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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电视用发声屏幕声学性能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具有发声功能的激光电视用屏幕的声学性能测量方法和技术指标。 
本文件适用于激光电视机产品用发声屏幕的设计、制造、检验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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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3-1987 高保真扬声器系统最低性能要求及测量方法 
GB/T 12060.2-2011 声系统设备 第 2 部分：一般术语解释和计算方法 
GB/T 12060.5-2011 声系统设备 第 5 部分：扬声器主要性能测量方法   
GB⁄T 12060.11-2012  声系统设备 第 11 部分：声系统设备互连用连接器的应用 
ITU-T Rec. P.58（05/2013） 通信设备用头和躯干模拟器（Head and torso simulator for 

telephonometry） 

3 术语和定义 

GB/T 12060.2-2011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发声屏幕 sonic screen 

装有驱动装置，可利用屏幕振动产生声音的光学投影屏幕。 

3.2  
声分离度 sound isolation 

立体声发声屏幕中左、右两个声道声音信号的分离程度。 

3.3  
模拟安装界面 simulated installation interface 

具有一定厚度和密度，可在测试过程中代替实际墙面的硬质物体。 

3.4  
头和躯干模拟器 head and torso simulator 

头和躯干模拟器应符合 ITU-T Rec. P.58 规定，并至少具有左右两个满足 Type3.3 型号的仿真耳。 

4 标准测量条件 

4.1 环境条件 

测量应该在以下标准环境条件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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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23℃±3 ℃； 
——相对湿度：2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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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量应该在满足 4.2.1 和 4.2.2 的声学环境条件下进行。 

4.2.1 自由场条件 

符合 GB/T 12060.5—2011 中 5.2 规定的声学条件。 

4.2.2 环境噪音 

符合 GB/T 12060.5—2011 中 6 规定的声学条件。 

4.2.3 参考面、参考点、参考轴、测试点 

参考面、参考点、参考轴和测试点位置应符合图 1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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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 ——参考面； 
2 ——参考点； 
3 ——参考轴； 
4 ——测量传声器； 
P0~P8 ——测试点； 
L ——屏幕长度； 
W ——屏幕宽度； 
R ——测试距离。 

图1 参考面、参考点、参考轴、测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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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参考面 

参考面为发声屏幕的平面。 

4.2.5 参考点 

参考点为发声屏幕的物理对称中心。 

4.2.6 参考轴 

通过参考点垂直于参考面的线。 

4.2.7 测试点 

屏幕长度与宽度四等分线确定的 9 个点，标号从 P0~P8，其中 P0即为参考点。 

4.2.8 测量距离 

指参考点与测量传声器之间的距离。 

4.3 测量仪器 

GB/T 12060.5—2011 中第 8 章节规定的测量设备，测量传声器应采用压强传声器。 

4.4 模拟安装界面 

当产品使用形态为需要通过挂架安装在墙面上使用时，应使用发声屏幕标配挂架按照产品说明书

的安装要求，将其安装在模拟安装界面上。模拟安装界面应符合附录 A 的要求。 

5 技术要求 

5.1 一般要求 

5.1.1 机械互连 

若采用圆形接插件的机械连接，必须符合 GB/T 12060.11-2012 的有关规定。 
同时允许由制造厂规定的其他连接，如接线柱等。 

5.1.2 电气互连 

5.1.2.1 极性标志 

屏幕发声系统输入端的极性标志是指馈给激励器单元瞬时直流电压时，屏幕膜片向外运动，那么

电压正端所接的输入端为正极，用红色或符号“+”表示。 

5.1.2.2 声道标识 

具有多声道系统的发声屏幕端子，可使用用标签、线材或插头颜色等易于分辨的标识予以区分。 

5.2 电声性能要求  

电声学性能技术要求见表 1。 

表1 发声屏幕电声性能技术要求 

序号 项目 单位 性能要求 

1 额定阻抗 Ω 优选 4、6、8、16，允差范围≤±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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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额定噪声功率 W 由产品规范规定，试验后应无热损伤和机械损

伤，并符合 6.9 的规定。 

3 额定长期最大功率 W 由产品规范规定。试验后，扬声器系统应无永久

性损坏。 

4 有效频率范围 Hz 由产品规范规定 

5 指定频带内的平均声压级 dB 由产品规范规定 

6 总谐波失真 

250 Hz～2000 Hz — ≤4% 

2000 Hz～12500 Hz — ≤3% 

250 Hz～12500 Hz 个 宽度≤1/3oct 超过允限值失真片≤3 

7 幅频响应差 dB 在 250 Hz～8000 Hz 频率范围内＜3 

8 声分离度 dB ≥5 

9 多点声压一致性 — 符合产品规格规定 

10 听音检验 — 
检听声音时，不应出现碰圈声、垃圾声、机械声

及其他异常音 

6 测量方法 

6.1 额定阻抗 

按 GB/T 12060.5—2011 中 16.1 进行。 

6.2 额定噪声功率 

按 GB/T 12060.5—2011 中 17.1 及 18.1 进行。 

6.3 长期最大功率 

按 GB/T 12060.5—2011 中 17.3 及 18.3 进行。 

6.4 有效频率范围  

按 GB/T 12060.5—2011 中 21.2 进行。 

6.5 指定频带内的平均声压级 

按 GB/T 12060.5—2011 中 20.6 进行。 

6.6 总谐波失真 

按 GB/T 12060.5—2011 中 24.1.2 进行。 

6.7 幅频响应差 

按 GB 7313-1987 中 3.12.3 进行。 

6.8 声分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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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将头和躯干模拟器及发声屏幕同时置于自由场中，并按照图 2的方式进行配置。头和躯干模拟

器正对屏幕，头和躯干模拟器参考点（HATS Reference Point）位于参考轴上，并与屏幕参考

点之间的距离 dHF=2 m，垂角 θHF=0°； 

 

图2 头和躯干模拟器与发声屏幕配置示意图 

b) 使用 1.5 kHz～20 kHz 频率范围的粉噪信号作为测试信号，输入给左声道或者右声道，并采

用头和躯干模拟器取代测量传声器作为声压采集装置，其他测量步骤参照GB/T 12060.5—2011

中 20.1.2及 20.5.2进行；  

c) 分别记录从头和躯干模拟器左仿真耳和右仿真耳采集到的平均声压级，并计算两耳声压代数

值的绝对差。 

6.9 多点声压一致性 

a) 将测量传声器设置在平行于参考轴、穿过测试点、距离参考面 r的位置上，其他测试步骤和计

算方法参照按 GB/T 12060.5—2011中 20.6 的规定进行。测量 L0-L8共 9个声压级数值，分别

对应 P0-P8测试点。 

b) 按照公式 1计算多点声压一致性。 

 𝑈𝑈𝑆𝑆𝑆𝑆𝑆𝑆 = �𝑆𝑆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𝑆𝑆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 × 100%  ..................... (1) 

式中： 
USPL ——多点声压一致性； 
Lmax ——L0-L8中最大值； 
Lmin ——L0-L8中最小值。 

6.10 听音检查 

应符合 GB/T 12060.5—2011 中附录 D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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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 

模拟安装界面 

A.1 模拟安装界面 

模拟安装界面的面板应符合如下规定： 
a) 为了确保模拟安装界面与发声屏幕后面空气腔体的完整性，模拟安装界面的面板长 L`、宽 W`

均应该不小于被测激光发声屏幕的长 L、宽 W。 
b) 为了尽量减少模拟安装界面对消音室自由场环境的干扰，安装界面的面积(L`×W`)应不大于

发声屏幕面积(L×W)的 1.1 倍。 
例如，88 寸的发声屏幕推荐尺寸为 L`=2.0 米，W`=1.2 米。 

c) 为了确保模拟安装界面能够模拟家庭客厅墙壁，安装界面应该具有一定的质量。本文件推荐

使用采用 2.5cm 厚中密度板(650Kg/m3）或更厚、密度更高的其他板材确保测试过程中模拟

安装界面不会与屏幕发生共振。 
d) 模拟安装界面与发声屏幕接触表面，应保持光滑。 
图 A.1 示意了一种模拟安装界面的结构。模拟安装界面由面板和底座构成。底座选材与形状应考

虑稳固性要求；底座的高度应根据测试环境设定，以使发声屏幕的物理中心处于消音室自由场范围

内。 

W

1

2

3

4
 

标引序号说明： 
1——模拟安装界面面板； 
2——激光发声屏幕； 
3——激光电视主机； 
4——模拟安装界面底座。 

图A.1 模拟安装界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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