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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ing ADInstruments systems

ADInstruments (PowerLab
)

ISO 9001: 2008
CE

CSA standards
PowerLab

(FDA) GLP & 21 CFR Part 11 

ADInstruments

www.adinstruments.com/support /safetystandards/

Approved for non-direct 
cardiac connection 

Satisfie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European EMC and  
low voltage directives.

CAMERA-READY LOGOTYPE – UL CLASSIFICATION MARK FOR CANADA AND THE U.S.

These Marks are registered by Underwriters Laboratories Inc.

The minimum height of the registered trademark symbol ® shall be 3/64 of an inch.  When the overall diameter of the
 UL Mark is less than 3/8 of an inch, the trademark symbol may be omitted if it is not legible to the naked eye.

The font for all letter forms is Helvetica Condensed Black, except for the trademark symbol ®, which is
Helvetica Condensed Medium. No other fonts are acceptable.

Please Note:
The word "MARINE" should only be used for UL Classified marine products.

200-195I 20M/11/97

Meets the CSA and US  
certified medical electrical 
equipment standards.

ISO 9001:2008  
Certified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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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ftware

软件 功能

LabChart LabChart软件是由ADInstruments公司自行开发的，配合PowerLab数据采集分析系统使用的新型数据采集分
析软件。它提供了传统的纸带记录仪和自编程记录软件所不可比拟的强大功能，可以把研究者的计算机转
变成一台功能强大的，集数据提取、实时或者非实时计算、统计分析、数据显示和绘图功能于一体的数字
化记录设备。软件的主要功能包括：

具有多台数据采集主机联级功能，可以链接多台记录主机，连续实时显示最多32通道的数据信号

自动识别各种型号的PowerLab数据采集分析主机、放大器以及智能传感器，仪器设置完全程控

预设方波脉冲、三角波、正弦波、阶波等输出模式，并可用函数创建自定义输出波形

信号、坐标自动实时调整功能使数据永远不会越出通道可视范围

Scope View轻松实现数据同步叠加

众多实时或者非实时分析计算功能

创建可编辑的宏指令，使实验过程和数据分析实现自动化

实验设置文件存储实验设置参数，便于重复实验

LabChart Extensions LabChart extensions是LabChart软件的免费插件，提供附加的数据格式输出、滤波、绘图、计算测量等实用
功能扩展。

LabChart Reader LabChart Reader是一款免费下载的软件，可以查看和简单分析LabChart数据文件。PowerLab用户可以用它和
同事们分享实验数据。 

LabChart Modules LabChart modules是在LabChart软件基础上的升级和扩展包，提供额外的强大计算和分析功能，大大方便了
实验后的数据分析统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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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功能

LabChart Pro 包含所有LabChart软件模块的组合包，包括下面12个专业的软件模块：

血压分析 快速分析动脉压和心室压信号，自动计算超过20项常用心血管参数。

心输出量 快速设置和分析热稀释法心输出量测量数据，计算心输出量。 

昼夜节律 对长时间记录的数据进行昼夜节律分析，通过图表形式输出分析结果。

DMT标准化 快速计算标准化的微血管张力前负荷。

量效关系 快速分析离体组织量效实验数据，自动绘制量效关系曲线，并计算包括EC50和Hill Slopes在内的常用参数。

 ECG分析 筛选每一个ECG周期，分析其中PQRST成份波的时程和波幅，以及ST段高度等实用参数。

心率变异度(HRV) 分析动物或者人体心率变异度，实时或者非实时绘制各种相关图表，并出具分析报告。

新陈代谢 实时或者非实时采集并分析新陈代谢相关参数，如：气体交换率(RER)、V̇CO2、V̇O2和每分通气量(V̇E)。

峰形分析 分析动作电位、诱发电位、心肌细胞动作电位、兴奋性突触电位等各种峰形信号，计算常用参数。

压力容积环分析 快速记录分析左心室压力容积环，计算超过三十项血流动力学参数。

锋电位直方图 实时或者非实时甄别细胞外神经元放电“锋电位”，绘制统计直方图。

视频同步 同步记录实验数据和视频影像，并具备连续回放功能。

GLP客户端和GLP服
务器

嵌入LabChart，使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在符合GLP and 21 CFR Part 11规范环境下进行。ADInstruments还提供包
括系统安装、系统验证、定期维护和校准等专业化服务。



4

software

软件 功能

LabChart LabChart软件是由ADInstruments公司自行开发的，配合PowerLab数据采集分析系统使用的新型数据采集分
析软件。它提供了传统的纸带记录仪和自编程记录软件所不可比拟的强大功能，可以把研究者的计算机转
变成一台功能强大的，集数据提取、实时或者非实时计算、统计分析、数据显示和绘图功能于一体的数字
化记录设备。软件的主要功能包括：

具有多台数据采集主机联级功能，可以链接多台记录主机，连续实时显示最多32通道的数据信号

自动识别各种型号的PowerLab数据采集分析主机、放大器以及智能传感器，仪器设置完全程控

预设方波脉冲、三角波、正弦波、阶波等输出模式，并可用函数创建自定义输出波形

信号、坐标自动实时调整功能使数据永远不会越出通道可视范围

Scope View轻松实现数据同步叠加

众多实时或者非实时分析计算功能

创建可编辑的宏指令，使实验过程和数据分析实现自动化

实验设置文件存储实验设置参数，便于重复实验

LabChart Extensions LabChart extensions是LabChart软件的免费插件，提供附加的数据格式输出、滤波、绘图、计算测量等实用
功能扩展。

LabChart Reader LabChart Reader是一款免费下载的软件，可以查看和简单分析LabChart数据文件。PowerLab用户可以用它和
同事们分享实验数据。 

LabChart Modules LabChart modules是在LabChart软件基础上的升级和扩展包，提供额外的强大计算和分析功能，大大方便了
实验后的数据分析统计工作。 

5

s
o

f
t
w

a
r
e

ADINSTRUMENTS.com

软件 功能

LabChart Pro 包含所有LabChart软件模块的组合包，包括下面12个专业的软件模块：

血压分析 快速分析动脉压和心室压信号，自动计算超过20项常用心血管参数。

心输出量 快速设置和分析热稀释法心输出量测量数据，计算心输出量。 

昼夜节律 对长时间记录的数据进行昼夜节律分析，通过图表形式输出分析结果。

DMT标准化 快速计算标准化的微血管张力前负荷。

量效关系 快速分析离体组织量效实验数据，自动绘制量效关系曲线，并计算包括EC50和Hill Slopes在内的常用参数。

 ECG分析 筛选每一个ECG周期，分析其中PQRST成份波的时程和波幅，以及ST段高度等实用参数。

心率变异度(HRV) 分析动物或者人体心率变异度，实时或者非实时绘制各种相关图表，并出具分析报告。

新陈代谢 实时或者非实时采集并分析新陈代谢相关参数，如：气体交换率(RER)、V̇CO2、V̇O2和每分通气量(V̇E)。

峰形分析 分析动作电位、诱发电位、心肌细胞动作电位、兴奋性突触电位等各种峰形信号，计算常用参数。

压力容积环分析 快速记录分析左心室压力容积环，计算超过三十项血流动力学参数。

锋电位直方图 实时或者非实时甄别细胞外神经元放电“锋电位”，绘制统计直方图。

视频同步 同步记录实验数据和视频影像，并具备连续回放功能。

GLP客户端和GLP服
务器

嵌入LabChart，使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在符合GLP and 21 CFR Part 11规范环境下进行。ADInstruments还提供包
括系统安装、系统验证、定期维护和校准等专业化服务。



6

hardware ADINSTRUMENTS.com

7

h
a

r
d

w
a

r
e



6

hardware ADINSTRUMENTS.com

7

h
a

r
d

w
a

r
e



8

hardware ADINSTRUMENTS.com

9

h
a

r
d

w
a

r
e



8

hardware ADINSTRUMENTS.com

9

h
a

r
d

w
a

r
e



10

hardware ADINSTRUMENTS.com

11

h
a

r
d

w
a

r
e

小动物遥测系统
小动物遥测系统包括生物电遥测基础系统和压力遥测
基础系统。它能够从清醒自由活动的动物身上连续采
集多种遥测生理信号，包括：血压、肺动脉压、左心
室压、胸膜内压、眼内压、膀胱压、心电、脑电、肌
电、温度和活动度等。最后通过PhysioTel Connect
无线传输至LabChart分析软件。所用植入子是目前市
场上最先进的小动物遥测产品。应用范围可从心血
管、中枢神经系统和药理学研究到睡眠与癫痫研
究。LabChart Pro专业版软件所含的ECG（心电图分
析）模块可自动监测动物心电图信号PQRST波的发
生、振幅和间期；Blood Pressure（血压分析）模块
可快速分析动脉或心室压力信号，自动计算超过20项
常用心血管参数；HRV（心率变异分析）模块分析动
物心率变异度，实时或非实时绘制各种相关图标，并
出具分析报告；Video Capture（视频采集）模块允许
同步记录和回放QuickTime视频影片和LabChart数据

文件。

ADISTC-Marketing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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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运动生理学系统是研究运动状态下人体的心肺功
能和新陈代谢的完整体系，可以用于运动生理学等方面
的研究。系统连续实时监测新陈代谢参数，包括呼吸气
体温度、呼吸气流、呼出气体CO2和O2的浓度、ECG
或者EMG等，选配更多配件还可以记录包括血氧饱和

度、脉搏、体温等众多人体生理学指标。
系统的核心产品气体分析仪用于测量呼吸气体中氧气

和二氧化碳的浓度，可用于各种动物（大鼠等）或者人
体呼吸气体研究。它包含一个红外二氧化碳感应器和一
个光学氧气感应器，气体通过一个除湿真空进样泵，通
过合适的气体混合腔（选配）抽取。气体分析仪前面板
有一个进样流苏调节旋钮，可以设定从35mL/min 到
200mL/min的抽气速度（最大抽气速度根据连接管的内

径以及长度可能有所差别），从而适合动物呼吸实验或
者人体呼吸气体研究。
气体分析仪可以通过I2C数据线和B N C接口连接
PowerLab数据采集主机，LabChart 软件可以自动识别

氧气和二氧化碳浓度测定通道，并提供自动的校准。



12

hardware ADINSTRUMENTS.com

13

h
a

r
d

w
a

r
e

人体运动生理学系统是研究运动状态下人体的心肺功
能和新陈代谢的完整体系，可以用于运动生理学等方面
的研究。系统连续实时监测新陈代谢参数，包括呼吸气
体温度、呼吸气流、呼出气体CO2和O2的浓度、ECG
或者EMG等，选配更多配件还可以记录包括血氧饱和

度、脉搏、体温等众多人体生理学指标。
系统的核心产品气体分析仪用于测量呼吸气体中氧气

和二氧化碳的浓度，可用于各种动物（大鼠等）或者人
体呼吸气体研究。它包含一个红外二氧化碳感应器和一
个光学氧气感应器，气体通过一个除湿真空进样泵，通
过合适的气体混合腔（选配）抽取。气体分析仪前面板
有一个进样流苏调节旋钮，可以设定从35mL/min 到
200mL/min的抽气速度（最大抽气速度根据连接管的内

径以及长度可能有所差别），从而适合动物呼吸实验或
者人体呼吸气体研究。
气体分析仪可以通过I2C数据线和B N C接口连接
PowerLab数据采集主机，LabChart 软件可以自动识别

氧气和二氧化碳浓度测定通道，并提供自动的校准。



ADINSTRUMENTS.com

15

h
a

r
d

w
a

r
e

14

hardware



ADINSTRUMENTS.com

15

h
a

r
d

w
a

r
e

14

hardware



16

introducing education systems



16

introducing education syste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