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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数据手册

产品描述

HQS-SmartHome测量标准有助于提升
智能家居声控设备的通信质量，拥有为
此目的量身定制的测量程序。

其中包括利用HEAD acoustics的HRT I转
盘进行的指向性测量及通讯性能测试，
利用3PASS lab和3PASS reverb进行的背
景噪声及混响复现测试。混响场景可复
现家内各种典型房间，以及房间内日常
生活的背景噪声。可复现的房间包括：

·起居室

·厨房

·浴室

·办公室

ACQUA软件可回放、处理、分析音频
信号，然后生成测试报告。并便捷、清
晰地展示测量结果。

产品应用

可测试如下通信产品的语音性能：

·智能家居设备

·普通免提设备

·会议设备

测量项目

单个讲话人

单个讲话人测量场景使用一个HATS（头
躯模拟器）。发送和接收方向的测量采
用人工语音和真人语音。语音质量分别

在背景噪声环境下和混响模拟环境下测
量。该数据库的测量范围已扩展至回声
消除、双讲和方向性等测量。

多个讲话人

多个讲话人测量场景使用两个HATS 
（头躯模拟器）。可用预备测量和设置
简化测量步骤。主要测量项符合ITU-T
建议P.340附件B，包括真人语音信号测
试。此外，还可进行背景噪声场景和并
发话音干扰场景的语音质量测试。

概述

HEAD acoustics 开发的HQS- 
SmartHome 质量标准，专为测试智能
家居声控设备的语音质量而设计。

HQS-SmartHome主要特点如下:

·背景噪声环境下的语音质量测量

·混响模拟环境下的语音质量测量

·指向性测量

·回声消除性能测量

·双讲性能测量

该数据库包括单个讲话人和多个讲话
人的场景，HEAD acoustics提供完整的
软件和硬件包用于支持该数据库的测
量。

HQS-SmartHome 
(编号 60054)
HEAD acoustics 质量标准, 智能家
居设备

多个讲话人测量配置

常规要求

软件

·ACQUA (编号 6810), 高级通信质
量分析，版本4.1.100或更高

·3PASS lab (编号 6990), 背景噪声
模拟系统
ACOPT 09 (编号 6819), 语音幅值
计算选件

·ACOPT 20 (编号 6843), 质量饼图
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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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头躯模拟器HATS测量配置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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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需求

单个讲话人

·3PASS reverb (编号6996), 模拟混
响场景的选件

·ACOPT 25 (编号6852), 心理声学
选件

·ACOPT 26 (编号6853), 室内声学 
选件

·ACOPT 29 (编号6856), EQUEST
选件

·ACOPT 30 (编号6857), POLQA
选件

·ACOPT 32 (编号6859), 基于语音
的双讲选件

·coreBEQ (编号7740), 双耳均衡
选件

·HIS L (编号1231), HEAD阻抗模拟
器，左耳

·ACOPT 21 (编号 6844), 3QUEST
选件

·ACOPT 35 (编号 6866), 3QUEST-
SWB/FB选件

硬件

·labCORE (编号7700), 模块化多通
道硬件平台

·coreBUS (编号7710), I/O总线主板

·coreOUT-Amp2 (编号7720), 功放
输出模块(双通道)模拟输出模块

·coreIN-Mic4 (编号7730), 麦克风
输入模块(4通道)

·HMS II.3 (编号1230), 带耳模拟
器，耳廓type3.3或3.4的HEAD测量
系统

·HRT I (编号6498), HEAD acoustics 
远端控制转台

多个讲话人

·HMS II.5 (编号1388), 不带耳模拟
器的HEAD测量系统

选件

·3PASS flex (编号 6995), 背景噪
声模拟系

·coreIP (编号 7770), labCORE I/O 
模块, VOIP参考网关

 – coreIP-IMP (编号7771), 
labCORE VoIP 损伤选件

·coreBT (编号7780), labCORE I/O
模块, 蓝牙参考接入点

·coreBT-EXT (编号7781), labCORE 
蓝牙编解码扩展选件

交付物

·HQS-SmartHome (编号 60054), 
以ACQUA数据库形式交付

·V2C文件

·PDF指导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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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头躯模拟器HATS的配置 (示例)

HQS-SmartHome的测量结果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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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项

HQS-SmartHome 测量项如下：

接收方向测量项（单个讲话人）

·延时

·响度评定值

·响度

·响度评定值变化

·活动语音幅值 (ASL)

·频率响应

·听觉语音质量 (POLQA)

·失真

·脉冲噪声失真，信噪比

·空闲信道噪声

·指向性测量

·网络损伤测量

发送方向测量项（单个讲话人）

·延时

·响度评定值

·活动语音幅值(ASL)

·频率响应

·听觉语音质量 (POLQA)

·失真

·脉冲噪声失真，信噪比

·空闲信道噪声

·带外信号

·激活灵敏度特性

·麦克风静音测试

·指向性测试

·有背景噪声环境下的语音质量

·混响语音性能

回声测量项（单个讲话人）

·回声耦合损耗

·回声幅值VS时间

·频域回声衰减

·回声路径时变的回声性能

·感知回声评估

·稳定性损耗

双讲性能测量项（单个讲话人）

·衰减范围（发送方向、接收方向）

·回声成分检测

发送方向测量项（多个讲话人）

·讲话者交替的适应时间（复合源信
号）

·讲话者交替的适应时间（真人语音
信号）

Bluetooth®文字和图商标是Bluetooth 
S I G ， I N C 公 司 注 册 的 商 标 。 
HEAD acoustics公司被授权使用该商标。 
其他商标和商号为各自所有者持有。

·完全重叠并发讲话的幅值（复合源
信号）

·完全重叠并发讲话的幅值（真人语音
信号）

·动态轮流讲话开关特性（复合源信
号）

·动态轮流讲话开关特性（真人语音
信号）

·基于AM-FM信号并发讲话（复合源活
动信号）

·基于AM-FM信号并发讲话（真人语音
活动信号）

·有背景噪声环境下的语音质量

·并发讲话时降噪性能的鲁棒性

关注“海德声科”

获取更多声学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