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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 P08 自动关机设定

5.3.2 P02 电导电极K值设定

5.3.3 P03 温度基准设定

5.3.4 P04 电导随温度变化率

5.3.5 P05 总固体溶解量（TDS）设定

5.3.6 P06 盐度设定

5.3.7 P07 数据锁定功能设定

5.3.1 P01 温度设定

5.3.9 P09 清除保存数据设定

5.3.10 P010 恢复出厂设定



感谢您使用本公司高品质测定仪。请在使用前，详细阅读使用说明书，帮助您正确使用本公司产品。

本公司品牌的测定仪不仅仅具有高性价比，同时还具有以下优点：

0.000~4.000μS/cm 0.001μS/cm

0.0001μS/cm

0.6

~

TDS转换因数

盐度转换因数

手动温度设定值 0.0   100.0℃ 25℃

0.0000~0.4000μS/cm



1.在测量状态用户长按   键可进入校准参数和设定数据浏览，按   键或   键可以查看所有校准

参数和设定参数，参数符号详见字符说明。

2.用户按   键仪表则退回到测量模式,如长时间停留此界面不进行操作仪表会自动退回到测量状态。

插头上凹点标识要与仪表上的凸点方向保持一致并锁紧螺帽，使用完毕松开螺帽即可取下电极。

用，（可能由于电池盖没锁紧进水），请与客服中心或经销商联系，确认后将仪表寄回维修。

基本操作

电池

该系列便携式溶解氧测定仪需要2节7号电池

（AAA）电池供电,安装或更换电池时(如图所示),

按箭头方向标识旋转电池盖,取出废旧电池,

安装新电池时注意电池卡槽上正负极方向,

切勿将电池倒置,可能会导致仪表损坏。安装

完成后盖上电池盖，按箭头标识“+”方向

旋转电池盖，直到旋转紧为止，以免影响防水效果。

当电池电量不足，屏幕出现电池电量不足提示，

参见液晶显示说明。请用户更换说明书推荐的

同型号电池。

电极连接

电极使用及保养请参考所使用电极附带的说明书，连接电极到仪表电极接口时，注意电极

外壳

该系列测定仪是一款全防水的便携式仪表，防水等级标准IP67,如果用户在使用中不慎将

仪表接触到水或其它液体中，请立即擦干，一般情况下不会影响仪表正常使用。如不能使

开机：关机状态下，短按开关键启动仪表会有约1秒钟的全显画面。

关机：仪表运行时的任何状态下，长按开关键关闭仪表。

仪表运行时，10分钟内如果没有任何按键操作，仪表自动关闭。

LED背光：仪表运行时任何状态下，短按开关键控制背光开关。

开关机及背光

CON200

CON200



在设定时按该键为数值右移

1.在测量数据稳定后用户如需要保存，按   键在仪表的上方会显示   符号并在左上方显示保存数据

的批次，然后按   键确认保存此数据，也可以按   键不保存返回测量模式。保存完成后仪表会自动

返回到测量状态。数据最多可保存256组，如超出仪表会显示“OVER”表示存储器已满。

2.如用户需要对保存数据进行删除,可进入设定模式下P06的操作,用户将会永远丢失所保存的数据。

详见P06存储数据清除。

1.在测量状态用户按   键进入保存数据的浏览，首先显示出保存数据的批次，然后再显示这批次

的数据，在这状态下用户可以按   键或   键查看保存的所以数据。按   键为退回到测量状态。

如显示“NONE”表示存储器内没有数据。

2.如用户在查看数据是退出重新进入，仪表将数据定格在用户退出时查看的最后一组数据。

在其它状态按该键为返回或退出

在测量状态该键为数据存储

在设定时按该键为数值上调或向前翻页

在测量状态该键为数据存储的浏览

在设定时该键为数值下调或向后翻页



1.测量前应用户自己需求先设定仪表,如未做任何设定则按仪表出厂原始数据为准。

详见出厂设定的原始数据。

2.每次测量前,用自来水或蒸馏水清洗电极,除去电极表面粘附的杂质。

3.开机后，按   键选择所需要的测量模式（电导率,总固体溶解量,盐度）。

4.将电极浸入待测液中轻轻搅动，测量状态的标志会闪烁，详见液晶

显示，等测量数值稳定后会显示被测值稳定符号表示测量值稳定可以读值。稳定符

号详见液晶显示。

注意：

1.仪表在温度显示值后面有“ATC”说明目前仪表显示的温度值为实际温度测量值。用

户如要对温度进行修正，请参见P01温度设定。

2.如用户未连接温度探棒仪表将默认按出厂设定显示为25℃，如用户在温度设定中设定为手动温度

仪表所显示的温度值为用户所设定的温度。具体操作请参见P01动温度设定。

3.测量数据稳定后仪表会显示   符号,说明测量值已经稳定可以读值,如用户启用

数据锁定功能仪表会显示   符号,按   键可解锁。

开机后,仪表进入测量状态,按       键,可在电导率(CON),总固体溶解量(TDS)和盐度(SALT)测量

模式之间转换，按       键，进入参数设定模式，按       键，进入电极校准模式。

显示界面说明:

测量状态标志,被测值未稳定

测量状态标志,被测值已稳定

校准电极标志

设置状态

被测值单位

电极偏置

电极的斜率

校准完成

自动温度补偿模式。参见设定模式P03

手动温度补偿模式。

缓冲液4.01、7.00、10.01（USA模式下）

缓冲液4.01、6.86、9.18（NIST模式下）

显示值为总固体溶解量

显示值为盐度

表示电极常数



器上显示的电导度值与标准液的电导度值相同。可调范围为所使用标准液的±30%。

pH

ORP

(TDS)

Salinity

(mg/L)

(%)

溶解性固体总量

电导率

溶解氧百分比

溶解氧浓度

错误

保存

清除

测量值超范围(上限)

测量值超范围(下限)

温度超范围(上限)

温度超范围(下限)

数据存储位置

无存储数据

存储数据已满

电极信息

校准信息

设置信息

菜单项

是

否

开

关

恢复出厂设置

存储数据清除

自动关机

测量数据锁定

温度补偿

温度偏移

手动温度值

电极类型

玻璃电极

锑电极

缓冲液

NIST标准缓冲液

USA标准缓冲液

大气压力

温度基准

温度系数



2016

是您专业的测试工具，用

于实验室以及学校日常测量的可靠仪器。

IP65防水等级

256组测量数值存储功能

2节1.5VAAA7号电池供电

CON200便携式水质测定仪

电导率/TDS/盐度

量程:0.000μS/cm    400.0mS/cm,量程自动切换

一键检视设定状态,包含:电极常数，斜率，以及仪表的各种设定状态

P10恢复出厂设定中按   键进入，按   或   键可选择YES恢复出厂设定或NO不恢复出厂设定。如果用户

选择YES恢复出厂设定功能仪表将所有设定值恢复到出厂设定值，用户之前所有设定的数据将永远丢失，

并且仪表将重新启动,回到测量模式。用户可以按   键退出。

从P09清除保存数据设定界面中按   键进入，按   或   键可选NO不清除数据或YES清除数据，如选择YES

清除数据功能后，仪表将清除所有已保存的数据。

用户可以按   键退出。

5.3.9 P09

5.3.10 P10



从P08自动关机设定界面中按   键进入,按   或   键可选ON开启或OFF关闭，如选择ON开启功能后，

仪表在开机状态下不进行任何操作超过10分钟后，仪表将自动关闭。

用户可以按   键退出。

2

256

7

5.3.8 P08

5.3.7 P07

0.6

0.0000ppm~200.0ppt(转换因数0.5）

0.0000~400.0mS/cm

0.000mg/L    240.0g/L



1.电极输入信号

2.电极斜率

3.电极的零点偏移量

4.电极类型设定

5.温度电极的偏移量

5.3.1 P01温度设定

.开机后，仪表进入测量状态，默认电导率测量状态。按   键,可在电导率,总固体溶解度及盐

度测量模式之间转换,按   键进入参数设置模式，按   键，进入电极校准模式。

在仪表有接温度电极的情况下温度值后面会显示“ATC”字样,如要对实际测量温度进行修正,

操作如下:

按   键进入P01温度修正画面然后再按   键仪表显示当前实际测量温度,然后按        键进行

修正最后按   键确认设定完成。显示画面回到P01,用户可以按   键退出,也可以按   或   键

进入下一个参数设定。温度修正范围±10℃

.如仪表在没接温度电极时默认值为25℃,用户也可以按以上操作进行手动温度补偿设置,设置

范围0-100℃

注意:

进行温度偏移和手动温度调整设定时超出设定范围仪表会显示“Err”，然后回到设定

界面重新操作。  

键可调整数值大小,按        可移动光标进行

对前后数值的调整，调整范围为0.48   0.65

键可调整数值大小,按        可

移动光标进行对前后数值的调整，调整范围为

5.3.6 P06盐度（SALT）设定

盐度设定界面中6



键可调整数值大小,按        可移动光标进

行对前后数值的调整,温度基准调整范围为15.0   35.0℃

3

4 键可调整数值大小,按        可移

动光标进行对前后数值的调整，调整范围为

2

,最后按

具体测量范围详见P18页的附表：电导电极测量范围

电极常数K=0.01，适合超低量程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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