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一代
多参数水质监测仪

EXO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Analog electronics close to sensing head  cleaner signals, reduced interference, fully calibratable and field replaceable and interchangeable, …Calibration parameters inherent to the sensor NOT the sonde, calibrate sensors in lab and bring them to field for interchangeDigital output more robust and less susceptible to inter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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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作为一个独立的公司，我们的水技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为水和污水处理应用提供设备和服务，其中包括满足整个水循环过程的广泛的产品与服务组合 - 从取水、输送、使用至水返回到自然环境。我们的拳头产品品牌将继续推进在我们水的输送、测试、分析和处理方面的业务发展，并成为Xylem品牌的重要基石。其中有些品牌的历史达到150年。仅在分析部门就拥有多达12个品牌。几十年来，凭借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创新精神，这些品牌在各自领域均处领先地位，是形成我们公司现今实力的核心因素；我们在Xylem共同创造崭新的、充满活力的未来，每个品牌都是其中的一部分。 基于我们深厚的历史背景，我们会始终如一，以更专注的战略重点领域、丰富的经验和的强大的领导团队、高效的企业文化、明确的短期和长期全球增长计划，为客户提供更高水平的客户服务、创新方案及价值。



EXO

Environment meets Observation



EXO 
Sondes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EXO1: Sampling and GW Product, 4 portsEXO2: Continuous Monitoring Product, 6 ports plus wiper port and AUX portDouble O-Ring Seals throughoutWet mate connectors throughoutDurable Xenoy Material250m Depth RatingMetal Bulkhead (no stripping threads)D-Batteries (2 and 4)Built-in Bluetooth CommMagnetic SwitchVisual State IndicatorsSmart PortsData Logging – StandardBatteries - Standard





EXO
技术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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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 ：高精度；4Hz 采样频率



EXO：Smart Ports智能接口

统一，湿插拔，防撞击，智能识别、显示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Every Port is Identical – Any sensor can be installed into any portImproved sonde flexibilityTransformer coupled ports – complete DC isolation (galvanically isolated) – passes AC signalsGalvanic isolation is used in situations where two or more electric circuits must communicate, but their grounds may be at different potentials. It is an effective method of breaking ground loops by preventing unwanted current from flowing between two units sharing a ground conductor. Damage to one sensor will not bring other sensors down (i.e. flooding) method and system to provide isolated feedback for the switching power supply voltage regulation while improving light load power efficiency, eliminating the extra transformer or photo coupler, and providing overload protectionNot subject to grease contamination or signal interferenceNaval brass bulkhead – fewer stripped ports



Smart Ports智能接口

• 统一的数字信号接口。
• EXO1有4个接口，EXO2有6个接口和1个转刷接口（也可

以装探头）。
• 支持湿拔插。
• 抗腐蚀，即使在海水中也不会腐蚀。
• 自动识别探头改变，自动关闭故障探头或接口。
• 校准过的探头拆下后，重新安装后无需校准即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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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2 扩展 – 辅助端口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Daisy Chain SondeUnderwater SOA coming for 3rd Party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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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深度等级，250m；精度: +/-0.04% 

Ron’s Ribs (patent pending)

深度选项:
• 浅水 (10m)
• 中等水深 (100m)
• 深水 (250)
• 主机和各传感器
都可以放置水下
250m，只是系统对
于深度传感器屏蔽不
同而已。

精度:
• +/-0.04% 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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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Sensors智能传感器

钛合金
智能检测

内置校准记录
250m抗压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All specs will meet or exceed YSI current standards�Smart Sensors	Each sensor will have identical factory calibrations so all will have exact same range and relative readings	Metadata	Cal Data	FirmwareEach Sensor is same length so measurements taken at exact same depth. Important for microstructures!User replaceable locking nuts if stripping or damage occ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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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Conductivity Probe
温度/电导率探头

• 精度 +/- 0.01 C VS +/-
0.15 C ( 6-Series)

• 反应时间 (CA. 3X) – 对剖
面测量很重要

电导率
• 更大的测量范围– 0-200 

mS/cm VS 0-100 mS/cm
(6-SERIES) 

• 改进的机械设计防止气泡
附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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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Algae Probe总藻类探头

• 藻类、叶绿素集成
到一个探头内

• 改进叶绿素的检出
限 (ca. 4X)

• 更低的浊度干扰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Total Algae SensorThe eXo Total Algae sensor is a dual-channel fluorescence sensor. The sensor has two independent excitation channels that alternatively excite chlorophyll a  and phycocyanin OR phycoerythrin. This allows the sensor to detect an algae biomass measure for both planktonic algae and cyanobacteria simultaneously. The sensor is also capable of compensating for common interferences on the fly. For example, high levels of chlorophyll can generate a false positive signal on the phycocyanin channel, by simultaneously measuring both and applying a correction algorithm developed from extensive testing in a variety of mixed algae cultures, the sensor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is known interference and thus provide more accurate data. There is one detection channel on the sensor that detects the chlorophyll fluorescence (685nm) that is derived from direct excitation of the chlorophyll a (470nm) and phycocyanin (590nm) or phycoerythrin (570nm). The sensor generates two data streams; chlorophyll and phycocyanin or phycoerythrin.  



pH, pH/ORP探头

• 精度: +/- 0.1 pH 单位当温度
变化不超过校准温度+/- 10 C

•
• EXO主机内可自动清洁的探头

• 更长的维护周期
• 更短的反应时间(前置放大器

的设计)



ODO

• 改进的高于200%的空气饱
和度的精度 (+/-5% vs. +/-
15% 6-Series)

• 更快的反应(ca. 2X). 对剖面
测量来说很重要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Reduced static sensitivity



Turbidity浊度

• 精度: 0- 2000 NTU: 读数的+/-
2% 或0.3 NTU,一大者为准

• 2000-4000 NTU: 读数的+/- 5%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Increased range and comparable to existing 6 series sensors



fDOM (水中溶解有机物荧光值）

• 水溶性有机物(DOM)是陆地生态
系统中最活跃的有机碳库 , 也
是土壤圈层与相关圈层进行物质
与能量交换的重要表现形式 , 
它对重金属、 养分元素和有机
污染物的活化、 迁移与生态毒
性有较大影响.

• 完全集成的fDOM

• 在EXO2中自动清洗

• 和同类竞争产品相比并不落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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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传感器

• 改进的精度
• 改进的深度等级
• 智能探头 – 工厂/维修中心可更换
• 改进了透气管的设计



EXO：操作简单

自动识别
智能校准
蓝牙通讯
智能LED指示
电源Magnetic控制



EXO：防玷污解决方案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Smart SensorRotating nylon bristle brush installed in center port of sonde which removes fouling fromall sensors except conductivity. Wiper can be manually activated from PC or EXOHandheld Logger interface and is automatically activated during data logging studies.One wiper improves reliability Uses high quality motor, indexingSampling intervals occur more quickly – saves power. 



EXO2 Central Wiper 中心刷

• 新设计。取消了原先的YSI专利光学探头自带转刷设计。原
设计探头体积大，内部空间小，可靠性不足。

• 新设计，转刷作为一个独立的传感器部分，自由拆卸更换。
• 新转刷更结实，手转动也不会损坏。
• 新设计内部空间充足，能够使用更大的电机。
• 转刷位置可以校准。转刷自带位置传感器，Sonde可获取

到转刷位置信息。
• 每两年做一次保养。



EXO：software

• 能够简单管理、可视化处理和组织
大量现场数据

• 能够提供用于EXO主机快速校准、
配置、质量保证、质量检验和数据
收集界面。

• 内置的数据库用于改进的数据管理
和调阅

• 专门设计用于长期监测的校准流程
• 支持多语种，包括中文。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Give brief demo on PC if time allows



EXO：software KOR-EXO 



主菜单介绍

RUN

校准

抛放

现场

数据

选项

连接

帮助



仪器与电脑连接 –蓝牙通讯

1  激活主机的蓝牙
将磁卡放置在磁性激活区域就可以激活蓝牙。除磁性激活之外，使用者
也可以通过断开、接通主机电源（拆下/重新装上电池）来激活蓝牙。

2 按照手持器上KOR软件当中的连接菜单来手动地寻找主机。选择重新
扫描（Rescan）。KOR软件会重新扫描并检测已经打开蓝牙的主机。在
列表中选择主机然后点击连接（Connect）按钮。



选项功能介绍– Smart QC

Smart QC:
KOR在每个连接上的主机和

传感器上执行质量检查并提供
一个整体的网络QC评分。

选中: OK.
X: 警告部分或全部系统

存在超出技术规范。

问号: 未知，数据不足无
法确定QC评分。

感叹号: 注意。目前良好，
但系统一个或更多部分接近于
超出技术规范。



主机: 蓝牙密码，激活蓝牙、主机ID/名称、主
机日期和时间、电池类型和故障位置。
EXO手持器上的KOR软件同样有一个手持器
二级菜单来设置手持器自身的语言、日期和
时间、电源、GPS、音量、蓝牙密码和休眠
偏好。

用户: 选择语言设置、待机时间设置、时区和
时间格式偏好。

选项功能介绍– 主机、 用户



• 单位:  每个传感器、调节清洁刷位置、主机的电缆
和电池的读数的客户化的显示单位/参数。而主机和
传感器的记录数据是固定格式。KOR可以调整显示
单位。例如。温度传感器向主机输出摄氏度，但显
示单位可以设置成华氏度，同时温度读数也被转换
了。单位设置完成后在运行菜单查看数据就会以所
设定的格式显示。

选项功能介绍– 单位



• 韧件: 在连接的设备上检查和
更新固件。KOR软件自动搜
索所连接的主机、传感器和
手持器并载入带有传感器名
称、序列号和当前固件版本
表格。

选项功能介绍– 韧件



• 校准: 为了加快校准进度，用户可以在此
为单独的传感器和参数设置默认的校准设
置。点击应用（Apply）按钮则变更马上
生效。

选项功能介绍– 校准



• 同步手持器: 从手持器上载文件到PC 

选项功能介绍– 与手持机同步



校准功能菜单介绍

• 传感器校准菜单
• 从列表当中选择一个传感器来启动一个特定传感

器参数的菜单。例如，从列表中选择ODO（光学
溶解氧），会启动一个激活参数ODO %饱和度和
ODO mg/L 菜单。（变更激活的参数，可以进入
Options | Units 菜单。

• 电导 （标液10 mS/cm ） 建议校准周期 6个月
• PH  （标液 4，7，10）建议校准周期 1个月
• 浊度 （标液 0， 123NTU）建议校准周期 1个月
• 溶解氧 （100%湿饱和空气）每次使用前校准
• 蓝绿藻 （RFU零点校准或已知浓度样品2点校准）
• 叶绿素 （RFU零点校准或已知浓度样品2点校准）
• 深度



RUN-仪表板

• 仪表板可以实时显示来自所连接的装置的数据。数据以默认的
参数列表的顺序显示。在运行（RUN）菜单中，所有载入内存
的参数数据自动存入缓冲区，最多可达1000个点。



• 以图形的形式实时显示所连接的EXO装置的一个或两个参数。参数
可以从所示区域的上部的下拉菜单当中进行选择。只有当前在EXO
的装置当中被激活的参数才可以用图形显示。

RUN-图表



• 设置菜单界定了运行模式的偏好，采样间隔时间。和默认的打印参数
一样，绘图线的颜色和宽度是可选的。当所有的参数都被选成默认时，
与之相连的设备必须安装有相应的传感器才可能输出数据。

RUN-设置



• 抛放（Deploy）菜单主要用于
配置EXO主机在无人值守的情
况下收集数据并管理抛放模板。
该菜单动态地基于所连接的设
备。有两个或三个二级菜单选
项：

• 读取当前设置（Read Current 
Settings）、

• 打开一个模板（Open a 
Template）

• 在所连接的主机处于工作状态
下时的停止抛放按钮（Stop 
Deployment）。

抛放菜单



• 本菜单扫描锁扣连接的设备并读取当
前的配置，包括电池寿命、采样计数
和下一次动作的时间。使用者可以查
看配置、编辑配置或应用一个已存的
模板。当读取当前主机设置时，KOR
与EXO通讯并执行一系列系统检查，
包括日期和时间检查。如果主机的时
钟和电脑的时钟有差异，KOR会提示
使用者。

抛放菜单--读取当前主机设置



• 进入Deploy | Open Template | 
Edit Template菜单并点击高级
（Advanced）页签就可以进入
以下功能。

• 数据记录周期
• 每次清扫采样 – 清扫间隔
• 采样速率
• 猝发加密采样
• 适应性记录

抛放菜单--高级采样和记录



• 点击数据传输
（Transfer）二级菜单
按钮启动对所连接的
EXO的扫描并列出主机
内所有的文件。

数据菜单—数据传输



• 使用该二级菜单来重新查看从主机
传输来的二进制文件并将二进制数
据以其他的文件形式输出。

• 查看: 从数据文件（Data Files）
弹出菜单中选择并打开一个已存的
文件。或者，点击选择文件
（Select File）按钮手动地打开一
个文件。当文件已经上载到KOR，
您可以使用箭头按钮来一次查看一
个点的数据或使用切换查看方式
（Change View）按钮将试图切换
到图形模式。

数据菜单—查看/输出

•输出: 点击输出数据（Export Data）按钮将文件输出为Excel格式或文本文件。对
于格式，一个的数据表自动带数据打开。首先将其他打开的文件存储为Excel，否
则输出功能将不会工作。



EXO：可靠性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Less parts, Less wires, Less connectorsEase of assemblyLess opportunities for something to go wrongMore reliable seals (double o-rings, laser welding, glass/metal bonding)More durable materialsWill improve reliability and reduce total cost of ownership:Titanium sensorsGlass/Metal BondLaser Welded with improved pressure testingWireless internal construction will reduce number of failure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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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手持器

• 图形界面，采用
Window CE5.0操作系
统

• 全彩色 LCD
• 蓝牙
• USB
• 湿拔插接头
• GPS 
• 气压计
• 2GB 内存
• 经久耐用的IP-67外壳



EXO：完善的接口

SOA-DCP

•SDI-12
•RS-232
•RS-485 
•USB（数据、充电）



• 自动检测故障和错误以保证成功的投放测量。

• 自动识别和设置探头
• 自动关闭故障探头
• 自动关闭未使用或故障接口，无需担心接口短

路



• 统一的数字信号接口，抗干扰能力强。
• 校准后的探头安装无需校准
• 湿拔插
• 钛合金传感器
• 内置温度探头，可独立完成温度补偿。
• 湿拔插

• 满足水下250米的运行环境



• 蓝牙无线通讯，无电缆操作（水下不能蓝牙
通讯）

• 图形化的KOF软件能够提高校准速度，降低
试剂消耗

• 利用铜合金元件和清洁刷防止生物玷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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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您的EXO



EXO Cases便携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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