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80039309.3

(22)申请日 2017.05.1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414736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3.01

(30)优先权数据

102016218885.2 2016.09.29 DE

(85)PCT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日

2018.12.24

(86)PCT国际申请的申请数据

PCT/EP2017/061117 2017.05.10

(87)PCT国际申请的公布数据

WO2018/059746 DE 2018.04.05

(73)专利权人 克朗斯股份公司

地址 德国新特劳布林

(72)发明人 G·舒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林达刘知识产权代理事

务所(普通合伙) 11277

代理人 刘新宇　张会华

(51)Int.Cl.

B08B 9/30(2006.01)

B08B 9/34(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701864 A,2005.11.30

CN 102189091 A,2011.09.21

CN 204396363 U,2015.06.17

CN 102470404 A,2012.05.23

CN 202079062 U,2011.12.21

US 3951158 A,1976.04.20

DE 102013114607 A1,2015.06.25

US 1911370 A,1933.05.30

SU 1489863 A1,1989.06.30

审查员 张东丽

 

(54)发明名称

瓶清洁装置和使用瓶清洁装置清洁瓶的方

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瓶清洁装置，其包括热水喷

射区域(41)，热水喷射区域(41)在瓶传输方向上

布置在主碱液池(3)的下游，并且热水喷射区域

(41)包括至少一个喷射区(5、6、7)，各喷射区(5、

6、7)均包括配置在喷射区下方的配对的收集池

(11、12、13)。在瓶传输方向上相继配置的各对收

集池(11、12、13)之间设置将水沿水传输方向传

输出收集池的溢流口(18、19)。瓶清洁装置还设

置有配置在热水喷射区域下游并且包括第一清

水喷射区(8)和第二清水喷射区(9)以及配置在

喷射区下方的收集装置(14、15、39)的清水喷射

区域(42、43)，以及收集装置和下一收集池之间

的另一溢流口(17、40)，所述溢流口将水沿水传

输方向传输出收集装置。借助于具有蒸发器(22)

和冷凝器(28)的热泵(23)，使冷却回路(21)中的

冷却剂冷却，冷却剂行进通过收集装置和收集

池，并且主碱液池的碱液被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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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瓶清洁装置，其包括：

‑主碱液池(3)，其用于保持碱液，

‑热水喷射区域，其在瓶传输方向上布置在所述主碱液池(3)的下游，所述热水喷射区

域具有：

一个喷射区以及与所述喷射区相关联且布置在所述喷射区下方的一个收集池

或者

在所述瓶传输方向上相继配置在下游的数个喷射区(5、6、7)以及配置在所述喷射区

(5、6、7)下方的相关联的收集池(11、12、13)，

‑清水喷射区域(42、43)，其在所述瓶传输方向上布置在所述热水喷射区域的下游，所

述清水喷射区域(42、43)具有第一清水喷射区(8)，

‑热泵(23)，其具有蒸发器(22)和冷凝器(28)，

‑闭合的冷却回路(21)，

‑碱液循环，在所述碱液循环中，碱液从所述主碱液池(3)通过所述冷凝器(28)返回到

所述主碱液池(3)中地循环，所述冷凝器(28)适于加热所述碱液，

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另一溢流口(17、40)，其布置在收集装置(14、39)和所述收集池之间，在所述瓶传输方

向上，所述另一溢流口(17、40)的下游是所述收集装置(14、39)，并且所述另一溢流口(17、

40)适于将水沿水传输方向传输出所述收集装置(14、39)，

其中所述清水喷射区域(42、43)还包括第二清水喷射区(9)以及配置在所述第一清水

喷射区(8)和所述第二清水喷射区(9)下方的所述收集装置(14、15、39)，

在所述闭合的冷却回路(21)中，冷却剂从所述蒸发器(22)通过所述收集装置(14、39)、

通过一个所述收集池或多个所述收集池返回到所述蒸发器(22)地循环，所述蒸发器适于冷

却所述冷却回路(21)中的冷却剂，并且

适于在与所述瓶传输方向相反的所述水传输方向上将水传输出所述收集池(11、12、

13)的溢流口(18、19)设置于在所述瓶传输方向上相继配置的两个相应收集池(11、12、13)

之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瓶清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瓶清洁装置还包括布置在所述

冷凝器(28)下游并且适于加热所述碱液的附加热交换器(29)。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瓶清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瓶清洁装置还包括通过所

述蒸发器(22)、压缩机(35)、所述冷凝器(28)和膨胀节流阀(34)返回所述蒸发器(22)的回

路。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瓶清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瓶清洁装置还包括预浸泡

池(2)。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瓶清洁装置，其特征在于，附加溢流口(20)设置于所述收集池

(11)和所述预浸泡池(2)之间并且适于将水从所述收集池(11)供应到所述预浸泡池(2)，其

中所述收集池(11)在所述瓶传输方向上布置在所述主碱液池(3)的下游。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瓶清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瓶清洁装置还包括后碱液装置

(46、47)，所述后碱液装置(46、47)在所述瓶传输方向上配置于所述主碱液池(3)的下游。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瓶清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后碱液装置(46、47)包括后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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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池(47)。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瓶清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后碱液装置(46、47)还包括后

碱液喷射区(46)，所述后碱液池(47)与所述后碱液喷射区(46)相关联并且所述后碱液池

(47)配置于所述后碱液喷射区(46)下方。

9.根据权利要求7或8所述的瓶清洁装置，其特征在于，另一溢流口(48)设置于所述收

集池(12)和所述后碱液池(47)之间并且适于将水从所述收集池(12)供应到所述后碱液池

(47)，所述收集池(12)在所述瓶传输方向上布置在所述后碱液池(47)的下游。

10.根据权利要求7或8所述的瓶清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瓶清洁装置还包括预浸泡

池(2)，附加溢流口(49)设置于所述后碱液池(47)和所述预浸泡池(2)之间并且适于将后碱

液从所述后碱液池(47)供应到所述预浸泡池(2)。

11.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瓶清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瓶清洁装置还包括涌出装

置(4)。

12.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瓶清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收集装置(39)由池(39)构

成。

1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瓶清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收集装置(14、15)由第一

池(14)和第二池(15)构成，其中所述第一池(14)配置在所述第一清水喷射区(8)的下方，所

述第二池(15)配置在所述第二清水喷射区(9)的下方，并且另一溢流口(17)设置于所述收

集池(13)和所述收集装置(14、15)的第一池(14)之间，在所述瓶传输方向上，所述收集池

(13)的下游相继的是所述收集装置(14、15)。

1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瓶清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瓶清洁装置还包括水回收

装置(16)，所述水回收装置(16)适于回收所述收集装置(14、15、39)的水并将再生水供应到

所述第一清水喷射区(8)。

15.一种使用根据权利要求1至14中任一项所述的瓶清洁装置清洁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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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清洁装置和使用瓶清洁装置清洁瓶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根据技术方案1的瓶清洁装置和根据技术方案15的使用瓶清洁装置清

洁瓶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DE  1  930  328  U公开了一种瓶处理机，其具有阶梯式回火浸泡(stepped 

tempered  soak)和喷射站并且具有用于处理液体的收集桶，其中在喷射站和收集桶之间配

置由返回的喷水进行作用的相应的管寄存器(tube  register)，使得通过喷水对管寄存器

中流动的液体再加热或后冷却。

[0003] DE  10  2013  114  607  A1公开了一种容器清洁机，在该容器清洁机中，容器沿传输

方向移动通过至少一个第一处理区和至少一个第二处理区，第一处理区用于利用加热过的

处理介质进行处理，其中第二处理区的介质温度低于第一处理区的介质温度，第二处理区

用作容器和容器输送器的冷却区。介质的热能借助于用于加热至少一个第二处理区的介质

的热泵来使用至少一个第二处理区的热能。

[0004] EP  2  361  697  A1公开了一种用于容器的清洁组件及其操作方法，其中清洁组件

包括用于将容器输送通过不同清洁站的输送管线。清洁站包括主碱液站、前碱液站、后碱液

站和冲洗站。

发明内容

[0005] 目的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在瓶清洁装置的水和热量消耗方面优化瓶清洁装置。

[0007] 方案

[0008] 通过根据技术方案1的瓶清洁装置和根据方案15的方法实现该目的。在从属方案

中公开优选实施方式和发展。

[0009] 瓶清洁装置包括：主碱液池，其用于保持碱液；热水喷射区域，其在瓶传输方向上

布置于主碱液池的下游。热水喷射区域包括喷射区以及与该喷射区相关联且配置于该喷射

区下方的收集池，或者在瓶传输方向上相继配置在下游的数个喷射区，各个喷射区均包括

配置于喷射区下方的相关联的收集池，其中适于将水沿与瓶传输方向相反的水传输方向传

输出收集池的溢流口设置于在瓶传输方向上相继配置的两个相应收集池之间。瓶清洁装置

还包括清水喷射区域，在瓶传输方向上，清水喷射区域布置在热水喷射区域的下游，清水喷

射区域具有第一清水喷射区和第二清水喷射区以及配置在第一清水喷射区和第二清水喷

射区下方的收集装置。另一溢流口附加地设置于收集池和在瓶传输方向上在收集池下游的

收集装置之间，其中该另一溢流口适于将水沿水传输方向传输出收集装置。此外，瓶清洁装

置包括具有蒸发器和冷凝器的热泵以及闭合的冷却回路，在所述闭合的冷却回路中，冷却

剂从蒸发器通过收集装置、通过一个收集池或多个收集池返回到蒸发器地循环，其中蒸发

器适于冷却冷却回路中的冷却剂。另外，瓶清洁装置包括碱液循环，在碱液循环中，碱液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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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碱液池通过所述冷凝器返回到主碱液池中地循环，其中冷凝器适于加热碱液。

[0010] 喷射区能够设置于喷水温度为45℃至65℃的热水喷射区域。如果设置数个喷射

区，则第一喷射区的喷水温度可以在55℃至60℃的范围，特别地，温度可以是大约58℃，在

第二喷射区中，温度在50℃至55℃的范围，特别地，温度可以是大约53℃，并且在第三喷射

区中，温度在40℃至45℃的范围，特别地，温度可以为43℃。对于相应的喷水温度应该确保

的是，在瓶传输方向上相继在彼此下游的喷射区中喷水温度降低。在各喷射区中，能够借助

于喷嘴将水喷射到被倒置传输的瓶中以便清洁瓶。

[0011] 用于热水喷射区域的术语“配置在下方”是指收集池相对于喷射区处于这样的位

置：在该位置，收集池能够收集通过喷射区的喷嘴排出的水。收集池中收集的水以及借助于

配置在瓶传输方向下游的收集池的溢流口或借助于配置在瓶传输方向下游的收集装置的

另一溢流口而进入收集池的水被供应到与收集池相关联的喷射区。与喷射区“相关联”的收

集池是指该收集池仅从该喷射区收集水。因此，能够设置一个收集池或多个收集池以收集

借助于喷嘴排出的水并使水可用于随后的工作过程。为此，收集在收集池中的水能够经由

具有泵的进给管线被供应到相应喷射区的喷嘴。

[0012] 第一和第二清水喷射区设置于清水喷射区域，其中第一清水喷射区的喷水温度能

够为大约35℃，并且第二清水喷射区的喷水温度能够为大约12℃。纯清水能够被用于第二

清水喷射区，而来自收集装置的水能够被用于第一清水喷射区。

[0013] 用于清水喷射区的术语“配置在下方”是指收集装置相对于第一和第二清水喷射

区处于这样的位置：在该位置，收集装置能够收集通过第一和第二清水喷射区的喷嘴排出

的水。收集装置中收集的水能够被供应到第一清水喷射区。因此，收集装置能够被设置成收

集借助于喷嘴排出的水并使水可用于随后的工作过程。为此，收集装置中收集的水能够经

由具有泵的进给管线被供应到第一清水喷射区。除水之外，所述水能够包括诸如碱液的添

加剂。清水不含添加剂。

[0014] 术语“溢流口”和“另一溢流口”用于区分两个收集池之间的溢流口与收集装置和

收集池之间的溢流口。

[0015] 瓶传输方向能够从主碱液池行进到热水喷射区域和清水喷射区域。沿传输方向观

察，预浸泡池能够配置在主碱液池的上游。

[0016] 水传输方向起因于借助于另一溢流口从收集装置进入收集池的水的体积流量，或

者如果存在数个收集池，则起因于借助于两个相继的收集池之间的溢流口从一个收集池流

到另一个收集池的水的体积流量。由于配置了另一溢流口以及一个或多个溢流口，所以水

从清水喷射区域向热水喷射区域流动。

[0017] 在已知的瓶清洁装置中，瓶被倒置地引导通过数个喷射区，在喷射区中，在降低污

垢浓度和温度的情况下利用水喷射内部。最后，向瓶喷射凉清水以确保期望的瓶分配温度

并完全去除清洁过的瓶中残留的碱液和表面活性剂。为此经常设置三个清水用喷杆。利用

优化的喷嘴尺寸和优化的经调节的喷射压力，每个瓶使用大约三次50ml的清水。为了节约

清水，来自最后一次清水喷射操作的冲洗水能够被处理并且在倒数第二次喷射操作重复使

用。需要更换的清水通常取自热水区域的溢流，例如大约1/3的溢流，并在最后一次喷射操

作之前恢复。然而，因为不能实现所要求的瓶的再冷却，所以不能进一步减少清水的使用。

[0018] 在根据本发明的瓶清洁装置中采用的主动再冷却使得能够向两个喷射管供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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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过的水。用于处理的水不是取自热水喷射区域，而是取自清水喷射区域，以便防止水传输

方向上的水通过量的减少引起喷射区中的碱液和表面活性剂(在瓶传输方向上携带的碱液

和表面活性剂)浓度增加。

[0019] 瓶清洁装置能够被构造为单端机或两端机(也称为双端机)。在单端机中，用于瓶

的接收口和分配口典型地设置在瓶清洁装置的同一侧。然而，在两端机中，用于瓶的接收口

和分配口典型地设置于瓶清洁装置的不同侧。

[0020] 瓶清洁装置还能够包括在冷凝器下游并适于加热碱液的附加热交换器。能够利用

蒸汽或热水加热附加热交换器。如果利用冷凝器对碱液的加热不充分，则能够利用附加热

交换器使碱液的温度升高到期望温度。

[0021] 瓶清洁装置还能够包括行进通过蒸发器、压缩机、冷凝器和膨胀节流阀

(expansion  throttle)而返回蒸发器的的回路。压缩机和膨胀节流阀能够是瓶清洁装置的

部件。

[0022] 瓶清洁装置还能够包括预浸泡池。预浸泡介质的温度能够在35℃至45℃之间。瓶

能够浸入预浸泡池的预浸泡介质中以分离粘附于瓶的任何污垢。

[0023] 附加溢流口能够设置于收集池和预浸泡池之间并且适于将水从该收集池供应到

预浸泡池，其中收集池在瓶传输方向上布置于主碱液池的下游。

[0024] 瓶清洁装置能够包括后碱液装置(post  lye  device)，其在瓶传输方向上配置于

主碱液池下游。

[0025] 后碱液装置能够包括后碱液池。瓶能够在进入热水喷射区域之前浸入后碱液池。

后碱液的温度可以在60℃至65℃的范围。

[0026] 后碱液装置还能够包括后碱液喷射区，其中后碱液池与后碱液喷射区相关联并且

后碱液池配置在后碱液喷射区下方。在后碱液喷射区中，能够利用喷嘴将来自后碱液池的

水喷射到瓶上。用于后碱液喷射区域的术语“配置在该处下方”是指后碱液池相对于后碱液

喷射区处于这样的位置：在该位置，后碱液池能够收集通过喷射区的喷嘴排出的水。后碱液

池中收集的水以及借助于在瓶传输方向上的下游的收集池的溢流口进入后碱液池的水被

供应到与后碱液池相关联的后碱液喷射区。与后碱液喷射区“相关联”的后碱液池是指该后

碱液池仅从后碱液喷射区收收集水。除水之外，所述水还能够包括诸如碱液的添加剂。

[0027] 另一溢流口能够设置于后碱液池和收集池之间，其中收集池在瓶传输方向上布置

于后碱液池的下游，并且后碱液池能够适于将水从该收集池供应到后碱液池。术语“另一溢

流口”用于区分该溢流口与瓶清洁装置的其它溢流口。

[0028] 附加溢流口能够设置于后碱液池和预浸泡池之间并且适于将后碱液从后碱液池

供应到预浸泡池。

[0029] 瓶清洁装置还能够包括涌出装置(gushing  device)。涌出装置能够在瓶传输方向

上配置于主碱液池的下游。在瓶从主碱液池浮出之后，能够利用涌出使标签或标签残留物

从瓶分离。

[0030] 在第一实施方式中，收集装置能够包括池。第一清水喷射区的喷水和第二清水喷

射区的喷水由这一个池收集。这是指为第一和第二清水喷射区设置单个共用池。所收集的

水被供应到第一清水喷射区，而为第二清水喷射区供应纯清水。由于第一清水喷射区的所

收集的水是从收集装置供应，所以第一清水喷射区不对容器施加纯清水；除了通过第二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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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喷射区排出并进入收集装置的纯清水之外，第一清水喷射区排出的水能够包括诸如碱液

的添加剂。因此，第一清水喷射区代表所谓的第一清水喷射区，这是因为它没有被供应纯清

水。

[0031] 在另一实施方式中，收集装置能够包括第一池和第二池，其中第一池配置在第一

清水喷射区下方，第二池配置在第二清水喷射区下方，并且另一溢流口设置于收集池和收

集装置的第一池之间，在瓶传输方向上，该收集池下游相继的是收集装置。这是指为第一和

第二清水喷射区均设置一个池。通过使用这两个池，瓶清洁装置的清水需求能够减少高达

50％。

[0032] 此外，设置水回收装置，其适于回收收集装置的水并将再生水供应到第一清水喷

射区。水回收装置能够被设置为用于颗粒分离、中和、表面活性剂分离和/或消毒。

[0033] 另外，本发明包括使用如上所述或下文所述的瓶清洁装置清洁瓶的方法。

[0034] 该方法能够包括以下步骤：

[0035] ‑将瓶浸入具有水的预浸泡池，

[0036] ‑使瓶从预浸泡池浮出，

[0037] ‑在瓶输送方向上将瓶从预浸泡池传输到主碱液池，

[0038] ‑将瓶浸入具有碱液的主碱液池，

[0039] ‑使瓶从主碱液池浮出，

[0040] ‑在瓶传输方向上将瓶从主碱液池传输到热水喷射区域，

[0041] ‑在热水喷射区域的喷射区中喷射瓶内部，并且在与喷射区相关联且配置在喷射

区下方的收集池中收集喷水

[0042] 或者

[0043] 在热水喷射区域的在瓶传输方向上相继布置在下游的数个喷射区中喷射瓶内部，

其中各喷射区中的喷水由与喷射区相关联且配置在该喷射区下方的收集池收集，并且借助

于溢流口在与瓶传输方向相反的水传输方向上传输水，溢流口分别设置于在瓶传输方向上

相继布置的两个收集池之间，

[0044] ‑在瓶传输方向上将瓶从热水喷射区域传输到具有第一清水喷射区、第二清水喷

射区以及配置在第一清水喷射区和第二清水喷射区下方的收集装置的清水喷射区域，其中

在第一清水喷射区中用来自收集装置的水喷射瓶内部，在第二个清水喷射区中用清水喷射

瓶内部，并且来自第一清水喷射区的喷水和来自第二清水喷射区的喷水由收集装置收集，

[0045] ‑借助于收集装置和收集池之间的另一溢流口来传输水，其中在瓶输送方向上，收

集池的下游是收集装置，

[0046] ‑借助于热泵的蒸发器冷却闭合的冷却回路中的冷却剂，其中冷却剂在冷却回路

中从蒸发器通过收集装置、通过一个收集池或多个收集池返回到蒸发器地循环，

[0047] ‑在碱液循环中借助于热泵的冷凝器加热碱液，其中碱液从主碱液池通过冷凝器

返回到主碱液池中地循环，

[0048] ‑利用冷凝器下游的附加热交换器加热碱液，

[0049] ‑在冷却回路中循环介质，介质通过蒸发器、压缩机、冷凝器和膨胀节流阀返回蒸

发器，

[0050] ‑借助于该收集池和预浸泡池之间的附加溢流口，将来自收集池的水供应到预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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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池，其中收集池在瓶传输方向上布置在主碱液池的下游，

[0051] ‑在涌出装置中使瓶涌出，

[0052] ‑利用收集装置的池收集来自第一清水喷射区和第二清水喷射区的水，或

[0053] 利用收集装置的第一池收集来自第一清水喷射区的水并且利用收集装置的第二

池收集来自第二清水喷射区的水，

[0054] ‑借助于水回收装置处理收集装置的水并将再生水供应到第一清水喷射区。

附图说明

[0055] 为了更好的理解和说明的目的，附图借助于示例示出本发明的各方面，在附图中：

[0056] 图1示出了瓶清洁装置的第一实施方式的框图；

[0057] 图2示出了瓶清洁装置的第二实施方式的框图；

[0058] 图3示出了瓶清洁装置的第三实施方式的框图；并且

[0059] 图4示出了瓶清洁装置的第四实施方式的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60] 图1示出了瓶清洁装置1的第一实施方式的框图，瓶清洁装置1包括预浸泡池2、主

碱液池3、涌出装置4、具有三个不同喷射区5、6、7的热水喷射区域41以及具有第一清水喷射

区8和第二清水喷射区9的清水喷射区域42。

[0061] 借助于输送带(未示出)能够为瓶清洁装置1供应待清洁的瓶。这些瓶能够放置在

瓶载体的瓶单元中，其中瓶载体用于将瓶传输通过瓶清洁装置1。瓶被供应到预浸泡池2并

浸入预浸泡碱液。瓶能够被预清洁以去除附着的污垢并在预浸泡池2中加热。预浸泡池2能

够具有大约35℃至45℃的温度。

[0062] 然后以使得液体能够从瓶排出的方式使瓶能够从预浸泡池2中浮出。然后瓶被供

应到主碱液池3并浸入碱液。主碱液池3的碱液能够具有大约70℃至85℃的温度或者大约78

℃至80℃的温度。在主碱液池3中从瓶分离的标签被主碱液池3中施加的电流选择性地分开

并从碱液中移除以保持低污染。在瓶从主碱液池3浮出之后，借助于涌出装置4涌出到瓶上

进一步有助于此。

[0063] 然后，倒置方式的瓶能够通过热水喷射区域41的三个不同的喷射区5、6、7，其中借

助于喷嘴10喷射瓶内部并且/或者从外部喷淋瓶。

[0064] 第一喷射区5的喷水能够具有55℃至60℃的温度，特别地，该温度能够是大约58

℃，第二喷射区6中的喷水温度可以在50℃至55℃的范围，特别地，该温度能够是大约53℃，

第三喷射区7中的喷水温度可以在40℃至45℃的范围，特别地，该温度能够是大约43℃。对

于相应的喷水温度，要确保在瓶传输方向上相继跟随彼此的三个喷射区5、6、7中的喷水温

度降低。

[0065] 此后，倒置方式的瓶通过清水喷射区域42，其中第一清水喷射区8的喷水温度在32

℃至38℃的范围，特别地，该温度是大约35℃，第二清水喷射区9的喷水温度在10℃至14℃

的范围，特别地，该温度是大约12℃。

[0066] 喷水温度在三个相继的喷射区5、6、7以及第一清水喷射区8和第二清水喷射区9中

降低引起瓶逐渐冷却。结果，瓶材料中的应力被最小化，因此瓶被准备好用于随后的冷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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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0067] 第一喷射区5、第二喷射区6和第三喷射区7与第一收集池11、第二收集池12和第三

收集池13对应地相关联，其中收集池11、12、13均配置于对应的喷射区5、6、7下方。收集池

11、12、13用于收集施加于瓶的喷水并使喷水可用于随后的喷射处理。为此，所收集的水经

由具有泵36的进给管线供应到相应喷射区5、6、7的喷嘴10。

[0068] 布置在第一清水喷射区8和第二清水喷射区9下方的是收集装置14、15，在所示出

的实施方式中，收集装置14、15包括用于分别从第一清水喷射区8和第二清水喷射区9收集

施加于瓶的喷水的第一池14和第二池15。水从第一池14和第二池15排出并一起供应到水回

收装置16。水在回收之后被用作第一清水喷射区8中的喷水。水的回收可能需要颗粒分离、

中和、表面活性剂分离和/或消毒。由于从清水喷射区域移除了未回收的水，所以可能省略

颗粒分离和消毒措施，这是因为在第二清水喷射区9中利用清水冲洗了瓶。

[0069] 在图1中以简化的方式说明了所使用的不同量的喷水，三个喷嘴10分别示于第一

喷射区、第二喷射区和第三喷射区，在第一清水喷射区8中仅示出了两个喷嘴10，在第二清

水喷射区9中仅示出了一个喷嘴。

[0070] 从现有技术中已知的是，以级联方式(cascading  manner)设置瓶清洁装置，使得

进给的水能够从一个收集池溢流到下一收集池，因此进给的水也能够在那里用作喷水。优

选地，在这种级联的开始处进给清水。

[0071] 在没有进一步措施的情况下，归因于所说明的第二清水喷射区9中需要供应的清

水量的减少，这种级联式设置将引起这里说明的瓶清洁装置1中的下游第一池14和下游收

集池11、12、13中的温度升高。

[0072] 瓶清洁装置1包括第一池14和第三收集池13之间的一个溢流口17、第三收集池13

和第二收集池12之间的一个溢流口18以及第二收集池12和第一收集池11之间的一个溢流

口19。第一收集池11的溢流口20与预浸泡池2连通。过滤器能够设置于各个溢流口17、18、

19、20以过滤溢流的水。能够经由溢流阀37对溢流口17、18、19、20供应水。

[0073] 在第二池15和第一池14之间不期望有通过溢流口的连接。如上所述，水从第一池

14和第二池15中的每一个池排出并且一起被供应到水回收装置16。

[0074] 为了考虑归因于减少的清水供应而产生的热量盈余，在第一池14、第三收集池13、

第二收集池12和第一收集池11中提供水的主动冷却，其中第一池14、第三收集池13、第二收

集池12和第一收集池11均配备有热交换器并且具有在冷却回路21中连续地循环通过的冷

却剂。能够借助于该冷却回路21从第一池14、第三收集池13、第二收集池12和第一收集池11

中的水收回先前已经通过现有技术瓶清洁装置的级联设置的较高清水通过量移除的热量。

[0075] 冷却回路21中的冷却剂在与水的流动方向(即水的传输方向)并流的流中通过，该

流流过溢流口17、18、19、20。

[0076] 离开第一收集池11的被加热的冷却剂被供应到热泵23的蒸发器22的第一入口24。

冷却剂的温度可以在57℃至63℃的范围，特别地，该温度能够是大约60℃。冷却剂在蒸发器

22中冷却并通过第一出口25离开蒸发器22。然后，冷却剂的温度可以在38℃至42℃的范围，

特别地，该温度能够是大约40℃。冷却剂从那里通过冷却回路21到第一池14，然后借助于冷

却剂的热吸收在第一池14中使水冷却。因此，水分别在第三收集池13、第二收集池12和第一

收集池11中冷却，冷却回路21类似地通过第三收集池13、第二收集池12和第一收集池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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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7] 布置在主碱液池3的附加热交换器29上游的碱液热交换器用作热泵23的冷凝器

28。碱液从主碱液池3供应到冷凝器28的第一入口30并且归因于瓶载体与瓶单元以及瓶一

起浸没而冷却，因此碱液比主碱液池3的预期温度冷。该较冷的碱液能够具有大约74℃的温

度。碱液在冷凝器28中被加热并且通过第一出口31离开冷凝器28。被加热的碱液能够具有

大约76℃的温度。如果归因于在冷凝器28中的碱液的加热而已经达到主碱液池3的期望温

度，则在主碱液池3中不需要通过附加热交换器29进一步加热碱液。能够利用蒸汽或热水加

热附加热交换器29。如果利用冷凝器28加热主碱液池3中的碱液不充分，则能够利用附加热

交换器29使碱液的温度升高到期望温度。

[0078] 利用通过第二入口32进入冷凝器并在那里液化的介质的散热在冷凝器28中加热

碱液。介质通过第二出口33离开冷凝器28；介质在那里的温度可以在78℃至82℃的范围，特

别地，该温度能够是大约80℃。介质通过膨胀节流阀34并通过第二入口26进入蒸发器22。在

通过膨胀节流阀之后，介质的温度可以在33℃至38℃的范围，特别地，该温度能够是大约35

℃。介质经由第二出口27离开蒸发器22并且在介质经由第二入口32返回冷凝器28之前通过

压缩机35。

[0079] 当瓶已经通过瓶清洁装置1时，能够从瓶载体的瓶单元中移除清洁过的瓶并且使

用传送带将清洁过的瓶传输到例如灌装装置。

[0080] 图2示出了瓶清洁装置38的第二实施方式的框图。该第二实施方式的瓶清洁装置

38与第一实施方式的瓶清洁装置1不同之处在于：为第一清水喷射区8和第二清水喷射区9

仅设置一个池39而非两个池。

[0081] 瓶清洁装置38包括一个池39和第三收集池13之间的溢流口40。与第一实施方式类

似，该瓶清洁装置38还包括第三收集池13和第二收集池12之间的一个溢流口18以及第二收

集池12和第一收集池11之间的一个溢流口19。第一收集池11的溢流口20与预浸泡池2连通。

过滤器能够设置于各个溢流口40、18、19、20以过滤溢流的水。

[0082] 所收集的水被从一个池39排出并供应到水回收装置16。水在回收之后在第一清水

喷射区8中用作喷水。水的回收可能需要颗粒分离、中和、表面活性剂分离和/或消毒。由于

从清水喷射区域移除未回收的水，所以可能省略颗粒分离和消毒措施，这是因为利用清水

冲洗第二清水喷射区9中的瓶。

[0083] 为了考虑由清水供应减少而引起的热量盈余，在第二实施方式的瓶清洁装置38中

也提供主动冷却，借助于该主动冷却，能够冷却一个池39、第三收集池13、第二收集池12和

第一收集池11中的水。一个池39和三个收集池11、12、13均配备有热交换器并且具有在冷却

回路21中连续地循环通过的冷却剂。能够借助于该冷却回路21从一个池39和三个收集池

11、12、13中的水收回先前已经通过现有技术瓶清洁装置的级联设置的较高清水通过量移

除的热量。

[0084] 冷却回路21中的冷却剂在与水的流动方向并流的流中通过，该流流过溢流口40、

18、19、20。

[0085] 离开第一收集池11的被加热的冷却剂被供应到热泵23的蒸发器22的第一入口24。

冷却剂的温度能够为大约60℃。冷却剂在蒸发器22中被冷却并通过第一出口25离开蒸发器

22。然后，冷却剂的温度可以在38℃至42℃的范围，特别地，温度能够是大约40℃。从那里，

冷却剂通过冷却回路21到一个池39，然后，在一个池39、第三收集池13、第二收集池12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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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集池11中使水冷却。

[0086] 图3示出了第三实施方式的瓶清洁装置44，除了第一喷射区5和相关联的收集池11

之外，瓶清洁装置44对应于图1所示的第一实施方式的瓶清洁装置1。在第三实施方式中，瓶

清洁装置44包括后碱液喷射区46，在瓶传输方向上，后碱液喷射区46布置在主碱液池3的下

游，并且借助于使用泵36的进给管线将来自后碱液池47的液体供应到后碱液喷射区47的喷

嘴10。后碱液池47配置在后碱液喷射区46下方。术语“配置在下方”是指后碱液池47相对于

后碱液喷射区46处于这样的位置：在该位置，后碱液池47能够收集通过喷嘴10排出的水。后

碱液的温度可以在60℃至65℃的范围。

[0087] 能够借助于喷嘴10使来自后碱液池47的液体喷射到被引导经过的瓶上或瓶中。在

未示出的瓶清洁装置的另一实施方式中，能够设置成使瓶浸没在后碱液池47中而不进行任

何喷射。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省略所设置的喷嘴10和具有泵36的进给管线；但是，例如取决

于当前处理的瓶的类型，也能够设置喷嘴10和具有泵36的进给管线以获得可选择的替代方

案。

[0088] 另一溢流口48设置于第二收集池12和后碱液池47之间并且适于将水从该收集池

12供应到后碱液池47。后碱液池47和预浸泡池2之间的该附加溢流口49适于将后碱液从后

碱液池47供应到预浸泡池2。

[0089] 为了考虑归因于清水供应减少而产生的热量盈余，在第三实施方式中，在第一池

14、第三收集池13、第二收集池12和后碱液池47中提供水的主动冷却，其中第一池14、第三

收集池13、第二收集池12和后碱液池47均配备有热交换器并且具有在冷却回路21中连续地

循环通过的冷却剂。能够借助于该冷却回路21从第一池14、第三收集池13、第二收集池12和

后碱液池47中的水收回先前已经通过现有技术瓶清洁装置的级联设置的较高清水通过量

移除的热量。

[0090] 冷却回路21中的冷却剂在与水的流动方向(即水的传输方向)并流的流中通过，该

流流过溢流口17、18、48、49。

[0091] 图4示出了第四实施方式的瓶清洁装置50，其大致对应于第三实施方式，其中为第

一清水喷射区8和第二清水喷射区9仅设置一个池39而非两个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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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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