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尊敬的用户

非常感谢您购买绥净仪表传感高品质 Y551-B UV254 COD 传感器。在您使用前，请详细阅

读本说明书，将对使用及维护本仪器有很大的帮助，并可避免由于操作及维护不当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请遵守本说明书操作规程及注意事项。

为确保本仪器所提供的售后保护有效，请不要使用本说明书规定以外的方法来使用和保养

本仪器。

由于不遵守本说明书中规定的注意事项，所引起的任何故障和损失均不在厂家的保修范围内，

厂家亦不承担任何相关责任。请妥善保管好所有文件。如有疑问，请联系我公司售后服务部门。

在收到仪器时，请小心打开包装，检查仪器及配件是否因运送而损坏，如有发现损坏，请

联系我公司售后服务部门，并保留包装物，以便寄回处理。

当仪器发生故障，请勿自行修理，请联系我公司售后服务部门。



1.1 产品简介

1 产品概述

Y551-B COD 传感器是紫外吸收法 COD 传感器，结合诸多的应用经验，在原基础上进行了

多项升级，不仅尺寸更小，还将原分体清洁刷做到了一体，使安装更方便，具有更高的可靠性。

Y551-B 无需试剂，无污染，更经济环保。可在线不间断进行水质监测。自动对浊度干扰进

行补偿，带有自动清洁装置，即使长期监测依然具有极佳的稳定性。

测试原理：

许多溶解于水中的有机物对紫外光具有吸收作用。因此，通过测量这些有机物对 254nm 波长

紫外光的吸收程度，可衡量水中有机污染物的总量。Y551-B 传感器采用两路光源，一路 254nm 紫外光，

一路 365nm 紫外参比光，能自动消除悬浮物质的干扰，从而实现更稳定可靠的测量值。

传感器特点：

数字传感器，RS-485 输出，支持 MODBUS

无需试剂，无污染，更经济环保

可测量 COD、TOC、浊度及温度等参数

自动对浊度干扰进行补偿，具有极佳的测试性能

带有自清洁刷，可防止生物附着，维护周期更



1. 红色—电源 (VCC)

2. 白色—485 数据线_B ( 485_B)

3. 绿色—485 数据线_A (485_A)

4. 黑色—接地 (GND)

5. 裸线—屏蔽

1.2 线缆定义

（1） 外形尺寸
54x325.5 mm(Φ xL)

（2） 电源
供电电压 12V +/-5 , 电流 <50mA(无清洁动作时)

（3） 传感器电缆
4 线 AWG-24 或 AWG-26 屏 蔽 线 . OD=5mm

1.3 技术参数

名称 参数

接口 支 持 RS-485， MODBUS 协 议

COD 量程 0.75 to 370mg/L equiv.KHP

COD 精度 <5 equiv.KHP

COD 分辨率 0.01mg/L equiv.KHP

TOC 量程 0.3 to 150mg/L equiv.KHP

TOC 精度 <5%equiv.KHP

TOC 分辨率 0.1mg/L equiv.KHP

浊度量程 0-300 NTU

浊度精度 ＜3%或 0.2NTU

浊度分辨率 0.1NTU

温度范围 +5 ~ 45℃

外壳 IP 防护等级 IP68

最大承受压力 1 bar

用户校准 1 或 2 点

电源信息 DC 12V +/-5%，电流<50mA(无清洁刷时)

传感器直径 50 mm

传感器长度 214 mm

电缆长度 10m (默认)

外壳材质 POM 和 316L



Note

在进行操作前请将线缆分散开。

2 安装

2.1 配置

标准配置 数量 单位 备注

COD 传感器 1 支

保护罩 1 个

装配转接头 1 个

线缆 1 根

2.1 安装注意事

1. 悬挂传感器时应避免由于水流造成的传感器撞击墙面或者其他水利设施。如果水流很急，请

固定传感器。

2. 安装传感器，建议离水面深度不超过 2 米。

3. 考虑到水位的波动, 将传感器没入可能的最低水位 30CM 以下。

4. 传感器放置在水里没有气泡的位置。



1.请正确安装保护网罩。

2.请不要用传感器电缆来吊装传感器。

3.吊装附件不要盖住测量面。

2.2 安装步骤：

1.在取出传感器后，需要先给传感器安装一个保护罩，如下图所示（网罩上的 4 颗螺丝需拧紧）

2.保护罩安装完毕后，请按图示进行装配转接头的安装

警告:



3 维护日程和方法

3.1 维护日程

虽然 Y551-B 标配自清洁刷，但恶劣的工况，依然会致使传感器有沾污附着。为保证精确的测量，

清洁很重要，定期进行传感器的清洁，有助于数据的稳定性。

维护任务 建议维护频率

清洁传感器 建议 4-8 周清洁一次

校准传感器（如主管部门有要求） 根据主管部门所要求的维护日程进行

保养并检查自清洁刷 每 18 个月返厂进行检测保养自清洁刷

维护方法

传感器外表面：用自来水清洗传感器的外表面，如果仍有碎屑残留，用湿润的软布进行擦 拭，

对于一些顽固的污垢，可以在自来水中加入一些家用洗涤液来清洗。

检查传感器的线缆：正常工作时线缆不应绷紧，否则容易使线缆内部电线断裂，引起传感 器不

能正常工作。

检查传感器的测量窗口有否有脏污，清洁刷是否转动正常，有无松动。

检查传感器的清洁刷是否有所破损。

连续使用 18 个月，需返厂更换动密封装置。

注意事项

探头中含有敏感的光学部件和电子部件。确保探头不要受到剧烈的机械撞击。探头内部没 有需

要用户维护的部件。

传感器自清洁刷内部带有减速电机，任何情况下不得用外力转动清洁刷，或阻碍清洁转动。较大的

外力因素具有导致减速电机损坏的风险。

传感器固定安装后，外部最好加一个防护网，或者防护套筒，防止悬浮物缠绕在刷子上面，因为刷

子是整圈转动的，加装防护网的时候，应给刷子预留空间。

传感器安装应避免正对着水流，以及较多气泡的位置。



3.2 清洁刷更换

(1) 传感器水平放置，将胶刷转动到与结构面平行

(2) 使用螺丝刀，将螺丝拧出
(3) 摇动胶刷，将胶刷拔出

(4) 将胶刷有凹槽的一侧对准螺丝孔方向，插入到固定孔内，至底部
(5) 重新将螺丝装入拧紧



4 校准

4.1 简述

Y551-B UV254/COD 传感器软件( 详见 modbus 用户手册) 提供了以 mg/L 为单

位的 1 点或 2 点 COD 校准选项。 KHP(邻苯二甲酸氢钾 ， C8H5KO4) ,CAS# 877-24-7，

作为环境研究常用的染色剂, 可用来做 COD 校准。

4.2 准备

（1） 准确称量 1.2754 g 的 KHP 放 入 1000 mL 的烧瓶。 用蒸馏水或去离子水并灌注直

到最高刻度，此溶液包含 1500mg COD.

（2） 取 100 mL 此溶液注入 1000 mL 量程的烧瓶里，然后用蒸馏水或去离子水灌至最高刻度。

摇匀以保证 COD 含量为 150 mg/L 。

（3） 用黑色玻璃瓶保存此浓缩标准液（步骤 2.1）并低温储存防止其分解。. 稀释的标准液（步

骤（2）)需要在准备好后 24 小时内使用。

4.3 校准( 2 点校准)

（1） 恢复用户校准数据为默认, K=1, B=0(详见 modbus 文档).

（2）将传感器放入纯水 (蒸馏水或去离子水)中 并确认所有的光路都浸没在水下 >2cm 且无

气泡。 注意: 不可使用自来水。然后读取 COD 数值，例如 COD= 0.2mg/L,记录为 X。

（3） 将传感器放入 150mg/L COD 溶液内并重复步骤 3.2, 将数值记录为 Y。

（4） 按如下算式记录 K 和 B 值:

K=150/(Y-X), B= - KX

（5） 将 K, B 值写入传感器。

警告: 浊度液有致癌风险，操作时请带手套。



5 常见问题解答

表 5-1 列出了 COD 传感器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办法，如果你的问题没有被列出或者解决方案不能处理你的问题，请联系我

们。

错误 可能的原因 解决方法

数值无变化

刷子异常，传感器感应不到刷

子光感元件

重新上电，观察刷子是否有转动，如无法转动，请联系绥净

工作人员。

检查刷子是否有松动，如果松动，请拧紧清洁刷。

检查刷子是否有被异物所缠绕，清除异物，观察刷子是否正

常。

传感器视窗被外物附着 清洁传感器视窗

测量值过高、过低

或数值持续不稳

定

传感器视窗被外物附着 清洗传感器视窗表面

传感器自清洁损坏 更换清洁刷

表 5-1 常见问题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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