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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无菌微量在线取样装置及

取样方法，取样装置由无菌微量取样探头、可调

速取样泵系统、管路清洗灭菌系统、定量取样环、

无菌微量取样探头防堵反吹系统组成，按取样流

程方法，实现发酵罐微量在线取样。本发明的特

点无菌取样，减少死体积，取样量微小，对发酵系

统的影响极小，探头防堵反吹系统保障连续取

样，管路清洗灭菌系统防染菌和液体残存。本方

法适应于微生物发酵、细胞培养等生物反应器在

线检测系统的微量液体在线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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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无菌微量在线取样装置的取样流程方法，其特征在于：

a)清除上次发酵液：打开夹阀二(6)，启动调速取样泵(15)，低转速转动，从发酵罐(1)

经无菌微量取样探头(2)吸取取样探头死体积2-5倍的样品溶液，然后关闭夹阀二(6)，打开

夹阀三(7)，启动调速取样泵(15)高转速转动，从空气过滤器(11)吸取无菌空气，当前段液

柱到达液体传感器(16)时，主控系统(20)修正调速取样泵(15)运行时间，直至排除上次发

酵液至废液瓶(18)；

b)乙醇灭菌清洗：关闭夹阀三(7)，开通夹阀四(8)，启动调速取样泵(15)，高速转动，从

灭菌瓶(12)中吸取取样探头死体积4-7倍的75％乙醇溶液，直至排除至废液瓶(18)；

c)清洗剂清洗：关闭夹阀四(8)，开通夹阀五(9)，启动调速取样泵(15)，高速转动，从清

洗瓶(13)中吸取0.1N氢氧化钠溶液、1倍PBS或3％Mucoso溶液，以上溶液的取样量为取样探

头死体积的4-7倍，直至排除至废液瓶(18)；

d)蒸馏水清洗：关闭夹阀五(9)，开通夹阀六(10)，启动调速取样泵(15)，高速转动，从

蒸馏水瓶(14)中吸取取样探头死体积4-7倍的蒸馏水，直至排除至废液瓶(18)；

e)本次发酵液取样：关闭夹阀六(10)，打开夹阀二(6)，启动调速取样泵(15)，低转速转

动，从发酵罐(1)吸取样品体积为取样体积量1.5倍，然后关闭夹阀二(6)，打开夹阀三(7)，

启动调速取样泵(15)高转速转动，从空气过滤器吸取无菌空气，当前段液柱到达液体传感

器(16)时，修正调速取样泵(15)运行时间，直至取样环中充满新鲜发酵液，转换取样阀

(17)，将设定取样体积的新鲜发酵液取到指定的取样瓶或者分析仪器(19)处，完成取样；

f)循环取样：再次取样，重复以上a)-e)步骤；

g)无菌微量取样探头防堵反吹流程：取样流量低于设定下限时，关闭夹阀二(6)，打开

夹阀一(3)，开启蠕动泵(4)，吸入无菌空气或者无菌水反吹冲洗，反冲完成时重复以上a)-

e)步骤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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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菌微量在线取样装置及取样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生化分析领域是一种适用于微生物发酵、细胞培养等生物反应器在线

检测系统的无菌微量 液体取样装置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发酵过程是一个时变性、非线性、不确定等多变量输入输出的关联系统，涉及到生

命体的生长繁殖和  代谢过程，机理十分复杂。发酵过程中的生化变量是反映细胞状态最关

键、最直接的过程参数，但由于受  检测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这类关

键参数的在线测量问题。在实际生产过程中，这些  变量只能通过离线采样人工化验的方法

得到，或通过辅助变量采用数学模型估计。由于偏差较大，很难在工  业上得到实际应用，致

使我国目前的发酵生产过程操作仍停留在经验或半经验的控制模式。突出问题是生  产方

式落后，过程控制粗放，导致成本高、产率低。随着人力和原料成本的增加，国际竞争的加

剧，生产  过程的自动化和信息化已成为企业的迫切需求和必然发展趋势。生产过程的自动

化和信息化关键是要解决  生化参数的在线检测问题，申请方已经解决关键生化参数如还

原糖、葡萄糖、乳酸、谷氨酸等离线分析技  术，在线取样装置和方法成为在线生化分析关键

技术。

[0003] 目前国内外有关的取样装置和方法专利情况如下：一类主要是管道和阀门装置，

如“一种新型发酵自  动取样阀”(申请专利号：200520073106.0)、Seifert等(1990)“一种无

菌取样装置”(4,942,770)、Moon等  (1999)“发酵罐取样阀门蒸汽灭菌装置”(5,914,092)

等。该类发明取样为发酵液原样，含有原料及微生  物菌体等，样品浑浊，需过滤处理。另一

类是膜过滤取样，如“一种生物反应过程在线检测系统的取样稀  释装置”(申请专利号：

CN02138376.6)、Samhaber等(1987)“生物反应器取样装置”(4,695,551)等。该  类膜过滤取

样，由于膜的孔径阻止了菌体的通过，原理上避免了外源污染，但取样管道仍存在染菌隐

患； 过滤膜网易阻塞，没有有效解决办法；同时取样量大，容易对发酵体系造成扰动。

[0004] 本发明取样装置由无菌微量取样探头、可调速取样泵系统、管路清洗灭菌系统、定

量取样环、无菌微  量取样探头防堵反吹系统组成，按取样流程方法，实现无菌在线取样，取

样量微小，具备无菌反吹，有效解  决原有专利的不足，是一种适用于微生物发酵在线检测

系统的有效取样方法，到目前为止未见相关报道。

[0005] 本发明的无菌微量在线取样装置及取样方法具有以下优势：

[0006] 1、无菌微量取样圆柱筒状的陶瓷膜系无菌过滤膜，过滤孔径0.2μm及以下，圆柱筒

状的陶瓷膜过滤 阻力适合蠕动泵取样，可原位灭菌，无菌取样；探头液体通道体积为0.1-

1.0毫升，取样量微小，对发酵体  系几乎没有影响。

[0007] 2、可根据发酵液的粘稠度，调节取样速度，取样量小，保障连续取样。

[0008] 3、取出的样品(试样)没有杂质，不需过滤处理就适用于多种分析仪器直接分析。

[0009] 4、管路清洗灭菌系统和取样流程设计，保障无菌操作、管道防堵、防微生物污染和

取样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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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5、无菌微量取样探头防堵反吹系统采用无菌水或无菌空气反吹，防止陶瓷膜堵

塞。

发明内容

[0011] 本发明涉及一种简单、快速、稳定和安全的发酵罐在线微量无菌取样装置和方法。

[0012] 1、一种无菌微量在线取样装置及取样方法，其特征在于：取样装置由无菌微量取

样探头、可调速取  样泵系统、管路清洗灭菌系统、定量取样环、无菌微量取样探头防堵反吹

系统组成，按取样流程方法，实现 发酵液微量在线取样。

[0013] 上述的无菌微量取样探头，其特征在于：主体装置为不锈钢和圆柱筒状的 陶瓷膜

构成的圆柱体结构；无菌微量取样探头圆柱体内部有液体通道；无菌微量  取样探头液体通

道体积为0.1-1.0毫升；圆柱筒状的陶瓷膜系无菌过滤膜，过滤  孔径0.2μm及以下，同时过

滤阻力适合蠕动泵取样；圆柱筒状的陶瓷膜可原位灭  菌；该设计保障无菌取样，减少死体

积，取样量微小，对发酵系统的影响极小。

[0014] 上述的可调速取样泵系统，其特征在于：可调速取样泵可采用蠕动泵或注  射泵；

泵速可根据发酵液情况进行调整，当发酵液粘稠时，可采取较低的泵速。

[0015] 上述的管路清洗灭菌系统，其特征在于：管路清洗灭菌依次采用75％乙醇  溶液、

清洗剂和蒸馏水清洗管路，管路清洗液体用量可设定；管路清洗剂可根据  发酵液情况选用

0.1N氢氧化钠溶液、1倍PBS(磷酸盐缓冲溶液)、3％Mucoso 溶液。

[0016] 上述定量取样环，其特征在于：该装置可根据定量大小，选用不同体积，  取样量

0.1-10毫升，采样环可采用不锈钢或者液体附着量小的合成材料。

[0017] 上述无菌微量取样探头防堵反吹系统，其特征在于：在取样流量低于设定  下限

时，开启蠕动泵，使用无菌空气或者无菌水反吹冲洗。

[0018] 上述系统取样流程方法，其特征在于：

[0019] a)清除上次发酵液：打开夹阀(6)，启动调速取样泵(15)，低转速转动，从发酵罐

(1)经无菌微量取样探  头(2)吸取样品体积为取样探头死体积二到五倍，然后关闭夹阀

(6)，打开夹阀(7)，启动调速取样泵  (15)高转速转动，从空气过滤器(11)吸取无菌空气，当

前段液柱到达液体传感器(16)时，主控系统  (20)修正取样泵(15)运行时间，直至排除上次

发酵液至废液瓶(18)；

[0020] b)乙醇灭菌清洗：关闭夹阀(7)，开通夹阀(8)，启动调速取样泵(15)，高速转动，从

灭菌瓶(12) 中吸取75％乙醇溶液为取样探头死体积四至七倍，直至排除至废液瓶(18)；

[0021] c)清洗剂清洗：关闭夹阀(8)，开通夹阀(9)，启动调速取样泵(15)，高速转动，从清

洗瓶(13)  中吸取0.1N氢氧化钠溶液、1倍PBS(磷酸盐缓冲溶液)、3％Mucoso溶液为取样探

头死体积四至七倍， 直至排除至废液瓶(18)；

[0022] d)蒸馏水清洗：关闭夹阀(9)，开通夹阀(10)，启动调速取样泵(15)，高速转动，从

蒸馏水瓶(14) 中吸取蒸馏水为取样探头死体积四至七倍，直至排除至废液瓶(18)；

[0023] e)本次发酵液取样：关闭夹阀(10)，打开夹阀(6)，启动调速取样泵(15)，低转速转

动，从发酵罐  (1)吸取样品体积为取样体积量一倍半，然后关闭夹阀(6)，打开夹阀(7)，启

动调速取样泵(15)高  转速转动，从空气过滤器吸取无菌空气，当前段液柱到达液体传感器

(16)时，修正取样泵(15)运行时 间，直至取样环中充满新鲜发酵液，转换取样阀(17)，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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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取样体积的新鲜发酵液取到指定的取样瓶 或者分析仪器(19)处，完成取样；

[0024] f)循环取样：再次取样，重复以上a)-e)步骤；

[0025] g)无菌微量取样探头防堵反吹流程：取样流量低于设定下限时，关闭夹阀(6)，打

开夹阀(3)，开启 蠕动泵(4)，从(5)处吸入无菌空气或者无菌水反吹冲洗，反冲完成时重复

以上a)-e)步骤取样。

附图说明

[0026] 附图1微量无菌在线取样方法流程示意图。

[0027] 附图标注：1.发酵罐；2.无菌微量取样探头；3.夹阀；4.蠕动泵；5.无菌空气或者无

菌水；6.夹阀；7.  夹阀；8.夹阀；9.夹阀；10.夹阀；11.空气过滤器；12.灭菌试剂瓶；13.清洗

瓶；14.蒸馏水瓶15.调速取样泵  16.液体传感器17.取样环及转换取样阀；18.废液瓶；19.

取样瓶或者分析仪器；20.主控系统。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从发酵罐中取海洋红酵母发酵液具体实施方式：

[0029] 1、将取样系统与发酵罐连接，无菌取样探头与发酵罐一起实消灭菌。

[0030] 2、发酵过程取样操作

[0031] a)清除旧发酵液：打开夹阀(6)，启动调速取样泵(15)，低转速转动60秒，从发酵罐

(1)经无菌微量取样  探头(2)吸取样品体积为1毫升，然后关闭夹阀(6)，打开夹阀(7)，启动

调速取样泵(15)高转速转  动180秒，从空气过滤器(11)吸取无菌空气，当前段液柱到达液

体传感器(16)时，主控系统(20)修  正取样泵(15)运行时间，直至排除旧发酵液至废液瓶

(18)；

[0032] b)乙醇灭菌清洗：关闭夹阀(7)，开通夹阀(8)，启动调速取样泵(15)，高速转动120

秒，从灭菌 试剂瓶(12)中吸取75％乙醇溶液为取样5毫升，直至排除至废液瓶(18)；

[0033] c)清洗剂清洗：关闭夹阀(8)，开通夹阀(9)，启动调速取样泵(15)，高速转动120

秒，从清洗瓶  (13)中吸取0.1N氢氧化钠溶液5毫升，直至排除至废液瓶(18)；

[0034] d)蒸馏水清洗：关闭夹阀(9)，开通夹阀(10)，启动调速取样泵(15)，高速转动150

秒，从蒸馏 水瓶(14)中吸取蒸馏水为6.25毫升，直至排除至废液瓶(18)；

[0035] e)新鲜发酵液取样：关闭夹阀(10)，打开夹阀(6)，启动调速取样泵(15)，低转速转

动60秒，从发  酵罐(1)吸取样品体积1毫升，然后关闭夹阀(6)，打开夹阀(7)，启动调速取样

泵(15)高转速转动，  从空气过滤器吸取无菌空气，当前段液柱到达液体传感器(16)时，修

正取样泵(15)运行时间，直至取  样环中充满新鲜发酵液，转换取样阀(17)，将设定0.5毫升

取样体积的新鲜发酵液取到指定SGD-IV全自  动还原糖测定仪分析仪器(19)处，完成取样，

全自动还原糖测定仪分析仪器测定发酵液还原糖含量。

[0036] f)循环取样：再次取样，重复以上a)-e)步骤；

[0037] g)无菌微量取样探头防堵反吹流程：取样流量低于设定下限时1毫升/分钟时，关

闭夹阀(6)，打开夹 阀(3)，开启蠕动泵(4)120秒，从(5)处吸入无菌空气或者无菌水2毫升

反吹冲洗，反冲完成时重复 以上a)-e)步骤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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