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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P-16 16 通道放大器 
 
AMP-16 是一个 40dB 频率 0.1~10MHz
的配备有 MMCX 输入/输出接口的掌上

型放大器。标准输入阻抗为 10K 欧姆

（可定义 500 欧姆至 500K 欧姆）。 
此功放器用于并行宽带电容式传感应

用的理想工具（例如：光声检测）。 
 
 
 
 MMCX 输入/拉出接口； 

 标准 10K 欧姆输入阻抗（可定制）； 

 -6dB 带宽 35KHz 至 10MHz（使用信号发生器高阻输出及 50 欧姆输入示波

器）； 

 40dB 增益； 

 实际应用增益与带宽处决于探头电容与第二级的输入阻抗（前置放大器有 50

欧姆的输出）； 

 输出积分噪声电平约为 4mVpp，对应于 32uVpp 的输入噪声。实际噪声依赖

于探头电容、电缆及电磁兼容环境； 

 5V 200mA 的外部电源供电； 

 尺寸为 65mm×65mm×15mm； 
 
 
 
测试放大的输入阻抗 
输入接口端 输出接口端 输入阻值（欧姆） 
15，16 31，32 510 
13，14 29，30 1K 
11，12 27，28 2.2K 
9，10 25，26 10K 
7，8 23，24 39K 
5，6 21，22 100K 
3，4 19，20 200K 
1，2 17，18 47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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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通道放大数据采集系统 

ADAQ-96 系统是一款小巧易于可集成封

装的，设计用于提供连续、高达 96 通道

的并行数据采集系统。具有小型、频率范

围宽、可变增益与采集速率等特点，使得

此系统应用范围较为宽泛。此系统包含在

铝壳中顶部彼此堆叠的两块电路板。第一

块电路板包含前置放大器，第二块电路板

为包含一次辅助放大器的数据采集系统。 
此数据采集系统提供微型尺寸的价格划

算的多通道数据采集。包含降噪可变增益放大器，低功耗及小尺寸的重要特性。

前置放大器可依据客户需求修改。 
主要技术参数: 
 96 通道 
 12 位精度并行采集 
 2.5MHz 至 31.25MHz 的可编程采样速率 
 增益 35 至 71dB 
 带宽 100KHz 至 10MHz 
 高达 20HZ 内置或外部触发速率 
 USB 2.0 输出接口 
 Cannon QLC 260 ZIF 输入接口 
 尺寸 165mm×165mm×60mm 
 12V 5A 电源供电 
96 通道前置放大器： 
 输入阻抗 10K 欧姆至 1 兆欧姆，4pF 输入电容 
 在 100KHz 至 10MHz 频率范围时（-6dB），增益范围为-33 至 40dB（处决于

负载电容 ） 
 5V 1A 稳压电源，通常由数据采集电路板来供电 
 Cannon QLC 260 模拟输入与单模块输出连接端至数据采集电路板 
可变增益模-数转换器： 
 基于德仪 AFE5851 的 96 通道 ADC 
 12 位，2.5MHz 至 31.25MHz 可编程采样速率 
 带内置放大器与可编程 5 至 31dB 可变增益 
 采集由内置或外部可编程延迟 CMOS 触发器来启动 
 每数据帧高达 4096 采样点/通道 
 高达 20Hz 帧率（用户更少通道数目或每通道更少采集点的话，可允许帧率

高于 20Hz） 
 USB 2.0 PC 接口。Windows 驱动、C++、Labview 与 Matlab 库函数 
 12V 5A 电源 
 连接器包含：从前置放大器的 Samtec 模拟输入、前置放大器、电源、SMA

触发输入、SMA 触发器输出端、USB 2.0 type B 接口、制冷风扇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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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生物医学研究的桌上 3D 光声/荧光成像平台（PAFT） 
 
此系统设计用于生物医学模型（小鼠及

大鼠）小动物高通量成像。此系统可放

置于一个标准实验台上。不透光的互锁

外壳，允许无需激光安全设备下的安全

操作，同时使用内置相机可以监视被扫

描 的活体对像的状态。此系统可定制，

并可提供如下配置： 
1. 仅用于光声成像仪； 
2. 配备可调光学参量振荡器的光声成

像仪； 
3. 光声/荧光成像仪； 
4. 配备可调光学参量振荡器的光声/荧光成像仪； 
 
 
 
 
 
 
 
 
 
 
光声成像组件 

全 3D 成像 是 
成像模式 深组织、皮肤 
成像分辨率 150μm 
对于一个 1μL 的目标探测阀值 OD 0.1 cm-1 
可视化体积 30×30×30mm 
扫描持续时间 30 秒 
连续多次扫描 可以 
是否启用相机 是 

 
 
荧光/生物发光成像组件 
3D 成像 可以 
Anatomical registration 皮肤、脉管系统、内脏 
视野 50×50mm 
探测器类型 sCMOS，制冷低至-25℃，16bit 
帧率 25 帧/秒@2048×2048 像素 
曝光时间 3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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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光声数据采集及扫描 范围/扫描，*.mat 或*.tdms 输出 
光声图像重构 信号/图像处理，多个 2D 切面，3D 体积，*.mat

或*.vtk 输出 
光学成像 Binning 模式，图像处理，DR 调整，*.png，*.tif，

*.bmp，或原始图像输出，*.avi 或原始视频输出 
 
 
其它特性 
生命保障 气体麻醉 
动物环境 热调节（精度 0.1℃） 
尺寸(L×W×H) 500×350×550mm 
重量 60Kg 
电源 110 或 220VAC(50/60H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