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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CH 微型水站产品说明 

 

适用阶段：   售前支持      设计生产     售后支持 

文档属性：   需求分析      参考案例     初设估算     详细设计     产品交付 

产品属性：   定制产品      标准产品 

 

适用范围：地表水河流断面、饮用水源地、城市内河 

 

1 产品描述 

本产品为户外小型水质自动监测系统，将水质监测指

标对应的测量模块及配套设备集成在机柜内。 

典型水质监测指标：水温、pH、溶解氧、电导率、浊度、

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氮。 

2 设计规范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2002） 

《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HJ 915-2017）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增补版） 

《水质 河流采样技术指导》（HJ/T52-1999） 

《溶解氧（DO）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HJ/T99-

2003） 

《pH 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HJ/T 96-2003） 

《电导率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HJ/T 97-2003） 

《浊度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HJ/T 98-2003） 

《高锰酸盐指数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HJ/T 100-2003） 

《氨氮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HJ/T 101-2003） 

《总磷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GB/T 11893-1989） 

《基于 Modbus 协议的工业自动化网络规范》（GB/T 19582 -2008） 

《环境信息系统集成技术规范》（HJ/T 418-2007） 

《环境保护应用软件开发管理技术规范》（HJ 622-2011） 

《污染物在线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HJ 21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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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术路线 

采水单元 预处理单元配水单元 供样单元

控制单元

人机交互主管部门信息系统

质量控制系统

可选设备（推荐）

客户提供的设备

HACH提供的设备 通信/控制流

样品流

图示说明：

分析单元水样

机柜

标准样

 
图 1 

4 HACH水站其他集成形式 

   

  固定站-机柜式   固定站-壁挂式   固定站-屏架式 

   

  微型站-小屋式   微型站-探头式   微型站-紧凑式 

  

 

  浮标站/Buoy   原位站/In-situ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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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键设备和路径 

5.1 人机交互 

1) 系统的主控设备，以触摸屏的形式为操作者提供人机对话的界面，通过数字接口与控制单元、

分析单元通信，实现自动化取样、分析； 

2) 显示水样的测量结果（实时测量值、历史数据），并对相关的数据进行时间、通道等信息的标

识； 

3) 操作者依据实际情况设置相关参数； 

4) 可以设置分析仪取样分析的模式或条件： 

a) 主动模式：操作者在触摸屏上设置取样分析的条件或时间； 

b) 被动模式：与外部信号联动触发分析仪对当前的水样进行分析。 

5.2 控制单元 

系统采用基于工业级 PC/PLC（即工控机/可编程逻辑控制器）架构，可靠性高、扩展性强。系

统的控制单元具有系统控制、数据采集、贮存及传输功能。工控机（含显示器等外设）为现场操作

人员提供良好的人机交互界面（系统工艺流程、实时数据、报表、历史数据查询及报表导出、参数

设置、仪器及系统状态等功能）。软件系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产品，具有著作权、软件产品证

书；系统采用 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实现采、配水及预处理单元的控制逻辑。 

5.3 采水单元 

取水点至机柜的水样管线、水泵、阀门，响应控制单元的控制信号，将水样供至机柜。 

采用浮动式采水装置，采水位置随水位波动同步升降，保持采水深度在水面下 0.5m 处（水深<0.5m

时，在水深 1/2 处）。合理的设计使得采样时避免因搅动水底部的沉积物而导致水样失真。 

5.4 配水单元 

机柜内的泵、阀管件及相应电气件，将机柜内的待测水样分配给预处理单元。 

5.5 预处理单元 

采用非拦截预处理方式为系统输送符合分析仪测定要求的水样（过度的过滤会去除对 COD 有贡献的

颗粒物，从而导致测量结果偏低）。然后通过沉砂调节待测水样达到检测要求再为水质分析仪提供待测

水样。 

关键路径：系统供给分析仪的水样充分考虑了代表性、实时性。水样从采水点到分析仪经过采水—

—配水——制水的过程。针对不同的检测指标，系统对水样进行了针对性的预处理：供给常规多参数分

析仪的水样必须是未经处理的原水样；供给高锰酸盐指数分析仪、总磷分析仪、总氮分析仪、氨氮分析

仪的水样均是经过沉砂处理后的水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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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样采集后自然沉降 30 min（可调），取上层非沉降部分的水样供给高锰酸盐指数、总磷、氨氮、

氯离子分析仪进行检测。（对于总磷、总氮和氨氮分析仪的水样需针对现场水质充分考虑浊度去除，采

用超滤预处理和超声波匀化预处理）。 

水样在完成进水、预处理、配水、供样的流程之后，分析仪就可以进行取样分析。取样完成后，系

统将自动执行排放、清洗、反吹等动作。 

5.6 供样单元 

将预处理后的水样供给分析仪。 

5.7 测量模块 

 
 

常规多参数测量模块 

（水温、pH、溶解氧、电导率、浊度） 

CODMn测量模块 

（高锰酸盐指数） 

  
氨氮测量模块 

（氨氮） 

TNP 测量模块 

（总磷、总氮）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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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水质预警系统（可选） 

ES-2800 水质综合评价预警预测系统作为一个独立的硬

件设备，内置 Linux 系统利用内部数学模型和人工智能将在

线水质分析仪的大量数据进行计算最终得到水质水体综合指

数值（A 值）和水体综合预测值（P 值），实现对各个现场

水质综合情况的表征和预警预测。 

A 值反映当前水体实时综合状况。例如，当 A 值长时间

接近下一级别水体临界值时，代表当前水体向劣质水体发展，此时需要加强关注，启动增氧，清除垃圾

或调水等手段防止水质进一步恶化，保持水体环境。 

P 值反映未来一段时间内水体水质可能的发展趋势，例如 24 或 48、72 小时内水体综合污染情况会

不会变差，如果预警水质变差，需要加大关注度提前做好治理准备，防止水体水质变差和跨级。 

应用 A 值和 P 值判断水体综合情况不再需要专门学习和研究各种水质具体参数对于水体分别的影响，

除可将显示水体类别外，可以同时实时得到水体综合状况，方便的判断所监控水体的综合水质情况和变

化趋势。 

互联网接入模块

主控模块

数据库

常规水质监测指标
水温、pH、溶解氧、电

导率、浊度

营养盐水质监测指标
NH3-N/TP/TN ... 评价结果

水质综合评价预警系统
ES-2800

算法模型
DT-Model

实
时
数
据
采
集
模
块

其他
 ...

主控系统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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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主管部门信息系统 

无缝接入主管部门的信息中心，全系提供标准数字信号，标准协议。 

数字信号示例： 

表 1 

测量信息 运行信息 故障信息 

   

 

6 技术指标 

表 2 

序号 项目 性能要求 

1 水质参数 常规五参数、CODMn、氨氮、总磷、总氮；更多可选。 

2 结构  机箱式，六面保温，前后开门 

3 机箱材质  Q235 冷轧钢板 

4 保温材料  4 cm 铝封面酚醛板 

5 机箱空调  
IP55，加热功率：1000 W，制冷功率：1575 W，内循环

风量：500m3/h，制冷剂：R134a 

6 主管路材质  UPVC 

7 电源 100-240 VAC，50/60 Hz 

8 功率 2 KW 

9 环境温度 -10 ~ 55 °C 

10 相对湿度 ≤95%（无凝露） 

11 净重 约 1000 Kg 

12 氨氮预处理方式 超滤，过滤精度 0.1μm 

13 CODMn预处理方式 超声波匀化，2.0 MHz 

14 总磷、总氮预处理方式 超声波匀化，2.0 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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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序号 项目 性能要求 

15 水质预警输出 水质综合指数及其预测指数 

16 水质预警时效 可达 72 小时以上 

17 环境本底数据 气温及气象信息 

18 操作系统 GNU/Linux 4.4.0 或以上版本 

19 水质预警数据交互 
输入： RS-485/Modbus RTU，Ethernet/Modbus TCP 

输出： Ethernet/JSON, XML, …… 

20 UPS 断电后满足系统主要部件供电 2 小时 

21 人机界面 触摸屏尺寸：15.6"，分辨率：1920 x 1080 

22 空气压缩机 
功率：0.25 KW，排气压力：0.8 MPa 

排气量：0.012 m3/min 

23 加药泵 流量：10.0 L/H，压力：4 bar 

24 采样泵 

一用一备 

最大扬程：30 m，最大流量：33 l/min 

最大输入功率：420 W，最大吸程：8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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