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时数字病理解决方案
共聚焦激光扫描显微技术
VivaScope®2500 - 离体检测



仅需几分钟即可完成切除组织的术中分析
VivaScope 2500 是一种共聚焦激光扫描显微镜，专门用于术中活检样本分析及肿瘤边缘评估。组织样
本在切除后可立即进行检查，无需耗时的处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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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在速度 - 冰冻切片的替代方案
 极大缩短制备时间
 直接评估
 节省大量时间
 保持组织完整性
 支持远程诊断 – 远程医疗

节省大量时间
与传统的冰冻切片或石蜡切片相比，可大幅缩短切除组织的评估时间。

极大缩短制备时间
一分钟内即可完成组织制备，随后立即成像。

保持组织完整性
成像期间，被检组织不会受损，经处理后可进行后续组织学分析。

支持远程诊断 – 远程医疗
病理学医生可在扫描后即刻远程评估图像。

直接评估
图像以亚细胞分辨率直接呈现细胞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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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程 - 染色和图像采集
组织样本在切除后可立即进行检查，无需耗时的处理程序，因此可在手术室内直接进行组织评估。

5 手术完成
经组织病理学证实边缘无肿瘤后，手术即可完成。

3 共聚焦成像
VivaScope 2500 将扫描切除组织，并在光学切片中呈现细胞形态。
组织样本扫描时间：8x8 mm 样本：约 50 秒；16x12 mm 样本： 
约 2 分 10 秒。

1 组织切除
组织在切除后可立即进行检查，无需固定。

用
时

：
约

 5
 分

钟
。

4 远程诊断 - 远程医疗
手术期间，病理学医生可直接现场或远程评估活检样本或 
肿瘤边缘。

2 染色
组织样本可先用荧光染料染色，然后安装在载玻片上， 
染色过程用时不到 1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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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 H&E 染色的伪彩色图像
设备软件使用特定算法将采集的图像信息进行转换，生成类似 H&E 染色的图像。
伪彩色图像可提供与传统组织学检查相似的信息，支持高达 550 x 的放大倍数。

VivaScope 2500 H&E

图片由 Javiera Pérez-Anker 博士提供。不同亚型的基底细胞癌，左图为 VivaScope 2500 图像，右图为 H&E 染色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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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中检查技术的突破性创新
组织样本在切除后可直接进行检查，无需耗时的处理程序。组织制备和染色仅需几分钟即可完成。 
VivaScope 2500 可安装在移动式工作台上，便于携带，方便在不同场所使用。

VivaScope 2500

VivaScope 2500  
共聚焦激光扫描显微镜

移动式工作台

工作台：高度可调，方便舒适

高端 PC

操纵杆：可精准定位

高分辨率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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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体共聚焦荧光显微技术用于外科病理学领域的组织快速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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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共聚焦显微技术在病理学中的应用。Ragazzi M et al., Modern Pat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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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科 病理科 其他应用妇科泌尿科

医疗应用
VivaScope 技术为活检及术中肿瘤边缘的快速诊断提供图像，可大幅改善手术工作流程和患者管理。 
VivaScope 技术在皮肤科（尤其是在莫氏手术中）已经得到了充分验证。近期研究表明，VivaScope 
也可应用于泌尿科手术，从而开辟了全新的治疗途径。此外，初步研究表明，该技术在肺、乳腺、
甲状腺、结肠和脑组织等疾病诊断领域也有着巨大的应用潜力。

更多文献请访问
vivascope-pu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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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的图像可呈现被检组织的
亚细胞细节，并提供与组织学
检查相似的信息。可以对非黑
色素瘤皮肤癌及炎性疾病进行
鉴别，与组织病理学结果具有
非常好的相关性。

VivaScope® 2500 在皮肤科的应用
采用 VivaScope 共聚焦显微技术对未固定组织进行检查，可彻底改变皮
肤科的诊断和手术流程。切除或活检后的新鲜组织可立即制备并成像，
整个过程仅需不到 5 分钟。

莫氏手术
在莫氏手术中以共聚焦显微镜检查替代冰冻切片组织学检查，可将手术
时间缩短 50% 以上。VivaScope 扫描整合在手术过程中，无需实验室即
可提供与 H&E 染色或冰冻病理切片相同的信息，整个过程仅需几分钟。
该技术的可靠性已在多项临床研究中得到评估，显示出非常高的敏感性
和特异性。

诊断性活检
活检后仅需几分钟，即可对组织进行组织学评估，并确认肿瘤是否存在。
从而立即开始对皮肤病损进行适当治疗。

参考文献
使用融合离体共聚焦显微技术识别基底细胞癌特征：传统皮肤组织病理学的一个有前景的改变。Anker JP et al., Br J Dermatol.2019
基底细胞癌莫式手术中离体荧光共聚焦显微技术的诊断准确性：一项对 753 例切缘开展的前瞻性研究。Longo C et al., Br J Dermatol.2018 
离体荧光共聚焦显微技术在皮肤炎性疾病术中实时诊断中的应用：一项初步研究。Bertoni L et al., Exp Dermatol.2018

皮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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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底细胞癌

图片由 Hospital Clinic of Barcelona 的 Javera Pérez-Anker 博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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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活检
标准活检分析用时不超过 5 分钟，彻底改变手术流程。病理学医生可随时随
地远程评估，及时诊断，帮助医生当场做出决策并实施治疗。

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
近期，研究人员在机器人辅助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中，利用 VivaScope 2500 
对非肿瘤性和癌性前列腺组织实施了即时检查，并将诊断结果与组织病理学
诊断进行了比较。初步结果显示，共聚焦诊断与组织病理学诊断的总体实质
性诊断符合率达到 91% (n = 89)。(Puliatti.S et al., BJU Int. 2019)

尿路上皮癌
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对膀胱和输尿管高/低级别尿路上皮癌的诊断结果
进行了评估。初步结果显示，全部膀胱尿路上皮癌标本 (n = 8) 的 FCM 图像与
最终组织病理学评级结果的符合率达到 100%。

参考文献
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中手术切缘的实
时评估：一种利用荧光共聚焦显微技
术评估前列腺周围软组织的创新方
法。Rocco B et al., BJU Int. 2020

离体荧光共聚焦显微技术：前列腺及
前列腺周围组织图谱与学习曲线评
估。Bertoni, L et al., Virchows 
Arch.2020

离体荧光共聚焦显微技术：在前列腺
组织实时病理学检查中的首次应
用。Puliatti, S et al., BJU Int. 2019

泌尿科

VivaScope® 2500 在泌尿科的应用
采用 VivaScope 共聚焦显微技术对未固定组织进行检查，可彻底改
变泌尿科的诊断和手术流程。切除或活检后的新鲜组织可立即成
像，整个程序仅需不到 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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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意大利 Modena and Reggio Emilia 大学 Stefano Puliatti 博士、Laura Bertoni 博士、Paola Azzoni 博士、Luca Reggiani-Bonetti 博士和 
Bernardo Rocco 教授提供。

图 1 – 正常前列腺腺体，有炎
性成分：(A) 前列腺活检离体 
FCM 图像；(B) 放大图像，更
清晰展示组织和细胞形态细
节；(C) 相应 H&E 染色图像

图 2 – 前列腺腺泡腺癌伴不典
型腺体：(D) 前列腺活检离体 
FCM 图像；(E) 放大图像；(F) 
相应 H&E 染色图像

输尿管高级别尿路上皮癌伴核多形性和核分裂活性： 
(A) 离体 FCM 图像 (B) 相应 H&E 染色图像

膀胱尿路上皮癌：病灶内非典型细胞巢： 
(C) 离体 FCM 图像 (D) 相应 H&E 染色图像

图 1

A

B

A

C

D

E

C

F

D

图 2

前列腺腺泡腺癌伴不典型腺体

输尿管和膀胱尿路上皮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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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aScope®2500：反射与荧光同步共聚焦显微技术
VivaScope 图像与 H&E 染色图像类似，由两种图像组合而成。两种不同波长的激光生成两种不同的 
图像：荧光图像和反射图像。两个信号同时扫描，生成伪彩色图像。

组织

激光

反射光检测器

针孔
荧

光
检

测
器

物镜

技术成像过程

反射成像荧光成像

组合图像

伪彩色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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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彩色图像
内置算法可将反射信号和荧光信号转换为类似 H&E 染色的伪
彩色图像。所得图像可提供与传统组织学检查相似的信息。

VivaScope®2500 技术 - 关键优势
VivaScope 技术以共聚焦显微技术为基础，生成的图像具有极佳的光学分辨率和对比度。 
借助 VivaScope 图像，病理学医生可在手术中直接进行病理诊断。VivaScope 设备具有以下特点。

两种不同波长的激光
同时使用 488 nm（蓝光，荧光信号）和 638 nm（红外，反射
信号）两种波长的激光。两种信号实时采集并关联。

相比冰冻切片检查的优势
冰冻切片检查中，脂肪组织往往很难处理。而 VivaScope 技术
可轻松对脂肪细胞进行成像和评估。而且，成像期间组织不会
受损，便于进一步分析。

组织展平
专利的组织展平方法更便于检查各种形状的切除组织。

远程诊断 – 远程医疗
扫描完成后，病理学医生可在现场或远程完成图像评估。

微距图像
数码相机可拍摄标本的彩色图像。微距图像与共聚焦图像精确
关联，便于组织定位、组织标记染料的呈现、以及感兴趣区的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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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特征
光学分辨率 视野中心：水平方向：< 1.25µm；垂直方向：< 5.0µm

成像深度 最大 200µm（可根据组织类型调节）
单视野范围 550 µm x 550 µm 

图像分辨率 1024 x 1024 像素（单视野），0.5 µm/像素

其他参数
最大样本尺寸 25 mm x 25 mm 

最大图像分辨率 51.000 x 51.000 像素
工作波长 488 nm 和 638 nm 

物镜 Caliber I.D. StableView™ 38 倍浸液物镜（凝胶）
放大倍率 最高 550 倍，无缝变焦
微距相机 500 万像素全彩色
激光等级分类 I 类
激光信号强度 激光功率可调，优化图像质量

设备特性
尺寸（长x宽x高） 25 x 52,5 x 25 cm（仅扫描头）
重量 17.2 kg

电源 220 – 240 V, 50 Hz

典型扫描时间 8 x 8 mm：约 50 秒；16 x 12 mm：约 2 分 10 秒；20 x 20 mm：约 4 分 25 秒

VivaScope®2500 – 技术数据

Credits: Icons on pages cover, 3: ©The Cookie Labs Group, www.thecookielabs.com; Icons on pages 4, 7, 8, 10: ©Freepik, www.flaticon.com; 
Icon on page 8 (Pathology): ©snorks, shutterstock.com • All other images and graphics ©Viva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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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入门培训
安装 VivaScope 后，将由专人为用户提供培训课程，介绍
日常操作的基本知识。同时，提供演示文稿、手册、成像
指南和相关文献等培训辅助性材料。

专家培训
著名专家将针对临床环境，为用户提供关于 VivaScope 应
用的更多知识。课程重点介绍染色方案、组织处理和成像
技巧以及专家对图像的解读。

VivaScope – MAVIG 旗下品牌
MAVIG 公司成立于 1921 年，专门从事个人防护设备、X 射线配件及悬吊式和台式设备的设计、制造和
销售。公司致力研发 VivaScope 产品并销往欧洲、中东、CIS 地区和非洲。

VivaScope
MAVIG VivaScope 专门面向医疗、化妆品和制药领域研发并分销共聚焦激光扫描显微镜。共聚焦激光扫描显微技术可
快速、精准地区分致病组织和健康组织。VivaScope 产品广泛用于在体和离体医疗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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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vivascope.eu

MAVIG GmbH 
VivaScope
Stahlgruberring 5 
81829 Munich · Germany

电话：+49 89 420 96 280
电子邮箱：info@vivascope.eu

联系我们 
获取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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