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挑战
色谱数据处理系统 (CDS) 用户坦言最头疼的是出报告。大多数实验室都希望
报告能够满足特定的分析和业务需求，不仅包含 GC、LC、GC/MS 及 LC/MS 
等多种分析手段获得的结果，还能包括自定义计算、特定布局、字体以及公
司 logo 等内容。实验室通常只能将数据导出或人工抄录到其他软件来创建
此类报告。然而，将数据转移到其他软件的过程不仅耗时，还会引入错误，
影响实验室数据完整性。此外，由于创建报告模板、报告尺寸以及打印成本
等相关挑战，报告过程可能会十分复杂。因此，亟需一款强大又灵活的 CDS 
报告工具来解决这些问题。

Agilent OpenLAB CDS： 
强大又灵活的报告功能显著提高实
验室分析效率，专为满足您的业务
需求量身打造 

技术简报

OpenLab CDS 报告能够为您的
实验室节省多少时间？假设
实验室一个月分析大约 500 个
样品，每个样品耗时 10 分钟
（包括数据审查），每年手
动录入数据将花费 1000 小时， 
也就是 25 个星期（40 小时每
星期），这相当于一名分析人
员半年的时间。使用 OpenLAB 
CDS 软件替代传统的 Excel 手
动处理，报告时间可缩减至
每个样品  5  分钟，每年将节
约 500 小时，也就是 12.5 个 
星期，足足节约了一半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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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LAB CDS 解决方案
与其他 CDS 软件不同的是，OpenLAB 
CDS 可提供高级报告功能，让您更快
速更高效地生成前所未有的高质量专
业报告。图 1 展示了 OpenLAB CDS 生
成的内容全面的报告。

您可以利用实际数据组预览报告，轻
松找到关键数据，无需打印。生成的
报告涵盖了详尽的必要信息，并且排
版紧凑。因此，可有效减少不必要的 
打印导致的浪费和成本。

您可通过 OpenLAB CDS 完成整个流程： 
进行统计分析、标记不合格数据、绘
制趋势图以缩短决策时间，以及生
成简单的报告文件以导入 LIMS。由
于大幅减少数据抄录和导出的需要，
OpenLAB CDS 使数据更安全、结果更
准确。

此外，您可对 OpenLAB CDS 的报告模
板进行定制，设置公司 logo、所选字
体、字号以及字体颜色，得到看起来
更专业的报告。您可以根据需要随意
设置要显示的信息以及版式。 

我们来看看 OpenLAB CDS 能满足您所
有报告需求的秘诀。

图 1. 随时根据您的需要报告您所需的信息，以简洁明了的格式展现您出
色的分析工作。本示例显示的是自定义脂肪酸甲酯报告，其中色谱图进
行了缩放以显示目标峰。采用自定义计算，依据 ASTM 要求通过重量和
重量百分比以及归一化结果报告化合物和化合物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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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预览报告 
要想提高实验室效率，OpenLAB CDS 
可将实际数据组立即生成预览报告。
若只想预览和报告鉴别出的色谱峰，
选择“Identified peaks”（已鉴别的
峰）复选框，报告预览就会自动更新
并显示（图 2）。如果是使用其他 CDS 
软件，您需要在电子表格中剪切、复
制和粘贴，手动删除结果文件中不
需要的峰。而现在，您可以直接从 
OpenLAB CDS 中去掉未知峰，既节约
时间，又能避免错误。

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数据
目录概览可以让您在打印前或无需打
印就能在信息量大的报告中快速找到
和预览关键数据。如图 3 所示，您可
以通过目录快速查看相对标准偏差 
(RSD) 的值，确定是否需要重新运行
样品。

图 2. 自定义为仅显示已识别的峰的 Area Percent Report（面积百分比
报告）预览

图 3. 利用目录概览快速查找和预览特定数据。单击目录中的 RSD 文
件夹可快速跳转至含有 RSD 值的报告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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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决策：跨序列报告和趋势
图表绘制
实验室常需要报告多个序列的结果
并绘制图表以及审查数据。OpenLAB 
CDS 交叉序列报告功能将这一过程化
繁为简，无需使用其他电子表格或质
量控制软件。一天内、几个星期、几
个月以及单个或多个仪器得到的序列
运行数据均可包含在一个交叉序列报
告中。图 4 是 8 个序列中选定目标化
合物分组的表格报告示例。图 5 中，
交叉序列报告被用来绘制实验室整体
趋势。可以交互地选择上限和下限，
异常值会自动标记。 图 4. 快速进行跨序列报告。为便于查看，本例中已对目标化合物进行分组

图 5. 跨序列趋势图。以交叉序列报告为例，标记了离群值以及上限和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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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时间，改善数据完整性：
在 OpenLAB CDS 中完成计算 
实验室经常需要为生产、研发及其他
部门提供数据和结果报告，包含统计
分析和其他计算。这些部门通常只
想尽快获取他们需要的信息，以回
答诸如“该产品可否发运？”或“该
产品是否含有杂质或其他非预期化合
物？”等问题。OpenLAB CDS 带有内
置总结计算功能，如 RSD、平均值、
最小值和最大值计算，能够避免因导
出数据至其他软件造成的错误和的时
间浪费，免除手动抄录数据和手动计
算。如图 6 所示，只需选中复选框即
可将计算功能加到报告中。可以直接
在 OpenLAB CDS 中创建复杂的报告，由
于数据始终保存在 CDS 中，安全系数
极高。 

图 6. 通过复选框选择要应用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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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不必要的报告导致的浪费
和成本
实验室希望根据需要来报告或打印信
息，将不需要的内容打印出来会造成
浪费。这是可以节省开支的一个方
面。此外，一些实验室希望运营更环
保，节约自然资源。OpenLAB CDS 无
疑是不二之选。过去，一份 169 页的
序列总结报告可能只有两页的信息是
实验室需要的。使用 OpenLAB CDS 可
以删除序列总结报告模板中不需要的
项，轻松创建只包含所需信息的两页
报告。

此外，为使报告包含所需的全部信息
列，实验室常以横向模式打印报告。
但部分实验室不想横向打印，因为
不方便阅读和归档。结果，这些实
验室采用纵向模式打印两页报告。
OpenLAB CDS 支持双行报告版式，这
样可以用最小的版面罗列所有的必要
信息。选中复选框可轻松创建双行
表格式。图 7 是双行报告示例，包含
了峰面积、峰高、信号描述和响应 
因子。

避免抄录错误：直接将结果转
移至 LIMS 
许多实验室需要将数据转移至 LIMS，
通常是手动输入，非常容易出错。
有了 OpenLAB CDS，您可以创建一个
简单的文本格式报告文件，直接导入 
LIMS（图 8）。创建报告模板后，只需
选择含有所需信息的报告表。如果模
板中没有包含某个所需字段，可轻松
加上。最终报告可以保存为文本格式 
(.txt) 、Excel (.xls、.csv)、PDF (.pdf) 或 
Word 格式 (.doc)。 

图 8. 创建简单的报告文件用于导入 LIMS。本例中的报告预览包括样品名称、化合物的量、保
留时间、峰面积和峰高

图 7. 在一页上显示更多信息。包含峰面积、峰高、数据描述和响应因子的双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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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使用乘数和条件格式计算校准后的样品量，标记离群值。
本例中展示了样品量“Amount”计算，使用 OpenLAB CDS 表达编
辑器将该计算设置为样品量乘以 2.5 再除以 100。乘数值用于计
算校准后的样品量“Amount (corrected)”。采用条件格式设定了
一个限值，将 Amount (corrected) 中小于 1955 的值标记为蓝色 

图 9. 创建专业报告以支持您的工作。在 OpenLAB 
CDS 中可以随意创建任何版式

满足报告需求：自定义 
OpenLAB CDS 模板 
实验室希望可以自主选择报告中显
示的信息以及报告的版式。OpenLAB 
CDS 报告模板提取所选信息并以简洁
的版式呈现报告，帮助您快速作出决
策（图 10）。软件包括 20 多个预定义
的模板，也可通过“拖放”轻松自定
义满足特定需求的报告。您可以追踪
报告模板上所做的任何更改，对结果
准确性充满信心。

OpenLAB CDS 具有电子表格常用的所
有报告功能，例如锁定条目以保护计
算不被更改、使用业务逻辑公式实现
通过/失败决策、报告创建期间使用插
件执行自定义代码以及使用自定义计
算和条件格式。例如，假设您想要报
告结果并确认其在指标范围内。使用 
OpenLAB CDS 报告参数、自定义计算
和条件格式可在几分钟内快速实现以
上要求（图 10）。

您还可以在报告中添加自定义 logo 和
表头，设置字体、字号和颜色。还能
缩放色谱图以方便查看。与电子表格
的特定版式限制不同，您在 OpenLAB 
CDS 中可以随意创建报告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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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使用 OpenLAB CDS 可以快速高效地生
成精确满足需求的报告，无需将数据
转移到其他软件。OpenLAB CDS 最新版
软件支持 LC、GC、LC/MS 以及 GC/MS  
单四极杆系统等多种仪器平台，因此
您可以使用一款软件将所有系统获得
的结果整合到一起生成报告。 

自定义计算功能可将重要数据保留在
系统中，有效消除了因手动抄录数据
或导出至其他软件导致的错误以及数
据完整性破坏等问题。此外，OpenLAB  
CDS 能够标记异常结果，还能绘制跨
序列、跨时间的趋势图表，使数据审
查和决策更加快速。通过减少浪费和
不必要的打印，最终实现节约实验室
时间，缩短运营开支和提高投资回 
报率。

在 OpenLAB CDS 中您可以随意创建任
何版式。模板和直观的“拖放”报
告创建功能可轻松生成哪怕是很复
杂的报告，准确呈现出您出色的分析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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