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銀】的使用歷史 

金屬銀在水中或環境裡 ( 空氣中含有水份 )，表面會游離出微量的銀離子，
具有一定的殺菌作用。

從遠古時代，人們就開始使用銀器，發現盛放於銀質食器中的奶類和食
品不易變質敗壞，配戴銀器可以緩和皮膚的感染發炎狀況，『埃及』在
西元前2000年即有銀的使用紀載之後，歷史中更有許多銀金屬的運用：

‧	 羅馬時代做為淨水處理 (西元前 500 年 )。

‧	 東南亞的僧侶使用銀碗化緣，保存食物。	

‧	 1884 年，德國婦產科醫生使用硝酸銀溶液，預防新生兒
結膜炎，使嬰兒的失明率從 10％降至 0.2％。

‧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做為幫助感染傷口癒合的製劑。

‧	 醫院和飛機用於水質過濾。

‧	 醫院使用銀相關醫療製品用於處理傷口或燒燙傷感染。

‧	 美國疾病管制中心 (CDC) 及世界衛生組織 (WHO) 推薦，開發中國家
使用『銀過濾器』做為水質淨化。

‧	 美國太空總署用於太空梭中的水質純化。

‧	 西元 2000 年後，奈米銀科技 (Ag+ 銀離子 ) 做為消毒殺菌使用，廣泛
用於日常生活中。

【銀離子】的作用模式 

『銀離子水製造機』所產生的銀離子，藉由『電子磁性作用』，吸附在
『單細胞病原菌』和『病毒』周圍，使病原體喪失電子而被摧毀。
由於銀離子獨特的殺菌機制，病原體對於銀離子不易產生耐受性或
抗藥性。
銀離子具有安全性、廣效性、長效性及無耐受性等優點，是一種
非常理想的抗菌劑，唯一缺點就是銀離子加工成本高，一直無法
大量推廣使用；『銀離子水製造機』克服了成本的限制，
能夠製造大量有效的銀離子水。

細菌

摧毀細菌

銀離子圍繞細菌
吸附細菌的電子

 



【銀離子】為什麼不會傷害正常細胞？

銀離子 (Ag+) 之所以能殺菌而不會
傷害有益菌和正常細胞，主要是
因爲大部分的病原菌是單細胞微
生物，倚靠蛋白酶來維持新陳代
謝，進行增殖而影響正常細胞；
銀離子能有效地穿透病原體的細

胞壁與細胞膜，吸附蛋白酶中帶有負電荷的硫醇基 (-SH) 產生特異性結合，使細胞
體因蛋白質變性，無法呼吸、代謝和繁殖，直至細菌死亡，達到滅菌的效果，並且不
會傷害正常細胞。而細菌死亡崩解後，銀離子仍可持續釋出，影響其他病原體。

【銀離子】的消毒滅菌效果 

菌ﾠﾠ種 30 分鐘 * 2 小時 * 24 小時 *

大腸桿菌 E. coli 89.2% 99.8% 99.9%

金黃色葡萄球菌 S. aureus 58.6% 95.9% 99.9%

傷寒沙門氏菌 S. typhimurium 96.6% 99.9% 99.9%

綠膿桿菌 P. aeruginosa 42.0% 99.9% 99.9%

志賀菌 ( 痢疾桿菌 ) S. flexneri 26.7% 60.0% 99.9%

李斯特菌 L. monocytogenes 43.1% 92.4% 99.9%

* 與銀離子的接觸時間降低細菌數量的百分率

a b

(a) 電子顯微鏡下的活性細菌。

(b) 被銀離子殺死後的細菌體，圖中的黑點為聚積在細
菌體內的銀離子。



銀離子水對於豬 PRRS 病毒和沙門氏菌的效果   韓國釜山國立忠清北道大學獸醫系

【銀離子水】消毒滅菌的實際效果 

‧	 濃度 5~	10	ppm，經過 24 小時，可抑制 90~	100%的
 S. typhimurium	傷寒沙門氏菌生長。
‧	 濃度 20~	40	ppm，經過 30 分鐘至 24 小時，可完全抑制
 S. typhimurium	傷寒沙門氏菌生長。
‧	 濃度 20	ppm，經過 24 小時，可抑制 90~	95%的 PPRSV

病毒增殖；≤ 10	ppm濃度，對於 PPRSV 沒有效果。

【銀離子水】對於豬隻病原的試驗結果：

甚麼是【銀離子水製造機】?

以低成本的方式生產銀離子水 (1	ppm濃度，每噸水的
										成本低於 10 美元 )

可以快速大量生產銀離子水

生產的銀離子濃度範圍寬廣 (0.25~	50	ppm)

可由控制面板調整操作模式

使用可更換的『銀離子板』產生銀離子水



試驗單位：
韓國釜山國立忠清北道大學獸醫系／禽病中心

Test conducted by Laboratory of Avian Diseases 
College of Veterinarian Medicine, Chongbuk 
Nation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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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離子 5~ 10 ppm 濃度
24 小時後，可完全殺滅禽流感病毒。

為什麼需要清洗雞蛋？

【銀離子水製造機】理想的蛋殼清潔方式

避免汙染
02

降低蛋殼上的
微生物汙染

03
殺滅沙門氏桿菌

沙門氏桿菌是蛋產
業關注的重要議題

移除蛋殼上的
糞便和髒汙 

移除髒污
01

銀離子 0.25 ppm 濃度
2 小時後，可殺滅腸炎沙門氏桿菌。



使用『銀離子水』清洗雞蛋，可以有
效降低蛋表面的總菌量，有效維持雞
蛋清潔！

銀離子水建議使用濃度：

‧ 雞蛋清洗：0.25~	0.5	ppm。
‧ 沙門氏菌消毒：1~	2	ppm。
‧ 禽流感病毒：5~	10	ppm。
‧ PRRS 病毒消毒：20	ppm。

使用手持式 ATP 微生物冷光儀檢測總菌量 

‧	未清洗前
	 雞蛋表面的總菌量：802	ATP

‧	以 0.5	ppm 銀離子水清洗後
	 雞蛋表面的總菌量：34	ATP

‧	清洗 3日後
	 雞蛋表面的總菌量：5	ATP

使用【銀離子水】清洗雞蛋的好處

強力除臭效果

舒適的工作環境
無色、無味、無毒性

經過各種機構驗證

證實有效

強力的殺菌效果

銀離子水 0.25	ppm濃度
就可殺滅沙門氏桿菌

不需要使用溫水

節省成本



【銀離子水製造機】
歐洲及美洲農牧場使用的成功模式

瑞典國際乳業發展協會

酪農業飲水清潔消毒：

‧	 飲水消毒。
‧	 消除飲水系統中的生物膜（儲存桶、水管、乳頭、水杯…）。
‧	 種牛、乳牛、家禽、蛋類生產時器物表面、地板、牆面、設備消毒。
‧	 乳牛搾乳前後乳頭消毒。

推薦使用方式：

‧ 平時添加於牛隻飲水中：使用 0.25	ppm 銀離子水（飼料品質欠佳、雨季或緊迫
期間，可提高到 2~	5	ppm）。

‧ 小牛牛奶中：使用 5	ppm 銀離子水，可有效預防病原菌感染。
‧ 自動擠乳設備：使用 30	ppm 銀離子水進行清潔消毒。
‧ 搾乳前後：使用 50	ppm 銀離子水進行乳房乳頭清洗消毒。

‧ 乳房炎的發生頻率，降低為使用前的 1/3( 使用後 6~7 週即看到明顯效果！ )

‧	 每年經濟效益增加 $78,484 ( 美元 )

使用『銀離子水製造機』1 年後的效益
歐美地區酪農牧場
(300 頭在養頭數 )



【銀離子水】對於植物種子發芽的助益 

‧		 蘿蔔種子、

	 花椰菜籽和

	 蕎麥籽。

蘿蔔種子 花椰菜籽 蕎麥籽

自來水
(對照組 )

0.5ppm					1ppm						2ppm 自來水
(對照組 )

0.5ppm					1ppm						2ppm 自來水
(對照組 )

0.5ppm					1ppm						2ppm

▲莖葉部分

▲

自來水 ( 對照組 ) 銀離子水 1	ppm

▲根

▲

和使用自來水的對照組比較，培養在銀離子水中的種子，
發芽後莖葉和根部的生長狀況更好！

種子培養在不同濃度的銀離子水中，7 天後的發芽生長狀況



銀離子水濃度
(ppm)

稻熱病
Rice	Blast	(RCB)

病原：Magnaporthe oryzae

番茄灰黴病
Tomato	Gray	Mold	(TGM)

病原：Botrytis cinerea

番茄晚疫病
Tomato	Late	Blight	(TLB)
病原：Phytophthora infestans

0.5 83 50 96

1 100 50 96

2 100 50 98

5 100 50 99

不同濃度的銀離子水處理植物病害的有效比率 (%)

使用銀離子水

10	ppm處理

稻熱病
Rice	Blast	(RCB)

病原：Magnaporthe oryzae

番茄晚疫病
Tomato	Late	Blight	(TLB)
病原：Phytophthora infestans

小麥葉鏽病
Wheat	Leaf	Rust	(WLR)
病原：Puccinia recondita

胡椒炭疽病
Pepper	Anthracnose	(PAN)
病原：Collectotrichum coccodes

使用 1天	
處理 2次 96 43 73 85

使用 2天	
處理 4次 100 93 73 92

使用 3天	
處理 6次 100 94 80 94

使用 4天	
處理 8次 100 93 80 93

使用 5天	
處理 10 次 100 96 83 90

使用 6天	
處理 12 次 100 94 83 90

對於植物病害的有效率 (%)

有
效
比
率%

番茄灰黴病

小麥葉鏽病

稻熱病

胡椒炭疸病



植物感染病害後，以『銀離子水』和化學農藥處理的實際效果比較

感染【稻熱病】

Rice	Blast	(RCB)
病原：Magnaporthe oryzae

‧		 由左至右：對照組 (未處理 )、銀離子水 (10	ppm) 處理 1天、	三賽唑 (Tricyclazole)
殺菌劑	10	ppm處理。

感染【番茄晚疫病】

Tomato	Late	Blight	(TLB)
病原：Phytophthora infestans

‧		 由左至右：對照組(未處理)、銀離子水 (10	ppm)處理2天、	四氯異苯腈(Chlorothalonil)
殺菌劑	100	ppm處理。

感染【小麥葉鏽病】

Wheat	Leaf	Rust	(WLR)
病原：Puccinia recondita

‧		 由左至右：對照組 (未處理 )、銀離子水 (10	ppm) 處理 2天、	護矽得	(Flusilazole)
殺菌劑	10	ppm處理。

感染【胡椒炭疽病】

Pepper	Anthracnose	(PAN)
病原：Collectotrichum coccodes

‧		 由左至右：對照組 (未處理 )、銀離子水 (10	ppm) 處理 1天、	二噻農 (Dithianon)
殺菌劑	50	ppm處理。

RCB

TLB

WLR

PAN



預防水管內層『生物膜』形成 

農牧場的水源，無可避免會含有許多微生物雜
菌，這些菌體和水中的無機質、有機成分作用，
經常會沉積在水管的內層表面，形成所謂的「生
物膜」(Biofilm)。

長期的「生物膜」積累，常會造成供水管線狹
窄、阻塞，而雜菌在生物膜表層滋生，也會造
成水中菌量增加、影響供水品質。

尚未使用『銀離子水製造機』之前
農場的供水管線，連續使用 6個月後，
水管內形成的『生物膜』堆積。

某商業養雞場，未使用『銀離子水製造機』之前，一直
有著沙門氏桿菌、鏈球菌和大腸桿菌汙染的問題。
建議使用銀離子水 2 週後，就解決了農牧場供水含菌量
過高的問題，而現場供水管路常遇到的『生物膜』堆積、
阻塞問題，也一併解決了！

依照水流量可調整銀離子水製造濃度：

‧ 『銀離子水製造機』生產銀離子水的濃度：0.25~	50	ppm
‧	 每日銀離子水生成量 100 公噸	(1~	90 公升 / 每分鐘 )。

水流量 ( 公升 / 分 ) 銀離子濃度 (PPM)
10		L 5		PPM
9		L 5.5		PPM
8		L 6		PPM
7		L 7		PPM
6		L 8		PPM
5		L 10		PPM
4		L 12		PPM
3		L 16		PPM
2		L 25		PPM
1		L 50		PPM

每片銀離子板可製造的總水量：

‧	 0.25	ppm的銀離子水 2,720 噸。
‧	 0.5	ppm的銀離子水 1,360 噸。
‧	 1.0	ppm的銀離子水 680 噸。
‧	 2.0	ppm的銀離子水 340 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