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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基础



 OriginLab公司开发的具有强大数据分析功能和专业刊物品质绘图能

力的应用软件

 国际科技出版界公认的标准作图软件之一

 Origin可以轻松的自定义或自动的导入数据、分析、绘图和输出报告

 支持批量绘图和分析操作

 菜单式操作易于掌握，无缝连接其他软件

 最新版本为Origin(Pro) 2018，该版本支持Unicode

 软件官网：http://www.originlab.com/

Origin简介



Origin Central

快速上手的帮助工具

 绘图示例、分析示例

 Apps（扩展的应用程

序）

 学习中心（入门教程、

视频等）

Help: Origin Central

或按F11



Origin界面

项
目
管
理
器

菜单栏

标准工具栏

脚本窗口

工作区
子窗口

文件夹列表

子文件夹/文件列表

Apps库

对象管理器

快速帮助
消息日志
提示日志

③ 主菜单：上下文敏感(Context sensitivity)菜单

① 项目管理器：组织和管理项目文件（*.OPJ）中的

文件夹及子窗口

② 子窗口：工作簿、图形、矩阵工作簿、Excel、布

局、备注、函数图



子窗口

 工作簿：组织和管理存放数据的工作表（sheet）

 图形：显示和存储绘制的图形

 布局：组织和排列已有的工作表、图形、文本等， 主要用以创建演示文件



① 使用菜单中的相应命令

② 使用工具按钮

③ 右单击鼠标，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相应命令

④ 选定对象后双击，打开对话框

基本操作方法



Origin科技绘图



好图应具特征：

 写实性

 自明性

 规范性

 易读性

国际期刊对图形基本要求

轴标（物理
量及单位）

（带符号）数据图

图例

坐标轴

标题

Nano Energy (2014) 9, 15-24 



以Elsevier旗下《Nano Energy》期刊为例：

① 图文要呼应（Figure 1、Figure 2a、Figure 2b、…）

② 单独提交每个图形文件

③ 单独提交图形标题列表（一般放置于正文后）

④ 彩图：网络版免费、纸质版收费（建议“颜色+符号”）

⑤ 图中少用文字，应使用符号或简称（可在标题中加以解释）

⑥ 图形中的字体（Arial, Courier, Times New Roman, Symbol）、字号要统一

⑦ 图片格式：EPS（或PDF）、TIFF（或JPEG）

⑧ 图片尺寸接近打印尺寸（分辨率/宽度）（建议 保存格式：TIFF或EPS）

国际期刊对图形基本要求

IF=12.343



导入数据-认识工作簿

列类型（X、Y、Z、
误差、标签等）列短名称

工作表名

数据区

电子表格单
元格表示法

重计算模式

列标签行
（可选用）

短/长名称



导入数据-认识矩阵工作簿

数据区为Z值

显示X/Y实际值
或列/行索引号

矩阵窗口
菜单



① ASCII文件：以行为单位，作为一条数据记录。每行中用 Comma、 TAB、

Space来分隔为多个列（许多实验仪器都支持导出该格式文件）

② 二进制文件：以0 1码存储的数据文件。数据紧凑，便于记录各种复杂信息，

具有特定的数据结构

③ 数据库文件：能通过ADO接口导入的文件。如Access、SQL server等（导入

之前进行查询工作，保证数据正确）

④ 第三方数据文件：Origin内置了多种X-function方便用户导入第三方软件格

式，如MATLAB、NetCDF等

导入数据-数据文件类型



① 手动输入数据

② 复制&粘贴（剪贴板）

③ 直接拖放数据文件（拖放位置：项目管理器/工作区/工作表）

④ 利用“导入”菜单导入数据文件

单个/多个ASCII文件（适用于导入具有简单头文件结构的文件，导入设置可

保存为一个主题文件）

导入向导（可用于导入复杂的ASCII文件，导入设置可保存为一个过滤器文件）

导入数据-ASCII



导入数据-导入向导

数据类型

导入模式

数据源

列标签设置

在预览窗口选择数据

列，点击“刷新”按

钮添加列标签



绘制图形-图形窗口层次结构

图层标识

图层3 页面

Graph

图形

查看图形页面层次
结构

 对象管理器

 图表绘制对话框

 绘图细节对话框



页面（Page）

图形页面是指图形窗口内的白色区域，必须至少包含一个图层

图形（Graph）

一个图形可包含一个或多个图层

图层（Layer）

图层三要素：坐标轴、数据图及与之关联的图例或文本。图层之间可

进行关联，以便管理

绘制图形-图形窗口层次结构



绘制图形-内置绘图模板

 100多种内置的2D、

3D绘图模板

 可自定义模板

 不同模板对数据有

不同要求



数据作图时常会遇到如下情况:

(1) 关联到同一自变量的多个相同的因变量的数值变化范围差别

较大

(2) 关联到同一自变量的多个因变量是不同类型的物理量

(3) 不同类型的因变量关联到不同的自变量

此时，为了准确地显示各因变量，就需要在一个图形窗口中绘制

多图层图形

绘制图形-单图层or多图层图形？



方法一：利用工作表数据绘图

①导入数据，设置列类型

②选择数据列

③选择菜单栏（工具栏）相应绘图模板

方法二：利用图表绘制对话框绘图

① 可忽略工作表中数据列类型，为其重新指定列类型

② 可从多个工作簿、工作表、数据列中选取数据绘图

绘制图形-两种方法



绘制图形-工作表数据绘图

数据含一个或多个Y列（若无X

列，则对行序号作图）
菜单：绘图点线图点线图或2D 

Graphs工具栏相应按钮

列类型设置



绘制图形-工作表数据绘图

数据含Y列和Y误差列（向其左
侧Y列指定误差线）

菜单：绘图散点图Y误差图
或折线图、散点图、点线图等绘图模板

列类型：Y误差



绘制图形-工作表数据绘图

菜单：绘图多Y轴图双Y轴
图

自变量相同，因变量C(Y)和D(Y)

为不同类型的物理量



绘制图形-图表绘制对话框绘图

1. 选择数据源

3. 数据列选择与设置

2. 选择绘
图类型

4. 添加绘图
数据到图层

设为群组数据

5. 绘制图形



绘制图形-图表绘制对话框绘图



绘制图形-图层管理对话框

添加/删除
图层

应用

预览窗口

排列图层、调整图层大小和位置、关联图层和坐标轴、显示设置



绘制图形-局部放大图（一）

菜单：绘图缩放；可自定义放大
区域



绘制图形-局部放大图（二）

放大区域
设置

生成局部放大图，
选择“复制页面”

“粘贴链接”至原图

+Ctrl



定制图形-绘图细节对话框

群组

预览区

绘图类型

页面

图层

数据图

图形窗口层级结构：

页面＞图层＞数据图

组（从属）模式下，会自动为组中的每个数据图

分配不同的绘图属性（线条颜色、符号类型等）



定制图形-绘图细节对话框

线条：连接方式、线型、线宽、颜色等 符号：数据点符号、大小、颜色等

可显示标签



定制图形-坐标轴

参照线 断点

刻度：刻度值范围、类型、增量等 轴线与刻度线：是否显示、颜色等

特殊刻度线



定制图形-图例

边框

希腊字母

字体及颜色

输入区

预览区



 缩放坐标轴

 数据、坐标读取与选择

 屏蔽数据点

 添加文本对象

 添加绘图对象，如箭头等

 插入公式

定制图形-工具&对象编辑工具栏

 可对齐和排列多个对象



定制图形-布局窗口



发布和导出-导出图形对话框

图像类型

图像尺寸

分辨率
建议保存为TIFF或EPS文件格式



发布和导出-与Word协同工作

将Origin图形窗口“复制页面”并粘贴于Word中，可在Word中直接调用

Origin



重复性绘图  复制（批量绘图）

 自定义模板：普通模板、可复制模板

 主题和复制/粘贴格式



图形绘制-复制（批量绘图）

1. 导入多个结构相同的数据

2. 选择其一绘制图形，并定制图形

3. 在图形标题栏右键选择：复制（批量绘图）-选择新工作簿/新工作表/新列复制-选择数据源绘图



图形绘制-自定义模板

1. 选择数据，绘制并定制图形

2. 在图形标题栏右键选择：保存模板为…

3. 选择新数据，在菜单上选择：绘图-模板-自定义模板-



图形绘制-主题和复制/粘贴格式

1. 绘制并定制图形

2. 在图形空白处右键选择：复制格式

3. 在新图形上右键选择：粘贴格式

1. 绘制并定制图形

2. 在图形空白处右键选择：保存格式为主题…

3. 在新图形上选择菜单：工具-主题管理器-应用



针对Origin对象（如图形页面）的自定义设置可保存为模板或主题，以便

重复使用

 模板：图形模板、工作簿模板、矩阵簿模板、分析模板

 主题：图形主题、工作表主题、对话框主题、函数图主题

以图形模板和图形主题为例，图形模板用于（对数据）绘制具有用户自定

义图表样式的图形，而图形主题用于（对已有图形）更改部分属性，如图

层大小，页面颜色，绘图符号、形状及颜色等

注意：绘图主题不能改变绘图类型

Origin模板与主题



Origin数据分析



① 统计分析：描述统计、假设检验、方差分析、存活率分析…

② 数学运算：插值/外推、微分、积分…

③ 回归/拟合：线性拟合、非线性拟合

④ 信号处理：平滑、滤波…

⑤ 波谱分析：单峰拟合、多峰拟合、寻峰…

数据分析



Origin包含多个快捷分析工具，用于对绘制的图形进行交互式

的数据分析

 直接在绘图图表上选择或更改分析区域

 直接查看可视化输出的分析结果

 可以对图层或页面上的所有曲线进行相同分析

 可将参数设置以主题的形式保存以便重复使用

快捷分析工具



快捷分析工具-积分

分析区域（ROI）

积分面积（灰色）



曲线拟合

 多种拟合方式：线性拟合、多项式拟合和非线性拟合

 拟合的统计结果和参数可导出到拟合报告中

 保存设定的拟合参数和设置为分析模板，用以重复分析以及批量处理多组数据



存在异常值的线性拟合

屏蔽异常值

重新计算

拟合报告



波谱分析

峰值分析工具Peak Analyzer

 使用向导界面操控拟合进程

 基线侦测及处理、波峰定位及选择与

波谱积分

 生成带有数据分析表和相关分析绘图

的明细分析报告

 生成带有波峰属性的工作表，包括半

高宽度（FWHM）、中心、面积、

波峰索引及波幅最大值



Origin学习资源



主要用途 地址

Origin Central

 载入示例图形、示例项目

 查找APP

 查看Origin视频教程和产品文档等

菜单：帮助-Origin Central或按F11

帮助中心
 OriginLab各类资源列表

 安装、许可证文档

菜单：帮助-在线资源-帮助中心

或originlab.com/HelpCenter

在线文档  查看产品文档，如用户手册、教程等 originlab.com/doc

视频教程
 介绍Origin的各项主要功能，目前共计191个短

视频
originlab.com/Videos

在线研讨会  推介Origin主要功能的实时和过往研讨会 originlab.com/Webinars

图库
 分类查看典型图型示例

 提供更多信息供用户进一步学习
originlab.com/GraphGallery

案例研究  了解其他用户如何在工作中灵活应用Origin originlab.com/CaseStudies

用户论坛  与其他用户分享使用技巧，也可发帖求助 originlab.com/Forum

Origin学习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