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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二氧化氯的国内外认证现状



Viruszero-二氧化氯是什么？

什么是二氧化氯？
常温下有挥发性、刺激性气味的气体，不能储藏和运输，现场生产立即使用，依靠氧气的强氧化力发挥其消毒
功能。
这次研发的是类似于臭氧㇐样氧气类的消毒剂，突破氯元素本身的性质，研发其可以
储藏和运输的功能。（cf，硝化甘油-->硝酸甘油（dynamite）

杜邦二氧化氯简介

While chlorine dioxide(ClO2)has chlorine in its name,
Chlorine dioxide’s chemistry is radically differena than elemental chlorine. One atom  
makes all the difference.

“ 二氧化氯”名 字 中 虽 然 有 “ 氯”字 ，但是在化学上是完全和氯元素不同的物质，是㇐个
原
子造成的差异。

Virus zeroCharacteristic
二氧化氯特征

杀菌

安全

除臭漂白

环保

氧化力是氯系产品的2.5倍，消毒能力是氯系产品的5倍。

不含有从臭氧或者次氯酸钠中提取的消毒副产物（三卤甲烷、㇐氯㇠酸、
二氯㇠酸、三氯㇠酸、㇐溴㇠酸、二溴㇠酸等）

能除掉腥臭味或引起臭味的霉菌类、发酵菌等。

在光下能够快速分解，对人体无害，无污染。



掉所有腥臭
、恶臭

将产生臭味
的物质转换
成无臭物质

二氧化氯
ClO2

Viruszero的特征
二氧化氯特征

二氧化氯的杀菌力

virus zero对比

被世界卫生
组织评为A -
1级安全环保
产品，具备
长期储藏技

术

几乎能够除

图片说明：二氧化氯的除菌原理
Before
处理前的活体细菌（细菌壁完整）
After:
处理后的死细菌（细菌壁破损，像核酸凝固㇐样）

pH值在2~10
之间都可以
保 证强杀菌
力， 控制病
毒繁殖

蓝色：大肠菌
绿色：果胶杆菌（拟杆菌科）
红色：乳酸菌
紫色：野生酵母（拟杆菌科）
黄色：小球菌

图片说明：二氧化氯消灭各种细菌的速度



Viruszero二氧化氯

二氧化氯认证现状（韩国）

1999

2002

2005

2007

2008

2008

2009

2010

环境部公告第1999-173号，允许作为饮用水消毒剂使用

环境部、污水处理站消毒设施业务处评价二氧化氯消毒是最经济节约的消毒方式

食品药品安全厅公告第2005-33号，指定其用于器具等的杀菌消毒

食品药品安全厅公告第2007-74号，允许用于蔬菜、水果等食品的杀菌
农林水产食品部，食品产业振兴法第9759号，指定其可以作为有机农产品的添加剂使用

农林水产食品部，家畜传染病预防法实施规则第20条，允许用于设备、肉类的消毒。

食品药品安全厅公告第2009-66号，允许用于生鱼片店、水族馆的卫生管理。

国际兽医科学检疫院，生鲜肉规格科-1600，允许用于肉加工的表面处理。

二氧化氯认证现状（美国）
1967 美国EPA,允许作为杀菌消毒剂使用
1998 美国EPA,允许用于饮用水的消毒杀菌

美国FDA,允许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 (21 CFR 173.300)

EU,作为饮用水消毒剂向世界推荐
2004 美国 FDA,允许浸泡红色肉类产品或者喷洒使用 (FCN No,45)

2006 美国 EPA,具体用途和用法规定(EPA 738-R-06-007)미국 FDA,적색육 처리 및 통조림 등과 해
2007 美国 FDA,允许用于红色肉处理、罐头、海产品、冰、器具等(FCN No, 668)



研发人资料

virus zero技术
1963. 3. ∼ 1975. 1.0 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学士、硕士、博士毕业

1971. 1. ∼ 1976.8. 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1976. 9. ∼ 1980.2. 韩国科学技术研究所(KIST)资深研究员

1980. 3. ∼ 1998.12. 韩国科学技术研究所(KIST)责任研究员

1989. 8. ∼ 2002.8. 首尔市水质评价委员会委员

1977. 1. ∼ 至今 大韩化学会终身会员

1990. 1. ∼ 至今 大韩水质保健学会会员

金仁武（音译）博士 1998. 8. ∼ 至今 环境分析学会会员

专利现状

○ 用于净水厂的二氧化氯的生产方法和装置(2002)

○ 二氧化氯长期储藏、小规模生产的安全装置和生产方法。(2002)

○ 高纯度气态二氧化氯的生产装置、生产方法和长期保存方法(2002)

○ 二氧化氯的快速生产装置(2002)

○ 二氧化氯生产的简易方法和装置(2003)

○ 快速生产二氧化氯气体的装置和用此装置生产二氧化氯的方法。(2003)

○ 为了处理压舱水利用海水里的亚氯酸盐和氯元素生产二氧化氯的装置和方法(2006)

○ 二氧化氯的生产装置和制造方法(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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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技术
二氧化氯是世界卫生组织评定的最高安全等级Ａ－１级的安全环保的消毒剂。
但是由于二氧化氯是有挥发性、刺激性气味的气体，需要的时候必须当场制作当场使用，

二氧化氯有这样的局限性。

（注）参照韩国肥料的长期储藏技术克服了最初的障碍，尽可能使储藏、运输变得可行，

各种日常用品的开发和生产也变得可行了。

技术原理

杀菌原理
能够氧化细菌、病毒的蛋白质（细胞膜等）的合成原料氨基酸中具有—OH, —SH作用基的丝氨酸、
酪氨酸、半胱氨酸、蛋氨酸等，形成其氧化物，达到灭菌的目的。
或者和病毒RNA反应终止病毒的遗传克隆增殖。

除臭原理
使产生臭味的硫化氢、含氮化合物氧化变成没有臭味的物质



대
장

군을 지표로 살균에필
요

한 시간 비교(염소와의비
교)

种类 浓度(ppm) 菌数 杀菌所需时间(分)

二氧化氯 10 3log 2.4

氯气 10 3log 5.0

二氧化氯 10 4log 4.8

氯气 10 4log 15.0

对象生物 时间(秒) 균 消灭浓度(ppm) 消灭率(%)

大肠菌 41 0.25 99.0

炭疽芽孢杆菌 150 0.25 99.9

O157大肠杆菌 150 0.25 99.9

葡萄球菌 150 1.00 99.9

沙门氏菌 300 2.00 99.9

肺炎链球菌 300 0.11 99.9

痢疾菌 300 0.12 99.9

伤寒沙门氏菌 300 0.03 99.9

枯草菌 300 1.00 99.9

二氧化氯作为杀菌消毒剂的性
能出处: Journal Of Food Protection. Vol43. June. 1980

产品比较/杀菌实验



分类 virus zero  
ClO2

氯气 臭氧 紫外线(U.V)

储藏效果 1年6个月 1年4个月 数分钟 -

生成原料 NaClO2+~
氯气
次氯酸

空气或者氧化
电能 电能

杀菌力 氯的2.5倍 良好 瞬时杀菌力强 受色度、浊度影响
严重

去除原生物能
力 高 低(引发恶臭) 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

除臭能力 非常好 几乎没有 没有 非常低

去除铁、锰、
苯酚能力 非常好 没有 没有 没有

pH 值范围 2~10 6.5~7.5 6.5~7.5 -

腐蚀性 有㇐点 有 非常严重 没有

消毒副产物 没有 THM,HAA,HAN
等 氰基溴化物等 没有

和其他物质的技术差别



分类 二氧化氯 漂白水(次氯酸钠)

选择性 我们的产品跟有机物几乎不反应，没有
副产物

氯气几乎和所有的化合物都会
发生氧化、置换、加成反应，
所以在污染严重的地方使用效
果降低

消毒持久性 渗透微生物细胞膜的能力强，有分解细
胞壁的功能，大大遏制细菌的再繁殖。

消毒持久性下降细菌再繁殖现
象频繁发生

消毒副产物 几乎不生成消毒副产物 产生三卤甲烷、卤㇠酸、㇠酸
等６００余种诱发癌症的消毒
副产物

去除原生生物
和重金属能力

去除微生物的能力是氯的５倍，并且可
以分解食物上残留的农药，还可以除去
铁、锰、苯酚等有毒物质。

几乎没有使微生物钝化和去除
重金属能力，在给苯酚消毒时
产生恶臭

反应性 ＰＨ值２～１０之间都能保持杀菌力 随着ＰＨ值的增加杀菌力急速
减小，随着ＰＨ值的变化，次
氯酸分解，生成次氯酸离子

出处：用于卫生、消毒有效的抗菌剂：二氧化氯(David B.Griffith,Eric L.Mainz and Roger E.Etherington Vulcan  
Chemicals,
Birmingham.AC)

和氯的比较



分类 用料 杀菌效果 特点 比较

㇠醇类 Ethyl alcohol 不完全 市场大部分产品

二氯苯氧氯酚 Triclosan 不完全 市场大部分产品

ClO2

Stabilized
ClO2水溶液 效果极好 产品制成约㇐个月后

二化氯蒸发无残留 日本:A公司产品

Stabilized  
ClO2水溶液 效果极好 产品制成约㇐个月后

二化氯蒸发无残留 美国: B公司产品

固体
ClO2 效果极好 生产二氧化氯时几乎没

有纯二氧化氯成分 韩国: C公司产品

分析机关：公州大学药物滥用研究所，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特性分析中心

竞争公司对比



除臭剂对比

viuszero

分类 virus zero 其他公司芳香剂

消毒与否 对大肠菌、黄色葡萄球菌等病原菌的杀菌
力卓越，预防、切断传染病效果明显

大部分产品没有消毒效果

除臭原理 从根本上氧化恶臭物质，根据个人喜好可
以添加香味。

不是从根本上去除，而是用其他分子包裹
气味分子，使用的是物理的方法（遮蔽效
果）

Virus zero O

对恶臭来源硫化氢，氨气、苯酚、甲醛等有效
氧化分解
恶臭分子--散发 ---经过㇐定时间达到无臭效果
破坏恶臭来源分子 无残留（环保）

芳香剂和㇐般除臭剂 X

恶臭分子---散发----对恶臭来源的分子临时性遮蔽 --没有效果



标本 硫化氢 甲硫醇 ㇠硫醇 二甲基二硫 氨气

处理前 729.0ppb 57.1ppb 12.5ppb 13.5ppb 420ppm

处理后 26.9ppb null 7.3ppb null 35ppm

去除率(%) 96.3 100 41.6 100 83

减少臭味性能

出处：水源大学环境清洁技术研究中心中央分析室，2004

成分名称 内容物 成分名称 内容物

Sulfides 硫化物 Ammonia 氨气

Reduced Sulfur  
Compounds 低硫化合物 Aldehydes 醛类

Nitrogen
Compounds 含氮化合物 Amines 胺类

Cyanides 氰化物 Mercapatans 硫醇类

Phenols 酚类 THM precursors 三卤甲烷

Manganese 锰 VOCs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类

主要除臭物质目录 出处:美VULCAN社Technical Data Sheet

除臭剂性能



이산화염
소
종류

国立园艺特作科学院-金基长（音译）

代替氯的杀菌消毒剂的使用

最近臭氧数减少
臭氧数
过氧化醋酸
二氧化氯种类

ASC

二氧化氯
有机酸，㇠
醇，过氧化
氢类

二氧化氯
有机酸，㇠
醇，过氧化
氢类

用于菠菜辐射研究
（2008，FDA：
4.0kilo Gray之内



使用电解水的缺点-国立园艺特作科学院-金基长（音译）

virus zero Contents

电解水（次氯酸钠水，次氯酸水）规格
O次氯酸钠水：电解食盐或者盐酸作为添加液使用的 水溶液

O种类和规格
强酸性电解水（PH2.7以下）：有效氯20-60ppm
弱酸性电解水（PH2.7-5.0）：有效氯 10-60ppm
微酸性电解水（PH5.0-6.5）：有效氯10-80ppm

※对不同的农产品由于电解水PH的不同杀菌效果也不同
例）在组织结构弱的叶子菜上使用强酸性电解水
：开始微生物大量减少。但是运输中很容易发生组织弱化，反倒可
能加快微生物的繁殖。
→需要使用符合农作物特性的合适电解水



4.生产健康产品所具备的杀菌力

世界研究资料

报道资料

认证资料

其他使用资料



农业领域使用方案

 virus zero作为消灭病毒、细菌、霉菌等的杀菌剂，比起基本的农用杀菌剂，其杀菌力更强。

 用于农作物时，不分农作物的种类、细菌的种类、PH值大小，都适用。

 安全环保，使用时不会影响人的健康。

 杀菌、消毒后不会产生致癌副产物，所以可以用于绿色农业。

 现有农药的杀菌原理是通过接触达到防治目的，很有可能发生细菌变异，virus

zero的杀菌原理是在喷洒时除掉细菌壁然后快速侵入细菌内部使其氧化，不会发生细菌变异情况。

 能够消灭腐败菌，保鲜效果好，可以用于长期储藏。

 分解残留农药效果佳。

使用注意事项

 virus zero在光下易分解，早晨或者傍晚使用效果更佳。

 virus zero用于农作物时根据作物的不同在使用上多少有些差异，注意要阅读使用说明书后再用。

 喷洒virus zero24小时后再使用杀虫剂。（分解残留农药）

 禁止过量使用。

 阴凉处保管，避免光照，使用后盖紧盖子，使用前要稀释。

 不要和农药和混合使用。



使用地 EPA
注册编号 使用方法 使用比率和使用频率

农用存储设备 9150-11 泡沫装置
每分钟在相关设备上每0.9升
就有15~22升的稀释液通过
（接触10分钟）

蘑菇栽培设施(接触蘑菇)
不锈钢罐,运输线,流水线上装备,篮子

9150-2,9150-3
9804-1,58300-16,
58300-19

喷气装置 100~200ppm

蘑菇设备
(不接触蘑菇)墙,天花板,地板

9150-2,9150-3
58300-16,9804-1
58300-19

喷雾装置 总300~500ppm,墙上的霉
菌和渣滓等1,000ppm

土豆相关设施(接触土豆)
不锈钢罐,运输线, 流水线上装备,运作设施 9804-1 加水或者喷雾 100ppm

土豆相关设施
墙,天花板,地板,生产和采摘装备
运输用卡车厢地面消毒

9804-1 喷雾装置 接触10分钟

土豆有关设施
漂洗缸,水槽和流水线 9804-1 化工泵 5ppm

土豆储藏设施
土豆清洗和加湿用水 9804-5,9150-12 喷雾装置 200~400ppm

EPA(美国环境厅)根据研究结果制定的使用方法



使用地 EPA
注册编号 使用方法 使用比率和频率

园艺:相关工作区域和设施 9150-11 掐尖儿,喷雾 253ppm

园艺:坛子 9150-11 掐尖儿 506ppm

园艺:切割机 9150-11 掐尖儿 253ppm

园艺:根 9150-11 掐尖儿 506ppm

园艺:温室玻璃及周边 9150-11 喷雾 112~253ppm

蔬菜洗涤用水和装罐生产线 915-2,9150-3
9804-1

用泵灌注 5ppm

水果蔬菜洗涤 9150-2,9150-3
9804-1

浸泡 5ppm

EPA(美国环境厅)研究得出的使用方法



9生产健康农产品时二氧化氯的使用
主要研究机构

O 美国食品医药安全厅
O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厅
主要内容

O随着对食品安全性要求的提高，为了有效消除污染
新鲜产品的微生物，需要开发或者增加杀菌消毒剂。
O 广泛使用的氯系杀菌消毒剂chlorine和
hypochlorite，由于其能够产生腐蚀、有害的化合物，
存在安全问题，为了取代氯系消毒剂，现在正火热地
进行高效消毒剂的研究。
O 二氧化氯（Chlorine dioxide，CLO2）作为代
替氯系消毒剂效果更好的杀菌消毒剂，使用可能性
很高
—拥有高效果、低毒性、广领域，对细菌、病毒、
寄生虫、霉菌等杀菌效果好。
O 在欧洲从很久前就开始使用二氧化氯，美国食品
药品安全厅允许对包括农作物在内的食品上直接使
用二氧化氯。
—没剪断的水果、蔬菜（残余浓度5ppm），剪断或
者削皮的土豆（1ppm），家畜肉加工（3ppm）等
O 对新鲜食品使用二氧化氯的研究火热进行
—对瓜菜类（生菜、黄瓜、草莓）、肉加工（牛肉、
家畜类）、水产品、土豆等产品，有明显的杀菌效果，
并且可延长保存时间。

国内技术水平的比较和展望
O 有报道称二氧化氯对杀菌、去除农药残留、
去除苯酚、延长水果肉类的保存时间效果明显。
—葡萄、白菜、芽苗菜无种子的杀菌处理
—桃子、二孢蘑菇、秋刀鱼、红色肉处理后延长
储存时间
—除去废水中的苯酚、除掉残留农药
O 环境部、农食品部、食药厅认证，指定二氧
化氯可以作为杀菌消毒剂使用。
—用于饮用水、水果、蔬菜、有机农产品、食品
添加剂、肉类和肉类加工设施、生鱼店水族馆卫
生管理
O 鉴于使用二氧化氯既能有效生产健康食品又
环保，使用需求持续升高，农业和食品相关部门
应该对此做好准备。

< 参考>
Interational journal of Food Microbiology.
2006.108.365-368
Korean journal of food



依据对不同作物的试验总结的结果，在实际使用时仔细阅读使用说明后再使用

分类 使用方法 备注

1.给水杀菌消毒 水50斗 : virus zero 0.2升

2.给土壤杀菌消毒 水50斗 : virus zero 3.5升(200平~300平) 供水后喷洒virus zero

3.给培养基杀菌消毒 水50斗 : virus zero 2升

4.育苗管理 水50斗 : virus zero 0.2升

5.超微粒子( ULV)分子 Virus zero 0.3升 : (200平单栋标准) 



灌注和叶面喷洒:病毒性霉菌感染病症需要灌注和叶面喷洒同时进行

作物 病害 灌注和叶面喷洒方法 注意事项

辣椒,红辣椒,黄

瓜,生菜,人参

炭疽病,霜霉病,瘟疫, 

黑斑病,灰霉病,  枯

萎病,烂茎病,  溃

疡病,菌核病, 

软腐病,黄瓜花叶病,  烂

根病,黄瓜花斑叶病立

枯病,锈斑病等

-水50斗 : 2.5升

-水1斗 : 50cc 

-3-5天灌注3次

(2次后观察植物状态) 

草莓,玫瑰,西红

柿,茄子,苏子叶

炭疽病,霜霉病,瘟疫,  黑

斑病,灰霉病,青枯病, 

溃疡病,烂根病,

花斑叶病毒,枯萎病等

-水50斗 : 1.5升

-水1斗 : 30cc

-3-5天灌注3次

(2次后观察植物状态)

香瓜,西瓜
霜霉病,瘟疫,炭疽病,花斑病, 

蔓割病,枯萎病等

-水50斗 : 2升

-水1斗 : 40cc

-3-5天灌注3次

(2次后观察植物状态)

- 枯萎病需要灌注和叶面喷洒

同时进行



灌注和叶面喷洒:病毒性霉菌感染病症需要灌注和叶面喷洒同时进行

洋葱
真菌黑腐病,菌核病

,灰霉病,霜霉病

3月 4 - 6月 育苗,移植前

水50斗 2.5L 水50斗 2.5L 水50斗 0.2L

葱

黑叶病,

霜霉病,  

黄斑病’

立枯病,锈斑病

6 - 10月 冬季 育苗, 3-5月

水50斗 2.5L 水50斗 1.5L 水50斗 0.2L

苹果

褐斑病,

赤星病,  

黑斑病

炭疽病

水50斗

3月剪完枝后 开花前后 6月 7-9月 10月 11月后

SS器2.5L 灌水2.5L SS器2.5L SS器2.5L SS器4L SS器2.5L
SS器

2.5L

葡萄

黑痘病,

赤星病，

褐斑病,

霜霉病,灰霉病

根瘤病

水50斗

1-6月套上纸袋前 7-8月 9-12月

SS器2.5L SS器2.5L SS器2.5L

桃子
细菌性穿孔病,菌核病(溃疡病), 

灰斑病,瘟疫,炭疽病,黑斑病
水50斗

1-6月套上纸袋前 7-8月 9-12月

SS器2.5L SS器2.5L SS器2.5L

梨
赤星病,茎枯病(菌核病), 

黑星病，,叶斑病，,黑斑病, 
水50斗

1-6月套上纸袋前 7-8月 9-12月

SS器2.5L SS器2.5L SS器2.5L



灌注和喷洒:病毒性霉菌感染病症需要灌注和叶面喷洒同时进行

人参

立枯病, 

叶斑病,

炭疽病,

灰霉病,

烂根病

水50斗

育苗-2根 3-6月 7-8月 9-10月 10月下旬

0.5L 2.5L 2.5L 2.5L 2.5L

桑葚

菌核病,

桑枝软腐病,  

茎枯病, 

锈斑病

11月-3月(600平) 4月-6月(1,000平) 休眠期杀菌消毒(1,000平) 

水50斗 : 2.5L 水50斗 : 2.5L 水50斗 : 2.5L

柑橘

溃疡病,疮痂病,黑斑病,灰霉病, 

瘟疫,炭疽病,顶腐病,黄斑病,菌核病,流胶病花

叶病

毒

3月发芽前 4-8月 9-10月

水50斗

稀释比例2.5L 2.5L 2.5L

双孢菇

入箱前

杀菌
接种后-第㇐次收 1收获周期-3收获周期 1次栽培建议做7次基本防灾工作

水15斗 :  

1L
水20斗 : 1L 水25斗 : 1L 7升

平菇
发现病斑时要治疗 入箱前 -收割前

水15斗 : 1L 水15斗 : 1L



1X107cfu/ml

<10cfu/ml <10cfu/ml

5X104cfu/ml

分类 对照组 实验组1 实验组2 实验组3

土壤(g) 1 0 1 0 1 0 1 0

消毒生理盐水 ( m l ) 9 0 9 0 9 0 9 0

Virus zero( m l ) 0 1 0 1 0 . 1

土壤消毒实验



韩联社农村振兴厅桃子采摘后开发‘腐败菌遏制技术’  
报到时间2011-06-16 09:51 / 最后修订2011-06-16 11:32

（水源=韩联社）姜倡久（音译）记者在16日报道农村振兴厅开
发了桃子在储藏保存期间能够延长保鲜时间的‘腐败菌’。
桃子采摘时在熟透的过程中就开始腐烂，果品快速下降，所以是
开发长期储藏技术的最佳水果选择。
农村振兴厅据此使用强杀菌力的二氧化氯，通过给桃子消毒，说
明二氧化氯能够阻止桃子腐烂，保持其新鲜度。



<研究论文，报道>

1. 使用二氧化氯能够保证红色肉卫生安全，并且通过延长肉质质量延长储藏时间（李盛焕、宋庆斌外，宗南大学食品
科学系，2007）
2. 储存桃子时，用二氧化氯进行熏蒸处理，能够保证好看的外观和良好的果品（郑代成外，农村振兴厅园艺研究所，
2006）
3.氯的消毒副产物THM成为了问题，残留农药、与工业废水中的苯酚化合物结合生成的氯代苯酚等，都给社会带来了
环境负担，即使不生产二氧化氯，也要研究㇐种消毒剂，可以替代去除苯酚效果明显的二氧化氯。（郑成雨、姜尊远、
崔胜日外，1993）
4.比起次氯酸钠，二氧化氯的残留性很低，对洋生菜进行杀菌实验，结果显示有害细菌数量明显减少（朴志荣，延世
大学生命科学系教授）
5. 5ppm的二氧化氯具有和34ppm的氯气同等的杀菌力（朴志才外，食品研究院，2008）
6. 为了给葡萄保鲜、杀菌，使用气态二氧化氯进行熏蒸，结果提高了葡萄的新鲜度和储藏性（农村振兴厅，2009）
7. 水果、蔬菜采摘后为了预防腐烂病，除了喷洒农药外，使用二氧化氯效果也非常明显（海外农业信息，1999）
8.使用二氧化氯气体保持瓜菜类新鲜度的研究验证了二氧化氯可以减少草莓表面的大肠菌和李斯特菌的数量（
Lioton,  Journal of Food Processing,2007)
9.把人为污染的生菜放入100ppm的二氧化氯中侵泡10分钟，残留农药被去除，研究结果验证了二氧化氯有分解残留
农药的功效（金贵里、宋庆斌，韩国饰品营养科学会杂志第38卷第5号，2009.5.)
10. 二氧化氯在鱼饼储藏中的微生物学变化和对产品质量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二氧化氯增加了鱼饼微生物学的安全
性

（沈慧颖外，宗南大学，2007）
11.流感病毒感染是人类患病和致死的主要原因之㇐，现在由于预防具有局限性，预防方法不尽人意，经研究将二氧化
氯应用于预防禽流感病毒（A1）的感染（Norio Ogata外，2007）
12.对污染白菜的病毒性微生物进行杀菌效果实验，实验结果证明二氧化氯消灭病毒性微生物的效果比氯气的杀菌效果
更好（崔伟兰、吴世勋等，中央大学，韩国食品研究院，韩国食品营养科学会杂志37（10），2008）
13.通过分析二氧化氯的使用在秋刀鱼储藏过程中对微生物学的安全性和产品质量变化的影响，证明二氧化氯对秋刀
鱼的储藏是有㇐定效果的（金娴静外，宗南大学，韩国食品营养科学会杂志34（8）2005）
14. 对储藏中的二孢蘑菇的质量和微生物学变化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增大了二孢蘑菇的储藏安全性（郭静洲外，
宗南大学，韩国食品营养科学会杂志35（7），2006.）
15.研究遏制萝卜种子发芽的微生物，结果显示，用二氧化氯和热水处理后的萝卜种子上微生物的安全性提高（朴值在
外，韩国食品研究院，韩国食品储藏流通学会，2007）

注：人名音译



[现场]挑战夏季种植大棚草莓
使用遮光剂调节亮度
使用二氧化氯进行杀菌

在喷洒遮光剂的草莓大棚内，农民允宪逸（音译）先生（右边）和企业相关人员在观察二氧
化氯喷洒装置。他们的目标是到8月为止生产收获草莓

过了6月中旬的宗南论山市的草莓大棚。大部分农户5月初采摘草莓，但是允宪逸（音译）先生（49.练
武邑麻田3里）等15家农户约9000余平的大棚内草莓长得正茂盛。产值无法估算。已经放弃夏季种植
的普通农户觉得很新奇。去现场看看



谷城蜜瓜（股）‘充满母爱的草莓’已经陆续上市

批准时间2015.01.21 09:50:47 李沧实（音译）记者

[每日日报李沧实（音译）记者]  
谷城郡（郡守刘根基（音译））
出口代表性农产品哈密瓜的谷城
哈密瓜股份公司（代表李贤宰
（音译））通过对草莓的联合筛
选，决定2015开始向泰国、印度
尼西亚出口谷城草莓。

谷城哈密瓜有限公司出口的草莓是对全南谷城邑大坪里、新里、长善里地区种植草莓的农
户进行种前协议和栽培教育后种植的，不仅仅具备严格的产品质量管理和调整周密的收获
时期，还组建了二氧化氯熏蒸系统设备，填补了出口时甜度降低的缺陷。



大谷农协，向澳大利亚试出口红辣椒
日本消费者建议大商品要用海运

庆尚南道晋州市大谷农协（公会会长朴性注（音译））走上了红辣椒进军澳大利
亚市场的试验之路。

大谷农协地区内的大谷农协红辣椒作业组生产的红辣椒1.5t（5kg装，300箱）在
11号通过釜山港向澳大利亚试出口。这次试出口是大谷农协和农业技术实用化财团
协力推进的项目，日本出口困难的L·XL大小的辣椒被运出了，只要可以打开市场，
农民的收益会有大幅度提高。并且，这次试出口使用了2012年使用过的二氧化氯处
理技术，大大延长了运输时间，比起航运，比较适合相对较慢的海运。



农协开发管理技术，用于预出口的新鲜农产品
草莓保鲜时间延长2倍...橘子腐烂率在5%以下

农产品出口成为热门话题的今天，为了提高出口草莓和橘子的新鲜度，农协开发的采摘后
的管理理技术成为关注焦点。

农协中央会3月27日在NH农协忠北清州清远市郡支部会议室召开了‘采摘后管理技术劳务
项目结果报告会’（照片）

8个项目最终研究结果全部公布当天，以农协为首的各受委托大学和研究所等40余名相关人
员出席此次活动。

尤其在 ‘提高出口草莓产品质量技术开发 ’这㇐项目的研究中，出口<梅香>草莓时，用
25%~30的二氧化氯对草莓进行三个小时的预处理后喷洒低浓度（0.01kgv）的二氧化氯，结果
显示在0度以下草莓的保鲜时间达到25天，是原来的2倍。



서울시립대학교 환경원예학과
서울시림대학교 자연과학연구소 이영분, 김완순교수
논문
“이산화염소가절화장미 수명 연장에 미치는 한균효과



企划特辑 2013年度韩国园艺学会临时大会和秋季学术报告会
提高园艺无人机器的劳动生产率

韩国园艺协会（会长金炳苏（音译），庆北大学园艺科学系教授）从上个月30号到这个月2号在圆光大学嵩山纪
念馆盛大召开了以 ‘为革新园艺产业，引进电子技术 ’为题的 ‘2013年度韩国园艺学会临时大会和第99届秋季学
术报告会

李英锋（音译）首尔市立大学环境园艺学系 硕士 ‘用 chlorine dioxode遏制开花玫瑰花上灰斑病
毒的生长 ’=为了遏制缩短玫瑰开花时间的灰斑病，使用二氧化氯杀菌剂，进行了灰斑病毒孢子
发芽的实验。常温下，自然生成的发病病原菌Botrytis cinerea能在玫瑰茎上再接种，确定病原性
后，吸收生长在培养基上的菌落，将菌数调节成1.0x104spores · ML-1,制成孢子悬浊液使用。将
二氧化氯溶液处理成浓度为0, 0.5, 1, 2, 5, 10µL·L的溶液。20度下存放24小时后分析灰斑病毒孢
子发芽率，结果显示对照组和CLO20.5µL·L-1实验组的发芽率为100%。CLO2 1,2 µL·L-1实验组
的发芽率分别为4.6%和7.8%，CLO2 5,10 µL·L-1实验组的发芽率为零。
结果证明遏制孢子发芽的CLO2 5-10 µL·L-1溶液对遏制灰斑病毒孢子发芽有明显效果。

/李旌汉（音译）记者
<版权所有●园艺产业新闻禁止擅自转载和再发行>



青霉菌
使用二氧化氯后二孢蘑菇栽培处的青霉菌被消灭



苹果储藏效果
使用二氧化氯浸泡30分钟，20天后腐败菌全部被消灭



二氧化氯的使用标准

韩国、美国、欧洲、日本等无论哪㇐个国家都严格控制杀菌消毒剂、食品添加物的消毒剂对人体的影响。二氧
化氯获得环保、安全的高评价，是各国政府认可的可以用于各个领域的安全消毒剂，被世界健康组织评为食品
添加物中最安全的A-1级别的产品。

不同领域二氧化氯使用浓度不同
分类 用途 浓度

食品产业 process杀菌消毒
材料洗涤、洗瓶
瓜菜、肉类保鲜

100ppm以下
10ppm以下

造纸 矿泥控制
工业用水消毒防
止粘合剂腐烂

1~5ppm

畜牧、水产用 杀菌消毒、除臭 5~100ppm

工业废水处理 指定废水处理 50~500ppm

饮用水相关 蓄水线活性炭过滤
管道杀菌消毒
便携式净水壶消毒
改善水味

40~200ppm

1~20ppm

工业用水、产业冷却水 矿泥控制用水
杀菌消毒

1~20ppm

去除臭味 去除工厂和生活中的臭味 10~100ppm以下



Virus zero主要认证 (MSDS, 环保, 自主测试



主要认证 (除菌能力认证)



主要认证(除臭能力认证)



주요 인증 (ClO2 - 식약청 식품첨가제 지
정)

主要认证(ClO2 - 食药厅食品添加剂指定产品)



主要认证



绿藻和红藻清除实验（专利申
请中）

昆池岩CC绿藻清除实验
使用二氧化氯清除绿藻的实验
结果显示绿藻和臭味明显减少
—岩石部分可用肉眼观察

场所：昆池岩CC5障碍区

喷洒二氧化氯前 喷洒二氧化氯后

衙里地CC绿藻清除实验

用21ppm的二氧化氯进行实
验，4~5个小时内水中出现
叶绿素—a叶绿素，岩石上的
叶绿素全部被清除，变得无
色无味。

并且，像下边图片㇐样，不仅仅能清除水
下的绿藻，对清除湖沼周边的石头上黏着
的绿藻也有明显效果



韩联社在鹿场进行除臭防治实验
畜舍除臭实验结果显示能够给畜舍进行除臭和防治



备注 pH 总细菌数 恶臭
程度

对照组 8.07 9,999
非常
严重

实验组
(300ppm)

7.66 0 没有

(口蹄疫病毒浸出液细菌和臭味比较)

取样:同庆北荣州市厅联合现场采取

浸出液原液 使用二氧化氯处理液

口蹄疫浸出液处理
使用二氧化氯后对浸出液进行测试，测试结果显示2小时后细菌全部消灭，臭味等全
部去除。



对养鸡农户的除臭实验
消除养鸡农家的霉菌，给空气杀菌、消毒，进行病虫害的防治



洗涤鸡蛋皮
通过用二氧化氯洗涤鸡蛋皮表面的细菌生产优质鸡蛋



1X107cfu/ml
5 X104cfu/ml

< 10c fu/ml <10cfu/ml

土壤消毒效果实验(其他公司的二氧化氯)

分类 对照组 实验组1 实验组2 实验组3

土壤(g) 10 10 10 10

消毒用生理盐水
(ml) 90 90 90 90

cloin (ml) 0 10 1 0.1



辣椒
农作物感染病毒，在倒伏前喷洒二氧化氯后成活

受病毒侵害 用二氧化氯处理后



辣椒
受病毒影响苗长不大.

受病毒侵害 用二氧化氯处理后



辣椒
受病毒影响，作物不能正常生长.

受病毒侵害 用二氧化氯处理后



桔梗
慢慢腐烂的桔梗有所好转.

用二氧化氯处理后受细菌病侵害



人参
由于土壤含有细菌不能正常生长

受细菌病的侵害 二氧化氯处理后



腐败菌
用苹果实验

处理当天 15天后 30天后



腐烂的柚子树
喷洒二氧化氯后治愈了腐烂的柚子树

浆液停止流出树成活 叶子脱落长出新的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