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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57年以来，LINSEIS公司一直在热分析和热

物理特性测量领域提供卓越服务、专业知识，

以及领先的创新产品。

创新与客户满意度是我们不懈的追求。

 

LINSEIS是客户满意、创新、灵活和高品质的代

言人。基于这些，我们公司在尖端科学和工业

组织中享有卓越的声誉。多年来，LINSEIS一

直提供高度创新的标杆产品。

LINSEIS的热分析业务部门负责用于研发和质量

控制的全套热分析设备。我们支持在聚合物、

化学工业、无机建设材料和环境分析等领域的

应用。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热分析仪器，分

析固体、液体和熔体的热物理特性。

LINSEIS在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我们用最高的

标准和精度开发制造热分析仪器和热物理测试

设备。由于我们的创新动力和高精度，我们成

为领先的热分析仪器制造商。

热分析测试仪器开放需要大量的研究和高精确

度，LINSEIS秉承客户至上的理念全情投入这项

事业。

Claus Linseis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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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我们希望为客户提供最新、最好的技术热分析设备。 我

们的目标是不断开发新技术，以便能够在科学领域不断做

出新的探索，服务于科研和社会。

德国工艺

尽职和责任是我们一直所追求的目标，这一理

念已经深入到我们的企业文化中。德国的工艺

和严格的质量控制对我们的发展历史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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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示扫描热量仪

Chip-DSC 100 Chip-DSC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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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SC 原理

无与伦比的性能

  

  

 

          差示扫描量热法（DSC）是当前最流
行的热分析技术，该技术可测量随温度
变化的吸热和放热转换量。
    差示扫描量热仪可用于表征聚合物、
药物、食品/生物制品、有机化学物和无
机物的特征。该仪器测量的转换量包括
玻璃化转变温度（Tg）、融化温度、结
晶温度、固化温度、固化动力学、氧化
开始温度和热容量。

具有革命性的传感器设计——在同一传
感 器中集成热通量和功率补偿传感功能
无以伦比的灵敏度——可用于检测熔点
和弱转换
基准分辨率——精确分离似然事件。
可靠的自动化性能——多达40或80个位
置的自动采样器。
最宽的温度范围——每次可测量的温度
范围为-150 °C至600°C

•

•

•
•

•

          林赛斯差示扫描量热仪（DSC）符合多种
国家和国际标准（如，ASTM C 351，D 3417
， D 3418，D 3895， D 4565，E 793，E 794，
DIN 51004、51007、 53765和65467，DIN EN 
728、ISO 10837、11357和1140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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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芯片技术

上述芯片设计可使得该仪器具有卓越的可再现性，并配备

有重量较低且功能卓越的温度控制装置。该仪器的加热速

率可高达000°C/min。集成式传感器不但便于用户更换，

而且价格低廉。

芯片式传感器的集成设计可为用户提供极为可靠的原始数

据，并且在无需实施热流数据预先或事后处理的条件下，

即可直接完成分析过程。

革命性的传感器理念

全新的芯片式DSC传感器中集成有DSC所需的全部主要部件。加热炉、传感器和电子元件均集成在小型化的外

壳中。该芯片包含化学惰性陶瓷材料制成的加热器和温度传感器及金属材料制成的加热器和温度传感器。

革新性差示扫描量热仪（DSC）
可满足用户应用需求的集成芯片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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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样本

样品

加热炉

温度传感器

加热器

New chip 
technology

芯片体积缩小：尺寸近似于内存卡

占用空间极小

该仪器具有的紧凑型结构，不仅可大幅降低生产成本，而且还可进一步使客户受惠。低能耗和无以伦比的动态响应功能，

使这一具有革命性的DSC概念型仪器具有极其卓越的性能。 

新技术使得DSC实现小型化

Usual D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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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装置
珀尔帖冷却系统（0 – 600°C）
该系统为珀尔帖冷却热交换系统。简易的附属

装置可使得DSC传感器的启动温度降低至0°C。

鉴于传感器的热质量较低，因此DSC当前可自

10°C开始实施线性加热过程。在该启动温度条

件下，该仪器可对90%的聚合物实施评估进

程。

闭循环内置冷却器（-100 – 600°C）
该冷却器为闭循环冷冻冷却系统，并可将温度

冷却至-100°C。利用该内置冷却器，用户无需

重新装填LN2即可完成冷却进程。

LN2冷却系统 (-150 – 600°C) 

该可控冷却系统适用于最低为-150°C的超低温

应用环境。其附属装置可为所有可用功能选项

提供极佳的灵活性和冷却能力。

DSC-样本压片机

为获得最佳的样本制备效果，用户可使用该仪

器中配备的两种不同的人体工程学样本压片

机。其中一个可用于压力坩埚，另一个可用于

标准样本槽和密封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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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p-DSC 10 Chip-DSC 100

温度范围 -150°C（可提供适当的冷却选
项）至+600°C

(帕尔贴冷却系统, LN2 冷却系统)

–180°C 至 +600°C

(配备珀尔帖冷却系统、
闭循环内置冷却器和
LN2冷却系统)

加热/冷却速率 0,001 至to 200°C/min 0,001 至 to 1000°C/min

温度准确度 +/- 0.2K +/- 0.2K

温度精确度 +/- 0.02K +/- 0.02K

数字化分辨率 1680万点像素 1680万点像素

分辨率 0.03 µW 0.03 µW

气氛 惰性, 氧化 (静态, 动态) 惰性, 氧化 (静态, 动态)

测量范围 +/-2.5 up to +/-250mW +/-2.5 up to +/-250mW

校准材料 包含 包含

校准周期 建议每隔6个月实施一次 建议每隔6个月实施一次

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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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全新的Rhodium软件的直观数据处理过程

仅需输入极少量参数，因此该软件可大幅改善

用户的工作流程。

在标准化流程评估过程中，AutoEval 可向用户

提供宝贵的指导意见（如玻璃化变点或熔点）

热库产品识别工具可为用户提供600种聚合物

的数据库，并允许用户在实施聚合物测试过

程，使用自动化识别工具。

通过移动设备实施仪器控制及/或监测，可使用

户随时控制仪器。

•软件包可与最新的Windows操作系统相兼容。

• S设置菜单条目

•所有特定的测量参数（用户、实验室、样本、

公司等）

•可选择的密码和用户层级

•撤销和重新启动任何步骤的功能

•无限制的加热、冷却或暂停时间段 

•多种语言版本，如：英语、德语、法语、西

班牙语、中文、日语、俄语等（用户可自行

选择。）

•评估功能。软件具有一系列可全面评估所有

类型数据的功能。

•多种平滑模式

•完整的评估历史数据（可撤销任何步骤）  

•可同时完成评估和数据采集 

•可使用零点和校准校正实施数据校正过程。  

•数据评估功能包括：峰值分离软件信号校正和
平滑处理、一阶和二阶导数、曲线算术值、数
据峰值评估、玻璃化变点评估、斜率校正、缩
放显示 / 单区域显示、多重曲线叠加、备注和
绘图工具、复制到剪切板功能，多个图形和数
据导出功能、参考基准校正。 

HDSC— 特征项：
•  玻璃化转变温度

•  复杂的峰值评估

•  样本温度的多点校准

•  焓值变化的多点校准

•  热流的Cp校准

•  信号控制测量程序 

软件
林赛斯智能软件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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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学数据库

LINSEIS热库软件包是作为知名用户友好的

它几乎集成在我们所有的工具中. 

测量和匹配的参考曲线(绿色)和参考曲线不合适(红色)

热学数据库软件提供数千个材料的参考资料和

标准，使您可以在1 - 2秒内将完整的曲线

与一个数据存储的标准进行比较。

通用-仪器

所有LINSEIS设备如：DSC, DIL, STA, 

HFM,LFA,等.可以从一个软件模板控制

报告生成器

模版可以非常便捷的选择生成自定义测量报

告.

数据库

最先进的数据库设计，使数据更便于处理.

多国语言 

我们的软件支持不同语言切换，如:英语、

西班牙语、法语、德语、汉语、韩语、日

语等.

多用户

管理员可以生成不同的用户级别，以提

供不同的操作该工具的权限。还有一个可

选的日志文件

动力学软件

.动态分析（DSC, DTA, TGA, EGA (TG-MS, 

TG-FTIR)原材料和产品的热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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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WN测试应用实例
TAWN测试第1部分— 分辨率

范围

使用4,4'-氮氧基茴香醚作为参考材料可实施

TAWN测试。该参考材料可在120℃形成液态结

晶相，在134℃转化为液相，并且在转化为液

相的过程中，存在规模较小的活化能障碍。

在TAWN测试中，利用上述“双峰”状态可进

一步调查DSC系统的灵敏度和分辨率，并可比

较不同的DSC仪器。

对于这种由两部分构成的测试，必须使用开口

型铝坩埚。周围环境应为空气、氩气或氮气环

境。在本测试实例中，我们使用空气环境。

该项测试的第1部分中，我们可使用5mg测试材

料，实施分辨率调查进程。

我们需要首先在20k/min的加热速率条件下，

测量双方值，并根据两个峰值之间的基线值和

第二个峰值的最大值的比值，实施评估进程。

该比值的定义为R（20）-基线值/峰值最大值。

该比值可为我们提供第一个TAWN结果常数。

结果：

根据TAWN1测试要求，我们已在静态空气环境

下，使用铝坩埚实施该项测试，并已测量两峰

值之间基线值和第二个峰值最大值的比值。该

项测试的测量结果是：两峰值之间的基线值为

1.64 µV，第二个峰值的最大值为5.50 µV。上述

两测量值的比值为R（20）=0.298。这也就意

味着芯片式DSC的分辨率类似于市场中的顶级

同类产品。

林赛斯芯片式DSC TAWN 1分辨率测试（20k/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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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WN测试第2部分— 灵敏度

范围:

TAWN测试协议的第2部分用于评估DSC仪器的

灵敏度。为完成该目的，我们应使用极少量的

测试材料（0.25mg），在极低线性加热速率

（ 0.1 K/min）条件下，测量第2个峰值。最

终，我们将可推导出峰值/噪声比，并进一步按

照TAWN II测试要求，获得灵敏度系数S（0.1）

结果：

在指定测试条件下（加热速率为0.1k/min, 样本

质量为0.25mg），我们获得的芯片式DSC的峰

值/噪声比为4.39 µV/ 0.87 µV。进而我们可推导

出该仪器的灵敏度为S（0.1）=5.034。这表明

该仪器具有极佳的灵敏度.

林赛斯芯片式DSC TAWN 2 灵敏度测试（0.1k/min, 0.25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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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测量PET颗粒

聚合物分析是DSC的主要应用之一。在聚合物

分析中，我们感兴趣的事项是玻璃化转变、熔

点和结晶点的影响，但在通常情况下，很难完

成此类事项的检测进程。新型的林赛斯芯片式

DSC具有高分辨率和高灵敏度特性。这使得该

仪器成为实施聚合物分析的理想工具。在本测

试实例中，我们首先将PET颗 粒加热，并通过

骤冷处理，使其在无定形状态冷冻。然后我们

使用芯片式DSC，按照50℃/ min的线性加热速

率实施测量进程。该曲线图展示出，PET颗粒

在77℃呈现出明显的玻璃化转变，随后在

170℃呈现出无定形重结晶状态，并在295℃达

到熔融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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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道式冷却曲线

无主动式冷却器条件下的快速冷却速率

林赛斯芯片式DSC可在无需任何主动式冷却器

的条件下，提供最快的弹道式冷却速率。鉴于

该仪器具有热质量低和传感器设计新颖的特

性，因此在最高温度至 100°C的冷却过程中，

可提供200°C/min的冷却速率，在100°C至室温

的冷却过程中，可提供 50°C/min的冷却速率。

在本测试实例中，我们从400°C等温线温度开

始实施弹道式冷却进程。最终冷却至50°C的时

间仅为3分钟。当然，我们也可以在冷却阶段

实施评估进程。此类评估同样不会存在任何灵

敏度或准确性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