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duct Brochure

MT8855A 蓝牙音频测试仪
20 Hz to 20 kHz

MT8855A 蓝牙音频测试仪
MT 8855A是 世界 上第 一台 专门针 对使 用蓝 牙高 级音 频分 发框 架协议(A2DP),耳机 或者 手提 协议 的蓝 牙产 品进 行高 质
量的 音频 测试 的测试仪。
MT8855A非 常适 合于 研发 验证和 产线 测试 。 M T8855A能够 测试 的产 品包 括立体 声和 单音 耳机 ，手 机， 数字 音乐 播
放器 ，集 成和 附属的 汽车 音频 套件 和桌 面型 的扬 声器等。附 属的 麦克 风和 扬声 器直 接连 接在MT8855A的 输入 和输 出接口
进行 测试 ，即 可搭建一个 完整 的测 试系 统。 模块 也可 以通过直接 连接 在RF和音 频接 口进 行测 试。
MT8855A与 被测 件(D UT) 建立 蓝牙连 接后 ，通 过内 置的 音频 信号 发生 器和音频分 析仪 对DUT进 行测 试， 包括 幅度，
频率 响应 和T HD+ N。

主要特点:
·20Hz 到 20 kHz频率覆 盖

· 音频分析仪 协助 排查 故障

·THD, THD+N, SINAD 失真测量

·音频信号发 生器: 一般的立体声或 者单 音信 号

·立 体声 相位 和隔离度

·两个音频分 析仪:立体 声左右声道或单音

·频 率响 应， 外加THD+N vs level和 f requenc y

·麦克风和扬 声器 可直 接连 接

的 图形 化测量

·观测黄金参 考曲 线用 于对 被测 件进行调试

·支 持A 2DP 协 议用 于立 体声 耳机 测量

·内置扬声器

·支 持H eadset和Hands- Free，用于单音 耳机 的测 量

·耳机的典型 测试 时间 少于10秒

·安 装在PC上的 用户 接口 软件: BlueAudio

·独立的音频 信号 发生 器和 分析 仪用于非蓝牙

·手 动模 式用 于研发测试

产品的音频 测试

·用 户自 定义 测试计划的 自动 模式 用于 产线 测试

蓝牙的商标和标志归SIG所有, 安立使用该标志已经过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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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声耳机测试
蓝牙连接 (A2DP profile)
音频通路

屏蔽箱和测试
夹具

USB
已校正过的
麦克风

麦克风左右声道输入

目 前,采 用 A2DP或者 Hands-Free协 议并 随同 手机 和数 字音 频播放器一
起使用的蓝牙耳机已 经是 一种 非常 常见 的蓝牙设备.为了 让用 户体 验到 高保真
的音质,就要 求耳 机的 制造 商确保耳机 的性 能和 可靠 性. MT8855A是能 够满足
这种 要 求的 一种 非常 理想 的测试 仪器,因为MT8855A能 够 快 速测 试已 组装好
的成品耳机 的音频性 能.
对 于耳 机的 扬声 器测 试, 需要 将用 以耦合 扬声 器和 麦克 风的 测试 夹具集
成在屏 蔽盒 中. MT8855A内置 的麦 克风 电源 方便麦克风直接 与其 连接,而无需
额外 的 放大 器 或 电源 .麦克 风 协同 测试 出耳 机扬 声器的 频 率 响应 曲线,也即精
确的音 频测 量. 被测 件的 响曲 线应 也可 以与 保存的 黄金 参考 曲线 进行 比较,以
进行对比测 试. 这 些测试验证了耳机的数模 转换 器(DAC) ,放大 器和扬声器等
BlueAudio软件显示 麦克 风所 检测 到的左 右声道的频率 响应.额外的测量
比如TH D+N, 立 体 声 隔离 度和 相位 等 也 可 以 同 时显 示出 来.典 型 情况 下,这些
测量是在997Hz的频 率上 进行.
执 行一 次5频 点 的频 率响 应测试 外 加997Hz频 点 的THD+N, 立体 声隔离
度和相位测 试通常少 于15秒(包括查询和连接时间,但 不包 括人工处理时间) .
为 了测 试耳 机的 麦克 风和音频输入部分, M T8855A通过 与该 麦克 风耦合
的扬声 器播 放音 频信 号. 扬声 器的 频率 校正 曲线又 被再 次 用 于从 测量 结果中
消除扬声器 的影响.

蓝牙连接 (HSP or HFP)
屏蔽箱和测试
夹具

USB
校准过的
麦克风
音频通路
模拟音频输出

MT8855A对从蓝牙 连接上收到的音频信号进行解码,并进行处理后生成音
频测试 结果. 还原出 来的音频信号 被送到集成的扬声器中或 者耳机的接头/插孔
中以方便进 行快速的功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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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组测试
蓝牙连接
屏蔽盒及
测试夹具

anri tsum t88 55a
aud io t est set

USB

蓝牙模组

MT8855A非 常适 合于评 估和验证新产 品的设计 和参 考模组.在用于设计评
估时,被测件与MT8855A之间通常通过 射频线进 行连 接.当被测件通过 射频线直
接连接 在MT8855A的 输入 和输 出口, 感 应端 口比 如麦克风和扬声器就没有被包
含在测试系 统中.这种连接 为失 真和频率响应测 试提供了最大的动 态范 围.
内 置的 音 频 傅 立 叶 变 换 可以 用 于 帮 助 诊 断失 真 的 来 源. 图 形 化 地 显 示
THD+N 随输 入信号 的幅 度和 频率 变化 等, 允许 对模 块在 所有可 能的 工作 条件
下进行全面 的性能测试.

音乐播放器或手机测试
蓝牙连接
音频通路

屏蔽盒及手机

anrit s umt 8855a
audio tes t set

USB

音频信号流从屏蔽 盒中 的音 乐播放器传输到MT8855A中,此时MT8855A
做为A2DP接收机. 如果在测 试环 境中存在RF干扰信号,那么 就需要屏蔽盒.
对 于 简单 的功 能性 测试, MT8855A将 从音乐 播放 器中 传输 过来 的音频 信
号进行解码 并 (还原成音频信号)输出到内 置的 扬声器或者耳机的输出插孔.
对 于 实际 的音 频测 试, MT8855A通过 蓝牙连 接接 收从 播放 器发 出的固 定
频率的音频信号并进行 解码. 解码出来的 信号 以数 字的 格式 直接 输入 到音频分
析仪中. M T8855A提供这样的固定频 率的MP3文件用于下载到音乐播放器中.
从 音频播 放器 耳机 接头中输 出的 模拟音 频信 号在 没有蓝牙 连接 的情况 下
也 可以 直接 进行测 量. 这 时可 以把音 频信 号直 接送 到MT8 855A的Line Inpu t接
口. 所 有的 音频 输 入,输 出和 测量 完全 是功 能 性 的测量,即使 这时 仪器 没 有与 被
测 件建 立蓝 牙连接. 这样,MT8855A就 可以 做为一 个用 于非 蓝 牙 产品 的标准 的
音频测试仪.

4

BlueAudio软件
随 MT8855A 一 起 提 供 的BlueAudio软 件 ,安 装 在 PC上 ,并 通 过 标 准 的
USB接 口连 接PC和MT8855A. BlueAudio做为 MT8855A的前面 板用 于设 置仪
器 并 显 示 图 形 和 数 值 的 测 试 结 果 . 它 通 过 类 和 库 的 动 态 链 接 文 件 (dll)与
MT8855 A进行通 信.
MT8855A的设置 过程 非常简单, 只需要 四步.
1. 定义蓝牙框架和MT8855A的角色,比如A2DP源
2. 定义蓝牙连接过程, 比如包含鉴权的查询
3. 选择音频的输入和输出,比如从麦克风输 入,扬声器 输出.
4. 选择测量项目, 比如THD+N 和频率响应
BlueAudio 能够 显示 数字 和图 形化的测量结果. 对于 大批量的产线测试,数
值的测 试结 果提 供 了 被测 设备的 性能 的 一 个综 合概 述. 用户 可以 定义5个 频 点
的测试, 外加 失真(THD+N , TH D, SINAD),立体声相位和隔离度结果.
用于研 发验 证时,图形化 的测 量曲 线能够为 用户 提供更多有关被 测件 性能
的详细信息,以帮 助排 查和诊 断故 障. 音 频FFT分 析仪 显示了 被测 音频 信号 的全
部频谱. 这样 就可 以通 过观察基本的频 率特性,很 容易 地辨别 出因为音 频失真造
成的谐波和 杂散信号.
频 率响 应曲 线有201点,用 于表征 被测 设备 的真实性 能.谐振 能够 清楚 地显
示出来 并转 换成对数 频率 刻度 进行显示,这样能 够看 到最 关键的低频部分.并可
以定制 复杂的极限线(Lim it line)以 自动 判断Pass/Fail, 或者可以选择 实时 测量
曲线并与存 储的黄金参考曲线进行 对比.
THD+N 也 可以做为 频率 和幅 度的函数进 行显示. 它以图形 的形 式清 楚地
给出了被测 件在各种运行状态下的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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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Audio软件
BlueAudio软 件 也 包 含 了 “自 动测 试 ” 模 式,它 允许 用 户 定 义 一 系 列 测
试,并将定 义的 测试 序列做为测试计划来执行.每个 测试 计划 可以包括多 个脚 本
和 和测 量,测量 结果 保存在数据库中方便分析查看.“自 动测 试”模式常 用于 需
需要在最短 的时间内运 行测 试计 划并保存测试结果的大 批量产线测 试的 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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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信息
编号

描述

MT8 8 55A

蓝牙音频测试 仪

包含的 附件
电源线(各国 的 电源线编号 不同)
1300 0-00280

操作手册 (印 刷版)

2300 -295

CD 光盘包含 BlueAudio 软 件和 PDF
格式的操作手 册

2000 -1611-R

USB线用于连 接 MT8855A 和PC

553- 525-R

XLR (f) 到 BN C (f) 转接头 (2个)
用于连接Lin e out 接口

553- 526-R

BNC (m) 到p hono (f) (4个)

选配件
MT8 8 55A-001

机架套件 (单 个)

MT8 8 55A-003

机架套件 (并 排)

2000 -1613

2.4 GHz 天线 和适配器

2000 -1607-R

标准麦克风 (包含接口连接 线)
(典型的频率 响应校准曲线)

2000 -1608-R

校准过的麦克 风 (包含接口 连接线)
(专门的频率 响应校准数据)

2000 -1612-R

测试扬声器

MT8 8 55A-098

符合ANSI/NCSLI Z540-1的标准校准
(仅校准证书)

MT8 8 55A-099

符合 ANSI/N CSLI Z540- 1的高级校准
(校准证书包 含测试报告和 不确定度数据)

D413 10

软背包

MT8855A蓝牙音频测试 仪外加2.4 G Hz蓝牙天线,测 试扬声器和 麦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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