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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State® Suite for Windows – 安来行为软件套装
LabState® Suite for Windows 是一套专业用于实验动物行为实时
控制分析的软件套装，集硬件控制、图像分析、实验方法设计、数
据收集为一体。该软件套装包含三个部分：LabState（图形化
State Notation 逻辑的硬件实时控制）、LabState Vision（图像分
析）、 LabState Monitor（长时间生活监测如添水、摄食、体重、
运动）。不同模块的组合可用于不同实验动物行为分析，用户可以
自行编辑各类行为任务，用于操作行为（如自身给药、药物辨别、
五孔注意力、听觉和嗅觉辨别等）、条件性恐惧、穿梭箱、声惊厥
反射、触摸屏任务、条件性位置偏爱、自发活动、强迫游泳、甩尾
实验等动物行为实验研究。
⚫
⚫

⚫
⚫
⚫
⚫

⚫
⚫

LabState® Suite for Windows
⚫LabState Standard Edition
⚫LabState Plus Edition
⚫LabState Extra Edition: Fear
Conditioning/Shuttle Box/Acoustic Startle
Reflex/Touch Screen...
⚫LabState Vision: Standard Edition/Extra Edition
for CPP/Lite Edition for Global Activity
⚫LabState Monitor: Water/Food/Weight/Activity

一台计算机可以控制多个实验笼，每个实验笼可以独立运行不
同的实验程序
每个实验笼同时提供多种信号采集和控制：
◼
16 路数字量输入（如压杆，鼻触，红外开关）
◼
16 路数字量输出（如灯光，声音，激光器）
◼
2 路模拟输入（如压力传感器）；2 路模拟输出
◼
2 路视频输入（俯视角度分析动物的水平运动，侧视角
度分析垂直运动）
◼
8 路声音(wav 文件或音频信号发声器）
◼
8 路键盘事件
灵活的实验方法编辑功能，可以用于绝大多数实验动物行为分析
自定义实验变量：计数变量、计时变量、计算变量、模拟信号变量、视频轨迹变量
视频分析：动物实时视频运动轨迹分析，可以建立多个视频分区，动物进入或离开分区可以作为触发事件
具有完善的实验数据分级管理(按课题、实验、动物)、实验安排功能，完成整个系统的自动化运行
触摸屏控制（图像显示，触摸信号）、串口设备控制
Unicode 多语言支持，目前可提供 32 位和 64 位 Windows 程序（未来提供 Linux 桌面程序）

About State notation:
State notation has been increasingly utilized to describe and implement behavioral procedures
since its adaptation for this purpose in 1970. The original version describes states as unique
segments of an experimental procedure, accompanied by specified stimulus conditions.
Transitions among states are triggered by inputs from the subject, or by the passage of time, and
may be the occasion for changing stimulus conditions, recording data, or per-forming other
operations. Extensive usage has suggested a number of possible improvements, and the notation
therefore has been expanded and modified. Revisions recently incorporated in state notation
increase its power as a descriptive device for effectively communicating the procedural details of
reinforcement contingencies.
Arthur G. Snapper, Ronald M. Kadden, Geoffrey B. Inglis. State notation of behavioral procedures.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 Instrumentation. May 1982, Volume 14, Issue 3, pp 329-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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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aze – 动物迷宫行为分析软件
V-Maze 是一套自动化的动物行为轨迹实时分析系统软件，用于单个动物各类迷宫行为分析。
⚫
⚫
⚫
⚫
⚫
⚫
⚫
⚫
⚫
⚫

视频设备: 支持 Microsoft VFW 和 DirectShow 兼容视频采集卡（包括 USB 数码摄像头）及视频文件。
实验数据：移动距离，运动时间，平均移动速度等; 进入各分区次数，各分区停留时间，各分区移动距离等。
数据分析：可分任意时间段分析数据，也可以自动对数据进行汇总并可以导入到电子表格如 Excel。
图形分析：包括运动轨迹、运动速度曲线。
数据管理：按课题-实验-动物三个层次管理，方便实验数
据的保存和整理。
一个动物的移动轨迹分析（灰度图像分析）。
可以设定最多 64 个活动分区。
主要用于一个动物的自发活动分析（旷场行为）、各类迷
宫如水迷宫、高台十字迷宫、八臂迷宫、
T-迷宫、Y 迷宫、Barnes 迷宫等。
运行环境：Windows 98/ME/2K/XP/VISTA/WIN7/WIN10 操作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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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控制接口 Computer I/O Interface
⚫

USB 通讯计算机接口卡

ACI-FP1

实验笼
控制接
口数量
1

每个实验笼控制接口提供的控制信号
开关量输入 开关量输出
模拟量输入
通道数量
通道数量
通道数量
8
8
4 通道/12 位/采样频率
50KHz/ 信号电压+3.3V。
（AD1 和 AD2 用于 3 路荧
光信号提取分析）

ACI-SP1

1

8

8

ACI-SP2
ACI-SP4
ACI-SP6
ACI-SP8

2
4
6
8

5
8
8
5

8
8
8
8

型号

⚫

4 通道/12 位/采样频率
10KHz /信号电压+3.3V
无
无
无
无

用途
专门用于光纤记录系统。同
时提供 4 路 PWM 信号用于 LED
控制（1KHz, 占空比 0100%）
主要用于声惊跳反射系统/通
用
通用
通用
通用
通用

串口通讯计算机接口卡

DIG-016
DIG-016A8

实验笼
控制接口
数量
1
1

DIG-028
DIG-064
DIG-104

2
4
8

型号

每个实验笼控制接口提供的控制信号
开关量输入
开关量输出
模拟量输入
通道数量
通道数量
通道数量
8
8
无
8
8
4 通道/12 位/采样频率
10KHz /信号电压+10V
5
8
无
8
8
无
5
8
无

用 途
通用
主要用于声惊跳反射系
统/通用
通用
通用
通用

设备接口卡：
8 路输入，8 路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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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条件反射实验系统 Operant Conditioning Test System
操作条件反射实验系统是我们的主要产品，我们可以提供常用实
验任务套装如静脉自身给药实验系统，也可以根据用户需要灵活
定制特定操作条件反射实验系统。系统使用 LabState 作为控制软
件，通过配置不同的计算机控制卡和实验笼分别用于特定行为任
务，根据需要一直在开发不同功能和接口的计算机控制卡。
单实验笼控制系统
AES-SYS1: 单实验笼控制系统
⚫
LabState Standard Edition
⚫
计算机接口：ACI-SP1(16 通道开关信号控制)
⚫
实验笼设备接口板：1 个（8 路输入，8 路输出）
推荐用于电生理结合行为学研究
AES-SYS1-V: 单实验笼控制系统/视频分析
⚫
LabState Plus Edition(视频分析)
⚫
计算机接口：ACI-SP1(16 通道开关信号控制)
⚫
实验笼设备接口板：1 个（8 路输入，8 路输出）
⚫
USB 摄像头：1 个
推荐用于视频分析控制光遗传激光器以及电生理研究

静脉自身给药实验系统
AES-DSA4/ AES-DSA8/AES-DSA16: 静脉自身给药实验系统（4-16 动物）
⚫
LabState Standard Edition:4-16 动物,开关量控制
⚫
计算机接口：ACI-SP4（四笼）/ ACI-SP8（八笼）/两个 ACI-SP8（16 笼）
⚫
实验笼：大鼠或小鼠，4-16 个，两鼻触操作面板（2 个鼻触，1 个笼灯，1 个蜂鸣器）
⚫
蠕动泵：4-16 个
⚫
输液平衡支架：4-16 个
⚫
隔音箱：4-16 个

其他操作行为实验系统

五孔箱（5 项选择任务）

嗅觉刺激模块

光遗传+视频跟踪+
行为系统

（视觉注意力和冲动行为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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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长类长期静脉自身给药/药物辨别实验系统
开展大型灵长类静脉自身给药实验，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猴椅，动物平时生活在饲养笼里，需要实验的时候把动物
移出，固定到猴椅上进行实验，优点是动物平时可以自由生活，无需束缚，缺点是要反复在猴椅和饲养笼椅之间来
回搬运动物，劳动量大，仅适合少数实验动物情况。另外一种模式是饲养笼和训练笼合二为一，可以开展 24 小时
的训练，通过给动物穿盔甲和背心保护静脉输液插管，优点是无需经常反复搬运动物，缺点是动物需要穿戴盔甲。
此方式适合大量动物和长期的药理学评价实验，大大减少劳动强度，本公司通过优化盔甲设计才采用轻质材料，大
幅度减少动物穿戴盔甲的不适感。

灵长类动物操作面板（触摸屏)

猕猴盔甲

5

操作实验笼 Operant Test Cage

⚫

模块化实验笼

大鼠笼
底座：450x350mm（长 x 宽）,
尺寸：322x277x330mm(长 x 宽 x 高)
工作空间：292x277x292mm(长 x 宽 x 高)

⚫

小鼠笼
底座：450x350mm
尺寸：255x171x200mm(长 x 宽 x 高)
工作空间：215x171x162mm(长 x 宽 x 高)

五孔箱

 隔音箱
材料：中密度板
外尺寸：60（长）x 50（宽） x 60（高）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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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性恐惧实验系统 Fear Conditioning Test System
条件性恐惧是动物对可预期的恶性刺激事件的行为反应，它是一种关联性学习：通常是足电刺激和环境线索
（声、光、实验笼环境等）之间形成关联，反应表现以僵直不动（Freezing）为主。安来条件性恐惧记忆实验系统
采用 LabState 软件进行控制，僵直行为采用视频图像分析技术，用于可以自由编辑实验方法控制各类信号（声、
光、电等）。
基本配置和技术参数
1. 控制软件：LabState XE for Fear Conditioning
2. 计算机接口：可选不同型号
3. 开关信号控制：每个实验笼提供 4 路开关信号控制
4. 声音刺激 (三种方式可选)：
⚫

声音刺激模块：三路 TTL 控制，可以控制 3 种不同的声音，
用户可自定义 mp3 文件

⚫

蜂鸣器：2.5kh

⚫

声卡：通过声卡播放标准正弦波、白噪音或用户自定义 wav

声音文件
5. 图像分析：像素 720x576 or 640x480
6. 主要实验数据：动物总体运动和僵直时间（可分时显示）和时间
-活动量曲线
恒流足电刺激器

7. 每个计算机可以控制 8 个实验笼

工作电源：直流 12V

8. 隔音箱：60x50x60cm(长 x 宽 x 高)

乱码 Scrambler: 4 路或 8 路
恒流范围：0-2.5mA
电流调节：手动
电流显示：3 位半数码，精度 0.1mA
控制方式：TTL 信号

实验笼底板：450x350mm（长 x 宽）
外尺寸： 292x277x292mm（大鼠）
工作空间：292x277x292mm（大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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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x171x200mm（小鼠）
215x171x162mm（小鼠）

主动逃避穿梭箱 Active Avoidance Shuttle Box
趋利避害是生命体的先天本能，当机体预测到危险信号到来时会主动逃避危险环境，基于此原理，通过条件性
关联学习，可以用穿梭箱测试动物的学习记忆能力。该实验系统主要用于完成主动逃避实验，通过视频或红外判断
动物的额位置。

基本配置和技术参数
1. 控制软件：LabState XE for Shuttle Box
2. 计算机接口：根据实验笼数量提供多种开关量控制卡
3. 红外位置探测/ 图像分析位置探测（可选）
4. 开关信号控制：基本配置为左、右蜂鸣器，左、右灯光信
号、电刺激控制，左、右红外光束位置探测（仅限红外位置
探测模式）
5. 声卡控制（可选）
6. 实验方法：用户可自由编辑
7. 主要实验数据：例如主动逃避次数、被动逃避次数、无逃
避次数等（可自定义）
8. 每个计算机可以控制最多 16 个实验笼

鼠底板：450x350mm（长 x 宽）
外尺寸：422x277x330mm
工作空间：382x277x292m

小鼠底板：450x350mm（长 x 宽）
外尺寸：290x170x200mm
工作空间：250x170x170m

经过简单修改，箱体修改为黑白箱（一侧黑色，一侧白色），还可以用于明暗箱（light/dark box）（增加强光照
明）和两箱条件性位置偏爱(conditioned place preference)或条件性位置厌恶实验(conditioned place a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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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State Vision 视频图像分析
LabState Vision 软件具有图像分析功能，通过视频采集卡采集图像分析动物的运动轨迹和总体运动分析。动物的
视频事件（进入、离开分区，运动或休息等）也可以触发 State Transition，从而用于硬件控制（例如光遗传激光
器）。该功能主要用于自发活动轨迹分析、条件性位置偏爱、社交接触行为、强迫游泳、甩尾实验等。

条件性位置偏爱 Conditioned Place Preference
基本配置和技术参数
1. 控制软件：LabState Vision XE for CPP/CPA
2. 单通道模拟图像采集卡, 4 路/8 路/16 路面分割器
3. 图像分析：像素 720x576 or 640x480
4. 主要实验数据：动物在三个区域停留的时间、距离、比例、穿
越次数
5. 软件可以同时分析最多 16 个动物
大鼠 CPP: 三箱/侧箱安装摄像头
工作尺寸：77x24x37cm(长 x 宽 x 高)
侧箱 28cm, 中间箱 15cm

小鼠 CPP: 视频采集箱+CPP 测试盒
工作尺寸: 45x13.5x13cm(长 x 宽 x 高)
侧箱 17cm, 中间箱 11cm

视频采集箱：55x45x55cm(长 x 宽 x 高 cm)
大鼠测试盒：40x40x40cm

自发活动 Locomotor Activity
基本配置和技术参数
1. 控制软件：LabState Vision SE 1.0
2. 单通道模拟图像采集卡, 4 路/8 路/16 路面分割器
3. 图像分析：像素 720x576 or 640x480
4. 主要实验数据：总距离和运动时间、平均速度，各分区的距
离和时间、穿越次数、定势行为(相邻分区反复穿越), 数据可以
分时显示
5. 软件可以同时分析最多 16 个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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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惊跳反射实验系统 Acoustic Startle Reflex Test System
惊吓反射是一个脑干反射，目的是保护身体的易受损部位如颈背部（全
身 反 射） 、眼 睛（ 眨眼 反射 ）， 和加 速逃 避。 听觉 惊跳 反射 (acoustic
startle reflex,ASR)是动物对突然出现的声音产生的反应，通常认为当声
音强度达到 80dB 时会出现此反应。人类惊跳反射测量通常采用肌电图、脑
成像或 PET，对于啮齿类实验动物主要是通过加速度或压传感器来探测。
安来听觉惊跳反射系统通过重力传感器探测实验动物的全身抖动反应。
随着声音刺激的产生和增强，动物主要肌群出现收缩和舒张。抗焦虑的药物
使这种反应减弱、幅度降低，致焦虑剂则相反。惊跳反射前抑制(prepulse
inhibition, PPI)是最常用的应用之一。PPI 是指在惊跳刺激前适当时间(因
此称为前刺激)给予一个一定时程和强度的刺激(即不能引起惊跳反射的刺
激)抑制惊跳反射，使惊跳反应幅度减小，潜伏期延长的现象。PPI 测试可
用于观察听觉系统对前刺激处理的能力。
系统特点：
安来听觉惊跳反射系统采用本公司的通用行为分析软件 LabState， 该软件
采用 State Notation 逻辑语言结构，图形化的编辑模式，方法编辑自由而
且灵活。因为没有固定的内建方法模板的限制, 可以任意编辑实验方法；
⚫
⚫
⚫
⚫
⚫
⚫
⚫
⚫
⚫
⚫
⚫
⚫

软件可以同时运行和控制多个实验装置；
采用大功率全频喇叭和音频功率放大器作为声音刺激，声压最大可以达到
120dB；
声音信号源再来电脑声卡，可以使用任意自定义的声音信号例如白噪音和正弦
波纯音；
采用重力传感器探测动物惊跳反应，利用高灵敏的信号放大模块记录动物的微
小运动，通过不同的传感器可以分别用于大鼠和小鼠；
系统为每个实验装置提供一路模拟信号采集（用于分析惊跳反射信号），多路
开关信号控制，例如光、电、气体等（选购件）；
可以通过软件对传感器进行重力矫正，用于准确测量动物跳动的实际重力变
化；
通过使用声音分贝计，在软件内建立多个分贝-音量曲线，从而可以在方法编辑
器里直接指定分贝值对声音大小进行控制；
系统采样时钟最高可以设置 1ms, 时间精度足够探测出动物细微的跳动反射。
采用 LabState 的通用数据记录格式，方便数据分析和导出到 Excel；
实验装置放置在隔音箱里，减少相互视听干扰；
可选购强光、足电等刺激；
该系统可以和本公司的其他系统衔接，构建客户需要的特殊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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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配置
⚫
控制软件 LabState XE for ASR
⚫

计算机采集卡：ACI-SP1；

⚫

重力传感器平台（大小鼠）；

⚫
⚫

重力信号放大器；
音频功率放大器；

⚫

喇叭模块；

⚫
⚫
⚫
⚫

分贝计；
动物测试盒；
隔音箱；
电源和信号线；

动物触摸屏实验系统 Animal Touchscreen Test System
动物触摸屏实验系统是一种快速而灵活的基于
视觉图像记忆的行为分析工具。安来触屏系统由三
部分组成：LabState TouchScreen 系统软件、触摸屏
一体机、网络交换机。
LabState 具有灵活的实验方法编辑功能，可以在
触摸显示屏幕上定义最多 32 个区域用于显示目标，
并且可以根据需要显示区域的形状，触摸指定区域
或区域内的目标作为触发事件；可以定义最多 32 个
不同显示目标（图像或文字），触摸该目标可以作
为触发事件；对于显示的目标，可以从给定的文件夹随机加载图像；随机显示在几个区域里；基于
LabState 的方法编辑功能，可以编辑绝大多数认知评价任务，例如五项选择视觉注意力、延迟样本
匹配、四项选择赌博任务等，触摸系统还可以配备常规操作箱配件，用于自定义的非标准化的特殊
行为任务实验。
系统软件
LabState XE for
Touchscreen

网络交换机
多个显示屏通过
交换机组建网络

触摸屏一体机
Windows 系统，运行触屏显示软件

对于单个触摸屏
可以不用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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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及代谢监测 LabMonitor System
LabMonitor 生活及代谢监测系统(即将推出)是一套可以灵活自由组合的实验动物生活及
代谢监测系统，可以自由组合配备多种信号采集：
⚫ 开关信号：舔水探头、红外光束套头监测等
⚫ 重力传感器模拟信号：食物、饮水、体重监测
⚫ 视频分析：总体运动、轨迹分析等
⚫ 尿液收集和粪便收集
⚫ 24 小时连续不间断监测和保存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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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行为仪器

旋转行为测试仪 Rotameter：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 PD)简称 Parkinson 病，也称为震颤麻痹(paralysis
agitans, shaking palsy)，是中老年人常见的神经系统变性疾
病，也是中老年人最常见的锥体外系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显
示，65 岁以上人群患病率为 1000/10 万，随年龄增高，男性稍
多于女性。通过建立 PD 动物模型后，可使用 PD 旋转分析仪对动
物的旋转行为进行行为学评价。平均旋转次数≥7 转/min 为成功
的 PD 动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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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尾实验 Tail Suspension ：是一种用于筛选潜在的抗抑郁物，以及评估
预期会影响抑郁相关行为的实验方法，主要采用小鼠测试。
可提供两种信号采集和分析方法：
⚫
⚫

重力探头模拟信号分析
图像运动分析。

强迫游泳 Forced Swim Test: 是抗抑郁药物开发研究的另
外一种动物模型，适用于大鼠和小鼠，采用图像分析的方法分
析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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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迷宫系统 Animal Maze System

系统组成
⚫

分析软件: V-Maze

⚫
⚫
⚫

USB 摄像头
高架十字
八臂迷宫

⚫
⚫

水迷宫
Barnes 迷宫

小鼠： 臂长 30cm, 臂宽 5cm, 臂高 15cm

大鼠： 臂长 50cm, 臂宽 10cm, 臂高 2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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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定制 Customized Systems

我们可以根据客户的具体要求定制特殊实验设备，下面为具体案例：
绒猴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实验箱
计算机控制卡：DIG-485 控制卡
输入：食物盒红外探头 2 个
输出：笼灯 1 个，食物盒信号灯 2 个，食物盒电动门 2 个，
颗粒食物分配器 2 个
图像：USB 摄像头 1 个
声音：声卡控制（音频功放驱动 2 路喇叭）

小鼠同情心研究实验系统
计算机控制卡：DIG-485 控制卡
小鼠穿梭箱：每侧配电击底板
输入：2 个压杆，2 个红外添水探头
输出：2 个信号灯，1 个蜂鸣器，2 个蠕动泵（给水奖励）
图像：1 个 USB 摄像头
声音：声卡控制（音频功放驱动 2 路喇叭）

自动化 U 型迷宫实验系统
⚫
⚫
⚫
⚫

自动提供食物
三路电动门控制动物行进方向
红外探测动物位置
单向门让动物回归原始位置，多 trial 自动重复进行。
无需反复抓取动物，中断 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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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输入设备 Input Devices
1、鼻触
大鼠
触孔直径：28mm
面板宽：77mm
鼻触尺寸：
36.5x36.5mm

小鼠
触孔直径：15mm
面板宽：42mm
鼻触尺寸：
24x24mm

2、压杆
大鼠固定压杆
压杆宽度：40mm
面板宽：77mm
信号：机械开关

大鼠伸缩压杆
压杆宽度：40mm
信号：机械开关
伸缩；16mm
面板宽：77mm

3、红外探头（红外对射开关）

小鼠固定压杆
压杆宽度：16mm
面板宽：42mm
信号：红外探头

小鼠伸缩压杆
压杆宽度：16mm
信号：红外探头
伸缩；16mm
面板宽：42mm

猕猴压杆
压杆宽度：45mm
信号：机械开关

4、重力传感器

工作电压：DC12-24V
输出信号：TTL 电平

图像采集 Video Capture
单实验笼: USB 摄像头

多实验笼:
单通道 USB 模拟视频信号采集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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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分割器：
多路模拟摄像头通过画面分割器汇集为一路模拟图
像信号，四画面/八画面/16 画面。

配件：输出设备 Output Devices
1、 输液设备
蠕动泵 SED-232
工作电压：DC12V
控制信号：TTL 电平
转速：手动 6 档设置

注射泵 SED-241
工作电压：DC12V
控制信号：TTL 电平
推速：手动 8 档设置
最大行程：53mm
注射器：1ml,2.5ml,5ml,10ml

2、食物颗粒分配器 SED-220
⚫
工作电压：DC12V
⚫
控制信号：TTL 脉冲(>1ms)

3、足电刺激器 SED-251
⚫
工作电压：DC12V
⚫
恒流：0-2.5mA
⚫
乱码输出(Scrambler): 8
路
⚫
外部控制：TTL 信号

4、笼灯

5、信号灯

6、蜂鸣器

10mm LED 乳白色

10mm/12mm LED 红/绿/黄色可选

⚫
⚫

固定频率：3Khz
控制电压：TTL,3V

7、声音刺激模块 SED-260
⚫
⚫
⚫
⚫

工作电压：DC12V(最高 18V)
控制信号：TTL 电平
音频信号（音量可调）：3 种声音(用户可以自行修改)
默认：白噪音，2.5KHz，3.5KHz

8、电磁阀

9、电动滑台/电动门

DC12V 电磁阀，气体或液体，2 路或 3 路

根据需要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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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液耗材 Infusion/Tubing
硅胶管
SIL-1505，1.5mm/0.5mm(外部输液)
SIL-0905，0.9mm/0.55mm(大鼠静脉插管)
SIL-0704，0.7mm/0.35mm(小鼠静脉插管)
SIL-0603，0.6mm/0.3mm(小鼠静脉插管)
（型号，外径/内径）
每卷 20 米

聚乙烯导管
PE-1106, 1.1mm/0.55mm
PE-1104, 1.10mm/0.4mm
PE-0503, 0.5mm/0.3mm
（型号，外径/内径）
每卷 20 米

平头输液针头
32G 0.23mm/0.11mm
30G 0.31mm/0.16mm
27G 0.41mm/0.21mm
25G 0.51mm/0.26mm
22G 0.64mm/0.34mm
23G 0.71mm/0.46mm
外径/内径

实心不锈钢管
0.60mm/5mm
0.64mm/15mm
0.70mm/15mm
0.31mm/40mm
外径/长度

单通道输液滑环

输液平衡支架

输液管保护弹簧 (33cm)

静脉插管背部接口
(M4 螺纹，高度 18mm)

静脉插管背部接口配套的涤
纶网片（直径 28mm）

大鼠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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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毛细管
外径 0.3mm,长度 40mm
外径 0.5mm,长度 20mm
外径 0.64mm,长度 24mm
外径 0.7mm,长度 24mm

安来，AniLab, LabState 是安来科学仪器(宁波)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

安来科学仪器（宁波）有限公司
AniLab Scientific Instruments (Ningbo) Co., Ltd.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上东国际 3 幢 1504 室 邮编：315000
TEL: 13566562402 http:// www.anilab.cn E-mail: sales@anila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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