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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采用空气高能高温活性

粒子对冷链食品消毒的方法及系统，该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电离空气产生高能高温活性粒子，之

后将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喷射至冷链食品和/或冷

链食品外包装，进行电离空气消毒，并使需要消

毒物体表面受热；电离空气产生高能高温活性粒

子，将高能活性粒子喷射入水或水溶液中形成消

毒液，将消毒液雾化喷洒至冷链食品和/或冷链

食品外包装上，进行消毒液消毒。高能高温活性

粒子作用于冷链食品或其外包装表面的各种病

原体，导致病原体失活，并使需要消毒物体表面

受热；把电离空气产生的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喷射

入水或水溶液中，形成具有较高氧化还原电位，

具有强氧化性的酸溶液，把酸溶液雾化喷洒到冷

链食品外表面，对冷链食品表面再继续进行消

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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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采用空气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对冷链食品消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1)电离空气消毒：电离空气产生高能高温活性粒子，之后将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喷射至

冷链食品和/或冷链食品外包装，进行电离空气消毒，并使需要消毒物体表面受热；

2)消毒液消毒：电离空气产生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将高能活性粒子喷射入水或水溶液

中形成消毒液，将消毒液雾化喷洒至冷链食品和/或冷链食品外包装上，进行消毒液消毒。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采用空气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对冷链食品消毒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1)中电离空气产生的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出口与所要消毒的冷链食品和/或冷链

食品外包装的表面距离5～200mm。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采用空气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对冷链食品消毒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1)和步骤2)中电离空气时采用的电源功率为200～3000W，电源产生的电压为2

～10kV，电源的频率为25～60kHz。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采用空气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对冷链食品消毒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1)中电离空气的电极设置有1‑16个。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采用空气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对冷链食品消毒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1)和步骤2)中电离空气产生的高能活性粒子包括超氧阴离子(O2‑)、过氧化氢

(H2O2)、一氧化氮(NO)、亚硝酸(HNO2)、羟基(OH)、臭氧(O3)、二氧化氮(NO2)、亚硝酰阳离子

(NO+)、单线态氧(1O2)、硝酸根(NO3
‑)、有机过氧化物(ROOH)以及过氧亚硝基(ONOO‑)中的一

种或几种。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采用空气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对冷链食品消毒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电离空气出口处的气体温度为50～800℃。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采用空气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对冷链食品消毒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消毒液消毒时将消毒液雾化喷洒至封闭的消毒室，冷链食品进出消毒室以实

现消毒。

8.如权利要求1中采用空气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对冷链食品消毒的系统，其特征在于，包

括用于传输冷链食品的传输装置，用于向传输装置所传输的冷链食品喷射高能高温活性粒

子的第一消毒装置、用于向传输装置所传输的冷链食品喷洒消毒液的第二消毒装置，传输

装置上设置有消毒室，第二消毒装置的消毒液雾化喷洒至消毒室。

9.根据权利要8中采用空气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对冷链食品消毒的系统，其特征在于，第

一消毒装置包括若干个用于电离空气产生高能高温活性粒子的第一电离空气电极、为第一

电离空气电极供电的第一电源以及向第一电离空气电极供压缩空气的第一空气压缩机，第

一电离空气电极产生的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出口与所消毒的冷链食品表面的距离为5～

200mm，第一电离空气电极延伸至消毒室内。

10.根据权利要8中采用空气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对冷链食品消毒的系统，其特征在于，

第二消毒装置包括电离空气组件、用于承装消毒液的储液罐，用于将储液罐中的消毒液雾

化喷洒的雾化装置，电离空气组件包括用于电离空气产生高能高温活性粒子的第二电离空

气电极、为第二电离空气电极供电的第二电源以及向第二电离空气电极供压缩空气的第二

空气压缩机，电离空气组件电离空气产生的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喷向储液罐，溶进储液罐后

形成所述消毒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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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采用空气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对冷链食品消毒的方法及

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冷链食品消毒和农产品杀菌保鲜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采用空气高

能高温活性粒子对冷链食品消毒的方法及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新型冠状病毒(SARA‑CoV‑2)流行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为预防新型冠状病毒

通过冷链食品及外包装传播，国家制订了进口冷链食品及外包装预防性消毒规定。

[0003] 现有技术主要用含氯消毒液或其它消毒液雾化喷洒到物体表面进行消毒处理，由

于冷链食品及外包装表面在0℃以下，喷洒到其表面的消毒液容易结冰，使消毒效果降低，

此外，针对没有外包装的冷链食品表面，许多消毒液是不能直接喷洒应用，有些消毒液容易

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消毒效果有待提高，消毒处理时间比较长。

[0004] 此外，还有利用电离辐射进行消毒的方法，申请公布号为  CN112314837A的发明专

利，公开了一种电离辐射灭活冷链食品中新型冠状病毒的消毒方法及系统，该方法采用电

离辐射，在不小于最低有效剂量2kGy且不高于冷链食品最高耐受剂量7kGy的范围内，在常

压下对冷链食品进行低温或常温消毒，灭活冷链食品包装内外表面、食品表面和/或食品间

隙可能存留的新型冠状病毒；所述的电离辐射包含电子加速器产生的能量不高于10MeV的

电子束、钴‑60或铯‑137放射性核素产生的伽马射线、以及电子加速器产生的能量不高于

5MeV的X射线中的一种或多种。

[0005] 上述对冷链食品杀菌消毒的方法单一，有些方法污染环境，有些方法无法将病毒、

细菌全方位杀死，会有部分残余细菌。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采用空气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对冷链食品消毒的方法

及系统，用以解决现有对冷链食品消毒的方法单一，易污染环境，无法将病毒、细菌全方位

杀死的技术问题。

[0007] 本发明的另一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采用空气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对冷链食品消毒

的系统。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0009] 一种采用空气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对冷链食品消毒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0] 1)电离空气消毒：电离空气产生高能高温活性粒子，之后将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喷

射至冷链食品和/或冷链食品外包装，进行电离空气消毒，并使需要消毒物体表面受热；

[0011] 2)消毒液消毒：电离空气产生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将高能活性粒子喷射入水或水

溶液中形成消毒液，将消毒液雾化喷洒至冷链食品和/或冷链食品外包装上，进行消毒液消

毒。

[0012] 进一步地，步骤1)中电离空气产生的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出口与所要消毒的冷链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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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和/或冷链食品外包装的表面距离5～200mm。

[0013] 进一步地，步骤1)和步骤2)中电离空气时采用的电源功率为200～  3000W，电源产

生的电压为2～10kV，电源产生的频率为25～60kHz。

[0014] 进一步地，步骤1)中电离空气的电极设置有1‑16个。

[0015] 进一步地，步骤1)和步骤2)中电离空气产生的高能活性粒子包括超氧阴离子

(O2‑)、过氧化氢(H2O2)、一氧化氮(NO)、亚硝酸(HNO2)、羟基(OH)、臭氧(O3)、二氧化氮(NO2)、

亚硝酰阳离子(NO+)、单线态氧(1O2)、硝酸根(NO3
‑)、有机过氧化物  (ROOH)以及过氧亚硝基

(ONOO‑)中的一种或几种。

[0016] 进一步地，电离空气出口处气体温度为50～800℃。

[0017] 进一步地，所述消毒液消毒时将消毒液雾化喷洒至封闭的消毒室，冷链食品进出

消毒室以实现消毒。

[0018] 上述采用空气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对冷链食品消毒的系统，包括用于传输冷链食品

的传输装置，用于向传输装置所传输的冷链食品喷射高能高温活性粒子的第一消毒装置、

用于向传输装置所传输的冷链食品喷洒消毒液的第二消毒装置，传输装置上设置有消毒

室，第二消毒装置的消毒液雾化喷洒至消毒室。

[0019] 进一步地，第一消毒装置包括若干个用于电离空气产生高能高温活性粒子的第一

电离空气电极、为第一电离空气电极供电的第一电源以及向第一电离空气电极供压缩空气

的第一空气压缩机，第一电离空气电极出口与所消毒的冷链食品表面的距离为5～200mm，

第一电离空气电极延伸至消毒室内。

[0020] 进一步地，第二消毒装置包括电离空气组件、用于承装消毒液的储液罐，用于将储

液罐中的消毒液雾化喷洒的雾化装置，电离空气组件包括用于电离空气产生高能高温活性

粒子的第二电离空气电极、为第二电离空气电极供电的第二电源以及向第二电离空气电极

供压缩空气的第二空气压缩机，电离空气组件电离空气产生的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喷向储液

罐溶进储液罐后形成所述消毒液。

[0021] 本发明方法具有如下优点：

[0022] 采用空气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对冷链食品消毒的方法，电离空气产生的高能高温活

性粒子，喷射到冷链食品或其外包装，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对冷链食品表面快速氧化、撞击、

刻蚀、加热，高能高温活性粒子作用于冷链食品或其外包装表面的各种病原体，如新型冠状

病毒等病原体，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具有极强的氧化性，能迅速氧化修饰新型冠状病毒 

(SARA‑CoV‑2)等病原体蛋白质外壳，改变病原体形态，破坏病原体基因结构，降解病原体蛋

白，从而导致病原体失活。此外，高频交变电场作用，紫外线照射作用，具有协同增强消毒作

用效果。把电离空气产生的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喷射入水或水溶液中，这些高能高温活性粒

子有些溶于水，有些与水分子反应，形成具有较高氧化还原电位，具有强氧化性的酸溶液。

把这种具有强氧化性的酸溶液雾化喷洒到冷链食品外表面，对冷链食品表面再继续进行消

毒，进一步提高消毒效果。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采用空气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对冷链食品消毒的系统示意图；

[0024] 图2为采用空气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对冷链食品消毒的系统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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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图中，1、传送带；2、第一消毒装置；21、第一电离空气电极；  22、第一电源；23、第一

空气压缩机；3、第二消毒装置；31、电离空气组件；311、第二电离空气电极；312、第二电源；

313、第二空气压缩机；32、储液罐；33、雾化喷射器；331、管道；4、消毒室。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将结合具体实施方案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的描述，但是本领

域技术人员应当理解，下文所述的实施方案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应视为限制本发明的

范围。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方案，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

得的所有其他实施方案，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7] 下述实施例中所使用的实验方法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常规方法。下述实施例中所

用的材料、试剂等，如无特殊说明，均可通过商业途径获得。

[0028] 实施例1

[0029] 本实施例的采用空气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对冷链食品消毒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0] 1)电离空气消毒：冷链食品在传送带上持续运输，冷链食品包括未包装的冷链食

品和带有包装的冷链食品。使用电源电离空气产生高能高温活性粒子，电离空气时采用的

电源功率为200W，电源产生的电压为  2kV，电源的频率为25kHz。电离空气时输送空气的压

力为200kPa。电离空气产生的高能活性粒子包括超氧阴离子(O2‑)、过氧化氢  (H2O2)、一氧

化氮(NO)、亚硝酸(HNO2)、羟基(OH)、臭氧(O3)、二氧化氮(NO2)、亚硝酰阳离子(NO+)、单线态

氧(1O2)、硝酸根  (NO3
‑)、有机过氧化物(ROOH)以及过氧亚硝基(ONOO‑)中的一种或几种。之

后将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喷射至冷链食品和/或冷链食品外包装，进行电离空气消毒。电离空

气产生的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出口与所要消毒的冷链食品和/或冷链食品外包装的表面距离

5mm。电离空气出口处的气体温度为50℃。

[0031] 2)消毒液消毒：采用与步骤1)相同的电离空气的方式产生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将

高能活性粒子喷射入水或水溶液中形成消毒液，将消毒液雾化喷洒至步骤1)中的经电离空

气消毒后的冷链食品和/或冷链食品外包装上，进行消毒液消毒。消毒液消毒时将消毒液雾

化喷洒至封闭的消毒室，冷链食品进出消毒室以实现消毒。

[0032] 本实施例的采用空气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对冷链食品消毒的系统，包括用于传输冷

链食品的传送带1，用于向传送带1所传输的冷链食品喷射高能高温活性粒子的第一消毒装

置2、用于向传输装置所传输的冷链食品喷洒消毒液的第二消毒装置3。

[0033] 第一消毒装置2包括1个用于电离空气产生高能高温活性粒子的第一电离空气电

极21、为第一电离空气电极供电的第一电源22以及向第一电离空气电极供压缩空气的第一

空气压缩机23。第一电源与第一电离空气电极电连接。第一空气压缩机的空气管路向第一

电离空气电极输送压缩空气。第一电离空气电极出口与所消毒的冷链食品表面的距离为 

5mm。第一电离空气电极为园筒状，电极正极为园柱状，位于园筒中心轴线，电极负极为园筒

外壁，电极负极出口高速旋转。第一电源的功率为200W，第一电源产生的电压为2kV，第一电

源的频率为25kHz。电离空气出口处的气体温度为50℃。电离空气时第一空气压缩机产生的

空气的压力为200kPa。

[0034] 第二消毒装置3包括电离空气组件31、用于承装消毒液的储液罐  32，用于将储液

罐中的消毒液雾化喷洒的雾化喷射器33。电离空气组件电离空气产生的高能高温活性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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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向储液罐溶进储液罐后形成消毒液。

[0035] 电离空气组件31包括用于电离空气产生高能高温活性粒子的第二电离空气电极

311、为第二电离空气电极供电的第二电源312以及向第二电离空气电极供压缩空气的第二

空气压缩机313。第二电源与第二电离空气电极电连接。第二空气压缩机的空气管路向第二

电离空气电极输送压缩空气。第二电离空气电极气体出口可以深入水或消毒液液面下，或

在其液面上的距离为3mm。第二电离空气电极为园筒状，电极正极为园柱状，位于园筒中心

轴线，电极负极为园筒外壁，电极负极出口高速旋转。第二电源的功率为200W，第二电源产

生的电压为2kV，第二电源的频率为25kHz。电离空气出口处的气体温度为50℃。电离空气时

第二空气压缩机产生的空气的压力为200kPa。

[0036] 传送带1上与第二消毒装置对应的位置设置有消毒室4，消毒室4设置有用于传送

带上的冷链食品进出的进口和出口，雾化喷射器33的喷头通过管道331延伸至消毒室4内，

第一电离空气电极延伸至消毒室内。消毒室将所消毒的冷链食品封闭起来，避免雾化喷射

器喷洒的消毒液扩散，提高消毒效果。

[0037] 实施例2

[0038] 本实施例的采用空气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对冷链食品消毒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9] 1)电离空气消毒：冷链食品在传送带上持续运输，冷链食品包括未包装的冷链食

品和带有包装的冷链食品。使用电源电离空气产生高能高温活性粒子，电离空气时采用的

电源功率为3000W，电源产生的电压为  10kV，电源的频率为60kHz。电离空气产生的高能活

性粒子包括超氧阴离子(O2‑)、过氧化氢(H2O2)、一氧化氮(NO)、亚硝酸(HNO2)、羟基(OH)、臭

氧(O3)、二氧化氮(NO2)、亚硝酰阳离子(NO+)、单线态氧(1O2)、硝酸根(NO3
‑)有机过氧化物

(ROOH)以及过氧亚硝基(ONOO‑)中的一种或几种。之后将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喷射至冷链食

品和/或冷链食品外包装，进行电离空气消毒。电离空气产生的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出口与所

要消毒的冷链食品和/或冷链食品外包装的表面距离  200mm。电离空气出口处的气体温度

为800℃。

[0040] 2)消毒液消毒：采用与步骤1)相同的电离空气的方式产生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将

高能活性粒子喷射入水或水溶液中形成消毒液，将消毒液雾化喷洒至步骤1)中的经电离空

气消毒后的冷链食品和/或冷链食品外包装上，进行消毒液消毒。消毒液消毒时将消毒液雾

化喷洒至封闭的消毒室，冷链食品进出消毒室以实现消毒。

[0041] 本实施例的采用空气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对冷链食品消毒的系统，包括用于传输冷

链食品的传送带，用于向传送带所传输的冷链食品喷射高能高温活性粒子的第一消毒装

置、用于向传输装置所传输的冷链食品喷洒消毒液的第二消毒装置。

[0042] 第一消毒装置包括1个用于电离空气产生高能高温活性粒子的第一电离空气电

极，为第一电离空气电极供电的第一电源以及向第一电离空气电极供压缩空气的第一空气

压缩机。第一电源与第一电离空气电极电连接。第一空气压缩机的空气管路向第一电离空

气电极输送压缩空气。第一电离空气电极与所消毒的冷链食品表面的距离为200mm。第一电

离空气电极为园片状，电极正负极均为相同直径园片。第一电源的功率为3000W，第一电源

产生的电压为10kV，第一电源的频率为60kHz。电离空气出口处的气体温度为800℃。

[0043] 第二消毒装置包括电离空气组件、用于承装消毒液的储液罐，用于将储液罐中的

消毒液雾化喷洒的雾化喷射器。电离空气组件电离空气产生的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喷向储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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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溶进储液罐后形成消毒液。

[0044] 电离空气组件包括用于电离空气产生高能高温活性粒子的第二电离空气电极、为

第二电离空气电极供电的第二电源以及向第二电离空气电极供压缩空气的第二空气压缩

机。第二电源与第二电离空气电极电连接。第二空气压缩机的空气管路向第二电离空气电

极输送空气。第二电离空气电极出口与所作用水或水溶液表面的距离为15mm。第二电离空

气电极为园片状，电极正负极均为相同直径园片。第二电源的功率为  3000W，第二电源产生

的电压为10kV，第二电源的频率为60kHz。

[0045] 传送带上与第二消毒装置对应的位置设置有消毒室，消毒室设置有用于传送带上

的冷链食品进出的进口和出口，雾化喷射器的喷头通过管道延伸至消毒室内，第一电离空

气电极延伸至消毒室内。消毒室将所消毒的冷链食品封闭起来，避免雾化喷射器喷洒的消

毒液扩散，提高消毒效果。

[0046] 实施例3

[0047] 本实施例的采用空气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对冷链食品消毒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8] 1)电离空气消毒：冷链食品在传送带上持续运输，冷链食品包括未包装的冷链食

品和带有包装的冷链食品。使用电源电离空气产生高能高温活性粒子，电离空气时采用的

电源功率为1000W，电源产生的电压为  5kV，电源的频率为30kHz。电离空气产生的高能活性

粒子包括超氧阴离子(O2‑)、过氧化氢(H2O2)、一氧化氮(NO)、亚硝酸(HNO2)、羟基(OH)、臭氧

(O3)、二氧化氮(NO2)、亚硝酰阳离子(NO+)、单线态氧(1O2)、硝酸根(NO3
‑)有机过氧化物

(ROOH)以及过氧亚硝基(ONOO‑)中的一种或几种。之后将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喷射至冷链食

品和/或冷链食品外包装，进行电离空气消毒。电离空气产生的高能高温活性粒子与所要消

毒的冷链食品和/或冷链食品外包装的表面距离5mm。电离空气出口处的气体温度为500℃。

[0049] 2)消毒液消毒：采用与步骤1)相同的电离空气的方式产生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将

高能活性粒子喷射入水或水溶液中形成消毒液，将消毒液雾化喷洒至步骤1)中的经电离空

气消毒后的冷链食品和/或冷链食品外包装上，进行消毒液消毒。消毒液消毒时将消毒液雾

化喷洒至封闭的消毒室，冷链食品进出消毒室以实现消毒。

[0050] 本实施例的采用空气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对冷链食品消毒的系统，包括用于传输冷

链食品的传送带，用于向传送带所传输的冷链食品喷射高能高温活性粒子的第一消毒装

置、用于向传输装置所传输的冷链食品喷洒消毒液的第二消毒装置。

[0051] 第一消毒装置包括16个用于电离空气产生高能高温活性粒子的第一电离空气电

极、为第一电离空气电极供电的第一电源以及向第一电离空气电极供压缩空气的第一空气

压缩机。第一电源与第一电离空气电极电连接。第一空气压缩机的空气管路向第一电离空

气电极输送空气。第一电离空气电极与所消毒的冷链食品表面的距离为5mm。第一电离空气

电极为园筒状，电极正极为园柱状，位于园筒中心轴线，电极负极为园筒外壁。第一电源的

功率为1000W，第一电源产生的电压为5kV，第一电源的频率为30kHz。电离空气出口处的气

体温度为500℃。电离空气时第一空气压缩机产生的空气的压力为500kPa。

[0052] 第二消毒装置包括电离空气组件、用于承装消毒液的储液罐，用于将储液罐中的

消毒液雾化喷洒的雾化喷射器。电离空气组件电离空气产生的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喷向储液

罐溶进储液罐后形成消毒液。

[0053] 电离空气组件包括用于电离空气产生高能高温活性粒子的第二电离空气电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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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电离空气电极供电的第二电源以及向第二电离空气电极供压缩空气的第二空气压缩

机。第二电源与第二电离空气电极电连接。第二空气压缩机的空气管路向第二电离空气电

极输送压缩空气。第二电离空气电极气体出口在其液面上的距离为50mm。第二电离空气电

极为园片状，电极正负极均为相同直径园片。第二电源的功率为  1000W，第二电源产生的电

压为5kV，第二电源的频率为30kHz。

[0054] 传送带上与第二消毒装置对应的位置设置有消毒室，消毒室设置有用于传送带上

的冷链食品进出的进口和出口，雾化喷射器的喷头通过管道延伸至消毒室内，第一电离空

气电极延伸至消毒室内。消毒室将所消毒的冷链食品封闭起来，避免雾化喷射器喷洒的消

毒液扩散，提高消毒效果。

[0055] 实施例4

[0056] 本实施例的采用空气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对冷链食品消毒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7] 1)电离空气消毒：冷链食品在传送带上持续运输，冷链食品包括未包装的冷链食

品和带有包装的冷链食品。使用电源电离空气产生高能高温活性粒子，电离空气时采用的

电源功率为900W，电源产生的电压为  6kV，电源的频率为30kHz。电离空气时输送空气的压

力为400kPa。电离空气产生的高能活性粒子包括超氧阴离子(O2‑)、过氧化氢  (H2O2)、一氧

化氮(NO)、亚硝酸(HNO2)、羟基(OH)、臭氧(O3)、二氧化氮(NO2)、亚硝酰阳离子(NO+)、单线态

氧(1O2)、硝酸根  (NO3
‑)、有机过氧化物(ROOH)以及过氧亚硝基(ONOO‑)中的一种或几种。之

后将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喷射至冷链食品和/或冷链食品外包装，进行电离空气消毒。电离空

气产生的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出口与所要消毒的冷链食品和/或冷链食品外包装的表面距离

5mm。电离空气出口处的气体温度为300℃。

[0058] 2)消毒液消毒：采用与步骤1)相同的电离空气的方式产生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将

高能活性粒子喷射入水或水溶液中形成消毒液，将消毒液雾化喷洒至步骤1)中的经电离空

气消毒后的冷链食品和/或冷链食品外包装上，进行消毒液消毒。消毒液消毒时将消毒液雾

化喷洒至封闭的消毒室，冷链食品进出消毒室以实现消毒。

[0059] 本实施例的采用空气高能高温活性粒子对冷链食品消毒的系统，包括用于传输冷

链食品的传送带1，用于向传送带1所传输的冷链食品喷射高能高温活性粒子的第一消毒装

置2、用于向传输装置所传输的冷链食品喷洒消毒液的第二消毒装置3。

[0060] 第一消毒装置2包括8个用于电离空气产生高能高温活性粒子的第一电离空气电

极21，8个电极均匀分布在传输带的上下左右4个方向，作用到冷链食品的全部表面，提高消

毒效果；为第一电离空气电极供电的第一电源22以及向第一电离空气电极供压缩空气的第

一空气压缩机  23。第一电源与第一电离空气电极电连接。第一空气压缩机的空气管路向第

一电离空气电极输送压缩空气。第一电离空气电极出口与所消毒的冷链食品表面的距离为

5mm。第一电离空气电极为园筒状，电极正极为园柱状，位于园筒中心轴线，电极负极为园筒

外壁，电极负极出口高速旋转。第一电源的功率为900W，第一电源产生的电压为6kV，第一电

源的频率为30kHz。电离空气出口处的气体温度为300℃。电离空气时第一空气压缩机产生

的空气的压力为400kPa。

[0061] 第二消毒装置3包括电离空气组件31、用于承装消毒液的储液罐  32，用于将储液

罐中的消毒液雾化喷洒的雾化喷射器33。电离空气组件电离空气产生的高能高温活性粒子

喷向储液罐溶进储液罐后形成消毒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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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 电离空气组件31包括用于电离空气产生高能高温活性粒子的第二电离空气电极

311、为第二电离空气电极供电的第二电源312以及向第二电离空气电极供压缩空气的第二

空气压缩机313。第二电源与第二电离空气电极连接。第二空气压缩机的空气管路向第二电

离空气电极输送压缩空气。第二电离空气电极气体出口可以深入水或消毒液液面下，或在

其液面上的距离为5mm。第二电离空气电极为园筒状，电极正极为园柱状，位于园筒中心轴

线，电极负极为园筒外壁，电极负极出口高速旋转。第二电源的功率为900W，第二电源产生

的电压为6kV，第二电源的频率为30kHz。电离空气出口处的气体温度为300℃。电离空气时

第二空气压缩机产生的空气的压力为400kPa。

[0063] 传送带1上与第二消毒装置对应的位置设置有消毒室4，消毒室4设置有用于传送

带上的冷链食品进出的进口和出口，雾化喷射器33的喷头通过管道331延伸至消毒室4内，

第一电离空气电极延伸至消毒室内。消毒室将所消毒的冷链食品封闭起来，避免雾化喷射

器喷洒的消毒液扩散，提高消毒效果。

[0064] 虽然，上文中已经用一般性说明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了详尽的描述，但在本

发明基础上，可以对之作一些修改或改进，这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因此，

在不偏离本发明精神的基础上所做的这些修改或改进，均属于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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