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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沧自动化—专注于环保在线分析仪等解决方案。优质的产品与专业的服务是我们一直坚持的理念。致力于为客户

解决自动化仪表设计、安装、调试，产品技术咨询等一系列解决方案。公司位于上海市嘉定区菁迈科创园区，公司有优

秀的研发团队，对于特殊工况有很优质的解决方案，全方位满足客户所需。

公司一贯坚持以专业的技术、良好的服务、合理的价格与客户建立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公司的合作伙伴主要在冶

金、电力、化工、水处理、医药机械行业等多领域应用。

产品广泛应用于环境保护、污水处理、供热供水、石油、化工、电力、机械、冶金、医药、食品、汽车、纺织、轻

工等行业。

公司坚持：以质量求得发展、以服务获得口碑、以诚信赢得尊重

专业的产品系列

公司的主要产品水质监测：浊度、荧光法溶氧、悬浮物、污泥浓度计、泥水界面仪、PH/ORP、膜法溶氧、余氯、电

导率、硬度计、电磁流量计、明渠流量计、超声波液位计、压力液位；水质分析类：COD、氨氮、总磷、总氮、重金属

等在线监测；气体分析：CEMS、TVOC、VOCS、氨逃逸、粉尘仪等在线监测及能源计量管理系统等。

社会责任

公司和全体员工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用实际行动来回馈社会，也是公司大抓员工的精神文明建设，构筑优秀的企业文

化所带来的丰硕成果。 因为我们深深知道为用户提供超值的产品及服务才是上海善沧生存和发展之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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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浊度（以下简称仪表）是带微处理器的水质在线监测仪。在线浊度仪是为测量市政污水、工业废水处理过程、河道监测、自来水厂等进水浊

度及出水浊度而设计的工业在线监测仪表。

工作原理：红外传感器发射器发送的光波在传输过程中经过被测物的吸收、反射和散射后仅有一小部分光线能照射到接收器上，透射光的透射

率与被测悬浮物的浓度成比例关系，通过测量透射光的透射率计算浊度的浓度。

适用行业范围

广泛应用于自来水厂、发电厂、污水处理厂、制药厂、医院，对各种水样的浓度做精确测量。

1. 测量范围：

2. 在线浊度仪：0-5NTU;0~40NTU；0-400NTU；0-4000NTU 或根据要求扩展；

3. .输出方式：4-20ma，485 通讯

4. 外壳材质：316 不锈钢外

5. 连接线缆：屏蔽防水线缆

6. 安装方式：浸入式、插入式

7. 过程连接：NPT3/4

8. 外形尺寸：Φ50×262mm

9. 介质压力：≤3 bar

10. 信号线缆：10m（标配）

11. 防护等级：IP68

12. 工作温度：传感器：0~60℃

https://p1.ssl.qhimg.com/t01d789ea7a3c63905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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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pH/ORP 计（以下简称仪表）是带微处理器的水质在线监测仪。该仪表配置不同类型的 pH（或 ORP）电极，广泛用于电厂、石油化工、

冶金电子、采矿业、造纸业、生物发酵过程、医药、食品饮料、环保水处理等各个行业，对水溶液的 pH（酸碱度）值或 ORP（氧化还原电位）值和

温度值进行连续监测和控制。如电厂补给水、饱和水、凝结水、一般工业水、生活用水和废水。仪表采用 LCD 液晶显示屏；智能型中文菜单操作；

具有电流输出，测量范围自由设定，高低超限报警提示和两组继电器控制开关、迟滞量范围可调；自动或手动温度补偿；电极多种自动标定方式。根

据用户需要可提供【流通式】【沉入式】【管道式】【法兰式】等多种形式安装流程的 pH（或 ORP）电极。

结构特征和工作原理

结构特征：整套测量系统主要由仪表（二次仪表）和 pH（或 ORP）电极（一次仪表）两部分组成，pH（或 ORP）电极接触被测水溶液，仪表

显示水溶液的 pH（或 ORP）值和温度值及工作状态。

工作原理：仪表由信号测量、运算、显示、网络通讯及面板指令等组成。pH 和温度的变送阻抗变换，将 pH 变为 59.16mV/pH（25℃）低阻信

号；将 NTC 变换为电压信号。

仪表与 pH（或 ORP）电极配套，实现对溶液酸碱度的 pH（或 ORP）值监测，传感器是由 pH（或 ORP）玻璃电极和甘汞（或 Ag/AgCl）参

比电极组成的电池，依据能斯特方程产生与溶液 pH 值相关的电位差：Ex=Eo＋SpH。

该电位差经具有高输入阻抗的前置放大器放大，热敏元件送出对应温度值的信号，两组信号被放大后经 A/D 转换，通过 I/O 接口芯片，经单片

微处理器运算后在显示屏上醒目显示。

1. 测量范围：pH：0.01～14.00pH；

2. ORP：－1999～＋1999mV；

3. 温度：-5～110.0℃；

4. 分辨率：pH：0.01pH；ORP：1mV；

5. 基本误差：pH：±0.1pH；ORP：±3mV；温度：±

0.5℃；

6. 自动或手动温度补偿范围：0～110℃；

7. 稳定性： pH:≤0.02pH/24h；ORP: ≤2mV/24h；

8. 信号输出：

9. 0～10mA(负载电阻＜1.5KΩ)；4～20mA(负载电阻＜

750Ω)；

10. 可选：0～5V,0～10V（需预定）；

11. 两组继电器控制触点：3A 240VAC，6A 28VDC 或

120VAC；

12. 电源：220VAC±10%,50±1Hz，功率≤3W；

13. 24VDC，功率≤1W（需预定）；12VDC，功率≤1W

（需预定）；

14. 外型尺寸：96×96×130mm；

15. 安装方式：盘装（嵌入式）； 开孔尺寸 ：91×

91mm；

16. 壁挂式：防水壁挂箱尺寸：300（高）×200（宽）×167

（深）mm；

17. 仪表重量：0.6kg；

18. 工作环境：

19. 环境温度：-10～60℃；

20. 相对湿度：不大于 90%；

21. 除地球磁场外周围无强磁场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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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在线电导率仪（以下简称仪表）是带微处理器的水质在线监测仪。该仪表配置不同类型、不同常数的电导率电极，用于对水溶液的电导率值

和温度值进行连续监测和控制。广泛用于电厂、石油化工、冶金、纸业、环保水处理、轻工电子等领域。如电厂冷却水、补给水、饱和水、凝结水和

炉水、离子交换、反渗透 EDL、海水蒸馏等制水设备原水和产水水质的监测和控制。

仪表采用 LCD 液晶显示屏；智能型中文菜单操作；具有电流或电压输出，测量范围自由设定，高低超限报警提示和两组继电器控制开关、迟滞量

范围可调；自动或手动温度补偿；

根据用户需要可提供【流通式】【管道式】【沉入式】【法兰式】等多种形式安装流程的电导率电极。

结构特征和工作原理

1、结构特征：整套测量系统主要由仪表（二次表）和电导率电极（一次表）两部分组成，电极接触被测溶液，仪表显示被测水溶液的电导率值和

温度及工作状态。

工作原理：测量原理：为避免电极极化，仪表产生高稳定度的正弦波信号加在电极上，流过电极的电流与被测溶液的电导

率成正比，仪表将电流由高阻抗运算放大器转化为电压信号后，经程控信号放大、相敏检波和滤波后得到反映电导率的电

位信号；微处理器通过开关切换，对温度信号和电导率信号交替采样，经过运算和温度补偿后，得到被测溶液在 25℃时

的电导率值和当时的温度值。

温度补偿原理：电解质溶液电导率受到温度变化的影响，需要进行温度补偿。弱的水溶液的温度系数为 2.00%℃，

浓度越大，温度系数越小。对较低浓度（1µS·cm－1）溶液的温度系数不采用 2.00%℃，而由用户设置，范围为 0.00～

9.99%。

1. 测量范围（量程可自由设置）：

电导率：0～20µS·cm-1 （K=0.01）；20～200µS·cm-1

（K=0.1）；

200µS·cm-1～4mS·cm-1 （K=1.0）；4～20.0mS·cm-

1 ；

（K=10.0）20～100.0mS·cm-1 ；（K=30.0）

温 度：－5～110℃；

2. 分辨率：电导率：0.01µS·cm-1；0.01 mS·cm-1 ；温

度：0.1℃；

3. 仪表基本误差：电导率：±1.0%F·S±1 个字，温度：±

0.5℃；

4. 电子单元自动或手动温度补偿范围：0～110℃（基准温度

25℃）；

5. 电子单元自动温度补偿误差：±0.5%F·S；

6. 电子单元稳定性：±0.2%F·S±1 个字/24h；

7. 电子单元的重复性误差：≤0.2%F·S±1 个字；

8. 电子单元报警误差：±1%F·S；

9. 电子单元输出电流误差：±1%F·S；

10. 信号输出：0～10mA(负载电阻＜1.5KΩ)；4～20mA(负

载电阻＜750Ω)；

0～5V,0～10V 可选（需预定）；

11. 两组继电器控制触点：3A 240VAC，6A 28VDC 或

120VAC；

12. 电源：220VAC±10%,50±1Hz，功率≤3W；

24VDC，功率≤1W（需预定）； 12VDC，功率≤1W（需

预定）；

13. 外型尺寸：96×96×130mm；

14. 安装方式：盘装（嵌入式）； 开孔尺寸 ：91×

91mm；

15. 壁挂式：防水壁挂箱尺寸：300（高）×200（宽）×167

（深）mm；

16. 仪表重量：0.6kg；

17. 工作环境：

环境温度：-10～60℃；

相对湿度：不大于 90%；

除地球磁场外周围无强磁场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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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溶氧仪（以下简称仪表）是带微处理器的水质在线监测仪。广泛用于工业水、生活水和污水处理，及养殖业等。对水溶液中的含氧量进行连

续监测和控制。仪表采用 LCD 液晶显示屏；智能型中文菜单操作；具有电流或电压输出，测量范围自由设定，高低超限报警提示和两组继电器控制

开关、迟滞量范围可调；自动或手动温度补偿，电极自动标定。

结构特征和工作原理

结构特征：整套测量系统主要由仪表（二次表）和溶氧电极（一次表）两部分组成，溶氧电极接触被测溶液，仪表显示水溶液的含氧量和温度及工作

状态。

工作原理：氧电极以铂金（Pt）坐阴极，Ag/AgCl 作阳极，电解液为 0.1M 氯化钾（KCl），用硅橡胶渗透膜作透气膜。测量时，在阳极和阴极间加

上 0.68V 的极化电压，氧通过渗透膜在阴极消耗，透过膜的氧量与水中溶解氧浓度成正比，因而电极间的极限扩散电流与水中溶解氧浓度成正比，仪

表检测此电流并经运算变换成氧浓度。同时热敏电阻检测溶液的温度，并对氧浓度进行温度补偿。

电极上的电极反应为： 阴极（Pt）O2＋2H2O＋4e=4OH-

阳极（Ag）4Ag＋4Cl-=4AgCl＋4e

1. 测量范围：溶解氧：0～25.00mg/L； 温 度：0～60℃；

2. 测量误差：溶解氧：± 0.2mg/LF·S；温 度：±0.5℃

3. 自动温度补偿：0～60℃；

4. 电极残余信号：＜1‰；

5. 响应时间（终值 90%）：25℃时＜60S；35℃时＜30S；

6. 稳定性：在常压恒温下，每星期漂移＜2%F·S；

7. 信号输出：0～10mA(负载电阻＜1.5KΩ)；4～20mA(负载电阻＜750Ω)；

0～5VDC 或 0～10VDC（需预定）；

8. 两组继电器控制触点：3A 240VAC，6A 28VDC 或 120VAC；

9. 电源：220VAC±10%,50±1Hz，功率≤3W；

24VDC，功率≤1W（需预定）； 12VDC，功率≤1W（需预定）；

10. 外型尺寸：96×96×130mm；

11. 安装方式：盘装（嵌入式）；开孔尺寸：91×91mm；

12. 壁挂式：防水壁挂箱尺寸：300(高)*200（宽）*167（深）mm；

13. （仪表重量：0.6kg；

14. 工作环境：

环境温度：-10～60℃；

相对湿度：不大于 90%；

除地球磁场外周围无强磁场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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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泥水界面仪是利用可靠的超声波回波检测原理，计算超声波返回探头的时间，可以计算出污泥层的高度和厚度。有

效的掌握污泥沉淀特性，对污泥的回流量进行精确的控制。让操作人员对优化污泥循环量、补偿废水的日常波动、修正非正常状态值、监测预浓缩池

内的分离层做出实时的评价。

超声波泥水界面测量是由安装在水中的超声波传感器，向被水下泥表面发射一束超声波脉冲，此脉冲信号遇到泥水面后反射回来，能再被传感器

接收到；从超声波发射到重新被接收，其时间与传感器到被测物体表面的距离成正比；仪表检测出该时间，并根据当前温度（传感器测量）水下的声

速，计算出被测物体表面至传感器的距离（即空间距离），再进一步换算出液位值。液位表面的空水下距离 W 与声波的行程时间 T 成正比：W=V×

T/2（其中 V 为声波水中速度）。用户自设定探头到池底的高度 H，仪表自动将脉冲行程时间 T 换算成相应的空间距离值 W，再计算出 H 减 W 的差

值即为测量的值 L。

 免维护、高精度、使用寿命长

 大电流继电器，支持多路报警输出

 RS485 智能传输信号输出（可选），支持 ModBus 协议

 LCD 液晶显示窗，外形美观精致，显示信息丰富

 节省场地、工作可靠、宽量程比

 高精度自动温度补偿系统；

 中英文操作界面

1. 供电电源

2. AC220V/24V 可选、50Hz 交流供电

3. 人机接口

4. 屏幕分辨率：128*64

5. 按键寿命：大于 100 万次

6. 信号输出

7. 模拟电流：4-20mA、负载 750Ω、

8. 开 关 量 ：多路继电器、220VAC/ 2 A

9. 485 信 号：Modbus 协议（可选）

10. 环境特性

11. 环境温度 -25 — +60℃

12. 相对湿度 45% — 75%RH

13. 压力范围：±0.1MPa

14. 量程范围

15. 量 程： 0.5m~20m

16. 分辨率：1mm

17. 精度： 0.5-1%

18. 盲区： 0.2-0.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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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污泥浓度计（MLSS）（以下简称仪表）是带微处理器的水质在线监测仪。在线污泥浓度是为测量市政污水、工业废水处理过程、河道检

测、自来水厂等进水及出水污泥浓度而设计的工业在线监测仪表。

红外传感器发射器发送的光波在传输过程中经过被测物的吸收、反射和散射后仅有一小部分光线能照射到接收器上，透射光的透射率与被测悬

浮物的浓度成比例关系，通过测量透射光的透射率计算污泥的浓度。

广泛应用于自来水厂、发电厂、污水处理厂、制药厂、医院，对各种水样的浓度做精确测量。

1. 测量范围：

2. 在线污泥浓度：0~40mg/L；0-400mg/L；0-30g/L 或根据要求扩展；

3. 2.输出方式：4-20ma，485 通讯

4. 外壳材质：316 不锈钢外

5. 连接线缆：屏蔽防水线缆

6. 安装方式：浸入式、插入式

7. 过程连接：NPT3/4

8. 外形尺寸：Φ50×262mm

9. 介质压力：≤3 bar

10. 信号线缆：10m（标配）

11. 防护等级：IP68

12. 工作温度：传感器：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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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在线余氯仪（以下简称仪表）是带微处理器的水质在线监测仪。应用于饮用水处理厂、饮用水分布网、游泳池、工业污水、冷却循环水，

对水中的余氯含量进行连续监测和控制。

仪表采用 LCD 液晶显示屏；智能型中文菜单操作；具有电流输出方式可选，测量范围自由设定，高低超限报警提示和两组继电器控制开关、迟

滞量范围可调；自动或手动温度补偿；自动或手动 pH 补偿；电极多种自动标定方式； RS485//RS232 通讯与电脑连接。

根据用户需要可提供【流通式】【沉入式】【管道式】等多种形式安装流程的余氯电极。

结构特征和工作原理

结构特征：整套测量系统主要由仪表（二次仪表）、余氯电极（一次表）等两部分组成。余氯电极接触被测水溶液，仪表显示水溶液的余氯值、pH

值和温度值及工作状态。

工作原理：仪表由信号测量、运算、显示、网络通讯及面板指令等组成。余氯电极中含温度电极，和 pH 电极将采样的信

号经仪表放大器放大成低阻电压信号送入运算、显示被测量值。

余氯电极以金(Pu)作阴极，银(Ag)作阳极，填充液即电解液为 0.1M 氯化钾(KCl)，使用带选择次氯酸(HOCl)的渗透

膜，这种渗透膜只有次氯酸分子可以自由渗透，而次氯酸根离子(ClO-)和氯均不能透过。测量时，在阳极和阴极间加上极

化电压，HOCl 分子通过渗透膜在阴极消耗，形成与次氯酸浓度成正比的电流流过电极，仪表检测此电流并经运算变换成

次氯酸浓度，同时 pH 和温度电极检测溶液的 pH 值和温度，仪表根据检测到的 pH 和温度折算出水中余氯的含量。

1. 测量范围：余氯（可设置）：0～20.00mg/L（ppm）；温度：0～60℃；

2. 分辨率：余 氯：0.001mg/L； 温 度：0.1℃；

3. 自动或手动温度补偿范围：0～60℃（基准温度 25℃）

4. pH 补偿范围：手动 pH 补偿：5～9pH；

5. 响应时间：< 2min (90%，20℃)

6. 流通式安装最低流量：15cm3/S（保持恒定流速）

7. 稳定性：在常温下，每月漂移 < 2%F·S

8. 隔离信号输出：0～10mA(负载电阻＜1.5KΩ)；4～20mA(负载电阻＜750Ω)；

9. 两组继电器控制触点：3A 240VAC，6A 28VDC 或 120VAC；

10. 电源：220VAC±10%,50±1Hz，功率≤3W；

24VDC，功率≤1W（需预定）； 12VDC，功率≤1W（需预定）；

11. 外型尺寸：96×96×130mm；

12. 安装方式：盘装（嵌入式）；开孔 ：91×91mm；

13. 壁挂式：防水壁挂箱尺寸：300(高)*200（宽）*167（深）mm；

14. 仪表重量：0.6kg；

15. 工作环境：

环境温度：-10～60℃；

相对湿度：不大于 90%；

除地球磁场外周围无强磁场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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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氯离子监测仪（以下简称仪表）是带微处理器的水质在线监测仪。该仪表配置氯离子浓度电极，用于一般工业水、生活用水和废水及

一些含氯水质。

仪表采用 LCD 液晶显示屏；智能型中文菜单操作；具有电流输出，测量范围自由设定，高低超限报警提示和三组继电器控制开关、迟滞量范围可

调；自动或手动温度补偿；电极多种自动标定方式。

根据用户需要可提供【流通式】【沉入式】【管道式】【法兰式】等多种形式安装流程的氯离子电极。

二 结构特征和工作原理

2.1 结构特征：

整套测量系统主要由仪表（二次仪表）和工业氯离子电极（一次表）两部分组成，工业氯离子电极接触被测水溶液，仪表显示水溶液的氯离子浓度

值和温度值及工作状态。

1. 测量范围：CL-：0～35500mg/L；

2. 温度：0～80.0℃；

3. 分辨率：0.01mg/L；

4. 基本误差：读数的±2%；温度：±0.3℃；

5. 自动或手动温度补偿范围：0～60℃；

6. 稳定性：≤1.5% /24h；

7. 信号输出：

8. 0～20mA(负载电阻＜750Ω)；

9. 4～20mA(负载电阻＜750Ω)；

10. 20～4mA(负载电阻＜750Ω)；

11. 三组继电器控制触点：2A 250VAC，6A 28VDC 或 120VAC；

12. 电源：85～264VAC±10%,45～65Hz，功率≤3W；

13. 9～36VDC，功率≤3W（需预定）；

14. 外型尺寸：144×144×118mm；

15. 安装方式：盘装（嵌入式）； 开孔尺寸 ：138×138mm；

16. 工作环境：

环境温度：-10～60℃；

相对湿度：不大于 90%；

除地球磁场外周围无强磁场干扰。

功能特性

⊙ 智能性：采用单片微处理机完成氯离子浓度测量、温度测量和补偿；

⊙ 双高阻前置放大器：输入阻抗高，防噪音，抗干扰能力强；

⊙ 两点标定方式；

⊙ 人机对话：菜单操作结构，使用者按照屏幕上的提示就可操作；

⊙ 多参数同屏显示：同时显示氯离子浓度值、温度值和工作状态；

⊙ 软件设定输出方式：软件选择 0～10mA 或 4～20mA 或 20～4mA 输

出；

⊙ 测量范围和报警上、下限自由设定；上、下限超限报警提示；

⊙ 三组继电器控制开关，迟滞量控制范围可调；

⊙ 自设密码：用户可以自设或修改密码，以免无关人员进入造成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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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2000 型可燃/有毒气体变送器系列仪表，采用当今世界一流传感器和高稳定的专用微控制器集成电路,结合精良焊装工艺制作而成。本仪表

可连续检测工作场所环境中的有毒有害气体和蒸气，可广泛用于石 油化工、化学工业、油田、油库、液化气站、环保、消防、市政等可能存在有毒

有害气体的场所，是保 证人身安全及工厂安全的理想检测仪表。

 先进的传感器技术 传感器灵敏度高，重复性好，温度漂移小、寿命长。

 可靠的电路设计 采用专用微控制器集成电路，外围器件少，一致性好，电路零漂及温漂极小，可靠程度高。

 4～20mADC 电流信号输出 仪表输出信号可远距离传输，最远距离可 1500m。

 安装、调校方便 仪表外观设计合理、美观，安装、接线及调校方便。

结构特征：整套测量系统主要由测量电路和电化学传感器两部分组成，气体泄漏时，电化学传感器接触被测气体，仪表显示

被测气体的中测量气体浓度。

工作原理：本仪表采用电化学式传感器，传感器内部由特殊电解质组成。在无有毒有害气体时，传感器输出与零点同比的信号。检测到有毒有害

气体时，传感器输出与气体浓度成正比的信号，此信号经仪表电路放大， 转换成同比的 4-20mADC 输出。（带显仪表再转换成同比的显示数字）

1. 检测原理：电化学式

2. 采样方式：自然扩散式

3. 工作方式：固定式连续工作

4. 环境温度：-20～50℃

5. 环境湿度：≦95%RH

6. 测量误差：≦±10%F.S

7. 响应时间：≦60S______(达 90﹪稳定值)

8. 输出信号：三线制 4～20Ma

9. 仪表重量：约 1.5Kg

10. 连接电缆：三芯电缆（单芯线径≥1.5 mm2），建议使用 RVVP3X1.5 屏蔽电缆

电缆单芯截面 1.5m ㎡ 2m ㎡ 2.5m ㎡ 供电 24Vｈ

电缆长度 750m 1125m 15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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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化学需氧量（cod），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采用一定的强氧化剂处理水样时，所消耗的氧化剂量,它是表示水

中还原性物质多少的一个指标。

水中的还原性物质有各种有机物、亚硝酸盐、硫化物、亚铁盐等。但主要的是有机物。因此，化学需氧量（cod）又

往往作为衡量水中有机物质含量多少的指标。化学需氧量 cod 的测定，随着测定水样中还原性物质以及测定方法的不

同，其测定值也有不同，目前普遍方法的是酸性高锰酸钾氧化法与重铬酸钾氧化法。

以高锰酸钾作氧化剂测定 cod，所测出来的称为高锰酸钾指数，即 codmn；以重铬酸钾作氧化剂测定 cod，所测出

来的称为重铬酸钾指数，即 codcr。codcr 是采用重铬酸钾(K2Cr2O7)作为氧化剂测定出的化学耗氧量，即重铬酸盐

指数。在强酸性溶液中，以重铬酸钾为氧化剂测得的化学需氧量。

测量原理：

样品、重铬酸钾消解溶液、硫酸银溶液（硫酸银作为催化剂加入可以更有效地氧化直链脂肪化 合物）、以及浓硫酸

的混合液加热到 165℃，重铬酸钾被水中有机物还原为三价铬，在特定波长下测定三价铬含量，再根据三价铬离子的

量换算出消耗氧的质量浓度（消耗的重铬酸离子量相应于可氧化的有机物量） 计算出 cod 值。还原性的无机物，例

如亚硝酸盐、硫化物和亚铁离子，会提高测量结果，它们的耗氧量会加到 cod 值中。氯离子的干扰可以通过加入硫酸

汞消除，因为氯离子能与汞离子形成非常稳定的氯化汞。

适用行业范围

该仪器广泛应用应用于工业废水、河流、湖泊、地表水以及市政管网、污水处理厂等水体中化学需氧量 cod 的连续分析监测。

仪器参数 参数说明 测量方法 备注

测量范围 10-1000.0 mg/L 国家标

准 GB11914-89

《水质-化学耗氧

量测定-重铬酸

钾》

仪器异常自动报警；断电数据自动保

存；7英寸 6万色 TFT 触摸屏显示及指

令输入；异常复位和断电后来电，仪器

自动排出仪器内残留反应物，自动恢复

工作状态。

检测限值 0.001mg/L

精确度 ≥100mg/L 时，不超过±15%；＜

100mg/L 时，不超过±5mg/L

重现性 ±5%

测量周期 测量周期为 35 分钟

采样周期 时间间隔（1～65530min 任意设定）

和 24H 整点时间测量模式

校准周期 时间间隔（1～65530min 任意设定）

和 24H 整点时间测量模式

维护周期 每月一次

信号输出 标准 RS-232（RS485 可选）和 4～20mA

（0～5V 输出可选）

环境要求 温度可调的室内，建议温度+5～35℃；湿度≤

90%（不结露）

电源 AC220×（1±0.1）V，50×（1±0.05）Hz，

10A

尺寸 长 600mm×宽 500×高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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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氮的比色法一般分纳氏试剂比色法（GB7479-87）和水杨酸比色法（国标 GB7148-81 及国际 ISO7150/1-1948）。将被分析的样品和逐出

剂在蒸馏器中混合，将样品中的 NH4+离子转化成氨气（NH3）。从被分析样品中释放的氨气转移到测量池中，重新溶解在指示剂中，这将引起指

示剂颜色改变，然后用滴定剂进行滴定指示剂，即可获得 NH3-N 的浓度。

纳氏试剂比色法的原理：在碱性条件下，水中离子态铵转换为游离氨，然后加入一定量的纳氏试剂，游离态氨与纳氏试剂反应生成黄色络合物，

分析仪器在 420nm 波长处测定反应液吸光度 A，由 A 值查询标准工作曲线，计算氨氮含量。

水杨酸比色法的原理：在硝普钠盐的存在下，样品中游离氨、铵离子与水杨酸盐以及次氯酸根离子反应生成蓝色化合物，在约 670nm 处测定吸

光度 A，由 A 查询标准工作曲线，计算出氨氮的含量。水杨酸比色法具有灵敏、稳定等优点。加入酒石酸钾掩蔽可除去阳离子（特别是钙、镁离子）

的干扰。

 .独特的设计，触摸屏操作及显示，具有图形化用户界面和丰富的教学程序，操作简单易学使本产品较之同类产品具有更低故障率、更低维护

量、更低的试剂消耗量以及更高的性价比。

 光学组件：选择国内在线监测仪器罕用的双光束，检测时不受环境各种因素影响。自动修正系统误差，提高仪器测量精度、稳定性及重复性

 选择阀组件：采用美国、日本或德国原装进口主流流体组件，体积更小，操作更简单。

 计量组件：通过可视光电系统实现试剂精确计量，克服了蠕动泵泵管由于磨损引起的定量误差；同时实现了微量试剂的精

确定量，每剂量仅为 1--5 毫升，大大减少了试剂使用量。

 .进样组件：蠕动泵负压吸入，在试剂与泵管之间总是存在一个空气缓冲区，避免了泵管的腐蚀。

技术参数 数据指标 参数说明 方法依据 备注

测量范围 0-0.5 mg/L 可根据实际情况扩展 国标 GB7148-81

国际 ISO7150/1-1948

异常报警和断电不会丢失数

据，触摸屏显示及指令输

入。异常复位和断电后来

电，仪器自动排出残留反应

物，自动恢复工作状态。

测量周期 测量周期为 30分钟

精确度 ±10%

重复性 ±10%

采样周期 时间间隔和整点测量模式 1～9999min 任意可调

校准周期 1～99 天任意间隔任意时刻可调

维护周期 一般每月一次，每次约 60 min

环境要求
温度可调的室内，建议温度+5～

28℃；湿度≤90%（不结露）
不结露

尺寸 高 1350×宽 500×深 400mm

电源 AC220±10%V，50±10%Hz，5A

输出 RS-232、RS485、4-20mA 或 0-5V



http://www.shancang-tech.com 12

总磷在线分析仪，采用钼酸铵分光光度法，仪器设计原理符合 GB11893-89 规定的方法，符合行业标准 HJ/T 103-2003 中规定的各项参数。

总磷在线分析仪设计原理符合国内标准 GB11893-89 规定的方法，与实验室手工分析呈良好相关性；符合行业标准 HJ/T 103-2003 中规定的各项参

数。采用独有算法，消除由于颜色、悬浮物、浊度造成的部分干扰。

 独特的设计，使较之同类产品具有更低故障率、更低维护量、更低的试剂消耗量以及更高的性价比。

 光学组件：选择国内在线监测仪器罕用的双光束，检测时不受环境各种因素影响。自动修正系统误差，提高仪器测量精度、稳定性及重复性。

 选择阀组件：采用美国、日本或德国原装进口组件。国际主流流体组件，死体积更小，操作更简单。

 计量组件：通过可视光电系统实现试剂精确计量，克服了蠕动泵泵管由于磨损引起的定量误差；同时实现了微量试剂的精确定量，每剂量仅为

1--5 毫升，大大减少了试剂使用量。

进样组件：蠕动泵负压吸入，在试剂与泵管之间总是存在一个空气缓冲区，避免了泵管的腐蚀。

 密封消解组件：高温高压消解体系，加快反应进程，克服了敞口系统腐蚀性气体挥发对设备的腐蚀。

 试剂管：采用进口改型聚四氟乙烯透明软管，管径大于 1.5mm，减少了水样颗粒堵塞几率。

 信号处理：仪器采用原装进口高精度模数转换芯片，使核心板的可扩展性大大增强，可适应多种使用环境，并使仪器的操作更简便，更人性

化。

 温度控制：选用进口测温元件组成精准的控温系统，并采用温度补偿技术，克服了温漂影响，确保样品反应条件更符合要求。

技术参数 数据指标 参数说明 测量方法 备注

测量范围 0-1 mg/L 可根据实际情况扩展 钼酸铵分光光

度 法 ， 国 标
GB11893-89

异常报警和断电不

会丢失数据。触摸

屏显示及指令输

入。异常复位和断

电后来电，仪器自

动排出残留反应

物，自动恢复工作

状态。

测量周期 测量周期为 30分钟

精确度 ±10%
重复性 ±10%
采样周期 时间间隔和整点测量模式 1～9999min任意可调

校准周期 1～99天任意间隔任意时刻可调

维护周期 一般每月一次，每次约 60 min

环境要求
温度可调的室内，建议温度+5～28℃；

湿度≤90%（不结露）
不结露

尺寸 高 1350×宽 500×深 400mm

电源 AC220±10%V，50±10%Hz，5A
输出 RS-232、RS485、4-20mA或 0-5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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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氮在线分析仪根据样品初始的颜色，与加入显色剂之后的颜色不同，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异分析样品的浓度。广泛应用于工业废水、地表水、饮

用水、海水中氮含量的在线监测。

 光学组件：选择国内在线监测仪器罕用的双光束，分辨率达 0.001mg/L，提高仪器测量精度、稳定性及重复性。

 选择阀组件：采用精密组件，使用寿命长、消耗试剂少，降低维护量。

 温度控制：选用先进精密测温元件组成的控温系统，并采用温度补偿技术，克服了温漂影响。

 计量组件：通过可视光电系统实现试剂精确计量，克服了蠕动泵泵管由于磨损引起的定量误差；同时实现了微量试剂的精确定量，大大减少了

试剂使用量。

技术参数 数据指标 参数说明 方法依据 备注

测量范围 0-0.5 mg/L
可根据实际情况

扩展

国标（GB7148-81）

国际（ISO7150/1-1948）

异常报警和断电不会

丢失数据，触摸屏显

示及指令输入。异常

复位和断电后来电，

仪器自动排出残留反

应物，自动恢复工作

状态。

测量周期 测量周期为 30 分钟

精确度 ±10%

重复性 ±10%

采样周期 时间间隔和整点测量模式
1～9999min 任意

可调

校准周期 1～99 天任意间隔任意时刻可调

维护周期 一般每月一次，每次约 60 min

环境要求
温度可调的室内，建议温度+5～28℃；湿度

≤90%（不结露）
不结露

尺寸 高 1350×宽 500×深 400mm

电源 AC220±10%V，50±10%Hz，5A

输出 RS-232、RS485、4-20mA 或 0-5V

整个软件系统框架及外部设施使得人机交互更简便，功能应用更完善；针对特殊现场的不同水质对仪器测量过程中导致的污染可时时进行设

定，大幅降低了由此问题产生的仪器故障率，并使测量数据更加准确；仪器可通过触发信号控制仪器做样，无需工作人员全程监控；仪器可储存二

年内的数据，数据量高达几万条，且数据可一键导出；仪器在线模式（即自动模式）和离线模式（即手动模式）数据独立存储，离线模式数据不上

传至数据采集仪，避免了仪器维护时对上传数据的影响。



http://www.shancang-tech.com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