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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植物细胞和器官液体培养袋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简易的植物细胞和

器官液体培养袋，包括培养袋和设置在培养袋底

面端的提手，设置在培养袋底面端的出气口，以

及设置在培养袋另一端的接种口和进气口；其

中，所述培养袋设置接种口的一端为楔形，接种

口配合密封盖。与现有的培养袋相比，本实用新

型的培养袋积为2-100L，操作简单，操作重复性

强，成本低廉，危险性小，染菌率低；培养袋和主

要配件的材料使用透明材料，可直接灭菌或辐照

灭菌，培养基容量稳定，培养过程直观可见；进气

口装有空气分布器并倾斜设置，实行旋转式进

气，能够在低通气量下就满足培养基溶氧的需

要，降低供气成本和培养基的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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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植物细胞和器官液体培养袋，其特征在于，包括培养袋和设置在培养袋底面一

端的提手，设置在培养袋底面端的出气口，以及设置在培养袋另一端的接种口和进气口；其

中，所述培养袋设置接种口的一端为楔形，接种口配合密封盖。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培养袋，其特征在于，所述培养袋采用透明材料。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培养袋，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气口设置在靠近底面的侧面；所

述进气口设置在楔形培养袋的斜面上或设置在密封盖上，所述进气口连接进气管，将培养

所需的气体导入培养袋中。

4.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培养袋，其特征在于，所述接种口直径为2-10cm。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培养袋，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气口采用倾斜的方式设置，所述进

气口设置有空气分布器。

6.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培养袋，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气口设置在密封盖上，所述接种口

为螺旋口，所述密封盖为螺旋密封盖，密封盖内部设置有硅胶圈，以保证密封盖的密封。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培养袋，其特征在于，所述培养袋的楔形的夹角为60-150℃。

8.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培养袋，其特征在于，所述培养袋出气口连接一个或一个以上的

开口，或者在接近出气口的侧面还设置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开口，所述开口用于补料，连接

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补料泵。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培养袋，其特征在于，所述开口直径为0.2-4cm。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培养袋，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气管的气体入口处设置气体过滤

除菌设备，所述出气口的出口设置有过滤除菌部件；所述培养袋的容量为2-10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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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植物细胞和器官液体培养袋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细胞培养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适合大规模生产的一种植物细

胞、器官液体培养袋。

背景技术

[0002] 从植物可用资源来讲，我国是世界上药用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随着植物

药的大量使用，药用植物的采挖和使用远远超过了植物的生长速度，药用植物资源日趋枯

竭。而且传统的药用植物大田栽培受“天时地利”的影响，产量质量波动大，农药残留污染问

题也比较严重。

[0003] 因此，人们借助于各种生物系统，利用碳水化合物来规模生产现代社会所需的诸

如植物细胞、组织和器官等各种有用成分。而生物系统进行物质转化的生化反应是在生物

反应器这个相对封闭的小生境中进行的。生物反应器为生物系统的生化反应提供了可控的

环境条件来促使生物物质转化过程高效进行，例如，温度、pH、溶氧、混合、剪切、补料等。传

统生物反应器一般包括悬浮培养系统反应器和固定化培养系统反应器。前者主要包括搅拌

式反应器、气升式反应器；后者主要包括膜反应器、填充床反应器。

[0004] 目前培养植物细胞、组织和器官的生物反应器已经到了工业化大生产的阶段。例

如，用气升式生物反应器培养长春花细胞生产蛇根碱[A.H.Scragg  et  al.，Enzyme  Microb 

Technol，1987，9：619]；韩国S.H.Son等人对红豆杉细胞进行反应器大规模培养，采用从

100L到500L的气升式反应器  [S.H.Son  et  al.，Plant  Cell  Reports(2000)19：628-633]；

几年后，Kee-Yoeup  Paek采用球形鼓泡式反应器对人参不定根进行大规模培养获得具有很

强药理活性的人参皂苷[Kee-Yoeup  Paek  etal.，Adv  Biochem  Engin/Biotechnol(2009)

113：151-176]，获得了较高生长量的人参不定根等。梅县梅雁生物工程研究所使用气体循

环式生物反应器生产红豆杉细胞也已经达到了500L的水平[气体循环式植物细胞反应器

CN2510499Y]。美国Phyton，Inc使用搅拌式生物反应器培养红豆杉细胞生产紫杉醇已经达

到7吨的规模。韩国SamyangGenex也在使用搅拌式发酵罐培养红豆杉细胞生产紫杉醇。

[0005] 搅拌式反应器是工业化应用最为广泛的反应器之一，由于植物细胞具有体积较

大，细胞壁较脆以及具有大的液泡等特点，植物细胞对剪切力很敏感，其敏感性由细胞的种

类、状态、切变力耐受性、剪切速率及反应器本身的结构等多种因素决定。目前，解决的途径

通常是从细胞系本身出发，筛选抗剪切力的高产系或通过细胞工程和基因工程手段对现有

细胞系进行改造，建立抗剪切力的株系；在此基础上改造反应器结构，使其具有缓和的流场

及良好的混合性能。但仍然存在以下问题：1)目前常用的反应器都是固定在某一位置，接种

时需要露天接种，同时补料时需要二次打开培养袋，染菌几率会明显增加，而染菌问题是植

物组织培养中最难解决的问题；2)反应器多以不锈钢为材料做成的培养袋，因此在制作时

都需要设置一个到多个透明观察口。实际使用时依然会有很多死角难以观察到；3)搅拌式

生物反应器操作范围大，实现产业化生产的也较多，但搅拌过程中产生的剪切力较大，容易

对植物离体组织造成损伤，且能耗较大；4)由于机械搅拌装置不能进行灭菌，因此该类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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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灭菌时需要外接蒸汽进行灭菌，需要特别注意高压蒸汽的危险性与复杂性，而且蒸汽灭

菌灭菌同时会导致培养基体积增加，且增加数量不稳定，同时导致培养基中易挥发的物质

以及气化温度低于水的物质随蒸汽一起排出；

[0006] 相对而言，气升式反应器和鼓泡式反应器剪切力较小，目前国内外普遍认为鼓泡

式反应器是一类适用面广的生物反应器，这类反应器的结构特点是气泡沿液相上升，在与

液相接触进行反应的同时搅动液体以提高传质速率。然而以上只是在理论上的优点，真正

实现产业化的却寥寥无几，大多数鼓泡式反应器只是将搅拌式反应器的搅拌设备去掉，因

此其使用范围远低于搅拌式发酵罐，传统的鼓泡式反应器由于没有了搅拌装置容易出现返

混严重，气泡易产生聚并，并且泡沫会夹带一些CO  2挥发性物质等现象，同时为了培养物溶

氧的需求，需要大量通入气体，而通气会导致培养基的大量蒸发，对植物细胞的生长产生不

良影响，且效率较低，尽管可通过加入消泡剂削弱这种影响，但是加入消泡剂会对植物细

胞、组织和器官的生长以及次生代谢产物的积累产生不良。同时由于进气对培养基中溶氧

增加量不足，因此培养基溶氧问题比较严重，同时通气量过大导致一些需要长期培养的材

料，后期会因培养基的蒸发而不得不终止培养。该类型的很多设备与搅拌式生物反应器一

样需要使用外接高压蒸汽进行灭菌，增加操作时的危险性与复杂性，以及灭菌时培养基容

量的不稳定性。

[0007] 为解决现有技术中的设备昂贵操作复杂，培养过程中培养基蒸发量大，培养过程

中大量产生气泡，补料设备、培养基与培养设备分开灭菌，补料时增加染菌的问题，本实用

新型拟提供一种低通气下可满足溶氧需求、补料设备可以与培养设备一起同时灭菌、培养

过程中气泡形成率更低的的培养器。

实用新型内容

[0008]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植物细胞和器官液体培养袋。

[0009]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10] 一种植物细胞和器官液体培养袋，包括培养袋和设置在培养袋底面一端的提手，

设置在培养袋底面端的出气口，以及设置在培养袋另一端的接种口和进气口；其中，所述培

养袋设置接种口的一端为楔形，接种口配合密封盖。

[0011] 本实用新型的培养袋采用透明材料制作，这样可以观察培养物在培养过程中的生

长状态，如果使用耐高温材料可以进行121℃高压灭菌，如果使用  PE等不耐高温材料可以

进行辐照灭菌，在灭菌时，可以整体灭菌。

[0012] 使用方法如下：在接种时，正向放置，接种口朝上，封闭出气口，将一定量细胞连同

培养液摇匀后从接种口直接导入培养基中；在培养时，接种口用密封盖密封，用提手将培养

袋挂好，培养袋倒置，进气口位于下方，出气口位于上方，然后通入气体，利用气泡的上升过

程使气泡与反应培养袋内的培养液充分接触。

[0013] 因此，为方便使用，所述出气口设置在靠近底面的侧面；所述进气口设置在楔形培

养袋的斜面上或设置在密封盖上，所述进气口连接进气管，将培养所需的气体导入培养袋

中。。

[0014] 进一步的，所述进气口可设置在楔形培养袋的斜面上，所述进气口连接进气管，将

培养所需的气体导入培养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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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或者，所述进气口设置在密封盖上，这样能够有效减少渗漏，降低密封难度。

[0016] 更进一步的，进气口采用倾斜的方式设置，使排入的气体不垂直上升；

[0017] 更进一步的，所述进气口还设置有空气分布器，以促进气体呈现循环流动状态而

非垂直向上，延长气泡在培养袋中的运行轨迹。所述空气分布器可使气泡直径大大减少，优

选能使气泡大小在0.2mm-8mm之间的空气分布器。

[0018] 进一步的，所述进气管的气体入口处设置气体过滤除菌设备，优选本领域常用的

0.22um的空气过滤除菌设备，防止空气中的杂菌进入培养罐。

[0019] 进一步的，所述接种口为螺旋口，所述密封盖为螺旋密封盖，密封盖内部设置有硅

胶圈，以保证密封盖的密封。

[0020] 所述接种口实际开口大小根据培养物状态而定，考虑到主要用于培养植物细胞和

器官，接种口直径可为2-10cm。

[0021] 进一步的，所述培养袋的楔形的夹角为60-150℃之间。

[0022] 进一步的，所述接种口整体为圆柱形，其高度不超过20cm。

[0023] 在接种过程中，培养桶内培养基高度要大于20cm；在培养过程中，培养基液面与出

气口之间要大于3cm。

[0024] 所述出气口在培养中途可用于补料；或者出气口分出支管道用于补料；

[0025] 更一步的，所述培养袋出气口连接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开口，或者在接近出气口的

侧面还设置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开口，所述开口用于补料，连接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补料泵。

[0026] 所述开口直径为0.2-4cm。

[0027] 培养结束后，可将培养物自接种口倒出；

[0028] 另外，为防止杂菌污染，所述出气口的出口设置有过滤除菌部件，如简单的纱布或

棉花等，防止外面的微生物从出气口进入培养设备。

[0029] 灭菌时培养袋正放，底部的出气口处用止水夹等装置关闭，接种口使用无菌封口

膜进行密封，接种口的密封盖与进气管，空气分布器以及空气除菌器，连接到一起，然后进

行灭菌。

[0030] 在使用时，将培养物种子连同部分培养基倒入培养袋后，将接种口用密封盖密封，

倒置摆放于带孔的培养架上，培养设备于培养架上，使接种口向下，出气口向上，连接上进

气管打开排气管上的止水夹即可进行通气，使用时根据自己需要调整通气量大小。

[0031] 本实用新型的培养袋的容量为2-100L，培养袋可以折叠，非常便于操作。

[0032]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简易的植物细胞和器官液体培养袋，主要优势如

下：

[0033] 1)培养袋和主要配件的材料使用透明材料，如PC，PE等，可直接整体灭菌；培养过

程直观可见，培养过程中培养物在筒体的任何角落都能够明显观察到，培养桶的生长状态

一目了然，出现染菌等现象时，可以在孢子形成前既可以及早发现尽快处理，减少对其他筒

体的污染；

[0034] 2)进气口装有空气分布器，进气口采用倾斜的方式排入气体，实行旋转式进气，气

泡带动液体垂直上升的同时，还可以带动液体沿着桶壁旋转，促进培养基与气泡之间气体

交换，实现低通气量下满足培养基溶氧的需要，因此在实际培养过程中可以很少甚至不是

用消泡剂；进而减少通气过程中在培养其表面形成的气泡对培养物造成的伤害，降低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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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通气蒸发引起的培养基的损失也可以大大降低，培养基的损耗率可以低至10％以下；

[0035] 3)培养袋和补料设备可以同时灭菌，减少补料时打开培养袋的二次操作，进而减

少污染率；

[0036] 4)体积选择2-100L容量，操作简单，接种时放置于无菌操作台上进行，大大减少接

种时的染菌率；操作过程简单方便，危险性小，染菌率低，操作重复性强，成本低廉，可大大

降低培养物的生产成本。

附图说明

[0037]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所述的植物细胞和器官液体培养袋的示意图；

[0038] 其中，1、培养袋；2、接种口；3、密封盖；4、进气口；5、出气口；6、补料口；7、空气分布

器；8、空气过滤器；9、过滤棉花；10、提手。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所述的植物细胞和器官液体培养袋进行进一步说明。

[0040] 实施例1

[0041] 一种植物细胞和器官液体培养袋，包括培养袋1(由能PE制成，容量为  40L)，包括

培养袋1和设置在培养袋1底面一端的提手10，以及设置在培养袋1另一端的接种口2和进气

口4，接种口2直径为10cm；设置在培养袋  1底面端的出气口5；其中，所述培养袋1设置接种

口2的一端为楔形，所述培养袋1的楔形的夹角为64℃，楔形的顶端设置接种口2，接种口2的

高度为12cm，接种口2配合密封盖3；所述出气口5设置在靠近培养袋底面的侧面；所述进气

口4设置在密封盖3上，所述接种口2为螺旋口，所述密封盖  3为螺旋密封盖，密封盖3内部设

置有硅胶圈，以保证密封盖3的密封。

[0042] 进气口4采用倾斜的方式设置，使排入的气体不垂直上升；所述进气口  4还设置有

空气分布器7，以促进气体呈现循环流动状态而非垂直向上，延长气泡在培养袋1中的运行

轨迹。所述空气分布器7使气泡直径在0.2mm-8mm。

[0043] 所述进气管的气体入口处设置0.22um的空气过滤器8，所述出气口5的出口设置有

过滤棉花9用于防止杂菌进入培养袋1。另外，所述出气口5分出支管道作为补料口6，用于补

料。

[0044] 其使用方法如下：灭菌时培养袋1底部的出气口处用止水夹等装置关闭，接种口2

使用无菌封口膜进行密封，接种口2的密封盖3与进气管，空气分布器7以及空气除菌器，连

接到一起，然后进行整体灭菌；灭菌结束后，培养袋1正向放置，封闭出气口，将培养基注入

培养袋1中，然后将一定量细胞连同培养液摇匀后从接种口2直接导入培养基中；然后接种

口2密封，利用提手将培养袋挂在培养架上，使接种口2向下，出气口5向上，连接上进气管打

开排气管上的止水夹即可进行通气，利用气泡的上升过程使气泡与反应培养袋内的培养液

充分接触，使用时根据自己需要调整通气量大小。在接种过程中，培养桶内培养基高度要大

于20cm；在培养过程中，培养基液面与出气口之间要大于3cm。

[0045] 培养结束后，将培养物自接种口2倒出。

[0046] 本实用新型的培养袋积为2-100L，操作简单，操作重复性强，成本低廉，危险性小，

染菌率低；培养袋和主要配件的材料使用透明材料，可整体灭菌，培养基容量稳定，培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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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直观可见；进气口装有空气分布器并倾斜设置，实行旋转式进气，能够在低通气量下就满

足培养基溶氧的需要，降低供气成本和培养基的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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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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