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ransmitted
light axis

Fluorescence
axis

DIC turret

Variable function buttons

Focus drive

Objectives

Displays

Condensers

Stages and specimen holders

Nosepiece



Scanner

Visible lasers 
box & merge 
device

Anti-vibration 
table

Fluorescence 
Microscope

Control Panel

Power

Dual monitors

Microscope 
Controller

PC



Leica TCS SPLeica TCS SP5 AOBS 5 AOBS 
Confocal Spectral MicroscopConfocal Spectral Microscopyy
雷射掃描共軛焦分光光譜顯微鏡

本操作流程僅在提供一套簡易與標準化的
系統操作起始與結束之順序,其目的在於
盡量降低因人為操作疏失所造成的系統毀
損.然而本系統之實際操作管理規範,仍應
以 貴單位核可之認證制度為依據. 即通
過認證之使用人員,始得操作本設備.

美嘉儀器–共軛焦小組 編製
TEL : 02-2808-1452 
FAX: 02-2808-2354
E-mail : confocal@major.com.tw

-簡易開機與關機之流程---簡易開機與關機簡易開機與關機之之流程流程--



Leica TCS SPLeica TCS SP55
Confocal Spectral MicroscopeConfocal Spectral Microscope
雷射掃描共軛焦分光光譜顯微鏡

簡易使用流程參考簡易使用流程參考

因為樣品的差異性頗高, 所以, 本操作流程
僅是提供一套簡易流程, 供使用人員參考.  
然而, 最佳的使用控制調整, 應該以您個人
使用中的樣品為唯一準則.

美嘉儀器 – 共軛焦小組 編製
TEL : 02-2808-1452  / E-mail : confocal@major.com.tw
緊急聯絡 : 0933-267 613 ( 24 hours on-call )



使用前, 請自問 :

1. 螢光染劑是甚麼 ?
2. 其最大激發光譜波長 ? ( Excitation )
3. 其最大釋放光譜波長 ? ( Emission, Detection )
4. 螢光染劑容易漂白嗎 ?

樣品於顯微鏡下, 聚焦了嗎 ?



啟動軟體之前的注意事項 :

完成一般顯微鏡的檢視及聚焦後,直接操作軟體則顯微鏡會自動跳到掃描模式。

*物鏡之切換非自動，需手動自行轉換。

掃描過程中,請勿觸碰顯微鏡及防震桌 !



電腦啟動後,以滑鼠點選按二下桌面上之
LAS AF捷徑。

啟動共軛焦掃描應用軟體啟動共軛焦掃描應用軟體

點選OK後，電腦會開啟共
軛焦掃描軟體。



開啟LAS AF軟體後，進入
configulation裡的雷射，勾選欲
開啟之雷射。
*Argon雷射強度開啟至約50%



選擇掃瞄的模式

進入Acquire目錄下

An xz-section is recorded at different wavelengths.xzλ

An xy-section is recorded at different wavelengths. ( 波長
掃描 )xyλ

An image stack is recorded from xy-sections in z-direction 
several successive times.xyzt

An xz-section is recorded several successive times.xzt
An xy-section is recorded several successive times. xyt
A line is recorded several successive times.xt
An image stack is recorded from xz-sections in y-direction.xzy

An image stack is recorded from xy-sections in z-direction. 
( 最常用的掃描模式 )xyz

功能解說Mode



選擇掃瞄的速度選擇掃描的解析度

Smart 
gain

Smart 
offset

Zoom
Rotation

Pinhole
Z 

position

Control Panel



參數設定

Active
表示選用螢光
感測 PMT

Active

光譜範圍調整
可自行調整光譜範圍
或 選用 PMT.

穿透光影像
感測用 PMT

可見光雷射調控AOTF
選用雷射波長
調整雷射強度光路徑

分光鏡



可套用已儲存之設定
設定光路及螢光感測光譜範圍

L :
代表原廠設定
無法變更設定

U :
代表使用者設定
可自行變更設定
點選Save儲存設定



調整AOTF設定各激發
波長之強度。

開啟vis雷射欲使用UV開啟405雷射

激發光之設定



選擇分光鏡，與使用
的激發波長有關。

欲掃描穿透光在此勾
選，並選擇穿透光模
式。



設定收集的emission波長範圍，設定方式可自
行拖拉設定亦可在此處點兩下用輸入的。

勾選開啟收光之PMT

此處點兩下可改變套色



所有條件設定好後
，按此鈕以進行預
覽（preview）

按此鈕可得到單張影像

按此鈕可掃瞄多張影像



調整pinhole大小
亦可用control 
panel調整。

‧調整zoom大小，亦
可用control panel
調整。
‧亦可點選Zoom in
後在影像上框出欲放
大之區域。
‧Zoom條件下可做上
下左右位置之微調。

‧可利用平均方式增
加S/N比值
‧有Line average與
Frame average可供
選擇。

若訊號太弱可用
Accumulation方式累
積訊號。

可旋轉影像之角度
亦可用control panel
調整。



在Live下調整Z軸位置找到欲掃描
之起始點後，點選 Begin 設定此
位置為開始，持許調整Z軸找到欲
掃描之終點，點選 End 設定此為
至為結束，接著點選Stop停止
live之掃描。

接著設定掃描之張數，可自行決
定掃描之張數Nr. Of steps或掃
描每張之間隔厚度z-step size，
亦可利用system optimized系統
建議之張數，。

點選Start開始連續Z軸掃描。

Z 軸之設定



影像調控顯示視窗影像調控顯示視窗

如果是取得series影像,可利用此鈕播放連續動態影像

按一下為
套色/LUT/灰階
模式之切換

Overlap image

顯示之Channel
，再點選一下
即可取消顯示
。

放大縮小鏡

影像1:1顯示

在影像上以滑鼠右鍵點兩下可切至單張顯示
，再點兩下恢復。



Time-Series 1/4

• Line-Mode „xt“

• Frame-Mode „xyt“

• Stack-Mode „xy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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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擷取模式下選擇xt。

設定每張時間間隔。
勾選minimize為連續拍攝。

設定拍攝時間
1.設定拍攝總時間。
2.設定拍攝線條總數。

設定每張線條數。
設定完成點選Apply後點選Start
開始拍攝。

可移動掃描x軸之位置。

• Line-Mode „xt“ Configuration 2/4



在擷取模式下選擇xyt。

設定時間間隔。
勾選minimize為連續拍攝。

設定拍攝時間
1.拍攝直到點選stop結束。
2.設定拍攝總時間。
3.設定拍攝總張數。
設定完成點選Apply後點選Start
開始拍攝。

• Stack-Mode „xyt“ Configuration 3/4



在擷取模式下選擇xyzt。

設定時間參數。

設定Z軸參數。

• Stack-Mode „xyzt“ Configuration 4/4



Lamda-Scan 1/2
在擷取模式下選擇xyλ。

設定掃描波長範圍。

設定每次掃描之波長寬度。

設定掃描波長間距或掃描之step數。

選定收光之PMT。



Lamda-Scan 2/2

• Quantify the resulting image

任意選定所要的區域, 作光譜量測



Process and Quantify



3D projection
利用滑鼠直接
在影像上拖拉
至欲觀測之角
度

設定厚度

欲做3D旋轉，
勾選create 
movie



利用滑鼠直接在影像上拖拉至旋轉之
起點後，點選Set start設定為旋轉之
開始。

再利用滑鼠直接在影像上拖拉至旋轉
之終點後，點選Set start設定為旋轉
之結束。

設定slice之厚度。

設定旋轉分割step之總數。

點選Apply進行旋轉。

欲做3D旋轉，勾選create movie。



Histogram

可得到intensity-cout曲線圖與統計
資料。

在影像上利用滑鼠
框出ROI



Line Profile

可得到”長度-intensity”曲線圖與統
計資料。

在影像上利用滑鼠
拉一直線。



Stack Profile

可得到”stack-intensity”曲線圖與統
計資料。

在影像上利用滑鼠
框出ROI



步驟 1 開啟共軛焦供電系統開啟共軛焦供電系統

1. 電腦,顯微鏡電源
2. Scanner掃描器電源
3. 雷射電源與散熱風扇
4. 啟動Ar雷射 (鑰匙向右扳)

開機流程 :

1 2 3

4

螢光觀察請開汞燈



電腦啟動後,以滑鼠點選按二下桌面上之
LAS AF捷徑。

開機流程 :

步驟 2 啟動共軛焦掃描應用軟體啟動共軛焦掃描應用軟體

點選OK後，電腦會開啟共
軛焦掃描軟體。



開機流程 :

步驟 3 完成開機作業完成開機作業

待軟體開啟則出現
此畫面，左側為設
定畫面影像呈現於
右側視窗。



1. 結束軟體,並進行Windows關機程序。
2. Ar雷射關閉,上方指示燈會熄滅。
3. 關閉顯微鏡PC開關
4. 關閉Scanner開關
5. 雷射冷卻20 分鐘後,再關掉 [5]位置

的電源
6. 關閉汞燈開關

關機流程 :

步驟 結束作業軟體與關閉雷射電源結束作業軟體與關閉雷射電源

請依序1 – 6順序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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