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C023.80.80034

CL17 氯分析仪
用户手册
2019 年 2 月，第 13 版

目录
? 1 ........................................................................................................................... ? 技术指标 3
? 2 ........................................................................................................................... ? 基本信息 5
2.1 安全信息 .......................................................................... 5
2.1.1 危险品使用信息................................................................ 5
2.1.2 预防标签...................................................................... 5
2.2 一般产品信息 ...................................................................... 5
2.2.1 仪器说明...................................................................... 5
2.2.2 分析方法...................................................................... 7
2.2.3 工作原理...................................................................... 8

? 3 .................................................................................................................................. ? 安装 9
3.1
3.2
3.3
3.4
3.5
3.6

仪器拆箱 .......................................................................... 9
仪器环保注意事项 .................................................................. 9
将仪器安装于墙面上 ................................................................ 9
管道连接 ......................................................................... 12
安装样品管线 ..................................................................... 13
样品处理 ......................................................................... 14
3.6.1 装配样品处理套件............................................................. 14
3.6.2 使用样品处理套件............................................................. 15
3.7 可选空气吹扫 ..................................................................... 18
3.8 电力连接 ......................................................................... 18
3.8.1 电源连接..................................................................... 19
3.8.2 连接仪器..................................................................... 20
3.8.3 备用电压操作的电压选择....................................................... 21
3.8.4 警报连接..................................................................... 22
3.8.5 记录器输出连接............................................................... 23
3.9 安装泵 / 阀扣板 ................................................................... 24

? 4 ......................................................................................................................... ? 系统启动 27
4.1
4.2
4.3
4.4

安装试剂 ......................................................................... 27
安装搅拌棒 ....................................................................... 28
提供样品 ........................................................................ 29
为分析仪提供电源 ................................................................. 29

? 5 ................................................................................................................................ ? 操作 31
5.1 键盘和显示屏信息 ................................................................. 31
5.2 仪器的菜单结构 ................................................................... 32
5.2.1 Setup （设置）菜单 ........................................................... 32
5.2.2 警报设置..................................................................... 33
5.2.3 设置记录器输出范围........................................................... 34
5.2.3.1 将输出范围更改为 0 至 20 mA............................................. 35
5.2.4 维护菜单..................................................................... 35
5.3 校准 ............................................................................. 36
5.3.1 根据已知标准进行校准......................................................... 36
5.3.2 比较法校准................................................................... 36

? 6 ................................................................................................................................ ? 维护 39
6.1 定期维护计划 .................................................................... 39
6.1.1 补充试剂 .................................................................... 39
6.1.2 更换泵管..................................................................... 39
6.1.3 更换分析仪管................................................................. 40
6.2 非定期维护计划 .................................................................. 41
6.2.1 保险丝更换 .................................................................. 41
6.2.2 清洁仪器外壳................................................................. 42
6.2.3 清洁比色计................................................................... 42
1

目录
6.2.4 更换样品处理过滤器 .......................................................... 44
6.2.5 溢出试剂清洁................................................................. 44

? 7 ......................................................................................................................... ? 故障排除 45
7.1 故障排除指南...................................................................... 45
7.2 系统警报.......................................................................... 46
7.3 系统警告.......................................................................... 46

? 8 ..................................................................................................................... ? 零件和附件 49
? 9 ................................................................................................................................ ? 认证 51
9.1 FCC PART 15，“A” 类限制 ......................................................... 51

?? A 网络接口卡 ..................................................................................................................................53
A.1
A.2
A.3
A.4
A.5
A.6
A.7

2

使用 AquaTrend 接口将分析仪连接到网络 ............................................ 53
将测量值添加到信道 ............................................................... 53
警报和警告 ....................................................................... 54
使用串行输入 / 输出模块记录数据 ................................................... 54
手动轮询数据 ..................................................................... 55
使用信号输出模块 ................................................................. 55
使用 MOD I/O 模块记录数据 ........................................................ 55

第 1

节技术指标
产品规格如有变化，恕不另行通知。

Š£¼Ê
显示屏

液晶显示屏，3.5 位测量读数，6 字符字母数字型滚动文本行。

外壳

IP62 等级，有带密封条的门，带有门扣

仪器说明

34.3 厘米 （宽）x 41.9 厘米 （高）x 19.1 厘米 （厚）（13.5 x 16.5 x 7.5
英寸）

安装

墙面安装

仪器装运重量

7.3 kg (16 lb)

保修

哈希公司向产品原始购买者郑重承诺，除产品手册中另有规定外，保证自发货起
一年内为由于材料或工艺问题造成的任何产品缺陷提供保修服务。

认证

CE 认证。获得 ETL 认可的 UL 和 CSA 安全标准认证。

采样要求
样品处理的采样速率

200 至 500 毫升 / 分钟

仪器的入口压力

1 至 5 psig ； 1.5 psig 为最佳。如果没有进行样品处理，入口压力超过 5
psig 可能会导致采样管 故障。

样品处理的入口压力

1.5 至 75 psig （采样管与仪器的底部在同一水平面上?请参见第 16 页的
图 7。）

采样温度范围

5 至 40 °C （41 至 104 °F）

仪器的入口装置

? 英寸 OD 聚乙烯管，带快速- 断开配件

排放装置

? 英寸水喉倒钩

样品处理

使用所提供的样品处理

试剂 / 标准要求
最大试剂用量

每月 0.5 升 （两种试剂均如此）

试剂容器

（2 个）0.5 升的高密度聚乙烯瓶

试剂保护

试剂瓶装在分析仪外壳里，对外通风。

电气
电源要求

100 ? 115/230 VAC （仪器内置选择开关）； 90 VA，50/60 Hz，2.5 安培的保险丝

电源连接

使用三线栅栏接线板，通过箱上的 0.5 英寸出线孔进行连接。电线范围：18
AWG。

安装类别

II

污染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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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等级

I

警报继电器输出

两个无动力的 SPDT 继电器，每个的额定电阻为 5 A，最大交流电流为 240 V。
可作为样品集点警报 （高位或低位）、系统警告指示器或系统警报指示器。可使
用高电压 （大于 30 V 有效值 和 42.2 V 峰值或 60 V 直流）或低电压 （小于
30 V 有效值 和 42.2 V 峰值或 60 V 直流）。请勿混合使用高电压和低电压。

警报连接

使用可拆卸的三线插头，通过箱上的 0.5 英寸出线孔进行连接。电线范围：
12 ? 18 AWG。

记录器输出

一个隔离记录器输出，4 ? 20 mA （可调整为 0 ? 20 mA）。建议的负载阻抗是 3.6
至 500 ohms

记录器输出连接

使用可拆卸的三线插头，通过箱上的 0.5 英寸出线孔进行连接。电线范围：
12 ? 22 AWG。

光学
光源

峰值波长为 520 nm 的一级 LED（发光二极管）；预计的最短使用寿命为 50,000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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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标
性能
工作范围

0 ? 5 毫克 / 升余氯或总氯

准确

±5% 或 ±0.04 ppm （取较大值）

精度

±5% 或 ±0.01 ppm （取较大值）

定量限

0.09 ppm

周期时间

2.5 分钟

检测限

0.03 ppm

校准

使用默认校准曲线

电源开关

需要用户可接触到的电源开关

记录器

一个 4-20 mA/0 ? 20 mA 的记录器

警报继电器输出

两个 SPDT 继电器，电流为 240 V 交流时的电阻性负载是 5A。可作为样品集点
警报 （高 或低）、系统警告指示器或系统警报指示器。

可选外部输出

哈希 AquaTrend ? 网络接口

环境
存储温度范围

-40 至 60 °C （-40 至 140 °F）

工作温度范围

5 至 40 °C （41 至 104 °F）

湿度

温度为 40 °C 时 90% （温度为 104 °F 时 90%）

空气吹扫 （可选）

最大压力为 20 psig、使用 1/4- 英寸 OD 管时，仪器的用气量是 0.1 CFM

海拔

2000 m (6561 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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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基本信息
本手册中的信息已经过仔细检查，确认正确无误。但制造商对本手册可能包含的不正确信
息不承担任何责任。在任何情况下，制造商对因本手册缺陷或遗漏导致的直接、间接、特
殊、附带或相应的损害赔偿不承担责任，即使被告知此类损害的可能性。从有利于产品持
续开发的角度，制造商保留在任何时候对这本手册及手册所述产品进行改进的权利，不另
行告知。
修订版可在制造商的网站上找到。

2.1 安全信息
在开箱、安装和操作此设备之前，请完整地阅读本手册。特别要注意所有的危险、警告和
注意事项。否则，可能会对操作者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或者对设备造成损坏。
要确保本设备所提供的防护措施不受破坏，请不要使用本 手册规定之外的方法来安装或者
使用本设备。

2.1.1 危险品使用信息
危险
表明潜在或紧急的危险情况，如果不加以避免的话，将导致死亡或严重的伤害。
警告
表明潜在或紧急的危险情况，如果不加以避免的话，将导致死亡或严重的伤害。
注意
表明潜在的危险情况，这种情况可导致轻微的或者中度的伤害。
Þ¢“‚£½ ±Ìþæ”Î»À…Ì…À½¶Œfi¼ÿµƒ«Èøˆ°£

重要提示： 表明如不加以避免则会导致仪器损坏的情况。需要特别强调的信息。
提示： 补充说明正文中要点的信息。

2.1.2 预防标签
请阅读贴在仪器上的所有标签和标记。如未遵照这些安全标签的指示操作，则可能造成人
身伤害或仪器损坏。
2005 年 8 月 12 日后，标有该标志的电气设备可能不由欧洲公共处理系统进行处理。为遵守欧洲本地和国家法规
的规定 （EU 指令 2002/96/EC），欧洲电气设备用户现在必须将旧的或使用寿命到期的设备退回给生产商以进行处理
（不向用户收取任何费用）。

提示： 如果退回产品是为了进行再循环，请联系设备生产商或供应商，索取如何退回使用寿命到期的设备、生产商
提供的电气附件以及所有辅助部件的说明，以便进行适当处理。
这是安全警报标志。请遵守此标志后面的所有安全信息，以避免可能造成的伤害。如果仪器上有此标志，则请参见仪
器手册，了解操作或安全信息。
此标志表示需要戴上防护眼镜。

2.2 一般产品信息
2.2.1 仪器说明
危险
化学或生物危害。如果该仪器用于监测处理过程和 / 或有法规限制的化学药物添加系统以
及与公众健康、公众安全、食品或饮料制造或加工相关的监测要求时，仪器的使用者有责
任了解并遵守所有适用的法规，并且要建立适当的机制，确保在仪器发生故障的时候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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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违法这些法规。
哈希 CL17 氯分析仪 ( 图 1) 是一个微处理器控制的流程分析仪表，旨在持续监测样品流
的氯含量。0 至 5 毫克 / 升范围内的余氯或总氯均可被监测。使用的缓冲溶液和指示剂溶
液可确定是选择余氯还是总氯分析。

注意
火灾危险。此分析仪仅用于含水试样。
在环保方面，CL17 氯分析仪外壳符合 IP62 （根据 IEC 529）等级。外壳可以防尘且防滴
漏，但并不适合于户外使用。
此仪器使用 DPD 比色法，该方法包括 N,N- 二乙基对苯二胺 (DPD) 指示剂和缓冲溶液。
将指示剂和缓冲溶液导入样品中，使红色按强度比例形成氯浓度。光度测定的氯浓度将显
示在前面板上，为三位数，LCD 读出为 mg/L Cl2。
记录器输出 (4-20 mA) 可用。记录器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 毫克 / 升 Cl2) 的范围是由操
作人员在分析仪键盘上编程设定的。
可编程警报电路提供继电器闭合方式，能够正常开关，用于选择两种氯水平设定点。设定
点可由操作人员在全范围内自由编程。系统警告和系统警报功能可提供自动、自我测试诊
断，能够检测大量可能会出现的故障，并可提供继电器关闭的警报，指示操作人员需要予
以注意。
CL17 分析仪可以和哈希网络接口卡一起购买，这样，CL17 便能够在 AquaTrend ? 显示屏
上显示其读数，或者通过串行接口模块将数据发送到 PC。
指示试剂和缓冲试剂 （各 473 毫升）装于原出厂封装的瓶子放在仪器 柜中。试剂每个月
补充一次。
设计此仪器的目的在于将电子元件与液压元件分隔开来。Windows 使操作人员无需打开仪
器外壳便可观察显示指示器和试剂供应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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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氯分析仪

2.2.2 分析方法
游离有效氯 （次氯酸和次氯酸盐离子）可氧化 pH 值在 6.3 至 6.6 之间的 DPD 指示试
剂，从而形成红紫色的化合物。生成颜色的深度或强度和样品中的氯浓度成比例。特别是
用于余氯的缓冲液可保持正确的 pH 值。
总有效氯 （游离有效氯加结合氯胺）是 通过将碘化钾添加到化学反应中来确定的。 样品
中的氯胺可将碘化物氧化为碘，而碘和任何游离有效氯一起均可氧化 DPD 指示剂，形成
pH 值为 5.1 的红紫色。 包含碘化钾的不同缓冲溶液可保持反应 pH 值。化学反应完成
后，510 nm 的光学吸光度与添加试剂之前样品测量得到的吸光度相当。氯浓度是根据吸光
度的差异计算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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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工作原理
分析仪旨在每隔 2.5 分钟捕获一次部分样品并对其进行分析。样品部分是在测量空白吸
光度的比色测量池中捕获的。样品 空白吸光度的测量允许补偿样品中的任何浊度或自然
色，并可自动提供零基准点。在 此点时添加试剂，以生成红紫色，从而进行测量并和 基
准进行比较。
线性蠕动泵 / 阀模块控制注入样品的流量，以及注射定容的缓冲试剂和指示试剂，每
2.5 分钟循环一次。泵 / 阀模块使用电机驱动凸轮操作弹簧阀板，从而将特殊厚壁管压挤
紧贴于固定板。循环操作如下：
1. 打开样品入口管线，使样品在压力下能够注满样品管和 进行测量的比色样品池。
2. 关闭样品入口管线，将新鲜样品保留在比色池中。比色池容量由溢流堰控制。
3. 关闭样品入口管线，打开试剂管线，使缓冲溶液和指示剂溶液注满泵 / 阀模块中的管
道。
4. 对未经处理的样品进行测量，以在添加试剂之前确定平均基准测量。
5. 打开试剂出口阀板，使缓冲溶液和指示剂能够混合并进入比色池和样品混合。
6. 生成颜色后延迟一段时间，再对试样进行测量，以确定氯浓度。
此顺序每隔 2.5 分钟重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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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安装
危险
触电和火灾隐患。只有合格的专业人员，才能从事手册此处所述的工作。
警告
存在电击危险。安装用于电源的 10 A 断路器。用标签标识断路器，作为用于该设备的本
地断电装置。

3.1 仪器拆箱
将分析仪从其装运箱中取出，并检查是否有任何损坏。检查是否和试剂一起随附了安装套
件 （目录号 5516402）和维护套件 （目录 编号： 5444300）。
如有任何物品丢失或损坏，请联系制造商或分销商 （美国之外）。

3.2

仪器环保注意事项
仪器外壳是通用的，适合于安装在恒定环境温度大约在 5° 至 40 °C （18° 至 104
°F）之间的室内。门关闭上锁后，外壳环保等级为 IP62。请勿将仪器安装在阳光直射的
位置；避免水滴。

3.3 将仪器安装于墙面上
仪器柜适合于墙面安装。有关尺寸和其它安装信息，请参见图 2、图 3 和 图 4。使用
0.25 英寸的螺钉进行安装。将仪器安装在尽可能接近采样点的位置，以确保在每个循环期
间彻底清洗样品管线。确保仪器柜侧部和底部足够清洁，以便连接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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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CL17 仪器尺寸 （第 1 页，共 3 页）

1

空气吹扫快速连接
.25 O.D. 聚乙烯管道，(4743800)

4

电源连接

2

继电器 / 警报触点连接

5

推荐使用四颗 0.25 英寸的装配螺栓

3

网络和 4-20 mA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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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CL17 仪器尺寸 （第 2 页，共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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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

溢出排放，推荐使用 .50 I.D. 管道

2

.50 I.D. 排放管样品

3.4

CL17 仪器尺寸 （第 3 页，共 3 页）
3

样品入口快速连接 .25 O.D. 聚乙烯管道，(4743800)

管道连接
提示： 样品出口包含分析废料，其中包括样品和化学试剂。正常使用情况下，外壳排水口不会产生
废料。但是，如果出现溢出或泄漏情况，则可能会产生一些废料。尽管使用的化学药品的浓度比较
低，但最好还是要和地方当局就此产品的废料的正确处理方式进行确认。

使用适合于外径为 0.25 英寸的管道的快速连接接头，在仪器底部进行样品入口和样品出
口连接。请参见图 5。通过将其推进接头，连接外径为 0.25 英寸的聚乙烯管道。管道正
确连接后，将会出现两次很明显的 “ 中断 ”。如果管道安装不正确，则施加水压时会变
松动。样品出口接头的设计尺寸适合于内径为 0.5 - 英寸的挠性管 （不提供）。

注意
火灾危险。此分析仪仅用于水样。
提示： 0.5 英寸的外壳排水口必须安装至少 3 英尺的管道，以确保分析仪防尘。切勿堵塞排水口。
排水口必须始终打开，以便在出现泄漏的情况下可以排出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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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管道连接 （底视图）

1

仪器前部

3

样品出口。仪器排水口接头的尺寸设计适用于内径为 0.5
英寸的挠性管

2

外壳排水口

4

样品入口。快速连接接头，适用于外径为 0.25 英寸的管
道

3.5 安装样品管线
选择一个较好的、典型的采样点对优化仪器性能至关重要。分析的样品必须是整个系统条
件的典型代表。如果样品的抽取位置非常接近向过程流添加化学制品的点，如果混合不够
充分，或者化学反应未完成，均将出现不稳定的读数。
如果在分析仪入口，进入仪器的样品压力超过 5 psig，则可能会导致溢流和仪器损坏，除
非安装了样品处理套件。
将样品管线活栓安装到较大的工艺管路的侧面或中心位置，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从管道底部
吸收沉淀物或从顶部吸收气泡的机会。理想情况是管嘴伸入管路中心。请参见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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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过程流中的样品管线位置

1

不良

4

沉淀物 （典型）

2

不良

5

良好

3

空气 （典型）

6

最佳

3.6 样品处理
所有样品均已使用每个分析仪随附的单一样品、碱性样品处理 套件进行 “ 处理 ”。套件
可使用 40- 目 滤网消除大微粒。
原始样品入口管线上的球阀可用于控制输送到过滤器的旁通流量。对于污水，高旁通比将
对其进行调整以帮助保持滤网清洁时间更长，或将其调整到任何部分打开的位置以实现持
续旁通。 调整仪器供应管线上的球阀，以控制已过滤样品至仪器的流量。
提示： 在仪器上安装 2 脚以上的 T 形三通排放管可能会导致压力过大，从而引起泄漏。

将 T 形三通旁通排放管两脚的中心线安装到仪器上。参见图 7。如果安装正确，T 形三通
旁通排放管的真空断路器设计可防止负样品压力，并为流经分析仪的样品流量产生所需的
正样品压力。

3.6.1 装配样品处理套件
请参见 图 7 中的完整系统图和 表 3。 中的提示装配组件。
?

使用两卷 PTFE 胶带 （已提供）密封所有螺纹配件。

?

将管道安装进插入式接头时，应该会出现两次中断。 第一次是在管道穿过夹环时，第
二次是在管道到达接头底部时。若要防止泄漏，请确保将管道完全推入。

提示： 若要帮助紧夹管道，请使用胶手套或其它有助于紧握的材料，然后用力将管道推进接头。 此
时应出现两次中断；否则管道未完全插入，会出现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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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务必使用快刀切割插入式接头中使用的所有管道，以使末端切割利索、成圆形且没
有斜角。

?

插入式接头的设计适用于如套件中随附的外径为 0.25 英寸的柔性塑料管。 建议使用
如 PTFE 或 HDPE 等管道材料。插入式接头不能紧夹硬塑料或金属管道，管道将会滑
出。

安装
3.6.2 使用样品处理套件
装配头高滤调节器 （立管）和过滤器，如图 7 所示。 确保样品调节的样品压力在 1.5
至 75 psig 之间，以使操作正确。
1. 通过调整球阀 （图 7 中第 18 个组件） 设置流量。当杠杆与阀体垂直时，阀将完全
关闭，当杠杆与阀体平行时，阀将完全打开。
2. 观察未过滤样品旁通的流量 （干净管道，
图 7 中的第 13 个组件）。 确保流量经过调整，以便始终有旁通流量。
3. 使用球阀 （第 19 个组件）关闭输至仪器的样品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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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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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处理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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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Ì 1 —˘ý²¥¶¿Ìðøºž¡–±Ì£®«ÎðŒº°? 7£©
项目

说明

数量

产品编号

1

º–«Ø£¨¼‹µ€º‹£¨1 ”¢¥Á

4

4734900

2

¡™¾”ý˜£¨1 ”¢¥Á£¨SCH 40£¨PVC ¼‹

1

5417500

3

¡™¾”ý˜£¨½ ”¢¥Á FPT x 0.5 FPT PVC

1

5417600

4

¾”Õ²Ý‰ºž£¨À€–°ÃÞ¼‹£¨PVC£¨Hex

2

2300200

5

¾”Õ²Ý‰ºž£¨²ß³ÀþþÝ‰ý˜£¨0.5 ”¢¥Á O.D.£¨0.25 NPT

1

5418000

6

¾”Õ²Ý‰ºž£¨T –Œ£¨1 ”¢¥Á x 1 ”¢¥Á

1

4662200

7

¾”Õ²Ý‰ºž£¨¼‹ºž£¨¾”Õ²£¨Õ‚¬›Œý£®0.25 ”¢¥Á¼‹µ¿£©

3

5124600

8

¾”Õ²Ý‰ºž£¨¼‹ºž£¨¾”Õ²£¨Õ‚¬›Œý£®0.5 ”¢¥Á¼‹µ¿£©

2

5126200

9

¾”Õ²Ý‰ºž£¨¼‹ºž£¨0.5 ”¢¥ÁÕ‚æ¹ x 0.5 ”¢¥ÁÕ‚¬›Œý NPT

1

5417800

10

¾”Õ²Ý‰ºž£¨¼‹ºž£¨Õ‚æ¹Œ™ 0.5 ”¢¥Áµƒ¡™¼‹÷‚¼‹

1

5417900

11

¾”Õ²Ý‰ºž£¨¼‹ºž£¨Õ‚æ¹Œ™ 0.5 ”¢¥Áµƒ÷±Õ®¾”Õ²

1

5418100

12

µº¼‹£¨‘§«–ÝÝ²Ý¼‹£¨1 ”¢¥Á÷±æ¹£¨PVC

1

5123900

13

µº¼‹£¨ÝÝ²Ý¼‹£¨«Â¾‡

1

5417400

¬ÀÕ¯£¨Y –°ÃÂ

1

5418300

¼˝¬Àý˜£¨40 ƒø…³Õ¯£®ÀÊ¬ÀÕ¯“ªýšÃ·¼©£¨þÙ”⁄Œ¨ª§ÃÞºž £©

1

5418400

15

PTFE£¨…Ž¾½¥¯£¨0.25 ”¢¥ÁøÌ

1

7060824

16

¼‹£¨æ¤““œ©£¨.250 O.D.£¨.040 W£¨½⁄…E

15
”¢Šﬂ

3061600

17

¼‹£¨æ¤““œ©£¨.500 O.D.£¨.062 W£¨½⁄…E

10
”¢Šﬂ

5115900

18

²ß£¨«Ú–Œ£¨PVC£¨0.5 NPT£¨PVC

1

5417700

19

²ß£¨«Ú–Œ£¨PVC£¨0.25 NPT£¨PVC

1

513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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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Ì 2 ? 7 µƒ—˘ý²¥¶¿ÌÃÞºžðøºž¡–±ÌÞ¢þÕ
¬À–æþ«ŠEŠß×ðÞ×µƒ°£Œ¨ª§ÃÞºž÷–Ã·¼©”–±³”Ð¼˝¬Àý˜°£
þ¼”Ð PVC ¼‹²®Þ¢ÀÆƒ‡ý˜¿¥Þ×Ý‰°£þ¼¼‹±£Š÷”Î¥Ûý¯¡¨Õ®°£
’‚þ«°×µÕ¡˜¡ø°±—°œÓ°£
’‚þ«°×³ﬂ¡˜¡ø°±—°œÓ°£
1/2

”¢¥ÁÝÝ²Ý¼‹±ÿ–Î”–“ª³Eø’ý¯¹œ¬²ý˜°££®±ÿ–Î”…øÕªßÃ·¼©°££©

þ¼”ÐŒ¥¼˝¬À—˘ý²Ý‘Õ®²µªÿµ¾¡„—¼œ¬µƒœµÕŠ°£ªÚ’ﬂ²µªÿµ¾ÝÝ²Ý¼‹£®»Á¼°ø…ƒ‹£©°£
³˘æ›“™«Ûþ¼”ÐøÕªßÃ·¼©µƒ PVC ¼‹þ‰ÀÕµ¾ÝÝ²ÝŒª÷Ð°£
¾E24 ”¢¥Á—˘ý²¡˜¡øµ˜¾⁄ý˜£®½„¹®—¼Õ²…Ë±³£©×ðÞ×‘⁄“«ý˜…œ°£
ý¯œ¹
ÝÝÀÆ
þ¼”Ðµ⁄ 7 ³E½Õµ⁄ 16 ³EªÚµ⁄ 8 ³E½Õµ⁄ 17 ³EÞÈº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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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可选空气吹扫
如果分析仪位于具有高湿度和 / 或碱性水汽的环境中，则空气吹扫可能是必需的。其目的
是在具有干仪器气源的仪器中保持微正压。
空气吹扫连接位于仪器外壳的左侧。若要 连接空气吹扫，请取下快速连接接头的塞子，然
后通过将管道推进接头连接 0.25 英寸聚乙烯管道。管道正确连接后，将会出现两次很明
显的 “ 中断 ”。如果管道安装不正确，则施加气压时会变松动。仅使用 15 scfh 的干
燥、无油仪器气源。

3.8

电力连接
所有电源连接都是通过仪器左上侧的管道开孔连接的。仪器随附有所有管道开孔的塞子。
使用密封型导管配件连接仪器的电源、警报和继电器，以保持 IP62 环保等级。
如果不是通过管道开孔进行连接，则请安装一个防液体密封件代替塞子，以保持 IEC 529
IP62 等级。请参阅第 49 页的 零件和附件。

图 8
1

用于连接继电器。使用密封型接头。

空气吹扫和电力连接的位置
3

网络和 4-20 mA 连接。使用密封型接头。

提示： 如果未连接继电器，则必须安装防液体密封件
（4221000），以保持 IEC 529 IP62 等级。
2

18

可选空气吹扫连接

4

电源连接。使用密封型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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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

电源连接
危险
触电危害隐患。只有合格的专业人员，才能从事手册本部分所述的工作。根据国家、州和
当地电气规定连接设备。
在位于配电箱的接线条上连接电源，客户端进口盖打开时可以访问。请参考图 9 和图 12。
对于流程或工业应用，大多数国家 / 地区的国家电气规范要求交流维修馈电器为硬线且包
含在管道 系统中。 CL17 氯分析仪的设计符合 此要求。

图 9
1

定位和卸下客户端进口盖

客户端进口盖

2

使用 torx 螺丝刀卸下将客户端进口盖固定到位的两颗螺
钉。将进口盖放置一边。

建议使用导管，原因如下：
1. 通常，大多数地方电气规范要求如此。
2. 使用金属导管可以提高仪器对雷电浪涌和
交流电源瞬态的抗干扰性。
此外，电气和仪器标准要求从局部断开产品电源。仪器配有电源 开关，此开关位于仪器外
壳内部。要 断开仪器的继电器的电源，需要使用外部客户提供的 5A 熔丝开关或 5A 断路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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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硬线电气应用中，除非使用金属导管屏蔽交流电源电路，否则仪器的电源和安全接地架
空引入线不能长于 6 米 （20 英尺）。电线应为 18 AWG。
在地方电源规范允许使用电源线的应用中，电源浪涌和瞬态并不是大问题，可以使用具有
三个 18 gauge 的导体 （包括安全地线）的密封型应变消除装置和电源线。有关应变消除
装置装配，请参见图 10。电源线的长度不能超过 3 米 （10 英尺）。

图 10
1

装配可选的电源线部件

仪器罩的壁断面

说明

部件编号

115V µÁ‘¥œﬂ£¨¥¯”¶±‰œ°Š˝Þ×÷Ð

5448800

230V 电源线，带应变消除装置

5448900

3.8.2

连接仪器
将无功率电线连接至仪器电源终端，如下所示：
1. 剥去每根电线末端外面 0.25 英寸的绝缘层。请参阅第 图 14 页的 23。
2. 根据表 3。 和第 图 11 页的 21 中的信息，将三根电线连接到终端。
3. 请确保电压设置正确，并为仪器提供电源。
表 3。 终端配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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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线颜色代码：

保护接地

鲜艳或 ?

中性或 ?

±±Ð¿

¬Ã…E

½⁄…E

×Þ…E

IEC

¥¯”–ªý…EþæÞŸ«Žœﬂµƒ¬Ã…
E

Þÿ…E

¿¹…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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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1

继电器

2

记录器

客户端至分析仪的连接
3

图 12
1

电源连接

从局部断开继电器电源的方法必须可用，以防出现紧急情 2
况或便于维修仪器。

3.8.3

交流电源：100-115/230 V 交流，50/60 Hz，90 VA，熔
断电流为 2.50A

由于无需使用工具便可使用开关，因此仪器电源不需要外
部开关。

备用电压操作的电压选择
提示： 必须正确设置电压选相开关，以适合于要使用的线电压。连接电源时，不正确的设置会造成
仪器严重损坏。请参阅图 13。

在工厂时，将仪器的工作电压切换到 115V。要 将仪器的工作电压切换为 230V，请将交
流 输电线路转换开关 （如 图 13 所示）滑到 230V 的位置。本产品中使用的保险丝为
5 毫米 x 20 毫米。所用的保险丝获得批准，可用于北美和欧洲；切换电压时不需要进行
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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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电压选择开关和保险丝更换

1

电压选择开关 (SW1)。工厂电压设置为 115 伏。

4

鲜艳 / 黑色 ?

2

接地

5

保险丝 (F1, F2) (T, 2.5A, 250V)

3

中性 / 白色 ?

3.8.4

警报连接
注意
火灾危险。继电器触点的电流 必须限制在 5 安培 （电阻式）。 从局部断开继电器电源的
方法必须可用，以防出现紧急情况或便于维修产品。可以使用外部开关和一个 5 安培的保
险丝或已切换的 5 安培的电路断路器来断开电源。
分析仪包含两个警报继电器，该继电器可用于高电压 （高于 30V- 有效值和 42.2V- 峰值
或 60 V 直流）或低电压 （低于 30V- 有效值和 42.2V- 峰值，或低于 60 V 直流），但不
能混合使用高电压和低电压。有关连接信息，请参见下面的 3.8.5、图 11 和 图 15 以及
下面的指示。
激活警报状态后，“ 常开 ” 和 “ 公共 ” 继电器触点将连接起来。
继电器接头可接受 18-12 AWG 电线。应根据加载应用程序确定线规。不推荐使用线号小于
18 AWG 的电线。
1. 请确保仪器没有连接电源。
2. 剥去每根电线末端外面 0.25 英寸的绝缘层。请参阅图 14。
3. 必要时可卸下仪器的接头。
4. 将电线两端插入接头，直到绝缘层紧贴 接头。参见图 14。（请勿将绝缘层置于终端扣
板的下方。）
5. 如果需要，可更换接头并为仪器提供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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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图 14
1

正确剥线并插入

剥去 0.25 英寸的绝缘层

2

图 15
1

继电器触点的电流必须限制在 5 安培。

警报连接
3

提示： 请确保仪器没有连接电源。
2

使绝缘层紧贴接头，确保无外露的导线。

J2 警报连接端子板：端子 1 = 公共；端子 2 = 常开；
端子 3 = 常关

J2 警报连接端子板：端子 1 = 公共；端子 2 = 常开；端子 3 = 常关

3.8.5 记录器输出连接
记录器输出为 4 ? 20 mA 电流源输出。使用双绞屏蔽线连接记录器，以及连接记录器、受控
元件末端或分析仪末端的的屏蔽罩。请勿连接电缆两端的屏蔽罩。
分析仪末端的接线方式 如下：
1. 请确保仪器没有连接电源。
2. 卸下客户端进口盖 （请参见手册中的 图 9）。
3. 剥去每根电线末端外面 0.25 英寸的绝缘层。请参阅图 14。
提示： 使用双绞屏蔽电缆。使用非屏蔽电缆可能会导致射频发射或磁化级别高于所允许的范围。

4. 将电线穿过可用的应变释放器。
5. 卸下仪器的接头。有关接头 位置，请参见第 图 16 页的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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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将电线两端插入接头 （请参见下表），直到绝缘层紧贴 接头，如图 14 所示。（请勿
将 绝缘层置于终端扣板的下方。）

记录器电线

电路板标记

º«¬ºý˜ +

+

º«¬ºý˜ –

–

ý¡±Œ

¾”µÿ

7. 更换接头并为仪器提供电源。

图 16
1

请确保仪器没有连接电源

记录器连接
2

请确保继电器没有连接电源

3.9 安装泵 / 阀扣板
若要消除装运和存储期间恒压对泵管的影响，请在安装套件中 随附用于泵 / 阀模块的扣板
和螺钉，并使用胶带将泵管固定到位。
流经泵 / 阀模块的试剂流动方向必须是从底部到顶部。如果流向相反，则会从比色样品池
中抽取液体混合物，从而导致溢出试剂瓶。
完成泵 / 阀模块的装配，操作如下：
1. 取下胶带。
2. 确保安装了单个扣板以及在顶部安装形状不同的板，如图 17 所示。
3. 将泵 / 阀模块上的扣板对齐 （请参见图 18）。
4. 使用两颗螺钉将扣板安装到泵 / 阀模块上。固定扣板时，在螺钉之间来回慢慢旋紧，
以使扣板平稳地向下压紧。拧紧螺钉，直到扣板紧贴泵 / 阀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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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1

泵 / 阀模块

2

取下管道上的胶带

安装泵 / 阀模块扣板
3

形状不同的板应位于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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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1

26

将扣板和泵 / 阀模块对齐

对齐泵 / 阀模板扣板
2

安装螺钉。（在螺钉之间来回慢慢旋紧，以使扣板平稳地
向下压紧。）

第 4

节系统启动
警告
化学暴露危险。为了了解操作要点、危险和紧急程序，请在操作含有化学试剂和标准的容
器、储罐和输送系统之前，始终阅读材料安全技术资料和标准。如果 可能接触化学药品，
我们始终建议戴上防护眼镜。
下面按建议的顺序定义了要使仪器进入工作状态必须执行的预备任务。执行了这些预备步
骤后，仪器便可以开始工作。

4.1 安装试剂
分析仪需要两种试剂，一种缓冲溶液和一种指示剂 （表 4。）。仪器外壳内部可放置两个
500 毫升的瓶子，分别用于装这两种试剂。用于进行氯分析的两种试剂安装在分析仪的液
压区中，每月补充一次。这两种试剂的其中之一是缓冲溶液 - 余氯缓冲溶液 （目录编号
8867711，用于测定余氯量）或总氯缓冲溶液 （目录号 2263511，用于进行总氯分析）。这
些缓冲溶液已在工厂配制好，可即时安装。取下缓冲溶液瓶的盖子和封条，然后将带有
“ª½ŠÂ°±±Í«©µƒ³«Þ”½Õ¼‹×ðÞ×µ¾ª½ŠÂ»‹“½ýø…œ°£
提示： 试剂 管随时间退色是正常现象。

另一种试剂是指示剂溶液，必须自行配制。
指示剂溶液和指示剂粉末在使用之前必须先混合，以确保最佳的仪器性能。使用维修工具
包中提供的粉末漏斗，将一瓶 DPD 高量程粉末 （目录号 2297255）加入到一瓶总氯指示剂
溶液 （目录 编号 2263411）或一瓶余氯指示剂溶液 （目录 编号 2314011. 搅拌或摇动
粉末，直至粉末完全溶解。取下试剂瓶的盖子，然后将带有 “ 指示剂 ” 标签的盖子和管
安装到试剂瓶上。应将管插到试剂瓶的底部，以防止瓶内的试剂减少时空气进入到其中。
表 4。 ª½ŠÂ»‹“½½Õ÷³þæº¡»‹“½
测试类型

余氯

总氯

所需试剂

型号

”‡¬»ª½ŠÂ»‹“½

2314111

”‡¬»÷³þæº¡»‹“½

2314011

DPD ÷³þæº¡²¤ƒ©

2297255

Þ‹¬»ª½ŠÂ»‹“½

2263511

Þ‹¬»÷³þæº¡»‹“½

2263411

DPD ÷³þæº¡²¤ƒ©

2297255

试剂盒型号
2556900

2557000

取下每个试剂瓶的盖子，然后在试剂瓶上安装与仪器内部的输送管连接的特殊的分体式瓶
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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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安装搅拌棒
仪器随附的安装工具包中包含适用于色度计装置的样品池的小型搅拌棒。必须安装该搅拌
棒，仪器才能正常工作。
请按照以下步骤安装搅拌棒：
提示： 确保搅拌棒落入并停留在色度计中。

1. 取下色度计顶部的塞子。
2. 将搅拌棒放入到孔里。参见图 19。将搅拌棒停放在垂直内孔的底部。
3. 重新塞上塞子。

图 19

安装搅拌棒

1

取下色度计的顶孔塞

2

将搅拌棒放入到孔里并重新塞上塞子。（您看到的搅拌棒
会比实际大。）

28

3

色度计装置

系统启动

4.3 提供样品
提示： 请确保压板已被牢牢固定，以避免样品回流到 试剂里。

打开供给阀 （第 图 7 页的 16 中的第 19 个组件），让样品流经仪器。待到管中的压力
趋于稳定后，检查是否有渗漏。
在样品盒的表面完全浸湿之前，气泡可能会附着到样品盒并导致色度计的读数不稳定。这
种情况是暂时性的，其持续时间取决于样品的特性。

4.4 为分析仪提供电源
电源开关位于色度计块左侧的凹下部分中的外壳门内侧。将电源 ( ? /O) 开关设置为 “ 打
开 ”，即 ( ? )，让分析仪工作大约两小时，以确保试剂和样品将系统完全浸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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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节操作

5.1 键盘和显示屏信息
仪器的显示屏默认使用正常浓度测量模式， 但可以通过按键更改。表 5。显示每个键的 功
能。

1

9

2
3

MENU

4

mg/L

5

EXIT

ENTER

Chlorine

6
图 20

7

8

分析仪的键盘和显示屏
表 5。

键盘描述

数量

键

说明

1

ÐÀΜ•

‘⁄ð‚¡øƒ£þ¾œ¬£¨×¥°×MENU£®ÐÀΜ•£©°±º¸ø…²ÐŒþ°×ALARM£®ÆØ±®£©°±°¢°×RECORDER£®º«¬
ºÝ˜£©°±°¢°×MAINTENANCE£®Œ¨ª§£©°±½Õ°×SETUP£®…Ë÷Ð£©°±ðÀµ•°£

2

”“ º˝Õ²

3

…Œ º˝Õ²

4

ÞÛ º˝Õ²

5

Œ¬ º˝Õ²

6

EXIT£®ÕÀŠˆ£©

7

²ΜªŸ

8

æØ±® LED

9

œ‘þæ ý¡

”Ð”⁄“ý¹Øœ‘þæý¡µƒ³˜³EÞÈºž£¨“‘±„¾¯––±‡º¦°£
µ±”“º˝Õ²Õº±ÍŠEœ÷‘⁄œ‘þæý¡…œþ±¥¶”⁄ªÓ¹ØÞ¥Ã¨°£
”Ð”⁄¼E¹ØðÀµ•—°œÓªÚ±‡º¦œ‘þæý¡µƒÞÈºž°£
µ±…œ/œ¬º˝Õ²Õº±ÍŠEœ÷‘⁄œ‘þæý¡…œþ±¥¶”⁄ªÓ¹ØÞ¥Ã¨°£
”Ð”⁄“ý¹Øœ‘þæý¡µƒ³˜³EÞÈºž£¨“‘±„¾¯––±‡º¦°£
µ±ÞÛº˝Õ²Õº±ÍŠEœ÷‘⁄œ‘þæý¡…œþ±¥¶”⁄ªÓ¹ØÞ¥Ã¨°£
”Ð”⁄¼E¹ØðÀµ•—°œÓªÚ±‡º¦œ‘þæý¡µƒÞÈºž°£
µ±…œ/œ¬º˝Õ²Õº±ÍŠEœ÷‘⁄œ‘þæý¡…œþ±¥¶”⁄ªÓ¹ØÞ¥Ã¨°£
æ‹æ¯æ¦¼˝±‡º¦µƒ÷µªÚÕÀŠEðÀµ•¾·¼¼°£
¾”þ‹æ¦¼˝±‡º¦µƒ÷µ£¨¾¯»Îµ¾ðÀµ•¾·¼¼µƒ³¸…Ó“ªð„£¨ªÚ¾”þ‹ðÀµ•—°œÓ°£
÷³þæ”––ßæØ±®°£
œ‘þæð‚¡ø½ÕðÀµ•–Ýœ¢µƒ«¯”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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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仪器的菜单结构
CL17 分析仪的主要菜单包括 “ALARMS （警报）”、“RECRDR （记录器）”、“MAINT （维
护）” 和 “SETUP （设置）”。按上箭头或下箭头键可访问这些菜单。以下几节将逐一介绍
这些菜单及其子菜单的功能。

5.2.1 Setup （设置）菜单
可通过 “SETUP （设置） ” 菜单访问分析仪的日常功能。要进入 “SETUP （设置）” 菜单，
请按 “MENU （菜单）” 键，然后使用上箭头键滚动到 “SETUP （设置）” 选项。按 ENTER。
使用上箭头和下箭头键可滚动 “SETUP （设置）” 菜单选项。按 “ENTER” 可选择所显示的
菜单选项。如果所显示的选项可编辑，将会出现箭头图标。按 “EXIT （退出）” 键可退出
菜单并返回到 “SETUP （设置） ” 选项。 菜单信息表 6。按在 “SETUP （设置） ” 菜单中出
现的顺序显示。
表 6。 Setup （设置）菜单选项
菜单选项

SIGAVG

说明
SIGAVG 功能用于平衡读数和防止不稳定的记录器输出信号。按 “ENTER”，使用上箭头和下箭头键选
择 “1”、“2”、“3” 或 “4”，然后按 “ENTER” 接受所显示的选择内容。根据所选的值，系
统会求出上 1 次、上 2 次或上 3 次测量的平均值，所报告的浓度就是得出的平均值。选项 4 是
一个特殊的筛选器，只会报告当前读数与上一个读数之间的最大值。此功能可减少由于气泡和样品
的其它异常情况而造成的负尖峰信号。出厂默认设置是 1。按 “EXIT （退出）” 可返回到 “SETUP
（设置） ” 菜单。

提示： 如果仪器得到正确维护并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其精度规格读数将如技术指标位于第 3 页
中所示。如果分析仪无法正常工作，切勿使用校准功能来强制显示正确读数。校准功能仅适用于进
行微调。
CAL ZERO （校准零）

此功能使用准备好的零标准将仪器的偏移量调整为零。如果偏移量太大，将会出现临界零 (MARG
Z) 警告。请参阅校准位于第 36 页。

CAL STD （校准标准）

此功能使用准备好的标准来调整分析仪的斜度。如果调整幅度太大，分析仪将不会接受所做的调
整，并会出现临界增益 (MARG G) 警告。新标准将不被仪器接受，必须使用其它方法对其进行检
查，以确定更准确的读数。请参阅校准位于第 36 页。

CAL DEFAULTS

（校准默认设置）按 ENTER 可将校准设置返回到出厂默认设置，并可将增益设置为 1.0、偏移量设
置为 0。使用此功能可删除会导致出现 MARG G 或 MARG Z 警告的校准。

OFFSET （偏移量）

按 “ENTER” 可暂时显示当前的零校正系数。出厂默认设置是 0。

GAIN （增益）

按 “ENTER” 可暂时显示当前的增益校正系数。增益的出厂默认设置是 1，但也接受 0.8 至 1.25
之间的读数。

DISPLAY TEST

按 “ENTER” 可暂时显示液晶显示屏的所有部分，以便用肉眼检查整个显示屏是否在正常工作。

RECMIN

记录器信号测试。按 ENTER 可将记录器输出调整到最小 （通常为 4 mA）并保持这个输出值，直到
下一次分析完成。
记录器信号测试。按 “ENTER” 可将记录器输出调整到最大 （通常为 20 mA）并保持这个输出值，
直到下一次分析完成。

RECMAX

REC ADJUST

提示： 要将信号保持更长时间，可以先后按 “MENU （菜单）” 键和下箭头键，以滚动到
“MAINTENANCE （维护）” 菜单。按 ENTER，然后向下滚动到 “HOLD OUTPUTS （保持输出） ”，再次
按 ENTER。
按 “ENTER” 可修改记录器的最小和最大输出值。使用此功能可抵消 4 或 20 mA 的输出信号，以
强制图表记录器在偏差不大的情况下读取零值或满刻度值。可使用右箭头和左箭头键选择 RECMIN 或
RECMAX，然后使用上箭头和下箭头键来调整值。按 “ENTER” 可进行选择。按 EXIT （退出）可接受所
做的更改并返回到 “SETUP （设置）”。

提示： 显示屏上的数字是 A/D 计数，不能用于确定记录器的设置。
RELAY TEST

按 “ENTER” 可暂时关闭继电器，然后相继打开警报 1 和警报 2。自动清除这两个警报以完成测
试。

REF1

暂时显示最近的参考 A/D 计数。

SAMPLE1

暂时显示最近的样品 A/D 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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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Setup （设置）菜单选项
菜单选项

说明

ZERO1

暂时显示最近的零 A/D 计数。

CYCLE TIME1

暂时显示马达工作的持续时间 （单位：秒）。

POWER FAIL WARNING
（电源故障警告）

将电源故障警告设置为 “ON （打开） ” 或 “OFF （关闭）”。按 “ENTER” 并使用箭头键可在 ON
（打开） 和 OFF （关闭） 之间切换。按 “ENTER” 可进行选择。按 EXIT （退出）可接受所做的更改并
返回到 “SETUP （设置） ”。如果电源故障警告打开，并且电源出现中断，则会在电源恢复时生成系
统警告。出厂默认设置是 “ 关闭 ”。

DIAG OUTPUT （诊断输
出）

按 “ENTER” 将会暂时激活显示屏上的 ON （打开），显示屏上出现的任何可选 LonWorks ? 接口都将
会接收到诊断数据。

KEYBOARD LOCKOUT （键
盘锁定）

按 “ENTER” 并使用箭头键可在 ON （打开）和 OFF （关闭）之间切换。按 “ENTER” 可选择所显示的
选项。按 “EXIT （退出） ” 可返回到 “SETUP （设置）” 菜单。如果键盘被锁定，则所有编辑功能
都不能使用，除此功能以外的所有诊断功能也将被禁用。出厂默认设置是 “OFF （关闭） ”。

LANGUAGE （语言）

英语是出厂默认语言。可启用西班牙语、法语和德语。按 “ ENTER” 并使用箭头键可在可用选项之
间切换。当显示所选的语言时，请按 “ENTER” 键。按 “EXIT （退出）” 键可接受所做的更改并返
回到 “SETUP （设置） ”。

DEFAULT SETUP （缺省设 冷态启动?按 “ENTER” 可将仪器重置为出厂默认设置。这样将会丢失用户- 指定的所有设置。显示
置）
屏上将会出现软件版本号 （例如 V 1.2），直到下一次分析完成。
1

维修技术员使用这些功能来排除仪器故障。

5.2.2 警报设置
此菜单用于访问两个无动力警报继电器 （AL1 和 AL2）、“RECALL WARNINGS （调出警告）”
和 “CLEAR WARNINGS （清除警告）”。可以将警报继电器分配给下列警报功能之一。只能给
每个继电器分配一个功能。
?

LO ?如果浓度小于或等于警报启动点，将会触发警报。（限制是 0.0 毫克 / 升至 5.0
毫克 / 升）

?

HI ?如果浓度大于或等于警报启动点，将会触发警报。（限制是 0.0 毫克 / 升至 5.0
毫克 / 升）

?

SYSTEM ALARM (SA) ?当系统报警出现 时激活警报。

?

SYSTEM WARNING (SW) ?当系统警告出现 时激活警报。

此外，使用此菜单可以获取警报状态和清除警报。
当出现警报情况时，继电器将会激活。出现高氯警报、低氯警报、系统警告或系统警报
时，继电器不会激活。可将警报继电器作为高或低警报设置 点，以此控制化学品的供给。
通过增加一个双刀双掷辅助继电器并将其连接到电气闩锁，这两个继电器还可用于界定特
定控制范围。这样，用户可以在电平低时打开泵、在电平高时关闭泵?浓度在这个过程中会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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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执行以下步骤为 AL1 或 AL2 分配功能：
1. 按 “MENU （菜单）” 键。此时将显示 “ALARMS （警报）”。
2. 按 “ENTER” 选择 “ALARMS （警报）”。此时显示屏上将出现 AL1 （或 AL2）以及警报
设置点 （HI 或 LO）、SA （系统警报）或 SW （系统警告）。
3. 要更改 AL1 （或 AL2）分配，请再次按 “ENTER”。此时要被更改的项将会闪烁。箭头
图标表示箭头键处于活动状态。滚动所分配的可用功能。按右箭头键可更改高位警报或
低位警报的值。
4. 按 “ENTER” 可选择显示的分配功能。
5. 请重复以上步骤来自定义其它警报继电器。
此外，您可以选择调出或清除警告。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选择：
1. 按 “MENU （菜单）” 键。此时将显示 “ALARMS （警报）”。
a. 按 “ENTER” 选择 “ALARMS （警报）”。此时显示屏上将出现 AL1 （或 AL2）以及
警报设置点 （HI 或 LO）、SA （系统警报）或 SW （系统警告）。
2. 滚动这些选项。当显示适当的选项时，按 “ENTER”。
?

RECALL WARNINGS （调出警告）?立即显示所有激活的警告原因，随后显示 “DONE
（完成）”。

?

CLEAR WARNINGS （清除警告）?清除所有确定过的警告，随后立即显示 “OK （确
定） ”。

3. 完成后，请按两次 “EXIT （退出）”。

5.2.3 设置记录器输出范围
使用此菜单可以设置记录器的输出上限和下限，以及使用 “ON SYSTEM ALARM （打开系统
警报）” 选项来传达警报情况。使用 “ON SYSTEM ALARM （打开系统警报）” 可以将信号
发送到使用记录器输出的控制室，可以完全关闭处于被控制状态下的任何设备，或者可以
在分析仪进入到系统警报状态并关闭的情况下维持现有水平。
CL17 出厂时，记录器的输出范围设置为最大。在输出范围设置为最大的情况下，0 毫克 /
升的氯浓度可提供 4 mA 的输出，5 毫克 / 升的氯浓度可提供 20 mA 的输出。您可以将输
出范围调整为
4 ? 20mA 的信号输出，以获得 0 ? 5 毫克 / 升的氯浓度范围。例如，此功能可用于限定较低
的输出范围，以提高记录器的分辨率。
示例：如果您的样品的氯浓度一般是 0.5 ? 0.7 毫克 / 升，则可以将记录器输出范围设置为
氯浓度为 0 ? 1 毫克 / 升时的输出范围 （其中 4 mA 等于 0 毫克 / 升，20 mA 等于 1 毫
克 / 升）。
也可以将输出范围限定为 2 ? 4 毫克 / 升来控制化学品的供给，或者通过将较高的浓度读数
分配给 REC LO 并将较低的浓度读数分配给 REC HI 来转换信号。
首先，选择一个可涵盖样品的期望氯浓度范围的输出范围。通过监控样品的氯浓度值来确
定正确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必要时调整最小值和最大值，以获得最适合您的应用的输出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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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分析仪键盘调整记录器的最小和最大输出值：
1. 按 “MENU （菜单）” 键。
2. 滚动到 RECR DR 菜单并按 “ENTER”。此时显示屏上将出现 “REC LO” 和一个浓度读
数。移动到 “REC HI” 或 “ON SYSTEM ALARM （打开系统警报） ”。
3. 按 “ENTER” 为 REC LO 或 REC HI 更改所显示的浓度读数。要被更改的数字将会闪
烁。
4. 更改该数字或移动到其它数字。适当的值和选择内容将会在下面显示。当显示正确的
值时，按 “ENTER” 接受该值。
?

REC LO ?记录低限 0.0

毫克 / 升 至 5.0 毫克 / 升。

?

REC HI ?记录高限 0.0

毫克 / 升至 5.0 毫克 / 升。

?

ON SYSTEM ALARM （打开系统警报）?当发出系统报警时，选择最小、最大或者保
持记录仪的输出。

5. 按 “EXIT （退出）” 返回到主菜单。再次按 “EXIT （退出）” 将返回到正常工作模
式。

5.2.3.1 将输出范围更改为 0 至 20 mA
请按照以下步骤将输出范围的下限从 4 mA 更改为 0 mA：
1. 按 “MENU （菜单）” 键，然后滚动到 “SETUP （设置）” 菜单。按 “ENTER”。
2. 滚动到 REC ADJUST 并按 “ENTER”。
提示： 此时可能会显示最小值，该值是计数，而不是输出值。继续执行步骤 4。

3. 将所显示的值调整为 0。按 “ENTER” 接受该值。按两次 “EXIT （退出）” 可返回到
正常工作模式。

5.2.4 维护菜单
以下选项使用户可以执行标准的维护任务。可使用箭头键滚动到菜单选项，然后按
“ENTER” 选择所显示的菜单选项。
?

PRIME （灌注）?该功能提供分析仪进行 39 次连续循环工作，目的是使管线中充满新鲜
试剂。按 “ENTER” 可激活此功能。在第 39 个周期结束时，分析仪会返回到正常工作
模式。要在 39 个周期全部完成之前结束灌注周期，请按 “EXIT （退出）”。此时分析
仪将会返回到正常工作模式。

?

CLEAN （清洗）?该功能在测量周期完成后，中断分析仪。残留在样品室的样品和试剂
将会被清洗。分析仪会维持 60 分钟的清洗模式。若要提前结束这个周期，请按 “EXIT
（退出）” 键。此时分析仪将会返回到正常工作模式。

?

HOLD OUTPUTS （保持输出）?该功能使得报警器锁定，且为了维护的需要，记录仪保持
在它当前输出状态。激活该功能步骤如下：
a. 按 “ENTER”，再按上箭头键，使此功能处于激活状态 60 分钟。此时警报 LED 将
会闪烁。
b. 要停用此功能，请返回到正常工作模式，按 “MENU （菜单）” 键，再按下箭头键，
直到显示 “HOLD OUTPUTS （保持输出）”。
c. 按 “ENTER”。
d. 选择 OFF （关闭） 并再次按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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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校准
CL17 氯分析仪出厂时已经过校准。该仪器中编入了内置的电子 曲线。该仪器不需要重新
校准，除非管理机构要求这样做以进行合规性报告。
如果您必须进行两点校准，或您的样品流的氯浓度小于 0.5 毫克 / 升，请按照第 5.3.1
节中的说明进行操作。如果您的样品流的氯浓度大于 0.5 毫克 / 升，则可以执行比较法校
准 （详情见第 5.3.2 节）。
如果您在执行校准时需要对 CAL ZERO 进行幅度大于 0.2 毫克 / 升的调整，将会出现由临
界零错误引起的系统警告。同样，对 CAL STD 的调整幅度大于 10% （调高或调低）也会
导致生成临界增益错误。
如果出现上述任何错误，请将仪器重置为默认校准 （参见第 5.2 节），检查标准，然后再
次进行校准。如果错误消息依然存在，请与客户服务部联系。

5.3.1 根据已知标准进行校准
警告
化学暴露危险。为了了解操作要点、危险和紧急程序，请在操作含有化学试剂和标准的容
器、储罐和输送系统之前，始终阅读材料安全技术资料和标准。如果 可能接触化学药品，
我们始终建议戴上防护眼镜。
以下过程通过配制氯 浓度为零的参比溶液和设定输出范围来确定最佳的总精度。请按照以
下步骤执行校准：
1. 将大约 4 毫升的硫酸亚铁铵 （目录号 181133）加入到大约 2 升的常规样品或无氯脱
盐水中，以此配制氯浓度为零的参比溶液。
提示： 在氯标准值之前输入值 0。

2. 将装有零参比溶液的容器放在距离分析仪至少 2 英寸的上方。垂直放置系统，以便
样品流关闭，从而零参比溶液可以进入到分析仪的适当位置。让分析仪对零参比溶液
运作大约 10 分钟。
3. 当读数稳定时，设置零参比溶液。
a. 进入 “SETUP （设置）” 菜单。
b. 不断按下箭头键，直到显示 “CAL ZERO”。
c. 按 “ENTER” 显示当前测出的值。
d. 按 “ENTER” 将该值强制设置为 0。
4. 配制一种浓度在 3 至 5 毫克 / 升之间的氯标准溶液。将该标准溶液的氯浓度值调整
为最接近 0 的 0.01 毫克 / 升。
5. 取下装有零参比溶液的容器，放入所配制的氯标准溶液。让分析仪对该标准溶液运作
大约 10 分钟。
6. 当读数稳定时，进入 “SETUP （设置）” 菜单。
7. 当显示 “CAL STD” 时，按 “ENTER”。此时将显示当前测出的值。
8. 按 ENTER 并编辑该值。再次按 ENTER 接受经过编辑的值。此时测出的值将被强制设置
为您输入的值。按三次 “EXIT （退出）” 键可返回到正常显示模式。
9. 取出氯标准溶液，将样品流重新进入到分析仪中。仪器现在已被校准好。

5.3.2 比较法校准
提示： 在取集样品 进行实验室分析之前，请确保样品的氯 浓度相对稳定。执行实验室分析的速度
越快越好。

执行比较法校准时，需要以一种可靠、准确的实验室方法 （例如 DPD 分光光度法或电流
滴定法）来分析样品流，然后将分析仪设置为与样品流匹配。如果用于校准的样品氯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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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于 3.0 毫克 / 升，则无法确保 0 至 5 毫克 / 升完整范围以上的精度规格。在浓度较
低时设置校准可以得出当时的精度，但可能会导致输出范围的其它部分出现重大错误。
请按照以下步骤执行比较法校准：
1. 当样品的氯浓度相对稳定时，取集样品进行分析。
2. 对所取集的样品进行实验室分析 （采用 DPD 分光光度法或电流滴定法），并记录测得
的值。
3. 进入 “SETUP （设置）” 菜单。
4. 当显示 “CAL STD” 时，按 “ENTER”。此时将显示当前测出的值。
5. 按 “ENTER” 并对该值进行编辑，使其与从实验室分析中测得的值匹配。再次按
“ENTER” 以接受经过编辑的值。此时测出的值将被强制设置为您输入的值。
6. 按三次 “EXIT （退出）” 键可返回到正常显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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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化学暴露危险。为了了解操作要点、危险和紧急程序，请在操作含有化学试剂和标准的容
器、储罐和输送系统之前，始终阅读材料安全技术资料和标准。如果 可能接触化学药品，
我们始终建议戴上防护眼镜。

6.1

定期维护计划

6.1.1 补充试剂
一瓶 500 毫升的缓冲溶液和指示剂溶液大约可使用一个月。丢弃含有任何未曾使用的溶液
的旧容器，安装新瓶子，如第 27 页的第 4.1 节所示。

6.1.2 更换泵管
一段时间以后 , 泵 / 阀模块的夹持作用会使管道变软，从而导致管道弯曲，阻塞液体流
动。高温条件下，更容易出现此故障。建议根据环境操作温度实施以下更换计划：
?

27 °C (80 °F) 以下，每隔六个月更换一次。

?

27 °C 以下，每隔三个月更换一次。

泵管更换流程：
1. 关闭输送至仪器的样品流量，将 “POWER （电源）(I/O)” 开关设置为 “OFF （关闭）
(O)”。
2. 卸下将扣板固定到泵 / 阀模块的螺钉。参见第 24 页的第 3.9 节。 从一颗螺钉到另一
颗螺钉来回慢慢地松动，以便均匀地松缓压力。卸下 扣板。
3. 断开泵管和入口及出口装置的连接，丢弃管组件。
4. 将内径为 1/16 英寸的管道 （白色）切割成四段，每段长 2 英寸。将一个 1/16 至
1/8 倒钩的焊接式接头安装在其中一个内径为 1/16 英寸的管道 （白色）中，将
1/16- 英寸倒钩直通接头安装到其它三个管道中。尽管其中一个泵管不是用于流体流
动，但是必须安装以使施加于所有四个管道的压力均匀。
5. 使用两颗螺钉将扣板安装到泵 / 阀模块上。固定扣板时，在螺钉之间来回慢慢旋紧，
以使扣板平稳地向下压紧。拧紧螺钉直到紧密牢固，请勿过度拧紧。
6. 将 “POWER （电源）(I/O)” 开关设置为 “ON （打开）(I)”，恢复向仪器输送样品流
量。让仪器运行大约一个小时，以注满试剂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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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更换分析仪管
分析仪中的其它管道应每年更换一次。
维护套件随已装配的 (5444301) 或未装配的 (5444300) 管束一起提供，如果您已订购未
装配的维护套件，请根据 图 21 和 第 表 7。 页的 41 确定管道长度和位置。 安装新管
道时，在 进行连接之前将两端浸在热水中有助于安装。此外，建议及时卸下并更换一个管
道。
图例中列出了插图中与部件编号对应的编号，此外，图例中还给出了尺寸、目录编号和数
量。表 7。 中给出的 长度表明了每次的特定管道应为多长；操作人员必须从正确的一卷管
道中切割一段此长度的管道。
图例中给出的管道目录编号表示要从中切割一段的管道滚筒 ，而不是切割部分的编号。
定期更换之前，DPD 试剂管道的颜色可能会变暗，但并不影响仪器的性能。
表 8。 给出了有关空气吹扫、外壳出口、样品出口和输入样品的规格和位置的信息。请参
阅图 21。

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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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图 21

换管的长度

项目

说明

长度 （数量）

从 ...

到 ...

部件编号

1

内径 1/8 英寸 ，外径
1/4 英寸

4.5 英寸 (1)

泵体置于外部

比色计

4329300

2

内径 0.063 英寸，外径
0.193 英寸

7.0 英寸 (2)

泵体置于外部

Y 形接头

4425300

3

内径 1/16 英寸，外径
3/32 英寸

2.0 英寸 (4)

泵体置于内部

泵体置于外部

4271700

4

内径 0.062 英寸，外径
0.125 英寸

2.0 英寸 (2)

试剂瓶盖

泵体置于内部

4207600

5

内径 0.062 英寸，外径
0.125 英寸

6.0 英寸 (2)

试剂瓶盖

试剂排放口接头

4207600

6

内径 1/32 英寸，外径
3/32 英寸

7.0 英寸 (2)

试剂瓶底部

试剂瓶盖

4552400

7

内径 1/8 英寸，外径
1/4 英寸

7.0 英寸 (1)

T 形三通样品旁通管

泵体置于内部

4329300

8

内径 1/8 英寸，外径
1/4 英寸

1.5 英寸

T 形三通样品旁通管

样品入口装置

4329300

9

外径 1/4 英寸 x 宽
0.04 ，黑色

多种 (1)

样品处理外部进行

外壳接头

3061600

10

1/2 英寸 内径

多种 (1)

仪器排水口

客户端排水口

（不提供）

11

内径 1/32 英寸 ，外径
3/32 英寸

3 英寸

T 形三通样品旁通管

排放装置

4425300

12

内径 1/32 英寸，外径
3/32 英寸

1.0 英寸 (1)

Y 形接头

比色计

4425300

13

内径 0.500 英寸，外径
11/16 英寸

12 英寸

比色计

排放装置

5410800

表 8。 排放管、空气吹扫、输入样品和外壳位置

6.2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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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定期维护计划
保险丝更换
此仪器中使用的 T、 2.5A、250V 保险丝可用于 115V 和 230V

两种操作。

危险
触电危害隐患。卸下或安装保险丝时， 请断开仪器的电源。
Œ£œ’
ªš‘÷“žªº°£Œ™¡ÀŠ§ý⁄²¿÷¼ªš‘÷£¨«Î¾ˆþ¼”Ð ¿‡–Õ½Õ¹Ó¹®¼¶¬þœ‡Õ¨µƒ±£œ’Àø¾¯––³¸ªª
°£
保险丝更换流程：
1. 请确保仪器没有连接电源。 仪器电源开关不能断开保险丝的电力。必须远程断开电源
才能断开保险丝的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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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卸下客户端进口盖。
3. 定位保险丝支架 （靠近客户端配线箱的接线条）。请参阅第 图 13 页的 22。
4. 卸下两根保险丝 （F1 和 F2），并更换为两根相同规格 （T、 2.5A、250V）的新保险
丝。 请参阅第 49 页的 零件和附件。
5. 重新安装客户端进口盖，并重新供电。

6.2.2 清洁仪器外壳
安全锁闭外壳后，使用软布和中性清洁剂

擦拭外壳的外部。请勿让湿气进入 外壳。

6.2.3 清洁比色计
比色测量池可能会聚积沉淀物，或在内壁上形成一层薄膜。建议使用酸性溶液和棉签进行
清洁。根据样品条件，可能需要更频繁地清洁比色池。

警告
化学暴露危险。如果处理不当或意外误用，此流程中使用的化学药品可能具有危险性。请
阅读试剂标签上的所有警告。 如果可能接触化学药品，我们始终建议戴上防护眼镜。
比色池清洁流程：
1. 按 “MENU （菜单）” 键，然后按下箭头键，直到出现 “MAINT” 菜单为止。按
“ENTER”。
2. 按下箭头键以滚动到 “CLEAN （清洁）” 选项。按 “ENTER”。
3. 请参见图 22 定位比色计。
4. 取下比色计组件顶部的胶塞。
5. 使用弯曲的钢回形针作为检索工具，取下磁性搅拌棒 。请参见 图 22。
6. 等到显示屏的状态行上闪烁 “CLEAN （清洁） 为止，然后将 比色计注满 19.2 N 硫酸
标准滴定溶液 (203832)。
提示： 低于规定浓度的硫酸不能充分地清洁比色计。

7. 让硫酸在比色计中滞留 15 分钟。
8. 将木制或纸制棉签* 插入开孔中，上下 轻柔地擦洗，从而清洁 比色池的内表面。使用
棉 签清洁搅拌棒 （图 23）。
9. 安装搅拌棒。
10. 更换比色计组件顶部的胶塞，确保盖子位于 比色计的观察口。
11. 按 “EXIT （退出）” 键立即返回到正常操作模式； 60 分钟后仪器将自动返回到正常
操作模式。

*

清洁含有硫酸的比色计时，请勿使用塑料棉棒。酸会溶解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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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卸下搅拌棒

1

取下比色计的顶孔塞。

2

轻轻地将弄直的回形针插入比色计顶部的孔中，然后慢慢
地拉出搅拌棒。

3

比色计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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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1

取下比色计的顶孔塞

2

使用棉签轻轻地擦洗比色计的内部

清洁比色计
3

色度计装置

6.2.4 更换样品处理过滤器
要将过滤器插入护盖，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通过将每侧的阀调至 “OFF （关闭）”，隔离过滤器。

2. 卸下过滤器护盖的螺钉。 请参阅第 图 7 页的 16。
3. 插入滤芯并向前推进，直到位置适当为止。
4. 更换过滤器护盖顶部。

6.2.5 溢出试剂清洁
使用干净的一次性擦拭品将溢出试剂擦干净，并根据适用的国家、省和地区法规予以丢
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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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故障排除
如果仪器出现故障，可使用以下故障排除指南来帮助解决问题。请与最近的服务中心联
系，以获取帮助或装运指示 （如果需要退还仪器）。

7.1 故障排除指南
表 9。 提供了仪器的故障排除信息。确定了症状及其可能原因后，请按照所提供的顺序执
行纠正措施。
表 9。

故障排除指南

症状

可能原因

纠正措施

显示屏不亮，泵马达不工作

没有操作电源

检查电源开关的位置、保险丝和电源线连接。

显示屏不亮，但泵马达可工
作。

电源故障

更换主电路板。

操作电源的电压低

确保线路电压在规格范围内。

线路电压选择开关的设置不正确

检查线路电压选择开关的位置。

马达电缆没有连接到电路板

检查马达电缆的连接情况。

马达故障

更换马达。

没有搅拌棒

将搅拌棒放入色度计中

扣板上的翼形螺钉没有完全拧紧。

拧紧翼形螺钉。

样品无法流入到仪器中。

检查样品处理及其它样品供应管线。

多条搅拌棒

取下色度计顶部的塞子，用手电筒照样品盒的内部。
检查色度计里面是否有多条搅拌棒。取出多余的搅拌
棒。

样品从色度计流出

排水管路阻塞或排水管路中出现气阻

清理排水管路和 / 或消除排水 管路中的气阻。

色度计上凝结了过多水气

样品与分析仪之间的温度差异太大。

如果条件允许，请待到样品的温度上升到室温，再让
样品流入分析仪中。

读数低

管被阻塞

更换管

显示屏亮，但泵马达无法工
作。

零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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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系统警报
激活系统警报后，将会出现警报消息，仪器也无法正常工作。要使仪器恢复正常工作，需
要解决警报问题。
±Ì 10 œµÕŠæØ±®
警报

警报显示及对应的仪
器 指示

警报的含义

EE 错误

Œﬁ²®–¥»Îµ¾ EE ROM

A2D 错误

ðŒøºð‚¡ø = 0 A/D ºýþ˝
±Ìþæ…E¹»ºý¹¡»°ðªµ¾¼‚¡ø°£ø…ƒ‹
þ«¼‚µÁºÏð‚ý˜/ƒ£þ˝Þ™ªªý˜ŠEœ÷¼
þ’œ°£

LED 故障

…E¹»ºýµƒ¼‚µÁºÏð‚ý˜µƒ¼‚¡øðŒøº¹
¡þ˝²«Š£µÕ£®–°”⁄ 100 A/D
ºýþ˝£©°£

解决方法
×¥°×EXIT£®ÕÀŠˆ£©°±º¸÷ÿ–¬ýÙ¹Ø“«ý˜°£»Á¼°‘Ÿ¥
ŒŠEœ÷’‚³EŒþÃ‚£¨‘Úø…ƒ‹–Ë“™³¸ªª÷˜µÁ¬²×Â°£
÷¬µÁ¼žœ£²žŒÒðø °£

EE ERROR

×¥°×EXIT£®ÕÀŠˆ£©°±º¸÷ÿ–¬ýÙ¹Ø“«ý˜°£»Á¼°‘Ÿ¥
ŒŠEœ÷’‚³EŒþÃ‚£¨º¥±Ìþæ…E¹»ºýŠEœ÷¼þ’œ°£“«ý˜
½Õ…E¹»ºý÷Æº‰µƒ¾”Õ²ø…ƒ‹¡¨¾”ðªµ±°£ðšœ¬…
E¹»ºý£¨ºÏðÈ¾”Õ²ðÂœŽ£¨±ÿ“™þ±¾Ð’˝ðÂœŽ°£÷ÿ–
¬×ðÞ×…E¹»ºý°£»Á¼°ŒþÃ‚“¿»ª¥Ê‘⁄£¨«Î³¸ªª…E¹»ºý°
£

A/D ERROR - EXIT TO
RESTART

æØ±® LED ¡¡ýš

×¥°×EXIT£®ÕÀŠˆ£©°±º¸÷ÿ–¬ýÙ¹Ø“«ý˜°£»Á¼°‘Ÿ¥
ŒŠEœ÷’‚³EŒþÃ‚£¨«Î«Âœ¥—˘ý²½–°£
If the
pro»Á¼°ŒþÃ‚“¿»ª¥Ê‘⁄£¨«Î»°œ¬…E¹»ºýµƒ—˘ý²ðÈ
ø¥¼ﬁµƒ»°Þ”°£¥Àþ±ƒŽ¾Eª·ø¥µ¾“ª’µ×Þ…Eµƒµý°£
£®¥”¥Úø™“«ý˜µ¾’‚’µµý¡¡ýš–Ë“™º³²÷÷”þ±º‰°££©
÷Æ½Û’‚’µµýª·“ª÷±¡¡ýš°£»Á¼°µýÐª”–¡¡ýš£¨¹¯…E¹»º
ýþ«³’±ªðšœ¬‘Ÿ÷ÿ–¬×ðÞ×£¨‘Ú±Ìþæ…E¹»ºý¾”Õ²µƒ¡
¨¾”ðª’˝»²°£ðšœ¬…E¹»ºýð¢ºÏðÈ¾”Õ²ðÂœŽ°£»Á¼°
ðÂœŽÕ‰«Ž£¨¾Eý‰¾Ð’˝ð¢÷ÿ–¬ðÂ»Î…E¹»ºý°£»Á
¼°ŒþÃ‚“¿»ª¥Ê‘⁄£¨«Î³¸ªª…E¹»ºý°£
«Î”Î¼žœ£²žŒÒðø¡™œµ°£

LED ERROR - EXIT TO
RESTART

æØ±® LED ¡¡ýš

按 “EXIT （退出） ” 键重新启动仪器。如果再次出
现这个问题，请检查以下方面。 如果仪器打开
后马达不转动，请尝试以下操作：
1
检查马达是否已插入到主电路板。

马达故障

SCR 错误

±ÌþæÐª”–ºÏð‚µ¾±Ð¬Ì¥Ôµƒ‘¦Œª÷Ð
±Í÷æ°£

÷‹ý⁄¬Ì¥ÔÐª”–‘⁄þþµ±þ±º‰¼ÿ±’£¨µº
÷¬Þ‹÷‹ý⁄þ±º‰¹Ã°£

MOTOR ERROR - EXIT
TO RESTART

2

更换马达。

3

更换主电路板。

如果马达不运行，但马达联轴器转动，请尝试以下
操作：
1
检查光学开关是否已正确插入到主电路板，以
及该开关在机箱中的位置是否正确。

æØ±® LED ¡¡ýš

SCR ERROR - EXIT TO
RESTART

2

更换光学开关。

3

更换主电路板。

×¥°×EXIT£®ÕÀŠˆ£©°±º¸÷ÿ–¬ýÙ¹Ø“«ý˜°£»Á¼°‘Ÿ¥
ŒŠEœ÷’‚³EŒþÃ‚£¨«Î³¸ªª÷˜µÁ¬²×Â°£

æØ±® LED ¡¡ýš

7.3 系统警告
使用警报菜单中的 “RECALL WARNINGS （调出警告） ” 功能调出所有有效的警告。要清除警
告，可使用警报菜单中的 “CLEAR WARNINGS （清除警告） ” 功能。
±Ì 11 œµÕŠæØ³Ê
Warning （警
告）

警报的含义

警报显示及对应的仪器指
示

POWER

µÁ‘¥ŠEœ÷¼þ’œ°£ƒ¨»œ«ÈøEœ¬£¨¥ÀæØ³Ê¥¶
”⁄¾°”ÐÞ¥Ã¨°£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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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法
ºÏðÈÝ‰œﬂ“‘º×œÚ CL17
þ‰ÀÕµÁ‘¥µƒ¹œ¬²ý˜°£

故障排除
±Ì 11 œµÕŠæØ³Ê
Warning （警
告）
低信号

临界增益

临界零

临界偏移量

警报的含义

警报显示及对应的仪器指
示

解决方法

ðŒøºð‚¡ø–°”⁄ 2000 A/D ºýþ˝°£

LOWSIG

«Â¿Ì—˘ý²½–
³¸ªª—˘ý²½–

–£Þºµº÷¬¡À“ª³E¥Û”⁄ 1.1 ªÚ–°”⁄ 0.9
µƒ‘E“Ê–£’˝œµþ˝°£–£Þº±ÍÞº”ÎðŸÞ˜‘±Š¢þ‘þ‰»Îµ
ƒ÷µðªý•Ý‰°£÷ÿ–¬ð‚þ‘–£Þº±ÍÞº£¨ð¢¹‘ CL17
÷¥–––¬µƒ–£Þº°£

MARG G

…Ë÷Ð–£Þºƒ¨»œ…Ë÷Ð°£
—È÷§±ÍÞº÷µ°£
÷ÿ–¬–£Þº“«ý˜°£

–£Þºµº÷¬¡À“ª³E¥Û”⁄ 0.2 ð¢–°”⁄ 0.5
µƒýE“ý¡ø–£’˝œµþ˝°£

MARG Z

…Ë÷Ð–£Þºƒ¨»œ…Ë÷Ð°£
—È÷§¡„÷µ°£
÷ÿ–¬–£Þº“«ý˜°£

ð‚¡øŠE¾œ³ﬂµƒýE“ý¡øºýþ˝£¨LED
ðª¡¡°£‘¦“ÚÕ®Š£þ«¬©¼‚°£

MARG 0

ºÏðÈ…E¹»ºýµƒ¹À³«þ«²Ò“—¿Œ¿Œ
–˝¾Ù‘⁄þþµ±µƒŒª÷Ð°£
ºÏðÈþ«²Ò¬©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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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节零件和附件

说明

数量

部件编号

电路板装置，主要

每个

5440400

色度计模块

每个

6867000

色度计塞

每个

6868500

警报或记录器接头

每个

4458200

凸轮 / 联轴器装置

每个

5445200

从动块，试剂

每个

4274100

从动块样品

每个

4274200

保险丝，(T, 2.5 A, 250V) UL/CSA/CE 可接受，需要 2 条

每个

4952600

安装工具包

每个

5516400

维修工具包

每个

5444300

预装的维修工具包

每个

5444301

马达装置

每个

5444600

压板

每个

5411800

滤网，40 网孔，用于取代样品预处理

每个

5418400

微型搅拌棒

每个

6865600

2

5410100

每个

4643600

翼形螺钉，用于固定压板
可选附件
带 1/4 英寸 OD 管的流量计
带应变消除装置的电源线套件，115V （北美标准）

每个

5448800

带应变消除装置的电源线套件，240V （欧洲标准）

每个

5448900

每个

2556900

余氯缓冲溶液

?

8867711

余氯指示剂溶液

?

2314011

DPD 指示剂粉末

?

2297255

每个

2557000

总氯缓冲溶液

?

2263511

总氯指示剂溶液

?

2263411

试剂
用于进行余氯测试的试剂盒
包含：

用于进行总氯测试的试剂盒
包含：

DPD 指示剂粉末
6” 棉花棒

?

2297255

pkg

5 或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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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节认证

9.1 FCC PART 15，“A” 类限制
Hewlett Packard, Fort Collins, Colorado 硬件测试中心认证支持测试记录 (A2LA #
0905-01) 和哈希公司认证一致性。
本设备符合 FCC 规定第 15 部分的要求。设备操作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1) 该设备不会引起有害干扰，以及 (2) 该仪器必须能够接受收到的 任何干扰，包括可
能会引起意外 操作的干扰。
对本设备的任何更改如果未经负责合规性的组织的批准，可能导致用户无法正常操作本设
备。
本设备已经过测试，符合 FCC 规定第 15 部分中确定的 A 类数字设备限制。这些限制专
门提供当设备在商业环境下工作时针对有害干扰的合理保护。本设备会生成、使用和发射
射频能量，并且如果未按照指导手册进行安装和使用，可能会对无线电通信产生有害的干
扰。本设备在居民区工作时可能会产生有害干扰，这种情况下用户自己负责消除这种干
扰。可以非常简便地应用以下技术降低干扰。
1. 断开 CL17 氯分析仪的电源，以便确证它是干扰源与否。
2. 如果 CL17 氯分析仪接入对设备有干扰的插座，则尝试另外一个插座。
3. 将 CL17 氯分析仪移离接收干扰的设备。
4. 重新定位受干扰仪器的接收天线。
5. 同时尝试以上多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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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网络接口卡
CL17 分析仪可以和网络接口卡一起购买。这样，分析仪可以通过 AquaTrend ? 软件连接到
一个主 AquaTrend 接口、一个串行输入 / 输出 (SIO) 模块、一个具有两个继电器和一个
记录器输出的信号输出模块 (SOM) 以及两个 MOD I/O。不支持远程 AquaTrend 和数字显
示模块。有关配置哈希网络的完整详细信息，请参考 《AquaTrend 接口指导手册》。
1. 将经过哈希批准的网络电缆路由至 CL17 分析仪。将网络电缆路由至 CL17 外壳的中
间线路焊接孔。（此孔还用于路由记录器输出线路。）使用适当的硬件以保持 NEMA 4X
和 IP66 等级。
2. 剥去网络电缆的两端。剥去末端 ? 英寸的导线绝缘层，如图 24 所示。
3. 根据表 12。 中的信息，将外露的导线末端插入 3 个引脚的接头。请确保导线绝缘层
紧贴接头。请勿暴露任何外露的导线。
4. 将端接电缆插入接口卡上的 J1。
5. 使用两颗 螺钉将罩板重新安装到仪器外壳上。
6. 重新接通 CL17 分析仪的电源。

1
2

图 24

正确剥线

表 12。
位置

信号

线颜色

1

接地

屏蔽

2

NET_A

白色

3

NET_B

绿色

A.1 使用 AquaTrend 接口将分析仪连接到网络
1. 将 CL17 分析仪连接到 AquaTrend 网络。建议在分线盒进行连接。请务必连接电缆屏
蔽层。
2. 从主 AquaTrend 接口将 CL17 分析仪添加到网络中：
a. 按 “MENU （菜单）” 键并选择 “NETWORK MENU （网络菜单）”。
b. 选择 “ADD DEVICE （添加设备）”。此时 AquaTrend 显示屏将显示仪器名称和版本
号。
c. 显示屏提示 “ADD DEVICE （添加设备）” 时，请按 “ENTER”。此时 AquaTrend 显
示屏将显示 “CL17 CONFIGURING DEVICE. PLEASE WAIT （CL17 正在配置设备，请 稍
候）”。
d. 传感器添加到网络后，将显示带有 传感器名称的消息。按 “ENTER” 接受显示的
传感器名称。按 “MENU （菜单）” 键返回主 菜单。

A.2 将测量值添加到信道
CL17 分析仪的测量值必须和 AquaTrend 接口的信道相关联，这样，AquaTrend 显示屏上
才能显示测量值。请按照以下步骤将测量值连接到信道：
3. 选择 “AQUATREND MENU （AQUATREND 菜单）” 并按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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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 “DISPLAY SETUP （显示设置） ” 并按 “ENTER”。
5. 选择 “MEASUREMENT TO CHANNEL （测量值到信道）” 并按 “ENTER”。
6. 选择 “ATTACH （连接）” 并按 “ENTER”。
7. 选择 AquaTrend 上的可用信道并按 “ENTER”。
8. 再次按 “ENTER” 以选择 “ATTACH TO CL17 （连接到 CL17）”。
9. 按 “MENU （菜单）” 键返回 AquaTrend 主显示屏。此时将显示读数且每隔 2.5 秒更
新一次。

A.3 警报和警告
如果 CL17 分析仪出现警报或警告，则警报信号器将在 AquaTrend 中指示警报或报告。必
须查看 CL17 分析仪中的实际警报或警告并予以解决。CL17 分析仪警报和记录器输出也可
以连接到信号输出模块。请参见 °¹–Ý½Ýþ‰Šˆƒ£øÈþ÷ð·°²。

A.4 使用串行输入 / 输出模块记录数据
CL17 分析仪将氯读数 （以 ppm 计）发送到网络上的 SIO （如果存在）。将数据输出到
SIO 之前，必须禁用维修诊断数据：
1. 按 “MENU （菜单）” 键，然后按下箭头键，直到显示 “SETUP （设置）” 为止。
2. 按 “ENTER”。
3. 显示 “DIAG OUTPUT （诊断输出） ” 时，请按 “ENTER”。
4. 使用上箭头或下箭头键可切换 “ON （开）” 和 “OFF （关）” 之间的选择，然后按
“ENTER” 选择显示的选项。按 “EXIT （退出）” 键返回测量值显示屏。
数据格式如下所示，其中 n 是 CL17 的 SIO 信道 号码。（信道号码 (1 ? 8) 是根据 设
备添加到网络的顺序进行分配的。）有关确定信道号码的信息，请参见 《AquaTrend 接口
手册》。
提示： 在以下命令中，n 表示信道 号码。

[n]3.00,<CR><LF><NULL>
如果启用了维修诊断，则将会出现其它诊断字符串。这些诊断仅适用于维修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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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手动轮询数据
提示： 有关与 SIO 通信的其它信息，请参见 《信号输入 / 输出 (SIO) 手册》。

通常，每隔 2.5 分钟发送 （轮询）一次数据。无法修改自动轮询函数，但是可以按如下
方式手动轮询系统：
输入以下内容以启用手动轮询模式：nRMR1
输入以下内容以接收最新读数：nRMR?
若要返回自动轮询模式，请输入：nRMR0

A.6 使用信号输出模块
请参见 °¹–Ý½Ýþ‰Šˆþ÷ð·°²（目录编号：5125018），配置多达两个继电器和一个 4 ? 20 mA
输出。继电器和记录器输出反映 CL17 内部继电器和记录器的输出。

A.7 使用 MOD I/O 模块记录数据
可以使用哈希 MOD I/O 模块将 CL17 分析仪的测量值和警报数据转换为 Modbus ?* 协议。
这样，任何 Modbus 主设备 (PLC/DCS) （包括哈希 OPC 服务器 /OPC 数据记录器）均
可 轮询数据。有关其它信息，请参见 《MOD I/O 模块手册》。
CL17 分析仪包含以下用于 MOD I/O

*Modbus

模块的设置信息：

整数测量值的个数

1

浮点测量值的个数

1

警报的个数

2

传感器 ID

8

是 Modicon Corporation 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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