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VAN   979
噪声及振动分析仪

INSTRUMENTATION FOR SOUND & VIBRATION MEASU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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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级计： Leq, LMax, LMin, LPeak, Spl, SEL, 统计数据, 时间追溯性记录
SVAN979是一种被认证为一级的声级计，专门设计给广泛的工程应用使用。声级计是一种基础
的仪器，用作测量和存储必需的声音结果，包括SPL, Leq, 最大值, 最小值和峰值。所有的这些结
果都能够用三种不同的频率同步测量（产生不同的档案文件）。这四种结果的波动信息：峰
值，Leq， 最小，最大，每一种的档案文件都能由细密到2毫秒的可调间距时间记录器给予记
录下来。手持式的SVAN979还可以提供抹除不期望结果的暂停功能。  

SVAN979 配备1/1和1/3实时倍频程分析以及FFT。在声级计模式下，1/1和1/3倍频程的统计分
析也可获得。频谱分析对工程师是基本的用于声音和振动的分析工具。取决于应用模式的不同
可以或多或少加以细致化。对于高端的应用，比如那些需要窄带频率分析的，SVAN979 提供
1/6*或者1/12* 实时倍频程分析。

时间信号记录意味着以高至48KHz采样率对初始数据加以记录，对初始数据的分析用于频率分
析不够充分的时候。wave文件的分析和后期处理可以在SVanPC++软件中获得。时间信号是
以wave的格式记录的，这意味着它能够在电脑中播放以及识别出噪音的来源（音频记录）。

SVAN 979 噪声及振动分析仪

IEC 61672-1 声级计

频谱分析

时间域信号记录

SvanMobile 应用程序

SvanMobile是一种适用于安卓设备的应用。它利用蓝牙技术连接控制SVAN 
979。它使得用户能够启动测量，编辑设置，重新为文件起名，和远程查看结
果。任何人在环境的测量中都会欣赏这款仪器能够自动记录天气数据和GPS
定位数据并把它们添加到测量报告中去的能力。SvanMobile也能够把来自声
级计的测量文档与来自智能手机的其他媒介比如照片，影像或者声音的记录
连接起来。

*部分功能需要选配软件或硬件配件。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Svantek经销商或登录
svantek.com网站了解信息。

构造声音的工具

频谱分析是一种在构造声音和量测过程中的关键工具。根据实际应用，频谱
分析能够在1/1倍频程或1/3倍频程的频谱中进行。SVAN  979以毫秒的间隔记
录声音的按时间追溯的频谱。它使得测量者能够计算RT60的结果，也能够记
录声音隔离的效果。另外，SVAN 979提供一种声音发生器的功能，能够产生
峰值的噪音，白色噪音或选定的正弦波。这个信号发生器与RT 60的在1/1和
1/3音阶带产生的功能一起作用。 SVAN 979也能够做STIPA的测量。声音的
智能化在人与人的沟通中是一个主要问题， 这存在于各种应用比如疏散系
统，电信传播，公众场所广播系统（如火车站，机场）或者用于教学的房
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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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声音监控套装*

利用选配附件SVAN979能够被用做室外噪声监控。SV  
279室外噪音监控套装能够实现无人监测的噪音测
量，并且在测量中能够把测量数据自动下载，通过3G
传输信号传输到远程电脑。为了延长在室外场地工作
的时间，SV279能够从太阳能充电或者外接直流电
源。

ISO 1996-2 音调计*

音调是一种常见的与人的听力相关的声音质量分
析。音调计能判断出被认为是声音的负面因素的干
扰声音，并计算以dB计量的处罚值来指示出干扰
的程度，这些值要添加到噪音级别中去。当噪音的
特性包括可以听见的音调的时候，必须按照
ISO1996-2做音调分析。

振动仪

振动级别分析仪：RMS, PEAK, PEAK-PEAK, MAX, 时间追溯记录 
SVAN 979一个令人惊奇的特性是，如果断开扩音器的前置放大器，就能够用这个仪
器来做振动的测量，只需要简单地连接一根导线*和一个振动感应器* 。振动仪是一
种基础的仪器，能够综合测量和记录各种需要的振动数据，包括RMS, MAX, Peak, 
Peak-Peak。所有这些数据能够被三种不同的频率同步测量。四种结果的信息波
动： RMS, Peak, Peak-Peak, Max 都能够被按照时间追溯的记录器予以记录。

远程通信*

在无人监测的噪音和振动测量中，远程配置和数据下载是标准化的需求。因此SVAN979被设计成能够使用3G调制调解器。
使用互联网的连接，设备能够与安装了SvanPC++远程通信模块的电脑传输信息。这个SvanPC++_RC模块支持监控站的设
置，提前报警设置，这种报警设置是结合达到噪音阀值的时间以及先进特性比如自动数据下载，CSV和HTML数据发布或者
FTP上传等。

SvanNET 连接*

SvanNET是一种基于3G通信支持电脑和SVAN979之间的连接服务器。 SvanNET可以使用多种类型的SIM卡连接网络，不
管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IP地址，通过SVAN979的调制调解器都能实现连接。这种连接是完全为SvanPC++远程沟通模块所
支持，为噪音监测站自动控制所设计。

*部分功能需要选配软件或硬件配件。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Svantek经销商或登录
svantek.com网站了解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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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ANTEK Sp. z o. o.
ul. Strzyg³owska 81, 04-872 WARSAW, POLAND
phone/fax (+48) 22 51 88 320, (+48) 22 51 88 312
http://www.svantek.com  e-mail: office@svantek.com.pl

Proudly distributed by:
我们公司的政策是持续地开发和创新我们的产品，因此， 我们保留在没有提前通知的情况下改
变以上产品的技术参数的权限。

SVAN 979 技术参数

Class1: IEC 61672-1:2002 (PTB approval 21.21/13.06)
Elapsed time, Lxy (SPL), Lxeq (LEQ), Lxpeak (PEAK), Lxymax (MAX), Lxymin (MIN),

Ovl (OVERLOAD %), Lxye (SEL), LN (LEQ STATISTICS), Lden, LEPd, Ltm3, Ltm5
三种模式同步测量，使用各自独立的过滤器(x)和探测器(y) 
1/1 或 1/3 倍频程1 实时分析
1/6 或 1/12 倍频程1 实时分析（可选）

FFT1 1600 线，最高至20.0 kHz 频带 
回响时间分析 1/1 或 1/3 音阶频带 (RT 60) 
响度1 按照ISO 532B 标准要求 和 Zwicker 模块 (可选)
纯音探测 符合 ISO 1996-2 (音调1 可选)
用户可编程第二顺序频带通过 过滤器1 (可选)
A, C , Z , B, G
数字化 True RMS 探测器 带峰值探测器, 分辨率 0.1 dB

慢，快， 脉冲
GRAS 40AE, 50 mV/Pa, 预极化 1/2” 带压缩器扩音器
SV 17 电压类型 (支持 200V 极化)
22 dBA RMS - 140 dBA 峰值 (符合 IEC 61672)
12 dBA RMS - 140 dBA 峰值 (从基底到峰值声级的典型噪音)

低于 12 dBA RMS
3.15 Hz - 20 kHz, 附 GRAS 40AE 扩音器

声级计和分析仪

标准 
仪器模式

分析仪  

计权滤波器
RMS 探测器
探测器的时间常数
麦克风
前置放大器
工作范围
总动力范围
内部噪音级别  
频率范围

标准  
模式

分析仪  

过滤器
RMS 探测器
探测器的时间常数
加速器(可选) 
测量范围 
频率范围 

ISO 10816-1
RMS, MAX, Peak, Peak-Peak
三种模式同步测量，使用各自独立的过滤器和探测器
1/1 或 1/3 倍频程1 实时分析
1/6 或 1/12 倍频程1 实时分析（可选）
FFT1 1600 线，最高至20.0 kHz 频带
RPM1 旋转速度测量并行振动测量（可选）
用户可编程第二顺序频带通过 过滤器1 (可选)
HP1, HP3, HP10, Vel1, Vel3, Vel10, VelMF, Dil1, Dil3, Dil10, Wh
数字化 True RMS 探测器 带峰值探测器, 分辨率 0.1 dB
从100毫秒到10秒
任何IEPE加速计
取决于传感器
0.5 Hz ÷ 22.4 kHz (取决于传感器)

常规信息

输入
自振动监测 
动力范围 
频率范围

数据记录器1

信号发生器
显示器  
内存  
接口  

LEMO 七针: 直接交流电, 直接交流电 带200 V 极化, 直流电或 IEPE 型号 带 TEDS
内置
115 dB
0.5 Hz ÷ 22.4 kHz, 取样 频率 48 kHz
时间追溯记录器，最小间隔2毫秒
时间域信号记录和声音事件记录功能
正弦波, 白噪音, 粉红噪音
超大对比 (10000:1) OLED 2.4” 彩色显示器 (320 x 240 像素)
32 MB 无振动闪存, 微型 SD 卡 8 GB (包含) 
USB 1.1 Client, USB 1.1 Host, 蓝牙, RS 232 (可选 SV 55), IrDA (可选) GPS 同步和定位 (可
选)
扩展I / O - 交流输出（1V峰值）或数字输入/输出（触发 - 脉冲）

电源 操作时间 > 8 h ÷ 12 h (4.8 V / 2.6 Ah)2 

操作时间> 24 h2

6 V/500 mA DC ÷ 15 V/250 mA DC
500 mA HUB

从 -10 oC 到 50 oC
最高 90 % RH, 无凝结

环境条件

 尺寸

重量 

四个 NiMH AA 可充电电池 (包含) 
SA 17A 外部电池组 (可选)  
外部电源
USB接口
温度
湿度
305 x 79 x 39 mm (含扩音器和前置放大器)           
大约0.6 kg 电池总重

1与仪器一起作用 
2取决于仪器的运行模式

振动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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