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ORG FISCHER +GF+

+GF+ SIGNET pH/ORP 电极操作说明书

咨询热线：０７５５－８９８００９１７

安全说明：(在线使用)
1
1 禁止从带压管道上拆卸；
2 禁止使用工况超过最大压力和温度；
2
3 管道安装件必须由合格焊工安装；
4 没有以下安装说明书，禁止安装和操作；
5 安装和操作时，戴上护目镜和防护面罩；
6 禁止改变产品结构。

警告！
当使用化学品或具有溶解能力
的物品时，一定要小心，适当
地保护眼睛、脸、手、身体并
且可以呼吸。

1 电极特性
在水和废水处理过程中，为了获得最大的可靠性，
+GF+ SIGNET pH/ORP 电极按如下特性安装。
· 与参考电极联合测量
· 为了减少干扰电势加长参考路线
· 为了精确的温度补偿温度电阻(3KΩ Balco)
安装在合适的位置
· 对于简单安装采用钮锁连接
· 平头表面易于清洗且减少淤塞的可能性

2 避免的情况
所有 pH/ORP 电极和电池一样有寿，下列信息将
有助于使电极寿命最长。

2.1 避免的情况
·高温、强酸或腐蚀剂会缩短电极寿命，任何时候
都应避免极限温度。
·有污物(如蛋白质)覆盖在玻璃或接触面会妨碍正
常的操作。
·不要将电极头保存在去离子水中。
·不要将电极放在低于－12℃(10ºF)的环境中，否
则电极会脱水损坏。
·不要刮或将沙粒涂在玻璃电极表面。
·小心玻璃电极的表面。玻璃非常细，应避免意外
损坏。

注意：+GF+ SIGNET 3-2720
pH/ORP 前置放大器钮锁密封设计会保证
电极连接器表面清洁且干燥。
不允许将未密封的前置放大器或电极长时
间暴露在湿润和腐蚀性的环境中，为了保
证密封连接，通常使用润滑的 O 型圈。
维护电极和前置放大器时，在电极未连接
和安装前用清洁的干布擦干连接面。

2.2 沉入安装注意事项
·为了能够取出进行定期的清洗和再校正应将电极
和放大器安装在一个空间较大的位置。应保证电
极玻璃头在任何时候都完全浸在水中。

2.3 在线安装注意事项
· pH 和 ORP 电极在流动液体中反应效果好，流速
低于 4ft/s 可使电极有最大的寿命和达到最佳的性
能。电极内部测量室内有一根浸在液体中的线和
少量的空气。为了保证正确的感应，电极必须垂
直±30º安装，大于±30º将会影响其性能。
·为了避免脱水，在系统维护和保存时，将电极头
放在 pH＝4 的缓冲溶液中。
· 安装在水箱出口附近但要远离有反应物的区域。
适当以保证充分中和，建议保持 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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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电极：
1 校准标记，将电极插
入放大器本体中
2 向右转动，锁住电极

拆下电极：
1 向左旋转，从放大器
将电极解锁
2 对准标记，拔出电极

当电极和放大器
倒置时不要拆开
组件以免水分流进放
大器连接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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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H 电极校正

4.ORP 电极校正

所有 pH 电极的设计都保证在其使用期间均为线性的，以下
说明电极的正确操作。

所有 ORP 电极的设计都保证在其使用期间均为线性的，以
下说明电极的正确操作。

3.1 偏移(标准)

4.1 偏移(STD)

电极发生偏移的原因有：
· 参比电极连接错误
· 电极老化或缓冲溶液污染和电线损坏
由于 pH7@25℃的缓冲溶液理论输出为 0mV，偏移可以很
容易发现。不等于 0mV 的
值就是 pH 电极的偏移(例
如：+0.08mV)
pH 电极的偏移
缓冲溶液： pH7 的缓冲溶
液@25℃
· 理论值：pH 7=0.0mV
· 新 值：pH 7=±15mV
· 可靠值：pH 7=±50mV
电极偏移大于±50mV 表明
电极需要清洗或更换，详见
第 5 节维护与清洗。

电极发生偏移的原因有：
· 参比电极连接错误
· 电极老化或缓冲溶液污染和电线损坏
由于 pH7@25℃的醌氢醌饱和缓冲溶液理论输出为
+87mV，偏移可以很容易发现。不等于+87mV 的值就是
ORP 电极的偏移(例如：+90mV)。 醌氢醌是 ORP 电极可
以测量的氧化剂，校正时需要。配置饱和溶液可以在 50mL
的 pH 缓冲溶液中加入 1/8 克的醌氢醌。
ORP 电极偏移：
缓冲溶液： pH7@25℃的醌氢醌饱和缓冲溶液
· 理论值：pH 7=+87mV · 新 值：pH 7=±15mV · 可靠
值：pH 7=±50mV
电极偏移大于±50mV 表明电极需要清洗或更换，详见第 5.2
节。

3.2 斜率(SLP)
电极斜率是每单位 pH 值的 mV 值。25℃时理论斜率是
59.16mV/pH。温度会对电极斜率有明显的影响，可靠的仪
表需要包含温度补偿，下表列出了无温度补偿时 pH 值的误
差。

建议：
· 在电极标准校正(STD)和斜率校正(SLP)前先要校正溶液的
温度。
· 电极 mV 偏移将在全部 pH 范围内，而电极斜率一般不受
偏移改变的影响(例如 pH7=+10mV，pH 4=+187mV)；斜
率＝＋177mV。
· 电极表面有附着物会影响电极斜率，详见第 5 节维护与清
洗。
· pH 值是 4，7 和 10 的溶液的输出都在 0mV 左右表明该电
极短路，电极需要更换。
3.3 反应时间和稳定性
· 新的玻璃管电极：95％反应时间≤3s
· 新的玻璃平头电极：95％反应时间≤5s
反应时间和稳定性受 pH 电极玻璃表面(ORP 电极-铂金表面)
的状况、参比电极的连接和参比溶液的影响。通过清洗电极
玻璃表面( ORP 电极-铂金表面)和电极连接处可时电极恢复
到可以使用的水平。
电极 mV 值应稳定在±3mV。以下情况会导致 mV 值产生波
动：
1.电极有附着物
2.流量过大(>4f/s)
3.接地错误
3A.将电极从使用溶液中取出，放入 pH4,7 和 10 的缓冲
溶液或过程溶液的烧杯中进行测试，这样可以检测接地的错
误。如果在烧杯中正常操作，而仍不稳定，接地可能有错
误。
3B.使用带隔离的输入和输出的仪表可以有稳定的运行。
3C.溶液接地可以有稳定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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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斜率(SLP)
ORP 电极斜率错误通常是由于铂金电极表面被污染导致。
清洗电极表面可以恢复正常测量值、反应时间和稳定性。
正常 ORP 值

许多系统需要 pH 和 ORP 的校正。为了减少校正缓冲溶液
的使用，建议现使用 pH7 和 pH4 的缓冲溶液进行 pH 的校
正，之后，用加入醌氢醌后的同样的缓冲溶液进行 ORP 校
正。醌氢醌是 ORP 电极可以测量的氧化剂，校正时需要。
配置饱和溶液可以在 50ml 的 pH 缓冲溶液中加入 1/8 克的
醌氢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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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性附着物： 可以用化学方法除去。用最少的强化学药
5. 维护与清洗
5.1 维护
扰动可能影响 pH 和 ORP 电极的寿命。因此，建议为了趋
势分析要做维护记录。当电极装在盒中时，放平增大玻璃表
面的水合，保证在任何时候玻璃表面湿润。在系统内部维护
时，将电极头浸在 pH4 的缓冲溶液中。回水湾可以确保液
体在电极周围，在线应用时电极应与其垂直。如果电极发生
水合，将电极头浸在 pH4 的缓冲溶液中 24－48 小时，然后
用肉眼观察电极表面裂缝、膨胀或变色。

剂，它可以在不破坏制造材料的情况下，2 分钟内除去污染
物。例如用 5％的盐酸溶液除去碳酸钙。

·油性或有机附着物： 可以用清洗剂或不破坏制造材料
的溶剂除去。例如可以用异丙胺但丙酮禁止使用以避免破坏
CPVC 电极本体。
·ORP 电极表面(铂金杆)： 可以用 600 沙湿和干的硅
或碳化物砂纸、磨粉步或好的铁绒轻轻的打磨。

5.2 清洗
清洗技术与玻璃电极表面的附着物类型有关。

·软性附着物： 通过搅动或用清洗剂或溶剂直接喷射在玻
璃电极表面，氯漂白剂或柔性清洗剂也可以使用。清洗后，
用清洁的水清洗电极。

警告！
当使用化学药品或溶剂时，应小心眼睛、脸、
手、身体和保证正常的呼吸。

6. 特性
pH/ORP 电极
特性：
接触部分
电极本体：CPVC
O 型 圈：氟橡胶
电极连接：多孔的 UHMW 聚丙烯
质量标准：CE
最大压力/温度：
· 7bar(100psi)@≤65℃(149ºF)
· 4bar(58psi)@85℃(185ºF)

+GF+ SIGNET 2714/2714-HF/2716/2716-DI pH 电极
电极头：2714/2714-HF(平型)
2716/2716-DI(管型)
范围：0-14
反应时间：25℃时变化 95％<5s(标准校正)
参比电极
连接型式：同轴型
结合电解液：2714/2714-HF/2716：3.5Mol KCl(前)，带 AgCl 的 3.5Mol 饱和 KCl(后)
2716-DI：0.1Mol KCl(前)，带 AgCl 的 3.5Mol 饱和 KCl(后)，
参比电解液：Ag/AgCl
钠误差：pH12 没有，pH13<0.2
效率：≥97%@25℃(77ºF)
偏移电压(新)：±15mV 或±pH0.25
阻抗：
+GF+ SIGNET 2714/2714-HF：300-500MΩ@25℃(77ºF)
+GF+ SIGNET 2716/2716-DI：50-100MΩ@25℃(77ºF)

+GF+ SIGNET 2715/2717 ORP 电极
电极头：2715(平的铂金线/玻璃密封)
2717(铂金带/管型)
范围：-999-1999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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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时间：25℃时变化 95％<5s(标准校正)
偏移电压(新)：±15mV
参比电极
连接型式： Ag/AgCl 双连接
连接材料：多孔聚丙烯
结合电解液：3.5Mol Gel(前)，带 AgCl 的 3.5Mol 饱和 KCl(后)

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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