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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视频金刚石衰减全反射附件
全新金刚石ATR由美国 Czitek 公司提供，可与各品
牌红外光谱仪相配合使用。
提供二种ATR类型：
普通金刚石ATR，带影像显示金刚石ATR
晶体盘有：单次反射，三次反射(3X)和九次反射
(9X)晶体盘，最低测试波数可达10cm-1
与SensIR, Smiths DetecƟon 的ATR完全兼容，并且可
替换原有晶体盘。
两种工作压头：
旋钮式和按压式

技术指标
晶体盘类型

影像连接
ATR 晶体规格

上图：纤维在ATR下得到的图像
下图：纤维在ATR下得到的红外光谱图

晶体盘材质
入射角度
最大压力

金刚石 XR (10cm-1)
金刚石 HT (500cm-1)
金刚石 3X (650cm-1)
金刚石 9X (650cm-1)
锗 Ge (600 cm-1)
USB 2.0
2.5 mm 直径 ( XR 和HT)
4.3 mm 直径 (3X)
6.0 mm 直径 (9X)
316 不锈钢
45 度
30,000 psi ( XR 和HT )

订货信息
STJ-100-14-XXHT

带视频单次反射金刚石ATR

STJ-100-14-XXXR

带视频单次反射金刚石ATR

STJ-100-14-XXNVHT

单次反射金刚石ATR

STJ-100-14-XXNVXR

单次反射金刚石ATR

STJ-100-00-0028

三次反射金刚石ATR晶体盘

STJ-100-00-0027

九次反射金刚石ATR晶体盘

STJ-100-00-0026

单次反射锗晶体ATR晶体盘

SurveyIR™ —红外光谱仪用显微镜
全新设计的SurveyIRTM红外光谱仪显微镜体积小巧，放入
红外光谱仪样品仓内，即刻将普通红外光谱仪升级为显
微红外光谱仪。通过对普通红外光谱仪的升级，扩大了
仪器的使用范围，实现了微米级样品的测试。
采用高清晰度的CCD摄像头代替传统的目镜，配合eSpotTM
软件，可以在计算机屏幕上清晰地观察到当前样品的位
置，形状。利用软件内丰富的工具，可以存储所观察到
的图像，测量样品的大小，对样品进行标注等。

SurveyIRTM采用金刚石物镜镜头，可以清晰准确地
找到样品测试点，并不必担心使用中样品对镜头
的损坏。测试方式有透射，反射，ATR法，满足不
同样品的不同要求。
应用领域：
纤维，涂料，聚合物，药物活性成分，赋形剂，毒品，爆炸物，矿物质以及法医学相关样品。
SurveyIRTM 非常适用于各类分析中心，品管控制实验室，教育和法医实验室等地方使用。如对药品
的表征，法医学检测，纤维分析，污染物识别和表面缺陷分析等。

左：苯佐卡因晶体影像

右：苯佐卡因显微红外光谱图

具有与常规显微镜相同的X,Y样品台，可放置标准的1”x3”载玻片，也可以在此样品台上使用金刚石
压池等附件。因为显微镜是内置于红外光谱仪内，因此可以直接使用红外光谱仪自带的TGS或MCT
检测器，无需额外添置新检测器。上图即是使用TGS检测器所测得的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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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置于红外光谱仪样品仓内
使用红外光谱仪本体检测器，TGS或MCT检测器均可
采用USB供电，电压+5VDC
500万像素 CMOS彩色摄相机，最高分辨率达 2592 x 1944
研究级实时影像，可视范围 1900µm
2X 光学放大倍率，样品表面分辨率7µm/pixel
样品照射分为：透射，反射和斜照射三种模式
红外测试模式：反射，透射，ATR 三种模式
ATR晶体：金刚石，锗Ge，硒化锌ZnSe
5X 放大非球面物镜和聚焦器
样品观察与红外测试同步进行，即见即得
多种红外光阑 ‐ 2000µm, 250µm, 200µm, 160µm, 100µm, 和60µm，通过eSpot™ 软件直接设定
eSpot™ 软件直接控制照明模式，光照强度，具有ATR接触报警，选择红外光光阑，以及红外测
试模式的选择（透射或反射）
eSpot™ 软件具有影像捕集，存储，文本注视等功能
eSpot™ 软件与 Windows ™ 7, 8, 8.1, 和 10 相兼容
样品台Z轴移动距离采用手动调节，最小移动距离⅓” ，最大移动距离为 ½”
样品台为标准 1” x 3” 载物台，样品移动范围为 1” x 2½” ，采用手动调节X，Y方向移动
可以使用市面上所销售的各种透射池，包括金刚石压池
备有透射用手动可调节聚焦器
尺寸：33.5cm (D) x 10.9cm (W) x 26.7cm (H)
重量：4.5公斤
eSpotTM‐显微镜驱动控制软件

☉影像采集和控制使用同一USB接口
☉实时观测，即见即所得
☉可控制影像捕获，存储

另提供多次反射金刚
石ATR附 件 ， 与SensIR
和 Smiths Detec on金

☉能完成图像注释，拷贝等处理工作

刚石ATR完全兼容，可

☉可测试样品尺寸并标注

相互替代。适用于各

☉与各厂家红外光谱仪软件相兼容

品牌红外光谱仪。

显微镜辅助工具
简单调整即可夹持或拉伸各种形状样品，可用于显微红外光谱仪，拉曼光谱仪，
体式显微镜和其它显微镜下对样品测试或观察

STJ-0116-SL
STJ-0116-XX 微样品钳
*夹持圆形或不规则样品
SliceIR

*改变有角度样品的测试位置
*夹持和拉伸纤维，薄膜等

利用μ Contact压力指示
器，可以预先设定一个
压力警戒值，该值是能
获得最佳光谱图时的压
力。当对测试样品逐渐
加压时，达到临界点时
会触动报警，从而保护

利用 30°或 15°的SliceIR，就可以
得到原来90°夹持时切面 2 倍或 4 倍
的面积。

样品或显微镜镜头不受
损坏。
μ Contact压力指示器

切片机
用于切薄膜等样品，兼顾硬质薄膜和柔软薄膜的制取。最小可切得1um
厚样品。切削刀头可变角度，在90°- 45°范围内可调，适合显微镜分
析的制样工作。

制样取样工具
迷你刮刀
微样拾取笔
微样拾取笔是世界首创
的可以用笔的前端拾取
微小样品的工具，使用
迷你刮刀适合用于刮取坚硬的或较软的非嵌入的

起来简单方便，不会污

生物样品，工业产品，刮取的样品可直接进行微

染或损坏样品。

量分析。
刮刀有金刚石刀头和碳素钢刀头，所制样品宽度

MT-4200

笔尖 0.62mm，可拾取约100mg重样品

MT-4400

笔尖 0.17mm，可拾取约3mg重样品

分别是0.7mm和1.5mm

EZ-Pick II 手持微小样品制备工具
便携钻石刀

利用工具内CCD相机，将微小样品信息显示在7寸显示屏或

与书写用笔相同尺寸，刀头可收缩存放在笔

头戴式单眼显示器上。提供针，刀，镊子等工具。

内，便于携带。提供二种刀头，直型和45⁰金刚
石刀头。

针：钨丝针
规格为： 1” x 0.5 mm

微样品制备工具包

刀：高硬度不锈钢
刀刃有0°和15° 二种

镊子：高硬度不锈钢
普通尖头和反向动作镊子

显示器：7英寸彩色TFT-LCD显示器
分辨率：960(H) x 243 (V)
头戴式单眼显示器：35克，分辨率：230,000 pixels,
960 (H) × 240 (V)

包括：辊刀，镊子，剪刀，钨丝针等

金刚石池
Diamond EX’Press II 是红外光谱分析微小样品的绝佳工
具。利用这个压力池可以将样品轻松的展平，将厚样品压为薄膜
样品以适应分析的需要。
样品制备非常简单，只需将样品放入两片金刚石窗片间，均匀地
拧紧三个附带的手拧螺丝，直到厚度达到适合光谱分析需要的厚
度即可。
Diamond EX’Press II 简化了样品的制备方法，不需要其他制
样手段即可快速完成样品制备。因此特别适合用于分析硬度高的
样品，如：矿物类样品，橡胶，塑料，聚合物以及药品等。样品
可以经过挤压，展平达到红外测试所需要的厚度。

高效，低成本的微量样品压力池
-大光径（提供1.6mm 和 2.0mm两种规格）
-适用于红外光谱仪和显微红外光谱仪
-使用两片人造单晶金刚石，IIa型

红色：本产品光谱图

-光谱范围广，适用于紫外至远红外区域

橙色：天然IIa金刚石光谱图

-操作简单，可提供最大10kgf/mm2的压强
-标准的2”x3” 基板，适用于任何品牌的红外光谱仪
-清洗，维护简单快速
-无需使用聚焦器就可以进行样品测试
-所提供压力高于单螺丝的金刚石池
-适用于显微镜下工作，厚度仅11mm，中心厚度6mm，为市场上最薄的样
品池，可在15X和32X物镜下使用

大光径金刚石压力池
采用独立的二片金刚石片，将样品夹入其中，旋紧外部紧固螺丝
盖即可测试样品。如需更换其它材质晶体片，可选用13x2mm的
晶体片，如KBr, BaF2, Ge等材质窗片。

金刚石物镜
全新的显微红外光谱仪用金刚石ATR正式发售了。
利用全新的金刚石ATR物镜，可以实现即见即所得，样品中待测
点的位置就可以准确确定，并且保证红外光准确照射在该点。
避免了因细小距离误差而没有得到准确光谱图的情况。
专利的设计和精密的机械制造，保证了该镜头的精密性。该金
刚石ATR物镜的放大倍数可达72X，可以用于测试小于20um的样
品，在测试中保证红外光与可见光重合。

通常在反射模式下，在可见光照射下观察样品表面时，一些样品表面看起来有些模糊，而现在利用金刚石ATR镜
头，就可以清晰的观察到样品的表面（已获专利）。
正如前面所述，对于显微红外ATR测试，所见即所得是非常重要的。经全新设计的ATR镜头，使红外光和可见光完
全重合，所看到的希望测试的样品点就是最终红外光照射的位置，从而得到该位置的红外光谱。为便于安装和调
整，随ATR镜头提供了调整工具，利用这套工具，实验人员可以自己轻松调整ATR镜头。
金刚石ATR镜头的放大倍数约是普通ATR镜头的5倍，因此可视分辨率能达到小于10µm，明显优于其他ATR镜头，
也正因此可以得到更优质的光谱。

机械手
对于微米级样品，处理起来十分麻烦，处理不得当很可
能损坏样品。最新推出的微样品机械手通过计算机辅
助，可以对样品任意处理，如切，刮，包埋物提取等。
最小样品处理直径：1µm
样品处理工具包括：刀，铲，吸嘴等
样品处理方式：切，刻蚀，刮，铲，吸取，滴加液体等
机械手操作方式：软件，旋钮
应用领域：半导体，电子，化学，刑侦等

高温•真空•气体流通附件
S-84热台是一款体积小巧，厚度薄的变温样品台。可放置于
显微红外光谱仪和拉曼光谱仪的样品台上。
温度范围：室温-500℃，计算机控制
厂家也提供可用于红外显微镜或拉曼显微镜自动样品台的接
口，用户可直接将热台置于样品台上成为自动样品台。
如需插入红外光谱仪的样品仓内作为变温池使用，只需安装上
转接板即可。更换样品十分简单，不需要任何工具，上层窗片
通过旋钮即可以打开。窗口直径为13mm，可用于透射测试使用。随机附带13mm调整用反射镜。有多种材质窗片
供用户选择，如 KBr, BaF2, CaF2, 石英, ZnSe。

S-100R 热台
专为显微镜使用而开发的新热台，厚度仅16mm

S-100R

温度可达600℃，可由计算机控制，温度精度+/-0.5%
样品窗：20mm x 2mm
样品测试口：13mm x 1mm
真空度：1 x 10-3 Torr
最高压力：0.5 MPa

高温高压 / 高温高真空反应池
温度范围：室温— 1000℃ (-150-500℃）
压力范围：最高 1500 Psi
真空范围：最低 1x10-6 Torr (13 x 10-4 Pa)
使用方法：漫反射原位监测，显微镜下温度变化对
样品观测，气体池内混合气或催化剂测试

压片机 样品架
小巧的桌上型小型压片机特别适合用于红外光谱透射测试所需要的溴化钾片的压制
产品坚固耐用，非液压，使用简便，无需特殊维护
该压片机加工精密，工作流畅，单手即可完成压片工作，并得
到适度的压力。
提供三种类型压片模具，模具直径分别为： 1mm， 3mm，7mm。
所压成的样品薄片，无需费力即可取出放入样品仓中做测试。
 模具为全不锈钢材质
 统一定制，模具保证规格一致
 模具清洗简单，无需特殊保养

STJ-0174

STJ-0173

压片样品用磁性样品架

快速样品架

13mm弹簧夹

25mm弹簧夹

万能样品夹

薄膜样品用磁性样品架

K型样品架

全 新 设 计，小 型 油 压
机。适 用 于 压 制7mm及
以下样品片，可达2吨压
金刚石载物片采用Ⅱa 型金刚石，光谱范
围覆盖紫外到远红外区域。由于金刚石的
高硬度以及化学惰性，给测试带来极大方
便，酸碱耐受范围宽，不易磨损。
规

格：

有效直径：

直径2.5mm
φ2mm

厚度 1mm

力，压制成的样品片可
直接放入红外光谱仪中
测试。

红外，拉曼谱库
红外光谱谱库，包括：50000 张透射谱库，40000 张ATR谱库，6000 张NIR谱库，涵盖以下领域：
聚 合 物 及 添 加 剂，食 品 添 加 剂 和 包 装 物，溶
剂，金 属 有 机 化 合 物，无 机 物，生 物 化 学 样
品，醛，酮，醇，酚，酯，内 酯，酐，羧 酸，
碳水化合物，香料，香水，化妆品，农药，半
导体化学品，刑侦样品，染料，颜料，含硫、
磷化合物，有害化学品，药物，抗生素，药用
和化妆品用辅料，白色粉末，润滑剂，镀膜材
料，油漆，涂料，用于教学的纯化合物，爆炸
物，人体结石等。
谱库支持大多数红外光谱仪使用的软件，通过嵌入红外处理软件中，成为红外软件中的一部分。若希望将谱库
用于独立开发的红外软件中，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协助您开发。

拉曼光谱谱库
我们亦提供拉曼谱库，目前拉曼谱库所收录的谱图有近15000 张，包括各类有机物，无机物，矿石，半导体材料
等。是目前世界上拉曼谱库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谱库。
拉曼谱库支持目前市场上主流拉曼光谱仪所使用的软件，通过嵌入拉曼处理软件中，成为拉曼软件中的一部分。
若希望将谱库用于独立开发的拉曼软件中，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协助您开发。

Panorama
如果需要对不同品牌光谱仪所做谱图做比较，或
需要对谱图详细分析，了解官能团的微小变化。
可以选用Panorama软件。该软件兼容绝大多数光
谱数据格式，可以根据谱图中官能团位置，自动
计算出化合物的可能结构，同时给出结构式，显
示出正反式结构。
在最终的分析结果中，Panorama软件会给出物质
的化学名称，CAS登记号，分子式，以及物质的相
关信息。

数据库目前支持ABB /ACD Labs /Agilent /Agiltron, Inc. /BaySpec, Inc. /BioRad-Sadtler /Bruker /B&WTek Inc. /
DeltaNu (SciAps) /Enwave Optronics, Inc. /Essential FTIR /Foster and Freeman Ltd /Galactic – Grams /Horiba-Jobin
Yvon /Jasco /JEOL /Kaiser Optical Systems /Lambda Solutions, Inc. /LabCognition /LabControl /Lumex /Mattson /Perkin
Elmer /Raman Systems, Inc. /Renishaw /SciAps (DeltaNu) /SersTech AB /Shimadzu /Smiths Detection Ltd. (SensIR) /
S&I / TriVista /Thermo Nicolet /WITec 等公司产品格式。如有特殊格式，请联系我们确认。

GPC/液相色谱-红外光谱仪联用仪
LCT-700

联用仪是将GPC或液相色谱的馏出物通过加热将流动相挥发，

并通过氮气将溶质（分离物）吹到不断旋转的锗盘上，利用红外光谱仪测
试锗盘上的样品得到某位置点样品的红外谱图，从而判断出某一保留时间
样品的成分。

流动相挥发示意图

样品测试示意图

右图为反应过程中液相-红外联用的分析结果。由
图中看到，不同馏分其红外光谱图的差异，根据
官能团的变化趋势，可以判断反应的进行程度。

总经销：
大连科诺威尔仪器有限公司
电话：0411-39638131
传真：0411-39638141
E-mail: info@kenwell.com.cn
HƩp://www.kenwell.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