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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颗粒特性表征

可靠的颗粒检测系统

岛津iSpect DIA-10动态颗粒图像分析仪整合了粒度和图像分析技术，可提供完整的颗粒特性表征。

iSpect DIA-10采用微量池技术和先进的光学系统精确、高效地检测颗粒。如果使用普通镜头，颗粒的可检测尺寸

该分析仪可在两分钟内完成颗粒成像、尺寸分析和异物检测，并获得粒度分布和计数浓度。

会受到颗粒与镜头之间距离的影响。iSpect DIA-10使用远心镜头可保持恒定的图像放大倍率，这意味着无论颗粒
位于视野中的哪个位置，系统都可以准确地确定颗粒粒度。自动对焦功能提高了成像效率*1，从而确保能够精确
检测异物并获得重复性高的计数浓度。
*1: 由样品颗粒图像获取的颗粒数量与流过系统的样品颗粒数量间的比值。

颗粒图像

高效图像采集
颗粒在微量池中通过一个狭窄成像区域，这样可以增加图像采集效率并优化观察到的颗粒数量。与传统的池技术和

颗粒形状

iSpect

™

计数浓度

镜头技术相比，微量池技术可以更清晰地显示颗粒图像，同时减少通过成像区域以外的颗粒数量。微量池技术能够
可靠检测颗粒并获得高度重复性的计数浓度（变异系数（CV）±5％*2）。
*2: 使用岛津标准样品测量时获得，结果取决于样品。
■微量池

粒度分布

■常规池
通过成像
区域外的颗粒

通过成像区域
⇒检测到大部分颗粒

异物检测

通过成像区域外的颗粒
⇒模糊和遗漏的颗粒

池宽度 1 mm

●

可靠的颗粒检测技术

●

空前强大的功能和性能

●

操作简便

池深度 0.12 mm

池深度 最大1 mm

清晰、对焦准确的图像
模糊颗粒

红框：成像区域

■ 计数浓度测量结果示例

红框：成像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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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前强大的功能和性能

操作简便
通过3个步骤即可获得测量结果。系统根据所选分析条件自动执行泵操作和颗粒成像。此外，当样品流过装置时，

痕量样品测量
iSpect DIA-10可以测量最小体积为50μL的样品，可使用移液枪将样品从容器中转移并直接注入系统。操作十分简便，
还可防止造成污染。

可以同步实时监测、测量颗粒图像。
①注入样品

流路设计可减少死体积

②选择分析条件

③输入文件名

使用微型移液枪注入样品

微量池的内部空间较小同时死体积同样较小（小于50μL），从而可以减少清洗液的消耗。

减少使用有机溶剂
测量过程中
实时监测颗粒

系统流路对有机溶剂具有优异的耐受性。由于测量和清洁所需的有机溶剂量很少，可减少浪费并最大限度地降低
对环境的影响。
样品入口

短流路、较小死体积

只需接触移液枪枪头即可完成样品注入

显示自动
测量结果

内部空间较小的微量池
（池宽度1mm，池厚度0.12mm）
微量池单元

自动对焦功能易于操作
自动对焦功能帮助用户避免繁琐的对焦过程，并且无需样品颗粒流过微量池。自动对焦可避免不同操作员之间
带来的数据变化，使测量流程简单、测试结果稳定

设计紧凑、易于安装
设计紧凑（测量装置宽约22cm，泵装置宽约10cm），可在狭小空间内完成安装。

大约22cm
大约10cm

通过选择2个可选测量项
来绘制散点图※

为任一测量项绘制柱状图
（频度分布图）

※ 测量参数（13种）

泵单元

测量单元

面积圆当量直径、周长当量直径、最大长度、最大垂直
长度、垂直弗雷特直径、水平弗雷特直径、颗粒周长、包络
周长、圆度、纵横比、水平边界矩形长宽比、粒子面积、
平均亮度
显示检测颗粒图像的缩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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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通过图像分析评价涂料中的粗糙颗粒

通过图像分析来评价涂料中的异物

异物检测

在涂料工业中，颜料颗粒是否均匀很重要，通过异物检测可以确保涂料光洁度均匀。颜料中存在异物或粗糙颗粒
会导致出现质量问题。通过图像分析，可清晰地检测出表面粗糙度高的颗粒，并将其与更为光滑的颗粒区分开。

颗粒图像

—可测量有色液体并减少溶剂使用量

由于光路较短（120μm），即便在深色液体中依然可以获得乳胶颗粒的颗粒图像。
水

黑色

青色

洋红

黄色

粗糙颗粒

液体颜色

圆度

可以区分出含有少
量粗糙颗粒的样品

样品

颗粒图像
面积圆当量直径（μm）

检测锂电池（LIB）正极材料中粗糙颗粒

乳液颗粒评价

异物检测

颗粒形状

粒度分布

锂电池正极粉末中如果存在粗颗粒，可能会导致性能问题和材料降解。通过图像分析窗口或基于特定参数的图像

颗粒均匀度对乳液质量而言十分重要。颗粒均匀度会受到搅拌方式和乳化方法的影响。iSpect DIA-10可以检查粒度、

来检测并区分粗颗粒。从而使验证粉末原料质量变得简单。

颗粒形状和颗粒浓度，仅通过单次测量即可了解乳液质量。

粗糙颗粒

圆度

圆度

粗颗粒
不同形状

可以通过图形或图像显示
窗口来检测并区分不同
形状的粗颗粒。

最大长度（μm）

面积圆当量直径（μm）

金属零件清洗液中的颗粒评价

计数浓度

分散在有机溶剂中的涂料颗粒评价

清洁金属零件后得到的废液可能含有初始清洁溶液中不存在的非溶解性颗粒。通过测量清洗过金属零件的溶液中
非溶解性颗粒浓度，金属零件的污染程度和潜在的环境影响均可观察到。

面积圆当量直径（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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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苯和甲基乙基酮（MEK）通常用作涂料溶剂。iSpect DIA-10可耐受大多数有机溶剂（其中包括甲苯和MEK），

圆度

横纵比

个数浓度为41个/mL
（观察到的颗粒个数：8）

粒度分布

因此可以对油基涂料进行粒度和形状分析。由于测量所需的样品量很小，废液量也可降至最低。

■ 已使用

横纵比

■ 新型

颗粒形状

计数浓度为481个/mL
（观察到的颗粒个数：93）

面积圆当量直径（μm）

面积圆当量直径（μm）

iSpect DIA-10

动态颗粒图像分析仪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