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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耳机研讨会即将在下个月到来！
智能音频设备和高品质耳机测试研讨会将于 2017 年 12 月 6 日
（星期三）在台北举行

声振环保仪器有限公司.
www.svsamfor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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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表格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国际电声科技研讨会 2017
第六届国际电声科技研讨会于 2017 年 5 月 4-5 日在中国深圳举行。
S&V Samford Instruments Ltd 声振环保仪器有限公司. 将与 G.R.A.S.和 Listen
Inc. 一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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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重点产品
新产品！ 高分辨率耳模拟器
G.R.A.S. -RA0401
(ISEAT 中的 S&V 攤位）

Alan 在介紹最新的高分辨率人工耳

此外, Mr. Steve Temme(Listen Inc.) ,Mr. Peter Wulf- Andersen (G.R.A.S.) 在南京
大学深圳研究所与我们的专业技术人员 Kathy Xu 和 Steven LI 在[第十期电声
英才计划高级班（ATP）]向超過 100 參加者提供了整天的高级培圳课程。

新产品！ 坚固的自由麦克风套装
G.R.A.S. -146AE-HT
高性能声级计
ONO Sokki LA-7000 系列
能通过互联网进行有效而长期噪声监测
系统
SINUS MUNISENSE

G.R.A.S 新的高分辨率模拟器 - RA0401

关于 G.R.A.S
http://www.gra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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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S.百分百致力于开发和制造高质量
的测量麦克风和相关的声学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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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S 由丹麦声音先驱者 Gunnar
Rasmussen 创立，60 多年来，他以独特
的理念和设计为世界的声音和振动做出
了贡献。

既可靠和又可重复的高频数据
使用新的 RA0401 高分辨率耳模拟器，可以对高达 20 kHz 的耳机/个人音
频设备的性能进行客观和可量化的评估。透過 RA0401, 现在便可以调查总
谐波失真（THD）、频率响应和驱动共鸣等相关现象。现在更可对“金耳
朵”进行概念验证，研发和生产测试 - 所有这些都是基于“类似人”的原
位测试方法進行客观、可實行的补充。

主要特点
- 从 10 到 20 kHz，响应在±2.2 dB 以内
- 13.5 kHz 谐振抑制约 14dB
- 升级的 IEC60318-4 耳模拟器 - 相同的外形尺寸

主要优点
- 改进了 10 kHz 以上的重复性
- 在同一测量设置下测量低于和高于 10 kHz
- 衰减的共振意味着更好的失真测量，甚至从低至 3-5 kHz
阅读更多

The transfer impedance of the High resolution Ear Simulator with the IEC
tolerance and the GRAS tolerances from 10 to 20 kHz are shown in Fig.2

关于 G.R.A.S

新型坚固型自由麦克风套装 -- 146AE-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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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AE 是世界上第一款坚固的 CCP 麦克风套件，专门设计用于在强烈的振
动，冲击，跌落，极端温度和潮湿或多尘等现实生活中遇到恶劣的环境
和条件下使用。
146AE 坚固耐用的设计使得测量人员可以在仅使用单一类型麦克风的情况
下同一汽车测试中执行许多不同类型的测量。
146AE 減少了重复、昂贵和耗时的测试，並同时为您提供高效，有效的数
据和高性能的测量。

主要优点
- 吸震设计
- 防水，防尘，可更换麦克风罩
- 电源指示灯
- 防水的结构
- 双重排气
- 增强握感
- 极高的温度性能
-减少對振动敏感度

了解更多

G.R.A.S.百分百致力于开发和制造高质量
的测量麦克风和相关的声学设备。

G.R.A.S 由丹麦声音先驱者 Gunnar
Rasmussen 创立，60 多年来，他以独特
的理念和设计为世界的声音和振动做出了
贡献。

高性能声级计

关于 OnoSokki

ONO Sokki LA-7000 series
LA-7000 系列是新设计的声级计，操作流程大大改善。 大型彩色液晶显示
器和触摸屏使操作更简单直接。

https://www.onosokki.co.jp/English/english.
htm

OnoSokki 是一家测量仪器制造商，专
除了测量和计算等声级计的原始特性外，LA-7000 系列还允许“边听边测
量”。
通过在测量处即时收听声音，您可以确认目标的状况，执行声源探测，并
检查声音是否被记录。 LA-7000 系列声级计可以在不允许有错误的测量位
置进行可靠的测量。

注于将数据技术应用于测量应用的任
务，并在这一领域拥有骄傲的历史。
OnoSokki 在連 40 年前开发了日本第一
台数字计数器以及使用数字技术的无数
产品。

通过添加各种选项，LA-7000 系列可以升级到声音分析仪（频率分析）和
录音机（可选），不仅仅是一个声级计。

他们的产品，被誉为“世界第一”或在
各个领域的“工业标准”，並反映其不
断追求原创技术。

LA-7000 系列的。LA-7000 系列具能發揮多种职责，例如声音测量，录音，
频率分析和声音探测异常声音的测量性能显着改善。

主要特点
操作简单
- 4.3 英寸（大小为智能手机），彩色
- 一触式操作
- 边听边测量的功能（也可以只听指定的声音范围。）
使用方便
- 通过触摸面板直观操作
- 易于捕捉图像信息
-连续运行 12 小时
- 防风球校正功能（标准配件）不需要更正。（IEC61672-1：2013）
容易掌握
- 体积尺寸缩小了 35%. 易于手持的设计
- 短挂绳的配件更能防止声级计在使用滑落在地上的危机

以“解决世界最大问题的变革与挑战”
为座右铭，ONOSOKKI 致力于打造以高
科技为支撑的人力资源的网络化企业。

About SINUS
https://www.sinus-leipzig.de/en/

通过互联网进行有效的长期噪音监测
SINUS MUNISENSE
噪声监测使用互联网进行数据存储，并实时提供测量值。
在某一些城市，噪音污染正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许多市民都接触到各
种噪音，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健康。
MUNISENSE (基于网络的长期监测系统) 提供 MUNISENSE 在不同的环境参
数中提供各部门、管理部门和企业一切可行的方法来自动及连续地测量电
流噪音污染水平。 测量值通过互联网技术集中地实时存储。这样能有效
地保护个人利益和个人公民的隐私的安全。
The MUNISENSE 的监测网络包含了由任意数量的永久运行的自主室外噪声
监测站组成。监测站是通过无线网络连接到中央服务器的。每当测量时,
测量值不断传送到服务器，并通过网络门户可供不同用户访问。 监测网
的门户网站个性化设计和用户权利的管理可以安全地保护每个用户的权
益。

主要特点
测量站和整个系统的设置，调试和管理都很简单
- 允许无线数据传输
- 允许永久的户外安装
通过与 AUDITOR 软件包后处理系统集成
- AUDITOR 软件包主包括：
•导入 MUNISENSE 测量值
•长期测量结果的图形概述
•合并，突出显示和掩盖数据
•评级水平计算
•报告

See Yo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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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