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谢您购买本公司产品
为保证您能充分了解并正确安装使用本产品，请您仔细阅读说明书。

建议您妥善保存，以便需要时查阅。

ZWX-D01
消毒液喷雾制造器（次氯酸钠消毒液）

产品使用说明书

执行标准：GB28233-2011

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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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用户

      感谢您选用我公司的次氯酸钠消毒液喷雾制造器。

      在您准备安装及使用本产品之前，请务必详细阅读本使用说明书，以便

您能更规范地进行产品的安装和保养。

      次氯酸钠消毒液喷雾制造器的维护保养、配件更换，需使用我公司审定

的部件，使用非授权的部件或附件所引起的问题，使用性能的降低或造成的

财物的损坏均不包括在厂商的担保范围之内。

       为了避免对您或其他人造成可能的伤害或财物损失，请务必注意以下

安全事项。

关于本产品说明书

      如果您对说明书的任何内容和条款存在异议，请在购机后七日内向本

公司提出书面异议，否则视您已经同意、理解并接受此说明书的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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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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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使用须知

操作本机应严格遵照说明书执行！
1、请严格按照说明书使用本产品，老人小孩残障人土请在监护下按照说明书

     使用本产品，本产品并非玩具，请置于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2、请单独使用与此机器电流一致的插座，切勿用万用插座与其它电器

     同时使用。

3、如果本产品不工作，维修时必须切断电源并由专职人员维修。

4、充电时，不能带电移动本产品。

5、不要使用损坏的电源和插头。如果USB充电线损坏，为了避免危险，应

     及时更换同规格充电线。

6、请使用合适的充电器在干燥处充电，禁止在潮湿、水汽多的场所充电。

7、禁止接触火源或置于过热环境内使用。

8、充电过程，不要用湿手接触电源插座，有触电危险。

9、插拨电源适配器插头时，应用手持电源适配器主体，不能拉扯充电线。

10、严禁将主机浸入水中或其它液体中，以免发生危险。

11、不直接将空气清新器或类似产品在其旁边使用，不对机器使用任何

       酸性或其它 有腐蚀性的清洁剂或润滑剂。

12、插头周围有灰尘及异物时请用干抹布擦净，防止触电危险。

13、产品周围不要放易燃物质。

14、容器破坏时请停止使用，会产生爆炸危险。

15、禁止往水中添加除食盐以外的物质。建议使用水温不超过40°C。

16、容器外部不要用水清洗，主机无防水功能。

17、本机生成的次氯酸钠消毒液为外用消毒液，不得内服。

18、如产品发生噪音、异味及烟气发生时，请停止使用并与售后联系。

19、禁止对准人眼喷射，如液体进入眼睛，请及时用自来水冲洗，并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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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使用须知

20、禁止放入冷冻室，以防机身破裂。

21、禁止对准带电电器或电器易进水处喷射，防止引起电器短路。

22、对含有有机物较多的物品消毒时，应彻底清除有机物，然后进行消毒

       处理。

23、禁止私自拆装、改造该产品。

24、避免将该产品放置在高温或阳光直射处，比如炎热的车内，燃气灶

       周围等处。

25、产品一次性连续使用时间建议不得超过30min。以免降低产品使用寿命。

26、制水过程中，溶液中会出现黄色柳絮状沉淀物为正常现象，这是因为

      水中含有丰富的铁离子，使用含亚铁氰化钾的食盐也会出现以上现象。

27、次氯酸钠消毒液对金属有一定的腐蚀性，谨慎使用。

28、禁止对除白色外的天然纤维织造的纺织品使用消毒液杀菌消毒，

       防止褪色。

29、严禁与酒精、醋、洁厕灵、浓硫酸同时使用。

30、长期不使用时，打开水壶并放置晾干后保管。

旧物丢弃
内置可充电电池含有可能污染环境的物质，在丢弃电池前

要先取出电池，为了取出电池，你需要一个十字（标准）

螺丝刀，并且遵守基本安全措施。在取出电池的过程中，

一定要保护好您的手和眼睛。



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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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1. 电量显示窗         2. 上盖         3. USB防尘塞      4. 上盖支撑架           

5. 按键                  6. 主体          7. 装饰圈            8. 喷嘴帽             

9. 喷嘴                 10. 水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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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紫薇星消毒液喷雾制造器（次氯酸钠消毒液）

产品型号：ZWX-XD01                输入电压：DC5V

输入电流：2A       额定功率：15W     充电时间：约3H                    

功能模式：喷雾消毒              产品净重：0.55kg

使用寿命：≥3000小时          有效氯含量：≦100mg/L        

产品尺寸：175mm×120mm×284mm

组成品：主机、USB充电线、勺子、使用说明书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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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点

以经软化处理的自来水和家用食盐为原料，使用微小的电能即可制造出广谱、
无毒、无害、无残留污染物的次氯酸钠消毒液。

次氯酸钠消毒液可以快速有效的杀灭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
等，对脊髓灰质炎病毒等有良好的杀灭效果，并且不生产具有致癌、致畸、
致突变等氯代化合物，是世界公认的消毒液中最安全、环保、卫生、
健康的替代品。

应用范围：水果、蔬菜、餐具、家庭、办公室、餐厅、饭店、宾馆、医院、学院、
               美容院、宠物、洗浴中心、玩具、脱色漂白等。

使用方法：浸泡、擦拭和雾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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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菌原理

次氯酸钠消毒液的灭菌杀病毒原理主要有如下三种作用方式：

1、次氯酸钠消毒液灭菌最主要的作用方式是通过它的水解形成次氯酸，次

     氯酸再进一步分解形成新生态氧[O]，新生态氧的极强氧化性使菌体和

     病毒上的蛋白质等物质变性，从而致死病原微生物。

2、次氯酸在杀菌、杀病毒过程中，不仅可作用于细胞壁、病毒外壳，而且

     因次氯酸分子小，不带电荷，还可渗透入菌(病毒)体内，与菌(病毒)体

     蛋白、核酸、酶等有机高分子发生氧化反应，从而杀死病原微生物。

3、次氯酸产生出的氯离子还能显著改变细菌和病毒体的渗透压，使细胞丧失

     活性而死亡。

此外，次氯酸钠还能够分解蔬菜、水果等农副产品上所残存的微量农药。绝大

多数农药都是由有机物组成的，次氯酸钠所释放出来的新生态氧能氧化分解掉

这些物质。次氯酸钠消毒液喷雾制造器所生成的消毒液中不产生游离氧，不会

形成因存在游离氧而生成不利于人体健康的致癌物质，也不会对生命造成损伤

和毒害。



注意：使用过程不可以将机器倾斜100以上或倒立。以防造成内部短路。

(图1） (图2） (图3）

1. 机器唤醒：通过长按机身按键实现，长按3秒开启并有“嘀”的一声，电量
                  显示区域绿灯亮起并显示当前剩余电量，此时机器处于唤醒
                  状态。

2. 制水：短按手柄内侧的按键开关，开启水泵，启动消毒水的喷洒；释放
             开关则停止喷洒。

3. 完成喷洒后，长按按键开关按键，电极停止工作，蜂鸣长鸣1.5s。

4. 关机：连续90s无进行制水喷雾操作，则自动关机，并有历时1.5s“嘀”
            的一声提示音，所有显指示LED灭。

1. 装入自来水时不要超过最高水位线(800ml)；（如图1）

2. 放入食盐8勺（约8g）(100ml配1g的盐)；（如图2）

3. 搅拌或摇晃杯身30~60s，使盐充分溶解；（如图3）

4. 请将壶身箭头对到机器底部开锁位置拿着水壶，主机顺时针旋转

    盖紧。（如图4）

5. 按住按键，对准需消毒物件喷晒即可。（如图5）

07

操作方法

使用方法

操作方法

 

(图4） (图5）



1. 低电量：电量显示区闪烁时表示电量偏低，此时可用输出电压为DC5V 

               2A的电源适配器对机器进行充电。使用机器自带的USB充电线

               进行充电。

2. 电量满：充电完成后，电量显示区所有灯光常亮。

使用范围

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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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法

家居环境

室内空气除菌、
除臭

去除果蔬

有效去除果疏表面
农药残留细菌

母婴

对母婴用品及儿童
玩具进行杀菌消毒

宠物

对宠物进行消毒
及除臭

厨房
有效去除遗留在洗
涤槽、烧架、厨具
等厨房异味

卫生间

有效去除卫厕表面
的异味及细菌

电器

有效去除冰箱、空调
等电器异味、杀菌消毒

注意：本产品随机未配给电源适配器。



电气原理图

喷头清洗及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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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原理

注意：当机器使用一段时间后出雾效果降低或者不出雾，可依照

       上图所示，利用盐勺逆时针拆下喷头进行清洗

注意：电气图中连接器的位置，不代表实物中的具体位置

USB

充电电路
电量指示

喷洒水泵

0.6A恒流电路
（脉冲调宽）

2*4.2V
聚合物
锂电池

电极片

+

-



本产品使用过程中会出现如下故障，送检前请先参照以下情况
进行自查:

可能原因 解决方法

不电解
a. 电池耗尽，需充电
b. 内部线路断路或者接触不良，
   请联系专职人员维修

产雾缓慢

a. 电极脏污，请用干净自来水
   循环出雾来清洗电极内脏污。
b. 喷雾头脏污，请清洗；过滤
   网脏污，请清洗过滤网。

按键失灵
a. 检查水箱是否装配好。
b. 查按键是否有按键音，若无
   请联系专业人员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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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若经过以上检查仍不能排除故障，请与我公司服务中心提供的维修网店或者

技术服务中心联系，切勿自行拆卸维修，避免危险和对机器造成损坏。

注 意



有害物质成分含量排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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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物质及含量

塑料件

控制板

硅胶件

钛网

电源线

产品型号：ZWX-XD01

多溴
二苯醚部件名称 汞及其

化合物
镉及其
化合物

六价铬及
其化合物 多溴联苯

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表

铅及其
化合物

表示该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在
GB/T26572( IEC62321)规定的限量要求以下。

表示该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的含量超出
GB/T26572规定的限量要求

本表格依据SJ/T11364的规则编制
上表中打“x”的部件其含量超出是因为目前业界还没有成熟的可替代的技术。

声明：

本资料上所有内容均经过认真核对，如有任何印刷错漏或内容上的误解，可向本公司咨询。

注：产品若有技术改进。会编进新版手册中，怒不另行通知。产品外观双、颜色如有改动，以实物为准。 



保修条件

例外条件

用户应遵循以下规则，否则将对产品的保修造成影响。

   1）使用者应该通过合法途径在合法的零售商处购得本产品。

   2）使用者请妥善保管好购机发票和保修卡。

   3）机器的安装应该严格按照说明书安装指南进行操作。 

   4）机器的使用应该严格按照随机的说明书进行。

   5）应在规定的使用条件下使用产品。

   6）使用过程中如需维护和保养，请拨打服务商电话。

以下情况之一的产品故障或损伤不属于保修范围：

   1）通过非法手段或非法途径获得本产品。

   2）发票遗失或保修卡遗失并不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产品。

   3）说明书上的产品编号与机体本身编号不相符的机器。

   4）未严格按照说明书安装指南进行安装的。

   5）不合理使用，违反说明书的规定使用造成故障或者损伤。

   6）超出正常使用条件，强行使用本产品造成故障或损伤的。

   7）人为造成（有意或无意）的机器伤害

   8）不可抗力对机器造成的伤害（例如自然灾害、战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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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服务



保修服务

在保修期内，符合保修条件，并不违反例外条件的情况下，产品在出现故障

或损伤，公司将根据规定提供全方位的保修服务，保修服务将包括：

1）免费修理故障机器；

2）免费更换故障配件；

3）国家法规规定的项目（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

 

保修服务程序

1. 当用户使用本公司产品时发现故障现象，请立即关闭水源和切断电源。

    在确认各项条件符合要求后，应及时拨打本公司的免费服务热线。

2. 当维修人员上门服务时，用户应当出示有效发票，并向服务人员

   介绍使用状况和故障情况，核实产品后，服务人员实施相应检查、

    维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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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服务



姓名 联系电话

地址

型号

编号 签名盖章

售后服务签名

购买日期：    年   月    日

产 品 质 量 保 修 卡 ( 顾 客 联 )

姓名 联系电话

地址

型号

编号 签名盖章

售后服务签名

购买日期：    年   月    日

产 品 质 量 保 修 卡 ( 公 司 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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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