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研系统概览
促进生命科学研究的综合解决方案

无论您想测量什么信号，都可以定制ADInstruments系统，以便轻松准确地 
记录，显示和分析您的实验数据。 我们的团队可以通过最新技术和强大而 
简单的工具支持您的研究，从而为您提供创新自由。

让您所有的分析汇集一处
LabChart分析软件专为生命科学而设计，是我们所有研究解决方案的核心，可作为将所有 
数据流集成到一处的平台。 LabChart提供多达32个数据显示通道，并提供各种自动化专业 
模块以简化您的研究或可定制的分析选项，功能强大且易于使用 。

定制您自己的解决方案
从我们的完整系统中进行选择，或通过将LabChart与各种产品和配件相结合，为您的研究 
需求量身定制一套独特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专业团队可以帮助您设计满足您需求的系统。

扩展你的研究
ADInstruments解决方案可以灵活地将您的研究扩展到人体，动物或体外的许多应用。

利用全球支持
当您进行研究时，我们随时为您提供帮助。 我们的全球办事处和经销商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
提供专业支持，技术咨询以及一系列研讨会和培训课程。

灵活的一体化解决方案，旨在支持广泛的研究应用，并随着您的 
研究需求的变化而不断发展



让您所有的分析 
汇集一处

LabChart研究许可证

适用于需要全系列模块和功能的 
研究人员，包括特定测量的自动化。

推荐给那些想要没有模块和特定 
测量自动化功能的研究人员。

用于在Windows或Mac上查看
LabChart数据。 无数据保存 - 仅导出 
图像。 包括用于分析的数据板。

创新的工具
创建您自己的高级计算和宏
来自定义您的分析，并使用 

越来越多的LabChart兼容硬件进行 
真正新颖的研究。

简单易用
LabChart设置快速，使您 
控制所有硬件设置以进行 

记录，并包含一系列专为直观使用 
而设计的分析功能。

对生命科学的见解
LabChart专为生命科学而设计。 
无论您的研究是在人体，动物 

还是体外，我们的模块把您需要的通道
计算，报告和图表归在一起，以获得对 
每种应用的见解。

与您的研究一起成长
当您深入研究时，可以 
轻松地从我们的产品系列 

中添加新信号和测量值 - 或者使用 
我们的任何其它系统并仍然直接 
记录到LabChart。

专家团队支持
我们拥有常见工作流程和 
方法的知识库，以及技术 

专家团队 - 科学家，程序员和生物 
工程师 - 随时为您提供帮助。

数据的完整性
无论您如何处理数据， 
Labchart确保更改既不合成

也不永久。 您始终可以返回原始数据
并验证结果的完整性。

LabChart助您轻松进行研究

LabChart数据分析软件为您的所有记录设备一起工作创建了一个平台，使您可以同时从多个来源 
采集生物信号，并在您的实验展开时应用高级计算和绘图。

使用LabChart： 
•通过PowerLab和其他兼容 

设备记录数据
•预览和优化记录
•轻松导入和导出数据
•使用注释批注数据

•自动记录和分析任务
•将原始数据转换为有用的单位
•以秒为单位更改记录设置
•回顾数据和实验设置
•生成定制的刺激输出



LabChart扩展

剂量反应 生成剂量反应曲线，EC50值和其他参数

代谢 提供VCO2, VO2, VE和RER等参数的实时测量

血压 自动检测，分析和报告来自动脉或心室压力记录的参数

锋电位直方图 检测，区分和分析细胞外锋电位活动，产生一系列图和统计数据

心电图分析 从人和动物心电图信号中检测并报告PQRST波的起始，幅度和间隔时间

心输出量 从LabChart记录（在动物中测量的热稀释曲线）计算心输出量

心率变异性 显示和分析人和动物心电图中心跳间隔的变化

视频截取 允许同步记录和回放QuickTime影片和LabChart数据文件

峰值分析 自动检测和分析来自记录的多个但不重叠的信号波形

DMT标准化 使用微血管张力测定仪计算并标准化血管最佳初始张力

压力容积环 分析左侧和右侧心室压力和容积数据， 计算 PV 环面积和多种血流动力学参数

扩展是任何版本LabChart都能用的可选功能，并 
允许其他的数据格式，滤波，可视化，测量和计算 。
•音频输出
•心轴
•事件管理器
•导出QuickTime
•快速响应输出
•LabChart 远程

使用附加模块进行专业分析
使用LabChart Pro获取全套模块（某些模块在Mac上不可用）。 范围包括：

了解更多信息 adi.to/labchart

硬件兼容性
LabChart可与ADInstruments的任何PowerLab一起使用，从几乎任何模拟信号中采样和分析数据。 除此之外，LabChart
还可以直接从一系列兼容的数字和无线设备中传输数据。 这些产品可从DSI，Oxford，DMT，Equivital，Delsys和Kent等 
制造商获得。

•多点校准
•无创心输出量
•调度器
•肺活量
•电报

LabChart的视频截取插件模块



高性能 
数据采集  

硬件

我们的PowerLab科研系列专为精确而设计，旨在为您提供高质量，可重复的数据，同时满足最严格的
国际安全标准。 每台都提供多通道实时图表记录器，多种波动描记器，XY绘图仪，数字电压表和存储 
示波器的全部功能，具有易于数据处理，高分辨率和可变速度的优点。

简单
•设置简单，通过USB直接连接到Windows或Mac
•被LabChart分析软件自动检测

可靠
•经久耐用5年保修
•坚固耐用，携带方便
•快速处理器，用于实时数据采集，无数据丢失
•几乎任何模拟信号的高速采样 
（每通道高达200kHz）

•所有增益范围均为16位分辨率，即使是最小的信号 
也能实现高分辨率

•每个通道都有独立的滤波器和降噪电路，可最大 
限度地减少通道串扰和信号噪声

灵活 
•以可调节的采样频率，通过多个设备和传感器同时 

检测各种信号
•独立的模拟输出
•DIN接头用于预校准的传感器和低成本的放大器
•用于外部仪器控制和触发的数字输入和输出
•适应不同的研究应用

可信赖
•超过30年信赖
•超过20,000个同行评审期刊引用
•经认证符合最严格的人体和动物使用国际 

安全标准

科研型PowerLab功能

了解更多信息 adi.to/powerlab

2/26适用于需要最少 
通道的人 

4/26入门研究级DAQ

8/35我们最受欢迎的 
型号具有高级功能集

16/35我们最强大的 
DAQ系统

科研系列
功能强大且适用于最苛刻的 
应用，总有一个科研型
Powerlab能满足您的要求。 
提供2个，4个，8个或16个通道。
PowerLab几乎可以从任何 
模拟信号中采样。



人体无线肌电图
无线肌电图非常适合记录受试者的肌肉组织收缩和肌电活动，尤其是在运动范围和舒适度很重要的 
情况下。 适用于跟踪一系列动作，例如运动生理学或需要评估难以隔离的小肌肉的“现场”应用。

Delsys Trigno™ 无线基础系统
该LabChart兼容系统允许您的EMG数据 （最多16个传感器）通过单击按钮直接传输 到LabChart。 然后，您可以从一系列
Trigno™ 无线传感器中进行选择，以完成您的解决方案 （单独出售）。

呼吸/代谢
在休息或运动期间通过同时测量
呼吸气体浓度和气流来记录心肺
和代谢参数。 结合下面显示的完整
系统，您可以集成我们的任何其他
系统和设备，以便在研究中获得 
更大的灵活性。

人体 
应用

通过研究应用完成系统

人体

Trigno
Wireless
System
Device Enabler

Trigno夹扣式EMG  
+ XYZ传感器 
- 带夹式连接器导线。

Trigno迷你EMG  
+ XYZ传感器  
- 用于小和难以 
分离的肌肉。

Trigno Avanti EMG  
+ IMU传感器  
- 用于自由运动检测。

组件包含：
•1个TrignoTM基站接收器（数字）
•1 根USB导线
•1个带插头适配器套件的TrignoTM适配器电源
•2 x TrignoTM传感器胶粘剂（4插槽，每盒90包）
•LabChart Pro软件
•TrignoTM无线装置启动器软件

传感器选项包含：
•Trigno Avanti EMG + IMU
•Trigno 迷你 EMG + XYZ
•Trigno 夹扣式EMG + XYZ
•Trigno EKG适配器
•Trigno 4 通道FSR适配器
•Trigno测角仪适配器
•Trigno模拟适配器

运动生理系统
用于呼吸/代谢研究的完整生理学记录系统。 使用LabChart中提供的血压，心率变异性，代谢和心电图分析模块监测和 
计算RR，容积和流速，VCO2, VO2, VE，RER，胸腔内压力和肺音等参数。



Equivital 无线生理系统
通过紧凑且低调的感应带以及辅助选项记录一系列信号。 
长电池寿命和舒适设计支持长时采样，为单个或多个实验
对象提供LabChart实时数据传输和离线数据记录访问 - 
它是运动研究到睡眠研究的完美解决方案。 可提供单个 
或多个感应带的入门包，LabChart和辅助设备单独出售。

信号选项包括：
•心电图（2通道）
•呼吸迹线
•加速度计（3轴）
•温度（皮肤和核心）
•皮电反应
•血氧饱和度

人体无线生理监测
无线监测允许您同时记录各种信号类型，同时为您的实验对象提供活动自由，确保您在研究中观察 
真实的人体活动。

人体有线生理记录/生物电
采集精确的运动数据，记录关节运动，并绝对自信地测量肌肉和大脑活动。 我们提供广泛的解决方案，
用于研究肌肉和关节的力学，特性和表现。 我们一系列的电隔离和高性能生物电放大器经过优化，可
安全用于人体。

人体

加：
•心电图
•肌电图
•呼吸迹线

•血氧饱和度 •肌肉刺激•脑电图

传感器选项包括：

•液体流量
•温度
•角度和测力计输出



人体无创血压
连续和无创地监测人体血压趋势。可靠地记录和监测与干预对应的手指动脉压，收缩压，舒张压，平均动 
脉压，心率和心跳间隔的趋势。

微型人体无创血压系统 
将数据直接传输到LabChart，通过我们的无创双指
套环系统轻松分析来自成年人的连续血压信号。

指套环有多种尺寸可供选择。 LabChart单独出售。

有创血压
使用我们人体批准的血压放大器和一次性 
压力传感器通过静脉测量人体血压，从心 
房到小动脉。

脉搏血氧测量和体积描记
无创的循环评估和监测血流和血氧饱和度。

人体



显微神经显像
研究人体周围神经系统中神经纤维的神经 
生理学。

可以使用一台神经放大器EX与LabChart 
和PowerLab一起进行显微神经显像。 神经 
放大器EX是一款低噪声，高增益放大器，具有 
多种滤波器，经认证可安全连接人体。 它配有
一个探头和六个金接头，用于定制微电极 
适配器。 一个人体批准的隔离刺激器也可 
用于神经的表面检测和激活。

 您选择的微电极（ADInstruments没有库存）

心理生理学  
使用来自Cedrus的SuperLab刺激呈现软件 
以及辅助设备，运行各种不同视觉，物理， 
听觉和电刺激的步骤; 然后使用LabChart和
PowerLab轻松地将这些事件与自主性反应 
以及来自我们其他人体应用系统的无线或 
有线心理反应数据同步。

呼吸频率

无创血压 心电图 肌电图

眼电图 脑电图 皮电反应

+
+

人体



MPVS Ultra® 基础系统
使用Millar 压力容积（MPVS）Ultra 基础系统结合您在 50
多个Millar导管（包括Mikro-Tip® 和超16克动物的 超小
型选项，均单独出售）中的选择，可同时测量大型和 小型
动物的压力和容积。 还包括PowerLab，适用的 MPVS硬
件，LabChart Pro和用于自动计算收缩压和 舒张压，每搏
输出量，心输出量等的压力容积环模块。

Mikro-Tip®血压基础系统
为小型到大型动物提供高保真血压测量的基本工具。 
包括PowerLab，LabChart Pro和低漂移，高阻抗输 
入的桥式放大器。 通过选择各种Millar Mikro-Tip® 
压力导管（单独出售）来完善您的系统。 LabChart 
的血压模块可无缝运行，以确定收缩压和舒张压， 
重搏切迹，dP / dt等。

动物
应用

通过研究应用完成系统

心室压力容积
研究压力容积环以评估正常和疾病模型条件下心血管功能的变化，达到测量直接，实时，完整心脏功能 
的黄金标准。 心室压力容积是唯一能完全描述舒张情况的研究技术。

大动物 大鼠 小鼠

充液式血压传感器
确定小型和大型动物的动脉和静脉血压的 
另一种选择。 一次性充液聚乙烯压力传感器
与ADInstruments 的桥式放大器（单，四或八
通道）或电隔离的血压放大器一起使用，可 
提供以mmHg为单位的血压读数。

有创血压
在信号源测量连续的动脉和血管压力信号。 有创血压是进行基本心血管参数高保真监测最常用的方法。

动物

大动物 大鼠 小鼠

选择您的Millar 
Mikro-Tip® 压力
容积导管

或

选择您的Millar 
Mikro-Tip® 压力
容积导管



无创血压
检测间歇性压力/脉搏，用于在长时间采样 
期间容易且低调地计算清醒大鼠或小鼠的 
体循环血压。 使用LabChart和PowerLab 
与具有专用尾部传感器/尾套的无创血压 
系统配对，可靠地记录和监测血压。 还提供 
啮齿动物笼和尾套固定器。

有创血流
进行准确和精确的血液流量测量，从小鼠直
至大型动物甚至非典型的动物模型如鱼。

超声血流量系统
通过将Transonic最先进的超声波transit-
time技术与LabChart和PowerLab配对， 
您可以可靠地测量动脉或静脉血流量。
单通道或双通道选项可用于血管和管道流量应用。 
Transonic 流量探头（单独提供）具有最小的信号 
漂移和衰减，适用于急性和慢性研究。 提供适用于 
小鼠和大动物的各种尺寸探头，以及用于管道应用 
的套管式/夹式传感器。

激光多普勒血流仪
使用激光多普勒技术有创或无创地测量组织灌流 

（血流量），该血流仪与监测皮肤，肌肉和器官的
LDF探头相兼容。易于使用，非常适合在药物或 
心血管研究中监测手术过程中的循环或研究组织 
灌流。使用我们的LabChart软件，PowerLab，和 
血流仪，结合合适的LDF探头，您可以连续监测并 
快速分析微血管床的组织灌流。

动物



Langendorff 系统 (Radnoti) 
大鼠或小鼠模型中更传统的模块化解决方案，具有
恒定压力或流量的系统选项。将Radnoti高品质玻璃
仪器与LabChart Pro和PowerLab相结合。 可以通过
简化的套件定制以测量许多研究参数。

Langendorff灌流心脏
用营养液灌流冠状动脉的同时监测离体心脏。 这使您可以记录和分析多个心脏参数，如左心室发展 
压力，心率等。

Langendorff 系统 (Panlab) 
这种紧凑型系统设计用于灌 
流离体的小型动物心脏，如小鼠，
大鼠和豚鼠，可通过方便的泵 
控制器（系统附带）在恒压和恒 
流模式之间轻松切换。

离体心脏套件（单独购买）
•离体心脏压力套件
•离体心脏动作电位套件
•离体灌流温度和pH套件
•离体灌流O2和CO2套件
•离体心脏起搏套件
•离体心脏容积流量套件

动物



LabChart中的Radnoti心血管血压分析

工作心脏
同时监测心脏的机械和电参数，以检查前负荷 
和后负荷对灌流期间心脏做功的影响。

工作心脏系统 (Radnoti) 
将Radnoti相应的高品质玻璃仪器与
LabChart Pro和PowerLab相结合。  
有小鼠或大鼠选项，系统被盖住并用水 
套以确保恒定的灌注温度，有端口用于 
插入插管和常用包装以及心电图电极。  
可以通过简化的套件定制以测量许多 
研究参数。

动物

离体心脏套件（单独购买）：
•工作心脏压力容积套件
•离体心脏压力套件
•离体心脏动作电位套件
•离体灌流温度和pH套件
•离体灌流O2和CO2套件
•离体心脏起搏套件
•离体心脏容积流量套件
•离体心脏心内电生理套件



动物

小动物遥测和连续血糖监测
非常适合需要长时间连续数据记录的研究。  与DSI合作，我们创建了一个灵活可靠
的 解决方案，通过PhysioTel™CONNECT设备 启动器将清醒，自由活动的动物的连续
PhysioTel™遥测数据传输到LabChart。  与Physiotel植入子（单独出售）结合使用， 
可记录各种压力信号，生物电和温度。 您 还可以通过结合血糖植入子和LabChart  
血糖校准扩展来检测连续血糖监测中秒至 秒的变化。

生物电和血糖遥测基础系统

压力遥测基础系统
将您的生物电和血糖遥测基础系统与环境压力基准
监视器（APR-2）结合起来进行压力实验。

+

30多年来，DSI以开发成熟
技术而闻名，该技术通过
最人性化的方式提术通过
最人性和可重复的结果。 
世界各地的研究科学家 
使用并信任DSI遥测系统
来进行涉及自由活动动物
的研究。

应用包含：
•神经科学
•行为和睡眠
•心血管

•新陈代谢
•电生理
•药理学

您选择的植入子 
（单独购买）



= 双电极电压钳卵母细胞系统

体外应用
通过研究应用完成系统

+

或/+

细胞外记录
细胞外记录测量和表示细胞和组织的电特性，
特别是神经元和神经组织。 
测量通常在靠近感兴趣的细胞的细胞外液中 
进行，或者是无创的; 并且可以包括单个单元，
多单元，场电位或电流分析记录。 细胞外记录 
系统提供多功能，低噪声差分放大器和有源 
探头，可与玻璃或金属微电极（未提供）兼容。

细胞内记录
精确测量单个细胞的电活动。

细胞内记录系统使用单个微电极提供同时 
电流注入刺激和记录。 系统还可用于大细胞 
和细胞结构的双电极，全细胞电压钳。

膜片钳记录系统提供一系列电阻反馈探头， 
可在全细胞或单个离子通道中提供±1, 
10和100 nA的电流。

= 细胞内系统

= 膜片钳系统

体外

或/+



组织器官灌流系统(Panlab) 
一体化紧凑型解决方案，适用于
横纹肌，平滑肌和心肌研究。 系统
提供4腔,8腔或16腔选项。 电子阀
用于自动充排组织腔室，并确保恒
的系统温度。 系统配有等长传感器
但也可提供等张传感器和刺激电极。

离体组织和器官灌流
控制条件（像温度，氧化作用，营养物质和pH值）
是观察和比较对药物和电刺激的诱发反应的一
种有用方法。 在一个受控环境中，使用离体组织
灌流来维持数小时肌肉组织的完整，同时进行
生理测量。
组织器官灌流系统（Radnoti）
更传统和高度模块化的解决方案，可轻松替换零件， 
能选择多种组织类型和腔室尺寸（5至300 mL）。  
系统提供4腔,8腔或16腔选项。 整个系统维持恒温， 
以确保肌肉收缩，剂量反应等的准确研究。

上皮和尤斯
使用上皮单通道和双通道（图示）电压钳系统研究
组织的跨膜电压，短路电流和膜电阻。
单和双尤斯腔室可单独提供，用于容纳和维持活的上皮 
组织或单层细胞，以及一系列插入物，以满足您的研究 
需求，其可在实验之间轻松更换。

体外

x1

x4



我们的网上图书馆提供全面的产品和应用网络研讨会视频。  
访问adi.to/training 以注册即将举行的直播网络研讨会。网络研讨会

应用研讨会
ADInstruments与世界一流的大学，研究所和顶尖科研人员
合作，开发针对特定步骤，技术和应用的培训。

我们的动手实践研讨会教您如何以最相关，最有用和最高效
的方式使用我们的系统来满足您的需求。

现场产品演示
展示强大而灵活的研究解决方案。 体验我们集成的硬件
和软件解决方案是如何帮助您提高工作。

借此机会与我们的专家团队讨论如何帮助您实现特定 
目标。

ADInstruments培训和支持
我们的全球支持和灵活的培训选项意味着您随时能获得帮助，以简化实验并更快地实现研究 
目标。 无论您是有经验的职业科学家还是刚刚起步，我们都可以帮助您掌握研究的最佳实践技巧。

我们提供三个不同级别的培训：
第一级：数据采集基础
第二级：提高信号处理和数据分析
第三级：自动化和高级分析

软件培训
我们的软件培训课程旨在让您尽快掌握相关的，有用的 
技能和知识。

培训课程是动手实践的并由我们经验丰富的科学家团队
提供，教授专业的最佳实践以立即提高数据准确度， 
解决问题，工作流程和效率。

定制的现场培训
在您的设备上提供定制的培训课程以提高效率。 我们 
可以根据您的需求定制课程，并根据您的独特要求教授
硬件和软件的最佳实践。

我们的动手实践培训能加快学习，立即提高产出和效率，
从而更快地实现您的研究目标。

澳大利亚 l 巴西 l 欧洲 l 印度 l 日本 l 中国 l 中东 l 新西兰 l 北美洲 l 巴基斯坦 l 南美洲 l 东南亚 l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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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