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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nowItAll 安装 

安装软件之前，请查看 www.knowitall.com/minimum_system 使用系统建议。 

 

1. 将安装 U盘插入计算机。从 U盘中，打开 KnowItAll 

Installation 文件夹，双击 KnowItAllInstall.exe，并按照说明操作。如果无法从 U盘安装，请从 www.knowitall.co

m/download 下载软件。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如果您购买了 KnowItAll 核磁共振、紫外可见、或质谱库，在安装过程中，您需要选择相应的谱库安装。

KnowItAll 红外和拉曼光谱库会自动安装。 

 

2. 启动 KnowItAll 软件，并按照说明激活许可证。产品注册代码位于 KnowItAll 包装盒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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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介介介绍绍绍绍 

Bio-Rad 为在维修期内的软件提供技术支持，详情请看 www.knowitall.com/supportpolicy。 

KnowItAll培训资料培训资料培训资料培训资料 

KnowItAll快速入门指南快速入门指南快速入门指南快速入门指南 基本使用介绍。 

KnowItAll 培培培培训资料训资料训资料训资料 在 KnowItAll 软件和谱库 U 盘安装卡上, 你会找到培训资料和安装导航文件夹，其中有

各种 KnowItAll 功能的演示电影和其他语言的 KnowItAll 快速入门及安装导航。浏览网

站 www.training.knowitall.com 来观看这些教程电影。 

网上讲座网上讲座网上讲座网上讲座 在此注册参加多项使用讲座 www.knowitall.com/seminars。您也可以访问此页找过去研

讨会的录音。 

自助系统自助系统自助系统自助系统 KnowItAll Help 菜单有详细的各种功能的解释。 

示例图谱示例图谱示例图谱示例图谱 KnowItAll 各种示例谱图文件存于 Users\Public\Documents\Bio-Rad 

Laboratories\KnowItAll\Samples 文件夹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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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  

KnowItAll界面的设计思想是把信息从一个工具转到另一个工具里。  

 

• 点击工具箱 (A) 可以看到其中的工具。点

击工具 (B) 或眼前界面 (C) 可以看到所选

工具。  
 

• 使用 KnowItAll 的关键是用“转至：(D)””””

将眼前信息传递于不同工具中。 
 

• 点击返回(E) 或下拉 (F)按钮回到原来的工

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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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具体工具会因用户购买模块而异。 

Toolbox Tool What It Does 

 

Data  

KnowItAll ID Expert™ 红外和拉曼专家解谱系统 

SearchIt™ 谱库检索 

MineIt™ /创建数据库 数据查看 / 自建谱库 

Mixture Analysis 混合物解析 

AssignIt™ NMR 核磁标峰 

Deformulation Expert™ 剖析组分专家系统 

QC Expert™  和红外、拉曼参照谱对比 

 

Spectral Processing  

ProcessIt™ IR 红外光谱处理 

ProcessIt™ Raman 拉曼光谱处理 

ProcessIt™ NMR 核磁处理 

ProcessIt™ MS 质谱处理 

 

Spectral Analysis  

AnalyzeIt™ IR, Raman, Polymer IR  官能团分析 

AnalyzeIt™ MVP 多元因子分析  

ValidateIt™ 统计模式验证 

PredictIt™ NMR 核磁预测 

 

Basics  

ChemWindow 绘制化学结构 

ReportIt™  生成报告 

BrowseIt™ 浏览 KnowItAll新闻 

Other Options Spectral Databases 谱图库 
 



KnowItAll 安装指导 ＆ 快速入门指南 

5 

KnowItAll® ID Expert™ 工具工具工具工具 

用 KnowItAll ID Expert解析红外、拉曼谱图。 

 

怎样操作谱图鉴定怎样操作谱图鉴定怎样操作谱图鉴定怎样操作谱图鉴定 

1. 在 Data 工具箱里点击 ID Expert 工具  。如果

你只有 ID Expert，在桌面点击 ID Expert 即可。  

2. ““““打开打开打开打开”””” 窗自动打开以读入光谱。  

3. KnowItAll ID Expert 自动进行单一、多元组分解析和

官能团分析，最后用一个简单界面一目了然地展示

结果 (A)。 

4. 如果样品光谱有毛病，ID Expert 自动为用户指出。

点击修正可以改进样品谱图 (B)。 

5. 满意结果后，点击“创建报告创建报告创建报告创建报告” (C)来获得 PDF 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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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如果选了优化修正，ID Expert自动给样品、参考谱图一系列

修正（包括基线校正、峰强减去、平移、上下移、强度校正等） 

(D).。 

帮助帮助帮助帮助:  可以在“文件/设置”栏目内改变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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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It™ 谱图检索工具 

检索谱图 

6. 点击 Data 工具箱里的 SearchIt 工具。 

7. 选择“数据库(B)”标签下“可检索项 

(A) ”。 

8. 点击“添加”，被选谱库列于“选定的检

索项(C)”。 

9. 点击“检索条件”下“光谱：”的种类按

钮(D)，对话框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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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载入样品光谱。  

11. 点击“检索 (E)”按钮。 

12. 检索结果被转至 MineIt 工具里按匹配系数(HQI)排列

(F)。 

提示提示提示提示：：：：使用各式光谱观察工具 (G) 变换样品谱图与标准谱图

对比的展示形式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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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图处理 

1. 按照上节步骤，选好谱库，读入样品谱图后， 

2. 使用“转至：”把此谱图传到 ProcessIt IR 或

ProcessIt Raman 工具里。 

3. 在“处理(A)”菜单下选择合适的程序。 

4. 谱图处理完毕后点击“SearchIt 并保存 (B)”，

将修改的谱图返回到检索工具里。 

5. 点击“检索 (E)”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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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光谱范围 

1. 在 SearchIt 里打开一个光谱。 

• 在“包含范围栏(A)”上“点击 + 拖动”来定义包

含范围(B) 。用同样的方式在光谱上方定义排除

范围(C)。 

• 或者，点击““““手动编辑光谱区域(E)”按钮打开

“包含/排除的光谱区域(F)”对话框。选择常用

区域(G)或用“编辑(H)””””来自定区域。点击“确

定”。 

2. 点击“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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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检索  

1. 选择数据库， 

2. 点击“检索条件”下“峰—红外：” 的种类(A)按钮。或点击

“打开” (B)按钮。 

3. 对话框打开，载入样品光谱。 

4. 选峰： 

a. 从光谱图上选峰: 

• 点击鼠标左键拖动绿色“最小峰强” (C) 线定义选得的

峰。 

• 点击“挑选” (D) 按钮。 

b. 手动添加： 

• 点击“添加” (E)按钮，打开“输入峰”对话框。  

• 填写“峰位置”、“ 最小强度”等值。点击“确定”按

钮关闭此对话框。 

• 点击“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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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检索  

 

1. 选择数据库， 

2. 点击“属性/名称” (A)按钮，相应标签出现。 

3. 从下拉工具里找到被检索的属性 (B)，填入查询值。 

4. 点击“检索”按钮。 

 

注意： 如果不确定检索属性隶属的属性项，可选择“任何

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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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xture Analysis混合物解析工具 

 

 

混合物解析步骤 

1. 点击 Data 工具箱里的 Mixture Analysis 。 

2. 在“数据库” (A)标签里，选择数据库。  

3. 点击“添加”按钮，所选谱库呈现在“选定的检索项：”框里。 

4. 点击“打开”  按钮，导入混合物谱图。  

5. 设置“最多组分” (B)为 2, 3, 或 4。 

6. 点击“检索”(C)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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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物解析结果 

结果于 MineIt 工具中显示： 

 

• 模拟图谱 (D)及它和样品图谱对照的匹

配系数(HQI)。 

• 组分 (E) ， 

• 残存图谱 (F) -模拟图谱和样品图谱的差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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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eIt™ 工具 

这一工具用于查看检索结果。如您的使用权含自建库，您可以用这一工具建库。包含自建库的工具名称为 “MineIt/创建数据创建数据创建数据创建数据

库库库库”。 

打开谱库或检索结果列表 

1. 点击在 Data 工具箱里的 MineIt  工具。 

2. “文件 > 打开数据库”，“选择数据库”对话框

打开。 

3. 点击“浏览打开”按钮来挑选谱库。 

4. 用浏览工具(A) 来翻阅记录。 

5. 用“视图” 菜单变换 

• (B) -正在看的谱的区域， 

• (C) -显示选项， 

• (D) -化学结构/属性， 

• (E) - 正在看的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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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显示选项  

点击“光谱重叠”  可以把谱图重叠起来看。 

 

 

点击“光谱偏离”  可以把光谱错开看。 

 

 

 

点击“光谱堆叠”  可以把光谱上下分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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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系数 (HQI) 

 

匹配系数(HQI) 用于排列检索结果。用 “文件 > 首选项”中“匹配

表”标签改变它的形式： 

• 最佳= 999, 最差= 0 (Sadtler scale) 

• 最佳= 0, 最差= 1.4 

• 最佳= 100, 最差=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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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It™ 工具 

这一工具提供图文并茂的报告。 

1. 当 MineIt 工具显示检索结果或谱库，点击“转至：

ReportIt”(A)按钮。“选择报告模板”对话框打开。 

2. 选好模板点击“确定”按钮。MineIt 里选好的信息转

至报告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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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报告工具比如“标签”(B)、“文字” (C)、或“间隔”

(D)可以进一步改进您的报告。 

你可以双击光谱打开更多改变它的形式的工具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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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eIt™ 官能团分析工具 

光谱峰和化学官能团有强烈的对应关系。KnowItAll的 AnalyzeIt IR，AnalyzeIt Raman及 AnalyzeIt Polymer IR工具收集这种关系，

可用于物质分类。 

AnalyzeIt知识库 

• 用于红外、拉曼的知识库有 600 多标明的峰，覆盖 200 多有机物官能团。 

• 红外聚合物知识库有 1300 多标明的峰，覆盖 100 多聚合物官能团。 

• 用户可自建知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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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件 > 打开光谱”，载入未知光谱。 

2. 点击“建议”  按钮让软件选择谱峰。 

3. 点击“关联”  按钮让软件显示对应此峰的官能团信息。 

4. 滚动“摘要：”框以观看所建议的官能团。点击  标注满意摘要，点击  标注排除摘要。 

 

提示：注意 1500 cm
-1
以上的强峰。 

• 弱峰很可能是次生峰，它们只可用于辅助解谱。 

• 1500 cm
-1
以上的峰和官能团的对应更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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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化学结构框。只在 AnalyzeIt IR 和 AnalyzeIt Raman 里

有。 

(B) 
官能团结构框。  

(C) 
光谱框，展示光谱和所选官能团峰。 

(D) 
官能团摘要框，显示峰强、峰宽、化学键振动模式

等。 

(E) 
图像显示(C)和(D)中的峰强、峰宽等信息。 

(F) 
每个峰的分析。 

(G) 
总结表。 

(H) 
点击 Sadtler手册  按钮可以查看更多信息（此项

仅限 AnalyzeIt IR）。 
 

 AnalyzeIt Polymer IR 用(B)框显示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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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建知识库 

1. 点击 “知识库  > 新建”。 

2. 输入名称。 

3. 右键单击最左框，“添加分类”。 

4. 填写分类名称，点击“确认”。 

5. 右键单击新的分类， “添加官能团”。。。。在“官能团”对话

框里填写信息。 

6. 点击“浏览”按钮，选择官能图的样品谱图。点击“确

定”。 

7. 右键单击新的官能团，“添加谱带”。“谱带”对话框打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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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填写信息。之后点击“确定”。 

9. 关闭新建知识库。 

10. 选择“文件 > 首选项”。在“自建知识库：”下点击“添

加”按钮，把新建的知识库路径加入即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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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base Building自建库 

KnowItAll MineIt工具可以升级为建库工具。把这一功能加到现有许可证里，这个工具的名称就变为

“MineIt/创建数据库创建数据库创建数据库创建数据库”。 

 

建库 

1. 点击 Data 工具箱里的 MineIt/创建数据库创建数据库创建数据库创建数据库   。 

2. “数据库 > 新建”， “创建数据库”对话框打开。 

3. 点击“浏览”按钮确定新库路径及文件名，点击“保存”

按钮。 

4. 填写库名和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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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确定”按钮，创建新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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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谱图  

1. “文件 > 打开数据库” ， 

2. “文件 > 导入”，对话框打开。 

3. 选好文件后点击“确定”按钮，文件中的谱图就进入到谱库中。 

 

批量导入 

1. “文件 > 打开数据库” ， 

2. “文件 > 批量导入”，“选择文件”对话框打开。  

3. 选好文件夹或一系列文件后点击“确定”按钮，文件中的谱图

就进入到谱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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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谱图添加属性 

1. 打开一个数据库后，用位于“化学结构/属性”下方的

“添加”按钮打开“属性”对话框。  

2. 点击“属性”向下箭头来选某一属性。  

3. 然后填写值。 

4. 点击“确定”。 

 

注意： 用“附件”(A)标签来加附带文件。 

 

注意：用“首选属性”(B)标签来定义重要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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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建属性 

1. “数据库 > 自建属性” 打开“自建属性”对话框， 

2. 点击“添加”，  

3. 填写属性的名称，选择其类型，填写数量及单位， 

4. 点击“确定”按钮。 

建立多种分析技术谱库 

1. 选一个已有光谱的记录， 

2. “文件/导入”， 再选另一个光谱技术的文件。 

3. 新的技术标签就被加到光谱显示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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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It™ 光谱处理工具 

ProcessIt™ IR和 ProcessIt Raman用于光谱的处理。功能包含：平整线、 截断/填充、归一化、微分、平滑、基线校正、ATR校

正、光谱相加/相减、平均光谱、选峰等。  

光谱相加/相减 

1. 在 Spectral Processing 工具箱内打开 ProcessIt IR或或或或 ProcessIt Raman， 

a. 从“文件 > 打开光谱”导入第一个光谱， 

b. 从“文件 > 打开重叠光谱” 导入第二个光谱。 

c. “处理 > 光谱相加/相减”打开“相加/相减”对话框。 

• “实验光谱”是被处理的光谱， 

• “参照谱”是用来处理实验光谱的光谱。 

2. 点击“替换”按钮，处理好的光谱就会显示。 

 

注意:  “因子” 的定义：新谱 = 实验光谱 - (参照谱 x 因子)或 新谱 = 实验光谱 + (参照谱 x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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