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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说明书详细解释了余氯控制／变送器的使用方法，这本说明书涵盖了许多余氯

控制／变送器的应用摸式，如果在余氯控制／变送器的使用中有任何疑问，请立即与您

最近的授权经销商联系。 

 
该说明书所阐述的内容将随产品的不断改进而改变，本公司在该说明书中将不另行

通知，并且不承担由此带来得后果。 

 
本公司不对任何有意损坏或不正当使用仪表所造成的故障承担责任。 

https://www.ii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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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知识 

 

 
本公司的仪器仪表必须严格按照在说明书中指定的安装和运行方式下使用。只有接

受过专业培训或被授权的人员才可以安装、设置和操作该款仪表。 

在上电开机前，先确认电源已经正确连接至仪表接线座上的指定位置、如果出错将

会导致仪器永久损坏。 

 

 

对电击保护的程度主要取决千相应的安装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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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使用前 
非常感谢您选用本公司的余氯控制／变送器。 

该款余氯控制／变送器虽然使用了非常先进的技术并且也符合现今安全条例的规定，

但是不正当的使用同样会威胁到用户的自身安全，并且或对工厂和其它设备有不良的影

响。因此，在使用余氯控制／变送器前必须由相关的人员阅读和理解说明书的内容。 

说明书中用了以下的符号来区别安全说明和附加信息： 

说明书必须放在所有使用余氯控／制变送器的人员容易拿到的地方。 

如果您有问题是说明书中没有或无法解释的，请与您的供货商联系，他们会非常乐

意帮助您。 

使用时 
本公司的余氯控制／变送器如说明书中描述的是有意将余氯和温度测量独立分开测

量。 

任何其它的用途，或说明书中未提及的用途，凡是与技术参数相矛盾的都是不可取

的。操作者必须独自承担如此使用所造成的任何损害的后果。 

其它正确的使用条件包括： 

注意说明书中陈述的标注和要求。 

注意当地的有关安全操作的安全规章。 

注意合同中所有与变送器一起使用的产品的信息和警告（机壳、电极等） 

注意规定的使用环境和工作条件。 

 

 

 

这个符号所指的内容表示是安全说明和潜在的危险警告如果忽

视这一点，有可能伤害到人或损坏财产。 

 

 

这个符号所指的内容表示是附加信息，如果忽视这一点，会导

致效率低下并且可能损坏产品 

https://www.ii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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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说明 
 

 
 

 

 

 

 

 

余氯变送器必须由熟悉这类工作并且有资格的工作人员来

安装和操作。 

有问题的变送器不能被安装也不能投入使用。 

余氯变送器必须在规定的工况条件下使用。 

余氯变送器不能由客户自行打开修理。 

改装过的余氯变送器是不能使用的。生产商／供货商不承担任何

因未经许可私自改动仪表而造成损坏的责任。由客户完全承担由

此带来的风险。 

在开盖进行任何操作之前请务必将电源关闭。 

https://www.ii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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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描述 
 

2.1 仪表特性描述 
本公司的余氯变送器是用来测量余氯和温度。 

余氯控制／变送器可用于水处理中作为监测仪、电解净水、化工流程、食品流程、

净水或污水控制。 

 

该款变送器有许多人性化和安全性超强功能设计，特点如下： 

·菜单式接口方便设定。 

·16X2点阵字符型显示液晶可方便读数，并清晰地显示多种提示、报警状态、 

运行和错误信息和长寿命微动开关按键可方便做设定。 

·超强防干扰设计可用于强干扰现场作业及抗电磁干扰。 

·内建的记忆芯片确保在关机或非正常关机时设定参数和校正资料不会丢失。 

·具有自动温度补偿功能 

·电流输出4-20mA输出范围可自行设定。 

·两路继电器触点 ， 可独立自由选择高低位控制。 

·可独立调节的高低设定点迟滞宽度，防止继电器在设定点周围震荡。 

·校正和设定时自动锁定功能可固定住4-20mA输出电流并且可以释放继电器。 

·LED指示可以从远处清楚地知道仪表的控制激活状态。 

https://www.ii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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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测量和控制系统 

典型的测量系统由以下部分组成： 

 ·余氯在线变送器。 

 ·余氯电极合并或独立的温度传感器PT1000。 

 ·合适的余氯测量电缆线。 

 ·浸入式、流通式或流程配件。 

 ·终端的控制部件 

 ·4~20mA可接记录仪 

 

https://www.iiot.com/


 余氯控制器说明书 www.iiot.com 

 

2.3.1 显示介绍 
液晶两个显示区显示测量值和多种状态的指示和参数。 

 

https://www.ii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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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按键说明 
 

按键 描述 

 

 

 

 

模式切换按键或退出按键 

 

 

·确认按键 

·进人设定橾式中功能群的子菜单中 

·确认设定参数和数值校正准模式中开始校正 

·在测鼓模式中作为背光开关 

 

 

 

在设定模式中选择功能群设定参数和数值 

（如果按住该键不放，数值变化会加快） 

2.3.3 LED指示 
继电器指示 

SP1 LED亮指示继电器l(Rl)的工作状态。 

SP2 LED亮指示继电器2(R2)的工作状态。 

2.3.4 密码 
进入校正模式、设定模式都有密码保护。密码是厂方设置的用户不能自行修改 。 

 

https://www.ii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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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设定菜单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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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安装尺寸和接线 

 

3.1 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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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接线 

继电器接线： 

 

注意： 

本公司仪表内的继电器触点容量为30VDC/3A,220VAC/3A,请勿直接将大电流的用电器 

接于本公司仪表的继电器触点上，请依上图加装中间继电器过度，否则仪表损坏后果自负。 

该仪表在继电器触点上有 RC灭弧电路参数为51ohm/0.22uF,在接线时请注意。 

https://www.ii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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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校正膜式 

4.1 进入校正模式 

 

 

 

 
 

https://www.iiot.com/


 余氯控制器说明书 www.iiot.com 

 

4.2 开始校正 
该款仪器可以进行当前值校准。标准缓冲溶液的值是以25°C为基准的。在校正仪表

时您需要用与这些标准溶液相匹配的标准溶液。 

余氯mgL校正 

 

 

1.将电极放在无氯的溶液里校正零点． 

（按下ENT键校正第二项） 

2.将电极放在被测量介子里（前提：已知被测 
余氯校正步骤： 

介子的余氯值），用上下键输入被测介子的余 

氯值． 

3.按下ENT键进入测量界面． 

 

https://www.ii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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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定模式 

进入设定模式 
在设定模式中变送器可以按您的需要配置。 

 

https://www.ii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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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01 设定4mA对应值菜单 
 

 

5.2 02 设定20mA对应值菜单 
 

 

https://www.ii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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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03 设定继电器1高／低报菜单 

 
5.4 04 设定继电器1动作点菜单  

 
 

https://www.ii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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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05 设定继电器1迟滞菜单  

5.6 06 设定继电器2高／低报菜单 

 

06 R2 Hi/ Lo 

https://www.ii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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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07 设定继电器2动作点菜单 

5.8 08 设定继电器2迟滞菜单 

 

https://www.ii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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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 09 设定温度偏移补偿菜单 

 

5.10 10 设定手动过程温度补偿菜单 

  

https://www.ii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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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11 设定被测溶液中的PH值菜单 

 

5.12 12 余氯偏移菜单 

https://www.ii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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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13 设定阻尼系数菜单 

5.14 14 通讯地址设置菜单 

14 ID ADORES 

https://www.ii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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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15 恢复出厂设置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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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技术参数 

技术参数表 
 

微电脑余氯控制器／变送器 

余氯范围 0mgl  到 20mgl 

分辨率和精度 0. l mgl 和 2mgl 满量程 

温度 - 10 到 120°C 

分辨率和精度 0.1 & ± 0. 5°C 

温度电极 NTC22K 

温度补偿 自动 

设定点和控制功能 

控制功能 极限点 

mgl迟滞宽度 0.1到20.0mgl 

继电器输出 2个SPST继电器， 30VDC/3A  250VAC/3A 

电流资料和连接 

电源 85-265V AC 

信号输出 一路 4- 20 mA 隔离电流输出，可自由设定 

信号输出负载 6000 

Do输入 BNC (1013 阻抗） 

显示 

16X2点阵字符型显示液晶 液晶显示，有橙背光 

周围的环境 

工作温度 - 10 到50℃ (14 to 122 ℉)
 

湿度 10 到 95ppm (无疑露） 

防护等级 NEMA 4X, IP 54 

https://www.ii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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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般信息 

担保 
本公司担保该产品从客户购买时起对仪表主体重要的元器件和工艺有一年的保修 

期，如果不是由于乱用或不正确的使用而造成损坏有必要维修的并且在保修期内，请 

预付运费将仪表妥善包装好后运回我们会免费为您修理。本公司客户服务部会来判断 

仪表的损坏是否由于客户的不当使用或人为损坏而造成的超出保修期的产品的维修需 

要一个基本的费用。 

 

返修 
任何理由的返修必须通过返修卡的形式递交申请( RIR ) 经过本公司客户服务部 

的批准才可以返回，当申请批准证书时请包含返修的数散及理由，返修物品必须仔细 

的包装以免在运输途中损坏并且加保险避免损坏或遗失。木公司不会对任何因粗劣的 

包装而造成的损坏承担责任。 

 

警告 
客户或代理商应对不合适的包装而造成的损坏负责，在运输前请参照以下指南。 

 

产品返修指南 
当运回返修时如果有可能可以用仪表原来的包装，否则可以用气泡袋包裹再用瓦 

楞纸盒包装，最好再附上故障的简要的说明以便于客户服务部检修该产品，如有疑问请 

立即与最近的授权经销商联系。 

 

联系方式 
公司：济南智泽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济南市历下区茂岭山三号路中央商务区控制中心中欧校友产业大厦13层   

网址：www.iiot.com 

电话：0531-887837399 

https://www.ii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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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 迟滞宽度功能的说明 
 

R1   Set   to   hi 

R2   Set   to   Low 

迟滞动作示意图 

 

https://www.iiot.com/


 余氯控制器说明书 www.iiot.com 

 

 

 

 

 

 
 

使川说明书 

 
微电脑余氯控制器／变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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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更多的了解本公司的产品，请与最近的授权的代理商联系或直接与我们联系。 

 

 

Distributed by: 

代理商： 生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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