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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X510集显微观察、图像采集、测量和报告
共享诸多功能于一身。

正置型正置型
高分辨率高分辨率

光学数码显微镜光学数码显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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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置型倒置型
高分辨率高分辨率

光学数码显微镜光学数码显微镜

高效的观察

便捷的图像采集

精确的测量

便捷的报告共享

对于所有传统显微镜用户，对于所有传统显微镜用户，
这是OLYMPUS对下一代显微镜的方案。这是OLYMPUS对下一代显微镜的方案。

通过DSX光学数码显微镜系统，OLYMPUS向全世界引入了工业显微镜的一种新维度。

今天，独特地融合了奥林巴斯久经时间检验的光学技术和当今最新的数码成像技术, 

OLYMPUS的DSX系列光学数码显微镜设定了工业显微镜的新标准。借助于诸多的先进

功能和更简单的操作界面，即使是显微镜的操作新手，通过OLYMPUS的DSX系列光学

数码显微镜也可立即得到高品质的图像和高可靠性的结果。不管面临多大的挑战，DSX

都可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

借助于高品质的光学系统和先进的数码图像技术，DSX510可实现高效的

显微观察、直观的放大操作、多种多样的观察方式和优异的色彩再现。

多样化的图像采集方法带来了便捷、直观的操作——如同使用智能手机或

平板电脑。图像采集方法选项包括景深扩展（EFI）和3D成像、全景图像

采集、动态图像采集和程序化图像采集。

不论实时测量，还是2D和3D测量，测量的精确度和重复性、自动校准和

再现性自检，均得到保证。通过一个简单的向导功能即可自动执行测量。

精心设计的报告系统可实现测量和分析结果的便捷共享。仅需点击一下鼠

标便可生成各种格式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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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带来了新发现新技术，带来了新发现

高数值孔径—低像差物镜

*相同放大倍率下的物镜性能对比

LED照明：完美的图像观察，能耗更低

高性能的CCD*再现高分辨率的
1800万像素影像

*4800 x 3600像素，3CCD模式转换将像素提高三倍

高效的观察高效的观察

高性能CCD

铜版纸 铜版纸（HDR高动态范围成像）

IC芯片（物镜NA 0.4） IC芯片（物镜NA 0.8）

贝氏体钢（物镜NA 0.4） 贝氏体钢（物镜NA 0.8）

图像更全面  使用更方便

OLYMPUS先进的光学系统和当今最新的数码图像技术的独特融合，孕育出了OLYMPUS

高级工程学设计和制造的巅峰产品DSX510光学数码显微镜。该显微镜最大程度地减少了眩

光、色彩得以精确的还原，并消除了耀斑和畸变，高精度地再现每一个样品，并有令人意想

不到的直感式操作特性。让我们开始体验DSX510，你会发现其它数码显微镜无法做到的东

西。

通过比当前的数码显微镜数值孔径更高、像差更小的物镜、改

进后更均匀的照明光源，DSX510系列光学数码显微镜的成

像分辨率可与最高级的光学显微镜媲美。DSX510的物镜是

同级别中工作距离最长的，可观察高度极不平坦的样品。

借助于DSX510高级的LED照明，色彩不会随着LED强度的

变化而改变，免去了传统光学显微镜所必需的白平衡设置。这

不仅确保了精确的观察，还可减少操作步骤。LED较长的使

用寿命使得仪器几乎可以免维护。

Olympus的高性能CCD是准确地再现我们高质量的光学系统

成像性能的引擎。我们的图像位移功能通过精确的细节处理确

保了极高的保真度，清晰度扩展到了图像的每一个角落。全高

清和HDR高动态范围数码处理是其两大技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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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 需 点 击 一 下 鼠 标 便 可 选 择 几 乎 所 有 的 显 微 观 察 方 法 ，

DSX510 使选择正确的观察方法变得简单。无需复杂的调整

——仅需简单的在观察方法（明场、暗场、MIX [明场 + 暗场]

、微分干涉、偏振光）之间选择，便可呈现满足精确观测所需

的高品质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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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焦光学系统： 一个物镜涵盖低倍到高倍

 

物镜转换

宏观地图：总是能发现目标

宏观地图：
总是能发现目标

样品的变焦放大

变焦光学系统可涵盖大范围的放大倍率变焦光学系统可涵盖大范围的放大倍率 各种各样的观察方法，可自由使用各种各样的观察方法，可自由使用

快速简便地获取观察需要的图像

仅需点击一下鼠标便可选择观察方法

仅需鼠标点击一下按钮便会在屏幕上呈现需要的图像

DIC
微分干涉观察——
检查不平坦表面或
纳米级缺陷的理想之选。

PO
偏振光观察——
消除基板眩光的重要技术，
以精确地呈现样品的表面特征。

BF
明场观察——
最普遍的显微镜观察方法

DF
暗场观察——
鉴别缺陷的最佳方法。
从样品侧面照明以突出瑕疵。

放大倍率的改变——DSX510的变焦光学系统可提供高达

13X的光学变焦和30X的数码变焦。 

单个物镜即可涵盖传统光学显微镜的放大范围。

可同时安装两个物镜以达到更大的放大范围（70X至最高

9000X）。当切换物镜时，DSX510会自动调整放大倍率，

以保持观察的视野范围不改变。

工业显微镜观察方法的理想之选，DSX510可提供各种各样的观察方法，呈现给用户对高端的光学系统所期望

的高分辨率图像。

当变焦放大倍率变大时，视野范围就会变小——宏观地图功能

会在一个单独的窗口中记录下整个的全视野图像。在这个全视

野图像中，样品上的观察目标会被标记出来，并会随着样品的

移动而更新标记。如果使用全景摄影功能，全景图像依然会在

宏观地图窗口中显示，即使观察范围变大也一样方便。

MIX (BF + DF)
明场+暗场组合观察——
同时使用明场和暗场，将明场
观察的简便性和暗场观察对缺
陷的突出效果结合在一起。

映 射

电动载物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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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简单的选择一幅最佳的图像即可完成操作——DSX510将会自动设置必要的参数来获取图像。无论是缺陷、凹凸的表面还是

异物，图像优化功能都确保能获得最佳的影像。通过图像优化功能，任何人均可操作该系统——无论是新手，还是专家——并且

还可为每位操作者进行用户化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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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图像处理先进的图像处理 任何人均可在最佳条件下进行观察任何人均可在最佳条件下进行观察

高动态范围HDR成像：
超越人眼观察效果的高品质视觉呈现

 

(HDR)液晶平板上的ACF各向异性导电胶
（标准观察法）

WiDER: 可实时观察同时
存在高光区和低光区的样品

仅需点击一下鼠标便可解决材料高光区和低光区的高对比度差引起的问题

色彩增强：仅看见需要看见的

通过突出显示样品的缺陷或玷污部分，使得检查更为简单。

选项

快速高动态范围成像模式快速高动态范围成像模式

精细高动态范围成像模式精细高动态范围成像模式

优化图像功能确保了任何操作者都可获得最佳的操作结果

优化图像

可重复性：可便捷地导入所有检查（观察）的设置

操作者A

操作者B

操作者A

操作者B

铁素体钢（马氏体） 得到的图像每一次都会相同，不会受
不同操作者或操作方法的影响

DSX可实现图像数据和获取条件一起保存

样品的成像效果依据材料的性质、表面状况或照明方法会有所

不同。DSX510先进的数码图像技术产生的多种观察方法，

呈现出超越人眼观察效果的高品质图像。高动态范围成像功能

（HDR）将不同曝光度下获取的合成影像与微分干涉（DIC）

观察法下获得的样品表面精细的高度差影像结合起来，可呈现

更加精确的样品表面状况。HDR的高保真度影像，不仅可以

显示出纹理，还可显示出之前发现不了的裂纹和缺陷，同时减

少了眩光，观察更舒适。

通过比标准高动态范围成像模式更高的刷新率，甚至当移动载

物台或聚焦样品时，快速高动态范围成像模式也可提供流畅的

图像。

通过比标准高动态范围成像模式采集更多的图像数据信息，精

细高动态范围成像模式，可实现高信噪比的高品质图像。

如果样品的低光区无法被观察清楚，仅仅提高照明强度往往还

不够，因为样品的高光区会同时产生眩光。DSX510通过

WiDER功能解决了此问题 ，仅需点击一下鼠标，这个专门的

影像处理功能便可处理这种高对比度差的问题。没有暗部细节

的缺失，没有眩光。

DSX510的色彩增强功能可实现仅呈现样品上特定部分所需

呈现的颜色，并同时将剩余部分的颜色变成黑白色，使得对样

品缺陷的显示更为简单，是表现指定缺陷部位的理想之选。

DSX510的全数字化操作，使得每次图像获取或保存的条件都会被记录下来。对于DSX510所获取的每一幅图像，操作者仅需点

击一下鼠标便可从图像数据中重新获得图像获取的原始条件，实现相同条件和设置下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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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心低，结构稳固 三种用户模式可满足不同的操作经验水平和工作任务要求

提供观察的最佳环境提供观察的最佳环境 与观察样品或操作者经验相匹配的操作模式与观察样品或操作者经验相匹配的操作模式

高级模式

使有经验的操作者的工作变得更加简单。电动操控使得操作更加迅速，只需根据检测目的，在相应的操作菜单下用鼠标

点选按钮即可完成工作。

操作者模式指导模式

软件支持振动补偿功能

有防振动补偿无防振动补偿

振动

实时影像
显示的范围

补偿

DSX具有稳固的、高刚性的低重心结构，会吸收振动对图像获取的影响。此外，还配备有防振动软件功能，甚至在9000X的高

放大倍率下，也可保证稳定的观察。

低重心和稳固的结构为DSX510带来了高放大倍率观察下极高的稳定性。防振功能显著地减少了任何可能会影像检查或测量的

振动。

可选择指导模式、操作者模式或高级模式来更好地对应操作者的经验和工作任务。在操作者模式下可以做用户定制化操作，处理

日程工作任务的速度会更快。如果使用操作者各自的ID和密码打开软件，还可按照操作者偏好的模式和观察设置自动打开对应的

软件界面。

不必担心不会操作显微镜，仅需按照系统给出的指示执

行，便可得出理想的结果。

该模式按用户要求定制执行步骤，可快速地完成日常的

检测工作。当重复相同的检测任务时最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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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I：即使表面凹凸不平的样品，也可获得整个样品全部聚焦清晰的超景深图像

3D图像：仅需点击一下鼠标，便可呈现样品的3D图像

图像采集从未如此直观  图像信息从未如此丰富 获得超景深的图像或3D图像获得超景深的图像或3D图像

便捷的图像采集便捷的图像采集

剖面视图3D图像

电容

上

中

下

各种便捷的图像采集方法和直观的操作界面，使操作者可以快速、便捷地获取所需的样品信

息。使用者不需要丰富的显微镜操作经验，即可用DSX510进行图像采集和分析，以满足精

确的检测要求，它是所有显微镜用户的理想之选。而在过去，只有具有丰富经验的显微镜专

家，才能做到这一点。如今，DSX510通过易用的操作界面和先进的图像采集技术，使得任

何水平的操作者均可做到——仅需简单的几步，便可获得检查或分析所需的理想的图像。之

前无法看见的和无法实现的，现在都得到了改变。

通过EFI（景深扩展成像）功能，仅需点击一下鼠标，DSX510便可获得整个样品都对焦清晰的图像。在EFI（景深扩展成像）

过程中，随着焦点位置的上下移动，采集多张不同焦点位置的图像。在这些图像中，样品上聚焦清晰的各部分会被提取出来合成

一幅整个样品都聚焦清晰的图像，实现对凹凸不平的样品的精确检查。Olympus的EFI图像采集速度比以往快了许多。

仅需点击一下鼠标，DSX510便可获得样品的三维图像，从任意角度观察样品，都和样品的真实形貌完全一致。通过精细的3D

图像，可以观察或测量样品的细节特征或凹凸程度，还可以测量高度差和体积，帮助我们轻松地实现对样品的精确分析。通过改

进的图像采集技术，3D成像变得简单而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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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全景摄影 高质量全景摄影

EFI景深扩展成像和3D成像的图像拼接

改进了拼接模式和接缝处阴影校正的算法

通过最优化的拼接模式获取大范围、高分辨率和高品质的图像，并且不会产生拼接错位。

自动全景摄影：仅需点击一下鼠标，便可获得大视野图像
仅需将样品放置在载物台上，然后点击一下启动程序，载物台即以螺旋形移动并自动拍摄所需的样品区域。不需要精细的校准，
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简单的操作获取超大视野的图像。

手动全景摄影：对指定区域范围进行样品图像拼接
通过载物台前后、左右或斜向移动，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获取指定区域的实时图像拼接。

实时全景摄影，快速获得超大视野图像实时全景摄影，快速获得超大视野图像 自动图像拼接获取高质量、高附加值的图像自动图像拼接获取高质量、高附加值的图像

再也不会出现“超出观察视野”的问题了。通过实时全景摄影，简单移动屏幕上的样品观察位置，电动载物台就会移动样品至

指定位置。随着载物台的移动，系统会实时地自动拼接多幅图像，并缝合成一幅大视野的图像。

只需根据图像拼接的数量、样品长度或图像拼接起始点设定拼

接模式，然后启动图像拼接程序，即可按照设定的模式执行图

像拼接，并同时进行阴影校正，生成一幅高质量、高附加值的

图像。

高质量全景摄影功能还可以和EFI景深扩展成像、3D成像相结合。在大视野范围内对凹凸不平的样品进行超景深的图像拼接以及

3D图像拼接。这意味着所获取的图像信息会大大超过传统光学显微镜加上数码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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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获取后，可以在图像上注释一些重要的信息和图形标记，并与图像一起保存。对样品缺陷分析的说明和缺陷的位置标记与图

像一起保存的功能，对于和其他相关人员共享数据来说是非常有用的。

15 16

程序化菜单：对样品上多个注册位置的自动拍摄

通过便捷的程序化菜单功能，DSX510可在自动对焦下、对样品上的多个注册位置进行自动拍摄 。

注释

自动保存功能 视频拍摄

（文件类型：.avi）

大数据量的自动获取大数据量的自动获取 图像获取时的便捷功能图像获取时的便捷功能

校准 载物台坐标 移动获取

100 mm × 100 mm行程的电动载物台

A

A

B

C

D
B C D

拍摄的图像可以自动保存到指定的文件夹中。只要设定了要保

存的文件名和起始编号，选择图像自动保存选项即可实现这一

功能。

如果要观察样品的动态特征，可以在实时观察过程中，拍摄视

频影像。

缺 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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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度和重复性保证

DSX510可实现准确的和可重复的测量，具备符合国家标准的

精度溯源。

•要保证XY准确度，必须由Olympus专业服务人员进行校准工作

放大倍率自动识别

保证的Z轴测量的重复性
DSX510，保证了Z轴测量的重复性（仅DSX510）。

日本标准

独立行政法人 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

计量标准综合中心*

DSX510系列的精度溯源体系

•要签发认证文件，必须由Olympus专业服务人员进行校准工作

*根据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而有所不同

 

JCSS认定企业0044 

Olympus株式会社  质量保证部试验评估中心*

DSX510系列

专用XY校准标样

DSX510系列

专用Z校准标样

DSX510/DSX510i DSX510

DSX510远心光学系统的特点

测量精确  可靠性高   性能卓著 先进的技术决定精确的测量先进的技术决定精确的测量

精确的测量精确的测量

焦点位置较高 焦点位置较低

焦点位置较高 焦点位置较低

Olympus对精确测量坚定不移的承诺体现在DSX510的每个方面，从远心光学系统到稳定的机

身结构设计，再到自动校准测量值，在每个方面都杜绝了用户操作失误的可能性。可再现的测量

结果、可追溯的准确度，以及Z轴测量的重复性保证，任何传统的数码显微镜都无法与DSX510

相比。

远心光学系统保证了图像尺寸大小不会随着焦点位置的改变而

变化。因为图像的尺寸不会变化，所以可进行精确的测量而无

需再担心测量结果的偏差。

为了减少人为失误，DSX具备放大倍率自动识别功能，它通

过一个电动变焦系统，使系统始终知道正在使用哪个物镜和变

焦倍率。放大倍率的设置会随着物镜的改变自动调整，排除了

测量误差的可能。一旦变焦放大倍率改变，就会实时更新当前

的放大倍率值和图像视野大小值，进一步减少放大倍率指示和

测量的误差。

变焦变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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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最佳的测量结果

OLYMPUS Stream材料分析软件实现高级的材料分析功能

便捷的向导功能实现自动测量

3D轮廓测量

实时测量 卡尺测量

面粗糙度测量颗粒分析

高度差测量

线粗糙度测量

面积/体积测量

平面几何测量

再现性的自检

更高水平的测量和分析更高水平的测量和分析丰富的测量功能丰富的测量功能

自动测量

DSX510的基本操作软件和3D测量软件几乎具备了工业显微镜的所有测量功能，包括平面几何测量、剖面轮廓测量、高度差测

量、面积&体积测量，另外还新增加了线粗糙度和面粗糙度测量，通过简单的操作便可获得理想的测量结果。除基本软件外，另

有卡尺测量和颗粒分析等选装软件。

使用MSA（测量系统分析）规定的Gauge R&R（量具的重复性与再现性）实现了过程中测量变异的管控。当测量实际样品

时，用户可以得到检测中的变异值。

使用DSX510便捷的向导功能，可轻松地实现测量过程自动化。。一旦获取了图像，测量向导便会自动运行，或者也可将该向导

功能与自动图像获取向导联用，进一步实现图像获取和测量过程的自动化。

晶粒度分析、铸铁分析、非金属夹杂物分析、评级图谱比较、颗粒分析——通过OLYMPUS Stream图像分析软件几乎可以完成

每一项金相检验。仅需点击一下鼠标，Stream软件便可获取所有的DSX510文件数据，包括测量校准数据，并实现从测量到分

析，再到报表制作的多样化的、灵活的工作流程。软件分析符合多个工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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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结果可被方便地导出到选购的OLYMPUS Stream图像

分析软件中，并进行高级编辑，然后Stream软件的报告功能

可按指定放大倍率打印图像。

21 22

生成用户报告更为简单

在办公室建立报告 用OLYMPUS Stream软件指定打印
放大倍率 

报告定制  生成便捷 数据100%共享数据100%共享

便捷的报告共享便捷的报告共享

点击一下便可生成报告

放大倍率设置

使用DSX510，仅需简单的点击一下鼠标便可启动报告功能、图像采集和测量，并将其转化为

详细的用户报告。执行观察或测量后——系统会自动生成需要的报告。DSX510还可便捷地将

报告导出为不同格式的文件（rtf，PDF，Excel），实现这些报告的共享。

DSX510还提供免费的离线软件，可实现在办公室中执行测

量和生成报告。

DSX510使一切变得简单。操作者只需专注于图像采集、观

察和测量，DSX510自动生成相关报告。报告模板可完全自

定义化。

报告生成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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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素体 铁素体钢（马氏体） 马氏体

渗碳体 铸铁 球墨铸铁

Bump横截面 玻璃纤维多层电路板

应用

D S X 5 1 0
正置型
高分辨率
光学数码显微镜

倒置型
高分辨率
光学数码显微镜

D S X 5 1 0 i

电极焊盘 刀片CCD

芯片切割表面 冲孔标记 MEMS

金属断口表面 头发 角质细胞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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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1 DF和MIX不适用   *2 仅适用于BF   *3图像画面显示1:1对角线（出厂默认值）  *4 图像画面显示1:1

*1不能和内置的标配LED一起使用。*2需要Olympus或代理商的专业人员进行校准 。*3 当安装 MPLFLN50XBDP或MPLAPON50X物镜时，行程为25 x 25 mm。

DSX510 DSX510i

主机

变焦比 13.5（光学变焦0.26X~3.5X），30（包含数码变焦）

物镜安装孔 两孔

可安装物镜

DSX专用物镜 XLMPLFLN10X, XLMPLFLN40X

UIS2物镜
MPLFLN1.25X, MPLFLN2.5X, MPLFLN5XBDP, MPLFLN10XBDP,

MPLFLN20XBDP, MPLFLN50XBDP, LMPLFLN10XBD, 
LMPLFLN20X, LMPLFLN50X, MPLAPON50X

准确度和重复性
（X-Y平面）

放大倍率准确度 ±3%*2

放大倍率重复性 3 n-1= ±2%

重复性（Z轴） 重复性（高度） n-1≤1μm -

照明
标配（内置） 反射光明场LED照明/反射光暗场LED照明

选配 高强度LED照明*1/透射光LED照明 高强度LED照明*1

照相机

影像传感器

1/1.8 英寸，201万像素，彩色CCD（总像素：210万像素）
总像素 : 1688 (H) x 1248 (V)
有效像素  : 1628 (H) x 1236 (V)
实际像素  : 1600 (H) x 1200 (V)

冷却方式 帕耳贴冷却

扫描方式 逐行扫描

帧速率 15 fps/27 fps（binning模式）

分辨率
标准  : 1194 x 1194 (1:1)/1592 x 1194 (4:3)
精细 : 1194 x 1194 (1:1)/1592 x 1194 (4:3)
超精细  : 3594 x 3594 (1:1)/4792 x 3594 (4:3)

灵敏度 ISO 100/200/400/800/1600

聚焦装置
行程 95 mm 35 mm

分辨率

最大样品高度
DSX专用物镜 65 mm -

UIS2物镜 95 mm -

载物台

电动载物台

型号 DSX-UFSSU DSX-IFSSU

行程 100 x 100 mm 50 x 25 mm*3

承重 3 kg 1 kg

手动载物台

型号 U-SIC4R2 DSX-SFR

行程 100 x 105 mm 50 x 25 mm*3

承重 1 kg 1 kg

液晶显示器
尺寸 23”带触摸屏的全高清彩色液晶显示器

分辨率 1920 (H) x 1080 (V)

重量（主机，电动载物台，液晶显示器，控制箱，控制器）  约38.6 kg 约44.1 kg

额定输入电源 100-120 V/220-240 V, 300 V A, 50/60 Hz

系列 型号 齐焦距离 数值孔径 工作距离(mm) 综合倍率*4

DSX专用物镜
XLMPLFLN10XDSX*1

75 mm
0.3 30.0   2,772-214 139X-1,803X

XLMPLFLN40XDSX*1 0.8 04.5      693-54 555X-7,211X

UIS2物镜

MPLFLN1.25X*2

45 mm

0.04 03.50 22,181-1,706   17X-225X

MPLFLN2.5X*2 0.08 10.7 11,090-853   35X-451X

MPLFLN5XBDP 0.15 12.0   3,921-302   69X-901X

MPLFLN10XBDP 0.25 06.5   2,772-214 139X-1,803X

MPLFLN20XBDP 0.4 03.0   1,386-106 277X-3,606X

MPLFLN50XBDP 0.75 01.0      554-42 693X-9,014X

LMPLFLN10XBD 0.25 10.0   2,772-214 139X-1,803X

LMPLFLN20XBD 0.4 12.0   1,386-106 277X-3,606X

LMPLFLN50XBD 0.5 10.6      554-42 693X-9,014X

MPLAPON50X*1 0.95 00.35      554-42 693X-9,014X

DSX510/510i 规格DSX510/510i 规格

DSX510/510i 系列物镜DSX510/510i 系列物镜

DSX510/DSX510i 系统图DSX510/DSX510i 系统图

DSX-CP
DSX-HRIF专用载物台插板

U-MSSP4
载物台板

U-WHP2
托板

基本基本
部件部件

选购选购
软件软件

机架机架

载物台载物台

物镜物镜 选项选项

DSX-HRSU
高分辨率变焦头

DSX-TLCD
23” 触摸屏面板显示器

DSX-CTRL-E
控制器（英文操作系统）

DSX-CB
DSX系统控制箱

DSX-BSW
软件

DSX-ASW-3D
3D测量软件

DSX-HRUF
DSX-HR正置型机架

DSX-UFSSU
正置型机架的100 x 100 mm
电动载物台

U-SIC4R2
右手控制
手动载物台

DSX-IFSSU
倒置型机架的50 x 25 mm 
电动载物台

DSX-SFR
倒置型机架的50 x 25 mm 
手动载物台

BH2-WHR43
3’-4’ 圆晶托盘

XLMPLFLN10XDSX
DSX-HR
专用物镜10X

DSX-CALS-HR
DSX510校准标样

DSX-HRIF
DSX-HR倒置型机架

DSX-ASW-EDM
边缘检测测量软件

DSX-ASW-PAM
颗粒分析软件

DSX-ASW-SHDR
超级高动态范围成像软件

XLMPLFLN40XDSX
DSX-HR
专用物镜40X

BD-M-AD
物镜的适配器

UIS2物镜 DSX-ILT
LED 
透射光照明

OLS40-EMG
急停装置

OLS40-EMG
急停装置

DSX-ILPS
高强度
LED光源

LG-SF
导光管

DSX510尺寸 DSX510i尺寸

29
6

37
5

55
0

417

1300

278215

33
8

363

55
0

1300

37
5

unit: mm

实际视场 (μ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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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PLFLN20XBD 0.4 12.0   1,386-106 277X-3,606X

LMPLFLN50XBD 0.5 10.6      554-42 693X-9,014X

MPLAPON50X*1 0.95 00.35      554-42 693X-9,014X

DSX510/510i 规格DSX510/510i 规格

DSX510/510i 系列物镜DSX510/510i 系列物镜

DSX510/DSX510i 系统图DSX510/DSX510i 系统图

DSX-CP
DSX-HRIF专用载物台插板

U-MSSP4
载物台板

U-WHP2
托板

基本基本
部件部件

选购选购
软件软件

机架机架

载物台载物台

物镜物镜 选项选项

DSX-HRSU
高分辨率变焦头

DSX-TLCD
23” 触摸屏面板显示器

DSX-CTRL-E
控制器（英文操作系统）

DSX-CB
DSX系统控制箱

DSX-BSW
软件

DSX-ASW-3D
3D测量软件

DSX-HRUF
DSX-HR正置型机架

DSX-UFSSU
正置型机架的100 x 100 mm
电动载物台

U-SIC4R2
右手控制
手动载物台

DSX-IFSSU
倒置型机架的50 x 25 mm 
电动载物台

DSX-SFR
倒置型机架的50 x 25 mm 
手动载物台

BH2-WHR43
3’-4’ 圆晶托盘

XLMPLFLN10XDSX
DSX-HR
专用物镜10X

DSX-CALS-HR
DSX510校准标样

DSX-HRIF
DSX-HR倒置型机架

DSX-ASW-EDM
边缘检测测量软件

DSX-ASW-PAM
颗粒分析软件

DSX-ASW-SHDR
超级高动态范围成像软件

XLMPLFLN40XDSX
DSX-HR
专用物镜40X

BD-M-AD
物镜的适配器

UIS2物镜 DSX-ILT
LED 
透射光照明

OLS40-EMG
急停装置

OLS40-EMG
急停装置

DSX-ILPS
高强度
LED光源

LG-SF
导光管

DSX510尺寸 DSX510i尺寸

29
6

37
5

55
0

417

1300

278215

33
8

363

55
0

1300

37
5

unit: mm

实际视场 (μ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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