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的系统能够整合血流、NIBP（无创血压）、 
离体心脏、动脉压、心室压力和容积、激光 
多普勒和电生理学等方面的数据流，随实验 
推进，无论您的实验进展到任何阶段，都能 
确保高质量结果。

动物心血管
概述

屏幕截图：使用 LabChart 进行大鼠心电图分析

灵活的数据采集
ADInstruments 系统提供整合解决方案，推进生命科学研究。通过将 LabChart 分析软件和 PowerLab 数据采集设备 
相结合，您可以灵活采集和同步各种不同信号以用于分析。我们还提供一系列 LabChart 兼容解决方案，可直接将数据流
导入 LabChart。

LabChart 数据分析软件
为所有记录装置的共同
协作创建平台，允许您 
从多个信号源同步采集 
生物信号，并且随着实验 
进行，应用高级计算和 
绘图。

PowerLab 的设计可满足：为生命科学研究提供精确、 
一致和可靠的数据采集；为您提供所需的可重现数据， 
同时符合最严格的国际安全标准。

ADInstruments 是 Millar Mikro-Tip 压力导管及其可用于记录心室压力容积和有创压力相关硬件的
全球独家经销商。  
通过将这些高灵敏度的微创导管与 PowerLab 和 LabChart 相结合并用于数据采集和分析，您一定
能获得清晰、准确的结果。  
如需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 adinstruments.com/partners/millar

Making the
improbable possible.

无论您进行的是基础研究、 
转化研究或介于二者之间， 
ADInstruments 都可以 
为您提供一系列解决方案， 
完成准确、灵敏的心血管测量。

血流动力学
无论用于基本的生物调查还是专注于疾病的研究， 
高保真血流动力学数据加上专门的分析工具，都会 
推动在多样的跨学科应用中实现有力结果。



有创血压
血压是血液从心脏流经心血管系统时，作用于周围血管壁的压力。通过有创血压记录，直接测量源头处的持续动脉和血管
压力信号这一功能，为支持心血管研究提供了更高级别的数据准确性和灵敏度。
有创压力记录不但极适合于对基础、急性和慢性心血管测量进行每搏动监测，还能评估时变和数据随时间的变化态势。
无论您希望记录和分析小型动物还是大型动物的血压，ADInstruments 都能帮助您创建专为您研究需要而定制的解决方
案。

心室压力容积 (PV)
使用心室压力容积 (PV) 环，可分析
正常和疾病状态下的心室功能变化，
这些环通过实时绘制左心室压力与
左心室容积而生成，每个环代表一个
完整心动周期。

MPVS Ultra 基础系统 
Millar Pressure Volume (MPVS) Ultra 基础系统为精确测量左心室压力 (LVP) 和 
容积而配置，可与 50 多种 Millar 导管配合使用，包括 Mikro-Tip 和超微型选项。 
使用 ADInstruments 系列中选择的辅助程序和传感器，自定义您的系统。
每个系统包括：
•  PowerLab： 16/35 或 8/35  •  LabChart 和 LabChart Pro 分析软件  •  PV Loop 模块
•  MPVS Ultra 压力-容积单元或 MPVS Ultra 单节压力-容积单元（MPVS 硬件、电源和 US线、 

  Ultra 控制软件、培训 CD）•  MPVS 导线包  •  适用校准定标管

+ PV Loop 模块

大型动物

大鼠

小鼠

常见研究：
• 收缩和舒张功能异常
• 肺动脉高血压
• 心脏肥大

• 心力衰竭
• 心血管重塑和血管闭塞
• 病理/毒理研究

• 显型分析
• 缺血/再灌注
• 心脏再同步疗法
• 手术治疗

常见研究：
• 肺动脉高血压
• 急性或慢性心血管监测
• 肿瘤研究

• 肥厚，梗塞，心肌病和其他疾病模型
• 体循环或心室研究
• 颅内研究

Mikro-Tip BP 基础系统 
Mikro-Tip BP 基础系统可测量从小型动物到大型动物的血压。您可从一系列 Mikro-
Tip 压力导管中挑选，将传感器放置于动脉或心脏以直接测量血压。
每个系统包括：PowerLab 8/35 •  LabChart Pro 软件 •  桥式放大器（Bridge Amp) •  使用接口导线

大型动物

大鼠

小鼠

压力 
导管

小动物 
压力-容积导管

电生理学 
导管

大型动物 
压力-容积导管

小鼠 
压力-容积导管

无创 
脉冲血压计

大鼠 
压力-容积导管

Millar Mikro-Tip 导管
Millar 固态 Mikro-
Tip 导管系列是血压
和压力容积测量的
黄金标准，彻底改变
了利用动物进行的 
心血管研究。



常见研究：
• 收缩和舒张功能异常
• 肺动脉高血压
• 心脏肥大
• 心力衰竭
• 心血管重塑和血管闭塞
• 病理/毒理研究

• 转基因操作
• 缺血/再灌注
• 组织灌注研究
• 心脏再同步疗法
• 手术治疗

8-36 mm 心输出量流量
探头：   
用于大型动物体内心 
输出量急性和慢性测量的
PAU 或 COnfidence 流量
探头 。

0.5 和 0.7 mm 微循环 
流量探头：  
用于小血管中的 
急性流量测量。  
极适合用于小鼠。 

精确手持流量探头：  
用于临床前动物试验或 
血管外科手术术中测量 
的临床式操控。 

血管周围 流量探头 
0.5-20 mm：  
针对小型至大型动物的 
标准或自定义配置。 

血流计(Blood FlowMeter)： 单通道激光多
普勒血流计可测量组织和器官微脉管系统中
的血细胞灌注状况。 

有创血流量
有创血流计专为小鼠和大型动物而设计，允许您在血管内和血管周围执行精准的血流量测量，甚至对于非典型动物模型，
如鱼类同样适用。借助不同传感器，这些装置还可用于测量其他不含气液体，如盐水和缓冲溶液中的容积流量。  
将 Transonic 超声波 Transit-Time 专利技术与 LabChart 和 PowerLab 相搭配，您可以可靠地记录绝对容积流速、相对
流速变化以及慢性容积流量，分辨率高、偏差小。

无创血压
无创血压记录允许您在较长采样周期里轻松、无干扰地采集清醒大鼠或小鼠的间歇性的血压数据，并提供高标准护理。 
使用 LabChart 和 PowerLab，搭配 NIBP 系统、专门的尾部传感器/袖带和啮齿动物笼，可靠地记录和监测血压。借助这一
配置，您可以根据尾部血流的周期性闭塞，间歇性测量血压。借助 PowerLab 和 LabChart，同时采集其他生理信号以支持
您的研究。

手持棒状探头专为无创记录
脉压波轮廓而设计，针尖处
配有 Millar Mikro-Tip 压力
传感器。高频响应可确保 
准确再现脉动波形。

无创 
脉搏血压计

适用于小鼠和大鼠的 
NIBP 系统
常见研究：
•   药物发现   •   动物健康监测  
•   显型分析  •   长期研究

搭配 PowerLab 和 LabChart， 
获取尾巴直径 3-6 mm 和尾巴直径 5-10 mm 
小鼠的 NIBP 测量值。包括 NIBP 控制器和脉搏传感器/压力袖带

 

夹式流量传感器 
3-32 mm 管道外径：  
这些“夹式”流量传感器，
为灵活多变的实验室和 
体外管道而设计。

内嵌流量传感器  
2-2.5 mm 管道内径：  
基于灵活性的设计：传感
器插入到实验管当中并 
准确测量血液流量。 

弯头针血液流量探头  
1 mm： 
用于专科应用，如牙龈
和鼻粘膜的测量。

细针血液流量探头  
0.5 mm： 
为有创插入期间的微小
组织创伤而开发。

血管周围流量探头 1 和 
1.5 mm：   
适用于因稳定性而需要大
探头的小型急性或慢性
应用。 

主系统组成部分

Transonic 血管周围和 
管道血流量仪： 
两或三个通道控制台。 
使用适合的流量探头或 
流量传感器（单独出售）
来测量血流量。 



将所有分析汇集于一处 
LabChart 分析软件将您的所有数据流汇集于一处。它专为
生命科学数据而设计，可提供多达 32 个数据显示通道， 
并带有自动或定制化分析选项。

PowerLab、LabChart 和 LabTutor 是 ADInstruments Pty Ltd 的注册商标。其他所有商标均为各自其所有者的财产。PowerLab 系统和信号调节装置
符合欧盟电磁兼容指令。适合人体使用的 ADInstruments 信号调节装置获得 IEC60601-1 患者安全标准的认证，并且符合国际标准。ISO 9001：2008 
质量认证管理体系 GLP

21CFR Part11
Compliance

LabChart：PV Loop 模块

适用于血流动力学的 LabChart
• 血压模块
• PV Loop 模块
• 峰值分析
• 周期测量
• 分析管理器

• Kent 装置启动器
• LabChart Remote
• LabChart Online
• 通道计算整合

PV Loop
实时或采集后分析左心室压力和容积基线以及下腔静脉 
阻塞数据。PV Loop 针对大型和小型动物提供智能预设以及
简化的工作流程，从校准到分析，为您提供详尽指导。

生成更高质量结果，更快实现您的目标
凭借生动的专业化培训课程和专家团队的持续支持，快速 
提高同事和学生的学习。

心血管
运动和体育
呼吸
自律
睡眠
言语病理学
心理生理学
神经生理学
组织和循环

人体
心血管
遥测技术
自律
行为、睡眠和神经科学
组织和循环
呼吸

动物

电生理学
离体器官

离体

拓展您的研究
ADInstruments 系统允许您灵活地将研究拓展至新领域。 
您可以要求我们的专家针对您的需求设计一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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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Instruments 全球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或联系您所在地区的 ADInstruments 代表

adinstruments.com

中国 电话4006 316 586 
 电子邮件 info.cn@adinstruments.com 关注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