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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RaySafe View 与仪器一同用于 RaySafe X2 和 452 系列，适用范围：

• 仪器的远程控制

• 查看和分析测量数据及波形

• 存储测量值

• 正在将数据传输至 Microsoft Excel 或其他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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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主窗口概述

1. 带打开文件的选项卡（参见 第 5 页中的 "窗口和选项卡"）。

2. 仪表板，显示已连接仪器的设置（参见 第 15 页中的 "设置"）。

3. Excel 面板，管理测量值导出至 Excel（参见 第 12 页中的 "导出至 Excel"）。

4. 测量值（请参见 第 9 页中的 "查看测量值"）。

5. 所选测量的波形（请参见 第 11 页中的 "查看波形"）。

6. 所选测量值的测量信息和元数据（参见 第 9 页中的 "查看测量值"）。

7. “更新”符号（参见 第 17 页中的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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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和选项卡
在 RaySafe View 中，您可以同时打开多个文件。点击菜单中的文件 – 新建或按下 Ctrl+N 
以创建新文件。文件排列在选项卡中。在每个选项卡中，您可以连接一部仪器并导出至 
Excel。

如果您想要同时查看多个选项卡，请点击文件选项卡并拖曳，以在窗口中排列选项卡。您还
可以将选项卡拖出主窗口。

图 2. 打开两个文件的选项卡排列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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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测量值
连接仪器
有三种方法可以将仪器连接至 RaySafe View：

1. USB 数据线 

2. 蓝牙 

3. 以太网线缆 

小贴士！ 您可以在 RaySafe View 的仪表板中选择没有仪器来断开仪器。

用 USB 数据线连接

图 3. 用 USB 数据线连接仪器。

使用仪器附带的 USB 数据线并将仪器连接到运行 RaySafe View 的计算机。

通过蓝牙连接（可选）
如果您有 X2 主机蓝牙适配器，您可无线连接至主机。最多可以通过蓝牙同时连接两台 X2 
主机。

1. 将蓝牙适配器连接到主机上标记有 SENSOR 的端口。

2. 在 RaySafe View 仪表板中选择您的主机。 

如果找不到蓝牙连接，可以通过仪器菜单中的搜索进行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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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 RaySafe View 将在程序启动时，通过蓝牙尝试再次连接到之前连过的仪器。

注意 2： 您的电脑无需任何配对配置就能发现 X2 主机。按下搜索发现 X2 主机可能需
要一段时间。

用以太网线缆连接
通过以太网线缆将 RaySafe X2 主机连接至您的本地网络。在 RaySafe View 仪器菜单中按下
搜索以查找仪器。如果搜索未将您的仪器添加至列表（如果您的仪器处于不同的子网或由于
其他网络限制），您可以选择通过 IP 连接手动输入 IP 地址：

可用的 IP 地址列于 X2 主机的网络状态页面。IP 地址由四个数字组成（参见下列示例中的
标记）：

当您测量时导入
将仪器连接至 RaySafe View。 RaySafe View 在左侧仪表板中显示已连接的仪器（第 4 
页中的 图 1 中的 2）。 所有新的测量值将自动显示于 RaySafe View 中。

如果您想要更改仪器连接的选项卡，请在想要的选项卡的连接列表中选择该仪器。

小贴士！ 每个选项卡中可以连接一部仪器（第 4 页中的 图 1 中的 1）。

从仪器导入测量值
1. 将仪器连接到运行 RaySafe View 的计算机。

2. 在菜单中选择文件 – 从仪器中导入或按 F8。

3. 选择您想要的测量会话，单击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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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导入窗口。

每行都是一个测量会话，包括传感器类型、开始时间、停止时间和测量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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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测量值
查看测量值
您可以在列表总览中查看所有测量值，或一次集中查看一个测量值。使用测量面板中的按钮
在视图间切换：

图 5. 测量值的列表视图。

图 6. 单个测量视图。

您也可以同时放大一个参数，以便能够从远距离查看值。点击参数切换至大参数视图。

图 7. 单个参数视图。

信息面板显示与所选测量值关联的元数据。每个测量值还有一个关联的备注字段。备注与测
量值一起保存，同时也导出至 Excel 中。

图 8. 有“备注”字段的信息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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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通知 
可为整个测量过程呈现通知。这是一条测量通知。它由测量时间 旁边的符号表示（图 9 
中的 1）。通知文本显示于信息面板中。

可以为特定的参数显示通知。这是一条参数通知。它由参数值 旁的符号表示（图 9 中的 
2）。您可以让鼠标悬停在该符号上查看通知文本。

1

2

图 9. 测量和参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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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波形
波形面板由波形和用于显示/隐藏波形的复选框组成。

图 10. 波形面板。

您可以通过缩放、平移和选择各部分来分析波形。

放大：鼠标滚动轮向上或按住 Ctrl 同时左键单击并拖拽。

缩小：鼠标滚动轮向下。

平移：左键单击并拖拽。

选择章节并查看详细信息：按住 Shift 后左键单击并拖拽，按 Esc 取消选择。

重置（缩放、平移和选择）：双击。

图 11. 已选择的波形。

右键单击波形将其保存或复制为图像（png 格式）。您还可以右键单击将波形导出至 Excel 
进行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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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和导出测量值
打开文件
通过文件菜单（打开或打开最近使用过的文件）打开文件，直接双击文件或使用下拉列
表。RaySafe View 还可以打开 X2 View 文件（.x2v）。

保存文件
在菜单中单击文件 – 保存，或按 Ctrl+S，以保存带有所有已完成的测量值和备注的文件。

在菜单中单击文件 – 保存为，或按 Ctrl+Shift+S，以新名称保存文件。

此文件以 RaySafe View 格式（.rsv）保存。

小贴士！ 您还可以在 RaySafe View 中打开 X2 View 文件（.x2v）。如果您在 RaySafe 
View 中保存文件，它将被转换至 RaySafe View 文件格式（.rsv）。

导出到 CSV 文件
在菜单中单击文件 – 导出到 csv 文件将所有测量值和备注导出至 CSV（用逗号隔开数值）
文件。

导出至 EXCEL

图 12. Excel 导出面板。

当您测量时导出至 EXCEL
按照以下步骤将每个新测量值导出至 Excel 中：

1. 单击 Excel 区域中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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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 Excel 设置（工作簿、工作表、开始单元格）。 

3. 确保已选择自动导出测量值复选框。 

注意： 使用某些仪器时，您还可以选择添加波形。

将已存储的测量值导出至 EXCEL 中
您可以将已存储的测量值导出至 Excel 中。为此，请从仪器导入测量值或在计算机中打开文
件以查看测量值。然后使用“Excel 导出”按钮导出：

1. 单击 Excel 区域中的连接。 

2. 选择 Excel 设置（工作簿、工作表、开始单元格）。 

3.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导出项：所有或已选。 

4. 按“导出”按钮。 

小贴士！ 右键单击测量值行找到将所选测量值导出至 Excel 的选项。

导出格式
当处理来自 RaySafe X2 的数据时，您可以选择一种预定义的格式或自定义格式来更改导出
格式：

注意： X2 格式和 Xi View 格式 的主要区别是各栏的顺序。Xi View 格式可与大部分 
RaySafe Excel 模板一同使用。

1. 如需创建自定义格式，请选择自定义格式并单击编辑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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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栏并将其在导出区域下拉，或点击记号。 

3. 如果您想在每个测量参数后面加上一栏显示单位（例如 mGy/s），请点击单位。

4. 按下OK，您的自定义导出格式就定义完成了。

小贴士！ 您可以在设置中为 RaySafe X2 更改默认导出格式（第 15 页中的 图 13）。

导出波形
连接至 Excel 后，右键单击波形并选择导出至 Excel以将波形数据导出到 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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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点击文件 – 设置或按 F12 打开设置窗口。

更改程序设置

图 13. 设置窗口，通用选项卡。

注意： 默认导出格式设置只适用于来自 RaySafe X2 的测量数据。

更改所需设置，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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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仪器设置
点击仪表板上的齿轮（第 4 页中的 图 1 中的 2）打开设置窗口。

注意： 您可以仅更改当前连接的仪器的设置。

有关不同仪表设置的解释，请参见仪器的用户手册。

图 14. 设置窗口，仪器选项卡，示例内容。

更改所需仪表设置，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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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当电脑连接网络时，RaySafe View 将自动检查软件和固件更新。如果有任何可用的更新，
主视窗的右上角会出现一个通知符号（第 4 页中的 "图 1. 主窗口概述" 中的 7）。

图 15. 更新通知符号。

单击符号以转到更新窗口（下面）。

图 16. 可用更新窗口。

单击更新下载安装更新或单击取消以后再更新。

您也可使用帮助 – 检查更新以手动检查更新。

发送反馈信息
点击帮助 – 发送反馈信息以报告关于 RaySafe View 或已连接仪器的任何反馈信息。如果您
报告的问题发生于仪器连接时，那么请连接仪器，因为这样能将仪器日志文件附加在反馈信
息中。

注意： 如需发送来自 RaySafe View 的反馈信息，则您必须安装了邮箱软件。它将会
在您点击发送时打开。新建的邮件中会附上日志文件。您可以在发送前编辑邮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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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键盘快捷键 操作 

向上箭头 显示上一个测量值 

向下箭头 显示下一个测量值 

Ctrl+N 创建新文件 

Ctrl+O 打开现有文件 

Ctrl+S 保存文件 

Ctrl+Shift+S 以新文件名保存文件（保存为） 

F1 视图帮助 

F2 打开“关于 RaySafe View”窗口 

F8 打开“从仪器导入”窗口 

F12 打开“设置”窗口

Ctrl+A 选择所有测量值 

Ctrl+C 复制所选的测量值至剪贴板中 

删除 删除选择的测量值。

Alt+X 退出 RaySafe View 

鼠标事件 操作 

在波形区域中鼠标向上滚动 放大 

在波形区域中鼠标向下滚动 缩小 

在波形区域双击 重置缩放、平移和选择

在波形区域左键单击并拖拽 平移 

在波形区域按住 Shift 后左键单击并拖拽 选择章节

在波形区域按住 Ctrl 后左键单击并拖拽 选择区域以放大至 

右击 在测量值或波形区域打开菜单 

技术支持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我们的支持服务部。联系方式请访问 www.raysa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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