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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方向电磁摇动型微生物培养台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多方向电磁摇动型

微生物培养台，这种培养台采用电磁伸缩器作为

使培养台上下前后左右多方向摇动的驱动装置，

摇动频率可以在1—300Hz之间任意设定，低频条

件下最大牵引距离可达30mm，可以满足大多数微

生物菌种的培养要求，具有摇动方向任意选择，

摇动频率设定灵活的特点，具有一定的实用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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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方向电磁摇动型微生物培养台，由机壳(1)、控制显示面板(2)、培养台(3)、培

养瓶固定卡(4)、伸缩拉簧(5)、前后位移伸缩器(6)、左右位移伸缩器(7)、上下位移伸缩器

(8)、电磁推拉杆(9)、第一球头连接座(10)、球头连接杆(11)、第二球头连接座(12)、控制电

路板(13)、操作键盘(14)、显示器(15)、显示器模块电路(16)、信号发生调节电路(17)、方向

时序脉冲分配电路(18)、功率放大驱动电路(19)、电源变换电路(20)、电源开关(21)、电源

线插头(22)所组成，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培养瓶固定卡(4)安装在培养台(3)上面，培养台

(3)四边和底部分别安装伸缩拉簧（5），伸缩拉簧(5)另一端与机壳(1)相连接;所述的前后

位移伸缩器(6)、左右位移伸缩器(7)和上下位移伸缩器(8)安装在机壳(1)四周和底部，电

磁推拉杆(9)装入各伸缩器内，电磁推拉杆(9)前端通过第一球头连接座(10)、球头连接杆

(11)、第二球头连接座(12)与培养台(3)相连接;所述控制显示面板（2）安装在机壳(1)的前

端，上面安装操作键盘(14)、显示器(15)和电源开关(21);所述的显示器模块电路(16)安装

在显示器(15)后面;所述的控制电路板(13)安装在机壳(1)内控制显示面板（2）的后面，上

面安装信号发生调节电路(17)、方向时序脉冲分配电路(18)、功率放大驱动电路(19)和电

源变换电路(20);所述的电源线插头(22)从机壳(1)背面引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方向电磁摇动型微生物培养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机

壳(1)采用厚0.3-0.5mm不锈钢加工制作，机壳尺寸长80一120cm，宽60-80cm，高40-60cm，表

面抛光钝化处理。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方向电磁摇动型微生物培养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控

制显示面板(2)采用厚0.3-0 .5mm不锈钢加工制作，上面安装液晶显示器(15)、操作键盘

(14)和电源开关(2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方向电磁摇动型微生物培养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培

养台(3)采用厚0.5-1.0mm不锈钢板制作，培养台面积尺寸长40-80cm，宽30-60cm，台上均匀

分布排列培养瓶固定卡(4)。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方向电磁摇动型微生物培养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前

后位移伸缩器(6)、左右位移伸缩器(7)、上下位移伸缩器(8)直径40--60mm，长度120-

150mm，内装3只顺序排列的空心电磁线圈，中间安装电磁推拉杆(9)，用于产生长距离的牵

引拉力，工作电压12-24V，单只线圈最大工作电流10-30A，由功率放大驱动电路(19)采用场

效应大功率三极管LRF1010EL直接驱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方向电磁摇动型微生物培养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电

磁推拉杆(9)长120-150mm，直径10-15mm采用软铁材料制作，加电后产生直线运动的牵引拉

力。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方向电磁摇动型微生物培养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球

头连接杆(11)两端设置直径12-16mm圆形球头，连接杆直径8-10mm，杆长度80-120mm，用于

在任意方向扭曲条件下的动力传递。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方向电磁摇动型微生物培养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

一球头连接座(10)和第二球头连接座(12)分别安装在电磁推拉杆(9)的前端与培养台(3)

的边沿位置，组成万向扭动牵引动力传递装置，电磁推拉杆(9)产生的直线牵引力通过球头

连接杆(11)传递到培养台(3)上面产生位移摇动。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方向电磁摇动型微生物培养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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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键盘(14)安装在控制显示面板的表面，自上而下分布频率设定按键、幅度设定按键、方

向设定按键、定时按键和启动按键，采用平面导电橡胶按压型薄膜按键，键盘尺寸80x80mm。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方向电磁摇动型微生物培养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信号发生调节电路(17)、方向时序脉冲分配电路(18)共用一片32位单片机微处理器，单片

机晶体振荡分频后发出1-300Hz可调节的数字音频振荡信号电压，提供给方向时序脉冲分

配电路(18)输出控制脉冲至功率放大驱动电路(19)放大，对不同拉伸摇动方向的位移伸缩

器内前后3只顺序排列的电磁线圈进行不同时间段的打开与关闭顺序控制，实现位移伸缩

器的长距离拉伸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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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方向电磁摇动型微生物培养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产品涉及微生物培养设备生产应用技术领域，特别是指一种多方向电

磁摇动型微生物培养台。

背景技术

[0002] 培养摇床是一款用于菌种培养和微生物培养的专用设备，在微生物培养过程中，

为得到培养均匀健壮的菌种，通常采用在培养摇床振动台上面使培养皿作往复运动的方法

进行菌丝的培养。传统的培养摇床通常都是机械式的，即采用电机带动曲轴连杆或偏心轮

做往复式回旋机械运动的方式实现对培养台上面固定的培养瓶进行来回摇动，达到培养物

快速生长的目的。但是这种摇床的摇动方向是单一方向的往复运动，不能够实现多方向上

的摇动，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需要在更广泛的条件下进行摇动培养微生物的工作开展。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多方向电磁摇动型微生物培养台，这种培养台采用电磁伸

缩器作为培养台上下前后左右多方向摇动的驱动装置，摇动频率可以在1-300Hz之间设定

调节，低频条件下最大牵引距离可达到30mm，可以满足大多数微生物菌种的培养要求，具有

摇动方向任意选择，摇动频率设定灵活的特点，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0004] 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实现上述目的，一种多方向电磁摇动型微生物培养

台，由机壳、控制显示面板、培养台、培养瓶固定卡、伸缩拉簧、前后位移伸缩器、左右位移伸

缩器、上下位移伸缩器、电磁推拉杆、第一球头连接座、球头连接杆、第二球头连接座、控制

电路板、操作键盘、显示器、显示器模块电路、信号发生调节电路、方向时序脉冲分配电路、

功率放大驱动电路、电源变换电路、电源开关、电源线插头所组成，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培养

瓶固定卡安装在培养台上面，培养台四边和底部分别安装伸缩拉簧，伸缩拉簧另一端与机

壳相连接;所述的前后位移伸缩器、左右位移伸缩器和上下位移伸缩器安装在机壳四周和

底部，电磁推拉杆装入各伸缩器内，电磁推拉杆前端通过第一球头连接座、球头连接杆、第

二球头连接座与培养台相连接;所述控制显示面板安装在机壳的前端，上面安装操作键盘、

显示器和电源开关;所述的显示器模块电路安装在显示器后面;所述的控制电路板安装在

机壳内控制显示面板的后面，上面安装信号发生调节电路、方向时序脉冲分配电路、功率放

大驱动电路和电源变换电路;所述的电源线插头从机壳背面引出。

[0005] 所述的机壳采用厚0.3-0 .5mm不锈钢加工制作，机壳尺寸长80一120cm，宽60-

80cm，高40-60cm，表面抛光钝化处理。

[0006] 所述的控制显示面板采用厚0.3-0.5mm不锈钢加工制作，上面安装液晶显示器、操

作键盘和电源开关。

[0007] 所述的培养台采用厚0.5-1.0mm不锈钢板制作，培养台面积尺寸长40-80cm，宽30-

60cm，台上均匀分布排列培养瓶固定卡。

[0008] 所述的培养瓶固定卡采用厚0.2-0 .3mm宽15-20mm不锈钢条加工制作，直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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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mm，高度60mm。固定卡上部做成可开启式，便于三角形培养烧瓶的固定与取出。

[0009] 所述的伸缩拉簧采用线径0.3mm高弹性弹簧丝绕制，拉簧总长度100mm，直径10mm，

绕制圈数100-200匝，优选150匝。

[0010] 所述的前后位移伸缩器、左右位移伸缩器、上下位移伸缩器直径40--60mm，长度

120-150mm，内装3只顺序排列的空心电磁线圈，中间安装电磁推拉杆，用于产生长距离的牵

引拉力，工作电压12-24V，单只线圈最大工作电流10-30A，由功率放大驱动电路采用场效应

大功率三极管LRF1010EL直接驱动。

[0011] 所述的电磁推拉杆长120-150mm，直径10-15mm，采用软铁材料制作，加电后产生直

线运动的牵引拉力。

[0012] 所述的球头连接杆两端设置直径12-16mm的圆形球头，连接杆直径8-10mm，杆长度

80-120mm，用于在任意方向扭曲条件下的动力传递。

[0013] 所述的第一球头连接座和第二球头连接座分别安装在电磁推拉杆的前端与培养

台的边沿位置，组成万向扭动牵引动力传递装置，电磁推拉杆产生的直线牵引力通过球头

连接杆传递到培养台上面产生位移摇动。

[0014] 所述的控制电路板使用多层纤维环氧布压铜箔板COB工艺加工制作，电路板长度

300mm，宽度150mm，板厚0.7-1.0mm。

[0015] 所述的操作键盘安装在控制显示面板的表面，自上而下分布频率设定按键、幅度

设定按键、方向设定按键、定时按键和启动按键，采用平面导电橡胶按压型薄膜按键，按键

尺寸80x80mm。

[0016] 所述的显示器采用LCD全透型液晶显示器，显示屏尺寸100x70mm，工作电压3-5V，

屏幕上面设置振动频率、振动幅度、振动方向指示和定时时间设定标志，供操作人员设定各

项参数时使用。

[0017] 所述的显示器模块电路采用ICTM1621编译码驱动单元模块电路，TM1621是内存映

象和多功能的LCD驱动器，工作电压2.4~5.2V,内嵌256KHzRC振荡器，一个32x4的LCD驱动

器，一个内嵌的32x4位显示RAM内存，四线串行接口，数据模式和命令模式指令，三种数据访

问模式，本产品中用于配合全透型液晶显示器用于振动频率、振动幅度、振动方向、振动时

间和工作启动各项参数的设定与调节显示。

[0018] 所述的信号发生调节电路、方向时序脉冲分配电路共用一片32位单片机微处理

器，单片机晶体振荡分频后发出1-300Hz可调节的的数字音频振荡信号电压，提供给方向时

序脉冲分配电路输出控制脉冲至功率放大驱动电路放大，对不同拉伸摇动方向的位移伸缩

器内前后3只顺序排列的电磁线圈进行不同时间段的打开与关闭顺序控制，实现位移伸缩

器的长距离拉伸运动，工作原理如下:在操作键盘上面设定好操作程序参数后，单片机微处

理器按设定程序在τ1时间内输出一个方波脉冲，经功率放大驱动电路场效应大功率三极管

LRF1010EL放大后驱动位移伸缩器第1只顺序排列的电磁线圈加电，电磁推拉杆吸入10mm，

此时第1电磁线圈断电，进入τ2时间段，第2只顺序排列的电磁线圈加电，电磁推拉杆再吸入

10mm，此时第2电磁线圈断电，进入τ3时间段，第3只顺序排列的电磁线圈加电，电磁推拉杆

再吸入10mm，总行程30mm，完成低频率条件下的培养台定向移动，牵引运动结束后，电磁线

圈1--3全部断电，在反方向的伸缩拉簧的拉力作用下，培养台返回原来的中间位置，此时给

电磁线圈1-3继续顺序加电，重复上述工作过程，形成培养台的往返运动，实现摇动培养瓶

说　明　书 2/4 页

5

CN 212770710 U

5



内微生物培养的作用，其它方向的往返摇动工作过程与上述原理相同。

[0019] 所述的功率放大驱动电路采用场效应大功率三极管LRF1010EL做驱动位移伸缩器

的电源开关，工作电压12-24V，驱动电流5-15A，平均驱动功率120-240W;所述的电源变换电

路采用220V开关式电源适配降压输出电路，输出直流电压12-24V，输出直流电流30A，输出

功率最大500W;所述的电源开关采用ZLQ16A型金属按钮式开关，工作电压220V，工作电流3-

5A。

[0020] 所述的电源线插头采用市售通用型220V10A双股电源插头线。

[0021] 本实用新型产生的社会效益: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多方向电磁摇动型微生物培

养台，这种培养台采用电磁伸缩器作为使培养台上下前后左右多方向摇动的驱动装置，摇

动频率可以在1-300Hz之间任意设定，低频条件下最大牵引距离可达到30mm，可以满足大多

数微生物菌种的培养要求，具有摇动方向任意选择，摇动频率灵活设定的特点，具有一定的

实用价值。

[0022] 参照附图可以对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加以详细的说明。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实用新型产品的正面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是本实用新型产品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是本实用新型产品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6] 图4是本实用新型产品的工作电原理方框示意图

[0027] 图5是本实用新型产品的使用方法工作过程示意图

[0028] 图中l机壳、2控制显示面板、3培养台、4培养瓶固定卡、5伸缩拉簧、前6后位移伸缩

器、7左右位移伸缩器、8上下位移伸缩器、9电磁推拉杆、10第一球头连接座、11球头连接杆、

12第一球头连接座、13控制电路板、14操作键盘、15显示器、16显示器模块电路、17信号发生

调节电路、18方向时序脉冲分配电路、19功率放大驱动电路、20电源变换电路、21电源开关、

22电源线插头。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从图1图2图3图4中知，本实用新型产品一种多方向电磁摇动型微生物培养台由机

壳1、控制显示面板2、培养台3、培养瓶固定卡4、伸缩拉簧5、前后位移伸缩器6、左右位移伸

缩器7、上下位移伸缩器8、电磁推拉杆9、第一球头连接座10、球头连接杆11、第一球头连接

座12、控制电路板13、操作键盘14、显示器15、显示器模块电路16、信号发生调节电路17、方

向时序脉冲分配电路18、功率放大驱动电路19、电源变换电路20、电源开关21、电源线插头

22所组成，其生产制作工艺流程叙述如下:1、加工机壳1、控制显示面板2、培养台3:采用厚

0.3-1.0mm不锈钢按所需尺寸裁切、折弯、焊接加工制作出机壳1、控制显示面板2、培养台3。

[0030] 2、加工培养瓶固定卡4:采用厚0.2-0.3mm宽15-20mm的不锈钢条按图纸要求加工

制作出直径60-130mm高度60mm，上部可开启式培养瓶固定卡。

[0031] 3，参照图2图3，在机壳l内前后边侧位置安装前后位移伸缩器6，在机壳l内左右边

侧安装左右位移伸缩器7，在机壳l底部安装上下位移伸缩器8，在每只位移伸缩器的中孔内

装入电磁推拉杆9，电磁推拉杆9的前端连接第一球头连接座10，第一球头连接座10与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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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杆11的一端相连接，球头连接杆11的另一端连接第一球头连接座12，球头连接座12分

别固定在培养台四周边侧与底部。

[0032] 4、在控制显示面板2上面安装操作键盘14、显示器15、电源开关21。

[0033] 在控制电路板13上面用超声波焊接安装信号发生调节电路17、方向时序脉冲分配

电路18、功率放大驱动电路19、电源变换电路20的电路元器件。

[0034] 5、整机组装:参照图1图2图3，将控制显示面板2安装在机壳l正面，把培养瓶固定

卡4顺序排列安装在培养台3上面，培养台3安装在机壳1的上部，伸缩拉簧5一端与培养台3

边沿相连接，另一端与机壳l相连接，在机壳l底部靠近控制显示面板2的前端位置安装控制

电路板13和显示器模块电路15，在机壳1的背面引入电源线插头22并与电源开关21相焊接，

按图4电原理示意图所示完成各个电子部件的电气连接，完成一种多方向电磁摇动型微生

物培养台的整体组装工作。

[0035] 参照图4图5，本实用新型产品一种多方向电磁牵引型微生物培养台使用过程与工

作电原理叙述如下:1、设定工作参数:打开控制显示面板2右侧电源开关21，使用操作键盘

14频率设定按键、幅度设定按键和方向设定按键设定出培养台摇动方向、摇动频率、摇动幅

度和摇动时间;2、把需要摇动培养的三角烧杯放入培养瓶固定卡4内并加以固定;3、按下操

作键盘14上面的启动按键，信号发生调节电路17发出设定的每分钟摇动频率脉冲信号电压

提供给方向时序脉冲分配电路18，方向时序脉冲分配电路18按照设定的摇动方向分配控制

脉冲给对应的功率放大驱动电路19进行时序放大后驱动对应连接的位移伸缩器工作，通过

电磁推拉杆9、第一球头连接座10、球头连接杆11、第一球头连接座12实现牵引动力传递，达

到培养台往复摇动培养菌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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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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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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