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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在酿酒过程中保护并保留香气成分

为美酒提供有力保障
干冰清洗：

冷却搅拌和气氛包装:

物理清洁
不留痕迹

食品保鲜，
信心满怀

土木工程中
的废水处理:

无侵蚀、无腐蚀、
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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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美酒提供有力保障

封面照片：

葡萄酒内所含的超多种芳香物质使饮用葡萄酒成为一种独

法国梅塞尔销售员
兼顾问吉恩 • 伊夫
贝利参观圣叙尔皮
克德鲁瓦昂省葡萄
庄 园 主 Florent Lys
经营的葡萄园。

液氮用于铝挤压

优质的自行车车轮
捷安特是很多人首选的自行车品牌，

特的享受。根据现有知识，促成葡萄酒香气和口味的挥发
性物质多达一千种。葡萄酒庄园主面临着如何将这么多香

各部件的优质质量成就了捷安特卓越的

味物质从葡萄内装入酒瓶的挑战。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要

品牌形象。昆山捷安特轻合金科技有限

对付诸如细菌、真菌、热度和氧等多种敌手。气体是他们

公司是捷安特集团旗下的一家专门从事

在这场战斗中的关键盟友。

铝合金挤压生产的公司，捷安特自行车
的各类轮圈就在这里生产。去年 10 月，

实例聚焦

06

梅塞尔开始为其供应液氮，用于铝型材
挤压模具的热处理保护以及铝型材挤压

物理清洁不留痕迹
理想的清洁工艺创造出完美的表面，溶解污物不留痕迹：
干冰可以彻底而温和地清洁模具和工具。

时的材料保护和模具的冷却。梅塞尔的
梅塞尔为世界最大的油脂化学品生产商泰柯棕化位于张家港的工厂供应氢气。

从棕榈油到化工原料
气体应用

12

食品保鲜，信心满怀

位于江苏扬子江化工园区的泰柯棕

二期上马，产能扩大一倍，为此，梅塞

化（张家港）有限公司是世界最大的油脂

尔在泰柯棕化的现场加添了新的装置，

化学品生产基地，总部位于马来西亚吉隆

氢气供应能力增至 1000 标方 / 小时。梅

坡 , 主要通过炼制棕榈油生产各种脂肪酸、 塞尔在张家港的化工园区拥有总产能达
甘油、皂基等。自 2004 年泰柯棕化张家

4000 标方 / 小时的氢气装置 , 主要通过

Kermene 是法国布列塔尼地区最大的肉联厂，它的六家

港工厂建成以来，梅塞尔一直为其加氢

管道供应园区内的客户泰柯棕化、瓦克

生产基地每年共生产 2 千万吨的肉类产品。Kermene 非

脂肪酸的生产线供应纯度为 99.999%，

和东海粮油，此外，还通过氢气排管车

常注重质量和节能，因此，该中心借助气体对鲜肉及其他

压力为 20 巴的氢气。2015 年泰柯棕化

供应周边地区。

产品进行加工和包装。

张彦春
富氧燃烧

绿色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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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侵蚀、无腐蚀、成本低

2015 年，梅塞尔为四川成都的一套

成都成钢梅塞尔向玉龙推荐了解决方案：

土木工程项目中的碱性废水需要中和处理后，方可排入排

燃煤锅炉成功实施富氧燃烧改造，实现了

利用玉龙自己的锅炉，通过富氧燃烧，

铝合金自行车轮圈的生产需要氮气的帮
助。

水系统或地表水中。在此类项目中使用二氧化碳进行中和

国内第一例在燃煤锅炉上实现富氧循环燃

以提高锅炉尾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作

液氮用于铝型材挤压的 INCAL® 技术，

处理是一种既环保又经济的解决方案。

烧技术的案例。

为自己生产过程中的碳源。经过半年多

通过专门设计的软硬件系统实现钝化挤

成都玉龙化工是当地的一家中型化

对方案的改进和调试，项目已于 2015 年

压品和冷却模具，从而提高铝型材挤压的

工企业，其生产过程中的加碳工艺需要用

9 月成功实施。现在玉龙锅炉尾气中的二

质量和产量。使用后捷安特工厂单台挤压

到 20% 以上浓度的二氧化碳。之前，这

氧化碳含量在 20% 至 30% 之间，并且

机的综合生产效率提高了 10% 左右，铝

个二氧化碳一直来源于附近一家石灰窑厂

随生产的需要可灵活调节，极大地方便

型材的表面质量也得到明显改善。

的尾气。2015 初石灰窑厂停产，玉龙失

了客户下游产品的生产。同时，由于尾

去了二氧化碳气源。在此情况下，有两种

气中的二氧化碳被作为碳源使用，客户

本刊作者均为梅塞尔集团的员工，未经本公司同意，不得

解决办法，一是外购液体二氧化碳；二是

实现了锅炉尾气的零碳排放。

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或传播使用。

自己生产。作为玉龙的长期气体供应商，

梅塞尔格里斯海姆（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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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例燃煤锅炉使用富氧燃烧技术

气体与生活 2016 年 04 月

其他栏目
03

最新消息

04

世界各地

14

行业亮点

阎俊敏

阎俊敏

气体与生活 2016 年 04 月

3

世界各地
匈牙利：氧燃技术用于玻璃艺术品制作

斯洛文尼亚：二氧化碳软化饮用水

奥地利：干冰清洗用于齿科产品

二氧化碳防止水垢

二氧化碳让笑容绽
放光彩

斯洛文尼亚的特雷布涅小镇历史悠
久，四周群山环绕，风景如诗如画。该

氧 气 让“ 迈 阿 密”
更显精致
自 1878 年以来，匈牙利的爱依卡水
晶玻璃厂一直采用最好的水晶玻璃制作
眼镜、花瓶和碗。对玻璃产品装饰之后，

一副好的假牙必须拥有完美的贴合
和无暇的表面。为此，总部位于奥地利
迈 宁 根 的 Klema Dentalprodukte 公 司
使用干冰喷射法来清洗生产设备和敏感
设备部件，并且该方法的使用已有一段
时日。针对生产陶瓷牙和合成牙的高科
技机械设备，这种非磨损的清洗方法正
在逐步取代传统的清洗方法。该方法类
似于喷砂，但喷出的是干冰粒，因而不

“迈阿密”花瓶是为从迈阿密出航的新
豪华游轮制作的。爱依卡水晶玻璃厂的
15 名工匠为此工作了 16 个小时。

会对设备造成磨损或损害。另外，干冰
泵池底部的二氧化碳管道清晰可见
镇饮用水水质非常好，只是石灰含量相

低温的特性还增强了清洗的效果，除去

对较高。如果不进行水处理，管道内壁

Herbert Herzog

会有沉积物形成。特雷布涅公用事业公
司 Komunala 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防

还借助氧气烧枪对玻璃产品的表面进行

污垢后无残留物。
干冰清洗优化假牙的制作。

修整，使之光洁平滑。为此，匈牙利梅
塞尔每年向爱依卡提供 12 万立方米的氧
Krisztina Lovas

止水垢形成的最有效办法是向水中加入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是矿泉水的天然成分，用
于一般饮用水的供应绝对安全。在特雷
布涅镇，二氧化碳气体通过管道数送至
泵池中的多孔管网。然后使用控制系统
和 PH 探针调节水的 PH 值。每升水中

细胞与培养
一。它也是现代莱里达大学的前身。两

了莱里达通学，这是西班牙第三大最古

年来，西班牙梅塞尔一直为该大学提供

老的大学，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

医学和农艺学教学与研究用特种气体。

Dejan Šibila
奥地利：氧气促进植物根系生长

温室种植的效率
在高科技温室中，针对性地在灌溉
水中通入氧气，可改善植株根系发育，
从而促进植物生长。植物总体更为健康，
在其生命周期中可产出更多的果实供出

精密冷却核聚变

明显的优势
在蜡烛的生产中，蜡的冷却过程非

用于培养箱中。细胞需要摄氏 37 度的温

常耗时。因此，位于斯洛文尼亚的西尔

能量来源。世界各国目前正参与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的国际合

度和二氧化碳含量为百分之五的空气环

维斯特 • 沃尔夫草本蜡烛厂一直受到生

作，以试图开发这种潜在的能源技术。

境才能按计划完成培养。此外，氦气被

产延误的困扰。为了缩短冷却时间，该

用作气相色谱的载气。氮气、合成空气

在法国南部的卡达拉什镇，一座

80 至 100 开 氏 度 之 间（ 即 零 下 193

和二氧化碳被供应给低氧室，这是为了

核聚变反应原型堆正在建设之中，该

摄氏度至零下 173 摄氏度之间）。梅

研究细胞在缺氧环境下的反应过程。在

原型堆的输入能量远小于输出能量，

塞尔向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提供专用

缺氧的环境下，人们的身体或身体的一

是“国际热核实验反应堆”项目（简

换热器，换热器中的氦气用液氮冷却。

部分会出现急性缺氧症状。血管收缩、

称 ITER，“iter”拉丁语意思是“道

通过改变气体压力，可以很精确地调

肺病、血栓症以及高原反应均可诱发细

路”）的一部分。其核心设备是超高

节气体的温度，继而可对冷却工艺进

胞缺氧。气体可用来模拟特定的缺氧环

真空室，其中由氢原子核组成的等离

行精确管理。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在

子体通过强大的磁场加热到一亿摄氏

美国低温工程会议上展示了这一系统。

Marion Riedel

可防止灌溉系统的管道、过滤器和膜片
发生淤塞。这极大地减少了供水系统的
莱里达大学细胞培养实验室内的研究工作。

从理论上讲，核聚变事实上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例如，在细胞培养实验室，二氧化碳被

境，帮助研究。

售。一个很受欢迎的“副作用”是氧气

Herbert Herzog

法国：氮气用于未来技术
斯洛文尼亚：草本蜡烛的冷却

阿拉贡国王海梅二世于 1300 年创建

加入大约 40 毫克二氧化碳。

清理工作量，从而降低成本。

ITER（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从图中
的人像可以看出这一设备的巨大规模。

气。

西班牙：特气用于教学和研究

氮气冷却前和冷却后的蜡烛

度以上。用来抽取真空的真空泵由卡

厂如今使用梅塞尔提供的低温氮。由于

尔斯鲁厄理工学院开发。测试真空泵

梅塞尔在西尔维斯特 • 沃尔夫安装了冷却

时，必须将气态氦的温度精确维持在

Dr. Friedhelm Herzog

桥，该公司如今可每小时迅速冷却 7000
支蜡烛。
Alenka Meki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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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聚焦
氮气确保安全快速的大修
奥地利：干冰清洗

物理清洁不留痕迹
在机械生产中，为确保良好的产品质量，模具和工具必须保持干净，所以要进行定期清洁。而清
洁过程不能影响正常的生产运行非常重要。传统的人工清洁费力，且会造成长时间停机，既降低了生
产率，又增加了成本。干冰清洁法利用了简单的物理学原理，操作简单，清洗彻底，性价比高。

在 软 垫 家 具 制 造 的 过 程 中， 可 使 用
ASCOJET 型干冰喷射技术来清洁聚氨酯发
泡工具。梅塞尔负责对内交流的安德里亚，
在家具店中将其写字椅换成舒适的沙发。

清洁聚氨酯发泡工具——温和的干冰
清洁能确保降低工具磨损。

用

对客户的益处：

液态二氧化碳可以生产出干冰。
在受控条件下，液态二氧化碳在

+ 温和清洗：模具和工具表面不受损害。

干 冰 挤 压 式 造 粒 机 中 膨 胀， 产 生 零 下

+ 无需拆卸：ASCOJET 干冰喷射机可直

79 摄 氏 度 的 干 冰 雪。 然 后， 使 用 所 谓

接清洁安装在生产设备上的模具。因此，

的挤出板将该温度极低的物质挤压成直

可避免因生产中断导致的高昂费用。

径为 3 毫米的柱状颗粒。这些颗粒装入

+ 无二次污染：由于干冰一碰到模具表
面就转化为气态，所以没有需处理的
吹扫介质。

腐蚀或电气元件受损的风险。
+ 环保：无二次污染，未使用任何化学
物质。

+ 干燥：喷射清洁过后，表面干燥，无

客户介绍：

ASCOJET 干冰喷射清洗机后，压缩空
气将其输送至喷枪，并加速至最高每秒
300 米。第一批颗粒对待清洗模具的单
个点形成热冲击。然后，随后的颗粒传
递较高的动能。这样污垢完全松动、剥落。
由于颗粒在冲击之后立即化为气
态，因此，被清洗表面洁净且干燥。此
外，由于干冰颗粒硬度非常小，莫氏硬
度大约仅为 2（腓特烈 • 莫氏硬度标准），

中国：宁波华德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专

生产家用软垫家具组件，如坐垫和扶手

业生产汽车塑料内外饰件。梅塞尔为其

等。为了清洗其聚氨酯发泡工具，该公

新建的汽车门把手油漆线提供干冰雪自

司过去一直在寻找能方便地集成在生产

动清洗系统。汽车门把手在注塑成型后

工艺里的无残留清洗技术。过去只能用

要经过清洗，去除表面的灰尘颗粒后再

刮刀和刷子进行费时费力的人工清洁的

喷漆，这样才能保证油漆质量。华德以

模具，如今可用 ASCOJET 908 干冰喷

前的生产线一直采用水清洗方法，但存

射清洗机进行更快捷且无机械损伤的清

在产品表面容易有残留水，导致油漆起

因此，被清洁的设备、工具表面完好无

洁。

壳；需制取纯水，设备投资大；需进行

损。

瑞士：施万登股份公司是瑞士最现代化

废水处理，运营成本高等问题。梅塞尔

的注塑模具工厂之一。公司的产品包括

提供的干冰雪清洗技术彻底解决了这些

咖啡机等家用电器的模块设计。彻底而

问题。干冰雪的粒径远比干冰颗粒小，

温和的模具清洗对于此类部件尤为重

且质量也轻许多，所以它对被清洗件的

要，否则，产品质量就会显著下降。为此，

表面损伤程度最轻，适合清洗注塑件产

该公司使用 ASCOJET 908K 型干冰喷

品，而且液体二氧化碳转变为干冰雪是

射清洗机进行模具清洁。

一个瞬间发生的自然现象，所以更适合

该工艺应用于包括塑料、聚氨酯和
铸造等行业在内的模具和工具清洁，效
果极佳。

供塑料行业使用的新设备
ASCO 公司专为塑料行业开发出一
种新型干冰喷射清洗机——ASCOJE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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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模块设计而言，完美的表面是一项必要条件，纽约特别版的雀巢咖啡机就
是如此。彻底而温和的模具清洁必不可少。
908K。该清洗剂的特点在于易于操作，

损坏模具。这种新型干冰喷射清洗机主

且压缩空气耗量低。喷枪上配有专门设

要用来清洁注塑机模具，可大幅节省模

计的塑料短喷嘴，可在机器上直接对模

具和工具清洁费用。

具进行清洁，无需将模具卸下，也不会

梅塞尔的干冰雪清洗系统用于汽车
门把手注塑件的清洗

自动清洗。

编委会
气体与生活 2016 年 0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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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气体在酿酒过程中保护并保留香气成分

为美酒提供有力保障
葡萄酒庄园主和葡萄酒鉴赏家都知道，葡萄酒的品质是在葡萄树上创造的。葡萄在生长及成熟
过程中内部逐步累积的物质是之后挑逗葡萄酒爱好者味蕾的重要因素。到目前为止，通过葡萄酒工艺
学（研究葡萄酒的科学）鉴定出的此类物质包含约一千种挥发性成分。葡萄酒商的首要任务是尽可能
多地将此类赋予葡萄酒某种特殊口味的成分装入酒瓶。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必须要应对一些强劲的破
坏者：细菌、真菌、高温和氧气，这些敌对者都对敏感脆弱的香气成分构成威胁。在现代酿酒工艺中，
气体是抑制此类破坏的方法之一。

葡萄酒庄园主 Florentine Lys 和法国梅塞尔的销售员兼
顾问吉恩 • 伊夫贝利在葡萄园中讨论酿酒技术问题。

在

收获季节，所有葡萄酒庄园主

于赋予葡萄酒水果味道的风味成分。丹

升腾到葡萄浆上面，因为二氧化碳比重大

都喜欢干燥晴朗的天气。葡萄

宁酸是构成葡萄酒的酒体不可或缺的物

于空气，所以二氧化碳气体停留在葡萄浆

可快速成熟，采摘的葡萄健康新鲜，这

质，而颜色化合物赋予葡萄酒微微发光

上面形成云状气毡。不久之后，终于可以

样才能酿造出上好的葡萄酒。然而，秋

的色泽，这两种物质主要来源于葡萄皮，

开始发酵。好的红葡萄酒的发酵从葡萄皮

天温暖的天气也会促进提早发酵。在采

并在发酵之前被提取出来。

开始 —— 葡萄皮浸在葡萄浆中。酿造白

摘的过程中，一旦葡萄颗粒离开葡萄串
并被稍稍压扁，无所不在的微生物就会

葡萄酒时，首先将葡萄皮与葡萄浆分离，
浸渍葡萄皮，使葡萄酒上色

然后压榨葡萄浆，再对葡萄汁进行澄清，

对未发酵的葡萄浆发起攻击。它们在温

为了确保这一微妙的过程不被能产

暖气温条件下的繁殖尤为迅速。如果葡

生酒精的酵母细胞的过早活动打断，许

如今，随着葡萄酒的大规模酿造，澄

萄酒庄园主们不加干预，微生物们就会

多葡萄酒商采用所谓的冷浸泡工艺。该

清工序主要采用浮选法，为此，许多葡萄

立即将果糖转化成酒精。

工艺最初在勃艮第葡萄酒厂得以开发，

酒厂使用氮气，因为它不与敏感物质反应。

旨在赋予颜色不太浓烈的黑比诺葡萄酒

将氮气通入压力罐内的葡萄汁中，在 5 ～ 6

更深的颜色。在大多数情况下，冷浸泡

巴的压力下，氮气溶解在葡萄汁液中，但

尽管这种转化（发酵过程）实际上

工艺需要在 5 摄氏度左右的温度环境下

是，一旦压力下降，氮气又马上释放出来。

就是葡萄汁变为葡萄酒的过程，但在这

进行，这通过加入零下 78 摄氏度的干

氮气泡上浮到液体表面，同时携带出细小

个阶段却发生为时过早，因为在葡萄浆

冰可以实现。低温二氧化碳将发酵前的

颗粒物，气泡附着在颗粒物上，使颗粒物

发酵之前，需要一定时间让葡萄皮中的

葡萄浆冷却至预期温度，并将其与环境

浮于液体表面。这样，清澈的葡萄浆就留

重要成分释放出来。这些成分包括有助

温度隔开：干冰从固态变为气态（升华），

在罐底部，很容易被抽取出去。这一工序

金秋十月暗藏危险

即去除残留的细小葡萄皮等残渣。

下接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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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专 访
Florentine Lys
法国拉卡夫合作
葡萄酒厂负责人
“梅塞尔提供创新的
葡萄酒酿造工艺。”

由西博系统构成的不间断的冷链

《气体与生活》：Lys 先生，你们生产

此工艺用早熟红葡萄品种来生产地区

何种葡萄酒？

餐酒。我们还使用液态二氧化碳对浸
渍槽进行冷却和惰性处理。我们还有

Florentine Lys：我们生产地区餐酒、
品诺酒——一种加有白兰地的利口酒，
杰丽天鹅酒和科涅克蒂多娜王子酒。
不锈钢酒罐
气体在酿酒中的应用

吉恩 • 伊夫贝利查看储存采摘后的葡萄的
容器。葡萄先经冷却和惰化，然后送去榨
汁。

《气体与生活》：你们使用哪种梅塞
尔食品气体？这种气体有何用途？

在酿酒中应用气体的方式多种

Florentine Lys： 我 们 在 酿 酒 各 个 阶

多样，有利于提高葡萄酒生产工艺

段都使用梅塞尔气体，从葡萄到厂至

效率，但最重要的是，提高葡萄酒
质量。气体可用于酿酒的不同阶段。
• 葡萄采收阶段：使用干冰，防止
过早发酵

• 浸泡（冷浸）阶段：冷却，即 , 用
低温气体来推迟发酵作用，并增
强果味和颜色物质的浸出
• 葡萄浆澄清阶段：使用氮气去除
浮选过程留下的残渣
• 贮存阶段：使用惰性气体置换空
气并填充顶空
• 增鲜阶段：二氧化碳让葡萄酒起
泡

液体储罐，用来防止葡萄在采摘后即

的其他应用。
《气体与生活》：六年来你们一直是
梅塞尔的客户，其决定性因素是什
么？
Florentine Lys：只要我们需要，就
会得到来自梅塞尔团队定期且有益的
现场支持，包括技术员和工程师的支
持。梅塞尔通过配套资源提供创新性

也可使用压缩空气，但空气中所含的氧

或氩气，在白葡萄酒中使用二氧化碳。在

的葡萄酒是用不同品种的葡萄分别酿造，

被氧化。我们还将液态二氧化碳喷洒

气会引起不良反应、氧化作用和口味损

葡萄酒的贮存、转移和装瓶期间，此类气

然后在后期勾兑而成的。勾兑时肯定希望

到存放葡萄的容器中，用来冷却葡萄

失。

体置换容器中的空气，防止大气中的氧气

避免接触空气。使用惰性气体可以达此目

并对下一工序中使用的榨汁机进行惰

对葡萄酒的氧化。气体贮存在储槽或气瓶

的。随后酒商将葡萄酒装瓶，这通常分几

化处理。这里我们采用梅塞尔工艺，

中，通过管道和软管按所需要的量输送到

个阶段进行。因此常常会在较长时间内留

将二氧化碳进料喷射器直接安装在该

在发酵的过程中，微生物自身产生

酒罐内。还有另一种非常简便的惰化装罐

下多个半满的贮罐。在这些罐内，一层相

工艺设备上，操作员在操作室内操控，

大量的二氧化碳，从而防止空气在这一

方法。该方法是手工将称量好的干冰放入

对较重的惰性气体——氩气可提供最有效

阶段进入发酵罐。然而，在发酵产生的

空罐内。干冰在罐内变成气态二氧化碳并

的保护，防止风味物质受氧化作用的破坏。

气体充满发酵罐之前，以及几周后将发

将空气经由罐顶部的开口推送出来。

这种惰性气体一般以氮氩混合气的形式使

圣叙尔皮克德鲁瓦昂省拉卡夫合作

用，这种混合气体还可保留打开的酒瓶中

葡萄酒厂，位于法国西南部，隶属于夏

• 去梗打浆阶段：使用二氧化碳，
防止氧化

葡萄酒的贮存。干冰来自于二氧化碳

上接第 9 页

一些使用梅塞尔美食家系列瓶装气体

发酵罐充气

酵的未熟葡萄酒转移到贮存罐，如何避

不锈钢葡萄酒罐在用不同的葡萄酒勾

免接触氧气的问题会再次出现。防止葡

兑“特酿酒”（cuvée）时，也使用同样

萄酒口味和颜色发生变化的最佳方法是

的惰性气体工艺，例如，大多数高级波尔

使用惰性气体：在红葡萄酒中使用氮气

多葡萄酒就是这样制成的。此类价格昂贵

的葡萄酒的新鲜度和口感。
编委会

的葡萄酒酿造工艺以及优质的服务。
最后重要的是：我们使用 300 巴的集
装格，该装置能用数量有限的气瓶存
贮大量的气体。

法国拉卡夫合作葡萄酒厂

朗德联合集团。该葡萄酒厂成立于 2010
年，由两个合作社组成，有 600 名员工，
从事谷类食品和爆米花的生产以及葡萄
酒的酿造。该厂已有近五十年的历史，

• 装瓶和宴席服务：使用氮气、二

是当地最重要的合作酒庄。其酒窖中存

氧化碳和氩气的各种混合气保护

放着木制、不锈钢和水泥酒罐，生产优

已开瓶的葡萄酒，防止氧化

质葡萄酒（葡萄汁）500 万升，这些葡
萄酒和葡萄汁均由专业酒类学家团队加
工和精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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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应用
冷却搅拌和气凋包装
冷却搅拌
在克雷费尔德的梅塞尔食品
应用技术经理弗里德里希 •
莫泽正在享用自制汉堡包。

气调包装

温控阀，用于快速而精准的

气调包含各种不同气体…

冷却
产品混合物进一步加工
排出废气

成鸡块、汉堡肉饼等
LIN*

LCO2*

LOX

搅拌机
LIN*
或
LCO2*

* LIN = 液氮
LCO2 = 液态二氧化碳

气体混配器
包装机

低温气体按剂量注入搅拌机

保护各种产品，确保更长的

并冷却产品混合物

保质期

LOX = 液氧
图片来源： Piet Hamann，www.piethamann.de

发的 Clapet 喷嘴（Clapet 源于法语单词，

食品保鲜，信心满怀
Kermene 是法国布列塔尼地区最大的肉联厂。它在该地区拥有六家生产基地，从事猪牛的屠宰、

另一个应用领域是粉末封装，这涉及将脂

低温气体的冷却搅拌，不仅用于肉

肪或卵磷脂等熔融物质用粉末包裹起来，

阀门由气体压力打开，既不需要外

类加工。当生产烘焙食品时，也可使用

从而使产品不再吸收水分并保持可灌装

加电源也不需要加热，旨在防止任何产

相同的工艺来冷却揉面机里的生面团，

性。这只有在脂肪颗粒能够快速结晶的情

品残留或清洗用水进入阀中。气体流经

让面团完全彻底地发透，并且有时还能

况下才能实现，用低温气体可让脂肪颗粒

Clapet 喷嘴进入搅拌机，在搅拌机中直

缩短揉面时间。用气体代替冷水或薄片

快速结晶。

接冷却产品。由于喷嘴安装在搅拌机底部，

冰进行冷却，工艺更简单，而最重要的

在气调包装生产线上，成品肉制品在

所以可用尽几乎全部的气体热焓（即蕴藏

是，更卫生。Variomix 工艺还用于袋装

气调下进行包装，以确保产品从出厂到用

的致冷能力）。因此冷能得到高效利用。

汤食和即食产品等粉末状食品的生产。

户冰箱的整个过程中维持其原有的质量。

意思是止回阀）负责将气体注入搅拌机中。
冷却搅拌和气调包装

冷却生面团

切割和加工生产，每年生产 2 千万吨的肉类产品。为了满足如此大量的生产需求，Kermene 配备了

为此，Kermene 使用二氧化碳与氧

多条液氮和液体二氧化碳速冻、冷却搅拌生产线和气调包装生产线。这些生产线具有高度自动化的特

气和氮气的混合气体，这三种气体的混

点，是欧洲同类设施中最现代化的。产品质量是该公司的重中之重，同时公司还十分注重提高能源效

合比例经过细致的调校。尽管这三种气
体都天然地存在于大气中，但在改良三

率。气体的使用在这两方面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种气体的组合比例后，它们就能帮助保
护产品并延长产品的保质期。梅塞尔法
国已通过国际食品安全体系认证 FSSC

为

了优化生产和包装工艺，早在规

尔的气体冷却系统（Variomix）。该系

入到搅拌机里。低温气体抵消了搅拌产生

划 阶 段 Kermene 就 咨 询 了 梅 塞

统可使加工温度迅速降低到理想温度。

的热量，确保将整个搅拌过程中的温度维

尔的工程师。同时他们还与肉类加工设备

搅拌肉时，一种深冷制冷剂（液氮

制造商密切合作，在搅拌机上安装了梅塞

或液态二氧化碳）按照精确计量数量注

22000:2010。因此，其设备和气体符合
最严格的食品管理标准的法令规定。
编委会

持在所要求的温度。
在使用 Variomix 工艺时，梅塞尔研
Kermene 是欧洲最现代化的肉联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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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亮点

绿色倡导
匈牙利：核研究气体

食品
化工

无损检测方法

研发
医疗
汽车

斯洛伐克：充气气象气球

能源研究中心是匈牙利中子物理学

应过程中产生——借助原子核进行伽玛

研究领域的领导中枢，隶属于匈牙利科

辐射的发射和共振吸收。这有助于形成

学院。该机构运行着一座研究用核反应

新的无损检测方法，应用于固体物理学、

堆，与反应堆相关的诸多实验室分布在

材料研究和化学研究。温度越低，穆斯

首都布达佩斯西部边缘翠绿的山丘上。

堡尔效应越强烈。因此，穆斯堡尔效应

此外，该反应堆用作所谓的冷中子源，

机的样品室冷却至零下 269 摄氏度，仅

在中子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零下

比绝对零度高 4 度。此温度同样通过氦

253 摄氏度的温度下，使用氢来产生冷

气来实现。除了氢气和氦气外，该研究

中子。反应堆中的此温度借助氦气冷却

中心还使用氮气和其他气体。梅塞尔匈

系统来维持。今年，在靠近反应堆的地

牙利多年来一直为其供应这些气体。

方建成了一座新实验室，利用穆斯堡尔

Angelique Renier

效应进行材料科学研究。此效应在核反

法国：液氧实验

无侵蚀、无腐蚀、成本低

钻石并非永恒

充有气体的气象气球升空，
正漂向同温层

钻石被人们视为坚不可摧。此特点

预先加热的钻石被放入由梅塞尔提供的

在土木工程项目中，在含水层里使用新拌混凝土通常会伴随碱性废水的产生。因此，碱性

使其成为坚贞永恒爱情的象征，甚至享

液态氧之中。这种完全由碳构成的矿物

废水需要中和处理后，方可排入排水系统或地表水中。在此类项目中使用二氧化碳进行中和处

有不朽的美誉（古希腊语中的“钻石”

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它与液氧反应，

＝坚贞不屈）。但是，这种珍贵的石头

形成气态二氧化碳然后化为乌有。如此

真的名副其实吗？在法国科学项目——

看来，爱情也会消失，钻石并非永恒。

“我们不仅仅是豚鼠”中，四月份进行

中心还使用氮气和其他气体。梅塞尔匈

的一项实验以否定答案明确回答了这一

牙利多年来一直为其供应这些气体。

问题。法国第五电视台演播室内，一块

为科学爆破

Angelique Renier

理是一种既环保又经济的解决方案。这种方案目前正用于布拉格地铁系统的扩建。

连

接布拉格 - 鲁济涅国际机场的地

此类优势中受益。

铁项目是捷克首都最大的土木工

麦特斯戴弗公司工程师米罗斯拉

程项目之一。该项目使用了大量的新拌混

夫 • 采纳尔强调：“使用二氧化碳中和

凝土，相应地产生了大量的碱性废水。通

废水，已帮助我们迅速解决了废水问题，

过与建筑承包商麦特斯戴弗公司、豪赫蒂

成本低，效果好。施工完成后，多半安

夫和地下隧道公司合作，梅塞尔安装了用

装设备将由梅塞尔拆除后移走。这意味

二氧化碳进行废水中和的系统。

着我们无需考虑如何处理使用无机酸通

十月的第一个周末，天气晴朗，斯

从传统意义上讲，通常使用盐酸或

常涉及的蓄水池、泵和其他设备。我们

洛伐克日利纳大学的学生将一只气象气

硫酸等腐蚀性无机酸进行中和。然而，与

的联合合伙人——豪赫蒂夫公司和地下

球放飞至同温层，气球内充有梅塞尔提

之相比，使用二氧化碳具有众多优势：使

隧道公司现在也已采用此方案。”

供的气体。在大约 30 千米处的高空和大

用该惰性的气体进行中和不会产生带腐蚀

约 60 摄氏度的温度下，由于低气压，气

性或污染性的盐类。中和过程更精确，且

球膨胀到原来体积的两倍后，按计划爆

无过酸化的风险。由于不需要昂贵的贮罐

裂。气球残片和数据记录仪乘降落伞徐

储存强酸，也无需那些处理危险物质时必

徐返回地面。气球在空中漂了大约两个

要的安全措施，因此，运营和投资成本更

Erika Hergottová
气体与生活 2016 年 04 月

麦特斯戴弗公司的工程师米罗斯拉夫 • 采纳尔和
捷克梅塞尔的安东宁 • 克劳帕博士。

Dr. Antonin Kroupa

低。其他需要中和碱性废水的部门也可从

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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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项目中的二氧化碳中和

Diana Buss

法国电视系列节目“我们不仅仅是豚鼠”
是一档喜欢做秀的科学节目。

梅塞尔专有技术在布拉格地铁系统扩建项目中
的应用。
气体与生活 2016 年 0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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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塞尔在中国的服务网络：
上海

四川

广东

梅塞尔格里斯海姆(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四川梅塞尔气体产品有限公司

梅塞尔格里斯海姆(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381号中环广场33楼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西区百草路1196号

广州分公司

邮编：200020

邮编：611731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路208号粤海

电话：021-23126666

电话：028-87890900

传真：021-63916860

传真：028-87890999

江苏

成都成钢梅塞尔气体产品有限公司

吴江梅塞尔工业气体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大弯镇团结南路

地址：江苏省吴江市平望镇竹江桥3号

邮编：610300

佛山德力梅塞尔气体有限公司

邮编：215221

电话：028-89305518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城西工业园

电话：0512-63664216

传真：028-83307111

天河城大厦1205室
邮编：510000
电话：020-85271207

传真：0512-63653017

传真：020-38396039

古新路51号
邮编：528051

四川攀钢梅塞尔气体产品有限公司

电话：0757-82518601

梅塞尔特种气体(苏州)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枣子坪下街89号

传真：0757-82518606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邮编：617023

南村路158号
邮编：215200

电话：0812-3888009

佛山顺德德力梅塞尔气体有限公司

传真：0812-3888009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西部

电话：0512-63664216
传真：0512-63653017

生态工业园
西昌攀钢梅塞尔气体产品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西昌市经久乡罗家沟攀钢二基地

梅塞尔气体产品(张家港)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张家港保税区扬子江化学工业
园长江路68号
邮编：215634
电话：0512-56907865
传真：0512-56907828
梅塞尔气体产品(南京)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南京化学工业园园区西路189号
邮编：210047
电话: 025-57576777
传真: 025-57796777

邮编：615000
电话：0834-3770100
传真：0834-3770100
四川美丰梅塞尔气体产品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绵州大道
南段556号
邮编：621000
电话：0816-2860326
传真：0816-2860327

梅塞尔阳光(宁波)气体产品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宁波北仑区江南西路49号
邮编：315821
电话：0574-86179998
传真：0574-86179952

重庆攀钢梅塞尔气体产品有限公司
北五支路
邮编：401221
电话：023-40889068

传真：0757-82518606
佛山三水德力梅塞尔气体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
三水中心科技工业园区D区
邮编：528137
电话：0757-82500896
传真：0757-82500979
云南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海口工业园区8号
公路旁
邮编：650114
电话：0871-68181989
传真：0871-68196665

传真：023-40768601
云南梅塞尔气体产品有限公司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海源中路930号创新大厦

湖南
湘钢梅塞尔气体产品有限公司

C座二层

绍兴梅塞尔气体产品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湘钢厂内

邮编：650106

地址：浙江省绍兴市迪荡新城财智

邮编：411101

电话：0871-68310458

电话：0731-58537804

传真：0871-68310738

大厦1104室
邮编：312000

传真：0731-58537805

电话：0575-88123076
传真：0575-88123079

云南云天化梅塞尔气体产品有限公司
福建

地址：云南省安宁市草铺镇安宁工业园区

福建泉惠梅塞尔气体有限公司

邮编：650309

地址：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君悦华庭小区

电话：0871-68310458

84号门面(324国道旁)
邮编：362100
电话：0595-87299165
传真：0595-87299165

16

电话：0757-82518601

梅塞尔格里斯海姆（昆明）气体产品有限公司

重庆
地址：重庆市长寿区晏家镇经济技术开发区化

浙江

邮编：528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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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871-687503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