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定量组织信息学



HALO®、强大的分析能力和超快的处理速度，所以世界各地的实验
室依赖它在广泛的研究领域（包括肿瘤学、神经科学、新陈代谢、
移植科学、毒理病理学等）实现高通量、准确的数字病理切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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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更少的时间学习软件，更多的时间分析数据。HALO 的分析
调整快速而简单，专家和新手均容易上手，数据质量也具有保
证。无需从头“构建”分析算法。HALO 灵活的、专门构建的
模块为各种各样的组织类型提供快速、定量的结果。

图像分析简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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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对使用现有系统进行数字切片注释而感到苦恼？使用 

HALO 直观、灵活的注释工具可以将注释时间缩短一半。徒手
绘制或使用磁性笔工具自动“捕捉”注释到您的组织。可轻松
重绘、修改、移动、旋转或复制粘贴现有的注释。更好的方法
是，训练分类器模块自动选择感兴趣的组织，以便在研究中对
所有图像进行分析。

快速图像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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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切片的图像文件很大，传统的分析系统通常难以驾驭。 

HALO 的并行处理技术和优化算法使得分析速度大大增加，达
到使用相同标准硬件且具有竞争力的解决方案的 4 倍。具有巨
大通量需求的机构可将 HALO™ 性能提升分析器联合使用。

加快分析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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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O 在整个组织切片过程中逐个细胞报告形态学和多重表达数据，
并维持细胞数据和细胞图像之间的交互链接。排序和过滤功能允许用
户挖掘数百万个细胞，同时可视化地评估相应的细胞群体。例如，根
据生物标记强度对细胞进行排序，并立即找出图像中强度最高的细
胞。想象一下无限的可能性。

轻松探索细胞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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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O 提供的模块化平台可以根据您的需求扩展。首先从几个
模块开始，然后根据需要添加更多模块。可在单个工作站上使
用 HALO，或者升级至可供整个小组使用的服务器版本 HALO 

对于任何预算都足够灵活。

与 HALO 一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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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明场模块
面积量化
测量最多五种染料的阳性染色区域和光密度，根据染色强度（阴性、弱阳性、中
阳性或强阳性）对像素进行分类，并测量染料的共定位百分比。
免费随附各种 HALO™ 套餐。

单一和多重 IHC

量化任何细胞区室（细胞核、细胞质和细胞膜）中最多 5 种染料的阳性反应，并
根据每个细胞的染色阳性反应输出用户定义的细胞表型。

ISH 量化
分析 CISH、SISH、RNA ISH，或细胞核和/或细胞质中几乎任何类型的“信 

号”。量化一个或两个探针，并报告每个单位面积或每个细胞的探针信号的数
量。针对 RNAscope® 量化，支持推荐的 H-评分协议。

ISH-IHC 量化
在每个细胞的基础上测量一个 IHC 染色和至多两个显色和/或银标记的 DNA 或 

RNA ISH 探针。针对 RNAscope® 量化，ISH-IHC 模块支持推荐的 H-评分协议。

目标量化
计算微血管和其他大细胞等目标对象。测量一个单一组织中的一个或两个不同染
色的目标，量化目标区域、光密度和目标的共定位。

组织分类
使用实例学习方法，在整个玻片中分离组织类别，如肿瘤和基质。可与所有其他
模块一起使用，以选择特定的组织类别进行进一步分析。 

可用于明视场和荧光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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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和多重 IF

量化任何细胞区室（细胞核、细胞质和细胞膜）中无限数量生物标记的强度和总
体阳性率，并基于每个细胞的生物标记阳性输出用户定义的细胞表型。 

组织分类
使用实例学习方法，在整个玻片中分离组织类别，如肿瘤和基质。可与所有其他
模块一起使用，以选择特定的组织类别进行进一步分析。 

可用于明视场和荧光应用。

FISH 量化
一套定量荧光原位杂交的模块，包括扩增–删除、分离–融合、多重 RNA 和 DNA 

分析（无限探针）。针对 RNAscope® 量化，多重 FISH 支持推荐的 H-评分协
议。

一般荧光模块
面积量化 FL

可测量无限种荧光染色的阳性染色区域和强度，根据染色强度（阴性、弱阳性、
中阳性或强阳性）对像素进行分类， 

并测量染料共定位百分比。 

免费随附各种 HALO™ 套餐。

FISH-IF 量化
在每个细胞的基础上对无限数量的荧光标记蛋白和 DNA/RNA 探针进行量化。针
对 RNAscope® 量化，FISH-IF 支持推荐的 H-评分协议。

目标量化 IF

计算微血管和其他大细胞等目标对象。测量一两个被不同荧光团染色的目标，量
化目标面积、强度和共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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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学模块 空间分析
免疫细胞量化
对用常见免疫细胞标记物（CD3、CD4、CD8、PD1、PDL1）标记的细胞进行
量化。当与第二种染料组合使用时，也可以测量免疫细胞与第二种染料的邻近
度。例如，CD8+ 免疫细胞与细胞角蛋白 + 肿瘤区域的邻近度。

最近邻分析
计算任意两个细胞或目标群体之间的平均距离。在本例中，
我们测量肿瘤细胞（蓝色）和 CD4+ 细胞（红色）之间的平
均距离。

邻近分析
在用户定义距离内量化另一个细胞群的细胞数量，并输出可
定制化直方图。在本例中，我们量化了 30 µm 范围内肿瘤细
胞（粉红色）中的 CD8+ 细胞。近端 CD8+ 细胞（红色）通
过红色邻近线连接到最近的邻近肿瘤细胞。非近端 CD8+ 细
胞标记为绿色。

浸润分析
在用户定义的带注释关注区域范围内量化细胞或目标数量。
此处，病理学家绘制了肿瘤边界（绿线），量化了该边界两
侧 500 µm 内的 CD8+ 细胞的密度，并绘制成直方图。连续切片和染色分析

利用连续切片分析，您可以将组织分类掩模转移到已配准的连续切片，以便在相
邻玻片上分析相同的重叠区域。连续染色分析有助于通过重复染色和剥离同一切
片来捕获图像叠加，从而在单个图像中分析所有标记。

组织微阵列分割
轻松将 TMA 玻片分割成单个斑点，以便进一步分析。手动创建 TMA 映射或从
电子表格导入，移除缺陷组织的芯点或伪影，并进行单个芯点分析或所有 TMA 

芯点批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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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泡量化
测量每个细胞的液泡面积、直径、周长和数量。量化任何组织中的脂滴，包括肝
脏（脂肪变性）和脂肪组织。

新陈代谢模块
胰岛量化 IHC

除了核复染色外，还计算用最多两种染料染色的胰岛，量化每个胰岛染色细胞的
数量，并确定用每种胰岛特异性染料染色的胰岛面积。例如，计算每个胰岛的胰
岛素和胰高血糖素阳性细胞。

胰岛量化 FL

除了细胞核染色外，还要计算用至多三种染料染色的胰岛，确定每个胰岛内每种
染料阳性的细胞数目，并量化每种染料阳性的胰岛面积和组织总面积。例如，计
算每个胰岛中胰岛素、胰高血糖素和生长抑素阳性细胞的数量。

神经 | 肌肉 | 血管模块
轴突量化
量化整个切片上的轴突。计算轴突面积、髓鞘面积、髓鞘厚度、内外轴突直径和 

G-比率。

小胶质细胞量化
根据小胶质细胞突的长度和厚度来量化小胶质细胞的激活。输出活跃和不活跃小
胶质细胞的总数、每个细胞的平均突数和每个细胞突的面积、长度和厚度。

分支结构
量化标记的分支目标，例如视网膜血管化或神经分支。测量分支点和端点的数
量、分支的长度、厚度和面积。可用于明视场和荧光应用。

肌肉纤维量化
量化用层粘连蛋白或其他染料染色的肌肉纤维的面积、周长和平均/中位/最大直
径以突出纤维膜。计算有中央核（指示再生）的肌肉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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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共享 
通过指定用户和特定于研究的访问控制，与组织内外的同
事安全共享病理图像和研究数据。

合作图像管理

HALO Link 将图像管理和 HALO 图像分析结合起来，通过网络，允许随时随地安全地访问来自电脑、平
板电脑或智能手机的研究数据、切片信息和分析结果。
支持市场上几乎所有的数字切片格式，包括多通道荧光和多光谱 qptiff，HALO Link 是以下应用及单位
的完美解决方案：多用户 HALO 安装、大型实验室/部门、核心设施、合同研究组织或
任何其他需要安全管理和共享玻片和分析数据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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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O LINK 特点
管理玻片
� 用于任何研究设计的灵活数据组织
� 自定义研究领域和使用条形码自动导入元数据，与 LIS 

系统或其他数据库集成。

远程分析 
与 HALO 的全面集成，允许用户远程分析切片，随时随地
查看 HALO 分析结果和标记。

可视化趋势 
根据研究中所有玻片的分析结果创建散点图，以可视化数
据趋势并执行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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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O AI 基于最先进的神经网络算法，是一个基于实例训练的组织分类工具。与其他机器学习或模式
识别算法相比较，神经网络可以处理更复杂的分类任务。HALO AI 分类器可用于发现组织中的罕见事
件或细胞，量化组织类别，并用其他 HALO 图像分析模块分割组织类别，从而进行分析。
HALO AI 与 HALO 和 HALO Link 集成，为用户提供了一个直观的训练界面，能够与世界各地的病理学
家和科学家在 HALO AI 项目上无缝合作。
HALO AI 将深度学习人工智能的能力交给了病理学家和研究人员。

人工智能的力量 

掌握在病理学家手中
神经网络驱动的组织分类和 

研究与常规病理学分割

HALO AI 特点

01 定义类别 02 训练网络 03 应用分类器

简单、直观的工作流程
HALO AI 采用了一个简单的三步工作流程。在定义了要分割的组织类别之后，病理学家可以通过绘制注释来训练
神经网络 — 而不需要计算机编程或人工智能知识。经过训练后，分类器可以用来对整张切片的图像进行分类，
或者选择特定的组织类别与其他 HALO 模块一起进行分析。

强大的 新网络
HALO AI 包括三个强大的神经网络 — VGG（一个著名的传统网络）、DenseNet 

（一个能够在更高分辨率下创建强大分类器的现代网络）和最终的 MiniNet（在  

Indica Labs 开发的一个浅层自定义网络，可以用有限的训练数据快速生成解决 

方案）。

自定义网络集成
是否想要集成您自己的神经网络? 没问题。我们的 Python 插件提供了一个用户友
好界面，用于绘制训练注释，然后将这些注释转换为训练补丁，并馈送给链接到任
何神经网络框架的自定义脚本。分类器可用从我们自己的网络中生成的相同方式在 

HALO 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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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a Labs 软件解决方案使用 HALO® 和 HALO AI™ 为全切片组织提供快速、定量的评
估，以进行图像分析，并使用 HALO Link™ 管理图像、数据并促进合作。
在最前沿技术、持续专注于易用性和专业客户服务的支持下，Indica Labs 的软件和服务
正被用于在世界各地的病理实验室和研究机构中进行重大发现。  

INDICALAB.COM

生物标记分析
免疫表型、药效学、表达谱分析等。

先进的分析方法
生物标记空间关系、队列分析和生物信息学。

云部署
基于网络的协同学习管理系统。

利用业界领先的软件平台 提供定量生物标记和图像分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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