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乳品饮料生产企业

微生物控制策略

无锡优洁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概况

无锡优洁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无锡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主要从事于

公共卫生、制药、食品、国境口岸检疫、军工等领域的卫生控制及防护。现

为国家消毒标准专业委员会委员单位，协助卫健委对消毒清洗行业进行技术

推广，参与制定了食品行业微生物控制相关的国家标准，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全军卫生检测中心的研究合作单位。

公司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系列清洗消毒产品（优洁系列消毒剂/乔

优系列清洗剂），食品行业业务范围涵盖肉类加工、速冻食品、饮料、乳品、

烘焙、制药、休闲食品等行业。同时，配套生产COP 、CIP清洗设备等。公

司在国内建立了以上海、北京、郑州、成都等办事处为依托的全国性销售网

络，产品销售与服务遍及全国各地。

无锡优洁科技有限公司



取得的公司及产品资质

• 国家消毒标准化委员会委员单位

• 参与制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已公示）

• 已完成军方特殊产品的研发委托

• 卫生部洁净厂房（GMP）生产许可

•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项（消毒剂、清洗剂、消毒清洗剂三个技术平

台专利），一项获国际发明金奖（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

• 多个产品获卫生部批件及中华预防医学会专家推荐

• 2009年通过美国FDA注册 注册号：10137720520

无锡优洁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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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优洁科技有限公司

乔优清洗液清洗机理

降低浸润角，有效成分可渗透进小灰尘颗粒之间，更容

易松动污物颗粒，从表面除去污物。



无锡优洁科技有限公司

优洁系列消毒液具有高效、无毒、无刺
激、无腐蚀、环保等特点，全部采用食品用
消毒原料，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荣获国际发
明金奖，是中华预防医学会消毒分会推荐产
品，通过了美国FDA注册。根据检测，属高
效消毒剂。



无锡优洁科技有限公司

优洁消毒液杀菌效果

实验菌株 药物浓度 杀灭对数值 卫生部标准

大肠杆菌 0.1% 6.35(2分钟) ≧5(5分钟)

金黄色葡萄球菌 0.1% 5.75(2分钟) ≧5(5分钟)

白色念珠菌 0.1% 5.10(2分钟) ≧4(5分钟)

枯草杆菌黑色变
种芽孢

1% 5.80(10分钟) ≧5(20分钟)



无锡优洁科技有限公司

优洁消毒液安全性

急性口服毒性 LD50＞5000mg/kg b.wt 实际无毒

急性皮肤刺激性 反应积分值为0 无刺激

急性吸入毒性 LC50＞10000毫克/立方米 实际无毒

急性眼刺激性

角膜损害为0

虹膜损害为0

结膜充血为0

结膜水肿为0

无刺激

腐蚀性 不锈钢、铜 无腐蚀

重金属
铅＜1.0                                

砷＜0.05
符合国标要求



无锡优洁科技有限公司

优洁消毒液的成分和作用

复合季铵盐（十三碳）－作用于细菌细胞表

面，通过剪切力的作用，扩大细胞膜小孔孔

径，从而改变细胞膜的通透性。

醛类衍生物－在渗透压的作用下，穿过扩大

了的细胞膜小孔，进入细胞，在细菌细胞内

部释放醛基，使细菌的细胞质变性，完成杀

菌过程



无锡优洁科技有限公司

十三碳季铵盐的特点

季铵盐根据其碳链的长短具有不同的作用，当
碳链小于12碳时，季铵盐具备杀菌作用，而且
碳链越短，杀菌作用越强；当碳链大于14碳时
，季铵盐就没有了杀菌作用，应用于纺织品的
柔顺调理。

十三碳季铵盐的特点：具有一定的剪切能力，
可拉伸细胞，而不会破坏细胞。



无锡优洁科技有限公司

优洁消毒液的安全机理

由于十三碳季铵盐剪切力有限，无法拉动多
细胞的交联结构，所以醛类衍生物由于分子
结构大于细胞膜孔径，而无法进入多细胞中
的任何细胞，也就对多细胞无作用。因而优
洁消毒液对动植物无毒无害。

由于四铵（季铵）类阳离子化合物在不同的
PH值条件下或特定的催化剂存在下，即可
实现水解，可转变成无离子特性的甜菜碱结
构，甜菜碱结构是普遍存在于自然界的动植
物体内的一种化合物。



无锡优洁科技有限公司

优洁清洗消毒液的优势

清洗消毒，合二为一

快速渗透，高效去污

无毒无害、无刺激

产物降解，无污染

常温操作，节能

使用方便，省时



无锡优洁科技有限公司

优洁消毒系列产品在微生物控制方面的应用（一）

空气消毒
优洁GY-2001对空喷雾，每两小时一次，工

作液浓度0.5-1%，用量3-4KG/1000M³，可
采用人工移动超低容量喷雾器、固定定时喷
雾器、集成式自动喷雾系统。

喷雾时，生产人员无需离场，可正常进行
生产。

如环境空气中存在过氧化物、强氧化物、挥
发性强酸、挥发性强碱等物质，应考虑适当
提高使用浓度和用量。



 第一步：安装固定喷雾设备，配制0.5-1%的优洁空气消毒液

GY-2001工作液。

 第二步：将固定喷雾设备的消毒液管插入GY-2001工作液容器中。

 第三步：设定消毒时间间隔及喷雾时间（喷雾时间按设备参数

换算）。

 第四步：启动喷雾装置。

注意事项：为避免优洁空气消毒液初次使用时易对人员形成应激

反应，最初1-2个月使用浓度为0.5%，间隔为4小时，

2个月后浓度可调整为1%，间隔2小时。

乳品饮料生产车间空气的消毒

无锡优洁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优洁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类别
优洁空气消毒液

GY-2001
可释放卤素化合物

季铵盐类

化合物
熏蒸剂

主要成分

醛类衍生物，

复合季胺盐类

复配

氯，溴

烷基二甲基苄基氯化

铵 、二癸基二甲基

氯化铵、辛基癸基-二
甲基氯化铵

乳酸

吸入毒性（
LC50）

无毒
(﹥10000mg/m³)

会引起氯中毒
基本无毒

(9000mg/m³左右)

低毒

(6000mg/m³左右)

皮肤刺激性 0（无刺激） 6（强刺激） 1（轻微刺激） 2（中等刺激）

耐药性 无 无 强 强

抗干扰性 强 弱 弱 极弱

腐蚀性 对铜铝无腐蚀 对铜铝重度腐蚀 对铝轻度腐蚀 对铝中度腐蚀

稳定性 24个月以上 12个月 24个月 12个月

消毒效果
可彻底杀灭细菌、真
菌、芽孢和病毒

可彻底杀灭细菌、真菌
、芽孢和病毒

可杀灭细菌，对真菌
、芽孢和病毒无效

只能抑制细菌生长
，对真菌、芽孢和

病毒无效

残留毒性 无 高 低 中

生物降解性 良好 基本不降解 部分降解 基本不降解

杀菌机理
作用于细菌内部，隔
断细菌DNA的复制

作用于细菌外部，彻底
破坏细菌细胞结构

作用于细菌表面，无
法破坏细菌细胞内部

结构

无杀菌作用，只可
抑菌

常用环境空气消毒剂性能比较



效益分析

无可比性

无锡优洁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优洁科技有限公司

优洁消毒系列产品在微生物控制方面的应用（二）

设备清洗消毒

 优洁QY-3008A喷洒环境表面及设备外表面，每班1-2
次，工作液浓度1-2%，喷洒至表面全覆盖，约10-20
毫升/M²，可使用高压泡沫枪。

 优洁QY-3008A具有消毒、清洗双重功能，可迅速自
干，并在环境表面及设备表面形成表面活性层，不仅
可消除已形成的微生物污染源，还可防止新的微生物
污染源形成。

 可直接清洗不易拆洗设备或死角较多的设备，提高清
洗消毒效率。

 如使用强酸、强碱、过氧化物、强氧化物、阴离子化
合物（洗洁精、洗涤剂）冲洗环境及设备表面，应在
冲洗后立即重新喷洒。



生产设备的外部清洗消毒

 第一步：常温生产用水冲洗，冲洗时间为5分钟。

 第二步：固定清洗COP设备或灌装机自吸设备使用优洁清洗消毒

液QY-3008A原液，并按自带清洗程序清洗。

或者：泡沫覆盖，即按照2%的比例对优洁清洗消毒液QY-3008A

进行稀释备用。使用泡沫机对灌装机、输送带、车间地

面、环境死角进行泡沫覆盖，覆盖时间为10-15分钟。

 第三步：再用常温生产用水冲洗，冲洗时间为5分钟，环境死角

无需冲洗。

无锡优洁科技有限公司



COP固定清洗系统

无锡优洁科技有限公司

系统由主站、泡沫分站（或冲洗） 、管路系统及控制系统，根据实际需求，

可以选配多个泡沫（或冲洗）分站。

主站标准系列为1台增压泵可同时带动8套分站同时使用， 2台增压泵可同时

带动16套分站同时使用。



现场图例

无锡优洁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优洁科技有限公司



常用食品设备外部清洗剂性能比较

产品类别
优洁清洗消毒液

QY-3008A
洗洁精 泡沫清洗剂

主要成分

醛类衍生物，

复合季胺盐类

复配

表面活性剂 表面活性剂、助洗剂

口服毒性

（LD50）

无毒

（＞5000mg/kg）

低毒

（3000mg/kg）

低毒

（3000mg/kg）

皮肤刺激性 0（无刺激） 轻微刺激 轻微刺激

死角残存性 无 无 无

抗干扰性 强 弱 一般

腐蚀性 对铜铝无腐蚀 对铜铝轻微腐蚀 对铜铝有腐蚀

使用方便性 清洗消毒合二为一 无消毒功能 无消毒功能

残留毒性 无 高 有

生物降解性 全部可降解 基本不降解 部分降解

杀菌性 高效 无 无

环保性 不增加能耗、降低COD 增加COD 增加COD



效益分析

 目前国际通用配置的自清洗设备的清洗剂只有清洗功
能，不具备消毒功能。

 传统方式需要人工进行擦洗，操作时间长，效率低。

 优洁清洗消毒液（QY-3008A）既可清洗也可消毒，节
省操作时间及冲洗水量，提供清洗消毒效率。

 若配备COP的清洗消毒设备，可节约清洗消毒人工成本
约30-50%。

无锡优洁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优洁科技有限公司

优洁消毒系列产品在微生物控制方面的应用（三）

下水系统的消毒

优洁GY-1004纱布药包垂挂下水系统。

如使用强酸、强碱、过氧化物、强氧化物冲
洗下水系统，应先将纱布药包取出，待清洗
完毕后再放回，以延长使用周期。

下水系统也可用优洁QY-3008A进行水封密
闭。



 第一步：将20-30片优洁消毒片GY-1004包裹在三层纱布包中，

制成消毒药包。

 第二步：将消毒药包垂吊在下水管口中（每管1包）或排水明沟

中（每隔3米1包）。

 第三步：其他积液处直接投放1-2片优洁消毒片GY-1004。

注意事项： 优洁消毒片GY-1004药包正常情况下可使用7-10天，

但遇强酸、强碱、强氧化物会迅速分解，车间排放酸

碱时应取出药包，以避免无谓的消耗。

备注：还可用于杀菌机水箱消毒及除藻。

生产车间下水道的消毒

无锡优洁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优洁科技有限公司



效益分析

无可比性

无锡优洁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优洁科技有限公司

优洁消毒系列产品在微生物控制方面的应用（四）

生产人员手的清洗消毒
 优洁洗手液和手消毒液配合使用，可使用泡沫型喷手器，

搓揉至干。

 优洁手消毒液不宜使用普通手喷液器，因为普通手喷液器
不易完全覆盖手部皮肤，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可能会影响
消毒效果。

 优洁洗手液为非离子产品，不会与其他手消毒剂反应，易
冲洗，不伤手，而普通洗手液均为阴离子产品，不易冲净
，与绝大多数手消毒剂起反应而会对皮肤造成伤害，所以
只能与醇类手消毒剂配套使用。



 第一步：使用乔优牌洗手液对手部、手腕皮肤的清洗。润湿双

手，取适量洗手液至手心，轻揉起泡后搓洗1-2分钟，

随后用清水冲洗。

 第二步：使用优洁®消毒液(Ⅲ型)（手部消毒专用）对员工手部

、手腕皮肤进行消毒。取适量在清洗后的双手上，搓

揉1-2分钟，无需过水。

生产车间操作人员手的消毒



无锡优洁科技有限公司



常用手消毒液性能对比

产品类别 优洁手消毒液 酒精

主要成分

醛类衍生物，

复合季胺盐类，

复配护肤剂

75%的乙醇

消毒效果
可彻底杀灭细菌、

真菌、芽孢和病毒

可杀灭细菌，不能完全杀灭
霉菌和酵母菌，对芽孢和病

毒无效

抑菌时间 较长 很短，几乎没有

刺激性 无刺激，可滋润皮肤 对皮肤有刺激

耐药性 无 有

抗干扰性 强 弱

毒性 无毒无害 过量吸入有毒

贮存安全性 安全 易燃危险品



效益分析

优洁手消毒液的使用成本远低于酒精

类手消毒液，且储运成本低。

无锡优洁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优洁科技有限公司

优洁消毒系列产品在微生物控制方面的应用（五）

工作服的清洗消毒

 优洁工作服清洗液为非离子产品，泡沫少，易于漂洗，清
洗后织物没有吸附性，不会吸附空气中的尘埃粒子，可有
效降低织物的带菌量。

 兼具杀菌和柔顺功能，进一步保证清洗后的织物的微生物
安全性。

 可与漂泊剂混用。



生产车间操作人员工作服的清洗消毒

 第一步：在洗衣机的加液盒中

加入50-100克工作服清

洗剂QY-5007。

 第二步：启动洗衣机洗衣程序。

 第三步：取出烘干。

无锡优洁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优洁科技有限公司



常用衣物清洗剂性能比较

产品类别 工作服清洗液（QY-5007） 洗衣液、洗衣粉

主要成分

非离子表面活性剂

螯合剂、助洗剂

复配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碳酸钠，硅酸钠

复配

口服毒性

（LD50）

无毒

（＞5000mg/kg）

低毒

（3000mg/kg）

眼刺激性 无刺激 有刺激

衣物板结性 无 有

抗干扰性 强 弱

腐蚀性 对毛、丝织物无腐蚀 对毛、丝织物有腐蚀

使用方便性 清洗消毒合二为一 无消毒功能

残留性 泡沫低、极易漂洗 泡沫高，不易漂洗

生物降解性 全部可降解 基本不降解

杀菌性 高效 无

环保性 可直接排放
会造成水质富营养化，形成水体环

境污染



效益分析

使用成本基本一致

无锡优洁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优洁科技有限公司

优洁消毒系列产品在微生物控制方面的应用（六）

接触产品的管道、器具、包装的消毒

优洁GY-1009管道及罐体冷消毒，使用浓度0.3-

0.5%。

浸泡消毒，工作液浓度0.3-0.5%, 可将清洗后的
非固定的操作器具浸泡在工作液中，取出后擦
干即可使用。

也可用于食品包装材料的消毒，设备表面及传
送带的擦拭均可。



无锡优洁科技有限公司



常用食品设备、管道消毒剂性能比较

产品类别
优洁消毒液

GY-1009
可释放卤素化合物 过氧化物

主要成分

醛类衍生物，

复合季胺盐类

复配

氯，溴，

常见的是二氧化氯

过氧化氢

过氧乙酸

过氧辛酸等

口服毒性

（LD50）

无毒

（＞5000mg/kg）

有毒

（292mg/kg）

有毒

（210mg/kg）

皮肤刺激性 0（无刺激） 6（强刺激） 8（强刺激）

死角残存性 无 有 有

抗干扰性 强 弱 极弱

腐蚀性 对铜铝无腐蚀 对铜铝重度腐蚀 对铜铝强腐蚀

稳定性 24个月以上 12个月 6个月

残留毒性 无 高 高

生物降解性 良好 基本不降解 基本不降解

杀菌机理
作用于细菌内部，隔断

细菌DNA的复制
作用于细菌外部，彻底破坏细

菌细胞结构
作用于细菌外部，彻底破坏

细菌细胞结构

使用周期 可循环使用 不可循环，必须即配即用 不可循环，必须即配即用



效益分析

使用成本低于过氧乙酸

无锡优洁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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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优清洗系列产品在微生物控制方面的应用（七）

CIP清洗（乔优复合酸碱清洗剂）

 对脂肪、蛋白质、无机盐等热变性复杂污垢的分解去除力强；

 几乎无泡沫，比氢氧化钠易冲净，能最大限度地节约用水；

 按指导操作，对不锈钢无腐蚀，对橡胶类密封件相对温和；

 较高的性价比；



生产设备管道内部CIP清洗消毒

 第一步：常温生产用水冲洗，冲洗时间为5-8分钟。

 第二步：用75～80℃热乔优碱性清洗剂（QY-5004）循环40～50

分钟。

 第三步：清水冲洗10-15分钟。

 第四步：用常温或中温乔优酸性清洗剂（QY-6004）循环20～30

分钟。

 第五步：95℃热水循环15-20分钟或常温优洁消毒液（GY-

1009）循环5-10分钟。

注：各生产设备的清洗参数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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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氢氧化钠溶液加热5分钟清洗前后对比图（清洗样本为高淀粉、高脂肪、高盐、高固形物含量食品）



0.5%的碱性清洗液QY-5004加热5分钟清洗前后对比图（清洗样本为高淀粉、高脂肪、高盐、高固形物含量食品）



油炸锅5%的氢氧化钠清洗后 油炸锅2%的QY-5004清洗后



效益分析
2%的氢氧化钠溶液使用成本：

98%的片碱氢氧化钠市场价4.80元/公斤，使用成本为0.098元/公斤；

32%的液碱氢氧化钠市场价1.30元/公斤，使用成本为0.081元/公斤；

0.5%的碱性清洗剂QY-5004溶液使用成本：

按QY-5004市场指导价15元/公斤计，使用成本为0.075元/公斤；

在达到同等清洗效果的前提下，碱性清洗剂QY-5004的使用成本比氢氧化钠

低7-23%之间，可以帮啤酒生产企业节省大量的清洗成本及污水处理成本。

在同等消毒效果的前提下，优洁消毒液（GY-1009）的使用成本比过氧乙酸

消毒液低5-15%。

备注：所有操作都基于在生产规范（SOP）不改变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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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优清洗系列产品在微生物控制方面的应用（八）

重垢清洗

乔优泡沫清洗液QY-5008泡沫覆盖，工作液
浓度2-3%, 对设备的重垢有特效，易操作，
省时省水。

也可用于地面的清洗。

较高的性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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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分析

使用成本低于国外品牌同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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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优清洗系列产品在微生物控制方面的应用（九）

洗瓶添加剂

强效表面活性剂，清洗力强。

无毒无腐蚀，环保无磷。

配伍性好，耐酸碱。

性价比高。



以上各产品的稀释使用比例请参阅各产品标签，

或咨询无锡优洁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服务工程师。

无锡优洁科技有限公司



已应用企业

无锡优洁科技有限公司



综述
在乳品饮料生产过程中，微生物的控制一直是
个难点，但并非完全不可控，是由多个环节，
多种方法组成的系统工程，而不是仅能靠一种
方法，一个产品就能实现的，因此，只要能全
面理解微生物控制策略，再加上新型清洗消毒
产品的应用，是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效果的，我
们提供的控制方案经实践检验，也确实取得了
比较满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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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 for your lif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