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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厦门市吉龙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入海多参数水质总量

分析系统

一、技术适用范围

适用于入海多参数水质总量分析及野外其它水质应急

分析。

二、技术原理及工艺

该技术装备由高精度传感器、云平台数据系统、紫外增

强型检测器、复合光源比色系统、多环流路分析水路系统组

成。通过试剂管路、样口、废液管路等多条管路的设计，加

上多路流通阀形成进样回路、气液排路及循环回路。多组水

样在比色池中进行显色复合光源发出光源，比色系统读取水

质的吸光度值。可测量参数包括：常规五参数、NH3-N、NO2-N、

NO3-N、PO4-P、 TN、TP、CODMn、Cr
6+
、Cu

2+
、Ni

2+
、Mn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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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路线图

三、技术指标

关键技术：高精度传感器；云平台数据系统；紫外增强

型检测器；复合光源比色系统；多环流路分析水路系统。

技术指标：检测参数包括常规五参数、NH3-N、NO2-N、

NO3-N、PO4-P、TN、TP、CODMn、Cr
6+
、Cu

2+
、Ni

2+
、Mn

2+
；检测

限≤5%FS；重复性≤±5%；零点漂移≤±5%FS；量程漂移≤

±5%FS。

四、技术特点及先进性

（一）通过云平台数据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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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将通过微信或短信发送报警信息通知用户，以便及

时处理，确保蓄水池、水库、湖泊、海洋、河流的水质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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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设置监测时段，自动采集，无需人工看顾，系统自动生成

数据图表，用户可直观了解水质变化情况。

（二）采用紫外增强型检测器，具有可抑制红外灵敏度、

暗电流较低、响应一致性较好的特点。

（三）采用多路流通阀门形成多路运行流路，可测量多

个参数，并且避免各参数测定互相干扰。

五、推广前景

当前，我国海洋信息化建设正处于由“数字海洋”向“智

慧海洋”发展的阶段，在对入海水质污染物进行全面感知理

解的基础上，进而提供智慧交互服务。按国家海洋局和行业

数据库的统计资料显示，未来 25 年入海水质污染物监测领

域的市场容量为 2800 亿人民币。入海多参数水质总量分析

系统可以完全应用在生态环境监测系统上，预计未来 5 年市

场容量为 120 亿人民币。按照市场占有 8%的份额计算即可到

达 9.6 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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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山东省科学院海洋仪器仪表研究所海洋生态环境在线

综合监测系统

一、技术适用范围

适用于海洋环境监测、调查、防灾减灾。

二、技术原理及工艺

该技术装备由高集成度的海水采集分配系统贯穿并整

合，集成生态监测传感器或在线分析仪器，通过智能化的控

制、采集、存储、发送一体化系统控制监测仪器实现海洋生

态参数的在线分析测定和传输。该系统能够实现多参数同时

监测，监测参数基本覆盖了常规海洋生态监测参数（温度、

盐度、浊度、COD、TOC、叶绿素、DO、pH、营养盐、水中油

等）。

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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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指标

关键技术：高集成度海水采样分配系统；适用于海洋生

态环境现场或原位分析的仪器和传感器；传感器与水样采集

分配系统的集成技术研究；智能化的控制、采集、存储、传

输一体化系统。

技术指标：

叶绿素测量范围：0.1μg/L～100μg/L Chl，0～100% 满

量程荧光单位（%FS）；分辨率：0.1μg/L Chl，0.1% FS；

准确度：0.1μg/L～10μg/L，＜5%; 10g/L～100μg/L，＜

15%；

浊度测量范围：0～1000NTU；分辨率：0.1NTU；准确度：

±0.3NTU 或 2%；

溶解氧测量范围：0～15mg/L；灵敏度：0.4mg/L；测量

时间＜30s；

pH 测量精度：1%，测量范围：7.00～8.60；测量时间＜

4min；

亚硝酸盐、磷酸盐测量范围：0.2μmol/L～20μmol/L；

测量准确度：浓度≤2μmol/L 时，＜3%；浓度＞2μmol/L

时，＜5%；测量时间＜30min；

铵盐、硝酸盐、硅酸盐测量范围：0.5μmol/L～40μ

mol/L；测量准确度：浓度≤2μmol/L 时，＜3%；浓度＞2

μmol/L 时，＜5%；测量时间＜30min；

石油污染物测量范围：0～500mg/L；分辨率：0.1mg/L；

准确度：0～50mg/L，＜5%; 0～500mg/L，＜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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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 测量范围：0.2mg/L～10mg/L；测量准确度：±10%；

测量时间＜5min；

系统集成观测参数＞10 个；观测频率＞4 次/d；单次观

测时间＜1.5h/次。

四、技术特点及先进性

具有稳定可靠、在线连续、低维护、高集成度等特点。

五、推广前景

我国海疆辽阔，现阶段海洋环境调查主要依靠海洋站、

定期走行和浮标系统，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近岸海洋测站

110 余个，6 米以上在位浮标 124 个，科考船 10 余艘，99%

以上不具备海洋生态监测能力，升级配套现有系统可产生数

亿元的直接经济效益，随着产品的进一步成熟，还可实现河

流湖泊生态环境综合监测，具有广阔的应用空间和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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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水华预测预警系

统

一、技术适用范围

适用于流域、湖库水华预测预警。

二、技术原理及工艺

系统以“高频自动监测-遥感影像解译-流域水文模拟-

三维水动力水质模拟”体系为核心，通过“天-地-水域”一

体化的数据监测及数值进行模拟，利用水质监测固定站、剖

面浮标、单层浮标、套通量站、藻类细分剖面浮标以及卫星

遥感监测等功能作用，实现对监测水域的水质、气象和水文

三大方面进行 24 小时不间断监测和分析。同时通过模型模

拟出历史和未来水域出入流量数据，水域水动力和水质指标

的空间分布及动态变化，即刻自动生成《水域水质水华预测

预警报告》。平台包括数据接入子系统、数据审核子系统、

在线分析子系统、报表子系统和水质预警子系统五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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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流程图

三、技术指标

可根据所监测水体未来3日～7日水质空间分布预测图、

风险图并得出水域的未来 3 日～7 日水质/水华预警报告，包

括湖库未来 7 天叶绿素 a，蓝藻、绿藻、硅藻的浓度，水华

爆发时间和面积等。模型准确率：日径流量 R≥0.8，相对误

差在±20%，Nash 系数≥0.5，断面 CODMn、NH3-N、TP 等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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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结果相对误差在±30%。

四、技术特点及先进性

借助多源数据管理平台、遥感大数据平台以及高频自动

监测站网，可实现覆盖整个湖面的全方位数据监测。

五、应用案例

项目名称：千岛湖水质水华预警系统

项目概况：项目位于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总投资 5542

万元。系统采集了千岛湖 50 年的气象、水文数据，15 年的

水质监测数据，10 年以上的藻类基本结构数据，以及部分浮

游动物、鱼类、底质等生态系统结构数据库。通过春、夏季

全湖生态过程观测，设定模型参数，对模型模拟的蓝藻生物

量、硅藻生物量、总氮、总磷等水质指标进行观测验证。根

据千岛湖各水域的水质保护目标，基于未来 3 天～7 天水质

指标的数值模型预测结果，以及影响水质指标的关键气象、

水文因素，研发千岛湖水质预警等级和评估方案，结合水质

监测对预警方案进行调整优化，最终形成可以用于业务化运

行的预警方案系统。

六、推广前景

随着大数据、物联网、GIS/RS 等技术的日趋成熟，环境

预警对环境监测起到了补充和完善作用，环境监测预警平台

将成为整个环保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具有广阔应用前景。



10

案例四：

广州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全二维气相色谱-飞行时

间质谱联用仪

一、技术适用范围

适用于复杂污染水体检测及污染溯源。

二、技术原理及工艺

该技术装备通用调制器将分离机理不同而又相互独立

的两根不同固定相的色谱柱以串联方式连接。从第一根柱流

出的每个组分都要经过调制器聚焦，再脉冲进样到第二根柱

继续分离，从而实现不同沸点和不同极性组分的正交分离，

极大地增强了色谱系统的分离能力。色谱分离完成后，第二

维柱的分离须在脉冲周期内完成，因此要求检测器拥有极快

的响应速度，该技术装备使用 EI-TOFMS 0620 型电子轰击源

飞行时间质谱进行检测，每秒可产生 500 张全谱图。

技术路线图

三、技术指标

质量范围：1～1200amu，质量分辨率：M/z=502，离子

分辨率R＞1200，动态范围＞四个数量级，质量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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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amu，质量稳定性：±0.1amu/24h；灵敏度：1pg八氟萘，

M/z=272信噪比S/N＞2000：1；重复性：RSD＜5%；采集速度：

1谱/s～500谱/s。

四、技术特点及先进性

具有采集速率快、灵敏度高、分辨率清晰等特点。

五、应用案例

项目名称：浙江仙居县现代工业集聚区地下水污染溯源

分析

项目概况：仙居县现代工业集聚区地下水 COD、氨氮严

重超标，60%点位水质为 V 类水。园区内共 17 家企业，污染

源极为相似，无法追踪企业的排放。该项目对园区地下水、

企业总排口和调节池进行了布点、取样并使用 GGT 0620 全

二维气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仪进行检测分析，对有机污染

物现状进行了评价，同时采用配套的全自动数据分析与溯源

软件使用标志物溯源法、聚类分析法、源谱图匹配计算法对

企业排口、调节池水样和园区地下水水样的相关性进行综合

分析，进行了污染物的溯源并精确追踪到排污企业，为精准

治污和环境管理准确施策提供依据。

六、推广前景

该技术装备对污染成因进行精细化的溯源，其主要的经

济和社会效益为节省因粗放型管理造成的一刀切损失，以及

因无法查找到源头从而遏制污染排放，而造成的大量水体治

理资金的浪费，具有良好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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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五：

杭州绿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线水质综合毒性监

测仪

一、技术适用范围

适用于饮用水、地表水、地下水、废水、海水等水体的

水质监测及预警，以及突发性水污染事故的监测等。

二、技术原理及工艺

利用真空冷冻干燥技术制备得到的发光细菌冻干粉作

为生物感应器进行生物毒性监测，自然界发光菌代谢过程中

会产生 490nm 荧光现象，且在环境条件合适时其发光强度稳

定，当受到外界毒性物质影响时，因代谢受干扰，发光效应

也会立即受影响，通常是发光效应受到抑制，且抑制的程度

与所接触的毒物的毒性大小及浓度呈正相关，故而可以通过

检测发光效应受抑制的程度来判别样品毒性的大小。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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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指标

工作环境温度：0～45℃；检测方法：发光细菌法（费

氏弧菌）符合 ISO11348 标准；采用双路对照检测技术，检

测样本的同时，可通过检测参考水样进行补偿校准，监测 CF

值的变化范围；响应时间≤30min，可设置；具备标样自动

校准功能，系统能定期通过自动用空白样和标样进行实验，

验证仪器工作是否正常；仪器配备储藏菌种专用低温装置；

反应模块可恒温控制；反应槽具有防积水功能、保证测试过

程中溶液浓度稳定性；检测室具有恒温控制功能、使关键部

件处于恒温环境，保证测量结果的稳定；检测器具有机械式

清洗功能，确保检测器清洁不积垢；具备断电保护和来电自

动恢复功能；仪器具有过热保护功能；发光菌可以在单独的

生物反应器中在自动控制的条件下存储，出现报警后不影响

下一次分析，在出现高污染情况时不需重新启动机器；信号

输出：4-20mA、RS 485/232、以太网，可增加 3G/4G，具有

远程控制功能；使用触摸屏操作，具有中文界面；具有反应

过程曲线输出功能，便于数据分析和二次开发；具有静态预

警、动态预警等多种模式的毒性预警功能；提供仪器故障报

警功能，具有故障代码，方便检修；维护周期≥10 天；标准

毒性物试验结果要求：ISO 11348 标准规定的标准物光损失

为 20%～80%，重复试验误差＜3%；24 小时重复实验，以纯

水作为被测样本，毒性指标±2%内 24 小时重复实验，稳定

的实际样本和参考水样，相对误差±5%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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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术特点及先进性

（一）与进口同类产品相比，在质量相同的情况下价格

降低 50%以上，并且更适应中国的市场需求。

（二）采用双通道采样检测技术，试剂耗量少，结构稳

定， 重复性好，适于长时间在线监测。

（三）采用 TEC 低温恒温控制技术，确保发光菌在反应

中各个环节温度的控制，提高检测结果的重复性并延长试剂

的更换周期，减少维护量。

五、应用案例

项目名称：四川崇州自来水厂监测点

项目概况：崇州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始建于 1985 年

12 月，2000 年 6 月改制为民营企业。该公司拥有水厂 1 座，

抽水井 19 口，300kW 发电机两组，持续 24 小时不间断供水，

日供水能力达到 8 万立方米，管网覆盖面积约 22 平方公里，

城市供水普及率达 99％，现有用户 5 万余户(户表工程)。于

2012 年 9 月在水厂取水口安装生物综合毒性监测仪，为水厂

进水安全预警提供保障。

六、推广前景

目前在线生物毒性仪应用研究主要集中在水源地在线

监测方面，很少运用在水厂、管网以及工业废水处理中，但

从保障饮用水安全方向，需要进一步将毒性仪研究应用于水

厂和管网阶段，有助于水厂更加直观的发现水质的现状，及

时进行应对处理，相关检测设备具有良好推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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