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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局 批准 实施

本标准适用于具有障板 该障板指墙式和框式结构装置 或箱体的高保真扬声器系统

本标准不适用于带有有源元件的扬声器系统和未安装的扬声器单元

测试条件

正常大气条件

环境温度

相对湿度

气压

仲裁大气条件

环境温度

相对湿度

气压

声学环境

自由场条件

系指近似声学自由空间条件 在此空间中 点声源所辐射的声压 与距离 之间的关系应满足

定律 其偏差不超过

半空间自由场条件

系指一个无限大反射平面 辅助障板尺寸最小为 前方的自由场 辅助障板和扬声器

箱体之间的空间关系应按图 所示安装 紧密固定 当点声源位于反射平面上时 所辐射的声压 与

距离 之间的关系应满足 定律 其偏差不超过

环境噪声

环境噪声至少低于被测信号声压级

图



参考面 参考点 参考轴

参考面

参考面为一平面 其位置与扬声器系统的物理特性有关 它由产品标准规定 参考面用来定义参考

点的位置和参考轴的方向 对于对称结构 参考面通常平行于辐射面或者平行于扬声器系统前面的那个

面 对于非对称结构 参考面的位置应用图表示

参考点

参考点是参考轴与参考面相交的点 其位置应由产品标准规定 若有可能参考点应是几何对称点

或是某个单元的参考点

参考轴

参考轴是一条过参考点并以一定方向通过参考面的直线 其方向由产品标准规定 在测试指向性响

应和频率响应时 参考轴用作零度参考轴

注 对于对称结构 参考轴通常垂直于辐射面或参考面

测试距离

在参考轴上离开参考点 处测试

注 测试距离允许大于 但必须在产品标准中说明

测试状态

对于带有衰减器的扬声器系统 测试时 应将衰减器置于频率响应平直位置或衰减最小位置或产品

标准规定的位置

扬声器系统的长轴应为垂直轴 除非另有说明

测试信号

正弦信号

系指简谐信号

宽带噪声信号

本标准规定使用峰值因数在 之间的粉红噪声信号或白噪声信号

窄带噪声信号

本标准使用相对带宽为 的粉红噪声信号

注 意为倍频程

声测量系统总误差

声测量系统总误差应为

主要测试仪器及要求

声频信号发生器

频率响应 在 频率范围内 不均匀度在 以内

频率刻度精度

谐波失真系数 在 频率范围内 小于或等于

在 频率范围内 小于或等于

信噪比 大于或等于

压缩器的最大压缩量大于或等于

白噪声信号发生器

白噪声输出 在 频率范围内 恒定带宽测得的频谱 在衰减输出或负载开路时 不均

匀度在 以内

粉红噪声输出 在 频率范围内 等比带宽测得的频谱 在衰减输出或负载开路时 不

均匀度在 以内



噪声的振幅 应符合对称高斯曲线分布 且最大峰值因数大于或等于

测试功率放大器

频率响应 在 频率范围内 不均匀度在 以内

谐波失真系数 在 频率范围内 不大于

在 频率范围内 不大于

输出阻抗 包括馈线在内 应小于被测扬声器系统额定阻抗值的

输出功率 当用噪声信号测试时 应大于或等于扬声器系统测试功率的 倍

负荷测试功率放大器

频率响应 在 频率范围内 不均匀度在 以内

谐波失真系数 在 频率范围内 不大于

输出阻抗 包括馈线在内 应小于被测扬声器系统额定阻抗值的

输出功率 应大于或等于被测扬声器系统测试功率的 倍

测量放大器 或传声放大器

频率响应 在 频率范围内 不均匀度在 以内

噪声电平 输入端开路时小于或等于

输入端短路时小于或等于

检波特性 均方根值检波

有效值电压表

频率响应 在 频率范围内 不均匀度在 以内

满刻度误差 在 以内

检波特性 均方根值检波

注 对于峰值检波 刻度为有效值的电压表只能测量正弦信号 不能测量噪声信号

测试传声器

应使用经自由场校正过的压强型传声器

频率响应 在测试频率范围内 不均匀度在 以内

灵敏度应稳定 并经常校准

电平记录仪

频率响应 在 频率范围内 不均匀度在 以内

信号记录误差 在 以内

外差式分析仪 或频率分析仪

分析频率范围

动态范围 大于或等于

滤波器特性的波形因数 带宽 带宽小于或等于

带宽 恒定带宽 三档 或百分数带宽 三档

带宽精度

放大器部分 同本标准 条要求

带通滤波器 宽带

高端 低端截止频率可调 应能满足被测扬声器系统的额定频率范围

通带内的脉动级在 以内 高端 低端截止频率的误差应在 以内

通带外的衰减大于或等于

带通滤波器 窄带

滤波器的特性应符合 声和振动分析用的 和 倍频程滤波器 的规定

模拟节目信号滤波器



应符合 模拟节目信号 的规定

限幅器

能将白噪声或粉红噪声信号的峰值因数限制在 之间及 之间两种

无感电阻箱

阻值范围 十进制 可调

电声性能

纯音检听

特性解释

在扬声器系统额定频率范围内馈给规定电压的正弦信号 检查扬声器的装配质量

要求

检听声音时 不应出现碰圈声 垃圾声 机械声及其他异常声

测试方法

按图 接线 用正弦信号馈给扬声器系统 其电压相当于额定阻抗上达到扬声器系统的特性功率额

定值 在扬声器系统额定频率范围内进行检听 检听时 扬声器系统周围 范围内应无反射物 检

听距离由产品标准规定

图

特性功率

特性解释

在自由场条件下 用 固定频率范围的粉红噪声信号馈给扬声器系统 在其参考轴上

距离参考点 处产生 声压级所对应的功率

要求

其额定值由产品标准规定

测试方法

按图 接线 用 和 是相应的 带宽的中心频率 频率范围内的

粉红噪声信号馈给扬声器系统 在参考轴上距离参考点 处 当产生的声压级为 时 测量扬声器

系统两端的噪声电压 由公式 计算出特性功率

式中 特性功率

扬声器系统的额定阻抗

扬声器系统噪声电压



图

注 图 中的限幅器能使噪声信号的峰值因数限制在 之间

平均特性声压 级

特性解释

在自由场条件下 在规定的频率范围内 用 带宽的粉红噪声信号馈给扬声器系统 在其参考

轴上离参考点 处的每个 带宽的声压平方的算术平均值的平方根

要求

其额定值由产品标准规定

测试方法

按图 接线 在 频率范围内 用 带宽的粉红噪声信号馈给扬声器系统 其电

压相当于额定阻抗上达到规定的功率 由产品标准规定 在参考轴上离参考点 处测得每个 带

宽内的声压 然后按公式 计算平均特性声压

式中 平均特性声压

第 个 带宽内的特性声压

频带总数 这里

平均特性声压与基准声压 之比取以 为底的对数 再乘 即得平均特性声压级

假如馈给扬声器系统的每个 带宽的功率从 到特性功率的范围内 其灵敏度不变 则特

性功率可根据公式 计算

式中 馈给扬声器系统的每个 带宽的功率为 时测得的平均特性声压级

如果不满足上述条件 则计算结果必须进行修正

最大噪声功率

特性解释

系指扬声器系统在额定频率范围内 用规定的噪声信号测试结果为基础所确定的功率

要求

其额定值由产品标准规定 其值应大于 和特性功率

额定值的优选系列为



试验后应符合 的要求

测试方法

按图 接线 用额定频率范围内的模拟节目信号馈给扬声器系统 其电压值相当于额定阻抗上达到

额定最大噪声功率 连续试验 试后 在正常大气条件下恢复 再按 方法进行测试

注 试验时 扬声器系统应放置在不小于 的房间中 个以上的扬声器系统同时试验时 应用同极性并联

图 中的限幅器应能使噪声信号的峰值因数限制在 之间

图

长期最大功率

特性解释

系指扬声器系统在额定频率范围内 用规定的噪声信号间断地馈给扬声器系统 试验后 扬声器系

统不产生永久性损坏所确定的功率

要求

其额定值由产品标准规定

试验后 扬声器系统应无永久性损坏

测试方法

按图 接线 用额定频率范围内的模拟节目信号馈给扬声器系统 其电压相当于额定阻抗上达到额

定长期最大功率 试验 间断 重复十次 然后按 检听并进行外观检查

图

注 同 的注

同 的注

应先用电阻负载代替扬声器系统 调整试验电压到额定长期最大功率 然后接上扬声器系统进行试验

短期最大功率



特性解释

系指扬声器系统在额定频率范围内 用规定的噪声信号短期间断地馈给扬声器系统 试验后 扬声

器系统不产生永久性损坏所确定的功率

要求

其额定值由产品标准规定

试验后 扬声器系统应无永久性损坏

测试方法

按图 接线 用额定频率范围内的模拟节目信号馈给扬声器系统 其电压相当于额定阻抗上达到额

定短期最大功率 试验 间断 重复 次 然后 按 检听并进行外观检查

注 同 的注

同 的注

应先用电阻负载代替扬声器系统 调整试验电压达到额定短期最大功率 然后接上扬声器系统进行试验

额定阻抗

特性解释

扬声器系统的额定阻抗是一个纯电阻的阻值 在确定信号源的功率时 用它来代替扬声器系统 此

值由产品标准规定 用以匹配和测量

要求

额定阻值优选系列为 其允差由产品标准规定

测试方法

按图 接线 用替代法进行测试 馈给扬声器系统的电流通常规定 或由产品标准规定 测

量时 在扬声器系统的辐射面前方 内应无反射物

测量频率应选择当频率递增时在电压表上指示的第一个峰值后的第一个最低点所对应的频率 如

果有二个峰值 通常为倒箱式扬声器系统 则应选用第二个峰值后的第一个最低点所对应的频率

图

注 图 中 的阻值应大于扬声器系统额定阻抗的 倍 为无感电阻箱

阻抗曲线

特性解释

系指扬声器系统的阻抗模值随频率变化的曲线

要求

在 频率范围内阻抗模值的最低值不应小于额定阻抗值的

注 若某些放大器在上述频率范围之外对扬声器系统的阻抗模值的最低值亦有要求时 则其阻抗模值的最低值亦

不应小于额定阻抗值的

测试方法

测量阻抗曲线用恒流法 按图 或图 接线 用正弦信号的恒定电流馈给扬声器系统 电流通常



规定 或由产品标准规定 在测试频率范围内 允许电流的变化在规定值的 以内 测试时 在

扬声器系统的辐射面前方 内应无反射物

在测得的阻抗曲线上找出最低处所对应的频率点 用替代法测出该频率点的阻抗模值

注 图 中 阻值的选取应满足规定电流及其允许变化的范围

注 图 中 阻值应小于扬声器系统额定阻抗值的

测量放大器 和声频信号发生器的压缩部分应满足规定电流及其允许变化的范围

图

频率响应

特性解释

在参考轴上距离参考点规定位置处 在自由声场条件下以恒压法测得的扬声器系统声压级随频率

变化的曲线

要求

在 频率范围内 频率响应曲线的不均匀度应符合图 所示的允差范围 若频率范围

超过 仍可用 和 为允差范围 图 中 线应与平均特性声压级重合

注 在测试频率响应和平均特性声压级时 馈给扬声器系统的功率应相同

测量方法

按图 接线 用 带宽的粉红噪声信号馈给扬声器系统 其电压相当于额定阻抗上达到规定

的功率 在参考轴上距离参考点 处测试声压级频率响应曲线 并在该记录纸上标上平均特性声压

级



图

图

注 图 中的限幅器能使噪声信号的峰值因数限制在 之间

有效频率范围

特性解释

系指扬声器系统的频率响应曲线的高频上限频率和低频下限频率为界限的频率范围

要求

有效频率范围的最低要求为 若有效频率范围比最低要求宽 仍可用 确定

测试方法

按 测得的频响曲线记录纸 使它的频率坐标和所标志的平均特性声压级分别与图 中的频

率坐标和 线重合 则频率响应曲线与 的水平线相交点所对应的频率间隔 即为有效频率范

围

指向性频率响应

特性解释

系指扬声器系统在不同辐射方向上测得的一簇频率响应曲线

要求



水平指向性 偏离参考轴 之间的某一角度 由产品标准规定 的频率响应与参考轴的频率

响应相比较 在 频率范围内偏差在 以内

垂直指向性 偏离参考轴 之间的某一角度 由产品标准规定 的频率响应与参考轴的频率响

应相比较 在 频率范围内偏差在 以内

比较时 应使参考轴方向上和规定角度方向上所测得的频率响应曲线的低频部分相重合

测试方法

按图 接线 用 带宽的粉红噪声信号馈给扬声器系统 其电压相当于额定阻抗上达到规定

的功率 在参考轴上距离参考点 处 按 要求分别在水平面和垂直面测量指向性频率响应曲

线 然后进行比较

幅频响应差

特性解释

幅频响应差仅对立体声扬声器系统而言 是指立体声左 右扬声器系统在参考轴上测得的频率响

应 在相同倍频程内的平均声压级之差

要求

左 右扬声器系统的频率响应在 频率范围内 相对应的六个倍频程内的平均声压级

之差不大于

在计算幅频响应差值时 应使左 右扬声器系统的频率响应以中心频率为 的 带宽

内测得的声压级重合

测试方法

按 测得的频率响应曲线上 读取下列频率为中心频率的每个 带宽内的声压级 并根

据公式 式中 分别计算出下列六个 带宽内的平均声压 平均声压与基准声压

之比取以 为底的对数再乘以 即得平均声压级

第一倍频程

第二倍频程

第三倍频程

第四倍频程

第五倍频程

第六倍频程

特性总谐波失真

特性解释

谐波失真是由振幅非线性引起的一种失真 在自由场条件下 用规定的功率馈给扬声器系统某一频

率正弦信号时 在扬声器系统输出的声信号中除了原输入的信号 基波 外 还出现有 倍于 倍于

倍于基波频率的信号称为谐波失真 用这些谐波声压的均方根值与特性声压值之比的百分数表

示 即为特性总谐波失真系数

要求

频率范围内 小于或等于

频率范围内相对于对数频率坐标从小于或等于 线性下降至小于或等于

频率范围内小于或等于

对于超过各自允限的失真峰值 其宽度不大于 在 频率范围内 允许不超过

个

测试方法

按图 接线 用正弦信号和根据 测得的特性功率相应的电压下降 的值馈给扬声器系

统 在参考轴上距离参考点 处 分别测量谐波频率为 的声压级随频率变化的曲线 然



后在规定的频率范围内把声压级换成声压 并按公式 计算特性总谐波失真系数

式中 特性总谐波失真系数

特性声压 这里规定为 相对应的声压 特性声压是指在自由场条件下 用

带宽粉红噪声信号以规定的功率馈给扬声器系统 在参考轴上距离参考点

处产生的声压 特性声压与馈给扬声器系统的规定功率值有关

分别为二次 三次 次谐波声压

图

一般技术要求

机械互连

若采用圆形接插件的机械连接 必须符合 扩声系统设备互连用圆形连接器 中

有关规定

同时允许由制造厂规定的其他连接 如接线柱等

电气互连

极性标志

扬声器系统输入端的极性标志是指馈给低音单元瞬时直流电压时 膜片向外运动 那么电压正端所

接的输入端为正极 用红色或符号 表示

定阻扬声器系统

为了直接与功率放大器的输出端连接 放大器的输出阻抗 包括馈线在内 在 频率范

围内 应小于或等于扬声器系统额定阻抗值的 扬声器系统的额定阻抗优选系列值应符合 的

规定

定电压扬声器系统

当定电压扬声器系统分布使用时 与其相连的放大器的额定输出电压优选系列值为

五档对应的定电压扬声器系统的额定输入电压优选系列值为 四档

注 远距离使用时 放大器的额定输出电压范围可以扩展到较高的值

扬声器系统配套装配说明

制造厂必须在扬声器系统的说明书中标明电原理和箱体外形尺寸图

扬声器系统铭牌中至少标明额定阻抗 额定最大噪声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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