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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嘉儀器 – 共軛焦小組, 致力於台灣推廣共軛焦技術 及 螢光影像技術, 來自 LEICA 公司 及國內學者的支援,
有鑑於國內該類資料之缺乏, 我們將編譯一系列的中文版技術資料. 所有資料皆將公開分送給有興趣的人員. 此
篇概論後, 將有更詳盡的技術資料依序編譯, 並將掛在本公司網站, 供免費下載閱讀, 僅請期待, 亦祈不吝指教.
美嘉儀器 – 共軛焦小組, 台北, 89 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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徠卡 雷射掃描共軛焦顯微鏡之技術與應用概論
LEICA Confocal Laser Scanning Microscope Technical & Application
A. 甚麼是共軛焦點呈像技術 ?
當光聚焦於樣品上, 其聚焦點的斷層面, 我們稱為聚焦面 ( focus plane ). 聚焦點外的樣品層, 則稱為非聚焦面
( Out-of focus plane ). 利用通過光學針孔光圈 ( Pinhole ) 蒐集來自樣品聚焦面的光所行成的影像, 將非同一聚焦面
的光排除於光學針孔光圈外 ( 如為擷取影像之黑色背景 ) ,
所形成的影像, 我們簡單的稱為共軛焦點影像 ( Confocal
Image ).
一般, 在顯微鏡下所觀察的影像, 都有來自聚焦面 ( Focal plane )
及 非聚焦面 ( Out-of focal plane ) 的光, 故, 所提供的影像品質
解析較差, 也無法一層一層的深入樣品作顯微觀察.

光源

共軛焦技術去除傳統顯微鏡影像的迷光 ( Stray light ) 能提供更
高的光學解析, 提供更佳的 axial 及 lateral 解析 ( Point Spread
function )
* 實線 : 代表聚焦面 ( focal plane )

左圖示 : 傳統顯微鏡的螢光影像
右圖示 : 共軛焦顯微鏡的螢光影像.
其消除了非聚焦面的光, 故呈像對比清晰, 光學解析高.
可真正清晰的作顯微結構的觀察.

在醫院, 我們都知道電腦斷層掃描技術 ( CT ) 能提供 3D 立體的斷層掃描, 能對全身作立體斷層掃描¸ 使我們能
清楚的看到身體內部某一部位或某一斷層面的組織結構. 顯微鏡的共軛焦呈像技術也有類似的功能. 能提供樣
品顯微結構的立體掃描, 光學斷層連續掃描, 此外, 多重螢光與螢光離子流的定量分析更是此種技術的使用效益.

應用顯微鏡的共軛焦呈像技術, 使用人員可任意 依照樣品的厚度, 指定樣品的上下點位置, 設定每一光學切片
的厚度, 做連續的光學斷層掃描., 最後, 可重組為一個立體影像, 連續式的 3D 電
影放映, 也可作各種角度的旋轉或切面觀察. 如為螢光離子流的定量分析應用,
更可取得 3D 的離子流分佈.
雷射掃描共軛焦顯微鏡可在一個受檢樣品同時取得多種超高解析的螢光影像 ( 如 FITC, TRITC, CY5,
DAPI, 並重疊在 DIC 影像 ) 開拓了研究視野. 在傳統顯微鏡的應用裡, 使用人員必須重覆照相或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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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更換螢光濾鏡, 才可取得解析極為有限的螢光影像. 而且,無法瞭解其立體內部結構.

A-1. 目前較為廣泛使用的共軛焦呈像技術

Nipkov-disk scanner

point
confocal
Point Confocal

slit Confocal
confocal
Slit

Nipkov-disk Scanner


早在 1957 年, Marvin Minsky 即已提出並設計出共軛焦顯微鏡, 然而, 當時的光源未盡理想, 故遲至 10 年後, 才
有 Egger 及 Petran 成功的設計出 Nipkov-Disk 式的共軛焦顯微鏡. 延續 Nipkov-Disk 的發展, 科學家為了生物醫
學的螢光應用, 陸續發展出 Slit 及 Point Scanning 技術.
Slit 及 Nipkov-disk 的呈像技術, 都可提供即時顯像 ( Real-Time ) 的鏡檢應用, 然而, 來自樣品大區域且多方向的
光, 卻無法提供更好光學解析 ( Point Spread Resolution – axial and lateral resolution ), 故無法有效的應用於生物醫學
上, 更無法應用於生物樣品的螢光影像應用. 此種技術絕大部份應用於工業材料及半導體鏡檢的應用.

A-2. Point scanning 的呈像原理

Point scanning 技術能提供 axial 及
lateral 的解析, 其使用較為低速的掃

xy-intensity distribution
of magnified focus

描, 確提供了超高光學解析. 故適用
於生物樣品, 無論是固定的樣品或
活體樣品, 皆可應用此技術.
xz/yz-intensity distribution
of magnified focus

detection
pinhole

當然, 其也能取代 Nipkvo 或 Slit 方
式, 應用於工業上, 其能提供更高解
析的光學品質.

beamsplitter

magnification by
confocal optics

magnification
by obj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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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雷射掃描共軛焦顯微鏡 系統設計介紹
近代的 雷射掃描共軛焦顯微鏡 主要組成包括下列組配 :
1.

雷射光源 ( Laser illumination sources )

2.

顯微鏡 ( Microscope )

3.

共軛焦掃描器 ( Confocal Scanner )

4.

電腦操控工作站 ( Control workstation )

5.

應用軟體 ( Application Software )

B-1. 共軛焦掃描器光路圖
我們以 LEICA TCS NT 的掃描系統圖為例 :
傳統的濾鏡式共軛焦掃描器的雷射光源 ( UV-laser, VIS-laser, IR-laser ) 可經由濾鏡 ( A : ND Filter ) 或 超音波光學調
變系統 ( A1 : Acousto Optical Tunable Filter. AOTF ) 來選取雷射激發光之波長及調整所選用波長的雷射光強度, 然後,
通過光纖 ( B1 : 可見光雷射或多光子紅外光雷射使用之光纖, B2 : 紫外光雷射使用之光纖 ) 傳導至共軛焦掃描
器. 由一個極為精密的聚光鏡 ( C : Focusing Lens ), 將雷射光束聚焦通過單一的激發光針孔 ( D : Excitation
Illumination Pinhole), 然而, 紫外光雷射尚需配合
所使用的物鏡倍率來選用特定的針孔鏡( F : UV
Pinhole Lens ), 以便將紫外光雷射穩定的平行導
入分光鏡 ( E : Beam splitter ). 分光鏡會將特定波
長的光反射至共軛焦 XY 掃描鏡 ( G :
Galvanometer-Driven Single XY Scanning Mirror ), 經
由 XY 掃描鏡所掃描產生的光會通過一組特殊
的聚光鏡 ( H : Lens ) 及 鏡頭 ( J : Objectives )
以聚焦至樣品, 在樣品上作 X-Y 掃描. 同時再
經由縱深掃描載物台 ( Galvanometer Z-stage ) 的
同步縱深上下的顯微移動, 即構成了 XYZ 三
維立體的連續掃描. 來自樣品的反射螢光, 經
由鏡頭收集螢光光子, 只有來自樣品聚焦面的
螢光可以通過單一個感測光針孔 ( K : Detection
Pinhole ), 其餘非聚焦面的反射光則被阻擋濾除,
呈像為黑色的背景. 通過單一個感測光針孔分別導入至 ( 最多 ) 4 個 PMT 光電感測器 ( O : Photomultiplier ),
在每個感測器之前, 各有一組濾鏡飛輪 ( N : Filter wheel for Emission Filter ), 可裝入所要感測的螢光光譜的篩選濾
鏡 ( 如 Long-pass 510nm, Band-pass 450 – 490, Short-pass : 510 nm ).
所謂 4 -channel 即表示掃描器裝有 4 個 PMT, 並可同時感測擷取 4 組螢光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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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穿透光影像, 則可直接由一組安裝於顯微鏡聚光鏡下的 PMT 來感測, 如 相位差 ( PH ) 或 微分干涉
( DIC ) 穿透光影像. 以便和 4 個螢光影像做重疊觀察.( Overlay ), 可提供螢光原位
( colocalization ) 訊息. 此 PMT 安裝於顯微鏡內, 其光路並無通過共軛焦針孔, 僅
為一般的穿透光影像. 以 TCS NT2 來論, 其可同時掃描感測 5 個 PMT 的影像.

反射螢光 與 DIC 穿透光 重疊呈像

多種反射螢光重疊呈像

反射螢光 與 穿透光 PMT 圖示

B-2. 雷射光源 ( Laser illumination sources )
A). 雷射系統基本裝置包括 :
1.

雷射激發介質, 如氬氣體.

2.

激發高壓供電裝置

3.

共振裝置 ( Resonator )

4.

傳輸媒介 ( 如光纖管 或 光學鏡組 )

B). 常見的雷射光源的種類有 :
B-1. 連續輻射波雷射 ( Continuous-Wave Laser )
依雷射管充填材料使用區分為
氣體雷射 ( Ion Gas Laser )
z

Ar-Laser

z

Kr-Laser

z

Ar-Kr Laser ( 647 nm 紅光波長的壽命較短 )

z

HeNe laser

z

HeCd laser

z

Ar-UV laser
( 註 : CO2 laser 也是氣體雷射, 但是其雷射光書出口徑廣達 10.6 μm, 不適合共軛焦用 )

染料雷射 ( Dye Las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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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料雷射都須有誘導介質, 如 Excimer, Ion, Nd/YAG, Metal Vapor. 雖可應用於共軛焦系統, 但光
學效益不高, 維護不易, 容易造成污染兒損傷雷射管, 所以, 已較少人去使用它. 目前, 大都
用來作為另一雷射的誘導雷射源 ( Pumping Laser )
固態雷射 ( Solid-State Laser )
此類雷射使用簡易, 能產生高效性能的雷射光, 故發展迅速.
半導體雷射 ( Semiconductor Laser )
一般都是利用紅光波長或近紅外光波長.
不可調固態雷射 ( Non-Tunable Solid State Laser )
例如 Nd/YAG 或 Nd/YLF, 可單獨使用 或 用來當另一組雷射的誘導雷射源.
可調固態雷射 ( Tunable Solid State Laser )
最俱代表性的雷射即為多光子影像用的 Ti:Sapphire 雷射, 此類雷射都可提供即寬廣的波長選
擇範圍.
B-2. 脈衝式雷射 ( Pulsed Laser )
大部份都應用於螢光衰減時間反應機制研究 ( Fluorescence Lifetime ) 及使用其非現性的瞬間超
高雷射光輸出功率. 諸如多光子影像的應用.

B-3. 共軛焦系統適用的雷射光源
傳統光源皆利用高壓燈管 ( Halogen Lamp, Hg Lamp, Xenon Lamp ) 作為顯微鏡照明, 其容易產生電磁輻射, 波幅間
的各波長能量不均 ( 如下圖示 ), 而且, 無法提供單一激發光波長. 故, 取而代之的是雷射 ( Laser ). 雷射光源
可提供極純的單一波長 ( Monochromatic ), 能量均一性 ( high photon, energy ), 且雷射光束俱有固定的相位
( Coherence ), 這些特性使得雷射光束可聚焦於一小點, 所以, 可以有效的當作顯微掃描光源. 雷射有單一波長
及 同時俱有多條波長的雷射, 也有光譜連續可調的雷射, 目前廣為應用於共軛焦光源的雷射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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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見光雷射光源 ( Visible Laser ) :
A). 離子雷射
z

Ar-Kr Laser : 476, 488, 568, 647 nm – LEICA selected and recommended.

z

Ar Laser : 458, 488 nm – LEICA selected and recommended.

z

Ar laser : 458, 488, 514 nm – LEICA selected and recommended.

z

Ar laser : 458, 476, 488, 514 nm – LEICA selected and recommended.

z

Kr Laser : 568 nm ( Yellow ) – LEICA selected and recommended.

z

Kr laser : 647 nm ( Red )

z

Kr laser : 752 nm ( Near IR )

氣冷式的離子雷射能提供很高的輸出功率, 平均都可
達到數十毫瓦 ( mW ), 最高甚至可達 200 mW, 最適於
共軛焦系統的應用, 也適合應用於細胞流速篩選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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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 定序儀. 氬離子雷射 ( Ar laser ) 在 488 nm 及 514 nm ( 綠光區 ) 能提供較高的輸出功率, Kr Laser
在 568 nm ( 黃光區 ) 及 647 nm ( 紅光區 ) 能提供較高的輸出功率, 所以, 高輸出功率的混合 Ar-Kr
離子雷射, 是一組極佳的雷射光源, 可適用激發大部份的螢光染劑. 此類多波長的混合氣體雷射光束
雖然比較容易產生雜訊, 然而, 現代的光學技術及供電系統, 都有穩壓及光束的穩定傳輸設計, 故廣
為共軛焦系統所使用. 此類離子雷射都會產生高達千瓦的高熱, 所以, 散熱設計是其必要的裝置. Ar
laser 及 Kr laser 的雷射管壽命平均可達 10,000 小時, 但是 Ar-Kr laser 只達 5,000 小時左右.

B). 氦氖雷射 ( He-Ne laser )
z

He-Ne laser : 543 nm ( Green ) – LEICA selected and recommended.

z

He-Ne laser : 594 nm ( Yellow )

z

He-Ne laser : 612 nm ( Orange ) – LEICA selected and recommended.

z

He-Ne laser : 633 nm ( Red )

z

He-Ne laser : 1523 nm ( Near IR )

氦氖雷射是較為低價且穩定的雷射光源, 其能提供最佳的高斯雷射光徑 ( Gaussuan Beam Quality ), 一
般的雷射管使用壽命可從 10,000 小時至 50,000 小時. 因其輸出功率較低, 所以散熱方式都採一般風
散散熱. 此類雷射大部份都應用於工業上的應用, 其中 543, 612 , 633 nm 的波長且低功率的雷射較為
生物界所使用.

C). 二極體雷射 ( Diode-Pumped Solid-State laser , DPSS ) :
z Diode Laser ( 635 nm ) 低功率的二極體雷射. – LEICA selected and recommended.
z Diode-Pumped Solid-State Laser ( DPSS 532 nm Green ) 高功率 ( 20 mW ) 的二極體雷射 ( 近紅外光區, 如
830 nm, 可達 30 – 100 mW )

二極體雷射是屬於較低功率的設計, 目前被廣泛應用於電器商品, 例如影音光碟, 雷射列表機等. 工
業上大部份都使用 800 nm. 在共軛焦的應用都使用其 635 nm. 輕巧低價, 雷射管壽命長達 50,000 小
時以上, 但是其光束常隨溫度, 電壓有所改變, 像差情況較為嚴重. 共軛焦系統乃是利用其低功率的
激發光, 以應用於無法接受高能量激發光的螢光染劑, 或極易漂白的染劑. 此類低功率雷射不建議使
用光纖傳導, 必須直接安裝於掃描器上. 高功率 DPSS 則可使用光纖傳導. 值得一提的是, 供電裝置
的穩定設計與靜電破壞是使用此類雷射必須特別留意的地方.

紫外光雷射光源 ( UV Laser ) :
A). 氦鎘雷射,
He-Cd Laser : 354, 442 nm – LEICA selected and recommended.
HeCd laser 是 HeNe laser 的同一系統, 其可同時提供紫
色光 ( 442 nm ) 及 紫外光 ( 325 nm, 也有 354 nm 的設
計) 的連續幅射波. 其雷射光束品質極佳, 故大部份都應用於半導體的蝕刻照相術 (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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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reolithography ) 或 全像曝光術的應用. HeCd laser 的材料是鎘 ( cadmium, Cd, 原子序 48 ), 此
雷射可產生超過 150 mW 以上的高輸出功率, 在室溫時, 它呈固體金屬狀態, 當給予高壓激發電源後,
此金屬固態為經過類似電詠的機制揮發成氣體, 此便可產生極為均勻且低電流高電壓的高功率雷射光
束. 一般雷射管使用壽命約 2, 000 小時, 也有特殊的系統可達 10,000 小時, 使用時, 必須防止環境的
污染., 也必須注意此鎘材料對光學元件的污染.

B). 氬離子紫外光雷射
Ar-UV Laser : 351, 364 nm – LEICA selected and recommended.
氬離子紫外光雷射俱有較高的輸出功率, 從 40 mW 到 100 mW
都有, 必須有特殊的供電裝置及冷卻設計 ( 循環水冷式
Water-Water Cooling 或 氣冷式 Water-Air Cooling ). 雷射管使用壽
命約 5,000 小時. 紫外光雷射的傳輸必須仰賴特殊設計的光
纖, 因為紫外光極易散射, 其所通過的光學元件, 都必須有石
英材質的紫外光修正設計, 才可確保光束的聚焦口徑與光源品
質, 也可提高光學穿透有效率 ( Optical Transfer Efficiency ). 在應
用上, 常看到用 Ar-UV 雷射來激發已固定樣品的染細胞核的
DAPI 染劑. 由於紫外光極俱殺傷力, 樣品的傷害必須有清楚的認知. 如果要應用於活體組織或活細胞,
則可考慮可被可見光雷射激發的螢光染劑, 如 Calicum Green 取代一般的 Fura 2, PI 取代一般的 DAPI.
近代共軛焦技術, 則漸漸採用較不俱光傷害的紅外光雷射, 以長波長多光子雷射取代紫外光雷射, 將其
應用於活體組織或活細胞的螢光影像擷取與離子流定量分析.

紅外光雷射光源 ( IR Laser ) :
Ti-sapphire Ultrafast laser : 690 – 1050 nm – LEICA selected and recommended.
( 詳 徠卡多光子影像系統技術與應用 )

雷射的選用視所擬使用的螢光染劑而定, 下表僅列舉一些染劑做如何正確選擇雷射種類的參考 :

螢光染劑

最大激發光譜 ( nm ) 最大釋放光譜 ( nm ) 建議使用的雷射波長 建議使用雷射種類

Fluorochrome

Excitation Wavelength

Emission Wavelength

( nm )

Calicum Green

505

530

488 or 514

Cyanine Cy3

575

605

568

Ar laser
Ar-Kr laser
Kr laser
Ar-Kr la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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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 HeNe laser

Cyanine Cy5

640

705

632 or 647

Kr laser
Ar-Kr laser

DAPI

345

475

325 or 345

Fluo 3

480

520

488

FITC

490

525

488

Lucifer Yellow

428

540

442

Ar UV laser
He-Cd laser
Ar laser
Ar-Kr laser
Ar laser
Ar-Kr laser
He-Cd laser
Ar-Kr laser
Green HeNe laser

Rhodamine & 123

540 - 560

580

532 or 543

Ar-Kr laser
DPSS ( Diode pumped
Solid State Laser

Texas Red

590

615

594

EGFP

489

508

488

EYFP

514

527

514

DsRed

558

583

568

EBFP

380

440

364

Yellow HeNe
Ar-Kr laser
Ar laser
Ar-Kr laser
Ar laser
Kr laser
Ar-Kr laser
Ar-UV laser

雷射的選用視所擬使用的螢光染劑而定. 研究人員可嚐試不同的雷射作為激發光源, 然而, 雷射強度的調整也極
為重要. 故使用人員可選用 Neutral-Density Filter 或 AOTF ( Acoustic Optical Tunable Filter ) 來調控衰減強度, 以避免
螢光的快速漂白, 或者, 避免高能量的雷射光造成樣品的光傷害. 其中 ND 濾鏡提供固定的能量衰減, 如 20%,
50%, 75% .. 等. 然而, AOTF 可利用振盪頻率來篩選指定所須的雷射波長, 並可針對所選定的波長作 0% - 100%
的連續調整, 以正確的掌握所須雷射強度, 即適當的控制激發光源的強度. 激發光源的強度的控制應該要足以激
發染劑但又不會傷及樣品, 應調控至避免螢光染劑的快速漂白, 而且, 要避免染劑間的光譜交互重疊. AOTF 不
僅用以激發強度調整應用, 更可有效的應用於 FRAP ( Fluorescence Recovery After Photo-Bleaching ).
< AOTF 圖示 >
AOTF 可以微秒
間距切換所須
的雷射波長,

超音波振盪接收器

光纖管

雷射光源 ( 如, 同時安裝 4 組雷射 )

A
石英干涉濾鏡 ( TeO2 crystal –Interference filter )

也可同時讓數個
波長的雷射光通
過.

B

超音波振盪產生器 ( Variable RF sour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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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的振盪頻率 RF, 可指定所須的雷射波長. 唯有此波長可通過光纖 ( A ) 傳導入顯微鏡, 非此頻率的波長, 則
被折射阻擋 ( B ) 利用其振盪頻率的振幅大小, 改變晶體的角度, 可控制雷射的強度.
目前的共軛焦系統已可同時調控 8 條波長的雷射光.

C. 顯微鏡 ( Microscope )
目前的共軛焦系統絕大部份都可使用於正立或倒立顯微鏡, 掃描器可切換組裝於兩款顯微鏡. 由於, 掃描器是極
為精密的設計, 故, 換裝過的光路調整是一個不易掌握的技術.
選用顯微鏡必須匹配所使用的光源, 樣品種類, 及高性能的光學解析. 由於絕大部份的顯微鏡光學修正技術都是
在可見光譜範圍作修正 ( Correction ), 故, 對於 紫外光 及 紅外光 無法提供較高的光學穿透有效率 ( OTE )., 致
使光學效益, 影像品質嚴重減損. 所以, 顯微鏡必須有對 UV 及 IR 有特別的修正, 提供較高且較寬的波幅修正.
此外, 光學鏡頭的選用也是極為重要的一環, 高 NA 的油鏡, 通常能提供較高的 PSF, 即光學解析. 如 PL-APO
40x/1.25 Oil, PL-APO 63x/1.32 Oil, 或 PL-APO 63x/1.40 Oil, PL-APO 100x/1.32 Oil. 然而, 誠如上述, 必須考慮所應用的光
譜範圍及樣品種類. 所以, 鏡頭在 UV-VIS-IR 的穿透率是重要考慮因素之一. 如果, 對於細胞培養或一些活體組
織樣品, 有時因應實驗設計需要, 如架裝顯微操作系統, 可能必須使用水鏡或長工作距離鏡頭.
Intensity

100%
50%

Resolving Power of the Confocal Microscope
(Oil I mmersion)
3.0

FWHM

2.5

Location

2.0
1.5

Axial resolution
Lateral resolution

1.0

Resolution
(FWHM)
488 nm

0.5
1.4

1.3

1.2

1.1

1.0

0.9

0.8

0.7

0.6

0.5

0.4

0.3

0.0

Numerical aperture of objective

值得一提的是, 當使用正立式顯微鏡作為微電極細胞離子流記錄時, 如 Patch clamp 或 brain slice 時, 往往必須
架設顯微操作系或引流注射裝置, 因為, 震動及電場干擾極易造成實驗的失敗, 所以, 載物檯固定式
( Fixed-Stage ) 的正立式顯微鏡變成不可或缺的設備., 其係利用鏡頭鼻輪的升降以控制 Z-軸的縱深調焦 ( 一般
顯微鏡是利用 Galvanometer Z-stage 載物檯來控制 Z-軸縱深掃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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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共軛焦掃描器 ( Confocal Scanner )
共軛焦掃描器包括了上述的 Nipkov-disk, Slit 外, 生物學的應用都採用高解析的 Point-scanning 的掃描感測系統.
機本上, 有傳統式的濾鏡系統 ( Filter-based ) 及 新一代的分光光譜系統 ( Spectral-based ) 兩種. 在工業上的應
用, 亦有所謂的共軛焦實體掃描系統 ( Confocal Stereo Scanner ), 供實體樣品掃描取像.
在濾鏡系統設計上, 主要都是利用 X-Y 掃描鏡來作樣品的 X-Y 座標取像, 以 Z-stage 的升降作為 Z-軸 的縱身
掃描取像. 故 X-Y-Z 在配合時序的控制 ( T ) 即可作多樣性的組合掃描應用., 如 X-T, Y-T, XY, XY-T, XYZ, XYZ-T …等.
也有一些系統, 可作角度變化的掃描. 新一代的共軛焦分光光譜系統更可執行光譜的掃描, 其掃描參數的組合已
達 7 種以上, 如 X-Y-Z-T-Lambda-Angle-Intensity.

XYZ-T ( 3D series scan with Time lapse image )

X-Z scanning

Galvanometer
Driven Z-Stage
掃描器的反射螢光偵測可使用 CCD Camera 或 PMT ( Photomultiplier ) 來作為光子感測. 感應器對光子的光感效益
是重要的考慮因素之一 ( Q. E. ). 其中, PMT 能提供較佳的解析及靈敏度, 可達 0.1 nA. 使用人員可依實驗需要安
裝 1 至 4 個螢光 ( 或 反射光 ) 的感測器, 作多重螢光影像的擷取.
至於, 穿透光感測器是安裝於顯微鏡內, 供一般穿透光影像擷取, 如相位差 ( Phase
contrast ) 或干涉對比 ( Normaski DIC ) 的影像.
濾鏡系統設計必須仰賴飛輪 ( Filter wheel ) 上的分光鏡及螢光釋放光譜感測濾鏡, 由
於, 可安裝的濾鏡數目有限, 故針對常用的螢光染劑作濾鏡的選用. 如 Short-Pass Filter,
Band-Pass Filter, Long-Pass Filter. 波長感測範圍也必須
考慮儘量避免光譜重疊 ( Cross-talk ).
下表所列為常用的染劑及其最大激發光譜 ( Ex : Excitation ) 與釋放光譜 ( Em : Emission ) :
每一種螢光染劑皆有其最大的激發光譜及其螢光釋放光譜, 如圖, 以 FITC 為例., 紫色區代表吸收光譜, 藍色區
代表激發光譜, 紅色區代表釋放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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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劑

Ex (nm)

Em (nm)

備註

MW

Reactive and conjugated probes
Hydroxycoumarin

325

386

331

Succinimidyl ester

Aminocoumarin

350

445

330

Succinimidyl ester

Methoxycoumarin

360

410

317

Succinimidyl ester

Cascade Blue

375;400

423

596

Hydrazide

Lucifer yellow

425

528

NBD

466

539

294

NBD-X

480;565

578

240,000

PE-Cy5 conjugates

480;565;650

670

PE-Cy7 conjugates

480;565;743

767

480;565

613

Fluorescein

495

519

BODIPY-FL

503

512

512;552

565,615

TRITC

547

X-Rhodamine

R-Phycoerythrin (PE)

Red 613

aka Cychrome, R670, Tri-Color, Quantum Red

PE-Texas Red

389

FITC; pH sensitive

572

444

TRITC

570

576

548

XRITC

Lissamine Rhodamine B

570

590

PerCP

490

675

Texas Red

589

615

Cy5

625-650

670

Cy7

743

767

1,001

Allophycocyanin (APC)

650

660

104,000

TruRed

490,675

695

PerCP-Cy5.5 conjugate

APC-Cy7 conjugates

650;755

767

PharRed

Cy3

Peridinin chlorphyll protein

625

Sulfonyl chloride

Nucleic acid probes
Hoechst 33342

343

483

DAPI

345

455

Hoechst 33258

345

478

624

AT-selective

SYTOX Blue

431

480

~400

DNA

Chromomycin A3

445

575

Mithramycin

445

575

616

AT-selective
AT-selective

CG-sel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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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YO-1

491

509

SYTOX Green

504

523

~600

DNA

SYTOX Orange

547

570

~500

DNA

Ethidium Bromide

493

620

394.31

7-AAD

546

647

Acridine Orange

503

530/640

TOTO-1, TO-PRO-1

509

533

Thiazole Orange

510

530

Propidium Iodide (PI)

536

617

TOTO-3, TO-PRO-3

642

661

543;590

712;607

LDS 751

1270.65

7-aminoactinomycin D, CG-selective
DNA/RNA
Vital stain, TOTO: Cyanine Dimer
TO-PRO: Cyanine Monomer

668.4
471.98

DNA (543ex/712em), RNA (590ex/607em)

Cell function probes
Indo-1

361/330

490/405

1010

AM ester. Low/High Ca++,

Fluo-3

506

526

855

AM ester. pH > 6

DCFH

505

535

529

2'7'Dichorodihydrofluorescein, oxidized form

DHR

505

534

346

548/579

587/635

SNARF

Dihydrorhodamine 123, oxidized form,
light catalyzes oxidation
pH 6/9

Fluorescent Proteins
Y66F

360

508

Y66H

360

442

EBFP

380

440

396,475

508,503

GFPuv

385

508

ECFP

434

477

Y66W

436

485

S65A

471

504

S65C

479

507

S65L

484

510

S65T

488

511

EGFP

489

508

Quantum yield 0.60

EYFP

514

527

Quantum yield 0.61

DsRed

558

583

Quantum yield 0.29

Wild Type

Quantum yield 0.18

Quantum yield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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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probes
Monochlorobimane

380

461

226

Glutathione probe

Calcein

496

517

623

pH > 5

就共軛焦系統使用經驗而言 ( 也包括螢光顯微鏡在內 ), 濾鏡的設計與規劃的確是極為重要的 ! 錯誤或不恰當
的濾鏡規格, 往往無法取得所須的正確影像, 或往往造成實驗的失敗. 尤其新一代的螢光蛋白 ( GFP ) 或同時使
用多種螢光染劑 ( Multi-probes ) 時, 其激發光譜與釋放光譜都極為接近, 甚至有部份的光譜重疊, 所以, 濾鏡都
必須有特別的設計.

E. 電腦操控工作站 ( Control workstation )
電腦系統必須能穩定的操控所有軟硬體, 多工多人使用的平台已是基本的需求. 使用人員應建立自己的影像處
理工作站, 以共軛焦系統為影像擷取中心, 再將結果單向傳輸至個人的電腦作進一步的編輯處理. 如果要規劃為
開放式的雙向作業, 則必須慎重考慮安全性. 今日, 電腦巨集病毒盛行, 難以有效防止, 所以, 對病毒的防患未
然, 決對是必須的.

F. 應用軟體 ( Application Software )
高階高速的影像處理軟體, 人性化的簡易操作是發展的趨勢, 目前, 都往 Windows NT 的作業環境發展. 應用軟
體除了影像擷取 及 3D 立體重建外, 長時間影像擷取記錄, 細胞生理離子流應用, 多重螢光分析, 自動編輯程
式等, 都已是頗為成熟的發展.

G. 新一代的雷射掃描共軛焦分光光譜顯微鏡

( The new generation Confocal Spectral Microscope )
共軛焦系統的花費頗大, 購買使用的人員一定會極盡所能的去充份發揮其使用效益, 以祈達到合理的投資效益.
然而, 要如何去面對如此龐大的使用群 ? 面對各式各樣的應用, 各式各樣的螢光染技劑及其不同的使用條件,
要如何去有效的感測擷取所須的螢光影像呢 ? 在傳統的濾鏡式共軛焦系統 ( Filter-based ), 僅能使用為數有限的
螢光濾鏡 ( 例如, 6 – 8 個 ), 而且, 又是波幅極寬的固定式濾鏡, 濾鏡又往往造成螢光訊號的嚴重折損. 所以,
難以發揮使用效益. 此外, 許多新一代的染劑, 都有新發現的波長, 傳統的濾鏡式共軛焦系統難以應用的上, 如
要更換濾鏡, 所費不孳, 調整校準工作更是難以掌握, 費時費力. 也有些螢光染劑會因條件的不同, 如濃度, 酸
鹼值, 而有所移位 ( shift ), 要如何精確的測得其釋放光譜呢 ? 當面對新一代的各種螢光蛋白時 ( GFP ), 其激發
光譜與螢光釋放光譜都很接近, 彼此交互重疊情況極為普遍與嚴重. 要克服此感測技術屏阱, 分光光譜式的感
測技術是目前最佳的解決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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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例 : LEICA TCS SP

新一代的共軛焦系統, 是將通過感測光針孔的反射螢光, 經過一組特製的菱鏡 ( Prism ) 產生連續的光譜 ( 螢光
釋放光譜 ). 其可感測的光譜範圍廣達 400 – 850 nm 間. 此設
計替代了傳統的濾鏡及分光鏡. 因為, 光通過濾鏡的數目減
少, 其光學穿透有效率更高, 影像更為鮮明, 解析更高. 平均
來自樣品的反射螢光到達感測器時, 仍能提供 90% 以上的
穿透率. ( Optical Transfer Efficiency )
在掃描器內的 4 個感測器之前, 各有一組光譜調控柵門, 此
柵門即控制感測光譜通過的波長範圍. ( 傳統濾鏡式的系
統, 僅能使用少數的固定波段的濾鏡來篩選感測光譜 ) 只
要調控此柵門的間距, 即可輕易的調整感測光譜範圍., 即是
自行設計出無限的感測光濾鏡. 使用人員, 也可反過來, 指定某一光譜範圍, 供其自動掃描感測, 如 490 – 550 nm,
每一 step 為 2 nm. 所以, 應用此技術, 能真正的掌握每一螢光染劑的釋放光譜, 避免螢光交戶重疊 ( crosstalk ),
也避免螢光漂白. 此技術也是唯一可作多重螢光的全光譜感測與呈像. 例如, 當您使用 GFP. BFP, YFP, ECFP 或
DsRed 時, 完全可輕易的清楚將螢光顏色分離顯示.

1,0

Wavelength [nm]

0,2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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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velength [nm]

640

620

600

0

580

720

740

700

660

640

600

620

560

580

520

540

480

500

0

680

0,1

560

0,2

0,4
0,3

520

0,4
0,3

0,6
0,5

540

0,6
0,5

0,8
0,7

500

0,7

0,9

480

0,8

460

Intensity [random units]

0,9

460

Intensity [random units]

1,0

光譜操控圖示 :
只有光譜式分光感測技術,
所有螢光光譜都可 100%
的感測擷取, 無任何損失.

光柵 ( Slit ) :
位於每一個 PMT 之前,
取代螢光濾鏡與分光鏡.
可任意移位, 可任意移
動柵門寬度, 即, 自行設
定取決光譜範圍

激發光針孔光圈 ( Excitation Pinhole )

雷射掃描共軛焦顯微鏡是唯一應用單一個雷射激發光針孔光圈
感測光針孔光圈

( Excitation Pinhole ) 及 單一個螢光/反射光的

( Detection Pinhole ), 構成一個真正的共軛焦掃描系統 ( True Confocal Scanner – Confocal Pinhole ).

也正因為有此設計, 所以, 任何來自樣品聚焦面 ( focal plane ) 且通過感測光針孔到達光電感測器( PMT )的螢光,
都真正是通過激發光針孔光圈的雷射光所激發產生.
共軛焦光路系統使用【單一激發光針孔】的優點 :

對所有波長的雷射光源, 都能提供精確的光點針孔導入口, 能保證光路的
恒定與穩定. 尤其能提供最佳的光譜分佈 ( Intensity profile )., 免去長時間使
用後必須再調整與校準. 光路的穩定在共軛焦系統設計上, 是極為重要的
一環, 也是技術屏阱之一.

如果無此激發光針孔作為參考點, 光由不同方向或角度導入至樣品, 當然
會造成不同的聚焦點¸ 而且, 聚焦點呈像往往造成嚴重扭曲的像差, 因為,
樣品上出現許多不同的照明聚焦點. 光路的準確性也極難控制, 造成光路
的不穩定, 強度不均, 失去共軛焦技術原理的設計需求.
共軛焦光路系統使用【單一感測光針孔】的優點 :
單一激發光針孔除去 lateral 的像差, 也能讓擬感測的光路精確的抵達各個感測器 ( PMT ), 真正作到無須調整與
校準. 長時間使用後, 也無須擔心光路位移現象的產生.
如果無使用單一的感測光針孔, 則必須利用軟體去虛擬補償 lateral 的像差, 耗時與耗人力去做調整. 無法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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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訊號的共位 ( co-localization ). 使用超過單一個感測光針孔時, 系統在每次使用前都要重新校準一次, 而且,
光路會呈現不穩定狀態

連續波長掃描技術
在 Leica TCS SP 或 TCS SP2, TCS SL 三組機型, 都可使用連續波長的掃描, 意即, 使用人員可自設擬掃描的波長
範圍, 波長間距, 以取得螢光釋放波長的光譜, 並來決定最佳感測光譜範圍, 其應用效益之一即是避免多重螢光
染劑的螢光光譜交互現象 ( Cross-talk )

定出波長起始點 W0

確定掃描波長的終點 W1

N=

W1 − W0
ΔW

決定波長移動間距 ΔW

完成波長掃描後, 即可取得影像, 可
任選區域作螢光光譜強度 ( Intensity )
量測 ( profile, histogr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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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徠卡

TCS SP2 雷射掃描共軛焦光譜顯微鏡

系統介紹

位於德國幽
美的海德堡
( Heidelberg )
徠卡公司, 延襲百年以上的顯微鏡光學設計技術, 以領先創新的共軛焦光學技術, 佐以共軛焦系統使用者的經驗,
歷經多年的研發, 繼 TCS SP 成功的上市後, 於千禧年起, 推出了最新一代的 TCS SP2 雷射掃描共軛焦分光光
譜顯微鏡. 建立了共軛焦科技的另一里程碑.

Leica TCS SP2 是目前共軛焦系統唯一的可供同時安裝使用 UV, Visible, IR ( Multi-Photon ) 雷射.
其共軛焦掃描器內置 3 組雷射光源輸出口 ( 如下圖所示 ). TCS SP2 除外的共軛焦系統, 因僅有 2 組雷射光源
輸出口, 而且, 光學元件並無 UV 至 IR 的全光譜修正, 所以, 僅能安裝使用二組雷射, 如 UV-VIS 或者 VIS-IR.
並無法同時使用 UV-IR 或 UV-VIS-IR.

雷射掃描共軛焦分光光譜顯微鏡組合參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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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為可同時安裝導入 UV-VIS-IR ( Ti :Sapphire ) 雷射的 TCS SP2 共軛焦系統, 傳統的共軛焦系統只能使用
UV-VIS 或 VIS-IR 雷射, 目前 TCS SP2 已有全光譜功能的共軛焦系統.

TCS SP2 可同時安裝使用 6 組雷射
z

一 組 紫外光雷射 ( Ar-UV Laser )

z

四 組 可見光雷射 ( VIS laser )

z

一 組 紅外光雷射 ( IR Laser, Ti:sapphire laser system )

完全可以各別的光纖 ( UV-fiber, VIS-fiber, IR-fiber ) 導光 ( Fiber coupling ) , 其中, 低功率的二極體雷射可直接以光學
鏡組導光 ( mirror coupling ) 安裝二組於掃描器內. 多光子應像應用的紅外光雷射也可依應用需求, 改用光學鏡組
導光.
徠卡擁有專利唯一的多重雷射耦合系統 ( Multiple Laser Merge System ), 可將四組雷射光源, 同時導入耦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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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光纖導光並以 AOTF 選取波長與調整其光源強度. 當使用 AOTF 時, 最多可選取 8 條雷射激發波長與調整其
光源強度.

唯一的微電腦自動控制調整鏡頭瞳孔照明 ( Pupil Illumination )
照明光源能完全穩合所使用的各種鏡頭的瞳孔照明, 是一項極重要的光學解析技術. 簡單的講, 每個鏡頭都有其
不同的照明瞳孔孔徑, 一般都是取 40x 鏡頭的瞳孔孔徑當作參考值 ( 或其它一個鏡頭的孔徑 ), 因而, 忽略了
其它鏡頭的瞳孔照明. 如果, 當您使用較低強度的雷射時, 此種沒有穩合瞳孔照明的缺點, 會誤導使用人員, 而
深深影饗實驗的工作, 例如, 過度加強雷射強度造成螢光漂白或樣品壞死., 或者, 錯誤調整感測器靈敏度, 造成
影像雜訊過高. 所以, 在可見光及紅外光雷射光源方面, Leica TCS SP2 已有最佳瞳孔照明設計, 能自動穩合所使
用的各種倍率的鏡頭. 在紫外光雷射光源方面, Leica TCS SP2 已有自動控制的針孔聚光鏡 ( Pinhole Lens ).

鏡頭的照明瞳孔
0.17 / A

0.17 / E

PL APO

PL APO

10x/0.4

40x/1.25 OIL

0.17 / D
PL APO
100x/1.4 OIL

雷射光源無完全

最佳瞳孔照

雷射光源超出鏡

充滿鏡頭的照明

明, 最佳光學

頭的照明瞳孔太

瞳孔, 損失光學

解析與螢光

多, 損失螢光強

解析

強度

度.

最佳瞳孔照明提供 :

0.17 / A
PL APO
10x/0.4

0.17 / E
PL APO
40x/1.25 OIL

0.17 / D
PL APO
100x/1.4 OIL

z

最佳鏡頭解析 ( 高解像力 )

z

最佳照明效益 ( 影像鮮明 )

z

最適宜多光子影像的螢光擷取

z

最適宜低功率或低強度的雷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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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唯一的 “ K-Scanner “ 旋轉式 K 型 掃描器
共軛焦系統的掃描鏡是一高速掃描的光學與機械組成的系統, 如, 每秒掃描近 2000 條掃描線. 所以, 震動, 疲
疺, 光路失真, 光面不一, 等等雜訊會因長時間使用後, 相繼產生. 所以, 掃描及旋轉的力矩必須愈小愈好, 才無
震動雜訊, 才適宜高速掃描與高速旋轉, 在 Patch-Clamp 應用時, 才不會因為有掃描鏡所產生的震動, 而造成實
驗的困擾與失敗. ( 事實上, 有一些廠商雖說他們的共軛焦系統也能作掃描旋轉, 但是, 確有一些技術屏阱, 無法
於高速掃描下, 作旋轉掃描. 而且, 因為是雙掃描鏡設計, 故光路產生雙掃描平面 ( plane ), 影響光學解析. 新一
代徠卡的 旋轉式 K 型 掃描器 則無此問題, 能提供任何掃描速度的超高光學解析, 能保證單一掃描平面, 能
完全進入鏡頭照明瞳孔, 以提供最高解析. 新一代的 K-scanner 能提供 多度空間的掃描 ( nD : multi-dimentional
scanning )

TCS SP2 超高解析達 4096 x 4096 x 4096 像素
TCS SP 提供最高解析達 2048 x 2048 x 4096 像素
TCS NT2 提供最高解析達 2048 x 2048 x 4096 像素
TCS NT 提供最高解析達 1024 x 1024 x 4096 像素

TCS SP2 可提供最寬廣的掃描視野, 掃描中間影像達 22 mm
就我們所瞭解, 其它的系統, 最多僅能作到 18 mm, 甚至更小. 徠卡提供廣視野的掃描, 能增加解像力.

唯一提供多 “ 重掃描參數組合 “ 的即時掃描 ( simultaneous, real time ) 或 併序掃描
( sequential scanning )
使用人員可任意依照應用需要, 選擇所須的掃描參數 :

掃描參數

掃描方式說明

X
Y
Z

X-軸掃描
Y-軸掃描 ( XY 掃描構成影像的掃描視野 )
縱深掃描的設定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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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時間定序掃描的設定選用

θ

旋轉角度掃描的設定選用

λ

激發雷射波長的設定選用

I

激發雷射強度的設定選用

例如, XY, XYZ, X-Z, X-T, X-T-λ, XYZ-T- I … 等, 可滿足使用人員的應用需要, 可即時同時掃描 或者 並序掃描. 可
依 line-by-line, frame-by-frame, volume-by-volume 作應用掃描, 當然, 也可通過自動程式編輯功能 ( Macro program ) ,
變成一自動化執行的操作. 個人的執行參數及設定環境, 可自行加碼設定, 所以, 可安全的多人多工使用.

徠卡唯一的可程式操控旋鈕 ( Programmable Digital Potentiometer )

此 7 個可旋轉的旋鈕, 每個旋鈕的操控參數, 都可任意選用與設定, 如每一個 PMT 的 Gain 及 offset, Pinhole
的口徑調整, Z-縱深調焦, Zoom 變焦, …..等. 所有軟體的操控, 可設定於此 7 組旋鈕, 可方便使用人員快速的擷
取影像與調整最佳的條件. 無須去開啟一大堆視窗, 用滑鼠去推拉一些功能. 往往影像擷取必須快速取得最佳條
件, 否則, 過長的時間會造成樣品過度曝晒於雷射下, 樣品壞死, 螢光染劑過速漂白.

新一代的 TCS SP2 擁有全新一代的電控設計, 採用最新的可成式邏輯晶片
( 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s ).
事實上, TCS SP2 可同時擷取訊號達 16 組, 即 16 個 channel 的螢光訊號. 掃描器內建一個共軛焦光出口, 可
安裝其它光譜感測系統, 例如, 拉曼光譜儀 ( Raman Spectrometer ), 光子記數器 ( Photon-counting ) .. 等. 掃描器的
測試診斷可經由程式自行檢測, 提供了極為方便的維護與校準工作. TCS SP2 掃描器內置一組偏光鏡組, 可供螢
光偏極性應用. 拉桿式 8 組分光鏡的創新設計, 更提供了光路的穩定與方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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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thed wheel

gear rack

Leica 共軛焦系統
濾鏡式
z
z

TCS NT ( 4 ch ) Single Galvanometer scanner ( 1K x 1K, extended 2K x 2K )
TCS NT2 ( 4 ch ) Single Galvanometer scanner ( 2K x 2K )

光譜式
z TCS SL ( 2 ch ) K-Scanner ( 2K x 2K )
z TCS SP ( 4 ch ) Single Galvanometer scanner ( 2K x 2K )
z TCS SP2 ( 4 ch ) K-scanner ( 4K x 4K )
工業專用濾鏡式
z ICM 1000 ( 1 ch ) R-scanner ( 1024 x 768 )
工業用 Nipskov 式
z
z
z
z

INM 100 ( Nipkov , Video rate imaging )
INM 200 ( Nipkov , Video rate imaging )
INM 300 ( Nipkov, Video rate imaging )
INS 系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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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雷射掃描共軛焦 多光子(雙光子)影像技術 ( Multi-Photon Imaging )
甚麼是雙光子雷射掃描影像技術 ?

Principle of Two Photon Microscopy
simultaneous absoption of 2 photons for
excitation a fluorochrome with the half energy
(= double wavelength)

在雷射掃描共軛焦顯微鏡的應用裡, 一般都必須使用高能量 ( 較短波長 ) 激發光源來激發螢光染劑, 因為此高
能量才足以改變分子能階, 並在回到穩態時釋出較長波長的螢光. 所以, 一般光源都使用高能量的單光子
( Single-Photon ) 可見光雷射 ( Ar-Kr/ He-Ne Laser ) 或紫外光雷射 ( Ar-UV Laser ).

然而, 螢光染劑的分子本身並不管此激發能量是否來自單光子, 雙光子 或 更多的光子所攜帶的能量. 只要能量
足夠改變基態能階即可.
如果, 激發光源的光子俱有 2 倍的波長, 則其光子僅有其一半的能量, 並不足以激發螢光染劑.
然而, 如果同時使用 2 個以上的雙倍波長光子的能量, 以能量相加
的交互共同方式, 來激發螢光染劑, 則此共同的能量, 就如同單光子

1 Photon

2 Photon

的能量, 足以改變能階, 並促使螢光染劑釋出與單光子激發後所產生
的相同波長的螢光. 此即表示雙光子技術. 例如, DAPI 的 Ex : 359
nm, Em : 461 nm / 我們可使用單光子雷射 Ar-UV laser ( 約 351 nm ) 來

激發, 也可使用雙光子雷射 Ti-Sapphire ( 約 702 nm ) 來激發, 同樣可
得到相同波長 461 nm 的螢光.
雙光子雷射掃描所產生的螢光影像都發生在樣品的聚焦面的雷射聚
焦點 ( 如左圖所示 ).

一般的單光子雷射聚焦點則會影響樣品面積較寬深的部位.
雙光子螢光影像已經是可謂是 “完全聚焦點 “ , 不是大面積樣品的影
光影像. 故此聚焦點的反射螢光光路無須經過共軛焦掃描器內的感
測光針孔 ( Detection Pinhole ), 可 100% 的直接於安裝在顯微鏡內的
Non-Descanned Fluorescence Detector 所感測.

所以, 雙光子螢光影像並非共軛焦影像, 是屬於樣品焦點的直接螢光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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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理, 如果同時使用更多個光子共同來激發螢光染劑, 使其產生與單光子激發後所產生的相同波長的螢光. 此即
表示多光子技術.

然而, 兩個長波長的光子以上的共同交互合作激發機制, 必須在極短的次微秒時間內完成, 所以, 才有
Pico-second ( 10-12 sec ) 及 femto second ( 10-15 sec ) 技術.

為何要使用 雙光子雷射掃描影像技術 ?
► 取代紫外光雷射 ( UV )
z

紫外光雷射為單光子, 造價昂貴.

z

因光傷害問題, 無法使用於活體細胞

z

許多螢光染劑都使用較短波長的紫外光來當作激發光源, 因其激發能量較高. 然而, 紫外光極易散射 ( high
UV-scattering ), 傳輸與穿透不易, 所以, 必須使用特別製作的光學元件 ( 造價極為昂貴, 品質不易控制 ).

z

紫外光極易散射, 會沉降在樣品的表面層, 就如同晒傷, 會致使樣品的熱傷害. 紫外光的輻射, 會致使毒害,
致使 DNA 傷害.

► 增加取樣的深度, 能更深入樣品裡層.
► 不會產生光毒傷害
► 減低螢光漂白的速率, 增加螢光觀察與掃描時間.
► 使用多種染劑時, 呈像無色差現象.
► 較容易將激發光與釋出光的波長分開, 螢光影像比較不會有重疊現像 ( cross-talk ).
► 無須感測光針孔, 所以反射螢光可 100% 的被感測.
► 可使用絕大部份的螢光染劑, 尤其, 是須使用紫外光光源所激發的雷射
► 可使用於活體細胞, 而不會造成傷害
► 有效的應用於胞外或胞內離子流定量分析及螢光影像
► 適用長時間影像擷取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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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光子與單光子雷射掃描影像技術的優劣點分析 ?
使用效益的優劣點分析

雙光子

單光子

光學解析

較差

最好

取樣深度

較深

較淺

較好

尚好

活體細胞組織之應用 ( 螢光離
子流影像擷取與定量分析 )

左圖 : LEICA TCS SP2 with MP Pico-Second ( femto-second ) Multi-Photon System

J. 目前使用雙光子雷射掃描影像技術的主要應用有那些 ?
z

Neurobiology

z

Development Biology

z

Physiology

z

Distribution of proteins and neuro-transmitters

z

Signal Transduction ( Caged compound )

z

Photobleashing ( FRAP, Caged compound )

z

In-Vivo and In-Vitro Imaging

z

Living Cell Imaging

z

Real Time Fluorescence Imaging with Micro-Array Scanning Application

z

Fluorescence Lifetime Imaging

z

Optical Tomography Imaging

z

Semiconductor Imaging

K. 雷射掃描共軛焦顯微鏡的應用
★ 多重螢光影像 ( Multi-Color Fluorescence Imaging )
★ 3D 立體影像重建 ( 3D Reconstruction )
★ 3D 動態影像擷取與分析 ( Dynamic 3D imaging )
★ 神經立體分佈影像 ( 3D Neuron imaging )
★ 形態分析 ( Morphology )
★ 次微米單晶螢光影像技術 ( Nanocrystal )
★ 多重螢光蛋白影像技術 ( Multi-Color GFP Imaging )
★ 螢光共振能量轉換 ( FRET )
★ 細胞離子流定量分析 ( Cellular Ion Concentration and Ratio Imag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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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時間影像記錄 ( Time-Lapse Recording )
★ 縱深掃描與量測 ( Z-section and measurement )
★ 基因影像分析 ( Genetic FISH imaging and quantification )
★ 染色體多重螢光原色表現 ( Chromosome spectral analysis )
★ 活體胚胎研究 ( Embryo, Zebrafish / Drosophila embryo )
★ 穿透光影像 / 反射光影像
★ 材料表面分析 ( Surface and roughness analysis )
★ 材料顯微硬度分析 ( Micro-Hardness analysis )
★ 晶圓分析 ( Wafer analysis )
★ 薄膜分析 ( Thin layer analysis )

L. 共軛焦應用圖例

Mouse 3T3 fibroblasts nuclei green (small sized nanocrystals) actin fibers red
(larger sized nanocrystals)

Here you see a side view of infected neocortical pyramidal neurons. Using
two photon excitation it is possible to visualize cells up to 500 microns below
the pial surface. Structure and structural dynamics of GFP expressing cells in
vi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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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figure shows a cluster of layer 2/3 neurons infected with a virus containing a gene for 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 (GFP). You can see somata and basal dendrites approximately
300 mirons below the pial surface. Using this technique we can
visualize single neurons in the intact brain without penetrating them
with microelectrodes (Lendvai, B., E. Stern, B. Chen, and K. Svoboda.
2000. Experience-dependent plasticity of dendritic spines in the
developing rat barrel cortex in vivo. Nature, in press)

One week old Zebrafish Larvae, DAPI label
Two Photon image, Pulse length 1.2ps,
Excitation 780 nm, Obj 20x PL APO W, NA
0.5
Total thickness : 500 micrometer
R/G stereo image
Courtesy : Alexander Picker, Inst. F.
Neurobiology, Univ. of Heidelberg

Zebrafish Muscle fibers, Rhodamine
Obj. 63x 1.20 PLAN APO W
Maximum projection
Courtesy : Isabel Prengel, GSF,
Institute for Molecular Immunology,
81377 Mun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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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ovarium of a Drosophila Embryo
DNA : DAPI
Actin : FITC
Intermediate filaments: CY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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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螢光顯微鏡技術 ( Fluorescence Microscopy )
顯微鏡光學技術對顯微結構與顯微變化是極為重要的工具.
螢光物質 ( 螢光染劑 ) 受到較短波長的光 ( 如 FITC : Ex:488 nm ) 及足夠的能量所激發, 當要回到穩態的能階
時, 會釋出較長波長的螢光 ( 如 FITC : Em : 515 nm ), 非螢光物質則成為黑色的背景.
自體螢光 ( auto-fluorescence )又稱為主要螢光 ( primary fluorescence ), 是物質本身無螢光染劑也能自體產生的螢光
現象., 一般, 此種螢光會影響實際要觀察的樣品, 或者, 其自體螢光會干擾覆蓋實際要觀察的螢光, 讓我們無法
真正的判定螢光產生的物質及部位在那裏 ? 所以, 利用特定的螢光染劑來表現特定的物質與部位, 此種由染劑
所釋出的螢光, 我們一般稱之為次級螢光 ( secondary fluorescence )

Excitation Light ( 藍色 )
Fluorescence Light ( 綠色 )

顯微鏡的螢光濾鏡

顯微鏡的螢光影像技術取決於下列主要因素 ( 除了顯微鏡本身光學系統的優劣之外 ) :
1). 樣品處理
2). 螢光染劑 ( Fluorochrome = Fluorescent dye )
正確的選用螢光染劑, 必須將背景洗淨, 注意其螢光漂白時間, 也須留意其酸鹼值的變化.
新一代的染劑愈來愈多, 如 Multi-color GFP, DsRed, nanocrystal… etc. 在使用時, 必須特別注意所匹配的激發光源
及感測的光譜範圍.
螢光感測是仰賴感測光子的多寡. 愈多光子 ( Photon ), 螢光影像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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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激發光源 ( Light sources )
一般使用於螢光顯微鏡的激發光源有高壓汞燈及高壓氘燈

Mercury Lamp

Xenon Lamp

高壓汞燈 ( Hg 50 W – 使用交流電 及 Hg 100 W – 使用直流電 )
高壓汞燈 Hg 50 W 一般都用於綠色或藍色的光譜範圍. 然而, Hg 100W 能提供更為穩定的
光源, 所提供的強度更為均勻., 較適宜光譜定量分析應用.
高壓 Xenon 燈 ( Xenon 75 W – 使用直流電)
高壓 Xenon 燈能提供穩定的電流, 在連續的可見光光譜範圍, Xenon 燈提供較固定的光源平均強度.
所以, 一般都使用 Xenon 燈於 UV, Violet 及其綠色或藍色的光譜範圍.

燈泡式的光源缺點之一即是 :
光源都是全光譜分佈, 每一波長的光源, 其強度都不是恆定, 且能量較低也不均勻分佈, 光
源強度也無法調整. 故, 樣品及染劑的應用上, 頗難達到理想的控制.
共軛焦顯微鏡所採用的光源是雷射 ( Laser )., 波長純一, 高能量.
4). 螢光濾鏡 ( Fluorescence Filter Cube )

Emission Filter
Excitation Filter

每一組螢光濾鏡基本上都包括了三個鏡片
1). 激發光濾鏡 ( Excitation Fil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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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特定的染劑需要使用特定波長範圍的光來當作激發光源 ( 才不致影響到其它不想要檢
視的物質被激發 ) 而一般燈泡式的光源 ( 如 Hg 50W, Hg 100W, Xe 75 W ), 所產生的光, 都含
蓋全波長 ( 300 – 1200 nm ) , 所以, 必須使用激發光濾鏡來篩選激發螢光染劑所須的光譜範圍
( 可為 Long-pass, Band-pass, Short-pass ). 激發光濾鏡是以特殊的鍍膜, 來產生可篩選波長的
功能. 例如 BP 450 – 490 nm, 即是僅讓 450 – 490 nm 間的光通過, 用以激發 FITC 染劑.

2). 分光鏡 ( Dichromatic Mirror 或者 Beam Splitter )
將較短波長的激發光反射至樣品.
例如 RKP 510 nm, 即是, 510 nm 以下的光反射至樣品, 然而, 510 nm 以上的光可通過.
3). 釋放光濾鏡 ( Emission Filter 或者 Suppression Filter )
受檢樣品中的特定染劑及其它物質被激發後, 所有被激發的物質都釋放出來較長波長的螢
光, 然而螢光僅能在釋放光濾鏡所選定的特定波長範圍內通過, 此通過的螢光即是我們所要
觀察的螢光影像.
例如 : LP 510 nm, 即是, 螢光光譜超過 510 nm 的, 都能通過濾鏡供觀察, 低於 510 nm 的螢
光則被阻擋看不到.
傳統的共軛焦顯微鏡所採用濾鏡轉盤 ( Filter wheel ), 其內可安裝感測光濾鏡.
Leica TCS NT2 於每一個 PMT 前, 皆可安裝 1 組濾鏡飛輪, 每一個飛輪可安裝最多達 7 個
的濾鏡.
Leica TCS SP 則是以連續式的全波長分光光譜系統來取代傳統的濾鏡, 因為, 有限的濾鏡無
法滿足染劑的應用, 更無法滿足新一代染劑的使用. 使用可全波長感測的分光光譜系統, 可
無限制的自訂各種感測光譜, 有如一組無限的濾鏡. 真正達到多工多用途與多使用者的目的.

5). 光學鏡頭解析

Resolving Power of the Confocal Microscope
(Oil I mm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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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頭的解析, 是螢光影像品質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 基本上, PL-Fluotar 及 PL-APO 級的油鏡能提供較好的光學
穿透率., 其中, 又以較高 NA 值 ( NA 值與鏡頭開口角度 α 成正比 ) 的鏡頭為好. ( 鏡頭必須使用折射率 n=
1.518 immersion oil, 一般鏡頭解析計算, R = n․ sinα ), 如 : PL-APO 63x/1.32 Oil,

PL-APO 100x/1.40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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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 100x 鏡頭, 如果使用次一級的 N Plan 100x/1.25 Oil, 則因其 NA 較小, 色差與像差的修正都略遜於 PL-APO
100x/1.40 Oil 鏡頭, 故, 螢光影像品質較差., 在低強度的螢光影像鏡檢, 表現更是明顯.
所以, 螢光影像所使用的光學鏡頭依序考量應為 PL-APO, PL-Fluotar, N Plan, C Plan, Achromatic.
共軛焦顯微鏡建議使用專屬的鏡頭, 其於 R, G, B, 各作有特別的修正 ( correction ), 能提供最高的光學穿透與解
析 ( Point-spread resolution ). 故, 其有別於一般鏡頭.
例如 : PL-APO 63x/1.32 CS Oil ( 有 CS 標示, 即代表 Confocal System 專屬鏡頭 )

Leica 共軛焦專屬超高解析鏡頭 :
HC 系列, PL-APO 10x, 20x, 40x, 63x, 100 油鏡
HC 系列, U-V-I 專屬 HCX-APO 10x, 20x, 40x, 63x, 長工作距離水鏡
每個鏡頭都經 Leica 原廠特別校準與測試

6). 螢光感測器
基本上, 一般除了利用目鏡 ( Eyepiece ) 檢視之外, 絕大部份都使用相機 ( Camera ) 或 CCD 攝影機 來擷取螢光
影像.
由於螢光影像一般都較弱, 故照相時, 依照螢光強度的強弱分佈, 可能必須使用俱有點測光 ( Spot metering ) 及
俱有長時間曝光的照相系統為考慮因素., 然而, CCD 攝影機則以大晶片 ( CCD Chip ), 冷卻式 ( Cooled ), 對極低
弱的光有較靈敏感應的黑白 CCD 攝影機為考慮因素.
使用黑白 CCD 攝影機的原因之一是其比一般彩色 CCD 攝影機感光較為靈敏, 顯像解析較高.
如要取得彩色螢光影像, 則可通過影像擷取卡 ( Frame Grabber ) 取像, 以數位影像方式, 利用軟體作 RGB 三原
色套色即可 ( 一般, 利用 Photoshop 軟體, 即可處理彩色套色 ). 如要直接擷取實彩色螢光影像 ( True Color
Image ), 則可加裝 RGB-濾鏡 即可.

共軛焦顯微鏡所使用的感測器是 光電倍增器 ( Photomultiplier ), Leica 所提供的感測器精密度達 0.1 nA, 俱有冷
卻設計, 可除去暗電流 ( Dark current ), 提供超高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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