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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利用强碱性电解水在畜禽

养殖场消毒的方法，所述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通过碳酸钾作为电解质经电解得到碱性

原液，该碱性原液氧化还原电位(ORP)值低至‑

1000mV，pH值为13.20‑13.60之间；本发明具有强

还原性的电解水，具有快速、广谱杀菌效果而不

易造成细菌耐药；制备过程中无化学物质添加，

接触不会造成皮肤和黏膜灼伤，对金属物品无腐

蚀性；在自然环境中和杀菌过程中被氧化变成

水，不会有化学物质的残留和环境的污染；强碱

性电解水可作为一种安全绿色环保型消毒剂应

用于畜禽养殖场环境消毒、空气消毒、饮水消毒

和带(畜禽)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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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强碱性电解水在畜禽养殖场消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步骤1、通过碳酸钾作为电解质经电解得到碱性原液，该碱性原液氧化还原电位(ORP)

值低至-1000mV，pH值为13.20-13.60之间；

步骤2、碱性原液稀释100～250倍得到PH值为10.50-11.20的电解水用于畜禽养殖舍内

走道、地面、设施、屋顶和墙壁的等环境消毒；

步骤3、碱性原液稀释500倍得到PH值大于10的电解水，然后使用雾化喷淋设备将稀释

的电解水对整个猪舍空间喷淋，每天2-5次，每次喷雾时间0.5-3min，杀灭常规细菌，祛除恶

臭；

步骤4、碱性原液稀释2000-5000倍得到PH值为7.80-9.80的电解水用于畜禽养殖场畜

禽饮水，阻断病原微生物通过饮水传播；

步骤5、碱性原液稀释30-50倍得到PH值大于11的电解水作为畜禽养殖场水线清洗，祛

除水管内部的污垢，杀灭水管内部病菌。

2.根据权利要求1的一种利用强碱性电解水在畜禽养殖场消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根

据步骤2所述碱性原液稀释到130-200倍得到PH值为10.8-11的电解水。

3.根据权利要求1的一种利用强碱性电解水在畜禽养殖场消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根

据步骤3所述猪舍喷淋每天3-4次，每次喷雾时间为1-2min。

4.根据权利要求1的一种利用强碱性电解水在畜禽养殖场消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4所述碱性原液稀释3000-4000倍，得到PH值为8.20-9.40的电解水。

5.根据权利要求1的一种利用强碱性电解水在畜禽养殖场消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采用96孔板法测定碱性电解水对副猪嗜血杆菌体外抗菌效果。

6.根据权利要求5的一种利用强碱性电解水在畜禽养殖场消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将碱性原液用培养液倍比稀释并加入96孔板内，然后加入稀释好的菌液，使每孔菌液浓

度为1×106CFU/mL，将96孔板放入恒温箱37℃孵育24h，取出通过酶标仪记录溶液在600nm

处的吸光度(OD)值并计算碱性电解水对副猪嗜血杆菌抑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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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强碱性电解水在畜禽养殖场消毒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畜禽养殖技术领域，尤其涉及到一种利用强碱性电解水在畜禽养殖场

消毒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畜禽养殖场在生产过程中，疾病时造成养殖场经济损失的重要因素，消毒是消灭

外界环境中的病原微生物，切断传播途径和控制传染病的发生的重要手段。碱性消毒剂也

是畜禽养殖场常用消毒剂之一，碱性消毒剂通过溶解蛋白质，使细菌酶系统受损。碱液中氢

氧根离子的解离度越高，抗菌活性越强；碱类消毒剂对病毒也有较强的杀灭作用，高浓度碱

液可以杀灭芽孢，多用于病毒性传染病的消毒。碱类消毒剂常用于畜禽养殖场及畜舍地面、

器械设备、舍内物品以及畜禽饲养过程中产生的含有病原体的排泄物、废弃物的消毒，主要

有氢氧化钠(苛性钠、烧碱)、氧化钙(生石灰)等。氢氧化钠对细菌、病毒有强大的杀伤力，但

对畜禽或人体的皮肤、粘膜有强烈的刺激性，过量或长期接触会致皮肤和黏膜灼伤、腐蚀，

甚至可使这些组织和器官受损；如若大剂量、高浓度、长时间使用，而对废液又没有经过处

理直接排放到环境中去，会造成水、土壤的污染，影响周边农作物、农产品的质量，甚至危害

到人体健康；一般用于被细菌、病毒污染的畜舍、地面和用具等的消毒；不宜用于畜禽体表、

车辆及金属物品的消毒。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的缺陷和实际生产的需求，提供一种利用强碱性电解水在畜

禽养殖场消毒的方法，而碱性电解水是一种通过对电解质进行电解得到的pH值超过13强碱

性电解水，并且氧化还原电位(ORP)值低至-1000mV，具有强还原性的电解水，具有快速、广

谱杀菌效果而不易造成细菌耐药；由于主要成份为水并且制备过程中无化学物质添加，因

此碱性电解水对环境和人体无害，对设备腐蚀小具强烈去污能力；因此，强碱性电解水可作

为一种安全绿色环保型消毒剂应用于畜禽养殖场场地消毒、空气消毒和带(畜禽)消毒。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提供一种利用强碱性电解水在畜禽养殖场消毒的方法，所述的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5] 步骤1、通过碳酸钾作为电解质经电解得到碱性原液，该碱性原液氧化还原电位

(ORP)值低至-1000mV，pH值为13.20-13.60之间；

[0006] 步骤2、碱性原液稀释100～250倍得到PH值为10.50-11.20的电解水用于畜禽养殖

舍内走道、地面、设施、屋顶和墙壁的等环境消毒；

[0007] 步骤3、碱性原液稀释500倍得到PH值大于10的电解水，然后使用雾化喷淋设备将

稀释的电解水对整个猪舍空间喷淋，每天2-5次，每次喷雾时间  0.5-3min，杀灭常规细菌，

祛除恶臭；

[0008] 步骤4、碱性原液稀释2000-5000倍得到PH值为7.80-9.80的电解水用于畜禽养殖

场畜禽饮水，阻断病原微生物通过饮水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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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步骤5、碱性原液稀释30-50倍得到PH值大于11的电解水作为畜禽养殖场水线清

洗，祛除水管内部的污垢，杀灭水管内部病菌。

[0010] 进一步的，根据步骤2所述碱性原液稀释到130-200倍得到PH值为10.8-11 的电解

水。

[0011] 进一步的，根据步骤3所述猪舍喷淋每天3-4次，每次喷雾时间为1-2min。

[0012]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4所述碱性原液稀释3000-4000倍，得到PH值为  8.20-9.40的

电解水。

[0013] 进一步的，所述采用96孔板法测定碱性电解水对副猪嗜血杆菌体外抗菌效果。

[0014] 进一步的，所述将碱性原液用培养液倍比稀释并加入96孔板内，然后加入稀释好

的菌液，使每孔菌液浓度为1×106CFU/mL，将96孔板放入恒温箱37℃孵育24h，取出通过酶

标仪记录溶液在600nm处的吸光度(OD)值并计算碱性电解水对猪链球菌和副猪嗜血杆菌抑

菌率。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6] 1、碱性电解水是一种通过对电解质进行电解得到的pH值超过13强碱性电解水，并

且氧化还原电位(ORP)值低至-1000mV，具有强还原性的电解水，具有快速、广谱杀菌效果而

不易造成细菌耐药；

[0017] 2、碱性电解水主要成份为水并且制备过程中无化学物质添加，接触不会造成皮肤

和黏膜灼伤，对金属物品无腐蚀性；在自然环境中和杀菌过程中被氧化变成水，不会有化学

物质的残留和环境的污染；

[0018] 3、强碱性电解水可作为一种安全绿色环保型消毒剂应用于畜禽养殖场环境消毒、

空气消毒、饮水消毒和带(畜禽)消毒；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

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

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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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都

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0] 实施例1

[0021] 一种利用强碱性电解水在畜禽养殖场消毒的方法，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2] 步骤1、通过碳酸钾作为电解质经电解得到碱性原液，该碱性原液氧化还原电位

(ORP)值低至-1000mV，pH值为13.20；

[0023] 步骤2、碱性原液稀释100倍得到PH值为10.50的电解水用于畜禽养殖舍内走道、地

面、设施、屋顶和墙壁的等环境消毒；

[0024] 步骤3、碱性原液稀释500倍得到PH值大于10的电解水，然后使用雾化喷淋设备将

稀释的电解水对整个猪舍空间喷淋，每天2次，每次喷雾时间3min，杀灭常规细菌，祛除恶

臭；

[0025] 步骤4、碱性原液稀释2000倍得到PH值为9.80的电解水用于畜禽养殖场畜禽饮水，

阻断病原微生物通过饮水传播；

[0026] 步骤5、碱性原液稀释30-50倍得到PH值大于11的电解水作为畜禽养殖场水线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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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祛除水管内部的污垢，杀灭水管内部病菌。

[0027] 实施例2

[0028] 一种利用强碱性电解水在畜禽养殖场消毒的方法，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9] 步骤1、通过碳酸钾作为电解质经电解得到碱性原液，该碱性原液氧化还原电位

(ORP)值低至-1000mV，pH值为13.4；

[0030] 步骤2、碱性原液稀释200倍得到PH值为11.0的电解水用于畜禽养殖舍内走道、地

面、设施、屋顶和墙壁的等环境消毒；

[0031] 步骤3、碱性原液稀释500倍得到PH值大于10的电解水，然后使用雾化喷淋设备将

稀释的电解水对整个猪舍空间喷淋，每天3次，每次喷雾时间1min，杀灭常规细菌，祛除恶

臭；

[0032] 步骤4、碱性原液稀释3000倍得到PH值为8.60的电解水用于畜禽养殖场畜禽饮水，

阻断病原微生物通过饮水传播；

[0033] 步骤5、碱性原液稀释30-50倍得到PH值大于11的电解水作为畜禽养殖场水线清

洗，祛除水管内部的污垢，杀灭水管内部病菌

[0034] 实施例3

[0035] 一种利用强碱性电解水在畜禽养殖场消毒的方法，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6] 步骤1、通过碳酸钾作为电解质经电解得到碱性原液，该碱性原液氧化还原电位

(ORP)值低至-1000mV，pH值为13.60；

[0037] 步骤2、碱性原液稀释250倍得到PH值为11.20的电解水用于畜禽养殖舍内走道、地

面、设施、屋顶和墙壁的等环境消毒；

[0038] 步骤3、碱性原液稀释500倍得到PH值大于10的电解水，然后使用雾化喷淋设备将

稀释的电解水对整个猪舍空间喷淋，每天5次，每次喷雾时间0.5min，杀灭常规细菌，祛除恶

臭；

[0039] 步骤4、碱性原液稀释5000倍得到PH值为7.80的电解水用于畜禽养殖场畜禽饮水，

阻断病原微生物通过饮水传播；

[0040] 步骤5、碱性原液稀释30-50倍得到PH值大于11的电解水作为畜禽养殖场水线清

洗，祛除水管内部的污垢，杀灭水管内部病菌。

[0041] 碱性电解水不同稀释浓度的PH值

[0042] 稀释倍数 PH值(重复一) PH值(重复二) 

原液 13.60 13.57 

2倍 13.06 13.03 

4倍 12.67 12.76 

8倍 12.26 12.43 

16倍 11.99 12.05 

32倍 11.64 11.60 

64倍 11.36 11.16 

128倍 11.23 10.97 

256倍 10.71 10.51 

512倍 10.46 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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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倍 10.15 9.45 

2048倍 9.85 8.98 

4096倍 7.92 7.82 

[0043] 采用96孔板法测定碱性电解水对副猪嗜血杆菌体外抗菌效果，将碱性原液用培养

液倍比稀释依次加入96孔板，然后加入稀释好的菌液，使每孔菌液浓度为1×106CFU/m，将

96孔板放入恒温箱37℃孵育24h，取出通过酶标仪记录溶液在600nm处的吸光度(OD)值并计

算碱性电解水对副猪嗜血杆菌抑菌率。

[0044] 不同稀释浓度下碱性电解水对副猪嗜血杆菌抑菌效果

[0045]

[0046]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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