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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非常感谢您选择本公司仪器！

在使用本产品前，请详细阅读本手册，并保存以供参考。

请遵守本手册操作规程及注意事项。

为确保本仪器所提供的售后保护有效，请不要使用本手册规定以外的

方法来使用和保养本仪器。

由于不遵守本操作手册中规定的注意事项，所引起的任何故障和损失

均不在厂家的保修范围内，厂家亦不承担任何相关责任。请妥善保管好

所有文件。如有疑问，请联系我公司售后服务部门。

在收到仪器时，请小心打开包装，检查仪器及配件是否因运送而损坏，

如有发现损坏，请联系我公司售后服务部门，并保留包装物，以便寄回

处理。

当仪器发生故障，请勿自行修理，请联系我公司售后服务部门。



目 录

传感器概述.........................................................................................................................................01

传感器技术参数.................................................................................................................................02

传感器结构图.....................................................................................................................................03

传感器校准.........................................................................................................................................04

传感器校准.........................................................................................................................................05

维护方法及常见问题.........................................................................................................................06

线缆定义及供电.................................................................................................................................07

质量保证.............................................................................................................................................08



水中油传感器

概述

常用的水中油检测有悬浮法（D/λ<=1）、红外
分光光度法（不适合低量程）、紫外分光光度法
（不适合高量程）等。在线水中油传感器，采用荧
光法原理，相比常用的几种方法，荧光法更高效快
捷重复性较好，并可在线实时监测。传感器具有更
出色的重复性和稳定性。带有自动清洁刷，可消除
气泡、减少沾污对测量的影响，使维护周期更长，
长期在线使用也能保持极佳的稳定性。可对水中油
的污染起到预警作用。

原理

采用紫外荧光法监测水体中的含油量，根据
石油及其中芳香烃化合物和含共轭双键化合物吸收
紫外光后发射出的荧光强度定量分析水体中油的浓
度。石油类中的芳香烃在紫外光激发下可产生荧光，
根据荧光的强度计算出水中油的值。

水中油传感器特点

 数字传感器，RS-485输出，支持MODBUS
 带自动清洁刷，消除油污对测量的影响
 采用独特的光学和电子滤光技术，消除环境光

对测量的影响

 不受水中悬浮物颗粒物的影响

订货信息

品名

水中油传感器

在线变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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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油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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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自清洁水中油传感器

测量参数 水中油、温度

原理 紫外荧光法

量程范围 0-50ppm或者0-0.40FLU

分辨率 0.01ppm

精度 ±3%F.S.

检出限 根据实际油样决定

线性度 R²>0.999

防护等级 IP68

最深深度 水下10米

温度范围 0 ~ 50℃

传感器接口 支持RS-485， MODBUS协议

装配 投入式

尺寸 Φ45*175.8 mm

电源信息 DC 5~12V，电流<50mA（非清洗时）

探头线缆长度 10米（默认），可定制

外壳材料 316L（可定制钛合金）

自清洁系统 有



水中油 传感器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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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自清洁水中油传感器结构图



水中油 校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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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中油传感器的校准：水中油传感器软件(参见modbus说明书)支持2点校准。较常见
的环境研究硫酸奎宁，可用于传感器校准中。

2、准备
2.1 先取0.1g 硫酸奎宁放入1000mL的试剂瓶A，然后加入0.5mol/L的硫酸至1000mL充
分摇匀此为100ppm。
2.2 再取1mL上述溶液放入1000mL的试剂瓶B，然后加入0.5mol/L的硫酸至1000mL充
分摇匀。则试剂瓶B的溶液浓度为100ppb。

2.3 配好的溶液最好24小时内使用。

警告：操作过程中必须配带手套。

3、校准( 2点校准)

3.1 恢复用户校准数据为默认, K=1, B=0(详见modbus 文档).
3.2 将传感器放入超纯水中或去离子水，然后读取水中油值，记录为 X。
3.3 将传感器放入标液中(上述的100ppb中，标液中水中油的理论值为Z), 将数值记录为 Y
。
3.4 按如下算式记录 K 和 B 值:
K=(Z-0)/(Y-X), B= - KX
3.5 将 K, B 值写入传感器。（数据帧格式参照Modbus文档）

4、所需器具及原料

• 硫酸奎宁溶液
• 电子天平
• 蒸馏水或去离子水（屈臣氏蒸馏水）
• 棕色广口瓶*2（1000mL）
• 移液枪
• 手套



水中油 校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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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 传感器校准前需用去离子水清洁传感器测量端面，用无尘纸巾擦拭干净测量窗口。

2. 测试时将校准液放入棕色的广口瓶，将将传感器用铁架台固定。

3. 放入时倾斜着缓慢放入，避免产生气泡。

4. 放入后，传感器前端与容器底部保持距离应>10cm，与侧壁距离应>3cm。

5. 配好的溶液最好24小时内使用。



水中油 维护方法及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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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维护日程和方法

1、维护日程
在线水中油传感器带有自动清洁刷，可以自动进行清洗，不需要频繁地进行清洗。

维护任务 建议维护频率

校准传感器（如主管部门有要求） 根据主管部门所要求的维护日程进行

2、维护方法

传感器维护

1）传感器外表面：用自来水清洗传感器的外表面，如果仍有碎屑残留，用湿润的软布进行擦拭，

对于一些顽固的污垢，可以在自来水中加入一些家用洗涤液来清洗。

2）检查传感器的线缆：正常工作时线缆不应绷紧，否则容易使线缆内部电线断裂，引起传感器

不能正常工作。

3）检查传感器的测量窗口有否有脏污，清洁刷是否正常。

4）检查传感器的清洁刷是否有所破损。

5）连续使用18个月，需返厂更换动密封装置。

二、注意事项
探头中含有敏感的光学部件和电子部件。确保探头不要受到剧烈的机械撞击。探头内部没有需

要用户维护的部件。

三、常见问题解答

错误 可能的原因 解决方法

操作界面无法连接

或不显示测量结果

控制器与线缆连接出错 重新连接控制器和线缆

线缆故障 请联系我们

测量值过高、过低或数值持续

不稳定

传感器视窗被外物附着 清洗传感器视窗表面

传感器海绵破损 更换传感器海绵



水中油 线缆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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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源信息

供电电源必须是DC 5-12V +/-5%，电流<50mA

2、线缆信息

4 wire AWG-24 或AWG-26 shielding wire. OD=5mm

1, 红色线—电源 (VCC)

2,白色线—485数据_B ( 485_B)

3,绿色线---485数据_A (485_A)

4, 黑色线 ---地线 (GND)

5, 裸露线---- 屏蔽层



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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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向其一手购买者保证自发货起的一年内不存在任何由于材料不合格或者工

厂制造方面造成的产品缺陷。

如果在质保期内发现有缺陷，公司承诺将修理或者更换有缺陷的产品， 或者返

还除第一次运输及相关手续费用以外的货款。在质保期内维修或者更换的任何产品

将只享有原产品剩下的保质期。

本质量保证不适用于消耗品，例如消耗部件（包括但不限于灯、管路等）。

联络本公司或者您的代理商，以开始保质期内的技术支持。

收到客户对于产品质量的问题后，公司会在两周内确认产品是否需要返修；未得

到返修许可的产品不可以返回。

限制

本质量保证不包括下列情况：

● 由于不可抗力、自然灾害、社会动荡、战争（公布的或者未公布的） 、恐怖主义、

内战或者任何政府强制所造成的损坏

●

●

●

●

由于使用不当、疏忽、事故或者不当应用和安装所造成的损坏

将负担货物运回公司的运费

质保范围内的部件或者产品加急或者特快运送的运费

在当地进行质保修理的差旅费

本质量保证包括了公司关于其产品提供的质保的全部内容。本质量保证构成了最终的

、完全的和排它性的关于质量保证条款的声明， 没有人

或者代理商被授权以我公司的名义来制订其它的质保。

如上所述的修理、更换或者返还货款等补救措施都是不违反本质量保证的特例情

况，更换或者返还货款等补救措施都是针对本公司的产品本身。基于严格的责任义务

或者其它法律理论，公司不为由于产品缺陷或是由于操作疏忽而导致的其他任何损坏承

担责任，包括与这些情况存在因果关系的后续损坏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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