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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耳机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超过 80 名参加了台北的智能音频设备和高品质耳机测试研讨会 以学习更
多关于高分辨率耳机及扬声器的最新技术。

声振环保仪器有限公司.
www.svsamford.com

声振环保仪器有限公司 的 2017 年
声振环保仪器有限公司感谢您的支持。 今年我们参加了不同的展览，亦组
织了不同的活动。 我們希望明年能在不同的再见到您。

我们致力于为声音和振动，状态监测
和空气质量监测感兴趣的客户提供优
质和创新的解决方案。 我们拥有一批
热情的专业人才，为客户提供专业的
支持和持续教育

联系：

重庆汽车测试博览会

振动和监测训练课程

第 17 届治疗超声国际研讨会展览

电邮：sales@svsamford.com
电话：（852）2833 9987
传真：（852）2833 9913

每月重点产品
-新产品! CADNA 2018
-新产品! SINUS NoisePad
电声耳机研讨会

ISEAT 2017

INTERNOISE 2017

NVH 探访

最新进展的耳机研讨会

- 新产品! CorDEX Toughpix Digitherm

关于 DataKustik
http://www.datakustik.com/en/products/
cadnaa/

新产品 ! CadnaA 2018
CadnaA 是用于计算和评估环境噪声以及向第三方呈现结果的领先软件

CadnaA 2018 提供的新功能列表细分为以下部分：阅读更多 ( 点击这里)

DataKustik 德国慕尼黑以西 40 公里
Greifenberg 的排放保护软件的领先制造
商之一。 DataKustik 成立于 1991 年，是
ACCON GmbH 公司的分支，声音和振动
技术工程顾问公司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
以来一直在开发和应用噪声传播软件。








今天 DataKustik 和 ACCON 仍然在最高
的技术水平上形成了强大的联盟设计，
开发，销售和甚至在最高技术水平应用
软件环境辐射防护。由于声学专家和软
件工程专家的密切合作，开发了功能强
大，技术革新，功能强大的软件产品。

工具。 随着新的 CadnaA 2018，CadnaA 变得更加强大。 阅读这里的
新功能，并立即更新到 CadnaA 2018。

CadnaA 2018 的新特点

增强了全高清显示的用户界面。
改进的建模和对象树数据分类能力
提供新的导入/导出格式选项
最新的标准计算方法是尖端的。
Option X / XL: 现在使用扩展的 LUA 命令
Option 64-Bit: 64 位：多线程现在最多 64 个线程

多源效应

随时随地访问， 在线噪音地图
Web 界面

广泛的应用

PCSP 为处理大型项目的分布
式计算而设

关于 SINUS

NoisePADTM– 声学和振动分析仪
SINUS Messtechnik GmbH 的 NoisePAD 分析仪
NoisePAD 是一种新型的 4 通道实时噪声和振动分析仪。强大的 8 英
寸平板电脑和分析仪的组合符合标准 MIL 810
TM

SAMURAI

软件甚至可以在每个通道的基本版本中提供：

-声级计
：符合 IEC 6162 的 1 级
- 频率分析仪 ：IEC 61260 第三倍频程+ FFT 分析仪
-Singnal 录音机：录制高达 80kHz 的音频信号
对于振动用户，我们提供新的 Samurai 3.0 Vibro Suite 作为替代。
SAMURAI 选项：
- 建筑声学
- 易听
- GPS 同步
- 多发电机
- 后期处理
- 室内声学
- TCP / IP 接口
- 振动计

-建筑振动
-信封分析
-人体振动分析仪
- NoiseCam 视频
-雷达速度测量
-声强度
-正交性
-虚拟测速仪

-数据收集器
-分数八度
-订单跟踪
-声功率
-传输 FRF
- 天气站

输入：4 通道 24bit @ 51.2kHz，ICP / direct，2 个触发/转速通道
输出：1 个输出通道
平板电脑: 8“工业 tablet，ATOM Cherrytrail，4GB 内存，128GB SSD，Win10
力学：IP 67，MIL810，温度-20°C ... + 50°C
自治：10 小时
接口：USB，SD，WiFi，3G，GPS，蓝牙，2 个摄像头

https://www.sinus-leipzig.de/en/
SINUS Messtechnik GmbH 成立于 1990
年，它代表了用于声音和振动分析的强
大、便携和灵活的多通道测量系统。
他们的模块化概念和开放系统的企业理
念使他们提供合理的价格時都能够提供
高技术水平、令人印象深刻的产品组
合。
特别是 Soundbook_MK2 系列将新的 24
位 Apollo 技术与实际上不可破坏的
Panasonic CF-19 Toughbook 结合在了一
个独特的解决方案中，可以进行非常先
进的实时分析。

紧凑型数字和热成像摄像机 - TOUGHPIX DIGITHERM

关于 CorDEX

口袋般大小包装的专业功能

http://www.cord-ex.com/

TOUGHPIX DIGITHERM 是一款坚固耐用，结构紧凑的高分辨率数字
成像相机，能够捕捉真正的 5MP 视觉图像以及完全放射热图像，使相
机成为故障查找的工具，记录您的工作是 HVAC，建筑物外壳检查，电

CorDEX 制造出每天在危险环境中使用
的仪器, 是整個本质安全仪表行業中创
新和制造领域的领导者，这使 CorDEX
成为本质安全仪器的权威。

力维修或设施维护。
TOUGHPIX DIGITHERM 的重量不到 400 克，是班上最轻的，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容易携带和运输。

CorDEX 投资于产品开发和认证，以确
保客户有信心保持安全。

特征
-自适应热混合, 符合 IP54 评级
-5 万像素数码相机，自动对焦。 捕获高分辨率的视觉图像。
- 轻型但坚韧，飞机等级铝制造
- 重量小于 400 克
-使用 WIFI 或 CorDEX CONNECT Mobile 应用程序或能通过板载网络服务
器将图像直接下载到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
- 充电式可拆卸电池
- 于低光成像時可用的强大 LED 闪光灯 for low light imaging
- 使用 CorDEX EMA，DIGITHERM 可以测量从-10C 到+38C，准确度高达
2％或 2 度。
- 警报触发记录像
- 可更换的 CorDEX 存储卡
CorDEX 用新的方式试用了新的热成像和数字成像相机。 他们用一辆重
达三吨的卡车辗过新的热成像相机，如下面的视频（左）所示。

因此，CorDEX 不仅提供安全性，性能
和准确性，还可以让客户有信心做好这
项工作。

规格
- ATEX / IECEx 证书类型：
EX I 2G/ Ex lb op Is IIC T4 Gb

- 温度：
Tamb -10C 到-40C

-标准图像捕捉分辨率：
5 百万像素
-屏幕尺寸：
2.8 英寸

-材料:
阳极氧化铝与聚合物材料
-电池类型:
可拆卸和可充电的防爆电源电池

-传感器:
80x60 像素阵列

当然，相机遭受了解屏幕的破坏，但它仍然能打开。 只要用新的屏幕在
工厂快速修复，修复后便与新相机无异。

See You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