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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驻极体传声器校准规范 

Calibration Specification for Standard 

Electret Microphones 

     JJF XXXX－XXXX 

    本规范经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0×年××月××日批准，并自

200×年××月××日起施行。 

归 口 单 位： 全国声学计量技术委员会 

起 草 单 位：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本规范委托全国声学计量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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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主要起草人： 

朱崇全   (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参加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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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驻极体传声器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标准驻极体传声器 1000Hz声压灵敏度和 70Hz频率响应校准。 

2 引用文献 

本规范引用下列文献 

JJF 1034－2005 声学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 

JJF 1059－1999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和表示 

GB/T 3102.7－1993 声学的量和单位 

GB/T 9401-1988 传声器测量方法  

SJ/T 9564-1995  驻极体传声器质量分等标准  

IEC 60268-4（2004）Sound system equipment-Part4:Microphones 

使用本规范时，应注意使用上述引用文献的现行有效版本。 

3 术语和计量单位 

本规范采用 JJF 1034－2005 中有关的名词术语和定义以及 GB/T 3102.7－1993 中

规定的量和单位。 

本规范采用以下名词术语。 

3.1 声压灵敏度（声压响应）（Mp）pressure sensitivity  (pressure response) 

    接收换能器输出端的开路电压与换能器接收表面上实有的声压的比值。单位为伏每

帕，V/Pa 。 

3.2 驻极体传声器 electret microphone 

     在传声器的某个极采用驻极体材料，并使极化电荷长期保持在电介质表面的静电

电容式传声器。 

3.3 标准驻极体传声器   standard electret microphone 

经筛选，其声压灵敏度经周期校准，用作标准来确定驻极体传声器声压灵敏度及频

率响应特性的驻极体传声器。 

4  概述 

   驻极体传声器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电声产品的电声换能器，在出厂、进厂等环节需

要对 1kHz的声压灵敏度及 70Hz的低频响应进行检测。检测方法通常采用驻极体传声器

测试仪进行比较测试。因此首先需要对标准驻极体传声器的声压灵敏度进行校准。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JJF ××××－×××× 

 2

5 计量特性 

5.1 声压灵敏度 

    标准驻极体传声器声压灵敏度应不超过额定值±1.0dB。 

5.2 频率响应 

    标准驻极体传声器在 70 Hz 声压灵敏度相对于参考频率 1kHz 声压灵敏度应不超过

+1.0dB～-4.0dB。   

6 校准条件 

6.1  环境条件 

室内温度：（23±5）℃； 

相对湿度：（60±30）%； 

气 压：（80-103）kPa 

6.2  标准器及其它设备 

1)  声校准器 

在 70 Hz和 1kHz频率应满足 JJG176－2005 1级声校准器性能要求。 

2）测量放大器 

在 70Hz～1kHz 频率范围,频率响应优于±0.2dB，在校准期间幅值的稳定度优

于±0.1dB，配用的 1/2英寸工作标准传声器应满足 GB/T20441.4-2006的要求。 

3) 驻极体传声器测试仪  

   测试信号频率： 70 Hz和 1kHz频率误差优于±1%，耦合腔内声压 1Pa,短期

稳定性优于±0.1dB；具有相应的负载电阻和偏置电压可调节。 

4）数字式交流电压表 

   在所用的量程和频率范围，交流电压测量误差优于±0.5%，输入阻抗≥1MΩ。 

  注：交流电压表输入阻抗应至少大于被校标准驻极体传声器额定阻抗的 100倍。   

7 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 

7.1校准项目 

标准驻极体传声器的校准项目见表 1。 

  表 1 标准驻极体传声器校准项目一览表   

编号 项  目  名  称 技术要求条款号 校准方法条款号 

1 外观检查           7.2.1 7.2.1 

2 声压灵敏度             5.1 7.2.2 

3 频率响应             5.2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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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校准方法 

7.2.1 外观检查 

      检查内容包括以下内容：被校标准驻极体传声器不应有明显的机械损伤，

柱体及膜片应光滑平整，没有撞冲变形、划痕或破损。输出端焊点整齐，

没有断开或短路情况发生  

7.2.2  声压灵敏度 

7.2.2.1 声压耦合腔声压校准按图 1和图 2所示进行。 

 

    

                  传声器、前置放大器  

            

                                    

                                     

                                        耦合腔 

                          图 1  声压级测试部分校准示意图 

 

 

  

  

                 传声器、前置放大器       

 

                

                             声压耦合腔 

                       图 2   声压耦合腔声压校准示意图 

  

 

用多频声校准器 1kHz、94dB 档校准测量放大器接入传声器和前置放大器的声压级

测量通道。置测量放大器于线性（非计权）档及适当的量程，时间计权置于“慢”或≥

1s位置，待声校准器声压及放大器声压级测量指示稳定后，调节测量放大器输入增益，

使指示值与声校准器校准后的 1kHz声压级实际值一致。 

将校准后的测量放大器传声器耦合到驻极体传声器测量仪的声压耦合腔，耦合后的腔体

容体与校准驻极体传声器声压灵敏度时的腔体容体应保持一致。驻极体传声器测试仪内

置信号源置于 1kHz，调节 1kHz信号输出增益，使测量放大器正好指示到 94.0dB，此时

声压耦合腔内 1kHz的声压为 1Pa 或 94.0dB(参考声压 20 μPa)。 

7.2.2.2  声压灵敏度校准按图 3所示进行。 

声校准器 
 

 
    测量放大器 

 

 

  测量放大器 

  
  驻极体传声器 
     测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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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驻极体   传声器 

 

    

                                 声压耦合腔          

 

                    图 3   被校传声器输出电平测量示意图 

 

       按被校传声器的偏置电压、工作电流设置驻极体传声器测试仪的工作电压、极

性、负载电阻，信号源频率置于 1kHz。声压耦合腔声压校准后的输出增益应保持不变，

并及时地用电压表测量被校传声器输出端的开路电压ｕ，得到被校标准驻极体传声器

（开路）声压灵敏度M ＝ｕ/1Pa, 单位为 V/Pa。 

 

7.2.2.3  依据公式（1）计算声压灵敏度。通常用声压灵敏度级表示时 

  

           Lm ＝ 20lg M / Mr                                          （1）            

          式中  Lm     被校标准驻极体传声器的声压灵敏度级，dB; 

                M     被校标准驻极体传声器的(开路)声压灵敏度，V/Pa; 

                Mr      参考灵敏度，Mr＝1V/Pa。 

 

          Lm的测量结果应满足 5.1的要求。 

 7.2.3 频率响应 

       驻极体传声器一般选70Hz的声压灵敏度来表示低频部分的频率响应特性。因此，

校准过程和方法与 7.2.2是完全相同的，只需将频率 1kHz改为 70Hz，若声校准器没有

70Hz声信号输出，可用相邻的频率，如 63Hz代替，工作标准传声器在 63Hz与 70Hz之

间声压灵敏度变化微小可忽略。70Hz的声压灵敏度级减 1kHz的声压灵敏度级得到 70Hz

时频率响应值，其结果应满足 5.2的要求。 

8 校准结果表达 

8.1校准数据处理 

所有的数据应先计算,后修约,出具校准数据均保留一位小数。 

8.2 校准证书 

标准驻极体传声器经校准后发给校准证书。 

校准证书应包括的信息及推荐的校准证书的内页格式见附录 A。 

  
数字交流电压表 

  
  驻极体传声器测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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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校准结果的测量不确定度 

    标准驻极体传声器校准结果的不确定度按 JJF1059-1999 的要求评定,不确定度

评定的实例见附录 B。 

9 复校时间间隔 

标准驻极体传声器的复校时间间隔建议为半年。然而，复校时间间隔的长短取

决于其使用情况，如环境条件、使用频率及测量对象等，因此，使用单位可根据实际使

用情况自主决定复校的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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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校准证书的内容 

 

A.1  校准证书应至少包括以下信息： 

a) 标题，如“校准证书” ； 

b）证书的编号、页码及总页数； 

c）校准实验室的名称和地址； 

d）进行校准的日期； 

e) 进行校准的地点； 

f）送校单位的名称和地址； 

g) 被校标准驻极体传声器明确标识； 

h) 校准所依据的技术规范的名称及代号；  

i) 校准所用计量标准的名称、技术参数及有效性说明； 

j) 校准时的环境条件； 

k) 校准结果； 

l) 校准结果的测量不确定度的说明； 

m) 复校时间间隔的建议； 

n) 校准人签名、核验人签名、批准人签名； 

o）校准结果仅对被校对象有效的声明； 

p）未经校准实验室书面批准，不得部分复制校准证书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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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推荐的标准驻极体传声器校准证书的内页格式见表 A.1 

              表 A.1  校准证书的内页格式 

     
 

 

 

 

 

 

 

 

 

 

 

 

 

 

 

 

 

 

 

 

 

 

校准结果测量不确定度的描述： 

校准技术依据： 

校准的环境条件： 

温度：         ℃；  相对湿度：         ％；  气压：         kPa 

 

                                                                                         

校 准 结 果                共 1 页  第 1 页 

一、直观检查 

    

 

二、声压灵敏度（参考频率 1kHz） 

 

参考声压为 1Pa时标准驻极体的开路输出电压：             V   

     

   声压灵敏度（级）：       dB (参考于 1V/Pa) 

 

三、频率响应 

      

    测试频率：   70 Hz      

    

  声压灵敏度（级）：       dB (参考于 1V/Pa) 

 

相对于 1kHz声压灵敏度的频率响应：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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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测量结果不确定度的评定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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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驻极体传声器校准规范编制说明 

一、主要依据 

GB/T 9401-1988传声器测量方法是专业录音、扩声系统和家用声系统传声的通用

规范，对传声器的额定工作条件和正常工作条件、特性（参数）及相应的测量方法、通

用方法（如代替法、同时比较法）及对应的准确度等均给出了明确的规范，因此是本校

准规范编制的主要依据。GB/T 9401-1988所等效采用的是国际标准 IEC 268-4（1972）

声系统设备地四部分：传声器，是很早期的版本，正好在 7.2.4声压灵敏度中仅给出了

7.2.4.1特性说明的内容，而 7.2.4.2测量方法为“待定”。因此，在编制声压灵敏度测

试方法时，我们参考了最新版的 IEC60268-4（2004-02）（第三版）。术语采用了

JJF1034-2005 声学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的表示和定义，量和单位的表示依据 GB/T 

3102.7-1993 声学的量和单位，不确定度依据 JJF1059-1999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和表示

进行评定。 

二、基本特性与校准项目 

本校准规范的校准项目应对应于驻极体传声器的主要基本特性（参数），与产品的

检验规范或通用标准应有所不同，没有必要将 GB/T9401、IEC60268-4及 SJ/T9564中所

有的特性（参数）都进行周期校准。本规范要达到主要目的是校准选作标准用的驻极体

传声器声压灵敏度及指定频率的低频频率响应后，用来校准驻极体传声器测试仪在 1kHz

参考频率的声压灵敏度（级）测量示值，和 70Hz 低频频率响应测量示值，或在驻极体

传声器上直接比较测量驻极体传声器的 1kHz声压灵敏度（级）和 70Hz低频频率响应特

性，以判定用于产品生产的驻极体传声器的好/坏，或分级筛选。虽然自由场灵敏度、

扩散场灵敏度、全频段的频率响应曲线、输出阻抗、等效噪声级（A计权）（或固有噪声）

等参数均为驻极体传声器产品的主要基本特性，但对作为标准器用于校准声压灵敏度和

特定频率的频率响应并无直接的关联和影响。例如，我们曾经将等效噪声级列为校准项

目。经比较，优等品的要求为≤26dB，对产品性能要求十分重要和实际使用也密切相关，

作为标准用于校准时，耦合腔内的声压为 1Pa、94dB，相差实在太远，对校准结果的影

响完全可忽略不计。 

三、计量特性 

作标准用的驻极体传声器是好中选好、优中选优、性能稳定并经校准后仅用于校准

仪器或作比较测量用途，因此校准项目对应特性（参数）的计量特性必须满足 SJ/T-9564

中优等品的要求。SJ/T9564中对声灵敏优等品的要求为每批次单只驻极体传声器的灵敏

度与额定值的允差应不超过±1dB，GB/T9401与之相对应在对标准传声器的要求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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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采用已校准的标准传声器测量声压，校正精度应在±1dB以内。IEC60286-4（2004-02）

中也规定为±1dB以内。 

四、校准方法和测量设备标准器 

校准方法依据 GB/T9401和 IEC60268-4所提供的测量方法编制，选择具体的方法和

测量设备标准时，尽量做到在满足要求的前提下，简便、实用。标准器选择声学实验室

都具有、常用到的测量放大器、1/2英寸工作标准传声器和 1级声校准器（多频）。选择

驻极体传声器测试仪（及耦合腔）作校准、及测量的中间平台，是因为它具有特定的频

率、幅值可分别独立调节（调节可保持不变）的内置信号源、声源及耦合腔，不同的偏

置电压和负载电阻可根据不同的需要选取。否则在驻极体传声器细小的输出端另加不同

的负载电阻和偏置电压是非常困难的。经校准后的标准驻极体传声器又在相同的声源和

耦合腔内对仪器校准，或对驻极体传声器进行比较测量，真正做到比较条件的一致性。

为了方便校准，曾考虑用驻极体传声器测试校准过的 1kHz和 70Hz选频电压表在传声器

输出端加上负载和偏压后就可直读开路输出电压，十分方便。但考虑到这两只电压表均

在-30dB（31.62 mV）处校准，而声压灵敏度校准通常在-20dB～-26dB较多，可能会引

入分贝刻度指示的非线性误差。因此改用数表测输出端的开路电压。常用的数表如

34401A的输入阻抗满足≥100倍的传声器输出阻抗要求是足足有余的。 

由于时间仓足，也受我们水平限制，难免有疏漏和不足之处，衷心希望各位专家、

委员、相关专业人士提出宝贵修改意见或建议。 

                

                                       标准驻极体传声器校准规范编制组 

                                                   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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