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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PC桶

由PC桶经再生造粒后 注塑而成有二次
污染， 带有对人体有害物质， 且桶
较脆易破

PET桶

质地软，不耐磨，尺 寸稳定性差，不
耐 高 温，紫 外线照射能力 差，故
使用寿命短， 单位使用成本高

黑桶、杂桶

由食品级原料生 产而成，材质轻、
坚固、外表光洁、 通明度高、手感
滑润，有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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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个别企业的工作人员上岗操作时未

穿戴工作衣帽及口罩， 直接裸手操作，并

随意在灌装间内接听电话。生产车间进口

处设 置的鞋靴消毒池没有利用，缺乏相应

卫生知识培训。

瓶盖、水桶及生产管

道的清洗不按消毒规

程进行。

灌装间消毒：一些企业在抽检前用大量二氧化氯消

毒，使用浓度 过高，对呼吸道刺激较大。消毒液使

用浓度具有一定的随机性。 多数企业利用紫外或臭

氧进行空气消毒，但是紫外线灯使用缺乏 操作规范，

大多在灌装前随意使用一段时间，没有起到应有作

用 或者仅仅是流于形式。

设备：灌装设备部分老化严重，

某些厂家洗手设施及鞋靴消毒

设 施仅为摆设或仅放一个洗手

盆，车间内温度较高，工作人

员满头 大汗，且灌装间有蚊虫。



①灌装间地漏设计没有统一的布局，某些位置欠佳，或

直接没有设计地漏。

②设备的布局不能与工艺流程很好地衔接，如生产过程

中的各个环节、程序出现交叉迂回。

③小型水厂由于面积过小，水桶的清洗、消毒、包装等

均在同一间操作，所用材料混乱堆放在灌装间。

④部分企业对于水桶设有有专门清洗车间，但没有专门

的无菌通道，水桶 直接在门口、窗口进入。

⑤部分企业由普通民房改造。

⑥ 企业均设置了相应的更衣室、水处理间、清洗、消

毒、灌装和成品库等场所，但没有统一厂房布局标准，

个别小企业把清洗、消毒、灌装 等放在同一处，造成

生产流程存在严重交叉污染的风险。

⑦厂房没有控温控湿高效过滤系统。灌装间内温湿度控

制较差，少有几 家大型生产水企业用专门机组控温控

湿，多数小作坊类企业没有此项 设备。灌装间温湿度

适宜杂菌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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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为操作
污染。

（2）操作人员
培训力度和操
作意识不够。

（3）水源水污
染严重。

（5）消毒过程
没有统一规范。

（7）生产过程
交叉污染。

（4）水处理方
式没有得到重视。

（6）管道、滤
膜等未定期更换。



①菌落总数

③霉菌、酵母菌

②大肠菌群

④致病菌（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⑤铜绿假单胞菌



铜绿假单胞菌在国外许多发达

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巴西、日

本、 欧洲各国）属于饮用水中必查

的卫生指标菌。均限定瓶（桶）装

饮用 水中铜绿假单胞菌不得检出。



铜绿假单胞菌是常见的环境微

生物,俗称绿脓杆菌。各种水、空气、

正 常人的皮肤、呼吸道和肠道等都

有本菌存在。其存在的重要条件是

潮 湿环境 。

以往认为该菌是条件致病菌 ,但近年

研究证实,铜绿假单胞菌同时也是 一种重

要的食源性和水源性致病菌,能够通过污

染食品而引发食物中毒。该菌广泛存在于

各类型水体中,可用于评价水体的微生物

污染状况。

铜绿假单胞菌具有很强

的抗性。大肠菌群无法指示

铜绿假单胞菌的污 染情况。

正常健康人体内有中性粒

细胞和巨噬细胞吞噬及杀灭铜

绿假单胞菌，故不易致病。



可引起局部化脓性炎症，也可引起中耳炎、角膜炎、尿道炎、胃肠

炎、心内膜炎 、脓胸，还可引起菌血症、败血症及引起婴儿严重的流

行性腹泻。①

②

WHO（世界卫生组织 ）的HACCP（食品安全保证体系）评估明确
指 出铜绿假单胞菌是婴儿瓶装饮用水的危害指示菌，可造成婴儿腹泻。
尤其是抵抗力较差的老弱病幼孕人群，饮用含铜绿假单胞菌的瓶（桶
）装水很可能导致疾病的发生，患者食入103~104个菌体细胞即可被侵
害。铜绿假单胞菌的生长还将增加亚硝酸盐的含量。



尽管刚出厂的产品中阳性菌数量较

低，但通常5加仑水量可供普通3 口之家

饮用5天以上，铜绿假单胞菌完全有机会

在这段时间内大量繁殖。

有文献报道刚出厂的18.9升桶装水

水中铜绿假单胞菌数量较少，贮存15～

31天，铜绿假单胞菌可生长繁殖达到104

CFU/mL。



企业食品安
全意识不强 这
是根本原因，主
观原因。大多数
企业重经济效益、
轻安全生产的思
想比 较严重。

源水可能被污
染 这与水源选择
有很大的关系。纯
净水以自来水为水
源较多，山泉水以
浅层 地下水或地
表水为水源，均易
受微生物污染。

制水过程消毒
处理不严，存在交
叉污染。 如过滤
、反渗透设施、贮
水罐和管道无冲洗
消毒设施或过程，
臭氧消毒浓 度不
够或臭氧发生器已
坏。

机器设备设施和
车间环境消毒不严。
因为铜绿假单胞菌在
潮湿、室温条件下，
容易生长繁殖， 当
消毒不彻底时，易造
成污染并可能蔓延到
全工序的管道和设备
，交叉污染。

化验室形同虚设 产品未经出厂检
验，就大肆销售。因为生产企业自身
的检验条件简陋，设施设备匮乏，检
验人员检验技术水平不能满足要求，
有些生产企业自己的检验室形同虚设
，又不主动委托有资质的检验机构进
行 致病菌的检验。目前，大多数生产
企业产品处于被动检验状态。当水质
有 变化时不能及时采取措施，也无法
保证产品的质量。主要靠政府监督抽
检 发现问题，企业自我防控意识不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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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护源水
，定期监测（一）源水要求

源水用于生
产包装饮用纯净
水和其他饮用水
时 应 符 合 G B
5749 的卫生要
求。每 半年按
GB 5749表1项
目监测一次（同
时加测铜绿假单
胞菌）。

水源的品质，不但直接影响口感，
还影响产品的质量，确保饮用水水源地
水质安全稳定，至关重要。一方面要做
好水源的隔离防护，防止饮用水水源污
染，保障水源安全。另一方面，要做好
时时监测监控，确保水质稳定。

应采用有效的卫生防护措施，防止源

水以外的水进 入采集设备。采样点的设
计和操作应避免对源水造成污染。采集
区域周围应 设立防护隔离区，限制未授
权人员进入。出水口或取水口应建立适
当防护设 施，地下水的出水口（如井口、
泉眼）应通过建筑进行防护。



一级防护区：取水点有封闭式
建筑物，并有专人管理；该范
围内限 制未授权人员进入；
禁止设置与引水无关的建筑；
消除一切可能 导致地下水污
染的因素及妨碍地下水采集正
常运行的活动。

二级防护区：不得设置居住区、
厕所、水坑，不得堆放垃圾、
废渣 或铺设污水管道。该范
围内，禁止设置可导致地下水
水质、水量、水温改变的引水
工程；禁止进行可能引起含水
层污染的人类生 活及经济工
程活动。

三级防护区：包括地下水资源
补给和形成的整个地区，其防
护半径应不小于100m，在此
区域内只允许进行对水源地卫
生情况没有危害的经济工程活
动。

一级防护区：限制未授权人员
进入；禁止设置与引水无关的
设施或建筑；消除一切可能导
致地表水水体污染的因素及妨
碍地表水采集正常运 行的活
动。

二级防护区：禁止设置可导致
地表水水质、水量、水温改变
的引水工程；禁止进行可能引
起水体污染的人类生活及经济
工程活动。



2、加强厂房和车间管理

生产区域分为一般作业区、准清洁

作业区和清洁作业区。一般作业区包括

水处理区域、检测实验室、仓库等； 准

清洁作业区包括配（投）料区域、包装

桶清洗消毒间等；清洁作业 区包括灌装

防护区域等。一般作业区与清洁作业区、

一般作业区与准 清洁作业区之间应采取

有效的隔离，防止交叉污染。



严格操作规范，以阻断或隔离铜绿

单胞菌污染产品的途径。水贮存设备

应密闭，易于放水和清洗，避免 形成

死水层。生产工艺过程中的精滤设备

至少应达到5μm 的规格；如 使用除菌

过滤设备，应至少达到0.45μm （本

人认为应达0.22μm ）的 规格。

不同用途和水质的水（如生产

用源水、清洗消毒用水、食品加工

用水），应 以完全分离的管路输送，

避免交叉污染，并定期清洗消毒。

原辅材料的有关要求：根据国家

相关规定，不得使用以回收废旧塑料

为原料制成的瓶、桶和盖；所用的消

毒剂应是食品级并符合相应标准的规

定，有监管部门的批准文号。

在灌装前，必须做好生产设备、回收

桶及盖的清洁消毒， 特别要注意对回收桶

内部的清洗。回 收桶内部清洗消毒设备至

少包括预清洗、洗涤剂清洗、消毒剂清 洗、

冲洗、成品水冲洗等不少于10 个清洗消

毒工位（含沥干工艺）。回收桶使用不应

超过5 年；不得露天存放。

4、加强对源
水储罐、加工
输水管道的定
期清洗消毒

5、加强回收
空桶及盖清
洗消毒



7、加强机器设备设
施和车间环境消毒，
定期监测

标题文字

生产前后，应对车间环境和关

键设备进行消毒；定期监控紫外线

强 度，紫外线强度降低到要求以

下，应及时更换，保持紫外线灯管

表面的清洁；应定期对灌装防护区

域、清洗消毒后的包装容器等 关

键生产环节进行微生物监控。

内置10G以上的臭氧发生

器，将上述可能与食品直接接

触的器具在清洗干净后进行消

毒，消毒 时间为2小时以上；

或将操作台、设备、工具等采

用75%乙醇涂擦消毒

操作人员应持有效健康证上岗，进入

生产车间必须穿戴恰当已消毒的工作服、

帽和鞋靴，并做好手的清洁与消毒工作。

生产过程避免裸手操作，如果操作人员有

化脓的伤口不得上岗，定期抽查操作人员

是否受铜绿假单胞菌污染。如患中耳炎、

角膜炎、尿道炎、胃肠炎、痢疾、化脓性

或者渗出性皮肤病，等等。工作服、帽、

鞋（靴）应集中管理和消毒。

8、加强人员健康管
理，提高安全生产意
识

9、单独设立一个10
平方米以上的消毒间。



10、重视质检工作
关键环节的控制：源水、管道及设备等的维护及清洗消毒；PC桶及其盖

的清洗消毒；杀菌设施的控制和杀菌效果的监测；净化设备控制和净化程度

的监测；桶及盖的清洗消毒车间、灌装间的环境卫生和洁净度的控制；包装

PC桶盖的质量控制；消毒剂浓度的控制；操作人员的卫生管理及控制等。

01

02

03

对容易出现质量安全问题的控制：化验人员对水源、设备、环境、原辅

材料、包装材料、人员卫生等环节的质量控制的到位，是保障产品卫生指标

合格率的基础。

化验室时时对产品进行检测，根据检验结果及时调整工艺，从而确保成

品水的品质恒定。而且还要保证４８小时后，化验结果合格后才能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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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2

0

3

消毒剂选用，与每个厂的工艺、设备、车间卫生管理和水源地微生 物生态组
成都有关。

近年来桶装饮用水使用消毒剂的品种有二氧化氯、次氯酸钠、改性 双氧水和
过氧乙酸等。

使用量最大、最普遍的是二氧化氯和次氯酸钠。



/2、改性过氧化氢消毒剂

1、次氯酸钠类消毒剂

具有广谱、高效特点，杀菌速度也能达到饮

用水工艺要求，优点是气味小，缺点是稳定性差，

保质期为3～6个月，夏天气温高降解快。在碱性

条件下使用。

也称改性双氧水 双氧水虽然杀菌时所需浓度

较高(0.05%-0.3% )，但无味、无色，消毒后分

解为水和氧气，车间 气味小。使用时注意事项：

不要购买浓度>4O% 以上产品，浓度高存放时

不 安全，有爆炸危险。操作要带眼镜、手套。

在酸性条件下，杀菌能 力强，与碱、次氯酸钠

等有拮抗作用。

杀菌能力强，但使用不方便，要提前

24 h将2个组份进行反应，后再稀释成消

毒应用液。

3、过氧乙酸消毒剂



4、二氧化氯消毒剂：英文名：ChlorineDioxide化学式ClO₂，极易
溶于水，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列为AL及安全高效消毒剂，也是我国卫生
部唯一允许加入到饮用水中的消毒剂

• 杀菌能力强是氯的2.6倍，

• 是次氯酸钠的2倍，比臭氧高1.9倍，杀菌快速，ph范
围广（2～10） ，不受水硬度和盐水多少的影响，能

高效率地消灭原生动物、孢子、霉菌、铜绿、水藻和
生物膜，杀灭率为99.9%，且不生成氯代酚和三卤甲

烷及二恶英等致癌物质，很多国家颁布相应的法令法
规，必须用二氧化氯为食品加工终末消毒剂和保鲜剂；

• 安全高效，残留物是微量的食盐和水，浓度低于
500ppm时其对人体的影响可以忽略，100ppm以下不

会对人体产生任何的影响，对皮肤亦无任何的志敏作
用，成本低廉，使用浓度低；

• 应用领域很广： 食品饮料、饮用水企业，乳品、肉

食品，医院、宾馆、家庭、公共场所，畜牧养殖、发
电厂、农业造纸、工业用水等的消毒、漂白、保鲜、
除澡、空气净化等；

二氧化氯消毒剂的使用

• 车间消毒使用浓度：

• 车间入口池40～80ppm；

• 地面、墙壁60～80ppm

• 喷洒拖地；空间2000～4000ppm

• 熏蒸；人员洗手20～40ppm；

• 管道、ClP管线60～80ppm；

• 桶、盖、器具 60～100ppm ，

• 瞬间消毒80～200ppm ；

• 水消毒0.4～1ppm ；

• 除藻保鲜0.2～0.4ppm ；



5、季铵盐类消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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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重视
紫外线
消毒

正确方法：在消

毒之前将回收桶

内外清洗干净。

正确方法：应以

消毒水均匀喷洒

在桶内壁，浸泡

法消毒效果更好。

水桶进入灌装机后，

消毒时间仅20-30s，

消毒剂浓度低，桶

口小，喷量小，对

污染的桶达不到消

毒效果。

紫外线消毒费用低、安全、方

便和无腐蚀，特别是在生产之

前，车间、设 备用紫外线消毒

效果更好。但经常发现的问题

是：① 紫外线灯分布不均，不

规范，灯管甚至不亮。② 紫外

线灯具太脏，灯具卫生无人管。

迷信灌
装机消
毒效果

以高压消
毒水冲洗
桶内壁

作清洗
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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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相信各位只要在生产源水、环境、设备、包装、容器 和人员上
下足功夫，采用先进的动态杀菌技术，严格 控制环境安全，就
一定能减少和杜绝包装饮用水污染，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感谢大家！
祝各位：
事业蒸蒸日上！
企业红红火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