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性 

■ 集成的数据获取和分析 

■ 独立地支持 250 多种探测器

输入 

■ 通过网络支持分布式的 MCS

操作和集中的数据管理 

■ 全面和灵活的用户编程功能 

■ 与整个 Canberra MCA 产品

线兼容 

■ 可提供广泛类型的上层软件

选购件、来支持特殊的谱学应

用 

■ 与如下 Windows 版本兼容：

Windows®XPProfessional, 

SP2,WindowsVista®Enter

■ 

描述 
 

 

交互的图形用户界面  

 

 Genie 2000 的交互图形用户界面是一个直观的 Windows 风格界面，为用户提供直截了当的手段使用系统功能。

Genie™ 2000 基本谱学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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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和俄语

Genie 2000 基

本谱学软件是可用于

gamma 和 alpha 谱

学数据获取、显示和

分析的全面环境。它

提供对多探测器独立

的支持、广泛的网络

功能、直观和交互人

机界面以及全面批处

理功能。 

 Genie 2000 全面的多任务架构允许软件同时运行支持几个探测器的独立

计数过程。没有一个过程会被另一个过程的激活而挂起，或者由于软件开销过大

而变慢。利用 Genie 2000，操作是完全独立的。 

 内部设计的网络支持进一步增强了独立和同时管理多个探测器的能力。多

个计算机上的 Genie 2000 应用能够在网络上协作、支持远程和多路访问获取

硬件和其它资源。一个实验室监控程序能够观察实验室中在另一台计算机控制下

活动的获取任务，执行谱分析、而不打断正在进行中的过程。 

 在 Genie 2000 中，获取和分析功能是紧密集成的，提供一个直观的人机

界面和直接操作各种应用的功能。通过 Windows 屏幕管理，可以方便地找到图

形谱显示和分析结果、作快速比较。 

 Genie 2000 提供两个人机界面环境。交互的人机界面提供使用所有系统

特性的交互操作。它允许知识丰富的用户访问任何系统功能、通常不超过 2 或 3

次鼠标点击。 

 对于专门和重复操作，如常规的样品计数， Genie 2000 支持一个用户编

程环境、可用于定制开发和用户界面。在这一环境中，技术水平高的操作员可以

在系统指导下按步就班地执行系统操作，这些操作都有安全性系统访问限制、只

允许系统管理员确定的合格用户使用。 

 

法语、

prise 和 Business Editions,

和 Windows2003 Server R2 

支持多种语言：中文、英语、



使用一个单一的窗口来同时控制多路输入的获取和分析。 

 一个谱仪窗口提供配置的探测器的谱显示和获取控制，以及数据文件的谱显示。在这一谱仪窗口中可以同时激活

250 多个数据源（探测器和数据文件的任意组合）。它可以安排成一次显示一个谱、以便详细观察，也可以同时显示多达

8 个活动的谱获取过程（见图 1 ）。 

 

 

  图 1 – 多谱屏幕。 

 

 在谱仪窗口中提供全面的显示操作。这包括谱扩展（图 2）、两个谱的比较（谱 3）、感兴趣区、屏幕上标记和指针。 

 谱仪窗口有一个区域留作放置“控制面板”按钮（如图 4 所示）。这些按钮允许利用鼠标直接使用常用的功能、而

不必使用下拉菜单对话。控制面板上可用的功能包括： Acquire On/Off, expand On/Off, MCA Clear, ROI Index 和 

Datasource Previous/Next.  

 

 
          图 2 – 谱扩展模式。 

 

 屏幕顶部的工具条提供允许立即使用常用的功能。每个工具条图标有与它关联帮助文字。系统默认的工具条包含约

20 个这样的图标。还有 50 多个其它图标可供使用，使用户能够方便地 1 个或多个工具条、提供几乎所有菜单选择功能。

一个简单的用户爱好对话提供用户可以预编程的图标、用户只需点击几下鼠标即可启动分析序列、或者获得更大的操作

灵活度。  

 在 MCA 窗口底部提供状态页。最多可以显示 8 个状态页，一次显示一个，提供 MCA/谱信息的详细清单。用户可

以点击状态页窗口左边的 Next 和 Prev 按钮观察选择的各种状态页。 



 

          图 3 – 谱比较模式。 

 

 

 通过一个显示爱好安排可以不在屏幕上显示控制面板、工具条和/或状态页、从而扩大可供显示谱和报告的屏幕区

域。 

 谱学窗口提供使用系统的标准和可选 gamma 和 alpha 分析功能的下拉菜单。 

 

 

        图 4 – 各种手工分析选项 

 

 



 

           图 5 – 分析序列编辑工具。 

 

 分析可以按一步一步手工方式执行（图 4），或者可以定义完整的分析序列（图 5）。注意，图 4 和图 5 中有几个选

项可能需要 Genie 2000 上层产品、作核素标识或探测器质量保证数据处理。但是，这些选项在安装了需要的软件包后

（一般是一个或多个如下软件包：S501 Gamma Analysis, S505 Quality Assurance 或 S509 Alpha Analysis 软件包）

都将自动和无缝地增加到菜单上。 

 在手工模式中，通过在菜单中选择需要的模块、启动指定的模块，如找峰或峰面积。当选择了一个模块后，系统显

示一个与所选择算法相关联的设置屏幕，允许用户在执行该步前编辑分析参数。 

 系统也提供在给定的分析步中支持多个分析算法的能力。例如，用户可以选择改进的 2 阶差分找峰算法、用户规

定 ROI 方法、几种库导向峰检索方法中选出的一种方法、或者基于 Genie-ESP 平台提供的算法的峰检索方法。虽然这

些算法彼此很不相同，但是它们的结果被一致地送到以后的分析步，如效率校正和/或核素标识。这给予用户最大的灵活

性、根据具体的应用来裁剪分析序列。 

 除了上面描述的手工模式外，可以使用分析序列文件编辑工具定义分析序列。这些序列可以由一系列分析步和报告

步组成，再加上它们的参数定义。当创建了一个序列后，可以给它起一个名字保存起来。所赋予的名字出现在 Analyze 下

拉菜单中、可供直接操作。为了更容易使用，也可以把分析序列分配给一个功能键或图标。 

 一个交互的峰标记模式允许在谱显示本身的谱右边作快速和可视的核素识别（见第一页）。此外，通过把光标放在

峰上，可以立即在峰附近的一个“汽泡”中显示核素、能量、峰面积和活度。峰标记的结果可以来自基于选择的核素库

的的试验性核素标识、或者来自实际的谱分析。 

 交互核素识别模式提供另一种快速从谱显示标识核素的方法。在这一模式中，把光标放置在感兴趣的峰上。核素、

能量、丰度和半衰期立即显示在一个列表框中、允许用户手工选择按照能量或核素名字排序的与峰对应的核素。如果有

多个能量线，用户还可以通过贯彻确认线标记、帮助核素识别（图 6）。 

 

 

 

        图 6 – 交互的核素识别。 

 



用户编程环境 

 

 Genie 2000 用户编程环境提供定义高度可定制命令过程的能力，执行完全自动的计数和分析序列。这些过程对任

何操作都是有用的，其中计数是根据一组专门的指南来进行的，如常规的环境、生物分析或安全保障测量。 

 所有基本 Genie 2000 功能都可以作为单个功能部件、直接从用户程序中执行。这些模块每一个都设计成包含一

组适当的命令开关或自变量、以完整地定义该功能。例如，峰检索模块接受规定灵敏度、起始和停止道号和其它此类参

数作为自变量。 

 还提供一个模块作活动谱显示。这一模块调出一个与交互环境所使用窗口相同的谱学窗口。命令自变量允许用户规

定窗口的位置和安排。 

 使用 Genie 2000 编程库，高级用户能够为 Genie 2000 开发完整的定制应用和用户界面。可以使用 Visual 

Basic®, C++ 和 .Net C# 等编程语言来开发各种程序。这一功能提供开发所有 Canberra 上层应用软件产品的基础。

Apex® Lab Productivity Suite, Apex-InVivo, Apex-Alpha 和 NDA 2000 Waste Assay Softwares 都是这些专门的

应用解决方案的许多实例。进一步细节见这些产品的规格说明书。 

 

用于简单用户编程的脚本功能 

 

 基本谱学软件中的脚本引擎允许用户规定一个 Visual Basic、Java® 脚本 或 Windows 脚本在当前打开的数据

源（文件或活动的谱）上执行。这一特性支持在 Genie 2000 获取和分析环境中在谱数据上执行定制的操作。这些脚本

可用于手工数据分析， 或者插入分析序列中作为更自动处理的一个分析和报告步骤。 

 

信息存储 

 

 用于信息存储的先进方法代表 Genie 2000 产品一个独特的特性。这一软件不使用一组固定格式的文件来存储数

据、刻度和结果等等，而使用一个扩展的单个文件、来存储所有属于系统和某个样品的信息。通过 Genie 2000 基本谱

学软件内部的配置访问方法（CAM）来访问文件。批处理环境中的数据访问是由一组低水平命令来管理，它们利用已定

义的变量名字来读/写 CAM 数据。 

 CAM 文件结构使用户有可能象活动的计数数据那样方便地来观察和分析已存档的谱，每个文件包含样品头部信息、

谱数据、刻度信息、分析参数、中间和最终分析结果、信号处理设置参数（在使用可编程参数之处）以及所使用的分析

库。利用这些在单一数据结构中可以得到的信息，用户可以很容易地重新访问旧的样品分析结果，而不必担心各种支持

文件的正确版本之间的匹配性。系统的质量、完整性和可验证性得到了最大的保障。 

 

支持的获取硬件 

 

 Genie 2000 支持面向各种应用的广泛范围的获取硬件。该软件设计成具体的获取硬件对用户是透明的、用户只需

简单地利用探测器名字引用给定的输入、而不必关心物理 MCA 设备。 

 Genie 2000 对如下的 MCS 提供获取支持，它们将在自己的规格说明中介绍： 

 

 Lynx™ 数字化谱分析器 

 带 ICB NIM 的 Model 556A AIM  

 DSA-1000 数字化谱分析器 



 InSpector™ 2000 手提 MCA 

 Multiport II MCA 

 uniSpec Tube Base MCA 

 ASA-100 板 

 Falcon 5000® 

 Alpha Analyst™ 

 

 对未来 Canberra MCA 的支持随着它们的发布也将增加到软件上。MCA 输入定义是利用 MID 编辑设置指南

（MID Editor Setup Wizard，见 图 7)。 这一程序引导用户通过一组简单的选择、定义 MCA 配置，从图中可以看到

设置 DSA-1000 数字化谱分析器提供的例子。在大多数场合中，设置涉及到每个输入 4 到 6 个问题。使用标准的 MCA

输入定义（MID）编辑工具可以定义更加复杂的应用场合，如多路转接输入。 

 

       图 7 – MID 设置指南步骤。 

 

 根据 MCA 在具体计数应用中的用途，同一 MCA 可以保存多个 MCA 设置定义。这允许用户定义与不同类型应用

相关联的非常特殊的操作参数组。 

 

分析支持 

 

 Genie 2000 基本谱学软件包括如下各节描述的一组基本谱学分析算法。每个分析算法可以作为分析序列的一部

分、或者通过一个批作业命令手工地执行。这些算法提供定位谱峰和计算纯峰面积的能力。 

 此外，还提供一组谱操作功能、作谱数据平滑和从一个谱中剥去另一个谱。除了简单地从一组谱数据减去另一个谱

外，剥谱算法允许使用一个乘数，这对于增加谱或者创建模拟谱是有用的。一个更高级的环境本底扣除方法作为 S501 



Genie 2000 Gamma 分析选购件的一部分提供使用。 

 

广义 2 阶差分找峰 

 

 这一算法找出谱中高于用户规定的阈值的峰，确定找到的峰的中心。峰分析算法然后使用所产生的峰清单来计算峰

面积。这一算法在用户规定的道号范围内执行改进的 2 阶差分计算。该算法还附加拒绝 Compton 边缘和其它非峰连续

的特性。 

 

 

VMS 标准峰检索 

 

 这一找峰算法模仿 Canberra Genie-VMS 谱学平台中使用的流行和可靠的峰检索方法。它找到检索区域中所有使

用 2 阶差分方法算出的重要性高于峰检索灵敏度阈值的峰。然后，使用纯高斯拟合子程序拟合这些峰。 

 

用户规定的 ROI 找峰 

 

 用户规定的找峰算法简单地使用用户创建的感兴趣区（ROI）表来计算峰中心。用户可以手工键入 ROI 界限，或者

从一个包含 ROI 的 CAM 文件中读出它们。所产生的峰中心清单此后可供峰分析算法作峰面积计算。这一找峰方法不支

持重峰分解。 

 

库 (Gamma-M) 找峰 

 

 一组独立的算法可供其应用要求库驱动找峰方法的用户使用。对于预期只有特定核素的 NaI 谱学和 HPGe 应用建

议使用基于库的找峰方法。基于库的找峰方法在某些放射性很低的 HPGe 谱学应用中也有很大的优点。 

 这些库驱动算法之一是基于 Gamma-M 方法，Genie-VMS 谱学系统也提供这一方法。Gamma-M 基于库找峰

方法第一步是确定连续本底。这通过有效地平滑谱的“浸消”过程来完成的。这一过程的结尾，从原始谱中减去所产生

的本底谱、以形成一个纯谱。 

 下一步，该算法从库中的能量清单构建一个峰位表。系统然后将执行一个对数据的线性最小二乘拟合以及若干个附

加的测试、以确定表中每一个峰是否事实上存在。在这一过程中，用户可以实施一个“增益漂移校正”，把库内峰能量与

实际中心能量之间发生偏差的可能性考虑在内。如果希望的话，库找峰方法还可以补充上一个找寻未知峰方法、以找到

没有在库中的峰。被这一过程所确认的峰被用于注入到第二个表中、供以后的峰面积分析使用。 

 

库（简单的）找峰 

 

 这一找峰算法将根据库中能量指定峰位。这一方法与 Gamma-M 算法不同，它不进行对本底连续的浸消、增益漂

移校正或 MDA 计算、来确认的确存在峰。所有这些计算都是峰面积算法的前奏。 

 

峰面积计算 

 

 峰面积计算从上一节找峰算法的结果开始和计算纯峰面积。这些面积接着用于以后的分析和报告步。Genie 2000 



提供两个峰面积计算的算法：求和/非线性最小二乘拟合和库 (Gamma-M)。 

 求和/非线性最小二乘拟合中的第一步是确定峰区的界限。此处，系统或者用户使用在用户指定找峰步中建立的 ROI

界限，或者系统将根据其它自动找峰算法的结果自动确定界限。当使用自动建立界限方法时，该算法也作出判断邻接的

峰是作为单峰还是重峰来分析。 

 峰面积计算对单峰和重峰是不同的。对单峰，该算法简单地计算峰 ROI 中总计数之和，减去本底连续。对重峰，

该算法对数据执行非线性最小二乘拟合，提供对谱数据尽可能好的拟合。其拟合模型使用峰宽度刻度，也可选择再加上

低能尾部刻度。 

 Library (Gamma-M) 峰分析使用库找峰阶段的结果来计算峰面积。该程序使用预期的峰模型（通过刻度建立）

来拟合谱中每一个峰。在这一过程中，该算法将标记出谱中的干扰峰，并执行一个校正、从当前峰减去干扰峰的贡献。

对谱中所有峰重复这一过程。 

 

刻度 

 

 Genie 2000 支持能量、宽度、低能尾部和效率刻度。这些刻度可以使用交互界面或者批处理过程环境来执行、最

终将依赖于应用的具体需要。如果希望的话，作为对谱中符合峰的级联符合相加校正的起始步，还包含一个峰总比刻度。

利用增加的 Gamma 分析选项，还提供把整个级联符合相加校正下推到 10 keV 的功能。这一校正不再需要峰总比刻度、

使之成为真正的无源校正。. 

 通过使用利用图形证书文件编辑程序创建的证书文件可以简化刻度过程。证书文件实质上复制一般用刻度标准键入

的所有信息 – 核素、发射率、不确定度等。通过把这些信息与计数标准源获取的谱中发现的峰作匹配，可以简化初始

的能量/FWHM 刻度、实现完全自动完成周期性的重新刻度。 

 无论是在批处理或者交互模式中执行，一般都针对谱仪窗口中实际谱显示进行刻度。在交互模式中，用户可以装入

一个证书文件（它引入与标准中核素相关联的能量），利用鼠标选择一个能量，然后从谱显示中直接选择峰。 

 效率刻度是自动的。一个峰检索算法定位和定量峰，然后把它们与每一条能量线已知（衰变校正）发射率联系起来、

以确定一条效率曲线和方程。 

 提供交互的刻度图形。这些图形允许用户详细观察刻度曲线，调整曲线的阶数、以实现尽可能与数据点匹配 (图

8)。能量刻度曲线可以是 1 阶、2 阶或 3 阶多项式。效率刻度曲线最多可达 9 阶。此外，可以选择 3 种效率算法之一 双

多项式、线性多项式 (法国 CeA 要求的) 和经验多项式。还提供第 4 种内插方法，把数据点用直线联接起来。 



 

  图 8 – 典型的刻度曲线屏幕。 

 

增益计算和增益调整选项 

 

 增益计算 (图 9)可以应用于文件和探测器数据源，允许用户分析当前数据源能量刻度和增益设置的质量。它不执行

对 MCA 任何电子硬件的调整，但提供评估对 NID 分析影响的能力，并使用文件或自动增益调整选项校准数据调节。 增

益调整可以交互地运行，也可以作为分析序列的一部分运行。  

 文件增益调整帮助把谱与不同的能量刻度相匹配、以增加、剥除或比较它们。它仅可供文件数据源使用。执行这一

程序移动、调整当前文件的谱数据、使之与另一个谱的指定“目标”能量刻度相匹配、而不是与当前能量刻度相匹配。 

 



           图 9 – 增益计算屏幕。 

 

 自动增益调整实用程序自动校正计算机控制的增益/零点、使之与当前能量刻度相匹配。完成这一功能的过程是：

交互地获取一个谱、把找到的峰与输入的 

证书文件能量相匹配、根据峰匹配分析改变硬件设置。 

 

可选的分析特性 

 

 S501 Genie 2000 Gamma 分析可选软件包和 S509 Alpha 分析选购件提供附加的分析算法。这些算法包括效率

校正、纯峰面积本底扣除、核素标识、自动干扰校正和加权平均活度。Alpha 分析选购件增加与 Alpha 谱学中使用空

白试剂和示踪剂/无示踪剂分析有关的其它专门算法。 

 

硬副本图形 

 

 用户可以得到谱数据的硬副本图形。这些图形可以利用内置的输出实用程序保存为 Adobe® Acrobat® PDF 格

式 (Figure 10) 、以便作为电子文件分发。可以提供全谱的谱图(图 11) 以及扩展区域的谱图，从而为用户提供只输出

某个感兴趣谱区的灵活性。通过阴影或彩色来描绘各种 ROI ，可以覆盖上 x-y 网格线、帮助确定图形上各种点的能量

或计数值。 

 

 图 10 – 输出报告图到 PDF 屏幕。 

 

 也提供能量刻度、峰形刻度（FWHM 和尾部）和效率曲线的图形。在交互和批处理环境中都可以调用谱和刻度图

形。 

 

报告子系统 

 

 Genie 2000 软件支持灵活的输出数据格式以满足应用的独特需要。报告格式是由一个虚拟报告引擎控制的，它包



含一组控制报告输出格式的命令。  

 
     图 11 – PDF 图形结果。 

 

 报告引擎的特性包括：动态设置字符字体、颜色和其它属性、创建表格的能力、输出图形文件的能力 (BMP, JPG, GIF 

and TIFF) 以及直接从报告模板执行 VB、 Java 或 Windows 脚本的能力。利用报告引擎可以为各种应用创建多个报

告模板，然后在手工分析样品过程中或者作为分析序列的组成部分，支持在报告时选择模板。此外，软件还提供一组标

准的报告模板。 

 报告的灵活性使得 Genie 2000 用户能够以可输入到其它软件包（如数据库和报表软件）的格式输出数据。通过

把报告模板定义为产生一个 ASCII 定界文件、使它的格式与其它软件包一致，数据能够方便地交换。 

 报告总是被送到一个数据文件，可选地送到屏幕和/或一台打印机。正如上面对谱图的描述，报告也可以输出为 PDF 

格式 (图 10)。 

 

网络支持 

 

 网络支持在几个水平上存在于 Genie 2000 软件中。首先，Genie 2000 软件包支持所有 Canbarra 基于 MCA 的

以太网。联网的 MCA 允许 MCA 和相关的信号处理电子设备直接与一个网络联接，允许远程的数据获取、而不依赖于

中间的计算机。 

 此外，多个 Genie 2000 计算机能够通过网络联接在一起、共享信息和对 MCA 资源的访问。这允许一个输入设备

被不与它联接的计算机所控制。例如，在图 12 中， Genie 2000 #1 能够控制与 Genie 2000 #2 直接联接的数字信号

分析器（DSA）的获取和分析。输入设备的物理位置对于操作是透明的，Genie 2000 #2 的操作不受远程访问的影响，

除非 Genie 2000 #1 所作的 DSA 输入不能供它控制。但是，Genie 2000 #2 能够以“只读”模式打开同一个输入设

备，即使该输入设备被另一台计算机所“占有”或使用。 

 这一多路访问能力允许建立一个真正的分布式系统。不管系统是否使用网络或直接的计算机接口与 MCA 联接，一

台安放在办公室中的管理计算机都可以监控实验室中所有活动、而不影响实验室操作。管理员能够远程监控获取和分析

有问题的样品、而不需要离开办公室，也不干扰正在进行的计数室操作。 

 

 



规格 

 

系统要求  

 

 Genie 2000 要求如下配置的个人计算机： 

 

■ 强烈推荐使用 2.0 GHz 双核 Pentium® 。 

■ 2 GB 内存，200 GB 硬盘；CD ROM，USB。 

■ 集成的 10/100 以太网接口。 

■ 1024 x 768 视频适配器。 

■ Windows 2003 Server ，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或 Windows Vista enterprise 或 

Business edition. 

 

 使用更好的计算机资源能够增强性能。咨询工厂帮

助配置满足你特殊需要的系统。 

 

订购信息 

 

■ S500 用于多输入应用的 Genie 2000 基本谱学软

件。 

■ S502 用于单输入应用的 Genie 2000 基本谱学软

件。 

■ S504 用于 InSpector 的 Genie 2000 基本谱学软

件。 

 

多副本许可证 

 

■ S511 单输入复写权许可。 

 授予权利在一台附加的计算机上运行 S502 

和基本可选上层软件。 每个附加计算机需要

一个许可证。第一台计算机必须购买上层软

件。 

■ S520 多输入复写权许可。 

 授予权利在一台附加的计算机上运行 S500 

和基本可选上层软件。 每个附加计算机需要

一个许可证。第一台计算机必须购买上层软

件。 

 

可选的上层软件 

 

Genie 2000 提供下面的可选软件： 

 

■ S501 Gamma 分析选购件。 

■ S509 Alpha 分析选购件。 

■ S505 质量保证软件。 

■ S506 交互峰拟合软件。 

■ S573 室外刻度软件(ISOCS)。 

■ S574 LabSOCS 实验室刻度软件 (LabSOCS)。 

■ S544 NuChart 核素表软件。 

■ S572 IMCA 铀富集度软件。 

■ S535 铀-钚 InSpector 软件。 

■ S529C NDA 2000 集成的中子/Gamma 废物分析

软件。 

■ S507 铀多组分析软件。 

■ S508 多组分析软件。 

■ Apex-Gamma 实验室工作效率套件。 

■ Apex-Alpha 谱学软件包。 

■ Apex-InVivo 全身计数软件。 

 

* 有关这些可选的软件库的进一步信息参阅各自的规格

说明 

 

非英语版本 

 

 

Genie 2000 软件也可以用中文、德语、法语、俄语和日语版本提供。有关这些版本以及将来可能的对其它语言的

支持的信息，请咨询当地的 Canberra 办事处。



 
 

     图 12 – 多 Genie 2000 网络的结构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