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RT 培养罐与
培养皿夹具

罐
类
型

直径(mm)
高度 (mm) 
体积(升)

   
                  容量 夹具类型

9022
ø =120
 h=120
 1.35升

1 叠 6皿 ø 9-10cm PH 1060

9023
ø =120
 h=240
 2.70升

1叠12皿  ø 9-10cm PH 1040

9025
ø =175
 h=240
 5.65升

3叠18皿 ø 6 cm PH 1080

1叠 微孔板 13 x 9 cm PH 1090

1叠 10皿  ø 14.5 cm PH 1070

9028
ø =230
 h=240
 9.66升

4叠 12皿 ø 9 cm
 

3叠 12皿  ø 10 cm PH1050

   培养罐的选择



      MART不同规格的
培养罐



罐体型号
   罐体外形尺寸
长×宽×高 （CM）

罐  体  容  量
   
            罐  体  容  积

AJ9049 L×D×H
=31×15×16

内径ø 11cm，内高
14.2cm，容积3.2升

AJ9050 L×D×H
=31×15×25.5

内径ø 11cm，内高
23.9cm，容积5.2升

AJ9049

新型培养罐

AJ9050

2 叠 6皿 ø 9-10cm

2叠12皿  ø 9-10cm



尤德培养罐与培养
皿夹具

   培养罐的选择

罐型号
直径（mm）
高度（mm）
体积（升）

容量

Φ=120
H=120
1.35升

夹具型号

1叠6个培养皿Φ9- Φ10cm 105A

UT205
Φ=120
H=240
2.7升

205A

208A

208B

505A

505B

706A

1叠12个培养皿Φ 9-Φ10cm

1叠5个生化鉴定条

2叠3个微孔板13×9cm

3叠15个培养皿Φ6cm

1叠10个微孔板13×9cm

4叠10个培养皿Φ9cm
或4个三角瓶（250ml）

Φ=110
L=290
2.7升

Φ=175
H=240
5.6升

Φ=230
H=170
7.1升

UT208

UT505

UT706

UT105



尤德不同规格
的培养罐



进口与国产培养罐



进口与国产培养罐



尤德UT105/UT205培养罐



尤德UT208培养罐
  (适合生化鉴定条或

微孔板培养）



尤德UT706培养罐可放
置40个9cm的培养皿或
4个250ml的三角瓶。



罐盖上的快速连接头



培养罐性能特点

   ★气密性好，有效避免罐体漏气所造成的
       厌氧培养失败 
   ★ PMMA材料，高光洁度，抗震抗冲击，
       可耐温80℃ 
   ★罐体与罐盖透明；盖体凹槽设计与高质量
       的O形橡胶圈确保罐盖与罐体紧密结合，
       有效避免泄漏
   ★罐盖通过不锈钢夹具固定锁紧，充分保证
       密闭 
   ★快速连接口：与ANOXOMAT MARK II
      系统的连接可一步操作完成，快捷方便， 
      且保证培养过程中绝对密封 



培养罐保养与
使用注意事项

 ★可用中性清洗剂清洗罐体。采用荷兰MART
     的Halamid清洁消毒剂可高效清除细菌、真
     菌与病毒。
 ★密封罐体时，罐盖不锈钢夹具紧固旋钮不要
    拧得过于用力，避免损坏罐体。
 ★罐盖密封不严时，可在O形橡胶圈表面涂抹
    少许凡士林，以确保罐盖与罐体的紧密结

合 。
 ★避免培养罐在紫外线下长期照射，严禁使用
     酒精或有机溶剂清洗罐体，从而导致老化。
 ★培养罐使用环境温度不超过50℃，高于
     80℃时培养罐将严重受损。 



催化剂（钯颗粒）
规格型号：CA0000



催化剂使用时需
夹在罐盖上方



Catalyst  催化剂

#  Steel gauge sachet with palladium-coated aluminum pellets
      标准规格不锈钢袋,内装钯涂层的铝粒
#  Stimulate the reaction of H2 with O2 to H2O
      刺激H2 与 O2 反应生成 H2O 
#  2 (sets) of catalyst .  一般建议配置 2套催化剂
     One (set) is in the jar during incubation 一套培养时在罐内使用
     A second (set) is being regenerated in the hot-air oven(160℃,0.5h)
    另 一套在烘箱中热空气烘干再生备用
#  Can be used numerous times (about 5 years) 
    可重复再生使用(寿命约5年)

Code Jars Quantity

CA0000

AJ9022、AJ9023、UT105、
UT205、UT208 1

AJ9025, UT505 2

AJ9028、UT706 3

CA0001 AJ9025、AJ9028、 UT505、
UT706 1



Catalyst  催化剂使
用注意事项

# 催化剂每次使用完毕，需要催化还原。

# 催化还原：应放在干燥箱内，160℃下需
还原30分钟，100℃下需还原60分钟。 

# 还原后的催化剂可放在塑料袋中密封保
存，以便备用。

# 禁止使用明火、电炉、微波炉还原催化
剂。

# 尽量避免催化剂与硫化氢气体接触，以
防缩短催化剂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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