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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 言： 
感谢您使用 Anyty 3R-MSA600 手持式数码显微检测仪，您能成为我们的用户，是我们莫大的荣幸。为了使您
能尽快熟悉并使用该款设备，我们随机配备了内容详细的用户手册。 
 
使用本产品时请遵循以下事项： 
高温低温：不要在低于 0 度及高于 40 度的场合使用仪器。 
避免碰撞、跌落：受到强烈的碰撞、震动或扭曲，本产品可

能会发生故障。 
谨慎装卸电池及可动部件：切勿强硬拆卸电池或挤压屏幕、

电源连结线、电池盖，并应避免碰触镜头，这些部件极易受

损。 

不使用机器时:应关闭电源或拔除电源线，存放在干燥与通风
良好的地方。切勿将机器暴露在温度低于-5℃或高于 50℃的

场所中。 
妥善收纳机器：当携带机器时，请将机器放入仪器包装箱中，

以免在携带过程中发生碰撞导致机器受损，组件的短路而引

起机器烧毁或损坏。 
防尘：光学精密仪器，请不要在灰尘严重的场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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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品信息 
产品名称：Anyty便携式数码显微检测仪 3R-MSA600 

 
仪器主要性能特点： 

三种不同倍率放大，满足不同场合倍率放大需求。 
安卓系统、手持式一体化设计，设备体积小巧，方便携带。  
内置电池，无需外接电脑及电源即可进行显微测量分析。 
高清触摸屏，电动自动对焦，操作全部通过简单的触控完成。 
高分辨率光学镜头，最高 200 倍放大倍率，真实还原色彩。 
一键式储存，可将拍摄图片及测量数据图片同时保存,方便数据的进一步处理分析。 

 



 

-------- WWW.3R.COM.CN  -------- 

三、信息资源 
公司名称 3R 北京爱迪泰克科技有限公司 服务电话 010-62041107 

联系地址 北京海淀区上地三街金隅嘉华大厦B座805 公司网站 www.3r.com.cn 

 
四、包装清单 

品称 数量 品称 数量 
主机 1 防震包 1 
使用说明书 1 USB线、充电插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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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仪器结构 

 
 

1:散热进风孔 2:仪器开关键 3:镜头模组 4:散热出风孔 5:HDMI 接口 6:USB接口 
7:电池仓盖 8:固定支架接口 9:定位片 10:软脚垫 11:充电指示灯 12:触摸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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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开关机及充电说明 
 

 

开关机：长按仪器上侧面电源开关键 （如下图红圈中

按键），屏幕将出现设备启动画面，关闭仪器同样是长按仪器

电源开关 2 秒，屏幕出现关机选择，点选关机即可完成设备关
机， 
单按一次电源开关，设备将处于休眠状态。再次单按电源开关

设备将会被从休眠状态中唤醒，进入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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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机按钮 启动画面 关机画面 
 
 
 
长按开机按钮屏幕将出现关机选

项，选择关机即可关闭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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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装卸锂电池： 
图 3 图 4 

将电池盖板打开后将可看见设备电池，即可对电

池进行卸除、更换，如图 3 、图 4所示。 
更换新的电池请前几次充满电后使用。 

注意：此处为电池安放处。产品自带电池，请不要随便拆

卸，因为电池和本机由线连接在一起。不可使用尖锐物体

触碰电池，防止电池外包装破损引起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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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操作说明 
 
设备开机后出现如图 5 所
示的功能选择界面。 

图 5 
 

点击此图标，将可以打开已经拍摄保存过的图像。 

 
此图标为设备系统内部设置，内含（语言、WLAN、蓝牙、设备信
息等） 
点击此图标,即可进入软件应用界面。 
点击此图标，可以浏览到本机安装的应用程序。 

 
网页浏览器:通过 WLAN 网络连接 wifi，wifi 连接成功后可通过此浏
览器进行上网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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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软件操作说明 
 
点击 图标进入显微拍摄主菜单 
 

图 6 

5X 当前实时放大倍率显示， 5X\60X\200X。 

不同放大倍率自动聚焦图标，从上到下依次为 5X、
60X、200X 自动聚焦图标，将仪器水平放置于被
拍摄物体后，点击对应聚焦图标仪器将进行该倍率

的自动聚焦。 
选择5倍自动聚焦时请如左图所示意将镜头模组向
上滑动后点击聚焦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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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图标可对图像进行测量 

图 7 

直线测量功能图标 角度测量功能图标 

 
面积测量功能图标 平行线测量功能图标 

 

注意：建议在使用图像静止功能后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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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图标可对图像进行拍摄 

图 8 

拍摄图标：点击此图标后，拍摄及测量画面将被保存在仪器的存储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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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图标可对图像进行设置 

图 9 

设置图标：点击此图标将进入仪器设置界面。 
定标图标 白平衡图标 

曝光亮度调整图标 自动曝光：点击此图标

后可调整画面亮度 

软件版本信息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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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分享已拍摄保存图标   

返回图标：点击屏幕右上方 按键，可浏览拍摄过的图像，在有网

络及社交软件的前提下可分享拍摄保存过的图像。 



 

-------- WWW.3R.COM.CN  -------- 

十 测量菜单说明 
点此键     进入测量功能选择界面 

 

端点向上移 端点向下移 直线测量功能 角度测量功能 

端点向左移 端点向右移 面积测量功能 平行线距离测量 

切换选择端点 

数码放大：当选择测量功能后，右边最下面图标将变化成拍摄、画面静止图标，点击画面禁止图标后，在屏幕

上可以通过手势拉大或者缩小画面，提供 2 级数码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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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测量功能 
直线测量功能： 

点此键进入直线测量功能界面，在屏幕上任意点击

二点，屏幕中将出现以这二个点为端点的一条直

线，同时屏幕左下角将出现该直线的长度的数据。 
红色端点代表此点可以通过屏幕上下线左右方向

键进行微移，点击双三角键 可以切换微移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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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测量功能 
角度测量功能 

点此键进入角度测量功能界面，在屏幕上任意点击

三点，屏幕中将出现以这三个点为端点的一个夹

角，同时屏幕左下角将出现该夹角的度数。 
红色端点代表此点可以通过屏幕上下线左右方向

键进行微移，点击双三角键 可以切换微移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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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测量功能 
面积测量功能： 

点此键进入面积测量功能界面，在屏幕上任意点击

N 个点后，通过点击双三角键 可以将点击的第一

个点和最后一个点连接，同时屏幕将出现以点击的

点组成的一个封闭图形，屏幕左下角将出现该封闭

区域的面积数值。 
红色端点代表此点可以通过屏幕上下线左右方向键

进行微移，点击双三角键 可以切换微移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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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测量功能 
平行线距离测量 

点此键进入平行线距离测量功能界面，在屏幕上任

意点击 2 个点后，将出现一条直线，再次点击一个
点后即可出现一条与第一条直线完全平行的线条，

屏幕左下角将出现平行线的距离数值。 
红色端点代表此点可以通过屏幕上下线左右方向键

进行微移，点击双三角键 可以切换微移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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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设置菜单说明 
 

点击      此键，进入测量功能选择界面 定标图标 

 

白平衡图标 

手动调节曝光 

 

自动曝光图标 

软件版本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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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标功能 
 

 
 
 
 

 标定图标：点击此图标将进入仪器定标功能设置界面（如

左图）。将刻度尺放置于设备下拍摄清晰，沿尺子刻度线平行方

向任意点取二点，选择屏幕右下角的方向箭头键进行微移，根据

拍摄的尺子刻度，将这二点的实际距离输入屏幕左下方的空格中

（点击空格将先输入键盘），点击 MM 后可以切换单位面积为微

米。输入实际尺寸后点击保存图标，该倍率的定标完成。 
注意每个实际倍率都需要定标，5X,60X,200X。选择左边不同的
自动聚焦图标后，按顺序依次标定。如左图为 60X 下标定，左下
角将输入 3MM，点击保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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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平衡功能 
 

 
 
 

自动白平衡：将仪器对准一张白纸后调节聚焦清晰，可以

清晰看见纸张纹理后按此键，仪器上方会自动白平衡图标 AWB，
此时仪器会自动进行白平衡校准，当仪器屏幕呈现灰白色无明显

色差时，再次点击此键，仪器将完成自动白平衡校正并自动保存

该参数。 
注意：做自动白平衡时请将曝光调节至合适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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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度调整功能 

 

调节曝光： 将仪器对准被拍摄物体后点击此功能图标，
仪器将出现如左图示意的曝光调节界面。按顺序点击屏幕上左边

3 种不同倍率的自动聚焦图标，待图像聚焦清晰后调节亮度条，
直至屏幕显示被拍物亮度合适后点击保存图标。注意红色圆圈内

的不同倍率的选择，5 倍、60 倍、200 倍都需要提前预设亮度。 
预设亮度不一定完全能够覆盖所有的被测物体的需要，如特殊情

况，预设置的亮度不能满足拍摄需求，我们需要手动进入曝光设

置来手动调节。 
特别提示：预置的亮度不是适合所有被拍摄物体，当预置亮度不

合适时请适当在此设置中手动调节曝光值，以便最好观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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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曝光功能 
 

 

自动曝光：点击此图标后可自动调整画面的明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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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备注功能 

软件版本信息：点击此图标后可查询当前软件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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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导出数据 
 

 

图像数据导出： 
1.通过随机所带的 USB数据线将仪器与电脑 USB接口连接 
2.电脑将出现 AOSP图标。 
3.双击打开 AOSP 图标后将看见仪器内部存储设备图标 
4．双击内部存储图标将出现仪器内部文件夹，找到图片文件夹 Pictures,
即可浏览保存过的拍摄图像，可以通过拷贝等方式将图像导出至外部存储

器中。(如左图所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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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技术参数 
传感器： CMOS 130 万像素彩色 存储空间： 16GB 
放大倍率： 支持约 5-200 倍（对应 17 英寸屏幕） 图像尺寸： 1280X720 像素 
屏    幕： 720P 高清液晶触摸屏幕 仪器尺寸： 185*70*55mm (长宽高） 
电池容量： 3200mAh 数据接口： Micro USB2.0 、HDMI 
电池消耗： 连续拍摄工作 2 小时 网络接口： WIFI 
操作系统： 安卓 5.0 操作温度： 5-35 度 
数位变倍 2 位 储存温度： -20 度---+50 度 
图像格式： BMP 照明光源： 高亮度白光 LED*8 
机身重量： 约 300g 机身内存： 2GB 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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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维修服务信息 
感谢您购买 Anyty 3R-MSA600 便携式视频显微镜，我们为您提供一年的免费维修。为了能更好给您提供优质的
服务，填写此用户登记表格后传真或 Email 至我公司， 
请不要自行拆装机器，否则我们视为您放弃了享受一年免费维修的权利。 
 
单位名称： 设备编号： 
联系人： 购买日期： 
联系电话： 经销商名称： 
联系地址： 

设备制造商：3R 集团 北京爱迪泰克科技有限公司    服务电话：400-680-6765   Email：info@3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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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产品信息请浏览我们的网站或致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