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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电产品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及测试方法 

（数字电视音频质量客观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视机音频质量测量评价方法及分级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平板电视、激光电视等电视机设备，是电视机音质评价分级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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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5.1-2010 电声学 声级计 第1部分：规范 

GB/T 9002 音频、视频和视听设备及系统词汇 

GB/T 12060.2 声系统设备 第2部分：一般术语解释和计算方法 

GB/T 12060.5 声系统设备 第5部分：扬声器主要性能测量方法 

SJ/T 11157.2-2016 电视广播接收机测量方法 第2部分_音频通道的电性能和声性能测量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9002和GB/T 12060.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70 dB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70 

STD.DEV.@70 

在参考频率范围内平均声压级为70 dBSPL时，测得的电视机频率响应的标准差。 

3.2  

最大音量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max 

STD.DEV.@MAX 

在参考频率范围内平均声压级为最大音量时，测得的电视机频率响应的标准差。 

3.3  

低音下潜频率 low-frequency extension 

LFE 

http://gb.sac.gov.cn/stdlinfo/servlet/com.sac.zhcx.GjbzcxDetailServlet?std_code=GB/T%203785.1-2010
http://gb.sac.gov.cn/stdlinfo/servlet/com.sac.zhcx.GjbzcxDetailServlet?std_code=GB/T%203785.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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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考频率范围内平均声压级为70 dBSPL时，测得的电视机频率响应曲线，以70 dB下降6 dB所
得到的的最低频率。 

3.4  

高音延展频率 high-frequency extension 

HFE 

在参考频率范围内平均声压级为70 dBSPL时，测得的电视机频率响应曲线，以70 dB下降10 dB所
得到的的最高频率。 

3.5  

动态范围压缩偏差 dynamic range compression deviation 

DRC.DEV 

最大音量频响曲线与70 dB音量频响曲线的差值的标准差。 

3.6  

70 dB计权总谐波失真 weighted 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 @70 

Weighted THD @70 

在参考频率范围内平均声压级为70 dBSPL时，规定频率范围内的三分之一倍频程优选频率点总谐

波失真的平均值。 

3.7  

最大音量计权总谐波失真 weighted 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 @max 

Weighted THD @MAX 

在参考频率范围内平均声压级为最大音量时，规定频率范围内的三分之一倍频程优选频率点总谐波

失真的平均值。 

3.8  

70 dB互调失真 intermodulation distortion @70 

IMD @70 

在参考频率范围内平均声压级为70 dBSPL时，电视机声音输出的互调失真。 

3.9  

最大音量互调失真 intermodulation distortion @max 

IMD @MAX 

在参考频率范围内平均声压级为最大时，电视机声音输出的互调失真。 

4 标准测量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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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环境条件 

测量应该在以下标准环境条件下进行： 

a) 温度：23 ℃±3 ℃； 

b) 相对湿度：25 %～85% RH； 

c) 大气压：86 kPa～106 kPa。 

当测量不在上述标准条件下进行时，需在测量报告中标注。 

4.2 声学环境 

4.2.1 自由声场 

指自由空间的声学条件，在该空间中点声源所辐射的声压P与测量距离r之间应满足 1p r∝ 定律。

参考SJ/T 11157.2-2016，要求电视机到传声器之间的空间,在频率125 Hz~10000 Hz范围内满足上述条

件,允差±1 dB。 

4.2.2 环境噪声 

在测试频率范围内，背景噪声声压级低于被测声信号声压级10 dB以上。 

上述条件一般在全消声室实现，也可以在满足上述条件的自由场空间实现。 

4.2.3 参考面、参考点和参考轴 

4.2.3.1 参考面 

参考面为电视机屏幕的平面。参考面用于确定参考点的位置和参考轴的方向。 

4.2.3.2 参考点 

参考点为参考面上的一个点。为电视机屏幕的几何中心。 

4.2.3.3 参考轴 

通过参考点垂直于参考面的线。即为指向性图和频率响应测量时的零度参考轴。 

4.2.3.4 测量距离 

指电视机参考点与测量传声器之间距离，用r表示，参考SJ/T 11157.2-2016。r取值参考如下： 

a) 电视机屏幕对角线长度小于或等于66cm时测量距离取1m； 

b) 电视机屏幕对角线长度大于66cm时测量距离取2m。 

有关量值(如最大声压级)其结果均要换算到1m。 

4.2.4 测量传声器 

在自由场中使用已知校正值的自由场型测量传声器。应符合GB/T 3785.1-2010中的规定。 

4.2.5 测试信号 

测试信号为20 Hz~20 kHz范围内1/24倍频程一段正弦脉冲信号，可通过HMDI接口输入、USB口外接

存储设备播放、AV输入等方式向特测试设备输入测试信号。模拟信号幅度采用500 mV，数字信号幅度

为-12 dB FS，位宽16 bit，48 kHz采样率，以音频文件存储在优盘里时，文件格式为未经压缩的WAV格

式。测试信号包含左右两个声道。 

http://gb.sac.gov.cn/stdlinfo/servlet/com.sac.zhcx.GjbzcxDetailServlet?std_code=GB/T%203785.1-2010
http://gb.sac.gov.cn/stdlinfo/servlet/com.sac.zhcx.GjbzcxDetailServlet?std_code=GB/T%203785.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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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声学测量的准确度 

在规定频率范围内总误差应不超过±2 dB。 

4.2.7 样机设置 

样机所有关于声音、音质处理的设置，维持厂家出厂设置。若存在动态音效处理，应选择其它可以

执行本规范测量的非动态调整模式，并在评价结论中体现测试模式。 

4.2.8 水平校准信号 

用于测试前校准电视机音量设置的信号。校准信号为频宽500 Hz~2 kHz，-6 dB FS的粉红噪声。由

符合GB/T 12060.2规定的粉红噪声通过带通滤波器限制频率而获得，带通滤波器阻带衰减斜率至少为

24 dB/oct，通过调幅器将幅度限制为-6 dB FS，为避免削波，粉红噪声峰值因数宜在3至4之间。 

5 测量方法 

5.1 频率响应测试 

5.1.1 测量条件 

待测样机及测试环境依照4.2进行摆放和设置。 

5.1.2 测试用信号 

测试信号分为两个，水平校准信号和扫频测试信号： 

a) 水平校准信号,在以下不同声压级测试前，首先执行水平校准信号，将电视机声压级校准至对

应的水平。校准信号为频宽500 Hz~2 kHz，-6 dB FS的粉红噪声，测试时播放或输入校准信号

的通道与测试使用的通道一致，如HDMI或者优盘本地播放； 

b) 扫频测试信号，校准完毕以后，电视机播放扫频信号进行声压级的测试； 

c) 在规定频率范围内，在频响曲线上按照1/12 oct读取样本点，读数时不计峰谷宽度小于1/24 oct

的声压级（dB）值。 

5.1.3 频率响应目标曲线 

在20 Hz~20000 Hz范围内，以幅度为70 dB的平直曲线，作为目标曲线，用以频率响应评测的基准。 

5.1.4 70 dB标准差测量方法 

首先按照5.1.1进行条件设置；电视机播放校准信号，同时采用声级计在测试位置测量声压级，C
计权，慢速测量，调整电视机音量，直至声压级为70 dB SPL；播放4.2.5规定的扫频信号，测量测试

位置处的声压频响曲线。 

5.1.4.1 数据处理与计算 

70 dB声压频响曲线与70 dB目标曲线进行比较，并计算标准差STD.DEV.@70。计算标准差时，低

频起始点选择5.6.7测量得出的低音下潜频率。 

STD. DEV. @70 = �1
𝑁𝑁
∑ (𝑋𝑋𝑖𝑖 − 70)2𝑁𝑁
𝑖𝑖=1 ………………………………（1） 

式中： 

N——测试样本点总数； 

Xi——频响测试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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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最大声压级测量方法 

首先按照5.1.1进行条件设置；电视机播放校准信号，同时采用声级计在测试位置测量声压级，C
计权，慢速测量，调整电视机音量至最大；测量测试位置处的声压级换算至1米处即为最大声压级MAX 
SPL，单位dB SPL。 

5.1.6 最大音量标准差测量方法 

首先按照5.1.1进新条件设置；调整电视机音量至最大；播放4.2.5规定的扫频信号，测量测试位置

处的声压频响曲线。 

5.1.6.1 数据处理与计算 

上下平移曲线，以使得500 Hz~2 kHz之间的平均声压级为5.1.5测量得出的最大声压级。然后，声

压频响曲线与目标曲线进行比较，并计算标准差STD.DEV.@MAX。计算标准差时，低频起始点选择

5.1.7测量得出的低音下潜频率。 

STD. DEV. @MAX = �1
𝑁𝑁
∑ (𝑋𝑋𝑖𝑖 − LASmax)2𝑁𝑁
𝑖𝑖=1  ………………………………（2） 

式中： 

N——测试样本点总数，按照1/12 oct读取样本点； 

Xi——频响测试数值； 

LASmax——最大声压级MAX SPL。 

5.1.7 低音下潜频率测量方法 

低音下潜频率定义能够达到70 dB频响曲线下降6 dB所对应的最低频率，测量方法同5.1.4，可在

处理后的70 dB频响曲线上直接读出。 

5.1.8 高音延展频率测量方法 

高音延展频率定义能够达到70 dB频响曲线下降10 dB所对应的最高频率，测量方法同5.1.4，可在

处理后的70 dB频响曲线上直接读出。 

5.1.9 动态范围测量方法 

动态范围DRC.DEV为70 dB频响曲线和最大音量频响曲线的差值的标准差，由5.1.4和5.1.6测得曲

线计算而得出。 

5.2 失真测试 

5.2.1 测量条件 

待测样机及测试环境依照4.2进行摆放和设置。 

5.2.2 70 dB计权总谐波失真 

5.2.2.1 测量方法 

首先按照5.1.1进行条件设置；电视机播放校准信号，同时采用声级计在测试位置测量声压级，C
计权，慢速测量，调整电视机音量，直至声压级为70 dB SPL；播放4.2.5规定的扫频信号，测量测试

位置处的失真曲线。 

5.2.2.2 数据处理与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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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音频分析仪记录失真并绘成和频率相关曲线，在规定的频率范围内各1/3倍频程优选频率点上，

取值并通过下式计算得到总谐波失真: 

 

2 2 2
2 3

2 2 2
2

......
100%

......
f f nf

t

f f nf

p p p
d

p p p

+ + +
= ×

+ + +
………………………………（3） 

式中： 

nfp ——选定频率的整数倍谐波的声压，n≥5(除非另有规定，测量中不包含15 kHz以上的谐波失

真)。 

在低音下潜频率LFE（5.1.7）至7100 Hz范围1/3倍频程优选频率点上，测试dt并计算平均值,即为

Weighted THD @70。参考SJ/T 11157.2-2016，测量不包括15 kHz以上的谐波失真。 

5.2.3 最大音量计权总谐波失真 

5.2.3.1 测量方法 

首先按照5.1.1进行条件设置；电视机播放校准信号，同时采用声级计在测试位置测量声压级，C
计权，慢速测量，调整电视机音量，直至声压级为最大；播放4.2.5规定的扫频信号，测量测试位置处

的失真曲线。 

5.2.3.2 数据处理与计算 

通过音频分析仪记录失真并绘成和频率相关曲线，在规定的频率范围内各1/3倍频程优选频率点上，

取值并通过下式计算得到总谐波失真: 

 

2 2 2
2 3

2 2 2
2

......
100%

......
f f nf

t

f f nf

p p p
d

p p p

+ + +
= ×

+ + +
………………………………（4） 

式中 

nfp ——选定频率的整数倍谐波的声压，n≥5(除非另有规定，测量中不包含15 kHz以上的谐波失

真)。 

在低音下潜频率LFE（5.1.7）至7100 Hz范围1/3倍频程优选频率点上，测试dt并计算平均值即为

Weighted THD @MAX。参考SJ/T 11157.2-2016，测量不包括15 kHz以上的谐波失真。 

5.2.4 70 dB互调失真 

5.2.4.1 测量方法 

首先按照5.1.1进行条件设置；电视机播放校准信号，同时采用声级计在测试位置测量声压级，C
计权，慢速测量，调整电视机音量，直至声压级为70 dB SPL；播放DIN (250 Hz &8 kHz)双音信号，

幅度-9 dB FS，比例4:1，测量2次调制失真。 

5.2.4.2 数据处理与计算 

参考GB/T 12060.5关于特性谐波失真的测量及计算方法，测试二次调制失真IMD。播放DIN信号，

并测量失真成分的幅度，计算二次调制失真IMD(DIN)作为调制失真的结果，以百分比计。 

IMD(DIN) = 𝑝𝑝(𝑓𝑓2−𝑓𝑓1)+𝑝𝑝(𝑓𝑓2+𝑓𝑓1)

𝑝𝑝𝑓𝑓2
× 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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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最大音量调制失真 

5.2.5.1 测量方法 

首先按照5.1.1进行条件设置；电视机播放校准信号，同时采用声级计在测试位置测量声压级，C
计权，慢速测量，调整电视机音量，直至声压级为最大；播放DIN (250 Hz & 2kHz)双音信号，幅度

-9 dB FS，比例4:1。 

5.2.5.2 数据处理与计算 

参考5.2.4.2计算方法，测量计算IMD(DIN)。 

6 评价方法 

6.1 概述 

通过第5章测量方法测得的各项数据，根据本章的评价方法，最终得出测试样机的音频质量评价总

分。 

6.2 各要素评分方法 

6.2.1 频率响应参数评分规则 

最低分0分，最高分10分，中间段按照线性比例得出分数。详细如下表1。 

表 1 频率响应参数评分规则 

评价参数 0分 （0,10） 10分 

LFE ≥250 Hz 

按照线性比例得出分数 

≤40 Hz 

STD.DEV.@70 ≥10 dB ≤0.5 dB 

STD.DEV.@MAX ≥10 dB ≤0.5 dB 

HFE ≤5 kHz ≥10 kHz 

MAX SPL ＜80 dB ≥100 dB 

DRC.DEV ≥6 dB ≤0.5 dB 

6.2.2 频率响应得分计算权重 

频率响应得分计算权重详细如下表2。 

表 2 频率响应得分计算权重 

评价参数 权重 频率响应得分 备注 

LFE 25 % 频率响应得分=低音下潜×25 %+70 

dB标准差×30 %+最大音量标准差

×10 %+高音延展频率×10 %+最大

音量×15 %+动态范围压缩标准差

×10 % 

测试方法见5.1.7 

STD.DEV.@70 30 % 测试方法见5.1.4 

STD.DEV.@MAX 10 % 测试方法见5.1.6 

HFE 10 % 测试方法见5.1.8 

MAX SPL 15 % 测试方法见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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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C.DEV 10 % 测试方法见5.1.9 

6.2.3失真参数评分规则 

最低分0分，最高分10分，中间段按照线性比例得出分数。详细如下表3。 

表 3 频率响应参数评分规则 

评价参数 0分 （0,10） 10分 

Weighted THD @70 ≥10 % 

按照线性比例得出分数 

≤1 % 

Weighted THD @MAX ≥20 % ≤2 % 

IMD @70 ≥20 % ≤0.1 % 

IMD @MAX ≥50 % ≤1 % 

6.2.4 失真得分计算权重 

失真得分计算权重详细如下表4。 

表 4 失真得分计算权重 

评价参数 权重 频率响应得分 备注 

Weighted THD @70 40 % 
失真得分=70 dB计权失真×40 %+最

大音量计权失真×25 %+70 dB互调失

真×10 %+最大音量互调失真×25 % 

测试方法见5.2.2 

Weighted THD @MAX 25 % 测试方法见5.2.3 

IMD @70 10 % 测试方法见5.2.4 

IMD @MAX 25 % 测试方法见5.2.5 

6.3 电视机音质得分计算权重 

电视音质得分计算权重详细如下表5。 

表 5 电视音质得分计算权重 

评价项目 权重 音质得分 

频率响应 85 % 
音质得分=频率响应得分×85 %+失真得分×15 % 

失真 15 % 

7 电视机音质分级 

电视机音频质量根据评分进行分为4级，每一级别应满足的最低得分要求如下表6。 

表 6 电视机音质分级 

电视音质级别 音质得分（单位：分，满分10分） 

A级 ≥8.0 

B级 ≥6.0 

C级 ≥4.0 

D级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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