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
分
析
超
越
系
列

中国
2018 / 05

差示扫描量热仪DSC

超快速差示扫描量热仪FDSC

热重及同步热分析仪TGA/DSC

动态热机械分析仪DMA

热机械分析仪TMA

创新科技、全能模块、瑞士品质
梅特勒-托利多热分析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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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灵敏度最高的热分析仪器
梅特勒-托利多STARe热分析系统

60年代
TGA/DTA

80年代
微处理控制
热分析系统

90年代
STARe热分析系统

2002
高频DMA 2005

TOPEM TMDSC

2007
热分析超越系列

2010
闪速DSC1

2012
新型DMA1

2013
HS82/84热台 

2014
TMA/SDTA1

2015
热分析新超越系列

热分析是在程序控制温度下，测量物质的物理性质与温度或时间关系的一系列技术。随着各行

各业对新材料的迫切需求和各种新材料的层出不穷，热分析技术应用的领域不断扩展，并且愈

来愈成为新材料研究、产品设计和质量控制的必备的常规分析测试手段。

梅特勒-托利多是世界上最早和最主要的热分析仪器制造商之一，她所制造的差示扫描量热仪
DSC、同步热分析仪TGA/DSC、热机械分析仪TMA和动态热机械分析仪DMA，都是世界上灵敏度
最高的热分析仪器。

■ 1964年发明和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商品化同步热分析仪TGA/DTA
■ 1968年上市了世界上第一台热重-质谱联用仪
■ 1996年推出的STARe系统标志着梅特勒-托利多热分析系统的全面现代化
■ 2002年推出了具有行业新标准意义的动态热机械分析仪DMA/SDTA861e

■ 2005年上市的多频温度调制DSC (TOPEM)，革命性发展了DSC温度调制技术
■ 2006年装配了HSS7传感器的DSC仪器获得了美国R&D100大奖
■ 2007年推出热分析超越系列，是一次新的技术飞跃
■ 2010年推出创新型Flash DSC 1，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商品化的超快速DSC
■ 2013年推出新一代HS82、HS84 DSC显微热台
■ 2014年推出高温热机械分析仪TMA和独一无二的TGA-GC/MS联用技术
■ 2015年推出了热分析新超越系列，仪器性能和功能更加完美

梅特勒-托利多如同建立了世界级天平标准一样，树立着热分析仪器的权威性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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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C 3：FRS 5+传感器/HSS 8+传感器
DSC 3可选配全量程传感器(Full Range Sensor, FRS 5+)或高灵敏度传感器(High Sensitivity Sensor，HSS 
8+)。前者有56对热电偶，具有极高的灵敏度和前所未有的温度分辨率，它的陶瓷表面使它经久耐用、
耐化学腐蚀，是日常使用的理想之选。后者具有120对热电偶，提供了卓越的温度分辨率和无可比拟的
灵敏度。

DSC3+：FRS 6+传感器/ HSS 9+传感器
DSC 3+可选配的传感器也分全量程传感器(FRS 6+)和高灵敏度传感器(HSS 9+)。
FRS 6+传感器：更加耐用的FRS 6+传感器进一步提高了测量结果的重现性。FRS 6+传感器是标准应用、
高升温速率和分离重叠峰的正确之选。
HSS 9+传感器：高灵敏度传感器HSS 9+即使在低升温速率下也能用微克级的样品量测量非常弱的热效
应。HSS 9+具有120对热电偶，提供了卓越的温度分辨率和前所未有的灵敏度。

DSC是在程序控制温度下，测量样品由于物理和化学性质
的变化而发生的焓变与温度或时间关系的一种技术。

传感器是DSC的心脏。梅特勒-托利多的MultiSTAR传感器成功地融合了大量重要的特性。这是传统的传
感器无法做到并且至今也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些特性包括：极高的灵敏度、卓越的温度分辨率、完美

的平坦基线以及结实耐用。

DSC可配备四种传感器：FRS 5+、HSS 8+、FRS 6+、HSS 9+。根据配备传感器的不同，分为DSC 3和
DSC 3+。

差示扫描量热仪DSC
量热灵敏度独一无二

DSC 3技术参数

仪器型号 DSC 3专业型 DSC 3至尊型

温度范围
空气冷却 室温...500 ˚C或700 ˚C
内置冷却器冷却 -35或-90...500或700 ˚C
液氮冷却 -150...500或700 ˚C
单点金属标样 ±0.1 ˚C
两点金属标样 ±0.2 ˚C

温度精度 ±0.02 ˚C
升温速率 0.02...300 ˚C/min
降温速率(取决于配置) 0.02...50 ˚C/min
传感器类型 FRS 5+ HSS 8+
传感器材料 陶瓷
热电偶数量 56对 120对
信号时间常数 1.8 s 3.1 s

铟峰(峰高比峰宽)
原始数据 17 6.9
去卷积1) >110 >85

TAWN指标
分辨率 0.12 0.20
灵敏度 11.9 56.0

测量范围
100˚C时 ±350 mW ±160 mW
700˚C时 ±200 mW ±140 mW

量热灵敏度 0.04 µW 0.02 µW
量热准确度 ±0.05%
量热精度 ±0.05%
数字分辨率 1680万点
最大数据采集速率 50 个/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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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实例：PS玻璃化转变的频率依赖性

以0.2 K/min的升温速率对聚苯乙烯样品作
TOPEM测试，在玻璃化转变区域，选择计
算200 mHz至5 mHz之间的6个频率下的比
热。结果是玻璃化温度随频率升高而增大
(数值关系如活化图所示：log f对1/T，f为频
率，T为温度)。

DSC 3+技术参数

仪器型号 DSC3+专业型 DSC3+至尊型

温度范围
空气冷却 室温...500 ˚C或700 ˚C
内置冷却器冷却 -35或-90...500或700 ˚C
液氮冷却 -150...500或700 ˚C

温度准确度
单点金属标样 ±0.1 ˚C
两点金属标样 ±0.2 ˚C

温度精度 ±0.02 ˚C
升温速率 0.02...300 ˚C/min
降温速率(取决于配置) 0.02...50 ˚C/min
传感器类型 FRS 6+ HSS 9+
传感器材料 陶瓷
热电偶数量 56 120
信号时间常数 1.8 s 3.1 s

铟峰(峰高比峰宽)
原始数据 19.5 6.9
去卷积1) >155 >85

TAWN指标
分辨率 0.12 0.20
灵敏度 11.9 56.0

测量范围
100 ˚C时 ±350 mW ±160 mW
700 ˚C时 ±200 mW ±140 mW

量热灵敏度 0.04 µW 0.02 µW
量热准确度 ±0.05%
量热精度 ±0.05%
数字分辨率 1680万点
最大数据采集速率 50 个/s

多频温度调制DSC技术：TOPEM
最先进的温度调制技术

多频温度调制DSC技术TOPEM的基本概念：在恒温或梯度温度上
加上一系列不同持续长度的随机的温度脉冲。

功能和益处：
■ 一次测试就能在很宽频率范围内同时测试样品随温度或时间
而变化的性能

■ 由脉冲响应能非常准确地测定与频率无关的准稳态比热
■ 同时以高灵敏度和高分辨率测量极小能量的效应和温度相邻
相近的效应

■ 通过分离可逆和不可逆过程能高质量测定比热，将重叠效应
分开

■ 提供判据从而简化解析，能非常容易地将非频率依赖效应(如
吸附水失去)和频率依赖效应(如玻璃化转变)区分开来



HP DSC剖面图

HP DSC 2+采用FRS 6+和HSS 9+传感器。基于热分析超越系列中DSC的成功技术，确保了其卓
越的性能。HP DSC 2+可在0-10MPa的压力范围内，从室温到700˚C进行测试。

加压将影响所有伴随发生体积改变的物理变化和化学反应。在材料测试、工艺开发或质量控

制中，经常必须在压力下进行DSC测试。

压力下的DSC测试扩展了热分析的应用：
缩短分析时间——较高的压力和温度加速反应进程

工艺条件下测试——模拟实际反应环境

改进分析解释——通过抑制蒸发可使重叠效应分开

HP DSC 2+采用惯性低、升降温快的DSC炉体置于循
环水冷却的压力容器内。炉体特殊的绝缘保证不发

生温度梯度。从而确保直至高压下的基线稳定性和

重复性。

共有3个气体接口，每个各由一个阀来控制：快
速进气(增压)、测试过程中炉腔气体吹扫(气流控
制)、气体出口(压力控制)。

选择外置压力和流量控制器。可在静态和动态程控

气氛下精确控制压力。

高压差示扫描量热仪HP D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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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数据 温度范围：22~700 ˚C
温度准确度：±0.2 K
温度重复性：±0.1 K
升温速率：0.1~5 K/min
冷却方式：双壁夹套水浴冷却 (恒温 22 ˚C)

压力数据 压力范围：0~10 MPa
气流：自由选择，准确控制吹扫气流速率和外置控制器的总压
气氛： 不同气氛的测试：惰性、氧化、还原、反应性气氛：氮

气、氧气、氢气、甲基溴、乙烯、丙烯、二氧化碳等等。
对燃烧和有毒气体有一些限制

压力容器 不锈钢材质：1.4435
量热数据 传感器材料：陶瓷传感器，易于更换

信号时间常数：1.8 s (FRS 6+)；3.1 s (HSS 9+)
100 ˚C量热范围：±350 mW(FRS 6+)；±160 mW(HSS 9+)
数字分辨率：1千 6百 80万点

HP DSC 2+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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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C光量热仪(UV-DSC)

光量热组件与DSC组合使用，可以使DSC的使用范围
扩展到光固化领域，研究光引发的反应。DSC-光量
热仪可以测定材料在不同的温度下用一定的波长照

射不同的时间段时发生的、以及照射后所发生的焓

变。

DSC-光量热系统的光学设计示意图

DSC和HP DSC显微镜系统

DSC或HP DSC与装备有视频和照相技术的显
微镜的合成系统能够对样品在DSC中加热或
冷却过程中进行光学观察。这些光学信息

对于在DSC曲线中测量到的现象作出精确的
解释通常是十分有用的。

DSC-化学发光测量系统：(非成像)光电倍增器或是具有样品成像功
能的高灵敏度CCD照相机与HP DSC结合组成DSC-化学发光测量系
统。当使用高灵敏度CCD照相机检测化学发光时，可以得到整个样
品的发光图像。举例来说，这些图象可以用来观察或定量分析材料

中稳定剂的不均匀分散，从而改进材料的生产过程。

HP DSC显微镜系统DSC显微镜系统

HP DSC化学发光测量系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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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快速差示扫描量热仪Flash DSC
开拓热分析的新前沿：技术创新的巨大突破

Flash DSC是创新型的快速扫描量热仪，该技术能分析之前无法测量的结构重组过
程。Flash DSC与常规DSC是理想的互补工具，升温速率达到7个数量级范围，最高
升温速率可达到2,400,000 K/min。

Flash DSC的特点和优点：
■ 极快的降温速率－可制备明确定义的
结构性能的材料

■ 极高的升温速率－缩短测量时间、防
止结构改变

■ 极速响应的传感器－可研究极快反应
或结晶过程的动力学

■ 高灵敏度－可使用低升温速率，测量
范围与常规DSC交迭

■ 温度范围宽－ -95至450 ˚C或-95至
1000 ˚C(即将上市)

■ 友好的人体工程学设计和功能－试样
制备快速、容易

Flash DSC的心脏是基于MEMS (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s微机电系统)技术的
芯片传感器，有16对热电偶，灵敏度高、温度分辨率极为出色。试样直接置放
在传感器上。用过的传感器可贮存于随仪器提供的盒子里，需要时可用于进一

步测试。

Flash DSC
● 材料的结构形成过程的详细分析。
● 直接测量快速结晶过程。
● 测定快速反应的反应动力学。
● 研究接近生产条件下的添加剂机理。
● 在很短时间内对材料进行全面的热分析。
● 很少量试样的分析。
● 模拟计算用数据的测定。

MultiSTAR UFS1传感器

闪速 DSC(Flash DSC)技术指标
温度范围 -95 ˚C...500 ˚C或-95至1000 ˚C(即将上市)
升温速率 30...2,400,000K/min或最高3,000,000K/min(即将上市)
降温速率 6...240,000K/min或最高2,000,000K/min(即将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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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系列HS热台系统

显微热台是一种广泛使用观测所有的热效应的有效方法。在HS82内进行样品加热和
冷却，并同时在显微镜下观察。采用DSC HS84热台，可同时测量热量。

功能和特点
■ One Click® 一键操作和无可比拟的人体工程学设计 — 易于理解和操作
■ 在样品上下进行炉体加热 — 凭借出色的温度均匀度获得可靠的结果
■ 高灵敏度 — 视觉行为与加热或冷却速率无关
■ 交互式控制 — 可手动按键进行温度控制
■ 真正的 DSC (HS84) — 改进温度控制、观察和DSC曲线测量
■ 现代化的分析软件 — 可尽快获得最精确的结果

热
分
析
超
越
系
列

HS1控制装置
配备彩色宽触屏，可用手指进行直观操
作。

HS82显微热台
进行样品加热和冷却，并同时在显微镜
下观察。
温度范围：RT~375 ˚C           
选配冷却系统-90 ˚C~375 ˚C

HS84 DSC热台
不仅可控制温度和观察样品，还可同时
记录样品外观和热效应。温度范围：
RT~375 ˚C

可以使用HS82/HS84进行各种热效应的分析。
行业 热效应 HS82 HS84
制药、石化、食品、化妆品、科研 熔融特征 • •
药品、食品、化妆品 多晶型 • •
化学品、化妆品 液晶相变 • •
聚合物、制药 结晶与成核 • •
化学品、石化 浊点 •
化学品、研究所、检测实验室 纯度  •
药品、化学品、聚合物 分解温度 • •
聚合物 固化  •
药品、聚合物、化学品、研究所、检测实验室 反应和相变焓  •
物证鉴定科学 油浸/温度变化法 •

HS82和HS84参数

 HS82 HS84
测量仪器 显微热台 DSC热台
仪器配置 带有外部控制装置的载样炉体，在样品上下加热以获得最佳的温度一致性

载样炉体

温度范围 RT...375 ˚C RT...375 ˚C
- 选配冷却系统 -90 ˚C...375 ˚C
温度准确性 根据温度范围，在±0.4 ˚C和±0.8 ˚C之间
升温速率 0.1 ... 20 K/min
温度分辨率 ˚C, K / 0.1, ˚F / 0.2
测量传感器类型 –  DSC陶瓷传感器，56对热电偶
热焓重复性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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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重分析仪TGA

梅特勒-托利多TGA 2的特征和益处：
■ 梅特勒-托利多超微量天平 — 依赖于天平技术的世界领导地位
■ 高分辨率 — 在整个测试范围内具有超微克级的分辨率
■ 持久耐用的自动进样器 — 高效可靠、昼夜不停运行
■ One Click™一键开始实验 — 日常操作快速、简单
■ 内置气流控制 — 在确定的气氛下分析样品
■ 自动浮力补偿 — 更快速的准确结果
■ 模块化概念 — 为了当前和未来的需要定制解决方案
■ 全方位服务 — 专业支持您的日常工作

TGA 2配置了梅特勒-托利多最高端的超微量天平以及独一无二的内置校准砝码，确保了称量过程无与伦
比的准确性。

梅特勒-托利多“芯”
TGA的核心是天平，我们的TGA采用世界上最好的梅特勒-托利多微量和超微量
天平。内置的校准砝码确保了称量结果无以匹敌的准确性。当然您也可以使用

外置砝码校准天平。

不同大小的炉体

不均匀的样品需要较大的样品量，相应地需要大的样品体积。大炉体允许使

用最大容积900µL的坩埚。

TGA 2主要技术参数：

温度数据  小炉体 (SF)  大炉体 (LF)
温度范围  室温 ...1100˚C  室温 ...1100˚C
温度准确度 1)   ±1 K  ±1 K
温度灵敏度 1)   ±0.4 K  ±0.6 K
升温速率   0.02...250K/min   0.02...150K/min
降温时间  20min(1100...100˚C)  22min(1100...100˚C)
冷却时间 (He)  ≤10 min(1100...100˚C)  ≤11 min(1100...100˚C)
样品体积  ≤100 µL  ≤900 µ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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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热分析仪TGA/DSC

热重分析(TGA)是一种测量样品在加热、冷却或恒温过程
中重量变化的技术。TGA的核心是天平，我们的TGA采用世
界上最好的梅特勒-托利多微量和超微量天平。独一无二
的内置校准圆形砝码确保了无以匹敌的准确性。

同步DSC测量的是随温度或时间变化而变化的样品与参比
的热流差。根据所配置传感器的不同，TGA/DSC 3+分为标
准型、专业型和至尊型。

现代称量技术
平行导向天平能够保证样品的位置不影响重量的测
量。用户可选择的内置自动浮力补偿，消除了费时的
基线测量。

杰出的称重性能
没有别的TGA能够连续测试多达5千万个点 — 也就是
说，5g样品的重量变化可以精确到0.1µg。极低的最小
称量值可保证准确测量接近最低称量范围的小样品。

平行导向天平原理示意图





 









TGA/DSC结构示意图 

1 隔热片
2 反应气毛细管
3 气体出口

4 温度传感器
5 炉体加热板
6 炉体温度传感器

7 内置校准砝码
8 保护气和吹扫气连接口
9 恒温天平室

标准型：配置SDTA单盘铂金传感
器，铂金盘下有一对热电偶测量样
品温度。可通过样品温度和炉体温
度差计算给出热流信号。

专业型：配置双热电偶DTA铂金传感
器，测量样品和参比温度。托盘由
铂金制成。差示测量提高了传感器
的信噪比。

至尊型：配置多热电偶DSC陶瓷传
感器，6对热电偶直接位于陶瓷保护
盘的下面，测量样品温度和参比温
度。DSC传感器的设计采用梅特勒-
托利多独特的MultiSTAR®放大技术。
6对热电偶产生了很大的测试信号，
从而大大提高了信噪比。

完全自动化
• 自动进样器非常耐用，能够整年不
断的每天24小时的可靠运行。

• 自动化和效率：自动进样器能处理
多达34个样品，每个样品都可用不
同的方法与不同的坩埚。

• 自动称量：用自动进样器和TGA内置
的天平可自动或半自动称量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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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用接口

TGA湿度吸附接口

TGA-MS联用接口 TGA-FTIR联用接口

逸出气体同步分析(EGA)
所有TGA/DSC和TGA仪器都可以与质谱仪或FTIR光谱仪
在线联用。可以与MS或FTIR单独联用，也可以与MS
和FTIR串联联用。

与GC/MS联用
所有TGA/DSC和TGA均可以通过专用接口与GC/MS联
用，参见下面“TGA-GC/MS联用系统 — IST16”。

湿度吸附分析

选配相对湿度控制单元和增湿器，可以在数分钟之

内将TGA/DSC和TGA(大炉体)都可转换成吸附分析仪。
材料可以在精确设定的相对湿度和温度(至90 ˚C)条件
下进行测试。

TGA/DSC 3+ (RT~1100˚C) 技术参数

温度数据/传感器数据/量热数据 TGA/DSC3+/1100SF
 标准型

TGA/DSC3+/1100LF
 标准型

TGA/DSC3+/1100LF 
专业型

TGA/DSC3+/1100LF 
至尊型

温度范围 室温~1100 ˚C
温度准确度(单点) ±0.05 ˚C
温度准确度(全程) ±0.25 ˚C ±0.3 ˚C
温度精度 ±0.15 ˚C ±0.2 ˚C
冷却方式 水浴(恒温22 ˚C)
升温速率 0.1~250 ˚C/min 0.1~150 ˚C/min
冷却时间(最高~100 ˚C) ≤20 min
传感器类型 单盘 双盘(样品＋参比)
传感器托盘面材料 铂金 陶瓷
热电偶数量 1对 2对 6对
900 ˚C时信号时间常数 15 s 14 s
量热准确度 5% 2% 1%
最大数据采集速率 10个/s

TGA/DSC 3+ (RT~1600˚C) 技术参数

温度数据/传感器数据/量热数据 TGA/DSC3+/1600LF 
标准型

TGA/DSC3+/1600LF 
专业型

TGA/DSC3+/1600LF 
至尊型

温度范围 室温~1600 ˚C
温度准确度(单点) ±0.05 ˚C
温度准确度(全程) ±0.5 ˚C
温度精度 ±0.3 ˚C
冷却方式 水浴(恒温22 ˚C)
升温速率 0.1~100 ˚C/min
冷却时间(最高~100 ˚C) ≤27 min
传感器类型 单盘 双盘(样品＋参比)
传感器托盘面材料 铂金 陶瓷
热电偶数量 1对 2对 6对
900 ˚C时信号时间常数 14 s
量热准确度(金属标样) 5% 2% 1%
最大数据采集速率 10个/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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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数据
循环贮存数量： 16
阀门数量： 3(注射、贮存、隔离)，自动或手动
加热区域： 3路电子调节
贮存体积： 250 µL(标准配置)，可咨询供应商特制
与TGA连接的导管： 长1m/最高300 ˚C (Sulfinert材料)
与GC连接的导管： 长1m/最高300 ˚C (Silcosteel惰性不锈钢管)(标准配置)
阀门箱温度： 最高310 ˚C(标准配置)电源：220 V，最大功率1000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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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和益处
■ 程控贮存：可在IST16接口中循环接续贮存16个试样
■ 自动进样：可将贮存的试样自动注射入气相色谱仪
■ 加热导管：GC-接口装置-TGA间导管可调节温度(最高300 ˚C)

IST16贮存式TGA-GC/MS联用接口是为梅特勒-托利多热重分析仪(TGA)与安捷伦
气相色谱/质谱仪(GC/MS)实现联用而设计的。但是，对于与其它气相色谱仪的
联用也并无限制。

TGA-IST16-GC/MS联用系统

在物质的热降解过程中，TGA逸出气体变化太快，GC或GC/MS无法
同步进行分析表征。有了IST16贮存式接口系统，GC分析时间就不
再成为TGA逸出气体表征的限制条件。
■ IST16系统根据用户设定的程序段采集从TGA逸出的气体试样。
■ 由软件设定的每个采集时间段，可与整个TGA实验时间相同，也
可根据TGA变化曲线设置不同的间隔时间。

■ 可接续循环采集贮存16个试样。
■ 每次采集贮存的试样可多至250 µl气体。
■ 可将已贮存的试样依次自动注射入GC。
■ 与IST16连接的气体导管由微体积导管制造，可加热，最高温度
为300 ˚C。

■ 阀门装置和循环系统处于加热箱体内，箱体的最高温度为31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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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热机械分析是测量样品在周期振动应力下，随温度或频率变化而变化的力学

性能和粘弹性能的技术。DMA/SDTA1+是一款更高标准的动态力学测试仪器，大力
值、宽频率、刚度范围宽，可测试极刚硬的材料(如陶瓷、金属合金)至极软的材料
甚至液体，还可在一次实验中测试材料从液态至固态的变化(反之亦然)。

■ 位移和应力直接测量，得到极其准确的模量测定
■ 应力范围宽，从1 mN至40 N
■ 频率范围大，从0.001至1000 Hz
■ 应力控制模式，应变控制模式，两者自动切换
■ 样品温度直接测量，准确可靠

动态热机械分析仪DMA/SDTA1+
更高标准的动态力学测试技术

DMA/SDTA1+技术参数
温度范围 -150...500 ˚C
应力范围 0.001...40 N
位移范围 ±1.6 mm
频率范围 0.001...1000 Hz
刚度范围 10...108 N/m
模量范围 102...1012 Pa
Tan d范围 0.0001...100
模式 对数和线性扫描
 多重频率扫描(连续)
 多重频率扫描(同时)

六种形变模式

剪切  三点弯曲 双悬臂 单悬臂 拉伸 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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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A1技术参数
温度范围 -190...600˚C
应力范围 ±0.001N到±10N
位移范围 ±1mm
频率范围 0.001Hz到300Hz
刚度范围 50N/m到105N/m
Tanδ范围 0.0001到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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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热机械分析仪DMA 1
材料分析的常规解决方案

梅特勒-托利多 DMA 1的特征和优点：
■ 测试头位置灵活－可以在所有形变模式下进行
测试，甚至在液体中或不同相对湿度条件下进

行测试
■ 操作方便－可快速更换形变模式
■ TMA测试模式－可测试膨胀系数、蠕变效应和
松弛时间

■ 湿度附件－可用于吸附和解吸附测试
■ 大触摸屏人性化设计－便于样品夹持以及监控
测试过程

■ 宽广的温度范围－从-190˚C到600˚C
■ 高效经济的冷却系统－节省测试时间，液氮消
耗量少

可控的相对湿度条件下测试
在一定温度条件下，湿度发生器和湿度
腔可以使样品在不同的相对湿度下进行
测试。

液体中测试
液体池附件可以使样品在液体中进行测
试。所有的DMA模式都可以提供浸入式
测试支持。

TMA测试模式
除了动态模式，DMA1可以使用静态力进
行测试(TMA模式)。DMA1的所有形变模
式都可以使用TMA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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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机械分析仪TMA超越系列

特点和优势
■ 宽广的温度范围：-150到1600˚C
■ SDTA：同步检测热效应
■ One ClickTM：样品测试效率更高
■ 纳米级分辨率：测量极微小的形变
■ 动态负载TMA (DLTMA模式)：测定弱效应和弹性
■ 更宽的测试范围：适合大的和小的样品
■ 模块化设计：满足将来的扩展需求
■ 联用技术：联用MS,GC-MS或者FTIR进行逸出气体分析

TMA/SDTA 1提供适用于不同尺寸样品的所有附件。依据
不同样品的特性去选择最合适的模式。

不同的形变模式：
● 膨胀模式(A)
● 压缩模式(A)
● 穿透模式(B)
● 拉伸模式(C)
● 3点弯曲模式(D)
● 溶胀模式(E)
● 体积膨胀(F)

热机械分析仪(TMA)用于测量材料随温度变化而变化的尺寸。材料受热膨胀和热效
应如软化、结晶和固固转变可以反映出材料的潜在变化，可以提供材料组分的重要

信息。通过改变材料所受的力可以研究到材料的粘弹行为。

A B C

D E F

技术指标
温度数据 LF/1100 HT/1600 IC/600 LN/600
温度范围 室温...1100 ˚C 室温...1600 ˚C -80 ˚C...600 ˚C -150 ˚C...600 ˚C
温度准确度(室温到最高温度) ±0.25 ˚C ±0.5 ˚C ±0.25 ˚C ±0.25 ˚C
温度准确度(-70/-100 ˚C到室温) - - ±0.35 ˚C ±0.35 ˚C
温度准确度(-150到-100 ˚C) - - - ±0.5 ˚C
温度重复性 ±0.15 ˚C ±0.35 ˚C ±0.25 ˚C ±0.25 ˚C
加热(室温到最高温度) 8min 22min <6min <6min
加热(-70/-150到600 ˚C) - - <7min <15min
降温(最高温度到室温) 20nm <40nm 13min <15min
降温(室温到-70/-150 ˚C) - - 22min 15min
最大样品长度   20mm
测量范围   ±5mm
分辨率   0.5nm
噪声(RMS)   5nm
重复性 ±100nm ±300/±500nm (1100/1600 ˚C) ±100nm ±50nm
力值范围   -0.1...1.0N
DLTMA频率   0.01...1HZ
SDTA®分辨率   0.005 ˚C
SDTA®噪声(RMS) 0.01 ˚C 0.01 ˚C 0.02 ˚C 0.02 ˚C
SDTA®传感器类型 R型 R型 K型 K型
SDTA®信号时间常数 33s 33s 38s 38s
最大数据采集速率   10个/S



差示扫描量热仪DSC：DSC测量样品由于物理和化学性质
的变化而发生的焓变与温度或时间的关系。配备120对热
电偶的专利传感器，DSC具有无与伦比的灵敏度。

同步热分析仪TGA/DSC：TGA测量样品在加热、冷却或恒
温过程中的重量变化，我们的仪器使用世界上最好的微

量或超微量天平。 选配三种可更换传感器之一，它可以
同步测量热流变化；特别是采用MultiSTAR放大技术设计
的6对热电偶DSC传感器，信噪比之高无可比拟。

动态热机械分析(DMA)：测定在周期性振动应力下，材料
随时间、温度或频率变化而变化的力学性能和粘弹性能。

我们的DMA具有全新和独一无二的优势：频率高至1000 
Hz；通过专门的力传感器准确测定模量。应力控制模式，
应变控制模式，两者自动切换。

热机械分析仪(TMA)：测量材料随温度变化而变化的尺寸。
热膨胀和软化温度测定是该技术在材料领域的重要应用。

我们的TMA是瑞士精密机械技术的真正体现，提供了纳米
级分辨率，能够测量极其微小的尺寸变化。

梅特勒-托利多热分析超越系列

访问网站，获得更多信息

www.mt.com

Flash DSC (闪速DSC)：目前世界上唯一商品化的超快速
DSC仪器，最高升温速率达到2,400,000k/min，最快降温
速率达到240,000k/min.

梅特勒 - 托利多
实验室 / 过程分析 / 产品检测设备
 地址：上海市桂平路589号
邮编：200233
 电话：021-64850435
 传真：021-64853351
 E-mail: ad@mt.com
 
 工业 / 商业衡器及系统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
 太湖西路1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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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519-86642040
 传真：0519-86641991
 E-mail: ad@m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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