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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EmbryoViewer 软件是一种符合医疗器械法规（欧盟）2017/745 要求的 I 类医疗器械。 

在本用户手册中，“EmbryoScope”即指包括 EmbryoScope D、EmbryoScope +、EmbryoScope 

Flex 以及 EmbryoScope 8 在内的所有产品。 

EmbryoViewer 软件中的所有图像功能对 CulturePro 培养箱的用户不可用。 

该手册中含有关于注释功能的相关图片。根据所用培养箱种类的不同，诊所使用培养皿中的孔的数

量可能与本手册中所示图片有所不同。 

该手册介绍了在没有 Guided Annotation 工具情况下的注释方法。如果您的诊所中安装了 Guided 

Annotation 工具，请参阅另一本介绍 Guided Annotation 的用户手册（详细指南和快速指南），以

获取在此类情形下进行注释操作的相关信息。 

1.1 重要限制与警告 

下列限制与警告将确保符合资质的医务人员能安全正确地使用 EmbryoViewer 软件。按照当地资质

标准，用户必须具有操作该软件的资格，并具有执行软件使用相关程序的资格。用户将 EmbryoScope 

培养箱和 EmbryoViewer 软件结合使用，为进行辅助生育治疗的患者挑选可移植的活力胚胎。 

正确评估和选择待移植的胚胎对于为患者提供成功的治疗至关重要。因此所有使用 EmbryoViewer 

软件的人员必须同意阅读并理解本使用手册，遵守有关使用限制，阅读以下警告，以满足操作 

EmbryoViewer 的资格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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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限制 

• 只有经 Vitrolife 员工培训的合格人员方可使用 EmbryoViewer 软件。 

• 因操作 EmbryoViewer 软件和相关硬件而直接或间接导致患者、操作人员或维护人员发生

任何事故和/或伤害时，用户应立即联系 Vitrolife，予以报告。应将与软件有关的任何严重

事故报告给用户所在会员国的主管当局。 

• 必须控制对 EmbryoViewer 软件的访问权限，仅允许有资质且经过培训的人员进行操作使

用。未经培训的人员可能会无意更改胚胎的注释或选择，因此必须将 EmbryoViewer 软件

安装在患者或公众无法接触的安全地点。 

• 虽然 EmbryoScope 或 CulturePro 培养箱有助于安全处理和获取有关特定治疗中的胚胎信

息，但若要确保所选择并移植的胚胎属于正确的患者，该培养箱只能起到补充作用，绝不

能替代适当的安全措施。每一次转移胚子和胚胎时，所有标记和身份确认操作都必须坚持

采用标准流程。 

• EmbryoViewer 软件接收到的关于 EmbryoScope 或 CulturePro 培养箱的性能数据并不能

替代对培养箱的实际监测。因此必须通过对 EmbryoScope 或 CulturePro 培养箱本身的管

理来定期检查 EmbryoScope 或 CulturePro 培养箱的性能。 

• 只有在 EmbryoViewer 软件所安装国家之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方可开启数据上传。 

• 诊所应全权负责确保在向 Vitrolife 上传数据时遵守所有当地法规和条例，并且需告知患者

已上传此类数据。 

• 数据仅以匿名形式上传到 Vitrolife。 

 

警告 

• 只有经过培训的人员方可操作 EmbryoScope 或 CulturePro 培养箱。只有经过培训的人员

可以注释和选择胚胎，因为未经适当培训的人员可能会无意或有意地更改已选择的待移植

胚胎。 

• 在将胚胎从培养皿转移到移植导管前，必须确认所选胚胎的身份。装载移植管时，显微镜

下所见的胚胎外观必须与实验室数据报告中该胚胎的最后一张采集图像相符合。实验室数

据报告中的患者 ID 和患者姓名与培养皿标签以及移植管标签上的 ID 和姓名必须一致。 

• 必须定期备份图像和患者数据。诊所应全权负责将数据备份至安全的外部硬盘。

EmbryoViewer 软件不随附任何集成的备份功能。 

• 用户必须确保在计算机上安装了防病毒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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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 在 Compare & Select (比较与选择) 页面中应用模型计算胚胎分数时，得分最高的胚胎将

是最符合该模型特定要求的胚胎。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胚胎就是最适合用于移植的胚

胎。用户必须在评估所有相关胚胎的质量之后，再决定所要移植的胚胎。 

• 在临床应用前，应始终由使用该模型的诊所对模型进行验证。 

 

安装与维护 

• 只有经 Vitrolife 认证的人员方可安装、检查和调整 EmbryoViewer 软件。 

• 应将安装有 EmbryoViewer 软件的硬件存放在经 Vitrolife 认证的人员指定的位置，并且只

能由此类认证人员或经明确书面授权的人员进行移动。 

 

保密性 

• 本手册提供的所有姓名和治疗数据纯属虚构。 

1.2 预期用途 

EmbryoViewer 是一个软件包，与作为生育治疗手段一部分的培养箱配套使用。 

1.3 使用说明 

EmbryoViewer 软件可监控所有已连接的 EmbryoScope 和 CulturePro 培养箱的培养信息，用于显

示和比较由 EmbryoScope 培养箱生成的图像。该软件具有用户注释功能以及自定义建模功能，这

样用户便可以捕捉胚胎发育参数信息，并将这些信息进行整合分析，依此来辅助胚胎的挑选工作。

EmbryoViewer 软件并不能控制 EmbryoScope 和 CulturePro 培养箱中的任何硬件组件。 

1.4 目标用户 

接受 Vitrolife A/S 认证讲师培训的 IVF 诊所的胚胎学家、其他实验室人员和诊所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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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临床受益 

作为医疗器械的附件，EmbryoViewer 软件提供了间接的临床受益，即可以有效评估和改进在连接到

系统的培养箱中培养的胚胎的选择，从而支持： 

 

• 提高着床/妊娠率 

• 降低流产率。 

1.6 拟议的解决方法 

有关软件中任何已知异常和局限性以及建议的解决方法的详细信息，请另参阅 Vitrolife 提供的相关

说明材料。 

1.7 最低硬件要求 

EmbryoViewer 软件必须安装在符合以下最低要求的计算机上： 

 

• Microsoft Windows 

• Intel Core i5 四核处理器 

• 3 GB 内存 

• 100 GB 硬盘 

• 能够显示 1920 x 1200 像素分辨率的显卡 

• 千兆位局域网连接 

• 鼠标 

• 滚轮 

• 键盘 

• 24 英寸 LED 显示屏，支持 1920 x 1200 像素分辨率 

• 符合 IEC 61010-1 和 IEC 61326（或同等规范）标准的要求。 

 

经 Vitrolife 认证的人员将对设备进行设置并安装软件且对参与设备日常使用的人员提供培训。由经 

Vitrolife 认证的人员提供培训和指导，并负责安装 EmbryoScope 或 CulturePro 培养箱和 

EmbryoViewer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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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备份 

警告 

• 诊所应全权负责将图像和患者数据备份到安全的外部硬盘。诊所可以自行决定使用以下的

几种数据备份方式：集成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中的备份程序、脚本或外部备份工具。 

 

诊所应全权负责确保所有数据的储存安全，并选择一个定期备份诊所数据的程序。因此，您应该安

装一个适当的备份程序。 

建议您进行每日备份。 

1.9 一般网络安全建议 

建议并希望用户采取以下措施来降低网络安全风险，以确保设备在预期的用户环境中能够按设计工

作： 

 

• 确保对人员进行适当的网络安全意识培训 

• 防止未经授权的用户对设备进行物理访问 

• 使用强密码（至少八个字符，包括大写和小写字母、数字和至少一个特殊字符）。 

 

用户一旦发现网络安全漏洞事件或任何可疑的安全事件，必须立即通知 Vitrolife A/S。 

有关如何减少网络安全风险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Vitrolife 提供的关于该主题的单独指南。 

 

2 EmbryoViewer 软件的一般说明 

EmbryoViewer 软件提供： 

 

• 单个胚胎的高分辨率时差图像 

• 辅助用户进行胚胎挑选的胚胎注释工具 

• 检查培养条件详情：例如温度和气体条件 

• 导出用于统计分析的数据 

• 支持与 ES server 集成。  

 

EmbryoViewer 软件必须与 ES server 结合使用才能访问任何数据库。ES server 是 Vitrolife 的单独

的一个产品，其用途是作为中央数据存储单元。该中央单元可使所有连接至相同数据库的用户对同

一数据进行查看和更新操作。如需了解更多关于 ES server 的信息，请联系 Vitro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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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ryoViewer 软件不能进行任何诊断，仅显示所连 EmbryoScope 和 CulturePro 培养箱中的采集

数据以及用户录入的数据信息。EmbryoScope 和 CulturePro 培养箱所采集的数据包括胚胎图像、

培养信息、警报信息、日志文件以及设备运行的其他相关参数。 

EmbryoScope 和 CulturePro 培养箱为胚胎发育提供了一个温度、CO2（及其他气体）可控的培养环

境。EmbryoScope 培养箱具有用于胚胎观察的集成倒置显微镜和成像系统。设备使用时间一般为 5 

天（120 小时），包括自授精操作结束至其后的 5 天时间。 

 

注意 

• EmbryoViewer 软件不会控制 EmbryoScope 和 CulturePro 培养箱中的任何硬件组件，因

此不会影响胚胎的培养。如果 EmbryoViewer 软件出现故障或关闭，例如停电，

EmbryoScope 或 CulturePro 培养箱将继续运行并保存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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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导航面板中菜单及功能的概览 

EmbryoViewer 软件中的主要导航工具是位于屏幕左侧的导航面板。导航面板由多个主菜单组成，每

个菜单包含一项或多项功能（命令按钮）。 

 

 

  

培养箱中治疗项目的概览。 

参见第 3 节。 

所有患者、患者详情和治疗概览。 

参见第 4 节。 

关于培养皿和报告的详情。 

参见第 5 节。 

关于培养皿、患者和质控数据库的数

据。 

参见第 6 节。 

数据导出、用户角色、Compare & Select 

(比较与选择) 模型设计等相关功能的设置。 

参见第 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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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各种 ID 之间的相互关联 

EmbryoScope 和 CulturePro 培养箱以及 EmbryoViewer 软件提供的数据均包含 ID。本节内容对这

些 ID 进行了描述，同时通过以下插图显示了患者 ID、治疗项目 ID、培养皿 ID、培养孔 ID 及胚胎 

ID 之间相互关联的概览： 

 

 

 

关于如何将培养皿 ID 与治疗项目 ID 相关联的信息，请参见第 4.2.1.4 节。 

 患者姓名和 ID 

您可以通过 EmbryoScope 培养箱或 CulturePro 培养箱或 EmbryoViewer 软件将患者姓名和 ID 号添

加到患者文件中。 

如果您在 EmbryoScope 或 CulturePro 培养箱中加载了一个新的培养皿，那么将在 EmbryoScope 或 

CulturePro 培养箱中创建一个新的患者并添加相关信息。您也可以预先在 EmbryoViewer 软件中注

册新患者，然后再向 EmbryoScope 或 CulturePro 培养箱中加载培养皿。随后患者与治疗信息将自

动关联。 

 

 

 

 

 

治疗项目 ID 治疗项目 ID 治疗项目 ID 

培养皿 ID 

培养孔 ID 和胚胎 ID 

患者姓名和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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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疗项目 ID 

每个患者都可以有一个或多个相关的治疗项目，且每个治疗项目均可与一个或多个培养皿中的数据

相关联。所有在 EmbryoScope 或 CulturePro 培养箱中新注册的治疗项目都将被相应命名。您可以

在 EmbryoScope 或 CulturePro 培养箱和 EmbryoViewer 软件中重新为治疗项目命名。建议确保每

个治疗项目都有一个唯一的名称。这将使得一些列的治疗项目相互之间更容易得以区分。 

在 EmbryoViewer 软件和 EmbryoScope 或 CulturePro 培养箱中均可以创建和编辑治疗项目。请参

见第 4.2.1 节。 

 培养皿 ID 

每个培养皿均带有一个唯一的编号，该编号由两个字母（AA、AB、AC）、培养皿放入 

EmbryoScope 或 CulturePro 培养箱的日期、培养皿序号以及培养箱的唯一序列编号组成。 

 培养孔 ID 

培养皿中每个孔的编号均含有两个字母标识（AA、AB、AC 等），这些字母表示该培养孔属于哪个

培养皿，编号中的数字则用以标识胚胎所在的孔位。例如，AA-1 表示第一个培养皿中的第一号孔，而 

AB-3 则表示第二个培养皿中的第三号孔。 

 胚胎 ID 

每个胚胎都有一个 ID 号，当在 EmbryoScope 或 CulturePro 培养箱中添加培养皿时，这个 ID 号将

会自动生成。 在 Patient Details (患者详情) 页面、Report (报告) 页面均会显示胚胎 ID 信息，而且

在 Compare & Select (比较和选择) 页面中点中某个培养孔 ID 时，胚胎 ID 也会显示在页面底部所

示图像的蓝色标题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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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颜色说明 

EmbryoViewer 软件用不同的颜色标记页面上的按钮或边框，以此指示它们是否可用、激活或禁用。 

 

 
深蓝色：表示按钮或边框可用，但未激活。 

 
浅蓝色：按钮或边框已激活。 

 
灰色：表示按钮已被禁用，当此功能可用时显示为深蓝色。 

 

下图是已激活边框的示例（边框指页面上的方框，其中包含其他页面元素，如胚胎图像)。 

选择某个胚胎图像后，例如，您想注释该特定胚胎，图像边框将显示为浅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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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用户登录 

EmbryoViewer 软件的所有用户在登录时均需要使用用户名和密码，在启动软件时和闲置一段时间自

动登出后均必须使用用户名和密码进行登录。 

用户从以下界面登录： 

 

 

 

如果您连续四次输入错误的用户信息，屏幕将会锁定 60 秒。此阶段后屏幕会解锁，您可以再次尝试

登录。 

除了输入密码外，所有用户还需指出要连接到哪个数据库。您的诊所中可能具有多个可用的数据库。 

如果在尝试登录时未连接到所选数据库，您将看到以下消息： 

 

 

 

检查您在登录时是否选择了正确的数据库。如果答案为是，应该联系系统管理员报告该问题。可能

需要重新启动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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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数据编辑时，也可能发生与数据库的连接断开。然后您将返回至“登录”界面，界面上会提

示您已断开连接： 

 

 

当数据库连接恢复时，您也会收到相应的提示信息。您现在可以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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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并行用户 

由于 EmbryoViewer 软件和 ES server 的整合，可以在多个用户之间共享数据。但是，共享数据时，

可能会出现多个用户同时编辑同一数据，或者某位用户看不到数据最近更新的情况。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当多个用户同时查看相同的患者数据时，EmbryoViewer 软件将发出一个警告。

当出现这种情况时： 

 

• 一个或多个用户所做的更新可能会被其他用户的更新所覆盖。 

• 一个或多个用户可能查看过时的信息。 

 

下面是可能出现的情况： 

 

• 情况 1： 

用户 1 拥有“阅读”权限，用户 2 也拥有“阅读”权限，或者 

用户 1 拥有“阅读”权限，但用户 2 拥有“编辑”/“管理”权限： 

这种组合不会出现损害数据或其中某位用户可能查看过时信息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不会

发出警告。 

 

• 情况 2： 

用户 1 拥有“编辑”/“管理”权限，用户 2 也拥有“编辑”/“管理”权限： 

此种情况存在两个用户同时更新数据的风险。这意味着最后单击 Save（保存）按钮的用户

将覆盖另一个用户刚刚更新的内容。 

 

仅在情况 2 中，即其中一个或多个用户拥有更新数据的权限（即使其中一个用户仅打算查看数

据），发出以下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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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点击 OK（确定）时，当前页面顶部将显示另一个警告，通知用户其他哪些用户当前也在使用相

同的患者数据。警告将一直停留在页面上，直到其中一个用户不再查看数据： 

 

 

 

对于此类用户，应该予以沟通以决定当前谁将编辑数据。这是一个需要由人工来完成的过程。不会

有用户被自动注销以处理此种情况。 

如果所有登录的用户均只有“阅读”权限，则不会显示任何警告或消息，因为这不会产生任何不必

要的负面影响。 

2.6 记录数据的更改 

EmbryoViewer 软件不会保留关于数据更改的日志记录。但是如果用户对 QC 状态进行了任何更改，

或者在 View Slide (查看培养皿) 页面、Annotate (注释) 或 Incubation (培养条件) 页面上进行了任

何更改，且对这些更改进行了保存，则编辑人的用户名以及（对于 View Slide (查看培养皿) 和

Incubation (培养条件) 页面）最后更改日期将被显示在该页面上。 

2.7 许可证 

所有运行 EmbryoViewer 软件的计算机均需要安装许可证。许可证决定了可以使用软件中的哪些功

能。 

如果许可证丢失或失效，您将无法登录软件。这将显示一条消息，通知您许可证存在问题： 

 

 

 

如果看到该消息，请联系系统管理员或 Vitrolife 支持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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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unning (运行) 菜单 

可以在 Running (运行) 菜单打开 View Running (查看运行) 页面。在此页面上，您可以检查当前连

接 EmbryoViewer 软件的 EmbryoScope 或 CulturePro 培养箱中正在运行的治疗项目。也可以搜索

特定的患者或治疗项目。 

3.1 View Running (查看运行) 页面 

 

 

 

 

 

用以搜索特定患者或治疗项

目的搜索引擎 

所有接入到 EmbryoViewer 软件的培养箱（设备编号以

及培养箱中当前正在运行的培养皿的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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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 Running（查看运行）页面显示连接 EmbryoViewer 软件的所有 EmbryoScope 和 CulturePro 

培养箱中当前运行的培养皿。在标题行使用不同的图标和颜色表示每种培养箱类型： 

 

 

 

 

 

将显示以下信息： 

 

• 关于每个已连接 EmbryoScope 和 CulturePro 培养箱中所有正在运行的培养皿的数据。 

• 每位患者的姓名、ID 以及授精后的培养天数。D0 即为授精之日。 

• 每个已连接的 EmbryoScope 或 CulturePro 培养箱的当前培养条件（培养温度和气体浓度）。 

• EmbryoScope 或 CulturePro 培养箱的状态。 

• 从 EmbryoScope 或 CulturePro 培养箱中最近一次读取数据的时间。 

 

如果 ES server 硬盘的可用空间不足，则培养箱信息上方将显示警告（请参阅第 7.9 节）。如果您

看到该警告，请联系 Vitrolife 以获得支持。 

您可以使用 View Running (查看运行) 页面右下角的搜索引擎来搜索特定的患者或治疗项目。 

 

 

 

单击 Running（运行）菜单中的 View Running（查看运行）按钮可关闭搜索结果并返回到概览界

面。  

CulturePro：  

浅灰色 

EmbryoScope+：  

蓝色  

EmbryoScope Flex：  

深灰色 

EmbryoScope D:  

蓝色  

EmbryoScope 8：  

浅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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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运行的培养皿 

如需显示某个正在运行的培养皿的相关信息，请点击该培养皿条目。应用程序将立即显示该培养皿

的概况。 

请注意，正在运行的培养皿的信息不会在 View All Slides (查看所有培养皿) 和 Instrument (仪器) 

页面显示。这些页面上仅显示运行结束的培养皿。 

 警报状态 

如果 EmbryoScope 或 CulturePro 培养箱发出警报，所对应参数的标题栏将变为红色。 

 

 

 

如需检查警报所涉及的参数，请单击 View Running（查看运行）按钮。红色长条提示警报是否与温

度、CO2或 O2有关，或者警报表明 EmbryoScope 或 CulturePro 培养箱与 EmbryoViewer 软件是否

断开连接。在此情况下，应用程序将显示上一次读取数据的时间。 

 

 

 

关于如何处理 EmbryoScope 或 CulturePro 培养箱警报的详细信息，请查阅 EmbryoScope 或 

CulturePro 培养箱随附的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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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引起警报的参数恢复到可接受范围之后，EmbryoScope 或 CulturePro 培养箱的警报将停止，该

参数的标题栏及其在培养箱界面上对应按钮的颜色均将变为黄色。这种颜色表明曾经有过过警报。 

 

 

 

 

 

重置 EmbryoScope 或 CulturePro 培养箱中的警报后，该参数的标题栏及其在培养箱界面上的按钮

的颜色将由黄色变为灰色，这是默认的颜色。 

 

4 Patients (患者) 菜单 

您可以在 Patients (患者) 导航区中打开 View All Patients (查看所有患者) 和 Patient Details (患者

详情) 页面。您可以在这些页面浏览所有可查看的患者和治疗项目详情。当您在 View All Patients 

(查看所有患者) 页面中突出显示了某一位患者时，导航面板的 Patients (患者) 菜单将显示出该患者

的姓名以及 ID 信息。 

4.1 View All Patients (查看所有患者) 页面 

View All Patients (查看所有患者) 页面列出了数据库中的所有患者。 

可以通过点击每一列表头定义数据的排序方式。双击某一患者的数据行打开 Patient Details (患者详

情) 页面。 

 创建或删除某位患者 

单击 Delete（删除）按钮，将删除所有与当前突出显示的患者相关的数据，但前提是该患者没有任

何关联的时差数据。如果单击 New（新建）按钮，将创建一个新患者条目，并可以将其与特定的时

差数据文件或治疗项目 ID 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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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任何培养皿装入 EmbryoScope 或 CulturePro 培养箱之前，均可在此页面创建新患者条目。您

可以在 EmbryoScope 或 CulturePro 培养箱上将创建的治疗项目数据与患者相关联。 

 

警告 

• 如需为已保存过的患者条目添加新的治疗项目，在 EmbryoScope 或 CulturePro 培养箱上

选择正确的患者 ID 至关重要。 

4.2 Patient Details (患者详情) 页面 

Patient Details (患者详情) 页面为您提供了关于患者、治疗项目和培养皿以及移植结果的详细信息。 

 

 

 

该页面上部提供了在所有治疗项目中通用的一般患者信息，例如患者的出生日期和 BMI。如果您以

前使用过较早版本的 EmbryoViewer 软件，仅在其中注册了患者的出生年份和月份，则将自动转换

现有数据。由于软件不知道确切的日期，因此在您选择正确的日期并保存数据之前，Date of Birth

（出生日期）字段旁边将显示确认日期的通知。您可以在不确认出生日期的情况下进行其他更改，

但是该通知将一直保留到您确认为止。 

Patient Comments（患者备注）字段为自由文本字段，其中您可输入与患者相关的备注。如果相

关，您可从 Diagnosis（诊断）下拉列表中选择一种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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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患者信息下的页面包含两个标签栏：Treatment (治疗) 和 Transfer (移植)。在这两个标签栏中

显示的是关于特定培养皿或治疗项目的信息。 

 Treatment (治疗) 标签栏 

您可以在 Treatment (治疗) 标签栏中输入有关特定治疗项目的信息。 

标签栏上部是与治疗相关的信息，例如药物，而其下部是与该治疗所相关连的培养皿以及授精时间

和授精方式等信息。 

 

 

 

All Treatments（所有治疗项目）框显示患者的治疗项目列表。您可在 Treatment Comments（治

疗项目备注）字段中为所选的治疗项目添加备注。如果已执行非整倍体植入前基因检测 (PGT-A) 或

单基因病植入前基因检测 (PGT-M)，请选择 PGT-A / PGT-M 复选框。 

点击 New Treatment（新的治疗项目）按钮，在 EmbryoViewer 软件中创建一个新的治疗项目。在

显示的对话框中输入一个治疗项目 ID，并点击 OK（确认）。所有在 EmbryoScope 或 CulturePro 

培养箱中新注册的治疗项目都将被相应命名。可以通过点击 Rename Treatment（重命名治疗项

目）按钮来对治疗项目进行重命名。您可以在 EmbryoScope 或 CulturePro 培养箱上添加或重命名

治疗项目，但只能在 EmbryoViewer 软件中填写或更改治疗详情。 

点击 Print Barcode Label（打印条形码标签）按钮，打印一个或多个培养皿的条形码。如果您想重

新打印目前已在运行的一个培养皿的条形码标签，请点击 Reprint Barcode Label（重新打印条形

码标签）按钮。如果您更改了患者的姓名或 ID，更改了治疗项目的名称或将一个现有培养皿移至另

一个治疗项目，则该功能可能相关。在此情况下，已打印的条形码标签将会失效，不再适用于培养

箱。 

灰色下拉列表包含了无法编辑的预定义值。仅可在白色的下拉列表和信息框中输入新信息。之前输

入的用户自定义值将被保存，随后即在可编辑栏中进行点选，以便于在以后的会话中轻松快速地重

复使用。例如，您可以在 Settings (设置) 页面的 Brands (品牌) 标签栏中创建药物品牌和培养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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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将其作为用户自定义值。但是即使存在预定义值，您仍然可以在这些信息框中输入其他任何

您需要的品牌名称。 

4.2.1.1 Medication (药物) 分组框 

在 Medication（药物）分组框中，您可以输入在此治疗中为患者所使用药物的相关信息。您可能想

输入例如关于药物治疗方案、药物品牌、扳机类型和卵泡刺激素 (FSH) 总剂量等信息。分组框还包

含一个复选框以及一个自由文本框，在前者中您可以标示出是否开出过促黄体生成素 (LH) 补充剂，

在后者您则可以在其中输入与药物相关的任何备注。 

4.2.1.2 Oocyte (卵母细胞) 分组框 

在 Oocyte（卵母细胞）分组框中，您可以输入有关卵母细胞的信息，即卵母细胞来源（自体、供

体、其他）、卵母细胞历史（鲜胚、解冻、其他）和获取的卵母细胞数量。如果将来自相同治疗项

目的胚胎亦在标准培养箱中培养，则应在 Sibling Embryos in Standard Incubator (同胞胚胎在标

准培养箱中的培养) 信息框中加以注明。您可在 Oocyte Comment（卵母细胞备注）字段中输入与

卵母细胞相关的任何备注。 

4.2.1.3 Culture (培养) 分组框 

在 Culture（培养）分组框中，您可以输入关于胚胎培养条件的信息，即培养液液类型、第一培养液

品牌和第二培养液品牌。您还可以说明培养过程中是否进行了换液操作培养液，并在 Culture 

Comment (培养备注) 信息框中输入关于培养条件的任何相关备注。 

4.2.1.4 培养皿和胚胎信息 

与特定治疗项目相关的所有培养皿均可在 Treatment (治疗) 标签栏左下方的 Slide(s) in Treatment 

(治疗项目相关培养皿) 列表框中显示。 

 

 

 

以蓝色高亮标记的培养皿 ID 所对应的相关信息会显示在 Treatment (治疗) 标签栏的下方位置。当

在 Slide(s) in Treatment (治疗项目相关培养皿) 列表框中选择不同的培养皿 ID 时，将更新 

Treatment (治疗) 表格下方的信息，以显示所选培养皿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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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 如果要添加一个新的培养皿，在 EmbryoScope 或 CulturePro 培养箱上选择正确的患者 ID 

至关重要。 

 

在 Slide Treatment ID (培养皿治疗项目 ID) 下拉列表中，可以将培养皿与现有的治疗项目关联起

来。 

 

 

 

Slide Description（培养皿说明）框是一个自由文本字段，您可在其中输入培养皿的相关说明。您

可从 Slide Type（培养皿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培养皿的类型。 

Treatment (治疗) 标签栏的右下方列出了特定胚胎的相关信息：Well (培养孔)、Embryo ID (胚胎 

ID) 和 Decision (决定)。如果需要，您可以在 Embryo Description (胚胎说明) 栏中为每个胚胎添

加自定义描述信息。 

4.2.1.5 Insemination (授精) 分组框 

位于 Treatment (治疗) 标签栏下方中间位置的 Insemination (授精) 分组框显示有授精日期、授精

时间以及授精方式等相关信息。 

授精日期和授精时间信息源自 EmbryoScope 或 CulturePro 培养箱。当您在 EmbryoScope 或 

CulturePro 培养箱上启动一个新的培养皿时，还需要录入授精时间信息。如果录入了错误的时间，

可以在终止 EmbryoScope 或 CulturePro 培养箱中的培养皿后，手动进行更改。 

您还可以录入受精方式信息，以及相关自定义备注信息。 

 

注意 

• 输入准确的授精日期和时间非常重要，因为诸如细胞分裂等现象的时间点的定义将与之息

息相关。 

 

注意 

• 更改授精日期和时间并单击 Save（保存）按钮，将覆盖之前在 EmbryoScope 或 

CulturePro 培养箱中录入的日期和时间。只能通过从 EmbryoScope 培养箱重新导入原始

数据文件来恢复最初的数据信息。 

• 请注意，EmbryoScope 或 CulturePro 培养箱中的原始数据文件将被定期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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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fer (移植) 标签栏 

您可以在 Transfer (移植) 标签栏中对患者的移植信息进行查验和输入。打开该标签栏，将会看到在

Compare & Select (比较和选择) 页面中决定的相关移植数据。屏幕左侧的 All Transfers（所有移

植）框列出了对患者执行的所有移植操作。如果您想删除所选的移植操作，请点击 Delete Transfer

（删除移植操作）按钮。 

 

 

4.2.2.1 Transfer Details (移植详情) 分组框 

您可以在 Transfer Details (移植详情) 分组框以及分组框右侧的表格中核验胚胎的移植日期，以及

是否为鲜胚移植或冻胚移植。 

Transfer Type (移植类型) 区域所显示为只读信息，因为它们源自您决定进行鲜胚移植还是解冻胚

胎移植的 Compare & Select (比较和选择) 页面（（请参阅第 5.4.3、5.4.4 和 5.4.5 节）。 

如果相关，您可以在 Embryos from Other Sources (其他来源胚胎) 处选择相应的胚胎数量，并在

Transfer Comment (移植说明) 处填写相关的自定义说明。 

4.2.2.2 FET Stimulation (FET 刺激) 分组框 

您可以在 FET Stimulation (FET 刺激) 分组框中指定所采用的药物治疗方案并输入相关自定义说明。 

4.2.2.3 Transfer Media (移植培养液) 分组框 

您可以在 Transfer Media（移植培养液）分组框中，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使用的移植培养液

（EmbryoGlue 或 Other（其他）），然后 在 Transfer Media Comment（移植培养液备注）字段

中输入任何相关备注，例如，如果选择 Other（其他），则输入使用的培养液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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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4 Outcome (结果) 分组框 

在 Outcome (结果) 分组框中，您可以输入治疗结果的相关信息，即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HCG) 检

测结果（无论是否出现流产）、妊娠囊数、观察到的胎心搏动数或活产婴儿数。您可以根据需要任

意填写结果相关的备注说明。 

 保存患者详情 

单击 Save（保存）按钮，页面中所有与患者相关的信息的更新即得到保存。 

 

5 Slides (培养皿) 菜单 

可以从导航面板的 Slides (培养皿) 菜单中打开 View Slide (查看培养皿) 页面。该页面显示指定培

养皿中全部胚胎的时差信息的概览。 

5.1 View Slide (查看培养皿) 页面 

单击 View Slide（查看培养皿）按钮，显示此特定培养皿中所有胚胎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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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胚胎发育的时差图像 

您可以在 View Slide（查看培养皿）页面上同时查看培养皿中所有胚胎的时差图像。如果只想查看

某个特定胚胎的时差图像，则可以在 Annotate（注解）页面查看。以下各节描述的播放选项可在两

个页面上使用。 

5.1.1.1 使用转轮鼠标 

您可以使用转轮鼠标查看胚胎随时间发育的过程顺时针旋转滚轮可前进播放胚胎的视频，逆时针旋

转可后退播放视频。请切记根据需要更换滚轮中的电池。 

分裂图表上的黑色箭头指示当前图像相对于完整视频的位置。 

5.1.1.2 使用导航按钮 

如需查看胚胎如何发育的时差视频，除了使用滚轮，还可以使用页面底部的导航按钮： 
 

 
 

• 单击 即可显示时差图像序列中的上一帧图像。 

• 单击 即可播放培养皿中所有胚胎的时差视频。再次单击同一按钮，新的按钮 将出

现，视频将暂停。 

• 单击 即可显示时差图像序列中的下一帧图像。 

• 使用 Film speed（视频速度）下拉列表可以指定您认为合适的视频速度。 

5.1.1.3 使用鼠标 

如果您习惯使用鼠标来指定要显示的图像，请将指针放在分裂图表中所选的位置上，然后单击即可。 

5.1.1.4 使用键盘 

按下键盘上的右方向键或左方向键即可将时差序列中的某个图像分别向前或向后移动。如果想查看

特定的详细信息，此种方法将很有用。 

 

 
 

按住 Page Up （向上翻页）或 Page Down （向下翻页）键可以高速前进或后退播放视频，然后按

空格键可以随时开始或停止播放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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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不同的焦平面 

可通过 EmbryoScope 培养箱查看多个焦平面上的胚胎图像。在每个图像的右侧，您会看到一条纵

向的刻度线。该刻度线表示当前显示的图像堆栈（组合在一起的图像集合）。刻度线上的蓝色滑块

所在位置表示所示图像的焦平面位置。 

 

 

 

如果想要切换显示不同焦平面上的胚胎图像，请向上或向下移动蓝色滑块。如果在滑块的上方（或下

方）进行点击，EmbryoViewer 软件将切换显示当前焦平面上方（或下方）的一个焦平面上的图像。 

您也可以将光标放在图像上，按键盘上的向上或向下方向键，分别向上或向下切换焦平面。最后，

您可以使用鼠标上的滚轮向上或向下滚动，以查看各个焦平面上的图像。 

 

 

 

分裂图表上的颜色代码为： 

 

• 绿色：1、2、4 和 8 细胞阶段 

• 黄色：3、5、6 和 7 细胞阶段 

• 蓝色：M（桑椹胚）、B（囊胚）、EB（扩张囊胚）、HB（孵化囊胚） 

• 红色：发育停滞。 

 

例如，分裂图表可能看起来像这个样子： 

 

 

分裂图表中的黑色垂直线表示细胞分裂的时间。 

设置焦平面 

分裂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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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胚胎选择按钮 

    

 

 

    

 

用于标记所选胚胎的按钮见图像下方的面板： 

 

 

 

• 按钮用于标记选择的待移植鲜胚。所选待移植鲜胚胎的图像将以绿色背景或框显示。 

• 按钮用于标记选择的待冷冻胚胎。所选待冷冻胚胎的图像将以蓝色背景或框显示。 

• 按钮用于标记选择的待移植冻胚。所选待移植冷冻胚胎的图像将以紫色背景或框显示。 

• 按钮用于标记待免选的胚胎。所选待作废胚胎的图像将以红色背景或框显示。 

• 按钮用于标记待定的胚胎。目前无法做出决定的胚胎的图像将以黄色背景或框显示。 

 

例如，当单击 按钮时，（ ）图标将跟随光标移动。这表示“鲜胚移植”选择工具被激活。您

现在可以通过在胚胎图像上进行点击来对一个或多个待移植的新鲜胚胎进行标记。所选图像将以绿

色背景或框显示。如需使光标恢复正常使用，请再次点击鲜胚移植工具按钮。其余四个按钮的使用

方法同上。 

您还可以在 Compare & Select (比较与选择) 页面中查看或更改您的选择（请参见第 5.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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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关于培养皿的信息 

 

 

在 View Slide（查看皿）页面底部，您可在 Annotation Status（注释状态）字段中输入培养皿的

注释状态（Not checked [未检查]、In progress [进行中] 或 Annotated [已注释]），并在

Annotation Comment（注释备注）字段中输入注释备注。 

 保存您的更改 

如需保存在 View Slide（查看培养皿）页面更新的信息，请单击 Save（保存）按钮。如果在保存数

据之前试图对页面信息进行更改或者离开页面，则会出现一个对话框，提醒您在继续操作前是否需

要保存更改。 

 选择胚胎进行注释 

在 View Slide (查看培养皿) 页面上，单击胚胎图像即可选择胚胎。图像左侧的深蓝色条带将变为淡

蓝色以高亮显示。您最多可以选择三个图像，以便随后显示在 Annotate (注释) 页面（如果使用 

Guided Annotation，则此功能将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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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Timeline (时间轴)页面 

如果单击 Timeline（时间轴）按钮，将在预定义的时间点显示特定培养皿中的胚胎。 

Timeline (时间轴) 页面为您提供了培养皿中所有胚胎的快速预览。您可以通过双击方式对其中任一

张较小的胚胎图片进行放大浏览。 

 

 

 在 Timeline (时间轴) 页面选择胚胎 

用于标记胚胎是否应该被移植（冻胚或鲜胚）、冷冻、免选或进一步观察的五个胚胎选择按钮也会

在 Annotate (注释) 和 Compare & Select (比较与选择) 页面显示（请参见第 5.3 节和第 5.4 节）。 

 

 

 

按钮用于标记待免选的胚胎。标记的胚胎将以红色背景或框显示。如果要隐藏这些胚胎并仅显

示其余的胚胎，请选择 Don’t Show Avoided（不显示作废胚胎）复选框。 

单击 Save（保存）按钮即可保存您选择的胚胎。如果在保存更改之前试图更新或离开页面，则会出

现一个对话框，提醒您在继续操作前是否需要保存更改。 

还可以在 EmbryoViewer 软件中的 Compare & Select (比较与选择) 页面查看和更改您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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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Timeline (时间轴) 页面查看各个焦平面 

如需查看图像的各种焦平面，将光标放在图像上（无需单击图像），然后通过转动鼠标滚轮来切换

焦平面。如果您已经双击了图像将其放大，也可以使用键盘上的向上和向下方向键来实现切换焦平

面的功能。 

 

 

 形态学评级 

在每列图像上方的标题框中，您可以根据当前可查看的胚胎信息为每个胚胎进行形态学评级。此评

级结果也将显示在 Annotate（注解）和 Compare & Select（比较与选择）页面。如果使用 Guided 

Annotation 工具，评级结果将仅显示在 Annotate（注解）和 Compare & Select（比较与选择）页

面（如果注解策略中包含该选项）。 

 

 

5.3 Annotate (注释) 页面 

本节介绍了无 Guided Annotation 工具情况向的的注释方法。如果您的诊所中安装了 Guided 

Annotation 工具，请参阅单独 Guided Annotation 用户手册（详细指南和快速指南）中提供的 

Annotate (注释) 页面描述。 

当在 View Slide（查看培养皿）页面或 Timeline（时间轴）页面选择了 1 -3 个胚胎时，Annotate

（注解）按钮将被激活。 

您还可以在时间轴页面顶端处任一列图像上方的标头进行双击，从而在 Annotate (注释) 页面将指

定的胚胎分析页面打开。可以在 Annotate (注释) 页面对胚胎进行注释。 

 



EmbryoViewer 软件 
 

 

- 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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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卵裂球活动 

卵裂球活动是反映时差图像序列中两个连续图像之间差异的数值。卵裂球活动不能发挥诊断之用，

但有助于用户确定在时间序列中可能发生他们感兴趣事件的时段。卵裂球活动中的峰值经常在细胞

分裂时出现，因为细胞分裂会导致卵裂球移动，因而导致两个连续图像之间出现差异。示例如下图

所示。 

 

 

  

 

注意，卵裂球活动中的峰值并不一定是细胞分裂导致的结果，例如移动培养皿，更换培养液或胚胎

活组织检查时也都可能出现波峰。 

 使用注释表格 

当您进行注释分析时，会在注释变量列表中插入一个值。该软件将自动插入时间（授精后的小时

数）信息。 

以下章节将会介绍您可以在 EmbryoViewer 软件中进行哪些注释。 

  

卵裂球活动 

细胞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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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细胞分裂 

 

 

 

当细胞完成一次分裂后，您可以通过点击 Cells (细胞) 分组框中的加号或减号来对该事件进行注释。

单击直到特定的细胞数得以显现。分裂图表中当前出现的黑色垂直线表示细胞分裂的时间。  

或者，可以通过单击显示细胞数的字段内部添加注释。该操作将打开一个下拉列表，您可以从以下

选项中进行选择： 

 

• 1、2、3、4、5、6、7、8 或 9+ 表示细胞的个数  

• SC（致密化开始）、M（桑椹胚）、SB（囊胚化开始）、B（全囊胚）、EB（扩展中囊

胚）或 HB（孵化囊胚）表示进一步发育，或 AT 表示胚胎发育停滞。 

 注释可见细胞核的数目 

 

 

 

可以在 Visible nuclei (可见细胞核) 分组框中注释图像中可见细胞核的数目。单击加号或减号，直

到方框中的数目与胚胎图像上可见细胞核的总数相符。在注释表中，同时列出可见细胞核的数目与

授精后的小时数（Time (时间)），以指出在哪个胚胎发育阶段添加了注释。 

这使得您可以记录所有可见细胞核是否在同一时间出现和消失。 

 注释动态评分、Z 评分和形态学评级 

 

 

 

在这些区域，您可以根据诊所采用的评级系统为胚胎分配动态评分、Z 评分和形态学评级。请注意，

诊所自行决定在注释过程中根据哪个评级系统来评级和打分。EmbryoViewer 软件未提供任何预定义

的评级系统。 

 

• 在 Dynamic Score (动态评分) 区域，您可以为胚胎打一个总体评分。分数是基于可用的时

差信息进行确定的。 

• 在 Z Score (Z 评分) 处，可以输入原核模式和原核中核仁前体模式的评级结果。 

• 在 Morph. Grade (形态等级) 区域，可以根据时间轴图像输入评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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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原核的出现和消失以及极体的排出时间 

可使用三个按钮注解以下动态胚胎发育节点： 

 

• PB2 extruded（排出 PB2）：第二极体排出的时间（授精后的小时数）。 

• PN appeared（出现 PN）：第二原核出现的时间（授精后的小时数）。 

• PN faded（PN 消失）：所有前核消失的时间（授精后的小时数）。 

 

当您对其中某一个事件进行了注释以后，注释结果将显示在注释列表中，并且该事件发生的时间也

将被自动记录 ： 

 

 

 注释原核数目 

 

 

 

在 Pronuclei (原核) 分组框中，可以指出第一次细胞分裂之前存在的原核数目，从 0 个原核 (0PN) 

到 4 个或更多原核 (>4PN)。 

 注释碎片化程度 

 

 

 

您可以在 Fragmentation (碎片化) 分组框中指出胚胎中碎片化的相对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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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多核化现象 

 

 

 

可以在 Multinucleated Cells (多核细胞) 分组框中指出观察到的多核卵裂球的数目。对于每个多核

化现象的注释都与一定的时间信息（即授精后经过的小时数）相关联。对于每个胚胎，最多可以对

多核化现象添加十次注释。 

NA（不可评估）意味着您的观察结果尚无定论，即您无法清楚地确定是否在某些卵裂球中形成了多

核。但是如果您将来应用的模型中需要考虑多核化现象，该模型将把 NA 视为您能够断定卵裂球中

不存在多核。实际上，模型会将 NA 视为“0”进行同等的处理。 

 注释内细胞团和滋养外胚层的评分 

Inner Cell Mass (内细胞团评级) 和 Trophectoderm Evaluation (滋养外胚层评级别) 指标可以使用 

A、B、C 或者 NA 来进行注释。有关如何注释这些指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附录 KIDScore D5 模

型。如果应用 KIDScore D5 模型，则正确注释这些变量至关重要。 

 

 

 注解分裂规律和卵裂球对称性 

 

 

 

选中 Irregular Division（不规则分裂）复选框，表明胚胎出现不规则的细胞分裂。 

可以在 Blastomere Size（卵裂球大小）分组框中指出卵裂球的空间对称性/不对称性，例如第 2、

第 4 和第 8 卵裂球阶段。对于卵裂球大小均一或不均一的注释最多可以添加十次。 

 用户自定义的注释变量 

您在 Settings (设置) 页面上指定的用户自定义指标将显示在 Annotate (注释) 页面中，同时您也可

在该页面使用这些指标来注释所观察到的胚胎的评估结果。最多可以创建和指定五个用户自定义指

标，且对于每个指标最多可包含 10 个不同的注释值。为特定指标预设的注释值值将会在注释列表中

得以显示，同时也会显示所对应的胚胎授精后的小时数。 

Models (模型) 标签栏中的模型不能包含用户自定义的指标。因此不能在 Compare & Select (比较

和选择) 页面上使用这些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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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特定胚胎的用户自定义指标的注释将得到保存，而且也可以和注释列表中的任何其他的指标一

样将其导出。请参见第 7.3.2 节，查阅有关如何创建用户自定义注释指标的其他信息。 

 

 

 

 

注意 

• 用户自定义的注释指标不能被纳入到 Compare & Select (比较和选择) 模型中。 

 在 Annotate (注释) 页面选择胚胎 

 

 

 

Annotate (注释) 页面还有 5 个用于标记待移植鲜胚、冷冻、冷冻后移植、免选或待定胚胎的选择按

钮。请参阅第 5.1.3 和 5.4 节，获取有关如何使用胚胎选择按钮的更多信息。 

 

 

 

 

对于用户自定义指标的注释您可以在滚动字段中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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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Annotate (注释) 页面查看胚胎发育的时差记录 

 

 

 

您可以在 Annotate (注释) 页面上单击播放、前进和后退按钮来查看胚胎的时差视频。您还可以指

定播放视频的速度（见 Film speed (视频速度)下拉列表）。 

Compare & Select (比较和选择) 页面也具有此功能。 

 测量卵裂球的大小 

例如，按照以下步骤估算卵裂球或碎片结构的面积： 
 

1. 单击椭圆工具按钮 。 

2. 点中图像的某处然后开始测量（例如，点中卵裂球的边缘） 

3. 拖动椭圆时需按住鼠标左键。 

估算的面积值会显示在注释列表中（请参见下图）。 

您现在可能需要调整椭圆的大小和/或位置。在此种情况下，单击椭圆即可重新将其激活。 

4. 如有必要，可通过单中环绕在已激活的椭圆的红色小方块，调整椭圆的大小，使其与卵裂球

或碎片面积一致。然后通过拖动椭圆来调整大小。 

5. 如有必要，可以通过单住已激活的椭圆上出现的某个红点旋转椭圆。然后拖动椭圆进行旋转。 

注意，使椭圆形与目的区域准确匹配可能会有难度，例如在画选卵形卵裂球或是在多个焦平

面上均可见的卵裂球时。不准确的匹配可能会影响估测结果。 

6. 单击 Save（保存）按钮即可保存您的更改。 

 

根据以下步骤测量卵裂球或碎片的直径，或透明带的厚度： 
 

1. 单击距离工具按钮 。 

2. 点中图像的某处然后开始测量。 

3. 拖动直线时按住鼠标左键。 

估算距离显示在注释列表中（请参见下图）。 

您现在可能需要调整直线的长度和/或位置。此种情况下，单击该直线即可将其重新激活。 

4. 如有必要，可通过拖动已激活直线末端的红色小方块来调整直线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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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有必要，可通过单击直线本身，并将其拖动到所需测量的位置。 

 

 
 

6. 单击 Save（保存）按钮即可保存您的更改。 

 指示胚胎的重要可见特征 

您可以在胚胎图像上画一个箭头，指出所呈现的重要胚胎特征。步骤如下： 

1. 单击箭头工具按钮 。 

2. 在图像上点中箭头标志的起点位置，按住鼠标左键的同时拖动光标，至箭头尺寸达到所需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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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还需要同时显示文本信息，您可以将这些信息录入到 Annotate arrow (注释箭头) 对话

框中，然后单击 OK（确定）： 

 

 

 

您现在可能需要调整直线的大小和/或位置。此种情况下，单击该直线将其重新激活。 

4. 如有必要，可通过拖动围绕箭头的红色小方块将箭头调整到所需大小。 

5. 如有必要，通过单击箭头并将其拖动到所需位置，可使箭头指向图像的正确部位。 

 

 

 

6. 单击 Save（保存）按钮即可保存您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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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胚胎图像中添加文本 

请按照以下步骤在胚胎图像中添加文本框： 

1. 单击文本工具按钮 。 

2. 单击要在其中插入文本框的图像，然后在按住鼠标左键的同时将文本框调整到所需大小。 

3. 在 Annotate text（注解文本）对话框中输入文本（最多 30 个字符），然后单击 OK（确

定）： 

 

 
 

4. 现在可能需要调整文本框的大小和/或位置： 

• 可通过拖动直角处的红色小方块来调整文本框的大小。 

• 通过单击文本框边线的红点并按住鼠标左键可旋转文本框。 

• 可通过单击文本框内部，同时按住鼠标左键将其拖动到所需位置来移动文本框。 

 保存您的更改 

在离开 Annotate（注解）页面之前，请单击 Save（保存）按钮保存所有注解。如果您在保存更改

之前尝试更新或退出 Annotate (注释) 页面，软件会弹出对话框提示您先保存然后再继续下一步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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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Compare & Select (比较和选择) 页面 

在 Annotate（注解）页面上完成对患者胚胎的注解后，可以单击导航面板中的 Compare & Select

（比较与选择）按钮，直接进入 Compare & Select（比较与选择）页面。您可以在此页面上评估胚

胎，然后再决定要移植、冷冻或作废哪些胚胎。在 View Running（查看运行）页面、View All 

Patients（查看所有患者）页面或 View All Slides（查看所有培养皿）页面选中一个已建立了治疗

项目且项目下具有培养皿信息的患者时，Compare & Select（比较与选择）按钮也将被激活。 

在 Compare & Select（比较和选择）页面中，您可以将用户自定义的模型应用于培养皿中的胚胎

评估。在 Settings（设置）菜单中的 Models（模型）标签栏中创建或导出用于在 Compare & 

Select（比较与选择）页面进行胚胎评估的模型（请参见第 7.4 节）。 

当您创建模型时，可以纳入多个变量。这些变量就是您希望模型在给胚胎进行评分时所考量的指标。

因此，出于对胚胎进行比较的目的，这些变量体现了您希望胚胎达到的各种要求。 

该模型将计算每个胚胎的分数，表明每个胚胎的发育模式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这些要求。得分最高的

胚胎将是最符合所用模型要求的胚胎。将根据您的注释（请参见第 5.3 节）以及模型中每个变量的

权重计算分数。 

有关如何设计模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7.4.7 节。 

 

注意 

• 尽管得分最高的胚胎是最符合模型规定要求的胚胎，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胚胎最适合

移植。用户必须在评估了所有相关胚胎的质量之后，再做出决定。 

 Compare & Select (比较和选择) 页面上的用户权限 

仅具有 Administrator (管理) 或 Editor (编辑) 权限的用户才可以保存在 Compare & Select (比较

和选择) 页面中应用模型计算出的分数。 

有关用户角色和权限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7.2.2 节。 

  



EmbryoViewer 软件 
 

 

- 48 - 

 Compare & Select (比较和选择) 表 

打开 Compare & Select (比较和选择) 页面后，您会看到一个表格，在您选择模型之前，该表格内

容将为空。您可以在页面右上角的下拉列表中选择可用的模型。选择模型后，此模型中包含的变量

将自动填充 Compare & Select (比较和选择) 表。 

 

 

 

 

  

 

  

最近保存的评分  

模型选择下拉列表 

形态学评级 

最终获取到的时差图像  

注释的细胞发育的

最终阶段 

查看该患者所有治疗

项目中的全部胚胎 

有关所选胚胎移植

日期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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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1 Compare & Select (比较和选择) 表中的固定列 

Compare & Select (比较和选择) 表中既包含固定信息列也包含可变内容列。您将在表格中看到这七

个固定列： 

 

• Well (培养孔)：显示培养孔 ID。如未从某个培养孔中获取图像，则该培养孔 ID 栏将以灰色

背景显示。如果单击培养孔 ID 栏，其背景颜色会变为浅蓝色。您可以通过双击某个培养孔 ID

来 打开特定培养孔的 Annotate (注释) 页面。或者，如果您需要同时对多个培养孔进行注释，

请先点中需要进行注释的培养孔 ID，然后单击注释按钮（如果使用 Annotate (注释) 按钮

（如果您使用了 Guided Annotation 工具，则此功能将不可用）。 

• Dec. (决定)：显示当前对胚胎做出的决定，即鲜胚移植 、冷冻 、冷冻后移植 、免选

或待定 。在 Compare & Select (比较和选择) 表中选择相关胚胎后，可以使用选择工

具来更改决定。 

• Current score (当前得分)：显示出所选模型是如何给胚胎打出当前评分的。如果对部分或全

部变量没有进行注释，模型给出的评分结果（数字或字母）将显示为 NA（无法评估）。如

果未选择任何模型，则此列将为空。 

• Last stage (注释的最终发育阶段)：显示注释的胚胎的最终阶段，例如 B（全囊胚）或 HB

（孵化囊胚）。 

• Morph. grade（形态学评级）：显示在 Timeline（时间轴）或 Annotate（注解）页面上输

入的形态学评级（请参见第 5.2.3 和第 5.3.5 节）。 

• Last image (最后一张图像)：包含一个图标，该图标可链接到最终获取到的胚胎时差图像。

单击该图标，最终获取到的胚胎图像将放大显示出来。在放大的图像中，您可以使用鼠标滚

轮或键盘上的向上和向下按键来切换图像焦平面。 

• Saved score (保存的评分)：显示胚胎的最后保存的评分（如有）。如果对部分或全部变量

没有进行注释，模型给出的评分结果（数字或字母）将显示为 NA（无法评估）。 

5.4.2.2 Compare & Select (比较和选择) 表中的变量列 

除了固定内容列之外，Compare & Select (比较和选择) 表还包含许多可变内容列。这些列中的信息

是当前所选模型考量的特定变量。表格中的这些变量会因不同的模型而异。 

每个模型中最多可包含十个变量。每个变量都将以单独的一列显示。 

用于计算胚胎分数的变量所在列显示为浅灰色，而严格属于信息变量的列显示为中灰色。排除变量

（仅在分层模型中使用）以深灰色显示。 

 

 

 

•  

 

信息变量以中灰

色显示 

影响胚胎评分的变

量以浅灰色显示 

分层模型中的排除

变量以深灰色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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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中使用的时间变量将以绿色或红色显示： 。绿色表示胚胎处于模型规定的时间范围之

内。红色表示胚胎超出了模型规定的时间范围。 

当变量具有正权重时，绿色表示胚胎处于模型规定的时间范围之内。红色表示胚胎超出了模型规定

的时间范围。 

当变量具有负权重时，颜色将相反：绿色表示胚胎处于模型规定的时间范围之外，而红色表示胚胎

处于模型规定的时间范围之内。 

下图介绍了如何在 Compare & Select (比较和选择) 页面上使用颜色： 

 

 

 

问号表示该胚胎的此项变量尚未完成标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已为变量分配权重（仅用于加法和

乘法模型），胚胎的模型评分将始终为 NA（不适用）。如果在加法模型中将变量的权重设置为 0，

或在乘法模型中将变量的权重设置为 1，评分将不会受到影响。 

5.4.2.3 缺失或重合的时间变量（事件） 

下图例举了正常的胚胎发育模式（请参见第 7.4.3 节，了解有关变量的说明）： 
 

 

t2 t3 t4 t6 t5 t7 t8 T9+ EB M B 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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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模型时，截至 t8 的任何时间变量如有未被注释的或是发生了与其他时间变量重合的，则 

EmbryoViewer 软件将按如下方式处理： 

 

• 例如，如果 t3 和 t4 重合（即胚胎从两细胞直接分裂为四细胞），则不需要明确注释 t3。然

后该模型将假设 t3 = t4，在此特定情况下，这将是正确的注释。 

• 例如，如果仅注释 t8，则模型将返回不正确的分数，原因是模型将假设 t2 = t3 = t4 = t5 = t6 

= t7 = t8。 

 

对于从 t9 + 到 HB 的一系列指标，只有对观察结果进行了明确的注释后，模型才会将其纳入评估考量。 

5.4.2.4 逻辑变量 

对于逻辑变量，即仅具有两个可能值（例如，存在或不存在）的变量，绿点（ ）表示满足要求，

红色三角形（ ）表示未满足要求，问号表示该变量尚未添加注释。如果使用 Guided Annotation 

工具，则可以将用户自定义备注作为信息变量包含在模型中。在这种情况下，用户自定义备注的名

称将列在该列的顶部，并以白色正方形（ ）表明该备注对于特定胚胎是正确的（即已被注解）。 

如果胚胎被标记为待作废，则绿色、红色和白色图标将变为灰色，如下面培养孔 AA-6 所示。 
 

 

5.4.2.5 得到模型最高评分的胚胎 

在 Compare & Select (比较和选择) 页面的表格下方，可以看到得到模型最高评分的前四枚胚胎的

图像。首先显示分数最高的胚胎，其次显示分数第二高的胚胎，以此类推。 

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胚胎不适合移植，也不意味着显示的胚胎最适合移植。免选用户应对所有胚胎

进行评估以后，再对特定胚胎做出移植、冷冻或者免选的决定。 

如果您应用的模型仅包含信息变量，则表格下方将不会显示胚胎的图像。在这种情况下，您必须在

Well（培养孔）列中主动选择胚胎，才可以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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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6 将模型应用于培养皿数据的评估 

按照以下步骤将模型应用于胚胎评估： 

 

1. 到 Annotate (注释) 页面中，确保将要选用的模型所包含的全部变量均已添加注释。 

2. 在导航面板上，单击 Compare & Select（比较和选择）按钮。 

3. 在 Compare & Select (比较和选择) 页面中，从 Current Model (当前模型) 下拉列表中选择

所需的模型。 

在 Compare & Select (比较和选择) 表格中会立即显示出所选模型中包含的变量。 

胚胎的评分结果也将显示在表格中的 Current score (当前分数) 列。 

4. 在 Saved Model (保存的模型) 分组框中，单击 Save Score（保存评分）按钮。请注意，保

存新评分会覆盖当前培养皿之胚胎可能预先存在的分值。 

 

您可以在胚胎评分过后决定哪些胚胎移植、冷冻、免选或是待定。在此过程中，您可以决定将保存

的评分纳入考量或者不将其作为决定依据。如需保存新选择的分数，请单击页面底部的 Save (保存)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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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7 并排查看胚胎 

在为这些胚胎做出决定之前，您可以对多达 6 枚胚胎进行并排查看，以便对以下特征进行相互比较： 

 

 

 

 

 

 

 

 

最多可显示四种不同的胚胎详情。诊所可以自由选择显示哪些详情，例如存在多核现象、碎片、模

型的评分等。通过 Embryo Details（胚胎详情）选项卡，在每个 EmbryoViewer 客户端上对胚胎详

情进行本地设置（请参阅第 7.6 节）。 

胚胎详情上面显示的评论即在 Annotate (注释) 页面输入的评论。 

 

当前模型给出的评分 

注释评论 胚胎详情：选定的参数（例如是否有多

核现象发生）、您选择的模型给出的评

分等等。 

选择并排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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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并排显示胚胎： 

 

1. 转至 Compare & Select (比较和选择) 页面。 

2. 单击胚胎的培养孔 ID，最多可选择六个胚胎。 

3. 选择页面底部的 Side-by-Side View（并排视图）单选按钮： 
 

 
 

将立即并排显示选定的胚胎。 

4. 可选步骤：如果您仅想显示注释评论，而不是胚胎详情，请取消选择 Embryo Details (胚胎

详情) 复选框： 
 

 
 

取消胚胎详情后，您将能够同时看到更多胚胎。您仍然可通过单击该图像右上角的评论图标

查看注释评论： 

 

 

 

 

5. 可选步骤：使用决定按钮，标出要新鲜移植、冷冻、冷冻后移植或免选的胚胎。 

6. 选择 Model View（模型视图）单选按钮返回到 Compare & Select (比较和选择) 表格页面。 

单击此图标查看注释评论 



EmbryoViewer 软件 
 

 

- 55 - 

 选择将要移植的新鲜胚胎以及登记这些胚胎在特定日期进行了移植以后的结果 

如需记录在同一日期移植的一枚或多枚胚胎的结果，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 在 Annotate (注释) 页面中注释治疗方案中的所有胚胎。 

2. 转至 Compare & Select (比较和选择) 页面。 

3. 如果需要，应用模型对胚胎进行评分。 

4. 选择您要移植给患者的胚胎。使用胚胎选择按钮，以选择胚胎。 

5. 在 Transfer Info (移植信息) 分组框中，输入将胚胎移植给患者的日期，然后单击 Save Info 

(保存信息)： 

 

 
 

注意 

• 单击 Save Info (保存信息) 后，将无法再更改您的选择。 

 

6. 使用胚胎选择按钮，标出对剩余胚胎的决定（免选或冷冻）。 

请务必对所有胚胎都标明您的决定。这将有助于确保数据的质量，并且也可以便于您在将来

对每一枚胚胎的历程进行验证。因此，我们建议将此作为标准规程。 

7. 如需在妊娠测试后记录移植胚胎的结果，请转至 Patient Details (患者详情) 页面，然后选择

Transfer (移植) 标签栏。 

8. 在 Outcome (结果) 分组框中，登记移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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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现有治疗方案的胚胎中解冻一枚，不继续培养，直接进行移植 

1. 在 Patient Details (患者详情) 页面，选择所需的患者。 

2. 转至 Compare & Select (比较和选择) 页面。 

3. 勾选 View All Patient Embryos (查看患者全部胚胎) 复选框，以查看患者名下所有治疗方案

中的全部胚胎。 

 

 
 

4. 在表头的决定这一栏中，选择 Frozen (冷冻) 项以过滤出相应的胚胎。当前页面上将仅显示

出冷冻胚胎。 

 

 

 

5. 如果需要，应用模型对胚胎进行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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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胚胎选择按钮选择要为患者移植的解冻胚胎患者：  

 

 

 

 

 

7. 点击 Save Info（保存信息）。 

8. 如需在妊娠测试后登记移植胚胎的结果，请转至 Patient Details (患者详情) 页面，然后选择

Transfer (移植) 标签栏： 

 

 

  

被选作移植的冷冻胚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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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胚胎解冻后继续培养并从中选择一枚或多枚胚胎用于移植 

如果想在选择待移植的胚胎之前继续培养已解冻胚胎，请遵循以下步骤： 

 

1. 在 Patient Details (患者详情) 页面中，选择相关患者。 

2. 转至 Compare & Select (比较和选择) 页面。 

3. 选择 View All Patient Embryos (查看患者全部胚胎) 选项，查看患者名下所有治疗方案中的

全部胚胎。 

 

 

 

4. 在表头中找到 Dec. (决定) 栏，从中选择 Frozen (冷冻) 这一项以对胚胎进行过滤。当前页面

上将仅显示出冷冻胚胎。 

 

 

 

5. 如果需要，应用模型对胚胎进行评分。 

6. 确定要解冻哪些胚胎。为确保数据完整性，请勿使用胚胎选择按钮来操作。而是手动记录新

培养皿中的胚胎处于哪个培养孔中。然后解冻胚胎。 

7. 在 Patient Details (患者详情) 页面上，创建新的治疗方案，以便对解冻胚胎继续培养。 

8. 将新培养皿加载到 EmbryoScope 或 CulturePro 培养箱中开始培养。 

9. 转至 Compare & Select (比较和选择) 页面。使用胚胎选择按钮标出将用于移植的胚胎。 

10. 转至 Annotate（注释）页面。在该解冻胚胎的最后一张图像上添加一条评论，指出该胚胎

为解冻后继续培养的胚胎。另外，也指明该胚胎是在哪个培养皿以及哪个培养孔（ID）中继

续培养的。 

或者，在原始培养皿上输入冻胚的移植日期，并备注说明在移植前这些胚胎曾在哪个治疗方

案的哪个培养皿（ID）中进行过继续培养。 

 

这种操作流程将确保同一个胚胎仅会在一个治疗方案中被标记为移植胚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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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Report (报告) 页面 

在 Report（报告）页面，您可以在 EmbryoScope 培养箱以及 EmbryoViewer 软件所获得信息的基

础上生成报告。可以将报告保存为 PDF 文件，也可以直接在 Report (报告) 页面进行打印。 

单击导航面板中的 Report（报告）按钮，打开 Report (报告) 页面。点击该按钮时，EmbryoViewer 

软件会根据所选培养皿中的数据自动生成患者治疗报告。 

 

 

 

 

 

  

报告类型下拉选框 生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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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治疗报告由 4 页组成： 

 

• 第 1 页 — Patient Information (患者资料) — 包括： 

o 所选培养皿的元数据。 

o 关于选择了多少每待移植以及多少枚冷冻胚胎的说明信息。 

o 被选作移植的胚胎，显示其中前两枚的 4 张图像。第 1 张到第 3 张图像的具体采集时

间均可通过在 Display of images of transferred embryos (显示移植胚胎图像) 区域

下方的对话框中输入自定义时间来进行指定。默认情况下，第 4 张为时差序列中的最

后一张图像。该页面下方显示被选为冷冻的胚胎中前三枚胚胎的最后一张图像。这些

冻胚图像的采集时间由 Display of images of frozen embryos (显示冻胚图像) 区域

下方的对话框中输入的自定义时间来进行定义。如果未输入任何具体时间，该软件将

显示这些冻胚时差图像序列中的的最后一张图像。 

 

• 第 2 页 — Laboratory Data (实验室数据) — 包括： 

o 移植胚胎和冷冻胚胎时差图像序列中的最后一张图像，以及它们在培养皿中所处位置

的说明。 

 

• 第 3 页 — Laboratory Data (实验室数据) — 包括： 

o 对这些胚胎的注释结果。 

o 用于签名和选择日期与时间的字段。 

  

• 第 4 页 — Instrument Data (仪器数据) — 包括： 

o 在培养皿的培养过程中，EmbryoScope 培养箱的运行情况相关信息。 

 生成患者治疗报告 

按照以下步骤生成患者治疗报告： 

 

1. 从导航面板中选择一位患者、其名下的治疗方案以及该治疗方案中的某个培养皿数据。 

2. 单击 Report（报告）按钮。 

EmbryoViewer 软件将立即为选定的培养皿生成一份报告。 

3. 在 Display of images of transferred embryos (显示移植胚胎图像) 区域下方指定三个自定

义时间。 

这三个自定义时间表示您需要在报告中显示哪三个时间点（以授精时间为零点所经历的小时

数）上的胚胎图像。这些图像将在报告的第二页上显示。 

4. 单击 Generate（生成）按钮。 

报告中显示的图像将根据您自定义的时间点进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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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成注解和评估报告 

按照以下步骤生成一份注解和评估报告：  

 

1. 在导航面板上，选择一个已完成了注释且已经在 Compare & Select (比较和选择) 页面里通

过模型予以了评分的培养皿。 

2. 在导航面板上，单击 Report（报告）按钮。 

现在一份新的报告就生成了。 

3. 在 Report (报告) 页面上，从 Report types (报告类型) 下拉列表中选择 

AnnotationAndEvaluationReport (注释及评估报告) 项。 

4. 在 Report (报告) 页面上，单击 Generate（生成）按钮。 

一份基于该模型所考量参数的报告就生成了。 

 打印报告 

按照以下步骤打印报告： 

 

1. 按照第 5.5.1 节或 5.5.2 节的说明生成报告。 

2. 在 Report (报告) 页面，单击 Print（打印）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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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Video (视频) 页面 

当在 View Slide (查看培养皿) 或 Timeline (时间轴) 页面中有 胚胎（可以是任意数量的胚胎）被选

中后，Video（视频）按钮将被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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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成胚胎视频 

按照以下步骤生成胚胎发育视频： 

 

1. 在导航面板中，单击 Video（视频）按钮即可打开 Video (视频) 页面。 

2. 为视频指定所需参数： 

 

a. 您可以在 Video Settings (视频设置) 分组框中指定该视频的播放速度（小时/秒）。 

 

 

 

输入的数字越大，视频的播放速度将越快。 

 

b. 您可以在 Video Header (视频标题) 分组框中输入自己诊所的徽标。单击 Select 

Logo File（选择徽标文件）按钮，在 Windows 文件浏览器中选择徽标文件。文件必

须为 JPG 格式。如您希望在视频的标题位置显示徽标，请确保勾选 Display Logo

（显示徽标）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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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您也可以以像素为单位调节 标题区域的高度，并且将标题文字显示在徽标旁边。

Label (标签) 为自由文本输入框，在其中输入字母或数字均可以。您可能需要调节标

题区域的高度，以便徽标和标题文字能够正确显示： 

 

 

 

3. 在 Generate (生成) 分组框中，输入您希望的视频起止时间（距离授精时间的小时数）。 

 

 

 

4. 选择 Generate Video（生成视频）单选按钮，表明您打算创建一个新视频。 

5. 单击 Generate（生成）按钮创建视频。 

打开 Windows 文件浏览器。 

6. 指定要创建文件的名称和位置，并单击 Save（保存）。 

在 Windows 文件浏览器中双击该视频即可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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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成胚胎图像 

按照以下步骤生成胚胎图像： 

 

1. 在导航面板中，单击 Video（视频）按钮即可打开 Video (视频) 页面。 

2. 在 Generate (生成) 分组框中，选择 Generate Images（生成图像）单选按钮，表明您打算

创建胚胎图像： 

 

 

 

3. 如您希望生成选定胚胎在所有焦平面上的图像，请在 Image Settings (图像设置) 分组框

中，选择 Generate All Focal Planes（生成所有焦平面）复选框： 

 

 

 

4. 单击 Generate（生成）按钮创建图像。将生成选定胚胎的 JPG 格式的图像。Windows 文件

浏览理器将自动打开。 

5. 指定文件名称，并选择图像保存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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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Incubation (培养条件) 页面 

您可以检查安装在您诊所的每个 EmbryoScope 或 CulturePro 培养箱的运行情况。您可能希望在培

养皿的运行过程中对培养条件进行检查，同样也在培养结束后进行检查以作为最终的质量控制

（QC）。 

在导航面板的 Slides（培养皿）菜单中，单击 Incubation（培养）按钮。 

或者，单击导航面板中的 Instrument（仪器）按钮。将显示选定培养皿所在培养箱的运行情况图示。 

只有设置 EmbryoScope 或 CulturePro 培养箱对 CO2 和 O2 进行调控的情况下，图示中才会显示 

CO2 和 O2 的运行情况。图示中始终会显示温度和气体的运行情况。 

图示中的黑色十字（位于图示的底部）表示箱门打开的次数： 

 

 

 

 

顶图：显示培养温度（蓝色）。 

中图：显示 CO2 浓度（蓝色）、CO2 流量（绿色）以及 CO2 压力（粉色）。 

底图：显示 O2 浓度（蓝色）、N2流量（绿色）以及 N2 压力（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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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通过勾选或取消勾选特定的复选框来使与其对应的参数信息在图示上显示或消失： 

 

 

 

图示上的坐标轴将根据所选显示参数自动重新缩放。 

如果所选培养皿中的培养已在同一个培养箱或另一个兼容的培养箱中恢复，则会以不同的背景颜色

表示。白色和蓝色表示在不同培养箱中的培养时间，粉色表示培养皿未放入培养箱的时间。如果您

在参数框中选择“恢复的培养”，则其将由“装载门打开”符号下方的一个红色三角形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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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蓝色和白色代表的仪器编号显示在右侧的框中，仅在所选培养皿中的培养已恢复时方可见。 

 

 

 Summary (概要) 标签栏 

单击 Summary (概要) 标签栏，可显示培养温度和气体浓度（如设定点、平均值、最小值、最大值

及标准差等）的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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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arms (警报) 标签栏 

单击 Alarms (警报) 可显示有关培养箱警报的信息，例如，培养温度和气体浓度与其设定点的偏差。 

 

 

 Warnings (警告) 标签栏 

单击 Warnings（警告）标签栏可以显示培养箱的警告信息、例如电机、条形码和照相机错误、

EmbryoScope 或 CulturePro 培养箱与 EmbryoViewer 软件连接失败、箱门打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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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 (日志) 标签栏 

单击 Log（日志）标签栏可显示与 EmbryoScope 或 CulturePro 培养箱相关的若干培养参数。这些

参数分组归类，详见下拉列表： 

 

• Default (默认)：显示如某一个培养皿是何时加载的、每张图像的拍摄位置等。 

• Description (描述)：显示胚胎信息、培养皿启动/结束时间、程序版本等。 

• Incubator Settings (培养箱设置)：显示 O2、CO2和温度的设置信息。 

• Instrument Parameters (仪器参数)：显示仪器特定参数（曾在重置期间被予以校准）的相

关信息。 

• Well Position (培养孔位置)：显示培养孔被探测到的位置信息。 

 

这些日志主要用于解决 EmbryoScope 或 CulturePro 培养箱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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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her (其他) 标签栏 

单击 Other（其他）标签栏，可显示关于若干不同运行参数（比如 EmbryoScope 或 CulturePro 培

养箱内的温度、系统各部分电流的使用情况等）的平均值、最小值和最大值以及标准差的列表。还

提供了这些参数的图示。您可以通过选择或取消选择图示右侧复选框中的选项来使相应的参数信息

在图示中得以显示或者隐藏。 

 

 

 保存关于质控的 状态及评论 

 

 

对运行情况完成质控 (QC) 检查后，执行人的姓名将被自动保存。对于 QC 状态，您可以从下拉选框

中选择（Approved (已批准)、Disapproved (拒批准)、Not Checked (未检查)），也可以添加评

论。 

单击 Save（保存）按钮可保存输入的数据。QC 状态和添加的评论也会显示在 Instrument（仪器）

页面，您可以通过单击 Instrument（仪器）按钮打开该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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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Database (数据库) 菜单 

可以从导航面板的 Database（数据库）菜单中打开 View All Slides（查看所有培养皿）Instrument

（仪器）页面。 

6.1 View All Slides (查看所有培养皿) 页面 

单击 View All Slides（查看所有培养皿）按钮可打开 View All Slides（查看所有培养皿）页面。您

可以单击列标题，按您选择的列对数据进行排序。默认情况下，按时间顺序列出培养皿，时间最久

的培养皿列在顶部。如果未选择培养皿，视图将自动滚动到底部，显示最新的培养皿。您还可以根

据某些列筛选数据。将光标置于列标题上，然后单击标题右侧的箭头。现在您可以选择或取消选择

不同的筛选器。如果您想设置数据筛选标准，请设置筛选器并点击 Save Standard Filters（保存标

准筛选器）按钮。现在您每次打开 View All Slides（查看所有皿）页面时，都将通过标准筛选器筛

选数据。设置的新标准将覆盖之前的标准。点击 Apply Standard Filters（应用标准筛选器）按钮

以应用标准筛选器，或点击 Reset All Filters（重置所有筛选器）按钮以重置所有筛选器。 

当选择一个培养皿后，其所在的行将显示为蓝色。选定的培养皿以及与该培养皿相关的患者和治疗

方案现在将处于激活状态，并在整个 EmbryoViewer 软件中突出显示。。 

可以在 View All Slides（查看所有培养皿）页面将 EmbryoScope 培养箱中每个培养皿的数据导出

为 Excel 或 CSV 文件。也可以在此页面删除与特定培养皿关联的所有数据。 

 培养皿列表 

对于每个培养皿，EmbryoViewer 软件将显示以下参数： 

 

• 患者 ID、患者姓名和治疗方案 ID 

• 授精时间 

• 在 EmbryoScope 或 CulturePro 培养箱中开始和结束培养的时间（以授精时间为零点计算的

所得小时数） 

• 仪器及培养皿编号 

• 使用或不使用时差培养 

• 培养皿中的胚胎注释状态 

• 培养皿类型 

• 注释评论和 QC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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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养皿列表的旁边显示有当前所选培养皿中每个培养孔的最后拍摄图像。胚胎图像或框的颜色指

示其是否被选定为新鲜移植、冷冻后移植、冷冻以待未来治疗、作废或者待定。 

6.2 Instrument (仪器) 页面 

如需查看所有仪器、运行参数和质控状态的概述，请单击 Instrument（仪器）按钮。该表格列出了

数据库中所有培养皿的平均培养条件： 

 

• 平均培养温度、气体浓度和流量 

• QC 状态以及对 QC 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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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培养皿的平均培养条件 

关于全部仪器、或者某几台仪器、亦或是某一台特定仪器的平均培养温度、平均气体浓度及流量均

可在该列表底部计算得出。在标题行 Instrument（仪器）选择某一台特定仪器，可计算该仪器的平

均培养条件。 

通过单击标题行，您还可以指定以升序或者降序对这些参数进行排序。 

 

7 Settings (设置) 菜单 

在导航面板的 Settings（设置）菜单中，单击 Settings（设置）按钮，打开包含各种设置参数标签

栏的页面。 

7.1 General (通用) 标签栏 

在 Settings（设置）页面中的 General（通用）选项卡上，您可以对条形码打印机选项进行配置，

并指定您是否想要以可视形式显示胚胎决策。 

在 Barcode Printer（条形码打印机）组框中，您可以选择在打印培养皿标签时使用哪个条形码打印

机，以及您想同时打印多少个相同的标签。在 Patient Details（患者详情）页面打印这些标签（请

参阅第 4.2 节）。您还可设置授精后天数，之后在您重新打印已在运行的培养皿的条形码标签时，

将显示条形码重印警告。 

 

 

 

如果您启用了条形码重印警告，则在您试图重新打印已运行指定天数的培养皿的条形码标签时，会

显示一个警告对话框。点击 Yes（是）以重新打印该标签，或点击 No（否）在不重新打印该标签的

情况下关闭对话框。 

在 User Interface（用户界面）组框中，您可以选择您希望胚胎决策操作显示为覆盖整个胚胎图像

的背景颜色（背景颜色）还是图像周围的彩色框（框）。该设置存储于 EmbryoViewer 软件中，因

此可在每个 EmbryoViewer 客户端上单独对其进行更改。 



EmbryoViewer 软件 
 

 

- 75 - 

 

7.2 User (用户) 标签栏 

在 Settings (设定) 页面的 User (用户) 标签栏中，您可以创建、编辑和删除用户，还可以更改自动

注销和屏幕保护设置。 

 

注意 

• 只有具有 Editor (编辑) 或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权限的用户才可以编辑数据。 

 

 创建、编辑和删除用户 

在 User (用户) 标签栏中，单击 New User（新建用户）按钮以创建一个新用户。在弹出的对话框

中，您可以指定用户名、用户密码和用户类型。如果创建的用户名无效，或者需要对用户名进行更

改，您需要将其删除并重新创建。 

如果新用户名与现有用户名重复，则新用户名将无效。如果第一个字符为数字，或者全部由由数字

或者特殊字符组成，则该用户名也为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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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编辑现有用户，请在用户列表中选择该用户，然后单击 Edit User (编辑用户) 按钮。根据需要

编辑用户信息，然后单击 OK（确定）保存更改。 

如需删除现有用户，请在用户列表中选择该用户，然后单击 Delete User (删除用户) 按钮。单击 

Yes (是) 确认删除。 

注意，只有具有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权限的用户才能创建新用户，编辑或删除现有用户。 

 用户身份 

用户身份共分为四种。除了以下指定权限外，所有四种用户还可以从外部移动设备（如平板电脑）

登录，但前提是诊所已经向 Vitrolife 购买了单独的网络服务： 

 

• Administrator (管理员)：管理员可以更改软件中的所有设置。包括添加注释，执行 QC 任

务，处理患者和培养皿相关数据，设计 Compare & Select (比较和选择) 模型，添加或删除

用户。 

• Editor (编辑)：对于编辑类用户，除了不可以执行用户管理任务和创建模型之外，具有与管

理员相同的执行权限。 

• Reader (读者)：读者不能对 EmbryoViewer 软件中的数据做任何更改。 

• Web (网络)：仅当使用外部移动设备时，才需以网络用户登录。网络用户对可用数据仅具有

只读权限。 

 自动注销和屏幕保护设置 

在 User (用户) 标签栏中，具有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权限的用户可以设定对于闲置状态的时限，

当闲置时间超出了设置时间后软件将自动注销用户，管理员也可以通过选择 Turn Off Autologout 

(关闭自动注销) 复选框来禁用自动注销功能： 

 

 

 

这些用户还可以设定闲置时限，在闲置时间超过时限后屏幕保护程序将被激活： 

 

 

 

屏幕保护程序不会使用户自动注销。这是由自动注销时间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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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Annotations (注释) 标签栏 

本节介绍了无 Guided Annotation 工具的 Annotations (注解) 标签栏。如果您的诊所中安装了 

Guided Annotation 工具，请参阅单独的 Guided Annotation 用户手册（详细指南和快速指南）中的 

Annotations (注解) 标签栏描述。 

Annotations (注解) 表格包含允许您创建用户自定义注释变量的工具。 

打开 Annotations (注解) 标签栏时，其中将会显示出已添加的用户自定义变量（如曾添加过的话）

（详见下图）： 

 

 

  

变量名称 

对于该变量可能

具备的变量值 

用于添加或删除变

量值的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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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创建的变量也会出现在 Annotate (注释) 页面上，您可以使用这些变量对指定的胚胎进行注释： 

 

 

 

 

 

最多可以添加五个单独的变量。每个变量由一个名称和最多十个不同的变量值组成。 

用户自定义的变量无法被纳入到模型中使用。 

有关如何注释用户自定义变量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5.3.12 节。 

 用户权限和用户自定义变量 

仅具有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权限的用户才能设计和编辑用户定义的注释变量，并且只有具有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或 Editor (编辑) 权限的用户才能使用 Annotate (注释) 页面中的变量进行

标注。 

有关用户角色和权限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7.2.2 节。 

  

注释页面中的用户自定义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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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新的用户自定义变量 

请按照以下步骤添加新的用户自定义变量： 

 

1. 在 Annotations (注释) 标签栏的第一个数据输入区域输入新用户自定义变量的名称。 

2. 在 Values (变量值) 区域中，为用户自定义变量添加一个变量值。 

3. 若要添加更多变量值，请单击 Add（添加）按钮。重复操作此步骤，最多可添加十个变量值。 

4. 单击 Save（保存）。现在即可在 Annotate (注释) 页面上看到用户自定义的变量并将这些变

量用于对胚胎的注释了。 

 删除用户自定义变量 

如果某个用户自定义变量被删除，该变量将从 Annotate (注释) 页面上消失，并且也将无法再用于

胚胎注释。此前通过这些已删除的用户自定义变量所做过的注释仍将继续保存在 EmbryoViewer 软

件的数据库中。 

 

如需删除用户自定义变量， 请按如下步骤： 

 

1. 突出显示用户自定义变量的名称。 

2. 按下键盘上的 Delete（删除）键。 

3. 操作完成后单击 Save（保存）。 

 重新定义用户自定义变量 

重新定义用户自定义变量（添加新的变量值或删除现有变量值）时，使用初始定义变量所做的注释

仍将保存在 EmbryoViewer 软件的数据库中。对这些变量进行重新定义后，将无法再使用其初始定

义创建新的注释了。 

 

请按照以下步骤重新定义用户自定义变量： 

 

1. 若要添加更多的变量值，请单击要重新定义的用户自定义变量旁边的 Add（添加）按钮。每

个用户自定义变量最多可以包含 10 个变量值。 

2. 若要删除某个现有的变量值，点选该值并单击 Delete（删除）按钮。 

3. 操作完成后单击 Save（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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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Models (模型) 标签栏 

根据在您诊所中积累的与评估胚胎潜能有关的经验和数据，您可以在 Models (模型) 标签栏中创建

模型。 

您可以在该标签栏中创建三种不同类型的模型：逐层筛选模型、加权型模型、相乘模型。请参见第 

7.4.8、7.4.9 和 7.4.10 节，查看这几类模型的详细说明。 

EmbryoViewer 软件可让您在创建新模型时从多种类型的预定义变量中进行选择。 

除了这些预定义变量之外，您还可以选择设置为用户自定义备注的变量（仅当您使用 Guided 

Annotation 工具时，此功能才可用）并定义一些也可以在模型中使用的自定义表达式。对于模型中

所包含的每个变量，您可以根据需要，指定一个时间范围，用于规定某个特定动态事件所必须发生

的时限。 

在加法和乘法模型中，可以为包含的每个变量分配用户自定义的权重。权重表示变量的重要性。如

果权重的类型为 Prefer（首选）或 Avoid（作废）（即加法模型中的值不是 0，乘法模型中的值不

是 1），则可以指定适用的权重范围。 

某些变量只能用作信息变量（即，加法模型的权重为 0，乘法模型的权重为 1）。这包括设置为用户

自定义备注的变量。 

创建好模型后，即可以在 Compare & Select (比较和选择) 页面中使用该模型对胚胎进行评分。这

有助于后续的胚胎评估和移植胚胎、冷冻胚胎或免选胚胎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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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s (模型) 标签栏如下所示： 

 

 

 

 

 

 

 

 

Models (模型) 标签栏的左侧部分包含了所有已保存模型的概览，其中包括模型的类型以及创建该模

型的用户姓名。 

如果在已保存的模型列表中点选某个模型，那么该模型中包含的变量以及每个变量所规定的目标间

隔信息都将显示在 Selected model (选定模型) 框中。对于该模型的任何说明或备注信息也均会显

示在 Model Description (模型说明) 框中。有关所选模型的更详细信息，会显示在 Custom 

Expressions (自定义表达式) 和 Model Definition (模型定义) 表格中。 

在 Models (模型) 标签栏的右侧，您可以定义新的模型，并创建将要包含在模型中的新的自定义表

达式。 

有关如何创建自定义表达式的信息，请参见第 7.4.4 节；有关如何创建新模型的信息，请参见第 

7.4.7 节。 
 

 

Model Type (模型

类型) 下拉列表 已保存模型的列表 

Model Definition 

(模型定义) 表格 

Model Description 

(模型说明) 框 

Save（保存）按钮和 

Clear（清除）按钮 

Custom Expressions 

(自定义表达式) 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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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 为胚胎评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相关的科研成果的报导层出不穷。因此，诊所在将新的模

型应用于临床使用之前，应先对其进行统计学验证。 

 

注意 

• 这些模型很简单，因此可能无法完全反映每个变量或者两个及以上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的效

果。 

• 下文中的模型示例包含了许多变量以及规定区间。这些示例仅供阐明问题，并不作为设计

新模型的指南之用。 

 

 Models (模型) 标签栏中的用户权利 

仅具有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权限的用户可以设计、激活或停用模型。 

有关用户角色和权限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7.2.2 节。 

 模型中的变量 

• 预定义变量：EmbryoViewer 软件包含许多预定义变量。可以在模型中包含预定义变量。如

需查看可用预定义变量的完整列表，请参见第 7.4.3 节。 

• 自定义表达式：自定义表达式由多个预定义的时间变量计算得出。计算自定义表达式时不能

使用逻辑变量。可以在模型中包含自定义表达式。关于如何定义自定义表达式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7.4.4 节。 

• 用户自定义变量：模型中不能包含用户自定义变量。关于用户自定义变量的其他信息，请参

见第 7.3 节。如果使用 Guided Annotation 工具，用户自定义变量功能已被用户自定义评论

功能所代替，而且可以如上文所述在模型中加入用户自定义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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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用预定义变量的列表 

变量 描述 变量值 

NOT2PN 原核数最大值不是二  TRUE/FALSE 

UNEVEN2 在 2 细胞期卵裂球大小不均一 TRUE/FALSE 

UNEVEN4 在 4 细胞期卵裂球大小不均一 TRUE/FALSE 

MN2 在 2 细胞期出现多核现象 TRUE/FALSE 

MN4 在 4 细胞期出现多核现象 TRUE/FALSE 

tPB2 自授精时刻起至第二极体被排出所用的时间 小时 

tPNa 自授精时刻起至原核出现所用的时间 小时 

tPNf 自授精时刻起至原核消失所用的时间 小时 

t2 自授精时刻起至胚胎完全分裂成两个细胞所用的时间  小时 

t3 自授精时刻起至胚胎完全分裂成三个细胞所用的时间 小时 

t4 自授精时刻起至胚胎完全分裂成四个细胞所用的时间 小时 

t5 自授精时刻起至胚胎完全分裂成五个细胞所用的时间 小时 

t6 自授精时刻起至胚胎完全分裂成六个细胞所用的时间 小时 

t7 自授精时刻起至胚胎完全分裂成七个细胞所用的时间 小时 

t8 自授精时刻起至胚胎完全分裂成八个细胞所用的时间 小时 

t9+ 自授精时刻起至胚胎完全分裂成九个或九个以上细胞所用的时间 小时 

tSC 自授精时刻起至致密化开始所用的时间 小时 

tM 自授精时刻起至桑椹胚形成所用的时间  小时 

tSB 自授精时刻起至囊胚化开始所用的时间 小时 

tB 自授精时刻起至囊胚形成所用的时间 小时 

tEB 自授精时刻起至扩张囊胚形成所用的时间  小时 

tHB 自授精时刻起至孵化中囊胚所用的时间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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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自定义的表达式 

在创建模型时，您可以在其中包含一个或多个自定义表达式，用以反映您诊所中积累的关于预测性

的时间点以及胚胎发育的形态动力学特征方面的经验和信息。 

一个自定义表达式亦为一个变量，它是在 EmbryoViewer 软件所提供的一些预定义时间变量的基础

上计算得出的一个新的变量。 

自定义表达式是特定于具体模型的。这意味着只能将自定义表达式包含在最初对其予以定义的模型

中，以及随后基于此原始模型创建的衍生模型。但是，您可以为几个单独的模型定义相同的自定义

表达式。 

每个模型最多可以定义十个自定义表达式。 

 

若要定义一个自定义表达式，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1. 单击 Custom Expressions (自定义表达式) 表格旁边的 New（新建）按钮。 

Custom Expression (自定义表达式) 编辑器被打开。 

2. 输入新建自定义表达式的名称。 

该名称最多可包含八个字符。不能使用空格和特殊字符。 

3. 输入您想要计算的变量的自定义表达式。 

编辑器中列出了可包含在自定义表达式中的各个变量。仅时间变量可用（不是逻辑变量，例

如 UNEVEN2）。 

可用于自定义表达式的标准算术运算符包括加法 (+)、减法 (-)、乘法 (*) 和除法 (/)。 

您还可以在自定义表达式中使用圆括号括起公式的某些部分，改变计算顺序。 

根据标准运算规则，乘除法先于加减法运算，并且从左到右进行运算，即 a/b*c = (a/b)*c，

但不等于 a/(b*c)。 

自定义表达式还可以使用 cells(t) 函数，表示在特定时间点胚胎所呈现的细胞数，该时间点

以自授精时刻之后的小时数表示。因此，自定义表达式 “Cell（细胞） (48.2)” 表示在授精第 

48.2 小时后注解胚胎所呈现的细胞数。 

 

注意 

• 如果输入的时间是胚胎已经达到桑椹胚或囊胚阶段，以致于无法计算单个细胞数量的时

间，例如 Cells(80)，那么 cells(t) 函数将使用最后注释的细胞数，即便这个注释是在较早

的时间点做出的，例如第 48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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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您的继续操作，您所输入的自定义表达式将受到检验。如果自定义表达式有效，编辑器

底部将出现一个绿色对勾标志。如果自定义表达式无效，将出现一个红色叉号提示。 

 

 

4. 单击 OK（确定）保存表达式。 

新的表达式将被列入 Custom Expressions (自定义表达式) 表以及 Model Definition (模型

定义) 表中可用变量的下拉列表中，以便将其纳入模型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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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自定义表达式 

您可以重命名或更改现有自定义表达式的计算。请注意，如果您已经在当前正在构建的模型中包含

该自定义表达式，则所做的更改将在该模型中生效。 

 

若要编辑自定义表达式，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1. 单击 Custom Expressions (自定义表达式) 表格旁边的 Edit（编辑）按钮，打开编辑器。 

2. 在消息框中单击 OK（确定）。 

3. 更改名称或公式并单击 OK（确定）。 

 删除自定义表达式 

如需删除的自定义表达式已被用于当前正在构建的模型中，应注意，（从 Custom Expressions 

(自定义表达式) 表中）删除该自定义表达式也会导致其被从新模型（即从 Model Definition (模型定

义) 表）中删除。 

 

若要删除自定义表达式，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1. 单击 Custom Expressions (自定义表达式) 表旁边的 Delete（删除）按钮。 

2. 在消息框中单击 OK（确定）。 

该自定义表达式即被从 Custom Expressions (自定义表达式) 表中删除了。如果您已将该自

定义表达式用于当前正在设计的模型中，该表达式也将被从 Model Definition (模型定义) 表

格中删除。由于自定义表达式都是特定于各个模型的，因此该表达式不会被从任何其他保存

的模型中删除。 

 设计新模型 

如果您的诊所应用了用户身份验证，则需要“管理员”权限才能创建新模型。 

 

如需创建一个新模型，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1. 在 Models (模型) 标签栏右侧的 Model Name (模型名称) 区域中输入新模型的名称。名称必

须具有唯一性。对于模型的命名没有任何其他的限制，而且也不需要在名称中指明模型的类

型。但是我们建议选择一个能够表明模型预期用途的名称。 

2. 在 Model Type (模型类型) 下拉列表中选择新模型的类型（关于三种可用模型类型的说明，

请参见第 7.4.8、7.4.9 和 7.4.10 节）。 

3. 在 Model Description (模型说明) 区域添加模型说明（可选）。 

4. 在 Creator (创建者) 区域添加设计模型人员的姓名或首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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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 Custom Expressions（自定义表达式）表中，定义您想要在模型中使用的自定义表达式

（可选）。关于如何定义自定义表达式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7.4.4 节。 

6. 在 Model Definition (模型定义) 表中，指定您想要包含在模型中的变量。您可以在 Variable

（变量）栏的下拉列表中选择预定义变量以及您可能为此特定模型自定义的表达式。可通过

两个步骤访问下拉列表： 

• 第 1 步：选择要包括的变量类型，即在 Settings（设置）菜单中的 Annotations（注

解）标签栏中选择一个变量组或用户自定义备注（仅当您使用 Guided Annotation 工

具时，用户自定义备注才可用）。 
 

 
 

• 第 2 步：在当前出现在同一列中的下拉列表中选择特定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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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果您在设计一个加法或乘法模型，还请指定当每个变量值落在规定区间内的情况下所应获

得的权重。 

8. 在 Min (最小值) 和 Max (最大值) 栏，为每个包含在模型中的变量指定目标区间（有关详细

信息，请参见第 7.4.8、7.4.9 和 7.4.10 节）。 

9. 单击 Save（保存）按钮，保存您的新模型。模型将立即被保存并添加至页面左上角的已保

存模型列表中。 
 

您无法删除已保存的模型。但是当您设计好一个新模型后，您可以随时通过选择或取消选择

已保存模型列表中的 Active (活动) 复选框，决定该模型为激活或是非激活状态。只有处于激

活状态的模型才可以在 Compare & Select (比较与选择) 页面中被用于胚胎评分（请参见第 

5.4 节）。 

10. 在用新模型为胚胎评分之前，应该先在您的诊所中对其进行验证（请参见第 7.5.5 节）。 

 

警告 

• 在 Compare & Select (比较与选择) 页面上应用模型计算胚胎分数时，得分最高的胚胎将

是最符合模型规定要求的胚胎。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胚胎最适于移植。用户应对全部

相关胚胎进行质量评估之后，再决定要移植的胚胎。 

• 在临床应用前，应始终由使用该模型的诊所对模型进行验证。 

 

 分层模型 

分层模型根据评分将胚胎分成不同等级。类型将包括 A、B、C 和 D（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已指定第

三变量，则加上加号或减号）以及 E 和 F。A 是最高分数的级别，排在所有其他级别之上。满足排

除变量要求的胚胎将被归为 E 类，标记为待作废的胚胎将在使用本模型之前被归为 F 类。 

该模型可包括多达三个变量以及七个表示从某一特定类别排除胚胎的变量。 

对于连续变量的目标区间范围是通过指定最小值和最大值来进行定义的。如果连续变量的值落在目标

区间内（包括最小值和最大值），则胚胎将被分配至分数较高的级别（见下图所示分层树的左侧）。

如果变量的值落在目标区间外，则胚胎将被分配至低一级别的分数等级（见所示分层树的右侧）。 

所输入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将四舍五入为一位小数。这意味着，比如 24.25 将被四舍五入为 24.3。在

计算分数时，所使用将是屏幕上显示的四舍五入后的数值。 

如果变量是逻辑变量（例如，4 细胞期的多核化 (MN4)），则没有相关的目标区间（最大值和最小

值）。如果逻辑变量的值为 FALSE，则胚胎将被分配至高一级别的分数等级（见所示分层树的左

侧）。如果变量值为 TRUE，则胚胎将被分配至较一级别的分数等级（见所示层次树的右侧）。 

A 级是分数最高的级别，其次是 B、C、D。如果两个胚胎被分配为相同级别，则带加号的胚胎比带

减号的胚胎排序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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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分层模型的举例。显示了模型中所包含的变量的图示会呈现在 Model Definition (模型定义) 

表的右侧： 

 

 

 

Model Definition (模型定义) 表格中的五个栏目包含有分层模型的如下信息： 

 

• Variable (变量)：包含模型中所纳入的各个变量。为了保存分层模型，您必须指定主要变量

和次要变量。您也可以根据需要决定是否指定第三变量或者附加变量，用以筛除或者提供信

息。在 Description (描述) 栏目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Info (信息) 或 Exclusion (筛除)，以指明

所选变量的用途。 

• Description (描述)：包含对变量的描述（Primary (主要变量)、Secondary (次要变量)、

Tertiary (第三变量)、Info (信息变量) 或 Exclusion (筛除变量)）。Model Definition (模型

定义) 表格的前三行分别为主要变量、次要变量和第三变量。您可以将附加变量指定为信息

变量或筛除变量。被指定用于提供信息的变量将会在 Compare & Select (比较与选择) 页面

中显示。然而，这些变量不会被用于该模型对胚胎的评分中。符合筛除变量要求的胚胎将被

分配至 E 级（见上图）。 

• Min (最小值)：指定连续变量目标区间的最小值（一位小数）。对于逻辑和信息变量，该列

将为空。 

• Max (最大值)：指定连续变量目标区间的最大值（一位小数）。对于逻辑和信息变量，该列

将为空。 

• Classification (分级)：列出关于变量落入目标区间内或区间外情况下相应结果的描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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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变量标注为 NA（无法评估），评分将受到以下因素影响： 

 

• 主要变量、次要变量和第三变量：总分将为 NA（无法评估）。 

• 信息变量：总分不会受到影响。值 NA（无法评估）将显示在 Compare & Select（比较与

选择）页面上所述变量的所在列中。 

• 排除变量：总分将为 NA（无法评估）。 

 加法模型 

加法模型假设所包含的变量 (v1,v2,v3,…,vn) 可对胚胎的相对分数产生叠加效应，并且基于该假设对胚

胎进行分数评定。模型中的每个变量都被赋予一定的权重，这些权重决定了各个变量在加法效应中

所贡献的份额。 

像 t2 这样的连续变量 (vi)，其目标区间是通过指定最大值 (maxi) 和最小值 (mini) 来进行定义的。如

果连续变量的值落在此目标区间内，则分配给该变量的权重 (pi) 将是您在 Model Definition (模型定

义) 表中的 Weight (权重) 栏内为此变量输入的用户自定义权重 (wi)（例如 2）。如果连续变量的值

落在目标区间外，则分配的权重将始终为 0。连续变量的用户自定义权重应为 -1000 至 100 之间的

数字。 

输入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均被四舍五入为一位小数。这意味着，例如 24.25 将被四舍五入为 24.3。计

算分数时，将使用屏幕上显示的四舍五入后的数值进行计算。 

如果变量是逻辑变量，例如，4 细胞期的多核化 (MN4)，则没有相关的目标区间（最大值和最小

值）。如果变量的值为 TRUE，则分配给变量的权重 (pi) 将是您在 Model Definition (模型定义) 表

中的 Weight (权重) 栏输入的用户自定义权重。如果变量的值为 FALSE，则分配的权重将始终为 

0。逻辑变量的用户自定义权重应为 -1000 至 100 之间的数字。 

加法模型计算的分数可为任意负数或正数。按分数降序排列胚胎。 

加法模型中使用的数学公式如下： 

 

𝑆𝑐𝑜𝑟𝑒 = ∑ 𝑝𝑖

𝑎𝑙𝑙 𝑖

= 𝑝1 + 𝑝2 + 𝑝3 + ⋯ + 𝑝𝑛 

 

对于连续变量（时间区间）： 

 

𝑝𝑖 = {
𝑤𝑖,       𝑖𝑓 𝑚𝑖𝑛𝑖 ≤ 𝑣𝑖 ≤ 𝑚𝑎𝑥𝑖

0,                                        𝑒𝑙𝑠𝑒
 

 

对于逻辑变量（为 TRUE 或 FALSE 的变量）： 

 

𝑝𝑖 = {
𝑤𝑖,         𝑖𝑓 𝑣𝑖𝑖𝑠 𝑇𝑅𝑈𝐸
0,          𝑖𝑓 𝑣𝑖𝑖𝑠 𝐹𝐴𝐿𝑆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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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分配给变量的用户自定义权重大于 0，那么当变量值落在目标区间内时将对胚胎评分起到加分

效应（Prefer (优选)）。如果分配给变量的权重小于 0，那么当变量值落在目标区间内时将对胚胎评

分起到减分效应（Avoid (免选)）。 

以下是加法模型的示例。您设计的模型公式显示在 Model Definition (模型定义) 表格下方： 

 

  

 

Model Definition (模型定义) 表中的六个栏目包含了加法模型的如下信息： 

 

• Variable (变量)：包含模型所含的变量。 

• Weight (权重)：包含变量的用户自定义权重。 

• Min（最小值）：指定连续变量目标区间的最小值（一位小数）。对于逻辑和信息变量，该

栏将为空。 

• Max（最大值）：为连续变量指定目标区间的最大值（一位小数）。对于逻辑变量和信息变

量，该栏将为空。 

• Description (说明)：包含对该变量的说明。根据变量的用户自定义权重软件将自动为其添加

说明。权重为 0 的变量被视为 Info (信息)，权重为负（即小于 0）的变量被视为 Avoid (免

选)，权重为正（即大于 0）的变量被视为 Prefer (优选)。 

• P(Variable) (P（变量）)：根据连续变量的目标区间或逻辑变量的值列出变量的加法效应。 

 

如果将变量标注为 NA（无法评估），评分将受到以下因素影响： 

 

• 具有正权重或负权重的变量：总分将为 NA（无法评估）。 

• 权重为 0 的变量：总分不会受到影响。值 NA（无法评估）将显示在 Compare & Select

（比较与选择）页面上所述变量的所在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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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法模型 

乘法模型假设所包含的变量 (v1,v2,v3,…,vn) 可对胚胎的相对分数产生乘法效应，并根据该假设为胚胎

评定分数。模型中的每个变量都被赋予了一定的权重，这些权重决定了各个变量在乘法效应中所贡

献的份额。 

对于如 t2 这样的连续变量 (vi)，其目标区间是通过指定最大值 (maxi) 和最小值 (mini) 来定义的。如

果连续变量 (vi) 的值落在此区间内（包括最小和最大值），则分配给该变量的权重 (pi) 将是您在 

Model Definition (模型定义) 表中的 Weight (权重) 栏内为此变量输入的用户自定义权重 (wi)（例如 

2）。如果连续变量的值落在目标区间外，则分配的权重将始终为 1。连续变量的用户自定义权重应

为 0 至 10 之间的数字。 

输入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将被四舍五入为一位小数。这意味着，例如 24.25 将被四舍五入为 24.3。计

算分数时，将使用屏幕上显示的四舍五入后的数值进行计算。 

如果变量是逻辑变量（例如，4 细胞期的多核化 (MN4)），则没有相关的目标区间（最大值和最小

值）。如果变量的值为 TRUE，则分配给变量的权重将是在 Model Definition (模型定义) 表中 

Weight (权重) 栏中输入的用户自定义权重（即用户自定义权重）。如果变量的值为 FALSE，则分

配的权重 (pi) 将始终为 1。逻辑变量的用户自定义权重应为 0 至 10 之间的数字。 

乘法模型计算的分数将介于 0 与无穷大之间。按分数降序排列胚胎。 

 

乘法模型中使用的数学公式如下： 

 

𝑆𝑐𝑜𝑟𝑒 = ∏ 𝑝𝑖

𝑎𝑙𝑙 𝑖

= 𝑝1 ∙ 𝑝2 ∙ 𝑝3 ∙ … ∙ 𝑝𝑛 

 

对于连续变量（时间区间）： 

 

𝑝𝑖 = {
𝑤𝑖,       𝑖𝑓 𝑚𝑖𝑛𝑖 ≤ 𝑣𝑖 ≤ 𝑚𝑎𝑥𝑖

1,                                        𝑒𝑙𝑠𝑒
 

 

对于逻辑变量（为 TRUE 或 FALSE 的变量）： 

 

𝑝𝑖 = {
𝑤𝑖,         𝑖𝑓 𝑣𝑖𝑖𝑠 𝑇𝑅𝑈𝐸
1,          𝑖𝑓 𝑣𝑖𝑖𝑠 𝐹𝐴𝐿𝑆𝐸

 

 

如果分配给变量的用户自定义权重大于 1，那么落在目标区间内的变量值将提高胚胎评分（Prefer 

(优选)）。如果分配给变量的权重小于 1，那么落在目标区间内的变量值将降低胚胎评分（Avoid 

(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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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乘法模型的示例。您设计的模型公式显示在 Model Definition (模型定义) 表格下方： 

 

 

 

Model Definition (模型定义) 表的六个栏目包含了乘法模型的如下信息： 

 

• Variable (变量)：包含模型所纳入的变量。 

• Weight (权重)：包含变量的用户自定义权重。 

• Min（最小值）：指定连续变量目标区间的最小值（一位小数）。对于逻辑变量和信息变

量，该栏将为空。 

• Max（最大值）：指定连续变量目标区间的最大值（一位小数）。对于逻辑和信息变量，该

栏将为空。 

• Description (说明)：包含对该变量的说明。根据变量的用户自定义权重软件将自动添加说

明。权重为 1 的变量将被视为 Info (信息)，权重小于 1 的变量将被视为 Avoid (免选)，权重

大于 1 的变量将被视为 Prefer (优选)。 

• P(Variable) (P（变量）)：根据连续变量的目标区间或逻辑变量的值列出变量的乘法效应。 

 

如果将变量标注为 NA（无法评估），评分将受到以下因素影响： 

 

• 权重大于或小于 1 的变量：总分将为 NA（无法评估）。 

• 权重为 1 的变量：总分不会受到影响。值 NA（无法评估）将显示在 Compare & Select

（比较与选择）页面上所述变量的所在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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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验证模型 

应用模型之前，应先对其进行验证，以确定该模型在特定诊所的预测能力。 

验证模型时，通过将模型计算的分数与原始模型定义中未被使用过的一组临床数据进行比较，对模

型的预测能力进行量化。 

不同诊所之间可能存在许多不同的因素，例如培养液的类型和品牌、授精方方式（如卵胞浆内单精

子显微注射技术 (ICSI) 或常规体外受精 (IVF)）、培养温度和氧气浓度， 因此需要强调使用您中心

自己的数据对模型进行验证的重要性。这些因素都可能会影响形态学事件的发生时间。 

 模型中使用的形态动力学变量 

模型中可使用三种形态动力学变量： 

 

• 二进制变量，例如 4 细胞期的多核化 (MN4) 

• 预定义的时间变量，例如分裂为两个细胞的时间 (t2) （请参见第 7.4.3 节） 

• 自定义表达式，即标准时间变量的自定义变体（请参见第 7.4.4 节）。 

 

作为模型输入的所有变量均是手动注释（请参见第 5.3 节）。因此，为了使模型发挥出最佳效果，

在进行标注时对所需指标以一致的方式标注完全非常重要。 

 选择数据样本 

验证模型时，可能需要避免使用某些周期的数据，或者只使用可用数据的一个子集。 

您可能希望刨除掉那些并非因为胚胎质量差（例如，因为患者患有某种疾病）而导致妊娠概率显著

下降的周期，以及那些不是由于非胚胎质量原因（例如，因为胚胎接受活检或在具有生长因子的特

殊培养液中生长）而造成分裂时间发生改变的周期。 

根据模型的预期用途，您可能选择某个特定的数据子集用于验证过程。在 ICSI 和 IVF 两种授精方式

之间以及在低氧或高氧培养条件之间胚胎发育的时间模式都是不同的。因此，对于专门针对 ICSI 治

疗的模型应仅使用 ICSI 数据进行验证。同样，对于专门针对低氧培养的模型仅使用低氧数据进行验

证。 

之后，仅将模型应用于与验证过程中所用数据相同类型的数据。 

 已知着床数据 (KID) 

您可以使用具有已知着床数据 (KID)的胚胎对您的模型进行验证。 

如果仅使用符合 KID 标准的胚胎，则可以把胚胎的发育特征性与治疗结果进行关联。如果治疗中的

所有移植胚胎均已着床，则在此特定治疗方案中的胚胎为 KID 阳性。如果治疗中的所有胚胎均未着

床，则胚胎为 KID 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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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基于三种不同的结局变量来定义 KID 数据： 

 

• 孕囊数 

• 胎心数 

• 活产婴儿数。 

 

用于计算 KID 值的结局变量应是您诊所中最常记录的结局变量。 

如果仅移植了一枚胚胎，且治疗结果为 1，则胚胎为 KID 阳性。如果结果为 0，则胚胎为 KID 阴性。 

如果移植了两枚胚胎，且均已着床，则两枚胚胎均为 KID 阳性。如果胚胎均未着床，则两枚胚胎均

为 KID 阴性。如果在治疗中多胚胎移植后只有一枚着床，这样就无法获知各枚胚胎的 KID 值，那么

这样的治疗数据不应被纳入验证使用。 

我们建议您在验证过程中至少使用 162 枚 KID 胚胎，且这其中至少要有 54 枚为 KID 阳性。 

 统计学评估 

受试者特征 (ROC) 曲线可用于评估模型的分类能力。ROC 曲线绘制的是真实阳性率（在总体阳性

样本中，此类别和分数更低类别中的阳性样本所占的份额）与假阳性率（在总体阴性样本中，该类

别和分数更低类别中阴性样本所占份额）的函数关系。 

按照等级顺序，从等级最低的类别开始评估。通过计算曲线下面积 (AUC) 评估模型的分类能力。 

AUC = 1 表示回顾性数据的完美模型。 

AUC 约等于 0.5，表示随机模型。无法进行分类。对于回顾性数据而言，这是一个不良模型。 

我们建议，当使用最低要求数据量（即 162 个 KID 胚胎，且其中至少有 54 个呈阳性）进行计算

时，AUC 最低应达到 0.65，这样方为有效模型。 

 如何验证模型 

若要验证模型，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1. 在 EmbryoScope 时差系统中处理所有临床周期，且不使用模型，直到数据库中保存足够数

量的满足 KID 标准的胚胎数据为止。 

2. 在 Annotate (注释) 页面中，对 KID 胚胎模型中所需要的形态动力学变量进行注释（请参见

第 5.3 节）。 

如果在您的诊所早已将采用统一标准进行完整注释作为一项标准操作规程，那么您现在可能

已经具备了所需要的数据。 

3. 在 Models (模型) 标签栏中定义您将要检验的模型（请参见第 7.4 节）。 

4. 在 Compare & Select (比较和选择) 页面将模型应用于符合 KID 标准的胚胎（请参见第 5.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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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 View All Slides (查看所有培养皿) 页面使用 Export (导出) 功能对选定的 KID 数据进行导

出。 

6. 在导出的文件中删除不符合 KID 标准且不属于所选数据子集的数据。 

7. 将导出的文件存储在您指定的位置。 

8. 使用常规的计算机统计程序（SPSS、R、SAS/JMP 或类似程序）以： 

a) 根据当前的 KID 值和模型分数（来自 Compare & Select (比较和选择) 页面）创建 

ROC 曲线，并 

b) 计算 AUC。 

在第 12 版“检验效能评估和样本量分析”(PASS) 软件中进行的效能计算表明，如果

使用 162 个以上 KID 胚胎且其中有 54 个以上的 KID 阳性数据计算得出的 AUC 大于 

0.65，则该模型是经验证有效的，且其最小显著性水平为 0.05，最小效能为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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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Embryo Details（胚胎详情）选项卡 

在 Embryo Details（胚胎详情）选项卡上，您可以设置应在 Compare & Select（比较和选择）页

面上的 side-by-side view（并排视图）中显示哪些胚胎详情参数（请参阅第 5.4.2.7 节）。该选项卡

上显示所选的胚胎详情参数列表。最多可设置四个胚胎详情参数。 

 

 

 添加胚胎详情参数 

点击 New（新增）按钮以添加胚胎详情参数。由此可打开 Embryo Details Parameter（胚胎详情

参数）对话框，您可在其中选择胚胎详情参数的类型、名称和显示名称。 

从 Parameter type（参数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参数类型。以下参数类型可用： 

 

• Calculated Variable (计算的变量) 

• Annotation Variable (注释变量) 

• Model Name (模型名称) 

• User Defined Variable（用户自定义变量）（如果您使用 Guided Annotation 工具，则用户

自定义变量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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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选择参数类型之后，Parameter name（参数名称）下拉列表将被激活。列表上的名称取决于所

选参数的类型。从该列表中选择一个参数名称。 

Display name（显示名称）字段为自由文本字段，您可在其中输入 Compare & Select（比较和选

择）页面上显示的文本。 

 编辑胚胎详情参数 

要编辑现有的胚胎详情参数，请选择列表中的相关参数，并点击 Edit（编辑）按钮。也可以双击该

参数。第 7.6.1 节中所述的 Embryo Details Parameter（胚胎详情参数）对话框将打开，而后您便

可编辑该参数。 

 删除胚胎详情参数 

要删除现有的胚胎详情参数，请选择列表中的相关参数，并点击 Delete（删除）按钮。 

7.7 Brands (品牌) 标签栏 

在 Brands (品牌) 标签栏中您可以对您诊所使用的药物及培养液的品牌信息进行列表维护。可在 

Patient Details (患者详情) 页面选择创建的品牌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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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添加药物或培养液的品牌信息： 

 

1. 单击 Medication brands (药物品牌) 区域或 Media brands (培养液品牌) 区域旁边的 Add

（添加）。 

列表中的第一行将立即变为激活状态。 

2. 输入您要添加至列表的品牌名称。 

最多可以输入 30 个字符（包括空格和符号）。 

3. 重复步骤 1 和 2，直到添加完所有相关品牌。 

4. 单击页面底部的 Save（保存）。 

 

现在可在 Patient Details (患者详情) 页面的 Treatment (治疗) 标签栏中查看到这些添加的品牌信息： 

 

 

 

  

 

  

在 Medication Brand (药

物品牌)、First Medium 

Brand (第一培养液品牌) 

和 Second Medium 

Brand (第二培养液品牌) 

均有下拉列表内容可供选

择。也可以自由文本方式

输入品牌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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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Export (导出) 标签栏 

您可以在 Export (导出) 标签栏中创建若干个导出选项，作为一系列预定义变量的集合它们可以被提

取保存为 Excel 或 CSV 文件，以供后续分析之用。 

 

 

 

 

 

 

 

 

 

 

  

可选入导出选项的变量

所在的分组 

可纳入导出选项的变量 

 

导出选项中包含的

变量 

 用于选择/去除导出条目、增加/减少某

个变量被添加到导出文件中的次数以及

在导出文件中上/下移动条目的按钮 

 

可用的导出选项。无法编辑/删

除标有挂锁标志的导出选项 

 

仅激活状态下的导出选

项可用于导出数据文件 

 

使用 Set As Default（设为

默认值）按钮确定默认情况

下您要使用的导出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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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以下说明导出数据： 

 

1. 单击 New（新建）或 Copy（复制）按钮，输入新导出选项的名称： 

 

 

 

2. 如有需要，请为导出项目添加说明。 

3. 在 File format (文件格式) 下拉列表中选择导出文件的格式，例如，CSV（导出为逗号分隔

的文本文件）、XLS（导出至 Excel）或 XLSX（导出至 Excel 2007 或更高版本）。 

 

 

 

选择 csv 可导出为通用逗号分隔符文本文件，此类文件可以导入 比如 Word 等程序进行编

辑。使用此文件类型时，您可以导出无限数量的变量。 

选择 xls 可导出 Excel（2007 以下版本）文件。此格式支持宏。使用此文件类型时，您最多

可以导出 256 个变量。 

选择 xlsx 可导出至 Excel（2007 或以上版本）。此格式不支持宏。使用此文件类型时，您

可以导出超过 16,000 个变量。 

4. 请选择标签栏中间的相关复选框： 

 

 
 

如果选择 Autofill intermediate cell divisions (自动填充中间细胞分裂注释)，则导出文件将

会包含自动填入的细胞分裂数据的栏目，这些数据并非由胚胎学家亲自手动注释的。举例：如

果已手动注释了 t2 和 t4，在导出文件中，t3 将被自动赋予同胚胎学家输入的 t4 相同的注释。 

如果选择 Export empty wells (导出空培养孔)，且培养皿中若有空的培养孔，将在导出文件

中插入一行。该行不会包含任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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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择 Force 16 rows (强制执行 16 行规则)，即使您使用较少孔的培养皿，导出文件将

为文件中包括的每个培养皿创建 16 行。如果您同时使用 EmbryoScope D 或 EmbryoScope 

Flex 和 EmbryoScope+ 或 EmbryoScope 8，这项功能可能会很有用。 
 

现在您可以指定想要包含在导出项目中的变量了： 

5. 在标签栏的右侧，选择您想要从中挑选变量的组别，比如 Patient Group (患者组) 或 

Morphokinetic Group (形态动力学组)： 

 

 
 

6. 从特定组别中选择您需要的变量并单击 。按住键盘上的 Shift 或 Ctrl 键可选择多个变量。

也可以通过双击某个变量将其纳入导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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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选变量现在将显示在 Included export variables (包含的导出变量) 列表（标签栏的中间

部分）中： 

 

 

 

如果选择 Show export groups (显示导出组) 复选框，列表将显示这些包含的变量最初所来

自的组别： 

 

 

 

选中并单击 ，即可以从导出项目中删除变量。按住键盘上的 Shift 或 Ctrl 键可选择多个

变量。 

7. 重复前面两个步骤，任意选择您所需的导出变量。 

8. 可以在导出项目中多次使用标有星号的导出变量。这与某些变量可以在每个胚胎中进行多次

注释有关： 

 

 

 

如需增加或减少其中某变量在导出项目中出现的次数，请在包含的导出变量列表中将其选

中，然后单击  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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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变量旁边的列表指定了最终导出文件中出现这些变量的栏目数量（Count (计数)）： 

 

  

 

9. 可以单击 Up（上）或 Down（下）按钮在列表中上下移动选择的变量： 

 

 

 

创建最终导出文件时，变量将按显示的顺序排列。 

10. 单击 Save（保存）。 

11. 转至 View All Slides (查看所有培养皿) 页面，选择一个或多个待导出数据的培养皿。然后

单击 Export（导出）按钮。 

12. 输入您将创建的导出文件的名称并选择新文件的存储位置。在 Save as type (另存为类型) 

区域中，选择您刚刚创建的导出项目名称。 

软件随即生成一个导出文件，其中包含所选培养皿的指定导出变量。 

  



EmbryoViewer 软件 
 

 

- 105 - 

7.9 About (关于) 标签栏 

单击 Settings（设置）页面上的 About（关于）选项卡时，可以验证 EmbryoViewer 软件和已连接

的 ES server 的版本号和 UDI 代码，并检查 ES server 当前所用的内存： 

 

 

 

您还可查看服务器内存警告上限和下限。这些限制表明将在何时显示“ES server 硬盘空间不足”警

告。Vitrolife 可根据需要更改以下默认值： 

 

ES server： 

• 上限（容量警告限制）：200 GB 

• 下限（容量减少限制）：25 GB 

 

ES server+： 

• 上限（容量警告限制）：500 GB 

• 下限（容量减少限制）：25 GB 

 

如果超出上述两项限制中的任意一项，将显示警告。警告会具体说明超出了上限还是下限。如果您

看到该警告，请联系 Vitrolife 以获得支持。您可能需要为您的硬盘扩容或释放空间。  

如果超过下限，任何已连接的 EmbryoScope 和 CulturePro 培养箱都将断开连接，直到有足够的可

用硬盘空间。在此期间，图像将仅在培养箱中本地存储，而不会存储在 ES server 上。当硬盘空间

再次可用且培养箱能够重新连接时，所有本地存储的图像都将被传输至 ES server 正常存储，且将

通过 EmbryoViewer 软件提供完整的时差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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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mbryoViewer 软件出现故障 

引起系统崩溃的原因有多种，例如硬盘故障、网络故障、病毒感染、Windows 操作系统崩溃、数据

库损坏、EmbryoViewer 软件的内部故障等。 

当软件无法正常运行时，所有正在运行中的培养皿均可以在标准显微镜下或直接在 EmbryoScope 

培养箱中进行胚胎评估。 

如需解决此问题，请重新启动 EmbryoViewer 软件。这不会影响正在运行的培养皿的数据采集。 

如果这还不能解决问题，请立即与 Vitrolife 联系以获得支持。 

 

9 符号和标签 

标签 描述 注意 

 

制造商声明该设备符合医疗器械法规

（欧盟）2017/745 中的所有适用要求 

- 

 

医疗器械 - 

 

唯一设备标识 - 

 

制造商名称和地址 请参见第 11 节。 

 

10 废弃物处理 

为尽量减少电子电气设备废弃物，废弃物必须按照有关报废电子电气设备 (WEEE)的指令 

2012/19/EU （根据指令 (EU) 2018/849 修改）予以处置。这包括：PCB（无铅 HASL）、开关、

PC 电池、印制电路板和外部电缆。所有组件均符合 RoHS 2 指令 2011/65/EU，该指令规定，新电

子电气组件不得含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 (PBB) 或多溴二苯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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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联系方式 

需要紧急帮助？请您拨打我们的支持服务热线： 

+45 7023 0500 

（每周 7 天， 24 小时服务）  

 

 

电子邮件支持：support.embryoscope@vitrolife.com 

（将在 2 个工作日内回复） 

 

 

Vitrolife A/S 

Jens Juuls Vej 20 

DK-8260 Viby J 

 丹麦 

 

电话：+45 7221 7900 

网站：www.vitrolife.com 

 

 

 

 

 

 

 

 

 

丹麦 VITROLIFE A/S 

mailto:support.embryoscope@vitrolife.com
http://www.vitrolif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