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性能便携式拉曼光谱仪

Virsa™ 拉曼分析仪



研究级分析用多功能便携式系统

Virsa™拉曼分析仪是一套配备光纤耦合探

头的便携式拉曼光谱系统，适用于微观和宏观拉

曼分析。使用Virsa系统，您可以在样品的原始环

境中对样品进行分析：比如，测量无法置于显微镜

下的大样品或不可移动的样品，以及那些盛放在

容器中的样品。

Virsa拉曼分析仪拥有极高的灵敏度及优异

的光谱与空间分辨率，可提供实验室研究级拉曼

分析性能，是研究高难度样品的理想选择。它在研

究级/实验室拉曼测量和现场应用之间架起了一座

完美的桥梁。

Virsa的性能优异，用户可以用它在原始环境中采集
高难度样品的拉曼光谱。Virsa开拓了拉曼光谱和成像技
术的诸多新的应用领域。 

Tim Batten博士 | 产品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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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强大且灵活 — 分析高难度和复杂样品的利器

拉曼光谱技术是一种表征材料的成熟技

术。大部分拉曼系统经过优化，要么适合对均

匀的（块状）样品进行宏观测量，要么适合对

较小的样品进行微观测量。但是，要在观察复

杂大样品的同时保持显微级分辨率和高灵敏

度，则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Virsa分析仪同时支持块状大样品测量和显

微测量。用户可以使用专门设计的显微级分辨率

光纤探头，在分析不均匀样品的同时观察其精确

的化学结构细节 — 这是块状大样品检测探头所

望尘莫及的。Virsa支持多种激光波长，可避免出

现荧光遮蔽拉曼光谱的情况，非常适合分析高难

度和复杂样品。

Virsa分析仪可配用多种探头：比如，具有

不同激发波长的探头、块状大样品分析探头、显

微分析探头及浸没式探头等。因此，Virsa拉曼

分析仪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左宜右有，适合分析

各种样品。

Virsa拉曼分析仪是一套工作极为稳定的高

性能拉曼系统。它配有雷尼绍自有的高精度光学

位置编码器，可提供精确的测量结果，让您对数据

结果充满信心。

使用安装在SB200三维运动台上的双探头，对一幅油

画进行双波长拉曼分析。雷尼绍LiveTrack™（实时聚焦追

踪）专利技术可使探头在扫过粗糙的颜料表面时保持聚焦

状态，确保快速、轻松地完成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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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拉曼光谱技术的无限潜能
Virsa拉曼分析仪配有马达驱动的高精度光

栅，可执行扩展扫描，从而实现整个光谱范围

的高光谱分辨率测量。Virsa配备雷尼绍市场领

先的光学位置编码器，用于控制和校准测量位

置，非常适合需要宽光谱范围的拉曼测量，比

如光致发光样品或有机化合物样品。

不同于配备单个固定式光纤探头的拉曼光谱

系统，Virsa分析仪支持各种探头，因此您可以同

时连接多个探头；比如，您可以快速从检测液体样

品的浸没式探头切换到高分辨率显微探头。

雷尼绍探头的功能

• 每种探头支持一种波长，但多个探头可排列安装

在一起，共用一套物镜。通过在各个激发波长之

间自动切换，用户可分析更多种类的样品，并避

免背底荧光的干扰。在测量同一样品区域时，无

需任何手动调整或准直操作。

• 探头上可安装物镜转台，用于切换放大倍率

和工作距离，而无需移动或交换探头。 

 

• 探头上可装备高分辨率摄像头，用于查找和

采集所关注的特定区域的拉曼数据。摄像头

拍摄样品时使用的物镜镜头与采集用于拉曼

分析的数据时使用的镜头相同。

• SB200三维运动台具有LiveTrack实时聚焦追

踪功能，无论在拉曼测量期间，还是在样品

观察期间，均可保持样品相对于探头处于聚

焦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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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sa拉曼分析仪可配用多种探头。例如，用于

液体样品分析的浸没式探头；用于反应过程监控的

高温高压探头；以及用于生物系统分析和潜在用于

体内检测或临床实验的生物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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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分析触手可及

SB200三维运动台是一套计算机控制的高

精度三维运动装置，可根据样品定位拉曼探头

的位置。它具有微米级的定位精度，可自动完

成样品分析位置的拉曼成像，令您在分析不均

匀样品时得心应手。

探头可水平安装或朝上/朝下安装，以充

分实现采样灵活性。借助可选的LiveTrack实
时聚焦追踪功能，无论是对具有凸凹不平或复

杂表面的样品进行点测量，亦或是拉曼成像，

您均能轻松驾驭。

LiveTrack技术 

Virsa拉曼分析仪采用雷尼绍

的LiveTrack实时聚焦追踪技术，可

自动保持探头处于聚焦状态，是分

析大面积、不均匀或移动的样品的

理想之选。

研究导致太阳能电池板模块性能

下降的原因。

分析涡轮叶片涂层的覆盖率和

均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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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强大的WiRE™软件
雷尼绍的WiRE™（基于Windows®的拉曼环境）软件，用于控

制拉曼数据采集并为用户提供全面的数据处理和分析选项。

使用WiRE软件可顺次安排多个测量，从而提升效率。无论

您是改变曝光时间/激光功率、使用不同的激发波长，还是在样

品的不同位置进行测量，WiRE均可助您轻松采集一系列光谱。

过去二十余年里，雷尼绍不断为其世界领先的实验室显

微拉曼系统研发和完善配套的WiRE软件。现在，用户在

Virsa拉曼分析仪上也可使用该软件。

监控反应

Monitor™软件模块可

执行复杂的光谱分析，直观

地显示反应过程和实验中的

浓度和趋势。您可实时监控

这些反应变化，并将相关数

据传送至第三方应用程序。

分析光刻板上的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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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多种样品
Virsa分析仪可分析各种样品，应用领域广泛。 

反应和相变

Virsa分析仪是用于研究主动实验和反应过

程的理想仪器。它提供一系列用于反应室和加热/
制冷样品台的探头。您可使用Monitor软件模块实

时追踪相变和反应过程。 

即使样品在相变过程中膨胀或收缩，LiveTrack
技术也可确保Virsa分析仪的探头始终处于最佳的

聚焦位置。比如，您可以游刃有余地测量聚合物的

熔融过程，无需手动连续调整探头的聚焦位置。 

8 Virsa拉曼分析仪



生产过程

许多高新材料（如石墨烯）均

使用卷对卷方法进行生产。在石墨烯

制备领域，拉曼光谱技术是理想的

分析工具。但是，在生产过程中监控

底层铜箔基片的状态则是一个极具

挑战性的难题。拉曼探头需要用到

高数值孔径镜头，以高效采集微弱

信号，但保证高效测量的前提是，探

头需要在移动的铜箔上精确聚焦。

要实现这一点十分困难，因为铜箔

不是绝对平坦的，而且生产环境不

可避免地会出现振动干扰。

Virsa分析仪克服了这些难题，

其高效探头使用高数值孔径镜头并

搭载LiveTrack技术，能够时刻保持

最佳聚焦。

LiveTrack实时聚焦追踪技术可提供形貌信息，帮助

生成拉曼和白光成像相叠加的表面3D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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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亮点：Virsa分析仪

激发波长 532 nm、660 nm和/或785 nm

激光功率

50 mW (532 nm)

50 mW (660 nm)

120 mW (785 nm)

光谱范围（拉曼）

50 cm-1至4000 cm-1 (532 nm)

100 cm-1至4000 cm-1 (660 nm)

50 cm-1至3200 cm-1 (785 nm)

光谱分辨率 < 2.5 cm-1

光谱色散率

< 1.5 cm-1 /像元 (532 nm)

< 2 cm-1 /像元 (660 nm)

< 1 cm-1 /像元 (785 nm)

尺寸 H 178 mm × W 436 mm × D 541 mm

质量 15.3 kg（单激光器），17.5 kg（双激光器）  

数据采集速度 超过每秒1500张光谱

探测器像元 1024 × 256

探测器像元尺寸 26 µm × 26 µm

探测器工作温度 -70 °C

探测器冷却方式 热电制冷

暗噪声 0.03 e-/像元/秒

支持的并行探头数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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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亮点：光纤探头 (VRP21C - 532 nm)

系统

空间分辨率，水平 < 1 µm

空间分辨率，纵向 < 2 µm

电缆长度 5 m

尺寸（不含物镜） H 57 mm × W 283 mm × D 32 mm

电源要求 100 V AC至200 V AC，50 Hz至60 Hz，160 W

激光分类等级 3B

工作湿度 0%至80%相对湿度（非冷凝）

工作温度 5 oC至40 oC

标准 通过CE认证

保修 标准保修期为12个月；可提供延长保修和服务组合方案

光纤耦合 FC/PC

计算机连接 USB 3.0

计算机操作系统 Microsoft® Windows 10

VISIBLE AND INVISIBLE LASER RADIATION
AVOID EXPOSURE TO BEAM

CLASS 3B LASER PRODUCT

IEC/EN 60825-1:2014

CHECK LABEL ON LASER / POWER
SUPPLY FOR MAXIMUM OUTPUT AND

EMITTED WAVELENGTHS

激光安全

3B类激光产品 在405 nm至830 nm激光波长范围内运行的标准系统

实现高性能，雷尼绍是不二之选
自1992年推出第一款拉曼光谱产品以来，我们一直不断地开发雷尼绍

拉曼仪器。数十年的丰富经验令广大用户相信，雷尼绍产品能够满足他们对

结果的要求。

我们的拉曼系统采用内部生产的零件制成，并通过了大量严格的测试，

从而可确保系统的高稳定性和可靠性。

如需详细了解Virsa分析仪，请联系当地的雷尼绍业务代表或访问 
www.renishaw.com.cn/vir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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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涉足的主要领域包括：

应用创新，始于1973

雷尼绍是世界领先的工程科技公司之一，在精密测量和医疗保健

领域拥有专业技术。

我们遍布世界各地的子公司及经销商竭诚为全球客户提供产品和

服务。

科研

能源电子汽车航空航天

精密制造医疗保健重工业

扫描关注雷尼绍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