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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德国 EXAKT 公司位于德国汉堡附近美丽的诺德

施泰特镇。 1949 年由 Otto Herrman 创办的家族企业。

从三辊研磨技术起家，生产制造三辊研磨机。继而开

发研制出了金刚石精密切割和全自动化研磨的先进技

术和设备。1980 年代初开始与德国著名病理学家 Karl 

Donath 教授合作，研发并制造适用于医学组织工程学

的软硬组织联合切磨技术和设备，并不断提高和完善。

从而使得德国医学软硬组织切磨技术成为全世界独一

无二的先进技术和方法。其软硬组织切磨系统设备的

先进性和配套性也成为世界上独有的、专用于医学组

织工程学领域的实验室科研和教学系统。

     一直以来，德国 EXAKT 公司以其不断追求和极富

创新的精神，使其三辊研磨机、金刚石精密切磨系统、

医学软硬组织切磨系统等技术和产品始终处于全球领

先地位。全球有超过 60 家代理分销商，80% 的产品出

口到世界各地。2005 年在中国设立了代表处。2007 年

在中国北京设立了技术支持服务中心。截止 2014 年，

在中国（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医学界、材料研究、工

业应用等领域的用户已经超过 500 余家。

北京共赢联盟国际科技有限公司（Beijing All-

winning alliance internation Sci-tech Co.,Ltd） 成

立于 2006 年，是一家专业代理国外高端仪器仪表及

设备的贸易公司，拥有众多世界著名独特的品牌系列。

在医学领域，拥有德国EXAKT硬组织切磨系统；

法国 BROT 组织学制样设备；德国 BIODUR 生物塑

化设备和聚合物；美国 BIOQUANT 数字扫面显微镜

及骨生物学研究系统；美国 OSTEOMETRICS 骨形

态测量分析系统等产品。广泛应用于生物材料、病理、

口腔与种植体、骨与内植物、整形外科、结石、心血

管支架、人体解剖标本、动植物标本等硬组织研究及

形态学分析，涵盖生物医学、组织工程学、病理学、

解剖学、生命科学、法学、古生物学、动植物学等教

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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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KT 生物医学硬组织切磨系统

 全套硬组织切磨系统

     EXAKT 切磨系统设备是将不能用常规设备制

备成组织切片的软硬组织标本制成不脱钙医学组织

切片，并保持软硬组织、组织与植入物之间的原有

组织结构形态。该切磨系统特殊的技术设计、技术

配置以及独特的工艺方法，均与常规设备和工艺不

同。新鲜的医学组织标本经过取材固定及脱水处理

后，用光固化树脂浸透、包埋、再行锯片、磨片、

染色等步骤制成厚约 10μ ｍ的医学组织切片。采

用 EXAKT 切磨系统设备制备的医学软硬组织切磨

片在显微镜下能够清楚准确地观察到组织的微观结

构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EXAKT 切磨系统设备能

为医学软硬组织疾病的科学研究、新材料的生物相

容性研究和嵌入物研究以及医学院教学等提供可靠

的组织学评价依据。

硬组织切磨系统组成

E300/310cp 硬组织切片机

E400cs 硬组织磨片机

E402 平行粘片装置

E510 脱水浸润仪

E520 光固化包埋机

E530 干燥渗透聚合装置

应
用
领
域

组织工程学    生物材料学    动物进化     组织发育     骨科        口腔科        血管内外科

整形外科       中医药学        古生物学     转化医学     病理学     生命科学     组织形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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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KT312 金刚石切骨机

1. 满足骨组织病理学需求和工作条件的专用设备。精确安全地为病

理研究提供快速的准备工作。

2. 适用于日常快速切割新鲜组织、骨头、尤其是非常容易地切割带

有植入物或者金属的骨头。

3. 对骨组织样本的切割过程实际上是很精确的打磨过程。切割表面

无人工切割痕迹，也不产生微小的细纹或裂口，可以完整地保护

样本。具有出色的、高质量的切割表面。

4. 即使有再多不同的组织密度，所有的细胞信息都将被完整地保存。

尤其是针对那些带有植入物的骨组织样本，可以精确地切割和完

好地保持软硬组织、组织与植入物之间的原有组织结构形态。

5. 切割带锯被水冷却，有效地控制切割过程的温度，同时减少了残

渣的堆积和污染的风险。

6. 操作上很安全，即使操作人员不小心碰触到带锯，也不会有立刻

受伤的风险，同时装有安全防护按钮。

7. 切割过程简单、易控、干净、无噪音。防喷溅挡板，可遮挡整个

工作区域，提供安全保障。

8. 设备操作简便，配置的喷水枪使得清洗方便。日常维护或拆卸均

不需要工具。所有的安全开关都符合最新的欧洲标准。

9. 另有能够指引切割方向的激光线定位装置，带有刻度尺定位的平

行切割挡板，用于工作区域照明的 LED 灯，可调节工作高度和

锁定的移动脚轮供用户选择。

功能特点

主要技术参数

1.  外部尺寸（mm）： 

     924×625×1527（立式）

2.  工作高度（mm）：900

3.  最大切割高度（mm）：210

4.  最大切割宽度（mm）：350

5.  最小切片厚度（mm）：1

6.  切割方式：带锯式切割

7.  带锯材质：金刚石无齿锯

8.  带锯金刚石涂层粒径： D151

9.  带锯厚度（mm）：0.3

10. 切割速度（m/min）：200-1200

11. 工作台（mm）：400×400

12. 功率（KW）：0.75-1.1

13. 最高冷却水压（bar）：2

14. 电源（V/Hz/A）: 220/50/6

15. 总重量（kg）：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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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KT 300CP 硬组织切片机（台式）

显著特点

1. 可以进行软硬组织不脱钙联合切片，尤其是硬组织不脱钙切片。

2. 可以进行鲜活组织取材，包埋好的样本分切，薄切片切割。 

3. 可进行湿切和干切。可以切割任意形状的样本。

4. 带水冷却双循环装置，带防喷溅防护。

5. 带有可以连接不同形状样本块专用夹具的通用接口。

6. 具有激光线定位指引切割和连续切片定位装置。

7. 完全保持软硬组织、组织与植入物之间原有的组织结构形态不被损坏。

功能用途

1. 颌骨软硬组织联合切片，种植体观察等，包括能

够切割鲜活组织和颞下颌关节，上、下颌骨，有

牙齿充填物的颌骨，带种植体的颌骨，冠桥，牙

齿等组织学标本。

2. 骨科软硬组织联合切片，能够切割鲜活组织和硬

组织（股骨、髋关节、椎体），带植入物（金属、

陶瓷、塑料、矿物质等）的骨组织学样本等。

3. 心脑血管支架切片，结石切片等医学组织切片。

4. 小动物研究。

5. 考古领域的古生物与骨化石研究。

主要技术指标

 1. 切割方式：点接触带式切割

 2. 最大横切面：100×80mm

 3. 最大样本切片：100×50mm

 4. 最小切片厚度：100µm

 5. 切割带速度：10-560m/min

 6. 切削力：0.5-1.0N

 7. 最大切割高度：100mm

 8. 最大切割宽度：70mm

 9. 最大切割行程：145mm

10. 切割刀具：金刚石带锯

11. 带锯厚度：0.1-0.2mm

12. 样品弧形摆幅：±7° /±14° /±28° 

13. 设备尺寸 :660×560×850mm

14. 设备重量：50kg

15. 电源：230V/50Hz/0.12KW/0.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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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特点

功能用途

主要技术指标

EXAKT 310CP 硬组织切片机（立式）

1. 可以进行软硬组织不脱钙联合切片，尤其是硬组织不脱钙切片。

2. 可以进行鲜活组织取材，包埋好的样本分切，薄切片切割。 

3. 可进行湿切和干切。可以切割任意形状的样本。

4. 带水冷却双循环装置，带防喷溅防护。

5. 带有可以连接不同形状样本块专用夹具的通用接口。

6. 具有激光线定位指引切割和连续切片定位装置。

7. 完全保持软硬组织、组织与植入物之间原有的组织结构形态不被损坏。

1. 骨科软硬组织联合切片，能够切割鲜活组织和硬组织

（股骨、髋关节、椎体），带植入物（金属、陶瓷、塑料、

矿物质等）的骨组织学样本等。

2. 心脑血管支架切片，结石切片等医学组织切片。

3. 人体、动物器官和躯体解剖组织的塑化薄片切割。

4. 大动物研究。

5. 考古领域的古生物与骨化石研究。

 1. 切割方式：点接触带式切割

 2. 最大横切面：Φ180mm

 3. 最大样本切片：100×50mm

 4. 最小切片厚度：100µm

 5. 切割带速度：10-800m/min

 6. 切削力：1.0-8.0N

 7. 最大切割高度：205mm

 8. 最大切割宽度：165mm

9. 最大切割行程：260mm

10. 切割刀具：金刚石带锯

11. 带锯厚度：0.1-0.3mm

12. 样品弧形摆幅：±7° /±14° /28° 

13. 设备尺寸 :1000×850×1350mm

14. 设备重量：70kg

15. 电源：220V/50Hz/0.22KW/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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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形样本夹具

金刚石带锯

两点固定夹具 切割控制器

定位测量装置

真空吸盘 微型工作台

通用标准夹具 圆形样本夹具

激光定位器

连续切片定位器

大样本横向切割夹具 大样本纵向切割夹具

硬组织切片机

专用各类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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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特点

功能用途

主要技术指标

EXAKT 400CS 硬组织磨片机

1. 非常适合研磨医学硬组织切片。

2. 尤其专用于研磨带有嵌入物（金属、陶瓷、塑料、矿物质等）的医学硬组织切片。

3. 极高的平整度和光洁度。

4. 磨片厚度可设定，磨片力可调节，磨片进程数字显示和自动控制。

5. 安全性好，无噪音。

1. 能够自动化磨片，对磨片过程和样本研磨厚度进行数字化设定和自动测量控制。

2. 可以修饰样本包埋块，为薄片切割做准备。

3. 可以对薄切片进行抛光，达到染色或多种显微分析的要求。

1. 磨片最小厚度：10µm 

2. 磨片最大尺寸：100×50mm 

3. 磨片平台：变速磨盘

4. 样本固定方式：载玻片真空吸附

5. 转速：10-200min-1 

6. 磨盘直径：300mm 

7. 磨片控制方式：电子自动控制 

8. 磨抛介质 : 磨砂纸、抛光纸

9. 磨抛纸直径：270-300mm

10. 冷却方式：水冷却

11. 设备尺寸：800×800mm×600mm

12. 设备重量：90kg 

13. 电源：220V/50Hz/0.15KW/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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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KT 402 平行粘片装置

显著特点

功能用途

主要技术指标

1. E401 压片粘合器是通过抽真空方式固定下载玻片，并靠压片器上部金属块的自重，用套装粘合剂

T4000 将样本粘合在下载玻上。

2. 带有下载玻片的样本包埋块经过修饰平整表面后，再用 E402 精确平行粘片器，通过精确平行压板，

用透明的粘接剂 T7210 在抽真空的条件下粘合上载玻片，紫外光固化压力粘合。

3. 粘接在样本包埋块的上下载玻片的平行度非常高。

1. 该装置以 E402 精确平行粘片器为主，配套 E401 压片粘合器、微型抽真空泵组成。该装置能够完

成将样本包埋块粘接到上下载玻片的工作。

2. 该装置是硬组织切片机或硬组织磨片机必不可少的配套设备。

1. 真空度：7-10mbar 

2. 样本尺寸：76×25mm 、100×50mm 

3. 上下载玻片的平行度：±3μm

4. 电源：220V/50Hz/0.01KW/0.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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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特点

功能用途

主要技术指标

EXAKT 510 脱水浸润仪

1. 可以在负压（抽真空）条件下对软硬组织样本进行梯度脱水和浸润。

2. 低平结构，支撑面大，无极调速，数字显示。脱水和浸润的强度和时间可以调节、控制。

3. 使用专用无毒的 T7200 树脂胶完成样本浸润。树脂胶可以反复使用。

4. 可以六个步骤同时进行，每 2 天完成一批样本。

5. 比常规浸润大约节省 50% 的时间。

6. 树脂渗透完善，浸润彻底。

1. E510 脱水浸润仪由震荡台、真空泵、配有 6 个带有黑色塑料盖（避光和真空保护）的铝制小罐和

10 个带不锈钢内网的医用玻璃缸组成。

2. 用平行摆动震荡的方式，辅助常规梯度脱水和渗透的方法，在抽真空的条件下进行鲜活组织样本

的脱水和浸润。

1. 真空度：7-10mbar 

2. 运动方式：往复

3. 单缸容量：700ml

4. 电源：220V/50Hz/0.01KW/0.2A

5. 真空泵：隔膜真空泵 

6. 最佳震荡速度：40-50 次 / 分钟

7. 环境温度：5-50°C

8. 环境湿度：< 80%

9. 周转直径：30mm

10. 允许震荡承重 ( 含夹具 )：15kg

11. 速度范围：0-300vpm

12. 时间设置范围：1-56min

13. 运行方式：定时和连续运转

14. 设备尺寸：505×350×58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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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特点

功能用途

主要技术指标

EXAKT 520 光固化包埋机

1. 该设备专用于软硬组织样本的树脂包埋和聚合固化。

2. 可以固化较厚的样本；热量对组织的影响最小。

3. 在样本固化期间，温度保持低于 40℃，树脂固化稳定，并具有较高的硬度，气泡和裂隙最少。

4. 有 4 种不同规格的包埋磨具，每种规格标配 20 个。模具可以反复使用。

5. 专用的 T7200 树脂包埋剂，无毒无害。方便使用。

6. 配有可溶解性塑料填充包埋粒料，帮助样本任意位置摆放，还可节省包埋剂用量。

7. 包埋简单方便，聚合固化时间短。

       用于脱水浸透后的不脱钙软硬组织样本的树脂包埋和固化。该装置由包埋模具装置、光固化

上下可调节光源系统、冷却水管和时间控制器等组成。

      将脱水浸润完善的标本置入合适的包埋模具内，放入光固化装置聚合。用白光和蓝光控制聚合。

最多可一次放入 4 个样本。在固化过程中，样本既可以室温冷却也可以水冷却。固化用的光源系

统有白光灯管和紫外光灯管组成，光源和样本之间的距离可调节，可增加光的强度，获得更加完

全的固化。通过时间控制器来自动控制样本的固化时间，从而获得最大的效率。

1. 聚合固化方式：白蓝光交替固化 

2. 固化期间的温度：40℃

3. 用水量：3-4L/h

4. 包埋磨具的最大尺寸：80×50×16mm

5. 固化聚合时间：8-16h

6. 一次最多固化样本数量：4 个

7. 设备尺寸：600×450×400mm

8. 重量：12.5kg

9. 电源：220V/50Hz/0.03KW/0.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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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特点

功能用途

主要技术指标

EXAKT 530  干燥渗透聚合装置（样本修复机）

     该仪器可以在两种方式下操作。通过产生一个真空腔，使湿气从毛细管里排除；在真空度70毫巴下，

附加的 40℃热量也能够引起湿气的蒸发。

首先，使用抽真空和加热的方法移除在切片过程中所产生的湿气。用吸液管吸取 T7200 包埋剂，滴

在样本的表面，真空开关设置在 35 毫巴，打开罩内的蓝光。如果浸润效果特别不好，那么为了使毛

细管里充满树脂，需要反复抽真空和添加包埋剂。固化聚合需要 2 ～ 3 个小时。

1. 该设备需带有加热、紫外光照射和抽真空功能，

用于浸润不完善样本块的再浸透和聚合，还用

于薄切片瑕疵的修复。 

2. 当样品没有被树脂完全渗透时，在磨片和抛

光过程中的水会残留在没有完全渗透的样品

毛细管里。这样当把样本包埋块粘到载玻片上

时，水就被束缚在样品中。这将产生两方面的

影响。首先，水能够影响粘着剂的效果，导致

在磨片的最后阶段薄片和载玻片的分离；其

次，一旦毛细管的另一端暴露在薄片一端，水

的蒸发将导致污垢残留在水蒸发后留下的孔

隙中。

3. 浸润或固化不充分的组织，在样本被初次切片

之后就能够被发现。如果组织里的树脂仍是软

的，那么聚合物的蒸发就会破坏组织。如果样

本固化很充分，但浸润的很不理想，那么残留

的污渍和质量很差的部分就会导致切片质量

问题。一旦在切片之后发现这种情况，那么就

使用 E530 干燥渗透聚合装置（组织样本修复

机）来解决。

1. 真空度：≥ 35mbar 

2. 加热盘预设温度：40℃

3. 固化光源：紫外光

4. 玻璃钟罩：∮ 150

5. 设备尺寸：400×300×190mm

6. 设备重量：16kg

7. 真空泵：隔膜真空泵

8. 电源：220V/50Hz/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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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KT 硬组织切磨系统在医学组织工程研究中的应用

图 2、28 女性下颌骨薄组织切片，显示左侧第
一二磨牙贵金属烤瓷全冠。

图 1、2 毫米厚带有牙齿的上颌骨标本，保留
了第一磨牙上的银汞充填物及上颌窦粘膜。

图 3、IMZ 种植体形成深牙袋下三
分之一与骨结合，甲苯胺蓝染色。  图 4、下颌骨断面显示骨钉及骨结合面。

图 5、牙齿及牙槽骨，红色显示骨小
梁表面，Masson-Goldner 染色。

图 8、局部显示瓷与骨紧密结合。 图 6. 下额骨缺损，Kossa 染色 图 7. 带有牙本质，着色以及附着上
皮的牙齿切片，牙本质表面异位的
釉珠，轻度的上皮下炎症浸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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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髋部横断面显示股
骨干修复体骨化。

图 16、羟基磷灰石与骨的直
接结合。

图 17、与骨组织直接接触的
瓷包裹种植体切片

图 9、带有单荧光和双荧光的骨组织薄切片 图 10、皮质骨薄切片

图 11、股骨薄切片 图 12、胫骨薄切片

图 13、侵蚀骨表面 图 14、类骨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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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KT 硬组织切片机在人体解剖学中的应用

EXAKT 硬组织切磨系统在古生物和骨化石中的应用

      生物塑化技术是德国医学博士哈根斯教授在 1978 年发明的，它解决了困扰解剖学界数百年的难

题，自其诞生以来，从这一技术衍生出了许多应用方法。特别是塑化标本的耐磨耐用及其很高的教

学价值，使其广泛应用于解剖学、生物学、组织学、胚胎学、病理学、法学等学科和领域。

      德国 EXAKT300CP 或 EXAKT310 CP 硬组织切片机可以进行生物塑化切片的切割，经硬化处

理的标本与塑化剂固化为一体，将其固定于硬组织切片机上，分别按水平面和冠状面切割。通过层

层切割，最后可以得到一套完整的组织标本。

      EXAKT 硬组织切磨系统于 2003 年引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多年以来，它

被用于从古鱼类到古人类的化石骨组织的研究，制备出了远比传统方法更加清晰、高质量、非常漂

亮的薄组织切片。

恐龙蛋壳组织 恐龙骨组织

恐龙骨组织结构 微体化石组织 鱼化石鳞片组织

恐龙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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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KT 技术交流与技术服务

      德国 EXAKT 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设有技术服务中心，是中国区域售后服务及技术支持

的唯一机构，负责提供长期的技术咨询、设备安装调试、技术培训、设备维护维修、售后服务。建

有 EXAKT 产品常用备品备件和耗材的库存，备品备件和耗材的种类齐全。同时负责德国 EXAKT

公司国内合作实验室的建立和联络。

参加全国各类专业性展览 与展会专家来宾详细交流

积极参加中华医学会专业委员会学术活动 赞助医学期刊和学术交流

举办硬组织切磨系统技术讲座 公司专家团队实力雄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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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专家授课 国内专家授课 

学员技术交流与国内专家讲评 设备安装维修

德国厂家技术示范培训 用户上机操作

全国硬组织切磨系统应用技术培训班EXAKT 骨组织切磨片技术被编入《骨组织病理解剖学技术》

专家推荐：理论实践经典著作
《骨组织病理学解剖技术》

第十三章：EXAKT 骨组织切磨片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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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KT 中国市场用户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和古人类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口腔研究所

北京 304 医院骨科实验室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中心实验室

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口腔医院口腔研究所

首都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解剖实验室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肿瘤科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实验室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病理科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

中国医学科学院天津放射医学研究所

北京积水潭医院骨科研究所

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骨科实验室

香港伊丽莎白医院

香港玛丽医院

上海交大瑞金医院骨伤科研究所

澎立生物医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交大第九人民医院口腔材料室

上海交大第九人民医院口腔研究所

上海交大第九人民医院骨科实验室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安徽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北京市医疗器械检验所

第三军区大学新桥医院

第三军区大学大坪医院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口腔研究所

天津市天津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口腔医院中心实验室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骨创伤实验室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实验室

广东省中医药大学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广东中山大学附属口腔医学院

广东省骨科研究院骨生物学研究院

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省重点实验室

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病理科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重点实验室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病理科

四川大学生物材料工程研究中心

山东大学口腔医学院省重点实验室

辽宁医学院

中国医科大学口腔医院中心实验室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一院心脏介入治疗实验室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大连医科大学

吉林大学口腔医学院重点实验室

黑龙江省肿瘤医院骨肿瘤科

内蒙古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

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山西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浙江省口腔医院

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学院



数字扫描显微镜 SCAN-OSTEO
• 采用 2/3 英寸制冷 CCD，14bit 输出。

• 采用标准精度达 20nm 的 XYZ 三轴电动平台。

• 创建 0.5um 解析度的 1000 万像素图片。

• 最多可一次扫描 4 张病理切片的 8 个样本。可以扫描多种规格的

病理切片。可扫描培养皿和 96 孔板。

• 可扫描明场、暗场、荧光、偏振光图像。

• 可在 4X、10X、20X、40X 实时放大倍率下进行自动化扫描。

• 用户可根据扫描需求，利用配套软件全自动切换物镜镜头。

• 可设置固定时间间隔自动采集图像

• 可自动对焦自动校正焦距已获取最优图像

• 多种格式的图像输出保存。还可保存为内含矫正信息的 BIF 图像，直接用于分析研究，无需额外校正设置。

• 支持图像的实时分析，同时查看镜下组织切片。提高研究工作的效率。

骨形态学测量分析系统
1. 专业性：骨形态研究专业系统，测量结果国际认可，获得国际华

人骨研究学会推荐。

2. 标准性：系统设计及测量指标全部符合 ASBMR 命名法。软件符

合 GLP( 优良实验室规范 )。

3. 功能性：软件内置数字相机及电动载物台驱动模块，可通过软件

来控制数字相机及电动载物台，连续拍摄采图及高分辨率大图拼

接，最大可得到 1Tb 的大图。全景展示；大图像浏览；连续追踪

样品多个视野。

4. 公式内置：BQ 系统内置国际上流行的动物模型测量模板，可根据您的实验需求自定义模板，同时支持图像

三维重构。OM 系统自动根据测量的数据计算得出结果，可由 2D 推算 3D 参数。使用专用测量列表来自动

计算超过 341 种骨参数。

5. 定性定量研究：医院临床指标及基础应用研究中的所有指标都可测得，其中包括动态指标和静态指标。

6. 所有数据将输出到同一 EXCEL 表格中，方便实验管理。

7. 兼容性强，可分析来自 Micro CT，2D X-ray，扫描仪，相机等不同来源的图像。

8. 界面友好，系统可升级。    

关节炎研究 骨骼表型研究

类骨质研究 肌肉组织研究

软骨细胞研究 植入物研究

癌症肿瘤转移研究 皮质骨结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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