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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可实现藻种快速扩培的光生物反应装

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可实现藻种快速扩

培的光生物反应装置，所述光生物反应装置包括

多个培养器和多个光源，所述培养器成排和/或

分层设置，用于一次性培养多批藻种，所述光源

设置在所述培养器的周围，为每个培养器提供藻

种生长所需的光能；每个培养器设有进气接口和

排气接口，气源通过并联或串联的方式接通每个

培养器的进气接口，为藻种生长提供二氧化碳和

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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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实现藻种快速扩培的光生物反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光生物反应装置包

括多个培养器和多个光源，所述培养器成排和/或分层设置，用于一次性培养多批藻种，所

述光源设置在所述培养器的周围，为每个培养器提供藻种生长所需的光能；每个培养器设

有进气接口和排气接口，气源通过并联或串联的方式接通每个培养器的进气接口，为藻种

生长提供二氧化碳和空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生物反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培养器为10-100个培

养器，所述培养器成排设置，每排培养器错位放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生物反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光源为多个LED灯，所

述LED灯设置在培养器的上方和/或下方，所述LED灯数量为1-100个。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生物反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培养器的顶部设有瓶盖，

用于密封培养器的瓶口，所述进气接口和排气接口贯穿所述瓶盖。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光生物反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气接口外接过滤器，用

于过滤消毒进入培养器的气体。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生物反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光生物反应装置包括气路

系统、自动控制系统和培养架，所述培养器、光源和气路系统设在培养架上，自动控制系统

设在培养架的侧面。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光生物反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气路系统包括进气管、通

气管和排气管，所述进气管包括第一进气管和第二进气管，所述第一进气管连接二氧化碳

气源，所述第二进气管连接压缩空气气源，所述第一进气管和第二进气管通过所述自动控

制系统后，合并为通气管，二氧化碳和压缩空气在所述通气管中混合；所述排气管连接所述

培养器的排气接口。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光生物反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通气管在培养架上设置并

联和/或串联的支路气路，所述通气管通向每个培养器的支路气路上设有气量调节阀，所述

支路气路连接对应培养器的进气接口。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光生物反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自动控制系统包含pH控制

模块、气体控制模块、光源控制模块和PLC控制器，所述pH控制模块包括pH电极和pH控制器，

所述pH电极设在所述培养器的培养瓶中，pH电极的线路穿过瓶盖连接pH控制器；所述气体

控制模块包括二氧化碳流量计、压缩空气流量计和二氧化碳开关，所述二氧化碳流量计和

压缩空气流量计分别显示并控制二氧化碳和压缩空气的流量；所述光源控制模块包括光照

开关，所述pH控制模块、气体控制模块和光源控制模块连接所述PLC控制器。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光生物反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自动控制系统还包含自

动控制箱、总开关、工作信号指示灯和显示屏，所述pH控制模块、气体控制模块、光源控制模

块和PLC控制器设在自动控制箱上，所述总开关和工作信号指示灯设在自动控制箱外表面，

所述自动控制箱设在所述培养架的侧面，所述pH控制模块、气体控制模块、光源控制模块、

总开关和工作信号指示灯连接所述PLC控制器，采集、存储和控制各个模块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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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实现藻种快速扩培的光生物反应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微藻生物工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可实现藻种快速扩培的光

生物反应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微藻是一类营养丰富、光合利用度高的自养植物，其生物质含有多种生化物质，如

多糖、蛋白质、油脂、碳水化合物、色素等物质，其在陆地和海洋分布广泛，在食品、医药、基

因工程、液体燃料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开发前景。微藻生长速度快，环境适应性较强，可在光

生物反应器中进行光合自培养。例如专利CN201610991205.X提供了一种带有藻种快速扩培

器的模块化微藻培养系统，包括藻种扩培器、光生物反应器、培养基添加系统、气体输送系

统和藻液输送及上清液回流系统五个模块，藻种扩培器与培养基添加系统连接，光生物反

应器分别与藻种扩培器、培养基添加系统、气体输送系统和藻液输送及上清液回流系统连

接，光生物反应器倾斜设置，藻种扩培器安装于光反应器的背光侧。

[0003] 目前光生物反应装置与LED相结合在微藻养殖领域也有应用。例如专利

CN201710886276.8公开了一种裸藻高密度培养方法，包括：首先进行裸藻藻种的扩培，扩培

培养基采用生产所需的裸藻兼养培养基；然后将扩培的裸藻藻种接种到塑料薄膜光生物反

应器中，裸藻兼养培养基的添加是分阶段进行的，每阶段的接种量约为30％左右，同时采用

人工LED光源培养。

[0004] 藻种扩培过程中，多种培养条件对扩培效果具有较大影响，例如二氧化碳补给、光

照时间、光照强度、pH值、温度条件等。现有的光生物反应装置的照明光源大多采用荧光灯，

在藻种扩培的过程中，根据藻种的生长情况实时调节多种培养参数方面存在困难。另外，由

于现有的荧光灯或微藻灯的波长与微藻实际能够吸收的波长范围存在较大差异，不能自动

调节二氧化碳补给和自动调节光照时间、光照强度，很多波长的光能无法被利用，造成浪

费，也无法很好的满足微藻光合作用多光线波长和强度的需求，导致藻种不能快速扩培，累

积生物质能力较差。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针对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可实现藻种快速扩培的光生物反应装置，

所述光生物反应装置具有多个培养器，同时结合LED光源，能够自动控制光照时间、光照强

度及二氧化碳自动补给，能独立调节每个培养器的通气量。与普通的培养装置相比，所述光

生物反应装置还具备采集、读取和控制光照强度、pH值和气体流量等实时数据的功能，同时

无污染，能耗低，能够实现藻种的快速扩培，提高微藻的产量和质量。

[0006]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可实现藻种快速扩培的光生物反应装

置，所述光生物反应装置包括多个培养器和多个光源，所述培养器成排和/或分层设置，用

于一次性培养多批藻种，所述光源设置在所述培养器的周围，为每个培养器提供藻种生长

所需的光能；每个培养器设有进气接口和排气接口，气源通过并联或串联的方式接通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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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器的进气接口，为藻种生长提供二氧化碳和空气。

[0007] 所述光生物反应装置还包括气路系统、自动控制系统和培养架，所述培养器、光源

和气路系统设在培养架上，自动控制系统设在培养架的侧面。

[0008] 所述培养架对所述光生物反应装置起支撑作用。优选的，所述培养架具有分层结

构，所述分层便于放置所述培养器。优选的，所述培养架为框架结构，所述框架上便于设置

所述光源、自动控制系统和气路系统。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具体实施方式中，所述培养架为

具有3个分层的框架结构。

[0009] 所述多个培养器为10-100个培养器，所述培养器成排设置，每排培养器错位放置，

便于接受所述光源的光能。优选的，所述培养器的数量为20-50个，根据微藻扩种培养的实

际需要，调整所述培养器的数量。

[0010] 所述培养器包括培养瓶、瓶盖、气管接口和过滤器。所述培养器的顶部设有瓶盖，

用于密封培养器的瓶口，起密封隔绝作用，使得所述培养瓶的内部形成独立的封闭空间，防

止其他微生物污染，为微藻生长提供理想的空间，优选的，所述瓶盖的材质为硅胶，硅胶耐

久性强，密封效果好。

[0011] 所述气管接口包括进气接口和排气接口，所述进气接口和排气接口贯穿所述瓶

盖，通过瓶盖联通培养瓶内部与气路系统，为所述培养器中的微藻提供生长所需的气体，所

述气管接口的数量至少为2个，分别用于所述培养瓶的进气和排气，维持培养瓶内气压稳

定。优选的，所述气管接口的数量为2-5个，用于连接所述气路系统通向培养器的多条气路。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具体实施方式中，所述气管接口的数量为2个，分别为进气接口和出气

接口。

[0012] 所述进气接口外接过滤器，用于过滤消毒进入培养器的气体，保证培养瓶内部纯

净的微藻生长环境，有利于提高微藻数量和质量。优选的，所述过滤器为除菌过滤器。

[0013] 所述培养瓶为微藻扩种培养提供生长环境，所述培养瓶为透明材质，使得所述光

源的光线能够通过培养瓶照射到内部的微藻，微藻吸收光能用于自身的生长代谢。优选的，

所述培养瓶的中下部为圆形，底部为平底，能够为微藻提供更大的空间，同时均衡培养瓶内

部的微藻分布，避免微藻过于聚集而引起光能、气体供给不足，甚至导致微藻大量死亡的情

况。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具体实施方式中，所述培养瓶为透明圆形平底玻璃培养瓶，顶部设

有开口，用于连接所述瓶盖和气管接口。

[0014] 所述光源设置在所述培养器的周围，所述光源提供的光能透过培养瓶照射微藻，

为微藻提供光能。优选的，所述多个光源为多个LED灯，更优选的，所述光源为条形LED灯。

[0015] 优选的，所述LED灯设置在培养器的上方和/或下方，所述LED灯数量为1-100个。根

据实际需要，可以调整所述LED灯的数量。

[0016] 所述LED灯发出的波长范围与微藻所能吸收的波长范围相符，光能利用率高，有利

于提高微藻的数量和质量。

[0017]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具体实施方式中，所述光源为LED灯，所述LED灯设置在培养

器的上方，即所述LED灯设置在每层培养架的顶部，LED灯的下方为所述培养器。

[0018] 所述气路系统设置在所述培养架的框架上，气路系统包括进气管、通气管和和排

气管，所述进气管包括第一进气管和第二进气管，所述第一进气管连接二氧化碳气源，所述

第二进气管连接压缩空气气源，所述第一进气管和第二进气管通过所述自动控制系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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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为通气管，二氧化碳和压缩空气在所述通气管中混合均匀。

[0019] 所述通气管在培养架上设置并联和/或串联的支路气路，满足每个培养器的供气

需求。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具体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一进气管和第二进气管通过所述自动

控制系统后，合并为通气管，所述通气管分为并联的3根支路气路，所述3根支路气路分别设

置在每层培养架的顶部边缘。

[0020] 优选的，所述通气管通向每个所述培养器的支路气路上设有气量调节阀，所述气

量调节阀用于技术人员根据每个培养器中微藻的不同生长情况，调节单个培养器的供气

量。

[0021] 所述支路气路连接对应的培养器气管接口的进气接口，将二氧化碳和压缩空气送

入培养瓶中，为微藻生长和代谢提供养分。

[0022] 所述排气管连接所述培养器的排气接口，将培养瓶中的多余气体导出，保持培养

瓶内气压稳定。所述排气管可以连接废气储罐，也可以联通空气，使培养瓶中的多余气体外

排到外界环境中。

[0023] 所述自动控制系统包含pH控制模块、气体控制模块、光源控制模块和PLC控制器。

所述pH控制模块包括pH电极和pH控制器，所述pH电极设在所述培养瓶中，pH电极的线路通

过瓶盖连接pH控制器。所述气体控制模块包括二氧化碳流量计、压缩空气流量计和二氧化

碳开关，所述二氧化碳流量计和压缩空气流量计分别显示并控制二氧化碳和压缩空气的流

量，保证所述培养器中供气适量，使得培养瓶中的pH值保持在合适的范围，有利于微藻生

长。所述光源控制模块包括光照开关。所述pH控制模块、气体控制模块和光源控制模块连接

所述PLC控制器。

[0024] 所述自动控制系统还包含自动控制箱、总开关、工作信号指示灯和显示屏。优选

的，所述pH控制模块、气体控制模块、光源控制模块和PLC控制器设在自动控制箱上，所述总

开关和工作信号指示灯设在自动控制箱外表面，所述自动控制箱设在所述培养架的侧面。

所述pH控制模块、气体控制模块、光源控制模块、总开关和工作信号指示灯连接所述PLC控

制器，采集、存储和控制各个模块的数据，实现各种控制功能，为微藻培养提供适宜的生长

代谢环境。

[0025] 所述总开关连接并控制所述光生物反应装置的电源。所述工作信号指示灯指示各

控制模块的工作情况。所述显示屏显示所述光生物反应装置的pH值、二氧化碳流量、压缩空

气流量、光照强度(即光源的功率值)的参数。

[0026] 优选的，自动控制系统还可以包括温度控制模块，所述温度控制模块包括温度感

应器和温度控制器，所述温度感应器设在所述培养瓶中，温度感应器的线路管过瓶盖连接

温度控制器，温度控制模块连接所述PLC控制器，温度数据显示在显示屏上。

[0027] 使用时，所述总开关控制所述光生物反应装置的电源供应，所述pH电极在培养瓶

中测量微藻培养液的pH值，pH控制器采集、读取pH值，所述pH值显示在显示屏上，当pH值较

低或较高时，所述PLC控制器自动调节二氧化碳流量计减少或加大二氧化碳流量；开启所述

二氧化碳开关，调节所述二氧化碳流量计和压缩空气流量计，调节二氧化碳和压缩空气的

流量，所述二氧化碳和压缩空气的流量显示在显示屏上；打开所述光照开关，所述光源亮

起，所述PLC控制器自动调节光源的光照强度，得到理想的光照强度，所述光照强度由PLC控

制器控制、采集并显示在显示屏上；所述温度感应器在培养瓶中测量微藻培养液的温度，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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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控制器采集、读取温度数据并显示在显示屏上，PLC控制器自动调节微藻培养液的温度；

所述工作信号指示灯设有分别对应所述pH控制模块、气体控制模块、光源控制模块和温度

控制模块的单个指示灯，当控制模块工作时，对应的指示灯亮起。技术人员通过所述自动控

制系统能够实时监测并自动控制所述光生物反应装置的运行情况，自动化程度较高，保证

微藻的扩种产量和质量。

[0028] 本实用新型还提供所述光生物反应装置的使用方法，优选的，所述使用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

[0029] (1)将藻种和培养液加入所述培养瓶中，在培养瓶中设置所述pH电极和温度感应

器，密封所述瓶盖，检查所述气路系统；

[0030] (2)开启所述总开关、二氧化碳开关和光照开关，所述pH控制模块、气体控制模块、

光源控制模块和温度控制模块开始工作，对应的工作信号指示灯亮起；

[0031] (3)所述光源亮起，PLC控制器调节合适的光照强度，照射培养器；

[0032] (4)通过所述PLC控制器、二氧化碳流量计和压缩空气流量计调节二氧化碳和压缩

空气的流量，二氧化碳和压缩空气分别从所述第一进气管和第二进气管进入气路系统，并

在通气管混合，混合气体通过所述培养器的进气接口进入培养瓶，供微藻生长和代谢所需，

培养瓶中多余气体从排气接口排出到外界大气环境中；

[0033] (5)所述PLC控制器和温度控制模块实时监测并调节培养瓶里培养液的温度，所述

pH控制模块实时监测培养瓶里培养液的pH值，通过PLC控制器调节二氧化碳流量计和压缩

空气流量计保持合适的pH值；

[0034] (6)微藻扩种完成后，关闭所述二氧化碳开关、光照开关和总开关，打开瓶盖，取出

微藻。

[0035]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所述光生物反应装置能够自动控制光照时间、光照强度

及二氧化碳自动补给，能独立调节每个培养瓶的通气量，能够采集、读取和控制光照强度、

pH值和气体流量的实时数据，结合所述LED灯，满足全地域养殖需求和全密闭室内养殖需

求，同时没有污染，所述LED灯发出的波长范围与微藻所能吸收的波长范围相符，培养瓶透

光率高，光利用率高，能耗小，能够实现藻种快速扩培，提高微藻的产量和质量。

附图说明

[0036] 图1所示为光生物反应装置的结构图。

[0037] 图2所示为LED灯20的光谱图，其中a为LED灯20的光谱线，b为微藻的光谱线。

[0038] 附图中，1-培养架，2-自动控制箱，3-第一进气管，4-第二进气管，5-pH控制器，6-

压缩空气流量计，7-二氧化碳流量计，8-PLC控制器，9-工作信号指示灯。10-总开关，11-二

氧化碳开关，12-光照开关，13-通气管，14-气量调节阀，15-支路气路，16-过滤器，17-排气

管，18硅胶瓶盖，19-培养瓶，20-LED灯，21-pH电极，22-进气接口，23-排气接口，24-显示屏。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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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1和2中的微藻为雨生红球藻，过滤器16为除菌过滤器，光源为LED

灯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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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实施例1

[0041] 本实施例的光生物反应装置的结构如图1所示，包括培养架1、培养器、LED灯20、自

动控制系统和气路系统。培养架1为具有三个分层的框架结构，培养架1对光生物反应装置

起支撑作用，培养架1的分层用于放置培养器，培养架1的框架上便于设置LED灯20、自动控

制系统和气路系统。

[0042] 光生物反应装置设有36个培养器，每层培养架1设有两排培养器，每排设有12个培

养器。培养器包括培养瓶19、硅胶瓶盖18、气管接口和过滤器16。硅胶瓶盖18密封培养瓶19

的瓶口，起密封隔绝作用，使得培养瓶19的内部形成独立的封闭空间，为微藻生长提供理想

的空间。

[0043] 气管接口贯穿硅胶瓶盖18，通过硅胶瓶盖18联通培养瓶19内部与通气管13的支路

气路15，为培养器19中的微藻提供生长所需的气体，气管接口包括进气接口22和排气接口

23，分别用于培养瓶19的进气和排气，排气接口23连接排气管17，维持培养瓶19内气压稳

定。

[0044] 过滤器16连接在进气接口22的一端，用于净化支路气路15供给的气体，保证培养

瓶19内部纯净的微藻生长环境，有利于提高微藻产量和质量。

[0045] 培养瓶19为透明圆形平底玻璃培养瓶，顶部设有开口，用于连接硅胶瓶盖18和气

管接口，为微藻扩种培养提供生长环境，使得LED灯20的光线能够通过培养瓶19照射到内部

的微藻，微藻吸收光能用于自身的生长代谢。

[0046] LED灯20为条形LED灯，并设置在培养器19的上方，LED灯20设置在每层培养架1的

顶部，每层培养架1设有10根LED灯20，LED灯20提供的光能透过培养瓶19照射微藻，为微藻

提供光能。

[0047] LED灯20的光谱图如图2所示，微藻(雨生红球藻)在生长阶段和代谢产生虾青素阶

段所能吸收的波长范围分别为420-500和620-700nm，本实施例的LED灯20发出的波长为

420-700nm，契合雨生红球藻的生长和代谢所需波长的范围，并且LED灯20光线的相对强度

与雨生红球藻需要的相对强度基本在同一水平。

[0048] 光生物反应装置的气路系统设置在培养架1的框架上，气路系统包括进气管、通气

管13和排气管17，进气管包括第一进气管3和第二进气管4，第一进气管3连接二氧化碳气

源，第二进气管4连接压缩空气气源，第一进气管3和第二进气4管通过自动控制系统后，合

并为通气管13，二氧化碳和压缩空气在通气管13中混合均匀。通气管13分为并联的三根支

路，每根支路分别设置在每层培养架1的顶部边缘，每根支路分出支路气路15，每根支路气

路15连接每个培养瓶19的进气接口22，将二氧化碳和压缩空气送入培养瓶19中，为微藻生

长和代谢提供养分。每根支路气路15设有气量调节阀14，用于技术人员根据每个培养瓶19

中的微藻不同生长情况，调节单个培养瓶19的供气量。排气管17的一端连接培养瓶19的排

气接口23，另一端联通空气，将培养瓶19中的多余气体导出，保持培养瓶19内气压稳定。

[0049] 光生物反应装置的自动控制系统包括pH控制模块、气体控制模块和光源控制模

块。pH控制模块包括pH电极21和pH控制器5，pH电极21设在培养瓶19中，pH电极21的线路通

过瓶盖18连接pH控制器5。气体控制模块包括二氧化碳流量计7、压缩空气流量计6和二氧化

碳开关11，二氧化碳流量计7和压缩空气流量计6分别显示并控制二氧化碳和压缩空气的流

量，保证培养器19中供气适量，使得培养瓶19中的pH值保持在合适的范围，有利于微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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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光源控制模块包括光照开关12。

[0050] 自动控制系统还包括自动控制箱2、PLC控制器8、总开关10、工作信号指示灯9和显

示屏24。pH控制模块、气体控制模块、光源控制模块和PLC控制器8设在自动控制箱2上，总开

关10和工作信号指示灯9设在自动控制箱2外表面，自动控制箱2设在培养架侧面。pH控制模

块、气体控制模块、光源控制模块、总开关10和工作信号指示灯9连接PLC控制器8，采集、存

储和控制各个模块的数据，实现各种控制功能，为微藻培养提供适宜的生长代谢环境。

[0051] 总开关10连接并控制光生物反应装置的电源。工作信号指示灯9指示各控制模块

的工作情况。显示屏24显示光生物反应装置的pH值、二氧化碳流量、压缩空气流量、光照强

度(即光源的功率值)的参数。

[0052] 使用时，总开关10控制光生物反应装置的电源供应，pH电极21在培养瓶19中测量

微藻培养液的pH值，pH控制器5采集、读取pH值，pH值显示在显示屏24上，当pH值较低或较高

时，PLC控制器8自动调节二氧化碳流量计7减少或加大二氧化碳流量。开启二氧化碳开关

11，调节二氧化碳流量计7和压缩空气流量计6，调节二氧化碳和空气的流量，二氧化碳和空

气的流量显示在显示屏24上。打开光照开关12，LED灯20亮起，PLC控制器8自动调节光源的

光照强度，得到理想的光照强度，光照强度由PLC控制器8控制、采集并显示在显示屏24上。

工作信号指示灯9设有分别对应pH控制模块、气体控制模块、光源控制模块的单个指示灯，

当控制模块工作时，对应的指示灯亮起。技术人员通过自动控制系统能够实时监测并自动

控制光生物反应装置的运行情况，自动化程度较高，保证微藻的扩种产量和质量。

[0053] 实施例2

[0054] 本实施例的光生物反应装置为实施例1的光生物反应装置，其使用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55] (1)将藻种和培养液加入培养瓶19中，在培养瓶19中设置pH电极21，密封瓶盖18，

检查气路系统；

[0056] (2)开启总开关10、二氧化碳开关11和光照开关12，pH控制模块、气体控制模块、光

源控制模块开始工作，对应的工作信号指示灯9亮起；

[0057] (3)LED灯20亮起，PLC控制器8调节合适的光照强度，照射培养瓶19；

[0058] (4)通过PLC控制器8、二氧化碳流量计7和压缩空气流量计6调节二氧化碳和压缩

空气的流量，二氧化碳和压缩空气分别从第一进气管3和第二进气管4进入气路系统，并在

通气管13混合，混合气体通过培养器的进气接口22进入培养瓶19，供微藻生长和代谢所需，

培养瓶19中多余气体从排气接口23排出到外界大气环境中；

[0059] (5)pH控制模块实时监测培养瓶19里培养液的pH值，通过PLC控制器8调节二氧化

碳流量计7和压缩空气流量计6保持合适的pH值；本实施例的温度由光生物反应装置所在的

室内环境的温度决定。

[0060] (6)微藻扩种完成后，关闭二氧化碳开关11、光照开关12和总开关10，打开瓶盖18，

取出微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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