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GA 8000™ 型
热重分析仪

精确数据源于

精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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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材料科学的不断演变，材料学者和专家所遇到的问题也逐渐变得

越来越复杂。PerkinElmer公司提供的前沿分析技术却朝着简单实用的

方向发展，可有效减少研究人员的非产出时间，大幅提高其有效产出

时间。PerkinElmer公司全新推出的TGA 8000™型热重分析仪正是秉

承着这一理念进行设计的，不仅可以让您完全掌控样品的测试环境，

而且还兼顾了测试的高通量和数据的可靠性，甚至在无人值守的状态

下依然可以完美的高效运行。另外，PerkinElmer公司先进的联用技术

赋予这款仪器可以完美的与FTIR，MS，GC/MS进行联合使用，让您

能够透彻的研究逸出气体的定性定量信息。换句话说，TGA 8000™

是一款以简御繁的高效测试平台。

除了样品自身的

复杂性外—
其余一切都是

最简便的
（都是浮云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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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重分析的关键在于对样品测试环境的精准控制

TGA 8000赋予您完全掌控样品测试环境的能力，包括测试温度

和气体类型。全新优化的炉体结构可大幅拓宽样品的测试温度区

间，有效范围覆盖了从-20 °C至1200 °C的温度区间。其次，加固

型双向缠绕铂合金加热丝赋予您可在0.1 °C/min至500 °C/min范围

内的任意调节线性升温速率，以满足不同的应用需求。此外，进

一步降低的炉体质量配合强制风冷技术可使炉体温度瞬间从高温

区间降低至载样温度区间，从而大幅提高样品测试的通量。

TGA 8000针对样品测试气氛进行了全方位的创新升级，测试平台

集成了高精度气体质量流量控制模块，分别可对天平气路和样品

气路进行精准控制。您可以通过Pyris™控制软件方便的调控气体

类型和流速大小，便捷可靠。另外，您还可以选择配置气体混合

模块，该模块允许至多三路气体按照比例预先进行混合，随后通

入到样品仓中，可拓展研究气体浓度对样品重量变化影响等。

TGA 8000气体控制模块示意图

具备无与伦比的无人看护自动测试能力

当今不断攀升的成本压力迫使您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必须高效应对

各种纷繁复杂的表征手段——因此，如何减轻重复劳动，提高有

效产出时间的比例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TGA 8000正是这样一

台操作简便，用户友好型的分析检测设备。其全新设计的48位自

动进样器采用业界领先的传动工艺，是一套集自动进样、过夜连

续测试和自动数据处理等功能于一体的完美系统。这套具备专利

保护的自动进样系统还可以完美的结合PerkinElmer公司独居特色

的Accupik配件开展挥发性样品或者含水样品的精准定量测试，同

样也可以无缝对接各类逸出气体联用测试平台，从而提高整体测

试效率。

TGA的定义和应用领域

热重分析仪，英文缩写为TGA，主要测试样品

的重量或者重量百分比随着温度的升高、降低

或等温过程的连续变化情况。通常而言，这类

测试都会在一定的动态气体氛围中进行，比如

高纯氮气或者高纯氧气等环境中。

应用领域：

•    样品的裂解温度和热稳定性测试

•    混合物中各组分的定性和定量测试

•    样品中水分/溶剂的逸出、定性定量测试

•    气固反应动力学或分解动力学的研究以及  
      模型建立

气体质量
流量计

反应管路无内置气体质量流
量计，一般连接GMD模块气体混合模块8000型设备

所有气体的
排放出口

气体质量
流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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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A 8000与生俱来的

优异控制能力

光学零位设计的超微天平模块封装在带有温度自补

偿机制的惰性天平室当中，可确保天平的长期稳定

性，赋予其感知微小重量变化的检测能力。

加热型热重接口（Hot finger）可

确保逸出气体不会在联用管线的

Sniffer进气口发生冷凝现象——

Sniffer进气口部件采用模块化工

艺，拆卸和维护极为便捷。

独创的加热型气体导向阀可以

防止热重单独使用时所产生的

逸出气体组分扩散进入到联用

管线内部，有效避免冷凝产物

污染传输管线内壁。

专利保护的机械式定位系统可以精准追踪

自动进样器的运动轨迹，即便是出现意外

停电状况，依然可以保证自动进样器在惯

性作用下的准确运动。

您可以随时选择升级联

用接口套装，拓展 T G A 
8000的检测能力，使其和

FTIR、GC或者GC/MS设备

进行联用测试，获知逸出

气体的定性定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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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将反应性气氛通过仪

器标配的反应管路气路直接

导入到样品仓中，您还可以

选配气体混合模块（GMD 
8000）按比例配置您所需的

混合气体导入到样品仓中展

开实验，最多可以实现三种

气体的预先混合。

选配的48位自动进样器不仅

可以提供高效可靠、无人值

守的连续测试能力，而且还

可以配合逸出气体联用套装

或者Accupik挥发性溶剂分析

套装进行无人看护的测试工

作。

轻质、铂合金双向缠绕的微型

炉体结构赋予设备在全温度范

围（-20 °C~1200 °C）具备极

高的控温速率（最快可达500 
°C/min）和极短的降温时间。

内置高精度气体质量流量计允

许您可以精准控制气体类型和

气体流速等参数。

内置高精度气体质量流量计

赋予仪器极为精准的气氛控

制能力。



6

非常荣幸的向您推荐革命性的联用测试技术

TGA 8000区别于市面上其他任何品牌热重分析仪最大的特点在于其与

生俱来的联用拓展性能，该款仪器在研发定型之初就已经将联用测

试的属性深深烙印在其基因当中，为了满足您不断提高的测试要

求，该款仪器可以轻松的与FTIR、MS、GC/MS等设备进行联合使

用，充分且深入地研究各类材料性能。众所周知，联用分析技术对

不同原理仪器的兼容性和同步性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PerkinElmer

公司作为一家综合型仪器制造商具备研发生产联用所需所有仪器和

传输管线的能力，因此您无需对软硬件的兼容性、联用仪器的售后

维护以及技术支持等方面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相比之下，其余热分

析仪器供应商都依赖于第三方的介入来完成联用平台的搭建工作，

因此很难准确定位您的需求。而我们不论是在软件上还是硬件上都

可以根据您的要求进行私人订制。

在细节上，TGA 8000采用了模块化结构的联用接口技术，方便联

用模式的快速转换。全新加入的导向阀技术（divert valve）和逸

出气体嗅探器（sniffer）均引入了加热控温模块，可最大限度的避

免“冷凝”现象，确保测试结果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再加上标配的

精准气氛控制和流量控制模块，TGA 8000所构建的逸出气体联用

测试平台将帮您轻松获取逸出气体的成分信息。

事实胜于雄辩，PerkinElmer公司所提供的TGA-GC/MS先进联用分

析技术目前已被美国环境保护署认定为研究纳米碳管溶剂残留的首

选测试平台。

功能强大、界面友好的控制软件轻松应对您

TGA实验中的一切挑战

TGA 8000沿用了久经历史考验的Pyris系列软件进行全方位的控

制，该软件是一款平台软件，可控制PerkinElmer公司所有型号

的热分析设备。其操作界面直观易懂，是一款用户友好型的软

件，而且其标准化的核心架构保证了极强的通用灵活性，可以

完全掌控各类不同原理的热分析仪器，定将是您展开研究工作

的得力助手。

Pyris Player控制模块作为Pyris软件的重要组成部分赋予TGA 8000

全天候自动运转的能力——从样品装载，启动并监控测试过

程；到数据分析，生成并打印测试报告无所不能。Pyris Player模

块允许用户按样品批次归类编辑相同的实验方法，大大简化了

操作的复杂性。另外，我们提供的全新AutoStepwise™软件模

块群可用于高效分离交叠的重量变化信号，大大提高了定量测

试的准确性——应用范围涵盖各类型混合物，比如高分子复合

材料、弹性体共混物以及含溶剂类材料等等。分解动力学软件

模块可用于研究各类样品的裂解或者氧化动力学过程，其内建

模型采用经典通行的算法。

您可以利用Pyris软件控制加热炉膛的空间位置，启动装载或者

卸下样品盘，监控仪器运行状态，以及同步观测多条实测数

据曲线等功能，所有这些操作均在一指间完成。更令人激动

的是，最新版的控制软件可在苹果公司开发的iOS操作系统下

完美运行，您只需通过您的iPhone®或iPad®设备即可远程控制

TGA 8000的常规操作、观测结果数据的好坏。

红色 
指示仪器当前正在运行加热

升温步骤

蓝色
指示仪器当前正在运行冷却

降温步骤

绿色 
指示仪器当前正处于等温

状态

独特的色彩实时标记功能可以直观的提示操作人员仪器当前的
运行状态

您可以在iPhone®或iPad®设备中下载功能强大的iOS应用程序用于
无线远程控制和观测TGA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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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企及的仪器性能轻松应对各种复杂样品

TGA 8000热重分析仪集使用直观、维护便捷和高度自动化于一体，是一款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性产品。其应用领域非常广泛，比如：

很多情况下，我们不仅仅需要知道样品中

含有多少量的溶剂成分，更为重要的是需

要知道逸出溶剂属于哪一类产物。

针对咖啡豆这类复杂的天然产物样品，我

们不仅可以利用单热重分析仪进行原产地

的追溯，也可以利用联用测试手段确认包

装材料中的增塑剂是否存在迁出。

非法倾倒、油罐渗漏以及其他污染途径均

可以对宝贵的土壤资源造成严重的有机物

质污染。TGA-FTIR联用技术可以帮助您鉴

别土壤中的有害化学物质。

并非所有类型的增塑剂都可以添加入PVC
制品当中，TGA-MS和TGA-GC/MS联用技

术可以帮助我们确定样品中是否添加有违

禁类型的增塑剂。

塑化剂作为高分子材料中的常用添加剂值
得人们的持续关注。TGA 8000可以与

PerkinElmer公司生产的全系列FTIR设备完美
搭建TGA-FTIR联用测试平台，是定性和定
量高分子体系中塑化剂的强力测试手段。

可以运用TGA-MS联用技术表征乙烯-醋酸

乙烯共聚物（EVA）裂解过程，帮助确定

VA链段在共聚物结构中所占比例，有助于

EVA最终用户的选型或质量监控。

将TGA 8000和PerkinElmer公司生产的GC/MS或MS
仪器联合使用可得到样品中逸出气体的定性、定
量数据曲线，该图例即为药物制剂样品在重结晶
过程当中产生的逸出气体组分数据。

在本例中，我们利用FTIR红外标准谱库的比对检
索功能非常轻松的确定出样品中所添加增塑剂分子
的化学结构信息（联用测试13 min时间点的逸出产
物）。

受污染土壤样品的实测百分重量损失曲线（红色
实线）和一阶导数曲线（蓝色虚线）。

两种咖啡豆的热重测试结果比较图。蓝色曲线代表
原产于非洲的未烘焙咖啡豆；红色曲线代表原产于
苏门答腊的未烘焙咖啡豆。图中显示了上述样品的
绝对失重曲线和一阶导数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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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曲线代表两种PVC制品的百分比重量测试曲
线：其中一种PVC制品含有DINP（紫色曲线），
一类管制使用的增塑剂分子其重量损失占比为
50.998%（Y轴平台间差值，delta Y）；另一种制品
使用的则是非管制类增塑剂分子（绿色曲线），其
重量损失占比为64.825%（Y轴平台间差值，delta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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