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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描述

主动降噪技术由于其复杂性使得平时的
使用效率会产生很大的变化。某些场景
下能够有效地抑制噪声，但在另一些
看上去不太复杂的声学场景下却表现
得不尽如人意。所以，针对ANC系统
以及设备的完整测试需要囊括一系列
的声学场景。HEAD acoustics质量标准
HQS-ANC-Headset将这些需求化为了现
实。除了测试音频及通讯质量等基础的
重要性能指标外，它还支持在有背景噪
声、公共广播、第二讲话人以及风噪等
环境影响的场景下进行多种测试。由于
HQS-ANC-Headset是在实验室环境下进
行的完全可重复性测试，用户可以借此
轻松完成针对ANC系统的实验性性能调
优，亦或是进行有意义的比较。

该测试库划分为3个不同测试场景。根
据被测设备的类型以及用户想要得到的
信息，能够使用其中一个或多个测试场
景中的测试项进行测试。

场景场景A：环境噪声以及外部语音的隔：环境噪声以及外部语音的隔
离度离度

这个场景下的测试内容旨在评估被测设
备的被动噪声隔离能力、主动降噪的性
能表现以及ANC本体电路噪声。HMS的
人工嘴用于测试侧音性能。

外部环境噪声相关测试采用操作便捷、
性能足以胜任测试且能够保证测试可重
复性的3PASS lab或者3PASS flex系统进
行背景噪声模拟。

在有第二讲话人的场景下，可增加
HMS II.5或人工嘴来进行测试。在测试

HQS-ANC-Headset 
(编号编号 60056)
主动降噪耳机主动降噪耳机HEAD acoustics质量标准质量标准

Headset

HIB I

HMS II.3 or
HMS II.3-LN

labCORE

USB-Audio

Bluetooth

Analog Analog

labCORE支持通过蓝牙、USB以及模拟 
（使用HIB I）方式连接

中国 上海
浦东新区浦东大道720号22楼A室
Tel.: +86 21-6878 8055
Fax: +86 21-6878 8056
Email: HEADChina@head-acoustics.cn
Web: www.head-acoustics.com

概述概述

HQS-ANC-Headset是由HEAD acous-
tics开发的质量标准，尤其适合对集成
ANC功能及不集成该功能的耳机进行
测试。HQS-ANC-Headset可应用于任
何消费级和商用级设备，支持所有连
接方式--模拟（有线）、USB以及蓝
牙®。

除了测试音频回放质量等基本性能指
标外，HQS-ANC-Headset还能够测
试外界噪声的主动和被动隔离程度、
外部语音/广播内容的可懂度（ 聆听
努力度）、位置鲁棒性等高级性能指
标。此测试数据库也包含了POLQA、 
EQUEST、3QUEST以及聆听努力度这
些国际认可的耳机通讯性能指标。

HQS-ANC-Headset中的测试内容涵盖
了即将发布的ETSI标准TS 103 640中
提出的要求。

产品数据手册产品数据手册

应用应用

·ANC系统（包括被动噪声隔离）的
测试、比较以及实验性调优

·任意类型耳机的常规音频质量测量

·专业耳机测试（如个人或商业航
空用途）

·耳机语音通讯质量测试（窄带、宽
带、超宽带）

主要特征主要特征

·针对集成ANC功能以及不集成该功
能耳机的测试、评估以及实验性优
化的完整自动测试套件

·支持所有类型的设备:

 - 耳罩式耳机

 - 贴耳式耳机

 - 入耳式耳机

·支持所有的连接方式:模拟、USB、
蓝牙

·在不同类型的外界噪声下对被测设
备的响应进行完全可重复的测试

·能够对常规的音频以及语音通信质
量进行测试



03.20 D60056cn1 Subject to change

有公共广播播报的场景时则可以使用外
部扬声器来考量被测设备在该场景下的
性能。由于某些类型的耳机在声耦合结
构发生改变时很容易发生性能衰减（例
如，佩戴眼镜时使用耳罩式耳机），测
试内容也相对应地涵盖了位置鲁棒性的
测试。 

ANC麦克风可能对风噪非常敏感。所以
该场景中也支持对ANC设备在气流中进
行测试。由于风的入射角度是很重要的
一个因素，HQS-ANC-Headset支持使用
电动转台HRT I对DUT在气流场中进行旋
转。

场景场景B：音频播放：音频播放

测试场景B通过已定义的噪声信号以及
定制的测试信号（音乐、语音信号）来
测试被测试设备的常规音频性能表现。
除了频率响应和失真等传统声学测试，
它还可以通过比较打开以及关闭ANC功
能时的表现来评估信号处理引入的音频
质量损失。在嘈杂环境下测试聆听努力
度是否下降也囊括在这部分测试之中。
此外，为了评估附近的人产生的干扰程
度，该场景下也会测试声泄漏指标。

场景场景C：语音通讯：语音通讯

场景C旨在测试耳机的通讯性能。测
试内容包括发送以及接收方向的通讯
质量、侧音以及回声性能（窄带、
宽带以及超宽带）等。除此以外，
很多国际认可的通讯测试指标，比如
POLQA、EQUEST、3QUEST以及聆听
努力度等也包含在内。

HMS II.3-LN

在某些极低声压级下的测试需要使
用本底噪声非常低的麦克风，例如
测 试 A N C系 统 的 空 闲 噪 声 。 为 此
HEAD acoustics开发了HMS II.3-LN。这
套HEAD测试系统包含了底噪水平低至
16 dBSPL(A)的耳模拟器。因此非常适合
用于这些在极低声压级下的精密测试，
建议也用于ANC设备的测试。

标准配置需求标准配置需求

软件软件

·ACQUA (编号编号 6810), 高级通信质
量分析系统，4.2.100或更高的版本

·下列背景噪声模拟系统背景噪声模拟系统之一

 - 3PASS lab (编号编号 6990), 背景噪
声模拟系统

或者

 - 3PASS flex (编号编号 6995), 背景噪
声模拟系统

·ACOPT 37 (编号编号 6869), 聆听努力
度选件

硬件硬件

·labCORE (编号编号 7700), 模块化多通
道硬件平台

 - coreBUS (编号编号 7710), 输入/输
出总线主板

 - coreOUT-Amp2 (编号编号 7720), 
功率放大输出模块（双通道）模拟
输出模块

数据库中的基本数据库中的基本SMD*

Use case scenario A: Isolation from ambient noise & external speech

Self-noise Frequency response

Self-noise Loudness (ISO 532-1)

Sidetone Frequency response

Sidetone active speech level (ITU-T P.56)

External speech (HATS or LS) frequency response

External speech (HATS or LS) active speech level (ITU-T P.56)

External speech (HATS or LS) Listening effort (upcoming ETSI TS 103 558)

Ambient noise (BGN) reduction Frequency response

Ambient noise (BGN) reduction Loudness (ISO 532-1)

Ambient noise (BGN) reduction Speech Intelligibility Index (SII) improvement 
(ANSI S3.5-1997)

Ambient noise (BGN) reduction Level vs. Time (temporal performance)

Positional robustness of DUT (HATS wearing glasses) - Sidetone Frequency response

Positional robustness of DUT - Sidetone active speech level (ITU-T P.56)

Positional robustness of DUT - External speech (HATS or LS) frequency response

Positional robustness of DUT - External speech (HATS or LS) active speech level 
(ITU-T P.56)

Positional robustness of DUT - External speech (HATS or LS) Listening effort 
(upcoming ETSI TS 103 558)

Positional robustness of DUT - Ambient noise (BGN) reduction Frequency response

Positional robustness of DUT - Ambient noise (BGN) reduction Loudness (ISO 532-1)

Positional robustness of DUT - Ambient noise (BGN) reduction Speech Intelligibility 
Index (SII) improvement (ANSI S3.5-1997)

Positional robustness of DUT - Ambient noise (BGN) reduction Level vs. Time (tem-
poral performance)

ANC automatic activation threshold

ANC automatic activation time

Test setup for wind noise measurements (turntable) (Wind generation not included)

Use case scenario B: Audio playback

Square wave response

Playback level range

Frequency response (measured with noise, music & speech signals)

Tracking response

Left/Right Crosstalk

Loudness (measured with noise, music & speech signals) (ISO 532-1)

Listening Effort in the presence of BGN (upcoming ETSI TS 103 558)

Sound leakage (a.k.a. "bleed") of audio playback

 - coreIN-Mic4 (编号编号 7730), 麦克
风输入模块（4通道）

 - coreBEQ (编号编号 7740), 双耳均衡
模块

·下列HEAD 测量系统测量系统之一

 - HMS II.3 (编号编号 1230), 含耳模拟
器的HEAD 测量系统，配备3.3或
3.4 类型耳廓，带

 - HIS L (编号编号 1231), HEAD 左耳
阻抗模拟器

或者

 - HMS II.3-LN (编号编号 123xxx), 含
右耳模拟器和人工嘴的HEAD测量
系统，低噪声版本，配备3.3类型
耳廓，带

 - HIS L-LN (编号编号 1231.3), 低噪声
版本的HEAD左耳阻抗模拟器 

·MSA II (编号编号 6487.2), 8通道对称
分布环绕麦克风阵列（用于系统均衡
以及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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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S II.3 or
HMS II.3-LN

HMS II.5

使用人工头HMS II.3或HMS II.3-LN（根据具体应用场景）的测试配置示例，其中HMS II.5扮演第二讲话人，3PASS lab模拟背景噪声

数据库中的基本数据库中的基本SMD*

Use case scenario C: Voice call communication (NB, WB & SWB)

Sidetone delay

Sidetone masking rating (STMR) (ITU-T P.79)

Loudness rating in RCV (RLR) (ITU-T P.79)

Frequency response in RCV

Idle channel noise in RCV, level & spectral peaks

Distortion in RCV

Speech quality (POLQA) in RCV (ITU-T P.863)

Listening Effort in the presence of BGN (upcoming ETSI TS 103 558)

Loudness rating in SND (SLR) (ITU-T P.79)

Frequency response in SND

Idle channel noise in SND, level & spectral peaks

Distortion in SND

Speech quality (POLQA) in SND (ITU-T P.863)

Quality of transmitted speech in the presence of BGN (3QUEST) 
(ETSI EG 202 396-3)

Perceptual based Echo assessment (EQUEST)

Attenuation range double talk in SND (ITU-T P.502)

*) These tables only contain a small part of the total amount of SMDs in the HQS-ANC-Headset database.

All listed analyses are performed for various DUT modes (ANC OFF / ON, Talk-Through), comparisons between modes are provided

选件选件

请查看下一页的决策树来确定您个人应
用所需要使用的硬件和软件

交付物品交付物品

·HQS-ANC-Headset (编号编号 
60056), 以ACQUA数据库形式交付

·V2C 文件文件（供ACQUA系统使用）

·PDF形式的用户手册用户手册

关注“海德声科”

获取更多声学资讯

Bluetooth蓝牙®文字和图商标是Bluetooth SIG, 
INC公司注册的商标。HEAD acoustics公司被
授权使用该商标。其他商标和商品名称为各
自所有者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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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QUA 选件一览表选件一览表

Isolation from 
ambient noise / 
external speech

Audio quality Voice call 
communication

ACOPT 09 (编号编号 6819), Speech Level Voltmeter • •

ACOPT 21 (编号编号 6844), 3QUEST •

ACOPT 25 (编号编号 6852), Psychoacoustics • •

ACOPT 29 (编号编号 6856), EQUEST •

ACOPT 30 (编号编号 6857), POLQA •

ACOPT 32 (编号编号 6859), Speech-based Double Talk •

ACOPT 34 (编号编号 6865), Speech Intelligibility Index  
according to ANSI S3.5-1997

•

ACOPT 35 (编号编号 6866), 3QUEST-SWB/FB •

常规硬件及软件需求

测试背景噪声/外部语音隔离？

● coreBT (编号 7780)
● coreBT-EXT (编号 7781)

连接类型?

模拟/ 
有线 蓝牙

USB
消费级产品航空用品产品? 

消费级

航空用途

需要电机和/或机械转接器 ● HIB I (编号 6002)

+ ACOPT 34

测试音频回放质量？ 

是否

带麦克风 无麦克风带麦耳机或不带麦耳机？

+ ACOPTs
09, 21, 25, 29, 30, 32, 35

+ ACOPT
25

设置完成

执行风噪测试场景？ 

● HRT I (编号 6498)

外部语音： 
第二位讲话人？ 

● HMS II.5 (编号 1388) or
● Artificial mouth acc. to ITU-T P.51

外部扬声器及功放 

外部语音：
公共广播？

软件选件* 

硬件选件

* 详情见下表 

+ ACOPTs
09, 25

2 支外部测试麦克风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带麦克风 无麦克风 带麦耳机或不带麦耳机？

硬件及软件选件决策树硬件及软件选件决策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