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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农业微生物样品的保存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保存装置领域，具体为农业

微生物样品的保存装置，包括保存机构，所述保

存机构包括保存箱、挡门一、把手一、底座，所述

保存箱底部安装有所述底座，所述保存箱前部通

过合页连接有所述挡门一，所述挡门一前部安装

有所述把手一，所述保存机构上设有消毒机构和

调节机构，所述消毒机构包括显示器、温湿度传

感器、观察窗、挡门二、把手二，所述保存箱后部

安装有所述显示器，所述保存箱内侧顶部安装有

所述温湿度传感器，所述显示器两侧嵌入有所述

观察窗，所述显示器下方通过合页连接有所述挡

门二。本实用新型采用消毒机构，从而可以避免

大量细菌进入保存箱内污染保存环境，进而保证

保存的质量，因此使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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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业微生物样品的保存装置，包括保存机构（1），所述保存机构（1）包括保存箱

（101）、挡门一（102）、把手一（103）、底座（104），所述保存箱（101）底部安装有所述底座

（104），所述保存箱（101）前部通过合页连接有所述挡门一（102），所述挡门一（102）前部安

装有所述把手一（103），其特征在于：所述保存机构（1）上设有消毒机构（2）和调节机构（3），

所述消毒机构（2）包括显示器（201）、温湿度传感器（202）、观察窗（203）、挡门二（204）、把手

二（205），所述保存箱（101）后部安装有所述显示器（201），所述保存箱（101）内侧顶部安装

有所述温湿度传感器（202），所述显示器（201）两侧嵌入有所述观察窗（203），所述显示器

（201）下方通过合页连接有所述挡门二（204），所述保存箱（101）内侧后壁焊接有暂存箱

（209），所述暂存箱（209）前部通过合页连接有挡门三（206），所述挡门三（206）和所述挡门

二（204）上均安装有所述把手二（205），所述暂存箱（209）内侧靠近顶部设有紫外线灯

（207），所述暂存箱（209）两侧设有橡胶手套（208）。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农业微生物样品的保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机构（3）

包括管道一（301）、管阀（302）、管道二（303）、抽风机（304），所述保存箱（101）一侧设有所述

管道一（301），所述保存箱（101）另一侧设有所述管道二（303），所述管道二（303）和所述管

道一（301）上均安装有所述管阀（302），所述管道二（303）远离所述保存箱（101）一端设有所

述抽风机（304）。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农业微生物样品的保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观察窗（203）

与所述保存箱（101）胶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农业微生物样品的保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温湿度传感器

（202）与所述显示器（201）通过导线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农业微生物样品的保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橡胶手套

（208）与所述保存箱（101）粘接且所述保存箱（101）上成型有方便使用所述橡胶手套（208）

的开孔。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农业微生物样品的保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机构（3）

包括管道一（301）、管阀（302）、管道二（303），所述保存箱（101）一侧设有所述管道一（301），

所述保存箱（101）另一侧设有所述管道二（303），所述管道二（303）和所述管道一（301）上均

安装有所述管阀（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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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微生物样品的保存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保存装置领域，具体是涉及农业微生物样品的保存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微生物包括：细菌、病毒、真菌以及一些小型的原生生物、显微藻类等在内的一大

类生物群体，它个体微小，与人类关系密切。涵盖了有益跟有害的众多种类，广泛涉及食品、

医药、工农业、环保、体育等诸多领域。在我国教科书中，将微生物划分为以下8大类：细菌、

病毒、真菌、放线菌、立克次氏体、支原体、衣原体、螺旋体。有些微生物是肉眼可以看见的，

像属于真菌的蘑菇、灵芝、香菇等。还有微生物是一类由核酸和蛋白质等少数几种成分组成

的“非细胞生物”，但是它的生存必须依赖于活细胞。

[0003] 现有的农业微生物样品的保存装置在开闭时会有大量细菌进入保存箱内,尤其是

真菌孢子，污染保存环境，而且微生物样品具有容易变异的特性，因此在运输保藏过程中，

必须使微生物的代谢处于最不活跃或相对静止的状态，才能在一定的时间内使其不发生变

异而又保持生活能力，目前大都采用冰箱进行低温保藏，但冰箱易造成为微生物样品失水，

影响微生物生活活力。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为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消毒机构，从而可以避免大量细

菌进入保存箱内污染保存环境，进而保证保存的质量，因此使用方便。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6] 农业微生物样品的保存装置，包括保存机构，所述保存机构包括保存箱、挡门一、

把手一、底座，所述保存箱底部安装有所述底座，所述保存箱前部通过合页连接有所述挡门

一，所述挡门一前部安装有所述把手一，所述保存机构上设有消毒机构和调节机构，所述消

毒机构包括显示器、温湿度传感器、观察窗、挡门二、把手二，所述保存箱后部安装有所述显

示器，所述保存箱内侧顶部安装有所述温湿度传感器，所述显示器两侧嵌入有所述观察窗，

所述显示器下方通过合页连接有所述挡门二，所述保存箱内侧后壁焊接有暂存箱，所述暂

存箱前部通过合页连接有挡门三，所述挡门三和所述挡门二上均安装有所述把手二，所述

暂存箱内侧靠近顶部设有紫外线灯，所述暂存箱两侧设有橡胶手套。

[0007]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所述调节机构包括管道一、管阀、管道二、抽风机，所述

保存箱一侧设有所述管道一，所述保存箱另一侧设有所述管道二，所述管道二和所述管道

一上均安装有所述管阀，所述管道二远离所述保存箱一端设有所述抽风机。

[0008]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所述观察窗与所述保存箱胶接，保证所述观察窗和所

述显示器之间的密封性。

[0009]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所述温湿度传感器与所述显示器通过导线连接，所述

温湿度传感器的检测数据可以传送给所述显示器。

[0010]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所述橡胶手套与所述保存箱粘接且所述保存箱上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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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方便使用所述橡胶手套的开孔，方便利用所述橡胶手套进一步操作。

[0011]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所述调节机构包括管道一、管阀、管道二，所述保存箱

一侧设有所述管道一，所述保存箱另一侧设有所述管道二，所述管道二和所述管道一上均

安装有所述管阀。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3] 当需要不破坏保存环境拿取或存放微生物培养皿时，首先利用把手二打开挡门二

将培养皿放置在暂存箱内部，可以将培养皿遮挡避免紫外线灯对微生物造成伤害，然后启

动紫外线灯对暂存箱内部进行消毒，消毒后关闭紫外线灯然后双手可以进入橡胶手套内进

行操作，然后利用把手二打开挡门三并取出放置在暂存箱内部的培养皿，然后放置在保存

箱内，确保保存环境无菌。

[0014] 本实用新型的附加技术特征及其优点将在下面的描述内容中阐述地更加明显，或

通过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践可以了解到。

附图说明

[0015] 附图是用来提供对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理解，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与下面

的具体实施方式一起用于解释本实用新型，但并不构成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在附图中：

[0016] 图1是本实用新型所述农业微生物样品的保存装置的实施例1主视图；

[0017] 图2是本实用新型所述农业微生物样品的保存装置的实施例1中轴测图；

[0018] 图3是本实用新型所述农业微生物样品的保存装置的实施例1中保存箱内部结构

示意图；

[0019] 图4是本实用新型所述农业微生物样品的保存装置的实施例1中暂存箱图；

[0020] 图5是本实用新型所述农业微生物样品的保存装置的实施例2主视图。

[0021] 附图标记说明如下：

[0022] 1、保存机构；101、保存箱；102、挡门一；103、把手一；104、底座；2、消毒机构；201、

显示器；202、温湿度传感器；203、观察窗；204、挡门二；205、把手二；206、挡门三；207、紫外

线灯；208、橡胶手套；209、暂存箱；3、调节机构；301、管道一；302、管阀；303、管道二；304、抽

风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

[0024]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上”、“下”、“前”、“后”、“左”、“右”、

“顶”、“底”、“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

为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

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

[0025] 实施例1

[0026] 请参阅图1-图4，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技术方案：农业微生物样品的保存装置，包

括保存机构1，保存机构1包括保存箱101、挡门一102、把手一103、底座104，保存箱101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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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有底座104，保存箱101前部通过合页连接有挡门一102，挡门一102前部安装有把手一

103，保存机构1上设有消毒机构2和调节机构3，消毒机构2包括显示器201、温湿度传感器

202、观察窗203、挡门二204、把手二205，保存箱101后部安装有显示器201，保存箱101内侧

顶部安装有温湿度传感器202，温湿度传感器202与显示器201通过导线连接，温湿度传感器

202的检测数据可以传送给显示器201，显示器201两侧嵌入有观察窗203，观察窗203与保存

箱101胶接，保证观察窗203和显示器201之间的密封性，显示器201下方通过合页连接有挡

门二204，保存箱101内侧后壁焊接有暂存箱209，暂存箱209前部通过合页连接有挡门三

206，挡门三206和挡门二204上均安装有把手二205，暂存箱209内侧靠近顶部设有紫外线灯

207，暂存箱209两侧设有橡胶手套208，橡胶手套208与保存箱101粘接且保存箱101上成型

有方便使用橡胶手套208的开孔，方便利用橡胶手套208进一步操作。

[0027] 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调节机构3包括管道一301、管阀302、管道二303、抽风机

304，保存箱101一侧设有管道一301，保存箱101另一侧设有管道二303，管道二303和管道一

301上均安装有管阀302，管道二303远离保存箱101一端设有抽风机304。

[0028]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及使用流程：当需要完全开闭保存箱101时，利用把手一

103开闭挡门一102即可，当需要不破坏保存环境拿取或存放微生物培养皿时，首先利用把

手二205打开挡门二204将培养皿放置在暂存箱209内部，可以将培养皿遮挡避免紫外线灯

207对微生物造成伤害，然后启动紫外线灯207对暂存箱209内部进行消毒，消毒后关闭紫外

线灯207然后双手可以进入橡胶手套208内进行操作，然后利用把手二205打开挡门三206并

取出放置在暂存箱209内部的培养皿，然后放置在保存箱101内，通风、加热或制冷设备可以

通过管道一301连接，管阀302可以开闭管道一301和管道二303的通道，进而对保存箱101进

行调节温度和湿度，启动抽风机304可以加快调节，在运输过程中确保微生物样品保存环境

无菌，而且处于低温状态，具有一定湿度。本实用新型不仅适用于微生物样品车载运输，也

适用于实验室内微生物样品短期保存。

[0029] 实施例2

[0030] 请参阅图5，实施例2和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调节机构3包括管道一301、管阀302、

管道二303，保存箱101一侧设有管道一301，保存箱101另一侧设有管道二303，管道二303和

管道一301上均安装有管阀302，当需要完全开闭保存箱101时，利用把手一103开闭挡门一

102即可，当需要不破坏保存环境拿取或存放微生物培养皿时，首先利用把手二205打开挡

门二204将培养皿放置在暂存箱209内部，可以将培养皿遮挡避免紫外线灯207对微生物造

成伤害，然后启动紫外线灯207对暂存箱209内部进行消毒，消毒后关闭紫外线灯207然后双

手可以进入橡胶手套208内进行操作，然后利用把手二205打开挡门三206并取出放置在暂

存箱209内部的培养皿，然后放置在保存箱101内，通风、加热或制冷设备可以通过管道一

301连接，管阀302可以开闭管道一301和管道二303的通道，进而对保存箱101进行调节温度

和湿度。

[0031] 虽然已经通过示例对本实用新型的一些特定实施例进行了详细说明，但是本领域

的技术人员应该理解，以上示例仅是为了进行说明，而不是为了限制本实用新型的范围。本

领域的技术人员应该理解，可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范围和精神的情况下，对以上实施例

进行修改。本实用新型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来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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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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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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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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