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锰酸监测仪
Model Q46H/83

-

高锰酸盐（MnO4 ）是一种强氧化剂，在水处理行业用于降低水中有机物，同时也用于
控制原水取水口管道结构处的斑马贻贝繁殖。对低浓度高锰酸盐的连续有效的监测，可以帮
助操作人员随时调整化学投加速率，使其尽快达到目标值，同时可以避免高锰酸余留浓度、
太低或太高，及时识别和纠正的化学投加量不足或过多的问题。

MnO4 监测仪传感器不会被污染!
-

传感器浸入水中连续监测水中的高锰酸盐的浓度会导致传感器污染失效问题，当
高锰酸盐与溶液中的有机物或其它还原材料反应时，生成二氧化锰（MnO 2），容易附
着粘结在测量电极表面而降低测量精度，并且这些附着在电极表面的二氧化锰很难溶解
清洗。 ATI 公司开发的 Q46 / 83 系统是通过使用采用气相传感器间接测量的方法来消除
了这个问题，传感器本身不会与直接与样品溶液接触。在工作过程中，将含有高锰酸盐
的水样与 pH 缓冲液和碘化钾溶液泵入反应腔内混合反应，高锰酸盐将碘化物氧化成碘
（I2），反应后的溶液流入到样液调节腔内， 提供空气泵将反应后溶液中的 I2 从溶液中
吹出剥离出来进入到测量腔内，在测量腔内安放 I2 气体传感器测量其浓度。这种“气相”
测量技术消除了二氧化锰对传感器污染，从而使系统能够长期可靠稳定的工作。
Q46H / 83 高锰酸盐监测仪由两个主要部件组成，一个电子控制单元和一个化学模
块。化学模块包含样品泵和试剂泵，样品处理系统和提供最终测量的气体传感器。连接
在化学模块底部的入口流通池与入口采样管线和排放管线相连接。建议采用每小时 520 加仑（300-1200mL / min）的采样流量，将系统响应时间降至最低。试剂瓶架，使试
剂可以安装在化学模块的下方。
电子控制器既可以安装在化学单元附近，也可以安装在 100 英尺以外，具体取决
于安装要求。高锰酸盐浓度显示在大屏幕的背光液晶显示屏上，下面还有第二行字母数
字显示，用来指示其他操作参数。还提供三路 SPDT 报警继电器输出和两路 4-20 mA 输
出，并提供数字通信。

工作原理：
Q46H / 83 高锰酸监测系统中的化学
模块部分自动完成样品和化学试剂的提
取，反应，处理、空气吹脱碘的释放以
及气体样品调节和碘气测量。在操作过
程中将少量的样品由溢流组件流通池泵
入到化学反应腔内，并与 pH 4 缓冲液和
碘化钾（KI）溶液混合反应。在 pH 值为
4 时，溶液中的高锰酸盐反应如下：

空气泵将定量的空气把水样中的碘吹
出剥离出来，进入到空气分离腔。从汽
提室顶部的空气被导入到气体调节模块，
在此模块中去除多余的水，然后到达碘
传感器所在的测量腔内。碘传感器是电
化学膜片式传感器，能够产生与气体中
碘浓度成正比的电流。由于气体传感器
只与含有碘的清洁空气接触，能避免样
品中污染物引起的传感器污染。

气相法进行高锰酸盐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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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气相传感器： 样品和传感器之间没有接触
就可以进行测量，消除污染传感器的可能
性。
标准测量方式：添加缓冲液的样品与碘化钾
反应后，用碘量法测量高锰酸盐。
模拟输出选项： 标准的两路独立 4-20 mA
输出。 单独一路输出给可编程的 PID 功
能。
化学模块电源选项： 电源选项包括 115 或
230 VAC，50/60 Hz。

安装
Q46H/83 “气提”高锰酸盐监测仪由两
个主要部件组成：自动化学控制模块和提
供高锰酸盐浓度显示和各种输出的独立电
子单元控制器（Q46H）。这两个部件都是
交流电，并提供连接传感器的标准的 25 英
尺电缆。如果有需要，这两个部件可以分
开距离最长 100 英尺。
Q46H 控制器提供大屏幕的浓度显示，
第二行字母数字显示屏用于显示辅助信
息。Q46H 监测仪能提供两路标准 4-20 mA
模拟量输出和三路 SPDT 继电器。如有需要
可以为 PID 控制配置一路模拟量输出。此外
显示表还提供用于数字通信的选项，含
Profibus-DP，ModbusRTU 和 EthernetIP。
Auto-Chem 化学系统模块包括样品和
试剂的蠕动泵，分离系统的空气供给部件
和气体调节部件。所有的组件都安放在箱
体内，可以很方便地进行维护检查。外壳
底部是一个进样口流通池，在那里取样口
和排水口进行连接。建议样品流量为每小
时 5-20 加仑（300-1200 毫升/分钟）。

三组控制继电器: 继电器可对选点，死区
和时间延迟进行编程。
数字通信: Profibus-DP，Modbus-RTU 或
Ethernet-IP 的通讯选项。
显示清晰： 背光大型液晶显示器提供在任
何照明条件下的清晰显示，第二个滚动显
示器上的行提供额外的信息和编程提示。

Q46H/83 规格
高锰酸钾监测仪
量程

0-20.00, 0-200.0，0-2000 PPM

精度

选定量程的 1.0％或 0.10 PPM

重复精度

所选量程的 0.5％或 0.05 PPM

非线性度

选定范围的 0.5％）

温度漂移

刻度的 0.01％/℃
100-240 VAC +/- 10%，50/60
Hz，最大 10 VA

电源

订购信息
Model 46H/83-A-B
Suffix A – 电源
1- 115 VAC, 50/60 Hz
2- 230 VAC, 50/60 Hz

模拟量输出

两组独立的 4-20 mA，最大负载
500Ω

Suffix B – 数字输出

温度补偿

自动补偿 0-40°C

1– 无

继电器输出

三个 SPDT，6A @ 250 VAC，5A
@ 24VDC

2- Profibus-DP

显示

4 位，12 位数字二行 0.75” LCD，
LED 背光

3- Modbus-RTU

外壳

NEMA 4X（IP-66）聚碳酸酯，V0 阻燃性

4- Ethernet-IP

工作温度

-20 - 60°C

附件

重量
运行条件

1.1 Kg
0 - 50°C

31-0038 7 芯内置电缆，最长 100 ft

自动标定

可编程 24-999 小时/次

47-0005 2” U 型螺栓, 304SS

传感器
氟化物传感器

复合氟化物 ISE 传感器

传感器电缆

10 英尺标准

响应时间

T90 = 50

采样泵

内部管式泵，15 cc / min

缓冲泵

内部管式泵，0.1 cc / min

测量室

浇注亚克力
2-40°C

温度极限
进样口流量
进样口
出样口
电源
重量
外壳

05-0094 面板安装支架工具包

在溢流组件入口 5-20 GPH
¼” I.D. 软管倒钩
¼ ”I.D. 软管倒钩
115 或 230 VAC, 50/60 Hz
6.8Kg
丙烯酸罩板，V-0 级阻燃

注意：
1 - 所有系统都配有 1 包膜片，一瓶 120 毫升
的电解液，以及备用的 3 个 O 形圈和特殊螺丝
备件包。
2 - 管道安装需要的两个 2"U 形螺栓（470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