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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溶氧维护直播问题锦集 

极谱氧和光学氧 
 

感谢大家参与梅特勒-托利多过程分析部门

2020 年 5 月 15 号的《在线溶氧电极维护保

养》直播课程! 

该白皮书收录了直播过程中大家关心的技术问

题。希望能够给大家的工作带来帮助。更多疑

问，可拨打服务热线 400 878 989 咨询。 

主要内容包括极谱法光学法氧电极的维护保

养、安装、诊断和故障排除等问题。 

 



 

2 | 

 

在

线

溶

氧

电

极

问

题

锦

集 

 

1. 极谱氧篇章 

Q1：极谱法溶氧传感器零点和斜率范围是多少？ 

A：不同型号传感器的零点和斜率范围不同，具体要求见下表： 

标准 单位 故障 警告 良好 警告 故障 

InPro6850i/InPro6800 
     

空气电流 

零点电流 
-nA/25℃ 

nA 

<30 

<-0.6 

30…35 

-0.6…-0.3 

35…90 

-0.3…+0.3 

90…110 

+0.3…+0.6 

>110 

>+0.6 

InPro6900i 
     

空气电流 

零点电流 
-nA/25℃ 

nA 

<220 

<-1 

220…250 

-1…-0.5 

250…460 

-0.5…+0.5 

460…525 

+0.5…+1 

>525 

>+1 

InPro6950i 
     

空气电流 

零点电流 
-nA/25℃ 

nA 

<2000 

<-1 

2000…3000 

-1…-0.5 

3000…5000 

-0.5…+0.5 

5000…6000 

+0.5…+1 

>6000 

>+1 

 

序号 关键词 问题与答复 

Q2 极谱氧 参数 电极 Q：极谱溶解氧可以耐多少温度和压力？时间有要求吗？ 

        

A：温度耐受范围-5~140℃；测量（工作）温度范围：-5~80℃压

力最高耐受 12Bar。时间没有严格要求，温度越高，持续时间越

长，电极损耗就越快。梅特勒-托利多智能电极管理（ISM）具有

实时性能诊断和寿命（DLI）显示功能。 

Q3 极谱氧 参数 电极 Q：极谱氧电极有没有高温保护功能？ 

        

A：没有高温保护功能。该测量原理不会因为高温时测量而额外增

加工作负荷。但温度超过 80℃时，因为仪表温度补偿曲线限制的

原因，将不显示溶氧读数。 

Q4 极谱氧 参数 电极 Q：每个型号溶氧传感器控制中的电流范围不一样吧？ 

        

A：根据每个电极测量精度和量程的不同，在空气中的电流值不

同。所以需要清除自己所使用型号的传感器在空气中的电流（斜

率）范围。可参考 Q1 

Q5 极谱氧 存储 电解液 Q：电极液需要怎样保存最好，能保存多次时间？ 

        
A：电解液是高盐溶液，具有抑菌效果。可以常温、密封保存。未

开封保质期为 2 年。 

Q6 极谱氧 参数 电解液 Q：电解液是特殊物质吗？ 

        

A：主要成分是 KOH 和 KCL，还包括少量其他化学成分。pH 至

月 9-11，因此注意防护。不建议自己配置溶液，避免影响测量精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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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关键词 问题与答复 

Q7 极谱氧 调试 电极 Q：极谱氧测量波动大怎么处理 

        

A：在线波动的原因可能是由分析仪本身或者过程条件引起的。如

果在空气中波动建议按照标准流程维护传感器：换膜、清洗内电

极、充分极化再进行判断。更多问题可咨询梅特勒-托利多服务热

线 4008878989。 

Q8 极谱氧 调试 电极 
Q：我们用的是 M400 的变送器，有一支电极更换溶氧膜，添加

完电解液后，还是跳变，是什么原因造成 

        

A：极谱法溶氧电极的主要部件包括：电解液、溶氧膜、内电极、

电极杆（含电缆接头）。其它导致该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电极表面

有氧化层或者电缆接头有氧化层或受潮。 

Q9 极谱氧 调试 极化 Q：M400 极化电压需要更改吗？ 

        

A：每个型号极谱溶氧传感器的计划电压是有明确要求的，只有在

要求的计划电压下，氧浓度和电流信号才成线性关系。更改极化

电压会导致测量线性变差，不建议更改。 

Q10 极谱氧 调试 膜 Q：溶氧膜安装好是锥形，很容易磨损破裂，怎么办？ 

        

A：对于极谱氧，新的溶氧膜是平的，安装后要和内电极贴紧，所

以安装后中间会有突出，这是正常现象。溶氧膜内置钢丝网，具

有弹性，不会因为内电极顶住而破裂的。如果容易破裂，请参考

维护资料的操作流程严格操作，注意确保电解液中无气泡，操作

的任何环节不要有应力碰到膜。 

Q11 极谱氧 维护 电极 Q：极谱氧电极，高温会不会对其有影响？ 

        
A：高温（如发酵 121℃灭菌）对溶氧膜的寿命会有影响，对电极

本身的影响非常小，可以忽略。 

Q12 极谱氧 维护 电极 Q：溶氧电极使用完后平时怎样维护呢 

        

A：这次直播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溶氧电极的维护，可观看回放或

下载免费使用手册。无论是极谱氧还是光学氧传感器，使用完后

洗干净干放存储即可。 

Q13 极谱氧 维护 电解液 Q：电解液多久需要更换一次 

        

A：溶氧电极的维护和工况有很大的关系，建议安装前在空气中进

行斜率校准，根据斜率和标准数值的偏差判断是否需要更换电解

液等维护操作。梅特勒-托利多特有的 ISM 传感器具有实时电极诊

断功能，可在仪表上显示需要维护的剩余天数。 

Q14 极谱氧 维护 电解液 Q：膜腔内进入发酵液怎么解决？ 

        

A：极谱氧溶氧膜是气体选择性透过膜，光学氧膜没有气体进入模

内部。是如果有发酵液进入膜腔内：①是膜破损，需要更换膜。

极谱氧膜破裂可以在更换电解液后立即擦干表面观察；②电极没

有安装到位有缝隙，维护时需要检查安装到位。钢帽和 O 型圈是

否密封可以通过外光观察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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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关键词 问题与答复 

Q15 极谱氧 维护 膜 Q：低浓度氧电极 InPro6950i 能换膜吗？ 

        
A：所有的极谱法氧电极，包括 InPro6950i 都需要定期更换电解

和溶氧膜，才能确保最佳的测量性能。 

Q16 极谱氧 维护 膜 Q：经常取膜会不会破坏膜？ 

        A：正确的操作是不会导致膜破损。注意事项包括：在维护操作过

程中不要碰触膜表面；更换的电解液中确保无气泡；安装至工艺

过程中不要碰到任何管件。 

Q17 极谱氧 维护 膜 Q：溶氧电极运行过程因罐压作用使物料进入膜腔？怎么处理？ 

        

A：极谱氧电极溶氧膜是气体选择性透过膜。溶液（发酵液）是无

法穿过的。如果生产过程中有发酵液进入膜腔，可能是膜破损或

O 型圈老化。请参照维护资料维护和判断。 

Q18 极谱氧 维护 内电极 Q：极谱氧更换内极后使用寿命，和新电极有区别吗？ 

        

A：极谱法溶氧电极的主要部件包括：电解液、溶氧膜、内电极、

电极杆（含电缆接头）。内电极是溶氧电极的“心脏”，更换完成后

基本恢复到全新的性能。实际的性能请参考维护手册进行诊断。 

Q19 极谱氧 维护 内电极 Q：内电极如何清洗 ？ 

        A：附着的反应产物可以用去离子水冲洗。测量过程导致的表面氧

化层可以使用 1000 目以上的砂纸打磨 1-3 下。 

Q20 极谱氧 极化 电极 Q：什么情况下电极需要极化？ 

        
A：电化学溶氧传感器更换膜、更换电解液或断电时间超过 30 分

钟后，都建议极化 6 小时左右。 

Q21 极谱氧 极化 电极 Q：变送器 M400 接极谱氧电极必须激活 6 小时吗？ 

        

A：极谱氧电极的极化可以理解为溶氧测量过程中电化学反应平衡

的过程，6 个小时是平均经验值，可以根据变送器（如 M400）显

示的电流值是否稳定，如果电流值在一定时间内（2-5min）在某

一电流值持续震荡，则认为极化充分，可以校准使用。新电极需

要的计划时间短，随着电极使用年限增加，老的电极需要极化的

时间也可能超过 6 个小时。 

Q22 极谱氧 诊断 内电极 Q：如何确定内电极的好坏 

        

A：内电极性能判断方法包括①肉眼观察加手轻轻转动的方法判断

玻璃部位是否断裂；②溶氧电极不安装溶氧膜，并擦干表面水

渍，空气中的电流值的绝对值应该小于 0.1nA。 

Q23 极谱氧 诊断 性能 
Q：M300 变送器+InPro6800 电极，在溶液中电流正常范围与在

空气中的电流范围一致吗，分别是多少？ 

        

A：之所以根据传感器放在空气中的电流值判断定级的性能，是因

为在大部分区域（除高原地带），空气中的氧浓度基本是“恒定”

的。如果在溶液中判断，空气中的电流值和常开容器中饱和空气

的水的电流值是一样的。标准范围是-30~-110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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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光学氧篇章 

Q24：光学氧的零点和斜率范围是多少？ 

A：光学氧的测量信号为相位角，范围如下表 

型号 标准 警报 良好 警报 

InPro6860i 零点（Phi0） 

斜率

（Phi100） 

Phi0-Phi100 

<50° 
<20° 
<20° 

50°…65° 
20°…38° 

>20° 

>65° 
>38° 

- 

InPro6970i 零点（Phi0） 

斜率

（Phi100） 

Phi0-Phi100 

<74° 
<10° 
<55° 

74°…82° 
10°…18° 

>55° 

>82° 
>18° 

- 

 

序号 关键词 问题与答复 

Q25 光学氧 选型 电极 Q：新买的电极是否有标配斜角电极帽型号？ 

        
A：有该型号，InPro6860i HD 系列。 

InPro6860i HD/120 订货号 30449703 

Q26 光学氧 调试 mA Q：光学氧电极怎么通过软件更改模拟信号电流值范围？ 

        

A：使用梅特勒-托利多 iSense 软件可以设置 4-20 mA 输出量

程。软件可以在 www.mt.com 免费下载。 

注：需要购买专用电缆 iLink RS485 VP（货号 30014134）。 

Q27 光学氧 调试 
nA 斜

率报警 

Q：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光学氧电极和新的 M300 表标定 100%点

的时候 每次都会报警 ＞90nA，如何处理？ 

        

A：光学氧传感器的原始信号为相位角°，电流信号为换算值。这

种应用还是建议使用 iSense 软件或能够读取光学氧电极相位角的

变送器如 M400 判断光学帽的性能是否完好。 

注：如果没有条件测试，建议返回梅特勒-托利多维修部检查。 

Q28 光学氧 调试 极化 Q：梅特勒-托利多光学氧最低需要多少 V 电压才能带动？ 

        
A：梅特勒-托利多光学氧传感器 InPro6860i 系列工作电压为

24V，1-3A。 

Q29 光学氧 维护 光纤 
Q：光学 DO 电极,光学帽里面进了液体后，LED 光源模糊了怎么

处理？ 

        

A：可以使用去离子水和软布适当的清洗光纤部位。避免这种情况

发生，日常维护的时候一定要拧紧光学帽，而且每次更换光学帽

要更换新的 O 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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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关键词 问题与答复 

Q30 光学氧 维护 寿命 Q：光氧电极溶氧帽的使用寿命一般是多少批次？ 

        

A：光学氧帽的寿命和灭菌次数相关，但灭菌方法（如实消、空

消），每批灭菌时间和发酵罐大小不同导致的升降温时间不同都

会影响其寿命。梅特勒-托利多特有的 ISM 智能诊断功能——动态

寿命指示（DLI），就是帮助每个使用者能够清楚地了解每个电极

在该安装点的寿命。综合以上因素，综合平均寿命约 40-50 批

次。 

Q31 光学氧 维护 光学帽 Q：光学氧电极的荧光物质可更换吗？ 

        A：不可以。只能更换光学帽。 

Q32 光学氧 选型 电极 Q：4100e 能用吗？ 

        

A：4100e 的氧测量信号为 nA 信号，梅特勒-托利多 InPro6860i 

nA 型号光学氧电极可以兼容该变送器。InPro6860i/120 的订货号

是 30014100。 

Q33 光学氧 选型 电极 Q：光学容氧电极配套什么变送器？ 

        A：常用变送器主要有 M400 Type2 或 M800 Process 型号。 

Q34 光学氧 选型 价格 
Q：光学氧电极和电化学电极价格差距大吗？光学电极帽更换成

本咋样？ 

        

A：光学氧电极的价格会比电化学电极价格高一些。但光学氧电极

具有更卓越的性能如反应快、维护操作简单、膜体寿命长、并大

大减少维护工作，总拥有成本会更低。 

Q35 光学氧 选型 兼容性 Q：M300 仪表可以用光学氧传感器吗？ 

        
A：可以的接 InPro6860i nA 型号。但是只有最基本的 nA 模拟信

号，无法实现数字信号带来的智能诊断和稳定性控制等功能。 

Q36 光学氧 选型 光学帽 Q：同一个光学法电极平角和斜角光学帽可以互换吗？ 

        A：可以互换。 

 

3. 氧综合篇章 

序号 关键词 问题与答复 

Q37 氧综合 工艺 电极 Q：发酵一般是低氧还是高氧？ 

        A：好氧发酵是高氧应用，厌氧发酵是低氧应用。 

Q38 氧综合 互动 互动 Q：你们可以多开展内似的培训讲解 

        
A：感谢关注！除了网络直播，梅特勒-托利多过程分析部门还会

拍摄多种应用和操作视频，帮助大家更好的使用在线分析仪表。 

Q39 氧综合 ISM 寿命 
Q：DLI 正常应该减少，我发现有少量电极寿命增加的现象，怎么

回事？ 

        

A：这是正常现象，如果传感器从”恶劣“环境进入”温和“的环境，

使用寿命会有回升现象，这是智能诊断的特点，不是简单的倒计

时。 



 

7 | 

 

在

线

溶

氧

电

极

问

题

锦

集 

 

序号 关键词 问题与答复 

Q40 氧综合 设计 序列号 
Q：电极上能把序列号条形码印在电极头上吗？我们电极几百根

很不方便查找和管理 

        

A：感谢您的建议，这个建议我会向总部反馈。目前阶段您可以在

工厂仓库自行设计打印条形码粘附在电极上，优化管理效率。工

业品都是在产品上印（刻）有序列号。梅特勒-托利多光学氧电极

上本身和耗材光学帽都有序列号，以方便使用者管理和保修。 

Q41 氧综合 调试 电极 Q：极谱在空气中看电流需不需要改压力？ 

        
A：不需要。仪表设置有校准压力和测量压力之分，只要设置一次

就可以了。 

Q42 氧综合 调试 电极 Q：老师好，溶解氧流通池安装的话，有什么材质要求吗？ 

        

A：常量氧测量对材质没有特殊要求；低氧测量建议流通池和管路

均使用不锈钢材质，否则氧气会渗透至测量介质，影响测量值的

精确性。 

Q43 氧综合 维护 电极 
Q：荧光头和膜帽的清洗溶液可以采用酒精吗？或者就用纯化

水？ 

        
A：荧光法电极和极谱法氧电极的内电极、光纤、膜等部位都不能

使用有机溶剂清洗，使用去离子水清洗，必要时用软布擦拭。 

Q44 氧综合 校准 电极 Q：更换电极帽不用流通池校准吗？ 

        

A：根据工艺要求而定：大于 200ppb 的高氧测量，可使用零点胶

验证零点并在空气进行斜率校准，偏差较大时在进行零点校准；

小于 200ppb 的低氧测量，需要使用纯度高于 99.99%氮气（使用

流通池）和空气进行零点和斜率校准。 

Q45 氧综合 选型 电极 Q：溶氧电极的量程怎么选？ 

        

A：梅特勒-托利多在线溶氧电极分为高氧系列和低氧系列。通常

介质溶氧低于 200ppb 选择低氧传感器，大于 200ppb 选择高氧传

感器。 

Q46 氧综合 存储 电极 
Q：溶氧仪如果长期比如半年不实用怎么样保存比较好？传感器

需要连着信号线还是拆下来放置？ 

        

A：该操作没有严格要求。长时间不用建议将传感器器拆下来洗干

净干放存储即可。再次使用时，光学氧通电可以校准使用；极谱

氧建议通电 6 小时，极化后再校准使用，合理安排好生产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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