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热分析 

新领域

DSC 4000/6000/8000/8500 
差示扫描量热分析仪全方位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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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kinElmer公司始终致力于热分析解决方案的开拓创新。

我们全新推出的高性能DSC产品系列将赋予您无与伦比的洞

察能力。无论您是从事产品QA/QC应用工作，还是从事聚合

物材料加工改性、药物研发工作，亦或是从事探索创造美好

未来新技术的科研工作，我们提供的全新DSC分析仪器平台都能够让您始终处于

业界领先地位。

PerkinElmer充分了解客户的需求，并不断将DSC仪器平台、应用方法、售后服务

以及材料分析的技术经验进行融会贯通。这就意味着您能获得更加高效地支持工

作、更多实用的讯息以及对今后工作更加有益的答案—PerkinElmer将助您更加

接近科学的本质。着眼未来，潜能无限。

您如何提高准确性、灵敏度和性能？

请允许我们向您展示如何提高热分析测试的准确度、灵敏度以及

综合性能！

超越无限可能的 

全新热分析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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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的性能，广泛的用途

新款DSC 4000差示扫描量热仪采用单炉体设计，结构紧凑，

性能十分优异。应用范围广泛，覆盖了从日常教学科研、新材

料表征药物研发以及市场常规检测等诸多领域。该仪器不仅具

有可靠的性能、优异的数据重现性、简便的操作方法，而且还

可随时升级成为增强型的DSC 6000差示扫描量热仪以满足您

未来的需求。

• 单一炉体DSC

• 选配45位自动进样器

• 可升级为DSC 6000

极佳的通用性

公认的性能优势

• 轻质炉体和便捷式炉盖设计提高了实验效率

• 标配气体质量流量控制系统，方便进行流量控制和气体切换

• 强化型镍铬合金样品平台，热电偶完全不暴露在外，坚固耐

用、易于清理

• 便携式制冷装置(PCD)，可方便快捷、经济实用的进行低温冷

却实验

• 最佳的测试温度范围、坚实的炉体材质，可有效杜绝炉体 
氧化

DSC 4000的典型应用

• 传统的材料特性研究

• 质量管理/质量控制

• 氧化诱导期测试(OIT)

• 多用户、自适应DSC分析

40多年来，PerkinElmer  
         一直都是精湛技术的领跑者

DSC 4000

-100 ºC 450 ºC

DSC 4000图示（不带自动进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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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C 6000

进一步提高的性能

新款DSC 6000采用单炉体设计，除了具备DSC 4000型仪器所

有的性能优势以外，还将提供给您更多特性设计。标配的温度

调制技术(MT-DSC)简化了数据分析过程，实用于新产品的研发

以及疑难问题的解决。显而易见，DSC 6000是任何实验室必

备的表征设备之一。 

• 单一炉体DSC

• 标配温度调制DSC技术

• 选配光量热附件或者45位自动进样器

• 标配增强型软件包

扩展的DSC功能

公认的性能优势

• 调制DSC技术可轻松分离动力学与热力学过程，大大简化数

据分析 

• 全套可选的先进制冷设备可大幅提高降温速率，轻松应对极

具挑战性的科研工作

• 备选的先进光量热附件，可进行光诱导反应的测试

• 备选的45位自动进样器及制冷系统赋予您的实验室更加高效

的测样能力 

DSC 6000的典型应用

• 先进材料的研发

• 产品质量方面疑难问题的解决

• 大学科研工作中的多用途应用

450 ºC-180 ºC

DSC 6000图示（带自动进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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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有的技术赋予您无与伦比的洞察力

如果您对DSC的灵敏度和准确度有更高的要求，PerkinElmer 
向您推荐DSC 8000功率补偿型差示扫描量热分仪。DSC 8000 
特有的双炉体技术，直接测量两个独立炉体之间热流变化，可

在全程温度范围得到非常准确的能量数据，从而满足您在科研

方面的高级需求。

• 双炉DSC

• 选配96位自动进样器

• 标配增强型软件包

• 可升级到DSC 8500

DSC创新的先驱

优异的灵敏度和重现性

• 最新升级的双炉体设计，最准确的热流测量

• 抗氧化、耐化学腐蚀的铂铱合金炉体 

• 最稳定、最准确的程序控温能力

超级的灵活性

• 可升级到DSC 8500

• 升温速率覆盖0.01ºC到300ºC/min

• 选配高压附件可在高达600 psi（40个大气压）下测试样品

• 选配UV光量热附件

• 隔离式样品室设计，适用于危险样品的测试

• 标配调制DSC功能(MT-DSC) 

• 冷却附件切换简便易行，适于实验室的长期选配需求

DSC 8000的典型应用

• 等温动力学研究 — 真正的等温测试

• 高分子UV固化 — 最快速的固化响应

• 改进生产加工工艺

• 高级产品开发和科研工作

从炉体到自动进样器，真正为您量身定做。

-180 ºC 750 ºC

DSC 8000

DSC 8000图示（不带自动进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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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扫描技术赋予您精细测量的能力

PerkinElmer非常自豪的向您推荐DSC 8500，DSC 8500拥有第

二代的HyperDSC®技术，能够高效的引导您对材料的结构和性

能方面的无限认知。DSC 8500具有HyperDSC技术、双炉体

设计和更佳的测试能力，其准确度和灵敏度胜过目前任何一款

DSC。

• 双炉体DSC

• HyperDSC技术

• 标配增强型软件包

• 选配96位自动进样器

超前的DSC创新技术

HyperDSC快速升降温

• 极快的受控升降温速率，高达750ºC/min

• 自由降温的冷却速率可达2100ºC/min，模拟真实生产过程

• 超快速的数据采集速率（最快可达100点/秒），提供丰富 
全面的数据讯息

HyperDSC独特应用：

• 等温结晶

• 多晶型/无定形态材料的研究

• 高灵敏度测量

• 模拟真实生产工艺

DSC 8500的典型应用

• 药物多晶型表征 

   - 有效抑制目标多晶转变过程  

• 医药品加工工艺研究

   -   深入研究加工过程对无定形/结晶区比例的影响

• 塑料加工过程模拟

   - 分析加工过程对产品性能的影响

DSC 8500

-180 ºC 750 ºC

DSC 8500图示（带自动进样器和防护罩）。无需手套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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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双炉体设计思路

双炉体技术采用两个相对独立、低质量的炉

体，可以直接测量样品的热流信号。这就意味 
着功率补偿型DSC不但具备快速响应的特性， 
而且赋予全温度量程内测试数据更加准确 

其设计原理如下：样品盘和参比盘分别放置 
在两个相互独立的轻质炉体当中，当样品经历

转变过程发生吸放热行为时，系统将自动调整

加热功率来补偿由样品吸放热过程带来的能量

变化，从而保持样品与参比之间始终处于“热零位” (thermal null)的
恒定状态。因此，双炉体设计可直接测量热流率信号(mW)，不需要 
复杂的热流计算方程换算温差信号。  

深入了解 
PERKINELMER 
独树一帜的 
创新技术

Two independent, small furnaces where energy change of the sample is controlled, directly measured and reported.

Sample Reference

Platinum Sensors

Individual Heaters

• Two independent small 

   furnaces

• Measures heat flow directly

• True isothermal measurement

• Fastest heating and cooling

• Fastest response times

One large furnace containing both a sample and reference pan where temperatur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ample side and reference 
side are measured and calculations used to determine energy change in the sample.

• One large, single-furnace

• Heat flow derived from ∆T signal

Sample Reference

∆T

Single Heat Source

T

t

Tr

Ts

T

t

Tr

Ts

单炉体DSC

双炉体DSC

炉体尺寸问题 - 热流型DSC采用单一炉体
设计，炉体质量普遍介于30-200克之间，
如上图左方部件。而功率补偿型DSC(DSC 
8000/8500系列）采用的是独特的相互独立 
的双炉体结构设计，单个炉体质量仅为 1 克， 
如上图右方部件所示。炉体尺寸大小极大的
影响仪器受控升降温速率的快慢，轻质炉体
设计令仪器能够以更快的速率进行非等温实
验，而且功率补偿型DSC直接测量热流率能
量信号，消除了采用复杂数学公式换算温差
信号带来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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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kinElmer最新升级的双炉体 
DSC无疑是您高级研发工作的

可靠保证。欲详细了解我们

最新的应用功能，请参考以

下的具体应用实例。

优异的性能，
用事实证明

光引发剂 (BDEK) 浓度对丙烯酸酯紫外光固化行为的影响

Time (sec)UV on

The effect of photo-initiator (BDEK) concentration 
on acrylate polymerization. 

1% BDEK 5% BDEK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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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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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C    5% BDEK         -560

D    1% BDEK        -479
5% BDEK

1% BDEK

photo-initiator ∆H J/g

C

纯Form III晶型的卡巴咪嗪样品在不同扫速下对比曲线 
（500˚C/min高扫速下晶型转变过程完全抑制）

Temperature (°C)

50°C/min

100°C/min

150°C/min

200°C/min

500°C/min

Suppressing formation of polymorph Form I in pure 
Form III during DSC analyses using fast-scanning rates. 

20

40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220 235

Form III
Form I

聚合物紫外光固化过程

目前，越来越多的产品都采用光照射 (UV) 引发树脂固化的方

法制备得到，因此研究紫外光固化动力学过程对于新产品开

发、优化成型过程中的光引发剂浓度和工艺参数有着十分重 
要的意义。  

PerkinElmer独有的双炉体DSC优势

• 最快速的响应速度，可追踪几乎瞬时完成的固化反应 

• 唯有双炉体设计的DSC才能实现真正等温测试，保证固化 
动力学数据的准确性

• 直接测量热流信号 — 并非通过温度差换算为热流 — 提高 
了结果的可靠性

研发药物过程中的多晶型表征

新药研发初期需要尽可能全面的表征候选药物的多晶转变行

为。药物分子不同晶型之间的转变不仅会降低药物分子的稳定

性和生物相容性，也会影响药物的成型性能和溶出速率。如果

晶型控制不当，极有可能造成药品制造商巨额损失，甚至付出

惨痛的代价。  

PerkinElmer HyperDSC技术优势

• 有效抑制不同晶型之间转变的能力，得到最真实的药物讯息

•  灵敏度极佳，可检测极低含量的多晶纯度 

• 样品量的检测底限极低，针对昂贵样品，可采用极小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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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中低含量无定形成分的研究---高灵敏度

在药物加工过程中，结晶态的药物分子往往会不同程度的转变

成为无定形状态。这些少量的无定形成分的存在会给产品生产

带来非常大的麻烦，不仅可能破坏药品性能，而且采用传统的

检测方法很难准确测定其含量  

快速扫描HyperDSC的优势

• 显著提高灵敏度，可以检测到极低含量的无定形成分 

• 缩短测试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聚合物等温结晶研究

聚合物结晶行为的变化会影响最终成品的结晶度和物理性能。

因此，控制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结晶行为的一致性对于保证产品

质量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也是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时首要

考虑的因素之一。 

快速扫描Hyper DSC的优势

• 快速冷却能够有效的抑制材料在降温过程中的结晶 

• 极快的响应速度（仪器的瞬态稳定时间）有利于研究材料的

快速结晶过程

甘露醇样品高速扫描DSC，灵敏度增加

Temperature (°C)

750°C/min

500°C/min

300°C/min

100°C/min

Sample of mannitol. Heating after ballistic coo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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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快速冷却速率 (500ºC/min) 进行不同批次产品等温结晶测试可以区
分优劣批次树脂，常规降温速率难以分辨在传统的冷却速率下，该差
异不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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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C 8000/8500与热流式DSC的仪器响应时间（稳定时间）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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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suring fast UV curing events are not missed – the response time 
of DSC 8000 compared with a traditional heat flux furnace D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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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C 8500采集到的热流曲线显示以750ºC/min高速降温速率仍然可以保
持良好的线性控温能力

采用不同降温速率得到的聚丙烯的升温DSC曲线比较图。熔融峰的移动 
反映了不同冷却速率对材料的结晶程度的影响。加热速率为500˚C/分钟。

模拟更真实加工条件对成品性能的影响

聚合物的热历史往往是成品出现众多物理性能差异的根本原因

之一，例如不同的硬度、抗弯性以及强度等等。高分子产业常

规生产过程中聚合物往往要经历极快速冷却过程，而传统的 
DSC无法真实重现这些加工工艺。与传统的热流型DSC相比， 
PerkinElmer的功率补偿型DSC产品家族具备更强大的快速降温

能力，具备模拟真实加工工艺的能力。  

PerkinElmer HyperDSC技术优势

• 研究快速降温过程对高分子结晶动力学的影响

•  模拟真实加工过程 — 最快受控升降温速率可达750ºC/min

Temperature (°C)

Sample of polypropylene cooled at various temperature rates to best mimic polymer processing. 
Heating at 500ºC/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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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完善您的  
DSC 实验室
自动进样器带来高效率

PerkinElmer所有的DSC仪器均可选配自动进样器，从而实现

仪器的自动化，节省人力资源。您可通过Pyris™软件设置自动 
进样器运行程序，简单而快捷，赋予仪器全天候24小时运行实

验的能力，令您始终处于领先地位。不确定您是否需要自动进

样器？自动进样器作为一种可升级的配件，随时准备为您的实

验室效劳。

Pyris™软件引导您的实验全过程

Pyris™软件平台集数据采集、结果分析和报告编辑为一体，功

能强大、操作灵活、数据可靠。 

Pyris™软件的适用性广泛，无论您是从事常规材料的测试，还

是研究复杂的动力学过程，Pyris™软件都能够百分百满足您的

要求。

温度控制装置

选择适合的冷却设备对于充分发挥DSC的性能和应用尤为重

要。PerkinElmer为您提供了全套不同价位、温度范围和运行 
成本的冷却附件供您选择：

可供您选择的制冷设备

 

Chiller -20 ºC DSC 4000、6000、8000、8500

Intracooler II -70 ºC DSC 4000、6000、8000、8500

便携式冷却设备 -100 ºC* DSC 4000、6000（不带自动进样器）

Intracooler III -100 ºC DSC 4000、6000、8000、8500

CLN2 -180 ºC DSC 8000、8500

Cryofill -180 ºC DSC 6000（带自动进样器）

*使用Intracooler II的DSC

耗材

无论待测样品的形状、大小、制备条件有多大差异，PerkinElmer  
都为您提供相应的样品盘和耗品。样品盘按材质可分为铝盘、 
铂金盘、氧化铝盘、铜盘、石墨盘等不用类型，也可分为类 
为大容积盘和小容积盘，高压盘，固体盘、液体盘和挥发性 
样品盘。

制冷设备名称 制冷温度 适用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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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KINELMER ---  
差示扫描量热分析仪的发明者

2012年将是PerkinElmer发明差示扫描量热分析仪 
50周年的欢庆之年！

当您需要在不同品牌的分析仪器之间做出抉择的时候往往会钟

情于技术领先的制造商。如果您是明智的，那么请相信我们，

因为正是我们发明了差示扫描量热技术。 

1962年Perkin-Elmer公司的Watson先生和O'Neil先生共同申请

了一项专利，原文如图1所示，该专利的成功申请代表着革命性

差示扫描量热分析技术的诞生---功率补偿型差示扫描量热分析

仪，它的出现不仅克服了传统差热分析技术的种种不足，而且

可以直接测量样品在非等温过程中的能量变化信息，同时保证

样品和参比之间始终处于绝对等温状态。作为热分析发展历史

上的里程碑之一，1963年Perkin-Elmer公司在匹兹堡推出了第

一款功率补偿式差示扫描量热分析仪 — 缩写为DSC。

自此，DSC不断改进创新，发展至今已茁壮成长为一个功能强

大DSC家族，其中囊括了集快速扫描技术、高灵敏度等特性于

一体的功率补偿式DSC 8000/8500以及单炉体设计的热流型 
DSC 4000/6000。

图1 PerkinElmer公司DSC发展历史图

PerkinElmer公司DSC发展50年历程

 DSC1 DSC 1B DSC 2 DSC 2B DSC 2C DSC 4 DSC 7 Pyris 1 DSC 6  DSC4000 
        DSC   DSC6000 
           DSC8000 
           DSC8500

1962 1963 1966 1971 1974 1978 1982 1984 1995 1996 2001 2009

图2 PerkinElmer公司DSC发展历史图

诞生世界上第一台 
真正意义的DSC

诞生世界上第一台 
升温速率超过  

300ºC/min的DSC

诞生世界上第一台 
计算机控制的DSC

大规模工业化制造 
DSC领导者

推出了PE公司 
第一台单炉体DSC

推出了Diamond Jade & Sapphire 
DSCs家族（其中 Diamond DSC  

首次具备快速扫描功能---
HyperDSC）

推出了DSC 4000， 
DSC 6000，DSC 
8000，DSC 8500  
全套产品系列

诞生世界上第一台 
配有自动进样器的 

DSC

图 3 PerkinElmer公司DSC 1B型差示扫描量热仪（右）
与DSC 8500（左）型比较图

第1项 
DSC专利

Diamond 
Jade & 
Sapphire 
D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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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您的仪器 
优质长久运行

PerkinElmer非常荣幸能够为您提供全球顶尖的服务策略，我

们在全球40多个国家拥有超过1300名专业的维修工程师，不

论您身在何处，都可以得到我们最快速的响应。 

全球专家培训确保您的实验室能够得到行业内最高标准的维修

服务和技术支持。PerkinElmer不仅在热分析领域拥有绝对领

先的前沿技术，同时还能够为您提供种类繁多技术先进的其他

测试仪器，使得PerkinElmer成为能够同时提供联用仪器的唯

一厂商。 

如果系统的正常运行时间、性能和较低的拥有成本对您而言非

常重要，那么，PerkinElmer将是您的最佳选择。

周到完美的服务，您可根据自身要求进行更广泛的选择：  

• 预约服务

• 上门服务，包含仪器维修和日常维护保养

• 仪器操作及应用方法培训

• PerkinElmer标准资质认证

• 协助客户创建、确认和执行客户的资质认证

• 助实验室建设及仪器重新安置

探索热分析 
新 领 域

生产率

功
能

DSC 8500
Hyper双炉系统

DSC 6000
增强型单炉系统

DSC 4000
标准单炉系统

DSC 8000
高级双炉系统

www.perkinelmer.com/dsc



为您提供 
全新的视角
热分析作为一种常规的分析手段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其应用场

合几乎涵盖了从原材料选择到成品性能优化整个产业链的所有

环节。无论您关注的是哪个环节的工作，PerkinElmer都将为

您提供最适合您的热分析解决方案。凭借我们在分析科学领域 

70多年实践经验积累，我们有信心为您提供全套的分析仪器设

备、应用技术支持以及相关耗材。那么，请允许我们与您携手

共同探索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世界！我们将带您探索一系列

令人兴奋的新机遇。  

HyperDSC技术能够让我准确测量一些玻璃化转变信号非

常微弱的冷冻干燥样品，比如含有高浓度蛋白质甚至纯

蛋白质组份的样品，这在业界一直被认为是一项不可能

完成的任务。此外，该技术还能够轻松应对像羟乙基

淀粉这类难以检测其Tg的赋形剂材料的日常检测工作因

此，HyperDSC技术对于所有研究冷冻干燥技术的朋友们

来说无疑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分析手段。

John Carpenter教授

科罗拉多大学药学院

我发现功率补偿型DSC在测试类似等温结晶过程的温控

程序中非常有优势（一段快速升温过程之后紧跟着等温

过程的情况）。由于该型仪器在等温开始阶段瞬间达到

仪器平衡状态，因此所获得的整个热转变过程能量变化

信息非常准确。此外，在我过去大部分工业和学术项目

中，采用功率补偿型DSC测试得到的实验结果均得到了

同行及权威们的认可，特别是在研究材料的熔融、结晶

以及液晶中间相、Condis’s晶体或塑性晶体和其他各种物

理化学反应过程等领域尤为明显。

Janusz Grebowicz博士

休斯敦大学化学和物理系

与同时代其他类型的DSC相比，我认为功率补偿型DSC 
在材料热容测试方面能够提供更加优异的分辨率和准确

度，主要归因于仪器可在瞬间达到平衡和先进的炉体结

构设计。

Christoph Schick教授

德国罗斯托克大学物理学院

让我们携手 
共创美好未来！

欲了解热分析系统及我们新型DSC平台的 
详细信息，或倾听您同行的意见，请访问 
 www.perkinelmer.com/thermalanalysis

要获取我们位于全球的各个办公室的完整列表，请访问 http://www.perkinelmer.com.cn/AboutUs/ContactUs/Contac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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