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abChart 概述
数据采集与分析软件

LabChart 专为生命科学而设计，最多可提供 32 个通道进行数据显示 
和分析，功能强大，操作简单。 
LabChart 是什么？
LabChart 数据采集与分析软件为您的所有记录设备创建一个协作平台， 
允许您从多个信号源同步采集生物信号，并且随着实验开展应用高级 
计算和绘图。
LabChart 安装快捷，易于使用，可以跟踪您的每一个操作并保留您的原始数据，确保 
结果的完整性，使您可以专注于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 通过 PowerLab 和其他兼容性 
数据采集设备记录数据

• 预览和优化记录
• 简单导入和导出数据
• 为数据添加注释
• 自动执行记录和分析任务
• 将原始数据转化为有用单位
• 在几秒钟内更改记录设置
• 调用数据和实验设置
• 生成自定义刺激输出

借助 LabChart，您可以：

操作灵活

Import time and 
synchronized 
data files

Direct streaming 
option

Integrate with 
other physiological 
recording options

易于使用

Import time and 
synchronized 
data files

Direct streaming 
option

Integrate with 
other physiological 
recording options数据完整

Import time and 
synchronized 
data files

Direct streaming 
option

Integrate with 
other physiological 
recording options

Ainslie 教授
加拿大首席科学家
脑血管生理学

“最重要的是，可以
进行时序一致的连续 
数据记录，这对于以 
脑血流量和血压的 
关系为基础进行传递 
函数分析计算 
非常重要。”

简化工作流

ADInstruments 设备被全球百强生命科学研究所采用，并在 30,000 多篇
经同行评审的论文中被引用。



信号

研究应用

LabChart 功能灵活，满足新型研究需求，可以检测、显示和分析众多生命科学应用领域的各种信号。 

LabChart 专为生命科学研究人员设计，可提供您所需要的人体、动物和体外应用领域的计算、报告和 
绘图功能。

角度
溶解气体
dP/dT
心电图
脑电图
电刺激
肌电图

支持的信号包括：
眼电图
细胞外记录
流体流量
张力
血糖
皮肤电反应
心率

细胞内记录
无创血压
pH
压力
脉搏
RER
呼吸流量

呼吸气体分析
声音
血氧饱和度
温度
组织灌注
视频
容积

创新和扩展您的研究
功能灵活，将您的研究扩展至新领域。随着研究的开展和新研究方向的选定，您可以简便地在 LabChart 中添加新信号和 
测量值。想要脱颖而出吗？通过 LabChart，您还可以创建您自己的高级计算和宏指令，自定义您的分析。 
如果您有特定研究需求，您可联系我们经验丰富的支持团队。我们将与您一起定制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记录和分析您 
所需要的特殊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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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
自主
行为、睡眠 
和神经科学
心血管
遥测技术
组织和循环

体外
电生理学
离体器官



LabChart 功能
LabChart 使用快捷方便，您可以完全掌控您的数据。您可以仅在需要时才使用高级功能，从而以最 
简便的操作完成基础工作。

数据板
将来自图表视图的时基数据和计算 
转换为离散值，便于统计分析。

通道设置
获取您的记录设置、计算和通道概览，
并且修改简单。

设备和通道搜索
便捷管理数据采集设备、输入端口和 
LabChart 通道 - 通过一个面板即可
实现。

DVM
将原始数据或计算信号显示为一个 
大型数字显示区。

功能管理器
搜索和安装新功能和更新，或关闭您 
目前不打算使用的功能和菜单。

数据绘图
采用四种不同绘图类型和曲线拟合， 
方便可视化分析（仅适用于 Windows）。

注释
您可在数据采集期间或之后使用注释
功能实现不间断数据导航。 

周期测量
结合灵活、智能的周期检测功能，对 
周期波形进行简便分析。

计算
在 LabChart 内创建自定义公式、检测
和分析。

分析管理器
保存和标示您的选择和分析区域，仅需轻点，即可调用。

LabChart 与 A-M 系统硬件结合，显示峰电位直方图 
分析。



频谱
将信号转换为可直接提取至数据板内或可视为功率谱 
密度、光谱图或通道计算的频率分量。

回放文件
传输预记录数据，如同从附属设备实时
传输数据（仅适用于 Windows）。

刺激器
创建一个自定义步骤，从而可直接对 
您的标本进行刺激或控制刺激隔离器。

Scope 视图
实时显示、叠加、平均计算和分析周期或诱发波形。

单位换算
借助简便的两点校准工具，即可轻松 
将伏特转换为其他常用计量单位。

缩放视图
您可以仔细查看事件、比较两个叠加 
通道的时间设置以及导出图像发表。

分屏
以两个单独的 x 轴显示迹线，适合查看
长期趋势和最新数据。

参考线
参考线可以快捷而有效的方法将您的数据幅度划分为不同
目标区域。

布局
以您喜欢的方式显示屏幕。智能平铺功能可快速将窗口 
排列整齐，或保存您当前的布局喜好。

宏指令
记录您的行为以便执行重复操作，或 
通过在 VB 脚本中写入定制流程以 
更加深入的方式达成上述目的。



LabChart 扩展功能
任何版本的 LabChart 都配备可选扩展功能，提供附加数据格式化、滤波、可视化、测量和计算等功能。

音频输出
数据可以声音形式回放。有助于回放 
心音、动物声音和人声等输入。

心脏轴
自动计算正面心电图并以动画显示心
向量。

事件管理器
监测输入信号，检测用户定义事件并 
执行用户定义操作。

导出QuickTime
将 LabChart 数据文件保存为 
QuickTime 视频，可以在任何受支持平
台上观看或嵌入其他媒体。

多点校准
将来自 PowerLab 的原始电压信号 
转换为所需单位。

呼吸量测定
基于流量和容量推导呼吸参数： 
VE、VT、PIF、PEF、FVC 和 FEV1  等。

快速响应输出
控制受支持 PowerLab 设备的数字和
模拟输出。

无创心输出量
实施估算根据一个 NIBP 迹线计算的 
连续心输出量。

电报
利用来自电生理学放大器的增益电报
输出。

LabChart 可满足您的不同 
研究需求。

LabChart 远程App
将您的 iOS 设备连接到您的采样 
计算机，并通过 Wi-Fi 远程操作 
LabChart 的特定功能。

调度器
从一个或多个 LabChart 数据文件 
调度记录。



使用 LabChart 模块进行专业分析。
各种模块为特定研究应用领域提供高度专业化的数据采集和分析功能。LabChart Pro 序列号包括所有 
模块套件，您可以根据需求单独购买。一些模块不适用于 Mac。

剂量反应
生成剂量反应曲线、EC50 数值和额外
参数。

代谢
实时测量 VCO2、VO2、VE 和 RER  
等参数。

血压分析
自动检测、分析和报告动脉压或心室 
压记录参数。

锋电位直方图
检测、鉴别和分析细胞外峰电位活动，
并生成一系列绘图和统计数据。

心率变异性
显示和分析人类与动物心电图中的 
心跳间隔变化。

DMT Normalization
使用线性肌动图计算最佳血管预张力
状态并进行标准化。

心电图分析
检测和报告来自人类和动物心电图 
信号的 PQRST 开始、波幅和间期。

压力容积环
分析左心室压力/容积数据，计算环面
积和一系列血流动力学参数。

心输出量
基于 LabChart 记录的动物热稀释 
曲线计算心输出量。

峰值分析
自动检测和分析记录的多个（但非叠加）
信号波形。

Video Capture
同步记录和回放  
Windows 多媒体视频和 LabChart 
数据文件。

Budd Termin
TeamTermin 游泳教练

“……同步视频无疑是一种
全面解决方案，它将游泳技巧
分析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丰富应用



硬件兼容性

PowerLab 是一款数据采集 (DAQ) 设备，用于精确、一致和可靠的数据采集。借助多台设备和传感器 
以可调采样率采集和分析来自任何模拟信号的数据。

LabChart 兼容系统
除了借助 PowerLab 从各种仪器、信号调节器和传感器采样之外，LabChart 还可直接从各种兼容数字和无线设备传输 
数据。这些设备可从 DSI、Oxford、DMT、Equivitial，Delsys 和 Kent 等制造商处获取。 

• 通过 LabChart 自动检测

• 高速采样（最高达 200kHz/通道）
• 享受 5 年质保
• 易于安装，通过 USB 连接到 Windows 或 Mac 即可

教学用 LabChart
用于记录和分析生命科学数据的科研级软件。
借助 LabChart 数据采集和分析软件，学生们可从多个 
信号源同步采集生物信号，并随着实验开展应用计算和 
绘图功能。

访问一系列教学资源  
我们已开发了 150 多项 LabChart 练习用于教学，帮助您在创建课程材料时节省宝贵时间。您可以快捷自定义这些练习， 
简单应用于您的实验课。每堂课包括：

包含课程

学生步骤设置文件教师指南 预配置实验报告

心理生理学

动物生理学 运动生理学

神经科学

普通生物学和 
生物化学

人体生理学

研究领域 教学领域

2/26 

4/26

8/35

16/35

15T

26T

信号调节器和仪器
ADInstruments 生产各种软件控制型前置放大器， 
并提供辅助设备进行专业化研究。

传感器和配件
我们提供各种各样由 ADInstruments 和世界领先 
品牌制造的仪器、传感器以及配件。



版本和许可证

推荐需要全系列模块和功能
（包括特定测量的自动化）

的研究人员和教师使用。

推荐无需模块和特定测量 
的自动化功能的研究人员 
和教师使用。

数据记录和分析 仅分析和协作

面向本科生的有限 6 个月 
许可。提供全面分析、保存 
和导出功能（无采样功能）。
适用于对课程中现有记录 
进行数据分析的学生。

建议需要使用 Windows 或 
Mac 查看 LabChart 数据的
人使用。LabChart Reader 
不支持数据保存，仅能导出
图像。提供数据板进行分析。

阅读器学生许可
Pro

主要功能 LabChart Pro LabChart LabChart Pro 
学生许可

LabChart 阅读器  
免费！

为所有 LabChart 软件提供 
5 年更新 + 升级  ü û û û

打开和阅读 LabChart 文件  ü  ü  ü ü
分析  ü  ü  ü ü
保存和导出  ü  ü  ü û
记录数据  ü  ü û û
LabChart 模块  ü û (单独购买)  ü û
LabChart 扩展功能  ü  ü  ü û

数据完整性  
“我喜欢以电子形式保存所有数据这项功能。无需创建 

审查跟踪，因为这会自动生成。你无法删除任何信息。 
最有趣的是，你可以深入了解实际血压曲线详情，然后 
快速进行复杂分析。只需要将数据导出到一个标准 Excel 
模板，在几秒钟内即可获得所有答案。非常智能。”

Kengatharan 博士，Armetheon, Inc. 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LabChart结合DSI硬件，显示血糖实验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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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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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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挥最大潜能
ADInstruments 全球培训和支持体系时刻为 
您的工作提供帮助和支持，帮助您学习最佳实践，
加快您的研究工作进展。

ADInstruments 产品仅适用于研究教学应用和环境。所有商标属于其各自所有者。 

ADInstruments 产品仅适用于研究教学应用和环境。所有商标属于其各自所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