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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效发酵装置，包括第一

罐体、第二罐体及进料管件；所述第一罐体和第

二罐体间设有加热腔；所述第一罐体内设有螺旋

设置的升温管件，所述升温管件与所述升温腔相

连通。本发明设置升温腔，可对发酵罐恒温水浴

加热；设置内盖体件可实现初步密封，避免短时

间内气体进入至发酵罐内，设置外盖体可实现了

二次密封，通过设置内升温管件和升温腔，可对

发酵罐内的液体进行恒温水浴加热，且内管件于

内部加热，升温腔于外部加热，使整个发酵液内

外均匀受热，且维持于恒温下，保持菌体正常生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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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发酵装置，包括第一罐体（1）、第二罐体（2）及进料管件（3）；其特征在于：所

述第一罐体（1）和第二罐体（2）间设有升温腔（12）；所述进料管件（3）设有内盖体（51）和套

设于进料管件（3）外的外盖体（52）；所述内盖体（51）和外盖体（52）间设有液封层（53），该液

封层（53）通过一液体进出口与升温腔（12）相连通；所述第一罐体（1）内设有螺旋设置的升

温管件（4），所述升温管件（4）与所述升温腔（12）相连通；所述升温管件（4）上设有多个传热

（49）；

还包括多个设于所述第一罐体（1）侧壁上的搅拌件（8）；所述搅拌件（8）包括分别穿过

第一罐体（1）和第二罐体（2）上的传动轴（81）、设于传动轴（81）上的减速部件（82）及与减速

部件（82）相连的搅拌桨（83）；所述搅拌桨（83）上设有可与第一罐体（1）底部相接触的柔性

层（83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发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升温腔（12）内设有可上

下动作的封堵件（61），所述外盖体（52）上设有用于推动所述封堵件（61）向下活动的推杆

（521）。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高效发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升温腔（12）内设有一复

位件（62），该复位件（62）一端与所述封堵件（61）相连，另一端与所述第一罐体（1）相连。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高效发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罐体（2）内壁上设

有限位套（22），所述封堵件（61）设于该限位套（22）内；所述复位件（62）上套设有一套管部

件（7），该套管部件（7）包括固设于第一罐体（1）上的下套管（71）和固设于所述封堵件（61）

下端面上的上套管（72），所述下套管（71）部分穿设于所述上套管（72）内。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高效发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下套管（71）外壁上设有

第一凸环（711），所述上套管（72）内壁上设有与所述第一凸环(711)相配合的第二凸环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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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发酵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生物发酵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高效发酵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生物发酵过程中，对发酵罐内的环境和温度要求很高，温度的变化和内部的环境

的变化会直接导致发酵失败，难以形成菌体，现有的发酵装置，通常只采用外部水浴加热，

但该加热方式会导致局部温度过高，内部难以达到预期温度，因此会导致外部易发酵成功，

内部难以成功发酵成菌体，或者外部温度过高菌体死亡，内部存在菌体，造成菌体成活率

低。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加热均匀的高效发酵装置。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高效发酵装置，包括第一罐

体、第二罐体及进料管件；所述第一罐体和第二罐体间设有加热腔；所述进料管件设有内盖

体和套设于进料管件外的外盖体；所述内盖体和外盖体间设有液封层，该液封层通过一液

体进出口与加热腔相连通；所述第一罐体内设有螺旋设置的升温管件，所述升温管件与所

述升温腔相连通。本发明通过设置升温腔，可对发酵罐内的液体进行恒温水浴加热，保持菌

体正常生长；设置内盖体件可对进料管件实现初步密封，避免短时间内气体进入至发酵罐

内，导致菌体死亡，设置外盖体可实现了二次密封，进一步将进料管件和大气隔开，且于内

盖体和外盖体之间形成的空隙作为液封层，向内部通入液体实现液封，可完全隔绝气体进

入至发酵罐内，且密封的时间长，不受密封时间的影响，可顺利保证菌体的正常生长；通过

设置液体进出口将升温腔和液封层相连通，因此升温腔内的液体可进入至液封层内，对液

封层填充液体，且保持液封层的液体温度与升温腔内液体温度相同，避免外部温度通过进

料管件穿入至发酵罐内，造成发酵罐内温度不稳定而导致菌体无法正常生长；同时还减小

了操作工序，无需专门添加液体至液封层内以实现液封，便于操作；通过设置内升温管件和

升温腔，可对发酵罐内的液体进行恒温水浴加热，且内管件于内部加热，升温腔于外部加

热，使整个发酵液内外均匀受热，且维持于恒温下，保持菌体正常生长。

[0005] 进一步的，所述升温管件上设有多个传热条；设置传热条可快速将升温管件上的

温度沿着传热条向外扩散，使得第一罐体内的发酵液升温速率变快，保温效果更好。

[0006] 进一步的，所述升温腔内设有可上下动作的封堵件，所述外盖体上设有用于推动

所述封堵件向下活动的推杆；封堵件可封闭液体进出口，于第二封堵件未安装时，使升温腔

封闭，便于液体填充满升温腔，便于提前加热发酵罐，使加热罐内温度达到所需温度，便于

发酵液快速达到所需的温度，且使整个发酵液整体受热均匀，避免局部受热而造成部分发

酵液无法发酵出菌体。

[0007] 进一步的，所述升温腔内设有一复位件，该复位件一端与所述封堵件相连，另一端

与所述第一罐体相连；复位件使封堵件与液体进出口紧密贴合，从而隔绝升温腔内的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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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出，同时液避免升温腔内的温度传出。

[0008] 进一步的，所述第二罐体内壁上设有限位套，所述封堵件设于该限位套内；所述复

位件上套设有一套管部件，该套管部件包括固设于第一罐体上的下套管和固设于所述封堵

件下端面上的上套管，所述下套管部分穿设于所述上套管内；设置限位套，且封闭件位于限

位套内，对封闭件实现限位，避免封闭件封闭时位置发生偏移而造成流液开口无法完全封

闭，导致加热层内液体流出；设置上套管和下套管套设在弹性件上，对弹性件实现定位，避

免因弹性件左右晃动而造成封闭件偏移，确保封闭件成功封闭流液开口，且设置成上下套

管，不会影响弹性件向下收缩，确保弹性件正常使用。

[0009] 进一步的，所述下套管外壁上设有第一凸环，所述上套管内壁上设有与所述第一

凸环相配合的第二凸环；于上套管内设置第一凸环，下套管内设置第二凸环，两凸环相互限

制，避免上套管从下套管上脱离开，造成装置不稳定。

[0010] 进一步的，还包括多个设于所述第一罐体侧壁上的搅拌件；搅拌可对第一罐体内

的发酵液搅拌，增大发酵液与升温管件间的接触次数，是发酵液的温度恒定，发酵效果增

强；且搅拌件设于第一罐体侧壁上，相较于传统的搅拌件将搅拌液横向搅拌，该搅拌方式对

发酵液以竖直的方向进行搅拌，可带动位于第一罐体底部的发酵液向上翻动，从而发酵液

混合均匀，发酵液所处的环境全都相同，提高菌体的数量。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搅拌件包括分别穿过第一罐体和第二罐体上的传动轴、设于传动

轴上的减速部件及与减速部件相连的搅拌桨；所述搅拌桨上设有可与第一罐体底部相接触

的柔性层；传动轴可将外部电机的转动穿至减速部件上，而减速部件则可放慢搅拌桨的转

动速率，避免搅拌桨快速转动造成发酵液飞溅，从而造成发酵液损失；在搅拌桨上设置柔性

层，该柔性层可与第一罐体的底部相接触，将底部的发酵液搅动，且柔性层的性质柔软，不

会折断和影响搅拌桨转动，且柔性层不会对发酵液内的菌体造成破坏。

[0012] 进一步的，所述柔性层上设有多个搅动齿，该搅动齿为倾斜设置；搅动齿可减小柔

性层与第一罐体底部的接触面积，减小摩擦，同时还不会影响柔性层搅动第一罐体底部的

发酵液；将搅动齿设为倾斜设置，从而搅动齿搅动发酵液的时发酵液可沿着搅动齿的面流

动，减小了搅动齿与发酵液之间正面接触的面积，使搅动齿搅动更加顺畅。

[0013] 综上所述，本发明设置升温腔，可对发酵罐恒温水浴加热；设置内盖体件可实现初

步密封，避免短时间内气体进入至发酵罐内，设置外盖体可实现了二次密封，内盖体和外盖

体间的液封层，可完全隔绝气体，且密封的时间长，可保证菌体正常生长；设置液体进出口

将升温腔和液封层相连通，升温腔内的液体填充液封层，保持液封层与升温腔温度相同；还

减小操作工序，无需专门添加液体至液封层内以实现液封，便于操作；设置内升温管件和升

温腔，可对发酵罐内的液体进行恒温水浴加热，且内管件于内部加热，升温腔于外部加热，

使整个发酵液内外均匀受热，且维持于恒温下，保持菌体正常生长。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图1中A处的放大图。

[0016] 图3为图2中B处的放大图。

[0017] 图4为图2中C处的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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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为了使本技术领域的人员更好的理解本发明方案，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

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的描述。

[0019] 如图1‑4所示，一种高效发酵装置，包括第一罐体1、第二罐体  2、升温腔12、升温管

件4及密封部件5，所述的第一罐体1设在第二罐体2内，且两罐体之间具有间隙，该间隙为所

述的升温腔12；所述的升温管件4呈螺旋状的设在第一罐体1内，且该升温管件4一端与所述

升温腔12相连通，另一端与设于发酵罐外的恒温的水池相连通，在该升温管件4上设有多个

传热条49，该传热条49为金属条，沿所述升温管件4的长度方向间隔均匀的分布，金属条传

热快，因此升温管件4的温度可快速传出；所述的恒温水池通过水泵将恒温水泵送入升温管

件4内，同时升温管件4内的水进入至升温腔12内，将升温腔12填充满，从而实现对发酵罐的

整体升温，使发酵罐内的整体温度达到37℃；进一步的，所述的进料管件3设在第二罐体2

上，且穿过两个罐体与设于第一罐体1内的腔室相连通，该进料管件3为带有内螺纹的金属

管。

[0020] 为了保证对进料管件实现密封，在所述进料管件上设置有一个密封部件5，该密封

部件5包括内盖体51和外盖体52，所述的内盖体  51为一带有外螺纹的圆台形金属塞，因此

内盖体51可螺接入进料管件3上，且内盖体51上端部上设有一密封帽511，该密封帽511上设

有一凹环512，且凹环512内设有一密封圈513，该密封圈为O形橡胶密封圈；所述进料管件3

上端部的内壁上设有与所述密封圈513  相配合的密封凹环313，该密封凹环313内设有一向

上凸起的凸筋314，所述内盖体51螺接入进料管件3后，所述密封圈513侧壁与所述密封凹环

313的侧壁紧密贴合，所述的凸筋314使密封圈513发生局部变形，从而在密封圈513在弹力

作用下，与凸筋314紧密贴合，不会留有缝隙，完全杜绝液体会从内盖体51和进料管件3的连

接处进入至第一罐体1中；进一步的，所述的外盖体52套设在进料管件  3外，且外盖体52与

内盖体51间设有液封层53，该液封层53为内盖体51和外盖体52间的间隙，且在第二罐体2上

设置了两个液体进出口21，两个液体进出口21为对称设置，通过这两个液体进出口21  使液

封层53与升温腔12相连通，从而升温腔12内的水可通过一个液体进出口21进入至液封层

53，然后通过另一个液体进出口21回到升温腔53。

[0021] 进一步的，为了对液体进出口21实现开启和关闭，在所述升温腔12内设有两个封

堵件61，两封堵件61分别分配至两液体进出口  21处，即每个液体进出口21通过一个密封件

61实现密封，所述的密封件61为一金属板；在所述的外盖体上设有用于推动所述密封件61

向下按活动的推杆521，该推杆为金属杆；具体的，在所述的外盖体52的侧壁上设有活动腔

529，所述的推杆521设在活动腔529 内该活动腔下端部为开口设置，因此推杆521可部分伸

出活动腔，从而下压封堵件61，且推杆521上固设有橡胶活塞528，该橡胶活塞  528与所述活

动腔529的内壁紧密贴合，且活动腔529的内壁为光滑设置，因此液体无法从活动腔529内流

出，避免发生漏液情况；为了增强密封件61对液体进出口21的密封性，在所述液体进出口21

的周边设有两个由内向外凹陷的凹环219，在所述密封件61的上端面上设有两个与所述凹

环219相配合的防漏圈619，该漏圈为O形橡胶圈，封堵件61封闭液体进出口21，防漏圈619卡

入至凹环219内，且防漏圈619与凹环219内壁紧密贴合；为了保持封堵件61封闭液体进出口

21，在所述封堵件61的底面上固连有两个复位件62，该复位件62为弹簧，且两复位件62固设

在所述第一罐体1上，从而封堵件61在复位件62弹力作用下，保持对液体进出口21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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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进一步的，为了保证封堵件61对液体进出口21封闭的准确性，在所述第二罐体2的

内壁上设有一限位套22，该限位套22包括第一套体221和第二套体222，所述的第一套体221

的横切面直径与封堵件的直径大小相同，即封堵件61的侧壁与第一套体221内壁相贴合，第

二套体222的横切面直径大于第一套体221的横切面直径，且两个套体通过一斜面相连，因

此密封件61在经过外力向下推动时，密封件61从第一套体221内推至第二套体222中，密封

件61和第二套体  222的侧壁具有间隙，因此水从该间隙流进或流出；进一步的为了避免复

位件62发生左右晃动，我们在复位件62下端套设有一个下套管  71，上端套设有一上套管

72，所述的上套管72与封堵件61的下端面相连，下套管71与所述第一罐体1的外壁相连，且

下套管71部分穿设于上套管72内，且在所述的上套管72的内壁上固设有一第二凸环721，下

套管71外壁的上端固设有第一凸环711，所述的第二凸环721和第一凸环711相互限制，从而

上套管72无法从下套管71中脱离开，确保了装置的稳定性。

[0023] 为了使得升温管件4、升温腔12及液封层53内的液体循环流动，在所述外壳体上设

有与升温腔12相连通的出水管件91，该出水管件  91的高于所述外盖体52的高度，因此可保

持液封层53内的液体充满；在发酵罐的下端部上设有与所述第一罐体相连通的出料管道

92；在所述发酵罐的侧壁上设有伸入至第一罐体内的温度计93和PH计  94。

[0024] 进一步的，在所述的第一罐体1侧壁上的搅拌件8，该搅拌件8  包括传动轴81、减速

部件82及搅拌桨83，其中所述的第一罐体1和第二罐体2间设有一内部中空的通管80，通管

80内壁上设有橡胶层，传动轴81从该通管80中穿过，然后前端进入至第一罐体1内，所述的

减速部件82和传动轴81的前端相连接，该减速部件82为一行星齿轮组，该行星齿轮组为现

有技术，因此不再赘述；在减速部件82  端部上连接有一横向设置的转动轴84，所述的搅拌

桨83固设在该转动轴84上，该搅拌桨83为不锈钢金属片，在该搅拌桨83的端部上设有柔性

层831，该柔性层831在转动轴84转动过程中，会与第一罐体1的底部相接触，该柔性层831为

橡胶制成的橡胶片，因此在与第一罐体1底部相接触时，柔性层831会发生形变，并搅动第一

罐体  1底部的发酵液；所述的柔性层831上还设置有多个倾斜设置的搅动齿832，该搅动齿

832的齿尖为弧形设置，该弧形设置可以尽可能的增大搅动齿832与第一罐体1底部的接触

面积，同时还可减小搅动齿  832齿尖的摩损。

[0025] 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应当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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