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OSSIL
通过和显微镜结合的
数字成像系统进行反
射率分析的测试软
件。

FOSSIL  
支持在白光反射和荧光
模式下显微镜观察以及
煤质分析。

FOSSIL  
适配Leica和Zeiss等研
究级显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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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SSIL
主屏幕: 镜质体反射率测量

反射率范围
转换荧光照明模式

手动光照

预览反射率数值
反射率测量次数

自动光照

自然对比度 存储图片
实时图片

双目镜筒控制
最终测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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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对比度



直方图

白光反射和荧光

降低载物台

测量选项分类

green: 自动成功聚焦
聚焦当前图像低于一秒钟

反射率测量次数

此矩形内测试

保存当前图像

测量区域大小
 lens 20 x 1.7 μm² - 40 μm²
 lens 50 x 0.3 μm² - 6.3 μm²
测量过程中变化测量区域大小，改变反射率范
围，无需重新标定。

单张图片几次测量

选择显微镜镜头

 删除最终测试

自动载物台位置

煤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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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聚焦
易于表面同焦校准

图列

最大反射率测量
标准转动载物台；
自动中心校准
可选：
电动偏光器的电动XY载物台

煤质分析
 用户自定义模板
27种可选

Mosaic 扫描
– 快速浏览全部样品
– 无需校准
– 易于再定位

显微镜观察 
白光和荧光反射模式下观察拍照

随机反射率测量
交互式结合煤样显微组分分析

快速扫描
– 随机反射率图片
– 最大区域: 50 x 40 tails
–  获取时间: one sec. per tail

扫描图像可以用来
– 煤质分析和随机反射率分析

– 输出教学用图片

Scan / Mosaic

Focus fi 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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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SSIL-系统 多次被 ICCP (International Comitte for Coal 
and Organic Petrology)参与者用于岩相学成分分析

FOSSIL-系统符合以上标准所需测量要求。软件支持用户
测量煤样镜质体反射率（随机和最大值），鉴别和量化
多种混合煤质成分，从而鉴别出煤样的种类数目。

FOSSIL-系统结合50X物镜使用，测量光阑的最小尺寸为 
0.6μm x 0.6μm. 
因此，FOSSIL-系统特别适合测量弥散有机物成分的反射
率(ASTM D7708-11).

光谱测量
FOSSIL-系统可扩展测量在400-800nm内，反射光谱和荧光
光谱信息 ，光谱仪被整合在  FOSSIL-软件内。标定的荧
光强度是使用校准灯处理的(3000K).

 ISO 7404  ASTM D2798  ASTM D7708  AS 2856 

标定的反射率测量是使用著名的光谱折射色散的玻璃标准
品进行处理的。我们使用Zeiss光度计模块MCS-CCD UV-
NIR，整合作为一个模块集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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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ing with the Leica DM 4P Microscope

特别设计的LED-illumination

发展解决煤岩和有机岩相学软件及硬件结合使用的解
决方案，始于1973.

我们的解决方案被世界各地的实验室广泛采用：7 个在 
非洲，5个在北美，4个在南美，3个在亚洲，13个在澳
洲，18个在欧洲。（截止于9/2015）

我们特为显微镜LED照明进行了专业的设计，使其能
非常好的匹配  FOSSIL 软件。

我们极为重视FOSSIL的长期进步发展以及售后服务，
我们的研究室配备了：

Leica DM4M
电动载物台和自动聚焦观察反射，荧光，透射，
转动载物台和自动偏光器进行最大反射率测量

Leica DM4P 

Leitz 正交设计结合 Berek Pol-Illuminator 
 进行 FOSSIL 软件测试

为了获得新系统，我们实验室引进新的显微镜，我们
及其仔细的检查和调试全部系统，保证每一台仪器能
完美的运送到客户手中。

此系统的培训可以预先在我们实验室进行，或者交货
后在客户实验室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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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载物台集合聚焦控制，自动照明镜进
行反射和荧光观察，及自动偏光器进行最
大反射率测量



煤样镜质体反射率测量和煤显微成分分析

传统光度计 FOSSIL mot FOSSIL man

样品观察 双目镜筒 PC 显示屏, 实时成像 
或双目镜筒

PC 显示屏, 实时成像 
或双目镜筒

样品移动 手动 XY 载物台 PC控制电动载物
台

手动 XY 载物台

聚焦控制 手动 电动, 鼠标或者自动聚焦 手动

测量区域位置 移动XY 载物台到测量
区域

使用鼠标移动测量区域到
最适合的位置

使用鼠标移动测量区域到
最适合的位置

测量点直径 如果不重新定标，测量点
在测量过程中不可变

无需重新定标，测量点
在测量过程中可变

图像亮度 定标后不可变化 测量过程中可以变化 测量过程中可以变化

图像文件 不集成，与软件独立分
开配备

测量区域的图片可以和反
射率值进行保存

测量区域的图片可以和反
射率值进行保存

荧光观察 没有整合在测量过程
中

测量过程中可进行荧
光观察和图像记录

取决于显微镜配置

最大反射率测量 转动载物台，手动调
整物镜中心 

转动载物台，自动校准载物台
中心。
可选:
电动XY 载物台结合电动偏光
器

转动载物台，自动校准载
物台中心。

煤显微组分计数点 需扩展仪器 计点功能可以通过软件和自
动载物台实现

计点功能可以通过软件实
现

反射率测量和煤岩显微组
分分析

一般为反射率测量 结合随机反射率测量 

扫描功能 n. a. 拼接再现测量区域 n. a.

扫描反射率测量 n. a. max 2500 个,  
600 个/ 10 min

n. a.

无需重新定标，测量点
在测量过程中可变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26号中关村创业大厦410室  
电话：010-82782023    
邮箱：info@peakscience.cn

www.peakscience.cn



北京培科创新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培科创新技术有限公司专注于为科研、刑侦、煤炭矿产以及光学科

学等领域提供先进的实验室仪器设备、光学元件、标准及技术服务的科技型

企业。公司技术力量雄厚，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 

北京培科创新技术有限公司代理多种微区光谱分析仪器、成像分析系

统和光学元件，主要有显微分光光度计，显微拉曼分析系统，高光谱成像系

统，紫外成像等。同时依托自身销售和客户服务优势，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自

主技术创新和仪器研发制造，形成自主产品研发、制造、销售、服务为一体

的创新型高科技企业模式。 

北京培科创新技术有限公司一贯非常重视为客户提供优质的售后服务，

以支持我们客户的成功！本公司技术人员素质高，服务质量、效率、态度等

各方面都得到国内客户的好评。为了确保我公司所提供设备的优质运行，本

公司一直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快速、便捷、高质量的仪器售后维护服务。 

电话：010-82782023 

网址：www.peakscience.cn 

邮箱：info@peakscience.cn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创业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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