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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适用于工业化生产的次

氯酸消毒水生产系统，包括：混合装置，饱和食盐

水和纯水在混合装置中混合后，输入到反应槽，

电解生成次氯酸消毒水，所述反应槽包括至少一

个无隔膜的电解池，至少一个阳极和至少一个阴

极，还包括用于在所述阳极和所述阴极之间电流

的设备，该设备供给所述电极的电流密度适合于

将一定浓度的所述氯化钠电解液电解生成次氯

酸消毒水，所述次氯酸消毒水从所述反应糟出口

连续输出；所述至少一个阳极涂敷有RuO2‑TiO2‑

PtO2‑Nb2O5阳极涂层。通过控制氯化钠电解液的

浓度，以及混合装置的流速，充分提高氯化钠的

利用率，电解后不产生废水，能够连续性的生产

次氯酸消毒水，并且电解得到的次氯酸消毒水为

中性附近，能够长时间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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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适用于工业化生产次氯酸消毒水的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混合装置，包括至少两个进口、一个出口，所述进口分别用于向混合装置内输入饱和食

盐水和纯水，饱和食盐水和纯水在混合装置中混合后，从所述出口输出稀释后的氯化钠电

解液，所述混合装置至少包括一个比例器，根据氯化钠电解液所需的浓度，调节饱和食盐水

和纯水的比例；

反应槽，包括反应槽进口和反应槽出口，所述反应槽的进口与所述混合装置的出口通

过输送管道连接，所述氯化钠电解液从所述混合装置输入到所述反应槽中，并电解生成次

氯酸消毒水，所述反应槽包括至少一个无隔膜的电解池，至少一个阳极和至少一个阴极，还

包括用于在所述阳极和所述阴极之间电流的设备，该设备供给所述电极的电流密度适合于

将一定浓度的所述氯化钠电解液电解生成次氯酸消毒水，所述次氯酸消毒水从所述反应糟

出口连续输出；

至少一个所述阳极涂敷有RuO2‑TiO2‑PtO2‑Nb2O5阳极涂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工业化生产次氯酸消毒水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次氯酸消毒水的pH值为6.0~8.0。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工业化生产次氯酸消毒水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次氯酸消毒水的浓度为50~500ppm。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工业化生产次氯酸消毒水的系统，其特征在于，通

过所述比例器控制饱和食盐水和纯水的流量，得到浓度为1.5~1.8%的食盐水电解液，食盐

水电解液输入到反应槽中的流速为1.0~2.0L/min，电流密度为100~120mA/cm
2。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工业化生产次氯酸消毒水的系统，其特征在于，通

过所述比例器控制饱和食盐水和纯水的流量，得到浓度为1.5%的食盐水电解液，食盐水电

解液输入到反应槽中的流速为1.8L/min，电流密度为110mA/cm2。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工业化生产次氯酸消毒水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RuO2‑TiO2‑PtO2‑Nb2O5阳极涂层中，Pt的质量分数为10~20%，Nb的质量分数为5~10%，Ru的

质量分数为20~30%，Ti的质量分数为30~60%。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工业化生产次氯酸消毒水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RuO2‑TiO2‑PtO2‑Nb2O5阳极涂层中，Pt的质量分数为10%，Nb的质量分数为5%，Ru的质量分

数为30%，Ti的质量分数为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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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适用于工业化生产次氯酸消毒水的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含氯消毒水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适用于工业化生产次氯酸消毒

水的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含氯消毒剂是指溶于水产生具有杀微生物活性的次氯酸的消毒剂，其杀微生物有

效成分常以有效氯表示。次氯酸钠是最普通的家庭洗涤中的“氯”漂白剂。次氯酸钠具有强

氧化性，可水解生成具有强氧化性的次氯酸，能够将具有还原性的物质氧化，使微生物最终

丧失机能。由于其成本低，使用方便，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推荐为一种有效的环境消毒化学

品，但是次氯酸的氧化电位低，尚无法实现金色葡萄球菌、枯草孢芽杆菌等细菌的快速消

杀，且使用过程中也需要较高的浓度，极易造成余氯残留，对人体产生伤害。

[0003] 次氯酸是含氯稀溶液中最有效的消毒剂，由于次氯酸不带电荷且分子量相对较

低，因此它比其他基于氯的消毒剂更能穿透细胞壁，它与有机物（即微生物细胞的关键成

分）发生氧化反应的速度也更快，因此，消毒作用更加高效。不同于次氯酸盐使用的高浓度，

次氯酸仅在低浓度条件下，可通过攻击生理学相关分子(氨类、硫醚、硫醇、核苷酸等)的方

式，穿透细胞膜，使蛋白氧化，达到杀灭细菌繁殖体、病毒、真菌、结核杆菌和细菌芽孢的目

的。相同浓度下，次氯酸的消毒效力比次氯酸钠高80~120倍。

[0004] 并且次氯酸是一种无色无味的物质，正常环境下为气态，对人体无害，次氯酸溶于

水后，在很低的浓度下也具有高效的杀菌效果，不会像次氯酸钠一样具有刺激性气味，儿童

接触也很安全，又因为无残留，使用后也无需用清水冲洗。

[0005] 现有技术中环保的次氯酸消毒水生产工艺，一般采用电解食盐水或盐酸溶液的方

法。部分结果如下：

CN211972469公开了一种离子膜电解法次氯酸消毒剂发生系统，该申请中采用电

解饱和食盐水的方法，在短时间内得到高浓度的次氯酸消毒水，并且得到的消毒水的pH为

2.5~3.5。该方案得到的次氯酸水属于强酸性消毒水，但它存在以下缺陷：HCIO在弱酸性条

件下较为稳定，强酸条件下容易变为氯气逸出。所以，pH为2.5~3.5的次氯酸消毒水是不稳

定的，保存一周内杀菌能力就会下降。

[0006] CN111560622公开了一种制造稳定pH值的高浓度弱酸性次氯酸消毒液生成机，制

备得到的次氯酸消毒液的性质稳定，pH为4.5~6.5，在电解过程中，使用了盐酸作为pH调节

剂，将溶液的pH调节为弱酸性。相对于强酸性的次氯酸水，弱酸性的次氯酸水的稳定性有明

显提高，但是仍不能长时间保存。另一方面，由于盐酸的腐蚀性强，挥发性大，在配制稀盐酸

的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使生产中具有很大的不便。

[0007] CN111188052公开了一种高性能次氯酸的制备方法，将质量浓度为0.05‑18％的含

氯金属盐（氯化钠、氯化钾）和水通过电解设备得到次氯酸，次氯酸的有效氯浓度为20‑

800mg/L。进一步公开了电解设备包括含有陶瓷纳米隔膜、阳极、阴极的电解槽，并且对电解

设备的阳极进行预处理，所述预处理组合物包括金属氧化物、石墨烯、碳纳米管、石墨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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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一种。其中金属氧化物包括SnO2、RuO2、IrO2、TiO2、Ta2O5、RuO2‑SnO2‑TiO2、IrO2‑Ta2O5、

RuO2‑IrO2‑SnO2、RuO2‑IrO2‑TiO2中的至少一种。

[0008] 该申请的电解槽是具有隔膜的，即用能透过离子的渗透膜把电解槽内空间分割成

两半，正负电极置于分隔开的电解槽内。给电解槽内注入一定浓度的食盐溶液，通过正负电

极的电流使电解液产生电化学反应，在正极侧生成强酸性水，负极侧生成强碱性水，有隔膜

电解法虽能制出具有低pH值(pH<3，高电位ORP>1100mY)，有效氯含量高(40．100mg／L)的强

酸性消毒水，但它存在以下缺陷：一是负极侧产生强碱性水，该强碱性水不具有杀菌性能，

一般都被废弃，使自来水的利用率损失50％：二是有隔膜的电解槽，结构比较复杂，容易产

生故障，制造、维修成本高：三是电解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含氯气体容易扩散出来，产生刺鼻

异味，对环境造成污染：四是电解过程中产生的含氯气体没有被再次利用；五是电解电压一

般采用8‑20V，功耗大，浪费能源。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适用于工业化生产的次氯酸消毒水生产系统，电解槽为无隔膜

的，通过控制氯化钠电解液的浓度，以及混合装置的流速，充分提高氯化钠的利用率，电解

后不产生废水，能够连续性的生产次氯酸消毒水，并且电解得到的次氯酸消毒水为中性附

近，能够长时间存储。

[0010]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上述目的：

一种适用于工业化生产次氯酸消毒水的系统，包括：混合装置，包括至少两个进

口、一个出口，所述进口分别用于向混合装置内输入饱和食盐水和纯水，饱和食盐水和纯水

在混合装置中混合后，从所述出口输出稀释后的氯化钠电解液，所述混合装置至少包括一

个比例器，根据氯化钠电解液所需的浓度，调节饱和食盐水和纯水的比例；反应槽，包括反

应槽进口和反应槽出口，所述反应槽的进口与所述混合装置的出口通过输送管道连接，所

述氯化钠电解液从所述混合装置输入到所述反应槽中，并电解生成次氯酸消毒水，所述反

应槽包括至少一个无隔膜的电解池，至少一个阳极和至少一个阴极，还包括用于在所述阳

极和所述阴极之间电流的设备，该设备供给所述电极的电流密度适合于将一定浓度的所述

氯化钠电解液电解生成次氯酸消毒水，所述次氯酸消毒水从所述反应糟出口连续输出；所

述至少一个阳极涂敷有RuO2‑TiO2‑PtO2‑Nb2O5阳极涂层。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次氯酸消毒水的pH值为6.0~8.0。

[0012] 进一步的，所述次氯酸消毒水的浓度为50~500ppm。

[0013] 进一步的，通过所述比例器控制饱和食盐水和纯水的流量，得到浓度为1.5~1.8%

的食盐水电解液，食盐水电解液输入到反应槽中的流速为1.0~2.0L/min，电流密度为100~
120mA/cm2。

[0014] 进一步的，通过所述比例器控制饱和食盐水和纯水的流量，得到浓度为1.5%的食

盐水电解液，食盐水电解液输入到反应槽中的流速为1.8L/min，电流密度为110mA/cm2。

[0015] 进一步的，所述RuO2‑TiO2‑PtO2‑Nb2O5阳极涂层中，Pt的质量分数为10~20%，Nb的质

量分数为5~10%，Ru的质量分数为20~30%，Ti的质量分数为30~60%。

[0016] 进一步的，所述RuO2‑TiO2‑PtO2‑Nb2O5阳极涂层中，Pt的质量分数为10%，Nb的质量

分数为5%，Ru的质量分数为30%，Ti的质量分数为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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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食盐水电解生产次氯酸水的主反应方程式如下：

阳极：Cl‑→1/2Cl2+e
‑

Cl2+H2O→  HClO+H++Cl‑

阴极：H++e‑→1/2H2
此外，还存在一些副反应，比如阳极的电解水生产H+和O2，阴极的ClO‑和水反应生

成OH‑和Cl‑，溶液中ClO‑和HClO的氧化还原反应等。

[0018] 本申请中，电解池是无隔膜的，阳极为析氯反应，即氯离子失去电子后形成氯气分

子，同时，氯气与水反应后生成次氯酸和氯离子，以及少部分的氯酸根离子。同时，阳极的水

分子电解后会析出氧气，析氧反应为副反应，应尽量避免析氧反应的发生，由于氯化钠为强

电解质，水为弱电解质，在析氯反应和析氧反应的竞争中，以析氯反应占优势，但是氯化钠

电解液浓度过低时，电离的氯离子不能满足电解槽的电解速度，从而开始电解水，析出氧

气，同时电解液中的氢离子过量，会使电解液的pH值过低，过低的pH值使ClO‑和HClO反应生

成氯气挥发掉。在阳极产生的氯离子和氯酸根离子均向阳极方向电迁移，氯酸根离子在向

阳极方向扩散和电迁移过程中，发生如下反应：

ClO‑+H+=HClO

如果ClO‑和HClO扩散到阴极，会被消耗掉，但是ClO‑和HClO的浓度在比较低的情况

下，扩散到阴极被还原的量很有限，就可以不考虑隔膜的问题。在电解液阳极和阴极的交界

处避免pH值过低，因为ClO‑和HClO在酸性条件下容易生成氯气挥发掉。阴极为析氢反应，电

解后使电解液碱化，开始电解时，阳极和阴极之间存在一定的pH梯度，电解液开始偏酸性，

通过控制氯化钠的浓度和电解的电压，使氯化钠充分电解，并且阳极和阴极的产物中和后，

使电解液呈中性附近。

[0019] 次氯酸在弱酸性条件下较为稳定，中性条件下是最稳定的，强酸条件下容易变为

氯气逸出，碱性条件下以次氯酸钠形式存在。本申请通过改进电极，使阳极表面对氯有很强

的吸引力，有利于析氯反应的生成，同时减少副反应的发生，提高有效率氯的含量。有效氯

是指电解食盐水过程中的有强氧化性的氯(ClO‑、HClO、C12)的总和，有效氯高才能在电极的

作用下，提高次氯酸水的产率。而电流效率是衡量阳极性能的一项重要的指标，它是指在电

解过程中有效氯的实际生成量和理论生成量之比。阳极除了发生所需的析氯反应，还有很

多的析氧副反应。这些副反应导致实际生成的有效氯低于理论生成量。因此，通过改进电极

的性能，降低副反应是十分重要的。另一方面，通过调节食盐水的浓度，流速和电流密度，使

氯化钠充分反应，电解液在中性附近环境，也有利于HClO的稳定。

[0020] 本申请采用四元金属氧化物阳极涂层，制备四元氧化物涂层RuO2‑TiO2‑PtO2‑

Nb2O5，在传统的Ru、Ti阳极涂层中增加了Pt和Nb，Nb能有效增强阳极的稳定性，Pt能有效增

强阳极的催化性能，四组分能很好的混合，充分的发挥金属氧化物的协同作用，使不同的氧

化物发挥各自的电化学性能，使阳极具有优良的氯氧选择性。

[0021] 按一定比例制备得到的RuO2‑TiO2‑PtO2‑Nb2O5的阳极涂料，在室温条件下，把阳极

涂液用软毛刷均匀的涂刷在相应的经过预处理的钛基体上，并在干燥箱中烘干5~10min，烘

干温度为60~90℃，干燥后在温度为400~500℃的马弗炉内热分解5~10min，取出后在室温下

冷却。重复以上过程，即再把阳极涂液用软毛刷均匀的涂刷在钛基体上，再干燥，热分解，重

复以上过程15~20次，直到氧化物的涂层载量达到2.0~3.0mg.c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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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其中，在阳极涂料中，Pt的质量分数为10~20%，Nb的质量分数为5~10%，Ru的质量分

数为20~30%，Ti的质量分数为30~60%。

[002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1.本申请生产的次氯酸消毒水，具有使用方便、绿色安全的特点，因为使用次氯酸

浓度较低，所以对于使用者及环境来说具有安全性。并且由于制备的次氯酸溶液pH接近中

性，所以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0024] 2.本申请以食盐水为原料，电解生成次氯酸水，消毒后的产物为氯化钠和水，对人

体和环境无污染，健康环保。

[0025] 3.本申请的反应槽中，能够根据输入的氯化钠电解液的流速，控制电解液在反应

槽中的停留时间，在不同的电解时间和电压下，电解得到浓度为50~500ppm的次氯酸消毒

水，在实际使用中，可以根据不同的场合，制备不同浓度的次氯酸消毒水。

[0026] 4.本申请生产得到的次氯酸消毒水，pH在6.0‑8.0之间，常温条件下密闭遮光保存

4个月，其有效氯下降不超过5%。

[0027] 5.本申请采用四元金属氧化物阳极涂层，充分的发挥金属氧化物的协同作用，使

不同的氧化物发挥各自的电化学性能，使阳极具有优良的氯氧选择性。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一种适用于工业化生产次氯酸消毒水的系统，包括混合装置、反应槽，其中混合装

置包括两个进口，一个进口用于向混合装置内输入饱和食盐水，另一个进口用于向混合装

置中输入纯水，混合装置至少包括一个比例器，根据氯化钠电解液所需的浓度，调节饱和食

盐水和纯水的比例，饱和食盐水和纯水在混合装置充分混合后，输入到反应槽中进行电解。

[0029] 反应槽包括反应槽进口和反应槽出口，反应槽的进口与混合装置的出口通过输送

管道连接，氯化钠电解液从混合装置输入到所述反应槽中，并电解生成次氯酸消毒水，反应

槽包括至少一个无隔膜的电解池，至少一个阳极和至少一个阴极，还包括用于在所述阳极

和所述阴极之间保持电压的设备，该电压适合于将一定浓度的氯化钠电解液电解生成次pH

值为6.0~8.0的次氯酸消毒水，从反应糟出口连续输出。

[0030] 其中阳极采用四元金属氧化物RuO2‑TiO2‑PtO2‑Nb2O5阳极涂层，Pt的质量分数为

10%，Nb的质量分数为5%，Ru的质量分数为30%，Ti的质量分数为55%，在室温条件下，把阳极

涂液用软毛刷均匀的涂刷在相应的经过预处理的钛基体上，并在干燥箱中烘干5min，烘干

温度为60℃，干燥后在温度为400℃的马弗炉内热分解10min，取出后在室温下冷却。重复以

上过程，即再把阳极涂液用软毛刷均匀的涂刷在钛基体上，干燥，再热分解，重复以上过程

20次，直到氧化物的涂层载量达到2.0~3.0mg.cm
‑2。

[0031] 10℃时，氯化钠的溶解度为35.8g  ，20℃时，氯化钠的溶解度为36.0g  ，30℃时，氯

化钠的溶解度为36.3g  ，40℃时，氯化钠的溶解度为36.6g  ，因此，饱和食盐水的浓度受温

度的影响不明显。以20℃为例，饱和食盐水的浓度为36/(100+36)=26.47%，如果把136g食盐

水的浓度稀释到1.5%，需要加纯水2400g，因此清水和饱和食盐水的流量比为23：1。也就是

说，通过比例器控制清水和饱和食盐水的流量比为23：1，即可得到浓度为1.5%的食盐水电

解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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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实施例1

配置饱和食盐水，通过比例器控制饱和食盐水和纯水的流量为23：1，得到浓度为

1.5%的食盐水电解液，食盐水电解液从混合装置输入到反应槽中进行电解，食盐水电解液

输入到反应槽中的流速为1.8L/min，当电解液充满反应槽后，开始电解。此时，流入速度和

流出速度相匹配，电解液的流出速度也为1.8L/min，电流密度为110mA/cm2，流出的次氯酸

消毒水的HClO的浓度为100ppm，pH为6.9，检测次氯酸消毒水中氯化钠的残留量为0.45%，析

出的氯的浓度和电解液中氯的浓度比值，即析氯效率为70%。

[0033] 实施例2

通过比例器控制饱和食盐水和纯水的流量得到不同浓度的食盐水电解液，食盐水

电解液从混合装置输入到反应槽中进行电解，食盐水电解液输入到反应槽中的流速为

1.8L/  min，当电解液充满反应槽后，开始电解。此时，流入速度和流出速度相匹配，电解液

的流出速度也为1.8L/  min，电流密度为110mA/cm2，检测流出的次氯酸消毒水的HClO的浓

度，pH值，次氯酸消毒水中氯化钠的残留量，得到如下的结果如表1所示：

从上表中得出，食盐水浓度小于1.0时，得到的消毒水的浓度小于6.8，为微酸性。

相同流量下得到的HClO浓度也偏低，但是电流效率比较高，可能是因为氯化钠基本被电解，

氯化钠的量不足，导致电解水的析氧副反应增多，溶液呈弱酸性。消毒水为中性附近时，有

利于提高稳定性。因此，电解液的流出速度也为1.8L/min，电流密度为110mA/cm2时，食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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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浓度为1.4~1.8%比较合适。

[0034] 实施例3

通过比例器控制饱和食盐水和纯水的流量得到浓度为1.5%食盐水电解液，食盐水

电解液从混合装置输入到反应槽中进行电解，考察食盐水电解液输入到反应槽中的不同流

速对消毒水性能的影响，当电解液充满反应槽后，开始电解。此时，流入速度和流出速度相

同，电流密度为110mA/cm2，检测流出的次氯酸消毒水的HClO的浓度，pH值，次氯酸消毒水中

氯化钠的残留量，得到如下的结果如表1所示：

从上表得知，当输入反应槽的电解液流速过低时，消毒水的pH值偏低，相当于电解

液中氯化钠的浓度偏低，使析氧副反应增加。并且，当电解液的流速小于1.0L/min时，消毒

水中HClO的浓度增加缓慢，因为氯化钠基本被电解，降低流速并不能有效增大HClO的浓度。

当流速大于2.1L/min以后，相当于再反应槽中的停留时间偏短，电解的时间短，相对体积

下，残留的氯化钠偏多，消毒水中的HClO的浓度偏低。因此，在本实施例的条件下，流速为

1.2~1.8L/min比较合适。

[0035] 实施例4

通过比例器控制饱和食盐水和纯水的流量得到浓度为1.5%食盐水电解液，食盐水

电解液从混合装置输入到反应槽中进行电解，食盐水电解液输入到反应槽中的流速为

1.8L/min，当电解液充满反应槽后，开始电解。此时，流入速度和流出速度相同，在不同的电

流密度下，检测流出的次氯酸消毒水的HClO的浓度，pH值，次氯酸消毒水中氯化钠的残留

量，得到如下的结果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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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中得知，当电流密度小于100mA/cm2时，虽然消毒水为中性附近，但是消毒

水中的次氯酸含量偏低，消毒水中的残留的氯化钠偏多，产率较低。当电流密度大于120mA/

cm2时，消毒水呈弱酸性，因为电流密度越大，析出一定量氯所需的时间越短，当电流密度过

大时，析氧副反应增加，导致消毒水呈弱酸性。

[0036] 因此，消毒水各性能参数与电解液中氯化钠的浓度、输入反应槽的浓度和电流密

度有关。当增大流速时，可以通过适当增加电流密度使消毒水既有较高的产率，又能保持中

性附近。当增大氯化钠的浓度时，可以通过降低流速，或者增大电流密度的方式使消毒水既

有较高的产率，又能保持中性附近。

[0037] 实施例5

配置饱和食盐水，通过比例器控制饱和食盐水和纯水的流量得到浓度为3.0%的食

盐水电解液，食盐水电解液从混合装置输入到反应槽中进行电解，食盐水电解液输入到反

应槽中的流速为1.0L/min，当电解液充满反应槽后，开始电解。此时，流入速度和流出速度

相匹配，电解液的流出速度也为1.0L/min，电流密度为110mA/cm2，流出的次氯酸消毒水的

HClO的浓度为105ppm，pH为7.0，检测次氯酸消毒水中氯化钠的残留量为0.34%，析出的氯的

浓度和电解液中氯的浓度比值，即析氯效率为77.3%。

[0038] 实施例6

配置饱和食盐水，通过比例器控制饱和食盐水和纯水的流量得到浓度为1.5%的食

盐水电解液，食盐水电解液从混合装置输入到反应槽中进行电解，食盐水电解液输入到反

应槽中的流速为4.0L/min，当电解液充满反应槽后，开始电解。此时，电解液的流出速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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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4.0L/min，电流密度为210mA/cm2，流出的次氯酸消毒水的HClO的浓度为109ppm，pH为

7.0，检测次氯酸消毒水中氯化钠的残留量为0.31%，析出的氯的浓度和电解液中氯的浓度

比值，即析氯效率为79.3%。

[0039] 在不同的pH值下，次氯酸消毒水的稳定性是不同的，次氯酸作为主要的杀菌因子，

理论上酸性越弱则越稳定，但是在碱性条件下，会以次氯酸钠的形式存在，次氯酸钠的杀菌

效果远不如次氯酸，所以以pH作为稳定性的考察条件，确定次氯酸水溶液的稳定性受pH的

影响情况。

[0040] 在有效率相同的情况下，取不同pH  的次氯酸消毒水，在棕色瓶中密闭保存40天，

结果显示，pH  2.5的次氯酸消素水有效氯几乎为零，在pH  6.5的条件下保存，有效氯可以保

存93％,在pH  6.8的条件下保存，有效氯可以保存98％,pH  为7的次氯酸消素水有效氯可以

保存99％。保存80天，结果显示，在pH  6.5的条件下保存，有效氯保存88％,在pH  6.8的条件

下保存，有效氯可以保存91％,pH  为7的次氯酸消素水有效氯可以保存98％。保存120天，结

果显示，在pH  6.5的条件下保存，有效氯保存62％,在pH  6.8的条件下保存，有效氯可以保

存74％,pH 为7的次氯酸消素水有效氯可以保存96％。

[0041] 因此，次氯酸消素水的pH  越接近中性，稳定性越好。本申请通过对阳极的改进，能

有效提高稳定性，减少副反应，并且通过调节电解液的浓度，流速和电流密度等参数，能够

使产生的次氯酸消毒水保持中性附近，大大提高了次氯酸消毒水的稳定性。

[0042] 另一方面，本申请可以通过控制各参数，能够生产不同浓度的次氯酸的消毒水，应

用于不同的消毒场合，比如50ppm适用于食品加工业，如生产使用的刀具、容器、器具等，浸

泡工具约‑10分钟，无需清洗，即可达到无菌状态。工作人员工作服、手部消毒，将产品按直

接喷洒于衣服表面及手部即可。也可用于洗手间消毒、衣物消毒、环境、地板消毒、日常用品

消毒、果蔬消毒等。50~100ppm也可用于农业种植领域，如对农作物的杀菌处理，替代部分农

药的杀虫、驱虫作用，减少种植过程中农药及化肥使用量，无化学残留，减少对农民的健康

危险。150~200ppm可用于垃圾除臭等。500ppm具有强烈的除霉除菌的作用。因此，本申请的

次氯酸消毒水的生产系统，具有应用范围广，生产方便，产率高的优点。

[0043]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

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的原

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

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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