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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iolab 5 适用于实验室中进行的常规显微镜检查工作。其紧凑且符合人体工程
学的设计可节省空间且易于操作。
Axiolab 5 是研究团队中的得力助手。与 Axiocam 208 color 组合，充分发挥智
能显微镜功能的优势——体验全新的显微数码成像方式。只需聚焦样品并按下
一个按钮，便可轻松获得清晰的真彩图像。数字图像与您从目镜中观察的效果
一致，所有细节和细微色差均清晰可辨。
另外，Axiolab 5 还会自动向图像添加正确的比例尺信息。这一系列操作可单
机完成，无需使用计算机或任何其他软件。使用 Axiolab 5 既节省时间又节约
成本，而且还可节约实验室的宝贵空间。显微数码成像从未如此简单。

智能显微镜，让您的实验室日常工作更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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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简单、 更智能、 更高度整合

提升实验室日常工作的效率
找到感兴趣区域后，只需按下显微镜主机
两侧的拍照按钮，即可获得图像，操作简
单便捷。Axiolab 5 易于操作且符合人体工
程学的设计理念，使其成为实验室日常工
作的好帮手。您甚至无需移动手的位置即
可控制显微镜及其连接的相机。智能显微
镜系统将自动调节参数，以当时所显示的
样品状况进行精确地记录，并获得包含细
节信息的真彩图像。同时也会自动添加正
确的比例尺信息。您无需再额外购买计算
机或软件。智能显微镜可以让您的工作更
高效，始终专注于样品。

更经济、更可靠
Axiolab 5 对您而言既节省成本又节能。例
如，启用 Eco 模式后，Axiolab 5 将在闲置 
15 分钟后自动进入待机模式。这一操作不
仅节能，而且还延长了光源的使用寿命。
与传统照明系统相比，LED 的使用寿命更
长。在透射光下，全新的高性能白光 LED 
让您能够观察到原色样品的图像。即使是
细微色差，仍清晰可辨。在荧光应用中，
具有不同波长的内置 LED 相比于传统汞灯
使用更方便且更安全。使用 LED 省去了预
热和冷却时间。更换和调整灯泡已成为过
去。节省实验室空间和成本，因为运用智
能显微镜 Axiolab 5 无需额外购置计算机
和软件。

智能人体工学助您轻松完成实验室检测工作
Axiolab 5 在人体工程学和效率方面表现不
凡。只需单手便可操作所有的主要控件，包
括拍照按钮、载物台移动手柄、调焦旋钮和
亮度调节。即使是长时间使用显微镜， 
Ergotube 的镜筒以及高度和扭矩可调的载物
台手柄，可以让您保持舒适的身体姿态。双
样品夹意味着减少了载玻片更换的次数，例
如：大大降低您在检验 IHC 切片时的疲劳
感。全新的光强管理功能可在所有放大倍率
下提供均匀的亮度，在更换物镜时省去了手
动调节灯泡亮度的操作。总之，Axiolab 5 
最大限度地简化了手动操作步骤，让您的工
作更高效、更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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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您的应用

与显微数码相机 Axiocam 202 mono 或 
Axiocam 208 color 结合使用，能充分发挥
单机版智能显微镜成像解决方案的优势。

自动完成白平衡、对比度、曝光时间和图
像增强功能等相机参数设置。无需额外使
用成像软件或计算机，即可执行以下操作：

单机版常规成像

蔡司 Axiolab 5 可单机完成显微成像，无需
电脑。

蔡司 Labscope 可用于高级常规成像

蔡司 Labscope 成像软件是控制 Axiolab 5 
显微镜系统实现标准多通道荧光成像的理想
选择。

蔡司 ZEN 可用于研究应用

使用蔡司 ZEN 成像软件平台控制 Axiolab 5 
智能显微镜完成高级成像工作。

• 直接从显微镜主机上拍摄图像和录制视频
• 通过 OSD （屏幕上显示器），使用鼠标

和键盘（可选）操作相机
• 保存设置
• 存储图像以及显微镜和相机的所有元数据

和比例尺信息
• 预定义名称或重命名图像

这就是智能显微镜，可以轻松进行显微数码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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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图像文件获取图像设置成像参数启动计算机找到感兴
趣区域 

放置样品

按下拍照按钮找到感兴
趣区域

放置样品

常规应用的明场和荧光智能数码成像功能。

传统显微成像工作流程

效率提升：
双眼和双手始终停留在显微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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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您的应用

通过智能显微镜提高效率
效率和质量是实验室的两大关键因素，但
获取细节丰富的真彩图像需要花费大量时
间。您非常清楚这个流程多么复杂：放置
样品、聚焦感兴趣的区域、切换到计算
机、调整白平衡、曝光时间和增益等参数
设置，然后获取图像、插入比例尺、切换
回显微镜等等。这就是传统的数码成像工

作流程。借助 Axiolab 5 智能显微镜系统，
您现在可以始终关注于样品。数码成像是
系统设计中的一个固有功能。只需按下显
微镜上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拍照按钮即可。
该程序能够集成到现有的显微镜工作流程
中，可以显著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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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的应用量身定制

应用领域 组织病理学 细胞学 血液学 微生物学 细胞遗传学 食品和农业 男科和妇科

常规任务 针对疾病检验采样的整
个组织切片

评估单细胞的结构、组
成和生长以及细胞结构

检验血液样本（EDTA 
血液）和骨髓的数量、
形状、血细胞状况

研究引发传染病的致 
病微生物

研究与细胞行为/疾病相
关的染色体异常； 
分子细胞遗传学研究

检查食品或饮料生产的
质量；分析营养成分

评估精子浓度、活力/活
率和精子形态；在细胞学
和微生物学检查中筛选妇
科涂片

典型样品 肺或肾等器官的组织
学组织

宫颈涂片；尿液、痰液
和胸膜液等体液；细针
穿刺，如肺部穿刺

血涂片、骨髓涂片 细菌、病毒、真菌、
寄生虫

血涂片、骨髓涂片、 
细胞涂片、组织样品

啤酒、葡萄酒、奶酪、
肉类、作物、大豆、
淀粉

妇科涂片、精液

常见染色/制备方法 苏木精和伊红（H&E）
染色、免疫组化； 
冷冻切片、福尔马林固
定和石蜡包埋切片

巴氏（PAP）、 
曙红亚甲基蓝、 
姬姆萨、免疫 
组化、FISH

姬姆萨、帕彭海姆氏 革兰染色、耐酸染
色、亚甲蓝、Ziehl-
Neelsen、免疫荧光

姬姆萨（G 显带）、
阿的平和其他显带染
剂、FISH

原生； 
革兰染色； 
切片

巴氏、伊红苯胺
黑、SPERMAC、 
免疫荧光

典型对比技术 明场 明场、相差 明场、暗场、DIC、
荧光

明场、暗场、相
差、DIC、荧光

明场、荧光 明场、暗场、相差、
偏光

明场、相差、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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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司 Axiolab 5 应用案例

血管，透射光明场， 
物镜：Plan-Apochromat 40× / 1.4

大鼠视网膜核快红染色切片，透射光明场， 
物镜：Plan-Apochromat 20× / 0.8

红骨髓，透射光明场， 
物镜：Plan-Apochromat 40× / 1.4

大鼠舌头，酸性绿染色，透射光明场， 
物镜：Plan-Apochromat 20× / 0.8

血涂片，姬姆萨染色，透射光明场， 
物镜：Plan-Apochromat 63× / 1.4

瓦螨，透射光明场， 
物镜：Plan-Apochromat 5× /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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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您的应用

荧光显微镜需要一个强光源激发荧光染料和蛋白。Axiolab 5 FL 配备有使用寿命长、免维护和免调整的节能型 LED 光源，可实现多达 3 个通道
的荧光成像。每个 LED 的光强均可单独控制。Axiolab 5 通过编码识别出当前正在使用的 LED 并将光强调整至上一次使用的设定值。

单击此处观看本段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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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eiss.wistia.com/medias/9imkr7w8ix


约 1.2 米

2 人

约 1.8 米

5 人

11 人

约 1.8 米

约
 2

 米

约
 1

.2
 米

约 2.5 米

8 人 根据可用空间可配置个性化组合，
确保合理利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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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您的应用

多人共览系统
不同角度均可获得理想视野
您可以在培训、咨询和医疗领域使用多人
共览系统，例如：给学生和研究生授课、
会诊或联合评估难以辨识的样品时。使用
蔡司多人共览系统，您可以为每位观察者
提供方向一致的图像。不论配置和观察者
人数如何，每位观察者都能看到与主观察
者相同方向的图像。您基本上可以进行任
意配置 — 根据所需的观察者人数和可用 
空间精准定制。如果需要增加共览者，系
统可随时轻松扩展。

每个镜筒均配有独立支架，经优化调整后 
位于其重心位置。这使得整个系统非常稳
定。每个支架的高度可单独调整，球窝接 
头可自动补偿桌面或地面的细微不平整。

使用移动式光标记可在制备好的样品中标
记目标结构或明显的组织学改变。通过连
续调节光标亮度和选择不同颜色设定（白
色、绿色和红色），为不同方法染色的样
品提供最佳的方向定位。

›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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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显微镜
蔡司 Axiolab 5：
• 带透射光的编码型主机
• 带透射光和反射光荧光的编码型主机

2 物镜
推荐物镜类型：
• A-Plan
• N-Achroplan
• EC Plan-NEOFLUAR

5 软件
• 单机（屏幕显示）
• Labscope 成像应用程序
• ZEN 成像软件

灵活多样的组件选择

3 光源
透射光：
• 10 W LED 光源
• 35 W 卤素灯（可选）
反射光：
• 多达 3 个荧光 LED

4 相机
推荐相机型号：
• 蔡司 Axiocam 208 color 

（搭配  Axiolab 5 编码型透射光主机）
• 蔡司 Axiocam 202 mono 

（搭配 Axiolab 5 编码型荧光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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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iolab 5

Axiolab 5

Axiolab 5

Axiolab 5

Axiolab 5

Axiolab 5

G

UV

B

321

Axiolab 5 stand, Bio-TL, 
XY stage with right handle
430037-9011-000

Fine drive knob with scale, changeable
430051-9000-000

Axiolab 5 stand, Bio-TL, 
XY stage with 
left handle
430037-9060-000

Axiolab 5 stand, Bio-TL/FL, 
XY stage with 
left handle
430037-9070-000

Axiolab 5 stand, Mat-TL/RL, 
XY stage with right handle
430037-9052-000

Axiolab 5 stand, Bio-TL/FL, 
XY stage with right handle
430037-9021-000

Dust cover G
459306-0000-000
Dust cover for 
Primovert / Axiolab
415510-1901-000

Axiolab 5 stand, Pol-TL/conoscopy, 
rotary stage
430037-9042-000

Axiolab 5 stand, Pol-TL, 
rotary stage
430037-9130-000

Axiolab 5 stand, Pol-TL/RL, 
rotary stage
430037-9032-000

Camera Adapter T2-T2 DSLR 1.6x
426115-0000-000
Camera Adapter T2-T2 SLR 2.5x
426116-0000-000

Video Adapter 
60 C 1/3" 0.4x
456108-0000-000
Camera Adapter 60N-C 2/3" 0.5x 
for Axiocam 208 color
426112-0000-000
Camera Adapter 60N-C 2/3" 0.63x
for Axiocam 202 mono
426113-0000-000
Camera Adapter 
60N-C 1" 1.0x
426114-0000-000

Adapter 60N-T2 1.0x
426103-0000-000

Camera Adapter T2-C 1" 1.0x
426104-0000-000
Camera Adapter T2-C 1" 1.0x,
adjustable 
426105-0000-000

Analyzer slider D/A, 
with lambda plate, 360° rotatable
428102-0000-000
Analyzer slider D/A, 360° rotatable
428103-0000-000

Analyzer slider D/A, fixed
428101-0000-000

Analyzer slider D/A, with lambda plate, each rotatable +/– 10°
453663-9901-000

Intermediate plate 
for analyzer slider 12x46
425313-9020-000
Note: 
Not usable with Ergotubes 
and Ergophototubes with 
vertical adjustment 

T2 Adapter 
for SLR camera
(on request)

Camera Adapter 
for interface 60
e. g.
Adapter Video 
60 C 1/3" 0.4x
456108-0000-000Slider with beam splitter

426141-9021-000

Slider with 100% mirror
426141-9011-000

Double adapter 60N - 2x 60N 1.0x
426141-9902-000

Slider 12x46, with focusing Bertrand lens,
for phase contrast and conoscopy
453671-0000-000

[ Camera with SLR bayonet ]

Binocular phototube 
30°/23 (50:50), 
reversed image
425520-9010-000

Binocular phototube 
30°/23 (100:0/0:100), 
reversed image
425520-9020-000

Binocular phototube 
20°/23 (100:0/0:100), 
upright image
425520-9030-000

Binocular tube 30°/23, 
reversed image
425520-9000-000
Binocular tube 30°/23, 
upright image
425520-9090-000

Binocular Ergophototube 20°/23 
(100:0/0:100), reversed image, variable, 
continuous vertical adjustment 44 mm
425512-0000-000
(not suitable for stand 430037-9042-000)

Binocular phototube, Pol, 
20°/23 (100:0/0:100), 
upright image
425520-9100-000

Eyepiece PL 10x/23 GW, foc. Pol, 
with crossline graticule
444038-9000-000

Eyepiece eyecup 
444801-0000-000

Eyepiece PL 10x/23 GW, foc.
444036-9000-000

Eyepiece micrometer 
(see price list)
Crossline micrometer 
(see price list)

Eyepiece E-PL 10x/23 GW, foc.
444235-9901-000

Auxiliary microscope, d=30 mm
444830-9902-000

Pinhole diaphragm, d=30 mm
444020-0000-000

Eyepiece PL 10x/23 GW, foc. Pol 
with crossline graticule
444038-9000-000

Eyepiece PL 16x/16 GW, foc.
444054-9000-000

Center comp. co-observation 
for Axioscope / Axiolab
425145-9010-000

Tube carrier for 1 co-observer, 
light-intensive, end panel, left
425145-9060-000

Binocular ergo tube 5-30°/23, 
upright image
425520-9080-000
(only for co-observation)

Tube carrier multidiscussion 
for 2 tubes, end panel linear, L / R
425145-9050-000

Adapter set for tubes 
425145-9070-000

Quartz depolarizer 
428106-9010-000
with tube lens (115)

Axiocam 202 mono
426570-9010-000 (with stand-camera cable)

Axiocam 208 color
426570-9000-000 (with stand-camera cable)

(other Axiocam on 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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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 rotary stage, 360° 
with clamping device
432035-9191-000

Attachable Pol object guide, 47x27 mm
432323-9012-000

Filter holder
(included in all stands)

Heat absorbing filter KG 1, 
d=32x2
467830-0000-000

Neutral-density filter 0.06, 
d=32x2
467848-0000-000

Mechanical stage, 75x50 L, 
with hardcoat anodized surface
432035-9012-000

Mechanical stage, 75x50 R, 
with hardcoat anodized surface
432035-9002-000

Ultra condenser 
1.2/1.4 (0.75-1.0)
465500-0000-000

Dry darkfield condenser 
0.8/0.95 (0.6-0.75)
465505-0000-000

Condenser 0.9/1.25 H 
424225-9001-000

Rackless stage 75x30 R 
with hardcoat anodized surface
432035-9152-000
Rackless stage 75x30 L 
with hardcoat anodized surface
432035-9162-000

Specimen holder for double slides 76x26 
432333-9001-000

Specimen holder for single slide, 
one-hand operation with spring lever, left
432323-9001-000

Condenser holder Z 
for darkfield condenser
445323-0000-000

Condenser, achrom.-aplan. 0.9 BF
424225-9060-000
Condenser, achrom.-aplan. 
0.9 BF DF PhC DIC
424225-9070-000
for Pol stands:
Condenser, achrom.-aplan. 0.9 BF Pol
424225-9090-000

Condenser 0.9 H Pol
424225-9080-000

Modulator disk BF, DF 0.65, 
PhC 1, 2, 3, PlasDIC 
for condenser 0.9/1.25 
424225-9010-000

Circular polarizer D, 
including slider 6x20
453623-0000-000

Low-power system 
for objectives 2.5x/4x 
for condenser 0.9/1.25 H
424225-9050-000

Color filter carrier 3x 
for filter d=32 mm
428305-0000-000

Polarizer, rotatable, 
with color filter carrier
427707-0000-000

Polarizer D, fixed, 
removable
427701-0000-000

Polarizer, fixed, with 
lambda plate, rotatable
445226-0000-000

Polarizer D, 90° 
rotatable, removable
427706-0000-000

Objectives A-Plan M27
(see price list)

Objectives W 0.8
(see price list)

TIC slider 6x20
000000-1105-190
(usable with 
Reflector module C-DIC/TIC ACR P&C
424941-9000-000)

Optovar modules
(see price list)

Analyzer slide, fixed, 
for transmitted light, 6x20
433605-0000-000

Lambda/4 compensator, 6x20
473714-0000-000
Analyzer slide D, 
fixed with lambda plate
453681-0000-000

Adapter M 27x0.75 
on W 0.8 H "0"
000000-1095-168

Object marker
000000-1105-072
Refill set for 
object marker
000000-0428-327

For fluorescence:
LED module 625 nm
423052-9522-000
LED module 505 nm
423052-9562-000
LED module 470 nm
423052-9573-000
LED module 385 nm
423052-9593-000
LED module 565 nm
423052-9602-000

Objectives 
N-Achroplan Pol
(see price list)
Objectives 
N-Achroplan M27
(see price list)
Objectives 
EC-Epiplan M27
(see price list)

Bulb 12 V 35 W, 
halogen reflector GU5.3
000000-0425-360

DIC slider C 6x20 for EC EPN 5x-20x 
000000-1105-192
DIC slider C 6x20 for EC EPN 50x-100x
000000-1105-193

Reflector module, C-DIC/TIC ACR P&C 
for reflected light 
424941-9000-000

Analyzer module  
424937-9901-000

Antiglare screen
452163-0000-000

Not usable with: 
Microscope stand Axiolab 5, Mat
430037-9052-000:

Illuminator 
TL/RL LED10
Axiolab
423005-9100-000

Filter set for FL reflector modules
(see price list)

Reflector module, FL EC P&C
424931-0000-000

Lambda compensator, 6x20
473704-0000-000

Condenser carrier with 
vertical adjustment on both sides
430720-9002-000

Interference wide-band filter, green,
d=32x4
467803-0000-000

Neutral-density filter 0.25, 
d=32x2
467849-0000-000

Polarizing filter 32 mm
473600-0000-000

Reflector module, brightfield ACR P&C 
for reflected light
424928-9901-000

Reflector module, darkfield ACR P&C 
for reflected light
424922-9901-000
Reflector module, polarizer ACR P&C
for reflected light
424923-9901-000

Reflector module, DIC/Pol red I Lambda 
ACR P&C for reflected light 
424938-0000-000
Reflector module, DIC/Pol ACR P&C 
for reflected light 
424939-9000-000

Bertrand system module, Pol P&C 
with analyzer 
424941-9040-000

Bulb 12 V 35 W, 
halogen reflector GU5.3
000000-0425-360

Illuminator 
TL/RL LED10
Axiolab
423005-9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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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尺寸（长 x 宽 x 高）

Axiolab 5 基础型显微镜主机， 
不含镜筒（430037-9011-000）

约 304 mm x 210 mm x 357.5 mm

其他类型的主机在长度上略有不同，但在高度上却存在很大差异，具体尺寸取决于所使用的镜筒。

运行

允许的环境温度 +10 °C 至 + 40 °C

允许的相对湿度（无凝结） 35 °C 时，最大 75%

允许使用的最高海拔 2,000 m

气压 800 hPa 至 1,060 hPa

污染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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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蔡司 Axiolab 5 标准型 蔡司 Axiolab 5 TL 蔡司 Axiolab 5 TL+FL

透射光照明 主机编号 430037-9011-000 430037-9021-000

TL 光源 LED 10W
可选 Hal 35W

LED 10W
可选 Hal 35W

TL 滤光片转轮  

荧光/反射光照明 FL / RL 光源 NA FL LED 模块

在每个 FL-LED 主机上独立控制强度 NA 

FL-LED 强度记忆功能 NA 

TL 中的自动机械快门适用于荧光成像 NA 

反射光模块转盘 NA 4 位，编码型

RL/TL 切换按钮 NA 

观察和数据记录 Eco 模式  

光强管理器  

显微镜主机上的拍照按钮（用于拍摄图像和视频）  

观察方法 明场、暗场、相差和简单 TL 偏光 明场、暗场、相差、荧光和简单 TL 偏光

视野 23 mm 23 mm

光学系统 无限远，IC²S 无限远，IC²S

相机镜筒  

全科勒照明系统  

主机 物镜转换器 5X H，编码型，M27 5X H，编码型，M27

载物台 机械载物台 75 × 50（非机架式，带有硬涂层阳极氧
化表面，右侧或左侧驱动，可伸展和带扭矩调节）

机械载物台 75 × 50（非机架式，带有硬涂层阳极氧
化表面，右侧或左侧驱动，可伸展和带扭矩调节）

Z 焦距范围 15 mm 15 mm

调焦旋钮 左侧精调驱动旋钮，右侧精调驱动拨盘 左侧精调驱动旋钮，右侧精调驱动拨盘

样品夹 双片夹，用于单手操作，弹簧杆左侧
可选：单片夹

双片夹，用于单手操作，弹簧杆左侧
可选：单片夹

Ergotube 镜筒  

目镜，屈光度调节 最多 ± 5 屈光度 最多 ± 5 屈光度

集成式提手  

可将所有线缆收纳在一起  

用于收纳所有相关工具（内六角扳手）  

电源装置 集成式 集成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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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zeiss.com/microservice

无论现在或是将来，您均能通过蔡司的服务合约，在显微镜系
统的优化性能中受益。

深知蔡司显微镜系统是您重要的工具之一，保证它每时每刻正常工作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将协
助您将显微镜的功能发挥到极致。一系列由蔡司高水平专家为您量身打造的服务产品可供选择，
我们在您购买系统后提供长期的技术支持，旨在让您体验到激发工作激情的美好瞬间！

维修、维护及优化
确保显微镜的正常工作时间。蔡司的维保服务协议可让您的运行成本更经济，避免因停机而造
成的损失，并通过提升系统性能达到理想的工作状态。维保服务协议可为您提供一系列的可选
服务种类以及不同级别的服务。在选择维保服务方案上我们会给予全力支持，以求满足您的系
统需求与使用要求，同时遵守您单位的规定。

服务随需而动，为您的工作带来便利。无论是通过远程维护软件还是在现场进行检查，蔡司服
务团队会对各类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并加以解决。

强化显微镜系统
蔡司显微镜系统可采用多种方式升级：开放式的升级界面让您一直保持较高的技术水准。当新
升级的装备付诸应用时，不仅能延长显微镜的使用寿命，还能提高工作效率。

请注意，我们会随时按照市场的需求对服务产品进行调整，并不时予以修订。

服务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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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icroscopy.zeiss.com/microscopy/zh_cn/service-support.html


Carl Zeiss Microscopy GmbH
07745 Jena, Germany
microscopy@zeiss.com
www.zeiss.com/axiolab

卡尔蔡司（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200131 上海，中国
E-mail: info.microscopy.cn@zeiss.com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800720 

上海办: (021) 20821188
北京办: (010) 85174188
广州办: (020) 37197558
成都办: (028) 62726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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