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希公司成立于 1947 年，现为美国丹纳赫集团一级子公

司，总部设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拉夫兰市，是设计和制造水质、

水文监测仪器以及水质分析预制试剂的专业厂家。工厂分别分

布于美国、瑞士、德国、法国和英国。

    作为水质、水文监测仪器的高端科技企业，哈希公司产品

被全球用户广泛应用于饮用水、地下水、地表水、市政污水、

工业污水、半导体超纯水、制药/电力及其它工业净水等领域，

其全线产品系列涵盖实验室定性/定量分析、现场分析、流动分

析测试、在线分析测试。产品具有测量精确、运行可靠、操作

简单、低维护量，结构紧凑等特点。

    作为“预制试剂”理念的倡导者，哈希公司一直致力于使

水质分析过程更方便、更迅捷、更可靠。“预制试剂”是指各

种包装的即开即用型化学试剂包或化学试剂套装，使用时无需

进行繁琐的称量稀释等化学试剂配制工作，有别于常规分析试

剂，比如分析纯的硫酸等原料试剂，还需要经过复杂的配制过

程才能用于测试，因而预制试剂的使用节省了用户宝贵的时间

和人力资源；由于严格的质量管理和先进的生产工艺，更为精

确的化学分析提供了可靠的质量保障。预制试剂的使用已为广

大中国用户提供了更加方便、周到、准确的测试体验，比如与

哈希公司应急监测仪器的配套使用，更成为中国环境现场应急

监测的放心之选。

    哈希公司各种类型的在线水质分析仪器，以其准确度高、

维护量小、可测量的水质参数多等特点，可以满足污水处理厂、

饮用水厂、工业过程水处理、工业污染源、水质自动监测站等

不同场合的应用。  

    我们的目标是继续为广大用户提供可靠的仪器、完备的预

制试剂、准确多样的测试方法、简单的操作步骤和优质的客户

服务，不断地提高产品的质量以满足客户需求不断变化的需要。

目前公司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和重庆、沈阳、西安、武汉、

济南、南京、福州等城市设立了联络处，为中国的广大客户提

供方便、周到的服务。

我们的使命：

世界水质守护者

我们的愿景：

卓越的客户合作，精深的专家团队和值得信赖的便捷产品，一切只为水质分析--更快速、更简便、更环保、更

全面.

欢迎关注哈希公司官方微信！
微信扫一扫，资讯全知道！

哈希公司简介



     国际海事组织（IMO），根据全球海域船舶限硫规定MEPC.259（68）决议，要求各成

员国船级社注册的船舶积极履行该决议，于2020年1月1日起，船舶烟气硫氧化物排放必须

<0.5%。中国交通部也出台中国海域相关“限硫”规定，加快了船舶脱硫市场的发展。

      目前，减少船舶硫氧化物排放的有效方法之一是安装废气清洗系统（EGCS）进行处理，

无论脱硫过程中采用何种脱硫剂，势必产生脱硫洗涤废水。国际海事组织(IMO)对该洗涤废

水排放提出了严格要求，规定了pH、浊度、多环芳烃PAH等排放限值。针对船舶洗涤废水

中的pH、浊度和PAH的监测需求，哈希公司可提供完备的水质监测解决方案。

哈希船舶洗涤废水监测解决方案：

1.独立传感器监测方案：具有DNV GL船级社认证，灵活安装，实时监测；

2.一体化集成产品监测方案：整体安装，整体测量，整体认证。

船舶脱硫洗涤废水水质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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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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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配置方案

检测参数 品名 货号 产品描述

PAH
FP360sc LXV441.99.22102

FP360 sc,量程为0-5000ppb,钛合金材质，10米电缆，
无清洗装置

FP360sc安装支架 LZY669 流通式安装附件，带面板

浊度
ultraturb  
seawater sc（海水） LPV415.99.22002 ULTRATURB 海水 sc，带5米电缆

pH 差分pHD传感器 DPD1P1
差分pHD数字传感器，材质:PEEK，灵活式，玻璃，带
4.5米电缆

控制器 SC1000显示模块 LXV402.99.00002 sc1000 显示模块，不带GSM
SC1000探头模块 LXV400.00.5B552 sc1000 探头模块，4 探头，4mA 输出，100-240VAC

现有认证产品方案

检测参数 品名 货号 产品描述

PAH FP360sc LXV441.99.22102
FP360 sc,量程为0-5000ppb,钛合金材质，10米电缆，
无清洗装置

浊度 solitax sc LXV423.99.12100
TS-Line sc 浊度/ 悬浮物探头, PVC材质，不带自清洗刮
刀（0.001-4000NTU，0.001mg/L-50g/L）

PH
9500控制器 9500.99.00704 9500控制器，单通道，pH/ORP，220V  

8350传感器 Z08350=C=0004
8350.4 PH电极，带10米电缆，110℃，PPS（聚苯硫
醚）

控制器 sc200通用型控制器 LXV404.99.00552 sc200控制器，双通道，数字，220V

其它产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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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方案

FP360 sc PAH分析仪

●    多种安装方式可供选择：浸没式，流通式，插入式
●    灵敏度高
●    运行范围广
●    测量不受水中悬浮颗粒物的影响
●    电子的日光补偿
●    检测溶解性和乳化性的油
●    钛合金探头可用于海水或高含盐样品
●    可以与sc控制器平台连接

仪器特点

FP360 sc传感器独立订货号

LXV441.99.22102      FP360 sc,量程为0-5000ppb,钛合金材质，10米电缆，无清洗装置

(以上传感器货号不含sc200控制器，以上量程为多环芳烃的浓度含量)

安装附件

LZY669                      流通式安装附件（带面板和软管）

订购指南

其他配置详情请咨询哈希销售

        紫外荧光分析法是一种非常灵敏的方法，可以测定水中多环芳烃的浓度，与水中油的含量有非常强的相关性。被测的

是来自水样中的辐射强度，它可以在较短的波长下吸光，在较长的波长下发射光（荧光）不同类型的油具有不同的辐射特性。

FP360 sc 是一款运行稳定的紫外荧光光度计。微型设计，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使其非常适合于应用在工业领域中的芳香

族碳氢化合物监测以及所有的水质监测和废水监测领域中。

 
技术指标
量      程：  0-15mg/L（水中油），0-500 μg/L PAH

                  0-150mg/L（水中油），0-5000 μg/L PAH

精      度： 约读数的 ±5% 或满量程的 ±1%

分 辨 率： 0.04mg/L

响应时间：10s

安装方式：浸没式、流通式、插入式

光     源： 微型的氙气闪光灯，带干扰过滤器（峰值波长为254nm，25nm FWHM）。输出能量由内部的参考紫外二极管来

                 控制

检 测 器：  360nm 光电二极管，带滤光片

探头材质：不锈钢、钛合金（耐海水腐蚀）

测量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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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方案

ULTRATURB plus sc  浊度分析仪

仪器特点
●   测量量程宽——0~1000FNU（NTU）

●   可提供自清洗样品室的选择

●   稳定、耐用的光源

●   与哈希公司的多个传感器、多参数数字化控制器兼容

●   干式验证模块，方便用户校准仪器

●   符合ISO 7027

●   精确的光路设计

测量原理

        符合ISO 7027，使用波长为860nm的红外光散射技术，

比率法测量，在光源90 度方向的检测器和 180度方向的参

比检测器连续测量水中的浊度，将测量室和视窗的反射影响

降到最低，IR 比率技术可对样品中的色度进行补偿，测量室

中安装有独特设计的磁力耦合固定的自清洗刷系统，可对测

量室及透镜进行随时自动清洗，ULTRATURB plus sc 具

有一套物理的和数学理论的气泡补偿系统，尽可能防止气泡

的形成，并且可以自动补偿气泡对测量的干扰。

技术指标
量程：       0.0001~1000FNU，可自由编程

                （0.0001~250 EBC = 2500 ppm SiO2）

                （备注：1FNU相当于1NTU）

分辨率：   0.0001~0.9999/1.000~9.999/10.00~99.99/

                 100~1000FNU (NTU)

精度：       ±0.008FNU±读数的1%（0~10FNU） 

再现性：    ±0.003FNU±读数的0.5%（0~2FNU） 

响应时间：1~60秒（可编程设置）

验证：       StablCal或干式标准CVM模块

环境温度：传感器：36~104  F（2~40℃）

                 显示单元：14~104  F（-10~40℃）

样品温度： 最大为122  F（50℃）

样品流速： 0.2~1L/min

样品压力：在68  F时为87PSI（在20℃时为6bar）

样品连接：内径为13mm的软管

自动清洗：刮刀

材质：       窗口: 石英

                 测量室: Noryl，GFN2

                  刮刀刀片:硅

                 刮刀杆:不锈钢，1.4571

机箱：       ASA

机箱等级： IP 65

尺寸：       9.9×9.4×4.3in. (250×240×110mm)

重量：       约3.3lbs（1.5kg）

显示单元：哈希公司的sc200数字化控制器或哈希公司的

                 sc1000通用型控制器

。

。

。
。

订购指南

适用于海水监测的ULTRATURB seawater sc传感器
LPV415.99.22002         带5m电缆的海水传感器

其他配置详情请咨询哈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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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方案

SOLITAXTM sc浊度/悬浮物(污泥浓度)分析仪

仪器特点
●   既可以检测浊度，还可以检测悬浮物（或污泥）浓度

●   采用双光束红外和散射光光度计检测技术

●   探头具有自清洗功能

●   LED 发出的是 880nm的近红外光，补偿样品中的颜色

●   多种安装方法

工作原理

        在 SOLITAXTM sc 浊度 / 污泥浓度在线分析仪测量探头内
部，位于 45°角有一个内置的  LED 光源，可以向样品发射
880nm的近红外光，该光束经过样品中悬浮颗粒的散射后，位
于与入射光成 90°角的散射光由该方面的检测器检测，并经
过计算，从而得到样品的浊度。当测量污泥浓度时，位于与入
射光成140°角的散射光由该方向的后检测器检测，然后仪器
通过计算前、后检测器检测到的信号强度，从而给出污泥浓度
值。

       由于 LED发出的是880nm  的近红外光，所以，样品中如
果有颜色，是不会影响测量结果的。

技术指标

测量单位：  可选 NTU,FNU g/L, mg/L, ppm, 或 % 固体
测量精度：  浊度小于读数 1%，或±0.001NTU，取大者
                   悬浮固体：小于读数 5%（取决于污泥同质性）
重复性：     浊度： 小于读数1%；
                   悬浮固体：小于读数3%（取大者）
响应时间：  1秒
安装方法：  管道插入式安装使用球阀，最小管径 100mm
                  （碳钢和不锈钢）；浸入式安装使用池边固定安装
样品流速：  最大 3m/s
操作温度：  0～40℃

样品温度：   0～40℃
样品压力：  最大 6Bar
探头尺寸：  插入式：60× 315mm
                   浸入式传感器：60× 200mm
探头重量：  插入式：2.4KG；
                   浸入式：不锈钢材质  1.38KG
                                PVC 材质 0.52KG
电缆长度：  标准：10米，
                   附加电缆可选：7.6 米，15.2 米，30.5 米，
                   最大长度100米

订购指南

LXV423.99.12100           pvc材质，不带自清洗刮刷

其他配置详情请咨询哈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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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方案

差分pH/ORP传感器

。

                
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                      -2 到14pH

灵敏度                          ± 0.01pH

稳定性                         每24 小时0.03pH，无累积效应

运行温度                      数字传感器：-5 到70℃

                                    带数字接口的模拟传感器：-5 

                                    到105℃

                                    浸没式传感器：0 到50℃

流速                             最大每秒3 米

传感器温度/ 压力的限制 数字传感器：在70℃时为6.9bar

                                    模拟传感器：在105℃时为6.9bar

内置温度元件               用于自动温度补偿和分析仪温度读数的NTC 300 欧姆的热敏电阻

发送距离                      最大距离100 米

                                    当使用一个终端箱时，最大距离可到1000 米

传感器电缆（一体式）  4 线带1 根屏蔽及聚氨脂护套；额定值到105℃；标准长度10 米

耐水材料                      PEEK®或Ryton®（聚偏二氟乙烯）：与Kynar®结相匹配的盐桥，玻璃过程传感器，钛接地传感

                                    器，及Viton®密封圈密封（带抗氢氟酸玻璃工作极的pH传感器，配有316不锈钢接地传感器和全

                                      氟弹性橡胶耐水密封圈）

pH 传感器

      绝大多数pH 监测都在2.5～12.5 之间，一般来说玻璃pH 传感器在该范围内性能很好。但有些工业应用要求准确测量

并且其pH值低于2或高于12，对这些特殊应用请向哈希技术部门咨询。

订购指南

PEEK® 传感器

产品编号    本体材料  本体形式  传感器材料        最高温度

DPD1P1     PEEK1      灵活式     玻璃，通用           70℃ 

其他配置详情请咨询哈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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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方案

pH复合电极  型号8350

仪器特点

● 宽的测量范围：0～14pH，氧化还原电位：±1500mV

● 响应时间快速，确保温度补偿精确（内置 Pt100）

● 由于两个盐桥，固体探头不与测量过程接触

● 最佳的预期寿命：高阻抗，抗污染

● 探头体的化学阻抗和盐桥材料，防震且保护电极的玻璃泡

● 免维护：复合凝胶电极

● 电极的自诊断：玻璃和参比阻抗自检测

● 可在各个位置安装，水平和上下倒置

● 内置低噪电缆（10m），抗干扰

。

其他配置详情请咨询哈希销售

                
技术指标

类型                   pH 电极

型号                    8350.4

订货号                08350=C=0004

应用                    pH，高温，腐蚀性样品

测量范围             pH：0～14

测量精度             ± 0.05 pH

温度（最大）      110℃（230°F）

最大压力             10 bar（145psi）在80℃

阻抗                    玻璃150～500MΩ

响应时间             响应时间10秒内 95%

自检查                 参比< 50 KΩ

电极体材料          电极体材料PPS（聚苯硫醚）

PVC 电缆            电极带 10 米

探头安装              3/4" NPT 螺纹连接，垂直，水平，倒置，在线或浸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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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方案

sc200 通用型控制器

特性和优点

通用型强

使用简便、结果可靠

通讯选项

●   标准控制器，无需使用各种专用控制器。
●   多通道控制器，可以连接1个或2个传感器，降低成本，也为今后增加第二个
   传感器提供经济的解决方案。
●   与哈希公司所有的数字传感器都可以实现“即插即用”型操作。
●   真正的双传感器控制器，4-20mA输出，传输基本测量值和辅助测量值。

●   全新的显示屏和校准步骤指示都可以帮助减少操作错误。
●   有密码保护的 SD 卡读卡器可以为数据下载和传输提供简便的解决方案。
●   可视化的警报系统提供重要的警报。

●   MODBUS RS232/RS485  或 Profibus ●   DPV1
●   HART 协议

                
技术指标
显示屏：              图形数据点阵 LCD ，带LED 背景灯照明，半透明反射式
显示屏尺寸：       48 x 68 mm (1.89 x 2.67 in.)
显示屏分辨率：    240 x 160 像素
控制器尺寸：       144 x 144 x 181 mm 
重量：                  1.70 kg (3.75 lb)
电源要求：           100 – 240 Vac ±10%, 50/60 Hz 
                            24 Vdc -15% + 20%
操作温度：           -20 ~ 60°C (-4 ~ 140°F), 0 ~ 95% RH，非冷凝
存储温度：           -20 ~ 70°C (-4 ~ 158°F), 0 ~ 95% RH，非冷凝 
模拟输出信号：    两路0/4 ~ 20 mA 独立的电流输出，最大负载为500Ω
安全等级：           两个密码保护
外壳材质：           聚碳酸酯，铝质（镀粉末）
安装方式：           壁挂式、杆式、面板式安装
外壳防护等级：    NEMA4X / IP66
电气接口：           1/2" 
继电器：              四个SPDT (C型)触头, 1200W, 5 A, 250 Vac
数字通讯：           MODBUS RS232/RS485, Profibus DPV1；HART协议（可选）
内存备份：           闪存 
电子认证：           EMC: CE 认证，电磁和辐射排放符合EN 50081-2，抗干扰符合EN 61000-6-2
通用型:                 UL，ET

订购指南

LXV404.99.00552    sc200 控制器,2个通道, 数字的

其他配置详情请咨询哈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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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方案

sc1000 多参数通用控制器

        sc1000 是HACH的所有数字传感器的操作平台。最多可
 以连接8 个探头多。多台sc1000  可以连在一起，组成网络。是
 一个全新的仪表控制理念。

仪器特点
●   探头模块：单个探头模块可以连接 8 个探头；多个探头模

   块相互联网，  可以共用一个显示模块。在探头模块里面，也
   是由模拟输出模块，数字模块等组成，功能完善，结构灵活

●   显示模块：sc1000 显示模块拥有彩色的触摸屏、功能完备

   的控制器。直观的、操作简单的界面适用于很多参数

●   即插即用：sc1000 只要将传感器插入探头模块即可使用，

   无需专门设定或配置软件

●   多种探头： HACH 的数十种类型探头，都可以与其相接

●   扩展输出：要增加额外的继电器和模拟信号输入、输出功

   能，除了在网络中争加多个探头模块以外，也可以用增加
   DIN-rail 通讯模块的方法进行添加

●   通讯方式： 多台sc1000 控制器之间，或与连接的传感器之

   间，数字信号可靠，整体性好

●   与外界仪器的模拟信号通讯，数字信号通讯；数字通讯协

   议：MODBUS   PROFIBUS

技术指标
操作温度： -20～55 ℃，0～95%相对湿度，无冷凝

存储温度： -20～70℃，0～95%相对湿度，无冷凝

电源要求： 100～  230VAC， 50/60Hz

显示方式： 1/4 VGA   图形背景灯   TFT  彩色触摸屏

继电器：     4个SPDT

信号输出：0/4～20mA，230VAc，5A   最大阻抗为  500ohm，

                       可以扩展到 12 个模拟信号

信号输入：12 个模拟信号，4～20mA，每个模块的最大阻抗为

                                                500ohm

                        额外的模拟输入可通过数字化网络连接实现

数字输出： MODBUS (RS485);  PROFIBUS DP,  GSM CELLU

                    LAR Module, Ethernet service port (standard)

                  MODBus (RS232)   用于连接电脑

订购指南

常用配置

完整的显示控制器包括：显示模块、探头模块

此仪表只是控制器，完整的测量设备还需要选配HACH 的数字测量探头

LXV402.99.00002           sc 1000 显示模块

LXV400.99.5B522            sc 1000 探头模块，4 探头，4 mA 输出，4 mA输入，4 继电器，RS485，100-240VA带 Modbus

其他配置详情请咨询哈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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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方案

Polymetron 9500 控制器

与SC系列界面一致，操作简单

                
技术参数

显示屏尺寸               1.9 x 2.7 英寸 (48 mm x 68mm)
尺寸（高x宽x深）     5.7 x 5.7 x 7.1 英寸
                               (144 mm x 144 mm x 181 mm)
显示屏                     图形LCD带LED背光
显示屏分辨率           240 x 160 pixels
重量                         3.75 lbs. (1.70 kg)
电源要求（电压）    100 - 240V 交流电源
电源要求（Hz）      50/60 Hz
输出电压                  24V DC
温度范围                  -20 至 60 °C ,
湿度                         0 至 95%,相对湿度 非冷凝
模拟输出                  可选2路0/4-20mA隔离输出(5个
                               可选扩展模块), 最大阻抗 550 Ω ,
                              精度: 25°C 时为 FS（20mA）
                               的 +/- 0.1% ，-20°C ~ 60°C 范
                               围内为 FS 的 +/- 0.5%。
模拟输出                  线性，对数,
功能模式                  双线性, PID
安全等级                  双重密码保护
安装方式                  壁挂式，面板式和管道式
外壳防护                  NEMA 4X/IP66
开孔尺寸                  1/2 NPT
继电器: 工作模式      第一或第二测量，计算值（仅双
                                通道）或定时器
继电器功能              报警，定时，请求控制，PWM
                               或FM控制，系统报警
继电器:                    4路SPDT继电器 (Form C)，
                               1200W，5A

数字通讯                      MODBUS RS232/RS485，
                                    Profibus DPV1或HART7.2 可选
存储备份                      内存卡（flash memory）
电气认证                     EMC

兼容CE认证
- CISPR 11 (A类限制)
- EMC Immunity EN 61326-1 (
工业限制）
安全性
cETLus 安全标志:
- General Locations per
ANSI/UL 61010-1 & CAN/CSA
C22.2. No. 61010-1
- Hazardous Location Class I,
Division 2, Groups A,B,C & D
(Zone 2, Group IIC) per FM
3600 / FM 3611 & CSA C22.2
No. 213
M1987 with approved options
and appropriately rated Class
I, Division 2 or Zone 2 sensors
cULus 安全标志
- General Locations per UL
61010-1 & CAN/CSA C22.2.
No. 61010-1

订购信息

Polymetron 9500 控制器

9500.99.00704            Polymetron 9500 控制器, 1 通道, 超纯水 pH 值

其他配置详情请咨询哈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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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方案

DLW-7200型水质在线监测系统

概述

     DLW-7200 型水质在线监测系统是一种带有自动调压装置及原位
校准装置的集成系统，应用于需要对水样中 pH、SS 以及 PAH 进行
实时在线监测的场合。系统严格依照国家和行业的要求设计，以整体
解决方案为目标，专为哈希（HACH）仪器量身定制。系统数字化功
能强大，远程实时传送测量值、工作状态及诊断信息。丰富的数字化
信息可就即将出现的仪器问题向您发出警告，以此让您能够预先采取
维护措施，让您满怀自信地辨别测量结果的变化原因，提早预判突发
状况。

应用领域

      DLW-7200型水质在线监测系统是针对船舶脱硫洗涤废水而设计
的集成化产品。也可用于工业、过程等其他领域。

特点

 ●  易于操作，方便维护
 ●  内置调压装置，现场适应性强
 ●  测量池量身定制，避免气泡影响测量值
 ●  原位标定，避免拆装探头，提高了维护效率
 ●  样品需求量少，合理的测量池结构，
      能有效消除“残留效应”对测量值的影响
 ●  强大的通信、远程控制功能，即时了解仪器状况

产品结构

订购指南

详细订货信息请咨询哈希公司各办事处或经销商

                
技术指标
工作电压：     220VAC±10%50Hz其他电源可定制
样品流量：     0.2 ~ 1.3mL/min
样品压力：     1~10 bar
工作温度：     0 ~ 40°C
工作湿度：     10 ~ 90%
数字接口：     串口（RS-232/485）、网口（RJ45）
通信协议：     Modbus RTU、Modbus TCP
外形尺寸：     800(W)×380(D)×1200 mm(H)
机柜材质：     SS3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