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erkinElmer Frontier
FT-IR、NIR 和 FIR 光谱仪

应 对 任 何 挑 战 的

红外解决方案



2

最佳性能
无与伦比的 

灵活性



选择PerkinElmer Frontier™一系列近红外、中

红外和远红外傅里叶变换光谱仪，可在高要求

的应用中提供出色的光谱分析性能。

Frontier系列产品功能强大且可调整，能够满足您当前的所有分析

需求，并可随研究目标的演变而进行扩展。使用自动波段切换功

能，您可以得心应手地使用中红外、近红外或远红外技术。出众

的信噪比和光谱性能保证了最佳光谱分析性能，确保拥有最佳灵

敏度。同时在服务年限内提供稳定，可靠，一致的操作表现。

应 对 任 何 挑 战 的 

红外解决方案

Perkinelmer frontier

化学品和材料

•  利用更深入的信息开发新产品

•  解决制造问题

• 识别产品污染物

• 确认材料质量

•  使用各种各样的采样选件研究高

级材料特性

制药 

•  加深理解产品配方 

•  使用各种采样附件执行赝品研究

•  在产品安全研究中识别污染物和 
杂质

•  快速筛选原材料、中间物和配方

制剂的ID和质量

•  分析包装和包装涂层 

研究和学术

•  可定制不同的仪器配置满足复杂

的实验设计

•  仪器可灵活调整以适用不同的研

究小组和研究领域

•  对合成材料、半导体和新型材料

执行远红外特征分析 

•  可配置的光路系统能够识别新型

光源和检测器的特性

多种应用
Frontier具有获得最佳结果的出众灵敏度和可配置性，可支持大量红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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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测量都可获得标杆质量级别的结果 

•  拥有专利的高级大气补偿算法可实时自动清除因H2O和

CO2而导致的光谱干扰，可提高光谱数据的可重现性并

最大限度地减少吹扫需求

•  出众的光学设计，即使在使用室温检测器时，也能提

供出众的灵敏度

•  利用固有的智能控制和测量值监控，可向用户通知可

能出现的分析错误

•  使用气体吸收光谱的独特仪器波长和线型标准化功能

提供了卓越的准确度和重现性

•  自动光束几何形状控制可优化灵敏度和光谱分辨率性能

•  高精度且耐用的零调整采样附件减少了测量的不一致性

采样灵活性可满足当前和未来的挑战

•  大量精巧的PerkinElmer和第三方采样附件可快速更

换，最大限度地延长了仪器正常运行时间

•  联用技术，如TG-IR

•  外引光路和光路导出附件，适用于定制实验

•  LCD显示屏、执行按钮和样品表功能加快了大量样品分

析速度

•  可升级的光学系统，允许升级至红外显微镜和成像系

统，还支持光谱范围升级，如从中红外升级到中近红

外双光程系统

•  可在光具座中同时安装多个检测器（如DTGS和MCT），

支持快速且可靠的检测器切换

我们独家拥有的Atmospheric Vapor CompensationTM (AVC)软件

使用高级算法来进行有效的实时水蒸汽吸收的扣除，并可在各

种不同分辨率和仪器设置下操作，而无需收集对照光谱。

使用内部氦氖激光器对照可获得很高的波长精度，此优点已

通过使用改进的专利气体光谱对照系统AVI™校准提高波长 
准确度和线性。

满足高性能 

要 求



快速分析新材料 

•  一系列软件工具、库搜索和独特的COMPARE™
算法以及灵敏的PASS/FAIL阈值设置，可在近红

外和中红外范围内快速轻松地辨识材料 

•  快速扫描功能支持研究反应动力学和过程监控

•  高性能的中红外和近红外成像选件，可在大范

围样品内（包括聚合物、生命材料和药物制

剂）快速确定产品配方的特性

•  简单且功能强大的AssureID™智能方法开发和

分析软件提高了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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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使用多种技术

•  独特的由软件控制的自动光谱范围切换，可

快速顺利地更改光谱范围。

•  光源、光阑、滤光片、分束器和光路切换完

全自动进行，保证了反复在不同配置间切换

的优异重复性

•  可同时安装经过优化的NIR反射和MIR ATR采
样附件以提高效率 

确保安心的可靠性

•  (Dynascan™)干涉仪的设计不会受到商用仪器

中所存在的倾斜和切变的影响，因此，无需

使用动态调整装置

•  经过现场证明的第五代干涉仪的设计集成了

简单的非临界轴承，实现了无与伦比的耐用

性和可靠性

•  电气稳定的光源热点 
提高了长期测量和系统调整的稳定性

强大的产品质量故障排除功能 

•  选择类型众多的采样附件，可在整个中红外/
近红外范围内灵活地测量几乎任何固体、液

体、粉末或黏土

•  使用高性能红外显微镜选件，可辨识出几乎

任何基质中的微小杂质

中红外、近红外或远红外附件可以与Frontier双光程

仪器结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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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kinElmer Frontier系统可在近红外、近中红

外、中红外、中远红外和远红外区域内提供出众

的光谱。

可在应用需求发生变化时返回工厂进行装配或升

级，独特的光谱范围自动切换功能，只需单击按

钮即可使用多种技术。灵活且完全可升级的光学系统，允许配置多波

段，显微镜和成像系统。只需一个开关即可在宏观、微观和图像分析

之间切换，这样，用户就可以集中精力研究科学而不用为光谱仪设置

而费神。

15800 8300 2000 400 250 30 cm-1

0.63 1.2 5 25 40 333 microns

Frontier IR KBR CSI

Frontier NIR

Frontier IR /FIR

Frontier IR /NIR

选择测量

范 围

带有NIR反射和旋转样品支架：食品中的

含水量

带有光纤采样装置的Frontier NIR系统： 
原材料鉴定

带有Spotlight成像和片剂传输采样装置的 
Frontier IR/NIR系统：药物片剂合规性测试

选择您的frontier配置*
Frontier IR 实验室IR的业界标准

Frontier NIR 用于高性能NIR测试

Frontier Optica  专用于光学滤光片追求纵坐标准确度测量要求具有最高纵坐标准确度的滤光片的独特仪器

Frontier MIR/NIR  使用单一光具座，集合了Frontier中红外和近红外系统的所有优点

Frontier MIR/FIR  具有高级远红外功能的全功能FT-IR系统

*更多配置以适合特定应用



Perkinelmer frontier ir/fir

适合高级工业和研究实验室应用

的灵活且可扩展的性能

使用一个光具座将中红外功能扩展到

远红外区域。 
全自动分束器切换使远红外测量变得

前所未有的简单。固有的系统灵活性

最适合高要求的研究环境，在这些环

境中，实验操作需要定制组件。 

系统优点： 

•  在ca. 700-30cm-1区域内能够提供

出色的性能，因为具有高性能的干

涉仪以及专用的多层 FIR 分束器

•  最大限度地缩短了稳定吹扫时间，

因为干涉仪和采样区使用了高效率

的独立吹扫系统

•  可以快速简便地从中红外切换到远

红外操作，因为配备了完全自动化

的分束器和检测器切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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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光程 
仪 器

Perkinelmer frontier ir/nir 系统

双光谱范围实现了优化的方法开发和材料测试

Frontier IR/NIR通过一台仪器提供了独特的中红外和

近红外双光谱范围测试能力。在通用平台上可帮助

选择最适合特定应用的采样技术和测量条件。 

使用自动设置和光谱范围切换功能，您能够快速继

续处理下一个样品而无需手动进行重新配置。这就

提高了实验室效率，且无需购买两台仪器，从而节

省了宝贵的工作台空间并减少了培训要求。 

系统优点： 

• 加快了方法开发速度 

•  有效比较采样技术和测量条件

• 降低仪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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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 Frontier 无无无无无
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

PerkinElmer Frontier 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
无无无无无无无 FT-IR 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
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PerkinElmer 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
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
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

无论您使用何种样品，都有可定制的对应Frontier解决方

案能够满足您的特定需求。

PerkinElmer Frontier光谱仪能够灵活的添加大量的专用采

样附件，与其他FT-IR光谱仪相比，提供更多的采样选择。通过简便地更换采

样附件，使用单台仪器即可满足多种应用需求。PerkinElmer公司系列附件均

经过特别优化无需校准，可快速更换并建立配置，最大限度地延长仪器的正

常运行时间。此外，还可使用大量第三方附件来满足其他需求，比如可加热

的采样系统和气体池。

frontier 
采样系统

1

2

3

4

1 固体自动进样器 nir

•  适用于药片或粉末的 30 位自

动进样器

•  专利的定制模具提供了最佳

的重现性 

•  透射和反射模式保证了全面

的药片分析表征

2 漫反射 ir fir

•  可轻松分析粉末，和常规难

于测量的固体

•  利用各种采样工具帮助制备

样品

•  自动定位样品以提高测量灵

敏度 

3 吸液器 nir ir  

•  自动采样，无需手动装填样

品池

•  软件内置污染检查功能，减

少分析错误

•  可使用不同类型和不同光程

的样品池窗片材料

4 HAtr 水平Atr ir

•  自动识别 
顶板晶体材料、角度和序列号

•  显示对样品施加的压力，确

保分析结果的重现性

•  可选择不同的晶体材料和入

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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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nirA 近红外积分球 nir ir

•  测量包装内的固体、液体、粉

末、油脂和，比如吸塑包装、聚

乙烯袋和玻璃药瓶

•  NIR反射和透反射无需手动制备

样品

•  自引用（交错）功能提高了可再

现性并简化了使用

8 UAtr 通用钻石Atr ir  

•  通用采样方法适合简单的红外光

谱分析

•  自动识别顶板晶体、反射次数和

序列号以便跟踪

•  独特的动态顶板安装和电子测力

计，确保实现最佳可重现性

•  多种可更换样品顶板，提供了最

大灵活性

 

9 远距离液体探头 nir 

•  针对液体的远距离测量功能，支

持在反应容器内直接测量 

•  通用接口，确保与各种的探头兼容 

•  设计方式便于快速轻松地清洁 

•  电气安全，可在危险环境中使用

10  远距离固体探头 nir   

•  可在距仪器最远10米之外对粉末

或固体样品进行测试

•  高级手持装置，带有扫描触发器

和LCD界面，可连续远距离连续

操作

•  设计方式便于快速轻松地清洁

•  电气安全，可在危险环境中使用 

•  符合ATEX标准

5 tG-ir 热重-红外接口 ir 

•  联用技术；FT-IR和热重分析

•  分析经燃烧分解得到的产物 

•  独特的气体传输系统同时保证

了高灵敏度和低样品污染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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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应用

PerkinElmer Frontier所固有的光学灵

活性，允许我们在标准采样选件外提

供独特的专用附件选择。 

偏振 UAtr 

•  带有可调偏振器的UATR

•  用于确定结构的强大工具，教授有

关红外光谱的基础知识，并了解晶

体和聚合物链的取向 

导入光路 

•  通过辐射测量样品

•  表征外引光源

•  预先干涉仪采样

•  远距离红外测量 

万能光学平台 

•  专用于存放大型或专用的采样系

统，如低温保持器和高真空附件 

•  特有检测器

•  使用用户检测器进行测量

ir 镜反射套件

•  测量建筑用玻璃的红外辐射率以符

合EN标准

• 可测试大尺寸样品

•  包括预先校准且可追踪的反射标准

和辐射率计算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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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测试 

•  可对样品室进行配置以适合第三方

低温保持器

•  可执行远红外操作，适用于检测先

进材料和半导体

远红外Atr

•  全钻ATR系统，方便执行远红外采

样

•  在IR-FIR之间快速切换

•  快速高效的吹扫操作，加快了测

量速度

积分球测量 

•  中红外积分球

•  反射和透射测试

•  提供高性能测试的专用检测器

tl8000 tG-ir接口 

•  经过专门设计，保证高性能和可

靠性

•  宽温度范围

•  可靠的传输线路

•  平衡的气流设计，提高了流量调

节气体组件的辨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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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更换且高稳定的光源 

独特的电子热点稳定控制，提高了测量

值的稳定性并延长了光源的使用寿命

分束器切换装置 
自动在中红外 
和近红外或远红外分束器之间切换， 
无需任何手动操作

显微镜和成像升级功能 
自动化的切换系统将光束直接导入任 
一款PerkinElmer显微镜或成像系统

双光源机制

只需按下按钮，即可快速从中红外切 
换到远红外

可变J-stop

与固定J-stop不同，可变J-stop限制光束

发散度，在所有分辨率下都能提供最佳

测量值，

建立标准

AVi instrument Standarizationtm 

使用AVI可在单独的仪器上使用常用的标准化方

法，并应用到在一段时间内收集的所有测量值。

我们的方案可对仪器的波数标度进行标准化，可

达到比传统的校准方法要高很多的准确度，提供

了可直接与理论相关联的透射光谱。 

Frontier 光具座采用一系列创新技术，旨在为

您在日常工作中选择的配置提供最佳的性能。

确保光路稳定

自动大气背景扣除tm 

AVC的特点是采用高级数字滤波算法，该算法

专用于实时扣除CO2和H2O的红外吸收产生的

干扰。AVC有效清除了来自这些大气成分的干

扰，有助于在实验室获得准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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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保护的Dynascantm干涉仪

固有的稳定设计，无需执行动态调整纠

正来弥补在线性镜面运动系统中发生的

错误。现场证明有效的干涉仪装置集成

了非临界轴承的干涉仪装置，具有无与

伦比的耐用性和可靠性 
 

一体化PSU和电子元件

无需使用单独的电源

用于第二个样品仓的外引光路装置 

支持同时安装两个采样附件，无需在测

量之间更换模块

温度稳定的DtGS检测器 
所有DTGS检测器都采用电子控制方式，

确保了出色的重现性，而不用考虑实验

室内的温度

第二个检测器配置

通过添加第二个检测器（如图中未显示

出的处于低温状态的MCT检测器），可

提高灵敏度 

模数转换� 
我们在FT-IR干涉图中通过使用模数转换器扩

大了动态范围、减少了伪峰并提高了纵坐标

线性以得出准确且可再现的结果。

确保光路稳定



SPeCtrUm 

软件套件

使用Spectrum 10™全功能仪器控制和数据管理软件，您可以轻松获取和处理

数据。从样品定性和定量分析到高级应用，使用Spectrum综合性软件套件，

您可以集中精力关注最重要的事项，即结果。使用基本软件包中的标准功能

（如强大的流程链功能），只需单击一次鼠标即可处理复杂的数

据。PerkinElmer Frontier系统组合利用智能软件和高级工程功能，确保了高性

能且易于使用，可帮助您以最高效率解决最迫切的红外需求。

Frontier附带的Spectrum 10软件具有

强大且直观的界面，可显示实时的光

谱和结果，帮助用户轻松获取数据。 
此外，使用该软件，配合优化附件可

实现过程实时监控。处理链功能简化

了复杂的数据处理，只需用鼠标单击

一次即可完成所有处理步骤。

AssureID™是业界领先的工作流收

集和分析软件，提供图表化的结果

和完全符合21 CFR Part 11标准的选

项，是用于筛选和鉴定产品的最强

大的解决方案。

Spectrum Timebase™和Spectrum 
Image™软件为研究型应用提供支

持。该款强大的数据收集和处理

套件包含了时间和空间分辨技术。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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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ft-ir

frontier的软件通过其独特的仪器工

具栏，提供了对仪器命令和参数的即

时访问。您可对屏幕上的工具栏进行

配置以只包括一个扫描按钮、仪器状

态指示器和扫描时间的输入字段，确

保仪器操作更高效且可重现。

有关高级设置，可提升设置窗格以显

示出完整参数设置。智能分层屏幕排

列方式还允许在收集和处理数据时查

看高级设置。

自动配置附件

当更换附件或在frontier系统中

添加附件时，由于具有即插即用

的特点，因此能够智能识别采样

附件。Spectrum 10会依据安装

附件自动重新配置ft-ir。

定制工作台  

Spectrum 10在操作员功能和软件外

观这两方面是完全可定制的，这意味

着您需要的命令唾手可得。使用增强

的配置光谱图区域的功能，可设置绘

制区域的所有方面，从而帮助您创建

正合适的演示文稿和报表。

符合 21 Cfr Part 11 标准

Spectrum's enhanced Security (eS)
软件符合 21 Cfr Part 11标准，此标

准是制药公司必须达到的强制要求。

为了确保完全符合此标准，我们的软

件仅限授权用户访问系统，从而提供

了可靠且全面的审计回溯。 

无缝地将多个结果传输到其他 MicrosoftTM  
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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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PotliGHt 

查看样品 每台Frontier仪器都使用相同的干涉仪，

同样，该干涉仪还支持 Spotlight™ 技术。

利用PerkinElmer光学技术的灵活性，您可

随时升级光谱仪至包括PerkinElmer在业界领先的显微镜查看

和成像功能，包括 Spotlight 150、200和 400系统。Spotlight
是一系列高性能FT-IR显微镜方法和FT-IR/NIR成像系统，这些

系统使用与PerkinElmer Frontier平台相同的受专利权保护的干

涉仪。 

Spotlight成像系统可辨识材料中的大量化学成份，并显示出

同质和异质区域。FT-IR/NIR成像系统因其速度、易于使用和

可靠性而成为首选的材料检测技术，能够提供更高级别的认

识，从而加快研究进度。 

ir显微镜和ir/nir成像系统

Frontier显微镜选件同时包括透射和反射微量采样功能，其 
Micro ATR选件可提供有关最小达3µ的面积的信息。多种自动

制样附件、检测器可选，以适合多种应用。

西红柿种子的Spotlight数据

SPotliGHt



SPotliGHt 

应  用
制药

通过ATR成像方法观测非处方药片的成分分布，

可看到粒子大小不到5 µ

学术和研究

毛发囊的ATR图像表明，空间分辨率为5 µ

化学品和材料

对于多层复合聚合物片材，使用图像ATR进行

表征分析，可分辨厚度小于10 µ的单层材料

在超过5000-400 cm-1范围内，Frontier Optica都能够

从根本上提高通透过率的测试准确度和截止区透过率

的测试准确度，一直可以延伸到在6000 cm-1。

frontier oPtiCA ft-ir

使用Frontier Optica准确测量带通滤滤光片

Spotlight 400成像系统可应对不同应

用所面临的挑战



就像PerkinElmer Frontier可进行扩展和升级以满足您的未来

需求一样，PerkinElmer还提供了一系列支持服务以为您提

供指导。我们的全球网络拥有1300多名认证服务技师，可

提供深入的培训，执行软件和硬件升级，并可通过我们领

先的验证和鉴定解决方案帮助您始终处于合规状态。 

我们的高质量工程和全面的测试流程确保了多年来一直为

用户顺利提供服务。除了提供预防性维护和仪器保养外，

我们的维修工程师还可根据要求提供现场修理和按需修理

服务。通过遍及125个国家/地区的人员提供的电话支持服

务，只需拨打一个电话即可获得帮助。

一系列 
支持服务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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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65年不断发展的光谱分析技术

1944  首款红外光谱仪，12型

1954 首款商用红外显微镜

1957 首款低成本红外仪器

1975  首款由微处理器控制的仪器，281型

1984  首款旋转镜对设计FT-IR

1987 首款低成本FT-IR

1990  首款全卡塞格林物镜 FT-IR 显微镜

1991   首个获得ISO 9001认证的FT-IR公司

1995  首款经过验证的FT-IR软件Spectrum for Windows®

1998  首款具有智能附件识别功能的FT-IR 

2001  首款快速扫描化学成像系统

2003  首款可同时对制药材料进行微尺度和宏尺度分析的FT-IR平台

2004  首款可在现场全面升级的显微镜系统

2005  首款集成的软件样品表和远距离采样接口

2007  首款具有自动量程切换功能的FT-IR/FT-NIR光谱仪

2008  首款用于滤光片测量的高精度FT-IR

2011  首款适合日常分析的具有实验室性能但需要非常少的维护的

便携式FT-IR

历史悠久 
的成功 
红外技术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perkinelmer.com.cn/ftir

专业的消耗品、方法和应用支持是在实验室成

功使用仪器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

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测试和验证所有产品的解决

方案的原因，目的是确保您在使用仪器期间能

够获到实时，准确，可重复的结果。 

无论您是进行常规的原材料验证还是执行要求

最高的应用分析，确保您的成功永远是我们的

首要任务。将这几方面相结合，我们就可帮助

您提高效率、控制成本并优化分析结果。

准备好应对任何挑战了吗？  

系统和附件：全系列的近红外、中红外、 
远红外光谱仪和采样附件 

消耗品和耗材：范围广泛的产品系列，涵盖所有类

型的应用 

培训：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在线课程、现场或课堂

培训 

服务：预防性维护、仪器保养或按需修理套餐服务 

为苛刻应用要求 
提供更佳的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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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