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STRUMENTATION FOR SOUND & VIBRATION MEASUREMENTS

SV   277 pro
噪声监测站

Community Noise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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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 277   PRO 是一个基于一级声级计SVAN 977的室外监测
系统。IP 65-级别的箱体包含了一个铅酸电池，这个电池
的工作时间可以轻易地通过外接电池或者太阳能得以延续。
智能充电模块能够直接使用太阳能而不需要昂贵的控制器和
大型电池。
这个箱体配有非常强大的防水连接器（军工标准）并且通过
IP65防护级别的外部电源供电。轻型的麦克风保护套件能很
容易地用标准的螺丝安装在柱子上。所有的附件都能够很方
便地放置入另一个可携带的箱子里。
系统提供由标准计量过滤器并以两种可调记录步调为特色的
时间追溯记录方式来记录宽频带的结果，如等效值，最大
值，最小值和峰值。

SV 277   pro 噪声监测站

SV 277 PRO 套装包含有两个可携带的箱子。主要部分是一
只可以防水的便携箱，里面有内部的17 Ah 电池和内部的充
电单元，能够支持从外部直流电或者太阳能获取电源。SVAN 
977 一级声级计被安置在箱子里面。室外充电器和室外麦克
风套装安置在另一个可移动的箱子里。套装包括SvanPC++软
件的证书和SvanNET基础账号。每个套件都有厂家的校正证
书以及36 个月的保修卡。

宽频的结果能够以三种不同的声音文档记录下来，这使得仪
器能够以三种不同的滤波器（如，A,C,Z)和三种不同的时间响
应（如，快，慢，脉冲）予以测量。
SVAN 977能够很容易地从箱子中取出用作手提式的声级计。
监测站使用3G调制调解器通过互联网提供远程沟通。 
SvanNET是一个中转服务器，支持个人电脑与工作站之间的
连接。SvanNET 能够使用各种类型的SIM卡与系统匹配，不管
是公众的还是私人的IP地址。通过SvanNET的连接使得用户能
够使用手机或者平板查看噪音监测站的状态。

特性

关于

SV  277 PRO 是一款便携式的监测系统，
以防水外箱保护，特别适用于阶段性的室
外测量。

工作站能够通过内部的电池或者外部的直
流电源以及可以直接连接到太阳能面板。
供电过程由智能化的充电模块管理。

工作站基于 SVAN  977 ，并能够很容易地从
箱子中拿出来用作手提式的声级计。

工作站使用专门设计为室外用的防水型充
电器。

一级的噪音测量将通过非常宽广的动力范
围-超过110分贝-从10 Hz 到 20 kHz予以实
施。

军工标准的连接器提供可靠的，
强有力的以及防水的缆线连接。

用两种记录步调同步记录的按时间追溯的
结果比如Leq（等效值）, Max（最大
值）, Min（最小值）和Peak（峰值），被
存储在一个4GB的microSD卡里面（可以升
级到128 GB）。

3G调制调解器通过互联网将数据快速的传
输到电脑。

监测站可以实施1/1倍频程带的实时频率
分析并将它们以时间可追溯的数据加以保
存。

一旦插入SIM卡，远程沟通设置就自动调
节为与SvanNET连通。

什么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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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anPC++是一个电脑软件，它提供的功能诸如把测量数据从设备下载到电脑，设置测量
参数，基本的Leq/RMS换算,把测量结果输入文本，表格化和图表化表达，以及把数据输出
到工作表或文字编辑应用软件。

SvanPC++ 远程沟通 软件包提供先进的功能比如自动数据下载， CSV和 HTML数据公布以
及 FTP 上传。 
SvanPC++_RC 模块支持监测站的配置和先进的报警系统的设置。这种报警系统结合基于噪
音阀值和时间的双重启动。能在任何时间通过输入启动密码启动测量。

SvanPC++ 环境监测 是设计给监测站数据记录的后处理。这个模块提供很强大的计算器和
自动噪音事件查找器，用于识别噪音的来源。归因于它的“项目”功能,SvanPC++_EM能够结
合和比较来自多个测量的数据，以及创造和保存报告在 MS Word™  的模板中。这个模块
能在任何时间通过输入启动密码启动测量 。

1/3 倍频程实时分析 的选项能够分析噪音频率的内容。 1/3 倍频程带的统计分析用于验证
环境中 的噪音来源。能在任何时间通过输入启动密码启动测量 。

时间域信号记录为wave格式的选项在测量中启用，并被平行地以一个时间追溯历史予以记
录。一旦下载到电脑就可以回放。启动或者记录时间这样的设置是可以调节的。
作为声音回放的补充，声波格式文档还能够在 SvanPC++ 软件中被后处理提供各种计算和
总体结果例如 Leq, Lmax, Lmin, Lpeak 以及 1/3 音程和  FFT 计算或者音调。能在任何时间通过
输入启动密码启动测量 。

SvanNET 是一个中转服务器，它支持SV 277 PRO并通过SV277调制调节器使用各种类型
的SIM卡连接电脑，不管这些IP地址是公众的还是个人的。SvanNET提供一个网络的界面使
得实时测量结果可以在电脑上或者手机上查看，以及手动下载文档和重新配置工作站。

SA    206
户外三脚架
麦克风套件

SB 270_EB 
监测站外部电池 

33 Ah 

SV  35A 
一级声音校正器
 94 dB / 114 dB 

@ 1 kHz

SB 270_SP
太阳能板 

可选的附件

可选性功能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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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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r Company’s policy is based upon continuous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Therefore, we reserve the right to change the specifications without any prior notice whatsoever.

Proudly distributed by:

SV  277   PRO 噪声监测站

远程沟通

电源

电池操作时间

扬声器保护套件 
环境条件 
尺寸
重量  

3G调制解调器
直流电源充电器11V-30V（防水）
内置电池17 Ah / 12 V

外接电池 33 Ah / 12  V (可选) 
太阳能电池 (可选)
开启3G调制解调器可连续工作4天
关闭3G调制解调器可连续工作8天
测试条件: 仪表模式, 显示变暗 
2ms的时间记录，连续事件录音

SA 277 户外保护套件 (IP  65)
温度 -10 °C ÷ +50 °C
300 x 260 x 190 mm (不带天线和电缆) 
包含电池约9千克

SVAN  977 声级计分析仪

标准  
模式

分析仪  

声音记录

计权滤波器

RMS 探测器
时间响应 
扬声器
前置放大器
线性工作范围
动态测量范围 
内部噪音级别
频率范围
数据记录器
内存 

Class 1: IEC 61672-1:2013
Elapsed time, Lxy (SPL), Lxeq (LEQ), Lxpeak (PEAK), Lxymax (MAX), Lxymin (MIN), 
Ovl (OVERLOAD %), Lxye (SEL), LN (LEQ STATISTICS), Lden, LEPd, Ltm3, Ltm5 

在这三个配置文件与独立设置的滤波器中可以同时测量（x）和检测（y）
1/1 or 1/3 倍频程实时分析（可选）

时域信号以wav格式记录，连续或触发（可选）

采样率: 12/24/48 kHz ，24-bit
 A, C, Z, B
数字式RMS探测器和Peak探测器，分辨率0.1dB
慢, 快, 脉冲
ACO 7052E, 35 mV/Pa, 预极化1/2”电容式麦克风
SV 12L IEPE 前置放大器
25 dBA RMS ÷ 140 dBA Peak (符合 IEC 61672)
15 dBA RMS ÷ 140 dBA Peak (从最低噪声到最高噪声) 
低于15 dBA RMS
10 Hz ÷ 20 kHz
时间历史记录日志以两个可调整记录，每2ms时间历史记录
4 GB microSD卡4 GB (可升级到 128 GB)

技术规范

主要应用

交通噪音的监测 噪音排放的监控 社区噪音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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