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mageXpress Micro 高内涵成像系统
为您的研究和筛选定制的细胞成像解决方案



更深入的洞察您的研究
更高质量的图片，更快的通量和更强大的分析

我们的高内涵成像家族产品能提供极致的灵活性

和性能表现，能帮助研究者和筛选工作人员实现

其定制化的实验并能缩短实验周期。从搭载智能

分析软件的强大成像系统到整合了数据管理和可

视化功能的信息学工具，我们的完整解决方案能

帮助实现从基础成像研究到复杂生物学的非常宽

广的应用面。

性能
• 通过更大的成像视野快速的获得有统

计学意义的数据。

• 平行分析大量图片并消除数据瓶颈

• 通过透射光，加液系统，共聚焦和环

境控制配置拓展您的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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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3D实验模型的可视化和定量
共聚焦能力增强图像清晰度和数据质量

和宽场成像相比，使用共聚焦成像进行厚样品拍

摄能实现更低的背景和更高的锐利度，并由此产

生更佳的图像分割。ImageXpress Micro共聚

焦高内涵成像系统针对活细胞或者固定细胞实验

能提供更佳的定量分析能力。这台多功能成像系

统搭载了我们的AgileOptix转盘技术，这种技术

使您可以探索包括细胞球，组织，整个生命体在

内的更贴近生理的，复杂的3D模型。

为确保您在实验中得到最佳图像质量通常要进行系统的选择和设

置，而我们的光学选项功能使这个过程变得非常简单。

增强组织和3D基质的成像
• 在3D基质中选择特定感兴趣的细胞

如神经元和干细胞

• 在厚组织样品中去除高背景荧光

• 通过3D重建能力更简便的获取Z系列

图片组

选择符合您实验需要的转盘共聚焦模式

*通过我们高灵敏度sCMOS和高级固态光源实现

共聚焦模式

60 µm针孔 50 µm狭缝 42 µm针孔

高灵敏度检测

快速拍摄

动态范围>3 log*

宽场模式

共聚焦应用

高分辨率成像

高通量应用

探索新的维度。以2D单层的方式获取和观看数据，
以Z轴堆叠的方式获取并在3D空间观察，并进行如
距离，体积，荧光强度等复杂3D测量。乳腺癌细胞
生长在半固体胶中，使用ImageXpress共聚焦系统
在60um针孔模式下以10X物镜拍摄。



• 自噬

• 微球

• 3D培养

• 神经生物学

通过高质量图片促进探索发现

使用ImageXpress Micro系统捕获高分辨率和

低分辨率图像都非常简单，系统支持1-100X物

镜并可高速获得研究级质量的图片。这些系统提

供精准度达到100nm的极佳的X，Y，Z定位，

能精确的重复定位并识别亚细胞结构。精准的定

位使多视野，时间序列，和多视野大图拼接实验

变得非常简单。高速的定位，激光和图像自动对

焦，再加上简单易用的界面，进一步优化了高内

涵分析工作流程。

每幅图像可提供更多数据点，ImageXpress 

Micro系统通过使用大视野照相机，在进行细胞

水平和高分辨率筛选时能显著减少实验时间，3

个数量级的动态范围能提高实验窗口和可靠性，

并能产生满足文章发表要求的高质量图片来使您

的科研突破成为可能。

widefield

confocal

对于更广的应用面提供更清
晰的图片和增强的定量筛选
能力，这些应用包括

• 毒性

• 小动物

• 神经生长

• GPCR筛选

更佳的数据，更快得到结果
• 通过10X物镜下FOV > 1.96mm2的

视野来缩短成像时间，使每孔成像需

要更少的视野。

• 通过我们强大的系统性能表现来减少

停顿时间。

• 增强通量为了在更短的时间内获得更

好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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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X放大倍数下单次成像可捕捉384孔
板整孔。

• 4X放大倍数下拍摄整个1536孔板只
花费和拍摄384孔板相同的时间。

• 共聚焦模式下通量>18万孔每天，宽
场模式下通量>23.5万孔每天。

ImageXpress Micro 4和Micro XLS系统是基

于倒置宽场显微镜的多功能系统，宽场为这些系

统标配。系统配备大视野照相机和随选的固态光

源来提供更高通量。ImageXpress Micro 4系

统还能提供在地升级选项来增加共聚焦成像能

力。得益于MetaXpress成像分析软件的支持，

ImageXpress系统提供给您一个快速强大的平

台来帮助您把新发现转变为科学突破。

优越的高速图像获取能力

通过精准的载物台定位来获取高分辨率的平铺或拼接图像。<100nm的载物
台分辨率使精准的图像平铺成为可能。左：图像为2X2图像排列，来自
ImageXpress。右：图像显示，即使跨多张图片神经元识别分割也未受影
响。

荧光和明场成像。左： iCel l心肌细胞使用Hoechst染色来鉴定细胞核
（蓝），MitoTracker Red染色线粒体健康度（红），活细胞细胞质染色试
剂，Calcein AM（绿）。图像使用40X Plan Fluor物镜拍摄。右：玻片载
体的油红O（红）和HE染色（紫）的小鼠肝组织切片。



为您复杂的生物学课题定制的一套点对点的
筛选解决方案
为图像获取和数据分析提供无缝衔接的工作流程

T0 39 min 9 hr, 19 min5 hr, 19 min 14 hr, 39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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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乎您想象的应用世界

获取

通过我们为您的研究需要量身定制的综合性的点对点解决方案，在一套完全整合的环境中享受流水线

式的高内涵筛选（HCS）所带来的好处。

MetaXpress软件使我们的ImageXpress Micro系列系统更加强大,给您对于图像获取和分

析精准的控制, 而这些能在一套一体化的界面上实现。

        • 适用于整个工作流程的图像获取向导避免了导入/导出步骤。

        • 基于激光的和软件可配置的基于图像的自动对焦系统确保了对于广泛的样品类型进

行稳健的对焦。

        • 活细胞拍摄的能力使我们可以实时监控细胞生长，死亡，分化，迁移，病毒或细菌

侵袭，肿瘤转移，趋化，药物毒性，或蛋白转位。

活细胞拍摄和分析。表达细胞周期Chromobody的HeLa细胞进行正常的细胞分裂并同时用共聚焦模
式进行拍摄。在G1期，细胞具有均一的荧光信号。在S期期间，信号在细胞核内聚集形成聚点。在
G2期，细胞恢复均一的形态学并且分裂。白色箭头指示细胞分裂前，黄色箭头指示分裂事件后的子
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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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使用配有可以帮您快速简便分析数据的应用模块功能的MetaX-

press软件来避免在图像分析和数据处理过程中产生延迟。

        • 即插即用的应用模块适用于成百上千的基于图像的分析工

作流程。

        • 客户模块编辑器使您可以进一步对您的创新实验或复杂筛

选实验的图像分析流程使用我们的3D分析工具包进行调

整。

        • 适应性背景矫正功能可调整图像分割来适应本地荧光强度

范围和适应细胞内和细胞间特征来帮助更好的定量。

        • 2D投影算法包括best focus, maximum, minimum和

sum投影来简单的诠释3D图像数据。

        • 能保存为cell-by-cell和/或image-by-image数据

AcuityXpress™细胞信息学软件，数据可视化，挖掘和Hit选择

功能，系统安装后即可使用。

使用MetaXpress PowerCore软件可实现以与拍摄相同的速度

分析并得到结果。

        • 通过平行处理来消除图像分析瓶颈。

        • 根据需要简单的控制分析处理规模。

存储
不论使用哪种成像系统，获取的图像都可以存储在安全的

MDCStore数据管理解决方案。

        • 可通过高内涵成像分析软件MetaXpress对其进行访问来

进行复杂分析。

        • 具有为整合第三方成像系统或分析工具到外部数据库主机

或第三方应用而设置的数据迁移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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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可选配置 ImageXpress Micro 4 ImageXpress Micro XLSImageXpress Micro Confocal

1X到100X放大
干镜：高达0.95NA
油镜：高达1.4NA

共聚焦>185,000
宽场>235,000

宽放大范围

AgileOptix技术

速度（孔/天）

支持如心肌细胞钙震荡等应用
的快速帧率

高速激光自动对焦搭配整合的
图像自动对焦选项

精确的自动的光栅尺控制的磁
悬浮X,Y载物台和Z轴（载物台
分辨率<100nm）

可在地升级

兼容样品规格 玻片，96孔板，384孔板，1536孔板，同时支持非常规规格耗材如Transwell和圆底孔板

免标记成像用LED-透射光组件

环境控制组件
•  多天，活细胞时间序列成像
•  提供合适的气体环境（e.g. 5% or 10% CO2）
•  模拟生理环境（30-40°C ± 0.5°C)
•  控制湿度和最小化蒸发（0.5ul/孔/小时对于96孔或384孔格式）

免标记成像用相差透射光组件

•  高对比度成像可使未染色细胞更易观察到或更易与背景区分
  （4X-60x）
•  尤其适合非荧光免疫组化染色样品
•  尼康100w透射照明立柱带TE-C ELWD 0.3NA 聚光镜配有
   65mm WD和可选相差环PhL，Ph1，Ph2。
•  可与荧光成像叠加的不依赖荧光基团的形态学可视化
•  控制湿度和最小化蒸发（0.5ul/孔/小时对于96孔或384孔格式）

用于加化合物和清洗的加液组件

•  单道加液器
•  加液体积从3ul到200ul（±1ul；±5%）
•  兼容96孔或384孔格式FLIPR Tetra� 系统移液器枪头
•  2个化合物添加或更换培养基的位置
•  可选多孔板加热
•  环境控制

软件

•  MetaXpress 高内涵成像分析软件（预设应用模块，客户模块编辑器，软件反卷积选项，
   MetaXpress PowerCore高内涵分布式图像分析软件）
•  MDCStore Xchange数据转换服务
•  AcuityXpress细胞信息学软件

N/A

>225,000 >200,000

N/A

N/A

50 fps 100 fps

说明：所有配置，滤镜，和物镜均可在销售网点获得或作为售后升级。数据表所示配置不包含所有可用配置。

今天就可以联系您当地的销售代表和支持团队来了解最适合您应用的系统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