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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2 MINIRATOR

正弦波、扫频、噪声及更多功能

频率精度达 0.01 Hz

外接电源 与 USB 接口

屏幕背光与静音功能键

输出电平最大达 +8 dBu

THD+N < -90 dB (0.003%)

模拟音频信号发生器

正弦波输出
MR2可在自由选定的频率上发出极纯
的正弦波信号。另外，扫频信号可以
在任何频率间隔达1/12的倍频程。

粉噪声，白噪声
粉噪声与白噪声是由高密度频谱合
成，常态振幅分布与无限的周期，自
动周期性的开启与关闭模式，方便与
Acoustilyzer AL1用于混响时间 RT60 
的量测。

极性，延迟
附加的测试信号用于量测扬声器或
电缆极性与传送延迟，能理想的与
ML1/AL1搭配使用。 

Minirator MR2是功能强大的音频信号发生器，提供全范围有用的测试信号，做为专业音频设备的校正、维护与保养。MR2上的旋转键与旁边
操作功能键，具有快速直观的操作与微调功能。操作时，可使用屏幕背光，静音功能键，安全手带，外置直流电源插口与用于韧件升级的USB接
口。

直观的操作
透过功能键，可改变常用的参数如波
形、电平、频率。旋转键的灵敏度可
由”sens”键调整。 

静音功能键
静音”mute”键可将信号发生器输
出设为静音。闪烁的背光提示使用者
静音功能已开启。

外置直流电源与USB接口
电池组一般可使用20小时，也可使用
外置直流电源适配器。可用USB接口
透过NTi Audio网站更新韧件。

MR2 / MR-PRO 技术指标

输出 平衡 XLR, 不平衡 RCA 
 幻象电源阻隔
输入 XLR 用于电缆测试 (MR-PRO) 
 直流电源适配器， USB 接口
波形格式 正弦波，极性测试信号，延迟测试信号 
 白噪声 (波峰因素 = 3.05) 
 粉噪声 (波峰因素 = 4.5), 波形档案回放(MR-PRO)
波形档案格式 取样频率:  48 kHz 
(MR-PRO) 分辨率:  16 位元,单声道 与 立体声  
 输出电平: 0 dBFS = 18 dBu (正弦) 依据 EBU R68
频率设置 范围:   10 Hz - 20 kHz 
 增量:  1位元 
 精度:  0.01%
扫频功能  频率范围:  自由选定 
 增量:  1/1, 1/3, 1/6, 1/12 倍频程
 扫频速度:   自由选定， 0.5 - 5 秒
连续扫频 频率范围:  自由选定 
(Chirp)功能 增量:  线性 / 对数
 Chirp 速度:   1 - 99 秒 每周期 
电平单位 MR-PRO:  dBu, dBV, V, dBFS, % 
 MR2:  dBu, dBV, V
输出电平范围 波形格式 最小     最大 MR-PRO  最大 MR2
 正弦波，扫频,Chirp - 80 dBu +18 dBu + 8 dBu
 白噪声 - 80 dBu +10 dBu 0 dBu
 粉噪声 - 80 dBu + 8 dBu - 2 dBu
 极性, 延迟测试 - 80 dBu +16 dBu + 6 dBu
平坦度 MR-PRO: ± 0.2 dB  MR2: ± 0.5 dB @ RL ≥ 600 Ohm
精度 MR-PRO: ± 0.2 dB  MR2: ± 0.5 dB @ 1 kHz
THD+N 22 Hz - 22 kHz, 平均, @ 1 kHz, 典型 
 MR-PRO:-96dB(0.0016%) @ 18 dBu,本底噪声 典型15 μV 
 MR2:  -90 dB (0.0032%) @ 8 dBu,本底噪声 典型25 μV
输出阻抗 MR-PRO:  12.5 Ohm  平衡,  Imax = 10 mA 
 MR2:  200 Ohm 平衡
阻抗量测 方法:  绝对值 Z  
(MR-PRO)  量测范围: 4 Ohm - 50 kOhm 平衡 
  2 Ohm - 25 kOhm 不平衡 
  @ f = 30 Hz - 10 kHz (正弦) 与 
  @ 电平 从 -20 dBu 到 +18 dBu  
 精度: ± 10 % 或 ± 2 Ohm
功率计算 25 V, 35 V, 50 V, 70.7 V, 100 V, 140 V, 200 V
幻象电源读数   量测范围  0 - 54V 
(MR-PRO) 精度: ± 3 % 或 ± 0.5 V
USB功能 韧件更新  
 大量存储装置 (MR-PRO)  
闪存(MR-PRO) 512 MByte 用于保存波形档案和设置
显示屏幕 图形化液晶显示屏，有背光
自动关机 10, 30, 60 分钟 或 禁用  
电池 3 x AA 乾电池或充电电池
 典型电池寿命:MR-PRO:8小时/MR2:14小时 在0 dBu无负载
时
温度范围 0° 到 45° C (32° 到 113° F)
湿度 < 90% 相对湿度 
尺寸(长x宽x高) MR-PRO: 152 x 81 x 43 mm (包含防震软包) 
 MR2: 147 x 74 x 41 mm 
重量 MR-PRO: 310 克(11盎司)  MR2: 250 克(9盎司) 包含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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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型模拟音频信号发生器

基本信号
MR-PRO提供与MR2相同音频信号的
范围。优化输出，比MR2更低的残余
失真与更大的电平范围达+18dBu。

实际输出电平
MR-PRO带补偿的输出设计，精确与
稳定的让输出电平在宽的负载变动维
持规格的精度。清楚显示输出电流偏
差与极限。

量测功能
精密与独特的技术，可持续的量测负
载阻抗，平衡度与任何幻象电源电
平，提供详细负载数据的检视以快速
的除错。

电缆测试
内建电缆检测的功能，测量任何在XLR
输出端与内置XLR输入端间1:1接脚的
连接。另外，也可以使用选件的电缆
测试插头来做单端的安装测试。

保存仪器设置
最多可以保存10组完整的仪器设置到
内置的闪存中，可以重新载入以方便
重复的测试工作内容。保存的设置也
可传送到其它MR-PRO上。

用户的波形格式 (*.WAV)
可以将一些用户的测试信号以未压缩
的WAV档案存到MR-PRO的内存中。
所选择的档案可以不间断的循环播
放。数据透过USB接口，可以方便的
与电脑连接交换。

选择 MR2 或是 MR-PRO 比较适合呢?
 

Minirator有MR2与MR-PRO两种
机型.MR2为有较大价格吸引力的产
品，MR-PRO则发展成具有更多增
强功能于不同领域的创新产品。

MR2 MR-PRO

信号发生器
最大输出电平
平坦度
输出阻抗
THD+N 典型的

 
8 dBu

+/- 0.5 dB
200 Ω

< -90 dB

 
18 dBu

+/- 0.2 dB
12.5 Ω

< -96 dB

量测功能
幻象电源量测
阻抗与平衡
XLR 电缆测试







波形格式
正弦波，扫频与连续扫频 
粉噪声，白噪声
极性与延迟测试信号
专有的波形档案(*.WAV) 















防震软包
手带, USB线 





NTi Audio 产品编号 600 000 300 600 000 310

MINIRATOR MR-PRO
正弦波、扫频、噪声及更多功能

专有的波形格式(*.WAV)

阻抗量测

电缆测试

输出电平 最大+18 dBu 

THD+N < -96 dB (0.002%)

MR-PRO是一功能非常强大的便携式模拟音频信号发生器，满足专业工程师所有的应用要求。专有的波形格式信号可以经由USB接口下载存入
内置的闪存记忆体。创新与独特的技术包含持续的观测带载的阻抗，信号平衡与幻象电源。加上整合了电缆测试功能，使MR-PRO成为电缆测
试仪，简化了维修的工作。MR-PRO包含了 Minirator MR2 的所有功能。

MR2/MR-PRO软包
腰包   
产品编号 600 000 302

选件

70V/100V保护适配器
用于MR-PRO  
产品编号 600 000 313

电源适配器 
用于 MR2 / MR-PRO 
产品编号 600 000 301

This document certifies that the following instrument has been tested and calibrated
to the manufacturer specifications.

• Device Type: Minirator MR-PRO

• Serial Number: GUK481F1D0

• Date of Calibration: 15. Dezember 2006

• Next Calibration Due: 15. Dezember 2007

• Results: PASSED

(for detailed report see next page)

Tested by: M. Frick

Signature:

Stamp:

Test & Calibration Certificate

NTI AG • Im alten Riet 102  •  9494 Schaan  • Liechtenstein • Europe • Tel: +423 239 6060 • Fax: +423 239 6089
www.nti-audio.com  • HR-Nr: 2.012.557 • MwStNr: 54306 • Bank: VP Bank, Vaduz, Acc No: 322.235.015

校正证书
MR2 / MR-PRO 
产品编号 600 000 303

电缆测试适配器
用于MR-PRO 
产品编号 600 000 311

-40dB 适配器
高品质麦克风信号衰减器
产品编号 600 000 312



RTA 实时分析
1/1或1/3倍频程分辨率快速实施分析
RTA同时计算声压级SPL，等效声压
级LEQ与每频带的最大值/最小值，游
标读取峰值保持数值，经由计算机接
口快速记录RTA结果及宽带值。

Zoom FFT
极快速、实时的ZoomFFT功能在整个 
频率范围内分辨率达0.7Hz。是观察
梳状滤波与窄宽特性的理想工具。有
详细光标读值与数据保存的功能。 

声压级量测
声压级SPL(实际值,最大值,最小值)功
能，等效声压级LEQ，连续等效声压
级LEQ与记录功能。实时分析RTA显
示倍频程带宽可选择而不影响宽频测
量，满足任何事件监控的要求。

精巧的声学分析仪

混响时间 RT60
倍频程声频带宽混响时间RT60测量  
(从63Hz到8kHz，8个倍频程声频带
宽) 符合ISO3382包含自动触发，量
程与平均。提供的测试光盘包含了适
用的粉噪声程序.

语言清晰度 STIPA
语言传递清晰度STIPA分析仪选项可
以在15秒以内获得可靠的语言可理
解性测量，依据最新的IEC标准。量
测可以参考事先采集的噪声电平频
谱，TNO 验证语法。

延迟时间
计算在电气参考信号与从内置麦克风
接收到的声频信号之间的传播延迟时
间。在测试光盘中含有一个设计好的
线性连续扫频信号。自动差值显示简
化了延迟线安排的验证。

Acoustilyzer AL1 技术指标
声压级	 •	 等效声级Leq, 短时间等效声级 , 最小最大声级Lmin Lmax
	 •	 单一与重复测量用计时器

•	 动态范围 (采用 MiniSPL): 30 - 130 dBSPLA
•	 滤波器: 平坦, A- 与 C-计权, X-Curve-1, RLB
•	 将声压级 SPL/等效声压级LEQ 结果记录于 AL1 内置记忆
体
•	 同时测量显示宽频与 RTA 值 

实时分析 •	 1/3 或全倍频程分辨率, class 0 滤波器
•	 每频带SPL, LEQ 与最大最小声级显示
•	 快速将结果记录到计算机

Zoom FFT •	 实时 Zoom FFT 具有 50% 重叠, 93 Bins
•	 频率范围: 10 Hz - 20 kHz
•	 分辨率: 187.5 Hz 到 0.73 Hz

混响时间 •	 8 倍频程频带结果, 基于 T20, 遵循标准
 ISO3382. 自动平均个别结果度出与存储
•	 测量信号源: 闸控粉噪声 (含光盘)

延迟时间	 •	 使用内置麦克风测量电气信号与声学信号之间的传递延迟 
 . 分辨率 < 0.1 ms, 最长时间: 1 s
•	 测量信号源: NTi Audio 线性连续扫频 (含光盘)

STIPA (选件)		 •	 STI 与 CIS 测量结果单一值. 容易理解的调
制指标以及个别的频带电平结果. 错误指示.                                                         
•	 依据 IEC 60268-16, 2003 发行版本
•	 TNO 验证语法
•	 具记录频谱支援后置处理

电气 •	 电平有效值, THD+N, 频率, 极性
•	 滤波器: 平坦, A- 与 C-计权, HP400, HP19k

计算机接口 •	 MiniLINK USB 接口，包含计算机软件与接口电缆线 

更多的技术指标接续下一页。

NTi Audio 产品编号
Acoustilyzer AL1 ( 含MiniLINK ) 600 000 080
ML1-AL1  功能转换韧件 800 000 012 
(适用所有Minilyzer ML1 用户, 需有MiniLINK )
STI-PA 语言清晰度量测选件 800 000 013

用于Acoustilyzer与Minilyzer的选件

MiniSPL 量测麦克风
由电池供电的量测麦克风
产品编号600 000 022

适配器 -20dB
衰减适配器 
产品编号600 000 014

系统工具箱 
装Minstruments与麦克风
产品编号600 000 020

ML1/AL1 软包
可系于腰带上 
产品编号600 000 012

MiniLINK ML1与计算机
USB接口连接的软件 
产品编号600 000 033

AL1 ACOUSTILYZER

实时分析仪 RTA

混响时间 RT60

语言清晰度 STIPA

Zoom FFT, 延迟, 总谐波失真+噪声,...

Class 0 设计

电池寿命 (>16小时)

Acoustilyzer AL1 与 Minilyzer ML1 是共通的硬件平台。它大大的提升了Minstruments 系列广泛的声学量测功能。包含了电气和声学实用的
功能，并结合了透过USB接口与计算机连接，使 AL1 成为音频系统的承包商、安装人员与多媒体专业人员所不可缺少的工具。对于已有Mini-
lyzer 的用户，NTi Audio的选件中有AL1-ML1功能切换韧件。



NTi Audio 产品编号
Minilyzer ML1 600 000 011 
Minilyzer ML1 包含 MiniLINK USB PC 接口 600 000 030 

Minilyzer ML1 技术指标
量测功能  电平有效值, 电平相对值, THD+N, k2...k5, vu+PPM, 频

率, 极性, 信号平衡度误差, 频率扫描, 时间扫描, 1/3rd 倍频
程频谱, 示波器,支持AFILS测量(与MiniLINK)

电平 单位: dBu, dBV, VRMS 精度: ± 0.5 % @ 1 kHz
平坦度: ± 0.1 dB 频宽: 20 Hz 到 20 kHz 
分辨率: 3 位数 (dB-刻度) 或 4 位数 (V-刻度)

频率  范围:  10 Hz 到 20 kHz
 分辨率:  4 位数
 精度:  < ± 0.1 %
总谐波失真+噪声   包含 2nd 到 5th 谐波分析
 量测频宽:  10 Hz 到 20 kHz 
 分辨率:  3 位数 (dB-刻度) 或 4 位数 (%-刻度) 
 残余THD+N:  平衡  < -85 dB @ -10 dBu 到 +20 dBu
  不平衡      < -74 dB @ 0 dBu 到 +14 dBu
vu & PPM (vu-指示与峰值音量表) 

根据 IEC 60268 与 DIN 45406标准. 
PPM Type I, IIa 与 Nordic. 两种功能都具有可调参考以及
模拟和数字峰值保持读取功能.

极性测试  经由内置麦克风或XLR/RCA连接器做正极性/负极性侦测. 
检查扬声器, 低音喇叭与电缆. MR2 或 MR-PRO 提供测试
信号.

平衡误差 指示范围 0.0 % 到 100 % 
 以1 % 或 *1表示与完美的平衡之间的偏差
扫频  电平对频率扫描 或  
 电平, THD+N 与频率对于时间扫描
1/3rd 倍频程  依据IEC 1260频谱, class II 与
 ANSI S1.11-1976, class II 从 50 Hz 到 20 kHz, 
 电平有效值条状图 20 Hz 到 20 kHz
示波器  自动触发, 自动量程, 自动刻度
滤波器  平坦, A-计权, C-message, 高通 
 22 Hz / 60 Hz / 400 Hz, 语音带通, X-Curve-1

Minilyzer ML1 与 Acoustilyzer AL1 技术指标
输入连接器  XLR 平衡, RCA 不平衡
输入阻抗 40 kOhm 平衡, 20 kOhm 不平衡
输入有效电平 +20 dBu 平衡, +14 dBu 不平衡 
(量测最大极限) 使用适配器 -20 dB 为平衡电平最高 40 dBu
最大直流电源输入 ±50 VDC

残余杂讯  < 12 uV, XLR-输入短路
内部麦克风 全指向 (只能用于极性与延迟量测)
监看输出  3.5 mm (1/8“)接口, 适合所有常用耳塞
显示屏幕  图形化液晶显示屏, 64 x 100 像素
电池  3x AA 电池 (碱性) 
 典型电池寿命 > 16 小时
尺寸 (长x宽x高) 163 x 86 x 42 mm (6.4" x 3.38" x 1.63")
重量  300 克 (10.5 盎司) 含电池
温度  0° 到 +45° C (32° 到 113° F)
湿度  < 90 % 相对湿度

扫频
ML1自动触发连续扫频并记录频响。  
Minirator MR2 或 MR-PRO 可用来
做信号来源。ML1信号得到后，所有
的数据都可保存利用。

总谐波失真加噪声 
支持总谐波失真加噪声(THD+N)量测
及第二阶到第五阶选择性谐波失真，
以 dB 或 % 表示。输入电平与频率量
测是同时进行，而平衡指示器可找出
不合格的电缆

电平
持续的量测输入信号电平的绝对值(以
dBu或dBV表示)和信号的频率。也支
持相对值的量测。与MiniSPL麦克风
连接，可支持SPL与LEQ量测。

模拟音频分析仪

极性
将ML1置于待测扬声器的声场下，可
以简单的找出接错极性的扬声器，且
极性会于屏幕显示。同样的量测，透
过XLR输入端口，是做电缆测试理想
方法。

时间扫瞄
断续性的错误通常很难发现，而时间
扫瞄可同时记录电平有效值，频率与
THD+N值，帮助您长时间监控音频
信号以作后续的分析。 

示波器
提供对音频信号快速稳定的波形观
测，例如可以快速找到功放发生波形
削波现象。而它具备的自动量程与自
动触发功能，通常只有一些高单价的
示波器才有。 

MINILYZER ML1 
电平: 有效值, 相对值, 声压级, LEQ

总谐波失真加噪声, 2阶到5阶谐波

频率和时间扫瞄

示波器, vu+PPM, 极性

平衡与不平衡输入

高精度 (+/- 0.1dB)

Minilyzer ML1 是一台功能完全、强大的音频分析仪，只有手掌大小的尺寸。广泛且容易操作的量测功能，简化了对任何音频系统安装的验证
除错与维护。智慧型的用户操作界面，帮助使用者容易设定所有测试项目，且能将完整的测试结果显示在屏幕上。MiniLINK USB接口选件支
持数据保存，档案与韧件的更新。



量测麦克风
MiniSPL

1/2英寸量测麦克风

电池供电

平衡输出

全指向性

个别调整以满足精度

自动断电控制

MiniSPL 是 Acoustilyzer 与 Minilyzer 理想的附件。麦克风由自己
供电的设计，出厂个别的调整与自动断电的功能使 MiniSPL 成为一
个精度高，使用简单且负担得起的量测麦克风。

MiniSPL 技术指标(NTi Audio 产品编号: 600 000 022)

麦克风型式 1/2英寸, 全指向性, 预极化电容式麦克风
自由场传感器

灵敏度 (20 ±2) mV/Pa, (-34 ±1) dBV/Pa @ 1 kHz, 平衡输出
频率响应 100 Hz - 1250 Hz       ±1 dB

20 Hz - 20 kHz         ±3 dB (IEC61672, 级别 2)
最大声学输入 130 dBSPL @ 1 kHz
噪声 32 dBSPL, A-计权
电源供应 1 x AA 电池 1.5 V, 典型电池寿命 300 小时 

www.minstruments.com

NTi Audio 总公司
Im alten Riet 102
9494 Schaan
Liechtenstein, Europe 
电话 +423 / 239 60 60
传真      +423 / 239 60 89
info@nti-audi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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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缇艾音频设备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市吴中区苏蠡路60号港龙蠡盛 
大厦701室
电话 +86 - 512 6802 0075
传真 +86 - 512 6802 0097
china@nti-audio.com

NTI Americas
电话 +1 503 684 7050
americas@nti-audio.com

NTI Japan
电话 +81 3 3634 6110
japan@nti-japan.com

Minstruments, Acoustilyzer, MiniSPL, MiniLINK, 
Minilyzer 与 Minirator 是 NTi Audio 公司的注册商
标，所有信息若有更动不另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