氟化物监测仪
Model Q46F

氟化物被广泛地加入到饮用水系统中，这有助于防止蛀牙。氟通常是以液体氟硅酸的形式加入，使用
标准的计量泵就可以很容易地投加。氟化物投加量很容易通过简单的进料流量配比来解决，然而水中氟化物
浓度监测对于控制超量药剂投加是很有用的。最佳的水中氟含量为 1 ppm 左右，这是安全的范围内，如果
浓度超过 2 ppm 被认为是超量药剂投加，需要尽早发现并加以控制。在线氟化物监测仪能快速可靠地检测
出水中氟离子的浓度保证化学原料的投加量恰如其分。

氟化物监测仪
Q46F 可连续测量饮用水中的游离氟浓度。该系统采用
灵敏的氟化物离子选择性电极（ISE），可提供可靠的测量，
最低至 0.1PPM，最高可达 1000PPM。化学模块为传感器提
供样品的调节处理，测量的氟化物浓度值显示在独立的控制
器上，该控制器还能提供报警和模拟量输出等功能。

• 饮用水系统

•

特点
模拟输出选项. 两路独立的 4-20 mA 标准输出， 默认设置提供氟化物和温度的模拟输出。
PID 输出. 标准 PID 控制功能可分配给一个模拟输出。
数字通信. Profibus-DP，Modbus-RTU 或 Ethernet-IP 的通讯选项。
传感器前置放大器. Auto-Chem 模块内的传感器带前置放大器功能，可使控制器与化学模块单元分离
安装，最远可达 300 英尺。

继电器输出. 三个 SPDT 继电器是标准配置，继电器功能可编程用于报警，控制或故障指示。
灵活的安装. NEMA 4X（IP-66）外壳适用于墙壁，管道或面板安装。
清晰显示. 背光大液晶显示屏可在任何照明条件下提供清晰的显示。显示屏上提供第二行滚动附加信息
和编程提示。

操作
氟化物 ISE 传感器测量溶液中的 F-离子的方式与 pH 传感器测量氢离子的方式相同。传感器顶端上的
氟化镧晶体产生与活性氟离子成比例的微电压，参比电极是氟化物传感器的一部分，它是传感系统的另
一半，提供差分输入放大器上的测量结果。由于溶液中氟离子的活性是 pH 值和离子强度是函数关系，因
此在被测量样品中加入少量的缓释溶液，创造一个稳定的条件，使氟离子的浓度和氟离子的活性成正比。
在实际操作中，将少量样品泵入系统中，并与缓冲液混合。随后使处理后的样品流入安装有氟化物
ISE 和参比电极的腔室。在此腔室中测量氟化物离子浓度，氟离子浓度的变化会立即显示在控制器上。处
理后的样品被从测量池中抽回，并泵入采样溢流池的排水口。
氟化物监测仪仅需要很少的维护。一加仑的缓冲液能使系统运行 25 天，并应每周检查一次测量腔内
传感器的液位水平。

自动标定
离子选择电极会受偏移电压细小变化的干扰，表现为慢速测量漂移。Q46F 提供了自动标定功能，可
以用来保持长期测量的精度，而无需手动调整。自动标定功能可以编程为单点或双点标定。氟化物 ISE 传
感器斜率变化相对缓慢，所以单点自动标定通常是足够的，但是 2 点自动标定能提供长期测量精度的准确。

标定顺序
Auto-Cal 系统会定期地关闭被测样品
流入，而打开标准液流入进行标定，标准
样液通常为 1 和 10PPM 的氟化物。测量
完第一种标准液（1PPM）后，存储 mV
值，阀门切换到第二种标准液流入测量。
一旦读取了两种标准液数据，监测仪就会
自动调整的零点偏移和斜率，并恢复到正
常的测量程序。在大约 5 分钟的自动标定
周期内，4-20mA 输出值保持为开始循环
之前的测量值。当周期结束时，输出值将
保持一段时间，以使样品再次稳定，然后
输出值才会被更新。
自动标定周期的频率可以由用户编程，
从 24 小时/次到 999 小时/次。 通常 1-3
天/次就足以保持良好的测量精度。每次
周期使用约 30 毫升标定标准液，所以 1
升标准液能提供约 33 次标定。

通讯选项
Q46F 监测仪被允许接入到数字通信
系统。监侧仪目前能提供 Profibus-DP，
Modbus-RTU 或 Ethernet-IP 接口。通信
卡要被插入主电源组件，可以根据用户需
求的变化在以后添加。

Q46F 规格
订购信息

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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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定范围的 0.5％）

温度漂移

刻度的 0.01％/℃

电源

100-240 VAC +/- 10%，50/60 Hz，
最大 10 VA

模拟量输出

两组独立的 4-20 mA，最大负载
500Ω

温度补偿

自动补偿 0-40°C

继电器输出

三个 SPDT，6A @ 250 VAC，5A @
24VDC

显示

4 位，12 位数字二行 0.75” LCD，
LED 背光

外壳

NEMA 4X（IP-66）聚碳酸酯，V-0
阻燃性

工作温度

-20 to 60°C

重量

1.1 Kg

运行条件

0 to 50°C

自动标定

可编程 24-999 小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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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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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度极限

2-40°C

进样口流量

在溢流组件入口 5-20 GPH

进样口

1/4“ I.D. 软管倒钩

出样口

1/2“ I.D. 软管倒钩

电源

115 or 230 VAC, 50/60 Hz

重量

6.8Kg

外壳

丙烯酸罩板，V-0 级阻燃

Model Q46F-A-B 氟化物监测仪
Suffix A – 电源
1
- 100-240 VAC, +/-10%, 50/60 Hz
2
- 12-24 VDC, (需 300 mA)
Suffix B – 数字输出
1 - None
2 - Profibus-DP
3- Modbus-RTU
4- Ethernet-IP
附件
09-0066 氟化物标准液，100 ppm，120 毫升
09-0067 氟化物标准液，1000 ppm，120 毫升
09-0028 Q46F 缓冲液，一加仑瓶装(仅含粉)
05-0108 氟化物标准稀释试剂盒
63-0108 氟离子传感器 (备件)
05-0094 面板安装支架套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