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icolet iN5 用户手册

Thermo Scientific™ Nicolet™ iN5 显微镜可以让您快速、轻松采集透射、反射和 ATR 
样品的光谱，并可在采集过程中连续观察样品。

目录

• 简介告诉您可以在哪里找到信息、说明如何打开显微镜电源，以及识别显微镜
控件。

• 显微镜基本知识描述显微镜的部件及其使用方式。

• 采集光谱之前说明如何准备显微镜以进行数据采集。

• 基本实验说明如何采集样品光谱。

• 采样配件提供有关 Nicolet iN5 显微镜可用配件的信息。

• 维护和检修告诉您可以在哪里找到有关维护显微镜和更换部件的信息。

• 故障排除说明如何解决可能发生的问题。

简介
使用显微镜前，应熟悉光谱仪和系统软件的操作。您可以将显微镜与 Thermo 
Scientific OMNIC™ 或 μView™ 软件配合使用。有关使用这些软件包的完整信息，请参
阅该软件随附的帮助系统或其他文档。在本手册中，我们将主要介绍 OMNIC 命令。

Nicolet iN5 显微镜必须作为 Thermo Scientific 光谱仪系统的一部分安装，并且仅可
在正确连接到光谱仪后使用。

注意    确保操作此系统的所有人员已首先阅读场地及安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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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基本知识
约定

哪里可以找到您需要的信息

OMNIC 软件的帮助系统包含教程。 

该教程指导您如何执行以下操作：

• 设置系统进行各种实验
• 对光谱执行数学运算
• 创建包含工作结果的报告和报告笔记本
• 安装可选硬件
• 更换可更换部件
• 获取部件号和订购信息

显微镜基本知识
同时说明如何打开显微镜电源、校准视频图像、聚焦样品和水平移动载物台。同时
说明如何打开显微镜电源、校准视频图像、聚焦样品和水平移动的载物台。

显微镜组件

以下图示标识了显微镜的一些重要组件。使用本手册的其他部分时，请参阅这些图
示。 

危険    表示如果未能避免将会导致死亡或严重人身伤害的危险情况。
警告  表示如果未能避免将会导致死亡或严重人身伤害的危险情况。
注意  表示如果未能避免将会导致轻度或中度人身伤害的危险情况。

注意    遵循此标签的指示以防止损坏系统硬件或丢失数据。
注記  包含有帮助的补充信息。

注記  您必须具有以下媒体：ROM 驱动器中的显微镜帮助和教程，观看录像的
任何部件更换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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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基本知识
电源开关

检测器
填充口

亮度
控制

反射和透射

双筒取景器
（选配）

物镜

控制面板

接触
警报接头

聚光镜
聚焦 

载物台聚光镜

摄像头
（选配）

载物台聚焦旋钮

接触警报指示灯

载物台止
动装置

载物台定位旋钮

固定孔径

或选配的可变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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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基本知识
控制面板

控制面板位于显微镜的左侧。 

打开显微镜电源

除非工作室可能会停电或者您需要执行检修或维护程序，否则，我们建议您让光谱
仪和显微镜在任何时候都保持通电。让系统保持通电可以使它与周围环境保持平
衡，为您提供 一致的结果。

要打开显微镜电源，请按电源开 / 关。

聚焦

显微镜左侧和右侧的粗聚焦和细聚焦旋钮用于升高或降下载物台 （Z 方向）。安装
样品和使样品进入聚焦之前，可使用这些旋钮降下载物台。

• 聚焦时，首先使用其中一个粗聚焦旋钮使样品进入近似聚焦。 

– 执行此操作的 简单方法是直接观看样品，而不是通过取景器或在视频图
像上查看。

– 当样品接近焦点时，您应该能够在样品上看到小亮点。

– 通过取景器或在视频图像 （如果您有摄像头选件）上查看，然后使用其中
一个细聚焦旋钮对样品进行锐聚焦。

将选配的吹扫
管连接到此处

将计算机
连接到此处

电源开 / 关将光谱仪连
接到此处

细聚焦

粗聚焦

载物台止
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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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基本知识
设置载物台止动装置

显微镜右侧聚焦旋钮的旁边有一个环，用于设置载物台垂直位置。您可以使用该环
作为载物台止动装置以迅速返回载物台位置，以及作为安全措施来保护显微镜硬
件。

 若要设置止动装置

1. 使用载物台聚焦旋钮调整载物台的垂直位置。

通常情况下，这是样品进入锐聚焦的位置。 

2. 提起载物台止动装置把手直到感觉紧固。 

现在可以向下移动载物台，例如，更换样品，然后转动粗聚焦旋钮直到载物台
停止，将载物台迅速返回其先前位置。

您还可以使用此功能保护物镜和载物台。首先将载物台小心向上移动直到稍微位于
物镜底部。然后提起止动装置把手直到感觉紧固。设置止动装置后，即可开始操作
样品，无需担心升起载物台时意外撞击物镜。

水平移动载物台

如果您有标配的手动载物台，可使用载物台定位旋钮以 X 和 Y 方向移动载物台。
如图所示。

向前 向后

向左 向右

载物台 X
位置旋钮

载物台 Y
位置旋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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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光谱之前
接触点

采集光谱之前 

• 第 6 页上的 “ 开启系统组件 ”
• 第 7 页上的 “ 冷却检测器 ”
• 第 7 页上的 “ 启动 OMNIC 软件 ”
• 第 7 页上的 “ 打开配置 ”
• 第 8 页上的 “ 选择实验 ”
• 第 8 页上的 “ 设置查看系统 ”
• 第 11 页上的 “ 系统性能检查 ”

开启系统组件

除非建筑屋可能会停电或者您需要执行检修或维护程序，否则，我们建议您让光谱
仪和显微镜在任何时候都保持通电。让系统保持通电可以使它与周围环境保持平
衡，为您提供 一致的结果。

您的显微镜使用您的光谱仪电源。 

1. 打开显微镜电源。 

请参阅第 3 页上的 “ 电源开关 ”。如果显微镜已关闭了数小时，请让显微镜有
至少一个小时的时间稳定其温度以获得 佳性能。

2. 开启计算机。

按照打印机和计算机所随附文档中的说明，开启这些组件。

接触点按钮
（仅适用于 Nicolet iS50 光谱仪）

注記  始终遵循本手册中描述的安全预防措施，以及系统随附的光谱仪场地和安
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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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检测器

如果将您的显微镜配置为使用 MCT 检测器，需要使用液氮冷却该检测器才能采集
红外光谱。如果将您的显微镜配置为使用 DTGS 检测器，则无需进行冷却 （跳过
此程序）。 

1. 在实验室杜瓦瓶中填充约 750 mL （26 液体盎司）的液氮。

如果检测器 近已进行冷却，则需要较少的液氮。

2. 打开检测器填充口并将提供的实验室漏斗的干插入检测器填充口的孔；将液氮
缓慢倒入实验室漏斗，直到实验室杜瓦瓶填满。

温暖的漏斗和检测器可能会造成液氮快速沸腾。 

• 填充实验室漏斗三次后，允许检测器杜瓦瓶冷却一到两分钟后再加注更多
液氮。 

• 将剩余的液氮缓慢倒入漏斗，继续填充检测器杜瓦瓶。 

• 当液氮不再流入杜瓦瓶，即表示它已填满。

• 为了获得 佳结果，请在分析样品之前允许检测器稳定至少 20 分钟。 

• Thermo Scientific 不锈钢杜瓦瓶将保持冷却长达 18 小时。 

• 您可以随时根据需要加注液氮，除非您正在采集红外光谱。

启动 OMNIC 软件

在您的桌面上双击 OMNIC 图标。

打开配置

打开配置可以让您快速设置许多软件选项。您可以创建并保存自己的配置，并根据
您喜欢的使用方式自定义 OMNIC 软件。有关详细信息，请在 OMNIC Help Topics
（OMNIC 帮助主题）的 Index （索引）中查找 “configuration” （配置），然后转到
“Customizing OMNIC by setting options” （通过设置选项自定义 OMNIC）。

警告  避免冻烧。液氮温度极低，因此具有潜在危险。

• 请务必穿戴防护装备并遵守标准实验室安全操作规范。

• 为避免危险的接触液氮，请确保用于盛装液氮的任何杜瓦瓶或容器都可以
很安全地使用且不会破裂。

• 填充杜瓦瓶时，务必小心不要让皮肤接触液氮。缓慢填充杜瓦瓶。太快冷
却检测器可能会导致杜瓦瓶快速气化液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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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光谱之前
如果要检查显微镜的性能 （在本节稍后部分说明），或采集第一个样品光谱 （在
下一节说明），可打开所提供的名为 DEFAULT.CON 的配置文件。 

1. 从 File （文件）菜单中选择 Open Configuration （打开配置）。

Open Configuration （打开配置）对话框将列出可用的配置文件。

2. 选择名为 DEFAULT.CON 的文件。

3. 点击 Open （打开）。

选择实验

在 OMNIC 菜单栏下面的 Experiment （实验）下拉列表框中选择一个实验，您可以
快速设置要进行的数据采集类型的软件参数。该下拉列表包含所有您已经打开的实
验以及默认实验。您可以创建和保存自己的实验，并包含您在不同的应用中所需的
参数设置。 

如果所需的实验未在 Experiment （实验）下拉列表框中显示，请从 Collect （采集）
菜单中选择 Experiment Setup （实验设置），然后在 Experiment Setup （实验设置）
对话框中使用 Open （打开）按钮打开实验。一旦打开实验，该实验将会出现在 
Experiment （实验）下拉列表框中供将来选择。有关打开实验的详细信息，请在 
OMNIC Help Topics （OMNIC 帮助主题）的 Index （索引）中查找 “experiment”
（实验），然后转到 “Using Experiment Setup” （使用实验设置）。

若要在选择实验后检查或更改参数，可使用 Collect （采集）菜单中的 Experiment 
Setup （实验设置）功能。

在本节的稍后部分，您将选择 （或打开）所需的实验，以便使用显微镜采集透射
或反射样品数据。

设置查看系统

采集样品数据之前，设置查看系统以获得 佳性能至关重要。这涉及设置会影响样
品视频图像的显示和校准视频图像的 μView 参数。 

注記  如果您使用 Thermo Scientific EZ OMNIC™，则只有当前的配置可用。您不
能打开不同的配置。

注記  通过软件选择 iN5 %Transmission 或 iN5 %Reflection 并不会改变模式，这必
须在显微镜上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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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视频参数

μView 和视频参数将决定视频驱动程序显示视频图像的方式。您可以在 μView 中使
用 Video Source （视频来源）命令设置这些参数。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MicroView 用户手册的 “ 设置软件和显示 ” 一节中的 “ 设置视频参数 ”。

校准视频图像

μView 可用于校准视频图像，从而将视频窗格中显示的内容与实际视野进行协调。
也就是说，以视频窗格轴表示的微米数量，必须与视野中的微米数量相匹配。校准
非常重要。如果您不校准视频图像，轴和任何注释 （如尺子以及绘制的圆圈和矩
形）将不具有正确的微米值。

有关完整的说明，请参阅 MicroView 软件用户手册的 “ 设置软件和显示 ” 一节中的
“ 校准视频参数 ”。

设置双筒取景器

 若要设置双筒取景器 （选配）

1. 转动反射和透射旋钮设置显微镜用于反射。 

2. 将样品置于物镜下并旋转亮度控制将照明调整到舒适的查看水平。

3. 使用载物台聚焦旋钮获得样品的清晰图像。

4. 握住两个目镜的底部，然后移动直到与您通过取景器查看时的眼部对齐。

= 透射

= 反射

= 增加

= 减少

握住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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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光谱之前
当目镜正确定位时，您应该可以通过取景器看到样品的单一、清晰图像。

完成后，查看目镜之间刻度上的读数 （白点表示数值）。您将可以在日后通过
将目镜移动到该读数来进行快速调整。

5. 用右眼通过右目镜查看时，可使用载物台聚焦旋钮来聚焦样品图像。

6. 用左眼通过左目镜查看时，可转动目镜直到图像聚焦。

此操作设置了屈光度，确保样品图像将会在双眼中聚集。因为视觉差异，正确
的屈光度设置将因人而异。

7. 通过右目镜查看时，用一只手握住内圈并转动外圈直到标线十字线清晰，使标
线聚焦。

握住内圈

转动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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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根据需要，旋转整个右目镜来定向十字线。通常情况下，十字线的定位
如下图所示。

您可以使用标线来测量样品表面的距离；数值刻度以微米为单位。标线中心的
正方形是标线基准正方形。您可以使用该正方形将孔径调整为载玻片上 100 μm 
正方形的尺寸和形状。

系统性能检查

若要确认显微镜正常工作，请每周检查 2600 至 2500 个波数的信噪比 (SNR) 来测量
其性能。以下部分中的程序提供了透射和反射所需的噪声限值。如果您将仅执行反
射实验，则无需运行透射噪声测试。

开始之前 ...

• 确保检测器冷却。若需要帮助，请参阅冷却检测器。

• 按照前面部分所述的程序准备光学组件。

• 如果安装了摄像头，启动 μView ；如果未安装， μView 已经运行。
（相关说明，请参阅 MicroView 软件用户手册。）

在透射中运行噪声测试

1. 转动左侧的反射和透射旋钮设置显微镜用于透射。

此操作会将可见光和红外光束，从载物台的下面通过载物台的开口向上引导至
物镜。

2. 旋转显微镜左侧的转盘正确设置照明。
Thermo Scientific Nicolet iN5 用户手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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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载物台上取下任何载玻片。

4. 水平移动载物台，将载物台中较大的孔定位在物镜下面。

请参阅第 5 页上的 “ 水平移动载物台 ”。

5. 调整聚光镜聚焦和调整照明直到视频或取景器图像适度明亮和透射针孔聚焦。

6. 从 Experiment （实验）下拉列表框中选择 iN5_%Transmission 实验。

此操作将设置使用显微镜采集透射样品数据的实验参数。（稍后，您会将其中
三个参数设为噪声测试特定的不同设置。）

7. 如果该实验未显示在 Experiment （实验）下拉列表框中，可使用 Experiment 
Setup （实验设置）功能将其打开。其文件名为 iN5_Transmission.exp。有关详
细信息，请在 OMNIC Help （OMNIC 帮助）系统的 Index （索引）中查找
“experiment” （实验），然后转到 “Selecting an experiment” （选择实验）或
“Using Experiment Setup” （使用实验设置）。从 Collect （采集）菜单中选择 
Experiment Setup （实验设置）。

将显示 Experiment Setup （实验设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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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光谱之前
该对话框包含 iN5_Transmission 实验使用的实验参数。有关参数的完整信息，
请在 OMNIC Help （OMNIC 帮助）系统的 Index （索引）中查找 “parameters”
（参数），然后转到 “Using Experiment Setup” （使用实验设置）。

8. 设置用于噪声测试的参数。

a. 点击 Collect （采集）选项卡。

b. 将 Number of Scans （扫描数）设为 200。

c. 将 Final Format （ 终格式）设为 %Transmittance。

d. 点击 Advanced （高级）选项卡。

e. 将 Apodization （变迹）设为 Triangular （三角形）。

9. 点击 Bench （光学台）选项卡。

Bench （光学台）选项卡包含实时显示的检测器信号。

信号的强度由实时显示上面的值指示。如果信号没有显示，请参阅故障排除部
分的表获取相关说明。

有关实时显示的详细信息，请在 OMNIC Help （OMNIC 帮助）系统的 Index
（索引）中查找 “live display” （实时显示），然后转到 “Using the live display”
（使用实时显示）。

10. 调整聚光镜聚焦和水平载物台位置可 大化信号强度。

聚光镜将红外光束聚焦在样品的平面上。若要调整聚焦，转动聚光镜聚焦旋钮
直到信号强度为 大。您可能需以两个方向转动该旋钮以找到 佳聚焦。

ヒント  当您分析自己的样品时，除非样品的厚度不同，否则，不需要在每
个样品之前聚焦聚光镜。通常情况下，按照相似样品的顺序，在第一个样
品之前聚焦聚光镜就可以了。
Thermo Scientific Nicolet iN5 用户手册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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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点击 OK （确定）关闭 Experiment Setup （实验设置）对话框。

12. 在工具栏上点击 Collect Background （采集背景）。

13. 点击 OK （确定）。

Collect Background （采集背景）窗口将显示采集的背景光谱。

14. 点击 No （否）。

即使您没有将背景添加到光谱窗口中，它将保留在内存中，并将用于比较您即
将采集的样品光谱。

将显示一条消息要求您准备背景
采集。

完成数据采集后，将显示一条消
息询问您是否要将光谱添加到光
谱窗口中。

采集进度条
14 Nicolet iN5 用户手册 Thermo Scient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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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工具栏上点击 Collect Sample （采集样品）。

16. 在文本框中输入一个标题，或点击 OK （确定）接受默认标题。

17. 点击 OK （确定）。

将开始采集样品光谱。采集进度将在靠近窗口左侧的进度条中标示。

完成数据采集后，将显示一条消息询问您是否要将光谱添加到光谱窗口中。

18. 点击 Yes （是）将光谱添加到光谱窗口中。

示例：光谱窗口中显示的样品光谱：

将显示 Collect Sample （采集样品）窗口，
然后出现一个对话框，显示样品光谱的默
认标题。

将显示一条消息要求您准备样品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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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使用区域工具从大约 2600 至 2500 个波数中选择光谱区域。

20. 从 Analyze （分析）菜单中选择 Noise （噪声）。

示例：典型噪声对话框

峰峰噪声应小于 0.10。光谱仪对显微镜的性能有显著贡献。（不符合基本中红
外性能标准的较旧光谱仪可能具有较高的噪声水平。）如果噪声水平超过 0.10，
请确保光谱仪正常工作，然后重复此程序。有关检查光谱仪性能的信息，请参
阅光谱仪随附的文档。

如果您重复该测试，请确保满足以下条件：

• 检测器已冷却

• 显微镜左侧的旋钮设为 Transmission （透射）

• 孔径完全打开

• Sample Compartment （样品室）参数设为显微镜的位置和 Transmission (%T)
（透射 [%T]）

• 聚光镜已聚焦

有关 Noise （噪声）命令的详细信息，请在 OMNIC Help （OMNIC 帮助）系
统的 Index （索引）中查找 “noise” （噪声），然后转到 “Measuring noise” （测量
噪声）。

21. 点击 OK （确定）关闭 Noise （噪声）对话框。

22. 从 Edit （编辑）菜单中选择 Clear （清除）删除光谱。

在反射中运行噪声测试

1. 转动左侧的反射和透射旋钮设置显微镜用于反射。

此操作会将可见光和红外光束，通过物镜向下引导至载物台。

2. 完全向上转动照明旋钮。

若需要帮助，请参阅前述程序中的步骤 2。

3. 如果您有选配的可变孔径，将显微镜孔径设为 100 μm 正方形。

若需要帮助，请参阅前述程序中的步骤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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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光谱之前
4. 将提供的铝镜片放在载物台上。

5. 水平移动载物台，将铝镜片置于物镜下面。

若需要帮助，请参阅前述程序中的步骤 5。

6. 从 Experiment （实验）下拉列表框中选择 iN5_%Reflection 实验。

此操作将设置使用显微镜采集反射样品数据的实验参数。（稍后，您会将其中
三个参数设为噪声测试特定的不同设置。）

如果该实验未显示在 Experiment （实验）下拉列表框中，可使用 Experiment 
Setup （实验设置）功能将其打开。其文件名为 iN5_%Reflection.exp。有关详
细信息，请在 OMNIC Help （OMNIC 帮助）系统的 Index （索引）中查找
“experiment” （实验），然后转到 “Selecting an experiment” （选择实验）或
“Using Experiment Setup” （使用实验设置）。在直接查看金镜 （而不是视频或
取景器图像）时，垂直移动载物台将光点聚焦在镜子上。

7. 查看视频或取景器图像时，使用细聚焦旋钮对镜子的图像进行锐聚焦。

根据载物台的当前位置，您可能需要将它向上或向下移动。当载玻片位于物镜
下方约一厘米处，光点将会聚焦。

8. 查看视频或取景器图像时，使用细聚焦旋钮对镜子的图像进行锐聚焦。

您应该能够看到可将其聚焦的轻微表面缺陷。

铝镜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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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设置用于噪声测试的参数。

a. 如果尚未在前面显示，点击 Collect （采集）选项卡。

b. 将 Number Of Scans （扫描数）设为 200。

c. 将 Final Format （ 终格式）设为 %Reflectance。

d. 点击 Advanced （高级）选项卡并将 Apodization （变迹）设为 Triangular
（三角形）。

10. 点击 Bench （光学台）选项卡。

检测器信号的强度由实时显示上面的值指示。如果信号没有显示，请参阅故障
排除中的表获取相关说明。

有关实时显示的详细信息，请在 OMNIC Help （OMNIC 帮助）系统的 Index
（索引）中查找 “live display” （实时显示），然后转到 “Using the live display”
（使用实时显示）。

11. 点击 OK （确定）关闭 Experiment Setup （实验设置）对话框。

12. 在工具栏上点击 Collect Background （采集背景）。

13. 点击 OK （确定）。

Collect Background （采集背景）窗口将显示采集的背景光谱。采集进度将在靠
近窗口左侧的进度条中标示。

完成数据采集后，将显示一条消息询问您是否要将光谱添加到光谱窗口中。

14. 点击 No （否）。

即使您没有将背景添加到光谱窗口中，它将保留在内存中，并将用于比较您即
将采集的样品光谱。

15. 在工具栏上点击 Collect Sample （采集样品）。

将显示一条消息要求您准备背景
采集。

将显示 Collect Sample （采集样品）窗口，
然后出现一个对话框，显示样品光谱的默
认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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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在文本框中输入一个标题，或点击 OK （确定）接受默认标题。

17. 点击 OK （确定）。

将开始采集样品光谱。采集进度将在靠近窗口左侧的进度条中标示。

完成数据采集后，将显示一条消息询问您是否要将光谱添加到光谱窗口中。

18. 点击 Yes （是）将光谱添加到光谱窗口中。

示例：光谱窗口中显示的样品光谱：

19. 使用区域工具从大约 2600 至 2500 个波数中选择光谱区域。

20. 从 Analyze （分析）菜单中选择 Noise （噪声）。

示例：典型噪声对话框

将显示一条消息要求您准备样品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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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峰噪声应小于 0.10。（不符合基本中红外性能标准的较旧光谱仪可能具有较
高的噪声水平。）如果噪声水平超过 0.10，请确保光谱仪正常工作，然后重复
此程序。有关检查光谱仪性能的信息，请参阅光谱仪随附的文档。

如果您重复该测试，请确保满足以下条件：

• 检测器已冷却

• 显微镜左侧的旋钮设为 Transmission （透射）

• 孔径完全打开

• Sample Compartment （样品室）参数设为显微镜的位置和 Transmission (%T)
（透射 [%T]）

• 聚光镜已聚焦

有关 Noise （噪声）命令的详细信息，请在 OMNIC Help （OMNIC 帮助）系
统的 Index （索引）中查找 “noise” （噪声），然后转到 “Measuring noise” （测量
噪声）。

21. 点击 OK （确定）关闭 Noise （噪声）对话框。

22. 从 Edit （编辑）菜单中选择 Clear （清除）删除光谱。

基本实验 
本节将让您开始使用 Nicolet iN5 显微镜采集光谱。您将学习如何采集固体反射样
品、纤维透射样品和 ATR 样品的光谱。我们建议按顺序执行所有三个数据采集，
尽量学习有关使用该系统的知识和技术。

开始之前 ...

确保已打开光谱仪电源和显微镜电源。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6 页上的 “ 采集光
谱之前 ” 中的开启系统组件。

确保检测器冷却。若需要帮助，请参阅第 6 页上的 “ 采集光谱之前 ” 中的冷却检测
器。

如果 OMNIC 未运行，将其启动。

如果 μView 尚未运行，将其启动。或者，配置为使用选配的摄像头，相关说明，请
参阅 MicroView 软件用户手册。 

如果尚未打开名为 DEFAULT.CON 的配置文件，请将其打开。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阅第 6 页上的 “ 采集光谱之前 ” 中的 “ 打开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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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实验

若将显微镜设为 Reflection （反射）分析，您可以将它用于分析会反射红外光的样
品。典型的红外反射样品包括金属基底上的薄膜和涂层。样品必须在反光基底上，
才能采集高质量的反射数据。

对于此实验，您将需要从永久性标记笔准备一个厚墨点的样品载波片。 

1. 从 Experiment （实验）下拉列表框中选择 iN5_%Reflection 实验。

此操作将设置使用显微镜采集反射样品数据的实验参数。 

如果该实验未显示在 Experiment （实验）下拉列表框中，可使用 Experiment 
Setup （实验设置）功能将其打开。其文件名为 iN5_%Reflection.exp。有关详
细信息，请在 OMNIC Help （OMNIC 帮助）系统的 Index （索引）中查找
“experiment” （实验），然后转到 “Selecting an experiment” （选择实验）或
“Using Experiment Setup” （使用实验设置）。

2. 转动左侧的旋钮设置显微镜用于反射。

此操作会将可见光和红外光束，通过物镜向下引导至载物台。

3. 将照明旋钮转动到正确强度。

使用正确照明将可更轻易聚焦显微镜。

4. 取下固定孔径或完全打开选配的可变孔径。

注記  如果您刚使用此实验执行了反射噪声测试 （三个参数设置如前节所述
更改），首先选择 iN5_%Transmission 实验然后选择 iN5_%Reflection 实验。
此操作会一次过将 iN5_%Reflection 实验中的所有实验参数重置为其原始设
置。 

注意    

• 处理固定孔径和选配的金属可变孔径时务必小心。

– 用于消除散射的涂碳粉会很容易被擦掉。 

– 如果涂碳粉被去除，系统性能可能会受到负面影响。

• 小心处理和储存孔径。 

– 灰尘和手指上的油脂等污染物会对系统性能产生负面影响。   

– 使用提供的空气除尘器轻轻清除孔径开口中可见的任何灰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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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转动旋钮直到叶片完全打开，如图所示。

b. 完成后更换槽中的可变孔径。

如果您使用固定孔径，请勿在槽中更换。

一旦您习惯使用选配的可变孔径，您将会发现可以轻易调整，不需要从槽
中将它取出。转动旋钮时，您可以在视频或取景器图像中看到孔径开口的
大小和形状变化。

5. 准备简单的样品载玻片。 

例如，在提供的铝镜载玻片上建立一个带有永久标记笔的厚墨点。

6. 将准备好的含有墨点样品的样品载玻片置于载物台上。 

当您分析自己的反射样品时，只需将样品置于载玻片上，或者如果样品未平直
则将它粘紧即可。根据您要使用的样品和背景材料，您可能需要将样品安装在
具有金或铝镜的载玻片上来采集背景。在一些情况下，要分析的材料在反射基
底的顶部，并且基底的暴露区域可用于背景测量。

7. 水平移动载物台，将样品墨点置于物镜下面。

8. 在直接查看样品 （而不是视频或取景器图像）时，垂直移动载物台将光点聚焦
在样品上。

根据载物台的当前位置，您可能需要将它向上或向下移动。当载玻片位于物镜
下方约一厘米处，光点将会聚焦。

注記  

• 如果您需要清洁所提供的样品载玻片以去除粘合剂或其他材料，请用含
有少量甲醇的干净棉布擦拭载玻片。

• 如果载物台和物镜之间没有足够的间隙可安装大型样品，则可以取下聚
光镜，以便进一步降下载物台。相关说明，请参阅显微镜基本知识中的
在安装大型样品之前取下聚光镜。

转动旋钮

转动旋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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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水平移动载物台，将墨点置于物镜下面。

示例：墨点的视频图像

10. 查看视频或取景器图像时，使用细聚焦旋钮对墨点的图像进行锐聚焦。

11. 如果您有可变孔径选件，请调整孔径，使开口完全位于墨点区域内。

• 用一只手转动旋钮时，用另一只手将孔径固定到其槽中。

• 稍微推动或拉动旋钮，调整开口的方向。

• 您还可以旋转槽内的孔径。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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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水平移动载物台，使样品的未标记区域在物镜下面。

您将使用此区域来采集一个背景用于比较您的样品光谱。

13. 从 Collect （采集）菜单中选择 Experiment Setup （实验设置）。

将显示 Experiment Setup （实验设置）对话框。

该对话框包含 iN5_%Reflection 实验使用的实验参数。有关参数的完整信息，请
在 OMNIC Help （OMNIC 帮助）系统的 Index （索引）中查找 “parameters”
（参数），然后转到 “Using Experiment Setup” （使用实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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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点击 Bench （光学台）选项卡。

Bench （光学台）选项卡包含实时显示的检测器信号。

信号的强度由实时显示上面的值指示。如果信号没有显示，请参阅第 46 页上的
“ 故障排除 ” 获取相关说明。

有关实时显示的详细信息，请在 OMNIC Help （OMNIC 帮助）系统的 Index
（索引）中查找 “live display” （实时显示），然后转到 “Using the live display”
（使用实时显示）。

15. 点击 OK （确定）关闭 Experiment Setup （实验设置）对话框。

16. 在工具栏上点击 Collect Background （采集背景）按钮。

将显示一条消息要求您准备背景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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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点击 OK （确定）。

Collect Background （采集背景）窗口将显示采集的背景光谱。

采集进度将在靠近窗口左侧的进度条中标示。

完成数据采集后，将显示一条消息询问您是否要将光谱添加到光谱窗口中。

18. 点击 No （否）。

即使您没有将背景添加到光谱窗口中，它将保留在内存中，并将用于比较您即
将采集的样品光谱。

19. 水平移动载物台以定位墨水，使它再次填充孔径开口。

您现在已准备就绪采集样品光谱。

20. 在工具栏上点击 Collect Sample （采集样品）按钮。

将显示 Collect Sample （采集样品）窗口，然后出现一个对话框，显示样品光谱
的默认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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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21. 在文本框中输入一个标题，或点击 OK （确定）接受默认标题。

将显示一条消息要求您准备样品采集。

22. 点击 OK （确定）。

将开始采集样品光谱。采集进度将在靠近窗口左侧的进度条中标示。

完成数据采集后，将显示一条消息询问您是否要将光谱添加到光谱窗口
中。

您可以点击 View Collect Status （查看采集状态） 来显示 Results （结果）
窗口，该窗口将显示数据采集过程中遇到的任何问题，以及有关采集的
其他信息的摘要。查看信息后，点击 Close （关闭）。

取景器上方的 Collect Status （采集状态）指示符显示采集期间和采集
之后的采集状态。当指示符为绿色勾选标记，标示光谱已经通过了迄
今为止所有选定的光谱质量检查。有关指定执行质量检查的信息，请
在 OMNIC Help Topics （OMNIC 帮助主题）的 Index （索引）中查找
“quality checks” （质量检查），然后转到 “Quality checks” （质量检查）。

如果在打开一个或多个质量检查时遇到数据采集问题， Collect Status
（采集状态）指示符可能会改变。如果指示符为黄色圆圈，表示光谱的
光谱质量检查失败（测量值不在允许范围内），但严重程度不足以阻
止采集。如果指示灯为红色的 X，表示光谱质量有问题。纠正问题后，
再次采集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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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点击 Yes （是）将光谱添加到光谱窗口中。

以下是光谱窗口中显示的墨水光谱：

终光谱中的峰位置和强度对于特殊样品材料是独一无二的。

该光谱的倾斜基线由样品上的墨水厚度所导致。光谱的基线通常应该一致和平
滑。基线越接近 0 log (1/R) 单位 （100% 反射率）越好。这使得波段强度更容
易测量，并允许您通过视觉或通过搜索光谱库中的光谱，进行光谱比较。

纤维透视实验

若将显微镜设为 Transmission （透射）分析，您可以将它用于分析会透射红外光的
样品。取决于应用，典型的红外透射样品包括 5 至 15 微米厚的纤维、膜和生物学
横截面。

对于此实验，我们将使用提供的样品载玻片，您将在该载玻片上安装纤维样品。 

1. 从 Experiment （实验）下拉列表框中选择 iN5_%Transmission 实验。

此操作将设置使用显微镜采集透射数据的实验参数。

注意    如果您刚使用此实验执行了透射噪声测试（三个参数设置如前节所述
更改），首先选择 iN5_%Reflection 实验然后选择 iN5_%Transmission 实验。
此操作会一次过将 iN5_%Transmission 实验中的所有实验参数重置为其原始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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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该实验未显示在 Experiment （实验）下拉列表框中，可使用 Experiment 
Setup （实验设置）功能将其打开。其文件名为 iN5_%Transmission.exp。有关
详细信息，请在 OMNIC Help （OMNIC 帮助）系统的 Index （索引）中查找
“experiment” （实验），然后转到 “Selecting an experiment” （选择实验）或
“Using Experiment Setup” （使用实验设置）。

2. 转动左侧的反射和透射旋钮设置显微镜用于透射。

此操作会将可见光和红外光束，从载物台的下面通过载物台的开口向上引导至
物镜。

3. 完全向上转动照明旋钮。

4. 完全打开显微镜孔径。

5. 制备一个纤维样品并将其安装到样品载玻片上。

您可以使用提供的纤维样品的纤维或类似的另一种纤维。

您可以将样品支撑在红外线透明基底 （如溴化钾 [KBr]）窗口上，或将其置于
样品载玻片开口上，并使用胶带固定样品的端部。样品的薄度应足以确保样品
光谱不会具有任何完全吸收峰 （低于 0.4 %T 或高于 2.4 吸光度单位的峰）。 

• 如上图所示，将样品粘贴到载玻片上后，您可以翻转载玻片，并使用显微
镜随附的滚筒工具将样品在坚硬表面上压平。

• 压平后，纤维样品会变得更宽并有些透明。 

– 您可能需要滚动一段纤维四次或五次来将它压平。 

– 如果未压平的纤维的直径为 50 微米或更大，将可通过肉眼看到压平的
部分。 

– 如果纤维的直径小于 50 微米，可能有助于当您滚动纤维时在传统的光
学显微镜下观察该纤维。

如果要在两个窗口之间采集样品的光谱，请按照微量压缩皿和微量压缩金刚石
皿套件用户手册中的说明使用选配的压缩皿。

6. 水平移动载物台，将纤维定位在物镜下面。

注記  如果您需要清洁所提供的样品载玻片以去除粘合剂或其他材料，请用
含有少量甲醇的干净棉布擦拭载玻片。

样品 样品
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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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直接查看纤维 （而不是视频或取景器图像）时，垂直移动载物台将光点聚焦
在纤维上。

由于纤维非常薄，您可能需要水平移动载物台，以及将光点定位在纤维上。

示例：纤维的视频图像

8. 查看视频或取景器图像时，使用细聚焦旋钮对纤维的图像进行锐聚焦。

9. 如果使用标配的固定孔径：

a. 将纤维在视野中居中。

b. 将固定孔径插入槽中。 

c. 移动载物台上的 X-Y 旋钮，确保纤维在孔径内居中，使开口完全在纤维的
区域内。

若安装了固定孔径，您可能需要从一侧到另一侧移动载物台来查看纤维的
边缘，以确保样品的所需部分在孔径内居中。 

10. 如果您有选配的可变孔径，请调整孔径，使开口完全位于纤维区域内。

• 用一只手转动旋钮时，用另一只手将孔径固定到其槽中。 

• 您可以稍微推动或拉动旋钮，调整开口的位置。 

注意    

• 处理固定孔径和选配的金属可变孔径时务必小心。

– 用于消除散射的涂碳粉会很容易被擦掉。 

– 如果涂碳粉被去除，系统性能可能会受到负面影响。

• 小心处理和储存孔径。 

– 灰尘和手指上的油脂等污染物会对系统性能产生负面影响。   

– 使用提供的空气除尘器轻轻清除孔径开口中可见的任何灰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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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还可以旋转槽内的孔径。

示例：孔径开口完全位于纤维区域内：

11. 水平移动载物台，使纤维完全位于孔径开口的外面。

示例：

12. 从 Collect （采集）菜单中选择 Experiment Setup （实验设置）。

将显示 Experiment Setup （实验设置）对话框。

13. 点击 Bench （光学台）选项卡，查看实时显示的检测器信号。

14. 调整聚光镜聚焦可 大化信号强度。

聚光镜将红外光束聚焦在样品的平面上。若要调整聚焦，转动聚光镜聚焦旋钮
直到信号强度为 大。您可能需以两个方向转动该旋钮以找到 佳聚焦。 

通常，当视频或取景器图像处于或接近其 亮时，聚光镜将 佳聚焦。

注記  当您分析安装在基底上的样品时，必须通过基底采集背景。在此情况
下，在物镜下面移动基底的一个清洁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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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分析自己的样品时，除非样品的厚度不同，否则，不需要在每个样品之前
聚焦聚光镜。通常情况下，按照相似样品的顺序，在第一个样品之前聚焦聚光
镜就可以了。

15. 点击 OK （确定）关闭 Experiment Setup （实验设置）对话框。

16. 在工具栏上点击 Collect Background （采集背景）。

将显示一条消息要求您准备背景采集。

16. 点击 OK （确定）。

Collect Background （采集背景）窗口将显示采集的背景光谱。

采集进度将在靠近窗口左侧的进度条中标示。

完成数据采集后，将显示一条消息询问您是否要将光谱添加到光谱窗口中。

17. 点击 No （否）。

背景将保留在内存中，并将用于比较您即将采集的样品光谱。

18. 水平移动载物台以定位纤维，使它再次填充孔径开口。

19. 在工具栏上点击 Collect Sample （采集样品）。

将显示 Collect Sample （采集样品）窗口，然后出现一个对话框，显示样品光谱
的默认标题。

20. 在文本框中输入一个标题，或点击 OK （确定）接受默认标题。

将显示一条消息要求您准备样品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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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点击 OK （确定）。

将开始采集样品光谱。采集进度将在靠近窗口左侧的进度条中标示。

完成数据采集后，将显示一条消息询问您是否要将光谱添加到光谱窗口中。

22. 点击 Yes （是）将光谱添加到光谱窗口中。

示例：光谱窗口中显示的纤维光谱：

终光谱中的峰位置和强度对于特殊样品材料是独一无二的。

光谱的基线应该一致和平滑。基线越接近 0 吸光度单位（100% 透射率）越好。
这使得波段强度更容易测量，并允许您通过视觉或通过搜索光谱库中的光谱，
进行光谱比较。

ATR 实验

选配的 Slide-On ATR™ 系统可让您分析高度红外吸收或难以制备的微观材料，通常
很少或不需要样品制备。这些材料的例子包括聚合物、涂料、橡胶、涂层纸和生物
材料。

Ge ATR 
适配器

金刚石 
A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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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R 显微镜的应用包括：
• 分析表面缺陷或夹杂物
• 分析玻璃填充纤维
• 分析生物材料
• 分析表面退化
• 执行聚合物研究
• 执行定量分析

您的 iN5 显微镜配置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选配的 Slide-On ATR 晶体适配器。iN5 显
微镜可选择使用锗 (GE) 尖端 ATR 或金刚石 ATR 晶体。 

在 ATR 实验期间，系统将监测样品和晶体之间的压力。在 ATR 实验期间，系统将
监测样品和晶体之间的力度。当您达到初始接触和 佳压力时，指示灯将会亮起。

对于此实验，我们将使用 Slide-On ATR 可能已经随附的聚碳酸酯样品载玻片。如果
您的 Slide-On ATR 未随附聚碳酸酯样品载玻片，请通过将一块塑料袋粘贴到玻璃载
玻片上来准备简单的样品载玻片。或者，与 ValPro™ System Qualification 选件配合使
用的选配聚苯乙烯标准板将随附一个制备的样品。

1. 从 Experiment （实验）下拉列表框中选择 iN5_Reflection 实验。

此操作将设置用于采集 ATR 数据的实验参数。

如果该实验未显示在 Experiment （实验）下拉列表框中，可使用 Experiment 
Setup （实验设置）功能将其打开。其文件名为 iN5_Reflection。有关详细信
息，请在 OMNIC Help （OMNIC 帮助）系统的 Index （索引）中查找
“experiment” （实验），然后转到 “Selecting an experiment” （选择实验）或
“Using Experiment Setup” （使用实验设置）。

2. 转动左侧的旋钮设置显微镜用于反射。

3. 旋转显微镜左侧的转盘，将照明旋钮完全向上转动。

4. 完全打开显微镜孔径。

注意    如果您刚使用此实验执行了反射噪声测试 （三个参数设置如前节所
述更改），首先选择 iN5_%Transmission 实验然后选择 iN5_%Reflection 实
验。此操作会一次过将 iN5_%Reflection 实验中的所有实验参数重置为其原
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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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将 “ 接触警报板 ” 安装到载物台上。

从载物台上取下圆形插件，然后用 “ 接触警报板 ” 取代。 

6. 将 “ 接触警报板 ” 的电缆连接到显微镜上的 “ 接触警报 ” 接头。

7. 将聚碳酸酯样品载玻片或您先前准备的载玻片放入板上的矩形凹槽中。

8. 水平移动载物台，将塑料样品置于物镜下面。

9. 在直接查看塑料样品 （而不是视频或取景器图像）时，垂直移动载物台将光点
聚焦在塑料上。

由于塑料非常薄，您可能需要水平移动载物台，以及将光点定位在塑料上。

10. 查看视频或取景器图像时，对塑料样品的图像进行锐聚焦。

11. 从 ATR 晶体插件上取下塑料盖，然后用实验室纸巾将晶体擦拭干净。

晶体上来自先前实验的任何残留物可能会在样品光谱中产生不需要的峰。

注意    这将可在接触样品时施加过大压力的情况下保护 ATR 晶体。玻璃载
玻片通常会在 ATR 晶体破裂之前通常断裂。更换玻璃载玻片比 ATR 晶体便
宜得多。

接触警报板

矩形凹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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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将插件完全插入物镜正面的槽中。

13. 从 Collect （采集）菜单中选择 Experiment Setup （实验设置）。

将显示 Experiment Setup （实验设置）对话框。

14. 选择 Preview sample.... （预览样品 ....）选项。

15. 点击 OK （确定）关闭 Experiment Setup （实验设置）对话框。

16. 在工具栏上点击 Collect Background （采集背景）。

将显示一条消息要求您准备背景采集。

17. 点击 OK （确定）。

Collect Background （采集背景）窗口将显示采集的背景光谱。完成数据采集后，
将显示一条消息询问您是否要将光谱添加到光谱窗口中。

18. 点击 No （否）。

背景将保留在内存中，并将用于比较您即将采集的样品光谱。

19. 在工具栏上点击 Collect Sample （采集样品）。

将显示 Collect Sample （采集样品）窗口，然后出现一个对话框，显示样品光谱
的默认标题。

20. 在文本框中输入一个标题，或点击 OK （确定）接受默认标题。

将显示一条消息要求您准备样品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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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将显示样品光谱的预览。 

请注意，由于晶体没有与样品接触，因此，不存在与您的样品相关的峰。

22. 慢慢、小心地抬起载物台，直到显微镜正面的绿色指示灯亮起。 

样品在此时与 ATR 晶体初次接触。

注意    过大的压力会损坏 ATR 晶体或使玻璃载玻片破裂。当红色指示灯亮
起时，请务必在下一步停止升起载物台。红色指示意味着您处于 ATR 的
大压力。

绿色指示
灯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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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继续慢慢升起载物台直到红色指示灯亮起 - 立即停止。 

您将会看到样品的光谱峰强度随着力度的增加而增加。

24. 稍稍降下载物台，直到绿色指示灯刚刚亮起。

接触压力和信号强度现在处于采集数据的 佳状态。

25. 点击 Continue Collect （继续采集）开始样品数据采集。

采集进度将在靠近窗口左侧的进度条中标示。

完成数据采集后，将显示一条消息询问您是否要将光谱添加到光谱窗口中。

红色指示
灯亮起

绿色指示
灯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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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点击 Yes （是）将光谱添加到光谱窗口中。

示例：光谱窗口中显示的样品光谱

• 光谱的基线应该一致和平滑。 

• 基线越接近 0 log (1/R) 单位 （100% 反射率）越好

– 这使得波段强度更容易测量，并让您可以通过视觉或通过搜索光谱库中
的光谱，进行光谱比较。

• 请注意， ATR 光谱在光谱的长波长 （较低波数值）末端显示更强的波段。

• 您可能希望使用 OMNIC 的 ATR 校正功能，使光谱相对于频带强度与透视
光谱更相似。

27. 在 Process （流程）菜单中点击 Other Corrections （其他校正）并选择 ATR。

28. 小心地升起载物台。 

绿色指示灯将熄灭。全程继续降下载物台到。

现在可安全取下载玻片。

29. 从物镜上小心地取下载玻片，然后用实验室纸巾将晶体擦拭干净；将晶体放回
保护性包装中。

注意    

• 当晶体接触样品时会损坏晶体。 

• 水平移动载物台或取下载玻片过程中，晶体不能接触样品。

没有指示
灯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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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告中包含视频图像

在使用 OMNIC 创建的报告中包含样品的视频图像通常很有帮助。如果您有 
μView，即可轻松执行此操作。

1. 在视频窗格中显示所需的样品图像。

对图像进行锐聚焦可获得 佳结果。

2. 选择 Copy Video Image from the Image menu of μView （从 μView 的图像菜单复
制视频图像）。

此操作会将视频图像复制到 Windows™ 剪贴板。

3. 使用 OMNIC 的 Report （报告）菜单中的 Template （模板）创建报告模板，或
选择包含 Current Clipboard Picture （当前剪贴板图片）项目或 Clipboard Picture
（剪贴板图片）项目的报告模板。

• 如果模板包含 Current Clipboard Picture （当前剪贴板图片）项目，使用该模
板生成的报告将包含生成报告时的剪贴板内容。 

– 这允许您使用相同的模板生成各种样品的报告。您只需在生成报告之前
将所需的样品视频图像复制到剪贴板。

• 如果模板包含 Clipboard Picture （剪贴板图片）项目，使用该模板生成的报
告将包含生成模板时的剪贴板内容。 

– 这意味着您刚刚复制到剪贴板的视频图像，将会显示在您以后使用该模
板生成的所有报告中。 

– 此项目在您想要在报告中包含不会更改的图像时 为有用；例如，企业
标志。 

– 对于视频图像，您可能会发现 Current Clipboard Picture （当前剪贴板图
片）项目更有用。

有关使用 Template （模板）命令的完整说明，请在 OMNIC Help （OMNIC 帮
助）系统的 Index （索引）中查找 “template” （模板），然后转到 “Selecting, editing 
or creating a report template” （选择、编辑或创建报告模板）主题。点击靠近该主
题顶部的 How To （如何）按钮查看逐步程序。

4. 使用 OMNIC 的 Report （报告）菜单中的 Preview/Print Report （预览 / 打印报
告）查看和打印报告。

显示的报告是使用刚刚创建或选择的模板生成的。

• 如果模板包含 Current Clipboard Picture （当前剪贴板图片）项目，该报告将
包含您 近复制到剪贴板的任何图像；在此情况下，是样品视频图像。 

– 打印报告或关闭报告预览后，您可以使用 μView 将不同的样品视频图像
复制到剪贴板，然后再次使用 Preview/Print Report （预览 / 打印报告）
来查看和打印包含该视频图像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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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模板包含 Clipboard Picture （剪贴板图片）项目，您在步骤 2 中复制的
样品视频图像将显示在报告中，并且将显示在日后使用该模板生成的所有
报告中。

有关使用 Preview/Print Report （预览 / 打印报告）命令的完整说明，请在 
OMNIC Help （OMNIC 帮助）系统的 Index （索引）中查找 “report” （模板），
然后转到 “Previewing or printing a report” （预览或打印报告）主题。点击靠近该
主题顶部的 How To （如何）按钮查看逐步程序。

采集背景的提示

由于背景光谱对比较样品光谱的质量具有显著的影响，因此使用 适合您的应用的
技术来采集背景至关重要。按照以下的提示进行，可获得透射、反射和 ATR 实验
的 佳背景。

• 为了尽量减少水蒸气和二氧化碳吸收对背景和样品光谱的影响，请确保在采集
数据时充分吹扫显微镜和光谱仪。

• 根据您要用于反射实验的样品和背景材料，您可能需要将样品安装在具有金或
铝镜的载玻片上来采集背景。在一些情况下，要分析的材料在反射基底的顶部，
并且基底的暴露区域可用于背景测量。

• 在 ATR 实验中采集背景光谱之前，请确保降下载物台，使样品不会与 ATR 晶
体接触。同时确保晶体清洁。

• 当使用压缩皿采集透射数据时，将 KBr 的单晶放在压缩皿的基底上。晶体应该
与样品的厚度大致相同。通过晶体采集背景，确保孔径区域不超出晶体。

• 如果您使用安装在窗口或两个窗口之间的样品来采集光谱，请通过相同的窗口
材料采集背景。这将有助于防止样品光谱基线偏移。

• 当红外光束遇到由两个不具有相同折射率的物质 （例如两个盐窗之间的空气间
隙或由空气包围的薄膜）所限定空间的薄区域时，将会发生散射现象。如果您
在两个窗口之间进行采样，可以通过将 KBr 的单晶置于板之间并通过 KBr 晶体
测量背景来消除或 小化散射现象。

接触点按钮

iN5 显微镜

iN5/iS50 接口支架包含一个接触点按钮，允许用户轻松切换到显微镜光束路径。
此外，该按钮允许在通过目镜查看样品时轻松集成采样。

接触点按钮 （仅适用于 Nicolet iS50 光谱仪）。此按钮可将光谱仪自动配置为在显
微镜上分析样品。 Touch Point （接触点） LED 显示 ATR 模块的状态，具有三种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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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光谱范围选项与光谱仪相同，并取决于光谱仪配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光谱仪帮助主题或 iS50 ATR 模块用户手册。

在安装大型样品之前取下聚光镜

如果您发现载物台和物镜之间没有足够的间隙可安装大型反射样品，则可以取下聚
光镜，以便进一步降下载物台。（反射实验中不使用聚光镜。）

在您开始之前：

• 调整聚光镜聚焦旋钮 大化信号。

• 记录使用显微镜进行透射且载物台上没有样品时获得的检测器信号强度。

信号强度显示在 Experiment Setup （实验设置）对话框的 Bench （光学台）选项
卡上的实时显示屏上方。

• 选择实时显示屏右侧的 Peak To Peak （峰峰），可将强度显示为峰峰值。

• 重新安装聚光镜后，您将再次 大化信号，并将其与记录值进行比较，以确保
聚光镜安装正确

 若要取下聚光镜

1. 从载物台上取出任何样品。

2. 使用粗聚焦旋钮将聚光镜载物台升高到其 高位置。

3. 使用聚光镜聚焦旋钮将聚光镜降下到其 低位置。

4. 完全松开固定翼形螺钉。

LED 状态 含义

亮起 准备就绪使用

熄灭 系统未配置为使用显微镜进行样品分析

闪烁 光学组件正在重新配置

注意    升高载物台时，小心避免载物台撞击物镜。

固定翼形螺钉

固定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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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载物台定位旋钮将载物台完全移动到后面。

此操作可将载物台定位旋钮移开，以便您可以在下一步中取下聚光镜。

6. 小心将聚光镜通过右侧的开口滑出。

您现在可以降下载物台并安装您的样品。 

重新安装聚光镜

 若要重新安装聚光镜

1. 从载物台上取出任何样品。

2. 使用粗聚焦旋钮将载物台升高到其 高位置。

3. 使用载物台定位旋钮将载物台完全移动到后面。

4. 从右侧小心将聚光镜滑入定位。

含有固定翼形螺钉的支架应仍然处于其 低位置。如果没有，使用聚光镜聚焦
旋钮将其完全降下。

5. 用固定翼形螺钉将聚光镜固定。

a. 定位聚光镜，使螺钉孔对准翼形螺钉。 

b. 用左手拧紧翼形螺钉的同时，用右手握住聚光镜。 

不要将翼形螺钉拧紧到超过手指拧紧的程度，否则性能可能会受到影响。

6. 观看 Experiment Setup （实验设置）对话框的 Bench （光学台）选项卡上的实时
显示屏时，使用聚光镜聚焦旋钮将探测器信号 大化。 

7. 以任一方向稍微调整聚光镜固定螺钉，使检测器信号再次 大化。

您实现的信号强度应在您取下聚光镜之前记录的值的加减 20% 之内。如果没有，
请尝试按照上文所述取下并重新安装聚光镜。

完成后，显微镜将准备就绪使用。

注意    为防止损坏内部镜子，请避免将手指或任何其他物体插入聚光镜顶部
的开口。

注意    升高载物台时，小心避免载物台撞击物镜。
Thermo Scientific Nicolet iN5 用户手册 43



Nicolet iN5 用户手册
采样配件
采样配件
本节描述 Thermo Scientific 提供的采样配件类型。请务必阅读配件随附的手册 （若
有）。

压缩皿配件 

选配的压缩皿可以让您轻松压平和安装红外透射样品，如纤维、薄膜、芯片和厚度
达 15 微米的珠子。该压缩皿可以减小太厚样品的厚度，也有助于将小型样品保持
在位。您还可以使用压缩皿来分析粉末和液体。

有关使用压缩皿的说明，请参阅 《微量压缩皿和微量压缩金刚石皿套件用户手
册》。

有关订购信息，请在 OMNIC 的 Help （帮助）菜单中指向 Microscope （显微镜），
选择 Replacing Parts （更换部件），然后查看 “Ordering parts” （订购部件）手册中
的 “Ordering parts” （订购部件）。 

ATR 采样配件

备有锗 (Ge) 和金刚石 ATR 晶体适配器，可用于使用显微镜进行 ATR 实验。晶体材
料类型会影响红外光束穿透样品的深度。您还可以购买适配器的替换晶体。 

有关订购信息，请在 OMNIC 的 Help （帮助）菜单中指向 Microscope （显微镜），
选择 Replacing Parts （更换部件），然后查看 “Ordering parts” （订购部件）手册中的
“Ordering parts” （订购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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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和检修
有关维护和检修的信息，请在 OMNIC 的 Help （帮助）菜单中指向 Microscope
（显微镜），选择 Replacing Parts （更换部件），然后查看 “Service and maintenance”
（检修和维护）手册中的主题。另请参阅本手册采集光谱之前一节中的第 11 页上
的 “ 系统性能检查 ”。

注意    可以使用家用蜡烛轻松整修固定孔径上的涂碳粉或选配的可变金属孔径。
选配的可变玻璃孔径不需要涂碳粉。

• 用异丙醇清洁孔径。   

• 将孔径短暂放在蜡烛的火焰上。 

– 重复直到孔径上的孔周围出现均 沉积的烟灰。 

• 在孔径的对侧重复此过程。 

• 放大检查以确保孔径不含烟灰颗粒。 

• 用家用针或相当锋利的物体去除烟灰颗粒。

粉尘颗
粒示例

清洁之前 清洁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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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下表描述了使用显微镜时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并说明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如果按照此处的说明无法解决问题，请联系我们。

问题 可能原因 解决方案

噪声测试失败。 显微镜未聚焦。

光谱仪未正常工作。

聚焦显微镜。对于透射实验，
请确保检查样品和聚光镜聚焦。

检查光谱仪的操作情况。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阅光谱仪随附
的文档。

没有图像显示。 显微镜未聚焦。

照明过低。

照明器没有接通电源。

聚焦显微镜。对于透射实验，
请确保检查样品和聚光镜聚焦。

使用照明旋钮增加照明。

确保显微镜电源开关打开。

图像模糊。 显微镜未聚焦。 聚焦显微镜。对于透射实验，
请确保检查样品和聚光镜聚焦。

光束路径中没有样
品时信号弱。

显微镜未处于正确模式。

显微镜未聚焦。

检测器未冷却。

实验参数未正确设置。

根据需要，将显微镜设为 
Transmission （透射）或 
Reflection （反射）。

聚焦显微镜。对于透射实验，
请确保检查样品和聚光镜聚焦。

第 7 页上的 “ 冷却检测器 ”。
让检测器冷却至少 10 分钟。

确保在 Experiment Setup （实验
设置）对话框中，正确设置 
Sample Compartment （样品
室）、 Detector （检测器）、
Aperture（孔径）、Velocity（速
度）和 Gain （增益）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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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显示屏中没有
显示信号。

显微镜未处于正确模式。

显微镜未聚焦。

检测器未冷却。

光束路径被阻塞或未正确
设置。

孔径未正确调整。

外部摄像头电缆已断开。

USB 电缆已断开。

光谱仪电缆未牢固连接到
控制面板上的光谱仪连接
器。

根据需要，将显微镜设为 
Transmission （透射）或 
Reflection （反射）。

聚焦显微镜。对于透射实验，
请确保检查样品和聚光镜聚焦。

第 7 页上的 “ 冷却检测器 ”。
让检测器冷却至少 10 分钟。

从光束路径中取出任何异物。
确保在 Experiment Setup （实验
设置）对话框中，将 Sample 
Compartment （样品室）参数
设为显微镜模式和位置。

调整孔径。

连接摄像头和显微镜机体之间
的外部摄像头电缆。

连接控制面板和计算机之间的 
USB 电缆。

连接电缆。

问题 可能原因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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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束路径中有样品
时信号弱。

样品聚焦载物台偏
离焦点。

显微镜未处于正确模式。

显微镜未聚焦。

检测器未冷却。

聚光镜翼形螺钉过度拧紧
（仅限于透射实验）。

实验参数未正确设置。

光谱仪中的红外能量低。

样品未正确制备。

样品载物台聚焦旋钮张力
未正确设置。

根据需要，将显微镜设为 
Transmission （透射）或 
Reflection （反射）。

聚焦显微镜。对于透射实验，
请确保检查样品和聚光镜聚
焦。

第 7 页上的 “ 冷却检测器 ”。
让检测器冷却至少 10 分钟。

确保指旋螺钉未过度拧紧。

确保在 Experiment Setup （实验
设置）对话框中，正确设置 
Sample Compartment （样品
室）、 Detector （检测器）、
Aperture（孔径）、Velocity（速
度）和 Gain （增益）参数。

将 Sample Compartment （样品
室）设为 Main （主），在 
Experiment Setup （实验设置）
对话框的 Bench （光学台）选
项卡上检查信号强度。如果信
号强度低，确保样品室清洁，
然后对准光谱仪。如果问题仍
然存在，检查光谱仪的电源。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光谱仪
随附的文档。

正确制备样品。例如，透射样
品不应该太厚。

增加样品载物台的张力。

问题 可能原因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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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设置张力

1. 用左手牢固握住左侧粗聚焦旋钮。

2. 同时，用右手握住右侧粗聚焦旋钮。

3. 顺时针转动右侧旋钮以增加张力，或逆时针旋转以减小张力。

4. 测试以确保您达到所需的张力。 

5. 根据需要重复此过程。

联系我们

技术支持：www.thermofisher.com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Inc. 向购买产品的客户提供本文档，用作产品操作指南。
本文档受版权保护，未经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Inc. 书面许可，严禁复制本文档或
本文档中的任何部分。

本文档的内容可能随时更改，恕不另行通知。本文档中的所有技术信息仅供参考。
本文档中的系统配置和规格将取代购买者先前获得的所有信息。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Inc. 不保证本文档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而且对于可能因使
用本文档 （即使是在正确遵循本文档中的说明信息的情况下）而导致的任何错误、
疏忽、损害或损失，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Inc. 概不负责。 

本文档不属于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Inc. 和购买者之间的销售合同的一部分。任何
情形下，都不得使用本文档来取代或修改任何 “ 销售条款与条件 ”，若两份文档信
息发生冲突，则以 “ 销售条款与条件 ” 中的信息为准。

注意    张力太小将会使载物台向下漂移低于其自身重量和样品重量，导致您
的样品不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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