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氯分析仪
Q46H / 62-63

ATI Model Q46H
Q46H 余氯分析仪是余氯和结合氯 Q45H 分析仪的升级版。
Q46H 分析仪功能扩展了第三路模拟输出选项或增加额外继电器
输出选项。此外 Profibus-DP，Modbus RTU 和以太网 IP 等数字
通信选项也被增加进来。
Q46H 分析仪采用极谱化膜片传感器直接测量余氯，不需要
使用化学试剂。在必要的时候，自动 PH 值补偿功能能提高的游
离氯测量的最大精度。
系统能提供余氯测量值，pH 值和温度的 4-20 mA 输出，以
便于使用 CT 计算。
Q46H 分析仪系统的采购价格不高，维护成本低，并能为用户长期提供余氯监测精度的要求和可靠性。

安装简便
需要一种简便的安装方式吗？
ATI 提供安装在 PVC 背板上的带有采样
流量控制功能的整套 Q46 分析仪，方便
用户安装到所需要的位置。当用户连接
好电源、采样接口和模拟/继电器输出，
就可以开始进行检测了。系统中没有使
用流量开关，这可以实现水样的远距离
无损检测。

特点
余氯和结合氯：Q46H 分析仪出厂设置为余氯或者结
合氯的监测，用户也可以很方便的从一种设置转换
到另一种设置。
运行经济性：只需使用很少试剂，在饮用水，废水，
冷却水，或高纯水系统中，低成本运行的 Q46H 余
氯分析仪是用户的最佳选择。
pH 值自动补偿：在不同 PH 值条件下的游离氯监测
中，pH 值自动补偿功能可以保持最高的测量精度，
甚至当 pH 值高达 9.5 同样有效。

AC 或 DC 电源可选：包括通用的 90-260 VAC 或
12-24 VDC。

双氯/ PH 值监测：甚至不需要 pH 校正，增加 pH 传
感器到系统中，将监测仪转变为双功能分析仪，提
供对氯和 pH 值的 4-20mA 输出
数字通信：可选 PROFIBUS DP，Modbus 或以太网。

继电器输出：三个 SPDT 标准继电器，可编程设定
为报警，控制或故障指示功能。三个低功率继电器
也可作为可选项提供。

柔性灵活： 量程可从 0-200 PPB 到 0-200 PPM 编程
设定选，提供最大的应用灵活性。

大屏 LCD 显示：背光大屏幕液晶显示屏可在任何
照明条件提供清晰的显示。显示屏上的第二行滚动
行提供额外的信息和编程提示。

模拟输出选项：两路隔离的 4-20mA 标准输出，如
果需要也可提供第三路输出。其默认设定为余氯浓
度和 pH 值的模拟输出。
PID 输出： 标准 PID 控制功能被指定为一路模拟
输出。

安装灵活：NEMA 4X （ IP -66 ）防护外壳适用于
墙壁，管道或面板式安装。

传感器 & 流通池
两种类型的氯传感器可以使用，一种是为流通
池安装设计，而另一种是为浸入式安装设计。余氯
监测必须采用流通式系统。良好的采样流量和压力
控制对于准确的测量非常重要。标准的常水头流通
池应用于大多数场合，密封的流通池和低流量的流
通池同样可以用于特殊场合，具体请咨询 ATI 的服
务商。
浸入式结合氯传感器可用于测定废水中总氯的
含量。废水中常含有超过 1 ppm 的氨，常导致余氯
中残留超过 90%的一氯胺。直接测量的浸入式传感
器可以提供可靠的监控系统，无需配合总氯测定的
取样设备和化学药剂。

浸入式和流通式传感器

稳定传感器
检测氯的传感器，特别是检测余氯，当第一次安装或更
换传感器需要 8 小时的稳定时间。ATI 提供了电池供电“偏光
片”，它可用于稳定备用传感器，可以在新传感器安装几分钟
后直接使用。偏振片只需插到传感器连接口，并不需要做任
何调整。
传感器偏振片

系统选择

标准 Q46H 系统交流供电（100-240 VAC，50 / 60 Hz），或直流供电（12-24 VDC）版本可供选
择。基本系统包括两路独立的 4-20 mA 输出和 3 个 SPDT 报警继电器。如果需要校正 pH 值，或需要
测量 pH 值，可以选用 pH 值传感器。有了这个传感器连接，第二路模拟输出可配置为 pH 值，而不是
温度，用来提供氯和 pH 值的双监控系统。
Q46H 系统还可以提供一个额外的输出板。这个输出板包含第三路 4-20 mA 输出或三个额外的低
功率继电器输出。添加第三路模拟输出是为了常规的监控系统提供氯，pH 值和温度的单独输出。除了
模拟量输出选项，Q46H 监视器还可提供数字通信。目前提供 PROFIBUS DP 接口，正在开发 Modbus
RTU 和以太网 IP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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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氯水质分析仪

控制器

技术参数
订货指南 Q46H/62-63 A-B-C-D-E-F-G

量程范围

0-2.000 PPM, 0-20.00 PPM, 0-200.0 PPM

A - 测量类型

精度

0.5% 选择量程 或 0.02 PPM

62 - 余氯

重复精度

0.3% 选择量程 或 0.02 PPM

63 - 结合氯

非线性误差

0.1% 选择量程

B - 电源

温度漂移

0.01% 单位/°C

1 - 100-240 VAC, +/-10%, 50/60 Hz

电源

90-260 VAC 交 流 电 源 ， 50/60 Hz, 10 VA ， 或

2 - 12- 24 VDC

12-24 VDC直流电源，500 mA

C - 传感器类型

两路隔离的4-20 mA，500欧姆。（第3个输出可

1 - 标准流通式传感器，配25英尺电缆

选）

2 - 浸入式传感器，配25英尺电缆。（仅适用结合氯）

继电器

三个SPDT继电器，触点额定6A@ 250 VAC，

3 - 低流量流通式传感器

输出

5A@ 24 VDC （3个额外的低功耗SPDT，非隔离

4 - 1-1/2” T型流通式传感器（仅适用结合氯）

模拟输出

继电器可选）

5 - 配密封流通池传感器

显示

4位，12位数字二行0.75” LCD，LED背光

6 - 仅流量传感器，无流动池（非常谨慎使用）

外壳

NEMA 4X (IP-66)聚碳酸酯外壳，V- 0级阻燃

D - pH 传感器输入

工作环境

-20°C - 60°C

1- 无

2.7 Kg 包含传感器，流通池及其他附件

2 - Q22pH传感器配电池前置放大器，25英尺电缆

6.8 kg 包含安装面板及附件

3 - 标准pH传感器，25英尺电缆和流通池溢流适配器

零点漂移

< 0.01 PPM/月

4 - 标准pH传感器，25英尺电缆和密封流通池

工作条件

0 - 50°C

E - 数字输出

重量

1 - None

传感器及流通池
传感器

极谱化膜片传感器(流通式或浸入式)

2 - Profibus DP

可选pH传感

复合pH传感器带或不带前置放大器

3 - Modbus
3 - 以太网

器
材质

PVC和钛合金

F - 可选输出 (仅能选其中之一)

传感器电缆

标准电缆25英尺(7.5米)。

1- 无

响应时间

60秒内达90%

2 - 一路额外的4 -20mA输出

样品温度

-5-55°C

3 - 三个额外的低功率继电器（SPST，0.5A)

样品压力

0-50 PSIG （压力控制在固定值）

G - 系统组装

温度传感器

内置 Pt100 RTD

1- 无

传感器流通池

标准透明丙烯酸常水头溢流口

2 - 面板带流量控制，无流量开关

样品流量

7-15加仑/小时(0.5-1.0 升/分钟)

3 - 面板带流量控制，有流量开关
附件选购

注意事项

07-0100 NEMA 4X 接线盒

1 - 所有的系统都带有一个封装膜，一种120毫升一瓶电解液，

31-0038 7- C传感器电缆（最长100英尺）

和一个备件包，里面每3所有O型圈及特殊螺丝。

00-0628 浸入式传感器安装附件

2 - 后缀C,2,3，或4允许Q46H提供输出为臭氧和pH值。

00-0259 CO2 缓冲喷射系统(沉淀控制)

3- 流通池的DO3 / pH值组合系统应保持在25'的控制器。

55-0003 CO2缓冲系统转子流量计

4 -使用选项2, 3或4 ，后缀C. pH值4和7的缓冲包提供

00-0570 余氯传感器偏光片，流通池样式

5 -管道安装需要两个2 “ U形螺栓（47-0005）

00-0572 结合氯传感器偏光片，流通池样式
00-0573 结合氯传感器偏光片，浸入样式
47-0005 2” U 型卡, 304SS
05-0094 面板安装支架套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