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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泰实时监测站是全自动化的实时监测系统，通过无
线网络传输把数据传输到互联网上。

· 全自动原位水质分析，3G/GPS数据实时传送；

· 依据实际需求进行参数选择配置（水质五参数及氨氮）；

·  独立绿色体阳能源，低耗电配置；

· 广泛适用于入海口，河流，水库或湖泊

客户可以在不同的电子设备上，通过标准的SQL查询语句，直接从终端机的数据库中提取数据，即时查阅监测站的
实时数据。可查看的数据包括系统各样参数的实时值，系统状态如系统电压、数采仪操作状态等；使客户轻松掌握
远处设备的状态与环境的变化。

客户只需要在能联到互联
网的终端机上安装三泰
的数采终端软件，就能够
即时收到监测站的实时数
据。数采终端软件对数据
进行完整的接收、检验与
分析，确定无误以后把数
据写入客户终端机的数据
库里。

三泰浮台/浮标式水质分析仪 MP1800C 适用于：

B类：湖泊、水库、大坝蓄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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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供应、维护及保养天津蓟运河故道示范段在线水质监测平台

1台浮台式水质监测系统 - 5参数， COD，TOC，氨氮，硝酸盐

中新天津生态城环保局

2012-12-10 - 2013-12-10

参数 测量原理 范围 精度 分辨率 参考标准

温度 热敏电阻法 -5°- 50°C ±0.1°C 0.01°C HJ/T91−2002

光学溶解氧 荧光法 0 - 25 mg/L ±1% or ±0.02 mg/L 0.01mg/L 无

电导率 石墨电极法 0 - 100 mS/cm ±1% 4 digits HJ/T91−2002

pH 玻璃复合电极法 0 - 14 units ±0.2 units 0.01units GB6920−86

浊度 90°散射法 0 - 3000 NTU

[0-100NTU]< 1%

0.1NTU
USEPA180.1

EN ISO 7071
[100-400NTU]< 3%

[>400NTU]< 5%

深度 压力传感器

0 – 10m ±0.01m 0.01m

GB/T15966-1995

0 – 25m ±0.025m 0.01m

0 – 50m ±0.05m 0.01m

0 – 100m ±0.1m 0.01m

0 – 200m ±0.2m 0.01m

氨氮 
离子选择电极法

0 – 20 mg/L-N ±3% or ±0.5 mg/L 0.02mg/L-N HJ/T91-2002
(钾补偿) 

化学需氧量 UV Vis 分光法 220nm -720nm 0 – 500 mg/L ±3% 0.6 mg/L HJ/T91-2002

参数 测量原理 范围 精度 分辨率 参考标准

硝酸盐 离子选择电极法 0 – 100 mg/L-N ±3% or ±0.5 mg/L 0.01mg/L-N HJ/T91-2002

总有机碳(TOC) UV Vis 分光法 220nm -720nm 0 – 150 mg/L ±3% 0.1 mg/L 无

参数 测量原理 范围 精度 分辨率 参考标准

叶绿素 荧光法 0.03 – 500 ug/L ±3% 0.01 ug/L 无

蓝绿藻 荧光法 100 – 2M cells/mL ±3% 20 cells/mL 无

结构尺寸 1550mm(长) * 1550mm(宽) * 973mm(高)

结构材料 不锈钢，HMWHDPE（高分子量聚乙烯）

结构重量 130Kg

结构承载力 额外150Kg

结构安全使用 水面风浪6级以下

系统供电 太阳能 240W

系统运行 长达14天无日照操作

系统操作温度 -20°C ~ 70°C

系统安全 IALA 标准航道警示灯

系统保安 无线 警报

系统通讯 无线 GPRS/3G 网络

数据格式 HJ/212-2005, GB/T16706-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