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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MIT100双目落射金相显微镜 

 

图 2 MIT100三目落射金相显微镜 



                              MIT100 落射金相显微镜说明书 

 2 

一、  用途 

MIT100 型金相显微镜采用无限远光学系统，配置无穷远平场金相物镜和

平场大视野目镜，成像清晰，分辨率高，可广泛应用于金相分析及其它不透明

标本的研究，是冶金、机械制造、地质矿产、电子器件研制等行业的必备工具 

二、 性能参数 

1.总放大倍数 

    物  镜 

目  镜 
4× 10× 20× 40× 

WF10×/18 40× 100× 200× 400× 

WF10×/18(分划) 40× 100× 200× 400× 

WF12.5×(选配) 50× 125× 250× 500× 

WF16×(选配) 64× 160× 320× 640× 

2. 物镜（与 10×目镜配合使用时） 

无穷远 

平场金相物镜 

数值 

孔径 

N.A. 

物方视场 

（视场数φ 18） 

分辨率 

(μ m) 

工作距离 

(mm) 

4× 0.10 4.5mm 2.8μ m 6.79 

10× 0.25 1.8mm 1.1μ m 4.24 

20×(弹簧) 0.40 0.9mm 0.69μ m 2.2 

40×(弹簧) 0.66 0.45mm 0.42 0.45 

3.其它参数 

3.1.机械筒长：    160mm 

3.2.共轭距：       ∞ 

3.3.目镜筒：      30°转轴双目，360°旋转，瞳距 50～75mm；±5 视度

调节。 

                  30°转轴三目，360°旋转，瞳距 50～75mm；±5 视度

调节；分光比 1：4（4为双目观察）。 

3.4.转换器：      四孔转换器 

3.5.机械移动平台：外形 142mm×134mm，载物台板 120mm×120mm 

                  移动范围：X轴 76mm，Y轴 35mm。 

3.6.调焦机构：  同轴调焦粗微动，粗动行程 22mm，有调焦限位装置， 

微动手轮格值 2μ m/格。 

3.7.滤片插板：    配置日光型蓝色滤片（其它滤片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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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可变孔径光栏：可更好地调节视场亮度或衬度。 

3.9.防霉装置： 物镜、目镜均采取了防霉措施，目镜筒组安装了防霉装置。 

3.10.电气：     宽电压输入 AC85～265V，50/60Hz 

           输出电压 DC1.2～6V 

           灯泡 6V/20W G4卤钨灯 

           保险管 2A φ 5×20  

           带开关的旋转电位器 

三、 安装与使用 

1.安装 

本仪器采用的包装为整体包装，主机与落射照明装置装在同一个纸箱

内。用户只需将其包装物小心拆去，参看图 1，按以下步骤进行即可： 

a） 用内六角扳手（2mm）松开二颗止紧螺钉（一），取下双目（或三目）

镜筒，将照明器与显微镜镜臂连接并拧紧二颗螺钉（一）。 

b） 将双目（或三目）镜筒与照明器主体的上端连接并用内六角扳手（2mm）

拧紧三颗螺钉（二）。 

c） 将灯箱上的电源线与底座上的航空插座相连接，并将插座上的螺母旋

紧。 

d） 将目镜插入双目（或三目）镜筒。 

▲ 仪器开箱后，请按装箱单清点，如有差缺，请立即与经销商联系。 

▲ 在确定包装箱内物品全部取完后才能将包装物进行处置。 

▲ 建议保留部分包装箱以备用。 

▲ 为保护环境，包装废弃物请妥善处置，切勿随意丢弃。 

2.使用 

a） 插上主机电源，旋转电

位器旋钮打开电源，灯

箱中的灯点亮，形成对

标本的均匀的落射照

明，其亮度可由旋转电

位器上的旋钮控制。 

b） 将要观察的试样轻轻

放置在载物板上，旋转

载物台移动手轮，将试

样置入光路。 

c） 手握转换器外齿纹部

分，旋转转换器，将低

倍物镜（通常用 10×）

转入光路。 

d） 慢慢转动粗动调焦手

轮，用右眼从右固定筒

观察，见物像大致轮廓

后改为调整微动手轮，

直至将像调清晰为止。 

e） 将所选用的物镜转入光路。      图 3  MIT100 后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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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双目瞳距及视度调节： 

瞳距因人而异，所以使用双目显微镜均需调整瞳距。 

双手分别握住双目左右支架转动，直至双眼从双目中看到的光环完

全重合即可。 

双目观察调焦时，应以固定筒（本仪器为右筒）为基准。即右

眼从右筒观察，物像调清晰后再用左眼观察左筒，同时调节左筒上

的视度调节圈以补偿左右两眼视度上的差异。 

g)     落射照明装置上有一

块插板。滤片插板上装

有滤色片（标配蓝色），

可根据观察需要使用。 

h)    落射照明装置上还设计

有可变孔径光栏，可通

过旋转调节圈来调整

光栏大小，从而调节观

察所需的亮度或视场

衬度。                             图 4 转轴双目 

i) 松紧调节手轮使用（参见图 3）：  

          仪器长期使用后可能会出现载物平台自动下滑的现象。松紧调

节手轮可以粗微动组的松紧，防止载物台自行下滑，同时调节粗微

动操作上的舒适感。顺时针旋转可以锁紧，逆时针旋转可以放松。 

▲ 切忌不要同时用力反向旋转左、右粗微动手轮，否则会损坏调焦

机构。 

▲ 变换不同倍率物镜时，切勿直接扳动物镜，应手持转换器外圆的

齿纹部分来转动转换器，使物镜准确定位并进入光路，否则会影

响仪器的光学性能。 

四、 仪器的维护与保养 

1. 仪器的清洁 

（1） 外露光学镜片表面不得用手触摸，上面的灰尘可用柔软毛刷或纱布去

除，必要时可用清洁软布或脱脂棉、镜头纸等蘸少许酒精乙醚混合液

（比例 1：4）擦拭。 

（2） 酒精、乙醚及其混合液均为极易燃烧之物，应远离火源。 

（3） 金属油漆表面、电镀表面应避免使用有机溶剂如酒精、乙醚及其混合

液等清洗，建议用绸布蘸软性清洁剂擦拭。 

（4） 工程塑料表面应选用软布蘸清水清洁。 

2. 使用和放置的环境 

（1） 仪器应在阴凉、干燥、无尘、防震、无酸碱蒸汽及任何腐蚀性气体的

环境里使用、放置。 

（2） 仪器正常工作的条件： 

室内温度：0℃～40℃； 最大相对湿度：85% 

（3） 高湿度地区使用显微镜，建议安装除湿设备，以防光学元件生霉、起

雾造成仪器不能正常使用。 

（4） 使用和搬运时，动作应谨慎小心，避免强烈震动和碰撞。移动仪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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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双手提起，不要在工作台面上拖动，以防擦伤桌面或损伤仪器。 

3. 灯泡的更换（参见图 1、图 3） 

▲ 请使用指定规格的灯泡，本仪器为 6V 20W G4灯脚。 

▲ 一定要等灯泡完全冷却后再进行灯泡更换。 

（1） 关闭电源，并拔下电源插头。 

（2） 等待大约 30 分钟，灯泡及其周围零部件完全冷却后，拧松图 1 中灯箱

的螺钉（三），打开灯箱后盖。 

（3） 确认灯泡已冷却，小心拔下灯泡。 

（4） 用干净软布等包住同规格新灯泡（以免沾上指纹、灰尘影响灯泡亮度和

寿命），小心将其插入灯座到位，注意不要歪斜。 

（5） 盖上后盖，拧紧止紧螺钉。 

（6） 灯泡中心在一定范围内可通过调节后盖上的三颗螺钉加以调节。 

▲ 仪器连续工作 8小时后，建议暂停使用约半小时再重新使用。 

4. 保险丝管的更换（参见图 3） 

（1） 关闭电源，并拔下电源插头。 

（2） 旋下仪器后端底盘上的保险管帽，取出旧保险管。 

（3） 换上同规格的新保险管，旋上保险管帽即可。 

   5. 仪器不使用时 

（1）仪器不工作时，应关闭仪器电源，拔下电源插头，罩上防尘罩。 

（2）较长时间不用仪器时，建议将物镜、目镜等取下放于干燥容器如防潮缸

中，并放置干燥剂。同时主机上相应部位应盖上防尘盖，并用防尘罩罩好。 

6. 定期检查仪器 

▲ 为保持仪器的性能指标，建议对仪器定期检查。如发现有故障需要维

修，请与厂方或就近的经销商联系，如无相关经验，请勿自行拆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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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常见故障排除表 

        在操作中发现故障，请对照下表查明原因，如法排除。若仍有困难，请就

近与本公司或就近的销售商联系，切不可自行拆卸。 

 

 

故障现象 可能的原因 排除方法 

接通电源开关时 

灯泡不亮 

插头接插不好 重新检查连接 

灯泡已坏 更换灯泡 

保险丝管已坏 更换保险丝管 

灯泡闪烁或 

亮度不稳定 

灯泡灯脚未插好 重新插好 

灯泡快坏了 更换灯泡 

灯泡照明亮度 

不够或 

亮度不够均匀 

灯泡规格不符 更换灯泡 

灯泡亮度调得过低 旋转电位器调高亮度 

物镜未正确置入光路 使物镜转到位 

光栏未滑到位 调整光栏到位 

误用了光扩散玻璃 将其移出光路 

镜片（物镜、目镜、

聚光镜、集光镜）表

面有脏物 

擦拭干净 

灯安装不正 重新调节灯泡 

图像不清晰（衬度

不好、分辨率不

够） 

试样表面已被氧化 重新抛光试样 

试样表面不够平整 重新制作 

亮度不合适 重新调节 

光栏大小不合适 重新调节孔径光栏 

试样待观察面与安装

面不平行 

重新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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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MIT100 产品配套表 

序

号 
部件名称 规          格 配置 

1 主  机 

低位同轴式粗微调焦（带松紧调节装置） 

● 

粗动升降范围：18mm 

微动格值：0.002mm 

内定位四孔转换器 

低位同轴调节机械移动平台 

载物台板尺寸：120mm×120mm 

移动范围：76mm×35mm 

定位精度：0.1mm 

2 目  镜 

WF10X /Ф 18 ● 

WF10X /Ф 18（分划） ● 

WF5X ○○ 

WF12.5X ○○ 

WF16X ○○ 

3 双目镜筒 转轴式，30°倾斜，瞳距调节范围 50-75mm ● 

4 三目镜筒 
转轴式，30°倾斜，瞳距调节范围 50-75mm，

分光比 80∶20 
○ 

5 

无限远 

平场金相

物 镜 

4X /0.10 ● 

10X /0.25 ● 

20X /0.40(弹簧) ○ 

40X /0.66(弹簧) ● 

无限远 

长距平场

金相物镜 

无穷远长距平场金相物镜 50X／0.70(弹簧) ○ 

无穷远长距平场金相物镜 80X／0.80(弹簧) ○ 

6 
落 射 

照明器 

带孔径光栏、滤色片（标配蓝色） 
● 

6V 20W G4卤素灯 

7 内置电源 输入 110V-220V，输出 6V可调 主机上 

8 摄像镜头 0.5X摄像镜头（可调焦、调中） ○ 

9 
内六角 

扳 手 

2mm 
● 

10 备用灯泡 6V 20W G4卤素灯 ●● 

11 
备 用 

保险丝 

Ф 5x20 2A 250V 
●● 

  注：●为标准配置 

○为选购件       产品的具体配置以装箱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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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注意事项！！ 

  1.请勿自行拆卸 

        本仪器为精密仪器，出厂前已经过精密调校，随意拆卸可能会触电或损

坏仪器。除非本说明书所提及的需用户动手的部分，请不要拆卸其它任何部

件。 

    如您有疑问或发现仪器有故障，请与厂家或就近的销售商联系。 

2.注意输入电压是否相符 

        本仪器设计为宽电压（85～265V，50/60Hz）输入，可适用于绝大部分地

区电压情况。但如果供电电压超出此范围，仪器将会严重损坏。 

3.防止烫伤和着火 

       仪器通电使用时，灯泡及附近的灯罩等部分温度会急剧上升，直至达到一

个热平衡状态。此时这些部位温度较高，使用时千万注意不要灼伤自己。 

   灯泡更换应待其完全冷却之后方可进行！！ 

   不要将酒精、汽油、纸张等易燃物靠近灯泡，以防引起火灾！！ 

4.更换灯泡的注意事项 

        本仪器使用的灯泡为 G4灯脚的 6V/20W卤钨灯，更换时应选用同种规格的

灯泡，否则可能导致仪器损坏。 

    换灯前应将关闭电源，拔下电源插头，避免触电事故发生!! 

    换灯时应注意不要在灯泡上粘上指纹、灰尘或油渍等物。 

5.搬运和使用 

          搬运前应切断电源，拔下电源插头，收好电源线。放置时注意不要压伤手

指。 

    本仪器属精密仪器，应轻拿轻放，使用时谨慎操作。剧烈震动或强行硬性

操作会导致仪器的相关部件严重损坏。 

   本仪器正常使用的环境要求为： 

   室内温度：0°C～40°C          最大相对湿度：85% 

    温度过高或湿度过大均会引起光学部件生霉、起雾或结露，使仪器不能正

常使用。 

6. 为了爱护环境,请妥善处置本仪器的包装废弃物。可将纸箱、泡沫等分类

后请废物回收单位回收，以变废物的循环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