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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述  

1. ORP 简介 

氧化还原电位，简称 ORP （是英文 Oxidation-Reduction Potential

的缩写）或 Eh。ORP 作为介质（包括土壤、天然水、培养基等）环

境条件的一个综合性指标，已沿用很久，它表征介质氧化性或还原性

的相对程度。 

2. 工作原理 

传感器由参比电极和 ORP 测量电极组成，参比电极提供参考电

压，测量电极测量相对电压。通过算法处理得到被测水体的氧化还原

电位。 

3. 传感器特点 

专利的 ORP 探头，内部参比液在至少 100KPa（1Bar）的压力下，

极其缓慢的从微孔盐桥中渗出，其正向渗出持续 20 个月以上。这样

的参比系统非常稳定，电极寿命比普通工业电极成倍延长。 

4. 应用场景 

湿地公园，污水处理，渔业，农业等场景的在线水质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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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技术参数 

产品名称 在线氧化还原电位传感器 

产品型号 NH160 

量程范围 -1500～+1500mV 

分辨率 1mV 

精度 ±6mV 

工作温度 0～65℃ 

工作压力 ＜0.1MPa 

供电 12～24VDC ±10% 

信号输出 RS-485(Modbus/RTU) 

接液材质 PPR 

安装方式 浸入式安装，3/4" NPT螺纹 

功耗 ＜0.5W 

防护等级 I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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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接线 

 

 

四、 485 通讯 

波特率为 9600bps，8 位数据位，1 位停止位，无校验位。（波

特率等参数可以定制）。 

1. 寄存器定义 

寄存器地址(Hex) 寄存器内容 功能码 

0x00     测量值 03/04 

0x42 设备地址 03/06 

 

2. 附加示例  

1.读取测量值(从设备地址 06号)： 

请求帧：01 04 00 00 00 01 31 CA；  

应答帧：01 03 02 00 78 B8 66； 

ORP 值：00 78 表示十六进制读数 ORP值，转换成十进制测量值为

120。 

 

蓝 

红 绿 

黄 

 
 

控制系统 

二次仪表 

 RS485  A  B 

 
＋  － 

电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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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探头尺寸 

 

六、 安装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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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仪器保养 

ORP 电极在测量时，应先在正蒸馏水中（或去离子水中）清洗

干净，并用滤纸吸干水分，防止杂质带进被测液中，电极的 1/3 应插

入被测溶液中。 

电极不用时应洗净，插入加有 3.5mol/L 氯化钾溶液的保护套,或

将电极插进加有 3.5mol/L 氯化钾溶液的容器中。 

检查接线端子处是否干燥，如有沾污，请用无水酒精擦拭，吹干

后使用。应避免长期浸泡在蒸馏水或蛋白质溶液中，并防止与有机硅

油脂接触。使用时间较长的电极，它的玻璃膜可能变成半透明或附有

沉积物，此时可用稀盐酸洗涤，并用水冲洗。电极使用时间较长，出

现测量误差时，须配合仪表进行标定，进行校正。 

当用以上方式对电极进行维护和保养时仍不能进行标定和测量

时，说明电极已经失效，请更换电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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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使用注意事项 

1.使用前请先完整阅读本说明书； 

2.不按线序接线,可能造成该设备及连接该设备的仪器损坏； 

3.输入电源超过该设备的最大接入电源时,将造成该设备的损坏； 

4.切勿带电接线，接线完毕检查无误后方可通电； 

5.使用时不要随意改动产品出厂时已焊接好的元器件或导线； 

6.传感器属于精密器件，用户在使用时请不要自行拆卸、用尖锐物品

或腐蚀性液体接触传感器表面，以免损坏产品； 

7.请检查包装是否完好，并核对产品型号是否与选型一致； 

8.请保存好检定证书和合格证，维修时随同产品一同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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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用户反馈表 

购买日期  

用户名称  电话  

联系人  传真  

通讯地址/邮编  

使用情况  

建   议  

注明：表中所涉及的个人信息未经您的许可我们不会对外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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