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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 

南京普奥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版权所有，第 1.0版，2019 年 10 月。 

本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享有及保留本手册的一切著作权，未经本公司

的书面许可，不得增删、改编、复制及模仿本公司著作。 

一旦使用本说明书所列之产品，表示你已经阅读并接受了最终用户许可协议（见附

录）中的所有条款。一般约定： 

 

为本公司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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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该化学发光图像拍摄系统适用于要求较高分辨率和较高灵敏度的图像拍摄。可用于大部

分化学发光染料的拍摄（Western 杂交等）、电化学发光的拍摄和生物自发光的拍摄（LUC

酶等），同时也适用于常规的紫外激发荧光染料的拍摄（EB、SYBR Green 等）。 

系统组成 

化学发光图像拍摄系统结构示意图。 

 

硬件组成： 
① 深度制冷 CCD 相机          ④RGB 激发光源 
② 大口径高通透镜头            ⑤反射紫外灯(选配) 
③ 5 位电动滤光片轮（选配）     ⑥白光 LED 反射灯   ⑦样品载台 
 

该拍摄系统包括软件和硬件两部分。 

软件部分包括：CCD 摄像头驱动程序、拍摄软件、各图像分析软件和密码锁驱动程序。 

硬件由制冷 CCD 摄像头、大口径高通透镜头、放射白光灯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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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工作流程 

化学发光图像分析系统的工作流程如下： 

1） 打开机箱电源开关，接通 CCD 摄像头电源，电源指示灯亮； 

2） 双击电脑桌面上的拍摄软件快捷方式 ，打开拍摄程序； 

3） 拍摄前准备：根据拍摄需要选择 CCD 制冷； 

4） 将样品放入暗箱内样品台上，合紧暗箱门； 

5） 在拍摄状态下，通过相机曝光时间等各种方式预览图像效果； 

6） 在无光源状态下进行化学发光拍摄； 

7） 完成拍摄，保存图像； 

8） 通过分析软件对图像进行数据分析，包括标准量计算、分子量计算、半定量比较等； 

9） 保存分析数据； 

10） 实验结束后，关闭拍摄程序和所有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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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用户使用本系统进行拍摄前，需要进行以下操作： 

   打开成像系统机箱电源开关，电源指示灯亮。 

   仪器自检 2-3秒，轻微响动属于正常，或为滤光片轮自行调整。 

   双击电脑桌面上的快捷方式 ，打开拍摄程序。 

化学发光：适用于大部分化学发光染料的拍摄（Westen 杂交等），电化学发光的拍摄和

生物自发光的拍摄（LUC 酶等）。 

缺省设置 

⑴ 化学发光 

进入化学发光界面，通过 按钮进入软件缺省设置，该设置用于设定默认的拍摄

参数，共有 2个页面，通过 进入下一页。更改缺省设置后点击 保存更改，点击

 放弃更改。点击 恢复到出厂设置。更改缺省设置后建议关闭软件并重启，确保

修改生效。 

① 总页面 
 

     文件自动保存       用户创建并指向自动保存文件夹，长时间拍摄或序列拍摄的图   

像自动保存到该文件夹，软件以日期和时间命名自动保存的图

像文件 

 
② 化学发光 

     光强度             调整白光灯的强度 

Binning/gain        分辨率调整（默认 8X8，gain 1） 

反显               图像的灰度进行反向显示 

     累加               将序列时间拍摄所得的图像叠加拍摄效果后进行显示，比拟拍

摄时间延长的效果 

     长时间拍摄时间     设定单张曝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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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列拍摄方案       设定 5个拍摄方案，每个方案连续拍摄 5 张图片，每个图片的

曝光时间可自定义。 

      

管理员模式 

该软件系统设置了管理员模式，更方便的进行系统的管理。 

 

拍摄方案 

该软件系统涉及 3种不同的拍摄方案，预览拍摄，单张长时间拍摄，序列多张拍摄。 

预览拍摄 

 

该拍摄方案曝光时间短（us级），应用于不同拍摄模块的图像预览，动态显示载物台

上样品的拍摄状态。  

软件开启时自动进入拍摄状态，通过按钮  调整图像的预览时间，或者手工

输入预览时间，以微秒（us）级为主，此时该界面显示 （暂停）按钮，说明 （拍

摄）按钮已经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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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暂停拍摄，拍摄区域显示最后一张完整输出的图像，可调整图像显示并保存

该图像。  

点击 再次进入拍摄，动态显示样品的拍摄状态。  

 

单张拍摄 

 

该拍摄方案将照片的曝光时间延长至数秒乃至数十分钟，每次只拍摄一张图像。  

点击 进入该拍摄方案，通过 按钮调整曝光时间，或者手工输

入曝光时间，以分钟（M）和秒（S）为主，点击 进行拍摄，此时软件状态栏显示拍摄

时间进度条和曝光设定时间（请见软件最底端）。  

 
状态栏组成 

① 拍摄时间进度条，显示从 100%到 0%即完成拍摄 
② 曝光设置时间，显示本次曝光的总时间 
③ CD运行状态 
④ 公司名称 

在拍摄过程中该界面显示 （暂停）按钮，不能进行拍摄时间的调整。点击 即

终止拍摄，该次图像无法返回。 

在暂停拍摄的状态下调整拍摄时间或手动输入时间，点击 进入新一轮的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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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完成的图像自动保存于指定目录并依次显示缩略图于以下窗口中。 

 

窗口显示本次样品“单张拍摄”方案下的若干张图像，若用户点击任意按钮离开“单

张拍摄”页面，窗口的记录消除（自动保存的图像文件仍然存在）。 

本窗口满额为 5张图像，储存量满时无法再次进行拍摄，必须勾选若干缩略图（图右

下勾选框）并点击 删除图像方可继续拍摄（自动保存的图像文件依然存在）。 

鼠标点击缩略图时图像显示区域显示该图，用户可进行图像显示调整等其他操作，然

后手动保存该图像。其中 图像效果的叠加，勾选若干个缩略图（图右下勾选框）并点

击 ，图像显示区域显示图像信号累加的效果，可手动保存该图像效果。 

 

   在该拍摄过程中，若用户不满意自动测定的时间，可点击 终止拍摄并重新输

入拍摄时间，点击 进行新一轮的拍摄。 

一次拍摄完成后图像自动保存到指定目录并缩略图显示在“发光图像曝光时间测试”

窗口，用户通过图像显示范围的调整等获取满意的图像效果后保存图像。 

 

拍摄完成后图像自动保存到指定目录并缩略图显示在“发光图像曝光时间测试”窗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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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结束后，点击图像缩略图查看不同曝光时间的拍摄效果，勾选若干个缩略图（图

右下勾选框）并点击 可显示信号累加的效果，调整图像显示范围等操作后获取满意的

图像效果，保存图像。 

 

序列拍摄 

 
该拍摄方案连续拍摄 5张或以内的图像，用户可自定义每个拍摄方案的拍摄时间，并

将个性化的拍摄方案保存。 可在此界面修改拍摄时间，程序关闭时，自动恢复默认状态。

修改时间数据时请注意单位换算，Unit标明秒（Sec）或分钟（Min）。 

序列拍摄的列表中提供 5 个拍摄方案分别对应强信号，中等信号，弱信号等。 

同时，更改拍摄时间编辑方式如下：点击 进入缺省设置，点击 进入“化学

发光”设置页面，在“序列拍摄方案”中点击方案一文本框的下拉菜单选择要修改的拍摄

方案（如下图），点击数据文本框进行修改并点击 确定。 

 

此修改方式，关闭程序依然有效。 

点击 进入序列拍摄方案，同样先点击方案一文本框的下拉菜单选择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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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拍摄方案，点击 进入拍摄状态，软件根据所选拍摄方案依次完成 5张或以内的图像

拍摄。 

 

在拍摄过程中点击 可中断拍摄，此时显示拍摄已完成的图像，并且序列图像自动

保存到指定目录，而被中断拍摄的最后一张图像无法返回。 

拍摄结束后，软件右侧显示图像缩略图和曝光时间，点击缩略图可观察不同拍摄时间

下的图像，调整图像显示并手动保存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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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显示调整 

 
每种拍摄方案进行时都附带以上控件，功能是寻找最佳的图像显示范围。 

为了不被动接受 windows显示的图像数据，软件利用“图像显示调整”控件主动显示

有信号数据的图像。如上图，控件的上半部分是图像灰度分布图，该图曲线显示图像文件

灰度值（即信号）的主要集中区域；空间的下半部分是调节按钮，两端的滑块分别表示灰

度显示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用户可移动滑块调整图像灰度显示范围。 按钮用于软件自

动寻找合适图像显示范围。 

滑块越向数值大的方向移动，图像就越亮（即显示较亮部分的数据），反之则越暗

（即显示较暗部分的数据）。二个滑块间距越大，图像所含数据量越大，分辨率越高。原

则上滑块之间的区域与图像灰度曲线的区域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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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 

化学拍摄 

拍摄软件可设置多种拍摄模式，捕捉样品中的自发光，以及发光图像与样品的自动合

成。 

具体操作如下： 

1） 进入发光拍摄模块，白光灯 亮，自动进入预览模式； 

2） 拍摄前确认：  

3） 打开仪器的暗箱门，将化学发光抽板推入灯箱上方的滑轨； 

4） 样品放置在平台中央，关闭暗箱门； 

5） 样品图像的拍摄： 

 

选择拍摄模式：单张拍摄 或序列多张拍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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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发光图像后点击 按钮保存。 

 

7） 发光图像合成： 

点击 按钮进入图像合成界面。 

合成 

发光合成 

  主要应用于 western 实验结果的发光条带与 marker图的合成。 

在“发光拍摄”模块完成 marker图和发光图的拍摄后，点击 按钮进入合成界

面； 

 

分别点击右侧的图像缩略图，分别调整 Marker图像和荧光图像的显示范围，获得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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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像显示，点击右下方的 按钮合成图像并保存。下图是合成图像的效果。 

 

若合成结果不满意，可点击 按钮清除合成图像，重复以上步骤合成新图像。 

保存 

单击 按钮保存图像。选择保存路径，设定文件名，并选择图像保存格式； 

 

 
本系统可采用的图像格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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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FF 图像 

能保存各种不同分辨率的图像数据（8~16bits），本系统对图像不进行压缩，有些图

片查看系统可能不能显示大于 8 bits的图像文件数据，即使能显示，一般也无法调节图像

的灰度。需要专业图像处理软件处理和分析图像。 

若用户以 TIFF 格式保存的文件，可以通过本系统转存为其他格式。 

BMP 图像 

通常只能保存 8 bits 格式的图像数据，并且图像不采用压缩，通常的图片查看系统都

能打开处理的格式。 

JPG 图像 

通常只能保存 8bits 格式的图像数据，图像采用压缩，所以图像数据损失，建议不采

用此方式保存图像文件。通常的图片查看系统都能打开处理的格式。 

Multi-TIFF 图像 

多张 TIFF 格式图像文件，应用于“化学发光”模块中“序列多张拍摄”方案。 

该格式能保存一系列的图像文件（8~16bits），本系统对图像不进行压缩，有些图像

查看系统可能不能同时显示多幅图片，即使能显示，一般也无法调节图像的灰阶。需要专

业图像处理软件处理和分析图像。 

自动保存 

用户在电脑中创建自动保存的文件夹，软件进行长时间拍摄或序列拍摄后将图像自动

保存到该文件夹。 

设置方法如下：点击 进入缺省设置，在“总页面”确保文件自动保存为开启状

态，显示 。修改完成后请点击缺省设置页面的 ，关闭软件并重启，确保

修改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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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动保存文件夹中产生以日期命名的子文件夹，每开启软件一次，子文件夹内产生

以数字命名的下一级文件夹，图像文件以时间命名保存其中。 

 

 

 

 

技术支持 

如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疑问，请与我们联系。有关软件开发中的问题，请您及时与上海

天介仪器有限公司销售部联系。 

我们建议您尽量用电子邮件、传真等简明的书面形式与我们交流，这样既快速方便地

进行问题归档，又有利于我们快速立案解决您的问题。 

技术热线：13912995285 

免费热线：4006609091 

E- mail：zj@biogot.com 

销售部：13912995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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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4006609091 

以后出现的产品升级，请您关注我们的网站 

www.bioworlde.com. 

 

 

 

 

 

 

 

 

最终用户许可 

亲爱的用户： 

你们好。在开始使用本软件产品之前请仔细阅读下列条款和条件。用户使用本软件就

意味着接受了这些条款和条件。若用户对这些条款和条件表示不满，请将本软件产品立即

退回本公司或代理商. 

使用许可协议 

许可授权。南京普奥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授权您在遵守下述条件的前提下使用本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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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使用限制。本软件可以用于一台计算机，此计算机与南京普奥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硬

件产品相连接，南京普奥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的注册商标为 

 

软件转让。只要第三方同意接受本许可协议的条款和条件，而且用户不再保留本软件

的任何副本，那么用户可以将软件转让给第三方。 

版权。本软件属于南京巴傲得生物有限公司所有，并且得到版权法和其他国际协议的

保护，用户不得以本许可未明确允许的任何方式复制本软件。不得对本软件进行反向工

程、反编译或反汇编。 

终止。本许可在被终止之前有效。在任何时候，用户都可以通过破坏本软件及其所有

副本来终止协议。若用户未能遵守本协议中的条款，那么许可也被终止。 

限制保证 

自交付软件之后的 30天内，如果用户能够提供有效的购买收据，南京普奥欣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将保证 

本软件的实际操作将充分地与附带的书面材料一致； 

在通常使用条件下，用于提供本软件的介质在材料与工艺方面是完好的。 

本公司不保证软件中所包含的各种功能将满足用户的需要，也不保证操作是无错的。

用户负责使软件达到自己所需的结果，并对软件的安装、使用以及因此带来的一切后果负

责。 

除非某些法律禁止下面的排除，无论明确声明的还是隐含的，本公司不再提供其他任

何类型的保证。 

赔偿条件 

除非存在某些法律禁止下列限制，南京普奥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责任和用户所

能得到的唯一赔偿只能是下列两项中的一项： 

若软件不满足上述的限制保证，而且用户能够出具收据那么本公司可修理或更换被退

回南京普奥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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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回用户购买产品时付出的款项，只要用户能够出示购买时的价格证明。 

如果软件或媒体出现的故障是由于错误的使用、滥用或未遵守书面材料引起的，那么

用户将不能获得这些赔偿。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南京普奥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供应商、代理商将拒绝对各种

偶然的或有因果关系的损失给予赔偿，其中包括：损失利润、损失积蓄，以及其他由于使

用本软件或不能使用本软件而造成的损失，甚至无需告诉可能发生此类损失的可能性。 

一般如果本软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购买的，本软件产品协议要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