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极镜，顶级手术显微镜

极致光学，助您专注于手术

拥有融合光学专利技术的  
Leica M530 OH6



LEICA M530 OH6

2



融合光学 人机工学

LEICA M530 OH6 
可让您时刻轻松保持关注

前面是作为一名外科医生，保持专

注是取得病人最佳手术结果的前

提。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在手术中

每时每刻都必须专注。Leica M530 OH6 
将独创的 FusionOptics 融合光学技术与
真正的人性化设计融合在一起，可

让您时刻保持专注。

FusionOptics 融合光学技术将分辨率
和景深完美结合在一起。成像无比

清晰锐利。另外，它还独具一项优

势：减少调焦次数。此外，它采用

真正的人性化设计，可使显微镜定

位轻松自如，术者始终保持直立舒

适的手术体位。使用时，不会感到

肌肉紧张，不会感到腰酸背痛，这

样您便可全心全意地关注于手术 
操作。

创新光学让您时刻轻松保持关注

>  FusionOptics 融合光学技术可实现极高
的分辨率和极佳的景深

> 深腔部位手术细节更加清晰可辨

参见第 4 至 5 页。

经过优化的人体工学设计可让您时刻

轻松保持关注

> 更大的工作空间

> 一体化设计

>  便于每一位术者灵活定位

> 卓越的操控性能
参见第 6 至 7 页。

可定制的解决方案让您时刻轻松保持

关注

> 个性化配置

> 适应各种需求的融合设计

> 可轻松升级影像系统

参见第 8 至 11 页。

双 波长荧光可让您时刻轻松保持关注

> 采用蓝光荧光滤片的Leica FL400
> 用于血管荧光的 Leica FL800

参见第 10 至 11 页。

融合光学 人机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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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定制 双波长荧光



创新光学让您
时刻轻松保持关注

LEICA M530 OH6 采用 FUSIONOPTICS 融合光学技术， 

加上先进的精显照明技术和全复消色差光学元件， 

使得成像质量跃升至全新水平。

纤毫毕现的 FusionOptics 融合光学技术

FusionOptics 融合光学技术使不可能成为可能：可在显微镜成像中同时实现大景深
和高分辨率。徕卡公司独创的这项突破性技术巧妙地利用人眼的双眼视觉本能，

独辟蹊径。首先，从分别精密设计的两条光路中摄取不同的信息。左侧光路获取

具有最佳分辨率的图像，右侧光路则提供具有最大景深的图像。接着，大脑本能

地将两幅图像合成为一副最佳的立体图像。令人赞叹的结果：视野可见的清晰区

域 (景深范围) 变得更广，图像更加清晰。

减少重新调焦操作

FusionOptics 技术的另一项独特优势在于
它能够让您的手术过程更流畅。更大

的图像清晰范围 (景深范围) 意味着更
少的调焦操作。FusionOptics 融合光学技
术可让您将精力始终集中在手术上。

4



FusionOptics 融合光学技术

1. 两条独立精密设计的光路

2. 一条光路为您提供最佳景深

3. 另一条光路为您提供高分辨率。

4.  人脑将两幅图像合成一张最优的空间图像

深腔手术，细节尽显

将精显照明装置 (SAI) 与 400 W 高亮度氙
灯相结合，汇聚的光束可使深窄型腔

体的底部获得更多光照。照明更加理

想，深腔中的阴影显著减少。SAI 提供
了更多的细节，更深的视觉深度。

一般照明 (400 mm 工作 
距离)

SAI精显照明 (400 mm 工作
距离)

快速调焦对手镜独立精细调焦放大倍率倍增器

光学元件定制化

Leica M530 OH6 拥有广泛多样的定制光学元件，您可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选择：

>  放大倍率倍增器 (选配) 可额外提高 40% 放大倍率

>  对后部助手采用独立微调焦旋钮，屈光度范围为 +5 到 -5
>  快速调焦使用两束激光作为聚焦参考，为三个观察点 (主刀、助手、摄像头) 提供
一个精确的焦点位置。

>  可多样选择的双目镜筒，均可调节高度和位置，可 360° 旋转

LEICA M530 OH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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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的人体工学设计 
可让您时刻轻松保持关注

更大的工作空间

可在脊椎手术过程中保持舒适的工作姿势和宽敞的操作空间 更大的工作空间

Leica M530 OH6 底座紧凑，适合空间狭小
的区域，超大的过顶空间以及最长的

臂展，定位灵活，提供更大的工作空

间。不管是哪种手术：都可根据需要

和手术情况方便地放置显微镜。

灵活操控的高效工作流程

>  可顺畅无阻地进行手术，工作距离领先同类产品 (长达 600 mm)。 
除了神经外科，耳鼻喉科，还可灵活运用于脊椎外科手术，而之前这种手术中 
只能使用小型放大镜

>  易于搬运，可从大型仪器下穿过

>  紧凑型光学头设计，缩短了目镜与物镜之间的距离，因此，手臂可保持自然的
姿势，不用伸长手臂去触及手术区域

>  配合不同的手术体位，提供多种双目镜筒供选择，全部均可 360° 旋转

> 采用改进型人体工学设计，让后部助手使用更加舒适灵活

正因如此，Leica M530 OH6 专为满足您及您独特的需求而设计。通过神经手术专家
的密切合作，将他们的需求与全面的人体工学理念相结合，设计成智能人体工学

特性。医生在手术过程中不会因身体原因而分散注意力，从而始终将注意力放于

手术操作上。

紧凑型 
光学主镜

6

在耗时很长的手术中， 

能够以最舒适姿势开展 

手术十分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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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CA M530 OH6 

超大的 
过顶空间

市场上最长的 
伸展距离*

自由灵动

平滑顺畅的定位减小了大负荷移动的

应力，可提高工作流程的效率。较宽

的移动范围，倾斜的光学头，以及一

体式设计，让显微镜具备无与伦比的

灵活性。快速稳定，能够极大减少工

作流程的中断。

舒适的人体工学设计

紧凑的光学头可提供更大的工作空

间，从而能够以更加自然、符合人体

工学的工作姿势进行手术。所有双目

镜筒都可调节不同的手术高度，可 
360° 旋转，定位方便自如。

平衡完美

徕卡显微系统有限公司的一键自动平衡

功能节省了宝贵的时间。只需将一个按

钮按下两次，自动平衡系统便可将所有

六个轴完全平衡。即使已安装无菌罩，

要在手术过程中快速准确的重新平衡显

微镜，也只需按下光学头上方的 AC/BC 
按钮。

光学主镜可全方位移动和倾斜 自动平衡和手动平衡一体化紧凑型设计

7
* 比同类产品要长 36% (2014 年 3 月)



超级观察者

Leica ULT530 是神经外科、脊椎外科和整
形修复外科手术的标准配置。左侧、

右侧和后部助手接口和选配的 Leica HD 
C100 内置摄像头，以及 Leica FL800、Leica 
FL400  荧光模块，赋予您最大的配置灵
活性。

内置摄像适配器

Leica IVA530 采用紧凑型设计，是耳鼻喉
科和神经外科听神经手术组的理想解

决方案。它没有相对的助手位置，更

多光线可直接照射主刀医生和侧边的

助手，大大增强视觉效果。内置视频

适配器具有内置深度增强器，可实现

极佳的屏幕显示和记录效果。

图像投射

上面的顶板，可连接 Leica DI C500 双路彩
色成像模块。使用 Leica DI C500 双路成像
彩色模块，主刀医生可直接向目镜中

投射来自外部和内部来源的数据，例

如 MRI、CT、IGS、内窥镜和 Leica FL800 视
频信号。

您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配置 Leica M530 OH6。Leica M530 OH6 外形流畅，采用无电缆
一体化设计，同时采用了高度集成的模块化结构，确保用户灵活配置显微镜，让

您始终保有最新的技术。OpenArchitecture 开放化设计和独特的快速升级设计，方便
您随时自由升级。

个性化配置的模块化设计， 

让您引领当下， 

赢得未来。

定制手显
可让您时刻轻松
保持关注

8

可根据手术需求量身定制

Leica M530 有多种配置的光学头供您选择，不管是神经外科手术、脊椎外科手
术，还是耳鼻喉科或整形修复手术，均可根据自己的要求定制最适合您的手

术显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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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三维图像

显微镜还提供一体化的 TrueVision 3D影像
工作系统。3D 图像可在实时手术或研
讨会中为同事和学生提供与手术完全

相同的 3D 视图，可大大提升显微外科
手术教学效果。使用 TrueVision 智能 3D 内
置模块，可极大缩短设置时间，大大

节省手术室空间。3D 功能可直接通过
手柄控制，避免中断工作流程。

完全集成，操控自如

所有摄像头、荧光模块和电缆都完全

集成在光学头内部，呈现流畅整洁的

外观，保持电缆完整无损，方便您随

意自由移动显微镜。可通过手柄或选

配的口控和脚踏开关控制高清 2D 和 3D 
图像记录功能或切换白光和荧光。

引领当下，赢得未来

光学头采用模块化的 OpenArchitecture 开
放式设计，可方便地集成到各种系

统，例如，Med X Change HDMD 全高清数
字记录系统或影像导航手术 (IGS)。当
您的需求发生变化时，或当有新的影

像技术或手术引导应用程序可供使用

时，可便捷地进行升级。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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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的可视
化技术

引领当下，面向未来的 

手术显微镜荧光技术 －  Leica M530 OH6。

Leica M530 OH6 可以同时内置两种种荧光模块 Leica FL800血管荧光和Leica FL400蓝光荧光模
块。只需一键切换，就可轻松地从白光模式切换为荧光模式或在两种荧光模式之间

切换。可方便地在屏幕上查看并记录极佳的高清荧光影像。为取得最佳查看效果，内

置的模式控制将根据所选的荧光模式自动优化特定摄像头 (选配) 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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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荧光模块

Leica FL400 术中肿瘤荧光模块可配合 5-ALA 荧光剂使用来显示
肿瘤细胞，从而提高胶质瘤切除的精准度。

血管荧光模块

Leica FL800 术中血管造影摄像模块可配合 ICG 荧光剂使用，这
样主刀医生可在手术过程中实时查看手术部位的中的血流

情况。

使用 Leica FL400/5-ALA 观察到的恶性胶质瘤 使用 Leica FL800/ICG 观察到的脑血管结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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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关注
病人安全

Leica M530 OH6 提供的创新的设计特点，系统备份方案和多种照明设计 

可帮助您保护病人安全，最大程度减少中断。

保护团队和病人

Leica M530 OH6 具有特殊的 AgProtect 涂层，
确保极佳的无菌状况。该表面涂层具

有抗菌纳米银材料，可极大减少显微

镜上的病原体，从而防止院内感染。

用于实现均匀照明的光度计

随着使用寿命延长，灯泡亮度会降

低，但第二代自适应光亮度控制可为

此提供补偿，确保均匀照明。内部光

度计可为第二代自适应光亮度控制系

统提供实时光强数据，光强根据实际

的灯泡输出算得，而不是使用算法或

公式。

稳固设计

显微镜具有稳固的全金属实体结构。

它专为手术室光强度使用设计制造，

同时保持了极高的精度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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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CA M530 OH6 

始终保持最大亮度

Leica M530 OH6 的光透射效率极高，可确
保始终提供最大光线。因此，您可在

更安全的光照水平下进行手术，看到

的细节却是更多、更丰富。

可靠的照明系统

Leica M530 OH6 设有两个冗余的 400 W 氙灯
照明系统，各自拥有独立的灯和电路

板。当其中一个灯或电路板故障，显

微镜将自动切换到另一个照明系统。

保证操作性

为确保显微镜的操作性，影像具有完

全独立的操作系统。当影像系统故障

时，显微镜仍能正常工作，手术可不

受影响地继续进行。

最佳的光强度 最佳的照明区域

低放大倍率下的常规显
微镜

高放大倍率下的常规显
微镜

使用了自动光阑功能的
徕卡显微镜

最大照明强度 最大照明强度 
(第二代自适应光亮度控
制技术未启用)

启用了第二代自适应光
亮度控制技术的显微镜

长工作距离。 对于常规显微镜，在同
样的照明设置下 (左图)，
工作距离减小会有灼伤
危险。

第二代自适应光亮度控
制技术能根据工作距
离自动调整照明强度，
从而提供更安全的照
明 (可降低 60 % 的光线
强度)。

在低放大倍率时，照明
区域 (黄色) 正好完全覆
盖了视野 (绿色)。

随着放大倍率增加，视
野会变小，但超出视野
的光照可能会导致组织
灼伤 (红色)。

自动光阑根据放大倍率
自动进行调节，当视场
变小时，照明区域也变
小。这样，视野之外没有
光照，从而不会导致视
野外部的组织灼伤。

400 W 高亮度氙灯安全、最大亮度 影像和显微镜各自独立的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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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光阑可自动调节光圈，仅使镜下可见区域得到
照明。

第二代自适应光亮度控制技术能根据工作距离优化
照明强度。



机动性
光学元件  - 540° 旋转

 - 50° 左右侧向倾斜
 - -30° /+120° 倾角倾斜

XY 速度 XY 速度与倍数相关

平衡 一键/平衡，用于支架和光学部件的全自
动平衡

术中平衡 AC/BC 轴自动术中平衡

电磁锁 6 电磁锁落地支架

显微镜连接杆 带减振技术的“高级移动”系统

显示器托架 700 mm 灵活支臂，有 4 个旋转和倾斜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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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元件和照明
FusionOptics 提高主刀医生的景深和高分辨率

全复消色差镜片 高对比度，自然色，无色差

放大倍率 6:1 变倍比，电动调节

总放大倍率 1.0 倍至 12.1 倍，带 10 倍目镜

放大倍率倍增器 1.4 倍 (选配)
调焦 可通过变焦物镜实现电动式或手动式调

节
微调焦按钮 对向助手具有 ±5 屈光度 (ULT)
物镜／工作距离 225–600 mm，电动变焦物镜，连续可调；

另有手动调节选件
视场 17.4 mm 到 210 mm ø，10 倍目镜

目镜 适用于佩戴眼镜者使用的广角目镜 8.3 
倍、10 倍和 12.5 倍屈光度调节，±5 屈光
度设置和可调的目镜

内置 360° 可旋转适
配器

供主刀医生 (IVA、ULT) 和对向助手 (ULT) 使
用的双目镜筒

照明  - 高输出功率氙灯，2 个 400 W 氙灯 
系统，带光缆

 - 照明视场直径连续可变，高斯 
照明

 - 在恒定色温下可持续调节亮度
快速对焦点 用于快速精确定位焦点的激光调焦 

助手

模块性
Leica ULT530  - 供主刀医生和对向助手查看的全立体

视图、供 2 名侧向助手查看的半立体
视图

 - 高灵敏度内置红外线摄像头，带 
1/2" CCD

 - 选配内置高清摄像头 (Leica HD C100)
 - 分光比：主刀医生为 50 %，两名侧边
助手各 20 % 或对向助手 40 %

Leica FL800 ULT 带 Leica FL800 血管荧光模块的超级观察者

Leica FL400 Leica FL400 蓝光荧光模块

IVA530  - 主刀医生全立体视图，两名侧边助手
半立体视图，摄像头 C 型接口  
(高清或标清)

 - 分光比：主刀医生 67 %，侧边助手 
 23 %，C 型接口 20 %

带 Leica DI C500 的 
顶板

 - 供主刀医生和对向助手查看的全立体
视图、供最多 2 名侧向助手查看的半
立体视图

 - 数据注入
 - 选配：摄像头 C 型接口 (高清或标清)、 

FL800 功能、FL400 功能
OpenArchitecture  - 可便捷集成到 IGS 和激光系统 (请咨询

您的徕卡公司销售代表)
 - 为集成化的摄像头系统和数字记录系
统准备

接口  - 多个内置接口，用于摄像、IGS 导航和
控制数据的传输

 - 12 VDC、19 VDC 内部电源和 AC 连接端
2D/3D 高清影像 完全集成的 2D 高清和/或 3D 高清影像和

记录

技术参数



安全
自动光阑 内置，照明范围直径随变倍比变化自动

调节，也可手动调控，带重启功能
亮度保护增强 
功能

根据工作距离对亮度进行限制的安全功
能，通过内置光度计控制

技术参数
使用环境条件  - +10 °C 至 +40 °C

 - +50 °F 至 +104 °F
 - 相对湿度 30 % 至 95 %
 - 气压：800 mbar 到 1060 mbar

电源连接  - 1600 VA 50/60 Hz
 - 100 V、120 V、220 V、240 V (+10 %/–15 %)
 - 2 × T10 AL 100/120 V
 - 2 × T8 AL 220/240 V

防护等级 1 级

1200

max. 1925

720 x 720

2685

19
45

1340

18
50

15

控制
控制单元  - 可编程触摸屏，具有用户友好型图形

用户界面，用于控制显微镜和 
支架

 - ISUS 智能设置系统
 - 内置电子自动诊断和用户支持
 - 照明和自动平衡均可由独立于软件的
硬键控制

 - 指示灯，用于主／辅照明和荧光模式
的显示

控制元件  - 带 10 个可编程功能的集成手柄
 - 选配口控开关
 -  选配 12 用无线脚踏开关

红外线传感器 Leica FL400 肿瘤荧光模块

结构
底座 720 × 720 mm，配备 4 个直径为 130 mm 的 

360° 旋转万向脚轮及一个电磁锁
材料 涂覆抗菌漆的实心全金属结构

负载 显微镜楔形榫头环外接设备最小重量 
6.7 kg，最大重量 12.2 kg

重量 不带附件时约 320 kg
指示灯 指示荧光模式状态和影像记录状态的 

LED



联系我们

Leica Microsystems (Schweiz) AG · Max Schmidheiny Strasse 201 · CH-9435 Heerbrugg

T +41 71 726 3333 · F +41 71 726 3399

www.leica-microsystems.com

0123

Leica Microsystems (Schweiz) AG
Max Schmidheiny-Strasse 201
9435 Heerbrugg, Switzerland

Not all products or services are approved or offered in every market and approved labeling and instructions may vary between countries. 
Please contact your local Leica representative for details.

Class I Leica M530 OH6 手术显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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