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tab Research

Cantab for
Cognitive Research
認知衡鑑軟體 強化您領先世界的研究

相關影片

Cantab Research

Cantab - 推廣認知科學的重要
認知科學在治療神經心理和神經疾病的研究上，為
一關鍵性的指標，因其意味著未來可能會出現的健
康、社會和經濟負擔。然而，認知具有高度複雜性
，如何蒐集有效、可信且可重複的數據，是一個很
大的挑戰。
因此需要一個經過驗證的、標準化的、易於使用的
工具。Cantab提供了此一技術，Cantab產品對於腦
部功能測量和特定的認知領域，已被證實是具有高
度敏感的工具，所以在過去30年間，已陸續被認知
科學研究者選用。
更佳的數據、更高的品質
Cantab 認知測驗都是電腦化的，可以標準化施測、自動
計分、和便於存取數據。這意味著數據的收集是準確、客
觀且高品質的。

您可以信任的科學品質
本測驗已經過超過30年的同儕審稿發表，且已被證實對
臨床損傷和干預相當敏感，例如藥物學的實驗操弄。
增進受測者的經驗
Cantab 測驗皆為觸控螢幕作業，如此對受測者而言
具有高度的直觀性，可以改善受測者的經驗，以取得
其最佳表現，並增加衡鑑的準確性。
減少工作負擔和成本
因為 Cantab 衡鑑系統是語言和文化獨立的，他們可以
在全球各地不同的地方使用，讓你可以更快的收集有效
且一致的數據。
因為測驗可自動執行，所以只需受過最少的訓練便可
進行有信度的施測，意指即使非認知測量的專家，也能
有自信的執行研究。

兩種認知研究產品
Cantab Connect Research
易於使用的 iPad 測驗平臺，讓研究者 (不論是否
為認知領域的專家) 都能有新的發現並產出領先的
科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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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tab Research Suite
坊間最具效度且詳盡的認知衡鑑系統。

Cantab Connect Research

Cantab Research Suite

適合...

有簡短測驗量表需求的研究者，希望測量關鍵
認知領域，以監測治療或操弄的功效或安全性，
或對特定病患族群的了解。

任何想要了解各式各樣認知領域變項的研究者和
想要自由挑選測驗需求的研究者。

應用領域

評估關鍵認知領域的研究

任何以認知為實驗因子的研究

作業變異性

標準 (適合成人和病人)
困難 (適合年輕健康的自願者)

每一個測驗皆可取得多種作業變項

測量

• 訊息處理速度
• 心理運動速度
• 注意力持續度

所有的認知領域

測驗裝置

iPad Air

Windows 作業系統的平板電腦

年齡範圍

14 歲以上

所有人

支援語系

測驗皆為 language-independent，
具有多種語系的語音指導語

測驗皆為 language-independent，
施測腳本已翻譯成多種語系。

施測

標準化的自動語音指導語

標準化的施測腳本

• 視覺事件記憶
• 工作記憶
• 執行功能

Cantab Connect Research
讓專業的認知研究更為簡便
準確地測量專業認知領域

資料安全

即使並非認知領域的專家，Cantab Connect Research

由於自動化的數據加密，和雲端私密數據安全地持續備份，

讓您也能執行領先全球的科學研究。六個 Cantab 測驗
能有效率地測量各種關鍵的認知歷程：腦部的訊息輸入
(注意力、處理速度)、腦部的訊息表徵 (記憶)，和使用
儲存訊息所導向的行為執行功能。

研究的連續性是無庸置疑的。
更多資訊請搜尋 www.cantab.com/ccr

簡單、可擴充的觸控螢幕測驗
Cantab Connect Research 讓認知衡鑑變得更簡單，
直觀的控制中心提供一個簡便的應用，以方便管理受試者
、數據及研究。
即時數據蒐集和存取
Cantab Connect Research 使用私密和安全的雲端
平臺，透過 iPad 執行。由多臺 iPad 測驗裝置傳送來
的數據會自動同步並連續地備份，因此研究數據任何
時候，可以在全世界各地即時地存取。

Cantab Connect Research 顯示於 iPad 裝置上

Cantab Research Suite
認知衡鑑系統的黃金標準
專為認知科學研究專家設計
Cantab Research Suite 在 Windows 介面的平板上，
提供橫跨所有認知領域，高敏感度和可信的腦功能測量。
本系統是靈活且詳盡的，讓特定的研究問題可以量身訂製
特殊的測驗量表。

靈活的且可客製化
Cantab Research Suite 包含 24 個 language-independent
的作業，合併使用可滿足不同的實驗需求。 智能的研究
配置工具讓您可以根據切確的研究需求設置實驗設計。
數據管理介面自動計算結果、建議的測量結果和合併的
數據，進一步改善您研究的準確度。
更多資訊請搜尋 www.cantab.com/ccr

Cantab Research Suite 顯示於 Windows 裝置上

臺灣總代理

human.kyst.com.tw

0800-026677

info@kyst.com.tw

Cambridge Cognition is the leading global provider of computerized cognitive assessments in academic research,
clinical drug trials and healthcare pro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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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tab 測驗選擇表
CANTAB Connect / Research Suite

研究領域

一般認知功能衡鑑

(AD)

評估健康自願者的認知效果

阿茲海默症

導致的輕微認知損傷
AD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ADHD)

憂鬱症

思覺失調症

神經肌肉疾病

多發性硬化症

癲癇

中風和腦血管疾病
(CVA)

帕金森氏症

創傷性腦損傷

自閉症

亨丁頓舞蹈症

)

(OCD)

唐氏症 成( 人

強迫症

感覺運動
功能
及理解力

反應時間

訊息處理
及心理
運動速度

(RTI)

視覺事件
記憶

語言再認
記憶
(VRM)

語言再認
記憶

樣本延遲
配對
(DMS)

注意力及
短期視覺
記憶

圖形再認
記憶
(PRM)

視覺再認
記憶

空間
工作記憶
(SWM)

工作記憶
及策略

空間廣度

視覺空間
工作記憶

(SSP)

注意力
轉換

停止訊號
作業
(SST)

反應抑制

單觸劍橋
河內塔
(OTS)

規劃力

情緒再認
作業
(ERT)

情緒再認

控制階段

注意力
轉換作業
(AST)

社 交

注意力
心向轉換

執行功能及決策

不適用於Connect test；使用Research Suite時，若需要重複施測，建議您搭配注意力轉換作業(AST)使用。

內外向度
轉換*
(IED)

儲存階段

關聯配對
學習
(PAL)

憶

注意力
持續度

記

快速視覺
訊息處理
(RVP)

輸入階段

動作檢查
作業
(MOT)

注意力

Cognitive
Function

練 習

CANTAB Tests

5

Cantab 研究套件

ADHD 量表
Cantab ADHD 量表是一個準確、有彈性且便於施測的認

內建常模數據

知衡鑑系統，適用於各年齡層的 ADHD 及相關疾病的學

Cantab ADHD 量表已被超過 700 所研究機構所使用。對照大

術研究，可做為核心認知缺陷的偵測和臨床監測。

量測驗的控制組受試者數據，已被用於建立常模資料庫於軟體
內、改善效度和數據的解釋。

測量

• 執行功能
• 注意力持續度
• 反應控制
• 工作記憶

Translational Research
長度：大約 30 分鐘

Cantab 測驗存在等同於臨床前的形式，對於 translational

施測：標準化

research 的進行有幫助，且與傳統評分者施測的測量和功能性

計分：自動

量表共同使用，可演示其同時效度及生態效度。

研究：非紙筆的電腦化測驗

跨文化研究
所有的測驗皆使用非語言的刺激，有極低的語言包袱，少了語

進行卓越的ADHD研究

言和文字影響的認知表現，讓這些量表易於適應跨文化研究的

Cantab ADHD 量表包含高度敏感的測驗，旨在具體地評估認知

使用。

缺陷的注意力持續度、工作記憶和反應抑制等認知的改變，這
意味著任何的認知改變 - 即便非常小 - 也能被偵測到。

縱貫研究
語言獨立的測驗和觸控螢幕的技術提供快速且非侵入式的認知

Cantab ADHD 量表提供的測量結果準確、可信且有意義；賦予

衡鑑，且可執行臨床和副本模式，使之更適於重複測量或追蹤

研究人員查明認知缺陷的本質，並準確地追蹤其改變 。

隨時間改變的認知變化，而作為縱貫研究的一部分。

您可仰賴的研究工具

專家的科學諮詢

引用超過 1,300 篇同儕審查的文獻，Cantab 是世上最有效的認

Cambridge Cognition 的神經科學家可以提供關於研究準則 、

知衡鑑軟體。

測驗配置和支援研究經費的申請的意見。

研究者可以仰賴 Cantab ADHD 量表的敏感、有效和技術，在
短時間內使用較小的樣本來偵測認知表現，即使是最細小的變
化也可偵測。

完全客製化的研究
Study Manager 工具可客製化和配置您的調查研究。Cantab
ADHD 量表可定義每個受試者的詳細訊息，測驗施測次序和衡
鑑模式皆易於設定、執行和重複施行。
Results Manager 讓研究者可以顯示、分析和處理執行測驗和
量表後的資料處理，以符合其需求並 trial-by-trail 的儲存詳細結
果以進行進一步的分析。

臺灣總代理

human.kys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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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ridge Cognition is the leading global provider of computerized cognitive assessments in academic research,
clinical drug trials and healthcare provision.

ADHD 量表

Cantab ADHD Battery test panel
電腦化認知衡鑑軟體
高效率的測試

執行非口語的電腦化測驗，電子化的
擷取數據和自動計分的結果，不但節
省時間、減少數據的錯誤，且增加了
數據的品質。
準確的衡鑑
易於施測和便於使用，Cantab的
觸控螢幕衡鑑經過嚴格的測試以提供
無可比擬的認知功能測量。

注意力
CANTAB 快速視覺訊息處理(RVP)

反應控制
CANTAB 停止訊號作業(SST)

對於注意力的持續性測量非常敏感。

是典型測量抑制反應（衝動控制）相

本測驗的測量結果包含反應準確度、

當敏感的觸控螢幕版本測驗。受測者

立即取得數據

目標敏感度和反應時間等。

須對一個箭頭形狀的刺激做出反應，

使用 Cantab ADHD 量表
您可以控制您的研究數據，並即時存
取您的實驗結果。

但是在出現聲音訊號時則須抑制其反
應。

Used by the worlds
top universities
US – Harvard, Stanford, Yale,
Chicago, Princeton
EU – Cambridge, College London,
Oxford, Edinburgh, Copenhagen
ASIA – Seoul National, Hong Kong,
Singapore, Tokyo, Melbourne

執行功能
CANTAB 空間工作記憶 (SWM)

Cantab ADHD 量表測驗模組

需要保留並操作視覺空間訊息。本測

專為衡鑑執行功能、工作記憶、高階

驗有顯著的執行功能需求並測量受測

注意力和衝動反應所設計。

者使用的策略及其錯誤。
Cantab 研究套件可在安裝
Windows 7 和 Windows 8.1
的觸控螢幕裝置中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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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tab 研究套件

核心認知量表
Cantab 核心認知量表是一個快速準確且便於施測的認知

內建常模數據

衡鑑系統，適合用於一般認知及各種影響認知表現領域

Cantab 核心認知量表已被超過 700 所研究機構所使用。對照

的學術研究。

大量測驗的控制組受試者數據，已被用於建立常模資料庫於軟
體內、改善效度和數據的解釋。

測量

• 事件記憶
• 執行功能
• 工作記憶
• 反應時間

Translational Research
長度：20 分鐘

Cantab 測驗存在等同於臨床前的形式，對於 translational

施測：標準化

research 的進行有幫助，且與傳統評分者施測的測量和功能性

計分：自動

量表共同使用，可演示其同時效度及生態效度。

研究：非紙筆的電腦化測驗

跨文化研究
所有的測驗皆使用非語言的刺激，有極低的語言包袱，少了語

進行卓越的研究

言和文字影響的認知表現，讓這些量表易於適應跨文化研究的

Cantab 核心認知量表是可重複，且敏感的電腦化認知測驗系統

使用。

，特別設計給學術研究實驗使用。

縱貫研究

本量表是衡鑑各領域一般認知的理想工具，所使用的各種作業

語言獨立的測驗和觸控螢幕的技術提供快速且非侵入式的認知

已被證實有高信度而且是可重複的，即使在認知功能中最微小

衡鑑，且可執行臨床和副本模式，使之更適於重複測量或追蹤

的變化也極其敏感，且被設計為將任何可能影響表現的偏差源

隨時間改變的認知變化，而作為縱貫研究的一部分。

頭最小化。
這將可更準確地追蹤症狀的嚴重性和認知功能的改變 - 即使改

專家的科學諮詢

變非常小。

Cambridge Cognition 的神經科學家可以提供關於研究準則 、
測驗配置和支援研究經費的申請的意見。

您可仰賴的研究工具
引用超過 1,300 篇同儕審查的文獻，Cantab 是世上最有效的認
知衡鑑軟體。
研究者可以仰賴 Cantab 核心認知量表的敏感、有效和技術，
在短時間內使用較小的樣本來偵測認知表現，即使是最細小的
變化也可偵測。

完全客製化的研究
Study Manager 工具可客製化和配置您的調查研究。Cantab 核
心認知量表可定義每個受試者的詳細訊息，測驗施測次序和衡
鑑模式皆易於設定、執行和重複施行。
Results Manager 讓研究者可以顯示、分析和處理執行測驗和
量表後的資料處理，以符合其需求並 trial-by-trail 的儲存詳細結
果以進行進一步的分析。

臺灣總代理

human.kys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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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認知量表

Cantab Core Cognitive Battery test panel

電腦化認知衡鑑軟體
高效率的測試
執行非口語的電腦化測驗，電子化的
擷取數據和自動計分的結果，不但節
省時間、減少數據的錯誤，且增加了
數據的品質。
準確的衡鑑
易於施測和便於使用，Cantab的
觸控螢幕衡鑑經過嚴格的測試以提供
無可比擬的認知功能測量。

反應時間
CANTAB 反應時間(RTI)

事件記憶
CANTAB 配對關聯學習(PAL)

評估動作和心理反應速度，以及測量

為一視覺學習和記憶測驗，對海馬迴

運動時間、反應時間、反應準確度及

的功能高度的敏感。不同臨床族群的

立即取得數據

衝動性。

PAL 表現具有顯著的差異，反應出此

使用 Cantab 核心認知量表
您可以控制您的研究數據，並即時存
取您的實驗結果。

測驗的特異性。

Used by the worlds
top universities
US – Harvard, Stanford, Yale,
Chicago, Princeton
EU – Cambridge, College London,
Oxford, Edinburgh, Copenhagen
ASIA – Seoul National, Hong Kong,
Singapore, Tokyo, Melbourne

工作記憶
CANTAB 空間工作記憶 (SWM)
需要保留並操作視覺空間訊息。本測

各測驗施測時間小於 20 分鐘，且可測量
易於解釋結果的廣泛範圍的認知歷程。

驗有顯著的執行功能需求並測量受測
者使用的策略及其錯誤。

Cantab 研究套件可在安裝
Windows 7 和 Windows 8.1
的觸控螢幕裝置中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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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tab 研究套件

失智症量表
Cantab 失智症量表是一個準確、靈活且易於施測的認知

內建常模數據

衡鑑系統，可用於輕度認知功能障礙、阿茲罕默症和其

Cantab ADHD 量表已被超過 700 所研究機構所使用。對照大

他失智症的學術研究。

量測驗的控制組受試者數據，已被用於建立常模資料庫於軟體
內、改善效度和數據的解釋。

測量
• 事件記憶

• 執行功能
• 視覺記憶
• 工作記憶
• 反應時間
• 注意力持續度

年齡：50 - 90
長度：45分鐘以內
施測：標準化
計分：自動

Translational Research
Cantab 測驗存在等同於臨床前的形式，對於 translational
research 的進行有幫助，且與傳統評分者施測的測量和功能性
量表共同使用，可演示其同時效度及生態效度。

跨文化研究
所有的測驗皆使用非語言的刺激，有極低的語言包袱，少了語
言和文字影響的認知表現，讓這些量表易於適應跨文化研究的
使用。

進行卓越的失智症研究
以 Cantab 失智症量表對阿茲罕默症前驅症狀，和輕度認知功

縱貫研究

能障礙的敏感度，其所可取得的測量結果是其他衡鑑軟體諸如

語言獨立的測驗和觸控螢幕的技術提供快速且非侵入式的認知

ADAS-cog 所無法偵測的。

衡鑑，且可執行臨床和副本模式，使之更適於重複測量或追蹤

Cantab 失智症量表在失智症的範圍內，對澱粉樣蛋白相關的認

隨時間改變的認知變化，而作為縱貫研究的一部分。

知衰退，和阿茲罕默症前驅症狀及其功能性損傷的嚴重性測量
相當敏感。這將可更準確地追蹤疾病的病程和認知改變。
Cantab 失智症量表提供的測量結果準確、可信且有意義；賦予

專家的科學諮詢
Cambridge Cognition 的神經科學家可以提供關於研究準則 、
測驗配置和支援研究經費的申請的意見。

研究人員查明認知缺陷本質的工具，並準確地追蹤其改變 。

您可仰賴的研究工具
引用超過 1,300 篇同儕審查的文獻，Cantab 是世上最有效的認
知衡鑑軟體。
研究者可以仰賴 Cantab 失智症量表的敏感、有效和技術，在
短時間內使用較小的樣本來偵測認知表現，即使是最細小的變
化也可偵測。

完全客製化的研究
Study Manager 工具可客製化和配置您的調查研究。Cantab 失
智症量表可定義每個受試者的詳細訊息，測驗施測次序和衡鑑
模式皆易於設定、執行和重複施行。
Results Manager 讓研究者可以顯示、分析和處理執行測驗和
量表後的資料處理，以符合其需求並 trial-by-trail 的儲存詳細結
果以進行進一步的分析。

臺灣總代理

human.kys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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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症量表

Cantab Dementia Battery test panel
電腦化認知衡鑑軟體
高效率的測試

執行非口語的電腦化測驗，電子化的
擷取數據和自動計分的結果，不但節
省時間、減少數據的錯誤，且增加了
數據的品質。
準確的衡鑑
易於施測和便於使用，Cantab的
觸控螢幕衡鑑經過嚴格的測試以提供
無可比擬的認知功能測量。

注意力
CANTAB 快速視覺訊息處理(RVP)

事件記憶
CANTAB 配對關聯學習(PAL)

對於注意力的持續性測量非常敏感。

為一視覺學習和記憶測驗，對海馬迴

本測驗的測量結果包含反應準確度、

的功能高度的敏感。不同臨床族群的

立即取得數據

目標敏感度和反應時間等。

PAL 表現具有顯著的差異，反應出此

使用 Cantab 失智症量表
您可以控制您的研究數據，並即時存
取您的實驗結果。

測驗的特異性。

Used by the worlds
top universities
US – Harvard, Stanford, Yale,
Chicago, Princeton
EU – Cambridge, College London,
Oxford, Edinburgh, Copenhagen
ASIA – Seoul National, Hong Kong,
Singapore, Tokyo, Melbourne

執行功能
CANTAB 空間工作記憶 (SWM)

反應時間
CANTAB 反應時間(RTI)

需要保留並操作視覺空間訊息。本測

評估動作和心理反應速度，以及測量

Cantab 研究套件可在安裝

驗有顯著的執行功能需求並測量受測

運動時間、反應時間、反應準確度及

Windows 7 和 Windows 8.1

者使用的策略及其錯誤。

衝動性。

的觸控螢幕裝置中執行。

視覺記憶
CANTAB 樣本延遲配對 (DMS)
衡鑑口語無法描述圖案的強迫選擇再
認記憶，測試同時配對和短期視覺記
憶配對這兩種記憶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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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tab 研究套件

憂鬱症量表
Cantab 憂鬱症量表是一個準確、靈活且易於施測的認知

內建常模數據

衡鑑系統，可用於憂鬱症 (包含難治型憂鬱症) 和相關情

Cantab 憂鬱症量表已被超過 700 所研究機構所使用。對照大

感疾患之急性發作期及緩解期的學術研究。

量測驗的控制組受試者數據，已被用於建立常模資料庫於軟體
內、改善效度和數據的解釋。

測量
• 執行功能

• 視覺記憶
• 注意力持續度
• 情緒處理
• 受試者情緒評分

長度：50 分鐘以內
施測：標準化
計分：自動
研究：非紙筆的電腦化測驗

Translational Research
Cantab 測驗存在等同於臨床前的形式，對於 translational
research 的進行有幫助，且與傳統評分者施測的測量和功能性
量表共同使用，可演示其同時效度及生態效度。

跨文化研究
所有的測驗皆使用非語言的刺激，有極低的語言包袱，少了語
言和文字影響的認知表現，讓這些量表易於適應跨文化研究的

進行卓越的研究
認知功能障礙是憂鬱症的核心特徵。當其他症狀，如情緒低落
已獲得緩解，仍持續顯示出執行功能、記憶和情緒處理歷程的
損傷。

使用。

縱貫研究
語言獨立的測驗和觸控螢幕的技術提供快速且非侵入式的認知

Cantab 憂鬱症量表可協助偵測和監控這些潛在的認知損傷，且

衡鑑，且可執行臨床和副本模式，使之更適於重複測量或追蹤

已建立情感性疾患的敏感度和藥物操弄。這將可更準確地追蹤

隨時間改變的認知變化，而作為縱貫研究的一部分。

症狀的嚴重性和認知功能的改變 - 即使改變非常小。
在急性單極和雙極憂鬱症患者的耐受性驗證研究中，Cantab 憂
鬱症量表取得的測量結果，是其他衡鑑軟體所無法偵測到的。

專家的科學諮詢
Cambridge Cognition 的神經科學家可以提供關於研究準則 、
測驗配置和支援研究經費的申請的意見。

您可仰賴的研究工具
引用超過 1,300 篇同儕審查的文獻，Cantab 是世上最有效的認
知衡鑑軟體。
研究者可以仰賴 Cantab 憂鬱症量表的敏感、有效和技術，在
短時間內使用較小的樣本來偵測認知表現，即使是最細小的變
化也可偵測。

完全客製化的研究
Study Manager 工具可客製化和配置您的調查研究。Cantab 憂
鬱症量表可定義每個受試者的詳細訊息，測驗施測次序和衡鑑
模式皆易於設定、執行和重複施行。
Results Manager 讓研究者可以顯示、分析和處理執行測驗和
量表後的資料處理，以符合其需求並 trial-by-trail 的儲存詳細結
果以進行進一步的分析。

臺灣總代理

human.kys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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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症量表

Cantab Depression Battery test panel
電腦化認知衡鑑軟體
高效率的測試

執行非口語的電腦化測驗，電子化的
擷取數據和自動計分的結果，不但節
省時間、減少數據的錯誤，且增加了
數據的品質。
準確的衡鑑
易於施測和便於使用，Cantab的
觸控螢幕衡鑑經過嚴格的測試以提供
無可比擬的認知功能測量。

執行功能
CANTAB 單觸劍橋河內塔作業 (OTS)

注意力
CANTAB 快速視覺訊息處理 (RVP)

是一個可以測驗執行功能、空間計畫

對於注意力的持續性測量非常敏感。

和工作記憶的測驗，乃根據河內塔測

本測驗的測量結果包含反應準確度、

立即取得數據

驗所設計。

目標敏感度和反應時間等。

使用 Cantab 憂鬱症量表
您可以控制您的研究數據，並即時存
取您的實驗結果。

Used by the worlds
top universities
US – Harvard, Stanford, Yale,
Chicago, Princeton
EU – Cambridge, College London,
Oxford, Edinburgh, Copenhagen
ASIA – Seoul National, Hong Kong,
Singapore, Tokyo, Melbourne

情緒處理
CANTAB 情感反應 / 不反應測驗
(AGN)

視覺記憶
CANTAB 樣本延遲配對(DMS)

衡鑑正向和負向刺激的訊息處理誤差。

認記憶，測試同時配對和短期視覺記

Cantab 研究套件可在安裝

(本測驗目前無中文版)

憶配對這兩種記憶類型。

Windows 7 和 Windows 8.1

衡鑑口語無法描述圖案的強迫選擇再

的觸控螢幕裝置中執行。

工作記憶
CANTAB 空間工作記憶 (SWM)

受試者情緒評分
CANTAB 視覺類比量表 (VAS)

需要保留並操作視覺空間訊息。本測

螢幕上呈現一個視覺類比量表，可測

驗有顯著的執行功能需求並測量受測

量受測者的能量和情緒評分，使用

者使用的策略及其錯誤。

Bond & Lader (1974) 的標準詞彙。
(本測驗目前無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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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tab 研究套件

思覺失調症量表
Cantab 思覺失調症量表是一個準確、靈活且易於施測的

內建常模數據

認知衡鑑系統，可用於思覺失調症和相關疾患的學術研

Cantab 思覺失調症量表已被超過 700 所研究機構所使用。對

究，以使認知效應的測量更加敏感。

照大量測驗的控制組受試者數據，已被用於建立常模資料庫於
軟體內、改善效度和數據的解釋。

測量
• 反應時間

• 執行功能
• 注意力持續度
• 事件記憶
• 口語記憶
• 情緒處理

長度：大約 60 分鐘
施測：標準化
計分：自動
研究：非紙筆的電腦化測驗

Translational Research
Cantab 測驗存在等同於臨床前的形式，對於 translational
research 的進行有幫助，且與傳統評分者施測的測量和功能性
量表共同使用，可演示其同時效度及生態效度。特別是配對關
聯學習 (PAL) 作業，已顯示可由其所在群組推導出樣本的功能
性狀態預測。

跨文化研究
Cantab 思覺失調症量表大多數的測驗皆為語言和文化獨立的，

進行卓越的研究
Cantab 思覺失調症量表已被證實與 MATRICS consensus
cognitive battery (MCCB) 有同時效度，且其施測速度較快、使

少了語言和文字影響的認知表現，讓這些量表易於適應跨文化
研究的使用。

用更為簡便。這將可更準確地追蹤認知功能和環境及生物因素

縱貫研究

的反應。

語言獨立的測驗和觸控螢幕的技術提供快速且非侵入式的認知

Cantab 衡鑑系統所提供的測量結果是準確且顯著的；賦予研究

衡鑑，且可執行臨床和副本模式，使之更適於重複測量或追蹤

人員查明患有疾病和前驅症狀的受測者，其認知影響的本質。

隨時間改變的認知變化，而作為縱貫研究的一部分。

您可仰賴的研究工具

專家的科學諮詢

引用超過 1,300 篇同儕審查的文獻，Cantab 是世上最有效的認

Cambridge Cognition 的神經科學家可以提供關於研究準則 、

知衡鑑軟體。

測驗配置和支援研究經費的申請的意見。

Cantab 思覺失調症量表無與倫比的敏感性、效度和技術讓研究
發現變得有意義，且可偵測到其他研究方法所遺漏的效果。
由於測驗的敏感度，使用 Cantab 思覺失調症量表讓研究者可
以在短時間內使用較小的樣本來偵測效果。

完全客製化的研究
Study Manager 工具可客製化和配置您的調查研究。Cantab 思
覺失調症量表可定義每個受試者的詳細訊息，測驗施測次序和
衡鑑模式皆易於設定、執行和重複施行。
Results Manager 讓研究者可以顯示、分析和處理執行測驗和
量表後的資料處理，以符合其需求並 trial-by-trail 的儲存詳細結
果以進行進一步的分析。

臺灣總代理

human.kys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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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覺失調症量表

Cantab Schizophrenia Battery test panel

電腦化認知衡鑑軟體
高效率的測試
執行非口語的電腦化測驗，電子化的
擷取數據和自動計分的結果，不但節
省時間、減少數據的錯誤，且增加了
數據的品質。

執行功能
CANTAB 單觸劍橋河內塔作業 (OTS)

注意力
CANTAB 快速視覺訊息處理 (RVP)

是一個可以測驗執行功能、空間計畫和

對於注意力的持續性測量非常敏感。本

工作記憶的測驗，乃根據河內塔測驗所

測驗的測量結果包含反應準確度、目標

設計。

敏感度和反應時間等。

準確的衡鑑
易於施測和便於使用，Cantab的
觸控螢幕衡鑑經過嚴格的測試以提供
無可比擬的認知功能測量。
立即取得數據
使用 Cantab 思覺失調症量表
您可以控制您的研究數據，並即時存
取您的實驗結果。

Used by the worlds
top universities

反應時間
CANTAB 反應時間(RTI)

事件記憶
CANTAB 配對關聯學習(PAL)

評估動作和心理反應速度，以及測量運

為一視覺學習和記憶測驗，對海馬迴的

動時間、反應時間、反應準確度及衝動

功能高度的敏感。不同臨床族群的 PAL

性。

表現具有顯著的差異，反應出此測驗的

US – Harvard, Stanford, Yale,
Chicago, Princeton
EU – Cambridge, College London,
Oxford, Edinburgh, Copenhagen
ASIA – Seoul National, Hong Kong,
Singapore, Tokyo, Melbourne

特異性。
Cantab 思覺失調症量表 所使用的各
測驗已被證實對藥理學的操弄、隨著
時間而改變的行為，以及臨床認知表
現和功能的相關相當敏感。
Cantab 研究套件可在安裝
Windows 7 和 Windows 8.1
的觸控螢幕裝置中執行。

工作記憶
CANTAB 語言再認記憶 (VRM)

社交能力
CANTAB 情緒再認作業(ERT)

藉由衡鑑立即回憶和延遲再認，可測量

測量辨認臉部表情的能力。受測者在六

語言訊息編碼和提取的能力。

種基本情緒間做選擇。ERT 會測量選擇
的準確度和延遲時間。

執行功能
CANTAB 空間工作記憶 (SWM)

執行功能
CANTAB 內外向度轉換 (IED)

需要保留並操作視覺空間訊息。本測驗

為一個獲取規則、逆轉學習和注意力轉

有顯著的執行功能需求並測量受測者使

換心向有關的測驗。外部向度轉換的階

用的策略及其錯誤。

段和威斯康辛卡片分類測驗相當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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