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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introduction



OUTLINE

• 簡介Origin/OriginPro

• Origin/OriginPro 繪圖功能

• Origin/OriginPro 資料分析功能

• Origin/OriginPro新功能*

• Origin/OriginPro應用案例





資料數據導入/查詢/連結
可以直接導入ASCII, CSV, Excel®  

以及第三方格式的資料數據。
可查詢資料庫，從LabVIEW™、
MATLAB® 、 Excel® 等發送程式
和指令到Origin上進行後續任務。

數據繪圖/瀏覽數據
輕鬆快速地產生高品質的圖表。
可以保存能重複使用的繪圖模板
與主題範本。您可以在圖表中直
覺畫讀取數據資料，或是自由地
旋轉、縮放或是滾動3D圖層查看

局部區域。

發表/展示/客製化報告
您可以透過多種方式快速地在
ORIGIN創造出精美圖表與客
製化報告；包含可以一指搞定

圖表嵌入Word® 和
PowerPoint文件中。

消除/簡化資料與分析
使用帶有圖形化介面的

Gadget工具在圖上直接產生
互動式的分析結果；包含非線
性擬合、積分等高階分析工具。

導入新數據後，
ORIGIN能自動更
新分析與圖表並產

生報告

ORIGINLab原廠合格認證

張旭男 sherman chang

*Origin2019b起新增data主選單

*Origin2020起新增mini toolbar



什麼是ORIGIN和ORIGINPRO

◆ORIGIN 是個一個資料分析與繪圖套裝軟體。遍及全

球的企業、政府機構、學術組織等領域，超過上百萬

的科學家與工程師們每天在使用中。Origin提供了簡

單易學的操作介面，整合各項使用者需求進而展現高

度客製化的圖表與報告。

➢更高階的OriginPro，除了包含origin全部的功能之外，

OriginPro提供了進階的分析工具，包含高階波峰擬合分析，高

階統計與多種訊號處理的卓越能力。



為何選擇ORIGIN

➢一指搞定繪圖/All in One Tool

➢完整的資料數據繪圖/Graphing

➢卓越之曲線擬合以及波峰分析能力/Curve 

Fitting & Peak Analysis

➢批次處理無須撰寫程式/Batch Processing 

without Programming



為何選擇ORIGINLAB

✓超越一般水準的技術支援與服務 : OriginLab的專門客戶服務團隊

有超越十位以上 / 實密科技技術支援單 / 原廠跨區域無時差服務。

✓追求完美且健全的軟體功能 :語言型態支援英語，德語和日語。

OriginLab的軟體研發工程師超過30位以上(美國&中國)，並來自

於統計/資工等各領域。每一年我們都會更新軟體版本，並以客戶

提供的需求與回饋給我們的想法為基礎做改良。

✓持續追求卓越與成長的公司 :願景是提供具備靈活彈性且簡單好用

之資料分析和繪圖軟體，同時也符合需要各種廣度與深度範圍的

使用需求。如APP的開發模式



ORIGIN/ORIGINPRO 的繪圖功能



柱狀圖/直方圖、長條圖(BAR CHART)和
圓餅圖

• 柱狀圖/直方圖、長條圖(Bar Chart)和圓餅圖是廣泛地使

用在各領域的基本繪圖種類，Origin可以支援包含基本

型、堆疊(Stacked))和群組(Grouped)以及浮動(Floating)柱

狀圖/直方圖、長條圖之外，也支援3D柱狀圖以及2D圓

餅圖。



折線圖和符號圖
(LINE & SYMBOL GRAPH)

Origin支援包括:

• 折線圖

• 散佈圖(Scatter plot):可以包含XY Error Bar，行散佈，水

滴線(Drop line)，Color Map, Size Map。

• 折線圖和符號圖結合

• 區域圖(Area plot):單一區域，堆疊區域(Stacked Area)和

填充區域(Fill Area)



多軸(MULTI-AXIS)和多面板(MULTI-
PANEL)圖型

為了展現多重的數據資料在同一個圖型製作畫面，origin

提供底下兩種重要功能

• 多軸圖型

• 多面板圖型



三元圖(TERNARY GRAPHS)和
PIPER GRAPHS

三元圖和Piper圖常常應用於特殊的地理科學和大眾工程領

域上，如水化學分析等等。Origin支援包括:

• 2D三元圖(包含散佈圖或是輪廓圖)

• 3D三元圖(包含散佈圖或是colormap surface)

• Piper chart(水質化學分析圖)



極座標圖(POLAR GRAPHS)

極座標可以藉由根據一個特定點的方向和距離來展現出某

現象的特徵值，比如地球兩極地區下的溫度分佈圖。極座

標同時也是面對處於多層次資料中能夠展現視覺化的方式。

Origin提供簡單方便易用的模板可以展現資料和兩極座標

函數，包括雷達圖和風花圖(Windrose diagrams)。



瀑布圖(WATERFALL GRAPHS)

Origin的瀑布圖是最理想展現多重數據集在相同狀況下的

變化比較圖。有三圍的變化效果，使您可以從Y或是Z的

維度觀察變化趨勢。



輪廓圖(CONTOUR)和熱區圖(HEAT 
MAP)

Origin的輪廓圖可以從XYZ資料表的數據資料或是從矩陣

型態資料來創造出來，也能夠從輪廓線或是標籤來上色。

包括註解的地方也可以同時上色，展現優異的視覺化效果。



3D圖型

Origin支援3D圖型自由且即時的轉動，包括旋轉/延伸/扭

旋。Origin提供:

• 3D符號/向量/軌跡圖(Trajectory plot)

• 3D長條圖

• 3D曲面圖



統計圖型

Origin支援許多種統計繪圖包括:

• 盒狀圖(Box Chart)，群組盒狀圖，直方圖，堆疊直方圖。

• 直方機率混合圖。散佈矩陣圖。機率分布以及常態分佈

圖(Q-Q plots)。品管圖(x bar R -Chart)。柏拉圖(Pareto 

Chart)。



側面圖(PROFILE PLOTS)

Origin可以讓您創造輪廓圖以及影像圖的側面圖，可以清

楚檢視您的資料的水平與垂直的交叉構面角度。

• 側面圖可以自由選擇水平，垂直或是特定線。

• 可同時展現多重側面圖

• 可以計算包括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總和與變異數。



函數繪圖(FUNCTION PLOT)

Origin支援2D和3D的參數繪圖方式，2D以及3D參數繪圖

廣泛地被利用在描述圓形、拋物線圖和雙曲線圖。



其他專業領域圖表

Origin 對各種專業領域提供了直接的支援，少數但專業的繪
圖一樣可以直接從Origin 本身的圖表中直接選取無需做繁瑣
的設定。

• Origin 支援

• 向量圖/風瑰圖

• 史密斯圖

• 股票走勢圖

• 其他專業圖表



✓ 柱狀圖/直方圖、長條圖(Bar Chart)和圓餅圖
✓ 折線圖和符號圖(Line & Symbol Graph) 

✓ 多軸(Multi-Axis)和多面板(Multi-Panel)圖型
✓ Ternary Chart (三元圖)

✓ 極座標圖(Polar Graphs)

✓ Waterfall Graphs (瀑布圖)

✓ 輪廓圖(Contour)和熱區圖(Heat Map)

✓ 3D圖型
✓ 統計圖型

✓ 側面圖(Profile Plots)

✓ 函數繪圖(Function Plot)

✓ 其他專業領域圖表



ORIGIN/ORIGINPRO 的資料分析功能



ORIGIN的資料分析功能

Origin支援的資料分析功能包括了

• Origin Gadgets (FFT，積分，或是Quick Fit等簡單的資料探索小工具)

• Statistic (統計相關功能):假設檢定/ANOVA/無母數統計分析/ROC/多變量分
析/樣本規劃數目分析等(多數功能OriginPro才有)

➢Curve Fitting (曲線擬合) (部分功能OriginPro才有)

• Signal Processing (訊號處理)

➢Peak Analysis (峰值分析) (OriginPro可作multi-peak fitting和batch fitting)

• Mathematics (相關數值分析或運算)

• Data Manipulation (資料的整理和調整)

• Analysis Templates Creation (建立分析作業樣板)

• Batch Processing (批次處理)



ORIGIN/ORIGINPRO 的曲線擬合功能

Only OriginPro



曲線擬合(CURVE FITTING)

 線性與多項式擬合：使用者可以
從工作表或圖面擷取資料，並求出
一條最接近這些資料特性的函式繪
製在圖面上，也可以對多組資料作
分析比較。

 Quick Fit Gadget 

使用者可以在資料圖上定義一個
子區間(Region-Of-Interest (ROI))並
且針對這個區間做擬合和分析。



• 非線性擬合 : 用Origin內建200多種函數

作擬合之外，也可以用Origin的Fit 

Function Builder來建立自己的逼近函數。

• 自動化的擬合計算

• 擬合模型和資料集合之比較(OriginPro)

✓哪一種函數擬合最適合?

✓同一個函數哪個資料最適合?

✓全部擬合函數排行榜

曲線擬合(CURVE FITTING)



ORIGIN/ORIGINPRO 的峰值分析功能

Only OriginPro
*峰值擬合(Peak Fitting；僅限於PRO版) 



近20年來，INSEP一直在使用Origin軟體。

Origin是一款多功能的軟體，它包含了信號處理，資料
處理，統計，繪圖和生成報表所需的各種工具。

在Origin 2020的各種改進和新功能中，最讓我驚喜的
是彈出式的浮動工具列，使用該工具列，我們可以超級
輕鬆和快速地自訂和修改各種圖形元素。

Antoine Couturier 博士, 研究工程師---INSEP (法國巴黎)



用於快速簡易地設置圖形的浮動工具列

可以快速編輯和自訂圖形中的各種設置。

影片點選

https://d2mvzyuse3lwjc.cloudfront.net/images/WikiWeb/Origin_2020_Feature_Highlights/2020MiniToolbars2.mp4?v=10977


10倍速地導入大型文字檔

5倍速地繪製大資料散點圖

新的點密度圖（DENSITY DOTS）可在幾秒鐘內
繪製數百萬個資料點

資料庫導入速度提升

利用處理器的多核價格大幅提升速度

說明:資料以散點圖的形式顯示，資料點的顏色映射到對
應的資料密度。資料密度則通過一種快速演算法進行計
算，該快速演算法運用了2D頻數分佈近似和2D插值。



新增十數種繪圖圖型

自訂環狀圖 桑基圖(sankey): 顯示水和能量的
流動

譜系圖







材料結構特性的描述

• 客戶單位 : 北卡羅來那州立大
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 問題 : 如何編譯並且展現大型
的資料和變數之集合，也需
要產生圖表用才能比較原始
資料和模型的資料

✓解決方案 : 運用多座標軸功
能與3D曲面色彩圖展現多個
變數資料

ORIGIN
軟體的關鍵功能應用 :  

➢Multi-Axis graphs 

➢3 Dimensional Plots 

➢Colormap Surfaces 

➢ Multiple panel graph 

➢Inset GraphPublication-

quality graphs



• 他的研究團隊主要是在探討材料結構的特性，研究團隊

運用Origin對資料進行編譯和組織，並且建立了整合了

原始資料，模型資料以及比較兩者差異的優雅圖表。

• 同時由於實驗資料(標註為2θ的x軸資料)以及這些實際上

反應的數值(d-spacing)之間的關係並非線性，研究團隊

運用了Origin的多重座標軸功能追加了一條補充的x軸

在圖面上用來說明非線性的關係。

這項功能讓他們可以像(下圖一)之中那樣簡潔的說明非常複

雜的晶格結構關係。

材料結構特性的描述
JASON NIKKEL，是一位受JACOB JONES教授指導的北卡羅來
那州立大學研究生，他成功的運用ORIGIN編譯大量且複雜

的資料，並且用平易近人且專業的方式呈現出來。



材料結構特性的描述

圖一， 運用Reitveld refinement method粹取晶
格資料並且描繪出兩組資料的共同峰值位置

研究團隊主要用現場散射的技
術，研究結構與特性的關係；
發現這些實驗主要是在探討大
型的多變量問題，通常難以用
一般的二維圖形作說明。

➢ 因此研究團隊需要三維的圖
形作說明〜Origin的功能可
以滿足他們的需求，最新的
OpenGL 3D繪圖功能：讓
研究團隊可以用視覺化的方
式把複雜的結構特性關係優
雅的描繪出來(下圖二) 。



材料結構特性的描述

圖二 : 用來展現特定晶格峰值的3D曲面圖，圖形中
展示了有經過機械夾持以及沒有夾持的鉛-鉻-鈦材
料的差異

成功的運用
ORIGIN軟體

編譯大量且複雜
的資料

用平易近人容易
理解且專業的方
式呈現出來。



尖端電池技術研究

• 西北大學在研究更有效率的電池成分工作上必須分析
大量的電解質材料的相關資料和數據。

• 由核磁共振儀以及其他實驗得來的不同材料和成分的大量數據的分析中可
以找到更好的添加物配方以促進離子的運動讓電池更有效率。

問題: 分析數據的工作極為繁瑣枯燥，並且需要大量時
間人力。

• 西北大學的研究人員在Origin的環境裡以巨集的方式
開發了自動化的數據分析軟體套件，只要按一個按鈕，
就可以自動分析量測所得的大量數據。



分子影像資料視覺化

• 化學相關領域的客戶經常會需要參考圖形化的分子結構式資

料以及各種成分的物理特性〜作為評估的依據。

• 一位在頂尖的製藥企業任職的客戶使用了第三方的DLL函式庫

配合Origin C在Origin的環境裡撰寫了極為方便的工具程式。

• Origin的環境和彈性 : 這位客戶建立了一個可以在Origin的環境

裡讀取SMILES格式的資料重建圖形，並且同步的顯示各種成分

的物理特性的便利功能，以供研發工作參考。





二氧化碳雷射不穩定性分析

• 義大利的國家光學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Optics, NIO)對二氧化碳雷射
的特性做研究設法提高設備的效率。

• 分析蒐集得來的資料發現雷射光束在切面上的強度隨時間和位置有預料之
外的變化

 NIO利用Origin重建了光束截面的強度等相關資料
繪製了3D以及輪廓圖。

研究成果提供設計或運用二氧化碳雷射的專業人士極佳的參考資訊。





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研究

• 位於加拿大蒙特婁的McGill大學希望對於慢性阻塞性肺病有進一步的研究，

找出協助患者減輕不適感的方法。

• 患者呼氣時無法完全排出廢氣，導致吸氣困難並且產生不適感，並且也讓血

液中二氧化碳濃度偏高。研究必須以健康的志願者配帶阻流器以模擬呼吸不

順暢的狀況，並且在不同的環境下模擬不同的運動狀況蒐集資料。

• Origin可以安裝在筆記型電腦裡讓研究人員攜帶到非實驗室的環

境，即時的收集資訊並且在同一個軟體平台下分析處理，大幅

提高研究的便利性。

• 研究人員藉由Origin的協助了解了不適感的成因，進而發展出一套運動協助

患者復健。



愛滋病疫苗研究

• Washington National Primate Research Center 的一群研發人員

在愛滋疫苗的研究上運用了Origin軟體。

• 對於病毒感染的狀況作分析，亦即對於CD4+T細胞的損失狀況

作研究可以作為愛滋發病的指標。

• 研究小組用血液分析量測血球細胞數量和血紅蛋白級數，以及

用流式細胞儀鑑定白血球中的特殊成分來界定血液中T輔助細

胞的數量。

研究的過程中Origin的視覺化和資料分析功能

提供了研發人員很大的幫助。



愛滋病疫苗研究(續)

• Origin的雙面板圖提供了一

個絕佳的環境比較分析資料。

 Origin的曲線擬合和數值
分析功能對於歸納和解讀
產出資料有很大的幫助



心臟產生能量的原理

• 任職於美國伊利諾州芝加哥的Loyola大學的Dr. Rolf Brandes領導的研發團

隊，運用Origin在他們的研究工作上．Dr. Brandes的團隊試著找出心臟在

負荷變重時如何管理和管制產生能量的機制以及這個機制和心臟疾病的

關係

 細胞中的基礎能量是透過粒腺體進行氧化磷酸化的作
用產生，而通常其效率是由二磷酸腺苷(ADP)所控制

 研發團隊想驗證粒腺體內的鈣離子濃度的變化和
NADH的產生率是否有正面關係



心臟產生能量的原理(續)

 研究團隊運用螢光光譜法收集組織中的資料，並且運用Origin做原始資料
的前處理和分析以及擬合的工作

 研究團隊必須先把影像資料加以處理比對，擷取資料並且數值化，再作進
一步分析，人工處理資料耗費大量時間又容易出錯

Origin軟體讓很多工作變成自動化、依靠研究人員自己
撰寫所需的功能，讓資料分析又快又方便

 這個實驗的結果確認了負荷增加時NADH的減少和鈣離子的濃度並無明確
相關，但是反過來說NADH的恢復就和鈣離子的濃度有關係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問題與討論

snchang@qi-well.com

0909-579-000

ORIGINLab原廠合格認證

張旭男 sherman chang

ORIGINLab創辦人楊超平(Jerry yang):
用功，保持一種開闊和靈活的思路。

----USTC 1999



附錄一

• ORIGIN的強大開發能力

• ORIGIN與第三方軟體的結合能力



Client
Applications:

Excel VBA
LabVIEW
MATLAB
Python
Visual C++
Visual Basic
More…

Automation/
COM Interface

Origin GUI:
Workbooks, Matrices, Graphs,

Graph Templates, 

Analysis Templates…

Origin C
LabTalk

Scripting
Python

(PyOrigin)

NAG

Numerical

Library

Origin Application

R console

(2016~)



• Origin C:

• ANSI C Compatible, with C++, C# Features

• Multi-tabbed Editor with Code Folding, 

Debugging

• Access to NAG Library, External DLLs

• Save Code with Project or Auto Load

Python (PyOrigin):

• Embedded Python ver 3.3.5 or ver 2.7.8

• PyOrigin Module to Access Origin Objects

COM Server:

• Connect to Origin as Server Application

• Send Data and Commands

• Get back Results and Graph Images

• Use Templates for Automation

LabTalk:

• Proprietary Scripting Language

• Easy Access to Origin GUI Objects

• Assign Scripts to Buttons, Menus, Events

• Access X-Functions and Origin C Functions



附錄二 • 「產、學、研」的資源投入比例



附錄三
海盜王時代人人心中都有一個路飛

「如果伸展台上的模特兒是唯一穿得起高級服裝的人，流行業就無法賺錢」

BSA 全球軟體盜版率調查報告報告重點：

2011全球PC軟體盜版率維持在 42% 。

BSA2015最新調查：台灣未經授權
軟體使用率仍高達36% (下降趨勢)

全球盜版軟體灰色市場的商業價值自2010
年的588億美元攀升至2011年的634 億美
元，創下新高，主要原因是在盜版率最高
的新興經濟體，PC出貨量仍持續增加。

政大智慧財產研究所所長劉江
彬指出，必須要從大專院校著
手建立智慧財產權的觀念

例如:大學應要求新生入學時，
同時簽下禁止使用校園網路進
行侵權行為的公約，並把智慧
財產權的課程列入中小學的教
材中。



附錄三
海盜王時代人人心中都有一個路飛

「如果伸展台上的模特兒是唯一穿得起高級服裝的人，流行業就無法賺錢」

BSA 2015全球軟體盜版率調查報告報告重點：

➢ 亞太區的未經授權軟體使用率為全球之冠，
達61%，僅較2013年度下降1個百分點。

➢ 中歐與東歐以58%的比率居次，較上一次
研究下滑3個百分點；中東與非洲則為57%，
下降2個百分點。

✓ 北美仍然是全球未經授權軟體使用率最低
的區域，降至17%，但其商業總值仍高達
近100億美元，十分驚人。

✓ 在西歐地區，未經授權軟體使用率下降1個
百分點，為28%。

BSA台灣區主席:

每降低10％盜版率，增加了近
五千個高科技工作機會、本土
軟體產業增加10億美元的產值
與政府8700萬美元的稅收

➢ 「這就代表，每增加10％盜
版率，就會減少五千多個工
作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