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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我们确信，本手册中以及用于支持本仪器的软件的相关联机帮助中所包含的材料足以满足本仪器的使用要求。如
果本仪器或这些过程用于此处所述之外的用途，则必须经 TA Instruments 确认它们的适用性。否则，TA Instru-
ments 不对任何结果进行担保，并不承担任何责任或义务。TA Instruments 仍保留修订本文档且在不事先声明的情
况下进行更改的权利。

TA Instruments 享有本文档所涉及的专利权、专利应用权、商标、版权或其它知识产权。除非 TA Instrument 的书
面许可协议中明确规定，否则本文档不提供任何有关这些专利、商标、版权或其它知识产权的许可。

TA Instruments Operating Software 以及 Module、Data Analysis 和 Utility Software 及其相关的手册和联机帮助
是 TA Instruments 的资产，其版权归 TA Instruments 所有。我们授予购买者在其购买的模块和控制器上使用这些
软件程序的许可。未经 TA Instruments 事先书面同意，购买者不得复制这些程序。每套经过许可的程序仍为 TA
Instruments 的独有资产，购买者不享有除上述权利和许可之外的任何权利和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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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信息：TA Instruments 手册附录

请单击以下链接，访问有关本《入门指南》的重要补充信息：

• TA Instruments 商标

• TA Instruments 专利

• 其他商标

• TA Instruments 最终用户许可协议

• TA Instruments 各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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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告诫和警告

以下约定贯穿整个指南，用于在您阅读这些说明的过程中指出各个重要事项。

“注意”突出有关设备或过程的重要信息。

“告诫”强调必须正确地遵循某个过程，否则会损坏设备或导致数据丢失。

“警告”指出必须正确遵循某个过程，否则会危害到操作者或周围环境。



Universal Analysis 入门指南6



Universal Analysis 入门指南 7

概述

TA Instruments 的 Universal Analysis 2000 程序可以分析来自各种热分析仪器的数据。程序中的诸多选项可以让
您自定义如何使数据图表化，以及如何为用于分析的数据限定范围。

分析数据文件的逻辑顺序如下：

• 选择一个数据文件
• 验证样品信息
• 绘制曲线图
• 重定曲线图刻度和自定义曲线图
• 分析数据
• 查看和/或打印结果报表。

在您阅读本手册的过程中，请记住，我们这里所展现的只是有关启动和运行本程序的基本信息。本手册提供一
组简要的说明来对数据文件进行分析。有关使用 Universal Analysis 的更详细的信息，请参考与本程序相关的
Universal Analysis 联机帮助。

启动 Universal Analysis

要启动 Universal Analysis 程序：

选择开始/程序/TA Instruments/
Q Series/Universal Analysis 或者双
击快捷方式图标（如果可用）。将显
示启动窗口。

注意：使用 Advan-
tage IntegrityTM

选项操作 Universal
Analysis 与标准
操作略有不同。有
关详情，请参阅
Advantage Integrity
入门指南 和联机帮
助文档。

第 1 章
Universal Analysis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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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一个数据文件

本软件  附带一些演示用的数据文件，供您在学习如何操作本软件时使用。本章中，我们将使用一个名为
DSC-PET.001 的演示文件。

要找到并打开磁盘中的数据文件，请遵循以下步骤：

1. 单击  或从主菜单中选

择文件/打开，将显示此
处所示的窗口。

2. 定位到 TA\Data\DSC 文
件夹，找到 DSC 演示文
件。选择 DSC-PET.001 演
示文件。单击此文件。如
果此前选中了预览框，则
将显示样品信息的预览。

3. 单击打开。将显示右图所
示的数据文件信息窗口。
（要绕过下面的窗口，您
可以选中上述窗口中的快
速打开框。）

4. 对屏幕上显示的信息进行必
要的更正。

5. 单击信号按钮。将出现如下
页所示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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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信号

信号选择窗口（此处所示）用
于选择那些将用于绘制分析数
据的信号。

1. 选择要绘制的 Y 轴信号，
并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它们
的“类型”。在本例中，
选择“热流”及“正常”
类型作为 Y1 信号。

2. 从窗口底部显示的单选按钮
中选择要绘制的 X 轴信号。
在本例中，选择“温度”。

3. 当已经选择了要绘制的信
号后，单击确定按钮。将
显示下面所示的窗口。

注意：单击保存按钮
将本窗口列出的程序参
数保存到程序的 .ini 文
件中。

当显示数据文件曲线图时，您可以选择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重定曲线图的刻度。
•限制可用于分析的数据。
•自定义曲线图。
•分析数据。
•等等。

可以通过菜单或工具栏访问 Universal Analysis 程序的各种功能。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Thermal Advan-
tage Universal Analysis 联机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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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栏图标 工具栏
窗口标题栏

数据文件
标题栏

最小化/
最大化/
关闭按钮

主菜单
数据文件曲线图

窗口的各个部分

通过 Universal Analysis 主窗口，可以访问自定义和分析数据文件曲线图所需的所有功能。

在 Universal Analysis 中可以同时打开多个数据文件窗口和曲线重叠绘图。窗口的标题栏标识数据文件。本节提
供有关主窗口的基本信息。

在与 Universal Analysis 相关的文档和联机帮助中，将看到多处引用到下图所示的窗口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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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菜单

主菜单用于访问可执行于数据文件的各种功能。当您首次打开 Universal Analysis 时，
将有一个如右图所示的受限制的菜单可用。

在您已经打开一个数据文件后，其余的菜单选项则变得可用，如下图所示。

下表提供了主菜单项的
简要说明。

   菜单 说明

文件 使用“文件”菜单打开一个数据文件并执行各种功能，如关闭任何打开的窗口、保存分
析、导出数据和打印等。

编辑 使用“编辑”菜单对当前的曲线图执行各种编辑功能，如删除和调整结果以及批注曲

线图。

重定刻度 使用“重定刻度”菜单选项更改界限点和分析范围。您可以通过使用这些选项来更改要
分析的曲线图的轴刻度并放大曲线图的某个部分。

曲线图 使用“曲线图”菜单选择各种选项，这些选项允许您通过更改信号、单位、参数、数据
界限、重叠曲线等设置曲线图。

分析 使用“分析”菜单选择要对当前数据文件所执行的分析类型。本菜单反映了适用于当前
活动的特定数据文件类型的分析类型。

工具 使用“工具”菜单从可执行于当前曲线图的各类功能的列表中进行选择。您可以平滑、
移位和/或旋转曲线，以及在某个轴上执行线性变换。如果您改变了想法，可以删除曲
线移位。

宏 仅当安装了“自动分析”选项时，本菜单才可用。使用“宏”菜单从功能菜单中进行选
择，用以创建和编辑宏，这些宏用于自动执行数据分析。

视图 使用“视图”菜单查看和编辑各种报表，包括客户报表和电子表格。

窗口 使用“窗口”菜单以不同的配置排列当前打开的各个窗口。

帮助 使用“帮助”菜单访问帮助主题、联机手册和产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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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栏

在 Universal Analysis 主窗口的
顶部是一个工具栏，使用工具
栏，通过单击某个按钮，可以执
行与菜单相同的操作。

您可以自定义工具栏以反映最常用的那些选项，方法是从菜单中选择文件/选项（或单击    按钮）以显示主要

选项窗口。单击工具栏页并设置希望的工具栏项。上图显示通常的工具栏设置。如果您无法记住各图标所表示的含
义，只需将光标定位在按钮上，此时将显示一个小矩形，其中有该按钮的名称。这称为“交叉帮助”，可在主要选
项窗口中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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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放框

执行基本程序操作

本手册中解释三种基本操作：重定刻度、分析峰值积分以及获取报表。有关更多详情，请参考 Universal Analysis
联机帮助。

重定曲线图的刻度

分析曲线上的数据时，放大要分析的部分通常会简化分析。要进行放大，可以使用缩放框或重定刻度的其它某个
选项。

使用缩放框

缩放框可以最快地重定刻度。通过使用鼠
标，可以轻松地扩展曲线的某个部分以进
行分析。要放大曲线上某个特定部分以进
行分析，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指针放到要放大的一般区域，并按
住鼠标左键。在移动鼠标的过程中，
将从原点位置绘出一个缩放框（如右
图所示）。移动鼠标来绘制一个框，
使其能包围曲线上要放大的区域。

2. 释放鼠标。如果所选区域合适，将指
针移动到框中并单击鼠标左键。该区
域将放大，如下图所示。

可重复使用此过程来放大曲线上较小的部
分。要返回到最近的刻度更改，可按下
Ctrl-U （前一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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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菜单重定刻度

您也可执行更多特定类型的重定刻度操作。从主菜单中选择重定刻度。

从菜单中显示的重定刻度选项（如下表所述）中选择一个选项。

   菜单项 说明

手动 用于输入表示开始、停止、标值间隔、刻度间隔和标值偏移的数字值。

缩小 当选择“缩小”选项时，将减小图像尺寸，使其变小。每单击此选项一次，将缩小一级。快
捷键：Ctrl-Z

前一界限 “前一界限”选项将按照曲线图在最新刻度更改之前的情形重绘它。此菜单选项仅影响从
“重定刻度”菜单中选择的刻度选项，并不影响对颜色或批注所作的更改。再次选择“前一
界限”将曲线图返回到最新的更改。快捷键：Ctrl-U

满 “满刻度”选项按照从数据文件中生成曲线图后的首次显示的情形重绘该曲线图。曲线图
刻度 自动定标到仅选定坐标轴（“坐标轴满刻度”）或全部坐标轴（“全部坐标轴满刻度”）

的最小和最大数据值。

相同刻度 当选择“相同刻度”选项时，所有具有相同单位的坐标轴自动定标为相同的坐标轴刻度。
最大的刻度极大值和最小的刻度极小值用作刻度界限。

通用 （适用于两个或更多坐标轴的曲线图。）调整所有通用坐标轴（它们的单位相同），使其
刻度 与选定的坐标轴具有相同的刻度大小。

坐标轴 （适用于两个或更多坐标轴的曲线图。） 当选择“坐标轴堆叠”时，将调整 Y 轴，
堆叠 从而令这些轴上的曲线堆叠，一条曲线叠加到另一条曲线上，而不会使某个轴上的曲线覆

盖其它轴上的曲线。

X 轴 选中此选项将使用数据文件或重定刻度缩放框中 X 坐标的精确范围绘制坐标轴。如果不
精确刻度 选择此菜单项，则自动定标数据（当可用时）。如果未选精确刻度，将使用均匀分布的坐

标轴标值（位于绘图的各个角）绘制绘图轴。这是默认设置。

Y 轴 选中此选项将使用数据文件或重定刻度缩放框中 Y 坐标的精确范围绘制坐标轴。如果不
精确刻度 选择此菜单项，则自动定标数据（当可用时）。如果未选精确刻度，将使用均匀分布的坐

标轴标值（位于绘图的各个角）绘制绘图轴。这是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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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Universal Analysis 程序的主要用途当然是对从各种分析仪器获取的数据文件进行分析。要访问分析菜单以实现
此目的，您可以：

• 从主菜单中选择分析，显示下拉菜单。
    或者

• 将指针定位到曲线图区域并单击鼠标右键以显示弹出菜单。

注意：可以从主菜单中选择文件/选项/弹出菜单页来自定义弹出菜单。

下表简要说明了常用的分析选项。有关所有分析选项的信息，请参考上下文相关的帮助、“如何...？”帮助或者
Universal Analysis 程序中的联机帮助。

选项 说明

峰值 计算热转换、熔化峰始点温度、最大温度峰值和峰面积。
积分

峰 确定峰点相对于一条线性基线的高度。
最大

信号 用于计算两个选定点之间的最大信号值。
最大

信号变化 用于确定一条曲线上两点之间信号的变化量。从选定起点绘制一条水平直线，从选定终点绘
制一条竖直直线，令它们相交。将报告出这些点之间的差值。

玻璃化 通过计算阶跃转变的始点、终点和拐点来确定聚合物的玻璃化转变或转变温度。
转变

始点 确定任何可更改基线斜率的热转变的始点。

斜率 计算曲线中选定区域的平均斜率。

第 2 章
分析曲线

（本表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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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说明

执行 绘制另一条曲线的数据的积分。
积分 （当 Y-4 轴曲线为空时可用。）

曲线值 确定曲线上任意点的X 和 Y 坐标。
于 X/Y

在 X 和 Y 轴 确定曲线图界限中任意点的 X 和 Y 坐标。
标值

分析 使用“分析范围”选项从原始 X 轴范围的部分中设置分析范围，进而将要分析的数据限定在
范围 所选的范围中。这些分析功能将看不到此范围之外的数据，但是仍然保留已经在这些曲线上

执行的分析。

宏 使用此菜单选项从显示的列表中打开一个宏。宏用于执行数据文件的“自动分析”。如
果尚未创建宏，则此列表中不显示任何项。

选项 使用“分析”菜单中的“选项”菜单项可设置在分析数据文件时使用的参数。

注意：根据信号类型（如 DSC、TGA、TMA、DMA 和 DEA）的不同，分析菜单中可能出现
其它选项。

求峰值积分

本节中，我们将使用峰值积分线性分析选项来演示基本的分析步骤。可以将这些基本步骤应用于 Universal Analy-
sis 程序中所有类型的分析。有关分析选项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Universal Analysis 2000 联机手册、“如
何...？”帮助或上下文相关的帮助。

我们将通过分析/峰值积分/线性选项来使用线性基线执行峰值积分。线性基线定义为在选定的起始和结束界限之
间绘制的一条直线。它用于当基线随时间线性变化时。

1. 单击曲线图中所需轴上显示的适当 Y 数字标值以选择该轴（如果显示有多个 Y 轴）。

2. 从主菜单或弹出菜单中选择分析/峰值积分/线性，或单击  按钮。

将显示许多标记。（请参见第 18 页和第 19 页上有关选择标记、定位标记和激活标记的提示。）

3. 在曲线上要作为基线起始端（在转变之前）的点上双击，放置第一个标记。下一个标记将成为活动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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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曲线上要作为基线结束端（在转变之后）的点上双击，放置第二个标记。

5. 单击鼠标右键以显示分析弹出菜单（此处所示），然后选择接受界限（或按 Enter 键）。
将显示峰值积分分析结果。请参见下图示例。

注意：您可以更改此分析的参数，方法是设置分析选项 – 始点/峰值积分
页上的选项。



Universal Analysis 入门指南1 8

有关使用标记的提示
（定位和选择）

标记是一些直线，用于在重定刻度和分析操作中选择曲线图上的点。当使用标记时，请牢记以下提示：

活动标记和非活动标记

• 在任何时刻，仅有一个标记是活动的。

• 根据操作或文件的不
同，可以用两种方式表
示活动的标记：作为一
条全长度的竖直和水平
线，或者仅是一条竖直
线或水平线。

• 非活动标记通常显示
为一个十字线。请参见
右图。

移动活动标记

• 要使用鼠标移动活动标记，请执行以下步骤：

1. 用鼠标左键抓住标记，如下所述：将该点放置到十字线的交点上或单条线上的任意位置。按住鼠标左键。

2. 将标记拖到希望的位置，并释放鼠标。

• 要使用键盘来移动活动标记，可使用左右箭头键来移动标记，或者按住 Ctrl 键，同时使用箭头键可将标记每

次移动 10 个像素。

• 要快速移动活动标记，还可以将指针放置到希望的位置，并双击鼠标左键以将标记移动到该点。此操作将使得
下一个标记成为活动标记。

活动标记

非活动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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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标记

要激活（选择）下一个标记，可以使用以下任意一种方法：

a. 将指针放置到非活动标记上并单击鼠标左键。

b. 单击鼠标右键以显示分析弹出菜单（此处所示）并从菜单中选择下一个点。

输入标记的手动界限

要使用键盘以数字方式输入标记位置的界限，当标记显示在
曲线图上时，执行以下步骤：

1. 单击鼠标右键以显示分析弹出菜单并从菜单中选择手
动界限。将显示此处所示的窗口。

2. 输入希望的界限点并单击确定按钮。将使用输入的界限
执行分析，并显示结果。

打印绘图

在使用 Universal Analysis 程序的过程中，随时都可以打印绘图。

要打印绘图，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其中包含要打印的曲线的窗口。可以使用窗口菜单或直接单击想要的窗口来选择它。

2. 从主菜单中选择文件/打印。将显示标准的打印窗口。选择确定按钮使用默认的打印机和所示的选项进行打印。

或者

2. 单击    按钮直接打印到默认的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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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并查看报表

Universal Analysis 包含许多不同类型的报表，可以使用视图菜单来查看、编辑或打印这些报表。另外，可以使
用自定义报表选项创建自定义的报表。下面列出有关所有视图选项的简要说明。标有星号 (*) 的项仅可用于 Uni-
versal Analysis 2000 并需要 Microsoft Word® 或 Microsoft Excel® 才能正常工作。

选项 说明

结果 使用此功能以书面的报表形式或电子表格* 形式查看分析结果。

数据表 使用“数据表”功能以报表或电子表格* 形式显示数据文件中的样品信息或原始数据点。对于
多路数据，如频率或振幅，将为每个多路值生成单独的表。

参数 使用“参数块”功能查看在获取数据文件中保存的数据时所使用的一列实验参数。
块

方法 使用“方法日志”功能查看在获取数据文件时所使用的一列方法分段。
日志

每种实验方法都是由一组分段组成的，它们是一些要发送到分析仪器的预编译指令。

分析日志 此功能可以查看每个打开的数据文件中所有用于操作和查看数据的步骤。分析日志捕捉这
些步骤，并允许查看和打印它们。还可以使用“宏/复制/分析日志”菜单项将分析日志转
换为程序宏。

当前 使用“当前宏”功能查看当前打开的宏中的步骤列表。
宏
报表

自动队列 使用“自动队列报表”功能查看自动分析的自动队列中包含的记录列表。每条记录都由
报表 数据文件名、宏文件名和关联的宏组成。

自动队列 使用“自动队列日志”功能查看自动分析过程中包含的结果日志。日志中的每项都由
日志 通过/失败消息、数据文件名、宏文件名、关联的宏和一段简短注释组成。

报表 使用“报表编辑器”功能打开“报表编辑器”程序。（其它报表选项与“自动分析”选项
编辑器 一起使用。）

电子 使用此功能打开 Microsoft Excel® 程序并打开一个空白的表格。
表格*

（本表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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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说明

自定义 选择视图/自定义报表/新建来创建和编辑自定义的 Universal Analysis 报表模板。
报表**

 * 需要 Microsoft Excel®，它是 Microsoft Corporation 的注册商标。

   ** 需要 Microsoft Word® 和 Microsoft Excel®，它们是 Microsoft Corporation 的注册商标。

查看报表

要在 Universal Analysis 中查看、编辑或打印各种类型的报表，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其中包含要用于生成报表的曲线的窗口。可以使用窗口菜单或直接单击想要的窗口来选择它。

2. 从视图 菜单中选择一个可用的选项。（有关可用的视图选项，请参见从上一页开始的表格。）

3. 使用可用的功能编辑或打印报表。

请参见此图，它
是结果报表的一
个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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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电子表格程序

使用视图/电子表格功能打开 Microsoft Excel® 程序（其必须安装于您的系统中），连同打开一个空表格。

注意：如果要将数据文件导入到 Microsoft Excel，请从菜单中选择视图/数据表/电子表格。

如果在使用本程序的过程中需要帮助，请参见程序随附的文档。

创建自定义报表模板

“自定义报表编辑器”用于创建和编辑自定义的 Universal Analysis 报表模板。模板是使用任意数目的报表对象（如

绘图、结果、参数、方法日志、数据表等）创建的。可以按照需要改变报表对象框（表示绘图、结果等）的大小和位
置以适合单页纸面。在创建并保存模板文件后，可以将其重复用于不同的数据文件，甚至可以将其链接到一个“自动

分析”宏，以便将来自动进行分析及产生报表。

“自定义报表编辑器”程序要求计算机中安装有 Microsoft Word® 97 或 Word 2000。为了使用电子表格功能，您
的计算机上必须安装有 Microsoft Excel®。

您创建的模板可以只需要一个文件或使用多个文件。使用一个文件的模板将从当前文件中创建报表。要求多个文件的

模板将提示您选择希望的文件。

注意：在 Universal Analysis 程序中，每次只有一个“自定义报表”窗口可用。

Universal Analysis 通过在 Universal Analysis 中直接运行 Microsoft Word 和 Microsoft Excel 来生成自定义的报表
文档。每个插入的报表对象都是在运行时动态创建的，并插入到一个完整的 Word 文档中。一旦创建了 Word 文

档，可以在该文档中编辑任何电子表格，方法是双击对象以在 Word 中打开 Excel。

可以使用菜单和工具栏按钮插入、编辑、导入、导出和打印报表对象。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以下几页。

有关创建模板的基本说明

在 Universal Analysis 中有许多不同方法可用来创建报表模板。接下来的这些步骤旨在让您对创建自定义报表模板
所采用的步骤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与程序相关的联机帮助。

1. 打开希望的数据文件并分析数据以获取想要的结果。

注意：您可以在不打开文件的情况下创建一个报表模板（将创建空的报表对象）。打开数据文件
时，将填入那些报表对象并提供相应的信息。例如，如果不对打开的文件执行分析，则不会创建
结果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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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主菜单中选择视图/自定义报表/新建。将打开“自定义报表编辑器”程序。

3. 从插入菜单或从工具栏中选择想要的对象，将其插入到模板中。

4. 通过将光标放置到对象块的边界上并按住鼠标移动光标，可以调整对象块的大小。

5. 在模板窗口中将对象拖放到任何希望的位置。该窗口显示一个大小为 8.5×11 英寸的页面。

6. 重复步骤 3 至 5 以插入任意多的对象。某些对
象，如文字和数据表插入，要求输入信息以配置
该对象。

7. 按照需要设置对象格式。请参见右图，它是一个
完成的模板示例。

8. 单击   按钮或从菜单中选择文件/保存以保

存模板。一旦保存了该文件，它将出现在视图/
自定义报表菜单中，如下所示。

9. 通过单击  按钮或从菜单中选择文件/导出至 Word 将报表导出到 Microsoft Word®。如果模板中具有某个
对象的多个版本（例如，“正常绘图 1”和“正常绘图 2”），程序将提示您选择数据文件，它应该链接到每个
对象。如果仅有一个数据文件为打开状态，程序将假定它就是对象的源。

请参见下页中的图，它是一个完成的报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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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的 Universal Analysis 报表

保存结果和程序会话

如果要将分析结果或整个程序会话保存到一个文件，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从主菜单中选择文件/保存分析将当前分析保存到数据文件中以备将来调用。

• 从主菜单中选择文件/保存会话将当前的 Universal Analysis 程序状态保存到一个文件以备将来调用（即，
可以保存曲线重叠绘图）。

退出程序

当完成分析数据后，可以从主菜单中选择文件/退出来退出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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