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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ook

在这一节中，我们将借以一个实际例子来学习绘图

的功能， 包括如何绘图, 如何美化图形，如何批量

绘图等

Graphing

在这一节中，我们将借以一个实际例子来学习数据

分析的功能，包括如何对数据进行拟合，如何自定

义分析模板，如果进行批处理数据分析等。

Data Analysis

在这一节中，我们将了解 Origin 2019 中一些有用

又有趣的新功能。

Origin 2019 New Feature

在这一节中，我们将初步了解 Origin 并熟悉

Origin 的一些基本操作。

Origin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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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 Introduction



Origin GUI

用户界面

➢ 菜单栏会根据子窗口类型变化而变化。

➢ Origin 子窗口包括工作簿，矩阵簿，

图形，函数图，布局，Excel 工作簿

和备注。

➢ 命令窗口和脚本窗口可用于运行

LabTalk 命令，选择窗口：命令窗口/

脚本窗口打开。



Origin GUI

用户界面

➢ 大部分 Origin 窗口和

工具栏都支持浮动，

停靠或者隐藏，从而

更好地利用屏幕空间。

➢ 若需重新初始化

Origin 用户界面，可

选择查看：工具栏：

重新初始化。

➢ 选择帮助：更改

语言可以更改

Origin 用户界面

的语言。



Learning Center
学习资源

➢ 选择帮助：Learning Center 或者按下 F11 键可以打开。

➢ “Origin 内置官方学习中心”

1. 查看数十种绘图和数据分析的例子

2. 快速打开最近创建或编辑的项目和图形。

3. 新建自定义的空白工作簿或矩阵簿

4. 获取了解与学习Origin的视频和相关文档等资料



Apps Gallery & App Center
扩展功能

1. 自定义地扩展Origin的绘图和

分析功能

2. App右上角出现小红点时即可

右键选择Update进行更新。

3. 卸载时只需右键选择Uninstall

即可。



Graphing



Importing Data
导入数据

示例文件： Samples/Curve Fitting/Sensor01.dat

背景：高精度位移传感器位移量与传感器输出的实验数据。

导入文件的方法：

➢ 直接将文件拖入 Origin

➢ 选择文件：导入：单个 ASCII 文件



Creating Graphs
绘制图形

方法A

选中 B 列，选择绘图：2D：散点图：

散点图或点击工具栏的散点图按钮

方法B

选择绘图：2D：散点图：散点图或

点击工具栏的散点图按钮 ，打开

图标绘制对话框

方法D

选择文件：新建：图， 选中 B 列，

并将鼠标移至列边缘直至鼠标变为添

加曲线的状态，按住鼠标左键并将鼠

标拖入图中。

方法C

选中 B 列，单击鼠标右键选择绘图：

散点图：散点图



Customizing Graphs
定制图形

左图使用的功能包括：

➢ 更改图形样式

➢ 添加特殊点

➢ 更改坐标样式

➢ 添加参照线

知识点扩展

➢ 绘图细节对话框

➢ 坐标轴对话框



Batch Plotting
批量绘图

1. 在图形页面中右键选择 复制（批量绘图）

2. 选择批量绘图数据和匹配因子



Graph Template
图形模板

保存图形模板：

1. 在图形窗口标题栏点击鼠标右键选择保存模板为…

2. 保存该图形为 *.oggu(或*.ogg) 的图形模板

使用图形模板：

1. 选中绘图数据

2. 选择绘图：模板：自定义模板

注：要求选中的数据与绘制模板的数据的结构和属性一致。



Data Analysis



Curve Fitting
拟合

知识点扩展

➢ 重新计算

➢ 对话框主题

1. 选中数据，选择分析：拟合：线性拟合

2. 根据实验要求设置拟合条件

3. 输出拟合报告



Custom Report Sheet
拟合

知识点扩展

➢ 嵌入变量

➢ 控制数据格式

➢ 复制为链接



Analysis Template
分析模板

保存分析模板：

1. 在工作簿窗口标题栏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另存为分析模板

2. 保存该工作簿为 *.ogwu(或*.ogw) 的分析模板

使用分析模板：

1. 将数据文件直接拖入源数据工作表或将导入数据文件至

源数据工作表

知识点扩展

➢ 消息日志



Batch Processing
批处理

1. 选择文件：批处理

2. 选择已存的分析模板

3. 选择数据类型与结构一致的数据文件



Origin 2019 New Features



Key Feature Overview
Origin 2019 重点功能

❑ 搜索菜单

❑ 高亮显示数据点

❑ 高亮显示绘图

❑ 数据点提示

❑ 列视图

❑ 条件格式

❑ 新绘图类型

• 小提琴图

• 四面体图

• 双Y轴网格叠加图

• 行绘图

• 分组散点图

❑ 工作表中对空白单元格处理

❑ 新工作簿对话框

❑ 绘图方面的改进

• 经纬度支持DMS标注

• 带标签热图

• 类别等高线图

❑ 新的Apps

• Graph Maker

• Stats Advisor 

• ……

详细介绍：https://www.originlab.com/index.aspx?go=Products/Origin/2019&pid=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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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p
帮助文档及资料

• 按 F1快捷键

• Origin Blog:  http://blog.originlab.com/

• Origin 中文视频教程： http://i.youku.com/origingz  

• Origin 中文论坛：http://www.originlab.com/forum/forum.asp?FORUM_ID=28

• Origin软件用户（华东）QQ交流群：140825885； Origin软件上海科技大学交流群: 278919679



Q&A



Q&A
问答

1. 如何重新初始化 Origin 界面？

2. 如何在 Origin 中查找官方示例？

3. 如何选中图形中的某个特殊点？

4. 绿锁和黄锁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5. 如何复用分析模板？

6. 说一个你感兴趣的 Origin 2019 的新功能？



THANK YOU

Origin
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