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线生理监测
应用和解决方案概览

使用LabChart和无线生理监测，可以真正行动自由地记录和 
分析数据。
无线监测让受试对象能不受限制地运动，使您可以 
记录和分析其自然活动。
我们的无线设备和系统可帮助您同时记录各种各样
的信号。与LabChart软件无缝连接以简化数据分析。
无线生理监测的好处：
•通过蓝牙无线记录各种生理信号
•实时数据传输和分析
•记录过程中受试对象舒适
•适合单个或多个受试对象的研究
•延长记录时间，电池寿命长
•适用于短或长距离研究
•离线记录数据然后导入时间同步数据进行分析的选项

经典研究：
• 呼吸暂停或呼吸过度
• 自主神经健康
• 自主神经功能
• 呼吸频率
• 心血管疾病和心肌功能障碍
• 糖尿病性神经病
• 情绪反应
• 心率变异性
• 热应激
• HRV /心律不齐
• 性能测试
• 对心脏健康的药理作用
• 生理反应
• 运动中的呼吸和氧合 应用包括

运动生理学 心理生理学  睡眠自主神经 心血管



TrignoTM 无线基础系统

系统亮点
•快速设置，易于使用
•与Windows兼容
•TrignoTM基站最多可容纳16个传感器，可轻松添

加传感器
•专利申请中的运动伪影抑制

•高分辨率和高达2 kHz的采样率
•<500 µs传感器间延迟
•信号强度和电池状态的实时反馈
•实时分析选项
•广泛的分析视图和通道计算

RSB001DSY04
TrignoTM无线基础系统是一个理想的基础，为运动研究构
建灵活系统。
Trigno基站配备16个充电槽，可以容纳Trigno传感器 
进行充电，汇集从激活的无线传感器接收到的数据，并 
通过USB 2.0兼容连接将数据传输到Windows电脑。 

基础系统概览

Trigno
Wireless
System
Device Enabler

人体无线肌电图 
无线肌电图非常适合记录受试者复杂的肌肉收缩和肌电活动，尤其是在运动范围和舒适度很重要的 
情况下。
 无论您是研究患者康复的运动控制，还是研究精英运动员的肌肉性能，活动和疲劳，ADInstruments都可以提供简化的 
无线系统，使您可以轻松地记录和测量肌电活动。

数据直接传输
我们提供了一系列与LabChart兼容的解决方案，能够直接将数据流传输到LabChart。对无线肌电图的研究，Delsys 
Trigno 基础系统随附LabChart和一个Trigno设备启动器，用于直接数据传输。

 组件包含： 
 •1个TrignoTM基站接收器（数字）
 •1 根USB线
 •1个带插头适配器套件的TrignoTM电源 
•2盒TrignoTM传感器粘胶（4槽，90片） 
•LabChart Pro软件
 •TrignoTM无线设备启动器软件 



Trigno模拟适配器
集成测力计和第三方设备 
的模拟输出。 能够采样和 
传输多达4个模拟通道。
DSY-SP-W01K

TrignoTM 传感器选项
最多可选16个Delsys TrignoTM传感器（单独出售）。传感器小巧轻便，量程达40米，可自由移动，可将信号直接记录到
LabChart中进行分析。

Trigno 4 触式FSR传感器
记录4个独立的张力数据通道，
每个通道都为单个FSR（力敏 
电阻）膜提供服务。 记录足部 
压力时序，抓地力或压力分布 
测量值的理想选择。
DSY-SP-W01E

Trigno夹扣式EMG + XYZ 
传感器 
使用夹式接头线连接到行业标
准的“卡扣”电极，以进行体表
EMG检测，使用户可以根据自
己的需要调整电极间距，以适
应困难的肌肉部位。
DSY-SP-W01C

Trigno 迷你EMG + XYZ 
传感器
小巧的Trigno 迷你传感器 
非常适合在小的和“难以分离
的”肌肉上记录表面EMG。  
应用包括物理治疗，康复科学，
运动科学，人体工程学和运动
控制。 
DSY-SP-W01J

Trigno Avanti EMG + IMU 
传感器
用于无线和灵活测量 
高保真度的体表EMG信号， 
具有10-850 Hz带宽和11mV
量程。是体表EMG + IMU测量
和移动数据采集的金标准。
DSY-SP-W06-14

Trigno EKG传感器
借助Trigno系统的自由度， 
可以记录高质量的ECG信号。
连接到行业标准的一次性 

“卡扣”电极。
DSY-SP-W01F

附加配件（单独购买）

Trigno测角仪适配器
用于精确测量关节角度。只需
将测角仪连接到适配器，激活
并开始流式传输同步的角度
数据。
DSY-SP-W01H

注意：除模拟适配器外，所有传感器还包括一个9轴IMU

TrignoTM传感器粘胶
DSY-SC-F03

一次性 ECG 电极片
MLA1010/MLA1010B

研磨膏
MLA1093/MLA1093B

酒精棉片
MLA1094



Equivital无线生理系统
Equivital开发可穿戴科技产品，为您提供来自真实环境中真人的精确数据。 
Equivital紧凑而舒适的感应带和配件非常适合运动研究到睡眠研究。与LabChart的离线记录功能 
一起使用可延长采样时间。
系统亮点
•易于设置和使用简单
•数据质量高，数据丢失率低
•实时数据传输和离线数据记录选项

附加配件（单独购买）
• 无线脉搏血氧饱和度传感器 EQ-ACC-3150BT

• 皮肤温度贴片 EQ-ACC-048

• 核心温度胶囊 EQ-ACC-023

• 核心温度丸/皮肤贴片激活器 EQ-ACC-029

• 皮电反应传感器 EQ-ACC-034

• 外挂电池组 EQ-ACC-BAT-2

• M-Dock EQ-ACC-MD-1

• 额外感应带 EQ-02-B3

无线脉搏血氧饱和度传感器 皮电反应传感器核心温度胶囊皮肤温度贴片

•无噪音和运动伪影的心电图
•长达13小时的电量（通过辅助包延长）
•FDA 510（k）和CE认证的医疗器械

将心电图，心率，扩张得出的呼吸频率，皮肤温度和
XYZ加速度计数据同时无线记录到LabChart中。

 内容包括：
•1个Equivital SEM
•1根Equivital SEM USB线
•1个Equivital蓝牙适配器
•1个用于LabChart的Equivital设备启动器  
   （LabChart软件单独出售）
•1个 Equivital感应带（RSB-EQ002）*

或6个2到7号大小的Equivital 感应带包 
   （RSB-EQ001）

    *从9种不同大小的感应带中选择

入门套装概览
RSB-EQ002

Equivital SEM

Equivital SEM 
USB线

Equivital 
蓝牙适配器

Equivital无线心电图感应带

外挂电池组



视频和更多信息
请访问我们的博客看视频：
•配置SEM
•如何给受试者正确穿感应带
•实时直接传输到LabChart
•用LabChart的分析模块和 
    数据板工具分析记录的数据

有关我们Equivital系列产品和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adinstruments.com/partners/equivital

所有数据汇集到LabChart
将Equivital的可穿戴科技产品与LabChart软件结合使用，一个简化的平台使您可以同时记录和分析
多个数据源。
将Equivital产品与LabChart结合使用，通过蓝牙将数据直接实时传输到LabChart中。或者，离线记录并随后导入数据，
实现完全的灵活性。

  信号   系统要求   采样率

ECG (2 通道) 核心 256 Hz

呼吸迹线 核心 25.6 Hz

加速度计（3轴） 核心 25.6 Hz

皮肤温度（SEM） 核心 1/15 s

皮肤温度（贴片） 核心+皮肤贴片 1/15 s

 核心温度 核心+温度丸 1/15 s

GSR 核心+GSR附件 2 - 16 Hz

SpO2  核心+无线SpO2附件 1/15 s

信号 经典应用
• 运动生理学
• 体育与性能
• 心理生理学
• 心率变异性
• 心电图分析
• 睡眠
• 自主神经功能

以及：
•数据实时传输基础的文章；
•如何使用LabChart记录导入工具；
•一个探讨数据板内部运行的网络研讨会。



Lab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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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LabChart会
追踪每个记录操作，并且永远不会修改您的原始数据。随着实验的进行，使您可以轻松地分析记录的
数据并且应用高级计算。

通道设置
概览并轻松更改您的记录设置，计算
和通道。

单位转换
将您记录的数据校准为实际单位。

 RMS功能
实时判断您EMG信号的能量内容或强度。

周期测量
容易分析周期性波形。查找心率，收缩压，
呼吸频率，在一个周期内对波形积分。

设备和通道搜索
从一个面板轻松管理信号输入和
LabChart通道。

 主要功能

数据采集和分析软件

事件管理器
监测输入信号并检测您定义的事件，以
进行指定的操作。 

 数据板
以表格格式分析基于时间的不同数据段。



 视频截取
录制视频并将其与LabChart数据文件 
同步。比较任何数据点和视频，反之亦然。

*所有模块都包含在LabChart Pro中，或者单独下载和购买。

心电图分析
分析您的ECG波形。实时或记录后自动检测并报告PQRST波的开始，幅度和间期。上面的截图显示了LabChart的分屏视图， 
DVM（心率数据的大数字显示），ECG分析和周期测量。

峰值分析
自动检测和分析记录中的多个（非重叠）
信号波形。在实时或先前记录的数据中
使用。

HRV
分析心电图记录中的心跳间期变化。 
可以在记录过程中或先前记录的文件
上进行。

 专业LabChart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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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最大潜力
加入我们进行面对面的培训和研讨会，帮助您学习最佳实践技术和方法。
请访问adi.to/training注册我们即将举行的网络研讨会直播，或在我们的网站上访问产品演示和 
应用网络研讨会的存档。

将您的研究扩展到新领域
请联系我们的专家支持团队，讨论针对以下应用的定制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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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
自主神经 

行为学，睡眠和神经科学 
心 血管 

遥测
组织和循环

离体
电生理学 
离体器官

我们提供三个级别的培训：
1  数据采集基础
2  改善信号处理和数据分析
3 自动化和高级分析

随时随地支持 
我们的全球支持系统意味着我们的专家团队随时准备提供帮助。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adi.to/support

软件培训  个性化培训

应用研讨会 现场产品演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