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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重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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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元素分析

02

德国Eltra（埃尔特）专注于元素分析30多年，从最初的碳硫分析仪，扩展到氧氮氢分析仪、热重分析仪的研究制

造，Eltra已经成为元素分析领域的佼佼者，其产品广泛应用于钢铁、采矿、汽车、航空、煤炭、建筑材料及高校、研

究机构。

2012 年，Eltra（ 埃尔特）荣幸地加入弗尔德集团（Verder Group），成为其科学仪器事业部（Verder Scientific 
Division）旗下重要品牌之一。

弗尔德莱驰（上海）贸易有限公司是弗尔德集团在华设立的全资分公司，隶属于弗尔德科学仪器事业部，全面负责德

国Retsch（莱驰）粉碎、研磨、筛分；Retsch Technology（莱驰科技）粒度粒形分析仪；英国Carbolite（卡博莱特）

马弗炉；德国Gero（盖罗）以及德国Eltra（埃尔特）元素分析仪在中国的市场销售、推广和技术服务。

Eltra 拥有精密的分析仪并能提供整体解

决方案，为全球千万客户所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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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ELTRA分析仪：

CHS-580适用于快速检测有机样
品的碳、氢和硫元素含量（比如：
煤、碳、矿石、矿物质以及炉渣
等）。

CS-800适用于快速测定无机样品中
的碳和硫含量，如钢铁、铸铁、有色
金属、碳化物、陶瓷、玻璃、水泥等。

ONH-2000用于快速测定钢、铸铁、
钼、镍、铜、锆、钛、陶瓷等无机样品
中的氧、氮和氢。

CS系列-无机样品 CHS系列-有机样品 ONH系列-无机样品 

热重分析是在程序控制温度下测量待测样品的质量与温度变化关系的一种热分析技术。这个过程需要可固

定温度的马弗炉或实验室烘箱并可称重，所以TGA热重分析仪必有集成的天平及可控的温度范围。

ELTRA的TGA Thermostep结合干燥和灰化过程中集成称重功能。在同一个分析过程中确定不同的热重参

数，软件允许用户在不同分析步骤设定不同的温度和加载气体（如氧或氮）。

热重分析

热重分析仪

技术数据   06
软件   09

应用   12
技术数据   16

有机和无机样品均可使用

TGA Thermostep 04
TGA Thermostep可测19个样品，样品最大量5克，在一个分析过程可

以全自动分析所有样品热重参数。

分析仪适合于有机样品(如煤)、人工合成样品(如塑料)和无机样品(如水

泥)。

TGA Thermochain 10
TGA Thermochain是TGA Thermostep配置自动载样和输样装置。



热重分析仪
TGA Thermostep

TGA Thermostep可同时测定19个不同的样品，样品量在500毫克至5克之间。在分析过程

中用户可自由创建标准流程设定最高达1000℃的加热室温度和气氛条件。在任意分析过程，

覆盖样品的坩埚盖都可以提高或降低，保证使用安全并符合ASTM测定煤样的挥发分。

ELTRA的TGA最适合的应用是采用标准实验室烘箱和马弗炉进行热重分析。由可编程

炉连内置天平，加热称重在同一台仪器完成，节省时间，能进行大量样品的检测。能一

次实验测定典型参数如水分、灰分、挥发分。

04

典型样品
煤炭、焦炭、二次燃料、石膏、面粉、塑料、陶瓷等等

n 同时可测量19个样品

n 样品最大量可达5g

n 加热速率快，精确控温

n 高性能，精确称重

n 自动放置和开启坩埚盖

n 可用于实验室研究或生产质量
控制

n 可在空气、氧气或氮气环境下
操作

技术优势

电阻炉 内置天平

TGA Thermostep – 使用灵活，结果可靠

TGA Thermostep



ELTRA 元素分析仪 | www.eltra.org/cn | 05

TGA Thermostep操作简单，方便安全。首先在电脑中选择标

准操作程序（SOP），在软件中输入样品编号并放置于转盘相应

位置后称重，然后转盘旋转至下一个样品继续称重，也可将已

称重样品直接放入转盘进行分析。另外也可以放置放坩埚盖的

上层转盘，分析完成后，经过一个短暂的冷却期又可以开始新的

循环测量。

简便操作，快速测定：TGA Thermostep

样品称重 可选：坩埚盖 分析结果显示

ELTRA热重分析仪可选用于实验室研究和生产应用的不同要求

配置。所有型号的TGA都是电脑控制，连接到内置天平的炉中。

所有的TGA分析仪都配有约15cc的陶瓷坩埚。

TGA Thermostep需要手工进样。选择软件中的SOP后，预

设样品的加热温度和气氛，然后测量各个热重参数。

TGA Thermochain测定单一热重参数需要固定炉温，高通量

样品处理需要外接自动载样装置和回收样品装置。可将样品从

TGA Thermochain转移到另一台不同工作温度的TGA Ther-
mochain，多台TGA Thermochain在一起组合工作可以测定

多个参数。

TGA Automation用于自动化过程的基础型热重分析仪。

更多详情请见第10页。

ELTRA TGA型号  
TGA Thermostep、 TGA Thermochain、TGA Auto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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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重分析仪TGA Thermostep具有整体设计、精度高和应用灵活的特点。样品最大量5克，可根据用户

的设定在一个分析过程中完成测量水分、灰分和挥发分等参数。

技术数据
TGA Thermostep

高性能分析技术

密封称重功能

N E W

TGA 
Thermostep

新: 封装称重传感器

新一代TGA Thermostep设有0.1mg
精度的封装称重传感器，提供高度精确

的测量。封装隔离将称重传感器与外面

气氛隔离，测量稳定。陶瓷主轴连接称

重传感器与加热炉，放置坩埚的底座

上。

如图: 
密封称重装置

n 测量精准

n 长期稳定

n 免维护

n 工作寿命长

技术优势



ELTRA 元素分析仪 | www.eltra.org/cn | 07

技术数据
TGA Thermostep

如图: 冷却

如图: 高容量加热元件

换气

换气系统使得TGA Thermostep的使用非常灵活，每个分析阶段都可以

选择氮、氧或环境气氛。如后者，环境气氛渗透到TGA Thermostep中
温和地氧化样品。 

冷却

分析过程的最后一步就是冷却。可以设置自动打开TGA的炉盖用于降

温。例如，Thermostep在650℃打开一半炉盖，在500℃全部打开。此

外，300℃时内置风扇将自动开启。

高容量加热元件

最新一代TGA Thermostep采用三个加热元件，每个加热元件功率1800W(
总功率5400W)，所以有极高的加热速度，尤其是高温时稳定性强。在炉

子的上部和下部均分布有加热元件，提供均匀的温度分布。

温度控制

炉温由两个非密封热电偶监控，一个监测炉温，另一个监测加热元件的温

度。由于热电偶不密封，所以能快速精确地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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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 标准检测工作
TGA Thermostep

ASTM标准检测 TGA Thermostep 
灰分，含水量和挥发分的ASTM标准测定

标准 样品 标准名称

D7582 - 12 煤和焦 煤和焦用热重分析仪的标准分析方法

D7348 - 08e1 固体燃烧残渣 固体燃烧残渣的烧失量标准测定法

样品转盘和参比样品

金属转盘最多可放置19份样品，第20个工作位专为参比样品预留，补偿坩埚在高温下因物

理因素的质量损失。

智能坩埚管理系统

n 最多19份样品加一份参比样品

n 内置自动称量天平

n 坩埚盖转盘和样品转盘分离

技术优势

样品称量

TGA Thermostep分析仪自动称量样品，每个样品都有相应的

编号和位置，依序称量，以确保称量的稳定性。

同时也可以外置天平，例如TGA Thermostep的最后冷却环节

加入一个称量过的新样品，这样可以帮助减少两个分析周期中

的等待时间。

坩埚盖

对于煤样或活性样品挥发分的精确测量和ASTM标准分析，

盖坩埚是很重要的一步。TGA Thermostep不仅配有样品

转盘，还配有坩埚盖转盘。软件控制转盘的升降——坩埚盖

的开闭，而无需中断实验来打开TGA设备。

样品和坩埚盖转盘 坩埚称量 PC控制坩埚盖开启 PC控制坩埚盖闭合



标准操作流程

TGA Thermostep测定热重参数需要标准操作流程(SOP). 分
析的每一步参数都会在软件中确定。例如煤样的标准分析包括

含水量、挥发分、灰分。分析步骤包括起始和终止温度，加载气

体，加热速率和终止条件。终止测量的步骤可以定义为质量稳

定的时间。此外，坩埚盖的放置也可以被定义在分析的每一步骤中。

TGA Thermostep 煤样测量的图表结果. 软件可做多种显示效果调整标准

流程一旦确定后可以用于更多分析实验

ELTRA 元素分析仪 | www.eltra.org/cn | 09

软件
TGA Thermostep

n 客户定制界面: 用户可以自定义和保存操作界面

n 有不同安全等级登录模式: 根据权限不同等级不同

n 在数据库内保存分析结果:

n 每一次的测试都会保存并可随时调阅 

n 图像法显示温度档案和质量损耗

n 基于原始数据的自定义计算

n 可根据给定的任意时间检索样品信息

n LIMS 通讯协议和数据导出

n 应用记录和保养间隔显示: 维护间隔个人配置

n 广泛的诊断功能

ELTRA软件保证用户操控和使用设备方便，支持多国语言，易学易用，有如优势

Windows® 操作系统软件

定制测量结果的显示效果

n 每次测试后显示测量结果

n 独立计算

n 灰分可参比干/湿样

n 导出和打印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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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重分析仪
TGA Thermochain

TGA Thermochain专为满足处理高通量常规样品而设计，节省了样品升温降温时间，

保证了分析效率。系统集成了一个可调设定温度的加热炉，检测中恒温稳定，并配有自

动载样器可同时提供36工作位供分析。Thermochain最多可集成4个加热炉，每个

炉子设定不同温度，从而实现快速可靠分析不同热重参数样品的目标。

新: Thermochain 
适用高通量样品处理

n 全自动分析

n 内置36工作位自动载样器

n 多种测样模式应用广泛

产品优势

电阻炉 内置天平

样品由软件编号后置入自动载样装置的36工作位上，被Thermochain系统自动输送入

加热，同时加载气氛（氮气或氧气）加热（最高可达1000℃），温度可自由设定.系统可以

最多同时分析20个样品，一旦样品分析完成即被自动移除回收并自动加载下一个样品，全

程方便可控。

自动载样装置操作

TGA Thermochain

TGA
带自动载样装置

新

TGA 
Thermochain



TGA Thermochain 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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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重分析仪
TGA Thermochain

串联模式（配样品输送系统） 
通过输样系统，最多同时可以联接4台TGA，只有第一台配有36工作位自

动载样系统。每个样品由软件编号后依次经过每台机器，只有当上一台机

器完成分析工作后才会被输送至下一台，同时分析完毕的样品被移除最

后收集。

多种测量模式

TGA Thermochain可多台组合测量，有两种不同测量模式可选，适用多热重参数高通量样品分析。

平行模式

1台PC可最多控制4台TGA，记录测试结果。样品由软件编号后在各自的

TGA上称重。例如:一台机器专门分析含水量，另一台机器分析灰分，挥发

分等等。每台TGA都有自动载样系统和收集装置，可以很方便的独立分析。

图：串联模式

图:
平行模式

PC

PC

 收集槽

 36工作位自动载样系统

 坩埚夹

 20工作位加热炉

1

2

3

4

1

2

3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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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A Thermostep可在惰性气氛或氧气气

氛下加热最高至1000℃ ，分析灵活高效，

适用样品多样。

煤的含水量，灰分和挥发分分析是热电厂的常规分析应用，可以手工使用马弗炉完

成或者由TGA Thermostep来自动完成。Thermostep的自动坩埚盖控制系统确

保了挥发分测试的可靠性，无需像其他厂家设备要求打开机器或执行下一轮分析即

可完成挥发分测试。 

GA Thermostep符合ASTM Norm D7582标准

案例: 

煤样分析

典型样品
煤, 焦, 二次燃料,纸, 面粉, 塑料,陶瓷

一次分析3个参数结果

ELTRA 煤标准样

19 样品 / 平均重量: 1.1 g煤 /
分析时间: 5 小时

参数 平均值 标准偏差

水分 0.32 % 0.08

灰分 6.6 % 0.05

挥发分 9.1 % 0.3

12

应用案例
TGA Thermostep

– 温度
– 质量损耗温

度

 00.00.00 01.00.00 02.00.00 03.00.00 04.00.00 05.00.00 [h]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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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案例
TGA Thermostep

通常一次分析测量无机物含量，包括填料、颜

料，灰分和水分含量。例如测试潮湿废纸，无需

预先干燥。

案例: 

纸样中的灰分和水分测定 

典型结果

19 样品每批次 / 平均质量: 500 mg /
分析时间 2 小时

参数 平均值 标准偏差

水分 4.9 % 0.1

灰分 23.3 % 0.07

TGA Thermostep非常适于检测化学品的不同

分解程度时的温度。例如草酸钙105℃时水分测

定，200℃、450℃和850℃时质量损耗。

案例: 

化学品分析

草酸钙典型分析结果

10 样品每批次 /平均质量: 500 mg /
分析: 2.5小时

温度 平均质量损耗 标准偏差

105 ℃ (水分) 0.2 % 0.01

200 ℃ 12.2 % 0.02

450 ℃ 18.9 % 0.05

850 ℃ 29.8 % 0.03

 00.00.00  01.00.00  02.00.00 [h]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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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度
– 质量损耗

– 温度
– 质量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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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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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粉质量控制需要矿物质含量表征，通过在空气中温和燃烧反应完样品后，TGA 
Thermostep中会得到灰分。如下图所示，样品会在600℃时化为灰分，按照试验规

则样品还能用更高温度加热，每个样品需要重复测试5次。

案例: 

面粉中的灰分和水分测定

温度精确控制

14

应用案例
TGA Thermostep

当样品的最后两次称样结果差小于1mg，水分和灰分的测定就结束了。

应用

软件设定

测试内容 测试温度 加热时间 坩埚盖

水分 105 ℃ 1:10 h no

灰分 600 ℃ 2:30 h no

面粉样品的典型结果

5 样品每批次/ 平均质量: 1 g /
分析时间:大约 3 小时

参数 405面粉 550面粉 1050面粉

平均值 (水分) 13.5 % 13.6 % 12.7 %

标准偏差 0.05 0.03 0.03

平均值 (灰分) 0.41 % 0.56 % 1.1 %

标准偏差 0.02 0.01 0.01

– 温度
– 质量损耗



LOI测试(烧失量)的测定对无机材料来说是非

常重要的。测试中样品快速加热到指定温度，

在样品几乎没有变性的情况下迅速测定挥发

分。LOI（1000℃）测试前会做残留水分的测

试（105℃）1g样品测定两个参数的分析时间

为7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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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案例
TGA Thermostep | TGA Thermochain

水泥样品典型结果

10样品每批次 / 平均质量: 1 g /
分析时间: 70 分钟

参数 水泥样1 水泥样2

含水量 (105℃) 0.07 ±0.01 % 3.0 ±0.02 %

LOI (1,000℃) 0.08 ±0.01 % 1.9 ±0.01 %

Thermochain非常适合煤样的快速灰化，在

950℃ 10份煤样自动装载，每份样品500mg，
30分钟内检测完毕，短时间内可以连续处理大批

量样品。

案例: 

TGA Thermochain 煤样快速灰化

煤样快速灰化 (n=10)

36 样品每批次/平均质量: 500 mg /
分析时间: 28 分钟每份 (平均时间)

参数 煤样

灰分 1.12 %

标准偏差 0.1

案例: 

水泥样品中的残留水分和烧失量测定 

 00.00.00 01.00.00 02.00.00 [h]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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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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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热重分析仪
TGA Thermostep TGA Thermochain TGA Automation

通用数据

样品质量 ≤5 g ≤5 g ≤5 g 

样品数 19 (+ 1 参比样品) 56 (36 自动载样装置
+ 20 分析仪内) 20

转盘数 2 (坩埚和坩埚盖) 1 (坩埚) 1 (坩埚)

精度 0.02 % 0.02 % 0.02 % 

天平精度 0.1 mg 0.1 mg 0.1 mg

加热炉工作温度范围 室温- 1,000 ℃ 室温- 1,000 ℃ 室温- 1,000 ℃

温度控制 精度: 2 %或 ±2 ℃ / 稳定性: 2 % 或 ±2 ℃

气体流速 1-10 l/min可调

气压 空气 5 – 6 bar (75 – 90 psi) /氮气 2 – 4 bar (30 – 60 psi) / 氧气 2 – 4 bar (30 – 60 psi)

气体纯度 压缩空气 99.5 % (无油脂) /氮气 (99.9 %); 氧气 (99.9 %)

操作温度 / 湿度 10 – 35 ℃ / 20 – 80 % 湿度 (无冷凝)

耗气
连接至所需的 /送货含风扇 /  

4 m3 每小时 /直径: 100 mm

电源
230 V (±10 %) / 单相 / 50/60 Hz / 32 A (分析仪)  
230 V (±10 %) / 单相 / 50/60 Hz / 2 A (PC, 风扇)

重量 65 kg 80 kg 65 kg

尺寸 (B x H x T) 55 x 52 x 62 cm

无坩埚收集槽:
  75 x 90 x 68 cm
有坩埚收集槽: 
110 x 90 x 68 cm 

75 x 90 x 68 cm

数据接口 串口和USB

配件 电脑，显示器，打印机 (具体型号下单时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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