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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电影放映用还音设备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数字电影放映用音频处理器（数字输入/模拟输出）、声频功率放大器（模拟输入/模
拟输出）、扬声器系统的技术要求及相应测量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数字电影放映用音频处理器、声频功率放大器和扬声器系统的研发、使用、维护和评
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2060.3—2011 声系统设备 第3部分：声频功率放大器测量方法
GB/T 12060.5—2011 声系统设备 第5部分：扬声器主要性能测试方法
GY/T 158—2000 演播室数字音频信号接口
GY/T 312—2017 电影 录音控制室、室内影厅B环电声响应规范和测量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音频处理器 audio processor
数字电影放映中用于处理来自数字电影媒体播放模块输出的音频信号，实现对数字音频信号的均
衡调节、数模转换和各通道延时调节等功能的音频信号处理设备。
主扬声器系统 main loudspeaker system
数字电影放映中用于主声道还音的扬声器系统。
注： 通常安装于银幕后方。

环绕扬声器系统 surround loudspeaker system
数字电影放映中用于产生环绕效果的扬声器系统。
注： 通常安装于观众厅两侧、后壁和顶部。

次低频扬声器系统 subwoofer system
数字电影放映中用于渲染和加强低频效果的扬声器系统。
注： 此定义不包含沉浸式系统的环绕低音管理。

连续噪声功率 continuous noise pow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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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声器系统输入规定电压和频率范围的宽带粉红噪声信号，且连续工作2 h而不产生机械损坏所确
定的功率。
4 技术要求
音频处理器（数字输入/模拟输出）
音频处理器（数字输入/模拟输出）技术要求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音频处理器（数字输入/模拟输出）技术要求
序号

参数

技术要求
Ⅰ类

Ⅱ类

至少支持 4 个 AES/EBU 数字音频接口的输入；
至少支持 8 通道模拟信号输出；
1

基本功能

至少支持 48 kHz 采样率、24 bit 量化数字信号的输入；
至少具备 2 路非同步音频输入、输出接口，输出接口可用于放映间监听或残障还音等；
各通道应具备粉红噪声发生器；
各通道应具备独立的增益、延时、1/3 倍频程均衡调节。

2

最大输出电平

≥24 dBu（997 Hz）

≥22 dBu（997 Hz）

3

通道间增益差

±0.2 dB 内

±0.3 dB 内

（20 Hz～20 kHz）

（20 Hz～20 kHz）

4

幅频响应

±0.5 dB 内

±1.0 dB 内

（20 Hz～20 kHz，参考频率：997 Hz）

（20 Hz～20 kHz，参考频率：997 Hz）

5

信噪比

≥90 dB（997 Hz）

≥80 dB（997 Hz）

6

动态范围

≥105 dB（997 Hz）

≥95 dB（997 Hz）

≥95 dB（997 Hz）

≥90 dB（997 kHz）

≥80 dB

≥75 dB

（20 Hz～20 kHz）

（20 Hz～20 kHz）

总谐波失真

≤0.005%（997 Hz）

≤0.01%（997 Hz）

加噪声

≤0.01%（20 Hz～20 kHz）

≤0.02%（20 Hz～20 kHz）

9

互调失真

≤0.02%

≤0.05%

10

通道间相位差

应控制在±0.5 °之内

应控制在±1.0 °之内

（20 Hz～20 kHz）

（20 Hz～20 kHz）

幅频响应的容差在±0.5 dB 内

幅频响应的容差在±1.0 dB 内

次低频通道

（25 Hz～100 Hz，参考频率：63 Hz）

（25 Hz～100 Hz，参考频率：63 Hz）

滤波

截止频率在（125±5）Hz 内

截止频率在（125±10）Hz 内

(衰减3 dB处，参考频率：100 Hz)

(衰减3 dB处，参考频率：100 Hz)

≥1.4 Vrms

≥1.2 Vrms

幅频响应的容差在±0.5 dB 内

幅频响应的容差在±1.0 dB 内

（30 Hz～16 kHz，参考频率：1 kHz）

（30 Hz～16 kHz，参考频率：1 kHz）

7

8

11

12

13
2

通道间
串音衰减

非同步信号端口
最大输入电压
非同步信号端口
幅频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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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音频处理器（数字输入/模拟输出）技术要求（续）
序号

技术要求

参数

Ⅰ类

Ⅱ类

≥55 dB

≥50 dB

（1 kHz）

（1 kHz）

≤0.3%

≤0.5%

（30 Hz～16 kHz）

（30 Hz～16 kHz）

非同步信号端口

14

计权信噪比
非同步信号端口

15

总谐波失真加噪
声

声频功率放大器（模拟输入/模拟输出）
声频功率放大器（模拟输入/模拟输出）技术要求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声频功率放大器（模拟输入/模拟输出）技术要求
序号

参数

测量条件

对应于额定失真限
1

制的输出电压的最

额定测量条件

小源电动势
2

失真限制的输出功
率

额定测量条件

技术要求
Ⅰ类

Ⅱ类

Ⅲ类

额定输出阻抗为8 Ω时，应控制在（1.4±0.5）V之内；
额定输出阻抗为4 Ω时，应控制在（1.2±0.5）V之内。

不低于生产厂家规定的标称值（见产品说明书）。

3

过载源电动势

标准测量条件

≥9.0 Vrms

≥7.0 Vrms

≥6.0 Vrms

4

最小输入电压

---

≤10 mVrms

≤20 mVrms

≤30 mVrms

5

电压增益

---

≥30 dB

≥28 dB

≥26 dB

相对于 1 kHz 的容差

相对于 1 kHz 的容差

相对于 1 kHz 的容差

在±0.5 dB 之内

在±0.8 dB 之内

在±1.0 dB 之内

（20 Hz～20 kHz）

（20 Hz～20 kHz）

（30 Hz～16 kHz）

≤0.05%

≤0.1%

≤0.2%

（1 kHz）

（1 kHz）

（1 kHz）

≤0.2%

≤0.3%

≤0.5%

（20 Hz～20 kHz）

（20 Hz～20 kHz）

（30 Hz～16 kHz）

≤0.2%

≤0.3%

≤0.5%

≥100 dB

≥90 dB

≥80 dB

（1 kHz）

（1 kHz）

（1 kHz）

6

增益限制的有效频
率范围

标准测量条件

标准测量条件
7

总谐波失真加噪声
标准测量条件

8

互调失真

---

9

宽带信号噪声比

额定测量条件

10

A计权信号噪声比

额定测量条件

11

12

通道间串音衰减

通道间增益差

额定测量条件

标准测量条件

≥103 dB

≥95 dB

≥85 dB

（1 kHz）

（1 kHz）

（1 kHz）

≥85 dB（1 kHz）

≥80 dB（1 kHz）

≥75 dB（1 kHz）

≥60 dB

≥55 dB

≥50 dB

（30 Hz～16 kHz）

（30 Hz～16 kHz）

（30 Hz～16 kHz）

≤0.2 dB

≤0.3 dB

≤0.5 dB

（20 Hz～20 kHz）

（20 Hz～20 kHz）

（30 Hz～16 kHz）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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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声频功率放大器（模拟输入/模拟输出）技术要求（续）
序号

13

参数

通道间相位差

14

技术要求

测量条件

Ⅰ类

Ⅱ类

Ⅲ类

应控制在±0.5 °之

应控制在±1.0 °之

应控制在±1.5 °之

内

内

内

（30 Hz～16 kHz）

（30 Hz～16 kHz）

（30 Hz～16 kHz）

≤90 W

≤100 W

≤120 W

标准测量条件

闲置状态功耗

---

扬声器系统
主扬声器系统技术要求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主扬声器系统技术要求
技术要求

序号

参数

1

听音检测

无异常声。

2

连续噪声功率

不低于生产厂家的标称值（见产品说明书）。

3

长期最大功率

不低于生产厂家的标称值（见产品说明书）。

4

额定阻抗

应控制在生产厂家规定的标称值±20%内。

5

阻抗曲线

在额定频率范围内，阻抗模量的最低值不应小于额定阻抗的80%。

6

有效频率范围

7

指定频带内特性灵敏度级

8

总谐波失真系数

Ⅰ类

Ⅱ类

Ⅲ类

不小于35 Hz～18 kHz

不小于40 Hz～18 kHz

不小于50 Hz～16 kHz

≥100 dB

≥97 dB

≥94 dB

（35 Hz～18 kHz）

（40 Hz～18 kHz）

（50 Hz～16 kHz）

≤2%

≤3%

≤4%

（250 Hz～6.3 kHz）

（250 Hz～6.3 kHz）

（250 Hz～6.3 kHz）

环绕扬声器系统技术要求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4 环绕扬声器系统技术要求
技术要求

序号

参数

1

听音检测

无异常声。

2

连续噪声功率

不低于生产厂家的标称值（见产品说明书）。

3

长期最大功率

不低于生产厂家的标称值（见产品说明书）。

4

额定阻抗

应控制在生产厂家规定的标称值±20%内。

5

阻抗曲线

在额定频率范围内，阻抗模量的最低值不应小于额定阻抗的80%。

6

有效频率范围

7

指定频带内特性灵敏度级

8

总谐波失真系数

Ⅰ类

不小于55 Hz～18 kHz

不小于70 Hz～16 kHz

≥94 dB

≥92 dB

（55 Hz～18 kHz）

（70 Hz～16 kHz）

≤2 %

≤3 %

（250 Hz～6.3 kHz）

（250 Hz～6.3 kHz）

次低频扬声器系统技术要求应符合表5的规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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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次低频扬声器系统技术要求
技术要求

序号

参数

1

听音检测

无异常声。

2

连续噪声功率

不低于生产厂家的标称值（见产品说明书）。

3

长期最大功率

不低于生产厂家的标称值（见产品说明书）。

4

额定阻抗

应控制在生产厂家规定的标称值±20%内。

5

阻抗曲线

在额定频率范围内，阻抗模量的最低值不应小于额定阻抗的80%。

6

有效频率范围

7

指定频带内特性灵敏度级

8

总谐波失真系数

Ⅰ类

Ⅱ类

不小于30 Hz～160 Hz

不小于35 Hz～160 Hz

≥95 dB

≥93 dB

（30 Hz～160 Hz）

（35 Hz～160 Hz）

≤2%

≤3%

（30 Hz～160 Hz）

（35 Hz～160 Hz）

设备可靠性、安全性和稳定性
音频处理器、声频功率放大器和扬声器系统设备可靠性、安全性和稳定性技术要求应符合表6的规
定。
表6 可靠性、安全性和稳定性技术要求
技术要求

序号

参数

1

温湿度适应能力

2

电源适应范围

在160 V～240 V交流电源范围内，设备应能够正常工作。

3

断电保护

设备在非正常断电后，重新开机应能够正常播放。

4

规范操作

按产品说明书规范操作，设备应能无差错稳定工作。

音频处理器

声频功率放大器

扬声器系统

设备在温度为0 ºC～40 ºC、相对湿度为10%～80%的测量
环境中应能够连续8 h正常稳定运行。

---

5 测量方法
测量环境要求
测量环境应符合以下要求：
——测量环境温度为 15 ℃～35 ℃、相对湿度为 10%～80%、大气压力为 86 kPa～106 kPa；
——电源电压为（220±2）VAC、频率为（50±1）Hz、电源谐波失真不高于 3%；
——所有设备应处于正常稳定工作状态或按测量要求进行配置。
音频处理器（数字输入/模拟输出）的测量方法
5.2.1 测量条件
5.2.1.1 测量仪器和设备
测量仪器和设备应符合以下要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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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信号发生器应具有数字音频信号接口（符合 GY/T 158—2000，XLR 平衡接口）和模拟音
频信号接口（XLR 平衡接口），能产生本文件中规定的测试音频信号；
——音频信号测试仪应具有数字音频信号接口（符合 GY/T 158—2000，XLR 平衡接口）和模拟音
频信号接口（XLR 平衡接口），能读取本文件测量方法所规定的测试项目参数；
——音频信号发生器和音频信号测试仪的精度应优于被测音频指标一个数量级；
——音频信号测试仪输出正弦波形失真度不大于 0.003%（频率：20 Hz～20 kHz）、电压误差不
大于 1%（电压范围：1 mV～10 V，频率：1 kHz）、失真度测量误差不大于 5%（频率：20 Hz～20
kHz）；
——音频信号测试仪应具有 20 Hz～100 kHz 带通滤波器功能，起始频率和截止频率应在通带内
可调。
5.2.1.2 测量优选频率
测量优选频率为：20 Hz、31.5 Hz、40 Hz、63 Hz、80 Hz、125 Hz、250 Hz、500 Hz、1 kHz、2
kHz、4 kHz、8 kHz、10 kHz、12.5 kHz、16 kHz、20 kHz。
5.2.1.3 测量状态
测量状态要求如下：
——音频处理器正常开机，待其进入正常稳定工作状态后，方可进行测量；
——音频处理器各通道的声像调整、压限处理、延迟、均衡控制等功能处于关闭或旁通状态；
——选取 AES/EBU 接口（符合 GY/T 158—2000，XLR 平衡接口）为测量输入接口（非同步信号端
口测量除外）；
——选取模拟音频信号接口（XLR 平衡接口）为测量输出接口（非同步信号端口测量除外）；
——在测量时选取电平值为 0 dBFS=24 dBu 为满度测量电平，-20 dBFS 为基准测量电平；
——数字输入端输入基准测量电平，调节电平控制器，使输出端电平为+4 dBu,如果输出电平达
不到要求，电平应调节到最大值，此状态为标准测量状态；
——对于数字域的测量，信号测试仪的输入阻抗、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阻抗设置为平衡 110 Ω。
5.2.2 基本功能
基本功能的测量方法如下：
a) 被测设备的 AES/EBU 数字音频接口输入频率为 997 Hz、基准测量电平的正弦波测量信号，核
查是否能够正常输出声道顺序一致的模拟音频信号；
b) 被测设备输入采样率为 48 kHz、量化比特数为 24 bit 的数字音频信号，核查是否能够正常输
出声道顺序一致的模拟音频信号；
c) 被测设备非同步端口输入电平值合适的粉红噪声测试信号，核查非同步端口输出通道是否能
够正常输出相应的音频信号；
d) 被测设备向各通道分别发出粉红噪声测试信号，在对应的输出端采集音频信号，核查是否能够
正确输出相应的粉红噪声信号；
e) 核查被测设备各声道是否具备独立的增益、延时、1/3 倍频程均衡调节的功能。
5.2.3 最大输出电平
最大输出电平测量方法如下：
a) 被测设备输入端输入频率为 997 Hz、满度测量电平的正弦波测量信号；
b) 音频信号测试仪输入端添加 20 Hz～20 kHz 带通滤波器；
c) 调节被测设备的输出电平，使输出端信号总谐波失真加噪声值达到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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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记录输出端信号电平值，即为最大输出电平，单位（dBu）。

5.2.4 通道间增益差
通道间增益差的测量方法如下：
a) 被测设备置于标准测量状态；
b) 被测设备输入端输入频率为 20 Hz～20 kHz、基准测量电平的正弦波测量信号；
c) 记录各频率取样点下的输出端信号电平值，单位（dBu）；
d) 选取最大增益通道和最小增益通道的电平差，即为通道间增益差,单位（dB）。
5.2.5 幅频响应
幅频响应的测量方法如下：
a) 被测设备置于标准测量状态；
b) 被测设备输入端输入频率为 20 Hz～20 kHz、基准测量电平的正弦波测量信号；
c) 记录各频率取样点下的输出端信号电平值，单位（dBu）。
5.2.6 信噪比
信噪比的测量方法如下：
a) 被测设备置于标准测量状态；
b) 音频信号测试仪输入端添加 20 Hz～20 kHz 带通滤波器；
c) 被测设备输入端输入频率为 997 Hz、基准测量电平的正弦波测量信号，记录输出端信号电平
值 U1，单位（dBu）；
d) 被测设备输入端输入频率为 997 Hz、电平为 0 fex 的正弦波测量信号，记录输出端信号电平
值 U2，单位（dBu）；
e) 信噪比 S/N 为 U1 与 U2 的差值，单位（dB）。
5.2.7 动态范围
动态范围的测量方法如下：
a) 被测设备置于标准测量状态；
b) 音频信号测试仪输入端添加 20 Hz～20 kHz 带通滤波器；
c) 被测设备输入端输入频率为 997 Hz、电平为-60 dBFS 的正弦波测量信号；
d) 使用 A 计权滤波，记录输出端信号总谐波失真加噪声值 N%；
e) 设动态范围为 D，按公式（1）计算动态范围，单位（dB）；
𝑁

𝐷 = −20 lg (100) + 60 ·································································· (1)
式中：

D——动态范围；
N——总谐波失真加噪声值。
5.2.8 通道间串音衰减
通道间串音衰减的测量方法如下：
a) 被测设备置于标准测量状态；
b) 被测设备相邻 A 通道和 B 通道输入端输入频率为 997 Hz、基准测量电平的正弦波测量信号，
记录 A 通道、B 通道输出端信号电平值 UA,A、UB,B ，单位（d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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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e)
f)
g)
h)
i)
j)
k)

被测设备 A 通道输入端输入频率为 997 Hz、基准测量电平的正弦波测量信号，B 通道输入端
不加入信号，记录 B 通道输出端信号电平值 UB,A ，单位（dBu）；
被测设备 B 通道输入端输入频率为 997 Hz、基准测量电平的正弦波测量信号，A 通道输入端
不加入信号，记录 A 通道输出端信号电平值 UA,B，单位（dBu）；
A 通道对 B 通道的串音衰减为 UA,A 与 UB,A 的差值，单位（dB）；
B 通道对 A 通道的串音衰减为 UB,B 与 UA,B 的差值，单位（dB）；
被测设备相邻 A 通道和 B 通道输入端输入频率为 20 Hz～20 kHz、基准测量电平的正弦波测量
信号，记录 A 通道、B 通道各频率取样点下的输出端信号电平值 UA,A、UB,B ，单位（dBu）；
被测设备 A 通道输入端输入频率为 20 Hz～20 kHz、基准测量电平的正弦波测量信号，B 通道
输入端不加入信号，记录 B 通道各频率取样点下的输出端信号电平值 UB,A，单位（dBu）；
被测设备 B 通道输入端输入频率为 20 Hz～20 kHz、基准测量电平的正弦波测量信号，A 通道
输入端不加入信号，记录 A 通道各频率取样点下的输出端信号电平值 UA,B，单位（dBu）；
A 通道对 B 通道的串音衰减为 UA,A 与 UB,A 的差值，单位（dB）；
B 通道对 A 通道的串音衰减为 UB,B 与 UA,B 的差值，单位（dB）。

5.2.9 总谐波失真加噪声
总谐波失真加噪声的测量方法如下：
a) 被测设备置于标准测量状态；
b) 音频信号测试仪输入端添加 20 Hz～20 kHz 带通滤波器；
c) 被测设备输入端输入频率为 997 Hz、基准测量电平的正弦波测量信号；
d) 记录输出端信号总谐波失真加噪声值；
e) 被测设备输入端输入频率为 20 Hz～20 kHz、基准测量电平的正弦波测量信号；
f) 记录各频率取样点下的输出端信号总谐波失真加噪声值。
5.2.10 互调失真
互调失真的测量方法如下：
a) 被测设备置于标准测量状态；
b) 被测设备输入端输入基准测量电平的正弦波测量信号；
c) 调节信号频率 60 Hz、7 kHz 的幅度比为 4：1；
d) 记录互调失真仪上的显示数值，即为被测设备的互调失真。
5.2.11 通道间相位差
通道间相位差的测量方法如下：
a) 被测设备置于标准测量状态；
b) 被测设备两个相邻通道输入端输入频率为 20 Hz～20 kHz、基准测量电平的正弦波测量信号；
c) 记录各频率取样点下的输出端信号相位差值。
5.2.12 次低频通道滤波
次低频通道滤波的测量方法如下：
a) 被测设备置于标准测量状态；
b) 被测设备输入端输入频率为 20 Hz～20 kHz、基准测量电平的正弦波测量信号；
c) 记录各频率取样点下的输出端信号电平值，单位（d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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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记录的各频率取样点下的输出端信号电平值与参考频率处输出端信号电平值之差即为幅频响
应的容差，单位（dB）；
以参考频率处输出端信号电平值为基准，在记录的各频率取样点下的输出端信号电平值中，查
找衰减 3 dB 处对应的频率，即为截止频率。

5.2.13 非同步信号端口最大输入电压
非同步信号端口最大输入电压的测量方法如下：
a) 被测设备置于标准测量状态；
b) 被测设备输入端输入频率为 1 kHz，电压为 1 V 的正弦波测量信号；
c) 调节被测设备的输入电压，使输出端信号总谐波失真加噪声值达到 1%；
d) 记录输入端信号电压值，即为最大输入电压。
5.2.14 非同步信号端口幅频响应
非同步信号端口幅频响应的测量方法如下：
a) 被测设备置于标准测量状态；
b) 被测设备输入端输入频率为 20 Hz～20 kHz，电压值为 1 V 的正弦波测量信号；
c) 记录各频率取样点下的输出端信号电平值,单位（dBu）。
5.2.15 非同步信号端口计权信噪比
非同步信号端口计权信噪比的测量方法如下：
a) 被测设备置于标准测量状态；
b) 音频信号测试仪输入端添加 20 Hz～20 kHz 带通滤波器；
c) 被测设备输入端输入频率为 1 kHz，电压值为最大输入电压值的正弦波测试信号，使用 A 计权
滤波，记录输出端信号电平值 U1，单位（dBu）；
d) 被测设备输入端输入频率为 1 kHz，电压值为 0 V 的正弦波测试信号，使用 A 计权滤波，记录
输出端信号电平值 U2，单位（dBu）；
e) 信噪比 S/N 为 U1 与 U2 的差值，单位（dB）。
5.2.16 非同步信号端口总谐波失真加噪声
非同步信号端口总谐波失真加噪声的测量方法如下：
a) 被测设备置于标准测量状态；
b) 音频信号测试仪输入端添加 20 Hz～20 kHz 带通滤波器；
c) 被测设备输入端输入频率为 20 Hz～20 kHz，电压值为 1 V 的正弦波测量信号；
d) 记录各频率取样点下的输出端信号总谐波失真加噪声值。
声频功率放大器（模拟输入/模拟输出）的测量方法
5.3.1 测量条件
5.3.1.1 测量设备
测量设备应符合以下要求：
——音频信号测试仪的精度应至少优于被测音频设备指标一个数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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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信号测试仪输出正弦波形失真度不大于 0.003%（频率：20 Hz～20 kHz）、电压误差不
大于 1%（电压范围：1 mV～ 10 V，频率：1 kHz）、失真度测量误差不大于 5%（频率：20 Hz～
20 kHz）；
——音频信号测试仪应具有 20 Hz～100 kHz 带通滤波器功能，起始频率和截止频率在通带内可
调；
——音频信号测试仪应具有 A 计权滤波器功能；
——功率分析仪精度应至少优于被测音频设备指标一个数量级、AC 输出失真度不大于 0.5%；
——音质主观评价用测试序列数字基准编码电平为-20 dBFS，测试序列应包含语声、乐声、环境
声和效果声；
——音质主观评价用数字音频处理器应不低于第 4.1 条中所规定的Ⅰ类技术要求。
5.3.1.2 测量优选频率
测量用滤波器的标称中心频率：20 Hz、31.5 Hz、40 Hz、63 Hz、80 Hz、125 Hz、250 Hz、500
Hz、1 kHz、2 kHz、4 kHz、8 kHz、10 kHz、12.5 kHz、16 kHz、20 kHz。
5.3.1.3 测量状态
测量状态要求如下：
——额定测量条件应按 GB/T 12060.3—2011 中 3.1.2 的规定进行；
——标准测量条件应按 GB/T 12060.3—2011 中 3.1.3 的规定进行；
——额定输出阻抗为 8 Ω时，额定源电动势为 1.4 V；额定输出阻抗为 4 Ω时，额定源电动势为
1.2 V；
——额定总谐波失真为 1%、额定电源电压为 220 VAC、失真限制的输出功率由生产厂家规定。
5.3.2 对应于额定失真限制的输出电压的最小源电动势
按GB/T 12060.3—2011中14.5.4的规定进行测量。
5.3.3 失真限制的输出功率
按GB/T 12060.3—2011中14.6.3的规定进行测量。
5.3.4 过载源电动势
按GB/T 12060.3—2011中14.7.1的规定进行测量。
5.3.5 最小输入电压
最小输入电平的测量方法如下：
a) 被测设备置于标准测量条件所设定的状态；
b) 监测输出端信号的失真数值；
c) 连续降低输入端的电压值，使输出端信号总谐波失真加噪声值达到 1%为止；
d) 记录输入信号的电压值，即为最小输入电压，单位（mVrms）。
5.3.6 电压增益
按GB/T 12060.3—2011中14.10.1的规定进行测量。
5.3.7 增益限制的有效频率范围
按GB/T 12060.3—2011中14.11.2的规定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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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 总谐波失真加噪声
按GB/T 12060.3—2011中14.12.3的规定进行测量。
5.3.9 互调失真
互调失真的测量方法如下：
a) 被测设备置于额定测量条件；
b) 调节信号电平，使输出功率等于额定失真限制的输出功率的 0.8 倍；
c) 调节信号频率 60 Hz、7 kHz 的幅度比为 4：1；
d) 记录互调失真仪上的显示数值，即为互调失真。
5.3.10 宽带信号噪声比
按GB/T 12060.3—2011中14.13.2的规定进行测量。
5.3.11 A 计权信号噪声比
按GB/T 12060.3—2011中14.13.2的规定进行测量。
5.3.12 通道间串音衰减
按GB/T 12060.3—2011中14.16.2的规定进行测量。
5.3.13 通道间增益差
按GB/T 12060.3—2011中14.17.1的规定进行测量。
5.3.14 通道间相位差
按GB/T 12060.3—2011中14.17.2的规定进行测量。
5.3.15 闲置状态功耗
闲置状态功耗的测量方法如下：
a) 被测设备置于标准测量条件；
b) 被测设备输入端不输入音频信号；
c) 使用功率分析仪测量并记录电源功率，单位（W）。
扬声器系统的测量方法
5.4.1 测量条件
5.4.1.1 测量设备
测量设备应符合以下要求：
——测量设备应符合 GB/T 12060.5—2011 中 8 的规定；
——测量准确度应符合 GB/T 12060.5—2011 中 9 的规定。
5.4.1.2 测量状态
测量状态要求如下：
——数字电影放映用扬声器测量应在自由场或半空间自由场条件下进行，自由场条件应符合 GB/T
12060.5—2011 中 5.2 的规定，半空间自由场条件应符合 GB/T 12060.5—2011 中 5.3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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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噪声至少低于被测信号声压级 10 dB；
——数字电影放映用扬声器系统与测量传声器的位置应符合 GB/T 12060.5—2011 中 7.1 的规
定；
——对于带有均衡调节的扬声器系统，应将均衡调节的功能关闭。
5.4.2 听音检测
按GB/T 12060.5—2011中17.1.3的规定进行测量。
5.4.3 连续噪声功率
连续噪声功率的测量方法如下：
a) 被测设备测量状态应按照 5.4.1.2 的规定进行；
b) 馈给被测设备生产厂家规定的电压和频率范围的粉红噪声信号；
c) 记录连续 2 h 而不产生热和机械损坏所确定的功率。
5.4.4 长期最大功率
按GB/T 12060.5—2011中18.3的规定进行测量。
5.4.5 额定阻抗
按GB/T 12060.5—2011中16.2的规定进行测量。
5.4.6 阻抗曲线
按GB/T 12060.5—2011中16.2的规定进行测量。
5.4.7 有效频率范围
按GB/T 12060.5—2011中21.2的规定进行测量。
5.4.8 指定频带内的特性灵敏度级
按GB/T 12060.5—2011中20.4的规定进行测量。
5.4.9 总谐波失真系数
按GB/T 12060.5—2011中24.1的规定进行测量。
设备可靠性、安全性和稳定性的测量方法
5.5.1 测量设备
5.5.1.1 可调节恒压电源
可调节恒压电源的交流电压调节范围应不小于140 V/50 Hz～260 V/50 Hz、AC输出失真度不大于
0.5%、AC电压调整步进不大于0.3 V。
5.5.1.2 高低温试验箱
高低温试验箱的温度可调节范围不小于0 ℃～40 ℃、均匀度控制在1 ℃之内、相对湿度可调节范
围不小于10%～80%、均匀度控制在1%之内。
5.5.2 音频处理器温湿度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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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处理器温湿度适应能力的测量方法如下：
a) 连接数字电影放映用播放器、声频功率放大器、扬声器系统和被测设备；
b) 声频功率放大器和被测设备置于标准测量状态；
c) 将被测设备置入高低温试验箱，使用数字电影放映用播放器播放音质主观评价用测试信号，在
温度 0 ℃、相对湿度为 10%的测量环境中稳定 2 h 后，开机连续 8 h 运行，检查被测设备是
否能正常稳定工作；
d) 将被测设备置入高低温试验箱，使用标准的数字电影放映用播放器播放音质主观评价用测试
信号，设备在温度 40 ℃、相对湿度为 80%的测量环境中稳定 2 h 后，开机连续 8 h 运行，检
查被测设备是否能正常工稳定工作。
5.5.3 声频功率放大器温湿度适应能力
声频功率放大器温湿度适应能力的测量方法如下：
a) 连接数字电影放映用播放器、音频处理器、扬声器系统和被测设备；
b) 音频处理器和被测设备置于标准测量状态；
c) 将被测设备置入高低温试验箱，使用数字电影放映用播放器播放音质主观评价用测试信号，在
温度 0 ℃、相对湿度为 10%的测量环境中稳定 2 h 后，开机连续 8 h 运行，检查被测设备是
否能正常稳定工作；
d) 将被测设备置入高低温试验箱，使用标准的数字电影放映用播放器播放音质主观评价用测试
信号，在温度 40 ℃、相对湿度为 80%的测量环境中稳定 2 h 后，开机连续 8 h 运行，检查被
测设备是否能正常稳定工作。
5.5.4 电源适应范围
电源适应范围的测量方法如下：
a) 将被测设备接入可调节恒压电源，调节电压为 160 V/50 Hz，检查设备是否能正常工作；
b) 将被测设备接入可调节恒压电源，调节电压为 240 V/50 Hz，检查设备是否能正常工作；
c) 将被测设备接入可调节恒压电源，调节电压为 160 V/50 Hz 到 240 V/50 Hz 之间变化，检查
设备是否能正常稳定工作。
5.5.5 断电保护
断电保护的测量方法如下：
将被测设备进行断电、启动多次操作，检查设备是否能正常稳定工作。
5.5.6 规范操作
规范操作的测量方法如下：
将被测设备按照产品说明书中的要求进行操作，检查设备是否能正常稳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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