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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ox (Driftbox)& p-box(performance box) 軟體使用手冊 

V1.2  2014/01/23 

 

感謝您採購本公司台灣獨家代理經銷Ｄ-box P-box 性能測試儀, 馬力 

速度 加速度測試儀。 

為了給您更好的服務我們簡要的翻譯了原廠的說明書，若需更詳細的資

料煩請直接參閱隨機附贈的光碟內的英文使用說明書。（由於Ｐ-box 

D-box 都共用同一套軟體，若您使用Ｐ-box 時則軟體內的說明若有牽

涉到甩尾角度 請直接略過即可，因Ｐ-box 並沒有該功能） 

 

D-box Tools軟體可以觀看行駛中的資料藉由 D-box中的”.dbn”檔.軟體可以讓你顯

示單圈紀錄與甩尾結果. 

一、 安裝 

每台 D-box都有提供一片 CD內含 D-boxTools軟體.放入 CD片進入你的電腦,安裝

程式會放一個主要分析軟體的捷徑再桌面.也會安裝使D-box升級的USB驅動程式. 

二、 概要 

1、 曲線畫面 

D-boxTools曲線畫面在三個主要顯示視窗可以觀看 D-box檔案並可以互相比對：主

要曲線視窗、資料表視窗、地圖視窗.在曲線視窗有不同的項目可以描繪.任一個對照

時間或對照距離.有一個功能可以取出在兩點之間的最小値、最大値、平均値與第四

位數.在四個以內的”.dbn”檔可以覆蓋在曲線上. 

 

地圖視窗顯示車輛的路徑,從經度與緯度的資料來計算.一圈的輪廓可以顯示在地圖

視窗.讓你可以看車輛的定位與軌跡邊緣的關係. 

 

資料視窗顯示一個資料表有以下的實用項目： 

 衛星的號碼  高度 

 時間  偏航率 

 速度  距離 

 測向加速度  滑動的角度 

 直線加速度  轉向的範圍 

 航向  世界標準時間 

 

還有一些其他的選項可以顯示.有些不適當的選項會呈現空格.不適當的選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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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tical velocity(垂直速度)、Glonass Satellites(葛洛那斯衛星)、GPS Satellites(GPS

衛星)、偏航率感應器的 Lat Acc、Brake Trigger(煞車觸發器)與 DGPS(差分計算系

統) 

 

這三個顯示視窗可以放大或縮小也可以列印. 

 

所有 D-box存取的參數都可以顯示.每一條色線可以訂做.除了存取的參數,一些計算

的項目(像測向加速度與直向加速度)可以顯示. 

 

 

 

三、 曲線畫面基本操作 

1、 讀取檔案 

讀取一個檔案進入曲線畫面必須點擊在工具列”Load All”的圖示 

2、 讀取比對檔案 

曲線畫面有一個功能可以讀取三個比對檔案.在”Load All”旁點擊

朝下的小箭頭選擇可以展開一個下拉式選單.然後選擇一個”Load 

Compare File x”項目. 

3、 移除比對內容 

在曲線螢幕(第二個)工具條點擊”Remove Run”圖示並選擇適當的

檔案刪除 

 
4、 附加檔案 

”Append file to Main”的選項可以使 D-box檔案加在一起使用,在”Load All”旁朝下的小箭頭裡 

5、 查看 Text檔案 

在”Load All”的下拉式選單裡的” Open In Notepad”可以用記事本開啟 D-box檔.請注意 

如果檔案較大需要花費一些時間讓記事本讀取所有的線性資料 

 

這功能也可以開啟其他在 SD卡的 text檔,如：單圈計時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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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讀取環道的輪廓圖 

環道的輪廓圖可以放置在環道地圖上.所有車輛的

定位資料可以覆蓋上去. 從”Load All”旁的下拉式

選單,使用”Load Circuit Map”的選項可以讀取環道

輪廓圖檔進入地圖視窗單.環道的輪廓檔是標準的

D-box檔案.但存取的副檔名由”.cir”改為”.dbn”. 使

用輪廓檔可以讀取所有的檔案.只要改變這個隱含

値”File of type”改為”.cir”. 如何建立環道輪廓圖的

更多的細節請看”Creating a Circuit Overlay”這個

章節. 

 

環道檔案可以被 D-box使用者改變,在 D-box網站或討論區是有效的. 

7、 移除環道輪廓圖 

移除環道輪廓圖,在曲線螢幕的工具列點擊”Remove Run”,然後點擊 

”Remove Circuit Map”選項 

 

四、 移動所有曲線 

檔案的資料能更準確的查看可以使用以下基本功能:變換鏡頭、搖攝、Cursor、X軸. 

1、 變換鏡頭 

在資料在曲線或地圖視窗變換鏡頭可以用三種方法 

 觀看你有興趣的區域要點擊滑鼠左鍵並拖曳視窗從左邊到右邊就可以變換

鏡頭.點擊滑鼠左鍵拖曳從右邊到左邊就可以復原. 

 使用在鍵盤的上下箭頭在最新 cursor位置去交換鏡頭.按著 SHIFT鍵使變換

鏡頭發生在較大的變化 

 如果你的滑鼠有一個滾球,然後這可以在最新的 cursor位置使用搖攝.按下

SHIFT 鍵在使用滑鼠滾球將使變換鏡頭發生在較大的變化. 

2、 搖攝 

在曲線或地圖視窗的視角,你希望看到的地方按住滑鼠右鍵並且移動滑鼠的方向. 

3、 Cursor 

在曲線與地圖視窗 Cursor的位置會被連結在一起並且移動.左邊與右邊箭頭控制

cursor的移動.如果按著 SHIFT鍵它會快速移動.Cursor也可以放置在曲線視窗在想

要位置藉由點選左邊滑鼠鈕,. 

4、 X軸 

將 X軸從時間換成距離,螢幕的任何一個地方按下滑鼠右鍵,點選”Graph Set -up”,選

擇”Graph Type”,然後選擇兩個之中一個選項”Speed Against Time”或”Speed 

Against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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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對比距離在不同單圈時間但是在相同環道是實用(如:不同時間但相同距離) 

 

五、 選擇項目 

所有 D-box存取的項目顯示在資料視窗.除了最初的速度之外,但資料仍可以查看.使

特殊的頻道可以顯示在曲線視窗.勾記在項目名稱左邊的方框.例如:顯示 lateral 

acceleration. 

 

D-box Tools將自動排列這個選項的最小與最大值並且顯示在曲線視窗.這個可看見

的選項將用顏色標示. 

 

在 D-box檔案內的資料表含所有可存取的項目在第一次讀取的檔案上加上縱向與側

向加速度與轉向範圍項目.往上捲或往下捲選擇想要的項目 

這些項目的搜尋可以藉由輸入項目第一個字母,例如:”S”找到 Satellites.如果項目有

相同的第一字母你需要按相同的字母鍵直到停在你想要的項目. 

1、 顯示只選擇的頻道 

資料項目表可以只顯示有勾記的項目,如以上的範例, 在資料表上點擊滑鼠右鍵滑鼠,

然後選擇”Show Selected Channels Only”.這功能是非常實用當你移動 Cursor橫移

曲線視窗並希望在 Cursor上看到顯示項目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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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甩尾結果 

在曲線畫面工具列按下 Drift Mode鈕讓軟體去讀取檔案並且應用檔案資訊然後產生

甩尾的資料: 

 最大甩尾角度 

 最大 G値 

 平均 G値 

 平均速度 

當按下”Drift Mode”會顯示一個 G値計量表與甩尾計量表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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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單圈計時結果 

在曲線畫面工具列按下單圈計時鈕使軟體讀取檔案並顯示區段資料產生單圈時間表

並對讀取檔案的每圈隨著速度最大值 

這功能也允許個別單圈從讀取的檔案被讀取並比照在主曲線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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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建立選項與軸線 

對每個項目有一些可以被安裝的屬性,包括相關的 Y軸,那些建立在 Channel Set-up

與 Axis Set-up畫面,進入藉由點擊兩次在任何頻道在資料表或藉由點擊滑鼠右鍵並

選擇”Channed scaling & Axis setup”選項,或藉由點選 Graph Set-up圖像 

頻道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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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的描述 

顯示(Visible) 

在勾記欄打勾就會顯示項目,在點選一次就不會顯示項目. 

項目名稱(Channel name) 

在這檔案實際的項目名稱 

單位(Units) 

顯示每一個實際頻道的單位 

平滑(Smoothing) 

每個個別的項目有平滑的等級.對加速度項目來說是實用的.平滑等級數字直接關係

使用的樣品數量 

軸(Axis) 

頻道軸的消失是有關聯的.改變有關聯的軸,點擊滑鼠在右手邊軸的結尾一經頻道可

以被看見. 

第一回(Run 1) 

這欄顯示被選擇的顏色對每一個啟動的頻道,改變顏色點擊在顏色的頻道盒子並選

擇一個新的顏色從顏色選擇盒來顯示 

如果比照檔案也讀取Run 2 Run 3等等欄將被提出在顏色比照檔案頻道可以被設定. 

 

軸的建立 

軸的建立視窗包含所有控制需要分配並安裝曲線畫面的 Y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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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的描述 

可看見的 

每個可勾記盒子在欄啟動一個個別軸開啟或停止在曲線視窗 

軸的抬頭 

顯示每一個個別的抬頭,這軸的抬頭被編輯藉由點選在盒子並輸入一個新的名稱 

最小/最大 

最小與最大的盒子允許每個軸排列範圍被設定 

自動排列 

自動排列選項使軸自動排列去自動地安裝最小與最大被讀取的値 

對稱 

選項將使正負最大値在軸上在相同量.這些量將被決定藉由較大的正或負頻道値 

定位 

這選項控制無論頻道軸出現在曲線視窗的左或右 

 

七、 編輯 D-box檔案 

選擇一個 D-box檔案可以被移除使用基本編輯命令使用經由”Edit Data”在曲線畫面

工具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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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下所有資料在 Cursor之前 

這功能移除檔案Cursor定點以上在主要記

憶.你可以使用這去選擇一個曲線區域你感

興趣的並儲存一個定點. 

剪下所有資料在 Cursor之後 

這功能移除主要記憶檔案在 cursor之前 

  

剪下資料在兩點之間 

這功能移除主要記憶檔案在兩個特別點之間 

八、 儲存 D-box檔案 

儲存一個檔案藉由點擊 save圖像在主工具列,如果你已經改變或編輯你

的D-box檔案它是聰明的儲存這檔案對一個新名稱以致於你不會失去原

本的檔案 

 

九、 列印 D-box檔案 

你可以列印出曲線資料最近的顯示藉由選擇一個選項從”Print”圖像的下拉式選單.它

可能列印一個單一個視窗(曲線.資料.地圖)藉由選擇適當的選項或全部三個藉由選

擇”Print”選項(或藉由點擊”Print”圖像而不是箭頭) 

 

十、 輸出曲線資料 

它可能輸出曲線或地圖當一個圖檔,任何一個可以儲存或拷貝在電腦的夾板來用其

他軟體使用.簡單地點擊”Export”圖線並選擇圖像來輸出. 一個目錄盒子將出現將允

許你選擇幾個要素,包含格式化在你希望輸出的檔案. 

 

十一、 曲線測量工具 

這工具可以被使用來標示資料的一節在曲線視窗並產出一個表單有總合的資料留存

在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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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的區域被顯示在表單是標示在藍色在曲線視窗.這常快速有用建立平均值在兩

點間在一個檔案在畫面鏡頭範例以上這第一檔加速度曲線區間已經標示並可以被觀

看從縱向加速度的表在一檔是容易被看見的 

創造一個測量工具視窗 

標示一節在曲線視窗,移動 cursor開啟這節你希望標示然後安置滑鼠覆蓋 cursor定

位並按下並按住這”Shift”鍵然後點擊並按住左邊滑鼠鍵,使左邊的滑鼠紐按下並移動

滑鼠 cursor拖曳一個藍色標示區域在區域的結尾你希望去標示,鬆開左邊滑鼠鍵,在

鬆開左邊滑鼠鈕一張結果表對所有頻道在標示的區域出現當在畫面鏡頭以上. 

儲存與列印測量工具資料表 

點擊”Save to file”圖像在測量工具列來儲存資料在表內在兩種格式中的一個,”.csr”

或”txt”.點擊”Print”圖像在測量工具列來列印這張表 

 

十二、 開始/結束線與分段 

開始/結束線與劃分 

定義開始/結束線並劃分在 D-box軟體 

定義開始/結束線,移動 cursor在曲線視窗到想要的點,按下”SPACEBAR”產生開始/

結束線,或按下開始/結束鈕在工具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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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cursor是被移動在曲線視窗 cursor在

地圖視窗隨著移動你可以看到 cursor描

述軌跡.設定開始/結束線後一個綠點將出

現在地圖視窗在符合的 cursor的定位. 

也可以設定 20個以上的劃分點,然而如果

你儲存這檔案到 D-box只有前六個點將

會被儲存與被使用在 D-box.確認只有最

大的劃分總合可以被接受藉由 D-box來

創造.一個選項被設定這個最大值是在開

始/結束的選單 

定義劃分點,按下”S”鍵在想要的 cursor位

置或選擇”Set split”選項從”Start/finish 

&split”下拉式選單 

一個被分割的結束線可以被放置當開始

線不是結束線時.這被使用的情況在山坡

爬坡時或資料分析獨自一條路徑沒有結

束 

 

 

創造一條結束線藉由按住 SHIFT 與 SPACEBAR在想要的 cursor位置上或藉由選

擇”Set finish”鈕從”start/finish & splits”選單 

請注意”這是重要的嘗試去放置開始/結束線在一個快速的單圈部分來產生定位錯誤

的效能與得到最好的單圈紀錄正確性. 

讀取與儲存開始/結束線並劃分資料 

點擊”Save”選項從開始/結束下拉式選單儲存開始/結束並劃分線資料創造在曲線畫

面”.dsf”檔案.如果你要去儲存多於六個劃分被軟體使用只有選擇檔案格式”.spl”替代

可相容的軟體並不是 D-box. 

點擊”Load”鈕在開始/結束的下拉式選單去讀取”.dsf”或”.spl”檔案 

創造開始/結束節與劃分資料 

如果最新的開始/結束與劃分檔案資料需要被清除從 D-box Tools背景記憶與顯示畫

面,選擇”Clear All”從這”Start/Finish & Splits”選單在曲線畫面工具列,或從主要工具

列 

移動劃分 

劃分可以被移動藉由按下”M”在曲線視窗並輸入劃分的號碼來移動,或選擇”Move 

split”從選單 

路徑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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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分路徑的寬度可以被設定從”Start/Finish & Splits”選單.如果你打算要創造一

個”dst”檔在 D-box工具被使用在單圈,那個劃分點被放置在路徑的區域經過每個非

常靠近,它可以被需要去減少路徑寬度於是:這要確認你不是非故意的駕駛回頭穿越

一個劃分點甚至你是不同的路徑區段.看以下的範例: 

 

這區域在綠色顯示兩個路徑的區段經過藉由每個藉由只有約 20公尺.如果一個劃分

點被設定在這區段,並實際實際路徑被設定太寬,劃分點可以被註冊藉由 D-box當它

經過藉由在對立的方向.軌跡接近可以被確認在 Google Earth 使用測量工具如果你

是在不確定多少的劃分點路寬應該被創立. 

劃分名稱 

劃分點可以被命名從一個選項在”Start Finish & Splits”選單.當單圈計時-劃分線選項

是被選取並單圈時間是被顯示隨著劃分點包含,一個額外的欄位將顯示劃分名稱. 

單圈標示 

隨著單圈資料被顯示在”Report Generator-Circuit Test”.個別單圈是標示在主曲線畫

面藉由點擊任何一個値在個別單圈/劃分資料表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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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區間 

定義甩尾區段在 D-box Tools 

每一個區段設定需要被你定義一條開始線與結束線.每一個區段號碼從 1~6號 

設定區段開始 

 移動 cursor在曲線視窗訂定起始點 

 按”1” 

 一個綠點顯示在地圖視窗 

設定區段結束 

 移動 cursor在曲線視窗訂定結束點 

 按”SHIFT+1” 

 一個紅點顯示在地圖視窗 

定義其他區段使用”2”.”3”等等 

讀取與儲存區段 

儲存 

點選”Save”鈕在區段的下拉式選單儲存區間資料在曲線畫面的”.sct”檔案 

讀取 

點選”Load”鈕在區段的下拉式選單.你可以瀏覽先前的區段檔案 

清除區段 

如果最新的區段資料在曲線畫面被清除從背景記憶並且顯示畫面,選擇”Clear All”

從”Sectors”選單在曲線畫面工具列,或按”SHIFT+C” 

 

十四、 建立環道輪廓圖 

輪廓圖是文件被創造映射輪廓的外面和內在區域.有兩種方法可以創造輪廓文件:一

個是跑一圈,一個是創造.kml檔在 Google Earth Plus 並輸入它進入 D-box Tools. 

創造一個輪廓檔案藉由駕駛這圈 

請注意:最好使用外接天線才能得到最大的定位正確性 

 開啟 D-box電源並使它搜尋衛星最少五分鐘 

 行駛到開始路徑的左手邊 

 放置天線在左手邊的車頂 

 插入 SD卡準備存取資料 

 行駛一圈左手邊 

 停止在你開始的地方 

 移動天線從左邊移到右邊小心不要覆蓋到天線,讓它可以看到整個天空 

 行駛右邊角度穿越軌跡到相對的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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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駛一圈右手邊 

 讀取資料從 SD卡使用”File”到”Load All” 

 儲存使用”Save”,選擇 Save as type”並挑選”Circuit File”(“.cir”) 

創造一個輪廓檔案在 Google Earth Plus™ 

請注意:這只可以到達使用 Google Earth Plus,不是免費的 Google Earth Plus™.再

寫入的時間, Google Earth Plus™是可用的在一年 20美金 

請參考 Google Earth求助文件對指示在創造路徑在軟體.一旦你已經策劃一個路徑

獨自內部與外部你選的路徑,它必須儲存一個.kml檔這可以被輸入 D-box Tools藉由

點擊 Tools到 Import Data. 

 

一旦這.kml檔已經被輸入,它可以被儲存.cir檔 

.cir檔可以被讀取進入曲線畫面並觀看在地圖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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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環道輪廓圖的圖書館是可用的在 D-box網站,如果你想要分享環道檔案你已經

創造請聯繫我們並他們會將它加入已經可用的位置 

調整環道輪廓與單圈 

一個標準 D-box定位性的準確性是 3公尺 95%CEP對經緯度 CEP是單圈錯誤可能

性 

95%CEP表示 95%讀取的定位是直徑三公尺的圓內有一個正確的定位.這錯誤由於

電離層狀態的改變,不斷地改變接收衛星訊號到地球的時間.這意指單圈輪廓可能出

現失去路徑的邊緣.特別如果單圈或輪廓被存取幾個小時有距離的 

為了可以觀看真實行駛路線,右點擊曲線地圖.這選項調整單圈資料或輪廓將出現有

選擇你希望去移動,使用鍵盤 cursor鍵重新調整這個環道輪廓或單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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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一個背景圖片進入曲線地圖 

你可以輸出任何你選擇的圖片進入曲線地圖藉由右邊點選在曲線:資料.

曲線:地圖.或曲線視窗並且曲線:地圖背景圖片>讀取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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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顯示甩尾結果 

設法得到與顯示甩尾結果從檔案按下 Drift Mode 鈕在曲線畫面工

具列.這使得軟體掃描讀取的檔案並應用讀取區間檔案資料產生

甩尾資料格子顯示以下資料: 

  

 最大甩尾角度 

 最大 G値 

 平均 G値 

 平均速度 

G値與甩尾値視窗也應用當按下 Drift Mode 鈕.當重播能力是被使用重播讀取的檔

案.G値與甩尾角度視窗顯示資料從檔案符合 cursor定位當它移動穿越重播資料 

顯示甩尾資料從存取檔案 

 點擊讀取所有鈕去讀取 D-box檔案進入 D-box Tools軟體 

 如果你沒有一個區間檔案相關的去讀取資料然後你將需要去創造一個.看曲

線畫面的章節所有過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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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 Drift Mode 鈕掃描檔案並顯示結果 

 

十六、 顯示單圈時間 

顯示單圈時間按下 Lap Timing鈕在曲線畫面工具列.軟體掃

描最新的讀取檔案並設法取得單圈時間並 Vmax對每個存取

的單圈紀錄並顯示資料在單圈計時視窗.確認你有已經定義

一個開始/結束線.  

包含劃分點時間 

點擊朝右箭頭在 Lap Time 鈕,然後從下拉式選單選擇”Lap timing with splits”然後如

果你有劃分線定義這張表將顯示劃分點時間也先是單圈時間. 

命名劃分點檔案從選項在”Start Finish & Spilits”選單將導致劃分點名稱顯示當”Lap 

timing with split’s”選項被選取. 

讀取與比照個別單圈在曲線畫面 

個別單圈從讀取的檔案可以被比照對其他個在曲線視窗.每個單圈顯示在單圈時間

表上有一個”Grape”圖像連結它在右手邊的欄位.點擊這些鈕中的一個允許路徑被描

繪. 

 

 

比照其他路徑從單圈計時結果在曲線畫面,點擊被選取路徑的 Graph圖示.在 Open 

As視窗按下”Compare Run”鈕.這被比較的路徑將顯示單獨一邊原本的路徑在曲線

畫面.當顯示範例如下: 

這主要路徑顯示紅色與比較路徑顯示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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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重播 D-box資料 

D-box檔案可以被重播在實際的時間速度,或在 2倍或 5被實際時間速度 

重播檔案 

 讀取檔案進入 D-boxTools 軟體使用”Load All”鈕 

 點擊重播朝右箭頭鈕在曲線畫面工具列去觀看並選擇在重播速度選項 

 點擊 Replay鈕去啟動重播在被選擇的速度 

重播資料隨著啟動甩尾表單 

當 Drift Mode能力是啟動的並重播能力是被使用,甩尾結果表更新 Cursor經過區段

在檔案內 

重播資料隨著啟動單圈計時表單 

當單圈計時能是被啟動並重播能力是被使用,單圈計時資料表自動更新 

 

十八、 工具 

工具 

點擊 Tools圖示將顯示一個下拉式選單內含一些實用的功能,像格式化 SD卡並輸出

資料到地圖軟體能力 

格式化 SD卡 

任何新的 SD卡被格式化在正確的格式化適合的對 D-box並沒有需要格式化的卡,

你可以刪除被創造的檔案在卡片上藉由D-box穿過你的電腦當連結到D-box或當卡

片被插入在一個卡片讀卡機連結到你的電腦 

然而如果你的卡片有一個問題並卡片需要被格式化最好去做這穿過 D-box Tools軟

體 SD卡格式化能力. 



                                      泓明科技 TEL:03-3797183 
http://www.homytech.com/autotest 

 

 23 

請注意:卡片將需要被插入一個適合的卡片為了格式化它,它不能被格式化穿過

D-box與 USB線. 

輸出資料地圖軟體 

這選項允許當地資料在”.dbn”檔去被改變的一個”.txt”檔可以被Google Earth Plus使

用,Microsoft Auto Route 並 Microsoft Streets & Trips,顯示車輛路徑在地圖軟體. 

輸出地圖軟體 Text檔 

讀取”.dbn”檔進入 D-box Tools使用”Load All”鈕從主要工具列,然後點擊”Export 

DataTo Mapping Software”選項在”Tools”選單 

一個小選擇盒子將顯示,輸出率可以被選擇 

輸出到 Google Earth™ 

資料可以被輸出到 Google Earth 藉由選擇 Tools選單並選擇 Google Earth 選項.這

結果檔”.kml”被分辨藉由 Google Earth 軟體並允許資料被觀看在衛星圖示 

輸出以上檔案,你將促使 X與 Y的偏移量:這允許資料正確的調整在衛星圖示-更多

Google Earth 輸出檔案並不是正確精準,像環道輪廓,可能失去軌跡的範圍.這偏移量

允許這錯誤正確化 

輸出到 AutoRoute或 Streets & Trips 

開啟AutoRoute或Street & Trips.點擊”Data”並選擇”Import Data Wized”當迅速的瀏

覽”.txt”檔你可以用D-box Tools創造並開啟它.然後選擇”Comma”當這定義符號並點

擊”Next”在欄位 F2選擇緯度.當欄位名稱從下拉式選單.在欄位 F3選擇經度當欄位

名稱從下拉式選單並點擊”Finish”這部分產生你當地資料的地圖並安置標示在地圖

上在每個特別的資料點當產生檔案.例如每次每秒. 

 

沒有限制輸入的點在 AutoRoute 或 Streets 與 Trips. 

輸出資料 

資料創造在 Google Earth TM當一個.kml檔案可以被輸出進入 D-box Tools.這是特

別實用對於創造輪廓圖而不需要實際駕駛這路線. 

檔案修復 

如果檔案讀取進入軟體包含失去樣品資料(如經由路徑在橋下),然後 D-box Tools將

提示你去修復檔案.這可以做藉由 Tools選單並選擇 File Repair. 失去的區域樣品可

以被修復. 

 

十九、 其他功能 

一些實用的功能顯示整個 D-box Tools軟體,已經包含以上主要工具條,描述如下: 

總表 

你可以觀看基本資料但重要資料關於主要”.dbn”檔案讀取進入 D-box Tools軟體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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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選擇總表從選單.這資訊顯示包含基本資訊像讀取的時間與持續的時間也包含任

何的錯誤像衛星失去的時間. 

測量單位 

“Unit of Measurement”選單允許你去設定速度的單位 km/h到mph並且距離的單位

公尺 metres或英尺 feet 

求助 

這選單允許你觀看基本資訊關於 D-boxTools軟體.它也提供一個快速連結到使用者

手冊. 

 

沒有限制輸入的點在 AutoRoute 或 Streets 與 Trips. 

輸出資料 

資料創造在 Google Earth TM當一個.kml檔案可以被輸出進入 D-box Tools.這是特

別實用對於創造輪廓圖而不需要實際駕駛這路線. 

檔案修復 

如果檔案讀取進入軟體包含失去樣品資料(如經由路徑在橋下),然後 D-box Tools將

提示你去修復檔案.這可以做藉由 Tools選單並選擇 File Repair. 失去的區域樣品可

以被修復. 

其他功能 

一些實用的功能顯示整個 D-box Tools軟體,已經包含以上主要工具條,描述如下: 

總表 

你可以觀看基本資料但重要資料關於主要”.dbn”檔案讀取進入 D-box Tools軟體藉

由選擇總表從選單.這資訊顯示包含基本資訊像讀取的時間與持續的時間也包含任

何的錯誤像衛星失去的時間. 

測量單位 

“Unit of Measurement”選單允許你去設定速度的單位 km/h到mph並且距離的單位

公尺 metres或英尺 feet 

求助 

這選單允許你觀看基本資訊關於 D-boxTools軟體.它也提供一個快速連結到使用者

手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