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一代 PET 瓶无菌冷灌装生产线
采用过氧乙酸湿法杀菌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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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功能原理

达意隆湿法杀菌工艺的亮点：
 方案成熟、工艺可靠；

 附加的清洗效果：杀菌时候由于是液态方式，可以形成机械清洗作用；

 用于瓶和盖杀菌的过氧乙酸可以重复使用，节约资源；

 可采取吹灌旋组合方式，设备结构紧凑，实现最大的场地利用；

 还能避免风道二次污染，从无菌流程源头提高瓶子清洁度；

 流程监控：存储所有的工艺步骤、记录生产的流程数据；预留接口，可接入 MES 生产管理系统。

概述：
无菌冷灌装包括三个互相衔接的步骤：瓶杀菌、灌装、旋盖。三个
流程步骤都设置在无菌隔离仓内部，实现了与外部环境的完全隔
离，保证了无菌灌装的效果。

瓶杀菌：
瓶子内外部的杀菌是通过喷冲的方式保证杀菌的。消毒液通常采
用过氧乙酸，浓度为 1800~2400ppm，由消毒液调配站进行调配
并加热到 50~65℃后使用；杀菌后的包装材料用无菌水进行冲洗，
以保证包装材料内残留的消毒液浓度低于国标规定的 0.5ppm。

灌装：
经过杀菌的产品被灌装到无菌的瓶子中。针对不同特性的产品可
以选择专用的灌装系统，这样既保证了卫生条件，也保证了灌装
的精准度。为了保障灌过程中产品物料不被外部环境污染，灌装
主机内部设计成封闭式的独立的空间，在静态下达到百级，并保
证内部空间正压，以防被外部空间污染。

封盖：
瓶盖杀菌采用过氧乙酸浸泡式杀菌，占用空间小，杀菌时间长，
杀菌效果好，并且由于浸泡灭菌方式，杀菌效果更彻底。灭菌后
瓶盖经由旋盖机对瓶子进行封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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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设备组成

应用范围：
 非碳酸产品，含有或不含有纤维的饮料产品
 不添加防腐剂长期保存的饮料产品
 高酸、低酸、中性饮料产品
 PET 瓶饮料产品

灌装方式：
 无菌冷灌装（常温）

能力范围：
 灌装速度：8000-48000 瓶 / 小时
 瓶型：直径或方瓶对角线 40-120 毫米，高度 120-320 毫米
 瓶盖类型：标准螺纹塑料平盖

生产周期：
 杀菌能力：≥ 6D
 产品带菌率：≤ 1:100,000(PH ≤ 4.6 的产品 )

≤ 1:100,00(PH ＞ 4.6 的产品 )
 无菌周期：120 小时（取决于产品特性）
 清洗循环时间：4-6 小时

包材的无菌：
 消毒液调配系统

物料的无菌： 
 物料前处理系统
 物料储存及恒压系统 

介质的无菌：
 无菌水 UHT 杀菌系统
 无菌气制备系统 
 灌装机 CIP/SIP 系统

环境的无菌：
 SOP/COP 系统 
 无菌隔离系统 
 喷雾熏蒸系统 

辅助系统： 
 废气处理系统
 纯蒸汽制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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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线核心：无菌冷灌装机组 生产线核心：无菌冷灌装机组

节能减排：
 洗瓶机、无菌气管路的消毒工艺优化

 全新的消毒液的回收系统，零排放零浪费

 优化蒸汽 SIP 系统，降低蒸汽耗量

缩短清洗消毒时间：
 优化系统、整个流程最短控制在 4 小时内

提高性能、降低风险：
 消毒液、无菌水的供给监控系统

 全新的物料分配阀组

 清洗优化

 引入星轮传动液封

 全新的蒸汽屏蔽系统

 专利的灌装罐恒压控制

 引入喷雾系统

……

新一代非接触式流量计无菌型灌装主机：
 灌装流道：结构更加紧凑、内部流道更加简洁、整个灌装流道无死角且无机械运动结构，所有密封件均采用静密封，从源头上杜绝污染的产生；

并且无易损件，极大的减少了维护成本；

 灌装流道外部：所有污染风险点全部移至灌装机外部，利用液封隔绝；百级灌装环境内的零件减少到极致，微生物和污染源难以附着滋生；

 采用全进口流量计 + 隔膜阀控制非接触式定量灌装，计量精度更高，达到 ±0.5%；

 新一代的气缸式全自动假杯，相比上一代凸轮式自动假杯，响应速度更快，易损件更少，维护方便且节省清洗消毒时间；

 新一代的电器控制系统，可以实时监测记录每一个灌装阀的参数和状态；发生故障自检并且可以快速排查；

 新一代的无菌型中心分配器，表面镀陶瓷减小摩擦、磨损、发热；使用进口卫生密封圈 + 蒸汽屏障防止杂质和污染源进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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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线核心：无菌冷灌装机组 生产线核心：无菌冷灌装机组

新一代的喷冲式消毒主机： 
 无菌型设计，喷洗采用间断喷冲的控制方式，瓶内灭菌效率≥ log6；

 所有污染风险点移至消毒主机外部，利用液封隔绝；

 百级灌装环境内的零件减少到极致，微生物和污染源难以附着滋生；

 新一代消毒机采用隔膜阀控制喷冲方式，喷冲压力、时间、间隔均可以实
现自动化调整，并且消毒、清洗水流道更卫生；

 专利设计的喷嘴结构，保证瓶子内部全部喷冲覆盖，无清洗消毒死角；

 装备有专利设计的喷冲检测机构，避免由于意外造成的瓶子杀菌清洗风险。

无菌旋盖主机：
 无菌型设计，全身水洗；

 旋盖头免润滑设计；

 旋盖扭力精确控制 ；

 可选配进口无菌旋盖机或达意隆无菌旋盖机。

无菌隔离系统：
 内部围框全部采用 316L 镜面抛光板，清洗消毒更彻底，污染源细菌难以附着；

 倾斜面板排水设计，清洗杀菌无积液；

 所有主机上下均设置液封，完全阻隔外界的空气；

 隔离系统采用超高效过滤器（ULPA）的 FFU 来维持正压；

 全自动 COP、SOP 系统，可选用化学消毒剂如过氧乙酸、过氧化氢或其它消毒剂杀菌，使系统保
持高度无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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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系统与数据处理 研发团队、合作伙伴

控制系统：
 所有无菌单元汇总于上位机集中监控；

 无菌流程状态图显示，自动判断无菌建立流程是否符合无菌要求；

 无菌报警集中分类监控，针对不同的报警等级给出相应的操作提示；

 阀门状态、报警集中显示，直观了解监控阀门状态；

 网络状态实时监控，出现网络或模块故障时报警提示，快速定位出故障点；

 无菌管路自动测漏；

 IE 远程浏览访问，在办公室就能了解监控现场生产情况。

数据处理：
 所有无菌单元之间采用以太网通讯交换数据，重要数据集中采集记录；

 实时监控无菌状态，记录整个生产流程的数据；

 记录每一个操作过程，可以追溯之前的操作是否符合要求；

 生产数据智能采集储存，减少无用数据，方便快速查询；

 数据记录分类保存，可在线浏览也可导出表格；

 数据存储空间可以储存一年以上的数据。

达意隆基于其成熟的、领先国内同行的吹灌旋一体化技术研发无菌灌装生产线，较之国内同行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经过近几年的技术沉淀和经验积累，达
意隆推出了新一代的 PET 瓶常温无菌吹灌旋一体化装备，并且一次验收通过。

无菌设备在安装过程中必须对所有的卫生部件进行大量的测试，并将测试结果详细的记录在认证报告中。只有在严格的运行条件下通过测试，无菌性及设备
的运行能力才能得到证明。达意隆无菌团队目前拥有 30 多名专业技术开发人员，雄厚的科技研发技术和优秀的专业人才是持续创新的源泉，另外达意隆目
前在多个领域与专业院校、权威微生物研究机构及国际顶尖消毒供应商建立长期合作，为我司无菌产品提供完整的工艺认证及微生物研究等技术支持，并且
后续对客户的操作人员、设备维护人员、验证、品控人员、微生物化验人员、生产线管理人员提供一系列的培训和技术支持，为客户提供无忧的无菌饮料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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