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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在线监测粉尘的生化培养箱

(57)摘要

本申请公开了一种在线监测粉尘的生化培

养箱，包括：箱体、多层置物架、水箱、多个粉尘传

感器、显示屏、储存模块，箱体内部中空形成腔

体，箱体侧壁内设置夹层；粉尘传感器包括：箱外

粉尘传感器和箱内粉尘传感器，箱外粉尘传感器

设置于箱体外壁上；箱内粉尘传感器设置于箱体

内壁上，箱外粉尘传感器间隔设置于箱体外壁

上；箱外粉尘传感器、箱内粉尘传感器分别与设

置于箱体外壁上的显示屏电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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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在线监测粉尘的生化培养箱，其特征在于，包括：箱体(10)、多层置物架、水箱

(144)、多个粉尘传感器、显示屏(121)、储存模块(124)，箱体(10)内部中空形成腔体，箱体

(10)侧壁内设置夹层；

所述粉尘传感器包括：箱外粉尘传感器(114)和箱内粉尘传感器(11)，箱外粉尘传感器

(114)设置于箱体(10)外壁上；

所述箱内粉尘传感器(11)设置于箱体(10)内壁上，箱外粉尘传感器(114)间隔设置于

箱体(10)外壁上；

所述箱外粉尘传感器(114)、箱内粉尘传感器(11)分别与设置于箱体(10)外壁上的显

示屏(121)电连接；

所述箱体(10)内的空腔内间隔设置多个置物架，箱体(10)下部设置水箱(144)，水箱

(144)顶面上设置透气板，透气板上设置多个排气孔；

所述水箱(144)内设置超声波振荡器并储存冷凝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在线监测粉尘的生化培养箱，其特征在于，包括：数据传输模

块(123)，数据传输模块(123)设置于箱体(10)侧壁夹层内，并分别与箱内粉尘传感器(11)、

箱外粉尘传感器(114)的电连接；

所述数据传输模块(123)同时与储存模块(124)电连接，储存模块(124)设置于监控室

内。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在线监测粉尘的生化培养箱，其特征在于，包括：PLC控制模块

(12)、风扇，箱外粉尘传感器(114)与PLC控制模块(12)电连接；

所述PLC控制模块(12)与风扇电连接；

所述风扇设置于箱体(10)侧壁夹层内；

所述PLC控制模块(12)设置于箱体(10)侧壁的夹层内。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在线监测粉尘的生化培养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10)内部

空腔上部内壁上设置多个排风口；

所述排风口通过设置于箱体(10)侧壁夹层内的管路与箱体(10)外壁上的进风口管路

连通；

所述排风口与进风口连通的管路上设置所述风扇。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在线监测粉尘的生化培养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排风口包括：

第一排风口(211)和第二排风口(212)，第一排风口(211)和第二排风口(212)间隔设置于箱

体(10)内壁上部；

所述风扇包括：第一风扇(131)和第二风扇(132)，第一风扇(131)和第二风扇(132)分

别与PLC控制模块(12)电连接；

所述第一风扇(131)安装于第一排风口(211)内；

所述第二风扇(132)安装于第二排风口(212)内。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在线监测粉尘的生化培养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置物架包括：

第一层置物架(141)、第二层置物架(142)和第三层置物架(143)，第一层置物架(141)设置

于箱体(10)内空腔的上部；

所述第二层置物架(142)设置于箱体(10)内空腔的中部；

所述第三层置物架(143)设置于箱体(10)内空腔的下部并靠近水箱(144)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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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在线监测粉尘的生化培养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箱外粉尘传感

器(114)包括：第一粉尘传感器(111)、第二粉尘传感器(112)和第三粉尘传感器(113)；

所述第一粉尘传感器(111)设置于箱体(10)外壁第一侧壁上部；

所述第二粉尘传感器(112)设置于箱体(10)顶面上；

所述第三粉尘传感器(113)设置于箱体(10)外壁的第二侧壁上；第一侧壁与第二顶部

对称。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在线监测粉尘的生化培养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箱内粉尘传感

器(11)设置于第一层置物架(141)与第二层置物架(142)之间的箱体(10)内侧壁上。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在线监测粉尘的生化培养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箱内粉尘传感

器(11)设置于第二层置物架(142)与第三层置物架(143)之间的箱体(10)内侧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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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监测粉尘的生化培养箱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一种在线监测粉尘的生化培养箱，属于通用机械装备制造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生化培养箱作为细菌、霉菌、微生物的培养、保存、植物栽培、育种实验的专用恒温

设备，被广泛运用于环境保护、植物育种、卫生防疫、药检、农畜、水产等研究、院校、生产部

门、水体分析和BOD测定中。

[0003] 为保证箱内空气含量和温度，生化培养箱通过与外部连通的风扇，将箱外气体抽

入箱内，但如果箱外环境中粉尘含量超标，则进入箱内的气体会污染箱内各类培养物，影响

实验结果。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申请提供了一种用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在线监测粉尘的生化培养箱。

[0005] 本申请提供了一种在线监测粉尘的生化培养箱，包括：箱体、多层置物架、水箱、多

个粉尘传感器、显示屏、储存模块，箱体内部中空形成腔体，箱体侧壁内设置夹层；

[0006] 粉尘传感器包括：箱外粉尘传感器和箱内粉尘传感器，箱外粉尘传感器设置于箱

体外壁上；

[0007] 箱内粉尘传感器设置于箱体内壁上，箱外粉尘传感器间隔设置于箱体外壁上；

[0008] 箱外粉尘传感器、箱内粉尘传感器分别与设置于箱体外壁上的显示屏电连接；

[0009] 箱体内的空腔内间隔设置多个置物架，箱体下部设置水箱，水箱顶面上设置透气

板，透气板上设置多个排气孔；

[0010] 水箱内设置超声波振荡器并储存冷凝水。

[0011] 优选地，包括：数据传输模块，数据传输模块设置于箱体侧壁夹层内，并分别与箱

内粉尘传感器、箱外粉尘传感器的电连接；

[0012] 数据传输模块同时与储存模块电连接，储存模块设置于监控室内。

[0013] 优选地，包括：PLC控制模块、风扇，箱外粉尘传感器与PLC控制模块电连接；

[0014] PLC控制模块与风扇电连接；

[0015] 风扇设置于箱体侧壁夹层内；

[0016] PLC控制模块设置于箱体侧壁的夹层内。

[0017] 优选地，箱体内部空腔上部内壁上设置多个排风口；

[0018] 排风口通过设置于箱体侧壁夹层内的管路与箱体外壁上的进风口管路连通；

[0019] 排风口与进风口连通的管路上设置风扇。

[0020] 优选地，排风口包括：第一排风口和第二排风口，第一排风口和第二排风口间隔设

置于箱体内壁上部；

[0021] 风扇包括：第一风扇和第二风扇，第一风扇和第二风扇分别与PLC控制模块电连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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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第一风扇安装于第一排风口内；

[0023] 第二风扇安装于第二排风口内。

[0024] 优选地，置物架包括：第一层置物架、第二层置物架和第三层置物架，第一层置物

架设置于箱体内空腔的上部；

[0025] 第二层置物架设置于箱体内空腔的中部；

[0026] 第三层置物架设置于箱体内空腔的下部并靠近水箱设置。

[0027] 优选地，箱外粉尘传感器包括：第一粉尘传感器、第二粉尘传感器和第三粉尘传感

器；

[0028] 第一粉尘传感器设置于箱体外壁第一侧壁上部；

[0029] 第二粉尘传感器设置于箱体顶面上；

[0030] 第三粉尘传感器设置于箱体外壁的第二侧壁上；第一侧壁与第二顶部对称。

[0031] 优选地，箱内粉尘传感器设置于第一层置物架与第二层置物架之间的箱体内侧壁

上。

[0032] 优选地，箱内粉尘传感器设置于第二层置物架与第三层置物架之间的箱体内侧壁

上。

[0033] 本申请能产生的有益效果包括：

[0034] 1)本申请所提供的在线监测粉尘的生化培养箱，通过在箱体外和箱体内分别设置

多个粉尘传感器，并将各粉尘传感器分别与显示器电连接，实现能实时显示并监控生化培

养箱体外部环境中粉尘含量及箱体内部粉尘含量，保证全面准确监控粉尘变化情况，提高

粉尘检测准确性，并能根据粉尘变化情况，调整实验进程，保证实验有效性。

[0035] 2)本申请所提供的在线监测粉尘的生化培养箱，通过将粉尘传感器与PLC控制模

块电连接后，再将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控制模块与风扇电连接，从而实现根据室外环境

粉尘浓度变化，实时在线控制箱体风扇开启或关闭，从而避免将含尘量较高的空气抽入箱

体内，污染箱体内样品。实现自动化控制风扇开启关闭，即使培养过程中，粉体含量激增后，

也能避免高含尘气体污染样品，提高实验准确性。

附图说明

[0036] 图1为本申请提供的在线监测粉尘的生化培养箱主视结构示意图；

[0037] 图2为本申请提供的在线监测粉尘的生化培养箱模块连接关系结构示意图；

[0038] 图例说明：

[0039] 10、箱体；11、箱内粉尘传感器；114、箱外粉尘传感器；111、第一粉尘传感器；112、

第二粉尘传感器；113、第三粉尘传感器；211、第一排风口；212、第二排风口；141、第一层置

物架；142、第二层置物架；143、第三层置物架；144、水箱；12、PLC控制模块；131、第一风扇；

132、第二风扇；121、显示屏；123、数据传输模块；124、储存模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下面结合实施例详述本申请，但本申请并不局限于这些实施例。

[0041] 参见图1～2，本申请提供的在线监测粉尘的生化培养箱，包括：箱体10、多层置物

架、水箱144、多个粉尘传感器、显示屏121、储存模块124，箱体10内部中空形成腔体，箱体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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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壁内设置夹层。

[0042] 粉尘传感器包括：箱外粉尘传感器114和箱内粉尘传感器11，箱外粉尘传感器114

设置于箱体10外壁上；用于检测箱体10外环境的粉尘含量；箱内粉尘传感器11设置于箱体

10内壁上，并用于监测箱体10内空腔中的粉尘含量。箱外粉尘传感器114间隔设置于箱体10

外壁上。

[0043] 参见图2，箱外粉尘传感器114、箱内粉尘传感器11分别与设置于箱体10外壁上的

显示屏121电连接。通过电连接，能将实验过程中，任意时刻室外环境中粉尘含量及箱内粉

尘含量实时显示，便于实验人员获取实验条件，根据粉尘含量，调整箱体10周围环境，提高

实验准确性，避免粉尘污染实验样品。

[0044] 箱体10内的空腔内间隔设置多个置物架，箱体10下部设置水箱144，水箱144顶面

上设置透气板，透气板上设置多个排气孔。水箱144内设置超声波振荡器并储存冷凝水，透

气板设置于箱体10内腔中，置物架下方，水箱144上方。通过产生超声波震动水箱144内的冷

凝水产生加湿所需湿空气。具体实施例中，水箱144为抽屉结构，外壁上设置把手，便于抽出

后加水。

[0045] 参见图2，优选地，包括：数据传输模块123，数据传输模块123设置于箱体10侧壁夹

层内，并分别与箱内粉尘传感器11、箱外粉尘传感器114的电连接；数据传输模块123同时与

储存模块124电连接，储存模块124设置于监控室内。通过设置数据传输模块123，便于监控

人员远距离获取多个粉尘传感器的粉尘含量数据，提高监控效率。

[0046] 优选地，还包括：PLC控制模块12、风扇，箱外粉尘传感器114与PLC控制模块12电连

接；PLC控制模块12与风扇电连接；风扇设置于箱体10侧壁夹层内，风扇用于将箱体10外空

气鼓入箱体10内。PLC控制模块12设置于箱体10侧壁的夹层内。通过设置PLC控制模块12并

按此连接，可以预设粉尘含量阈值，当箱体10外粉尘含量达到预设值后，控制风扇关闭，避

免粉尘进入箱体10内对样品造成污染。

[0047] 箱体10其他结构可以参见现有生化培养箱结构。优选地，箱体10内部空腔上部内

壁上设置多个排风口。排风口通过设置于箱体10侧壁夹层内的管路与箱体10外壁上的进风

口管路连通。排风口与进风口连通的管路安装于箱体10侧壁夹层内，并在该连通管路上设

置上述风扇。风扇能提高进入箱体10内的空气流速，从而控制箱体10内通气量。

[0048] 优选地，排风口包括第一排风口211和第二排风口211，第一排风口211和第二排风

口211间隔设置于箱体10内壁上部；风扇包括：第一风扇131和第二风扇132，第一风扇131和

第二风扇132分别与PLC控制模块12电连接。第一风扇131安装于第一排风口211内；第二风

扇132安装于第二排风口211内。同时对箱体10内所有排风扇进行控制，能及时根据室外环

境粉尘含量变化，调整风扇开闭情况，及时发送突发环境污染情况，也能避免箱内样品遭受

污染。

[0049] 优选地，置物架包括：第一层置物架141、第二层置物架142和第三层置物架143，第

一层置物架141设置于箱体10内空腔的上部；第二层置物架142设置于箱体10内空腔的中

部；第三层置物架143设置于箱体10内空腔的下部并靠近水箱144设置。

[0050] 优选地，箱外粉尘传感器114包括第一粉尘传感器111、第二粉尘传感器112和第三

粉尘传感器113；第一粉尘传感器111设置于箱体10外壁第一侧壁上部；第二粉尘传感器112

设置于箱体10顶面上；第三粉尘传感器113设置于箱体10外壁的第二侧壁上；第一侧壁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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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顶部对称。按此设置多个箱外粉尘传感器114，能提高对箱体10周围粉尘含量监测的准确

性。

[0051] 优选地，箱内粉尘传感器11设置于第一层置物架141与第二层置物架142之间的箱

体10内侧壁上。按此设置箱内粉尘传感器11，能提高对箱体10内粉尘含量监测的准确性，避

免遗漏。

[0052] 优选地，箱内粉尘传感器11设置于第二层置物架142与第三层置物架143之间的箱

体10内侧壁上。按此设置箱内粉尘传感器11，能提高对箱体10内粉尘含量监测的准确性，避

免遗漏。

[0053] 所用粉尘传感器为苏州慧闻纳米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MMD204型激光粉尘传感器。

PLC控制模块12规格型号可以为：三菱PLC  FX1N‑60MR‑001。数据传输模块123可以为Wifi模

块，Wifi模块为深圳市海睿兴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ESP‑32S型号。储存模块124可以为深圳

市凌虹科技有限公司所产生的W25Q64型FLASH储存模块124。

[0054] 在本说明书中所谈到的“一个实施例”、“另一个实施例”、“实施例”、“优选实施例”

等，指的是结合该实施例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或者特点包括在本申请概括性描述的至少

一个实施例中。在说明书中多个地方出现同种表述不是一定指的是同一个实施例。进一步

来说，结合任一实施例描述一个具体特征、结构或者特点时，所要主张的是结合其他实施例

来实现这种特征、结构或者特点也落在本申请的范围内。

[0055] 尽管这里参照本申请的多个解释性实施例对本申请进行了描述，但是，应该理解，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设计出很多其他的修改和实施方式，这些修改和实施方式将落在本申

请公开的原则范围和精神之内。更具体地说，在本申请公开说明书和权利要求的范围内，可

以对主题组合布局的组成部件和/或布局进行多种变型和改进。除了对组成部件和/或布局

进行的变形和改进外，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其他的用途也将是明显的。

说　明　书 4/4 页

7

CN 212688077 U

7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8

CN 212688077 U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