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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在线总磷、氨氮、COD水质自动监测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的属于监测装置技术领域，具体

为一种在线总磷、氨氮、COD水质自动监测装置，

包括过滤池、取样池、进液器、处理器和4G模块，

所述过滤池的输入端通过泵体连接河道，该种在

线总磷、氨氮、COD水质自动监测装置，采用光学

传感器测量河水中COD值、氨氮值，不产生二次污

染，河水先通过抽水泵抽入过滤池，静置沉淀后

抽入到取样池，配合进液器进行杂质有效过滤，

便于杂质阻隔，增加监测的数据稳定性，数据采

样处理后将水质COD值、氨氮值、总磷值通过4G模

块发送到数据库中；便于数据传输和通知，以便

及时处理，确保监测地的水质良好，每一次测量

成功后系统将过滤池和取样池中的水通过排水

阀排进河流，循环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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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在线总磷、氨氮、COD水质自动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过滤池(100)、取样池

(200)、进液器(300)、处理器(400)和4G模块(500)，所述过滤池(100)的输入端通过泵体连

接河道，所述过滤池(100)的输出端通过泵体连接所述进液器(300)，所述进液器(300)的输

出端固定连接所述取样池(200)，所述取样池(200)的电性输出端电性连接所述处理器

(400)，所述处理器(400)的电性输出端电性连接所述4G模块(500)，所述取样池(200)的顶

部开设有取样槽(210)，所述取样池(200)的内部插接有在线COD传感器(230)、在线氨氮传

感器(240)和总磷传感器(250)，所述进液器(300)的内侧开设有内槽(320)，所述内槽(320)

的内部滑动连接有滤板(330)，所述滤板(330)的左侧壁焊接有网框(331)，所述网框(331)

的内侧接触有内板(340)，所述处理器(400)的电性输入端电性连接所述在线COD传感器

(230)、所述在线氨氮传感器(240)和所述总磷传感器(250)，所述处理器(400)的电性输出

端电性连接有水位检测器、过滤池抽水泵(410)、过滤池排水阀(420)、取样池抽水泵(430)

和取样池排水阀(440)、校准池水位检测(450)、校准池抽水泵(460)和存储模块(47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在线总磷、氨氮、COD水质自动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取样槽(210)的底部一体成型连接有底槽(220)。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在线总磷、氨氮、COD水质自动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进液器(300)的右侧壁焊接有组合架(310)，所述组合架(310)通过螺丝与所述取样池

(200)的输出端固定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在线总磷、氨氮、COD水质自动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网框(331)的表面一体成型连接有网孔(332)，所述内板(340)的表面一体成型连接有内

板孔(341)。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在线总磷、氨氮、COD水质自动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取样池(200)的输出端通过泵体连接有校准池(350)。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在线总磷、氨氮、COD水质自动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4G模块(500)的电性输出端电性连接有远程监控水质参数。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在线总磷、氨氮、COD水质自动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处理器(400)的电性输出端电性连接有第一降压模块，所述第一降压模块的电性输出端

电性连接有第二降压模块。所述第二降压模块的电性输出端电性连接有防雷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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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在线总磷、氨氮、COD水质自动监测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监测装置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在线总磷、氨氮、COD水质自动监测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环境监测,是指环境监测机构对环境质量状况进行监视和测定的活动。环境监测

是通过对反映环境质量的指标进行监视和测定，以确定环境污染状况和环境质量的高低。

环境监测的内容主要包括物理指标的监测、化学指标的监测和生态系统的监测。

[0003] 水质监测是监视和测定水体中污染物的种类，各类污染物的浓度及变化趋势，评

价水质状况的过程,监测范围十分广泛，包括未被污染和已受污染的天然水(江,河,湖,海

和地下水)及各种各样的工业排水等，主要监测项目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反映水质状况的

综合指标，如温度，色度，浊度，pH值，电导率，悬浮物，溶解氧，化学需氧量和生化需氧量等；

另一类是一些有毒物质，如酚，氰，砷，铅，铬，镉，汞和有机农药等。为客观的评价江河和海

洋水质的状况，除上述监测项目外，有时需进行流速和流量的测定。

[0004] 目前的水质监测装置通常是在需要监测水质的江河湖水上设置一个浮岛，在浮岛

上设置水质监测的设备，但是江河湖水经常有大风，在大风的作用下，监测设备通常会浸

水，监测设备在经常浸水的情况下会出现损坏的情况，导致监测设备无法正常工作，且现有

的监测装置的监测传感器没有防护装置，在水下容易损坏，缺少过滤方式，同时水质监测站

常规方案是采用化学分析法检测水质，并且一套设备只能检测一种参数，由于主要采用化

学分析法，需要很多种化学试剂来参与反应，并且测试会产生很多有毒废液，这些废液需要

定期收集处理，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同时一套设备只能检测一种参数，当需要检测多种参数

时，只能增加不同的设备，这样就需要另外再盖一个房子来放置这些设备，施工成本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在线总磷、氨氮、COD水质自动监测装置，以解决上述

背景技术中提出的现有的监测设备通常会浸水，监测设备在经常浸水的情况下会出现损坏

的情况，导致监测设备无法正常工作，且现有的监测装置的监测传感器没有防护装置，在水

下容易损坏，缺少过滤方式，同时水质监测站常规方案是采用化学分析法检测水质，并且一

套设备只能检测一种参数，由于主要采用化学分析法，需要很多种化学试剂来参与反应，并

且测试会产生很多有毒废液，这些废液需要定期收集处理，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同时一套设

备只能检测一种参数，当需要检测多种参数时，只能增加不同的设备，这样就需要另外再盖

一个房子来放置这些设备，施工成本高的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在线总磷、氨氮、COD  水质自动

监测装置，包括过滤池、取样池、进液器、处理器和4G模块，所述过滤池的输入端通过泵体连

接河道，所述过滤池的输出端通过泵体连接所述进液器，所述进液器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所

述取样池，所述取样池的电性输出端电性连接所述处理器，所述处理器的电性输出端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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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所述4G模块，所述取样池的顶部开设有取样槽，所述取样池的内部插接有在线COD传感

器、在线氨氮传感器和总磷传感器，所述进液器的内侧开设有内槽，所述内槽的内部滑动连

接有滤板，所述滤板的左侧壁焊接有网框，所述网框的内侧接触有内板，所述处理器的电性

输入端电性连接所述在线COD传感器、所述在线氨氮传感器和所述总磷传感器，所述处理器

的电性输出端电性连接有水位检测器、过滤池抽水泵、过滤池排水阀、取样池抽水泵和取样

池排水阀、校准池水位检测、校准池抽水泵和存储模块。

[0007] 优选的，所述取样槽的底部一体成型连接有底槽。

[0008] 优选的，所述进液器的右侧壁焊接有组合架，所述组合架通过螺丝与所述取样池

的输出端固定连接。

[0009] 优选的，所述网框的表面一体成型连接有网孔，所述内板的表面一体成型连接有

内板孔。

[0010] 优选的，所述取样池的输出端通过泵体连接有校准池。

[0011] 优选的，所述4G模块的电性输出端电性连接有远程监控水质参数。

[0012] 优选的，所述处理器的电性输出端电性连接有第一降压模块，所述第一降压模块

的电性输出端电性连接有第二降压模块。所述第二降压模块的电性输出端电性连接有防雷

模块。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该种在线总磷、氨氮、COD水质自动监测装

置，通过配件的组合运用，包括降压模块、防雷模块、处理器模块、4G模块和检测模块，采用

光学传感器测量河水中COD值、氨氮值，不产生二次污染，河水先通过抽水泵抽入过滤池，静

置沉淀后抽入到取样池，配合进液器进行杂质有效过滤，便于杂质阻隔，增加监测的数据稳

定性，数据采样处理后将水质COD值、氨氮值、总磷值通过4G模块发送到数据库中；通过系统

PC端或手机APP客户端，用户可设置所监测参数的安全值域，一旦前端传感器监测到某处水

质参数超过安全值域，系统将发送报警信息通知用户，以便及时处理，确保监测地的水质良

好，每一次测量成功后系统将过滤池和取样池中的水通过排水阀排进河流，循环性好。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整体框架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发明取样池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本发明进液器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为本发明滤板结构示意图。

[0018] 图中：100过滤池、200取样池、210取样槽、220底槽、230在线COD传感器、240在线氨

氮传感器、250总磷传感器、300进液器、310组合架、320  内槽、330滤板、331网框、332网孔、

340内板、341内板孔、350校准池、  400处理器、410过滤池抽水泵、420过滤池排水阀、430取

样池抽水泵、440  取样池排水阀、450校准池水位检测、460校准池抽水泵、470存储模块、

5004G  模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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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0] 本发明提供一种在线总磷、氨氮、COD水质自动监测装置，通过配件组合运用，满足

水质监测系统的小型化、精准度高、高可靠性及维护简单、维护成本低，请参阅图1-4，包括

过滤池100、取样池200、进液器300、处理器  400和4G模块500；

[0021] 请再次参阅图1-4，过滤池100与进液器300，具体的，过滤池100的输入端通过泵体

连接河道，过滤池100的输出端通过泵体连接进液器300，进液器300的输出端固定连接取样

池200，取样池200的顶部开设有取样槽210，取样池200的内部插接有在线COD传感器230、在

线氨氮传感器240和总磷传感器250，进液器300的内侧开设有内槽320，内槽320的内部滑动

连接有滤板330，滤板330的左侧壁焊接有网框331，网框331的内侧接触有内板340；

[0022] 请再次参阅图1，处理器400电性连接取样池200，具体的，取样池200 的电性输出

端电性连接处理器400，处理器400的电性输入端电性连接在线  COD传感器230、在线氨氮传

感器240和总磷传感器250，处理器400的电性输出端电性连接有水位检测器、过滤池抽水泵

410、过滤池排水阀420、取样池抽水泵430和取样池排水阀440、校准池水位检测450、校准池

抽水泵460  和存储模块470，在线氨氮传感器240是一种基于PVC膜制作的铵离子选择电极，

用于测试水中的铵离子含量,带有温度补偿，确保测试做到快速、简单、精确和经济，在线

COD传感器2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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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准确测量水中溶解的有机污染物的总量，COD-208

在线COD传感器采用两路光源，一路254nm紫外光，一路365nm紫外参比光，能自动对光路衰

减进行补偿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颗粒状悬浮物杂质的干扰，从而实现更加稳定可靠的测

量，总磷传感器基于分光光度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水样与过硫酸钾在消解池中于120

～124℃进行反应，使水中不同形态的含磷化合物转化为正磷酸盐。正磷酸盐与钼酸铵反

应，在锑盐存在下生成磷钼杂多酸后，立即被坏血酸还原，生成蓝色的络合物；

[0023] 请再次参阅图1，4G模块500电性输入端电性连接处理器400，具体的，处理器400的

电性输出端电性连接4G模块500，4G模块500的电性输出端电性连接有远程监控水质参数；

[0024] 在具体的使用时，首先在过滤池100的两端分别连接河道和取样池200，并在取样

池200与过滤池100之间组合进液器300，进液器300中具有滤板  330，滤板330中具有携带网

孔332的网框331和携带内板孔341的内板340，在取样池200中具有在线COD传感器230、在线

氨氮传感器240和总磷传感器  250，且以上传感器电性连接处理器400，处理器400分别与过

滤池抽水泵410、过滤池排水阀420、取样池抽水泵430和取样池排水阀440、校准池水位检测 

450、校准池抽水泵460电性连接，便于检测水的抽取过程的完成，同时处理器400电性连接

存储模块470和4G模块500，便于进行数据存储的同时可进行远程数据的传输，便于远程提

示。

[0025] 请再次参阅图2，为了便于增加取样槽210的存量，具体的，取样槽210 的底部一体

成型连接有底槽220。

[0026] 请再次参阅图2-3，为了便于进液器300与取样池200组合，具体的，进液器300的右

侧壁焊接有组合架310，组合架310通过螺丝与取样池200的输出端固定连接。

[0027] 请再次参阅图4，为了达到过滤的效果，具体的，网框331的表面一体成型连接有网

孔332，内板340的表面一体成型连接有内板孔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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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请再次参阅图1，为了便于增加数据监测的准确性，具体的，取样池200 的输出端

通过泵体连接有校准池350。

[0029] 请再次参阅图1，为了配合放电模块连接组合，具体的，处理器400的电性输出端电

性连接有第一降压模块，第一降压模块的电性输出端电性连接有第二降压模块。第二降压

模块的电性输出端电性连接有防雷模块。

[0030] 虽然在上文中已经参考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描述，然而在不脱离本发明的范围

的情况下，可以对其进行各种改进并且可以用等效物替换其中的部件。尤其是，只要不存在

结构冲突，本发明所披露的实施例中的各项特征均可通过任意方式相互结合起来使用，在

本说明书中未对这些组合的情况进行穷举性的描述仅仅是出于省略篇幅和节约资源的考

虑。因此，本发明并不局限于文中公开的特定实施例，而是包括落入权利要求的范围内的所

有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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