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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殊功能- 注意事項 

    1-1.背光源 

        按下【!】鍵可開啟或關閉背光源。當測定時背光源會自動關閉。  

     1-2.記憶值讀取          

        當儀器開機時，按下【!】鍵持續 4 秒，即可出現記憶值讀取選項。 

2.一般說明 

     2-1. 裝置電池 

     

※注意： 

為確保儀器防水功能： 

● 密封墊(E)必須在此位置上。 

● 電池蓋必須由 4 個螺釘固定住。 

※ 若移除電池超過一分鐘後，下次開機時必須重新設定日期和時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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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測定前提醒 

∙在測定之前要確保水樣適合分析測定(無重大干擾)，而且不需任何事前準備， 

  如 PH 值調整、過濾等。 

∙專用藥劑只適用於本分析測定，請將其保存放置在安全的地點。 

∙確認藥劑適當的處理方式。 

∙如有需要請至網站下載並詳讀物質安全資料表(MSDS)。http://www.tintometer.com 

 

2-3.分析方法說明 

原理： 

以固定標準量的重酪酸鉀混合物氧化水樣中的有機物質，當氧化完成後，利用分光度

計測量剩餘的藥劑殘留量。 

應用： 

適用於水樣中氯化合物含量未超過 1000mg/l(LR/MR 試劑)或 10000mg/l(HR 試劑)。 

某些特殊情況下，水中的有機化合物並未能夠被適當的氧化，此將導致測定結果低於

測定限值。再者，不同的取樣方法及分析測定前的樣品保存方式及時間，皆會影響到

最後的測定結果。 

 

3.操作方法 

3-1.COD專用試藥 

請依據水樣特性選擇適當的試藥範圍： 

LR： 0-150mg/l。 

MR： 0-1500mg/l。 

HR： 0-15000mg/l。 

 

3-2.樣品準備 

打開 COD 試管的白色瓶蓋，並添加指定的水樣容量。 

LR/MR： 2ml 測定水樣 

HR：  0.2ml 測定水樣 

此時，另準備歸零用空白試藥管，但於上述步驟中加入純水(蒸餾水)。將裝有水樣的

試管轉緊上蓋後並充分搖勻(※注意：搖勻專用試藥(管)時,內部溫度會急遽升高)，將

試藥(管)置入加熱反應器，設定加熱溫度於 150℃後，開始加熱 2小時。完成後從加熱

器上將試管取出並靜待試管冷卻至 60℃甚至更低，冷卻完成後即可開始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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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測定 

 

  在測定室上插入 16mm 試管的固定座. 

 

 

  使用【on/off】鍵開啟儀器. 

  螢幕顯示如左： 

  按下【Mode】鍵選擇所要測定範圍. 

  ※測定範圍選擇記憶存儲： 

                為了省去切換測定範圍的麻煩，在關機之前儀器會自動記憶最後 

                一次測定的範圍，在下次開機時，會自動轉換至上次的測定範圍. 

螢幕顯示如左： 

 將空白歸零用試藥管放置在固定座上，並確認標誌 是否對齊. 

 不同批次濃度應個別使用該批次濃度的空白歸零用試藥管. 

 按下【Zero/Test】鍵. 

 “RANGE”字幕會閃爍約 8 秒左右. 

 歸零完成，螢幕顯示如左如左： 

 歸零調整後，將歸零用試藥管從固定座取出. 

 將測定水樣放置在固定座上，並確認標誌 是否對齊. 

 按下【Zero/Test】鍵. 

“RANGE”字幕會閃爍約 3 秒後，測定值即顯示在螢幕上. 

  LR/MR：XX mg/l；HR：   XX g/l 

                 測定結果會自動儲存。 

                 精確度：± 3.5 %(F.S.) 

                重覆測定：僅須再次按下【Zero/Test】鍵. 

   

               重新歸零： 必須按下【Zero/Test】鍵 2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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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COD 分析儀測定指南 

 

1. 測定水樣與空白歸零試藥管為同一批試藥，將空白歸零試藥管儲放於陰涼處，  

以備後續的測定上使用。 

2. 請勿將高溫的試管放置在固定座上，先將試管在室溫下冷卻 45 分鐘。 

3. 試管中的懸浮物體會導致測定的誤差，需特別注意。 

4. 試管外表需擦拭乾淨，請勿殘留指紋。 

5. 試管內的水或試藥請勿溢出至測定室，以免產生錯誤的測定值。 

6. 測定室的髒污會導致測定值的錯誤，請定期清理並保持乾燥。 

7. 儀器與環境的溫度差異可能會導致測定值的錯誤。 

8. 避免於強烈光照下操作儀器。 

    

4.按鍵功能說明 
              選項 

  於關機狀態下按著【Mode】鍵. 

  按下【on/off】鍵開機，螢幕顯示『˙˙˙』，再放開【on/off】鍵. 

  放開【Mode】鍵. 

  利用【!】鍵可選擇以下功能： 

記憶值讀取 

記憶值輸出 

設定日期與時間 

                使用者校準 

                選項以箭頭指示顯示在螢幕上. 

  
記憶值讀取 

 按下【Mode】鍵確認本選項後，會自動依序列出 16 組測定值： 

 樣品編號： n xx (xx: 16...1) 

 年： YYYY (e.g. 2010)、日期： mm.dd (05:29)、時間： hh:mm (12:20) 

                範圍： 0-150、測定值：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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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Zero/Test】鍵，重覆顯示現有測值. 

     按下【Mode】鍵，依序 16組測定值. 

     按下【!】鍵，離開此功能. 

                  

 

記憶值輸出(印表機或 PC)   

※注意：將數據列印或輸送至 PC需有紅外線輸出功能. 

 

印表機或 PC 連接紅外線後，按下【Mode】鍵後準備輸出，螢幕顯示 

”PrtG”約一秒後數據開始逐一輸出，輸出完成後切換至測試模式. 

按下【on/off】鍵取消輸出功能並關機. 

 
 
 
超過 2 分鐘後儀器還是無法連接紅外線時，螢幕會出現 E 132 警示 

訊息約 4 秒，此時將儀器切換至測試模式(參考 IRiM 手冊). 

 

 

設定日期與時間(24 小時格式) 

 

  按下【Mode】鍵確認選項後，大約 2 秒後會顯示測定值. 

 

  測定值顯示後依序年、月、日、時、分的設定。「分」先顯示十位數  

  設定，按下【!】鍵後，繼續個位數的設定. 

 

  按下【Mode】鍵，數值遞增. 

  按下【Zero/Test】鍵，數值遞減. 

  按下【!】鍵後繼續下個數值編輯. 

  當「分」設定完成後按下『！』鍵，字幕顯示”IS SET ”完成 

  設定並回復測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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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校準模式 
 

                             使用者校準 

 

               ※注意: 

               使用者校準(如左顯示模式) 

               出廠校準(如左顯示模式) 

               按下【Mode】鍵確認選項後，螢幕會顯示 CAL/LR. 

               按下【Mode】鍵，依序列出測定範圍. 

               將空白歸零用試藥管放置在固定座上，並確認標誌 是否對齊. 

               按下【Zero/Test】鍵. 

              “RANGE”字幕會閃爍約 8 秒左右. 

               以交替模式顯示如左： 

               執行一個已知濃度的標準作測定. 

               按下【Zero/Test】鍵. 

              “RANGE”字幕會閃爍約 3 秒左右. 

               螢幕上交替顯示結果 - CAL. 

               如測定值符合標準濃度值(在指定誤差範圍內)，按下【on/off】鍵 

               退出校準模式. 

               若顯示值與已知校正標準值偏差時，依照下列步驟更改顯示值: 

               按下【Mode】鍵，顯示數值增加一位. 

               按下【Zero/Test】鍵.顯示數值減少一位. 

               調整按鍵直到數值符合校準數值. 

 

               按下【on/off】鍵，新的校正係數將被計算並儲存於用戶校準軟體. 

                

               校準確認(3 秒). 

 

                ※注意：在 MR範圍的校正，自動適用於 HR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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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廠校準重置 

               重新設定至最初的出廠校準模式，儀器將重新設定所有方法與範圍. 

               使用者校準模式時顯示幕如左以箭頭指示. 

               同時按著【Mode】和【Zero/Test】鍵重新設定. 

               按【on/off】鍵開機. 

               約 1 秒後放開【Mode】和【Zero/Test】鍵. 

               訊息將依序顯示如下： 

               出廠模式設定已啟動. 

               顯示幕如左，則為出廠模式 

               或 

               顯示幕如左，為已被設置為使用者校準模式. 

               (如要保留使用者校準模式，使用【on/off】鍵關閉設定) 

                

               按下【Mode】鍵，重新設定出廠校準模式. 

               訊息將依序顯示如左： 

               使用【on/off】鍵關閉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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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儀器規格 

              規格 

測定原理：    雙波長、自動波長選擇、直讀分光比色計 

光    源：    長效型 LCD光學元件 

波    長：    430 nmΔλ= 5 nm 

              610 nmΔλ= 6 nm 

波長確度：     ±1 nm 

測定精度：    ± 3% FS.(T = 20℃-25℃,標準液條件) 

吸光度分解能：0.01 A 

電    源：    3 號電池四個 

節電功能：    10 分鐘自動電源關閉 

記憶功能：    16 筆記憶資料，可無線下載(選配) 

尺寸重量：    190L X 110W X 55H mm，約 455g 

操作環境：    5~40℃，IP68 防水型 

符合歐洲ＣＥ標準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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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操作訊息-錯誤代碼 

             

             操作訊息 

測值超過測定範圍或是水樣過度混濁. 

測值低於最低測值範圍. 

無法進行測定，請更換電池. 

電池容量過低而無法顯示背光源. 

使用者校準模式以箭頭指示如左. 

 

             錯誤代碼 

光源元件污染不潔. 

校正係數”超出範圍 ”. 

操作環境光照過強. 

電池電力不足，須更換電池. 

LR 範圍： 出廠校準不正確/消除. 

LR 範圍： 使用者校準不正確/消除. 

MR 範圍： 出廠校準不正確/消除. 

MR 範圍： 使用者校準不正確/消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