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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met 分析軟件 (標準及專業) 
 

 

 

FTIR 氣體分析儀的                                 

分析及控制軟件 

Calcmet 與 Gasmet 氣體分析儀一同使用，便可收集 FTIR 樣本

光譜，並分析氣體成份濃度。Calcmet 為 FTIR 氣體分析儀提供

易於操作介面，可儲存和檢視樣本光譜，亦採用Gasmet 科技公

司專利的改良傳統最小平方演算法進行多項成份分析。 

Calcmet 亦支援各種輸入和輸出格式，讓 Gasmet 氣體分析儀可

以整合為連續排放監測系統 (CEMS) 和各種數據收集系統的其

中一部份。一般輸入包括類比 0-10 伏特 和 4-20 微安訊息，還

有例如由煙道溫度及壓力傳感器、流速測量裝置和微粒分析儀

所輸入的數位輸入。一般輸出包括用來控制取樣系統的繼電器

輸出、以 0-10 伏特和 4-20 微安的測量濃度輸出、以及合併測量

濃度和二進制警報/狀態訊息的序列 Modbus 輸出，亦支援由 

Modbus 轉成其他 FieldBus 格式。 

Calcmet 有兩個版本，Calcmet 標準版和 Calcmet  專業版。專

業版提供額外功能，包括以光譜庫搜尋程式為本的自動氣體辨

識。 

 

 

一般參數 

作業系統: 視窗 7 和視窗 10 作業系統 

硬件要求:  內存 512 MB，硬碟 > 40 GB， > 

2.4 GHz Intel 奔騰 IV 處理器,， 

DVD-光碟機，數據機，網路卡， 

RS-232，及 USB 埠 

分析原理:  改良傳統最小平方 

性能: 同時分析最多 50 種氣體化合物。

數據採集，分析 20 種氣體以及在 

1000 毫秒內輸出 

數據儲存: 可隨選只在特別情況出現 (濃度/殘

差)，自動儲存樣本光譜 

 自動儲存分析結果、記錄文件和標

定檢查文件 

用戶設定自動儲存文件和文件夾名

稱 

硬件磁碟機保護: 監測磁碟空間。當磁碟儲存滿了，

刪除舊樣本光譜 

硬件看門狗: 適用於當使用 Gasmet 電腦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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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輸出選項 

分析儀控制: RS-232 通訊埠 (標準),  

RS-422 通訊埠 (專業版選項) 

擴展卡: AdLink PCI 擴展卡 (最多總共 8 張

卡) 

- PCI-6208 類比輸出 

- PCI-7230 數位輸入 / 輸出 

- PCI-7250/51 繼電器輸出 

- PCI-9112 類比輸入 

AdLink ISA 擴展卡 (最多總共 3 張

卡) 

- ACL-7225 繼電器輸出 

通過以太網絡的 Advantech DA&C

裝置 (最多 8 個模組) 

Beckhoff TwinCAT (最多 255 個模

組)   

序列輸出: MODBUS ( 隨選其他 Fieldbus 格式
)  

AK 協定 (專業) 

 COMLI 

 ASCII (專利格式) 

分析效能 

數據收集時間: 1 – 500 秒，時權平均個別掃描，

每個掃描長 100 毫秒。在 Calcmet 

專業版，收集時間縮短到 1 秒以下

。  

 數據收集可以時距或多點取樣設置

。   

檢測限: < 3 x 光譜基線訊嘈 

線性偏差: 少於測量範圍的 2 %  

線性修正: 自動，多點擬合標定曲線 

互相干擾: 少於參考濃度的 4 %，互相干擾成

份被包括在多項成份分析 

品質保證: 分析後的殘差吸收被監測，如果殘

差太高，結果無效 

支援文件格式: Gasmet 樣本光譜 (.spe) 

Gasmet 參考光譜 (.ref) 

Gasmet 背景光譜 (.bkg) 

 Gasmet 干涉圖文件 (.ifg) 

 ASCII x-y 圖表 (.txt) 

 JCAMP-DX (.dx) 

 Calcmet 版本比較 

Calcmet 標準及專業版本支援所有 Gasmet 型號。 

 標準 專業 

50 種氣體多項成份分析 X X 

取樣系統控制 

(便攜和固定) 
X X 

支援輸入及輸出 

(PCI 擴展卡) 
X X 

支援 16 和 24 元位電子 X X 

利用光譜搜尋程式作氣體成份辨識 X X 

利用進階光譜搜尋程式作氣體成份

辨識 
- X 

用於自動應用的快測模式。需要額

外硬件 
- X 

英語 X X 

有機會使用 NIST 光譜庫 (需要獨

立 NIST 光譜庫選項) 
- X 

配對功能及邏輯功能 - X 

波峰標記，Savitsky-Golay 平滑，

反卷積 
- X 

 

所有新的進階更新會在專業版更新。更新對於專業用戶是免費

的。 

用戶許可證 

標準版本: 無限位置許可證，用戶可按所需在

不同工作站安裝 Calcmet。  

專業版本: 用戶專利許可證，以 HASP USB 

鑰匙保護。 

Calcmet 專業版功能被包括在標準

版分銷套裝內 。當沒有 Calcmet 專

業許可證鑰匙，Calcmet 專業版的

獨有功能便會隱藏  

 

 

Gasmet Technologies (Asia) Ltd 不會爲此處出現的技術上或編輯上的錯誤或遺漏負責任。在這文件中的資料是“照現在的樣子”提供，不會保證任何類型的改動而沒有通知。如果你

找到任何錯漏而向我們提出，我們會非常感激。本中文譯本僅供參考之 用，倘若中、英文本之文義有異，應以英文原文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