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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生物医药技术领域，且公开了一

种用于生物医药的培养皿，包括培养皿本体、皿

盖、放大镜、卡紧机构、防滑垫与冷凝管，所述皿

盖位于培养皿本体的上方，放大镜位于培养皿本

体的外壁四周，卡紧机构位于培养皿本体的左右

两侧面，防滑垫位于培养皿本体的底部，冷凝管

位于皿盖的内腔，所述培养皿本体的底部设置有

底座，底座的内腔为空心，所述防滑垫的顶部与

底座的底部连接。本发明通过在培养皿本体的底

部安装空心底座，底座中注入冷凝液，然后利用

胶塞将冷凝液密封在底座内腔，防止其外漏，然

后再配合皿盖内腔顶部安装有的冷凝管对培养

皿本体中放置的生物医药进行降温，防止其在炎

炎夏日而变质，影响培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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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生物医药的培养皿，包括培养皿本体(1)、皿盖(2)、放大镜(4)、卡紧机构

(7)、防滑垫(8)与冷凝管(15)，其特征在于：所述皿盖(2)位于培养皿本体(1)的上方，放大

镜(4)位于培养皿本体(1)的外壁四周，卡紧机构(7)位于培养皿本体(1)的左右两侧面，防

滑垫(8)位于培养皿本体(1)的底部，冷凝管(15)位于皿盖(2)的内腔，所述培养皿本体(1)

的底部设置有底座(6)，底座(6)的内腔为空心，所述防滑垫(8)的顶部与底座(6)的底部连

接，所述底座(6)的内腔设置有冷凝液(9)，所述底座(6)的右侧底部贯穿设置有胶塞(18)，

所述底座(6)内腔的右侧底部与胶塞(18)相适配的位置设置有通孔(16)，所述通孔(16)的

内壁设置有螺纹(17)，通孔(16)通过螺纹(17)与胶塞(18)相连接，所述皿盖(2)的左右两侧

壁连接有L型连接杆(13)，所述皿盖(2)的内腔顶部连接有突起的圆环(14)，所述冷凝管

(15)的外壁安装有卡箍，所述圆环(14)的内腔与冷凝管(15)通过冷凝管(15)外壁安装的卡

箍连接，所述防滑垫(8)的底部设置有波浪纹路(10)，所述培养皿本体(1)的左右两侧面均

安装有提耳(11)，所述提耳(11)的顶部设置有凹槽(12)，所述提耳(11)远离培养皿本体(1)

的一侧设置有与卡紧机构(7)尺寸相适配的圆孔；

所述卡紧机构(7)包括锁紧环(71)、空腔(72)、插杆(73)、旋转杆(74)、连接块(75)、弹

簧(76)、第一套管(77)、隔板(78)与第二套管(79)，所述连接块(75)的一端通过提耳(11)设

置有的圆孔贯穿提耳(11)，并与提耳(11)相连接，所述隔板(78)的外侧均与连接块(75)的

内壁相连接，插杆(73)的一端与隔板(78)的背部连接，且插杆(73)的另一端贯穿连接块

(75)的背部并延伸至连接块(75)的外部，第二套管(79)的背部与隔板(78)的正面连接，第

一套管(77)的背部位于第二套管(79)的内腔内，且第一套管(77)的正面贯穿连接块(75)的

正面并延伸至连接块(75)的外部，所述弹簧(76)的内壁分别与第一套管(77)和第二套管

(79)的外壁相接触，所述空腔(72)位于连接块(75)的内腔，所述旋转杆(74)的一端贯穿连

接块(75)的外侧并延伸至空腔(72)内，旋转杆(74)的另一端延伸至连接块(75)的外部与锁

紧环(71)的外壁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生物医药的培养皿，其特征在于：所述培养皿本体

(1)的外壁四周设置有瞭望窗(3)，瞭望窗(3)贯穿养皿本体(1)的外壁，且瞭望窗(3)内设置

有放大镜(4)，所述放大镜(4)的外壁连接有密封胶垫(5)，所述密封胶垫(5)的外壁与瞭望

窗(3)的内壁连接，放大镜(4)通过密封胶垫(5)与瞭望窗(3)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生物医药的培养皿，其特征在于：所述凹槽(12)的尺

寸与皿盖(2)的底部的尺寸相适配，且皿盖(2)的底部四周与凹槽(12)的内壁相贴合。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生物医药的培养皿，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杆(74)延

伸至空腔(72)内的一端外壁安装有滚珠，且滚珠的外壁与空腔(72)的内壁相接触。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生物医药的培养皿，其特征在于：所述弹簧(76)的一

端与第一套管(77)的外壁连接，另一端与隔板(78)的正面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生物医药的培养皿，其特征在于：所述提耳(11)的内

腔位于圆孔的正面设置有与第一套管(77)相适配的孔洞一，提耳(11)的内腔位于圆孔的背

面设置有与插杆(73)相适配的孔洞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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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生物医药的培养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生物医药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用于生物医药的培养皿。

背景技术

[0002] 培养皿是一种用于微生物或细胞培养的实验室器皿，由一个平面圆盘状的底和一

个盖组成，一般用玻璃或塑料制成。培养皿材质基本上分为两类，主要为塑料和玻璃的，玻

璃的可以用于植物材料、微生物培养和动物细胞的贴壁培养也可能用到。塑料的可能是聚

乙烯材料的，有一次性的和多次使用的，适合实验室接种、划线、分离细菌的操作，可以用于

植物材料的培养。培养皿质地脆弱、易碎，故在清洗及拿放时应小心谨慎、轻拿轻放。使用完

毕的培养皿最好及时清洗干净，存放在安全、固定的位置，防止损坏、摔坏，玻璃培养皿是最

常用的培养仪器。

[0003] 但是现在市面上现有的生物医药所使用的培养皿，在炎热的夏季，即使对培养皿

所存放的储物柜进行降温，还是会对培养皿中存放的生物医药造成影响，而且现有的培养

皿密封效果不是很好，会造成外界大气进入到培养皿本体的内部，也会对存放的生物医药

产生影响。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了一种用于生物医药的培养皿，达到对培养皿本体进行降

温，使得培养皿本体中所盛放的生物医药始终处于合适的恒温状态，而且其密封效果良好，

不与外界大气进行空气交换，保证生物医药适合培养贮存的环境的目的。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用于生物医药的培养皿，包括培

养皿本体、皿盖、放大镜、卡紧机构、防滑垫与冷凝管，所述皿盖位于培养皿本体的上方，放

大镜位于培养皿本体的外壁四周，卡紧机构位于培养皿本体的左右两侧面，防滑垫位于培

养皿本体的底部，冷凝管位于皿盖的内腔，所述培养皿本体的底部设置有底座，底座的内腔

为空心，所述防滑垫的顶部与底座的底部连接，所述底座的内腔设置有冷凝液，所述底座的

右侧底部贯穿设置有胶塞，所述底座内腔的右侧底部与胶塞相适配的位置设置有通孔，所

述通孔的内壁设置有螺纹，通孔通过螺纹与胶塞相连接，所述皿盖的左右两侧壁连接有L型

连接杆，所述皿盖的内腔顶部连接有突起的圆环，所述冷凝管的外壁安装有卡箍，所述圆环

的内腔与冷凝管通过冷凝管外壁安装的卡箍连接，所述防滑垫的底部设置有波浪纹路，所

述培养皿本体的左右两侧面均安装有提耳，所述提耳的顶部设置有凹槽，所述提耳远离培

养皿本体的一侧设置有与卡紧机构尺寸相适配的圆孔。

[0006] 所述卡紧机构包括锁紧环、空腔、插杆、旋转杆、连接块、弹簧、第一套管、隔板与第

二套管，所述连接块的一端通过提耳设置有的圆孔贯穿提耳，并与提耳相连接，所述隔板的

外侧均与连接块的内壁相连接，插杆的一端与隔板的背部连接，且插杆的另一端贯穿连接

块的背部并延伸至连接块的外部，第二套管的背部与隔板的正面连接，第一套管的背部位

于第二套管的内腔内，且第一套管的正面贯穿连接块的正面并延伸至连接块的外部，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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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簧的内壁分别与第一套管和第二套管的外壁相接触，所述空腔位于连接块的内腔，所述

旋转杆的一端贯穿连接块的外侧并延伸至空腔内，旋转杆的另一端延伸至连接块的外部与

锁紧环的外壁连接。

[0007] 优选的，所述培养皿本体的外壁四周设置有瞭望窗，瞭望窗贯穿养皿本体的外壁，

且瞭望窗内设置有放大镜，所述放大镜的外壁连接有密封胶垫，所述密封胶垫的外壁与瞭

望窗的内壁连接，放大镜通过密封胶垫与瞭望窗连接。

[0008] 优选的，所述凹槽的尺寸与皿盖的底部的尺寸相适配，且皿盖的底部四周与凹槽

的内壁相贴合。

[0009] 优选的，所述旋转杆延伸至空腔内的一端外壁安装有滚珠，且滚珠的外壁与空腔

的内壁相接触。

[0010] 优选的，所述弹簧的一端与第一套管的外壁连接，另一端与隔板的正面连接。

[0011] 优选的，所述提耳的内腔位于圆孔的正面设置有与第一套管相适配的孔洞一，提

耳的内腔位于圆孔的背面设置有与插杆相适配的孔洞二。

[0012]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生物医药的培养皿。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0013] (1)、本发明通过在培养皿本体的底部安装空心底座，底座中注入冷凝液，然后利

用胶塞将冷凝液密封在底座内腔，防止其外漏，然后再配合皿盖内腔顶部安装有的冷凝管

对培养皿本体中放置的生物医药进行降温，防止其在炎炎夏日而变质，影响培养效果。

[0014] (2)、本发明通过在皿盖的外壁左右两侧安装L型连接杆，然后在培养皿本体的左

右两侧安装提耳，提耳中插接卡紧机构，卡紧机构中的锁紧环通过旋转与L型连接杆相连

接，皿盖的底部与提耳顶部开设有的凹槽相卡接，使培养皿本体完全处于密封状态，不与外

界大气进行交换，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延长生物医药的培养时间，防止外界空气对其产生影

响。

[0015] (3)、本发明通过在培养皿本体的底部安装防滑垫，防滑垫的底部设置波浪纹路，

使得培养皿本体放置在任何水平面上的摩擦力增大，使其不易随意滑动，另外在培养皿本

体的外壁四周开设瞭望窗，瞭望窗内安装放大镜，能够更加清晰的观察培养皿本体中的生

物医药情况。

[0016] (4)、本发明通过在卡紧机构中设置连接块、插杆、第一套管、第二套管、隔板与弹

簧，使得施加外力给连接块上的第一套管时，第一套管的一端缩入第二套管的内腔，另一端

随着进入连接块中，然后通过倾斜连接块，插杆随之脱离出提耳，方便将卡紧机构取出，当

不需要培养皿本体密封时，通过该种方式，使卡紧机构脱离出培养皿本体，然后人工可以通

过提耳对其进行握持，相较于传统的培养皿，携带更加方便。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图1中A处的放大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俯视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仰视图；

[0021] 图5为本发明卡紧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6为图5中B处的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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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图中：1培养皿本体、2皿盖、3瞭望窗、4放大镜、5密封胶垫、6底座、7卡紧机构、71锁

紧环、72空腔、73插杆、74旋转杆、75连接块、76弹簧、77第一套管、78隔板、79第二套管、8防

滑垫、9冷凝液、10波浪纹路、11提耳、12凹槽、13L型连接杆、14圆环、15冷凝管、16通孔、17螺

纹、18胶塞。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如图1-6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用于生物医药的培养皿，包括培养

皿本体1、皿盖2、放大镜4、卡紧机构7、防滑垫8与冷凝管15，皿盖2位于培养皿本体1的上方，

放大镜4位于培养皿本体1的外壁四周，卡紧机构7位于培养皿本体1的左右两侧面，防滑垫8

位于培养皿本体1的底部，冷凝管15位于皿盖2的内腔，培养皿本体1的底部设置有底座6，底

座6的内腔为空心，防滑垫8的顶部与底座6的底部固定连接，底座6的内腔设置有冷凝液9，

底座6的右侧底部贯穿设置有胶塞18，底座6内腔的右侧底部与胶塞18相适配的位置开设有

通孔16，通孔16的内壁设置有螺纹17，通孔16通过螺纹17与胶塞18相连接，皿盖2的左右两

侧壁固定连接有L型连接杆13，皿盖2的内腔顶部粘接有突起的圆环14，冷凝管15的外壁固

定安装有卡箍，圆环14的内腔与冷凝管15通过冷凝管15外壁固定安装的卡箍固定连接，防

滑垫8的底部设置有波浪纹路10，培养皿本体1的左右两侧面均固定安装有提耳11，提耳11

的顶部开设有凹槽12，提耳11远离培养皿本体1的一侧开设有与卡紧机构7尺寸相适配的圆

孔。

[0025] 卡紧机构7包括锁紧环71、空腔72、插杆73、旋转杆74、连接块75、弹簧76、第一套管

77、隔板78与第二套管79，连接块75的一端通过提耳11开设有的圆孔贯穿提耳11，并与提耳

11相连接，隔板78的外侧均与连接块75的内壁相粘接，插杆73的一端与隔板78的背部固定

连接，且插杆73的另一端贯穿连接块75的背部并延伸至连接块75的外部，第二套管79的背

部与隔板78的正面固定连接，第一套管77的背部位于第二套管79的内腔内，且第一套管77

的正面贯穿连接块75的正面并延伸至连接块75的外部，弹簧76的内壁分别与第一套管77和

第二套管79的外壁相接触，空腔72位于连接块75的内腔，旋转杆74的一端贯穿连接块75的

外侧并延伸至空腔72内，旋转杆74的另一端延伸至连接块75的外部与锁紧环71的外壁固定

连接，培养皿本体1的外壁四周开设有瞭望窗3，瞭望窗3贯穿养皿本体1的外壁，且瞭望窗3

内设置有放大镜4，放大镜4的外壁粘接有密封胶垫5，密封胶垫5的外壁与瞭望窗3的内壁粘

接，放大镜4通过密封胶垫5与瞭望窗3固定连接，凹槽12的尺寸与皿盖2的底部的尺寸相适

配，且皿盖2的底部四周与凹槽12的内壁相贴合，旋转杆74延伸至空腔72内的一端外壁固定

安装有滚珠，且滚珠的外壁与空腔72的内壁相接触，弹簧76的一端与第一套管77的外壁粘

接，另一端与隔板78的正面粘接，提耳11的内腔位于圆孔的正面开设有与第一套管77相适

配的孔洞一，提耳11的内腔位于圆孔的背面开设有与插杆73相适配的孔洞二，L型连接杆13

与皿盖2一体成型，且皿盖2与L型连接杆13均为聚乙烯材质浇筑而成。

[0026] 在使用时，将生物医药放入培养皿本体1中，通过瞭望窗3上安装有的放大镜4对培

养皿本体1中的生物医药进行观察，通过旋转拧出胶塞18，将冷凝液9注入到底座6内腔中，

再旋紧胶塞18，炎炎夏日，冷凝液9对培养皿本体1中的生物医药进行降温，使其不会变质，

将皿盖2放在培养皿本体1的顶部，皿盖2的底部放置于提耳11开设有的凹槽12中，然后将锁

紧环71向上扳起，向下轻轻按压L型连接杆13，锁紧环71的内壁顶部刚好与L型连接杆13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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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部分的顶部相接触，松开L型连接杆13使其复原，通过L型连接杆13与锁紧环71将培养

皿本体1与皿盖2相密封连接，若是不需要使用卡紧机构7了，人手通过握住卡紧机构7中的

连接块75，向正面按压连接块75，第一套管77受到来自外部的力，背部缩入第二套管79中，

然后扳动连接块75使其倾斜，将插杆73从连接块75中取出，将整套卡紧机构7从提耳11的内

腔中取出。

[0027] 综上可得，本发明通过在培养皿本体1的底部安装空心底座6，底座6中注入冷凝液

9，然后利用胶塞18将冷凝液9密封在底座6内腔，防止其外漏，然后再配合皿盖2内腔顶部安

装有的冷凝管15对培养皿本体1中放置的生物医药进行降温，防止其在炎炎夏日而变质，影

响培养效果，本发明通过在皿盖2的外壁左右两侧安装L型连接杆13，然后在培养皿本体1的

左右两侧安装提耳11，提耳11中插接卡紧机构7，卡紧机构7中的锁紧环71通过旋转与L型连

接杆13相连接，皿盖2的底部与提耳11顶部开设有的凹槽12相卡接，使培养皿本体1完全处

于密封状态，不与外界大气进行交换，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延长生物医药的培养时间，防止外

界空气对其产生影响，本发明通过在培养皿本体1的底部安装防滑垫8，防滑垫8的底部设置

波浪纹路10，使得培养皿本体1放置在任何水平面上的摩擦力增大，使其不易随意滑动，另

外在培养皿本体1的外壁四周开设瞭望窗3，瞭望窗3内安装放大镜4，能够更加清晰的观察

培养皿本体1中的生物医药情况，本发明通过在卡紧机构7中设置连接块75、插杆73、第一套

管77、第二套管79、隔板78与弹簧76，使得施加外力给连接块75上的第一套管77时，第一套

管77的一端缩入第二套管79的内腔，另一端随着进入连接块75中，然后通过倾斜连接块75，

插杆73随之脱离出提耳11，方便将卡紧机构7取出，当不需要培养皿本体1密封时，通过该种

方式，使卡紧机构7脱离出培养皿本体1，然后人工可以通过提耳11对其进行握持，相较于传

统的培养皿，携带更加方便。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09401937 A

6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7

CN 109401937 A

7



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8

CN 109401937 A

8



图5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9

CN 109401937 A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