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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低泡绿色CIP杀菌浓缩型清洗剂

(57)摘要

一种低泡绿色CIP杀菌浓缩型清洗剂，本发

明涉及CIP程序清洗剂领域。本发明要解决目前

食品工业中清洗过程时间较长，工业废水易造成

环境污染，不符合绿色清洗标准的技术问题。清

洗剂由活性成分、助剂、螯合剂、渗透剂、消泡剂、

杀菌剂、pH调节剂和余量去离子水制备而成。本

发明能适用于食品生产线CIP的清洗，有良好的

抗硬水性及去污能力，使用生物降解性良好的

非/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是集低泡杀菌二合一的

一种高效CIP绿色清洗剂，能够有效去除各种食

品污垢。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9页

CN 107937171 B

2020.02.04

CN
 1
07
93
71
71
 B



1.一种低泡绿色CIP杀菌浓缩型清洗剂，其特征在于该清洗剂按重量百分数由1～5％

烷基糖苷、1～12％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0～6％改性油脂乙氧基化物、0～8％改性油脂

乙氧基化合物磺酸盐、0～3％椰子油脂肪酸二乙醇酰胺6501、0.5～2.0％十一烷基咪唑啉

两性表面活性剂、1～5％助剂、1～6％螯合剂、0～2％渗透剂、0.1～0.4％消泡剂、0.1～

0.3％杀菌剂、0.05～0.15％pH调节剂和余量去离子水制备而成；

所述改性油脂乙氧基化物为SOE-N-60；

所述改性油脂乙氧基化合物磺酸盐为SNS8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低泡绿色CIP杀菌浓缩型清洗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烷基糖

苷为C08-10  APG或C12-14  APG。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低泡绿色CIP杀菌浓缩型清洗剂，其特征在于所述脂肪酸

甲酯乙氧基化物为FMEE24-09或FMEE68-1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低泡绿色CIP杀菌浓缩型清洗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助剂为

碳酸钠和硅酸钠中的一种或两种组合。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低泡绿色CIP杀菌浓缩型清洗剂，其特征在于所述螯合剂

为柠檬酸钠和EDTA-4Na中的一种或两种组合。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低泡绿色CIP杀菌浓缩型清洗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渗透剂

为吐温-20。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低泡绿色CIP杀菌浓缩型清洗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消泡剂

为乳化硅油。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低泡绿色CIP杀菌浓缩型清洗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杀菌剂

为二溴海因，所述pH调节剂为柠檬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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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低泡绿色CIP杀菌浓缩型清洗剂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CIP程序清洗剂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食品加工企业，原地清洗程序CIP(Clean  in  Place)广泛应用于乳品工业、

啤酒、饮料、果汁、药液、矿泉水等食品、卫生工业企业，特别是乳制品企业。原地清洗系统是

一种理想的设备及管道清洗方法，在不用拆卸设备、零部件、管道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清洗。

食品工业清洗主要清洗食品中的糖类、蛋白质、油脂等污垢，因为加工的方式不同，产生的

食品行业的污垢种类也是千变万化的，生产中所产生的污垢不是以单一成分的形式存在，

这些复合污垢的清洗如果通过冷水预清洗—碱性洗液清洗—清水清洗—酸洗洗液清洗—

热水冲洗的CIP清洗程序。其清洗过程时间较长，能耗高且成本昂贵，所产生的工业废水易

造成环境污染，不符合绿色清洗标准。目前食品加工企业原地清洗程序使用的洗剂为：强碱

性洗剂、弱碱性洗剂、中性洗剂、酸性洗剂、杀菌洗剂。因此需要使用一种含有其他助剂的复

合型低泡绿色可生物降解清洗剂来提高食品工业的清洗效率及清洗效果。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目前食品工业中清洗过程时间较长，能耗高且成本昂贵，所产生的

工业废水易造成环境污染，不符合绿色清洗标准的技术问题，而提供一种低泡绿色CIP杀菌

浓缩型清洗剂。

[0004] 一种低泡绿色CIP杀菌浓缩型清洗剂按重量百分数由1～5％烷基糖苷、1～12％脂

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0～6％改性油脂乙氧基化物、0～8％改性油脂乙氧基化合物磺酸盐、

0～3％椰子油脂肪酸二乙醇酰胺6501、0.5～2.0％十一烷基咪唑啉两性表面活性剂、1～

5％助剂、1～6％螯合剂、0～2％渗透剂吐温-20、0.1～0.4％消泡剂乳化硅油、0.1～0.3％

杀菌剂二溴海因、0.05～0.15％pH调节剂和余量去离子水制备而成。

[0005] 一种低泡绿色CIP杀菌浓缩型清洗剂的制备方法，按以下步骤进行：

[0006] 一、按重量百分数称取1～5％烷基糖苷、1～12％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0～6％

改性油脂乙氧基化物、0～8％改性油脂乙氧基化合物磺酸盐、0～3％椰子油脂肪酸二乙醇

酰胺6501、0.5～2.0％十一烷基咪唑啉两性表面活性剂、1～5％助剂、1～6％螯合剂、0～

2％渗透剂吐温-20、0 .1～0 .4％消泡剂乳化硅油、0.1～0.3％杀菌剂二溴海因、0.05～

0.15％pH调节剂柠檬酸和余量去离子水；将去离子水分为组分A和组分B；

[0007] 二、将组分A去离子水加热至60～70℃，加入助剂及螯合剂，搅拌至完全溶解，然后

依次加入烷基糖苷、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改性油脂乙氧基化物、改性油脂乙氧基化物磺

酸盐、吐温-20、椰子油脂肪酸二乙醇酰胺、十一烷基咪唑啉两性表面活性剂和乳化硅油，搅

拌均匀，再加入组分B去离子水，继续搅拌至温度降为室温，然后加入柠檬酸调节pH至8.0～

8.8，加入二溴海因，得到一种低泡绿色CIP杀菌浓缩型清洗剂。

[000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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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本发明技术方案能适用于不同食品生产线CIP程序的清洗，配方具有良好的抗硬

水性及去污能力，使用生物降解性良好的非/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是集低泡杀菌二合一的一

种高效CIP绿色清洗剂，能够有效去除各种食品污垢。产品配方成分符合《食品用消毒剂原

料(成份)名单(2009版)》、国标GB  2760-2014、GB  22115-2008及GB  14930.1-2015中要求。

[0010] 本发明所制备的一种高效绿色低泡CIP杀菌浓缩型清洗剂，其理化指标、微生物指

标都已达到或高于国家标准，其不同稀释倍数清洗溶液的即时杀菌率及长期杀菌率都高于

行业标准，其瞬时消泡速率明显可以在0.5min中内实现有效消泡。本发明涉及的一种高效

绿色低泡CIP杀菌浓缩型清洗剂，较现有CIP酸碱清洗剂使用量可以降低50％，程序清洗时

间可缩短25％，CIP清洗用水量可以节约30％，无需使用加热系统可节约设备购置费用

30％，同时所产生的清洗废水可直接排放，无需酸碱中和废水处理系统可节约购置费用

20％。其使用无需考虑水的硬度，对清洗设备无腐蚀，可以降低设备维护成本30％。

[0011] 本发明通过选用以烷基糖苷、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FMEE、改性油脂乙氧基化物

SOE、改性油脂乙氧基化合物磺酸盐SNS、椰子油脂肪酸二乙醇酰胺6501、十一烷基咪唑啉两

性表面活性剂为主复配的阴离子/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不仅与其他组分之间具有良好的相容

性，而且泡沫低易冲洗达到节水的效果，还能有效地提高非离子表面活性剂的脱脂率。本浓

缩型清洗剂不会出现凝胶现象；通过加入螯合剂柠檬酸钠或EDTA-4Na有效地除去水中的钙

镁离子，加入碳酸钠可以提高清洗剂的去污力；吐温-20具有较强的渗透能力，对硬表面油

污的去除能力较强。

[0012] 本发明制备的清洗剂用于食品CIP生产线的清洗。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本发明技术方案不局限于以下所列举的具体实施方式，还包括各具体实施方式之

间的任意组合。

[0014] 具体实施方式一：本实施方式一种低泡绿色CIP杀菌浓缩型清洗剂按重量百分数

由1～5％烷基糖苷、1～12％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0～6％改性油脂乙氧基化物、0～8％

改性油脂乙氧基化合物磺酸盐、0～3％椰子油脂肪酸二乙醇酰胺6501、0.5～2.0％十一烷

基咪唑啉两性表面活性剂、1～5％助剂、1～6％螯合剂、0～2％渗透剂、0.1～0.4％消泡剂、

0.1～0.3％杀菌剂、0.05～0.15％pH调节剂和余量去离子水制备而成。

[0015] 椰子油脂肪酸二乙醇酰胺6501，易溶于水、具有良好的发泡、稳泡、渗透去污、抗硬

水等功能。无危险。

[0016] 十一烷基咪唑啉两性表面活性剂(1-羧甲基氧乙基-1-羧甲基-2-烷基咪唑啉钠

盐)对眼睛和皮肤刺激性较小，具有良好的发泡性能。无危险。

[0017] 具体实施方式二：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不同的是：所述烷基糖苷为C08-

10APG或C12-14APG。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0018] 烷基糖苷简称APG，它是由脂肪醇与葡萄糖在催化剂条件下合成的一种绿色表面

活性剂，其具有高渗透性，耐碱性，良好的生态安全性。购买于上海发凯化工有限公司。

[0019] 具体实施方式三：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或二不同的是：所述脂肪酸甲酯

乙氧基化物为FMEE  24-09或FMEE  68-15。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一或二相同。

[0020] 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FMEE)是一种低泡沫的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具有优异的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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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性能，特别是分散性强，在净洗过程中能够有效防止污垢的再沉积，适用于油脂和蜡质的

清洗。购买于中轻日化科技有限公司。

[0021] 具体实施方式四：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三之一不同的是：所述改性油

脂乙氧基化物为SOE-N-60。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三之一相同。

[0022] 改性油脂乙氧基化合物SOE-N-60是以天然可再生油脂为原料通过乙氧基化制得

的一种绿色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其水溶液无凝胶相产生，具有优良的洗涤性能，安全无刺

激。购买于中轻日化科技有限公司。

[0023] 具体实施方式五：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四之一不同的是：所述改性油

脂乙氧基化合物磺酸盐为SNS  80。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四之一相同。

[0024] 改性油脂乙氧基化合物磺酸盐SNS  80是以天然可再生油脂为原料通过乙氧基化

而后再磺酸化制得的一种阴离子表面活性剂，产品具有优良的去污性能泡沫低，易漂洗，无

凝胶区，产品冻点低对皮肤温和，无刺激性，无毒，可明显改善配方的温和性。购买于中轻日

化科技有限公司。

[0025] 具体实施方式六：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五之一不同的是：所述螯合剂

为柠檬酸钠和EDTA-4Na中的一种或两种组合。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五之一相同。

[0026] 螯合剂为柠檬酸钠和EDTA-4Na两种组合时按任意比例。

[0027] 具体实施方式七：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六之一不同的是：助剂为碳酸

钠和硅酸钠中的一种或两种组合。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六之一相同。

[0028] 助剂为碳酸钠和硅酸钠两种组合时按任意比例。

[0029] 具体实施方式八：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七之一不同的是：所述渗透剂

为吐温-20。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七之一相同。

[0030] 吐温-20：聚氧乙烯失水山梨醇单月桂酸酯属于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对矿物油、植

物油、动物油脂等各种油脂类均有良好的乳化作用、分散作用、增溶作用。无危险。

[0031] 具体实施方式九：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八之一不同的是：所述消泡剂

为乳化硅油。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八之一相同。

[0032] 具体实施方式十：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九之一不同的是：所述杀菌剂

为二溴海因。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九之一相同。

[0033] 二溴海因也是一种高效、安全的杀菌消毒剂，具有强烈杀灭真菌、细菌及病毒的效

果。购买于上海巴司德尼消毒科技有限公司。

[0034] 具体实施方式十一：具体实施方式一所述的一种低泡绿色CIP杀菌浓缩型清洗剂

的制备方法按以下步骤进行：

[0035] 一、按重量百分数称取1～5％烷基糖苷、1～12％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0～6％

改性油脂乙氧基化物、0～8％改性油脂乙氧基化合物磺酸盐、0～3％椰子油脂肪酸二乙醇

酰胺6501、0.5～2.0％十一烷基咪唑啉两性表面活性剂、1～5％助剂、1～6％螯合剂、0～

2％渗透剂吐温-20、0 .1～0 .4％消泡剂乳化硅油、0.1～0.3％杀菌剂二溴海因、0.05～

0.15％pH调节剂柠檬酸和余量去离子水；将去离子水分为组分A和组分B；

[0036] 二、将组分A去离子水加热至60～70℃，加入助剂及螯合剂，搅拌至完全溶解，然后

依次加入烷基糖苷、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改性油脂乙氧基化物、改性油脂乙氧基化物磺

酸盐、吐温-20、椰子油脂肪酸二乙醇酰胺、十一烷基咪唑啉两性表面活性剂和乳化硅油，搅

说　明　书 3/9 页

5

CN 107937171 B

5



拌均匀，再加入组分B去离子水，继续搅拌至温度降为室温，然后加入柠檬酸调节pH至8.0～

8.8，加入二溴海因，得到一种低泡绿色CIP杀菌浓缩型清洗剂。

[0037] 采用以下实施例和对比实验验证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38] 实施例一：

[0039] 本实施例一种低泡绿色CIP杀菌浓缩型清洗剂由2.5g烷基糖苷C08-10APG、10g脂肪

酸甲酯乙氧基化物FMEE  24-09、5g改性油脂乙氧基化物SOE-N-60、5g改性油脂乙氧基化合

物磺酸盐SNS  80、1.5g十一烷基咪唑啉两性表面活性剂、1.0g  EDTA-4Na、1.0g碳酸钠、1.0g

吐温-20、0.2g乳化硅油、0.3g二溴海因、0.2g柠檬酸和去离子水制备而成。

[0040] 制备方法按以下步骤进行：

[0041] 一、称取2.5g烷基糖苷C08-10APG、10g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FMEE  24-09、5g改性油

脂乙氧基化物SOE-N-60、5g改性油脂乙氧基化合物磺酸盐SNS  80、1.5g十一烷基咪唑啉两

性表面活性剂、1.0g  EDTA-4Na、1.0g碳酸钠、1.0g吐温-20、0.2g乳化硅油、0.3g二溴海因、

0.2g柠檬酸和去离子水；

[0042] 二、将40g去离子水加热至70℃，加入EDTA-4Na、碳酸钠，搅拌至完全溶解，然后依

次加入烷基糖苷C08-10APG、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FMEE  24-09、改性油脂乙氧基化物SOE-N-

60、改性油脂乙氧基化物磺酸盐SNS  80、吐温-20、十一烷基咪唑啉两性表面活性剂和乳化

硅油，搅拌均匀，再加入32g去离子水，继续搅拌至温度降为室温，然后加入柠檬酸调节pH至

8.5，加入二溴海因，得到一种低泡绿色CIP杀菌浓缩型清洗剂。

[0043] 本实施例中烷基糖苷C08-10APG、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FMEE  24-09、改性油脂乙氧

基化物SOE-N-60、改性油脂乙氧基化物磺酸盐SNS  80和十一烷基咪唑啉两性表面活性剂为

活性成分；EDTA-4Na为螯合作用；碳酸钠为去污作用；吐温-20为渗透作用；乳化硅油为泡沫

控制作用；二溴海因为杀菌成分；柠檬酸为pH调节剂；水为溶剂。

[0044] 实施例二：

[0045] 本实施例一种低泡绿色CIP杀菌浓缩型清洗剂由2.5g烷基糖苷C08-10APG、9.0g脂肪

酸甲酯乙氧基化物FMEE  68-15、6.0g改性油脂乙氧基化合物磺酸盐SNS  80、2.0g椰子油脂

肪酸二乙醇酰胺6501、1.0g十一烷基咪唑啉两性表面活性剂、1.0g碳酸钠、0.5g硅酸钠、

4.0g柠檬酸钠、0.3g乳化硅油、0.3g二溴海因、0.4g柠檬酸和去离子水制备而成。

[0046] 制备方法按以下步骤进行：

[0047] 一、称取2.5g烷基糖苷C08-10APG、9.0g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FMEE  68-15、6.0g改

性油脂乙氧基化合物磺酸盐SNS  80、2.0g椰子油脂肪酸二乙醇酰胺6501、1.0g十一烷基咪

唑啉两性表面活性剂、1.0g碳酸钠、0.5g硅酸钠、4.0g柠檬酸钠、0.3g乳化硅油、0.3g二溴海

因、0.4g柠檬酸和去离子水；

[0048] 二、将40g去离子水加热至70℃，加入碳酸钠、硅酸钠、柠檬酸钠，搅拌至完全溶解，

然后依次加入烷基糖苷C08-10APG、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FMEE  68-15、改性油脂乙氧基化物

磺酸盐SNS  80、椰子油脂肪酸二乙醇酰胺6501、十一烷基咪唑啉两性表面活性剂和乳化硅

油，搅拌均匀，再加入33g去离子水，继续搅拌至温度降为室温，然后加入柠檬酸调节pH至

8.5，加入二溴海因，得到一种低泡绿色CIP杀菌浓缩型清洗剂。

[0049] 本实施例中烷基糖苷C08-10APG、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FMEE  68-15、改性油脂乙氧

基化物磺酸盐SNS  80、椰子油脂肪酸二乙醇酰胺6501和十一烷基咪唑啉两性表面活性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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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成分；碳酸钠、硅酸钠为去污作用；柠檬酸钠为鳌合作用；乳化硅油为泡沫控制作用；二

溴海因为杀菌成分；柠檬酸为pH调节剂；水为溶剂。

[0050] 实施例三：

[0051] 本实施例一种低泡绿色CIP杀菌浓缩型清洗剂由3.0g烷基糖苷C12-14APG、10g脂肪

酸甲酯乙氧基化物FMEE  24-09、6.0g改性油脂乙氧基化合物磺酸盐SNS  80、2.0g椰子油脂

肪酸二乙醇酰胺6501、1.0g十一烷基咪唑啉两性表面活性剂、1.0g碳酸钠、5.0g柠檬酸钠、

0.4g乳化硅油、0.3g二溴海因、0.4g柠檬酸和去离子水制备而成。

[0052] 制备方法按以下步骤进行：

[0053] 一、称取3g烷基糖苷C12-14APG、10.0g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FMEE  24-09、6.0g改性

油脂乙氧基化合物磺酸盐SNS  80、2.0g椰子油脂肪酸二乙醇酰胺6501、1.0g十一烷基咪唑

啉两性表面活性剂、1.0g碳酸钠、5.0g柠檬酸钠、0.4g乳化硅油、0.3g二溴海因、0.4g柠檬酸

和去离子水；

[0054] 二、将41g去离子水加热至70℃，加入碳酸钠、柠檬酸钠，搅拌至完全溶解，然后依

次加入烷基糖苷C12-14APG、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FMEE  24-09、改性油脂乙氧基化物磺酸盐

SNS  80、椰子油脂肪酸二乙醇酰胺6501、十一烷基咪唑啉两性表面活性剂和乳化硅油，搅拌

均匀，再加入30g去离子水，继续搅拌至温度降为室温，然后加入柠檬酸调节pH至8.5，加入

二溴海因，得到一种低泡绿色CIP杀菌浓缩型清洗剂。

[0055] 本实施例中烷基糖苷C12-14APG、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FMEE  24-09、改性油脂乙氧

基化物磺酸盐SNS  80、椰子油脂肪酸二乙醇酰胺6501和十一烷基咪唑啉两性表面活性剂为

活性成分；碳酸钠为去污作用；柠檬酸钠为鳌合作用；乳化硅油为泡沫控制作用；二溴海因

为杀菌成分；柠檬酸为pH调节剂；水为溶剂。

[0056] 实例1～3的理化指标及微生物指标：上述实例1～3制备的CIP杀菌浓缩型清洗剂

的参考QB/T4314-2012、QB/T2850-2000、GB  9985-2000理化指标检测项目进行检测结果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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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0058] 上述实例1～3制备的CIP杀菌浓缩型清洗剂的参考GB4789 .2-2016、GB4789 .3-

2003测试方法，对CIP杀菌浓缩型清洗剂微生物指标进行检测结果如下：

[0059]

[0060] 杀菌试验

[0061] 上述实例1-3制备的CIP杀菌浓缩型清洗剂及市售某德国品牌清洗剂参考QB/T 

2738-2012测试方法，对CIP清洗后水样进行检测计算杀灭率

[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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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0064] 发泡性能试验

[0065] 上述实例1～3制备的CIP杀菌浓缩型清洗剂及市售某德国品牌清洗剂的发泡性能

根据GB/T  13173-2008中清洗剂发泡力测定方法(Ross-Mile法)进行测定。通过测定0，

0.5min和5min时的泡沫高度，结果如下：

[0066]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市售样品

0min 132mL 143mL 139mL 293mL

0.5min 43mL 53mL 43mL 120mL

5min 0mL 0mL 0mL 70mL

[0067] 清洗实验：

[0068] 将洗净的玻璃试片(600mm×300mm)于120℃下干燥30min、冷却30min后称重。用毛

刷在规定部位涂污垢9处(大豆油50.0g，无氨焦糖色素8.0g，小麦粉12.0g，猪油8.0g，单硬

脂酸甘油酯2.4g，一水葡萄糖14.0g，在250mL烧杯中称取大豆油、猪油、单硬脂酸甘油酯，水

浴50℃加热溶解，边搅拌边冷却，冷却至30℃，加入无氨焦糖色素，使用高速剪切机以

3000r/min的速率，搅拌30min，均匀乳化后加入小麦粉、一水葡萄糖，在搅拌10min，陈化

24h，置冰箱冷藏室备用，食用时恢复室温即可。)，转移至干燥箱中依次150℃下干燥10min、

在紫外恒温灯中45℃下辐照1.5h，室温陈化24h。

[0069] 将玻璃片放置在装有V型喷嘴的特制清洗装置中，配制实施例1-3清洗剂及市售清

洗剂试样，在7Kg水压下循环清洗10min。取下试片置于烘箱中，在120℃干燥45min，冷却后

称重计算去污率。

[0070] 对比分析

[0071] 参照国家标准GB  14930.1-94，对本发明的清洗剂和市售某德国品牌CIP系统清洗

剂外观、气味、稳定性、去污率、碱度、发泡性能、pH值、杀菌率和腐蚀性等指标进行了比较测

试，实验结果如下：

[0072] 实施例1清洗剂试样：

[0073] 外观：无色澄清透明液体

[0074] 气味：无异味

[0075] 稳定性：好，在(-5±2)℃或(40±1)℃烘箱中放置24h，或在室温下放置1个月，无

特殊气味，无分层，无浑浊现象。

[0076] 去污率：95％

说　明　书 7/9 页

9

CN 107937171 B

9



[0077] pH(25℃，1％溶液)：7.5；

[0078] 碱度(Na2O)/％：1.036

[0079] 腐蚀性[外观，腐蚀量(LY12)]/mg：Grade  0,2.8

[0080] 实施例2清洗剂试样：

[0081] 外观：无色澄清透明液体

[0082] 气味：无异味

[0083] 稳定性：好，在(-5±2)℃或(40±1)℃烘箱中放置24h，或在室温下放置1个月，无

特殊气味，无分层，无浑浊现象。

[0084] 去污率：93％

[0085] pH(25℃，1％溶液)：7.5；

[0086] 碱度(Na2O)/％：1.032

[0087] 腐蚀性[外观，腐蚀量(LY12)]/mg：Grade  0,2.5

[0088] 实施例2清洗剂试样：

[0089] 外观：无色澄清透明液体

[0090] 气味：无异味

[0091] 稳定性：好，在(-5±2)℃或(40±1)℃烘箱中放置24h，或在室温下放置1个月，无

特殊气味，无分层，无浑浊现象。

[0092] 去污率：93％

[0093] pH(25℃，1％溶液)：7.5；

[0094] 碱度(Na2O)/％：1.032

[0095] 腐蚀性[外观，腐蚀量(LY12)]/mg：Grade  0,2.5

[0096] 实施例3清洗剂试样：

[0097] 外观：无色澄清透明液体

[0098] 气味：无异味

[0099] 稳定性：好，在(-5±2)℃或(40±1)℃烘箱中放置24h，或在室温下放置1个月，无

特殊气味，无分层，无浑浊现象。

[0100] 去污率：94％

[0101] pH(25℃，1％溶液)：7.5；

[0102] 碱度(Na2O)/％：1.032

[0103] 腐蚀性[外观，腐蚀量(LY12)]/mg：Grade  0,2.5

[0104] 市售品牌清洗剂试样：

[0105] 外观：浅黄色澄清透明液体

[0106] 气味：无异味

[0107] 稳定性：好，在(-5±2)℃或(40±1)℃烘箱中放置24h，或在室温下放置1个月，无

特殊气味，无分层，无浑浊现象。

[0108] 去污率：85％

[0109] pH(25℃，1％溶液)：9.3；

[0110] 碱度(Na2O)/％：1.436

[0111] 腐蚀性[外观，腐蚀量(LY12)]/mg：Grade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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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2] 由以上数据可知，所制备的实施例1～3清洗剂为无色澄清透明液体，稳定性好，且

碱度、pH值对金属的腐蚀率、发泡性能均低于市售某德国，在去污率及杀菌率则优于后者，

在弱碱性的条件下实现了清洗性能的高效化。

[0113] 本发明所涉及的一种高效绿色低泡CIP杀菌浓缩型清洗剂，其理化指标、微生物指

标都已达到或高于国家标准，其不同稀释倍数清洗溶液的即时杀菌率及长期杀菌率都高于

行业标准，其瞬时消泡速率明显可以在0.5min中内实现有效消泡。本发明涉及的一种高效

绿色低泡CIP杀菌浓缩型清洗剂，较现有CIP酸碱清洗剂使用量可以降低50％，程序清洗时

间可缩短25％，CIP清洗用水量可以节约30％，无需使用加热系统可节约设备购置费用

30％，同时所产生的清洗废水可直接排放，无需酸碱中和废水处理系统可节约购置成本费

用20％。其使用无需考虑水的硬度，对清洗设备无腐蚀，可以降低设备维护费用30％。

[0114] 本发明通过选用以烷基糖苷、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FMEE、改性油脂乙氧基化物

SOE、改性油脂乙氧基化合物磺酸盐SNS、椰子油脂肪酸二乙醇酰胺6501、十一烷基咪唑啉两

性表面活性剂为主复配的阴离子/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不仅与其他组分之间具有良好的相容

性，而且泡沫低易冲洗达到节水的效果，还能有效地提高非离子表面活性剂的脱脂率。本浓

缩型清洗剂不会出现凝胶现象；通过加入螯合剂柠檬酸钠或EDTA-4Na有效地除去水中的钙

镁离子，加入碳酸钠可以提高清洗剂的去污力；吐温-20具有较强的渗透能力，对硬表面油

污的去除能力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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