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potlight™ 150i/200i 傅里叶变换红外显微镜系统 

Spotlight红外显微分析

帮助您应对任何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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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易用的
红外显微镜

在经常进行红外分析和红外显微镜分析的新材料、法医学、制药、生物材料、食品包

装和学术研究以及其他多种学科领域里的各个实验室，正朝着对使用者专业化要求降

低、多种仪器并用的方向发展。随着实验室功能的扩展和集成化，使用者正面临着更

大挑战：在提高测试效率的同时去测试更多种类和尺寸规格的样品。这就是新的模

式，您必须适应这种不断的发展变化并准备好迎接更具挑战性的任务。

SpotlightTM设计的目的就在于帮助您应对这些或大或小的挑战。它操作非常简单，初

学者也能轻松上手；清晰明了的软件可帮助您控制任何类型的样品——从极小样品到

大样品；合理精简的报告工具，让您公司的所有人员都能专注于自己的核心职责：推

动您的科学向前发展。

SpotlightTM采用智能技术，使用简单；能智能化地搜索关注区域。可进行多点和多成

分测量的批量分析和报告，自动ATR可帮助您快速获得准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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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它是一款带有全功能

FT-IR的高性能红外显微镜，是同类

解决方案中最灵活、用途最广的解

决方案。Spotlight 150i和Spotlight 

200i系统：助您迎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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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红外显微镜解决方案在多个行业中扮

演重要的角色。易于使用，强劲且用途非常

广，Spotlight的灵活性和灵敏度使其成为任何

学科、任何实验环境的完美选择。

材料

食品包装、消费品、半导体以及高

科技行业等分析服务实验室使用我

们的红外显微镜技术来观察多种产

品的化学组成。它也是一个加速产

品开发、排除质量问题、加快产品

改进步伐、削减成本的理想平台，

同时提高您的竞争力。

法医学

油漆芯片、药物、纤维和爆炸品的分

析；塑料融合研究；片剂、包装、工

艺及文件表征等：Spotlight系统为打

击犯罪和反恐怖主义开辟了一个全新

的世界。

制药

红外显微镜分析使制药业能够缩短

生产周期时间，降低产品变异性，

以便更快面市并降低产品失效的发

生几率。

生物医学

这款高性能的研究级仪器及其强大

的软件非常适合进行诊断工具开发

和多种生物材料的功能解析。

学术研究

Spotlight系统的高产能显著减少了

获得样品化学图像所需的时间。能

够加快研究步伐，加上深度处理新

信息能力，为进行学术研究开辟了

许多新机会。

生物材料

生物材料研究可以从Spotlight系

统获益，该系统是检测新型生物

材料和生物材料-宿主界面的理

想选择。

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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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获取
优异结果

当科学家面临日益严峻的样品挑战时，Spotlight显

微镜系统应运而生。它拥有更高的灵敏度和更简

单的工作流程，从而帮助科学家轻松应对这些挑

战。它同时拥有最先进的更快速、更智能的自动

化技术、易于使用的软件、以及协助您进行从设

置到方法开发乃至数据分析的工具。带来极高的

灵敏度和精密的分析能力，帮助您应对最具挑战

性的样品问题。

非常智能的自动化控制

Spotlight系统的一切设计都是为了让您可以快速地获

得优质结果，自动化的特点和功能可超越任何红外显

微镜。其先进技术可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执行多项任

务，从自动化设置到完整表征。

例如，智能感兴趣区域（ROI）查找功能使对多颗粒

和多层分析进行的耗时手动设置成为过去，非常适合

用于查找污染物斑点和分析粉末样品。同时，自动化

薄片分析程序可快速查找特殊区域并为所查看的样品

设置最佳扫描条件。并且，您可以将多个样品点的分

析和点扫描相结合，从而可以获得大批操作的结果，

而不单单是获得光谱。

系统的其它几乎所有方面也均为自动化运行：

• Automatic ATR在单次实验中执行多种测量模式，包 

  括单点、线扫描和成像，与透射分析相比样品前处 

  理过程更简单，同时可保持光谱完整性和高质量。

• 可配置的认证程序可加快仪器性能认证测试，使您  

   始终准备就绪。

• 随机标记、跨边界线扫描和2D成像相结合可实现 

  更完整、可重复的样品表征，即便在无人值守模式  

  下也一样。

• 配置Frontier FT-IR平台后，自动分束器切换可快速重 

  新配置系统进行多光谱范围运行。

智能颗粒查找程序将设置时间从几分钟缩短为几秒钟。

自动感兴趣区域测定实现更快速的薄片分析。

多模式随机成像与线扫描相结合，使样品表征更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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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其灵敏的红外显微镜

今天的实验室环境处处都与精确和灵敏有关——这正

是我们的红外显微镜解决方案的优点所在。这款显微

镜非常适合用于100μm以下的样品，同时较大尺寸的

样品可以使用FT-IR主机快速方便地测量。并且，它高

度自动化，避免了耗时的、根据焦距、孔径和感兴趣

区域位置进行的手动调整。我们的显微镜解决方案操

作也非常直观，使得从光谱采集到处理和报告等都变

得简单直接。
 
 
单独使用或联用 – 由您选择 

同Spectrum Two联用时，您可以快速分离显微镜，

从而为您提供了一款独立的，而且可以同时适合在

实验室内外使用的便携式FT-IR系统。

Frontier的联用仪器（例如TG-IR）让您能够进行完整

的样品表征。并且，它非常独特的专利ATR附件可为

硬质或磨蚀性样品提供坚固耐用的性能。

简单直观的软件

Spectrum™ 10软件专门为需要直观操作和多种高级

功能的实验室度身定制，为数据采集、处理和分析

的简单性和灵敏性设立了新的标杆。

我们的软件界面结合了易于导航和可定制的工作流

程，因此软件的学习变得毫不费力。扫描、分析等常

见操作只需单击操作，新手都能够很快学会定位、扫

描、分析并能很容易地对复杂基质中的多种污染物出

具报告。更为重要的是，智能多成分搜索使复杂光谱

的分析不再需要妄加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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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IR显微镜从这里开始

每家实验室都各不相同，对于FT-IR系统都有自

己独特的需求。因此，我们提供两种不同的

FT-IR选件，以满足您严格的技术要求，每种均

可提供高性能和可重复的结果。
 
 

Spectrum Two™ FT-IR

Spectrum Two系统非常适合日常使用，使您能够

满怀信心地进行快速、准确的IR分析，并可确

保多种应用中材料的质量。Spectrum Two操作

特别简单，性能优异，且低维护。此外，它还

非常方便运输，具有可选配的无线连接功能，

因此不论是在现场还是在实验室，都可以很方

便地使用。

Frontier™ FT-IR

Frontier FT-IR系统是我们最强大、最灵活的IR解决

方案，在大部分严苛的应用中均能够提供优异的

性能。它的灵敏度和可配置性极高，可进行从

日常测量到最先进复杂的分析等任何操作。该

系统还可以根据您的研究方向进行扩展，并且其

灵活、可升级的光学系统可以提供优异的近红

外、近中红外、中红外、中远红外和远红外光

谱。Frontier FT-IR系统的自动化技术允许使用者一

键切换光谱范围，为分析节省更多时间。
完全可自定义的界面，非专业和高级操作者均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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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您轻松应对
现在和未来挑战

的红外显微镜

灵活应对不同尺寸的样品

对于从污染物到高级材料的每种样品的分

析，Spotlight可提供无与伦比的微观和宏观样品

测试功能，帮助您应对每一天的挑战。

宏观样品测试

Frontier和Spectrum Two系统适应性强，可根据您的

研究进行扩展。Frontier系统灵活的光学系统可提供

优异的近红外至远红外光谱。此外，您还可以一键

轻松实现光谱范围的切换。

在Frontier系统上，可切换的光束路径是联用技术的

完美选择。例如TG-IR和提供外部光束的其它附件以

及通用光学试验台和用于发射测试的入射光路。

Frontier和Spectrum Two系统在大部分基本配置中的

数据灵敏度都非常高。同时，他们可与我们的任何

采样附件进行无缝连接，对分析质量无任何影响。

我们有多种专用采样附件供您选择 ，只需要切换附

件，即可在单台设备上轻松应对任何应用。还有多

种第三方附件，包括可加热采样系统和气体池，可

满足您不同寻常的测试需求。

微观样品测试

多种显微镜采集模式为100μm以下的样品提供了最

佳配置，使显微镜能够象常规仪器一样测量范围极

广的样品。并且，我们还可以针对具体样品类型提

供附加光谱范围选项。

所有Frontier系统均可现场升级至IR成像，行业领先

的Spotlight 400成像配置可提供极高性能的超光谱

成像解决方案。

我们可为自定义试验和多样品测试提供一系列专用

附件，包括可变温度样品夹、带多个片剂夹的载物

板（进行自动测量）、以及适用于压薄样品的金刚

石池。



7
www.perkinelmer.com/Spotlight

固体自动进样器   

带专利定制模具的30-位自动进样器适用于片剂和粉

末材料，可获得可重复性结果。

TG-IR 

FT-IR和热重联用可对分解和燃烧产物进行分析，独特

的气体输送系统可提高灵敏度，减少样品污染。

NIRA近红外积分球 

测量泡罩包装、聚乙烯袋、小玻璃瓶等容器中的固

体、液体、粉末、凝胶和糊剂—性能极高和可重复的

NIR反射和透反射，无需进行样品制备。

远程光纤液体探针 

在反应容器中直接对液体进行远程透射测量，带有可

与多款探针兼容的通用接口。

远程光纤固体探针 

可在距离仪器远达10米的地方进行粉末和固体测试，

配有带扫描扳机的高级手柄和LCD界面，可实现持续

远程操作。

Frontier附件 Frontier/Spectrum Two附件

漫反射 

对粉末和难测量固体进行简单分析，带多款可加快样

品准备的进样工具。

液体测量 

多种液体测量选件，包括ATR和透射附件。

UATR 

通用测量功能，便于进行简单的红外光谱分析，带顶

板晶体自动识别、实时压力读取和序列号记录（实现

可追踪性）功能。

Spectrum Two样品舱 

可与许多PerkinElmer和第三方采样附件兼容，可处理

从高温液体到长光程气体池等任何样品。

帮您应对一切样品

优化的无需调整的附件可快速互换，为您的
应用创造出完美的配置。

与大数据分析相连接

TIBCO Spotfire®技术使您能够可视化

显示IR结果，洞察数据并实现整个组

织内的协调。可设置和共享仪表板，

以便进行协作。可设置可探索式视

图，以查看趋势和相互关系。并且可

以利用大数据分析和数据发现平台来

使您的所有人员做出更好、更明智的

决策。

多个样品区域的集合搜索结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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