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SI 556 MPS同时监测溶解氧、pH值、电导率值、温度、氧化还原电位及很多其它参数。YSI 556是多
用途和易操作的结合，读数简单，功能齐全的手持式多参数系统。

FEATURES 特点
• 可现场更换的溶解氧、电导率、pH ⁄ 氧化还原

电极模块

• 螺丝口安装的溶解氧膜

• 电缆有4、10、20米多种长度

• 储存超过49,000组监测数据与时间参数。
数据下载到PC简单方便

• 转运软箱, 可以放置监测计, 20米电缆和校准
用具

• 探头保护罩, 用于保护在井下或明渠里的传感器

水质监测计
YSI 556 MPS 多探头场地水质监测计

YSI 556 MPS 及全套附件和可选项 YSI 5083 流量盒

YSI 5083 螺丝口流量盒 YSI 3059 螺丝口流量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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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规格参数

传感器类型 量程 准确度 分辨率

溶解氧 稳态极普法 0到500% 0-200% - 读数的±2%或空 1%空气饱和度
(%饱和度) 空气饱和度 气饱和率的 ±2%中最大值; 

200-500% - 读数的±6%

溶解氧 稳态极普法 0 to 50 mg ⁄ L 0–20 mg ⁄ L – 读数的±2% 0.01 mg ⁄ L
(mg ⁄ L) 或±0.2mg ⁄ L中的最大

值: 20 to 50 mg ⁄ L– 读数的±6%

温度 YSI Temp高精度温度计 -5° to 45°C ±0.15°C 0.1°C

电导率 4相电极自动量程选择 0 to 200 mS ⁄cm 读数的±0.5%或 0.001 mS ⁄cm to 0.1 mS ⁄cm 
+0.001mS ⁄cm中的最大值 (4米电缆); (与量程有关)
读数的±1.0%或
±0.001 mS ⁄cm中的最大值 (20米电缆);

盐度 根据电导率和温度计算 0 to 70 ppt 读数的±1.0%或0.1ppt中的最大值 0.01 pp

pH值 玻璃混合电极 0 to 14 ±0.2 0.01
(可选项)

放大pH值 玻璃复合膜电极 0 to 14 ±0.2 0.01
(可选项)

氧化还原电位 铂电极 -1999 to +1999 mV ±20 mV 0.1 mV
(可选项)

放大pH值/氧化还 铂复合膜电极 -999 to 999 mV ±20 mV 0.1 mV
原电位结合

(可选项, pH同上)

大气压 500 to 800 mm Hg 校准点±10° C以内±3 mm Hg 0.1 mm Hg
(可选项)

总可溶固体 通过电导率计算 0 to 100 g ⁄ L 4位有效数字
(TDS) (变量常数, 缺省值0.65)

电阻系数 通过电导率计算 以kOhm⁄cm为测定单位， 读数的±0.5%
由使用者决定

仪器参数
尺寸: 11.9 cm宽 x 22.9 cm长

包括电池的重量: 916 克

电源: 4节碱性C电池, 或可充电电池

电缆: 4米、10米、20米

通讯接口: RS-232串行接口

数据记录: 49,000组数据和时间, 人工或自动, 用户选择记录频率

保修: 仪器3年保修, 探头、电缆1年保修

选项: 流量盒, 硬壳装运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