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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提位置

手托位置

一、操作

1、显微镜是精密仪器，操作时要小心，尽可能避免物 理震

动。

2、避免将显微镜放置在有阳光直射、高温或高湿、多

尘、以及容易受到强烈震动的地方，确保工作表面

平坦并水平。工作环境要求：室温 5℃～40℃，最大

相对湿度 80%。

3、当移动显微镜时，一手托住镜体前部，另一手提住

镜臂，小心轻放。（见左图）。

★如果在移动显微镜时，抓住显微镜的载物台、调焦旋

钮、观察筒以及灯源，将会对显微镜产生损害。

4、将本机接地，避免雷击。

5、为保证安全，更换保险丝前，一定要确信主开关已

在“O”（断开）处（见左图），并且切断电源。 6、本

机采用宽电压，能适应 90-240V 范围内的任意电

压 ，无需附加变压器。确保供电电压在此范围内。

7、使用本公司提供的专用电线。

二、维护和保养

1、使用纱布轻轻擦拭清洁透镜。如果要除去指纹和油渍，用极少量比例为 3：7 的乙醇乙醚混合液

或二甲苯沾湿纱布轻轻拭去。

★ 乙醚和酒精都是极易燃的，注意不要将这些化学物品接近明火和可能的电火花来源，如电子设备

的开、关操作时，尽量在通风良好的房间使用这些化学品。

2、不要使用有机溶剂擦拭显微镜的非光学件，如要清洁，请使用中性去污剂。

3、使用时，如果显微镜被液体沾湿，应立即切断电源，并擦干。

4、千万不要拆开显微镜的任何部件。这样会影响显微镜的功能，或损坏显微镜。

5、不使用显微镜时，应用防尘罩盖上。

三、安全标志

标志 意义

| 主开关 ON

O 主开关 OFF

使 用 前 须 知 MX4R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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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 部 分 名 称 MX4R 系列

MX4R 系列正置金相显微镜各组成部分名称

反射照明器 三通观察头 目镜

灯源组

斜照明拉杆

五孔转换器

OLIP 长工作
距
金相物镜

载物台

显微镜镜体

粗调限位环 微调手轮

粗调手轮 调光手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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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路选择杆 视场光阑拨块 孔径光阑拨块

滤光片插入口

视场光阑调中螺钉

孔径光阑调中螺钉

起偏镜插入口

检偏镜插入口

轴移动旋钮

电源开关
轴移动旋钮

松紧调节环 载物台锁紧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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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 装 MX4R 系列

2-1 安装图解：
下面图解如何安装各种组件，数字表示安装顺序。

★ 安装前，应确认各部分没有灰尘、污物以及其它影响组装的异物。安装时要小心，注意不要刮、擦

任何部分或碰到玻璃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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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安装步骤：
2-2-1 安装照明系统

（1）将照明系统锁紧螺钉①完全松开。

（2）把照明系统底部的燕尾接口从镜体上的圆孔中心偏

右的位置，略微左倾，沿孔口插入圆孔，并旋紧

锁紧螺钉①。（如图 1）

图 1

2-2-2安装灯源组件

（1）把照明器上的紧固螺钉①完全松开。（如图 2）
（2）将灯源组②轻轻推入照明器组的灯源连接座③中，

并且推到底，然后拧紧紧固螺钉①。

2-2-3 安装观察筒
图 2

（1）将观察头锁紧螺钉①完全松开。

（2）把观察筒底部的燕尾接口从照明器上的圆孔中心

偏左的位置，略微右倾，沿孔口插入圆孔，使观

察筒的双筒朝前，并旋紧锁紧螺钉①。（如图 3）

2-2-4 安装载物台
图 3

（1）按箭头方向转动粗动手轮①，使载物台托架②降

到最低。（如图 4）
（2）将载物台连接座③轻轻地放在载物台托架②中心

位置上，对准螺钉孔，并用螺钉固定。

（3）把载物台上的固定螺钉④完全松开。（如图 5）
（4）小心地把载物台底面的两个 V 形扣从载物台连接

座②圆孔中心偏后的位置，套入 V 形圆槽内，然后

拧紧固定螺钉。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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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2-5 安装物镜
转动粗动手轮，将载物台降低，然后将物镜按放

大倍率从低倍到高倍沿顺时针方向安装到物镜转换器

上。(如图 6)

图 6

2-2-6 安装目镜

（1）取下目镜管盖①。（如图 7）
（2）把目镜②插入目镜管中，插到底为止。

图 7 2-2-7 连接电源线
（1）确信开关置于“O”（OFF）状态。

（2）把灯箱电源线连接头①的缺口对准显微镜的连接 头

②上的缺口，插入显微镜的连接头②中插到底 后，

锁紧螺母④。（如图 8）

（3）把电源线的一端插入显微镜的电源插座③上。

（4）把电源线的另一端插入供电电源插座上。

★ 弯曲和缠绕时，电源线容易破坏，不要用力过大。

★ 应始终使用本公司提供的电源线，如丢失或损坏，

图 8 应选择其它合适的电源线。

★ 正确连接电源线，确保仪器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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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 用 方 法 MX4R 系列

3-1 照明

（1） 接通电源，将主开关置于“—”状态。

（2） 调节调光手轮①，将照明亮度调到观察舒适为止。

按顺时针方向旋转调光手轮，亮度增强；反之，

减弱（如图 9）

图 9

3-2 光路的选择

把光路选择杆①推到最里面，光线进入双目筒，供 目

视观察使用。（如图 10）

当选择杆拉到最外面时，光线进入三通观察筒，供 摄

影摄像使用。

图 10

图 11

3-3 调焦

（1）将所要观察的样品放在载物台上，将 5X物镜移入

光路。

★ 安放样品时，应使观察表面与物镜垂直，必要时

可使用橡皮泥辅助安放样品。

（2）将粗调上限位手轮①松开，将观察筒左侧视度调

节环对“0”（具体见 3-5视度调节），用右眼观察

右侧目镜，转动粗动手轮②，直到视场内出现观

察标本的轮廓，再将粗调上限位手轮锁紧。

（如图 11）
★ 使用视度可调目镜的时候，要将目镜的视度对零。

★ 粗调上限位手轮可防止调焦时，物镜和样品相碰，

以免损伤物镜或样品。

★ 粗调上限位对微动手轮不起作用。

（3）转动微动手轮③，使标本的细节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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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调焦机构松紧度的调节

如果在粗调焦时手感很重，不舒适或者调焦后样

品很快离开焦平面，载物台自行下降，这些可通过调

节松紧调节环①来解决，按图示方向旋转即可改变调

焦机构的轻重。（如图 12）

图 12

图 13

3-5 视度调节

右目镜成像清晰后，用左眼观察左目镜，如果不清

晰，旋转视度调节环①，使成像清晰为止。（如图 13）。

调节环上有±5 个屈光度，与座上直刻线对齐的数

值就是眼睛的视度值。左侧的指示点“ · ”也起标识

作用。

使用视度可调目镜的时候，先将目镜的视度对零，

使用过程中也可以调节目镜的视度，使成像清晰

★ 记住自己眼睛的视度值，以便于下次使用。

图 14

3-6 瞳距调节

双眼观察时，握住左右棱镜座绕转轴旋转，来调 节

瞳距，直到双目观察时，左右视场合二为一，观察舒 适为

止。（如图 13） 瞳距调节范围：50～76mm。

左目镜座上方的指示点“ · ”指向瞳距指示牌

上的刻度，表明瞳距的大小。（如图 14）

★ 记住自己的瞳距，以便于下次使用。

3-7 使用眼罩

（1）带眼镜的用户观察时，将眼罩翻下，这样可防止 眼

镜接触目镜，以免划伤眼镜和目镜。

（2）不带眼镜的用户观察时，将眼罩打开，这样可防 止

杂散光干涉观察。（如图 15）

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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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比例。（如图 19，20）

MX4R 系列

3-8 载物台调节

观察时，通过转动载物台的X轴调节旋钮①和 Y轴

调节旋钮②移动载物台，X、Y 轴移动行程 105x105mm。

（如图 16）

图 16

图 17

3-9 视场光阑调节

视场光阑限制进入聚光镜的光束直径，从而排除外

围的光线，增强图像反差。当视场光阑的成像刚好在视

场外缘时，物镜能发挥最优性能，得到最清晰的成像。

（1）把视场光阑调节拨块①拨到最下端，即把视场光 阑

开到最小。（如图 17）

（2）通过目镜观察，此时能在视场内看到视场光阑的 成

像。

（3）调节左右两个视场光阑调中螺钉②，将视场光阑 的

像调到视场中心。

（4）逐步打开视场光阑，如果视场光阑的图像和视场

内切，表示视场光阑已正确对中了。（如图 18）

（5）实际使用时，稍加大视场光阑，使它的图像刚好 与

视场外切。

图 18

3-10 孔径光阑调节

孔径光阑决定了照明系统的数值孔径。照明系统

的数值孔径和物镜的数值孔径相匹配，可以提供更好

的图像分辩率与反差，并能加大景深。

孔径光阑大小的变化方向与视场光阑相同，通过

调节孔径光阑拨块①来控制光阑的大小。调节左右两

个孔径光阑调中螺钉②，可以将孔径光阑的像调到孔

径中心，必要时，取下目镜，从目镜筒中观察，调节

孔径光阑调节环①，直到见到如图 20所示的图像，来

图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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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使用时，可根据被观察样品成像反差的大小，

来相应调节孔径光阑的大小，以观察舒适，衬度良好 为

准。

图 20

3-11 使用斜照明

可通过拉杆①来切换，当拉杆推到最里面时，系

统处于斜照明观察，反之系统处于正常落射照明观

察。（如图21）

可以根据不同样品的观察需要调节限位块的位

置，调节时先放松限位块③上的锁紧螺钉②，然后

按图示方向移动限位块③，调节合适后锁紧锁紧螺

钉 ② 。

图 21

3-12 使用滤色片

使用滤色片，可使图像的背景光线更加适宜，以 提

高图像的衬度。（如图 22）

将滤色片插片①按图示方向，正面朝前插入照明

系统的插槽内。

滤色片有绿、蓝、红三种颜色。

★ 不使用滤色片时，应将随机附带的空插片插入此

槽内

图 22

图 23

3-13 简易偏光装置的使用

简易偏光装置包括起偏镜和检偏镜。（如图 23）
（1）将起偏镜插片①按图示方向，正面朝前插入照

明系统的起偏镜插口②中。（使用起偏镜时，应

将滤色片拔出）

（2）将 360 度旋转检偏镜插片③或固定式检偏镜插片

⑤按图示方向，正面朝上插入照明系统的检偏镜 插

口④中，插到底为止。

（3）360度旋转式检偏镜对零时（或使用固定式检偏

镜），起、检偏镜处于呈正交状态。

（4）拨动旋转式检偏镜拨盘⑥可以改变偏正光的正交 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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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更换保险丝

更换保险丝前，必须将开关置于“O”（OFF）

处，拨掉主电源线。用一字型的螺丝刀将保险丝组①

从保险丝座②上旋出来，换上新的保险丝后，再旋进

保险丝座。（如图 24）

★ 保险丝额定值为 250V，3A。

图 24

图 25

3-15 摄像装置的安装和使用

（1）松开三目观察筒上的锁紧螺钉①，将三通防尘盖

②取出。（如图 25）
（2）取下摄像接筒③两端的防尘盖，将摄像接筒按图

示方向装入三通接口，旋紧锁紧螺钉①。

（3）松开摄像接筒上的锁紧螺钉④，将摄像机接口

（C 型卡口）⑤从摄像接筒上取下，旋入 CCD 或

摄像机，再将装有 CCD或摄像机的接口装回摄像

接筒，并旋紧锁紧螺钉④。

（4）进行双目观察，成像清晰后，将光路选择杆⑥ 拉

到最外面，观察摄像接筒的成像，如不清晰， 可

旋转调节旋筒⑦来调焦，直到成像清晰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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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 术 规 格 MX4R 系列

MX4R 正置金相显微镜主要技术规格

光学系统 无限远色差校正光学系统

观察筒
铰链三目，30°倾斜分光比：双目 100%，双目/三目 50%/50%

正像铰链三目，25°倾斜，分光比：双目 100%，三目 100%

目镜 PL10X22 平场目镜，线视场 22mm

物镜转换器 内定位五孔转换器

物镜 OLIPNC 长工作距金相物镜（5X、10X、20X、50X、80X）

粗微调焦机构
粗微调同轴，带粗调上限位和松紧调节装置，总行程 25mm

微调精度： 0.001mm

载物台 双层机械移动平台，面积 215x230mm，行程 105x105mm

照明系统 采用 90～240V宽电压，单颗 3W LED灯

偏光装置 简易偏光插板，起偏镜和检偏镜均可移出光路

滤色镜 绿色、蓝色、红色滤色片、LBD（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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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故 障 排 除 MX4R 系列

如果由于使用不熟练，而使显微镜性能不能充分发挥，那么下表可为你提供一些解决办法。

问题 原因 解决办法

一、光学部分

（1）灯泡亮但视场内

光线很暗

孔径光阑开得不够大 开大孔径光阑

使用了起偏镜、检偏镜插片 拔出插片

光路选择杆处于三通观察的位置
将光路选择杆推到双目观察位

置

（2）视场边缘黑暗或

明暗不均匀

转换器不在定位位置上 转到转换器的定位位置

透镜（物镜，目镜）上有脏物 清洁透镜

滤色片、起偏镜、检偏镜插片没在正确位置 插片插入或移出光路

光路选择杆没拉到正确位置 拉到正确位置

（3）视场内有脏东西

标本上有脏物 清洁标本

各透镜上有脏物 清洁透镜

（4）图像不清晰

试样表面有盖玻片 用无盖玻片的试样

试样表面与物镜不垂直 调整

孔径光栏开得太大或太小 适当调节

在目镜头的入射透镜上有脏物 清洁透镜

光路选择杆没拉到正确位置 拉到正确位置

（5）图像某一侧发暗

或在调焦时图像移动

标本处于浮动状 固定标本

转换器不在定位处 转到定位处

（6）眼睛容易疲劳，

左右视场不重合

瞳距不正确 调节瞳距

视度调节不正确 调节视度

左右眼所使用的目镜不同 使用相同的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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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械部分

（1）当物镜从低倍向

高倍转换时接触到标

本

载物台太高 适当降低

（2）粗动手轮很紧 松紧调节环锁得太紧了 适当放松

（3）载物台自行下

降，在观察过程中不

能停在焦平面上。

松紧调节环太松了 适当锁紧

（4）粗调手轮不能上

升
粗调限位手轮锁住了 放松粗调限位手轮

（5）碰到载物台时，
图像明显移动

载物台没有正确固定 固定载物台

三、电气部分

（1）灯泡不亮
无电源 检查电源线的连接

灯泡烧坏了 更换灯泡

（2）照明亮度不够 调光手轮调节不正确 正确调节

（3）灯光闪烁不定
灯泡快烧坏了 更换灯泡

电线连接不良 正确连接




	★如果在移动显微镜时，抓住显微镜的载物台、调焦旋 钮、观察筒以及灯源，将会对显微镜产生损害。   
	     ★ 乙醚和酒精都是极易燃的，注意不要将这些化学物品接近明火和可能的电火花来源，如电子设备 
	反射照明器三通观察头目镜
	 MX4R 系列
	光路选择杆视场光阑拨块孔径光阑拨块
	★ 安装前，应确认各部分没有灰尘、污物以及其它影响组装的异物。安装时要小心，注意不要刮、 擦任何


	 MX4R 系列
	 MX4R 系列
	★ 弯曲和缠绕时，电源线容易破坏，不要用力过大。
	★ 正确连接电源线，确保仪器接地。
	★ 安放样品时，应使观察表面与物镜垂直，必要时 可使用橡皮泥辅助安放样品。
	★ 使用视度可调目镜的时候，要将目镜的视度对零。

	 MX4R 系列
	★ 记住自己眼睛的视度值，以便于下次使用。
	★ 记住自己的瞳距，以便于下次使用。

	 MX4R 系列
	 MX4R 系列
	★ 不使用滤色片时，应将随机附带的空插片插 入此槽内

	 MX4R 系列
	★ 保险丝额定值为 250V，3A。

	 MX4R 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