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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
借对各种目标生化样品与

物理结构（形态）成像的

独特能力，荧光显微镜成

为生命科学领域普遍应用的一种“万

能”工具。在许多荧光显微镜应用（尤

其是共聚焦激光扫描显微镜，简称为 

CLSM）中，激光由于兼具空间亮度

和单色性（光谱亮度）的独特优势，

而被用作光源。

激光器种类繁多，而每一种激

光器又通过多个技术性能参数进行定

义，对于非激光器专家而言，为荧光

显微镜应用选择合适的激光光源，并

非易事。但往往，激光源选择的正确

与否会直接决定实验的成败。在本文

中，我们将详细分析这些关键的参数，

对显微镜性能的影响。

波长

波长是最显著的激光参数，但选

择最佳的波长却不是总能

轻松实现。最简单的方法

是将激光波长与荧光团激

发光谱的峰值相匹配，并

使用截止或带通滤光片来

阻止散射的激光进入 CCD

相机或光电探测器，随后

检测具有斯托克斯位移的

荧光发射即可。

发射激光的光谱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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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而需要避免多个激光器与检测通

道之间的串扰，正是造成这种现象的

驱动因素之一。借助具备反斯托克斯

发射特性的巧妙技术，能够实现使用

一种基于单硅的相机来检测图像（在

这类相机中，在 800nm 之外的波长范

围，硅 CCD/CMOS 的量子效率会迅

速下降）。激光器制造商推出了各种

波长（包括 808nm 甚至 980nm）的

激光器来满足这种需求。

功率

功率是另一个显著的激光器输出

参数，其中图像强度与激光功率大致

成正比。在大多数荧光团中，激光受

激荧光是一种高效的过程，量子效率

往往接近于一。与之相反，共聚焦显

微镜是一种光学效率低下的系统，物

镜收集的荧光有多达 99% 被共聚焦

针孔阻挡，为三维分辨率而牺牲了图

像强度。

然而，选择最大激光

功率并非总是最佳方案，

因为光损伤和散射光都会

随着激光功率的提高而增

加，激光器的成本也会随

之增加。通常情况下，对

于许多共聚焦应用而言，

照射在样品处的功率水平

达到大约 1~10mW 会较为

在选定光学显微照明系统时，除了激光的波长和输出功率这些明显的关键

参数外，还需要考虑很多其他因素。

从滤光片返回的激光的光谱锐利得

多（就光谱宽度和斜率而言），因此

选择使用从滤光片返回的激光通常效

果会更好。例如，许多用户经常选择

使用波长与激发峰短波长斜率对应的

激光来激发荧光染料。这样做的原因

是，通过移到较短波长，任何散射激

光与较长波长的荧光之间的分离度会

增加，从而减少滤光带来的困难并提

高信噪比（影像对比度）。

随着显微镜制造商和用户转向越

来越广的激发波长组合，以实现通过

单个显微镜系统对多个荧光团进行成

像（无论是在同一实验中，还是将该

系统作为一项共享资源来使用），滤

光的难度变得越来越高。如今，显微

镜通常配备多达七种不同波长的样品

通道。

业界对将显微镜操作的波长带

宽扩展到近红外光谱区域越来越感兴

Ac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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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这些全内反射荧光显微镜图像是借助在 Coherent Galaxy 激光合束

器中整合两个激光器去激发而获得的；在肌动蛋白丝结合研究中，红色信

号来自在640nm波长下激发的带有Cy5标记的Tm1A（蛋白质）荧光，绿色信

号则是由在488nm波长下激发的带有Alexa488标记的肌动蛋白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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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这意味着，根据典型显微镜照

明和扫描光学系统的效率，激光输出

功率应为几十毫瓦。

一些应用需要更高的功率。例如，

新式转盘显微镜能够同时对样品中的

多个焦点进行成像，从而支持更高帧

速。在这种应用中，通常需要更高的

功率来在每个焦点处提供所需的强度

（进而提供所需的速度）。

诸如光敏定位显微镜（PALM）

和受激发射损耗（STED）等超分辨

率技术也需要更高的功率，因为这些

技术需要依靠漂白或饱和来接通和关

断荧光团（见图 1）。直至目前，这

仍然意味着需要使用瓦级功率的激光

器，但会因此耗费过高的能源和成本。

实际上，最理想的功率应当为数百毫

瓦。为了支持这些应用，激光器制造

商目前在 250~500mW 功率范围内推

出了越来越多的波长选择。

光束质量

光束模式质量会直接影响聚焦

光斑的大小，进而影响系统的光学

效率。这是因为共聚焦显微镜的工

作原理是将激光聚焦到样品平面上

的一个或多个小点，并通过共聚焦

孔径使这些点上的样品荧光成像。

任何聚焦在目标点之外的光不仅会

浪费能量，还会增加背景噪声，从

而降低整体图像对比度。

多模激光器可以与共聚焦显微镜

关于激光技术的说明

从历史上看，激光器的规格由其技术、波长和额定功率决定。但如今，

显微镜制造商和用户等群体都只关心输出光束的特性，而不是关心产生这

些激光背后的技术。这种模式转变是从激光制造商开发出与技术无关的通

用平台时开始的。例如，相干公司以相同的即插即用形式来封装两种互补

的半导体技术，即激光二极管和光泵半导体激光器 (OPSL)。其中的原因在

于，二极管在短波长（≤488nm）以及红 / 近红外波长（≥640nm）下的效率

极为出色，而且调制速度更快。相反，OPSL 技术能提供的波长分布在可见

光谱的中间部分以及紫外部分，而二极管技术在这些波长范围内尚不实用。

OPSL 技术还可以在功率方面进行扩展，能够在数百毫瓦的功率下实现超分

辨率的应用。

对不同的激光技术进行智能封装是一项关键进步，让激光器具有相

同的外形规格、接口和功能，确保为显微镜提供广泛的波长范围和必需

的光束质量；由于封装内部的光学器件极为精密，二极管激光器可以提

供具有较低像散的圆形光束 (a)，而 OPSL 技术则提供了更高的光束质量

和圆度 (b)。

a)

b)

a)

b)

一起使用，但通常需要与光学器件相

结合以实现光均匀化和空间滤光，这

会增加系统的复杂度并降低效率。因

此，虽然光束质量较低的多模激光器

更容易制造，售价也较低，但它们的

“经济实惠”只是假象。

简单地说，CLSM 最适合使用

TEM00 激光器。就规格而言，在由激

光器产生的额定输出中，要有 80%

以上的激光是 TEM00，或者光束质量

M2< 1.2。

激光噪声是影响共聚焦图像质量

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如果跨越的带宽

较大（例如，20Hz~20kHz），则必须

将强度噪声保持在较低水平，以最大

限度地降低图像噪声。这同时包括降

低平均值或均方根 (RMS) 噪声以及

峰峰值噪声。光束指向的偏移（与温

度有关）也可能带来噪声干扰和分辨

率的损失，我们建议将此位移控制在 

5µrad/℃以下。

调制

扫描的图像需要一定的调制功

能 ：至少需要能够实现在回扫期间

将激光器关闭。调制可以同时包括

数字和模拟两种规格。数字调制是

简单的开 / 关切换，而模拟调制则会

根据输入的模拟信号来改变激光的

输出功率。

在速度方面，激光二极管能够

提供最快的调制速度，数模切换速度

可达兆赫级，但模拟调制的动态范围

仅限于略超过 100:1 的水平。光泵半

导体激光器 （OPSL）提供的调制速

度较慢（最大值 ：数字模式 50 kHz，

模拟模式 100kHz），具有与激光二

极管类似的（50:1）动态范围 ；而

DPSS 激光器则根本不支持调制。因

此，根据激光器类型，往往有可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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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直接调制。然而，直接调制通常并

不是一项关键因素，因为大多数显微

镜还配备有声光调制器（AOM）或

声光可调谐滤光器（AOTF），以实

现调制。

光纤传送

共聚焦显微镜能够通过单模光纤

连接器接收激光。FC/APC（套管式

连接器 / 斜角物理端面）是最为常用

的标准，在市场上的份额达到了 80%

左右。一些较新款式的产品（例如转

盘显微镜）已经转而使用 FC/PC8 连

接器。激光器具有自由空间输出光束，

其方向是从尾纤到裸纤，或从尾纤到

光纤（终止于连接器）。

将激光耦合到单模光纤内输出的

难度极高，需要在六个自由度上进行

调整，以控制高数值孔径（NA）光

学器件的高敏度对准。此类对准可能

需要数小时才能完成优化，对于几乎

所有显微镜用户而言，这样做根本不

值得。更为合理的做法是，购买已针

对显微镜或光束整合器而配备了合适

光纤连接器终端的激光器。

关于光纤耦合激光器的注意事

项：在第一代产品中，特别是在较短

的波长和高功率下，发射功率在仅仅

经过几百小时后就会降低几个百分

点，导致使用寿命只有 1,000 小时。

主要原因是光纤面损伤（光沉积），

它是由于单模光纤耦合所需要的高强

度聚焦导致的。其中一个不太常见的

原因是光纤本身受到了光损伤。出于

这个原因，激光器制造商实施了一些

专有方案（例如相干公司的“长寿命

接口”）来降低光纤面的功率强度，

同时也不会失去光纤的单模特性。这

些方案将激光器 / 光纤单元的通常寿

命延长至 10,000 小时或更久。

多种激光器间的兼容性

由于显微镜的每一路输入最多可

以连接七台激光器，因此另一个难题

是激光器的通用性。对于显微镜制造

商和最终用户而言，如果激光器具有

相同的外形规格、接口和功能，那么

无论是实现多种激光器的集成还是使

用新激光器进行升级，都会变得更加

简单。这意味着会拥有相同的电源、

相同的热处理要求、相同的电子接口，

以及相同的光束位置、直径、发散度、

方位角等。

通过将所有用于生命科学领域

的激光器封装在相同的能量分隔设计

中，激光器制造商可以支持用户对于

多激光器的通用性的需求，不需要考

虑激光器内部采用了何种技术（参见

“关于激光技术的说明”）。此外，这

些激光器现在一般会采用智能的即插

即用技术，可以通过直接更换激光器

来提升功率、增加新波长，或在激光

器达到使用寿命后予以更换。相干公

司的 OBIS 系列激光器就是这种通用

智能平台概念的一个范例。

最近，这种通用平台概念已延伸

到物理集成领域，其中会将多台激光

器安装在单个外壳中，无需使用多个

相同的电源，从而减少了整个系统所

占用的空间。相干公司的这一平台称

为 Laserbox，可通过单个触摸屏控制

器来操作所有激光器。

光束整合

最后一步是将所有激光器连接到

显微镜的单个输入光纤连接器（FC/

APC 或 FC/PC8）上。根据传统做

法，这需要对每个激光器的光束进行

准直，并使用多个二向色分光器将它

们依次整合在一起。随后，必须使用

光学特性会随波长变化的透镜，将整

合起来的光束有效地耦合到单模光纤

中。值得庆幸的是，现在有现成的集

成模块，可以无缝地整合不同的激光，

无需用户进行对准或调整。这样，智

能模块的即插即用功能便发挥出它的

预定作用，使得光纤连接的激光器可

以在几秒而不是几小时内完成添加或

交换。

最先推出的这种光束整合模块，

是相干公司的 Galaxy（见图 2），它

具有采用专利技术的 FC 输入连接器，

可为用户提供多达八种选择的波长。

它内部使用最少的光学折射器件，将

光束耦合到预先对准的单模输出光纤

中。这种单模偏振光纤可通过用户指

定的 FC/APC 或 FC/PC8 终端，直接

连接到所有常用的共聚焦显微镜上。

激光技术的进步有力地支持了新

一代荧光显微镜工具，这些工具有更

多的功能、简化的操作和更低的成本。

然而，恰恰是这种成功使市场上充斥

着各种产品，有时很难为特定应用选

择最佳解决方案。如果能了解一些关

键的激光参数对显微镜性能产生的影

响，就可以使这种选择简单化，并能

实现更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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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多个激光器可以集成在一个Lase rbox机箱

中，从而消除了冗余的电源和使用面板；然后，使

用即插即用光束整合模块（如 Coherent Galaxy）
将多个激光整合到一根单模光纤内耦合输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