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article Insight  
全自动粒度粒形分析仪



颗粒大小和颗粒形状 
表征形状不规则的颗粒形状 

长期以来，市面上的各种颗粒粒度分
析仪都是在假设被测颗粒为球形的基
础上进行测试和分析的。然而，在许多
生产和应用中，颗粒的形状对其产品
在生产过程中的性能和流动性具有很
大的影响。因此获取原材料的颗粒形
状信息，相对于单纯获取颗粒粒度信
息而言，能够为生产过程提供更高的
灵敏度。

Particle Insight 就是这样一款现代化
的动态颗粒粒度粒形分析仪，对于那
些需要由颗粒形状来确定原材料性能
的应用来说，是一种非常理想的工具。
可适用于需要设定速度、精确度和
Pass/Fail 形状控制的整个生产环境。



多重设计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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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le Insight 具备四种可选配置，
可适用于多种工业、生物和地质样品。

配备独特的光学、高帧频、高分辨率的
摄像头 , 几秒内即可完成数万颗粒的
分析并实时显示所有形状参数。

内置 30种颗粒粒径 /形状参数，适用
范围更广。

可存储所有分析颗粒的略缩图，并可
根据参数调整进行颗粒形状筛选，显
示指定颗粒图形。通过捕捉单颗粒图
像的功能，可检测到偶发事件。

可通过图形叠加， 对不同形状参数的
分析进行更为精确的对比。

具备数据镜像功能，能够实时进行数
据安全备份以及远程监控。 

配备样品循环模块和类激光衍射系
统，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提供有效
的统计学测试。

颗粒随机取向，三维分析，全方位获取
颗粒粒形信息。

完全符合美国 FDA 21 CFR Part11

通过散点图，可以获知同一测试中任
意两个形状参数的相关性。



形状模型

 
 
 

*可在Shape Module选件上使用

动态图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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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循环系统输送样品悬浮液，使其通过样品池，此时，CCD捕捉
样品图像，并实时将图像转换为数字格式，把所有信息发送到软件
进行分析。

· 等效圆面积直径
· 等效圆周长直径
· 外接圆直径
· 平均半径直径
· 圆度
· 光滑度
· 紧密度

圆形模型

· 等效椭圆形面积、宽度、长度
· 外接椭圆宽度、长度
· 椭圆长宽比
· 椭圆度

椭圆模型

· 内接矩形长度，宽度
· 内接矩形长宽比
· 矩度

矩形模型 

· 多边形级数
· 内角
· 凸性

多边形模型

· 纤维长度，宽度
· 纤维长宽比
· 纤维卷曲度

纤维模型 

· Feret 长度，宽度
· Feret 长宽比
· 表面均匀性

不规则形状模型 

· 不透明性
· 乳白色

像素强度

1 μm – 150 μm
3 μm – 300 μm
10 μm – 800 μm
100 μm – 2500 μm*

粒度范围选项



磨料

墨粉 

药品 

Particle Insight 典型应用

石油污染监测 

 

纤维材料 

蛋白质治疗 

 

从增加建筑材料的强度到制
作有效的过滤介质，纤维颗粒
的应用非常之广泛。但常规的
测试方法，总是以等效球径来

说明材料性质，并不能给出纤维的关
键信息，因此也无法确定纤维在最终
产品中的性能表现。Particle Insight
全自动粒度粒形分析仪能够计算出纤
维材料的度、宽度、长宽比以及纤维的
卷曲度（纤维的卷曲程度） 。

聚合是蛋白质的一种内在特
性，对于这种亚可见颗粒的检
测是确保治疗性蛋白疗效的关
键点。Particle Insight 全自动

粒度粒形分析仪与 USP<788> 技术
互补，能够在任意指定范围内进行所
选颗粒的量化和鉴别。另外，所提供的
颗粒略缩图还能帮助用户发现注射流
体中的罕见颗粒。

对于润滑油和液压油中磨损
颗粒的检测，是制定合理维护
计划的关键。尽早对磨损颗粒

进行检测和分析，能够有效的延长发
动机寿命，最大程度的减小设备故障
几率。Particle Insight 全自动粒度粒
形分析仪，与行业标准（ISO 4406， 
NAS 1638）中的颗粒分类相结合，能
够进行多达 30种的颗粒形状分析。

· 测试速度快，分辨率高

· 实时获取测试结果

· 最多可进行30种粒形分析

· 颗粒缩略图

· 多个粒形测试结果叠加

· 筛分相关性能

· 光学系统可升级

· 可检测有机体系

· 符合安全和监管规定

· 灵活，流体设计

· 四种粒度范围型号可选

· 实时数据备份，用于远程监测

· 自动循环样品处理模块

· 随机取向，三维分析

· 硬件简便，维护成本低

· 独特结合智能手机App，可远程进

行数据分析和结果查看

· 具备颗粒分类功能，用户能自动

获得混合样品中每个组分的全分析结

果

随着墨粉技术的不断发
展，对于墨粉材料的分
析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颗
粒粒度了，还需要对颗

粒粒形进行分析。印刷墨粉的形状，
会直接影响到墨粉颗粒在生产过程中
的流动性和使用时的效果。对墨粉颗
粒的形状进行均匀性控制，能够更精
确的还原色彩并有效的提升墨粉的使
用率。 

磨料颗粒的表面粗糙度
和大小极大的影响着切
割砂轮和砂纸的最终性
能。Particle Insight 全自

动粒度粒形分析仪不但能够直接检测
出磨料颗粒的大小，还能够提供磨料
颗粒的表面光滑度信息。这些性质都
与材料的最终用途息息相关。

颗粒粒形有助于辨识和
量化产品中形状不同的
组分。检测产品光滑度
随时间的变化还可以获

取产品的溶解速率。 



Particle Insight 产品特点 

从直方图中的特定点提取缩略图 

Particle Insight的智能手机
和平板电脑应用

Particle Insight 全自动粒度粒形分析仪的两个重要特点：随机取向和样
品循环系统。这两个特点确保了测量的代表性与数据的准确性。

Particle Insight 全自动粒度粒形分析
仪的一个独到之处是，可直接在手机和
电脑上查看和进行统计分析。通过全自
动的实时安全云系统，直接将测试结果
传输到用户的掌心。测试完成数据即上
传成功，已授权用户可下载和查看数
据，并进行统计分析。

Particle Insight全自动粒度粒形分析仪能够帮助用户真实分析颗粒粒
度。另外用户还能选择性的查看直方图上任意区域内的每一个颗粒。



颗粒粒形数据叠加对比  

两种粒形分析的散点图关联 

Particle Insight 全自动粒度粒形分析
仪能够将不同样品的测试结果叠加进
行对比，直观的展现出颗粒粒形的差
异。通过叠加样品的结果图，用户能够
基于颗粒的粒度和粒形信息，对不同的
样品进行直接对比和选择。

大多数的粒度分析仪都是以球形颗粒假设为基础的，并没有考虑形状因素。在上述例子
中，对于两种粒径相当的颗粒，当假设该颗粒为球形时，还可以根据圆度和光滑度的结果
叠加，清楚地看到样品间的差异。而只有颗粒粒形分析仪才能够获得这些关键的形状信
息。

同一个样品的任意两种粒形结果的相
关性，能够提供给用户很多关于颗粒
及其生产过程的独特信息。同时，这
个相关系数还可作为过程控制中的质
控标准。目前，Pearson相关系数已经
被广泛用于度量两个变量之间的线性
相关性强度。

如图所示，我们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分析完成了
10000个片状颗粒，从他们的相关性结果可以看出:
图中所示的薄片越圆，表示样品越平滑。 



Particle Insight 产品特点 

过程控制

以图形或表格的形式 
生成数据

 

Particle Insight 全自动粒度粒形分析仪配
备了过程监控功能，测试中直接显示
Pass/Fail 指令，能够有效的简化生产过程控
制。从此无需单纯使用粒度指标来控制产品
进入和排出。此功能可应用于行业标准要求
的颗粒分类，例如石油行业的 ISO 4406 和
NAS 1638，以及药典USP<788>。

Particle Insight 全自动粒度粒形分析仪不
但可以实时创建 30个粒形结果直方图，还
能够以多种格式显示数据、图像和统计信
息，包括相关性筛选和自动创建电子表格
文件等。使用户能够获得每一个测试颗粒
的粒形信息。



知识 VS 假想

您看到的只是颗粒的部分图像？

 

 

粒形的细微变化会直接影响生产中的一些因素

· 流动

· 磨损

· 分散

· 混合均匀性

· 压实

传统的颗粒分析仪器通常是以球形颗粒假设为基础的，
Particle Insight Shape Module 能够提供颗粒形状的重要数
据，为研究人员排除了粒形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Particle Insight Shape Module

激光单元

激光

样品池

储样仓

样品

可与用户目前的颗粒粒度工作流程完全结合
不必妥协⋯⋯

静态光散射激光粒度仪

 

Particle Insight Shape Module 能自动从激光粒度仪的
储样仓中取样，并进行粒形分析，然后样品将通过循环，再
次回到激光粒度仪的储样仓中。所有操作均与当前的粒度
分析仪同步，测试结果互不影响。



延续现有流程 查看每个组分的测试数据和略缩图

一次测试即可获取测试结果，无需任何
假设，确保材料质量。另外，了解粒形以
及它对产品行为和性能的影响后，能够
有效的进行材料和过程优化。

Particle Insight Shape Module（PiSM）
是一款通用的、多功能动态图像分析
仪，可与许多颗粒粒度分析仪器完美结
合。如果您正在使用激光衍射法、电阻
法、光阻法或其他方法进行颗粒粒度检
测，PiSM可与您的当前方法相联合，并
在您目前的颗粒粒度工作流程中加入
这款粒形模块，给您带来更多重要的颗
粒信息。

无需改变或重置当前建立的方法和工
艺，直接将 PiSM 与现有粒度测试仪的
液体路径相连接。在样品分析即将开始
时，传输不多于 30ml 的样品进入
PiSM，粒形分析结束后，将样品输送回
粒度测试仪，整个过程不对任何样品和
仪器造成损坏。

用户通过分类窗口能够查看每一种所需颗粒的统计数据，查阅统
计列表，并且能够修改参数以调整分类方式。最重要的是，可以
查看到每一个已经分类的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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