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lorSEM 技术
更快的信息，更快的发现



玻璃中的陶瓷掺杂。

封面图：锂离子电池负极



更快的信息，更快的发现

元素分析功能始终开启，任何技能水平
的用户均可更快获得成分信息。SEM（
扫描电子显微镜） 实时彩色成像，观察
元素信息。
在 ColorSEM 图像中，颜色直接指向化学元素，从而将扫描电子
显微镜转变为实时彩色成像技术。获取完整元素信息从未如此快
捷、轻松。传统 EDS（能量色散 X 射线光谱法）依赖专用的硬件和
软件系统进行元素分析，用户操作时需要在两个独立的操作平台
之间不断切换，通常工作流程也很复杂。元素面分析可能很耗时；
因为需要掌握必要的专门知识才能获取可靠的结果，新手用户可
能会不知所措。

Thermo Scientific™ ColorSEM™ 技术克服了上述问题，将SEM 
和 EDS 集成在单个界面中，并配置完备的数据解读工具，极大
提升了用户体验。不需要在外部 EDS 平台上重新采集电子图像，
因此大大缩短了信息获取时间。利用独特的数据处理算法获取
元素信息，速度比传统方法快十倍。操作直观，不需过多培训
即可熟练掌握。ColorSEM功能始终开启，不会错过任何重要信
息。ColorSEM EDS 探测器也可用于传统 EDS 平台，支持高级功
能，如基于标准的定量或化学计量定量分析。

SEM上EDS功能始终开启，时刻提供实时元素信息

关键优势

快速：借助后台 X 射线采集、独特的数据处理算法、快速扫描
和集成的用户界面，实现十倍以上速度获取完整成分信息.

直观：功能键布局合理，单击即可切换彩色显示，智能调色优
化衬度，利用提示框实时显示成分。

完整：ColorSEM 功能始终开启，确保重要信息不丢失。

可靠： 定量算法基于数十年的知识和经验，确保结果可靠。



实时彩色
ColorSEM 技术在常规 SEM 导航和成像过程中提供实时的成分
信息。专有的电子和 X 射线数据处理算法使 ColorSEM 技术异常
快速。

与传统能谱面分析技术相比，在相同的采集条件下，ColorSEM 技
术能够更快地显示结果，如图 1 所示。

不需要在用户界面之间切换，在 xT 用户界面（如图 2）中，各种元
素以不同颜色显示，样品成分一目了然。各个元素可打开或关闭，
以突出相关信息。

颜色组合可手动调整，也可利用SmartColor（智能颜色）功能自
动刷新。利用AutoID 按钮可进行元素自动选择，进行元素实时识
别时，亦可手动进行谱峰识别。

实时 ColorSEM 模式下，元素识别通过定量算法实现。因此，成分
显示准确且结果不受谱峰重叠峰的影响。专有的阴影检测算法确
保提供的信息仅来自于检测到 X 射线的区域（如图 3）。

成分提示框实时显示定量信息

提示框显示样品成分的相对浓度，在实时成像过程中即可以最快
速度获取成分信息（如图 4）。

图 1：传统面扫描（上图）和实时 ColorSEM 技术成像（下图）。样品：CuNiZn 反应
前驱体。(20 kV, 0.8 nA, 30 s)。 图 3：红色突出显示的非彩色区域，因较高位置特征遮挡形成阴影。样品：锂离子电

池负极上的镍污染。(20 kV, 4.5 nA, 90 s)。

图 4：实时提示框功能。样品：锂离子电池中的二氧化硅和石墨。(15 kV, 1.1 nA)。
图 2：ColorSEM 专用工作区已完全集成在 xT 用户界面中。样品：锂离子电池负
极。(15 kV, 1.1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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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分析和区域分析
Point & ID 可以对指定点或区域进行准确定量分析。用户界面中
完全集成传统 EDS 功能，采集时间、计数量等采集参数均可方便
优化，亦可保存为预设条件。用户界面中的图像即可用于确定待
分析的点和区域。

如图 5 所示，单击可将不同点或区域的获得的谱图叠加起来进行
结果比较。

线扫描
可以从二次电子或背散射电子图像的任何区域获得线扫描结果。
与 Point & ID 分析一样，您可以使用预设条件快速获得结果，并
轻松切换多种扫描条件。图 6 和 图7 对比显示不同参数条件下获
得的结果。

面分析
对于更常规的元素分析方法，ColorSEM 技术支持总计数能谱面
分析，实时扫描时可用，驻留时间可低至 100 纳秒，因而面分析
不需要慢速扫描。比其他能谱技术速度更快，可用于研究敏感材
料。

单击鼠标即可选择颜色组合，用于彩色图像显示。此外，还可以选
择 K、L 或M线系，实时更新和显示（如图 8 所示）。

图 5：Point & ID（点扫描及
分析） 显示两个区域成分不
同。两次采集的谱图叠加后
进行谱峰定性分析。样品：炼
钢 过程中获得的 氧化铝 炉
渣。(20 kV, 1.2 nA)

图 6：快速线扫描示例，每行采集 10 个点的能
谱信息。样品：玻璃纤维增强聚合物（GFRP）
。(20 kV, 1.2 nA)。

图 7：精细线扫描示例，每行采集 300 个点的
能谱信息。样品：钢中的复杂夹杂物。(20 kV, 
4.5 nA)。



生成报告
在Job History Manager（任务历史管理器）中，可快速生成多种
报告并保存重要信息。例如，您可以保存Point & ID的能谱谱图和
定量结果（原子百分比和重量百分比），或者可以保存线扫描中每
个点的定量数据和能谱谱图。

ColorSEM 技术原理
ColorSEM 技术算法的关键是分段处理图像，利用基于对象的图
像分割和动态像素合并技术，将 X 射线数据与二次电子或背散射
电子图像结合，根据元素成分对图像中的特征着色。

传统的 EDS 使用二次电子或背散射电子信息，但不使用图像处
理，因此数据获取缓慢且图像分辨率较差。相比之下，ColorSEM
采用一套扫描发生器，完美配准 SEM 图像和 EDS 图像，使得图
像更加锐利，结果获取更加快速。此外，ColorSEM采用新的自适
应脉冲整形技术，确保多种扫描条件下均可获得可靠数据。

主要参数
• Thermo Scientific EDS 技术和光谱分析方法
• 支持面积10、30 和 60 mm2 探测器，分辨率129 eV@  
  Mn k-alpha 
• EDS 功能完全集成在扫描电镜用户界面中
• EDS+SEM有机结合、能谱谱图实时采集和处理，确保更 快速 
  获取数据
• 实时定量 EDS 面分析，驻留时间低至 100 纳秒
• 基于通过实时计算机视觉算法处理的二次电子或背散射电子
图像中标识的样本特征，进行动态像素合并
• 动态彩色和阴影检测功能
• 实时 SEM/X 射线元素图像叠加，可在所有扫描速度下使用
• 自适应脉冲整形技术确保多种输入计数率下的最佳谱图分辨
率和最优死时间设定
• EDS探测器自动校准和谱图质量按需验证
• 最先进的 EDS 分析功能：
  – 点扫描及分析 
  – 区域分析 
  – 线扫描 
  – 面分析
  – 快捷的数据报告 
  – 任务历史管理器
• 谱峰自动识别及用户手动辅助识别
• 无标样实时定量
• 能量分辨率符合 ISO15632:2002
• 兼容集成的 RGB CL（阴极荧光）探测器，支持同步 EDS 和 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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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ColorSEM 专有算法确保更快获得更清晰的图像。

图 8：实现传统的总计数面分析，驻留时间可低至 100 纳秒。

20 μm

图 9：包含不同分析类型的报告示例。



应用示例

图 11：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20 kV, 4.5 nA, 90 s)。

图 13：玻璃中的陶瓷。(20 kV, 4.5 nA, 50 s)。

图 12：建筑材料。(20 kV, 4.5 nA, 12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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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场发射扫描电镜可实现高分辨率。二氧化钛 基底上的 AuPdPt 纳米颗粒（10 kV, 1.6 nA, 65 s）。

图 14：孔雀石。(15 kV, 1.1 nA, 12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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