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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YSI DO200 是 YSI 公司 EcoSense 系列中的一款产品，可精确测量溶解氧空气饱和度与百万分毫克/升

浓度和温度。内置的微处理器储存、计算和补偿所有与测定溶解氧有关的参数，包括溶解氧电极的温度特

性。 

仪器主机具有 IP65 防护等级——防尘防溅。机械触摸式按键具有高度可靠的触觉感应和声音响应。仪

器使用一节 9伏电池，更换电池后无需重新校准。 

仪器前面板有一个大液晶显示屏，根据用户设置的显示模式，实时同步显示溶解氧空气饱和度、百万

分浓度和温度值。仪器会提示用户完成整个校准和测量过程。 

YSI DO200 使用一个极谱电极, 配备易于拧上的盖膜；探头带有一个内置的温度传感器，用于温度补

偿；另外，其不锈钢外壳坚固耐用，更易于沉入水中；具有超长电池寿命和抗 50/60 赫交流电磁波干扰功

能。该仪器可广泛、方便地用于野外现场测量、室内和实验室操作。 

初始检查 

小心地打开包装，检查仪器和配件是否因运输而受损。查看收到的设备是否与装箱单中的材料列表一

致。如发现有损坏或零件不全，请立即通知您的供应商或 YSI 公司。在证实仪器能正常工作之前，请妥善

保存包装材料。 

预防措施 

一、手持主机 
尽管 YSI DO200 的手持主机具有防溅外壳，但电缆接头并非水密，故主机不可以置于水下使用。防溅盒可

防止因偶然掉入非腐蚀性溶液造成的永久性损伤。一旦主机掉进水中，请迅速采取以下措施： 

1. 拆下一体化电缆探头，如有必要，烘干电缆接头。 

2. 用蒸馏水仔细冲洗主机。冲洗、干燥后，检查和清洁电缆接头，清除所有可能影响探头连接的污物。 

3. 待主机和一体化电缆探头完全干燥后，重新连接，并启动主机。 

4. 若完成上述步骤后，主机仍不能正常工作，请联系 YSI 技术服务中心寻求可能的维修和更换（参阅 质

量保证 条款）。 

二、探头 

1. 正确的安装和定期的维护，可以延长膜的使用时间。如果膜受损、被污物阻塞或在盛电解液的容器中

存在大气泡都会导致读数漂移。如果出现不稳定读数或膜受损，请更换盖膜和溶解氧探头溶液（也称

为“溶解氧探头电解液”、氯化钾或 KCL 溶液）。盖膜的平均更换周期为 4－8周；如果保持洁净，可使

用更长时间。若在恶劣环境（如废水）中使用，可能每 2－4周就需要换膜。如果盖膜被耗氧或释氧的

生物（如细菌、藻类等）所覆盖，读数可能会不稳定。 

2. 二氧化硫、一氧化氮、一氧化二氮会影响读数，传感器会误把此类气体当作氧气。 

3. 避开可能损伤探头材料的物质，如浓酸、强碱和强力溶剂。探头材料包括不锈钢、环氧树脂和 ABS 塑

料。 

4. 保持探头的黄金阴极洁净及质感（正确维护后有纹理和光泽）。探头若因接触到某些气体变得暗淡或镀

上了银（因长期使用不牢固或有皱褶的膜），请按照“探头维护”的指示清洁探头。 

5. 为防止盖膜和电解液脱水，请将探头保存在盛有湿润海绵的校准杯中。 

探头准备 

发货时 YSI DO200 带有一个干燥的保护性盖膜。请按下列步骤在探头上安装上一个新的盖膜： 

1. 按照溶解氧探头溶液瓶上的指示准备溶液； 

2. 拧下并抛弃保护盖膜； 

3. 把溶液注满一个新的盖膜； 

4. 把充满溶液的盖膜拧到传感器上； 

5. 初次使用时请留出充分的预热时间（10～15 分钟）。此间，显示屏上可能会出现“ovEr”信息，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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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正常现象。预热结束后，此信息会自动消失。 

电池安装 

当显示屏上开始显示 BAT（电池），表明该仪器还可正常使用近一小时。当

BAT（电池）出现在显示屏上，请更换电池（参照图 1）。 

更换电池时，拧下电池盖上的两个螺丝，取下电池盖和密封圈；更换 9伏

电池；重新装上电池盖和密封圈（正确放置密封圈确保密封），拧紧电池盖上的

螺丝以达到防溅性能。 

 

按键功能 

1. ：开机或关机 

2. MODE（模式）：空气饱和度百分比（%）与百万分比（mg/L）两种溶解氧显

示方式；在校准模式下，按 MODE（模式）键可退出当前校准参数，并进

入下一个校准参数。 

3. CAL（校准）：在常规操作时，从测量状态改变到校准状态。 

4. （输入）：在校准设置中，按此键可把当前参数保存到存储器中。 

5. △和▽键：增加或减少显示值至所需数值。 

 

LCD 显示 

1. BAT：低电指示 

2. CAL：校准模式指示 

3. SAL ppt：校准模式中显示，提示输入水体盐度（单位：千

分数） 

4. mBar：校准模式中显示，提示需输入的大气压力（单位：

毫巴） 

5. 主显示区：显示溶解氧值 

6. ％/ppm：溶解氧单位指示 

7. 副显示区：显示℃温度值 

 

 
操作程序 

按 （开关）键 打开或关闭仪器。开机，仪器自动运行自检程序，此时显示屏上可能会出现“ovEr”

信息，这是正常现象；预热结束后，此信息会自动消失。自检程序完成后，温度显示在显示屏右下方，此

时仪器已可正常运行。将探头浸入水体中，尽可能避免探头上的盖膜碰到溶液中的尖锐物，以免割破盖膜。

不要让气泡出现在探头周围。仪器不使用时，关闭仪器以节省电力。 

注意：在溶解氧测试过程中，水体流速或探头的搅动速率必须达到 0.15 米/秒，以抵消传感器自身耗氧所需。 

 

测量模式 
仪器提供三个测量读数： 
1. 温度：持续显示当前水体的温度 

2. 溶解氧％：溶解氧空气饱和度读数 

3. 溶解氧 ppm：浓度 ppm（百万分比，即毫克/升）读数 

注：仔细观察 LCD 最右方的显示单位，以确定期望显示的溶解氧模式。 

 

校准设置 

 

图 1 

安装电池 

图 2 

DO200键盘

   

 

 

图 3： LCD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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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准备工作 
1. 查询或测量溶解氧所在地区的大气压（以毫巴[mBar]为单位）； 

2. 测量待测水体的盐度。淡水的盐度约为零，海水盐度约为 35ppt（千分数）； 

3. 为达到最高精度，校准温度应尽可能接近待测水体的温度。 

 

二、校准程序 
1. 将 5～6滴净水（自来水、蒸馏水或去离子水）滴入校准瓶中的海绵上。倒置校准瓶，让多余的水流出

瓶子。湿润的海绵为探头创造一个水饱和的空气环境，用于校准、运输和储存 DO200 探头。校准时，

探头应保持在一个水饱和的空气环境中，而不是浸入水中。 

2. 将探头插入校准瓶，确保膜没有触到海绵。 

3. 按 （开关）键 打开仪器，等待 10～15 分钟使溶解氧和温度读数稳定。 

4. 按 CAL（校准）键。 

5. 显示屏以 mBar（毫巴）为单位提示输入大压力，使用△和▽键增加或减少气压值。参见“单位换算”

一节以转换其它气压单位为毫巴。 

6. 大气压输入完成，按 （输入）键 一次，在显示屏的右下角查看校准值。一旦主显示值稳定，再按 

输入键 切换到盐度补偿程序。 

7. 屏幕显示一个盐度，使用 △和▽键 增加或减少盐度值，直至与待测水体的盐度值一致（0～40ppt）。

盐度值输入完成后，按 （输入）键。 

8. 校准值会一直保持在仪器内，即使仪器已关闭。然而，为防止漂移，建议每次使用时均重新校准仪器。

溶解氧读数的准确性取决于校准的准确性。 

 

探头维护 

清洁探头时，请使用 YSI 探头维修套件（产品编号为 5238）。除了维修套件，尝试以化学方式清洗，

使用氨水浸泡电极。 

1. 关闭仪器，拆下一体化电缆探头； 

2. 拧下盖膜，用清水（自来水、蒸馏水或去离子水）冲洗探头； 

3. 用以下任一种方式浸泡探头： 

• 14%实验室强度氢氧化铵浸泡 2～3分钟 

• 3%家用清洁强度氨水浸泡一个晚上（8～12 小时） 

4. 用清水冲洗探头； 

5. 使用砂纸（5238 套件提供的 400 号干/湿砂纸）湿水抛光电极上多余的沉积物； 

6. 用清水冲洗掉电极上的沉积物颗粒； 

7. 装上一个新盖膜。 

注意：决不可使用任何未经 YSI 推存的化学品或研磨剂。 

 
常见故障检修 

主显示（溶解氧读数）信息 解决方式 

ovEr / undr 

（过高/过低） 

·检查膜和电解液 

·清洁阳极和阴极 

·将仪器送修 

副显示（温度读数）信息 解决方式 

undr 

（过低） 

·加热水体使其温度高于-6.0℃ 

·将仪器送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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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 

（过高） 

·冷却水体使其温度低于 46.0℃ 

·将仪器送修 

 
 
技术说明 

显示 测量范围 分辨率 准确度 

溶解氧 

（ppm 或 mg/L） 

0 ～ 20ppm（mg/L） 0.01ppm（mg/L） 读数之±2%或±0.2 毫克/

升，以较大者为准 

溶解氧 

（％空气饱和度） 

0 ～ 200% 0.1% 读数之±2%或±0.2%空气饱

和度，以较大者为准 

温度（℃） -6 ～ 46℃ 0.1℃ ±0.3℃±1最小有效位数 

 

压力补偿 600 ～ 1100 毫巴（450 ～ 825 毫米汞柱） 

盐度补偿 0.0 ～ 40.0ppt 

ATC（自动温度补偿）探头 热敏电阻，10 千欧姆 / 25℃ 

校准备份 有 

声音响应 全部按键均有声音响应 

电    源 一节 9伏电池 

操作温度 0 ～ 50℃ 

仪器外壳 防溅 IP65 标准 

重    量 350 克（含电池） 

尺    寸 18.6 厘米（长）×7.0 厘米（宽）×3.7 厘米（厚） 

 
单位换算 

换算 乘以 

从英寸汞柱换算到毫巴 33.864 

从英寸汞柱换算到毫米汞柱 25.4 

从毫米汞柱换算到毫巴 1.333 

 

备件清单 

产品编号 描述 

200-4 溶解氧和温度探头组件，4米电缆 

200-10 溶解氧和温度探头组件，10 米电缆 

280 携带箱（塑料仪器箱，带泡膜分隔） 

5908 膜套件（含 6个 1.25mil PE 盖膜和电解液） 

480 仪器外套（正面透明、周边黑色塑料软套，有肩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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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证 

自最终用户购买日起，主机、探头和电缆保修一年。在保修期内，仪器按设计用途使用，并按指导方

法进行保养的情况下，由于工艺和原料上的缺陷而造成故障，由 YSI 提供免费维修或 YSI 认为有需要免费

更换在保修范围内的零部件。 

如需维修，请联系您所在区域的 YSI 授权代理商或直接联系 YSI 技术服务中心，确认邮寄地址后，请

将产品及其发票复印件同时寄往指定 YSI 技术服务中心；由 YSI 进行维修或更换之后，再返寄给您。维修

或更换后的产品保修期是原始保修期的剩余期限，或者至少为维修或更换日之后的 90 天。 

保修限制 

由于以下原因导致的产品故障，不在 YSI 的保修范围内：(1)不按照产品的使用说明进行安装、操作或

使用；(2)滥用或误用产品；(3)不按照产品的使用说明保养产品；(4)对产品进行的任何不恰当的修理；(5) 

用户自行维修，使用有缺陷的或不恰当的部件；(6)未获得 YSI 的认可，私自更改产品结构。 

注册说明 

为及时获得保修，请在购买本产品之日起的一个月内，将保修卡信息填写完整后，邮寄、传真或电邮

至 YSI 技术服务中心。 

YSI 技术服务中心 

YSI 中国地区 现有维修中心的联系方式如下所列，最新维修中心信息可通过浏览 YSI 中文网站

（www.YSI-China.com）获取。  
• 青岛维修中心 

电 话：(0532) 8575-3636 

传 真：(0532) 8571-0101 

电  邮：qingdao@ysi-china.com  

地 址：山东省青岛市东海西路51号7号楼2单元301室(266071) 

• 上海维修中心 

电 话：(021) 6222-3238 

传 真：(021) 6222-7397 

电  邮： shanghai@ysi-china.com 

地 址：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所418室(200062)  

• 广州维修站 

电 话：(020) 3881-4250 

传  真：(020) 3880-6084 

电  邮：guangzhou@ysi-china.com 

地  址：广东省广州天河区天河北路364号都市华庭天怡轩30D(510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