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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传感器 传统柜式分析仪 

离开实验室，离开复杂和高性能的柜式分析仪而转到可

靠而简单的在线监测技术。在这种技术中，首当其冲的

要属浸没式光谱仪，这是未来水质管理中的一个“大趋

势”。 

我们对它充满信心。SA-9 光谱探头几乎无需维护，非常

坚固耐用，可在数年内全天候连续执行测量，可完全满

足操作人员的愿望。它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将针

对各种测量参数对它们进行详细介绍。 

 光谱仪 光度计 柜式分析仪 

准确度 ★★★ ★ ★★★★ 

稳定性（漂移） ★★★★ ★★★ ★★ 

校准工作量 ★★★ ★★ ★★★★ 

维护工作量 ★★★★★ ★★★★ ★ 

购买成本 ★★★ ★★★ ★★★ 

操作成本 ★★★★★ ★★★★ ★ 

用于检测有机化学组分的各种方法比较 
 

这类仪器在过去 30 年中被用于测量绝大多数化学参

数。这类仪器总是有利于厂商一方（提供消耗品）而不

利于客户。它们常常只能通过综合服务合同来保持正常

运行，并且会消耗化学试剂和备品备件，并且污染环境，

使用中需要十分注意。通常价格很高，但实际运行并不

可靠。往往使用一段时间后，用户就会关闭仪器。 

连续光谱传感器 简单的双波长光度计 

具有几个优于简单光度计探头的关键优点： 

1) 一次最多可测量8 个主要参数。这种灵活性允许针对

您现在或许尚未考虑的未来的应用，预留参数扩展空间。 

2) 在交叉灵敏度方面，测量更加稳定，因此在全部数量

级上比光度计探头更加精确，尤其是在复杂的应用中性

能更为突出。 

3) 甚至在特殊应用中，也存在与待测物质具有良好相关

性的光谱范围。在水的组成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也

只需要进行一次新的光谱校准。 

4) 可以在水体背景矩阵发生波动的情况下，识别大量物

质，并通过化学计量方法分别定量（如苯-甲苯-二甲苯、

酚类、有机溶剂、香味剂等），而简单的光度探头根本

无法进行这种测定。 

5) 可以区分总物质和溶解物质： 

我公司产品使用了的复杂的数学算法模型，可以可靠地

进行区分，即使不进行校准也可获得很好结果。 

6) 通过智能“光谱报警”，可检测到与正常状况之间存在

的偏差（“事件检测”）并提供相关报警信号。这种方法已

在世界范围内被接受并应用，例如，应用于饮用水和地

表水水质安全报警系统，以及工业排放监测系统中。 

 

尽管有很多缺点，但至今仍广泛应用，可能只是因为长

期以来没有测量有机污染物更好的替代方法（利用254 

nm处的紫外吸收和有机物的相关性）。同时，也有硝酸

盐监测的类型（例如，在220 nm 处具有紫外吸收相关

性）。 

这类探头一般只能测量一个参数，如果要测量其它物质，

就必须更换光学滤光片，这是很大的工作量。随后，这

个探头就可以转换另一种参数的测量模式，不具有测量

的灵活性。对于新排放到污水系统中的工业废水，无法

进行COD 值测定。 

不过，对于清洁水体和组分稳定的水质，有时可能获得

良好结果。但是，如果水中浊度发生波动，则必须通过

另外一个波长测量进行补偿，即便如此，也无法达到全

光谱补偿的效果（见图）。而这种类型的传感器的，价

格也达到了连续光谱分析仪的价格水平。 

由于这些探头仅限于单一参数测量，因此与光谱探头相

比具有根本的价值劣势。这些简单的探头不能应付水质

背景矩阵的波动，它们所提供的结果与真实浓度或参考

方法相比，常常没有很好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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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V-Vis连续光谱解决方案 常规解决方案 

UV-Vis连续光谱分析仪可测量大部分有机化合物（因为这

些化合物在物理化学性质上与 TOC 分析仪中的紫外氧

化相似），通常与参考测量具有非常好的相关性，据估

计涵盖了80%以上的生活污水测量应用。与 TOC 分析中

的其它氧化方法的相关性也很好；当然与所有方法一样，

也存在某些限制。但我们的专家可以从经验上判断预期

相关性的好坏程度，并帮助您根据结果进行优化。实验

室 COD 值或 TOC 值与光谱方法测定的数值之间的相

关性可到达到90%以上，结果基于参考样品的取样。如果

没有相关性或结果不令人满意，请与我公司联系（电子

邮件：lxj@delta-phase.com.cn） 

很多应用中，总COD 和溶解性COD 之间的差别或 TOC 

和 DOC 之间的差别是非常重要。这个差别通过光谱算法

计算出固体物的物理一致性，而这种光谱算法通过数千

次的实践证明是可行的。（请见下一页上的图） 

连续光谱分析法另外还有一个明显优点：它不仅可对以 

COD 或 TOC 表示的总有机物的浓度变化进行定量，而

且还可以识别出有机物的不同类别，甚至可检测引起这

种变化的各种有机物质。甚至还可在“事件检测系统”中区

分“正常”和“不正常”（大多是不需要的）的有机组成。 

UV-Vis连续光谱探头现在已被很多国家的公共机构作为 

COD 或 TOC 的替代测量方法所接受，这种强烈的趋势

仍在继续。 

COD 的传统测定是将水样与各种氧化剂（对环境有不同

的危害）混合处理后进行的。例如，使用氧重铬酸盐作

为氧化剂（在生活污水测定应用中可达 90%以上）或三

价锰盐（在生活污水测定应用中可达80%）。为了标准方

法尽可能保持接近，实验室方法几乎未做任何更改而被

照搬到现场分析仪上。这些方法在过程和现场应用中并

不实用，分析仪通常价格较高，操作复杂，结果不太可

靠，并且对环境有害，常常不符合法规标准的要求。且

实际所取得的测量质量大都远远低于规定要求，因为很

少有用户会花费大量时间保持这些仪器可靠运行。即使

这些仪器工作十分正常，它们的可用性以及所取得的准

确度也仍远低于连续光谱探头，这是因为测定过程较为

复杂，对于产生的偶然和系统误差无法进行控制。 

因此，UV-Vis连续光谱分析仪的应用领域，就是取代现有

的COD 柜式分析仪的。 

TOC 分析仪的缺点与此类似。另外，TOC分析仪因其方法

的局限性，仅有一部分有机化合物被氧化，同样对于应

用紫外光进行消解的这部分化合物也可很好地被光谱探

头检测到。而且光谱探头是环境友好型产品，备受欢迎。 

我公司提供的 BOD 光谱分析法与广泛采用的 BOD 与 

UV254 之间的简单相关性的方法是明显不同的，其它厂

商所采用的方法，通常情况下的测量是不可靠的。在原

理上，它并不是跟踪微生物的呼吸作用（标准测量），

而是直接测量有机化合物中容易被消化分解的部分。光

谱算法是针对数千份水样的各种水质状况进行开发的，

它们基于易于被生物利用的发色团含碳化合物（如蛋白

质、酸等）的光谱吸收的光谱积分，光吸收的波长范围

如下一页的图中所示。 

我们建议在测量站初始化时，通过与一个参考方法对 

BOD 进行比对校准（与其它光谱参数相反） 

实验室 BOD 和通过光谱法测定的在线数值之间的相关

性应优于 85%。如果相关性较差或没有相关性，请与我

公司技术支持中心联系，我们将通过进行参考测量和/或

专门为您创建新的校准参数，以期获得实际测量中更好

的相关性。 

虽然 BOD 是一个重要的参数，尤其是对于污水处理厂的

设计和布局；但它的取样、制备和分析却很困难。主要

原因也是很明显的。 

我们要与微生物打交道，而微生物的活性会因水质和实

验条件的不同而发生很大变化，因此测量结果具有很大

离散性。BOD 通常是通过检测微生物的呼吸作用消耗的

氧气浓度来测量的，或通过氧气压力来间接测量。另外，

在低浓度范围内或在存在抑制剂的情况下进行测量常常

会产生问题。 

柜式BOD 分析仪尤其不会按照标准来方法测量 BOD 浓

度，必须首先将它们与“真实的”BOD 数值进行对比，并

相应进行校准。 

维护的工作量可能会很大，这就是人们很少对在线测量 

BOD 抱有热情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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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V-vis连续光谱解决方案 常规解决方案 

NO3-N 

根据采用的方法，一个光谱探头可以比简单的光度探头

具有更高的准确度和稳定性以及更低的交叉灵敏度来测

量硝酸盐浓度（见下图）。因此，我公司提供的Uv-vis连

续光谱探头已被广泛用作简单光度探头或 ISE 探头的参

考。我公司UV-vis光谱探头可无需校准，并在很多应用中

准确测量和显示硝酸盐浓度值。一些应用中的检测限在 

0.005 mg/l (!) 范围内，甚至在总固体物 (TS) 负荷高达 

15 g/l 的 SBR 反应器中，检测限仍要优于 0.2 mg/l。对

于后者的高度浓度废水，建议的测量光程长度仅为 0.5 

mm。尽管如此，也可进行准确测量，并在测量间隙进行

可靠清洗。 

UV-Vis连续光谱探头测量的硝酸盐浓度值在水质背景矩

阵发生波动的情况下也极为稳定。例如，使用同一台仪

器准确测量多个水流中的硝酸盐浓度，而无需进行本地

校准，这种测量不会受到每日、每周或每个季度中水质

波动的干扰。 

虽然价格高于传统的ISE 探头的价格，但在不到一年或两

年的操作中就可以得到补偿，随后很多年的操作都不会

出现问题，几乎实现免费测量，不会因此而担心。您不

久就根本不用再考虑 nitro::lyser™日常维护工作，而且，

这些测量值将成为您每日工作的基础。 

 光谱仪 光度计 ISE 

准确度 ★★★ ★ ★★★★ 

稳定性（漂移） ★★★★ ★★★ ★★ 

校准工作量 ★★★ ★★ ★★★★ 

维护工作量 ★★★★★ ★★★★ ★ 

购买成本 ★★★ ★★★ ★★★ 

操作成本 ★★★★★ ★★★★ ★ 

硝氮各分析方法比较 
 

 

硝酸盐目前几乎已不使用柜式分析仪进行测量，因为也

存在着一些缺点（液体取样、试剂消耗、维护工作等）。

目前已有一些认可的替代方法。 

光学探头已在全球范围内的接受和成功应用，因此现在

不使用柜式分析仪，也可以对硝酸盐进行监测。离子选

择电极 (ISE) 由于价格较低，目前也在硝酸盐测量中得到

大量应用。 

不过，与铵离子电极膜相比，目前的硝酸盐离子膜不太

实用，需要更多的维护，并且更容易漂移，需要频繁重

新校准和更换。因此，离子选择电极ISE 方法目前不适用

于污水处理厂的水质合规性监测，也不适用于淡水中的 

NO3- 监测，在低浓度范围内，会产生严重漂移。与铵离

子选择电极结合使用，NO3- ISE 探头作为营养盐去除过

程控制监测的一个可选方案。与光学探头相比，在很短

的时间内，其价格优势是明显的。但在不到两年的使用

时间之后，这种优势就会因消耗品的成本以及校准和更

换电极而丧失。而在 10 年的使用之后，考虑到总的维

护时间和消耗品成本，一个 ISE 探头的成本将达到一个

光学探头成本的两倍或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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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V-Vis连续光谱解决方案 常规解决方案 

UV-Vis连续光谱分析仪将硝酸盐和 COD 测量组合在一

个探头中，并且与参考方法有着良好的相关性。 

对于水处理厂中控制和检测营养盐去除的操作人员，以

及对于对污染物排放状况（N02--N 对于鱼类是一种有毒

物质）进行监测的生态学家来说，都开辟了全新的应用

前景。硝酸盐浓度的存在与波动是衡量生态过程受到干

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即抑制剂的存在）。 

这是第一次将 COD 或 TOC、硝酸盐和亚硝酸盐的测量

组合到一个探头中（见旁边的图），并应用到水处理厂

的操作和控制中，从而对营养物的去除过程进行完整和

详细的诠释。 

直到最近，亚硝酸盐几乎完全是使用柜式分析仪、通过

费力的比色方法进行测量的。例如，在加入偶氮显色剂

和完成反应之后，通过光度测量方法进行测量。亚硝酸

盐柜式分析仪也具有前面已讨论的原理上的缺点（机械

取样、试剂消耗、维护工作、环境污染、成本等）。 

由于工作量和成本上的原因，迄今为止，亚硝酸盐的测

定方法尚未被广泛采用，虽然很多应用都需要测定这种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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