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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柑橘罐头的杀菌方法及杀菌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柑橘罐头的杀菌方法及

杀菌装置。该杀菌方法包括（1）柑橘预处理；（2）

采用大气压低温等离子体灭菌法进行表面杀菌；

（3）用酶法脱柑橘皮和囊衣；（4）漂洗后将橘瓣通

过大气压低温等离子体灭菌法杀菌；（5）称量装

罐加热糖水，真空封罐；（6）将柑橘罐头进行超声

低温连续杀菌，冷却。杀菌装置包括杀菌槽、杀菌

介质及用于发射超声波杀菌的超声波组件，杀菌

介质设置在杀菌槽内，杀菌槽上穿过杀菌介质设

有用于传送罐头的传送轨道，杀菌槽侧壁上装设

有用于加热杀菌介质的加热元件。本发明的杀菌

方法及杀菌装置使柑橘杀菌过程具有安全、低

温、高效、可连续性、营养成分能够有效保留且产

品质量稳定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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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柑橘罐头的杀菌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柑橘进行预处理；

（2）将预处理后的柑橘通过大气压低温等离子体灭菌法进行表面杀菌，其中，低温等离

子体由直流电压驱动，工作气体为空气，直流电压为5kV～50kV，工作气体的温度为40℃～

54℃，杀菌时间为60s～480s；

（3）将表面杀菌后的柑橘采用酶法脱柑橘皮和囊衣，得到橘瓣；

（4）将橘瓣漂洗后，通过大气压低温等离子体灭菌法进行杀菌，其中，大气压低温等离

子体由直流电压驱动，工作气体为空气，直流电压为5kV～50kV，工作气体的温度45℃～55

℃，杀菌时间为90s～240s；

（5）将杀菌后的橘瓣称量装罐，然后加入杀菌后的热糖水，真空封罐，形成柑橘罐头；

（6）将柑橘罐头进行超声低温连续杀菌，杀菌温度为50℃～85℃，超声波功率为15kHz

～100kHz，杀菌时间为5min～12min，杀菌后冷却，完成柑橘罐头的杀菌；

步骤（6）中，所述超声低温连续杀菌采用一柑橘罐头的杀菌装置进行实施，所述柑橘罐

头的杀菌装置包括杀菌槽（1）、杀菌介质（2）及用于发射超声波杀菌的超声波组件（3），所述

杀菌介质（2）设置在所述杀菌槽（1）内，所述杀菌槽（1）上穿过所述杀菌介质（2）设有用于传

送罐头（9）的传送轨道（4），所述杀菌槽（1）侧壁上装设有用于加热所述杀菌介质（2）的加热

元件（5）；

所述超声波组件（3）包括驱动电源（31）、超声波振板（32）和多个超声波探头（33），所述

超声波振板（32）设置在所述杀菌槽（1）内的杀菌介质（2）中，各所述超声波探头（33）均匀分

布于所述杀菌槽（1）的底部，所述超声波振板（32）和各所述超声波探头（33）均通过导线与

所述驱动电源（31）连接；

所述杀菌槽（1）外装设有控制室（6），所述杀菌槽（1）内于所述杀菌介质（2）中设有测温

元件（14），所述测温元件（14）、加热元件（5）和超声波组件（3）分别通过导线连接于控制室

（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柑橘罐头的杀菌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大气压低

温等离子体灭菌法采用的回路镇流电阻为50kΩ～200kΩ，步骤（4）中，所述大气压低温等

离子体灭菌法采用的回路镇流电阻为50kΩ～150kΩ；

和/或，步骤（6）中，所述超声低温连续杀菌的杀菌介质为水，在杀菌过程中，保证柑橘

罐头完全浸在水面下，柑橘罐头的顶面距离水面2cm～12cm。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柑橘罐头的杀菌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所述酶法

脱柑橘皮和囊衣的过程为：将表面杀菌后的柑橘先用针床进行表面穿刺，然后将表面穿刺

的柑橘浸泡在酶解液中直至脱除柑橘皮和囊衣，得到橘瓣，所述针床的刺针长度为3mm～

5mm，所述针床的布针密度为2口针/cm3～6口针/cm3，所述酶解液主要由果胶酶、纤维素酶、

半纤维素酶和水组成，其中，按质量分数计，果胶酶为0.05%～1.5%，纤维素酶为0.05%～1%，

半纤维素酶为0.01%～0.5%，余量为水，所述酶解液的pH值控制在3～10；

和/或，步骤（4）中，所述漂洗的次数为1次～3次；

和/或，步骤（5）中，所述杀菌后的热糖水的温度为30℃～50℃。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柑橘罐头的杀菌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述预处

理包括以下过程：将柑橘分级后，挑选去掉腐烂的柑橘，然后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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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或，步骤（6）中，杀菌后冷却过程中，当柑橘罐头的罐体采用玻璃瓶时，先后在40℃

～50℃、15℃～30℃的水下进行梯度冷却，当柑橘罐头的罐体采用塑杯瓶或金属瓶时，在水

下进行常温冷却。

5.一种柑橘罐头的杀菌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杀菌槽（1）、杀菌介质（2）及用于发射超

声波杀菌的超声波组件（3），所述杀菌介质（2）设置在所述杀菌槽（1）内，所述杀菌槽（1）上

穿过所述杀菌介质（2）设有用于传送罐头（9）的传送轨道（4），所述杀菌槽（1）侧壁上装设有

用于加热所述杀菌介质（2）的加热元件（5）；

所述超声波组件（3）包括驱动电源（31）、超声波振板（32）和多个超声波探头（33），所述

超声波振板（32）设置在所述杀菌槽（1）内的杀菌介质（2）中，各所述超声波探头（33）均匀分

布于所述杀菌槽（1）的底部，所述超声波振板（32）和各所述超声波探头（33）均通过导线与

所述驱动电源（31）连接；

所述杀菌槽（1）外装设有控制室（6），所述杀菌槽（1）内于所述杀菌介质（2）中设有测温

元件（14），所述测温元件（14）、加热元件（5）和超声波组件（3）分别通过导线连接于控制室

（6）。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柑橘罐头的杀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杀菌槽（1）安装有两

套所述超声波组件（3）。

7.根据权利要求5或6所述的柑橘罐头的杀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杀菌槽（1）侧壁上

开设有第一入口（11），所述杀菌介质（2）通过所述第一入口（11）进入所述杀菌槽（1），所述

杀菌槽（1）的底端设有介质出口（12），所述杀菌槽（1）侧壁上开设有第二入口（13），所述杀

菌槽（1）的底部装设有用于搅拌所述杀菌介质（2）的搅拌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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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柑橘罐头的杀菌方法及杀菌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罐头杀菌领域，涉及一种罐头的杀菌方法及杀菌装置，具体涉及一种

柑橘罐头的杀菌方法及杀菌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杀菌是食品、制药工业中的重要单元过程。根据不同的需要，柑橘罐头可采用玻

璃、塑料和金属罐体，其生产过程主要有：原料选择→柑橘表面清洗、消毒→热烫→人工剥

皮→分瓣→装罐→排气、密封→杀菌、冷却→包装。为了保证产品的杀菌效果，在罐头生产

的各个环节都应尽量减少混入食品中的微生物数量，同时保持食品的营养成分。

[0003] 在食品生产中，柑橘表面的杀菌一般使用氯气、臭氧、漂白粉等。漂白粉的分解产

物为氯气。氯气消毒会产生氯化消毒副产物，氯在进行消毒时与水中某些有机物产生易挥

发的和不易挥发的氯化有机物如三卤甲烷等，这些卤代有机化合物有许多是致癌物或诱变

剂；臭氧氧化含有溴离子的原水时会产生溴酸根。然而，常规处理工艺对氯化产生的副产物

和溴酸根不能有效去除，这些物质混在食品中对人具有致癌作用。而且，生产过程中工人接

触氯气、臭氧会导致呼吸系统损害为主的全身性疾病、恶心、皮肤损害、腹痛和腹泻等中毒

症状。因此，使用这些物质进行消毒柑橘表面不是安全的选择。

[0004] 传统柑橘罐头生产中，一般是封罐后再杀菌。采用的杀菌方法主要有加热杀菌（高

温杀菌和巴氏杀菌）、高压杀菌、微波杀菌和超声波杀菌等。高温杀菌（100～150℃）可有效

的杀死微生物，但因杀菌温度高、时间长、引起橘瓣组织软、烂、散，高温对营养物质的破坏

很大，造成罐头色、香、味、营养等品质下降。传统的巴氏杀菌对设备要求低，但加热时间比

较长（15～30min），温度比较高（80～100℃），使食品的色、香、味、形等品质下降，黄酮、维生

素等热敏成分被破坏。并且，温度过高，金属罐内壁出现腐蚀，塑杯中的塑化剂会迁移到食

物中去，还会破坏食品中的热敏成分。在工业生产中用于加热杀菌的热水不流动，水温不均

匀，罐头难以均匀加热，有的罐头杀菌完成，有的罐体温度还没上去，常发生变质胀罐，或者

采用小体积的间歇式高温杀菌设备，杀菌前需要操作人员将罐头放进去，杀菌后再由操作

人员拿出来，不能连续杀菌，杀菌效率低，增加了操作人员工作强度。高压杀菌对芽孢杀灭

效果不太理想，也破坏食品中的热敏成分，不适用于导热传热型和玻璃容器包装的罐头食

品，且对设备要求高，能耗高，不利于食品工厂工业化推广。微波不能均匀加热，不能用于金

属容器，微波杀菌过程还可能引起涨袋、蛋白质变性、果实塌陷等问题，微波的辐射也会对

人体产生一定的危害。超声波通过产生空化作用达到杀菌的目的，单独超声波杀菌效果有

限，不能达到商业杀菌要求。在食品工业化生产上，高温杀菌、高压、巴氏、微波和超声波等

杀菌手段大多为间歇式杀菌，没有实现连续杀菌，操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大，生产线时间较

长。如果杀菌时间过长，还有塑杯材料中的塑化剂迁移进入食物中的危险。因此，寻求新的

柑橘罐头杀菌方法成为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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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安全、低温、高效、具

有可连续性、营养成分能够有效保留且产品质量稳定的柑橘罐头的杀菌方法及杀菌装置。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柑橘罐头的杀菌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1）将柑橘进行预处理；

[0009] （2）将预处理后的柑橘通过大气压低温等离子体灭菌法进行表面杀菌，其中，低温

等离子体由直流电压驱动，工作气体为空气，直流电压为5kV～50kV，工作气体的温度为40

℃～54℃，杀菌时间为60s～480s；

[0010] （3）将表面杀菌后的柑橘采用酶法脱柑橘皮和囊衣，得到橘瓣；

[0011] （4）将橘瓣漂洗后，通过大气压低温等离子体灭菌法进行杀菌，其中，大气压低温

等离子体由直流电压驱动，工作气体为空气，直流电压为5kV～50kV，工作气体的温度45℃

～55℃，杀菌时间为90s～240s；

[0012] （5）将杀菌后的橘瓣称量装罐，然后加入杀菌后的热糖水，真空封罐，形成柑橘罐

头；

[0013] （6）将柑橘罐头进行超声低温连续杀菌，杀菌温度为50℃～85℃，超声波功率为

15kHz～100kHz，杀菌时间为5min～12min，杀菌后冷却，完成柑橘罐头的杀菌。

[0014] 上述的柑橘罐头的杀菌方法中，优选的，所述步骤（2）中，所述大气压低温等离子

体灭菌法采用的回路镇流电阻为50kΩ～200kΩ，所述步骤（4）中，所述大气压低温等离子

体灭菌法采用的回路镇流电阻为50kΩ～150kΩ；

[0015] 和/或，所述步骤（6）中，所述超声低温连续杀菌的杀菌介质为水，在杀菌过程中，

保证柑橘罐头完全浸在水面下，柑橘罐头的顶面距离水面2cm～12cm。

[0016] 上述的柑橘罐头的杀菌方法中，优选的，所述步骤（6）中，所述超声低温连续杀菌

采用一柑橘罐头的杀菌装置进行实施，所述柑橘罐头的杀菌装置包括杀菌槽、杀菌介质及

用于发射超声波杀菌的超声波组件，所述杀菌介质设置在所述杀菌槽内，所述杀菌槽上穿

过所述杀菌介质设有用于传送罐头的传送轨道，所述杀菌槽侧壁上装设有用于加热所述杀

菌介质的加热元件；

[0017] 所述超声波组件包括驱动电源、超声波振板和多个超声波探头，所述超声波振板

设置在所述杀菌槽内的杀菌介质中，各所述超声波探头均匀分布于所述杀菌槽的底部，所

述超声波振板和各所述超声波探头均通过导线与所述驱动电源连接；

[0018] 所述杀菌槽外装设有控制室，所述杀菌槽内于所述杀菌介质中设有测温元件，所

述测温元件、加热元件和超声波组件分别通过导线连接于控制室。

[0019] 上述的柑橘罐头的杀菌方法中，优选的，所述步骤（3）中，所述酶法脱柑橘皮和囊

衣的过程为：将表面杀菌后的柑橘先用针床进行表面穿刺，然后将表面穿刺的柑橘浸泡在

酶解液中直至脱除柑橘皮和囊衣，得到橘瓣，所述针床的刺针长度为3mm～5mm，所述针床的

布针密度为2口针/cm3～6口针/cm3，所述酶解液主要由果胶酶、纤维素酶、半纤维素酶和水

组成，其中，按质量分数计，果胶酶为0.05%～1.5%，纤维素酶为0.05%～1%，半纤维素酶为

0.01%～0.5%，余量为水，所述酶解液的pH值控制在3～10；

[0020] 和/或，所述步骤（4）中，所述漂洗的次数为1次～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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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和/或，所述步骤（5）中，所述杀菌后的热糖水的温度为30℃～50℃。

[0022] 上述的柑橘罐头的杀菌方法中，优选的，所述步骤（1）中，所述预处理包括以下过

程：将柑橘分级后，挑选去掉腐烂的柑橘，然后清洗；

[0023] 和/或，所述步骤（6）中，杀菌后冷却过程中，当柑橘罐头的罐体采用玻璃瓶时，先

后在40℃～50℃、15℃～30℃的水下进行梯度冷却，当柑橘罐头的罐体采用塑杯瓶或金属

瓶时，在水下进行常温冷却。

[0024] 作为一个总的技术构思，本发明还提供一种柑橘罐头的杀菌装置，包括杀菌槽、杀

菌介质及用于发射超声波杀菌的超声波组件，所述杀菌介质设置在所述杀菌槽内，所述杀

菌槽上穿过所述杀菌介质设有用于传送罐头的传送轨道，所述杀菌槽侧壁上装设有用于加

热所述杀菌介质的加热元件。

[0025] 上述的柑橘罐头的杀菌装置中，优选的，所述超声波组件包括驱动电源、超声波振

板和多个超声波探头，所述超声波振板设置在所述杀菌槽内的杀菌介质中，各所述超声波

探头均匀分布于所述杀菌槽的底部，所述超声波振板和各所述超声波探头均通过导线与所

述驱动电源连接。

[0026] 上述的柑橘罐头的杀菌装置中，优选的，所述杀菌槽安装有两套所述超声波组件。

[0027] 上述的柑橘罐头的杀菌装置中，优选的，所述杀菌槽外装设有控制室，所述杀菌槽

内于所述杀菌介质中设有测温元件，所述测温元件、加热元件和超声波组件分别通过导线

连接于控制室。

[0028] 上述的柑橘罐头的杀菌装置中，优选的，所述杀菌槽侧壁上开设有第一入口，所述

杀菌介质通过所述第一入口进入所述杀菌槽，所述杀菌槽的底端设有介质出口，所述杀菌

槽侧壁上开设有第二入口，所述杀菌槽的底部装设有用于搅拌所述杀菌介质的搅拌器。

[0029] 本发明中，步骤（6）进行冷却时，冷却时间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当采用玻璃瓶

时，梯度冷却的总时间可在3min～7min，当采用塑杯瓶或金属瓶时，冷却时间也在3min～

7min范围内。

[0030] 本发明中，柑橘罐头的杀菌方法及杀菌装置适用于玻璃瓶、塑杯、金属瓶等包装的

柑橘罐头。

[0031] 本发明中，超声低温连续杀菌是指加热杀菌和超声杀菌同时进行，且为非间歇杀

菌。

[0032] 本发明中，大气压低温等离子体灭菌法的大气压指的是标准大气压。

[0033] 本发明中，杀菌装置是开放的，不需要密闭。本发明的杀菌装置较适用于pH＜4.3

的水果、蔬菜、粮食类等罐头或液体。杀菌槽中的水被搅拌器和超声波不停地混合，整个槽

中的水温度均匀。在杀菌槽的水中，罐头被传送带（双轨）带着围绕超声波发生器做S型移

动，使各罐头及罐头周围的温度和超声波强度一致。相邻的两瓶罐头在S型传送带上保持一

定的间隙，使两个罐头可以受热均匀。

[0034] 本发明中，采用大气压低温等离子体灭菌法和超声低温连续杀菌进行协同作用，

其中，大气压低温等离子体对可以杀灭微生物，不需要复杂的真空设备，处理时间短，处理

温度低，因此效率高、成本低、能耗低，气体温度低，处理过程中不会对生物材料表面造成损

伤，且处理后不会产生二次污染，可保持被处理食品的新鲜度和品质，等离子体灭菌技术可

以从细胞和分子层面与微生物相互作用，显著提高消毒灭菌效果，超声波处理过程中，当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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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的超声波在液体介质中传播时，产生纵波，从而产生交替缩和膨胀的区域，这些压力改

变的区域易引起空穴现象，并在介质中形成微小气泡核。微小气泡核在绝热收缩及崩溃的

瞬间，从而使液体中某些微生物致死，病毒失活，甚至使体积较小的一些微生物的细胞壁破

坏，由于超声波无法完全杀灭微生物，与热处理联合，杀菌效果更佳，另一方面，超声波可以

加速流体的分子运动，有效地混匀流动相，使容器中的杀菌物体受热均匀。本发明采用大气

压低温等离子体灭菌法和超声低温连续杀菌的协同能够有效地克服现有灭菌方法的局限

性和不足之处。

[003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36] （1）本发明采用大气压低温等离子体杀菌和超声低温连续杀菌进行协同处理杀

菌，大气压低温等离子体灭菌法对柑橘表面和脱囊衣的柑橘橘瓣进行低温杀菌，大大减少

进入柑橘罐头的微生物数量，柑橘装罐后，再进行超声低温连续杀菌，使柑橘罐头达到商业

无菌标准。大气压低温等离子体联合超声低温连续杀菌，使罐头加工过程全程低温，较好的

保留了柑橘营养物质，保持了柑橘的新鲜度。相对于生产中常用的间歇性杀菌，本发明的杀

菌方法及杀菌装置实现了罐头自动化连续生产、杀菌，省力、省时。

[0037] （2）相对于生产中使用的氯气、臭氧、漂白粉等，本发明采用大气压低温等离子体

有效杀灭柑橘表面的微生物，时间短，无有害物残留在食物中，对人体安全。

[0038] （3）本发明采用大气压低温等离子体对脱囊衣的橘瓣进行杀菌，在灌装前，进一步

减少了微生物数量，让下一步杀菌的更容易完成。

[0039] （4）本发明采用超声低温连续杀菌，即低温加热和超声同时杀菌，杀菌时间和冷却

时间大大缩短，省时；不需要采用高功率的超声源，与高温杀菌、巴氏杀菌和超高温杀菌相

比，杀菌温度大大降低了，能耗下降，大大降低生产成本。

[0040] （5）本发明中杀菌温度的降低和杀菌时间的缩短，更大限度的保存了罐头中的营

养物质。

[0041] （6）本发明设备的结构比较简单，设备不需高温高压，因此设备要求不高，成本较

低。

[0042] （7）本发明的杀菌装置中搅拌器和超声波不断的混匀杀菌槽中的水，可确保每个

罐头和罐体各面的温度和超声强度基本保持一致，解决了生产上常见的加热和超声不均匀

导致的杀菌效果不一致问题，实现了罐头的精准杀菌。

[0043] （8）本发明设备是开放式，不会出现假胀罐（假胖）现象，因此冷却时不需要用杀菌

锅内加压冷却，节约设备成本，简化操作，可随时取样监测产品质量，也方便清洗、消毒。

[0044] 综上可知，本发明的杀菌方法和杀菌装置具有安全、节能、省力、省时等优点。

附图说明

[0045]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柑橘罐头的杀菌方法工艺流程图。

[0046]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柑橘罐头的杀菌装置结构示意图。

[0047] 图例说明：

[0048] 1、杀菌槽；11、第一入口；12、介质出口；13、第二入口；14、测温元件；2、杀菌介质；

3、超声波组件；31、驱动电源；32、超声波振板；33、超声波探头；4、传送轨道；5、加热元件；6、

控制室；7、搅拌器；8、调节阀；9、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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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49] 以下结合说明书附图和具体优选的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但并不因此而

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50] 以下实施例中所采用的材料和仪器均为市售。以下实施例中，大气压低温等离子

体灭菌法可采用大气压低温等离子体射流发生器进行实施，但不限于此。

[0051] 实施例1：

[0052] 一种柑橘罐头的杀菌方法，工艺流程如图1所示，包括以下步骤：

[0053] （1）将柑橘用果品大小分级机分级后，人工挑选去掉腐烂的柑橘，柑橘用清洗设备

清洗。

[0054] （2）将清洗后的柑橘运送到大气压低温等离子体射流发生器下端，利用大气压低

温等离子体灭菌法进行表面杀菌，大气压低温等离子体由直流电压驱动，工作气体为空气，

直流电压为25kV，气体温度50℃，回路镇流电阻为70kΩ，杀菌时间为100s。

[0055] （3）将表面杀菌后的柑橘用酶法脱柑橘皮和囊衣，具体过程为：用刺针长为3mm、布

针密度为2口针/cm3的针床穿刺柑橘表面，然后将穿刺后的柑橘浸泡在pH为4.5的酶解液中

1h，该酶解液由果胶酶、纤维素酶、半纤维素酶和水组成，以组分总质量分数为100%，按质量

分数计，果胶酶为0.8%，纤维素酶为1%，半纤维素酶为0.5%，余量为水，酶解液的pH值采用盐

酸调解（根据实际情况，采用酸或碱调节），经酶解后，脱除了柑橘皮和囊衣，得到橘瓣。

[0056] （4）经3次漂洗后，将脱囊衣的橘瓣运送到大气压低温等离子体发生器下端，利用

大气压低温等离子体灭菌法进行杀菌，大气压低温等离子体由直流电压驱动，工作气体为

空气，直流电压为30kV，气体温度52℃，回路镇流电阻为64kΩ，杀菌时间为240s。

[0057] （5）将杀菌后的橘瓣称量装罐，加入50℃杀菌后的热糖水，用金属罐真空封罐，得

到柑橘罐头。

[0058] （6）将柑橘罐头进行超声低温连续杀菌，杀菌介质为水，保证罐头完全浸在水面

下，并且罐顶离水面有2cm的距离，杀菌温度72℃，超声波功率25kHz，杀菌时间8min。超声低

温杀菌后，柑橘罐头随即运送到冷却槽用自来水冷却7min，完成柑橘罐头的杀菌。

[0059] 上述步骤（2）、（4）和（6）中，柑橘或柑橘罐头的运送均可以通过传输带进行实施，

但不限于此。

[0060] 经上述灭菌后，沥干罐头表面浮水并放置于20～25℃条件下贮存5天后，微生物合

格率为98.5%，维生素C保留率达84 .62%，还原糖保留率为93 .08%，类胡萝卜素保留率为

90.73%。样品能很好地保持天然柑橘的颜色，光泽好且均一，汁液较透明，具有较浓郁的芳

香味，橘瓣组织纹理较完整，硬度较好。柑橘罐头能较好的保持原有的维生素、类胡萝卜素

等营养物质、色泽、组织形态及气味。

[0061] 实施例2：

[0062] 一种本发明的柑橘罐头的杀菌装置，实施例1的步骤（6）进行超声低温连续杀菌时

可采用该杀菌装置进行实施，但不限于此。图2示出了本实施例的柑橘罐头杀菌装置，包括

杀菌槽1、杀菌介质2及用于发射超声波杀菌的超声波组件3，杀菌介质2设置在杀菌槽1内，

杀菌槽1上穿过杀菌介质2设有用于传送罐头9的传送轨道4，杀菌槽1侧壁上装设有用于加

热杀菌介质2的加热元件5。该结构中，杀菌槽1用坚固弹性好、耐腐蚀的优质不锈钢制成，杀

菌槽1设为开放式的槽，其上端没有密闭或盖子，可随时观察和取样；传送轨道4用于夹持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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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9在杀菌槽1中的传送，其两端从杀菌槽1上方伸出，罐头9从传送轨道4的一端进，另一端

出，传送轨道4选用双轨道的S型传送带，水平固定在杀菌槽1内并距离杀菌槽1内底面12cm

处，双轨道的S型传送带上有万能弹簧瓶夹，可以固定不同大小的罐头9；在杀菌过程中罐头

9沿着传送轨道4移动，通过控制传送速度，来控制罐头9杀菌时间；加热元件5用于加热杀菌

槽1中杀菌介质2，当加热杀菌槽1中杀菌介质2的温度底于所需温度以下时，开启加热元件

5，加热杀菌介质2，使其达到所需温度；杀菌槽1的杀菌介质2通过超声波组件3的作用在杀

菌槽1中不断流动混合，使杀菌槽1各点温度一致，从而使所有罐头9受热均匀及保证杀菌均

匀；当杀菌时，开启加热元件5加热杀菌介质2，当杀菌介质2的温度达到指定温度时，开启超

声波组件3，并启动传送轨道4，各罐头9由传送轨道4运动方向的起始端间隔进入传送轨道

4，传送轨道4夹紧罐头9并带动罐头9沿着传送轨道4移动，在罐头9的移动过程中，超声波组

件3产生超声波对罐头9进行超声波杀菌，各罐头9之间有一定的空隙，确保罐头9的四面及

每瓶罐头9在杀菌过程中所受到的超声波强度一致，各罐头9在传送轨道4的传送下，沿着传

送轨道4移动至移出杀菌槽1，杀菌完成，罐头9沿着传送轨道4移动的过程，同步进行了加热

杀菌和超声波杀菌，这种杀菌方式既连续高效，又能有效保留罐头9内果汁的营养成分。

[0063] 本实施例中，超声波组件3包括驱动电源31、超声波振板32和多个超声波探头33，

超声波振板32设置在杀菌槽1内的杀菌介质2中，各超声波探头33均匀分布于杀菌槽1的底

部，超声波振板32和各超声波探头33均通过导线与驱动电源31连接。该结构中，驱动电源31

产生高频高压，通过导线传导给超声波振板32和/或多个超声波探头33，超声波探头33用于

发射和/或接收超声波，超声波探头33发射的超声波用于给传送轨道4中罐头9杀菌，超声波

探头33接收的超声波用于超声波的检测，超声波探头33均匀分布固定于杀菌槽1的内底面，

使罐体在传送轨道4中的传送过程中实现连续而高效的杀菌；驱动电源31驱动超声波振板

32产生高频共振，带动杀菌槽1中杀菌介质2振动，以致杀菌介质2不断流动混合，从而使杀

菌槽1中杀菌介质2各点温度一致，使传送轨道4中的罐头9受热均匀，实现更好的杀菌的效

果。

[0064] 本实施例中，杀菌槽1安装有两套超声波组件3。该结构中，杀菌槽1安装有两套超

声波组件3，两套超声波组件3的超声波探头33均匀分布于杀菌槽1的内底面，两个超声波振

板32对称安装于杀菌槽1的两对称内侧壁的底端，杀菌槽1安装有两套超声波组件3，两套超

声波组件3具有两个驱动电源31，两个驱动电源31能够驱动更多的超声波探头33，更多的超

声波探头33能够满足更长的传送轨道4的需求，这里可根据传送轨道4的长度，选择超声波

组件3的套数；各超声波探头33均匀分布固定于杀菌槽1的内底面，使罐体在传送轨道4中的

传送过程中实现连续而高效的杀菌；两个超声波振板32对称安装于杀菌槽1的两对称内侧

壁的底端，两个驱动电源31分别驱动相应的超声波振板32产生高频共振，两个超声波振板

32振动的同时带动杀菌槽1中杀菌介质2的各个点位更加均匀振动，使杀菌介质2不断流动

混合，从而使杀菌槽1中杀菌介质2各点温度更加一致，以致传送轨道4中的罐头9受热更加

均匀，达到更好的杀菌效果。

[0065] 本实施例中，杀菌槽1外装设有控制室6，杀菌槽1内于杀菌介质2中设有测温元件

14，测温元件14、加热元件5和超声波组件3分别通过导线连接于控制室6。该结构中，测温元

件14用于测量杀菌槽1中杀菌介质2的温度，测温元件14实时检测出杀菌槽1内杀菌介质2的

温度，并显示在控制室6上；控制室6可以调控杀菌介质2的温度，以及显示杀菌介质2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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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超声波频率等，控制室6还可以控制加热元件5和超声波组件3，其控制室6可根据检测

到的温度和超声波频率来调节加热元件5的加热强弱和超声波组件3所发出的超声波频率

大小，满足罐头9杀菌所需要的温度要求和超声波频率要求。

[0066] 本实施例中，杀菌槽1侧壁上开设有第一入口11，杀菌介质2通过第一入口11进入

杀菌槽1。该结构中，当杀菌槽1内杀菌介质2过少时，通过第一入口11向杀菌槽1加入常温的

杀菌介质2，或者杀菌槽1内杀菌介质2的温度过高时，通过第一入口11向杀菌槽1加入常温

的杀菌介质2，以致中和原来高温的杀菌介质2，达到降低杀菌槽1内杀菌介质2的温度的效

果，加热元件5装设于杀菌槽1的侧壁并伸入杀菌介质2且靠近第一入口11，以便提高加热效

率。

[0067] 本实施例中，杀菌槽1的底端设有介质出口12。该结构中，杀菌槽1的介质出口12设

于杀菌槽1的侧壁底端，当杀菌槽1内杀菌介质2过多或者更换杀菌介质2时，通过介质出口

12排出的杀菌介质2，或者杀菌槽1内杀菌介质2的温度过高时，通过介质出口12排出一些热

的杀菌介质2，再通过第一入口11注入一些常温的杀菌介质2，使杀菌槽1内杀菌介质2的温

度能够满足要求。

[0068] 本实施例中，杀菌槽1侧壁上开设有第二入口13。该结构中，杀菌槽1的第二入口13

用于供热的杀菌介质2进入杀菌槽1，杀菌介质2预先通过外部加热至所需温度，再通过第二

入口13进入杀菌槽1，以致缩短杀菌槽1内杀菌介质2的加热时间，达到提高杀菌效率的效

果。

[0069] 本实施例中，杀菌槽1的底部中间装设有用于搅拌杀菌介质2的搅拌器7。该结构

中，搅拌器7用于搅拌杀菌槽1内杀菌介质2，进一步的使杀菌槽1内杀菌介质2各点位混合均

匀，以致进一步使杀菌槽1中杀菌介质2各点温度保持一致。

[0070] 本实施例中，第一入口11处、介质出口12和第二入口13外端分别设有调节阀8，各

调节阀8分别通过导线连接于控制室6，并通过控制室6控制各调节阀8的启闭。该结构中，调

节阀8用来调节通过第一入口11、介质出口12和第二入口13的杀菌介质2的流量，各调节阀8

通过导线连接于控制室6，控制室6可通过检侧到杀菌槽1内杀菌介质2的温度和容量的情况

来选择控制相应的调节阀8；当杀菌槽1内杀菌介质2的温度过高或者容量过少时，控制室6

选择控制第一入口11的调节阀8，使其处于打开状态，让外部常温的杀菌介质2注入杀菌槽1

内，直到杀菌槽1内杀菌介质2的温度或者容量达到要求时，控制室6控制第一入口11的调节

阀8，使其处于关闭状态；当杀菌槽1内杀菌介质2的温度过低，控制室6打开第二入口13的调

节阀8，外部热的杀菌介质2通过打开的第二入口13注入杀菌槽1，杀菌槽1内杀菌介质2的温

度达到要求时，控制室6关闭第二入口13的调节阀8；当杀菌槽1内杀菌介质2容量太多或者

清洗杀菌槽1时，控制室6打开介质出口12的调节阀8，使杀菌槽1内杀菌介质2排出。

[0071] 本实施例中，搅拌器7通过导线连接于控制室6。控制室6用于控制搅拌器7的启闭

状态，当杀菌槽1内杀菌介质2需要搅拌时，控制室6启动搅拌器7，当杀菌槽1内杀菌介质2不

需要搅拌时，控制室6关闭搅拌器7。

[0072] 本实施例的杀菌装置用于实施例1时，超声探头数为9个，振板2块。

[0073] 实施例3

[0074] 一种本发明的柑橘罐头的杀菌方法，如图1所示，包括以下步骤：

[0075] （1）将柑橘用果品大小分级机分级后，人工挑选去掉腐烂的柑橘，柑橘用清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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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

[0076] （2）将清洗的柑橘通过大气压低温等离子体灭菌法进行低温表面杀菌，大气压低

温等离子体由直流电压驱动，工作气体为空气，直流电压为25kV，气体温度50℃，回路镇流

电阻为70kΩ，杀菌时间为100s。

[0077] （3）将表面杀菌后的柑橘用酶法脱柑橘皮和囊衣，具体过程为：用刺针长为3mm、布

针密度为6口针/cm3的针床穿刺柑橘表面，然后将穿刺后的柑橘浸泡在pH为4.5的酶解液中

1h，该酶解液主要由果胶酶、纤维素酶、半纤维素酶和水组成，以原料总质量分数为100%，按

质量分数计，果胶酶为0.8%，纤维素酶为1%，半纤维素酶为0.5%，余量为水，酶解液的pH值采

用盐酸调解，经酶解后，脱除了柑橘皮和囊衣，得到橘瓣。

[0078] （4）经2次漂洗后，脱囊衣的橘瓣通过大气压低温等离子体灭菌法进行杀菌，大气

压低温等离子体由直流电压驱动，工作气体为空气，直流电压为20kV，气体温度51℃，回路

镇流电阻为80kΩ，杀菌时间为180s。

[0079] （5）将杀菌后的橘瓣称量装罐，加入50℃杀菌的热糖水，用金属瓶真空封罐，得到

柑橘罐头。

[0080] （6）将柑橘罐头进行超声低温连续杀菌，可采用实施例2的柑橘罐头的杀菌装置进

行实施，保证罐头完全浸在水面下，并且罐顶离水面有10cm的距离，杀菌温度60℃，超声波

功率20kHz，杀菌时间6min。超声低温连续杀菌后，柑橘罐头用自来水冷却5min，完成柑橘罐

头的杀菌。

[0081] 上述杀菌完成后，沥干罐头表面浮水后放置于20～25℃条件下贮存5天后，进行检

验。微生物合格率为100%，维生素C保留率达87.03%，还原糖保留率为96.41%，类胡萝卜素保

留率为93.25%。样品能很好地保持天然柑橘的颜色，光泽好且均一，汁液较透明，具有浓郁

的芳香味，橘瓣组织纹理较完整，硬度好。柑橘罐头能较好的保持好原有的色泽、组织形态、

气味及维生素、还原糖等营养物质。

[0082] 在罐头加工业中，未见超声低温连续杀菌设备。与实施例1相比，微生物合格率、维

生素C保留率、还原糖保留率和类胡萝卜素保留率均得到提高，杀菌时间和冷却时间更短，

省人力，杀菌装置的水是流动的，让罐头加热更均匀，罐头在杀菌装置中呈S型移动，使每瓶

罐头的超声强度、加热温度一致，降低了胀罐率。

[0083] 对比例1

[0084] 一种柑橘罐头的杀菌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85] （1）将柑橘用果品大小分级机分级后，人工挑选去掉腐烂的柑橘，柑橘用0.5%漂白

粉液浸10min，用清洗风干设备清洗。

[0086] （2）柑橘表面杀菌后，用94℃热烫3min，人工剥去柑橘皮，用酸碱法脱囊衣。

[0087] （3）经多次漂洗后，将橘瓣称量装罐，加入50℃已杀菌的热糖水，用金属罐真空封

罐，得到柑橘罐头。

[0088] （4）将柑橘罐头进行超声低温连续杀菌，杀菌介质为水，保证罐头完全浸在水面

下，并且罐顶离水面有2cm的距离，超声波功率25kHz，杀菌温度72℃，杀菌时间8min。杀菌

后，罐头通过传输带随即送到相邻的冷却槽用自来水冷却15min。

[0089] 上述灭菌完成后，沥干罐头表面浮水放置于20～25℃条件下贮存5天后，进行检

验。微生物合格率为98.2%，维生素C保留率达68.15%，还原糖保留率为90.39%，类胡萝卜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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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率为81.62%，汁液有些许浑浊，橘肉亮度增加，黄色加深，红色变浅，表明热烫和高温灭

菌后柑橘果肉颜色由橘红向橘黄转变，颜色变浅，与杀菌过程中的类胡萝卜素和维生素C损

失有关。由此说明，采用传统的漂白、热烫和酸碱法替代本发明的大气压低温等离子体灭菌

法进行柑橘装罐前的杀菌时，尽管微生物合格率达标了，但营养损失较严重，维生素C、还原

糖和类胡萝卜素等营养成分的保留率均有降低，罐头品质下降，而且耗费的人工多，能耗较

高。尽管漂白粉的杀菌效果较好，但漂白粉主要成分为次氯酸盐，有致敏作用，非常不利于

人体健康，并且热烫时的温度是94℃，漂白粉受高热易分解产生有毒的腐蚀性烟气，残留的

漂白粉水溶液若进入食品中对食用者也会造成损害，而采用大气压低温等离子体灭菌联合

超声低温连续杀菌，不仅微生物合格率高，营养成分损失很小，且对人体和环境友好。

[0090] 对比例2

[0091] 一种柑橘罐头的杀菌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92] （1）将柑橘用果品大小分级机分级后，人工挑选去掉腐烂的柑橘，柑橘用0.5%漂白

粉液浸10min，用清洗风干设备清洗。

[0093] （2）柑橘表面杀菌后，用94℃热烫3min，人工剥去柑橘皮，用酸碱法脱囊衣。

[0094] （3）经多次漂洗后，将橘瓣称量装罐，加入50℃已杀菌的热糖水，用金属罐真空封

罐，得到柑橘罐头。

[0095] （4）将柑橘罐头在压力为600MPa、杀菌温度132℃下进行杀菌，杀菌时间14min。

[0096] （5）杀菌后，罐头通过传输带随即送到相邻的冷却槽用自来水冷却18min。

[0097] 上述灭菌后，沥干罐头表面浮水后放置于20～25℃条件下贮存5天后，进行检验。

微生物合格率为100%，维生素C保留率仅为35.29%，还原糖保留率为73.06%，类胡萝卜素保

留率为78.55%，果肉呈淡黄色，汁液浑浊，果肉软硬欠佳，组织软腐，虽有柑橘罐头的香味，

但有异味。与本发明相比，维生素C、还原糖和类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保留率明显低很多，人

工投入多，能耗高，杀菌时间较长。

[0098]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限制。虽

然本发明已以较佳实施例揭示如上，然而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任何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

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实质和技术方案的情况下，都可利用上述揭示的方法和技术内

容对本发明技术方案做出许多可能的变动和修饰，或修改为等同变化的等效实施例。因此，

凡是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内容，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做的任何简单

修改、等同替换、等效变化及修饰，均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保护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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