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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规范使用 

DATAVIEWER 软件可以评估在 Windows PC 或平板电脑上使用 SONOCHEK 上的 

SONOLEVEL 应用程序记录的测量结果。  

将列出从 SONOCHEK 导出的文件夹和测量值以及相关照片、文本注释和语音备忘录。  

可以播放，并使用合适的声级记录图和频谱图表来显示记录的测量数据。在测量数据的过程中可

以聚焦单独的区域并导出以供进一步处理。  

 

 

提示！  

请注意，只能加载 SONOLEVEL 应用程序的测量数据。  

某些显示选项取决于用于记录测量值的应用程序版本（以下插图可能略有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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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入门 

 

2.1 提供测量值  

在将测量值加载到 DATAVIEWER 软件中进行评估之前，必须将 SONOLECHEL 应用程序中的

测量数据导出为 ZIP 文件。  

有关这方面的信息，请参见 SONOCHEK 的操作说明，第 4.3 章“准备导出测量数据”。  

之后，必须将导出的测量数据复制到运行 DATAVIEWER 的 PC 或平板电脑的文件系统中。为

此，请通过 USB 将 SONOCHEK 连接到 PC 或平板电脑。 

 

2.2 启动 DATAVIEWER 软件  

DATAVIEWER 不需要单独安装，而是直接从保存位置启动。 

1. 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中，打开存储 DATAVIEWER 软件程序文件的文件夹。  

 

 

提示！ 

请勿更改文件和文件夹名称，否则软件将无法启动。  

 

2. 单击应用程序文件 (exe) SONOLEVEL-DATAVIEWER 。  

 

2.3 加载测量值  

 点击或单击“加载文件夹”[Load Folders]。 

 在显示的窗口对话框中，打开已从 SONOCHEK 复制到 PC 或平板电脑的测量数据的 ZIP 文

件。  

 包含测量数据的文件夹 [Folders] 显示在列表视图的左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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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户界面 

DATAVIEWER 软件中有两个可激活的视图。在列表视图中，您可以选择文件夹和测量值，以及

显示相关照片、语音备忘录和文本注释。详细视图可通过合适的图表对测量进行视听评估。  

 

3.1 列表视图 

 

 

 

  
1 带测量值的文件夹 [Folders] 列表（激活的文件夹：红色标记） 

2 菜单栏  

3 所选文件夹的测量 [Measurements]  

4 所选文件夹/测量的附件 [Attachments] 

5 语言设置：德语/英语  

6 用于显示错误消息的状态栏；关于开源软件的注意事项（关于 SONOCHEK 

DATAVIEWER）[About SONOCHEK DATAVIEWER]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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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DATAVIEWER 使用部分开源软件项目。这些项目的名称、许可条件和版权

声明可在文件 3RD-PARTY-NOTICES 中找到。 

或者，它们也可以在软件中显示。 

点击或单击“关于 SONOCHEK DATAVIEWER”[About SONOCHEK 

DATAVIEWER] 以显示包含所有信息的窗口。 

 

3.2 详细视图  

 

 

 

  
1 激活的文件夹中的测量 [Measurements]（激活的测量：红色标记） 

2 菜单栏 

3 声级记录图和温度历史记录 

4 频谱图和频谱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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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视图 - 声级记录和温度图 

 

 

 

 

  
1 声压轴 (dB) 

2 带有时间和声级值的图例 

（选择/显示不同声级： 设置：） 

3 时间光标 

4 带曲线的主区域（标有颜色，见图例） 

5 时间轴 

6 温度轴 (°C) 

7 测量的元数据 

1 2 3 5 6 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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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视图 - 频谱图和频谱  

 

 

 

 

 

1 频率轴 (kHz) 

2 频率光标  

3 时间光标  

4 频谱图显示区域  

5 时间轴  

6 频谱中时间光标的频率和 dB 值 (kHz, dB) 

7 具有所选频率标识的频谱。频谱指的是频谱图中当前时间光标的位置。 

8 频谱 DB 缩放 

 

 

 

提示！ 

根据应用程序版本，较旧的 SONOCHEK 测量数据无法提供 dB 值。然后显

示光谱分辨数据而不指定 dB 值。  

 

1 5 7 3 4 8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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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操作 

4.1 设置语言  

用户界面语言有英语和德语可供选择。 

点击或单击菜单栏右侧的“英语”或“德语”控制元素以相应地设置语言。 

4.2 编辑图表轴 

您可以直接更改所有图表轴的极限： 

 单击或点击轴极限处的数值，然后在显示的输入字段中进行更改。  

 

 

提示！ 

加载测量时，轴极限由记录的最小值和最大值自动定义。然后可以按照描述

进行调整。 

 

时间轴也可以通过鼠标和手指手势进行调整： 

 点击或单击频谱图显示区域或声级记录和温度图表中的任意位置，不要放手。稍等片刻，然后

将鼠标指针水平拖动到所需位置以标记选择区域。 

 在所需位置处释放鼠标左键。时间轴将调整到所选区域 

或者 

 向下移动鼠标滚轮或将两根手指朝向彼此移动或向上移动鼠标滚轮，或两个手指分开调整视

图。 

重置图表轴： 

 在菜单栏中，点击或单击“视图 100％”控制元素 [Display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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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列表视图的功能 

4.3.1 选择文件夹和测量，显示附件  

 要选择文件夹 [Folder] 或所需的测量 [Measurements] ，请点击或单击该元素。  

 激活的元素以红色突出显示（参见图示）。  

文件夹中包含的测量值显示在中间列 - 列表视图中。  

与激活的文件夹或激活的测量相关联的照片、语音备忘录和文本注释 [Attachments] 显示在列表

视图的右列中。  

当您单击或点击照片时，它将被放大。单击或点击界面中的任意位置即可停止放大照片。 

 

 

4.3.2 切换到详细视图 

 选择一个文件夹。 

激活的元素以红色突出显示（参见图示）。  

 在菜单栏中，点击或单击“检查测量”[Inspect Measu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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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详细视图功能 

4.4.1 选择测量 

激活文件夹的可用测量显示在左列中。 

 点击或单击测量以选定它。  

 选定的测量以红色突出显示。加载后，将显示关联的图表和信息，除非您已经隐藏它们。 

 

4.4.2 显示和隐藏列和行 

为了最大化显示声压曲线，特别是屏幕上的频谱图，可以显示或隐藏详细视图中的各个区域： 

 

 点击或单击相应的功能，例如：“左列关闭 [Left column off]”或“左列打开 [Left column 

on]”，以显示或隐藏元素。 

显示或隐藏内容的其他功能： 

 右列关/开 [Right Column on/off] 

 顶行开/关 [Top Row on/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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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更改光标位置 

在声级记录或频谱图中更改频率或时间光标的位置： 

 在光标旁边，单击并按住鼠标左键，将时间光标直接向左或向右拖动，或向上或向下拖动频率

光标。 

在声级记录和频谱图中一起更改频率或时间光标的位置： 

 单击频率和时间光标相交的区域，按住鼠标左键并直接向任意方向拖动时间和频率光标。 

更改频谱中频率光标的位置： 

 单击光标旁边，按住鼠标左键，频率光标向上或向下。 

 

4.4.4 显示和隐藏不同的声级类型  

 点击或单击声级记录和温度图上方图例中的设置图标 。  

 点击或单击某个值可在图表中显示或隐藏它： 

 
 

彩色元素 = 激活：点击/单击隐藏相应的声级记录 

灰色元素 = 未激活：点击/单击以显示声级记录  

 点击或单击图例中的复选标记，以隐藏可用的声级类型列表。  

 

4.4.5 开始播放音频 

 点击或短暂点击频谱图或声级记录和温度图的显示区域，以播放所选测量的可听音频数据。  

 播放从时间光标的当前位置开始，最迟在到达时间轴的末尾时结束。在播放过程中，声级记录

和温度图上的时间光标和图例同步移动到播放位置。  

 

 

提示！ 

可以通过 PC 系统的设置更改音频输出的音量。 

 

一旦时间光标到达时间轴的末尾，它就会被设置为时间轴的开头并且播放停止。 

 在播放时，再次点击或单击该区域可手动停止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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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 以 CSV 格式导出数据  

测量数据可以通过软件按如下方式导出，以便作为 CSV 文件进一步处理：  

 在视图中，显示数据导出应考虑的声级（请参阅章节 4.4.4 显示和隐藏不同的声级类型）。 

 在菜单栏中，点击或单击“导出数据”[Export Data] 控制元素。  

 存储器的窗口对话框打开。  

 如有必要，在窗口对话框中更改路径和文件名，并按“保存”确认输入。  

 保存的 CSV 文件包含所有显示声级的数据。 

 

4.4.7 切换到列表视图  

 在菜单栏中，点击或单击“选择文件夹”[Browse F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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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错误消息和故障排除  

 

 

提示！ 

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应用程序或计算机崩溃），在将大量数据写入缓存

时，可能会发生存储过程中的不规则。在这种情况下，会在缓存中存储不一

致/不正确的数据。  

为了能够正确启动应用，可能需要使用以下组合键重置应用的缓存：  

Ctrl + Shift + F8。  

 

软件中的状态和错误消息显示在屏幕右下方状态栏中。 

如有其他问题或功能故障，请联系我们的服务中心。如有可能，请提供软件版本和存在的错误消

息。 

 


	1 规范使用
	2 入门
	2.1 提供测量值
	2.2 启动 DATAVIEWER 软件
	2.3 加载测量值

	3 用户界面
	3.1 列表视图
	3.2 详细视图

	4 操作
	4.1 设置语言
	4.2 编辑图表轴
	4.3 列表视图的功能
	4.3.1 选择文件夹和测量，显示附件
	4.3.2 切换到详细视图

	4.4  详细视图功能
	4.4.1 选择测量
	4.4.2 显示和隐藏列和行
	4.4.3  更改光标位置
	4.4.4 显示和隐藏不同的声级类型
	4.4.5 开始播放音频
	4.4.6 以 CSV 格式导出数据
	4.4.7 切换到列表视图


	5 错误消息和故障排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