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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祝贺您正确地选择并购买了星特朗显微镜产品系列。您新购买的这款显微镜

是我们精心研制的精密光学仪器，精选最优质的材料，经久耐用。其特别的设计，

在最大程度上免除了您维护的烦恼。 

本使用手册包含四种显微镜型号。请先确认您所购买的型号，确保找到正确

的产品信息。

在使用本款显微镜之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熟悉产品的功能和操作，以

便让您更顺心和更方便地使用本产品。本手册中所涉及的各部件请参见显微镜图

示。

本手册中所涉及的显微镜可以提供 10 倍至 67 倍的放大率。特别适合于较大

的标本，比如昆虫或昆虫组织、动物组织、岩石、化石、PCB板及其它材料、纺织品、

植物和花卉组织、邮票、钱币，以及其它物件。同时，您还可以观测标本载玻片。   

本手册的最后一个章节为您提供了简单的保养和维护技巧，您只需依照步骤

执行即可确保显微镜能长年保持优良的性能和使用上的方便，为您带来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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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

目镜及橡胶眼杯

双目机头锁紧螺丝

立柱式支架锁定钮

立柱式支架安全螺丝 屈光调节环

物镜箱
照明器开关

顶部照明器

调焦旋钮

电源线 样品夹

底座

载物台载物板

立柱式支架

显微镜机头

图示 1

#44202  高级体式显微镜

显微镜所含标准附件

规格

产品编号 44202

机头 45°倾斜双眼观察机头；可 360°旋转

载物台 95mm 直径载物台

调焦器 齿条装置安全限位

物镜 2倍和 4倍消色差物镜

目镜 10 倍宽场，20mm 视场

照明器
顶部及底部内置电子照明

卤素灯泡—12 伏 15 瓦

瞳孔间距 55mm 至 75mm 

电源 115 伏的型号或 230 伏的型号

工作距离 全程 110mm；立柱调节 35mm

• 2 个 10 倍惠更斯目镜         • 黑色 /白色载物板

• 2 倍物镜（可 20 倍放大率） • 磨砂 /不透明载物板

• 4 倍物镜（可 40 倍放大率） • 橡胶眼杯

•顶部及底部照明器         • 防尘罩及 5个制好的载玻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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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硬纸箱中取出泡沫盒。 

2. 去除泡沫盒上的包装胶带。 

3. 小心地将显微镜及其他部件取出，放置在桌子、办公桌或其他平稳表面上。 

4. 去除覆盖在显微镜上的塑料袋。 

5. 安装磨砂 /不透明载物板，将其放入底座上的圆孔中。 

6. 确认机头与底座平行。如果不平行，一手握住机头，另一只手逆时针旋转松开

立柱支架的锁定钮，然后旋转机头直至其与底座垂直。 

7. 此时，物镜箱应在载物板中心的正上方。如果不在正中间，按类似上述第 6 条

的方法仔细调节。 

8. 移除物镜底部的塑料塞子。 

9. 将橡胶眼杯安装在目镜上，有助于阻挡外来光线的干扰，如果您不用戴眼镜的

话，观测起来更舒适。将眼杯推入目镜，确认橡胶口形部分朝上。然后旋转目

镜使得橡胶口形朝向侧面。

不使用电子照明器的情况下，观测载玻片标本： 

1. 小心地将标本载片放入样品夹下，并将载玻片置于载物板的正中间。对于载玻

片应使用黑 /白载物板。 

2. 利用附近的台灯、桌灯、明亮的顶灯，或者如果离窗户近，可利用自然光，来

对载玻片进行照明。 

3. 要想对载玻片调焦，可旋转调焦旋钮，直至标本得到清晰的聚焦。如果调焦器

机构的行程不足以调到满意的聚焦，可能有必要松开支架锁定钮，提升或降低

整个机头组件，直至图像得到清晰的聚焦。

小提示：对不同的标本尝试用不同的照明。使用向下的光线时，载物台的白边可

能会抹掉所观测标本的微小细节，而黑边会增加对比度，但可能使标本

不够亮。

不使用电子照明器的情况下，观测较大的标本： 

1. 对于较大的标本，比如昆虫或昆虫组织、动物组织、岩石、化石、PCB 板、其

它材料、纺织品、植物和花卉组织、以及其它较大的物件—您必须先对工作空

间进行调节再进行调焦。 

2. 确定机头对放在载物板上的样品来说足够高。您可能需要提升机头，只需松开

支架锁定钮，将机头沿立柱支架升高至需要的位置，然后拧紧锁定钮。 

3. 对大标本的照明与调焦方法与上述段落中的第 2、3项类似。

显微镜的安装

显微镜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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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获得最佳的聚焦效果，您不仅可以调节调焦旋钮，还可以调节左边目镜的

左侧屈光调节环以及目镜间的瞳孔间距： 

1. 旋转物镜箱上的圆形旋环至 2 倍位置（直视显微镜可看到）。最好以低倍率开

始观测标本，然后根据需要切换到高倍率。  

2. 旋转调焦旋钮，直至标本得到清晰的聚焦。如果调焦器机构的行程不足以调到

满意的聚焦，可能有必要松开支架锁定钮，提升或降低整个双目机头组件，直

至图像清晰。 

3. 通过目镜观察时，可调节瞳孔间距，上下旋转目镜及目镜固定机构，直至整个

视场可以用双眼同时观察到。这样做的原因是每个人的双眼距离有所不同。 

4. 闭上左眼，只用右眼观测来聚焦图像，直至图像清晰。然后，闭上右眼，只用

左眼观测，转动左侧目镜屈光度调节环直至图像清晰。现在瞳孔间距已设定好，

您只需通过调焦旋钮来进行调焦。 

5. 如需更高倍率，请旋转物镜箱至 4 倍位置（直视显微镜可看到），重新调焦，

直至出现清晰的标本图像。 

显微镜的机头可以 360 度旋转。所以，您可以从任何位置观察。要想改变机

头的位置，请松开机头锁紧螺丝并将机头转至所需的位置，然后拧紧螺丝。 

调焦

旋转双目观察机头

要想获得更高的观测质量，可能需要使用电子照明器。此款显微镜配有一个内

置的三档照明器。

电子照明器的使用遵循以下步骤： 

1. 将电源线插入墙上的电源插座。确认电源设备的正确型号—115 伏或 230 伏。 

2. 将照明器开关调至“I”档，打开底部照明灯。 

3. 将照明器开关调至“II”档，打开顶部照明灯。 

4. 将照明器开关调至“III”档，同时打开顶部和底部照明灯。注意，底部照明

灯仅对使用磨砂 /不透明载物板时最有效。 

5. 对于不同的标本，您应尝试使用不同的照明方式，以熟悉能带来最佳观测效果

的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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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顶部照明器灯泡： 

1. 先取下立柱支架的安全螺丝，然后松开支架锁定钮，从立柱支架上取下整个机

头机构。 

2. 将机头倒向一侧，这样更容易更换顶部照明器的灯泡。 

3. 从灯座上轻轻取下照明器灯泡—参见图示 2a。  

4. 用同型号的新灯泡—12 伏 15 瓦卤素灯泡进行更换。 

5. 将机头放回立柱支架，调整至所需的位置，拧紧支架锁定钮。 

6. 将支架安全螺丝还原。 

更换底部照明器灯泡： 

1. 取下载物板，这样更容易看到底座内的灯座。 

2. 转动调节旋钮，提升机头。如果还不够高，需松开支架锁定钮将机头提升至更

高位置（此时应牢牢握住机头），然后拧紧锁定钮。 

3. 从灯座上轻轻取下照明器灯泡—参见图示 2b。 

4. 用同型号的新灯泡—12 伏 15 瓦卤素灯泡进行更换。 

5. 将载物板安回至底座。 

更换照明器灯泡

图示 2a 图示 2b



7

图示 3

#44206  专业版体式变焦显微镜

部件

屈光调节环

目镜

底部照明器旋钮

物镜箱

机头锁定螺丝

顶部照明器旋钮

载物台载物板

顶部照明器 (未显示 )

照明器锁定螺丝

立柱锁定钮

调焦旋钮

变焦旋钮

机头

底座

样品夹

立柱式支架

显微镜所含标准附件

规格

产品编号 44206

机头 45°倾斜双眼观察机头；可 360°旋转

载物台 95mm 直径载物台

调焦器 齿条装置安全限位

物镜 0.7 倍至 4.5 倍变焦

目镜 15 倍超宽场，15mm 视场

照明器
顶部及底部照明—顶部为 12 伏 15 瓦卤素灯泡

底部为 8瓦荧光灯泡，有 115 伏或 230 伏两种型号

瞳孔间距 55mm 至 75mm

电源 115 伏的型号或 230 伏的型号

工作距离 全程 200mm；立柱调节 43mm

• 2 个 15 倍目镜         • 磨砂 /不透明载物板

•变焦物镜         • 橡胶眼杯

•顶部及底部照明器 • 防尘罩及 5个制好的载玻片

•黑色 /白色载物板 • 额外的 12 伏 15 瓦卤素灯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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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硬纸箱中取出泡沫盒。

2. 去除泡沫盒上的包装胶带。

3. 小心地将显微镜及其他部件取出，放置在桌子、办公桌或其他平稳表面上。 

4. 取下载物板（装在底座上）及双目机头的塑料袋。 

5. 将磨砂载物板安回底座的圆孔内。 

6. 逆时针旋转，移除物镜箱底部的塑料盖。 

7. 在继续下一步前，先确认立柱锁定钮已拧紧。 

8. 将显微镜托架圆孔处的机头锁定螺丝回退，使其不凸出到圆孔内的区域里。 

9. 将物镜箱放入托架的圆孔，并确认完全放入且机头落在托架的上沿。 

10. 然后拧紧机头锁定螺丝。 

11. 确认托架及物镜箱与底座平行。 

12. 取下目镜筒上的塑料盖。

13.将两个目镜装入目镜筒内，向下推入直至推不动。此时目镜通过摩擦固定到位。 

14. 如果您不戴眼镜，您可安装橡胶眼杯，使眼杯的口形向上、朝外。眼杯能阻

挡外来光线。 

15. 旋转变焦旋钮直至读书为 0.7x。  

16. 将顶部照明器从上往下放入托架的方形孔内。放入之前，也要先将照明器锁

定螺丝回退一点，使其不凸出到方形孔内的区域里。

17.照明器上有内螺纹。拿住照明器，靠近锁定螺丝，将螺丝旋入照明器的螺纹中，

拧紧。 

18. 将顶部照明器的线缆插入立柱支架顶部的插座中。 

显微镜的安装

观测标本 

不使用电子照明器的情况下，观测载玻片标本：

1. 小心地将标本载片放入样品夹下，并将载玻片置于载物板的正中间。对于载玻

片应使用黑 /白载物板。

2. 利用附近的台灯、桌灯、明亮的顶灯，或者如果离窗户近，可利用自然光，来

对载玻片进行照明。 

3. 要想对标本载片调焦，请旋转调焦旋钮，直至标本得到清晰的聚焦。如果调焦

器机构的行程不足以调到满意的聚焦，可能有必要松开支架锁定钮，提升或降

低整个机头组件，直至图像得到清晰的聚焦。 

小提示：对不同的标本尝试用不同的照明。使用向下的光线时，载物台的白边可

能会抹掉所观测标本的微小细节，而黑边会增加对比度，但可能使标本

不够亮。

 

显微镜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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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使用电子照明器的情况下，观测较大的标本： 

1. 对于较大的标本，比如昆虫或昆虫组织、动物组织、岩石、化石、PCB 板、其

它材料、纺织品、植物和花卉组织、以及其它较大的物件—您必须先对工作空

间进行调节再进行调焦。

2. 确定机头对放在载物板上的样品来说足够高。您可能需要提升机头，只需松开

支架锁定钮，将机头沿立柱支架升高至需要的位置，然后拧紧锁定钮。 

3. 对大标本的照明与调焦方法与上述段落中的第 2、3项类似。

要想获得更高的观测质量，可能需要使用电子照明器。此款显微镜配有一个

顶部照明器和一个底部照明器。电子照明器的使用遵循以下步骤： 

1. 将电源线的一端插入显微镜背后的插座中，将插头端插入墙上的插座—参见下

列图示 4。确认电源设备的正确型号—115 伏或 230 伏。 

2. 将开关 ( 位于显微镜背后 ) 调至开的位置—参见图示 4。顺时针旋转顶部照明

旋钮，继续旋转直至增加到所需的亮度。 

4. 顺时针旋转底部照明旋钮（位于顶部照明旋钮的右边）即可打开。该底部照明

没有光线调节功能。仅在使用磨砂 /不透明载物板时最有效。 

5. 对于不同的标本，您应尝试使用不同的照明方式，以熟悉能带来最佳观测效果

的照明。 

图示 4

显微镜的机头可以 360 度旋转。所以，您可以从任何位置观察。要想改变机

头的位置，请松开机头锁紧螺丝并将机头转至所需的位置，然后拧紧螺丝。 

旋转双目观察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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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硬纸箱中取出泡沫盒。

2. 去除泡沫盒上的包装胶带。

3. 小心地将显微镜及其他部件取出，放置在桌子、办公桌或其他平稳表面上。 

4. 取下载物板（装在底座上）及双目机头的塑料袋。 

5. 将磨砂载物板安回底座的圆孔内。 

6. 逆时针旋转，移除物镜箱底部的塑料盖。 

7. 在继续下一步前，先确认立柱锁定钮已拧紧。 

8. 将显微镜托架圆孔处的机头锁定螺丝回退，使其不凸出到圆孔内的区域里。 

9. 将物镜箱放入托架的圆孔，并确认完全放入且机头落在托架的上沿。 

10. 然后拧紧机头锁定螺丝。 

11. 确认托架及物镜箱与底座平行。 

12. 取下目镜筒上的塑料盖。

13.将两个目镜装入目镜筒内，向下推入直至推不动。此时目镜通过摩擦固定到位。 

14. 如果您不戴眼镜，您可安装橡胶眼杯，使眼杯的口形向上、朝外。眼杯能阻

挡外来光线。 

15. 旋转变焦旋钮直至读书为 0.7x。  

16. 将顶部照明器从上往下放入托架的方形孔内。放入之前，也要先将照明器锁

定螺丝回退一点，使其不凸出到方形孔内的区域里。

17.照明器上有内螺纹。拿住照明器，靠近锁定螺丝，将螺丝旋入照明器的螺纹中，

拧紧。 

18. 将顶部照明器的线缆插入立柱支架顶部的插座中。 

调焦及改变倍率

更换顶部照明器灯泡： 

1. 拧松照明器锁定螺丝，从托架上取下顶部照明器。

2. 一手握住照明器的顶部部件（带有电缆线的部件），另一只手稍微旋转下部部

件，即可将两部分拉离，可以看到灯泡及灯座—参见图示 4a。

3. 将灯泡轻轻取下。 

4. 用同型号的新灯泡—12 伏 15 瓦卤素灯泡进行更换。将下部部件推入上部部件，

稍稍旋转即可锁定归位。 

6. 将照明器装入托架中，用锁定螺丝旋入照明器的螺纹中，拧紧。 

更换照明器灯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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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底部照明器灯泡： 

1. 取下载物板，这样更容易看到底座内的荧光灯—参见图示 4b。

2. 提升显微镜机头，腾出更多空间来操作。

3. 向外拉灯泡，并且轻轻从左向右移动，将灯泡从灯座上轻轻取下。

4. 用同型号的新灯泡—根据您所购买的机型选择 115 伏或 230 伏 8 瓦荧光灯泡进

行更换。轻轻插入灯泡，确保灯泡的插脚正确插入灯座。

图示 4a 图示 5b

两个保险丝位于显微镜的背后。T1A 保险丝。如果显微镜熄灭或无电，有可

能是一个或两个保险丝坏了需要更换。首先确认所有电源开关都关闭，然后用平

头螺丝刀取下保险丝。如果保险丝烧坏，请用新的保险丝替换，然后将保险丝盒

安装还原到位。

更换保险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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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CELESTRON（星特朗）系列产品自购买之日起实行一年免费保修服务。

保修期内产品发生的质量问题，我公司将予以免费保修。

二、下列情况不属于免费保修范围：

1、不能出示购机票据和保修卡。

2、未按使用说明书安装、使用而造成产品损坏。

3、产品因意外因素或人为行为损失的，如机械破坏、摔坏、因保管不当造

成镜片发霉、产品生锈等。

4、产品经过非我公司授权人员修理或拆装。

5、产品因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如地震、火灾等造成的损坏。

三、保修期过后，我公司继续为用户提供产品的终身维护，须收取零配件费用。

四、当您的产品因维修需要运输时，请妥善包装好产品以免运输途中损坏，

运输费用由用户承担。

特别说明：

上述服务承诺仅适用于我公司在中国大陆地区售出的 CELESTRON（星特朗）

产品。对于产品在售出时另行约定了售后服务条款的，以确定的合同为准。

保修条款您所购买的星特朗显微镜是精密的光学仪器，应时刻注意对其进行保养。遵

照下列养护建议，您的显微镜即可几乎终身免于维修。 

• 每次使用完显微镜后，移除载物台上的所有标本。 

• 关闭所有电子照明器。 

• 拔除所有使用过的电源线。 

• 在存放显微镜或者未使用显微镜时，切记始终将显微镜的防尘罩盖上。 

• 将显微镜置于清洁、干燥处存放。 

• 如果在阳光直射下使用显微镜，应注意避免被显微镜灼伤眼睛。 

• 在移动显微镜时，用一只手握住架臂摂，而不是握住调焦旋钮或目镜箱等

其它部位。然后，用另一只手托住底座来搬运。 

• 请使用干净、微湿的布来清洁显微镜的外表面（金属和塑料表面）。 

• 在清洁前，始终要先拔除所有线缆。 

• 切忌使用容易引起刮擦的毛巾或纸巾来清洁光学器件的表面。 

• 用驼毛刷掸掉或鼓风器吹掉光学器件表面上的灰尘。 

• 要清洁光学器件表面的指纹，应使用在照相器材店可买到的镜头清洁剂和

镜头纸。在清洁过程中，切勿呈圆形擦拭，否则很容易影像光泽或引起划痕。 

• 切勿拆解或清洁光学器件的内表面。只有生产厂家或者其他授权维修机构

的合格技师才能操作。 

•因为玻璃边沿比较锋利，在使用和处理玻璃载片时应防止被玻璃边沿划伤。

保养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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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CELESTRON（星特朗）系列产品自购买之日起实行一年免费保修服务。

保修期内产品发生的质量问题，我公司将予以免费保修。

二、下列情况不属于免费保修范围：

1、不能出示购机票据和保修卡。

2、未按使用说明书安装、使用而造成产品损坏。

3、产品因意外因素或人为行为损失的，如机械破坏、摔坏、因保管不当造

成镜片发霉、产品生锈等。

4、产品经过非我公司授权人员修理或拆装。

5、产品因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如地震、火灾等造成的损坏。

三、保修期过后，我公司继续为用户提供产品的终身维护，须收取零配件费用。

四、当您的产品因维修需要运输时，请妥善包装好产品以免运输途中损坏，

运输费用由用户承担。

特别说明：

上述服务承诺仅适用于我公司在中国大陆地区售出的 CELESTRON（星特朗）

产品。对于产品在售出时另行约定了售后服务条款的，以确定的合同为准。

保修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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