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现了高品质数据与易用性之间的平衡，
让您的研究走的更远更快 
我们先进的无线技术和直观的软件设计共同创造出高品质数据与 

易用性之间的完美平衡。借助新陈代谢、无线肌电和生理监测 

解决方案以及可集成所有数据流的软件，能够轻松简易地实时 

分析更多生物信号。

为运动生理学
掌控节奏

使用 LabChart 的呼吸量测定法扩展来
测试肺功能

灵活的数据采集
ADInstruments 系统让您一次记录多个信号。从这里选择一种完整的解决方案，

或者混合兼容其他产品和配件来满足您独特的研究需求。甚至更大的灵活性，

您可连接任意模拟输出（+/-10V）的运动器材到 PowerLab 采集设备，同步 

事件在 LabChart 上。

您全部的分析都在同一个平台 
LabChart 分析软件是一个让您整合所有数据流

到同一个地方的平台。 

特别为生命科学数据设计，LabChart 为您提供多达32个

通道进行数据显示，不论是选择自动或定制化的分析，

都功能强大且易于使用。

PowerLab、LabChart 和 LabTutor 都是 ADInstruments Pty Ltd 的商标。所有其他商标均为各自公司的财产。PowerLab 系统及信号调节器符合欧盟

电磁兼容指令。ADInstruments  给人体使用的讯息调节器经IEC60601-1患者安全标准批准，同时也符合国际标准ISO9001:2008合格品质管理系统 GLP
21CFR Part11
Compliance

制造更高品质的结果并更快速达
到您的目标
ADInstruments 全球培训和支持方案省时省力省钱， 

让您的生活更容易。 

赶快让您的工作人员和学生们加入我们充满活力的专业

培训课程和我们专家团队不间断的技术支持。

PowerLab 是独创的高性能数字数据采集设备， 并被超过20,000篇同行评审期刊

论文引用。 

代表性信号

•新陈代谢（VO2,VCO2, RER 等）

•呼吸

•血压 

•心电图

•肌电图

•血氧饱和度

•测角术

•加速度测量术（3轴）

•温度

•皮肤电反应

•心跳

拓展您的研究到新领域
ADInstruments 系统提供的灵活性将您的研究 

扩展到其它领域。请我们的专家根据您的需求

来设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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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适用于运动学研究的 LabChart 功能

•事件管理器

•RMS 功能

•功率谱密度

•ECG Analysis（ECG分析） 

•呼吸量测定法扩展

•Metabolic（代谢）模块

•周期测量

•Video Capture（视频捕捉）模块

•LabChart 远程应用

•HRV（心率变异性分析）模块

代表性研究

无氧阈值 • 体位压力反射、步态和肢体动作 • 人体工程学 • 运动测试 • 运动机能学 

呼吸气体分析 • 肌肉生理学 • 性能测试 • 肺部功能分析

ADInstruments 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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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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员

中国 电话4006 316 586 l 电子邮件 info.cn@adinstruments.com

adinstruments.com.cn

Metabolic（代谢）模块

在一个气体混合腔内记录 CO2 和 O2 浓度，自动计算出

VE,VO2,VCO2  和 RER 并实时绘制出代谢计算结果图表。



系统包括： 

• Trigno 数字基础系统接收器

• USB 线和电源供应器

• LabChart Pro
• 2 x Trigno 传感器贴纸（4组，80片）

传感器选项包括：

• EMG 和 XYZ 传感器 

• EKG 传感器  

• 夹扣式 EMG 和 XYZ 传感器

• 迷你 EMG 和 XYZ 传感器  

• 4个通讯 FSR

皮肤温度贴片

无线脉搏血氧定量
感应器

皮电反应感应器

核心温度胶囊 蓝芽收发器
感应带

感应器电子模块
（SEM）

无创血压

人体无创血压系统（ML282B1-X）

通过记录手指动脉压即可连续性无创监测出动态血压。

其结果数据可得到收缩压、舒张压、平均动脉压、心率

和心跳间期。数据可直接传到 LabChart。

使用我们的无创血压方案和 LabChart 可以记录

和分析受试者间断性或连续性血压。

系统包括： 

•人体无创血压控制器

•手腕装置

• 2 x 手指袖套

•高度校正装置

• LabChart Pro

•人体无创血压设备启动器

新陈代谢研究
我们的新陈代谢系统可以同时测量呼吸气体浓度

和气流，让您计算出关键的代谢参数。

运动生理学系统（PL3508B80）

一个完整的生理记录系统来监测运动时的心肺和代谢功能。

包括：

• PowerLab 8/35

• LabChart Pro

• Bio Amp

• 气体分析仪

• 气体混合腔

• Spirometer

• 电热调节器 Pod

• 运动生理学附件包

无线生理监测
无线生理记录能够使您的受试者自由活动，这样

您可观测到人体最真实的行为动作。 

实现了数据集成和易用性之间的完美平衡，我们的无线 

生理记录解决方案能将大范围的信号直接传入 LabChart，
这样您可以同步呈现和分析多种实时信号。

Trigno 无线基础系统（RSB001DSY04）

结合了 Delsys 公司 Trigno 数字基础系统和定制的设备启动器，使您只需点击按钮就能将您的肌电数据直接输入到

LabChart。一系列的 Trigno 无线传感器供您选择完成您的系统。（分开销售）

Equivital 初级套装（6套）（RSB-EQ001）

需要全部硬件来无线记录受试者心电和心率，扩展可得

到呼吸频率，皮肤温度和 XYZ 加速仪数据并实时直接

传入 LabChart（分开销售）。一系列有线和无线的附件

可分开提供用来记录额外参数和特征。 

系统包括： 

•Equivital SEM 和 USB 线

•6 x Equivital 不同尺寸感应带

•使用于 LabChart 的 Equivital 设备启动器

•蓝牙适配器

有线生理监测
ADInstruments 提供一系列的有线解决方案来 

研究精确的运动数据；肌肉的机制、特性和 

性能；它们如何对压力和刺激反应以及肌电图。

生物电放大器（单通道，双通道和八通道）

ADInstruments 一系列绝缘，高性能的差分生物放大器

可用于人体连接，可精确测量心电、肌电和其他生物

信号。

反射附件包（PTK17）

这个附件包适用于腱反射、反射和神经刺激实验。通过 

PowerLab 数据采集设备连接 LabChart 分析软件。

无线肌电监测
ADInstruments 无线肌电方案可用于追踪任何东西的活动。举田径为例，在点上的应用，舒适和 

自由运动非常有利。还是评估隔离小肌肉群的理想方案。

Felix Baumgartner 准备他的 LifeMonitor，他在2012年高空跳
伞中打破世界纪录

Trigno
Wireless
System
Device Enabler

人体无创血压系统跟新陈代谢一起使用

附件包包括：肌腱锤，测角仪，记录板电极，刺激棒

和电线。

Equivital 开始组范例系统附加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