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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像自动化

高品质虚拟玻片成像系统
数字化

更多产品
MetaSystems 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成像系统和DNA探针试剂盒制造商。如果您想了解以下
其他产品系列的信息，请联系 MetaSystems：
>
>
>
>

您的切片经扫描后
以数字化的形式被
完美无缺的保存。
您只需坐在电脑显
示器旁边轻点鼠标
即可完成过去在显
微镜下繁琐的观察
工作，同时所有的
数据也可以很方便
的与他人共享。

临床细胞遗传学（产前和产后）
肿瘤学，血液学和癌症治疗监测
毒理学，诱变试验和辐射生物剂量学
病理学和司法图像鉴定

首页和上图展示的是用微分干
涉和荧光观察模式拍摄的果蝇
胚胎。
样本由澳大利亚维也纳分子病
理研究所 E. Kvon 和 A. Stark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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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lide
高品质虚拟玻片扫描系统
自动化

灵活性
创建高度清晰的高品质图像

智能且简便的数字
化 VSlide 成像，集
成了所有的工作流
程的优点，而且全
自动创建高品质图
像，让您的成像工
作更加简易高效。

VSlide 是由 MetaSystems 公司出品的虚拟玻片扫描系统。VSlide 系统构建在
MetaSystems 公司的 Metafer 全自动扫描平台下，整套系统由电动显微镜，以
及自动成像软件模块构成。因此，VSlide 不会受到物镜固定的放大倍数以及观
察模式的限制，VSlide 给予用户最大限度的自由度选择不同的放大倍数的物镜
（包括油镜）以及观察模式做扫描及成像。
VSlide 图像文件会存储所有原始图像的信息，包括图像定位，颜色通道，放大
倍数和不同聚焦层面信息。而且通过免费的专门观察软件或通过互联网浏览图
像，用户可以有选择的精确显示用于分析所需的信息。
数字化的样品可以进行虚拟的“调焦”，而且可以任意选择需要观察的颜色通
道，同时也可以调节图像阈值，反转图像，甚至可以并排显示同一个样本的不
同颜色通道或者观察模式。

灵活的参数设置（右图）可根据不同的输出方
式应用不同的拼接程序（上图：组织微阵列的
明场图像；下图：复染荧光标记为伪彩色的荧
光图像）。

VSlide
最灵活的玻片数字化系统
VSlide 特性总结
VSlide 的配置具有
高度的灵活性。
您是否在寻找某个
特定的功能？
请联系
MetaSystems 咨询
VSlide 是否是您的
解决方案。

基本配置/硬件选项
> 基于 Metafer 扫描平台的玻片数字化系统
> 高度的灵活性，可以选择不同的对比方式，包括荧光，暗场照明和微分干涉等
> 全面支持高端的研究级显微镜，且可以自由选择物镜及配件；支持倒置显微镜
> 有两种不同分辨率的四种相机（彩色相机和黑白相机）可供选择
> 专用的彩色 LED 照明
智能扫描
> 智能聚焦：自动排除空白区域 ；用网格聚焦的方法预检测分布分散的样本
> 预扫描可自动检测样品尺寸
> 自动焦平面 stack 成像：
每个焦平面图像均可自动保存且可单独显示
> 智能扫描：用户可自由选择样品中感兴趣区域，并用不同的参数或不同的观察模式再次扫
描
> 组织匹配：连续的组织切片可以并列观察相同的区域（例如在H&E染色的样本中选择感兴
趣区域，随后在另外一张组织切片的对应区域中分析荧光信号）
数据访问和观察
> 用于图像显示，添加标注和分析的专用软件
> 在线图像观察（基于浏览器）；在线会议
> 本地数据管理软件（图像数据仪表板，图片库，高效的数据筛选和统计）
> 在线图像和数据信息数据库
应用扩展
> SlideFeeder x80：容量为80至880片的自动玻片送样器；自动条形码扫描器；自动添加镜
油装置
> 无缝整合 MetaCyte：基于可灵活配置 classifiers 的全自动细胞信号分析模块

自动化
灵活的软件选项和智能数字化玻片工作流程的完美结合
通过VSlide，图像扫描会变得很简单。系统可以在无人值守的情况下扫描
880张玻片（搭载可扩展的 SlideFeeder x80），自动读取玻片上条形码，先用
低倍物镜对整张玻片进行预扫描排除空白区域，随后用高倍物镜对检测到有样
本的区域进行图像采集。所有的扫描参数都保存在一个 classifier 文件中，可以
在扫描前预先选择也可以将其编辑在条形码中。
图像拼接的过程在后台自动运行，它可以自动检测数字玻片的颜色通道和
图像格式，也可以在原始图像上应用一些图像处理，同时也可以生成不同
观察模式叠加的图片。拼接处理工作可以在离线状态下的任意时间进行任
意次数的重复操作，如可以生成另外不同颜色通道设置或不同格式的图
像。

用户可根据已扫描
的原始图像创建各
种不同需求的理想
的数字玻片。
而且多种文件格式
和颜色模式可选。

VSlide
文件格式和观察软件
观察/共享
VSlide 将您的样本
数字化并生成高品
质的数字图像。

图像拼接和观察

相机型号及性能

在线和离线观察数字玻片图像

4种不同的相机型号可供选择

VSlide 自动拍摄每个视野的图像并保存各自的原始图像(Tagged Image File
Format, TIFF)，并将所有图像标记上来源和定位信息，随后 VSlide 拼接软件自
动读取原始图像并将它们加工成数字玻片。作为软件的默认的文件格式(VSlide
Image File Format,VSI)输出，最终的图像将会包含颜色、多层聚焦平面和定位
信 息 。 此 外 VSlide也 可 以 生 成 一 系 列 其 它 格 式 的 图 像 文 件 （ 请 联 系
MetaSystems 了解更多信息）。所有拼接参数保存在一个文件中，可以很便捷
的在 VSlide 拼接开始前选择。
图像拼接可以在线（扫描过程中自动运行）或离线完成。同时原始图像也可以
离线完成多次拼接，如生成不同格式或其它颜色设定的图像。VSI 图像文件既
可以用我们免费的软件在本地工作站上显示、修改和添加标注，也可以通过互
联网用浏览器访问。结合了无以伦比的 MeteSystems 的图像服务器解决方案
，任何 VSlide 图像的采集都可以作为具有高安全标准及独立用户访问权限的分
享和协作数据库。

标准分辨率成像系统
> 相机型号：
> 分辨率：
> 传感器：
> 帧率：
> 视场/秒：
> 像素率(Mpix/s):
> 数据接口：
> 扫描时间：

应用免费的 VSlide 浏览软件观察数字玻片。

可并排显示不同颜色设置的同张图像（左：
原始荧光图像；右：反转红色荧光通道）。

高分辨率成像 系統
> 相机型号：
> 分辨率：
> 传感器：
> 帧率：
> 视场/秒：
> 像素率(Mpix/s):
> 数据接口：
> 扫描时间：

CoolCube 1m （黑白） 或 1c （彩色）
1360 × 1024 像素 （SXGA）
2/3"，像素大小 6.45 µm × 6.45 µm
15 fps @全分辨率
13.5
17.55以上 （CoolCube 1c彩色相机）
高速USB 2.0
< 140 s/15x15 mm2 @ 20x; 0.32 µm/pixel (插值) (1)
< 420 s/15x15 mm2 @ 20x; 每种颜色0.32 µm/pixel (2)

CoolCube 2m (黑白) 或 2c (彩色)
2336 x 1752 像素
1"，像素大小 5.5 µm x 5.5 µm
32 fps @ 全分辨率
13.5
54.00以上
PCI Express
< 65 s/15x15 mm2 @ 20x;
0.275 µm per pixel (插值) (3)
< 420 s/15x15 mm2 @ 20x;
每种颜色0.275 µm/pixel (4)

(1) CoolCube 1c 彩色相机快速明场扫描
(2) CoolCube 1m 高分辨率黑白相机明场扫描及连续RGB照明
(3) CoolCube 2c 彩色相机快速明场扫描
(4) CoolCube 2m 高分辨率黑白相机明场扫描及连续RGB照明

VSlide
硬件和性能
定制化
不同用户的样本成
像需求可能会有所
不同。
具有高度灵活性的
VSlide 为您的样本
提供最佳的解决方
案。

硬件种类和性能

观察软件特点

定制化的 VSlide 系统可以完全符合不同用户的需求

综合了在线和离线观察 VSlide 图像

每套VSlide系统–包括基本配置–已经包含所需的硬件和软件功能。而面对特别
的应用则需要特别的解决方案，Metafer的全自动扫描平台具有高度灵活性，
能配合最严苛的扫描要求并提供最好的解決方法。

本地图像观察
> 观察 VSlide 图像的免费本地观察软件（不需安装）
> 可显示每个颜色通道，不同聚焦层面图像及聚焦扩展后的图像
> 可自由放大缩小，平移，测量距离和添加标注
> 可提取不同颜色通道的图像并排观察
> 可自由截屏，子图像截取和创建不同聚焦平面的视频文件
> 可调整图像颜色和直方图，添加伪彩色和反转灰度
> 可自由调节标尺，栅格显示和标注原始图像

VSlide用户可选择不同的硬件配置（例如： SlideFeeder x80）为系统升级。
MetaSystems 革新性的相机组合让用户可从两款高性能CCD相机中选择配置：
拥有超高信噪比的分辨率为 1360 x 1024 像素的 CoolCube 1 相机，和高性能的
分辨率为 2336 x 1752 像素且能快速扫描的 CoolCube 2 相机。此两款相机均有
黑白和彩色型号供选择。
明场照明光源 ScopeLED 可准确输出不同波长且高度均匀的透射光，因此即使
用黑白相机也能准确采集图像的真实色彩，后者尤其适合需要把明场和荧光图
像并合在一张图像上研究的应用。

全新的 SlideFeeder x80 可升级至880片，样
本可以轻松的从玻片架库中装载。

应用超快彩色 LED 照明器采集高质量真彩色
图像。

网络浏览器观察图像
> 网络浏览器可直接观察 VSI 格式文件
> 可显示每个颜色通道，不同聚焦层面图像及聚焦扩展后的图像
> 可自由放大缩小，平移，测量距离和添加标注
> 图像导航控制界面
> 在线会议
> 具有标尺，放大缩小显示，截图输出和在线打印功能

在在线图像数据库中用网络浏览器观察 VSlide
图像。

可以在数字玻片上提取感兴趣区域并保存为
独立的子图像。

VSlide
图像数据储存和检索
储存
请忽略管理大量图
像文件的所有相关
难题。
VSlide 帮助您高效
组织图像数据。

数据访问和组织

数据管理

高效管理大量图像文件和数据信息

组织，共享和检索 VSlide 图像

VSlide 文件不仅可以保存图像信息，也可以保存数据信息。这就说明，它不仅
包含图像采集和拼接等基本信息，同时也包含了颜色通道、聚焦平面和样本定
位等详细信息。

本地图像数据管理
> 软件可以在本地工作站及本地局域网中组织和显示 VSlide 图像数据和数据
信息
> 多种可定制的预览界面提供快捷的图像数据访问（数据仪表板，病例表
格，详细信息表格和图片库）
> 可通过任意的数据信息快捷筛选图像
> 带有可编辑的统计程序且可输出统计后的信息
> 病例和图像管理：复制，移动和删除病例和图像，自动同步数据库
> 用户管理和数据访问权限管理

每个 VSlide 系统自带基于本地服务器的软件包，用来读取、筛选和管理大量图
像数据。它通过自动索引来管理数据并在预览图和图表中显示相关信息。双击
任何一张 VSlide 预览图即可直接用观察软件打开图像。
如果图像需要通过网络分享给其他用户，任何一个 VSlide 系统都可以升级扩展
为基于网络服务器的 VSlide 图像数据库。该软件提供了通过互联网储存、管理
和观察 VSlide 图像的平台，而且通过高效数据上传软件可以在无人值守的情况
下以极快的速度上传 VSlide 文件。数据库按照单位、病例和玻片号对图像进行
组织管理，当然数据库也会管理不同用户的访问权限以及数据信息修改的审查
跟踪。所有的 VSlide 图像都以预览图形式清晰排列显示，轻松点击即可以直接
用网络浏览器打开。

软件包括各种不同统计信息的显示和输出。

图像标注与图像一起保存且可以有选择的显
示。

在线图像数据管理
> 图像和病例管理的网络数据库
> 可多用户同时观察且具有会议功能
> 访问权限管理：可见性管理；审核跟踪
> 以最大带宽上传图像和数据信息
> 便捷的多层级病例和图像管理
> 自动创建图像缩略图用于图像预览，点击即可直接链接到浏览器观察

多个子图像（如组织微阵列核心）可自动组
织且可以分别检索。

图像缩略图预览功能使得VSlide图像在线网络
浏览观察更加便捷。

VSlide
图像数据储存和检索
储存
请忽略管理大量图
像文件的所有相关
难题。
VSlide 帮助您高效
组织图像数据。

数据访问和组织

数据管理

高效管理大量图像文件和数据信息

组织，共享和检索 VSlide 图像

VSlide 文件不仅可以保存图像信息，也可以保存数据信息。这就说明，它不仅
包含图像采集和拼接等基本信息，同时也包含了颜色通道、聚焦平面和样本定
位等详细信息。

本地图像数据管理
> 软件可以在本地工作站及本地局域网中组织和显示 VSlide 图像数据和数据
信息
> 多种可定制的预览界面提供快捷的图像数据访问（数据仪表板，病例表
格，详细信息表格和图片库）
> 可通过任意的数据信息快捷筛选图像
> 带有可编辑的统计程序且可输出统计后的信息
> 病例和图像管理：复制，移动和删除病例和图像，自动同步数据库
> 用户管理和数据访问权限管理

每个 VSlide 系统自带基于本地服务器的软件包，用来读取、筛选和管理大量图
像数据。它通过自动索引来管理数据并在预览图和图表中显示相关信息。双击
任何一张 VSlide 预览图即可直接用观察软件打开图像。
如果图像需要通过网络分享给其他用户，任何一个 VSlide 系统都可以升级扩展
为基于网络服务器的 VSlide 图像数据库。该软件提供了通过互联网储存、管理
和观察 VSlide 图像的平台，而且通过高效数据上传软件可以在无人值守的情况
下以极快的速度上传 VSlide 文件。数据库按照单位、病例和玻片号对图像进行
组织管理，当然数据库也会管理不同用户的访问权限以及数据信息修改的审查
跟踪。所有的 VSlide 图像都以预览图形式清晰排列显示，轻松点击即可以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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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包括各种不同统计信息的显示和输出。

图像标注与图像一起保存且可以有选择的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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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图像数据管理
> 图像和病例管理的网络数据库
> 可多用户同时观察且具有会议功能
> 访问权限管理：可见性管理；审核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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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捷的多层级病例和图像管理
> 自动创建图像缩略图用于图像预览，点击即可直接链接到浏览器观察

多个子图像（如组织微阵列核心）可自动组
织且可以分别检索。

图像缩略图预览功能使得VSlide图像在线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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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种类和性能

观察软件特点

定制化的 VSlide 系统可以完全符合不同用户的需求

综合了在线和离线观察 VSlide 图像

每套VSlide系统–包括基本配置–已经包含所需的硬件和软件功能。而面对特别
的应用则需要特别的解决方案，Metafer的全自动扫描平台具有高度灵活性，
能配合最严苛的扫描要求并提供最好的解決方法。

本地图像观察
> 观察 VSlide 图像的免费本地观察软件（不需安装）
> 可显示每个颜色通道，不同聚焦层面图像及聚焦扩展后的图像
> 可自由放大缩小，平移，测量距离和添加标注
> 可提取不同颜色通道的图像并排观察
> 可自由截屏，子图像截取和创建不同聚焦平面的视频文件
> 可调整图像颜色和直方图，添加伪彩色和反转灰度
> 可自由调节标尺，栅格显示和标注原始图像

VSlide用户可选择不同的硬件配置（例如： SlideFeeder x80）为系统升级。
MetaSystems 革新性的相机组合让用户可从两款高性能CCD相机中选择配置：
拥有超高信噪比的分辨率为 1360 x 1024 像素的 CoolCube 1 相机，和高性能的
分辨率为 2336 x 1752 像素且能快速扫描的 CoolCube 2 相机。此两款相机均有
黑白和彩色型号供选择。
明场照明光源 ScopeLED 可准确输出不同波长且高度均匀的透射光，因此即使
用黑白相机也能准确采集图像的真实色彩，后者尤其适合需要把明场和荧光图
像并合在一张图像上研究的应用。

全新的 SlideFeeder x80 可升级至880片，样
本可以轻松的从玻片架库中装载。

应用超快彩色 LED 照明器采集高质量真彩色
图像。

网络浏览器观察图像
> 网络浏览器可直接观察 VSI 格式文件
> 可显示每个颜色通道，不同聚焦层面图像及聚焦扩展后的图像
> 可自由放大缩小，平移，测量距离和添加标注
> 图像导航控制界面
> 在线会议
> 具有标尺，放大缩小显示，截图输出和在线打印功能

在在线图像数据库中用网络浏览器观察 VSlide
图像。

可以在数字玻片上提取感兴趣区域并保存为
独立的子图像。

VSlide
文件格式和观察软件
观察/共享
VSlide 将您的样本
数字化并生成高品
质的数字图像。

图像拼接和观察

相机型号及性能

在线和离线观察数字玻片图像

4种不同的相机型号可供选择

VSlide 自动拍摄每个视野的图像并保存各自的原始图像(Tagged Image File
Format, TIFF)，并将所有图像标记上来源和定位信息，随后 VSlide 拼接软件自
动读取原始图像并将它们加工成数字玻片。作为软件的默认的文件格式(VSlide
Image File Format,VSI)输出，最终的图像将会包含颜色、多层聚焦平面和定位
信 息 。 此 外 VSlide也 可 以 生 成 一 系 列 其 它 格 式 的 图 像 文 件 （ 请 联 系
MetaSystems 了解更多信息）。所有拼接参数保存在一个文件中，可以很便捷
的在 VSlide 拼接开始前选择。
图像拼接可以在线（扫描过程中自动运行）或离线完成。同时原始图像也可以
离线完成多次拼接，如生成不同格式或其它颜色设定的图像。VSI 图像文件既
可以用我们免费的软件在本地工作站上显示、修改和添加标注，也可以通过互
联网用浏览器访问。结合了无以伦比的 MeteSystems 的图像服务器解决方案
，任何 VSlide 图像的采集都可以作为具有高安全标准及独立用户访问权限的分
享和协作数据库。

标准分辨率成像系统
> 相机型号：
> 分辨率：
> 传感器：
> 帧率：
> 视场/秒：
> 像素率(Mpix/s):
> 数据接口：
> 扫描时间：

应用免费的 VSlide 浏览软件观察数字玻片。

可并排显示不同颜色设置的同张图像（左：
原始荧光图像；右：反转红色荧光通道）。

高分辨率成像 系統
> 相机型号：
> 分辨率：
> 传感器：
> 帧率：
> 视场/秒：
> 像素率(Mpix/s):
> 数据接口：
> 扫描时间：

CoolCube 1m （黑白） 或 1c （彩色）
1360 × 1024 像素 （SXGA）
2/3"，像素大小 6.45 µm × 6.45 µm
15 fps @全分辨率
13.5
17.55以上 （CoolCube 1c彩色相机）
高速USB 2.0
< 140 s/15x15 mm2 @ 20x; 0.32 µm/pixel (插值) (1)
< 420 s/15x15 mm2 @ 20x; 每种颜色0.32 µm/pixel (2)

CoolCube 2m (黑白) 或 2c (彩色)
2336 x 1752 像素
1"，像素大小 5.5 µm x 5.5 µm
32 fps @ 全分辨率
13.5
54.00以上
PCI Express
< 65 s/15x15 mm2 @ 20x;
0.275 µm per pixel (插值) (3)
< 420 s/15x15 mm2 @ 20x;
每种颜色0.275 µm/pixel (4)

(1) CoolCube 1c 彩色相机快速明场扫描
(2) CoolCube 1m 高分辨率黑白相机明场扫描及连续RGB照明
(3) CoolCube 2c 彩色相机快速明场扫描
(4) CoolCube 2m 高分辨率黑白相机明场扫描及连续RGB照明

VSlide
最灵活的玻片数字化系统
VSlide 特性总结
VSlide 的配置具有
高度的灵活性。
您是否在寻找某个
特定的功能？
请联系
MetaSystems 咨询
VSlide 是否是您的
解决方案。

基本配置/硬件选项
> 基于 Metafer 扫描平台的玻片数字化系统
> 高度的灵活性，可以选择不同的对比方式，包括荧光，暗场照明和微分干涉等
> 全面支持高端的研究级显微镜，且可以自由选择物镜及配件；支持倒置显微镜
> 有两种不同分辨率的四种相机（彩色相机和黑白相机）可供选择
> 专用的彩色 LED 照明
智能扫描
> 智能聚焦：自动排除空白区域 ；用网格聚焦的方法预检测分布分散的样本
> 预扫描可自动检测样品尺寸
> 自动焦平面 stack 成像：
每个焦平面图像均可自动保存且可单独显示
> 智能扫描：用户可自由选择样品中感兴趣区域，并用不同的参数或不同的观察模式再次扫
描
> 组织匹配：连续的组织切片可以并列观察相同的区域（例如在H&E染色的样本中选择感兴
趣区域，随后在另外一张组织切片的对应区域中分析荧光信号）
数据访问和观察
> 用于图像显示，添加标注和分析的专用软件
> 在线图像观察（基于浏览器）；在线会议
> 本地数据管理软件（图像数据仪表板，图片库，高效的数据筛选和统计）
> 在线图像和数据信息数据库
应用扩展
> SlideFeeder x80：容量为80至880片的自动玻片送样器；自动条形码扫描器；自动添加镜
油装置
> 无缝整合 MetaCyte：基于可灵活配置 classifiers 的全自动细胞信号分析模块

自动化
灵活的软件选项和智能数字化玻片工作流程的完美结合
通过VSlide，图像扫描会变得很简单。系统可以在无人值守的情况下扫描
880张玻片（搭载可扩展的 SlideFeeder x80），自动读取玻片上条形码，先用
低倍物镜对整张玻片进行预扫描排除空白区域，随后用高倍物镜对检测到有样
本的区域进行图像采集。所有的扫描参数都保存在一个 classifier 文件中，可以
在扫描前预先选择也可以将其编辑在条形码中。
图像拼接的过程在后台自动运行，它可以自动检测数字玻片的颜色通道和
图像格式，也可以在原始图像上应用一些图像处理，同时也可以生成不同
观察模式叠加的图片。拼接处理工作可以在离线状态下的任意时间进行任
意次数的重复操作，如可以生成另外不同颜色通道设置或不同格式的图
像。

用户可根据已扫描
的原始图像创建各
种不同需求的理想
的数字玻片。
而且多种文件格式
和颜色模式可选。

VSlide
高品质虚拟玻片扫描系统
自动化

灵活性
创建高度清晰的高品质图像

智能且简便的数字
化 VSlide 成像，集
成了所有的工作流
程的优点，而且全
自动创建高品质图
像，让您的成像工
作更加简易高效。

VSlide 是由 MetaSystems 公司出品的虚拟玻片扫描系统。VSlide 系统构建在
MetaSystems 公司的 Metafer 全自动扫描平台下，整套系统由电动显微镜，以
及自动成像软件模块构成。因此，VSlide 不会受到物镜固定的放大倍数以及观
察模式的限制，VSlide 给予用户最大限度的自由度选择不同的放大倍数的物镜
（包括油镜）以及观察模式做扫描及成像。
VSlide 图像文件会存储所有原始图像的信息，包括图像定位，颜色通道，放大
倍数和不同聚焦层面信息。而且通过免费的专门观察软件或通过互联网浏览图
像，用户可以有选择的精确显示用于分析所需的信息。
数字化的样品可以进行虚拟的“调焦”，而且可以任意选择需要观察的颜色通
道，同时也可以调节图像阈值，反转图像，甚至可以并排显示同一个样本的不
同颜色通道或者观察模式。

灵活的参数设置（右图）可根据不同的输出方
式应用不同的拼接程序（上图：组织微阵列的
明场图像；下图：复染荧光标记为伪彩色的荧
光图像）。

MetaSystems

VSlide

成像自动化

高品质虚拟玻片成像系统
数字化

更多产品
MetaSystems 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成像系统和DNA探针试剂盒制造商。如果您想了解以下
其他产品系列的信息，请联系 MetaSystems：
>
>
>
>

您的切片经扫描后
以数字化的形式被
完美无缺的保存。
您只需坐在电脑显
示器旁边轻点鼠标
即可完成过去在显
微镜下繁琐的观察
工作，同时所有的
数据也可以很方便
的与他人共享。

临床细胞遗传学（产前和产后）
肿瘤学，血液学和癌症治疗监测
毒理学，诱变试验和辐射生物剂量学
病理学和司法图像鉴定

首页和上图展示的是用微分干
涉和荧光观察模式拍摄的果蝇
胚胎。
样本由澳大利亚维也纳分子病
理研究所 E. Kvon 和 A. Stark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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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化
> 自动化
> 观察/共享
> 储存
> 定制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