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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kinElmer® 全新推出的同步热分析产品

系列可在单台紧凑型设备中实现重量信

号和热流信号的同步监测，赋予您双倍

同步热分析仪

简洁而不简单

全新设计的小体积 STA 仪器可以为您提供所需的全部性能。

紧凑型炉体赋予您更好的温度控制性能、更快速炉体冷却时

间以及更精确的测量数据。STA 6000 系统采用炉体上置式

设计，不仅方便样品的手动装卸，而且在面对高通量测试时

也可以配备自动进样器进而提高工作效率。

STA 产品系列可用于分析各种类型的聚合物样品

功能强大

的热分析能力，满足您不同的需求。

PerkinElmer 的同步热分析仪 (STA) 产品系列可实时监测样本重量

以及热流信号随温度或者时间变化曲线。凭借独创的传感器技术

和紧凑型炉体设计，我们的 STA 仪器可以胜任从常规品质检测到

科学研究等各个领域。因此，无论您从事的是无机物材料表征、

聚合物结构剖析、亦或是油品品质检测工作，STA 6000/8000 系

列产品将差热分析技术

（DTA 或 DSC）与久经验

证的热重分析 (TGA) 技术

完美融合，您都可以获得

可靠的测试结果和明确的

数据阐释。

自 1960 年以来，PerkinElmer 公司一直致力于高精度、

高灵敏度热分析前沿技术的开发。至今，凭借全套成熟

的分析仪器设备、定制化的软件支持以及 OneSource® 服

务支持团队，我们可以为全球任何热分析实验室提供全

面、可靠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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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控温 
量热能力
PerkinElmer 同步热分析仪无论用于常规

检测，还是用户科学研究都能够保证极高

的稳定性和使用效率。STA 6000 配备了 

PerkinElmer 公司最先进 SaTurnA ™ 传感

器技术，可以确保获得最好的温度精度和

温度准确度。加上久经考验的紧凑型炉体

设计，该系列同步热分析仪具备了快速的

升降温能力、最短的仪器稳定时间以及最

精确的温度控制能力。

STA 系列同步热分析仪具有宽广的工作温

度区间，最低工作温度达 15ºC，从而能

够捕获完整的水分或溶剂挥发过程。该系

列产品有两种型号可供选择，STA 6000
（标准型）和 STA 8000（高温型），您

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最适合您的一款仪器。

卓越的热分析性能，高效的检测通量 

本着高效的原则，STA 系列同步热分析仪

均采用了垂直式炉体和天平设计方案，易

于装卸样品。另外，该款仪器还集成了气

体质量流量控制器，操作者可在软件中方

便的进行气体流速的控制以及气体种类的

切换，赋予了操作者准确的控制测试环境

的能力。STA 6000 可配备高度集成化的

自动进样系统。独特的分体式转盘设计意

味着您可以在工作台上准备和装载样品，

然后再把样品载入仪器。

STA 系列仪器可同时采集样品的重量信号

（即 TGA 信号）、差热信号（即 DTA 模式）

以及 热流率信号（即 DSC (mW) 模式），

因此对于不同样品仅需单次实验，就可快

速的得到全面、准确的测试结果。此外，

PerkinElmer 公司提供的 STA 系列产品体

积小巧，可以确保您充分利用宝贵的实验

室空间。

从左到右依次是：陶瓷粘土、混凝土和地质铝土矿的同步热分析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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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热 
灵活性

覆盖 TGA...

• 成分分析 – 组分含量测定

• 分解温度测试

• 发动机油品挥发性测试（TGA 
Noack 测试）

• 填料含量测定

• 阻燃性研究

• 材料使用寿命预测（利用 TGA  
动力学软件）

• 挥发性成分测定（如水、油）

• 氧化稳定性测试

• 热稳定性研究

• 催化剂和煤炭研究

• 逸出气体检测（一站式联用解决

方案）

... 以及 DTA / DSC 全方位测试 
能力

• 熔融 / 结晶行为研究

• 玻璃转化温度测定

• 比热容量测定

• 动力学研究

• 相变和反应测定等等

STA 系列同步热分析仪外观小巧、结构紧凑，能够同时

进行 TGA 和 DTA/DSC 测量，可为众多应用领域提供

高质量的热分析数据。

从复合材料成分分析到动力学研究，STA 6000 可以提

供一站式的解决方案，是真正意义的实验室生力军。而 

STA 8000 则可以为燃料电池、陶瓷、催化应用和富有挑

战性的学术研究领域提供高温区间的热分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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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您从事何种行业，PerkinElmer 
都能为您定制全套解决方案。众多选择

陶瓷材料

瓷土广泛用于制造各类商品，从家

用水槽到陶瓷艺术品，可谓包罗万

象。除了水之外，粘土的主要成分包

含高岭土、长石、石英等天然物质

以及少量功能添加剂。这些成分的

最终比例会影响产品加工特性和成

品的外观质量。因此，人们为了得

到预期品质的成品，有必要对成分

的比例以及热行为做深入的定性和 

地质材料

DTA 和 TGA 长期以来一直被用于鉴

别矿石和其它材料的地质信息。利

用 STA 分析，可以同时从同一样本

中获得这两种信息。这意味着我们可

以避免由于样品之间的品质差异所造

成的数据误读现象。许多天然无机

化合物在加热时都会失去水合物中

的结构水或吸附水或从碳酸盐结构

中失去二氧化碳，而且在氧化或还 

原气氛中受热时，几乎都会经历不同

程度的化学反应。上述过程所表现出

来的 DTA 信号和 TGA 信号是有差别

的。因此，我们可以利用 STA 的热

流信号以及重量变化信号来高效的表

征这些反应历程。

建筑材料

现代文明离不开水泥材料，无论是高

楼大厦还是高速公路，都能看到它们

的身影。水泥的强度以及耐久性是人

们关心的重要指标，这两者主要取决

于初始混合物比例和凝固条件两大要

素。STA 8000 作为一款高效的同步

热分析仪非常适合用于研究水泥在凝

固反应中所产生的水合物和碳酸盐类

的混合物质。20 世纪 60 年代，在

高湿区域不当使用矾土水泥曾导致了

游泳池天花板崩塌灾难性的悲剧。

此后，DTA 和 TGA 两种仪器被用于

水泥材料的安全评估工作，人们发现

这类测试手段可有效的评估矾土水泥

等类似结构的安全性能。同步热分析

技术可以高效地开展这种类型的分析

工作，对于同一块样品实时采集重量

信号和热流信号，极大的提高了数据

的可靠性，最终提高了水泥的安全性。 

定量的研究，具体可以通过对混合

物的重量损失和热流信号的变化来

实现。STA 8000 可以通过重量变化

数据来定量分析粘土中的含水量和

高岭土的含量。同步采集的热流信

号则可以用于定量分析反应 / 结晶的

程度，这些性质往往决定了成品的

品质，这些产品决定了成品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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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成功之路

PerkinElmer STA 产品系列通过功能强大的 

Pyris® 软件进行控制。

仪器配有质量流量控制器，可以根据您的分

析需求保持稳定且精确的气体流速；如果您

需要进行气体切换，Pyris 软件可以方便的将

切换步骤编入温控程序中，全自动的进行气

体切换操作。

软件控制的质量流量控制器可以控制不同性

质的气体类型，如活性气体、惰性气体等，当

实验完成后，也可以为您快速清除炉腔内的残

余氧气或采用高温氧化法快速清洁炉腔，所有

这些操作均遵守良好实验室规范准则 (GLP)。

对于制药行业，用户可以选择购买 Pyris 软件

的 21 CFR 11 认证。

无论您的分析要求是什么，标配质量流量控

制器的 STA 6000/8000 都能高效监测和控制

所选气体流速。为了让您完全放心，Pyris® 软

件能够自动监测气体供应压力，当压力值低

于预设值时软件会提示您更换气源。

高度集成

如何在繁忙的实验室中高效使用热分析仪器？

STA 6000/8000 是您明智的选择！

STA 6000/8000 仪器可选配自动进样器，满足

您连续测试的要求，您可以在 Pyris 软件中独

立的为自动进样器进行编程（Player List）。软

件可以自动监测轻质炉体内的温度，并在 STA 

6000/8000 准备就绪之后自动载入下一个样品

进行测试。

无论您是经验丰富的科研人员还是刚接触热分

析的新人，通过使用 Pyris 软件和成熟的 STA 
技术，都可以快速、方便地运行您的实验，能

得到可靠的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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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KINELMER – 
强大的热分析能力

量身定制

PerkinElmer 公司可以提供全套的分析仪器设

备，因此我们可以为您提供最可靠、最精良的

定制技术以及最适合您的联用解决方案。您所

要做的仅是选定需要温度范围和模块化系统，

我们坚信一定能够满足您的需求！ 

强大的拓展能力

作为全球尖端分析技术开发的领导者，

PerkinElmer 充分了解如何将热分析的强大功能

与选择性分离技术以及不同灵敏度的检测技术

结合在一起。

联用分析技术往往可以有效简化数据分析的

难度，而 PerkinElmer 提供多种不同的分析技

术（红外、气质联用等等），均可以与 STA 

6000/8000 搭建联机工作站。我们储备了大量

分析技术的专业知识，因此 能够完美的将您的 

PerkinElmer STA 仪器连接到 PerkinElmer 红外 

(IR) 或 PerkinElmer 质谱仪 (MS) 或 GC/MS 上。

此外，您也可以选择定制接口将其它制造商的

实验室设备连接到您的 PerkinElmer STA 上。

PerkinElmer 所有仪器都享受我们全球服务网络

的全面支持，从而保障您的仪器始终处于稳定

和高效的运行状态。

STA-MS

将同步热分析仪和质谱仪联机使用开辟了一个

充满机遇的新世界，这种联用方式是开展产品

质量控制、产品测试、新产品升级和研发得力

工具。可以检测极低含量逸出气的结构。热质

联用技术室一种实时、高灵敏度的分析方法，

非常适合用于检测药物中的残余溶剂、测定聚

合物中的添加剂等多种应用场合。

STA-IR

红外光谱法与同步热分析仪联用技术是一种较为

经典的材料分析手段，并且是最常见的 EGA（逸

出气分析）形式。PerkinElmer 公司提供的热红

联用技术整合了公司在红外光谱仪和热分析仪的

丰富经验，赋予 STA-IR 联用设备非常优秀的检

测限，因而具有最佳的性能和最可靠的测试结果。

STA-IR GC/MS

STA-IR 和 STA-MS 都有各自的局限性，而通过将

多种仪器整合到一套系统中，可以优势互补产生

协同效应。在 STA-IR 联用系统中增加 GCMS 设

备，不仅可以提高信号的检测限，而且可以提高

分辨能力，扩大检测范围。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perkinelmer.com/sta8000 

我们在热分析领域有超过 50 年

的经验 – 没有谁比我们更了解

各种应用。我们在超过 150 个

国家或地区拥有 2000 名高素质

服务工程师，您可以相信我们的

支持网络能让您的仪器启动并

正常运行。

我们的服务涉及您使用的任何

制造商的所有实验室设备。我们

的服务器涵盖维护、验证和授

权，并且提供全面的培训、技术

支持和认证，能够专门为您的实

验室需求进行定制。

用我们的专业知识 
为您竭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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