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常感谢选择TA产品！ 

 

  DMAQ800安装操作培训 



DMA原理简介 

   

 

 

 

 

                         第一章  DMAQ800原理 



DMA原理简介 

 DMA: Dynamic Mechanical Analysis，动态热机械分析仪，是测量样品在周期
振动应力下，随温度或频率变化的力学性能和粘弹性能的技术； 

 

 DMA是研究形变与力之间关系的科学，研究应力和应变的关系； 

 

 与旋转流变不同，DMA主要针对固体样品，施加力的方式以拉伸，弯曲为主； 

 

 

 

 

 

 

 

 

 DMA主要测量样品模量和相位角（损耗角）。 

 

 

 

 

 

 

 

 

 

 

 

 



DMA原理简介 

 

 如右图为DMA主要部件原理简图： 

 Sample： 待测样品 

 Displacement Sensor 

  光学编码器，测量样品形变（displacement)。 

 Motor 

  马达，给样品施加轴向拉伸力(force); 

 

 根据不同的夹具因子，形变可以变换为应变，
拉伸力可以变换为应力。 

 如右图为一简单拉伸模型，应力为： 

 

 

 应变为： 

 

 

 

 

 

 



DMA原理简介 

 应力/应变=模量 

 

 假设给样品施加一个正弦波应力（应变）： 

 

 

 

 样品受激产生相同波形的应变（应力），不同
的样品会有不同的滞后： 

 

 

• 模量可以分为储能模量和损耗模量！绝对的固
体弹性体，如胡克定律弹簧，可以把形变全部
储存为能量，无损耗，相位角为0度，损耗模
量为0。绝对的液体如牛顿流体把形变转换为
流动，无法储能，相位角为90度，弹性模量为
0.绝大部分物质为粘弹体。 

 

 

 

 

Phase angle d 

 



DMA原理简介 

• 如何理解储能模量和损耗模量？物质弹性的部分可以理解为储能模量，
粘性的部分可以理解为损耗模量！如下图，小球撞击地面产生形变而储
存能量，这个能量的释放可以让小球升高！小球升高的高度代表了其弹
性模量大小，与释放球高度的差为损耗模量大小！如果小球能回到释放
高度，该小球为100%弹性体；如果小球不升高，为100%粘性体。 

 

 

 

 

 

 

 

 



DMA原理简介 



刚度 (K) 

Q800测量的一个最基本的量是样品刚度(K)： 
 

K = 施加在样品上的力/形变幅度（振幅） 
 

试验进行中，DMA测得力和振幅两个原始信号，并将仪器相关校准因子与其叠加
。刚度可以直接通过力和振幅计算出来，而模量等于刚度乘以相应的夹具尺寸因
子（geometry factor, GF）。 
 

模量(Modulus) = K * GF 
 

应力和应变可以分别从力和振幅计算得到。 
 

仪器可测刚度范围: 100 - 10, 000,000 N/m。 刚度与样品尺寸（长，宽和厚）
有关，需要选择合适的样品尺寸，以使其刚度在本DMA测量范围内； 



刚度和模量 

样品刚度K是一个与样品尺寸有关的非本征物理量，而模量是与样品尺寸无关的本
征物理量。例如薄铝片非常容易弯折，但一个1英寸厚的铝条却很难弯折。铝片和
铝条使用材料相同，但尺寸改变，弯折它们所需的力随之改变。如果测定铝片和
铝条的模量，我们将得到相同的值。或者可以说，改变样品尺寸，两种模量不同
的材料可能做成硬度相同的样品，如下图所示。 



怎样改变样品刚度？ 

71 

夹具类型 增大样品刚度 减小样品刚度 

薄膜拉伸夹具 减小样品长度或增大样品
宽度。若可能，增大样品
厚度 

增大样品长度或减小样品
宽度。若可能，减小样品
厚度 

纤维拉伸夹具 减小样品长度，若可能，
增大样品直径 

增大样品长度，若可能，
减小样品直径 

双/单悬臂夹具 减小样品长度或增大样品
宽度。若可能，增大样品
厚度 
注意：长度/宽度≤10 

增大样品长度或减小样品
宽度。若可能，减小样品
厚度 
注意：长度/宽度≤10 

三点弯曲夹具 减小样品长度或增大样品
宽度。若可能，增大样品
厚度 

增大样品长度或减小样品
宽度。若可能，减小样品
厚度 

压缩夹具－圆形样品 减小样品厚度或增大样品
直径 

增大样品厚度或减小样品
直径 

剪切三明治夹具 减小样品厚度或增大样品
长度和宽度 

增大样品厚度或减小样品
长度和宽度 



需要静态（Static Force)力的夹具 

需静态力的夹具： 
Tension Film 

Tension: Fiber 

3-Point Bend 

Compression 

Penetration 

力/时间曲线 

OF 
A 

0 
A 

A = 动态力振幅 
OF = 静态力Offset 

不需静态力的夹具： 
Single Cantilever 

Dual Cantilever 

Shear Sandwich 



 
静态力的设定 

 

静态力 
  对于拉伸夹具，静态力可以防止样品折皱；对于压缩，3点弯曲夹具
，静态力可以让样品与夹具一直紧密接触。试验过程中静态力必须一
直大于动态力(Dynamic Force); 

  试验前自动测量样品长度时仪器也会施加静态力； 
 

静态力有两种设定方法： 
恒定值 

试验进行过程中施加到样品上的静态力恒定； 
适用于高结晶度或高交联度的材料，测定恒定力作用下的材料形变以
定量评价膨胀性； 

力追踪（Force Track） 

  施加一个与样品模量成比例的静态力。适用于“拉伸夹具”以降低
样品在升温软化后的被拉长的程度； 

大多数样品推荐使用125-150%； 



线性粘弹区（LVR） 

 只有在较小形变情况下，物质才表现为线性黏弹性，该形变区域被称为线
性黏弹区，Linear Viscoelastic Region (LVR)。 

 只有在形变足够小，或者形变足够慢的情况下，物质处于其平衡态，此时
的响应才是其结构的反射。如下图，模量（粘度）变化超过5%即可以认为
超出线性粘弹区。 



DMA开关机顺序 

   

 

 

 

 

              第二章  DMAQ800开关机顺序 



DMA Q800开机 

（1）确认气体压力60～65psi: 

 

若使用ACA附件并且已安装好，请确认ACA电源开关处于开启状态； 

若自购空压机或工厂统一供压缩空气，打开空压机，确认气体过滤调节装
置上气压表压力60～65psi； 

若试验温度超过400摄氏度，则需要使用氮气或氩气作为空气轴承气体，
确认气体过滤调节装置上气压表压力60～65psi； ； 

 

 



DMA Q800开机 

（2）打开仪器主电源,待触摸屏显
示下列图标： 

 

 

 

（3）打开控制电脑，双击桌面上TA 
Instrument  Explorer，弹出如下
界面： 

（4）鼠标左键双击仪器图标，即可
打开控制软件界面； 

 



DMA Q800关机 

（2）点击控制软件Control，选择Shutdown instrument，会弹出如下对话框，
选择Shutdown，然后点击Start，即开始关机过程； 



DMA Q800关机 

（3）当触摸屏上显示“Shutdown complete”时，关闭仪器后面主电源； 



DMA控制软件介绍 

   

 

 

 

 

             第三章  控制软件介绍 



DMA Q800软件介绍 

实验方法编辑 



DMA Q800软件介绍 

 Summary中夹具选项： 

 

 Summary中mode选项： 

选择所需模式 选择所需夹具 



DMA Q800软件介绍 

 Procedure中的method： 

设置实验变量 

设置采样点，最小力 

设置实验结束条件 



DMA Q800软件介绍 

 Notes  Procedure中Frequency. 

设置实验频率 设置操作者泊松比等 



DMA Q800软件介绍－Help 

 点击控制软件界
面上”?”图标
，可弹出如下图
的在线帮助，其
中有关于仪器使
用维护，试验模
式，校准等详尽
的解释。 



DMA校正 

   

 

 

 

 

                        第四章  DMA校正 



校准过程概览 

仪器校准，定期做，推荐1月1次！电子校正会清除其他所有校正结
果，所以做了电子校正后必须完成后续所有校正！ 

   电子校准  Electronics 

     力校准        Force 

      动态校准   Dynamics 

位置校准    Position，最常用的校正，开机必做！ 

                       

夹具校准  Clamp，最常用的校正，更换夹具必做！ 

 

  

 

 

 

 

 

 



电子校准 Electronics 

目的：对仪器主机内模拟电路板上的电子组件
进行的校正； 

 

什么时候校准？推荐一个月一次！ 

 

校正进行时,仪器自动锁定驱动轴。驱动马达施
加一静荷力作为校正的参考值。此后，仪器会
在一连串不同频率下进行校准。 



电子校准 Electronics 

（1）拆掉仪器上安装的夹具； 

（2）点击仪器触摸屏使空气轴承处于浮动（Float）状态； 

（3）将装运固定架(Shipping Bracket)安装到仪器的夹具安装处： 

 

 



电子校准 Electronics 

（4）从软件中选择Calibrate /Instrument/ Electronics ，会出现如下对话框： 

 



电子校准 Electronics 

（5）按【Calibrate】键，开始进行电子校正； 

（6）当出现“Step completed successfully”字样时校正完成，如下图。 

     拆卸下装运固定架； 

 



电子校准 Electronics 

（7）点击【Next】键，如下图： 

（8）点击【Finish】键保存校正结果； 

 



力学校准 Force 

 

什么时候校准？推荐一个月一次！ 

 

包含平衡与重量校正两部分。 

 

平衡校正是测量需要多少力才能将空的驱动轴
(Drive Shaft)浮动；重量校正测量需要多少力量才

能将有放砝码的驱动轴浮动。 
 



力学校准 Force 

（1）选择Calibrate /Instrument/ Force ，会出现如下对话框： 

 



力学校准 Force 

（2）拆除仪器上所安装的夹具（包括固定部分和活动部分）； 

（3）通过触摸屏或控制软件关闭炉子； 

（4）点击【Calibrate】键，开始进行平衡校正部分，约需5分钟，完成后

炉子会自动开启，如下图显示该步骤完成： 

 



力学校准 Force 

（5）点击【Next】键，开始进行重量校正部分，如下图所示： 

 



力学校准 Force 

（6）将仪器随配100克重砝码放在驱动轴顶端的燕尾槽上，确认砝码置
中，不会碰触到热偶； 

 



力学校准 Force 

（7）关闭炉子； 

（8）点击【Calibrate】键校准，约需5分钟，完成后炉子会自动开启，如

下图显示该步骤完成： 

 



力学校准 Force 

（9）点击【Next】键，弹出如下校准报告对话框： 



动态校准 Dynamic 

什么时候校准？推荐一个月一次或者移动DMA后。 

 

进行此校准时，以已知刚性和阻尼的钢片为参考物来校正仪器动态性能。
校正时要安装软件提示顺序执行下去，不可倒置以确保成功。 

 

进行该校准时使用的为35mm的双悬臂夹具，如下图： 

 

 



动态校准 Dynamic 

 “Calibrate Compliance Sample”校准步骤用的厚钢片，厚约3.2mm： 

 

 

 

 

 

 校准用厚度为0.12 0.25 0.50 0.76mm的系列薄钢片 

 

 



动态校准 Dynamic 

（1）选择Calibrate /Instrument/ Dynamic，会弹出如下对话框： 

 



动态校准 Dynamic 

（2）将35mm双悬臂夹具安装到仪器上； 

（3）关闭炉子； 

（4）按【Calibrate】键，开始进行夹具质量校正部分，约需5分钟，完成后

炉子会自动开启，如下图显示该步骤完成： 

 

 



动态校准 Dynamic 

（5）点击【Next】继续下一步柔量校正，测定厚钢片的宽度（Width）与
厚度(Thickness)并输入下图所示窗口内，长度则固定输入35mm，如下图

所示： 

 



动态校准 Dynamic 

（6）装上厚钢片并用扭矩扳手锁好(扭矩扳手设定约12磅的扭矩)； 

（7）通过触摸屏或者控制软件关闭炉子； 

（8）点击【Calibrate】开始进行夹具柔量校正，约需5分钟，完成后炉子
会自动开启，如下图显示该步骤完成： 



动态校准 Dynamic 

（9）完成后从夹具上拆下厚钢片； 

（10）点击【Next】键继续下一步0.12mm钢片校正，如下图: 

 



动态校准 Dynamic 

（11）装上0.12mm钢片(使用约8-10磅的扭矩)，确保钢片位置不偏斜； 

（12）按【Calibrate】键，开始进行0. 12mm钢片校准，约需5分钟，完成

后炉子会自动开启；  

（13）此后依序装上厚度0.25 0.50 0.76mm薄钢片，重复步骤11~13； 

（14）当最后一片0.76mm薄钢片做完后炉子会自动开启; 

（15）点击【Next】进行下一个步骤，如下图： 

 

 



动态校准 Dynamic 

（16）点击【Analyze】，仪器将分析动态校准数据，获得仪器的动态校

正常数； 

（17）当分析完毕之后会出现新的窗口如下图，按【Next】； 



动态校准 Dynamic 

（18）此时会弹出仪器校准报告，如下图，点击【Finish】完成动态校准； 

 



位置校准 Position 

目的：使光学编码器(Optical Encoder)能正确读
出驱动轴(Drive Shaft)的绝对位置； 

开机后首先做位置校正！ 

对于刺穿（Penetration），压缩（Compression

）与小号三点弯曲三种夹具，在进行Position校

准前，需将夹具从仪器上拆卸下来； 

除以上三种夹具外，在进行Position校准时，无

需拆卸夹具； 

 
 



位置校准 Position 

(1) 点击Calibrate ，选择Position，会弹出如下对话框： 

 



位置校准 Position 

（2）通过仪器触摸屏或软件关闭炉子，点击【Calibrate】开始进行位标校准

，校正完成后如下图所示界面，炉子会自动开启： 

 



位置校准 Position 

（3）点击【Next】得如下校准报告，点击【Finish】结束Position校准。 

 



夹具校准 Clamp 

DMA夹具校准有包含如下三项，不同的夹具所需进行的校准项目

不同，如单/双悬臂夹具只需进行质量和柔量校准，详见下页
“DMA夹具校准项目一览表”。 

 

更换夹具后，按照夹具对应的校准项目，按照“质量”，“零位”
和“柔量”的先后次序进行相对应校准； 

 

质量(Mass) 

 

零位（Zero) 

 

柔量(Compliance） 
 



夹具校准 Clamp 

DMA夹具校准项目一览表 

 

 
夹具类型 

Clamp 

质量 

Mass 

零位 

Zero  

柔量 

Compliance 

单/双悬臂 

Single/Dual Cantilever 
Y Y 

三点弯曲 

3-Point Bending 
Y Y 

薄膜拉伸 

Tension Film 
Y Y Y 

压缩/穿刺 

Compression/Penetration 
Y Y Y 

剪切三明治 

Shear Sandwich  
Y 

纤维拉伸夹具 

Specialty Fiber 
Y Y 



夹具校准 Clamp－－质量 

（1） 安装上试验所需夹具，但只要装上活动部分（Movable)即可； 

（2） 选择Calibrate /Clamp ，会弹出如下对话框： 

 



夹具校准 Clamp 

（3） 选择夹具种类，如本次选择安装的为Dual Cantilever; 

（4） 点击【Next】，出现如下界面: 

 



夹具校准 Clamp －－质量 

（5） 先通过软件使仪器空气轴承处于浮动状态(Float），用手压下夹具到
最底端，然后再将空气轴承锁定(Lock)，对于三点弯曲、压缩、穿刺夹具若

不做这个动作，有可能在下一个步骤中让炉体碰到驱动轴而造成伤害，故要
特别小心！ 

（6） 通过软件或触摸屏关闭炉子； 

（7） 按【Calibrate】键开始进行夹具质量校正，校正完毕后炉子会自动开

启； 

（8） 按【Next】键进行下一阶段校正； 

 



夹具校准 Clamp －－零位 

只有薄膜/纤维拉伸夹具、压缩/穿刺夹具需要知道试样起始厚度，
此时需要进行此校正，其它夹具则无此校正。 

 

薄膜拉伸夹具零位校准使用的Offset Gauge如下图： 

 

 

 

 

约12.7mm 



夹具校准 Clamp－－零位 

(1) 完成夹具质量校准点【Next】后, 把夹具固定部分(fixed)装好，不要安

装样品; 

(2) 确定夹具质量校准已经做好; 

(3) 使用游标卡尺测量薄膜/纤维拉伸夹具offset gauge标尺的长度(约
12.7mm)，并输入上去(若是为压缩/穿刺夹具则长度就输入0mm)如下图 

 



夹具校准 Clamp－－零位 

（5） 将offset gauge安装到固定夹具上； 

（6） 关闭炉子； 

（7） 点【Calibrate】键开始进行夹具Zero校准，校准完

毕后炉子会自动开启； 

（8） 拆下offset gauge并保存好； 

（9） 点击【Next】进行下一阶段校正； 

 



夹具校准 Clamp－柔量 

单双悬臂、三点弯曲夹具柔量校正 

(1) 确认夹具质量校准已经做好； 

(2) 将附件木盒中柔量专用的厚钢片测出宽度与厚度并输入，长度则根据所
使用之夹具跨距而定，可参考手册内DMA Q800规格内容，如下图： 

 



夹具校准 Clamp－柔量 

(3) 装上厚钢片并用扭力棒锁好(约12磅)；若是三点弯
曲夹具则只需将钢片直接工整的摆在跨距上即可； 

 

(4) 关闭炉子； 

 

(5) 点击【Calibrate】开始进行夹具柔量校正，校正完毕
后炉子会自动开启。 
 



夹具校准 Clamp－柔量 

薄膜夹具柔量校正 

（1）确认夹具质量、Zero校正已经做好 

（2）测量薄膜钢片的宽度和厚度输入到软件中相应位置，长度则是要先将
钢片装好，而钢片要夹多长，则视使用者而定，最好与其实验时的样品等
长。安装好后可从控制软件右上方实时信号中的”length”栏得到钢片的长度

； 

（3）校准用钢片如该图片右下方所示： 

 

 

 

柔量校正用钢片 



DMA如何开始一个实验 

   

 

 

 

 

              第五章  如何开始一个试验 



试验前请确认 

 仪器已经正常开机，确认仪器状态栏中Air Bearing和Frame Temp都为OK，

如下图，一般开机后需等待半小时方可达此状态； 

 

 

 

 

 

 

 若进行低温试验，打开GCA电源，确保液氮充足； 

 

 仪器已完成校准，并已安装上所需夹具，完成了夹具所需校准； 



运行一个试验 

 下面使用单悬臂夹具来进行
一个试验，以此简要介绍软
件的相关功能和使用DMA

测试样品时的相关事项； 

 

 如右图，单悬臂夹具已安装
好，并完成了相应校准； 



运行一个试验---Summary 

 输入完成后的Summary界面信息，如

右图：（完成每个页面的输入后，请
点击页面下方的Apply，应用更改） 

 

 Mode：选择所需试验模式 

 DMA Multi-Frequency –Strain 

 

 Test：选择该模式下所要进行的测试 

 Temp Ramp / Frequency Sweep 

 

 Clamp：夹具类型，单悬臂夹具 

 Sample Shape：样品形状，长方体 

 Dimension：样品长宽厚 

 

 Sample Name：样品数据名称 

 Data File: 选择测试数据保存位置 



运行一个试验---Summary 

 Dimension  样品尺寸 

 

 安装样品前，使用游标卡车测
定样品的宽和厚； 

 样品长度待安装后进行测定； 

 



运行一个试验---Procedure 

 输入完成的Method  方法界面，如右图： 

 

 Amplitude：振幅 

 Strain: 应变 

 Start temperature: 起点温度 

 Soak time: 在起点温度的恒温时间 

 Final temperature：终点温度 

 Ramp rate：升温速率，由于DMA测试样品

较大，升温速率一般不大于5℃/min. 

 Hold time at final temperature:在终点温度

的恒温时间 



运行一个试验---Procedure 

 输入完成的Frequency Table方法界面

，如右图： 

 

 该页面为输入振动试验的频率； 

 

 Single:单点频率 

 Log：对数形式 

 Linear：线性 

 Discrete:离散自选频率 

 

 选择输入后，点击Refresh Table，即

可刷新试验频率表。 

 



运行一个试验---Notes 

 输入完成的Notes界面，如右图： 

 

 Operator： 操作者 

 Air: 空气轴承气体 

 Poisson’s：材料泊松比 

 



运行一个试验---装载样品 

 使空气轴承处于浮动(Float）状态； 

 测量完样品的宽度和厚度后，将样品插入夹具靠近热电偶一方的固定/活
动部分，但不要碰到热电偶，如有需要，可以调整热电偶的位置。摆正后
用手拧紧固定样品的螺丝，然后锁定(Lock）空气轴承； 

 调整扭矩扳手到所需的扭矩，然后用扭矩扳手上紧固定螺丝，如下图： 



运行一个试验---装载样品 

 

 装载完样品后，使用游标卡尺
测量样品的长度，并将其输入
到Summary对应位置； 

 

 

 关闭炉子，点击软件Procedure

页面，将其显示如右图，可以
看到我们设定的振幅Amplitude

为25um; 



运行一个试验---Measure 

 点击软件界面上Measure按钮，观测软

件右上方实时信号栏，如右图最上方，
当Amplitude显示达到所设定的25um时
，观测Stiffness或者Force的值,应满足

如下要求： 

 

 Stiffness:10E2~10E7 

 Force：<18N 



运行一个试验---Measure 

若Amplitude一直未能达到设定值，但Force或Stiffness已
超出上述范围，则需要调整样品尺寸，然后再测试，如
将样品变薄； 

 

这里涉及到仪器的一个重要规格，即最大载荷为18N； 



运行一个试验---开始试验 

 点击Measure确认OK后，即可

点击开始按钮，进行测试； 

 

 

 

 

 试验过程中若要停止试验，点
击Stop，已进行完的测试数据

会被保存； 

 

 

 若试验过程中点击Reject the 

run，数据将不被保存，不建

议使用。 

 

 



DMA常见故障 

   

 

 

 

 

                        第六章  常见故障 



DMA仪器与电脑通讯故障 

 首先检查仪器是否完全启动，开机过程是无法联机的。其次检查HUB上电
源灯以及网线连接口相应的灯是否亮。检查仪器背后网线接口以及电脑网
线接口是否正常闪亮。 

 如果上述没有问题，检查本地连接中IP设置是否正确！ 

 

 

 

 

 

 

 

 

 检查Windows防火墙是否关闭或者设置为允许访问。 

 数据保存目的文件夹必须设置为共享，设置为允许访问和修改！ 

 整个路径和实验文件名不能有中文！ 

最后一位可以1~254 



DMA仪器与电脑通讯故障 

 有时候打开TA  Instrument Explorer ,窗口里面没有仪器图标或者是仪器图
标前有一个红色的圈，这个多半是由于仪器还没有完全启动就开启TA 

Instrument Explorer造成。可以鼠标点击Explorer左上角      ，下拉菜单
里面选择Reset TA Message Agent,等Explorer重启。 



DMA意外故障常规处理办法 

 如果点击开始无法实验，请检查Run前面是否有红色钩，如果有，需要用

鼠标点掉。 

 

 

 

 

 

 

 有时候DMA会遇到一些比较奇怪的故障。在联系工程师之前，请尝试做下
面的工作.1.重启仪器。2.重置仪器参数。在Tool---Instrument setup—

next—next—reset parameter。然后软件会跳出一个确认窗口，确认后软件

自动关闭，仪器自动重启。 

 



DMA意外故障常规处理办法 

 如我问题依然存在，请查看日志，选择报错故障，点击Error help. 

 

 

 

 

 



DMA意外故障常规处理办法 

 仔细查看帮助，并电话给工程师报修 

 

 

 

 



DMA数据分析 

   

 

 

 

 

                        第七章  数据分析 



测试数据分析 

 打开TA Universal Analysis软件，如下左图，将会看到如下右软件界面； 

 

 

 



测试数据分析 

 点击File，选择Open，在弹出的下右对话框中选择要打开的数据文件： 



测试数据分析 

 选好后点击OK，即出现如下Data File Information对话框： 



测试数据分析 

 选择后点击OK，即可得如下图谱。 



测试数据分析 

空白处右击鼠标，
可以选择signal 来
定义您想要的Y轴 

 



测试数据分析 



测试数据分析 



测试数据分析 



测试数据分析 



测试数据分析 



测试数据分析 



数据导出 



公司地址： 

 

上海总部 
地址：上海漕河泾开发区钦州北路1198号82号大厦16楼 
邮编：200233 
电话：021-34182000 
传真：021-64951999 

 

北京办事处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铜牛国际大厦光华路15号院2号楼9层 
邮编：100026 
电话：010 52093842 
传真：010-52932280 

 

广州办事处 
地址：广州市荔湾区中山七路50号西门口广场1707-08室 
邮编：510170 
电话：020-28296555 
传真：020-28296556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 

技术支持联络专线 
 

热分析技术上海专线 

电话：021-34182135        Email: Chinasupport@tainstruments.com 

 

热分析技术北京专线 

电话: 010-52093842        Email: Chinasupport@tainstruments.com 

   

流变技术专线 

电话: 021-34182137        Email: Chinasupport@tainstruments.com 

 

热物性技术专线 

电话: 010-52093843        Email: Chinasupport@tainstruments.com 

 

微量热技术专线 

电话: 021-34182138        Email: Chinasupport@tainstruments.com 

  

耗材专线： 

电话: 021-34182118        Email:  jzhang@tainstruments.com 

 

 

 

 



Tech Tips 

 Tech tips 

TA 网站：http://video.tainstruments.com/Pages/VideoPlayer.aspx 

   优酷TA频道： http://u.youku.com/user_show/id_UMTY3MzUxNDIw.html 

 

 

 

  

 

  

  

http://video.tainstruments.com/Pages/VideoPlayer.aspx
http://u.youku.com/user_show/id_UMTY3MzUxNDIw.html


网络在线培训 E training 

http://www.tainstruments.com.cn/main.aspx?id=129&n=3&siteid=12 



理论应用培训课程 

http://www.tachina.net/items.aspx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