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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綜述
在使用此設備前，請務必仔細閱讀此手冊並熟悉相關操作。請將此手冊妥善保管便於您或

相關技術操作人員隨時參考。

安裝，設置，操作，維護和停用均應由合格的技術人員來完成。在進行所有工作前，技術

人員應仔細閱讀並理解操作手冊相關內容。

由於不正確使用或不按說明書安裝使用，非合格人員使用或未經我司許可，擅自改動設備

等引發的故障均不在廠方質保範圍內。

對於因使用此設備所產生的費用，發生的損壞，尤其是因為不正確使用或錯誤連接引起的

損壞，廠方不承擔任何責任。

對於印刷錯誤，廠方不承擔任何責任。

2. 安全指南

2.1 預期用途
溶解氧測定儀專為測定水中的溶解氧濃度而設計。

使用匹配的溶解氧探頭（標準配置中已經包含）進行測量。探頭採用四針介面進行連接。

通過探頭末端的溶解氧膜帽來進行測量。

根據所使用探頭的類型特點，設備需要定時校正，以獲得最佳測量精度。在進行其他測量

前，如果必要的話，需更新或替換探頭。

應仔細閱讀並嚴格遵守本手冊中的安全須知（詳見下文）。

本設備僅用於設計規定的工況條件和用途。

設備必須輕拿輕放（嚴禁摔扔或碰撞等）並且必須按照技術使用。設備謹防髒汙。

2.2 安全須知

設備依照電子測量設備安全規範進行生產和測試。通用安全規定和本手冊中針對本設備的

安全指南必須嚴格遵守才能確保功能的正確使用和設備的安全操作。

 必須在技術參數表中所標明的環境條件下才能保證設備的功能和操作安全性。

如果設備是從低溫環境運輸到較高溫度環境，設備可能會由於冷凝而發生故障失靈。此種

情況下，需要等待設備溫度達到室溫後再使用。

 如果懷疑因為設備使用會造成危險，那麼應該立即關閉設備，並在再次使用前，確認

潛在危險。使用者的人身安全可能受到威脅，如果設備處於以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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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可見的破損

 不再按照規定進行使用操作

 在非適宜條件下保存較長時間

如有疑問，請將設備寄回廠家進行檢修維護。

3. 此設備不適合安全系統，急救站等因設備故障會造成人身傷害和物料損失的應用。如果

不遵守此原則，可能會造成人身傷害和財產損失。 

4. 此設備不能用於易爆環境。在易爆環境下操作設備，可能會增加因火花造成火災或爆炸

的危險性。 

3. 產品描述

3.1 標準配置
 主機及便攜箱

 節 電池

 溶解氧探頭及保護瓶

 存儲卡及校正資料，多語種操作手冊

 快速操作指南

4. 產品安調

4.1 電池安裝

電池盒位於 設備背部。打開電池蓋，即可取出電池。 節 電池安裝時請注

意極性。然後重新放好並蓋緊電池蓋。

注意 如果電池標識閃爍顯示，必須更換電池。如果儀器需要長時間測量或查看，建議使

用外接電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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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外接電源

用於外接電源的 線和插頭供選購。 線可以連接電腦或者插頭，為設

備供電。如果設備使用外接電源供電，則螢幕不再顯示電池標識，而是顯示 。

4.3 探頭連接
溫度感測器

設備探頭裝卸

 探頭連接，將探頭的連接頭插入儀器插口並順時針擰緊。確保插頭與插口位置對應並

正確連接。

 探頭拆卸，逆時針擰開插頭並從插口拔下即可。

4.4 探頭介紹

溶解氧測定儀其探頭為光學溶解氧感測器。感測器探頭防水級別是 ，採

用四針插頭連接。探頭前端靠近膜帽的地方有一個溫度感測器，即時監控待測樣品溫度。

測量過程中，務必使溫度感測器全部浸入待測樣品中。

溶解氧通過擴散進入到探頭膜帽材料並與螢光染料作用，擴散達到平衡需要一定的時間。

探頭膜帽必須避免刮傷和接觸丙酮等有機溶劑，以免損壞影響測量。

探頭存放環境須保持一定濕度，可將探頭插入標配的保護瓶中並擰緊即可（參見 日

常維護）。此時它作為校正瓶。

標配的 存儲卡中存儲了與原廠探頭膜帽相對應的原廠校準資料。

以下是 的重要部件說明

 膜帽：通過膜帽中螢光染料發生的螢光淬滅效應，即溶解氧濃度的變化產生對應的螢

光強度和壽命的變化，從而產生可被檢測的信號源。

 存儲卡：探頭相關資料已經在出廠時存入 卡中。如果將 卡插入儀器中，開

機後將顯示探頭膜帽的序號。當更換探頭膜帽時， 卡也要相應更換。儀器標配的 卡在

儀器的存儲卡槽內（見下圖）。

探頭膜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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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功能介紹

5.1 螢幕顯示
開機後進行儀器初始化。

如果連接好探頭並插入 卡，則在此過程中，會顯示探頭序號。初

始化完成後，儀器將進入測量模式，顯示介面如下：

A B 

 
 

O  

N     

 A. 日期
C D 

B. 時間

 C. 鹽度補償開 關

 D. 電池狀態標識

 E. 溫度， 或

F. 溶解氧飽和度

M 
G. 當前氣壓

 H. 溶解氧測量值， 或

 I. 系統設置，控制 和 參數的顯示
L H K J I J. 進行單點校正或校正設置

 K. 已存儲資料查閱

 L. 存儲測量值

M. 自動關機 持續開機狀態

  待機 分鐘後自動關機

 N. 沙漏標識表示校正過程進行中

 O. 溶解氧測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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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按鍵功能

開關鍵：儀器開關 背景燈開關

確認鍵
終止鍵（按住）：停止測量或校正過程

上下鍵：功能表介面或校正模式，資料增減或菜

單上下選擇

左右鍵：游標左右移動或功能表左右選擇

6. 探頭維護

6.1 清潔

因此保持清潔的傳感單元能有效提高溶解氧測量資料的準確性並延長探頭膜帽的使用壽

命。清理傳感單元注意事項：

 每次使用後，都要使用去離子水沖洗探頭。不能使用腐蝕性溶液或酒精。

 用軟布輕輕擦乾膜頭表面（尤其是在含有化學試劑的樣品中使用後），確保探頭膜帽

不被劃傷。

6.2 日常維護

測量前膜頭的存放儘量保持在潮濕的環境如校正瓶中。校正瓶或浸泡瓶可以用來長期存

放探頭（注意保持瓶內海綿濕潤）。

頻繁使用感測器（如每天都使用）或存放週期少於 周，感測器可以存放于水中，如將探

頭放入裝半杯水的燒杯中。

若存放時間超過 周，將探頭放回保護瓶或浸泡瓶，保證海綿濕潤並定期檢查其濕度，防

止膜帽完全幹透。如若膜帽幹透，建議充分浸泡膜帽（最好浸泡時間大於 小時）並經

校正後方可保證資料的準確性。

6.3 探頭膜帽更換

以下情況必須更換探頭膜帽

 膜帽損壞 化學損壞或機械損傷

 無法獲得穩定測量結果

 膜帽超出使用壽命

即使沒有發生化學損壞或機械損傷，仍然建議至少每兩年更換一次探頭膜帽以確保精確

的測量結果（訂貨編號參見選購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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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步驟

逆時針擰下舊膜帽，無需使用特別工具即可完成膜帽更換。擰下膜帽後檢查探頭上 形

密封圈是否有損傷或歸位。如 形墊圈隨舊膜帽滑動而導致不歸位，使用少量潤滑劑並

使其歸位；若 形墊圈破損，則更換此墊圈（每套新膜帽均帶備用墊圈）。取出新膜

帽，並徹底檢查膜帽，確保膜帽乾燥乾淨，否則用鏡頭清洗布（見選購附件）對膜帽進行

清潔 乾燥。

在新膜帽內部放入遮光密封圈並將新膜帽順時針

擰到探頭上，注意用手指適度擰緊膜帽，避免過度擰緊膜帽而使其破裂。

安裝好新膜帽後放回到校正瓶中（見 日常維護）。將與新膜帽匹配的 存儲卡插到儀

器卡槽中。將裝有新膜帽的探頭和儀器連接好，然後開機。開機時，儀器將顯示新膜帽序

號。對裝有新膜帽的探頭進行校正（參見 校準）。

7. 儀器基本設置

在設置功能表中，有以下設置選

項 年 月 日

時分

鹽度補償打開，關閉

溶解氧濃度單位

溫度單位

自動關機

功能表語言

可使用上下鍵進行增減或更改，使用左右鍵移動游標。

按回車鍵確認當前設定值並返回測量模式。

7.1 語言設置

預設語言為英文，可以在設置功能表中選擇其他語

言。使用左右鍵選擇語言設置功能表，按回車鍵進

入。

然後使用上下鍵選擇語言，按回車鍵確認。

內置語言選項：英語，德語，法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荷蘭語和簡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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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日期時間
日期

左右鍵選擇日期功能表按回車鍵進入。

年份閃爍，然後使用上下鍵更改設定。

使用左右鍵切換到月或日，使用上下鍵更改設定。

按回車鍵確認並返回測量模式。或者按向右鍵，轉至時間設置。

時間

左右鍵選擇時間功能表按回車鍵進入。

小時閃爍，然後使用上下鍵更改設定。

使用左右鍵切換到分鐘，使用上下鍵更改設定。

按回車鍵確認並返回測量模式。或者按向右鍵，轉至鹽度補償設置。

7.3 鹽度補償

當鹽度增加，氧在水中的溶解性將降低。因此在測定溶解氧時，輸入鹽度數據，溶解氧探

頭會自動補償因鹽度存在導致的溶解氧讀數降低，並輸出補償後的溶解氧資料。

表示鹽度補償功能關閉，用於測定淡水或離子濃度低（低電導率）的水樣。

鹽度補償功能可以在設置功能表中打開 。輸入電導率 或品質千分比濃度

用於鹽度補償。按回車鍵確認，儀器返回測量模式。或按向右鍵轉至單位設置功能

表。

 左右鍵選擇鹽度補償設置功能表然後按回車鍵確認。

 按左右鍵至 。然後按上下鍵選擇 並按回車鍵確認。

 選擇鹽度單位 或 並按回車鍵確認。

 使用上下鍵增加數值，左右鍵移動游標。然後按回車鍵確認。

 鹽度補償設置完成，儀器顯示的溶解氧讀數為鹽度補償之後的資料。

7.4 單位設置
溶解氧濃度單位 或

左右鍵選擇單位設置功能表按回車鍵進入。

左右鍵切換到濃度單位，使用上下鍵選擇 或 。

按回車鍵確認並返回測量模式。或者按向右鍵，轉至溫度單位設置。

溫度單位

左右鍵選擇單位設置功能表按回車鍵進入。

左右鍵切換到溫度單位，使用上下鍵選擇 或 。

按回車鍵確認並返回測量模式。或者按向右鍵，轉至自動關機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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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自動關機
保持開機狀態。

待機 分鐘後自動關機 末次操作 分鐘後 。

建議開啟自動關機功能，以延長探頭和電池的使用壽命。

左右鍵選擇自動關機設置功能表按回車鍵進入。

使用上下鍵選擇 或 。

按回車鍵確認並返回測量模式。或按向右鍵，轉至日期顯示。

開啟自動關機（顯示 ），若 分鐘內無任何按鍵操作，開始 秒倒計時並顯示是否關

機提示。

7.6 背景燈

開機狀態下按開關鍵，開啟背景燈。再次按開關鍵則關閉背景燈。背景燈不會自動關閉，

為了延長電池使用時間，建議不要持續打開背景燈。

8. 儀器校正

8.1 基本資訊
單點校正時，如果無法找到空氣飽和水，可以使用探頭保護瓶獲得 水飽和空氣。

水中溶解氧濃度主要隨溶液溫度（ ），環境氣壓（ ）和溶液鹽度（ ）變化而變化：

自動溫度補償（ ）溶解氧濃度和飽和度自動隨溫度變化而自動完成補償，無須用

戶干預。

自動壓力補償：溶解氧濃度和飽和度自動隨當地氣壓（或海拔高度）的變化而自動完

成補償，無須用戶干預。

鹽度定義為無機鹽如氯化鈉，硫酸鎂，硫酸鈣等鹽溶解在一定的水體或海水中鹽的濃

度。電導是表徵鹽度大小常用的物理單元。在一定濃度的鹽溶液中，溶解氧濃度比在相同

條件下淡水濃度低。用戶可以選擇使用鹽度補償功能，結合被測樣品的鹽度 或

見 鹽度補償 ，實現溶解氧的鹽度補償校正。

8.2 單點校正
單點校正有以下兩種方式

1. 在空氣飽和水中校正：

取足夠量的水（如 毫升燒杯加入至少 毫升水）並連續向水中鼓空氣約 分鐘，即

可獲得 空氣飽和的水樣。

將探頭放入空氣飽和水中，直至溫度和溶解氧均達到穩定測值。

如果無法找到空氣飽和水，可以使用保存瓶獲得 水飽和空氣（如 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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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飽和空氣校正

探頭配備的保護瓶可以用來獲得水飽和空氣。潤濕海綿並放入保護瓶，將探頭放入保護

瓶，擰緊，等待至少 分鐘直至測值穩定。

單點校正步驟

 左右鍵選擇 然後按回車鍵進入校正模式。

 選擇單點校正選項並確認。

 將探頭放入 空氣飽和水中，在讀數穩定後按確認鍵開始校正。

 螢幕顯示校正進行中。

 校正完成時儀器會提示。按回車鍵退出校正模式。

備註

 根據提示步驟 完成操作。

 如果顯示錯誤提示，按回車鍵終止校正。

 水飽和空氣和空氣飽和水校正操作是等效的。

 校正過程中若按住確認鍵超過 秒，校正過程會終止。

恢復出廠設置

選擇 ，使用方向鍵選擇校正設置，按回車鍵確認。對話方塊顯示出廠設置，然後按回

車鍵確認。

9. 測量步驟

9.1 鹽度補償
SOFF: 出廠默認設置，用於測量淡水或離子濃度低的溶液。

SON: 打開鹽度補償功能 見 輸入電導率 或品質千分比濃度

用於鹽度補償。

氯離子濃度：如果樣品中含有氯離子，則可以輸入氯離子濃度作為鹽度。換算關係如下：

鹽度 氯離子濃度 。

例如氯離子濃度 即表示鹽度 。

9.2 自動溫度和氣壓測量

當環境壓力（或海拔高度）和溫度發生變化，系統自動補償溫度和壓力。壓力，溫度，以

及對應的溶解氧濃度均為補償後的資料。用戶無須再做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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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溶解氧測量，無鹽度補償
如果螢幕顯示 ，則鹽度補償功能關閉。所顯示測值為淡水的溶解氧濃度。

9.4 溶解氧測量，有鹽度補償
當測量鹽溶液中溶解氧時，鹽度補償時可用的鹽度單位為品質千分比濃度 或電導率

。前者定義為 克水溶液中含有的鹽溶液質量數，後者是電導單位。當輸入二者

之一的鹽度數據，溶解氧感測器會自動補償因鹽度存在導致的溶解氧讀數降低，並輸出補

償後的溶解氧資料。鹽度設置見 。

9.5 保存和查閱測量值
當螢幕顯示測值後，可以按照以下操作存儲資料：

 左右鍵選擇 保存然後按回車鍵確認。

 螢幕顯示資料已經存儲。

 按回車鍵，螢幕顯示所存儲資料及日期時間。

使用相應軟體，可以將存儲資料從 卡匯出至電腦 參見 。按照以下步驟查閱已存儲資

料：

 左右鍵選擇 然後按回車鍵確認。

 功能表顯示顯示存儲資料，刪除所有資料，取消。按上下鍵選擇並按回車鍵確認。

9.6 資料傳輸軟體
溶解氧探頭對應的存儲卡中存有資料傳輸軟體安裝檔。

取出資料存儲卡，將存儲卡插入電腦，選擇存儲卡上應用軟體 並複製到電腦

上執行安裝。資料自動採集並顯示在使用者介面。

注意 最小 最大 平均值資料以最新 個資料點為准。

軟體安裝方法

 將 卡從儀器卡槽中取出。

 卡插入讀卡器（非標配）然後連接到電腦上 。

 按兩下打開 檔並開始安裝。

 軟體安裝完畢後，將 卡重新插到儀器卡槽中。注意 請確保 卡正確插入卡槽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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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錯誤資訊

錯誤資訊可 可能的原因 解決方案

卡讀取錯 儀器未插入 卡， 卡無法讀

取或 卡插入不正確

重新正確插入 卡或更換一個

新卡，以確定 卡故障或

卡槽故障

探頭通信錯誤 未檢測到探頭信號 檢查電纜連線，接頭位置是

溶解氧測量超出量程 氧含量超過量程 正確測量樣品

並注意使用條件

電池標識閃爍 電池電量低 換電池或連接到 使用

單點校正錯誤 校正液中濃度不穩定導致校正

過程超時；人為按住回車鍵超

過 秒

若人為終止校正過程，按任意

鍵恢復到正常狀態；檢查膜帽

壽命是否超限；檢查膜

帽是否有破損。

開機無顯示  電池安裝不當

 供電不足
 檢查電池極性，電池盒是

否完整

 換電池或用 供電

按鍵無反應  按鍵失去功能

 線路板或程式錯誤

聯繫供應商

回應時間長  膜帽受損或污染物未清理

乾淨

 溫度波動

 更換或清潔膜帽

 保持溫度穩定，保持樣

品溶解氧濃度穩定

讀數波動不穩定  溫度波動大

 膜帽受損如破裂後漏水

 溫度感測器未進入樣品

 探頭殼體破損

 強光干擾

 保持溫度相對穩定

 更換膜帽

 保證溫度計在測試樣品液

面下 釐米

 聯繫客服更換探頭

 遠離干擾源或使用用遮

光套

11. 設備升級
通常不建議使用者對系統進行升級處理。若有軟體升級版本，我們會將其公佈在我
方官網 ，用戶可登陸查閱下載。

12. 儀器返廠

所有返廠設備不能包含任何測量樣品或其他有害物質。儀器或探頭上的測量樣品殘留可能

危害人身安全或環境。

對於返廠設備尤其可用設備必須妥善包裝。確保包裝中有足夠緩衝物對設備進行保護。

13. 廢棄處理
廢舊電池按照當地回收規範進行處理。

廢舊設備不能按照生活垃圾處理。如果設備需要廢棄，請寄回給我們（用戶承擔運費）。

我們將按照環境友好方式進行處理。

http://www.lovibo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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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技術參數

探頭 光學溶解氧（螢光壽命檢測）

溶解氧

 量程

 精度

 解析度

；

或 讀數的 或

或 讀數的

；

溫度

 量程
 精度

 解析度

保存和操作溫度

探頭膜帽 透明塑膠聚丙烯酸

尺寸

設備

探頭

約

約長度 直徑ø 含保護瓶

供電方式 鹼性電池或

電纜長度

介面 針

設備重量 含電池

資料存儲 存儲卡

回應時間 秒到最終讀數的 （ ）

樣品是否流動 不需要

鹽度補償 手動輸入鹽度後自動補償

認證 CE 

語言種類英 英語，德語，法語，西班牙語，葡萄牙

語，荷蘭語和簡體中文

質保期 主機 年 探頭 年

探頭防水標準 IP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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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選購配件

訂貨編號 描述

74 00 60 探頭，含 電纜

74 00 70 探頭，含 電纜

74 00 80 探頭， 電纜

74 00 90 線和插頭

74 01 00 膜帽和對應的 卡

74 01 10 探頭金屬保護套（浸沒式）

74 01 20 保護瓶

清洗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