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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衷心感谢选用便携式水质检测仪，我们将

竭诚为您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在您使用本仪器

前，请确认仪器型号，该使用说明书为通用版，

可针对便携式水质检测仪的不同型号产品，请

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以帮助您正确使用和维

护。本公司致力于产品的完善与开发，持续不

断的对产品进行技术升级，说明书内容如有变

动，恕不另行通知。

        本仪器体积小、重量轻、便于携带、适合

野外和现场使用，具有下列显著特点：

       本仪器严格按照ISO9001  2015质量管理

体系要求生产，并在出厂前经过严格检测和校

正，满足说明书各项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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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警告

        该使用说明书为通用版，收集了各个型号

的检测项目和使用说明，请确认产品型号，并

相对应查找，该使用说明书所展示的所有功能

为各个型号功能的总和，不能作为单个型号产

品的功能。

COD

型号 检测项目

LH-C1

LH-C2

LH-C3

LH-D65

LH-NP2

LH-P35

LH-D62

COD、氨氮

COD、氨氮、总磷

COD、氨氮、总磷、总氮

氨氮、总磷

总磷

总氮

产品型号

        各型号对应检测项目：

检测试剂有刺激性，请勿直接接触皮肤，

佩戴手套和防护眼镜是良好的操作规范。如接

触到化学药品，立刻用水彻底清洗。请详细了

解测定步骤，需特别注意危害信息提示。在使

用前阅读产品说明，认真按说明操作。如不能

按要求操作，可能使操作者受伤或损坏仪器。

如对试剂或操作过程有疑问，请联系我公司。

特别提醒：化学试剂请远离未成年人。

危害信息提示 如存在多种危害，本说明书

将使用标语（危险、警告、注意）尽量避免危

险的发生。

危险 表明存在潜在的危险情况，如不能避

免，可能引起死亡或严重受伤。

警告 表明潜在的危险情况可能引起轻微或

适度的受伤。

注意  需要特别注意的信息。

警告标签 请特别注意贴在仪器上的标签，

如 果 不 注 意 ， 可 能 引 起 对 操 作 者 或 仪 器 的 损

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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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2 屏显左上方，表示总氮 0.5-50mg/L检

测项目。

c11 屏显左上方，表示COD 0-150mg/L

检测项目。

c13 屏显左上方，表示COD 1000-15000

mg/L检测项目。

c12 屏显左上方，表示COD 100-1500
mg/L检测项目。

L22 屏显左上方，表示总磷 0-2mg/L检测

项目。

L23 屏显左上方，表示总磷 0-20mg/L检
测项目。

A55 屏显左上方，表示氨氮 0-5mg/L检测

项目。

A56 屏显左上方，表示氨氮 0-50mg/L检
测项目。

        各型号屏显内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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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说明

屏显中间，表示仪器处于待机状态。

屏显中间，表示已调零完毕或溶液浓度

为0.00。

屏显中间，表示被测样品浓度。

屏显中间，表示被测样品的浓度高于检

测范围。

屏显中间，表示在读数前未进行调零。rESt

0.00

屏显右下方，表示温度。

屏显中间，表示仪器正在关机。

XX.XX

屏显中间，表示被测样品的浓度低于检

测范围。
LLLL

HHHH

XX.X℃

开关

切换

短按开关机。

切换不同的检测项目（个别型号用不到，

切换之后需调零）。

调零

测定浓度

屏显中间，表示COD检测项目已调零

完毕或溶液浓度为0。
0

数据传输USB

其他说明：



操作要求

        手拿试剂管或比色瓶时需拿顶端，放入检

测仓前须擦净表面的水渍或指纹。

        检测时比色瓶内壁不得有气泡，否则会影

响准确性，可通过稍微倾斜排出气泡。

       使用比色瓶检测时，需先将仪器内套筒取

出（详见“套筒拆装”）。

       比色瓶有“    ”记号处面向操作者。

▲

        配套试剂有一定刺激性，使用时请佩戴手

套，若不慎接触皮肤，用大量清水冲洗即可。

76

COD测定

             1、预估水样COD值，选择合适量程。 

     

        

        

        

    2、按照对应量程选取试剂并加入水样:

        
★水样COD值为0-150mg/L时(c11):

 

            ★水样COD值为100-1500mg/L时(c12):

测定步骤：

            ①用移液器吸取2ml纯净水加入到一支LR

    试剂管中（调零用）。

            ②用移液器吸取2ml待测水样加入到另一

    LR试剂管中。

           ①用移液器吸取2ml纯净水加入到一支HR

    试剂管中（调零用）。

                  ②用移液器吸取2ml水样加入到另一HR试

           剂管中。

COD测定



COD测定

                  ①用移液器吸取2ml纯净水加入到一支HR

           试剂管中（调零用）。 

       注：c12和c13可共用一支调零试剂管。

      （ ：试剂管中含有浓硫酸，操作时请佩危险

戴手套，如不慎接触到皮肤，请立即用大量清水

冲洗。）

       3、拧紧试剂管盖子，上下颠倒摇匀。将试剂

管放入消解仪中，在165℃下消解20分钟。

COD测定

      ★水样COD值为1000-15000mg/L时(c13):

                  ②先用移液器吸取1.8ml纯净水加入到另一

           HR试剂管，再加入0.2ml水样。

        （ ：加入水样时试剂管内温度急剧升高，警告

操作时，手拿盖子处，以免烫伤。）

       4、消解完成后，将试剂管取出放在试管架上

冷却至80℃左右（手能承受），再次摇匀试剂管

中液体。

          5、将试剂管放在试管架上继续冷却至室温，

  此时禁止摇晃试剂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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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测试结束后，短按“开关”键关闭仪器。

       ★1000-15000mg/L检测项目下，显示屏显

示为XXX   mg/L，即代表检测值为XXX00mg/L。

        9、按“读数”键，屏幕中间显示的数字表示

水样的检测值。（单位：mg/L）

        8、打开仓盖，取出调零试剂管，放入待测水

样试剂管，确保试剂管表面干净，盖上仓盖。

        7、打开检测仓盖，确保调零水样试剂管表面

干净，把其放入到检测仓，盖上仓盖，按“调零”

键，屏幕中间显示“0”时表示调零完成。

        6、按“开关”键开机，屏幕中间显示“idLE”

表示开机完成，按“切换”键，选择所需检测项目。

注意：

        COD试剂管中有沉淀为正常现象。



总磷测定

             1、预估水样总磷含量，选择合适量程。 

     

        

        

        

    2、按照对应量程加入水样和试剂:

        ★水样总磷含量为0-2mg/L时(L22):

 

            ★水样总磷含量为0-20mg/L时(L23):

测定步骤：

            ①用移液器吸取5ml纯净水加入到一支空

    试剂管中（调零用）。

            ②用移液器吸取5ml水样加入到另一空试

    剂管中。

           ①用移液器吸取5ml纯净水加入到一支空

    试剂管中（调零用）。

                  ②用移液器吸取0.5ml水样和4.5ml纯净水

           加入到另一空试剂管中。

总磷测定

       注：L22和L23可共用一支调零试剂管, 该调

零试剂管在10分钟内可重复使用。

10 11

总磷测定

         4、将试剂管放入消解仪中，在150℃下消

解15分钟。消解完成后,  将试剂管取出放在试管

架上冷却至80℃左右（手能承受）,  再次摇匀试

剂管中液体。

         5、待试剂管冷却至室温后，打开水质检测

仪，按“开关”键开机，按“切换”键选择所需

检测项目。

         3、向试剂管中各加入一包试剂1,拧紧试剂

管盖子,上下用力摇晃约5秒（试剂未完全溶解不

影响检测）。

         6、打开调零试剂管瓶盖，加入1包试剂2，

摇晃使其完全溶解，再加入7滴激活剂P，拧紧试

剂管盖子，摇晃5秒，放入检测仪中，按“调零”

键，仪器将开始1分 钟倒计时，倒计时结束自动

调零。



总磷测定

        8、测试结束后, 短按“开关”键关闭仪器。

         7、打开待测水样试剂管, 加入1包试剂2 , 

摇晃使其完全溶解，再加入7滴激活剂P , 拧紧试

剂管盖子，摇晃5秒，放入检测仪中 , 按“读数”

键 , 仪器将开始1分钟倒计时，倒计时结束自动

检测 , 此时屏幕中央显示的数值即是测定的浓度

值（单位：mg/L）。

注意：

  ◆   总磷测定时加入激活剂之后，必须在10分

钟之内完成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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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氮测定

测定步骤：

氨氮测定

             1、预估水样氨氮含量，选择合适量程。 

     

        

        

        

             2、按“开关”键开机，屏幕显示“idLE"表

       示开机完成。按“切换”键切换，选择所需检测

       项目。 

     

        

        

        

      3、吸取10ml ( 刻度线处 )纯净水注入比色瓶

 中，盖上盖子，擦净比色瓶表面水渍或指纹 , 将

 比色瓶放入检测仓内，盖上检测仓盖。

        
        4、按“调零”键进行调零,屏幕显示“0.00”

   时表示调零完毕。

        5、按照对应量程加入水样和试剂:

        ★水样氨氮含量为0-5mg/L时(A55):

       ①将比色瓶中纯净水倒出，取少量待测水样

润洗比色瓶。将润洗的液体倒出，吸取10ml（

刻度线处）待测水样至比色瓶中。



氨氮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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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样氨氮含量为0-50mg/L时(A56):

      ①将比色瓶中纯净水倒出，尽量甩干，吸取

1ml水样和9ml纯净水至比色瓶中。

          6、向比色瓶中滴加6滴激活剂A1，摇匀，再

     滴加6滴激活剂B2，摇匀。将比色瓶擦净后放入

     检测仓内，盖上检测仓盖。

        7、按“读数”键读数，仪器将启动3分钟倒

   计时，倒计时结束后，仪器将自动进行读数，此

   时屏幕中央显示的数值即是测定的浓度值（单位：

   mg/L）。

     8、测试结束后 , 按“开关”键关机 , 清洗比

色瓶。

注意：

        氨氮最佳检测温度为15-25℃。

    氨氮测定时加入激活剂之后，应立即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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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氮测定

试剂1 取一包试剂1(1)粉包，溶于5ml试剂

1(2)中，完全溶解后即为试剂1（10

次用量）。若未完全溶解，可于25

~40℃水浴加热溶解，2~8℃冷藏保

存一周内可用。

       ：配套试剂均有腐蚀性，操作时请佩戴危险

手套，如不慎接触到皮肤，请立即用大量清水冲

洗。

总氮测定

        1、打开消解仪电源,设定温度为125℃，设

定时间为30分钟，并进行预热。 

     

        

        

        

测定步骤：

        2、准备三只空试管，标明A/B/C。 

     

        

        

        

        3、向试管A中加入1mL水样，再加入0.5mL

总氮试剂1 ,盖上盖子，上下颠倒混匀5次。

     

        

        

        



总氮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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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氮测定

       7、空白值的测定：向试管B中加入5mL

配套的蒸馏水。

        8、打开检测仪，按“开关”键开机，屏幕

中间显示“idLE”表示开机完成。

将试管B擦拭干净，放入检测仪中，盖上盖子

开始按调零键进行调零，这时屏幕将显示：0.00

mg/L。

        6、从冷却后的试管A中取0.25mL消解液

加入到试管C中，向试管C中加入2滴试剂2，

然后加入0.6ml试剂3，盖上盖子左右摇匀10下，

计时5min。最后用移液器再加入5ml试剂4，

加盖上下颠倒混匀5下后于15-30℃水浴冷却

5min。

 

     

        

        

        

        4、将试管A插入已加热至125℃的消解仪

中，盖上盖子，加热消解30min.

       5、消解结束后，立即将试管A取出，放入

15-20℃水中冷却5min（冷水液面需高于试管

内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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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打开仓盖，取出B试管，放入C试管，盖

上仓盖按“读数”键，屏幕中间显示的数字表示

水样中总氮的检测值（单位：mg/L）。

        10、测试结束后，短按“开关”键关闭仪器。

        试剂1（1）需完全溶解于试剂1（2）中，

2~8℃冷藏保存一周内可用。

       试剂2需要避光保存，须沿着试管中央处

加入，避免沾附管壁。

       试剂4需要缓慢加入试管，防止溅出。

加入试剂4冷却完毕后、测定前勿打开试管盖。

注意：

         所有试剂均需低温（2-8℃）避光保存。



        任何液体或异物进入检测仓内，都可能损

坏仪器。

        用移液器吸取水样时，吸头不能交叉使用，

移液器不可完全按压到底。

        试剂管或者比色瓶表面不能有水渍、划痕、

灰尘、指纹等。

        仪器应静置在桌面上检测，在其他地方检

测时，仪器不能倾斜以及剧烈晃动。

       若水样浓度超过仪器量程，请选择高量程

检测或将水样用纯净水稀释后重新测定，测定

值乘以稀释倍数即为水样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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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2、含芳香族有机物、吡啶、挥发性直链脂

肪族化合物、苯等有机物，可能不会被完全氧

化，使测定结果偏低。

      3、Mn（Ⅲ）、Mn(Ⅵ)、Mn(Ⅶ)形成红色

物质，使测定结果偏高。

COD干扰因素：

      1、氯离子含量高于1500mg/L的样品会使

测定结果不准，应先做定量稀释，使氯离子含

量降低至1500mg/L以下，再测定。

总磷干扰因素：

        砷及砷酸盐、硫化物、重金属、亚硝酸

盐有干扰作用。

氨氮干扰因素：

        水样中含有浊度、色度会产生干扰，钙、镁、

铁等金属离子，硫化物和有机物等时会产生干扰。

干扰因素



干扰因素

       氯离子含量在2000ppm以内均不产生干扰，

当氯离子含量达到600ppm以上时，终产物颜色

会变成绿色，但不影响测定结果。

总氮干扰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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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筒拆装

套筒拆装： 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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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拆装

电池要求： 请使用1.5V 5号碱性电池。

电池拆装： 如图所示。

软件操作

   一、下载与安装

配套软件下载地址：http://download.lhswde

v.com选择便携式水质检测仪辅助器,或从论坛下

载：http://bbs.lhswdev.com.

二、操作

软件启动后，显示界面如下：

       1、在水质检测仪关机状态下,用配套数据线连

接电脑和仪器，在桌面上双击图标，即可打开软件。

选择与设备连接的端口，点击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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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操作

25

软件操作

        2、连接后界面显示如图，可以切换指标，调

零，读数。检测的数据显示在数据区，在数据区

内右键点击可以对数据进行打印、输出EXCEL，

PDF等操作。

       3、记录操作。界面右上角点击记录，即进入历史

数据操作界面，可以获取存储在设备的上的数据，以

及对设备的数据进行清理。

       4、曲线。点击界面右上区的曲线，进入曲线管理界

面，可以对设备的标定曲线进行保存、修改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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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OD：0~15000mg/L（分段）

氨氮：0.00～50.00mg/L（分段）

总磷：0.00～20.00mg/L（分段）

420nm/520nm/620nm

30小时以上

温度0~50℃
相对湿度0~80%（无冷凝）

采用分光光度法

总氮：0.50～50.00mg/L

90mm×70mm×125mm

300g（含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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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产品购买之日起保修1年，产品终身维护，

请妥善保管保修卡。

售后服务

检测仓内或试剂管外壁有
水渍、污渍、异物。

检查检测仓与试剂管，擦拭干净后重
新检测。

避免在强光下检测。

待测液放置时间过长导致
化学成分分解消失。

Mn（Ⅲ）、Mn（Ⅵ）、
Mn（Ⅶ）形成红色物质，
使测定结果偏高。

7

含芳香族有机物、吡啶、
挥发性直链脂肪族化合
物、苯等有机物，可能不
会被完全氧化，使测定结
果偏低。

6

氯离子含量高于
1500mg/L会使测定结
果偏高。

5
先做定量稀释，使氯离子含量降低至
1500mg/L以下，再测定。

试剂管温度太高。 冷却至室温。

试剂管内有悬浮物。 静置到悬浮物完全沉淀

4

3

2

观察水样与试剂反应后的颜色，颜色
很深说明超出量程，应稀释后再检测。

  出现
 LLLL

避免在强光下检测。

4

未准确调零 重新调零。

待测液浓度低于检测范围

检测仓内或试剂管外壁有
水渍、污渍、异物。

检查检测仓与试剂管，擦拭干净后重
新检测。

COD

测试

数据

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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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帮 使用本仪器过程中，难免会遇见问题或疑问。以下

索引举例了常见现象和排除方法，您可以根据索引

找到解决办法。 障
故以下

现象

不是

请您

不必

担心

现象 序号 原因 排除措施

1

2

3

氨氮/

总磷

测试

数据

不准

加入试剂后放置时间超过

5分钟以上

环境温度

激活剂未按要求添加，滴

数增减会影响数据准确性。

加入试剂后立即检测

15--25℃（氨氮）

请按说明书添加激活剂

以下物质会干扰总磷测试
数据：砷、砷酸盐、硫化
物、重金属、亚硝酸盐等

以下物质会干扰氨氮测试
数据：水中漂浮物、余氯、
钙镁铁等金属离子、硫化
物、有机物等

4

5

6

钙、镁等阳离子会干扰氨
氮测试

可加酒石酸钾钠掩蔽

其他 如以上故障无法排除或出现其他故障，请联系我公司售后服务中心 

       1、本产品在正常使用情况下，自购买日起到一年内，

如出现制造、材质或组装上的质量问题，均属保修范围，

本公司负责维修。

       2、若产品购买后的一周内出现故障，且外观无划伤，

外包装完好，本公司无条件退货。

3、此产品如有故障时，请与经销商或本公司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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