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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室建设与数字录音设备 

叶泽华 

 
一． 录音室基本规格和检测参数 

录音室的建设由北京科奥克声学技术 
有限公司完成。 
1.1 录音室基本规格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音录音室建成于

2004 年，地点位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五院一

楼。主要用于语音科学研究的录音和录像。 
 录音室的外形尺寸为长 3.6m，宽 2.4m，

高 2.68m，内部尺寸为长 3.4m，宽 2.2m，

高 2.4m。录音室隔声门尺寸为高 2m，宽

0.9m。隔声窗尺寸为宽 0.9m，高 0.6m。 
 
1.2 录音室组成 
 录音室是由 CA IA45 金属隔声-吸声模

块组成，可拆卸后异地重新组装，而不会影

响其声学特性。该金属模块一面为隔声、一

面为吸声，兼有两种声学特性。模块厚度为

100mm，一面为钢板，一面为穿孔镀锌板，

中间填充隔声、阻尼即吸声材料。 
 录音室由上述模块用专用连接件连接

而成，包括四面墙及顶部，地面为专用的隔

声地板，厚 100mm，两面均为钢板，内填

隔声即阻尼材料，整个地面为声反射面。地

板座在橡胶隔振器上，四座墙座在隔声地板

上，顶座在四墙上，整个录音室形成一个与

外围没有任何刚性连接的独立浮筑构造。 
 隔声门为 CA AD43 钢制隔声门，门体

厚度为 64mm，密封方式为双道磁密封，采

用旋升铰链，无门槛设计，门外表面做喷漆

处理，内表面加 25mm 的吸声材料。 
 下面是隔声-吸声模块和隔声门的声学

特性： 
 
倍频程中心

频率（Hz） 

63 125 250 500 

隔声量（dB） 27 30 32 41 

吸声系数  0.94 1.19 1.11 

CA IA45 金属隔声-吸声板声学特性 

倍频程中心

频率（Hz）

1k 2k 4k 8k 

隔声量（dB） 50 59 67 71 

吸声系数 1.06 1.03 1.03 1.04 

CA IA45 金属隔声-吸声板声学特性 

 

倍频程中心

频率（Hz）

125 250 500 1k 2k 

隔声量（dB） 30 39 39 45 44 

CA AD 钢制隔声门声学特性 

  
 下面是录音室基本构成单元的列表及

面积： 
序号 类型 面积 

1 CA IA44 金属隔声吸声板 59.2 
2 橡胶隔振垫层 12.1 
3 CA AD 隔声门 2 
4 隔声窗  
5 石膏板隔声墙 9 
6 CA AD38 隔声门 2 
7 地毯 12 
8 送风消声器 2m 长

9 低噪音风机箱 1 台 
10 回风消声器 2m 长

11 隔声窗  
12 室内普通照明  

北京大学中文系可拆卸式语言录音、录像室项目 

 下图是录音室的设计平面图纸： 

 
录音室平面设计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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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录音室声学检测 
 录音室声学检测工作由中国科学院声

学计量测试站完成。 
1.3.1 基础概念 
（1）分贝计算 
 10*log(被测功率/参考功率) 
 20*log(被测声压/参考声压) 
 参考听觉分贝级： 

 150-160   靠近喷气式飞机 
130-140  痛阈 
120         机场跑道 
120-110   雷声 
100-90    地铁通道 
90-80  重型车辆运输 
80-70  一般工厂 
70   繁华街道 
60   一般谈话 
50   一般办公室 
40   低声谈话 
30   安静办公室 
10   寂静录音室 
0   听阈 

 录音室声学检测采用的是 A 加权声级。

A 声级是由声级计用 A 计权网络测得的声

级。A 声级能够比较好的反映人耳对各种噪

声的主观评价。下图是声级计权网络特性

图，其中的 A 表示的就是 A 计权网络的特

性： 

 

（2）混响时间概念及计算 
 声源在封闭空间不断辐射声能，停止发

声后，室内声音并不会立刻消失，而是需要

一个过程的。首先是直达声消失，反射声则

将继续下去，每反射一次，声能被吸收一部

分，室内声能密度将逐渐减弱，直至完全消

失。这个逐渐衰减的过程就是“混响过程”。 
混响时间可以赛宾公式计算得到。赛宾 

公式是 T60=K*V/A，其中 T60 表示混响时 
间，K 为常数（一般取 0.161），A 表示室内

总吸声量，V 表示房间容积。实验室的声学

测试报告中的中频混响时间就是用赛宾公

式计算得到的。这个估算有可能不是很准

确，实际上赛宾公式适用于室内平均吸声系

数小于 0.2 的时候，而我们录音室的中频平

均吸声系数是 0.8。用伊林公式进行计算可

能 得 到 更 准 确 的 结 果 。 伊 林 公 式 是

T60=0.161*V/[-S*㏑(1-a)+4mV]。其中 T60
表示混响时间。0.161 为常熟项。a 表示室内

各表面的平均吸声系数。4m 表示的是和温

度湿度相关的空气吸声系数。S 表示室内总

的表面积。V 表示室内总体积。用伊林公式

计算得到的录音室的混响时间结果是 0.448
秒，比用赛宾公式计算的结果小。 
 
1.3.2 测试仪器及测试结论（检测报告内容） 
 测试仪器为 BK2033 精密声级计。 
 测试结论为录音录像室的本底噪声是

18dBA，估算中频混响时间为 0.09s，可保

证在该录音室内录制的材料的质量。 
 
1.3.3 具体测试内容即结果（检测报告内容） 
（1）录音录像室内本底噪声： 
 送风机关、空调机关   18dBA    
 送风机开、空调机关   18dBA 
 送风机开、空调机开   19dBA 
 （一般地，录音室允许噪音建议值：

20-25dBA。） 
（2）录音录像室外本底噪声： 
 送风机关、空调机关：24-30dBA 
 送风机开、空调机关：47dBA 
 送风机开、空调机开：47dBA 
（3）录音录像室的混响时间问题 
 录音录像室容积很小且做了强吸声处

理，估计混响时间很短。无必要做混响时间

的测量。但可根据它的容积、表面积和平均

吸声系数，对混响时间进行估算，以判定混

响是否对录音有影响。 
 录音录像室地面面积为 3.6*2.6m2，高

2.2m，容积为 20.6m3，表面积为 46.0 m2；

93 
 



语音乐律研究报告 2008 

中频吸声系数为 0.8。按赛宾公式计算算的

时间为 0.09s。这么短的时间不会对录音产

生影响。这从已有的录音中也得到了证明。 
 
二． 数字录音设备简介 
 
2.1 数字录音的理论基础 
 数字信号指的是时间和幅值都是离散

值的信号，是相对于时间和幅值都是连续值

的模拟信号而言的。我们实验室录音基本采

用的数字录音，格式为.wav 格式。 
 时间和幅值都是离散值的信号能否还

原为原始的连续信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

论问题。奈奎斯特采样定理回答了这个问

题。它奠定了数字通讯系统的理论基础，回

答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无失真地从抽样

信号中恢复出连续信号。采样定理告诉我

们，当采样频率大于信号中最高频率的 2 倍

时，则采样之后的数字信号完整地保留了原

始信号中的信息，一般取 2.56-4 倍的信号最

大频率。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还原的信号最

高频率为 F_max 时，采样频率至少要为

2*F_max。应用到我们的语音数字录音上

来，如果我们需要研究的是元音或者嗓音的

性质的话，采样频率采用 11k 就可以了，因

为元音的前三个共振峰信息基本都涵盖在

5k 频率段以下了。若是研究辅音的性质的

话，采样频率一般采用 22k，因为辅音在高

频仍具有比较高的能量，如汉语普通话中心

频率最高的辅音是[s]，其中心频率 6k 左右。 
 
2.2 录音室录音设备组成 
 北京大学语音实验室常用录音设备包

括传声器话筒（麦克风），调音台，外置声

卡，ibmR50 笔记本电脑。使用的录音软件

是 Adobe 公司制作的软件 Adobe Audition。 
 设备基本连接是麦克风和 EGG 两路信

号输入到调音台，再将信号接入外置声卡进

行数字转换，最后接入笔记本电脑把数字信

号采集下来，并存储文件。 
 
2.3 录音室录音设备简介及使用 
2.3.1 传声器性能简介及使用 
 北京大学中文系录音室采用的传声器

是 Sony 公司生产的 Sony electret condenser 
microphone（驻极体电容传声器）。这种传

声器的好处是由于驻极体材料的使用，使得

传声器内部电路得到简化，使传声器小型

化。 
 传声器的主要技术指标有输出阻抗、灵

敏度、频率响应、瞬态响应、动态范围等。

这里主要介绍一下录音室所用传声器的指

向性、灵敏度和频率响应特性。 
 在介绍传声器指向性之前，我想先介绍

一下语声指向性特性。语声的指向性指的是

声源辐射的声压随方向变化的特性。一般而

言，在 4000Hz 以下的频率，语声的指向性

较弱，基本可以看成是全方位辐射。声强近

似地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在频率高于

4000Hz 时，语声表现出较强的指向性，在

水平面左右偏离 40 度和在垂直面上下偏离

40 度的范围内，各频率的声压级基本上与轴

向声压级相同。这个辐射范围内的频率特性

与正前方轴向频率特性比较一致。在其他辐

射角度语声的高频能量会急剧下降。所以在

说话者背后听话，会由于高频能量的减弱而

使清晰度降低。语声的这种属性可用指向性

图表示。如下图所示： 

 

语声指向性的极坐标表示 

 传声器的指向性是指传声器的灵敏度

与声波入射角的关系，入射角是声波入射方

向与传声器主轴的夹角。常见的传声器其指

向性有全指向性、双指向性和单指向性。传

声器的这种性质可以用极坐标形式表示。下

图即是录音室所使用麦克风的指向性极坐

标表示图，可以看出，它基本上是一个全指

向性的传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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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室麦克风指向性的极坐标表示 

传声器的灵敏度指的是传声器的声电

转换效率。它是指在自由声场中，当向传声

器施加一个声压为 0.1pa 的声信号时，传声

器的开路输出电压。灵敏度较高的传声器，

可以在较低声压级的声音获得较高的信噪

比。它有利于反映出声音的种种细节，但是

也容易拾取到更多的噪声。  
传声器的频率响应指的是传声器灵敏

度随频率变化的特性。即对于不同频率的输

入信号传声器输出电压的大小。其响应范围

是指传声器正常工作的频带宽度，又叫带

宽。传声器的频率响应与测量的角度有关。

下图就是实验室所使用的麦克风的频率相

应特性图： 

 
录音室麦克风的频率响应曲线 

麦克风的使用比较简单。在实际的录音

室录音过程中，一般我们都把麦克风夹在一

侧的衣领上。 
 
2.3.2 调音台简介 
 一般的调音台都是有三部分组成的，即

输入部分、输出部分和监测部分。其基本结

构可由下表说明： 
 

输出部分输入部分

检测部分

输出部分输入部分

检测部分
由传声
器传来
的输入
信号

至录音室耳
机及扬声器

至控制室耳
机及扬声器

信号
输出

监测
信号
（仪表
监测）

 
调音台基本组成结构 

 调音台的功能有很多，我这里只简单列

出在语音录音时我们使用最多的功能。 
 调音台可以实现录音通道的分配。一般

我们录音时，都会一起录进 EGG 信号，即

录入双通道信号。这时候，我们就需要调音

台来实现通道的分配。一般把语音信号放在

第一通道，EGG 信号放在第二通道。 
 调音台还可以用来对输入信号的大小

进行调节。对于每一个通道的输入信号，调

音台都有相应控制钮调节信号大小。录音

时，我们可以需要观察录音软件中信号的大

小，如果信号过载或者太小的话，我们可以

可以在调音台上进行调节，使信号大小符合

我们的要求。我们实验室常用调音台上面有

一个控制钮可以控制所有通道信号的大小，

另外，各通道分别也有控制钮来调节信号大

小。 
 调音台还可以用来实现左右通道的平

衡输入还有模拟信号的滤波以及分频处理。

信号滤波可以实现对信号的低通、高通等效

果。而分频处理则可以对信号的某个频段进

行增强或者减弱等，已达到某种预期的效

果。不过实际录音时，我们比较少用到这些

功能，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 
 调音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对

录入信号进行监听。这主要是通过在调音台

的监听模块接入耳机或者扬声器来实现的。 
 
2.3.3 外置声卡简介 
 传声器和扬声器处理的都是电路模拟

信号，而电脑所能处理的都是数字信号，两

者不能混用，声卡的作用就是实现两者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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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从结构上分，声卡可分为模数转换电路

和数模转换电路两部分，模数转换电路负责

将传声器等声音输入设备采到的模拟声音

信号转换为电脑能处理的数字信号；而数模

转换电路负责将电脑使用的数字声音信号

转换为扬声器等设备能使用的模拟信号。  
 所以实际上我们的数字录音就信号形

式的转换而言经过了振动信号到电信号的

转换（传声器），然后再是电信号到数字信

号的转换（声卡），中间的调音台则起到对

于电信号进行电信号处理的作用。 
 声卡发展至今，主要分为板卡式、集成

式和外置式三种接口类型，分别是板卡式

（独立显卡） 、集成式 、外置声卡式。外

置式声卡是新加坡创新公司（creative）独家

推出的一个新兴事物，它通过 USB 接口与

PC 连接，具有使用方便、便于移动等优势。

这类产品主要应用于特殊环境，如连接笔记

本实现更好的音质等。 
 外置声卡的连接比较简单，首先要接上

电源。然后接入从调音台来的模拟信号，一

边是输出信号输出到 PC 机。一般地，我们

需要在是用外置声卡之前装上外置声卡的

驱动，这样会有比较好的效果。下图是外置

声卡的连接示意图： 

 
外置声卡连接示意图 

 

2.3.4 采集终端——PC 机和软件设置 
 录音室所使用的PC机是 IBM公司生产

的 R50 笔记本电脑。IBM 系列笔记本的性

能是比较好的，这主要体现在 IBM 笔记本

电脑的本底噪音即内部电路噪音比较小。 
 我们使用的信号采集软件是 Adobe 公

司制作的 Adobe Audition 软件。打开软件以

后，先新建文件，有三个选项，分别是采样

速率、通道和解析度。采样速率的选择根据

研究内容的不同可以选择不同，比较常用的

采样速率为 11k（11025）和 22k（22050）。
依据采样定理，可知采样率为 11k 和 22k 的

信号可以还原的原始信号最高频率是 5.5k
和 11k。所有 11k 比较合适元音和嗓音研究，

而 22k 比较合适辅音研究。没有特别要求的

话，我们一般使用 22k 的采样速率。通道的

选择一般都选立体声，即两个通道，第一通

道录入声音信号，第二通道录入 EGG 信号。

当然，也可以只录入声音信号，这样，就可

以选择单通道了。解析度是有 8 位、16 位和

32 位三种，一般地，我们选择 16 位文件。

这样，信号的幅值范围就是-32768—32767。 
 在录入信号之前，我们需要根据

Audition 软件上显示的信号波形情况，使用

调音台对信号大小进行调节。首先需要注意

的是不能让信号过载，不然就会出现削波的

情况。经验上，我们一般都是用/da4/、/ba4/
做测试文件。一般地，信号最大值为 2/3 量

程比较合适。在 smpl 坐标上信号最大值不

超过-20000 比较合适。信号的大小可以通过

调音台来调节。 
 下图是用 Audition 软件录制双通道波

形文件的一个示例： 

 
双通道波形文件示例 

 
2.3.5 数字录音设备连接示意图 
 最后，给出录音室常用录音设备连接顺

序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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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声器

其他信号
（egg）

调音台 外置声卡 PC机

 
常用录音设备连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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