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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mas RECORDING微电极是采用石英玻璃绝缘的铂钨电极，电极直径为40至80μm。 

我们使用95%铂和5%钨的合金材质，使我们的电极具有很高的阻抗稳定性。除此之外，我们的

制造工艺使电极具有绝佳的尖端几何重现性。 因此，当您使用我们的微电极时，TREC电极能够

帮助您得到您想要的记录结果。 

[1]用于电生理记录的纤维微电极; Reitboeck，H.J。 神经科学方法1983;8：249-262 

  

图1：尖端形状A的石英玻璃绝缘的铂钨电极，阻抗为1-2MΩ，非常适合单神经元采集。 

微电极 

产品规格： 

• 直径40，60或80μm 

• 尖端细小 

• 阻抗稳定 

• 突破硬脑膜 

• 组织损伤最小 

• 单个或多个神经元活

动、场电位的记录 

• 低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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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mas RECORDING tetrodes于1987年推出，电极直径为95μm，4个独立的金属

位点通过石英玻璃相互绝缘。 与twisted wire tetrodes相比，Thomas tetrodes具有高

度可重复的尖端，无尖锐的边缘。 金属位点不需要尖端电镀，具有低阻抗特性，保证记录

信号的高信噪比。 Thomas tetrodes的尖端形状可以适应于具有不同细胞密度的脑区域，

这是不可能用twisted wire tetrodes实现的。 

[2] Tetrode记录在小脑皮质中; Gao, H.Y. et al.,Journal of Physiology; 2012，106：128-136 

 

 

 

图2：尖端形状D的石英玻璃绝缘铂钨四极电极

（Tetrode），阻抗为0.5-0.8MΩ，非常适合于

具有正常细胞密度的脑区域中的多神经元记录 

Tetrodes 
规格： 

 

• 95μm直径 

• 尖端细小 

• 阻抗稳定 

• 可重复的尖端几何 

• 组织损伤最小 

• 多神经元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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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mas RECORDING heptodes具有95μm的直径和7个独立的金属位点通过石英玻璃彼

此绝缘。 与twisted wire Tetrode或多电极相比，Thomas RECORDING heptodes具有高

度可重复的尖端几何形状，没有尖锐的切割边缘。 金属位点不需要尖端电镀，具有低阻抗特

性，保证记录信号的信噪比高。 用Thomas heptodes记录的多神经元活动允许基于heptode

效应进行spike sorting。 

[3]用于神经接口和假体的多神经元活动的高效信号处理; Kaneko，H . et al. ; 2007年第46卷第147-150页“医学

信息学” 

[4]猕猴下颞皮层神经元功能聚类的定量分析; Tamura，H. et al. ; Neuroscience Research, 52, 2005:311-322 

图3：尖端形状D的石英玻璃绝缘铂钨heptode，

阻抗为1MΩ。 

Heptodes 

规格： 

• 7个记录通道 

• 直径95μm 

• 阻抗稳定 

• 组织损伤最小 

• 多神经元记录 

• 低噪声 

• 通过heptode

（stereotrode）效应进

行Spike Sorting 

• TREC spike so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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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mas RECORDING的最新开发的电极是

3D-Heptodes。 这些heptodes有7个单独的金属

位点。 与我们的标准heptodes不同，这些位点从

尖端排列在三个不同的高度。 这允许进行三个不同

层的神经结构记录。 

[5] Heptodes比Tetrodes更适合Spike Sorting; Doerr ,Ch.;

Schanze T.;  IFAC 

图4：石英玻璃绝缘铂钨电极尖端（尖端形状

D），阻抗为1-2MΩ。 

3D Heptodes 

规格： 

• 7个记录通道

• 3个不同的接触平面

• 电极直径95μm

• 阻抗稳定

• 组织损伤最小

• 多神经元记录

• 低噪声

• heptode的Spike s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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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mas RECORDING multitrodes是8通道线性电极，用于大中型动物的急性胞外记

录。 电极触点直径为40μm，触点间距可定制为100-250μm，电极由不锈钢制成，可根据不

同的长度需求选择不同的版本。 

  

[6]自发和诱发活动期间大鼠体感系统的多个区域之间的神经元功能连接图; Zippo, A.G. et al.; PLOS Computa-

tional Biol.; June 2013; volume 9; issue 6 

[7]通过抑制有效产生互信号; Park, S.; Tara, E.; Khodakhah, K.; J Neurophysiol 107: 2453–2462, 2012 

Figure 5: Multitrode with 8 

channels, SEM photo of one 

gold contact from top and side, 

contact spacing 125µm (others 

on request), 

Implantable 
Multitrode 

Multitrodes 

规格： 

• 8个记录通道 

• 电极直径300μm 

• 触点直径40μm 

• 间距100-250μm 

• 高稳定性 
6      www.glo-bio.com.cn                   info@glo-bio.com.cn                    400-839-0899 



       Thomas Eckhorn阵列系统使用专利的Thomas橡胶管驱动器（见[8]）。 这些驱动器可用

于具有集成前置放大器（具有7,16,28,49,64或112个信号通道）的TREC电极，tetrodes和

heptodes的7- / 16-电机版本。 橡胶管驱动器提供实时电极运动控制。 此外，橡胶计价的减震

效果，使运动伪影最小化，电极在移动时同时记录神经信号。 Eckhorn 阵列的金属底盘类似于

法拉第笼，可屏蔽电气干扰，并增加记录的神经信号的信噪比。 

[8] Eckhorn R.，Thomas U.一种用于将多个微电极插入神经和肌肉组织的新方法，包括纤维电极，细线，针和微

传感器。Neuroscience Methods, 49 (1993) 175-179 

图6：7通道和16通道Eckhorn驱动器 

Eckhorn 

阵列 

规格： 

• 通过软件定位单独电极

• 高定位精度（1μm分辨

率）

• 多达112个记录通道

• 无延时！

• 极薄的电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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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mas Mini Matrix微驱动系统可以将多达5个微电极或tetrodes彼此独立驱动到不同深

度的脑区。 该系统有5个电极或5个Tetrode版本。 每个Mini Matrix配备有5或20个通道的集

成低噪声前置放大器。 电极采用可用于Thomas橡胶管驱动器（参见[9]）的石英玻璃绝缘铂钨

微电极（参见本手册的第2页）。 橡胶管驱动器允许实时的电极定位，并且作为减轻运动伪影的

阻尼器。 这保证了电极在大脑中移动时可以进行神经信号的记录。 

图7：Mini Matrix（微驱动头）的正面部分是可更

换的。 该图显示了具有直线导管排布和305μm导管

间距的5通道头。 其他导管间距和排布（例如同心）

可根据要求提供！ 

[9] Eckhorn R., Thomas U.一种将多个微电极插入神经和肌肉组织的新方法，包括纤维电极，电极丝，针和微传

感器。Neuroscience Methods, 49 (1993) 175-179

迷你阵列 

规格： 

• 单电极版本，最多5个通

道

• Tetrode版本，最多20个

通道

• 高达24mm的电极行程

• 1μm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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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mas电动机械臂（MEM）被开发用于驱动线性电极，如Thomas multitrode或

Plexon U型或V型电极。 该系统有两种不同的电极行程距离，皮层为10mm，深部脑区为

40mm。 适用于安装在灵长动物记录腔或小型动物立体定位仪上。 

“... MEM能够非常好地推进U型探头，并将探头固定在适当位置。 容易装载和方便地拆装...总体来说，我们非常满

意与U型探头一起使用的MEM ...“Dartmouth Geisel医学院的Farran Briggs教授说。 

  

图8：具有10mm和40mm电极行程的

MEM 

MEM 

规格:  

• 10或40mm电极行程 

• 高精度驱动 

• 使用方便 

• 完整的驱动控制单元和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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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mas RECORDING为光遗传实验提供完整的设备，如optrodes，optetrodes， 

opheptodes ，LED光源，光源控制器和刺激软件，以及我们的多电极微驱动系统的集成解决

方案。 微驱动解决方案包括通过薄而可移动的光纤进行光学刺激，并且使用单独和可独立移动

的微电极同时记录神经反应。 

图9：TREC微驱动导管，中心有一根光纤，6根记录微电极围

绕中心光纤布置。 用光纤刺激，用电极记录神经反应。 电极

和光纤可以通过微驱动器独立移动（见右图和[1]）。 

[10] Kruse, W; Krause, M; Aarse, J; Mark, MD; Manahan-Vaughan, D; Herlitze S;

在体小脑网络的光遗传控制和多电极分析; PLoS One 2014 Aug 21;9(8):e105589; doi: 10.1371/

journal.pone.0105589. eCollection 2014.

Optogenetics 

规格： 

• 光纤   OD =120微米

• Optrodes，optetrodes，

opheptodes

• LED光源

• 光源控制器

• Microdrive解决方案

• 定制optr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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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mas显微注射系统MIS-03可作为独立设备或扩展我们的多电极记录系统（Mini或

Eckhorn Matrix Systems）。在Mini或Eckhorn Matrix应用程序中，该系统将注射管与多个平

行方向的记录电极以可定制的排布（详见参见[11]）定义。 电极和注射管可独立移动到不同深度的

大脑。 注射药物体积由软件控制。 

图10：显微注射泵和显微注射泵的图形用户界面。 Thomas 

RECORDING提供完整的显微注射解决方案，包括微量移液管

（100μm）、泵、软件等。 

[11] Vera K. Veith,  Cliodhna Quigley and Stefan Treue  

用于神经药理学中观察自由行为猕猴脑皮层信息处理的压力注射系统;  

J Vis Exp. 2016; (109): 53724; Published online 2016 Mar 14; doi:   

10.3791/53724; PMCID: PMC4828981 

微注射 

规格:  

• 软件控制压力注入 

• 完整的解决方案 

• 微量移液器 

• 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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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mas自适应多电极定位（AMEP）系统被开发用于在清醒行为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中，

可以使用多达16个微电极进行慢性胞外记录。 该系统有特殊设计的可植入记录腔，装有多达16

个微电极的插入组件，用于双向电极移动的电动xyz操纵器（机器），用于操纵器的电动控制单

元、双相机成像系统、电动控制软件、前置放大器和主放大器以及数据采集系统。 该系统是模

块化的，因此我们能够将其集成到现有的记录实验中。 

图11：AMEP记录室插入

（左）多达16个电极。 电极

可以通过使用电动xyz操纵器

上下移动。 这个操纵器是软

件控制的。 

灵长类记录 

规格： 

• 16个微电极

• 可向前/向后移动

• 半慢性记录

• 软件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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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mas RECORDING为神经生理学应用提供了立体定位仪。 灵长类立体定位系统

（PPS）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包括手术台，框架，弯曲导轨（圆拱），用于安装不同的仪器，独

特的三点头部支架，带手推车的灵长类椅子和电脑控制的奖励单位。该系统是模块化的，使其易

于适应每个客户的要求。 我们的小动物立体定位系统（SASI）采用了我们最初为灵长类动物立

体定位开发的独特圆弧设计。 

图12：Thomas立体定位仪器：灵长类动物

PPS（左），小型动物与迷你阵列（中），小动物与Eckhorn阵列（右） 

立体定位系统 

规格： 

• 定制设计

• 模块化系统

• 灵长类动物和小动物

• 稳定可靠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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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mas眼动追踪系统具有230Hz（ET-49）和1250Hz（ET-50）版本。 这些眼睛跟踪系

统是完全无创的这些设备最初是在德国马尔堡大学的灵长类动物研究实验室开发的，通过将 

强大的测量与精简的操作独特结合，为非人灵长类的眼动追踪制定了

标准。 

       Thomas RECORDING ET系列是准确可靠的，系统采用特殊算

法进行高效运行并呈现卓越的结果。 这不会影响速度—高达

1250Hz的采样率和高空间分辨率。 

图13：眼动追踪系统控制软件的图形用户界面（gui） 

Eye Tracking 

规格： 

• 230Hz系统

• 1250Hz系统

• 高速摄像机

• 红外照明组件

• 软件包

• LAN口连接到刺激系统

14      www.glo-bio.com.cn  info@glo-bio.com.cn 400-839-0899



     Thomas RECORDING在植入式灵长类记录组件的设计和制造方面有悠久的传统。 我们标

准的圆形记录组件角度为“0”度。 角度可以根据您的需要定制设计。 我们提供不同的材料，如

不锈钢（当需要强度和耐久性时非常适合），钛（一种坚固，坚硬和轻质的材料，非常兼容组

织）或PEEK（一种坚固且坚硬的塑料材料，良好的生物兼容性，非常适合MRI环境）。 除了标

准圆形组件，我们提供不同尺寸和形状的定制组件。 欢迎与我们联系。 

图14：不同的记录组件设计 

记录组件 

规格： 

• 不同的材质（不锈钢，

钛，PEEK）

• 不同的组件尺寸

• 不同的组件设计

• 可定制的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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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mas无线系统（TWS）是用于自由移动动物神经生理学应用的无线多通道记录、刺激

和数据分析的完整解决方案。除无线设备外，我们还提供定制的植入式记录微电极和tetrodes

以及用于不同神经生理学应用的刺激电极。为了分析记录的多神经元活动，我们提供Thomas 

Spike Sorter。Thomas无线系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headstage数据的放大和数字化，以便

仅将数字数据发送到收发器，确保您的数据不失真。 

无线接收/

刺激系统

16 

规格： 

• 4个记录通道

• 1个刺激通道

• 包括电极/ Tetrodes

• 工作距离5m

• 软件控制记录和刺激 图16：Thomas无线系统（TWS）安装在大鼠的头骨上 

图15：TWS软件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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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mas无线双通道刺激（TDS）系统允许研究人员生成和上传两个可独立定制的刺激类型

到Headstage。 TDS通过连接到计算机USB端口的收发器，实现无线数字通信提供实时刺激。我

们还提供具有不同阻抗范围和电荷转移能力的定制植入式刺激微电极。每个完整的TDS系统由双通

道刺激Headstage组成，带有外部电池组和所有必要的附件，包括在Windows操作系统下运行的

TDS控制软件。 

  

  

图17：Thomas无线双通道刺

激器（TDS）的图形用户界面

（gui）。该软件允许通过无线

数字通信实时地向自由移动的

动物提供刺激模式 

无线双通

道刺激器 

17 

规格： 

• 两个通道 

• 每个通道的刺激电流高

达+/-625μA 

• 单相和双相 

• 刺 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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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mas数据采集系统（DAS）是具有USB接口的16通道记录系统。 通过我们的USB数据

采集系统，您可以在任何台式PC或笔记本电脑上自由运行实验。 USB数据采集系统包括连接到主

放大器信号输出的接口设备和个人计算机的USB插座以及在Windows操作系统下运行的数据采集

软件。如果使用Thomas可编程增益主放大器来放大神经信号，则可以通过数据采集软件的图形用

户界面设置每个通道的放大器增益值。 

图18：Thomas数据采集系统的图形用户界

面（gui）。 

数据采集 

系统 

规格： 

• 16通道

• USB接口

• 16bit分辨率

• 每通道的采样率为31kHz

• 输入电压±1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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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mas Spike Sorter使用了一种针对多通道记录电极，如双极电极stereotrodes，特别是

四极电极tetrodes和多极电极heptodes进行了优化的Spike Sorter方法。它结合了多通道记录数

据的时间和空间信息，将多个神经元记录中的单个神经元分开。重叠Spike的分离是Spike分类方

法固有的，增强了许多神经元记录中Spike的检测和分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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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Thomas Spike Sort-

er的图形用户界面（gui） 

Thomas 

Spike  

Sorter 

规格： 

• 针对TREC tetrodes和

heptodes进行了优化

• 简单的参数设置

• 接受不同的输入数据格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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