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22087440.9

(22)申请日 2020.09.22

(73)专利权人 南通市肿瘤医院

地址 226300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市通扬北

路30号南通市肿瘤医院检验科

(72)发明人 王丽丽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盛凡智荣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1616

代理人 戴秀秀

(51)Int.Cl.

C12M 1/38(2006.01)

C12M 1/34(2006.01)

C12M 1/36(2006.01)

C12M 1/10(2006.01)

C12M 1/02(2006.01)

C12M 1/0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微生物检验培养箱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微生物检验培养箱，

包括柜体和培养盒，柜体上端连接有盖板，盖板

上端连接有把手，盖板的一端与柜体铰接，盖板

的另一端通过门锁结构和柜体固定，门锁结构包

括旋转柱、旋转杆、插销、固定柱一和固定柱二，

旋转杆、固定柱一和固定柱二内部均设有相互对

应的通孔，插销设在旋转杆、固定柱一和固定柱

二内侧来回滑动，旋转杆与旋转柱铰接，柜体内

设有支撑条，支撑条设在盖板下方，支撑条中间

设有固定块，固定块下方转动固定有转轴，转轴

连接有旋转盘。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的优

点在于：通过培养盒的旋转和液压缸对培养盒的

来回伸缩，培养盒内的微生物和营养液能够不重

叠，在培养盒内分布的更加均匀，通过加热管能

加热培养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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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微生物检验培养箱，包括柜体(1)和培养盒(2)，其特征在于：所述柜体(1)上端

连接有盖板(3)，所述盖板(3)上端连接有把手(4)，所述盖板(3)的一端与柜体(1)铰接，所

述盖板(3)的另一端通过门锁结构(5)和柜体(1)固定，所述门锁结构(5)包括旋转柱(6)、旋

转杆(7)、插销(8)、固定柱一(9)和固定柱二(10)，所述旋转杆(7)、固定柱一(9)和固定柱二

(10)内部均设有相互对应的通孔，所述插销(8)设在旋转杆(7)、固定柱一(9)和固定柱二

(10)内侧来回滑动，所述旋转杆(7)与旋转柱(6)铰接，所述柜体(1)内设有支撑条(11)，所

述支撑条(11)设在盖板(3)下方，所述支撑条(11)中间设有固定块(12)，所述固定块(12)下

方转动固定有转轴(13)，所述转轴(13)连接有旋转盘(14)，所述旋转盘(14)上滑动设有培

养盒(2)，所述培养盒(2)上设有盒盖(15)，所述培养盒(2)的一端连接有液压缸(16)，所述

液压缸(16)的另一端与转轴(13)相连接，所述转轴(13)的下端连接有电机(17)，所述电机

(17)下端与柜体(1)下侧壁相连接，所述柜体(1)底端设有蓄电池(18)和风机(19)，所述风

机(19)的一端连接有通风口(20)，所述柜体(1)的底端设有支撑块(21)，所述柜体(1)外侧

壁设有控制器(22)，所述控制器(22)与蓄电池(18)电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微生物检验培养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盘(14)上设有

滑槽(23)，所述培养盒(2)在滑槽(23)上滑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微生物检验培养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柱二(10)内设

有限位槽(24)，所述插销(8)上设有限位凸起(25)，所述插销(8)的一端设有圆形凸起(26)。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微生物检验培养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盖板(3)下侧连接

有加热管(27)，所述加热管(27)和控制器(22)电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微生物检验培养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柜体(1)外侧壁设

有观察窗(28)，所述培养盒(2)与盒盖(15)均为透明玻璃结构。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微生物检验培养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盒盖(15)的一端与

培养盒(2)铰接，所述盒盖(15)与培养盒(2)的另一端通过卡扣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微生物检验培养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条(11)下方设

有温湿度感应器(29)和紫外线灭菌灯(30)，所述温湿度感应器(29)和紫外线灭菌灯(30)均

与控制器(22)电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微生物检验培养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液压缸(16)、培养

盒(2)和盒盖(15)均设置为4个，所述液压缸、培养盒和盒盖在圆周方向环绕转轴设置。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微生物检验培养箱，其特征在于：所述转轴(13)通过支撑

杆(31)与旋转盘(14)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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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微生物检验培养箱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生物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是指一种微生物检验培养箱。

背景技术

[0002] 生物培养箱是具有制冷和加热双向调温系统温度可控的功能，是植物、生物、微生

物、遗传、病毒、环保等科研、教学部门不可缺少的实验室设备之一，广泛应用于恒温试验、

培养化验、环境实验等等，在科研、环保、污水处理等部门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传统的生

物培养箱为了放置较多的培养品都设置多层，温湿度不可控，培养的结果会造成大的偏差，

微生物和营养液在培养皿中堆积不均匀，容易导致培养的效果不佳，体积较大，没有提手，

在不使用的时候不能提起，移动不方便。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以上技术问题，提高一种培养均匀、温湿度

可测和观察方便的一种微生物检验培养箱。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微生物检验培养箱，包

括柜体和培养盒，所述柜体上端连接有盖板，所述盖板上端连接有把手，所述盖板的一端与

柜体铰接，所述盖板的另一端通过门锁结构和柜体固定，所述门锁结构包括旋转柱、旋转

杆、插销、固定柱一和固定柱二，所述旋转杆、固定柱一和固定柱二内部均设有相互对应的

通孔，所述插销设在旋转杆、固定柱一和固定柱二内侧来回滑动，所述旋转杆与旋转柱铰

接，所述柜体内设有支撑条，所述支撑条设在盖板下方，所述支撑条中间设有固定块，所述

固定块下方转动固定有转轴，所述转轴连接有旋转盘，所述旋转盘上滑动设有培养盒，所述

培养盒上设有盒盖，所述培养盒的一端连接有液压缸，所述液压缸的另一端与转轴相连接，

所述转轴的下端连接有电机，所述电机下端与柜体下侧壁相连接，所述柜体底端设有蓄电

池和风机，所述风机的一端连接有通风口，所述柜体的底端设有支撑块，所述柜体外侧壁设

有控制器，所述控制器与蓄电池电连接。

[0005] 作为改进，所述旋转盘上设有滑槽，所述培养盒在滑槽上滑动。

[0006] 作为改进，所述固定柱二内设有限位槽，所述插销上设有限位凸起，所述插销的一

端设有圆形凸起。

[0007] 作为改进，所述盖板下侧连接有加热管，所述加热管和控制器电连接。

[0008] 作为改进，所述柜体外侧壁设有观察窗，所述培养盒与盒盖均为透明玻璃结构。

[0009] 作为改进，所述盒盖的一端与培养盒铰接，所述盒盖与培养盒的另一端通过卡扣

连接。

[0010] 作为改进，所述支撑条下方设有温湿度感应器和紫外线灭菌灯，所述温湿度感应

器和紫外线灭菌灯均与控制器电连接。

[0011] 作为改进，所述液压缸、培养盒和盒盖均设置为4个，所述液压缸、培养盒和盒盖在

圆周方向环绕转轴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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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作为改进，所述转轴通过支撑杆与旋转盘相连接。

[0013]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的优点在于：通过培养盒的旋转和液压缸对培养盒的

来回伸缩，培养盒内的微生物和营养液能够不重叠，在培养盒内分布的更加均匀，通过加热

管能加热培养盒，通过温湿度检测，使调整适合的温度，提高细菌的活性，使培养盒内的环

境更加适合微生物的生长，设有蓄电池、把手和门锁结构，柜体便于携带，设有观察窗环绕

透明的培养盒，能够时刻的观察内部的情况，支撑杆能够使旋转盘旋转的同时更加稳定。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微生物检验培养箱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微生物检验培养箱旋转盘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微生物检验培养箱门锁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微生物检验培养箱的柜体的外侧壁结构示意图。

[0018] 图5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微生物检验培养箱的正面结构示意图。

[0019] 如图所示：1、柜体，2、培养盒，3、盖板，4、把手，5、门锁结构，6、旋转柱，7、旋转杆，

8、插销，9、固定柱一，10、固定柱二，11、支撑条，12、固定块，13、转轴，14、旋转盘，15、盒盖，

16、液压缸，17、电机，18、蓄电池，19、风机，20、通风口，21、支撑块，22、控制器，23、滑槽，24、

限位槽，25、限位凸起，26、圆形凸起，27、加热管，28、观察窗，29、温湿度感应器，30、紫外线

灭菌灯，31、支撑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1] 结合附图一种微生物检验培养箱，包括柜体1和培养盒2，所述柜体1上端连接有盖

板3，所述盖板3上端连接有把手4，所述盖板3的一端与柜体1铰接，所述盖板3的另一端通过

门锁结构5和柜体1固定，所述门锁结构5包括旋转柱6、旋转杆7、插销8、固定柱一9和固定柱

二10，所述旋转杆7、固定柱一9和固定柱二10内部均设有相互对应的通孔，所述插销8设在

旋转杆7、固定柱一9和固定柱二10内侧来回滑动，所述旋转杆7与旋转柱6铰接，所述柜体1

内设有支撑条11，所述支撑条11设在盖板3下方，所述支撑条11中间设有固定块12，所述固

定块12下方转动固定有转轴13，所述转轴13连接有旋转盘14，所述旋转盘14上滑动设有培

养盒2，所述培养盒2上设有盒盖15，所述培养盒2的一端连接有液压缸16，所述液压缸16的

另一端与转轴13相连接，所述转轴13的下端连接有电机17，所述电机17下端与柜体1下侧壁

相连接，所述柜体1底端设有蓄电池18和风机19，所述风机19的一端连接有通风口20，所述

柜体1的底端设有支撑块21，所述柜体1外侧壁设有控制器22，所述控制器22与蓄电池18电

连接。

[0022] 所述旋转盘14上设有滑槽23，所述培养盒2在滑槽23上滑动，旋转盘14上的培养盒

2在滑槽23上来回滑动，使离心过后的培养盒2内的营养液和微生物更加平整，防止营养液

和微生物在培养盒2的内测和边缘处堆积。

[0023] 所述固定柱二10内设有限位槽24，所述插销8上设有限位凸起25，所述插销8的一

端设有圆形凸起26，通过拉出圆形凸起26时，插销8只穿过固定柱二10，盖板3打开，当按动

圆形凸起26，插销8插入到固定柱一9、固定柱二10和旋转杆7内，使门锁结构5锁山，通过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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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盖板3。

[0024] 所述盖板3下侧连接有加热管27，所述加热管27和控制器22电连接，加热管27设有

四个，对四个培养盒2加热更加均匀，使培养盒2内的温度均衡，对比培养效果更好。

[0025] 所述柜体1外侧壁设有观察窗28，所述培养盒2与盒盖15均为透明玻璃结构，能够

更明显的观察出培养盒2内的情况。

[0026] 所述盒盖15的一端与培养盒2铰接，所述盒盖15与培养盒2的另一端通过卡扣连

接，当培养厌氧生物时，可以盖上盒盖2，当培养喜氧生物时，盒盖2打开，在盒盖2盖上时，能

够减少培养盒2内的污染。

[0027] 所述支撑条11下方设有温湿度感应器29和紫外线灭菌灯30，所述温湿度感应器29

和紫外线灭菌灯30均与控制器22电连接，时刻检测柜体1内部的温湿度，从而进行调整出最

适合培养的温度。

[0028] 所述液压缸16、培养盒2和盒盖15均设置为4个，所述液压缸16、培养盒2和盒盖15

在圆周方向环绕转轴设置，同时进行更多的微生物培养，使工作效率更高。

[0029] 所述转轴13通过支撑杆31与旋转盘14相连接，支撑杆31设有四个，环绕旋转盘14

平均分布，支撑起旋转盘14更加稳固。

[0030]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打开盖板，将营养液和微生物放入到培养盒内，通过打开

电机，电机的转动带动转轴旋转，从而带动旋转盘旋转，旋转盘上的培养盒跟着旋转，随着

培养盒的旋转，在培养盒内堆积的营养液环绕微生物向培养盒边缘展开，为避免旋转培养

盒旋转过程中营养液和微生物在培养盒外侧堆积，通过液压缸伸展培养盒使培养盒内的营

养液和微生物更加均衡，加热管能提高培养盒内的温度，提高微生物的活性，通过温湿度感

应器测量内部温度和湿度，使调节温度和风扇的功率，柜体的正面设有观察窗，培养盒为玻

璃结构，观察培养盒内部的情况更加清晰，盖板和柜体之间的门锁结构和内部蓄电池能使

柜体便于携带。

[0031] 以上对本实用新型及其实施方式进行了描述，这种描述没有限制性，附图中所示

的也只是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之一，实际的结构并不局限于此。总而言之如果本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受其启示，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创造宗旨的情况下，不经创造性的设计出与

该技术方案相似的结构方式及实施例，均应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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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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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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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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