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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市场解决方案

（多功能厅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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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扩声系统工程概述

1.1 设计范围

多功能厅主要用于召开较大型会议，以语言扩声为主，解决语言清晰度问题，并达

到音色饱满；同时兼顾小型文艺演出或影视播放功能。

（1） 多功能厅扩声系统

包括主扩声扬声器系统、补声扬声器系统、舞台返送监听扬声器系统、功放、音频

处理器、调音台、中控系统等。

1.2 功能需求

作为一个专业性的厅堂，其音质设计相当重要。音质设计包括建声设计和电声设计，

建声设计就是建筑声学设计，不在本次设计的范畴。本次设计是电声系统，电声系统的

音质设计包括：足够的声压级、语言清晰度、足够大的动态响应等。随着电声技术的迅

速发展，通过一套优良的扩声系统将声源信号尽可能不失真地还原，并改进特定听音区

的主观听觉感受都已成为现实。具体来说，扩声系统的主要功能包括有：

（1）改进语言清晰度和音乐明晰度；

（2）扩展动态范围（声源功率不足时）；

（3）具有良好的声还原特性；

（4）系统整体上自动化程度高，易于操作。 经过简单培训的操作人员既可完成日

常操作和维护的工作；

1.3 设计依据

依据现有的国家标准、规范，并参照国际上通用的规范。基本技术依据的概念，在

此为参照和等同（包括特性参数要求标准、特性参数测量方法规范标准、电气设计规范、

安全要求等），该项目系统设计所采用具体主要设计依据如下：

 根据提供的最新设计图纸，如建筑施工图及其他资料；

 剧场的建筑声学条件及使用功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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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相关标准及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剧场建筑设计规范》（JGJ 57—2000）

 GB28049‐2011《厅堂扩声系统设计规范》

 GBT 4959-2011《厅堂扩声特性测量方法》

 GB/T50076‐2013《室内混响时间测量规范》

 WH01‐93《扩声系统声学特性指标与测量方法》

 GB/T 14197‐93《扩声系统设备互连用连接器的应用》

 GB/T 15485‐95《语言清晰度指数的计算方法》

 JGJ16-2008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GB50016-200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T50314-2006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B 50311-2007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12-2007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验收规范

 GB50168-2006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169-2006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T 50065-2011 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

 GB 50303-2002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T14549-1993 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

 GYJ 25-1986 厅堂扩声系统声学特性指标

 GB/T 28047-2011 厅堂、体育场馆扩声系统听音评价方法

 GB/T 28048-2011 厅堂、体育场馆扩声系统验收规范

 GB/T 14476-1993 客观评价厅堂语言可懂度的 RASTI 法

 WH/T 19-2003 扩声系统的图符代号及制图规则

 WH/T 25-2007 剧场等演出场所扩声系统工程导则

 WH/T 39-2009 专业音频和扩声用扬声器组件实用规范

 GB/T 6278-2012 声系统设备 概述 模拟节目信号

 平衡式模拟音频格式及相关的接口及电气特性要求

 国家关于电器设备使用的其他有关标准设计内容

http://www.csres.com/detail/228562.html


第 4页

通用的规范和标准：

 GB/T50311-2000《建筑与建筑群综合布线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03 《建筑电气安装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T50312-2000《建筑与建筑群综合布线系统工程验收规范》

 GB50259-96《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照明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169-92《电气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T126661/6/90 电缆的耐燃性考核标准

 GB50217-2007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

 GB50258/96 电缆敷设规范

 GBJ 232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300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T14549/93 电能质量、公用电网谐波

进口设备所遵循的标准和要求：

此外各种进口设备要符合上述国家标准外，同时要符合以下国际标准，还要符合

ISO（国际标准化组织）和 CIE（国际电工协会）制定的国际通行标准规范。

如：UL（美国），CUL（加拿大）、CE（欧洲）、TUV（德国）、BS（英国）、JIS（日

本）、CISPR（国际无线电干扰）、国家规定的强制性产品必须有相关认证。

1.4 声学特性指标

1.4.1 客观评价指标

（请根据项目实际需求指标情况进行修改，默认为“多用途类一级”指标）

该项目扩声系统技术指标达到或优于 GB/T28049-2011《厅堂扩声系统设计规范》多

用途类扩声系统声学特性指标一级标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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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主观评价指标

本方案扩声系统应具有以下特性：足够大的声压级、较高的语言清晰度，自然的

声场再现。同时应该满足以下指示：

1）语言清晰、音乐明晰度好、音质良好、无声学缺陷；

2）声音分布均匀，频响平坦；

3）音乐丰满、空间感强、明亮度好。

1.5 设计理念

本次项目设计方案将系统的稳定性、实用性、可靠性放在首位，选用先进的技术和

设备，采用先进的基础构架，所采用的技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被淘汰，并支持未来

的设备添置和系统扩展；方案设计力求做到经济、合理；考虑到相关操作人员配备存在

的实际问题，系统设备配置专业但不失简洁，并特别注重于系统的易操作性和系统的易

维护性。

 可靠性：

系统应具备长期稳定工作的能力，所有选用设备均符合我国或国际上的质量及可靠

性标准。

 实用性：

系统应具备完成工程所要求功能的能力和水准，符合本工程实际需要和国内外有关

规范的要求，并且实现容易，操作方便。

 先进性：

系统是在满足可靠性和实用性要求前提下的最先进的系统，选用设备均为国际、国

内知名厂家的产品，是这些厂家近年来的新型号产品，或是专利产品，并能够满足对设

备性能指标的要求。

 一致性：

系统应遵循开放系统的原则。系统应依据技术指标的一致性、互换性选定设备，使

系统具备良好的灵活性、兼容性、扩展性和可移植性。

 经济性：

系统应满足性能与价格之比在同类系统和条件下达到最优，选择最佳性价比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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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扩声系统设计方案

2.1 场地分析

XXX项目，长约XX米，宽约XX米，层高约XX米；观众席深度约XX米。

根据厅堂功能定位要求，多功能厅由音响扩声系统、视频显示系统、集中控制系统

和信号传输与处理系统构成。

2.2 扩声系统设计具体思路

由于扬声器的选型与布局是整个扩声系统设计的最重要一环，因此扬声器声学特性

指标中的几项重要指标和最终的音质效果都直接与此有关。

1) 根据 GB28049‐2011 扩声系统的指标要求，扬声器选型以音色、属性为首位，

确保声场达到甚至优于标准要求及最终的音质效果；

2) 为满足语言扩声时清晰度同时又要满足音乐扩声丰满度的音质要求，除充分利

用扬声器的指向性对观众席直达声有良好覆盖外，观众席（特别是后区）得到

的直达声能与混响声能比值（声能比）要有一合适的比值和余量。

3) 由于混响声能有利于减少声场的不均匀度和提高音乐的丰满度等积极因素，但

过大会降低清晰度。混响半径公式：

Dm= 0.141 Q x R

式中：Dm：混响半径；Q：扬声器的指向性因数。

4) 由公式可以看出，增大扬声器指向性因数（Q值），Dm也相应增大，由此直达声

声能覆盖距离也得到了增大，远离主扬声器组的观众席才可以获得较高的语言

清晰度。

5) 在扬声器的选择上采用高 Q 值并且在水平、垂直两个方向都具有恒定指向号筒

式扬声器，以加强混响声中有效部分的声能覆盖，增大 50ms 以前的声能密度、

提高有效混响时间的声能量（有效声能）、减弱声反馈、提高清晰度，以及保

证扬声器指向覆盖范围内对任何角度的听众都能传送清晰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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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扬声器选型原则

在扩声系统设计的扬声器选用上，方案严格遵循以下几个重要原则：

 小体积、大动态、高灵敏度、频带宽；

 频率及相位响应平坦，极低的失真，音质优美；

 扬声器的指向性强、Q值高、频响特性平坦，有良好的声场覆盖控制能力；

 具有良好的国际品牌认同度。

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经过反复比较及对多功能演出、会议扩声等

节目类型进行分析后选择美国 Bose 产品：扬声器还原度高、语言清晰高、高音明亮

透彻、低音深厚有力、保真度高、效率高、声音层次分明等特点，被国内、外许多剧场

工程、音乐厅、电视台、演唱会多功能厅和会议中心所选用，而且系统也符合国家关于

工程上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的发展政策。

2.4 扩声系统扬声器布局

 扬声器的位置应符合现场的实际安装位置条件，并在建筑上是合理的；

 扬声器的重量应符合吊挂点承载的要求；

 扬声器的安装最大程度的不影响建筑装饰的美观，；

 扬声器的布置应避免声反馈和产生回声干扰，以提高传声增益；

 扬声器的布置利用扬声器的指向特性来覆盖观众区，听众均接收到均匀的声能；

 来自扬声器的直达声和自然声源的声音方向大致相同、声像一致、空间感好；

 扬声器均匀覆盖观众区，无辐射死角。

通常，每个通道的扬声器不是由单只组成，而是由数只组成，这样扬声器与扬声器

之间在投射的重叠区域引起干涉现象发生，干涉的发生使得扩声声场的均匀度受到破坏，

为了减小这种现象，在声场设计时需要对每组扬声器和不同通道的扬声器组进行优化处

理。由于重叠区域的范围和扬声器的指向角和频率有关，一般只能借助计算机辅助设计

完成，这是本系统设计需重点考虑和解决的另一个问题，通过 Modeler 或者 EASE 软件

进行模拟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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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具体选型特点与分析

1）、主扩、补声扬声器

2）、超低频扬声器

3）、返送扬声器

4）、功放系统

5）、数字音频处理器

2.6 扬声器系统声场分析图

我们知道建声和电声相辅相承，建声是基础；电声是灵魂，扬声器的选型与布局在

整个扩声系统设计中非常重要。扬声器系统的选用和布局要满足观众席各区域的响度、

降低声场不均匀度和提高音质等要求，经设计师仔细的分析、反复的研究、计算及进一

步确立扩声形式后，在方案设计过程中选用 Bose 公司自己的声场模拟分析声场设计分

析软件 Modeler 进行计算机辅助设计，参考 Modeler 软件的各种模拟数据，调整扬声器

的最佳摆放位置、投射角度等。经过模拟计算出声音的覆盖范围、声压的分布、声音的

清晰度、传声增益等，并将计算出的结果转化为图表的形式，依据本设计方案所给出的

扩声设计计算结果，可以看到剧场预期的扩声系统声学特性指标。

（图纸）

综合对比分析如下：

类别
多用途类扩声系统

一级指标
系统设计达到的指标

最大声压级 ≥103dB XXXdB,优于标准指标

传输频率特性
以 100-6300Hz 平均声压级为 0dB，

在此频带内允许-4dB ~ +4dB 的变化
std.deviation=XXdB，优于标准指标

传声增益 ≥－8dB（125Hz-6300Hz 平均值） 传声增益在 Modeler 中无法模拟。



第 10页

稳态声场不均匀度
≤6dB（1000Hz）；

≤8dB（4000Hz）；
std.deviation=XXdB，优于标准指标

语言传递指数

（STI 2011）
＞0.5 STI=XX，优于标准指标

注：若 std.deviation 值小于 2.0dB 则表示 95% 的样本在直接场声压级平均值在+/- 4dB 范围内，该值越小越好。

2.7、扩声系统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品牌 型号 数量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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