5紧配相连，且所述的第一旋转轴6贯穿盒体1和旋转板3，所述的第一旋转轴

6与盒体1转动相连，且所述的第一旋转轴6与旋转板3紧配相连，所述的第二电机7位于旋转

板3底部，所述的第二电机7与旋转板3螺纹相连，所述的第二旋转轴8位于第二电机7前端，

所述的第二旋转轴8与第二电机7紧配相连，所述的毛刷9均匀分布于第二旋转轴8外壁，所

述的毛刷9与第二旋转轴8胶水相连，所述的清洗罐10位于盒体1左侧下端，所述的清洗罐10

与盒体1螺纹相连，所述的喷洒头11数量为若干件，所述的喷洒头11位于盒体1内部左侧中

端，所述的喷洒头11与盒体1螺纹相连，且所述的喷洒头11与清洗罐10管道相连，所述的盒

体1内部上端前后两侧还设有限位板101，所述的限位板101与盒体1螺纹相连，所述的盒体1

右侧上端还设有吹风机102，所述的吹风机102与盒体1螺纹相连，所述的盒体1内部底端还

设有排水孔103，所述的排水孔103为圆形通孔，所述的盒体1底部还设有废水盒104，所述的

废水盒104与盒体1螺纹相连，所述的盒体1右侧上端还设有定时器105，所述的定时器105与

盒体1螺纹相连，所述的盒体1右侧上端还设有报警器106，所述的报警器106与盒体1螺纹相

连。

[0027] 该B超探头自动消毒灭菌装置，使用时，首先医护人员将B超探头放入盒体1内，在

放入的过程中，通过橡胶2的弹性变形，使得橡胶2将B超探头外壁四周包裹严实即让B超探

头与盒体1连接稳固，且通过限位板101，使得B超探头处于盒体1内的位置被固定，医护人员

再用手开启定时器105，通过定时器105，使得杀菌灯4和清洗罐10同时运作，杀菌灯4对B超

探头进行杀菌工作，清洗罐10将罐内的消毒药水排入喷洒头11处，再由喷洒头11均匀的将

消毒药水向B超探头进行喷洒，同时，清洗后的污水由旋转板3与盒体1之间的间隙流入盒体

1内部下端，并通过排水孔103最终将污水排入废水盒104内，通过以上运作方式，使得该装

置对B超探头进行彻底的消毒杀菌，当杀菌灯4和清洗罐10的工作时间达到定时器105所设

定的消毒杀菌时间值时，杀菌灯4和清洗罐10停止工作，同步，第一电机5、第二电机7和吹风

机102开始工作，第一电机5驱动第一旋转轴6带动旋转板3联动第二电机7做旋转运动，所述

的第一电机5为步进电机每旋转一次的角度为180°，在第一电机5的运作下，使得第二电机7

旋转至B超探头的正下方，且第二电机7驱动第二旋转轴8联动毛刷9做旋转运动，通过毛刷9

的旋转，将B超探头残留的消毒药水清理干净，同步，吹风机102有效的对B超探头进行风干

处理，对B超探头残留的消毒药水做进一步清洁工作，当第一电机5、第二电机7和吹风机102

的工作时间达到定时器105所设定的清洁时间值时，第二电机7和吹风机102停止工作，第一

电机5再次旋转180°，即第一电机5驱动第一旋转轴6带动第二电机7和毛刷9复位，同步，报

警器106发出报警声，提示医护人员B超探头已消毒杀菌完毕，此时医护人员先关闭报警器

106，再将B超探头从盒体1内取出，再使用该装置进行下一个B超探头的消毒杀菌工作即可。

[0028] 本发明不局限于上述具体的实施方式，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从上述构思出发，

不经过创造性的劳动，所做出的种种变换，均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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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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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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