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名称 技术参数 产品功效

教师端智能

显微镜

1. 光学系统：采用无限远系统。

2. 目镜：大视野目镜WF10X/18mm

3. 观察筒: 铰链式三目镜筒，30°倾斜，目镜视度在目

镜上单独可调；

4. 物镜：宽带镀膜无限平场物镜 4×、10×、40×（弹

簧）、100×（弹簧、油）。

5. 转换器：内定位五孔物镜转换器。

6. 调焦机构：低手位同轴粗微同轴，粗调行程 25mm,

微调精度 0.002mm,带有防止下滑的调节松紧装置和机

械式上限位装置

7. 载 物 台 ： 双 层 复 合 机 械 移 动 平 台 ， 尺 寸 :

155mmx142mm ， 移动范围 :76mmX50mm ; 精 度

0.1mm

8. 聚光镜：N.A.1.25。

9. 照明系统: 3W LED 照明，亮度连续可调;宽电压适配

器，输出 DC12V2A

10. 摄像系统：1800 万像素扫描方式：逐行扫描

12. 教师端图像处理采集软件

11. 摄像系统：1800 万像素高分辨率专业数码摄像系

统，分辨率≥4000x3000 有效像素；帧率：3.5-46.5 帧/

秒, 信噪比：54 db, USB 输出，扫描方式：逐行扫描

教师示范用数码显微

镜，可以将教师显微镜

下图像传输到教师端电

脑，实现广播教学、互

动等功能。



12. 教师端图像处理采集软件

⑴ 支持多国语言，可一键语言切换。

⑵ 图像采集：可对实时图像进行捕捉、间隔捕捉、录像；

⑶ 图像管理：对图像文件进行新建、打开、编辑、保存、

打印报告及相册管理(含图像合并)等功能；

⑷ 图像处理：调整、镜像、反转、白平衡、改变图像尺

寸、三维化显示、放大镜、平滑、低通滤波、高通滤波、

灰度形态学、其它过滤器、直方图均衡、发现边缘、自

定义滤波器；

⑸ 校准与测量：配标准校准尺，可以快速用不同直径的

标准园快速定标，也可用十字尺定标，校准尺度后对图

像进行直线、矩形、圆、圆(3 点)、椭圆、多边形、不规

则多边形、角度、折线等的测量；

⑹ 标尺：可在预览状态下加入标尺。可选择横向或纵向，

标尺长度可自行设定，并且可以直接拍照并生成带标尺

图像。测量时不需要再进行设定。

⑺ 可进行约束比例调整图像大小。

⑻ 动态测量：在预览状态下对图像进行直线、矩形、圆、

圆(3 点)、椭圆、多边形、不规则多边形、角度、折线等

的测量；

⑼ 动态预览：动态预览模块可在预览状态下快速对图像

进行曝光时间，增益，偏移，伽马值，白平衡，读取背



景，全屏显示，启用色彩校正等。

无线学生端

显微镜

1.机架：采用优美的圆弧曲线，线条流畅，机身后侧圆弧

形的把手设计；结构件主要材料为金属。

2.光学系统无限远光学系统，光学倍率：40X—1000X，

带防霉结构设计；

3.目镜观察筒：大视野目镜 WF10X/18mm ，双目适度

可调，瞳距调节范围 55-75mm，有松开防跌落设计，铰

链式双目镜筒 30°倾斜。

4.无限远平场消色差 Plan 物镜四个：4X，10X，40X，

100X。

光学系统

无限远光学系统

无限远平场消色差 PL4X/0.1

无限远平场消色差 PL10X/0.65

无限远平场消色差 PL40X/0.25

无限远平场消色差 PL100X/1.25(OIL)

观察头

铰链三目镜组，30°倾斜，360°旋转，瞳距调节 50-75mm

6.物镜转盘：朝镜身内倾斜，四孔转盘。

7.调焦机构：低手位同轴粗微同轴，粗调行程 25mm,微

调精度 0.002mm,带有防止下滑的调节松紧装置和机械

式上限位装置

学生用无线数码显微

镜，可以将显微镜下图

像无线传输到教师端，

同时无线传输到学生自

带 智能 终 端， 兼 容

Android 、 IOS 、

Windows 等操作系统，

实现显微互动教学。



8. 载 物 台 ： 双 层 复 合 机 械 移 动 平 台 ， 尺 寸 :

155mmx142mm ， 移动范围 :76mmX50mm ; 精 度

0.1mm

9.聚光镜：N.A.1.25。

10.照明系统：3W LED 照明，亮度连续可调;宽电压适配

器，输出 DC12V2A。

11.其他：机身采用优美的圆弧曲线，线条流畅，机身后

侧圆弧形的把手设计；低重心底座。整机防霉，滤色片，

护眼罩，防尘罩，香柏油；

12.数码摄像系统，1600 万像素，扫描方式：逐行扫描，

自动曝光、自动/手动白平衡，色彩还原性强，实时数字

图像输出。提供WIFI 无线。可以连接不同操作系统的智

能终端。显示设备与显微镜均可全无线连接，实时展现

镜下优质图像。

13．学生端 APP 功能如下：

1) 兼容 Android、IOS、Windows 等操作系统，学生

可通过自带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即可实现显微

互动教学。学生智能终端不受种类、操作系统、品牌的

限制。

2) 通过输入姓名和显微镜编制的号码，可直接登录实

时显示显微镜图像。

3) 可在实验时直接调用手机或者平板摄像头，进行宏



观拍照。

4) 图像采集：可采用学生智能移动终端对显微镜下实

时视频图像进行捕捉、录像并可直接将图像存储在学生

智能移动终端。

5) 可以使用“信息交流”功能及时的请教老师问题，

把不理解的切片标注问题后发送给老师，老师可以直接

在学生标注好问题的图片上回答。

互动控制系

统

1. 学生可在学生端电脑显示镜下图像的同时使用自带智

能移动终端通过二维码扫描，免费下载 APP（同时兼容

Android、IOS、Windows），实现同时显微互动教学；

在不开启任何学生智能终端（手机/平板/计算机）的前提

下，教师端都能监控所有学生图像。

2. 学生端数码显微镜通过无线的方式与智能终端进行连

接成像，学生端通过无线的方式汇聚到教师端控制系统。

3. 无线局域网架设

1) 无线互动系统配备专业的无线 AP 设备，确保网络的

稳定性，以保证教学使用。

2) 网络布线：采用纯无线网络安装方式，不破坏教室的

环境与设备。

4. 监控：多屏 2X2，3X3 或者单屏全部实时显示学生端

镜下图像，显示具体显微镜的使用人姓名及显微镜编号。

5. 宏观实验：根据实验需求，设定实验步骤，下发到每

完成所有显微镜图像之

间的无线传输实现互动

教学。。



一个接入系统的学生终端，学生根据步骤拍摄照片，并

提交。

6. 资料存储：每个使用系统的老师，可以自行设定班级，

系统自动生成登入学生名字的资料夹，老师可以在对应

班级姓名下查阅学生提交到教师端的图像资料，学生提

交的图片是否保存由老师决定。

7. 实验等级评定：老师可以根据学生提交的实验资料进

行等级评定，如需重做，老师只需评定为不通过即可。

8. 教学示范功能：教师可以通过“教学示范”功能把教

师屏幕图像传输给学生终端，实现教学讲解。

9. 信息交流：学生在观察切片过程中有问题时，可以使

用“信息交流”功能及时的请教老师问题，把不理解的

切片标注问题后发送给老师，老师可以直接在学生标注

好问题的图片上回答。

10. 学生演示：教师选定一台学生机作为示范，由此学

生代替教师进行示范教学。

教师端配套

电脑

I7 9700/8G 内存/256G 固态/1T 硬盘/2G 独显/无光驱

/21.5 寸显示器（选配）

安装教学软件，实现教

学

工业路由器 最多可同时连接 300 台学生端



平板电脑相机技术参数

传感器尺寸 1/1.8 IMX334

像元尺寸 2.0*2.0um

输出像素 1600 万

帧率 1600 万@30FPS

曝光 自动和手动

白平衡 自动和手动

图像存储方式 U盘

电源 Type-c DC 5-12V

显示器尺寸 11.6 寸



显微镜技术参数

放大倍数 光学 2000 倍放大

观察头 铰链式三目镜组，45°倾斜，360°旋转

目镜 大视野目镜WF10X/ 20mm

大视野目镜WF20X

物镜

无限远消色差 PL4X/0.1

无限远消色差 PL10X/0.65

无限远消色差 PL40X/0.25（弹簧）

无限远消色差 PL100X/1.25（弹簧，OIL）

转换器 内向式四孔转换器

调焦机构
同轴粗微调焦机构，微调格值 0.001mm,粗动行程每圈 37.7mm,微动行

程每圈 0.1 mm,微调范围 24mm

聚光镜 阿贝聚光镜NA1.25 带可变光栏滤色片

载物台 双层机械载物台，尺寸:216×150mm移动范围:75mmX55mm

照明系统 柯勒照明系统 3W/LED 照明



安装案例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