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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手册

多功能厅/报告厅，演艺中心，体育场馆，机场，火车站等各类场所的扩声系统性能日益受到人们的关
注。它们不仅影响在场人员的体验，在必要时刻，信息的清晰传达甚至能挽救生命。

一系列国家标准对此类厅堂扩声系统或公共广播系统的性能提出了明确要求。NTi Audio 的解决方案
完全满足标准中对规范化测量的严苛要求。

特性

 — 符合标准：GB/T 4959，GB/T 50526，GB/T 50371 ...
 — 自动处理数据并生成标准化报告
 — 极高的测量效率

测量解决方案
厅堂扩声与公共广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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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手册厅堂扩声与公共广播系统

测量参数
国家标准要求测量的主要参数包括：

• 声输入/电输入传输[幅度]频率特性
• 传声增益
• 声场不均匀度
• 电输入法/声输入法最大声压级
• 总噪声级
• 系统总噪声级
• 系统总谐波失真
• 背景噪声
• 混响时间/再生混响时间
• 扩声系统语言传输指数（STIPA） 

...

NTi Audio 声学测试系统

 —  XL2 音频与声学分析仪
 — M2230 或其它量测麦克风
 —  MR-PRO模拟音频信号发生器
 — TalkBox 参考声源
 — 室内声学报告软件
 — 语言清晰度 STIPA 选件
 — 扩展声学包选件
 — 频谱公差选件
 — 其它配件

XL2 分析仪套件和 TalkBox

www.ntiaudi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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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手册厅堂扩声与公共广播系统

XL2 - 一台仪器，多样功能

XL2 和麦克风组成了精密声
级 计 。所 有 测 量 结 果 同 时 可
用，包括 Leq，Lmin，Lmax，
和 LCpeak 等，支持频率计权 
A，C，Z 和时间计权快速，慢速
和脉冲（选件）。

实时频谱分析可完美用于对音
响系统等进行优化。XL2 测量
并记录宽频带结果以及量测分
辨率为 1/1 或 1/3 倍频程的实
时频谱。

实时 FFT 频谱分析是观察梳
状 滤 波 与 窄 频 效 应 的 理 想 工
具。它可以在 3 个频率范围上
量测实时声压级与等效声压级 
Leq。

声级计 频谱分析 FFT 分析 极性，延迟，示波器

它还能测量扬声器极性，扬声
器阵列延迟时间线，查看信号
的波形。

它还能测量扬声器极性，扬声
器阵列延迟时间线，查看信号
的波形。

XL2 是具有平衡 XLR 与非平
衡 RCA 输入端口的高性能分
析仪。可同时量测信号平衡，电
平,失真（THD+N）与频率。

使用脉冲信号或闸控粉噪声自
动触发测量 RT60 混响时间。

极性，延迟，示波器 音频分析仪 RT60 混响时间

振动选件将 XL2 变成了灵活的
振动计，可以进行低至 0.7 Hz 
的 FFT 分析和数据记录。

振动（选件）

语言清晰度（选件）

XL2 分析仪基于最新的 IEC 
60268-16 等标准测量语言
传输指数（STI）和通用可懂度

（CIS)，包含环境噪声修正以
及自动平均测量结果功能。

扩展声学包为声压级记录和声
学测量提供更多功能，如记录
线性音频文件，100 毫秒数据
记录，事件监控，1/3 倍频程分
辨率混响时间 RT60 等功能。

频谱公差选件扩展了频谱分析
功能，包括 1/6 和 1/12 倍频程
分辨率，高分辨 FFT，参考数据
记录，对比，框限管理，和噪声
曲线测量等。

扩展声学包（选件） 频谱公差（选件） 选件还包括：

 • 室内声学选件

 • 影院音响校准选件

 • 建筑隔声选件

 • 声功率选件

 • 远程测量选件

 • 数据分析处理器选件

 • 型式认证选件

www.ntiaudi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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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手册厅堂扩声与公共广播系统

声学输入 音频处理系统 测量

符合标准的测量
标准中要求采用电输入法或声输入法进行测量。

MR-PRO 音频信号发生器

电输入法测量的必备信号发生器。MR-PRO 能以很小的波峰因数播放
粉噪声，用于频谱和混响时间 RT60 等的测量。

TalkBox 声学信号发生器

声输入法测量的必备信号发生器。它能模拟人类演讲者（60 dBA @ 
1m，依据 IEC 60268-16 标准）发出 STIPA 等各类测试信号和语音信
息。

DS3 十二面体声源扬声器

DS3 十二面体扬声器是一个强大的全指向性声源。经优化的频谱能提
供均衡的高声压级信号，用于混响时间的精确测量

声输入法测量示意

www.ntiaudi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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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键报告
室内声学报告软件

将测量数据导入到室内声学报告软件中，自动生成标准化测量报告。软件将帮助声学专家和从业人员
以可视化方式详细评估通过 XL2 声级计测量的数据。支持GB 50371 的传输频率特性，传声增益，声场
不均匀度的自动计算，还支持总噪声级，系统总噪声级的平均计算，混响时间，吸声系数，频谱报告等。

STIPA 报告生成工具

支持多种语言，依据 IEC 60268-16 或 VDE0833 标准创建测量报
告。它可以综合安静环境下测量的 STIPA 值和白天的实际环境
噪声。这样就可以得到真实情形下的客观 STIPA 值。直接从 XL2
导入测量数据，包括测得的环境噪声，得到对应的语言清晰度
STI 或 CIS 值。

www.ntiaudi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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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培训
NTi Audio 的所有仪器都有优秀的交互界面，用户可以轻松上手。

我们也提供一系列培训计划，帮助用户解决特定的应用问题，丰富的培训方式包括：

视频教程

我们录制了一系列产品和应用的视频教程帮助您快速入门。

您可以了解硬件/软件的基本功能和操作，理解测量难点。

网络培训

免费的网络培训是最高效的学习方式，我们会定期在全球各个时区
举行多语言的网络培训，培训覆盖理论、应用和仪器仪表相关知识。

认证培训

通过经 NTi Audio 认证的培训，您不仅能深入了解满足国家标准的
测量原理和方法，还能通过实践，掌握标准的操作流程，在最短时间
内熟悉仪器特性。并且，您将了解如何获得符合要求的规范化测量
报告。

定制培训

您可以直接与我们联系，NTi Audio 的工程师们将和您沟通并确认
培训主题，时间和方式（现场培训，网络一对一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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