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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View 用户手册

Thermo Scientific™ μView™ (MicroView) 软件是用于红外和可见光显微镜的视频成像
软件包。 μView 增强了样品查看以及视频图像的采集、注释和记录功能。该软件与
显微镜视频系统和视频图像卡一起使用，可将来自摄像头的图像显示在计算机显示
器上并进行记录。有关设置 μView 硬件的信息，请参阅 《OMNIC Atlμs 和 μView 
硬件设置》手册。

μView 提供了使用文本、尺子测量、矩形和圆形面积测量，以及微米轴线来注释视频
图像所需的工具。您可以保存包含或不含注释的图像、将其复制到剪贴板和打印。

复制或保存视频图像后，即可在报告、数据库、简报、出版物、 QC 和研究文档中
使用。

本手册仅涵盖 μView 软件的独有功能。有关使用视频设备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视频
图像卡随附的文档。

目录

「使用 μView 概述」 ( ページ 4)

「设置软件和显示」 ( ページ 8)

「设置自动 Reflex 孔径」 ( ページ 17)

「使用注释」 ( ページ 20)

「打印」 ( ページ 27)

「在报告中使用视频图像」 ( ページ 28)

「将 μView 搭配 FT-Raman View Stage 使用」 ( ページ 30)

约定

注意    遵循此标签的指示以防止损坏系统硬件或丢失数据。
注記  包含有帮助的补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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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和退出 μView

在 Windows 任务栏上单击 Start （开始），导航至 Thermo Scientific 文件夹并单击 
μView 程序。

将显示 μView 窗口。此窗口将在下一节中说明。

如果您在 OMNIC 工具栏中添加了 μView 按钮，则还可以从 Thermo Scientific™ 
OMNIC™ 软件启动 μView。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将 μView 添加至您的 OMNIC 
工具栏」 ( ページ 2)。

将 μView 添加至您的 OMNIC 工具栏

在 OMNIC 工具栏中添加 μView 按钮，可以让您从 OMNIC 启动 μView。 

 若要将 μView 按钮添加至工具栏

1. 从 OMNIC 的 Edit （编辑）菜单中选择 Edit Toolbar （编辑工具栏）。

将显示 Edit Toolbar （编辑工具栏）对话框。有关 “ 编辑工具栏 ” 和下面所述的
其他 OMNIC 功能的完整信息，请参阅 OMNIC Help （OMNIC 帮助）系统。

2. 在 User Item （用户项目）框中单击 Add Item （添加项目）按钮。

将显示 Add Toolbar Item （添加工具栏项目）对话框。

3. 在 Item Type （项目类型）框中选择 Run External Program （运行外部程序）。

4. 使用 Browse （浏览）在 Program Files\microvw 目录中找到并选择 MICROVW 
.EXE 文件。

选择 Open （打开），该文件的路径将会显示在 Program Pathname （程序路径
名）文本框中。

5. 在 Item Name （项目名称）文本框中输入按钮的名称。

6. 单击 OK （确定）返回 Edit Toolbar （编辑工具栏）对话框。

μView 工具栏按钮将显示在 User Item （用户项目）框中。

7. 将新的按钮拖放到 Current Toolbar （当前工具栏）框中显示的工具栏的所需位
置。

8. 单击 OK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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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按钮将显示在工具栏中。（您可能需要从 View [ 视图 ] 菜单中选择 Toolbar 
[ 工具栏 ] 来显示该工具栏）。

若要在配置文件中保存该具有新按钮的工具栏，可使用 File （文件）菜单中的 
Save Configuration As （将配置另存为）功能。稍后打开此配置时，该按钮将会
显示在工具栏中。

从 OMNIC 运行 μView

如果您在安装 OMNIC 后安装了 μView，当您从 OMNIC 的 Collect （采集）菜单中
选择 Collect Sample（采集样品）或 Collect Background（采集背景）时， μView 将
会自动启动。此功能可以让您在采集数据之前定位和聚焦样品。

如果是通过 Collect Sample （采集样品）命令自动启动 μView，视
频图像的右侧将会显示 Collect Sample （采集样品）按钮。当您准
备好开始采集数据，单击该按钮。 μView 窗口将会从屏幕中删除
并开始采集样品数据。

同样的，如果是通过 Collect Background（采集背景）命令自动启动 
μView，视频图像的右侧将会显示 Collect Background （采集背景）
按钮。当您准备好开始采集数据，单击该按钮。 μView 窗口将会从
屏幕中删除并开始采集背景数据。

注記  如果不想以这种方式启动 μView，可使用 Notepad （记事本）打开 
Windows 目录中的 OMNIC32.INI 文件。在 [Directories] （目录）部分，删除以
“MicroView” 开头的行并保存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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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μView 概述
启动 μView 时，将显示 μView 窗口：

μView 窗口的标题栏包含应用程序名（“μView”），后跟正在使用的校准文件的名称
（名称显示在方括号内）。

标题栏的下方是 μView 窗口菜单。使用该菜单可访问所需的命令，用于注释和记录
样品图像、调整视频和显示参数，以及保存、打印和复制图像。

视频窗格位于 μView 窗口的中间。此窗格显示来自显微镜视频系统的实时图像，您
可以注释和复制或保存该图像。

视频窗格下方的状态栏显示所选面板工具的名称、鼠标指针的微米位置，以及您正
在执行的操作或正在使用的工具的信息。

窗口的左下角是工具面板。该面板提供注释视频图像所需的工具。

如果您购买了所需的可选硬件，聚焦按钮将显示在工具面板的右侧。这些按钮的使
用将在本节的稍后部分说明。

如果您使用具有可选自动 ATR 接触功能的 Continuμm 显微镜，状态栏下方也会显
示 Contact （接触）按钮。此按钮的使用将在本节的稍后部分说明。

该窗口的实际外观
将取决于您拥有的
显微镜和选件。

标题栏 菜单 视频窗格

工具面板 状态栏 Focus （聚焦）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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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窗格

视频窗格用于显示来自显微镜视频系统的实时视频图像。您可以在显微镜载物台上
定位和聚焦样品时查看此图像。

您可以注释和复制或保存视频图像。视频注释可以包括以下任何项目：
• 用于测量视频图像上目标区域的尺子。
• 用于测量视频目标区域的圆圈。
• 用于测量视频目标区域的矩形。
• 文本注释
• 标记窗格中心的十字线。

「使用注释」 ( ページ 20) 说明了如何创建和使用这些类型的注释。

视频窗格的顶部和左侧边缘分别为 X 轴和 Y 轴。这两个轴代表以微米为单位的视
频视野。轴定向为使得点 0,0 位于视频窗格的中心，即十字线指示的点。

为了让您能够灵活使用不同的显微物镜， μView 允许您为使用的每个物镜创建视频
校准文件。视频校准确保轴上以微米为单位的距离表示对于正在查看的样品是有效
的。

下一节将说明如何设置会影响视频图像和注释在视频窗格中的显示方式的参数，以
及如何校准视频图像。

工具面板

工具面板为您提供用于执行下表所述操作的工具。当您选择一个工具时，状态栏的
右侧将显示其功能的简要描述。

该窗格的实际外观
将取决于您拥有的
显微镜和选件。

中轴线 文本注释

尺子

十字线

实时视频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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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单击一个点移动载物台

 若要通过单击一个点移动载物台

1. 选择载物台移动工具。

2. 单击您要定位在显微物镜下的视频图像中的点。

当您将其移动到窗格中时，指针会变成如下所示：

当您点击该点时，载物台会根据需要移动将点定位在物镜下，具有中心点的视
频图像将重新显示，并且视频窗格轴将相应调整。

要执行此操作 使用此工具

移动或调整视频注释的大小。 箭头工具

水平移动载物台。 载物台移动工具

在视频图像上绘制一个尺子以测量目标区域的长度。 尺子工具

在视频图像上绘制一个圆圈以测量目标区域的大小。
（此工具将不会在使用 Continuμm 显微镜时显示）。

圆形孔径工具

在视频图像上绘制一个矩形以测量目标区域的大小。
（此工具将不会在使用具有自动 Reflex 孔径的 
Continuμm 显微镜时显示）。

矩形孔径工具

在视频图像上添加文本注释。 文本工具

如果您有可选电动载物台，载物台移动工具可以让您将载物台快速移动到
显微物镜下指定的点。该点将成为视频图像的中心。

移动鼠标时，工具位置的载物台坐标将显示
在状态栏中。

注記  载物台移动工具对于验证视频图像是否已校准，以及 X 和 Y 轴的设置
是否正确很有用。使用该工具单击视频图像中的某个位置。如果该位置移
动到视频窗格的中心，即表示校准和设置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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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聚焦按钮

如果您有所需的可选硬件，可以使用聚焦按钮对显微镜进行聚焦。这些按钮位于工
具面板的右侧。

由于自动聚焦功能通过使用视频信号中最大化的对比度来建立焦点，所以对比度较
高的样品将更为有效。高分散样品如纸、胶带或粗纤维可能难以在反射模式下使用
自动聚焦功能进行聚焦。在这些情况下，调整 Continuμm 显微镜上的 Reflex 孔径照
明可以使自动聚焦更有效。

使用自动 ATR 接触

如果您使用具有可选自动 ATR 接触功能的 Continuμm 显微镜，即可使用 Contact
（接触）按钮自动实现样品的最佳接触压力。

 若要使用自动 ATR 接触

1. 设置内部 “ 接触警报系统 ”。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Continuμm 用户手册中 “ 高级技术 ” 一章的 “ATR 显微
镜 ”。设置和使用 “ 接触警报系统 ” 时，确保遵循该手册中提供的预防措施。

1. 安装样品并将目标区域定位在 ATR 物镜下或滑入式 ATR 附件上。

单击上箭头可上移载物台。单击下箭头可下移载物台。若要快速移动载物
台，可在单击其中一个按钮时按住 SHIFT 键。

注意    使用上箭头按钮时，小心避免样品或载物台撞击物镜。 

如果您有可选的自动聚焦硬件，即可使用 Auto （自动）按钮。当您单击
该按钮时，系统将通过上下移动载物台 （最大为 1 mm）自动聚焦样品。

注記  

• 您也可以使用提供的硬件控制器来操作自动聚焦设备。有关详细信息，请
参阅电动载物台随附的文档。

• 使用自动聚焦时，将视频摄像头上的 Autogain （自动增益）开关 （如有）
保持关闭，除非您正在查看安装在高反射性基板 （如金镜）上的样品。

单击 Store （存储）保存当前载物台位置的 Z （垂直轴）坐标，以便稍后
可以使用 Recall （调用）按钮返回此位置。当您单击该按钮时，任何先前
保存的 Z 坐标将被当前的 Z 坐标取代。

单击 Recall （调用）按钮可将载物台移动到上次使用 Store （存储）按钮
保存的 Z 坐标。 Recall （调用）按钮仅在使用 Store （存储）按钮保存 Z 
坐标后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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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 。

载物台将自动向上移动，以便与样品最佳接触。当载物台向上移动时，按钮将
标示 “Abort” （中止）。如果由于任何原因您需要停止载物台，可单击该按钮。

接触之后， Contact （接触）按钮将变成 。

3. 完成查看样品时，单击 。

载物台将向下移动，解除与样品的接触。

载物台初始化

根据您拥有的硬件，当您开启显微镜电源或启动 μView 软件时，您的载物台可能需
要进行 X-Y （水平）初始化或 Z （垂直）初始化或两者。完成初始化后，软件得
到了用于控制自动化载物台移动，并显示准确的载物台坐标值所必需的载物台位置
信息。

由于载物台会在自动初始化过程中移动，因此，必须保护可能干扰载物台运动的硬
件组件。在初始化过程中显示的提示将要求您采取预防措施，如降低聚光镜或卸下
物镜转换器。

如果在初始化过程中按 ESC 键，将会显示一条消息通知您某些功能将被禁用。
单击 OK （确定）。如果您稍后要使用这些功能，则必须重新启动 μView。

完成初始化后，您可以装回卸下的物镜转换器，或升高已降低的聚光镜。

设置软件和显示
本节说明如何设置决定软件与显微镜的通信方式的软件功能，以及视频图像的显示
方式。此外，还说明了如何校准视频图像。

注意    您可以使用 μView 窗口中的上下箭头按钮调整接触压力。但是，单击
上箭头按钮时务必小心，因为施加过大的压力会损坏 ATR 物镜或晶体！ 

注記  如果使用上下箭头按钮更改接触压力，则根据当前压力，Contact （接
触）按钮或 Release （解除）按钮将变为可用。如果使用上箭头按钮，计算
机将发出哔声，软件将警告您有损坏物镜、样品或晶体的风险。 

注意    为了防止损坏显微镜，请在按 F10 功能键继续初始化之前，在出现系统
提示时采取必要的操作。 

注記  要以每秒帧数显示当前视频速率，可从 Help （帮助）菜单中选择 About 
μView （关于 μView）。要关闭显示的对话框，则单击 OK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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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用于通信的串行端口

如果您使用 Continuμm 显微镜，可以通过 Continuμm 菜单中的 Set Serial Port （设
置串行端口）选择用于与显微镜通信的串行端口。

 若要选择用于通信的串行端口

1. 从 Continuμm 菜单中选择 Set Serial Port （设置串行端口）。

将显示一个对话框。

2. 在 Continuμm Serial Port （Continuμm 串行端口）框中选择一个选项指定串行端
口。

3. 单击 OK （确定）。 

设置视频参数

使用 Image （图像）菜单中的 Video Source （视频来源），可指定视频驱动程序显
示视频图像的方式。 

 若要设置视频参数

1. 从 Image （图像）菜单中选择 Video Source （视频来源）。

将显示 Video Setup （视频设置）对话框。此对话框由视频驱动程序软件显示。
有关使用此对话框的完整信息，请参阅该软件随附的手册。

2. 根据需要设置参数。

使用 Adjustments （调整）框中的滚动条设置视频图像的亮度、对比度、色调
和饱和度。当前值显示在每个滚动条的右侧。每个参数所允许范围的限值显示
在滚动箭头的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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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Input Type （输入类型）框中选择您正在使用的输入类型。

如果您使用 VG2X-PCI 视频图像卡，可在 Source （来源）框中选择 PAL （欧洲
标准）或 NTSC （美国和日本标准），指定摄像头提供的摄像头信号类型。
（如果您使用我们的 G-XT 视频图像卡，信号类型将自动确定）。

要保存更改以便在下次运行软件时使用，可单击 Save （保存）。如果您在没有
保存更改的情况下选择 OK （确定），这些更改仅在当前使用应用程序期间有
效；下次启动 μView 时将使用先前的设置。

4. 完成设置参数后，单击 OK （确定）。

要在此工作会话期间关闭 Video Setup （视频设置）而不使用更改，可单击 
Reset （重置）然后单击 OK （确定）。（如果您保存更改，这些更改仍会在下
次启动 μView 时使用）。

设置选项

使用 Edit （编辑）菜单中的 Options （选项），可指定用于在视频窗格中显示注释
的颜色，以及是否使用一条线将文本注释连接到带注释的项目。 Options （选项）
对话框中显示的选项：

您选择的颜色选项将在您单击 OK （确定）关闭 Options （选项）对话框时生效，
以及在退出并重新启动 μView 时保留。

可用的颜色取决于您使用
的视频图像卡。

Autofocus COM Port （自
动聚焦 COM 端口）仅在
使用 Continuμm 以外的显
微镜且具有自动聚焦功能
时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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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注释颜色

Annotation Colors （注释颜色）框中的按钮，可让您指定用于显示不同类型注释的
颜色。当 Options （选项）对话框首次显示时，这些按钮将显示当前选择的颜色。
更改注释的颜色可以更容易地在类似颜色的样品中看到显示的注释。

下表描述了受每个按钮影响的注释类型。

设置显示选项

如果要使用文本工具绘制用于您添加的文本注释的线条指针，可在 Display Options
（显示选项）框中开启 Connect Text Annotation With Lines （使用线条连接文本注
释）。此功能可让您将文本连接到视频图像的特定区域。如果未选择此选项，文本
工具将仅添加文本。请参阅使用注释中的「在视频图像上添加文本」( ページ 25)。 

指定用于自动聚焦的 COM 端口

如果您使用 Continuμm 以外并具有自动聚焦功能的显微镜，可以使用 Autofocus 
COM Port （自动聚焦 COM 端口）框中的选项，指定用于与自动聚焦设备通信的 
COM 端口。有关指定 Continuμm 显微镜的 COM 端口的信息，请参阅设置软件和
显示中的 「选择用于通信的串行端口」 ( ページ 9)。

 若要设置选项

1. 从 Edit （编辑）菜单中选择 Options （选项）。

将显示 Options （选项）对话框。

2. 在 Annotation Colors （注释颜色）框中选择所需的注释颜色。

要选择某个注释类型的颜色，可单击注释类型的按钮；在 VGA 颜色阵列中单
击所需的颜色。要为所有的注释类型选择默认颜色，则单击 Default （默认）。

3. 如果想要使用线条，将您通过文本工具添加的文本注释连接到带注释的项目，
可开启 Connect Text Annotation With Lines （使用线条连接文本注释）功能。

按钮 受影响的注释

文本 文本和线条指针 （如果存在）。请参阅使用注释中的 「在
视频图像上添加文本」 ( ページ 25)。

孔径 该框表示可选的自动 Reflex 孔径以及绘制的圆圈和矩形。
请参阅 「设置自动 Reflex 孔径」 ( ページ 17) 和 「在视频
窗格中绘制一个圆圈」( ページ 22) 和使用注释中的「在视
频窗格中绘制一个矩形」 ( ページ 23)。

尺子 尺子测量。请参阅使用注释中的 「使用尺子工具测量目标
区域」 ( ページ 20)。

十字线 视频窗格中心的十字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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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您使用 Continuμm 以外并具有自动聚焦功能的显微镜，可以在 Autofocus 
COM Port （自动聚焦 COM 端口）框中选择一个选项，指定用于与自动聚焦设
备通信的 COM 端口。

5. 单击 OK （确定）。

要关闭对话框而不使用您所做的更改，单击 Cancel （取消）。

更改视频图像的大小

使用 Image （图像）菜单中的 160 x 120 命令，可将视频窗格中显示的视频图像的
大小更改为相应的像素数。如果稍后打印、保存或复制该视频图像，它将具有您指
定的大小。

从 Image （图像）菜单中选择 160 x 120、 240 x 180、 320 x 240 或 640 x 480。

视频图像大小将会改变，命令名称旁边将显示一个勾选标记，指示当前的大小。
示例：

使 μView 窗口始终可见

使用 Window （窗口）菜单中的 Always On Top （始终在前面），可将 μView 窗口
保持在其他应用程序窗口的前面，使其始终可见。

从 Window （窗口）菜单中选择 Always On Top （始终在前面）。

命令名称的旁边将显示一个勾选标记，标示该命令已开启。如果您再次选择该命
令，勾选标记将会删除。

仅显示视频图像

使用 Window （窗口）菜单中的 Display Video Only （仅显示视频），可显示不含
轴或工具的视频图像。这将可减少 μView 窗口使用的屏幕区域。

从 Window （窗口）菜单中选择 Display Video Only （仅显示视频）。

将显示不含轴、工具或注释的 μView 窗口。您可以通过拖动窗口的标题栏，将窗口
定位在屏幕上。

要将窗口恢复正常显示，可单击视频图像中的任意位置。

注記  使用这些命令不会改变样品的视野或显微镜的样品放大倍率。

注記  如果 640 x 480 命令不可用，则使用 Windows 控制面板将显示器的分辨率
重置为至少 800 x 600 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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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视频图像

使用 Create Calibration in the Image （在图像中创建校准）菜单，可创建并保存包
含您正在使用的物镜的视频校准信息的校准文件。您可以在稍后更改为此物镜时打
开此文件，使用一个步骤即可设置视频图像轴。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打开校
准文件」 ( ページ 15)。

每当视频视野的大小改变时，您需要校准视频图像，从而将视频窗格中显示的内容
与实际视野进行协调。也就是说，以视频窗格轴表示的微米数量，必须与视野中的
微米数量相匹配。校准非常重要。如果您不校准视频图像，轴和任何注释 （如尺
子以及绘制的圆圈和矩形）将不具有正确的微米值。

 若要校准视频图像

1. 从 Image （图像）菜单中选择 Create Calibration （创建校准）。

2. 将测微计尺放在载物台上，并在 Create Calibration （创建校准）窗口中查看实
时视频图像时将其放在刻度上。

如果您的测微计尺在透明的幻灯片上，若您将显微镜和照明用于传输操作，您
可能会发现更容易看到该尺。

该尺提供您将用于校准的已知距离。该尺在图像中不需要是水平或垂直的。

注記  

• 如果您的显微镜只有一个固定的 10X 物镜，则需要对视频图像进行一次校
准。

• 如果没有默认校准文件，则不需要从 Image （图像）菜单中选择 Create 
Calibration （创建校准），因为 Create Calibration （创建校准）窗口将会在
第一次启动软件时显示。

Objective （物镜）下拉列表框仅
在您使用 Continuμm 显微镜时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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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您使用 Continuμm 显微镜，请从 Objective （物镜）下拉列表框中，选择您
正在使用的物镜的放大倍率。

4. 单击视频图像中显示的尺的分数标记之一。

您单击的点将与第二次单击的点一起使用，标示尺上的已知距离。您单击的点
将显示一个红色的十字线。示例：

如果您对标记的位置不满意，可以通过单击 Refine Position （微调位置）框中的
箭头按钮来进行调整。每个按钮上的箭头方向，显示当您单击该按钮时标记将
移动的方向。每次单击一个按钮时，标记将移动一个像素的距离。将标记定位
在分数标记的中心。

单击两个点后，您还可以使用鼠标移动标记 （下一步将对此进行说明）。

5. 单击尺的另一个分数标记。

单击距离第一个点的合适距离的分数标记。如果您的点在屏幕上间隔很大，校
准将更准确。您单击的点将显示一个红色的十字线。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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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上述步骤中描述的箭头按钮来调整标记的位置。另外，现在单击了两
个点，您可以使用鼠标移动任何一个点的标记。要移动标记，可将其拖动到所需
的位置。当您拖动或单击某个标记时，它将显示为红色表示已被选择；另一个点
的标记将显示为蓝色。

您可以随时使用 Refine Position （微调位置）框中的箭头按钮，调整所选 （红
色）标记的位置。每次单击一个按钮时，所选标记将沿箭头方向移动一小段距
离。

6. 使用测微计尺的图像确定两个标记之间的距离，并在 Distance Between __ μm
（__ μm 之间的距离）文本框中输入以微米为单位的距离。

7. 在 Description （描述）文本框中输入详细的校准描述。

该描述是记录创建校准文件目的的好方法。在 Open Calibration （打开校准）对
话框中选择该文件时，该描述将显示在对话框的底部。当您尝试查找特定的校
准文件时，您会发现描述比短文件名更有用。

8. 单击 Save （保存）。

将显示 Save Calibration As （将校准另存为）对话框。

9. 在 File Name （文件名）文本框中输入文件名，选择要保存图像的目录；单击 
OK （确定）。

使用扩展名 .CAL。该校准文件将成为当前校准。

打开校准文件

使用 Image （图像）菜单中的 Open Calibration （打开校准），可打开先前保存的校
准文件，该文件设置了您正在使用的物镜的视频图像轴。通过打开适当的校准文
件，您可以避免在更改物镜时重新校准系统。有关创建校准文件的信息，请参阅
「校准视频图像」 ( ページ 13)。

当您启动 μView 时，软件最后使用的校准文件将成为当前校准。

 若要打开校准文件

1. 从 Image （图像）菜单中选择 Open Calibration （打开校准）。

将显示 Open Calibration File （打开校准文件）对话框，列出具有扩展名 .CAL 
的可用校准文件。默认目录是打开或保存的最后一个校准文件的目录。

注記  包括用于校准的物镜的描述很有帮助。使用校准文件时，若从 Image
（图像）菜单中选择 Calibration Information （校准信息），该描述也将显示
在 Calibration Information （校准信息）对话框中。

注記  创建或打开的上一个校准文件将是下次再次启动 μView 时使用的校准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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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输入要打开的文件的名称，或查找并选择一个文件。

您可以更改目录或驱动器以查找文件。如果在创建校准文件时输入描述，则在
选择该文件时，描述将会显示在对话框的底部。

3. 单击 OK （确定）。

打开的校准文件将成为当前校准。视频窗格轴将会更新，以反映新校准所给出
的尺寸标注。

查看关于校准的信息

使用 Image （图像）菜单中的 Calibration Information （校准信息），可确认当前的
校准文件是您所使用的显微物镜的正确校准。Current Calibration（当前校准）对话
框将显示下表所述的校准信息。

有关创建、保存和打开不同物镜的校准文件的信息，请参阅「校准视频图像」 ( ペ
ージ 13) 和 「打开校准文件」 ( ページ 15)。

信息 描述

File （文件） 当前校准文件的路径名。

Objective （物镜） 用于创建校准的物镜的放大倍率。（此信息仅在您使用 
Continuμm 显微镜时显示）。

描述 创建当前校准文件时输入的文件描述。

X-Axis （X 轴） 视频图像视野的 X 尺寸的微米数量。

Y-Axis （Y 轴） 视频图像视野的 Y 尺寸的微米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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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显示校准信息

1. 从 Image （图像）菜单中选择 Calibration Information （校准信息）。

将显示 Calibration Information （校准信息）对话框。示例：

2. 检查信息然后单击 OK （确定）。

如果校准信息不适合您使用的物镜，请打开或创建另一个校准文件。

设置自动 Reflex 孔径
本节说明如何在 Continuμm 显微镜上设置可选的自动 Reflex 孔径的大小。

以图形方式设置自动 Reflex 孔径

如果您使用具有可选自动 Reflex 孔径系统（必须由我们安装）的 Continuμm 显微镜，
Reflex 孔径在视频图像中显示为可以通过您的操作而改变尺寸、形状和方向的框。

孔径将自动调整以匹配该框。当前的 X 和 Y 尺寸和孔径的旋转角度将显示在视频
窗格的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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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该框始终存在，所以矩形孔径工具和圆形孔径工具不可用。

有关 Reflex 孔径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Continuμm 用户手册》。

 若要调整孔径

若要更改孔径的大小或形状，可使用箭头工具指向框的边或未标记的角并将其拖
动。（一旦角有一个小圆圈，如下所述操作）。当框达到所需的大小和形状时，释
放鼠标按钮。

若要旋转孔径，可使用箭头工具拖动位于框的其中一个角的小圆圈。当框达到所需
的角度时，释放鼠标按钮。

在 0 度位置时，具有 X 尺寸的孔径平行于 X 轴。您可以将孔径从 45 度旋转到 
-45 度 （负角度将孔径顺时针旋转）。通过此旋转范围加上调整孔径大小的能力，
可以进行任何组合的定向和矩形。

将自动 Reflex 孔径设为默认

如果您使用具有可选自动 Reflex 孔径系统 （必须由我们安装）的 Continuμm 显微
镜，则可以通过从 Continuμm 菜单中选择 Set Aperture To Default （将孔径设为默
认），将 Reflex 孔径快速设为默认尺寸和零度旋转。该软件基于保存在当前校准文
件中的物镜参数设置的默认孔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μView 概述中的
「校准视频图像」 ( ページ 13)。

从 Continuμm 菜单中选择 Set Aperture To Default （将孔径设为默认）。

如果您使用具有放大倍率为 15X 或更小的物镜，则默认尺寸为 100 x 100  微米。
如果您使用具有放大倍率大于 15X 的物镜，则默认尺寸为 50 x 50 微米。

注意    仅使用软件调整孔径；不要使用显微镜上的 Reflex 孔径控制旋钮。如果
您调整该旋钮，则需要关闭然后开启显微镜电源。遵循以下预防措施：如果显
微镜具有电动载物台或自动聚焦选件，请在开启电源之前卸下镜鼻并降低冷凝
器。显微镜初始化后，装回物镜转换器。

注記  自动 Reflex 孔径的最小尺寸标称为 5 x 5  微米。如果您尝试将孔径设为此
尺寸或较小尺寸，系统将自动将孔径调整到显微镜上的最小尺寸 （通常为 8  x 
8  微米）。不同系统的最小可用尺寸略有不同。

注記  您还可以以图形方式调整孔径。请参阅 「以图形方式设置自动 Reflex 孔
径」 ( ページ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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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字方式设置自动 Reflex 孔径

如果您使用具有可选自动 Reflex 孔径系统 （必须由 Thermo Electron 安装）的 
Continuμm 显微镜，则可以使用 Continuμm 菜单中的 Aperture Dimensions （孔径尺
寸），通过输入数值来调整孔径的大小、形状和定向。

 若要以数字方式设置 Reflex 孔径

1. 从 Continuμm 菜单中选择 Aperture Dimensions （孔径尺寸）。

将显示 Aperture Dimensions （孔径尺寸）对话框。示例：

2. 进行任何旋转之前，在 X (μm) 文本框中输入数字，以微米为单位指定孔径的 X 
尺寸。

3. 进行任何旋转之前，在 Y (μm) 文本框中输入数字，以微米为单位指定孔径的 Y 
尺寸。

4. 指定在样品平面内围绕视野中心旋转孔径的角度。

注意    仅使用软件调整孔径；不要使用显微镜上的 Reflex 孔径控制旋钮。如果
您调整该旋钮，则需要关闭然后开启显微镜电源。遵循以下预防措施：如果显
微镜具有电动载物台或自动聚焦选件，请在开启电源之前卸下物镜转换器并降
低冷凝器。显微镜初始化后，装回物镜转换器。 

注記  

• 自动 Reflex 孔径的最小尺寸标称为 5 x 5 微米。如果您尝试将孔径设为此尺
寸或较小尺寸，系统将自动将孔径调整到显微镜上的最小尺寸（通常为 8 x 
8 微米）。不同系统的最小可用尺寸略有不同。

有关 Reflex 孔径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显微镜随附的文档。

• 您还可以以图形方式调整孔径。请参阅 「以图形方式设置自动 Reflex 孔径」
( ページ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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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执行此操作，在 Angle (degrees)[ 角度 （度数） ] 文本框中输入数字。在 0 度
位置时，具有 X 尺寸的孔径平行于 X 轴。您可以将孔径从 45 度旋转到 -45 度
（负角度将孔径顺时针旋转）。通过此旋转范围加上调整孔径大小的能力，可
以进行任何组合的定向和矩形。

5. 单击 Apply （应用）以调整您指定的孔径，而不关闭对话框。

这将可让您进行额外的调整并查看结果，而无需每次选择该命令。当您对孔径
尺寸、形状和定向感到满意时，单击 OK （确定）。

使用注释
本节说明如何使用面板工具来创建和使用视频注释。

启用和显示注释

使用 View （视图）菜单中的 Video Annotation （视频注释），可启用注释并显示在
视频窗格中。开启该命令时，您之前指定的任何视频注释将显示在窗格中，您也可
以添加新的注释。注释包括尺子、绘制的圆圈和矩形、文本和标记窗格中心的十字
线。此外，如果开启此命令，所有的注释 （和轴）都将包含在您复制、保存或打
印的任何视频图像中。

如果未开启此命令，注释将不会显示在视频图像中，并且当您复制、保存或打印视
频图像时，将不会包含注释和轴。

若要更改注释的颜色，可使用 Edit （编辑）菜单中的 Options （选项）。有关详细
信息，请参阅设置软件和显示中的 「设置选项」 ( ページ 10)。

 若要启用和显示注释

从 View （视图）菜单中选择 Video Annotation （视频注释）。

开启该命令时，命令名称的旁边将显示一个勾选标记。

若要关闭注释的显示，可在显示勾选标记时选择 Video Annotation （视频注释）将
其关闭。

使用尺子工具测量目标区域

注記  如果您的样品视图被注释遮蔽，您可以在查看样品时暂时关闭注释的显示。

使用尺子工具可在视频窗格中绘制一个新的尺子，取代当前显示的任何尺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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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测量目标区域

1. 选择尺子工具。

2. 指向视频窗格中要开始尺子测量的位置。

3. 按住鼠标按键。

4. 将指针移动到要结束尺子的位置。

尺子会在您移动鼠标时改变长度和方向。以微米为单位的尺子长度将显示在状
态栏中。

5. 释放鼠标按键。

如果窗格中显示了一个尺子，它将被新的尺子取代。示例：

移动尺子

 若要移动尺子

1. 选择箭头工具。

2. 指向尺子的中心，两个端点之间。

指针将变成四向箭头。

3. 将尺子拖动到所需的位置。

移动尺子时，以微米为单位的尺子长度将显示在状态栏中。

4. 释放鼠标按键。

使用尺子工具可在视频窗格中绘制一个新的尺子，取代当前显示的任
何尺子。

注記  如果已经绘制了尺子，并且您希望状态栏再次显示尺子长度，可单击
尺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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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尺子的大小

 若要调整尺子的大小

1. 选择箭头工具。

2. 指向要移动的尺子端点，使方向箭头出现在指针的右侧。

3. 根据需要，拖动端点更改尺子的长度和斜率。

移动端点时，以微米为单位的尺子新长度将显示在状态栏中。

4. 释放鼠标按键。

在视频窗格中绘制一个圆圈

 若要在视频窗格中绘制一个圆圈

1. 选择圆形孔径工具。

2. 在视频窗格内拖动以绘制圆圈。

移动鼠标时，圆圈直径将会改变，圆圈将在窗格中保持居中。从中心点到指针的
距离是圆圈的半径。移动鼠标时，以微米为单位的圆圈直径将显示在状态栏中。

如果您想要记录安装的圆形孔径的尺寸，只需绘制与孔径图像相同尺寸的圆
圈。当您稍后保存、打印或复制视频图像时，您可以先删除孔径，以显示整个
样品图像。

使用圆形孔径工具在视频窗格中绘制一个圆圈，取代先前绘制的任何圆圈
或矩形。这对于记录孔径尺寸或测量样品图像上目标区域的直径很有用。

注記  此工具只有在显微镜可以使用圆形孔径时可用。

注記  在 Image（图像菜单中使用 320 x 240 命令或 640 x 480 命令放大视频图
像，可以更轻松地绘制圆圈。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设置软件和显示中的
「更改视频图像的大小」 ( ページ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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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圆圈达到所需的大小时，释放鼠标按钮。

以下是绘制圆圈的示例：

调整所绘制圆圈的大小

 若要调整圆圈的大小

1. 选择箭头工具。

2. 指向要移动的尺子端点，使方向箭头出现在指针的右侧。

3. 拖动周长直至圆圈达到所需的大小。

移动鼠标时，圆圈将在十字线上居中，以微米为单位的新直径将显示在状态栏
中。

4. 释放鼠标按键。

在视频窗格中绘制一个矩形

 若要在视频窗格中绘制一个矩形

1. 选择圆形孔径工具。

2. 在视频窗格内拖动以绘制矩形。

移动鼠标时，矩形的小小和形状将会改变，矩形将在窗格中保持居中。移动鼠
标时，以微米为单位的矩形的 X 和 Y 尺寸将显示在状态栏中。

使用矩形孔径工具在视频窗格中绘制一个圆圈，取代先前绘制的任何圆圈
或矩形。这对于记录孔径尺寸或测量样品图像上目标区域的直径很有用。

注記  如果您使用具有自动 Reflex™ 孔径的 Continuμm 显微镜，将不需要矩形孔径
工具因此不可用。有关调整孔径的信息，请参阅「设置自动 Reflex 孔径」 ( ペー
ジ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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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要记录安装的矩形孔径的尺寸，只需绘制与孔径图像相同尺寸的矩
形。当您稍后保存、打印或复制视频图像时，您可以先删除孔径，以显示整个
样品图像。

如果需要，您可以稍后使用箭头工具旋转矩形。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旋转
绘制的矩形」 ( ページ 24)。

3. 当矩形达到所需的大小和形状时，释放鼠标按钮。

以下是绘制矩形的示例：

调整所绘制矩形的大小

 若要调整矩形的大小

1. 选择箭头工具。

2. 将指针移动到要移动的矩形的边或角 （除了标有小圆圈的角），以便显示以下
方向箭头之一。

标有小圆圈的角用于旋转矩形。

3. 拖动边或角直至矩形达到所需的大小和形状。

移动鼠标时，矩形将与窗格的中心点保持对称，以微米为单位的矩形的新 X 和 
Y 尺寸将显示在状态栏中。

4. 释放鼠标按键。

旋转绘制的矩形

 若要移动尺子

1. 选择箭头工具。

矩形的一个角将标记一个小圆圈。您可以拖动该角来旋转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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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顺时针或逆时针拖动标记的角度，直到矩形以所需的角度显示。

您可以在任一方向上拖动最多 45 度的旋转。由于矩形与窗格的中心点对称，
这个 90 度范围允许所有可能的矩形定向。

移动鼠标时，旋转角度将显示在状态栏中。逆时针旋转显示为正角；顺时针旋
转显示为负角。

3. 当矩形完成所需的旋转时，释放鼠标按钮。

在视频图像上添加文本

 若要移动尺子

1. 使用 Edit （编辑）菜单中的 Options （选项），关闭 Connect Text Annotation 
With Lines （使用线条连接文本注释）功能。

2. 选择文本工具。

当您将其移动到视频窗格中时，指针会变成如下所示：

3. 单击要开始文本的位置。

将显示一个对话框：

4. 输入所需的文本。

在键盘上按 ENTER 可开始新文本行。

使用文本工具可在视频图像上添加文本注释。根据 Options （选项）对话
框中 Connect Text Annotation With Lines （使用线条连接文本注释）的设
置，可以使用线条指针将文本连接到带注释的项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阅设置软件和显示中的 「设置选项」 ( ページ 10)。

注記  若要指定文本颜色，可使用 Options （选项）对话框中的 Text （文本）按
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设置软件和显示中的「指定注释颜色」 ( ペー
ジ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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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 OK （确定）。

文本注释将显示在窗格中。示例：

6. 单击 OK （确定）。

移动和编辑文本

 若要移动和编辑文本

1. 选择箭头工具。

2. 指向要移动或编辑的文本。

指针将变成四向箭头。

3. 将文本拖动到所需的位置。

移动文本时，将根据新位置调整用文本绘制的任何行。（如果您只想编辑文
本，则单击该文本而不拖动）。释放鼠标按钮时，将显示一个可让您编辑文本
的文本框。

4. 如果想要编辑文本，则进行所需的更改然后按 ENTER。 

如果不想编辑文本，只需按 ENTER。

如果要完全删除文本项目，则删除文本框中的所有文本，然后按 ENTER。

清除注释

使用 Edit （编辑）菜单中的 Clear （清除），可以从视频窗格中删除注释。注释包
括尺子、绘制的圆圈和矩形、文本和标记窗格中心的十字线。

如果您改变主意，可以使用 Edit （编辑）菜单中的 Undo Clear （撤销清除）来恢复
已清除的注释（请参阅下一节）。（只有在清除注释后尚未绘制新注释的情况下，
才可执行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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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Edit （编辑）菜单中选择 Clear （清除）。

所有的注释将会从视频窗格中清除。

恢复清除的注释

如果使用 Edit （编辑）菜单中的 Clear （清除）功能从视频窗格中删除注释（请参
阅上一节），但尚未定义任何新注释，则可以使用 Edit （编辑）菜单中的 Undo Clear
（撤消清除）功能来恢复注释。注释包括尺子、绘制的圆圈和矩形、文本和标记窗
格中心的十字线。

从 Edit （编辑）菜单中选择 Undo Clear （撤消清除）。

已清除的注释项目将会在视频窗格中恢复。

打印
本节说明如何在纸张上打印视频图像。

设置打印机

使用 File （文件）菜单中的 Printer Setup （打印机设置），可以在纸张上打印视频图
像之前，指定打印机和设置打印参数。有关打印视频图像的信息，请参阅下一节。

 若要设置打印机

1. 从 File （文件）菜单中选择 Printer Setup （打印机设置）。

将显示 Print Setup （打印设置）对话框。此对话框的外观将根据您的打印机而
有所不同。

2. 根据需要设置参数。

3. 单击 OK （确定）。

打印视频图像

使用 File （文件）菜单中的 Print （打印），可以打印所显示的当前大小的视频图
像。有关设置打印机的信息，请参阅上一节。

如果在 View （视图）菜单中开启了 Video Annotation （视频注释），图像将连同您
在其上绘制的任何注释，以及十字线和轴一起打印。如果未开启 Video Annotation
（视频注释），则将仅打印视频图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注释中的 「启用
和显示注释」 ( ページ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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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打印视频图像

1. 如果要打印图像及其注释和轴，可在 View （视图）菜单中开启 Video 
Annotation （视频注释）。

如果不要包括注释和轴，则关闭 Video Annotation （视频注释）。开启该命令时，
命令名称的旁边将显示一个勾选标记。

2. 调整视频图像的大小。

若要执行此操作，可使用 Image（图像）菜单中的 160 x 120、240 x 180、320 x 
240 或 640 x 480。（此操作不会改变样品的视野或显微镜的样品放大倍率）。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设置软件和显示中的 「更改视频图像的大小」 ( ペー
ジ 12)。

3. 从 File （文件）菜单中选择 Print （打印）。

将显示 Print （打印）对话框。

4. 设置打印参数。

5. 单击 OK （确定）。

在报告中使用视频图像
本节说明如何复制或保存视频图像，以便在报告、数据库、简报、出版物，以及其
他类型的文档中使用。

复制视频图像

使用 Image （图像）菜单中的 Copy Video Image （复制视频图像），可以将所显示
的当前大小的视频图像复制到剪贴板上，取代当前的剪贴板内容。复制的图像将保
留在剪贴板上，直到您使用任何应用程序执行其他复制或剪切操作，或者直到您退
出 Windows。您可以使用 Windows 应用程序 （如文字处理程序）将复制的图像粘
贴到报告和其他文档中。

如果在 View （视图）菜单中开启了 Video Annotation （视频注释），图像将连同您
在其上绘制的任何注释，以及十字线和轴一起复制。如果未开启 Video Annotation
（视频注释），则将仅复制印视频图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注释中的 「启
用和显示注释」 ( ページ 20)。

注記  视频图像将使用与所显示图像相同的像素分辨率进行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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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复制视频图像

1. 如果要复制图像及其注释，可在 View （视图）菜单中开启 Video Annotation
（视频注释）。

如果不要包括注释，则关闭 Video Annotation （视频注释）。

开启该命令时，命令名称的旁边将显示一个勾选标记。

2. 调整视频图像的大小。

若要执行此操作，可使用 Image（图像）菜单中的 160 x 120、240 x 180、320 x 
240 或 640 x 480。（此操作不会改变样品的视野或显微镜的样品放大倍率）。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设置软件和显示中的 「更改视频图像的大小」 ( ペー
ジ 12)。

3. 从 Image （图像）菜单中选择 Copy Video Image （复制视频图像）。

视频图像将复制到剪贴板上。您现在可以使用其他 Windows 应用程序将图像粘
贴到文档中。

保存视频图像

使用 Image （图像）菜单中的 Save Video Image （保存视频图像），可以将所显示
的当前大小的视频图像，保存为 24 位 （真彩色）位图文件或 JPEG (.JPG) 文件。
您可以使用 Windows 应用程序 （如文字处理程序）打开保存的图像或将其插入报
告和其他文档中。

如果在 View （视图）菜单中开启了 Video Annotation （视频注释），图像将连同您
在其上绘制的任何注释，以及十字线和轴一起保存。如果未开启 Video Annotation
（视频注释），则将仅保存印视频图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注释中的 「启
用和显示注释」 ( ページ 20)。

您可以稍后使用可打开位图或 JPEG 文件的应用程序打开该文件。

 若要保存视频图像

1. 如果要保存图像及其注释，可在 View （视图）菜单中开启 Video Annotation
（视频注释）。

如果不要包括注释，则关闭 Video Annotation （视频注释）。

开启该命令时，命令名称的旁边将显示一个勾选标记。

2. 调整视频图像的大小。

注記  

• 视频图像将使用与所显示图像相同的像素分辨率进行保存。

• 如果使用 JPEG 格式保存包含文本注释的视频图像，则稍后查看图像时，文
本的外观将会很差。因此，建议使用位图格式保存包含文本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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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执行此操作，可使用 Image（图像）菜单中的 160 x 120、240 x 180、320 x 
240 或 640 x 480。（此操作不会改变样品的视野或显微镜的样品放大倍率）。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设置软件和显示中的 「更改视频图像的大小」 ( ペー
ジ 12)。

3. 从 Image （图像）菜单中选择 Save Video Image （保存视频图像）。

将显示 Save As （另存为）对话框。

4. 在 File Name （文件名）文本框中输入文件名。

5. 从 Save As Type （另存为类型）下拉列表框中选择一个文件类型。

您可以将视频图像另存为位图或 JPEG 文件。

6. 选择您要保存图像的目录。

7. 单击 OK （确定）。

将 μView 搭配 FT-Raman View Stage 使用
本节提供有关将 μView 软件搭配 FT-Raman View Stage 使用的信息， FT-Raman View 
Stage 是用于显微镜 FT-Raman 样品的附件。您可以在 Nicolet™ Nexus™ FT-Raman 模
块、Nicolet™ Magna-IR™ FT-Raman 模块，或 Nicolet™ FT-Raman 960 质谱仪的样品室
中使用该附件。有关使用该硬件的完整信息，请参阅该附件随附的文档。

设置 FT-Raman View Stage 原点

将 μView 搭配 FT-Raman View Stage 使用之前，使用 Stage （载物台）菜单中的 Set 
View Stage Origin （设置查看载物台原点），将指定的水平载物台行程的中心建立
为零 (0,0) 点。零点将用作视频窗格中所显示载物台位置的 X 和 Y 值，以及您创建
的任何注释的参考。

 若要设置 FT-Raman View Stage 原点

1. 将样品杯置于载物台的孔内。

2. 移动载物台，将样品杯定位在视野内。

您可以使用载物台移动工具，或 Stage （载物台）菜单中的 Move Stage （移动
载物台）来执行此操作。

3. 聚焦样品杯的内底部表面。

您应该看到表面上加工的同心圆。

注記  使用 FT-Raman View Stage 之前，必须对其进行初始化，使软件显示的载物
台坐标值，可以相对于激光位置重复和准确。首先，确保载物台电缆连接到样
品室后壁的连接器，然后启动 OMNIC For Raman 软件。当 OMNIC For Raman 
软件窗口显示时，即表示载物台已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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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从 Stage （载物台）菜单中选择 Set View Stage Origin （设置查看载物台原点）。

将显示一条消息，要求您将同心圆居中在视频窗格中的十字线上。

5. 使用载物台移动工具移动载物台，将同心圆居中在十字线上。

您可能需要先拖动对话框。

6. 单击 OK （确定）。

样品杯的中心现处于原点 (0,0)。

将载物台移动到原点

若要将 FT-Raman View Stage 移动到原点 (0,0)，可从 Stage （载物台）菜单中选择 
Go To Origin （移到原点）。

将载物台移动到指定的点或按照指定的步幅移动载物台

Stage （载物台）菜单中的 Move Stage （移动载物台）可以让您使用两种方式之一
移动 FT-Raman View Stage：您可以在一个操作中将载物台移动到您指定坐标的点。
您也可以沿着其 X 轴或 Y 轴逐渐移动载物台。

 若要将载物台移动到指定的点

1. 从 Stage （载物台）菜单中选择 Move Stage （移动载物台）。

将出现 Move Stage （移动载物台）对话框，显示 Move To Position （移动到位
置）框中当前的 X 和 Y 载物台坐标。

2. 根据需要移动载物台。

• 若要将载物台移动到以数字方式指定的点，可在 Move To Position （移动到
位置）框中的 X Position （X 位置）和 Y Position （Y 位置）文本框中输入所
需的 X 和 Y 坐标，然后单击 Move （移动）。载物台将移动到指定的点。

• 若要沿着 X 轴或 Y 轴移动载物台指定的距离，可在 Move By Steps （按照步
幅移动）框中的 Step Size (μm) （步幅大小 [μm]）文本框中输入所需的距离，
然后单击标有所需移动方向的按钮。下表说明了该按钮移动载物台的方式。

按钮 作用

-X 向右移动载物台，显示当前视频帧左侧的样品部分。载物台 X 坐
标将减小。

+X 向左移动载物台，显示当前视频帧右侧的样品部分。载物台 X 坐
标将增大。

+Y 向前移动载物台，显示当前视频帧 “ 上方 ” 的样品部分。载物台 
Y 坐标将增大。

-Y 向后移动载物台，显示当前视频帧 “ 下方 ” 的样品部分。载物台 
Y 坐标将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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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单击一个按钮时，载物台将沿着指示的方向移动指定的距离。这将允许您
朝着或背着样本特征逐渐移动载物台。

3. 完成移动载物台后，单击 Close （关闭）。

打开或关闭 FT-Raman View Stage 灯

从 Stage （载物台）菜单中选择 Turn Lamp ON （打开灯），可打开 FT-Raman View 
Stage 灯。选择该命令时，其名称将变为 Turn Lamp OFF （关闭灯）。若要关闭灯，
请选择该命令。然后，命令名称将变为 Turn Lamp ON （打开灯）。

注記  您还可以使用 OMNIC For Raman 的 Experiment Setup （实验设置）对话框
的 Bench （工作台）选项卡上的 Lamp （灯）复选框来打开或关闭灯。有关详
细信息，请参阅 OMNIC For Raman Help （OMNIC For Raman 帮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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