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市教育信息化技术标准及建设规范

4 校园广播系统
4.1 遵循的规范
1、 JGJT 16-2008《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2、 GB4959《厅堂扩声特性测量方法》
3、 SJ2467《通信设备汉语清晰度测试方法》
4、 GB/T 14476-93《客观评价厅堂语言可懂度的“RASTI”法》

4.2 规范标准要求
4.2.1 系统功能要求
校园广播是学校教学、学生生活基本的和必要的设备设施。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
猛发展，校园广播的模式越来越多，功能越来越强，服务教学和生活的作用越来越显著。
随着教育的发展、对校园教学生活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校园广播在学校教学与管理中
担当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功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能发布实时的语音广播、录音广播以及转播国家和地方电台新闻。
2、 广播覆盖区域能分区控制，可视需要手动选通或关闭任何广播分区。
3、 具有强插功能，即能对任何选定的广播分区（包括已经关闭了的分区）强行插
入寻呼广播或其他紧急广播。
4、 能实现自动定时管理，包括定时接通/关闭广播系统的电源，定时播放已编排好
的钟声/音乐铃声或其他节目。
5、 可进行录音和简单的节目剪辑。
6、 可对绿化带或休闲区播放背景音乐。

4.2.2 系统性能要求
校园广播是服务于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的基本和必备的设备设施。因此，为了使学
校教学及学生生活得以正常的开展，在系统性能上我们必须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 应覆盖学校的各个课室、实验室、功能室、教师办公室、图书馆、礼堂、操场
和宿舍，以及食堂和公共通道等地方。
2、 要求校园广播的语音清晰度不低于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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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校园广播的线路（从功放设备的输出端至线路上最远的扬声器间的线路）衰耗
不大于 2dB（1000Hz 时）。
4、 频带宽度应不少于在 100Hz～12KHz。
5、 声压不少于 85dB。
6、 环境回声不大于 1S。
7、 信号分离度不少于 46dB。
8、 系统失真度＜5％。
9、 声场均匀度＜5db。（室内）

4.2.3 系统结构要求
一、一般校园广播
1、 为了保证校园广播的语音清晰度、一致性、稳定性和强制性（校园广播还应承
担公共安全责任，需在紧急状态下能实施强制广播，而且尽可能用最简约的方
式实现全范围广播），因此，建议使用模拟广播。
2、 采用定压输出馈送线路时，输出电压宜采用 70V 或 100V。
3、 建议系统中采用音频矩阵分区——即可同时在不同的广播分区播送不同的节
目。
4、 建议系统配置可以自动切换的备用功放，保证系统的可靠性。
5、 校园广播系统一个回路所接扬声器的数量不宜超过 20 个。
6、 校园公共广播原则上是单声道广播，但不排除根据实际需要在有条件的局部区
域内营造立体声效果。
7、 广播功放的额定输出功率应不小于广播扬声器总功率的 1.3 倍。
8、 室内广播功率传输线路应使用阻燃护套线，且干线截面不小于 1mm2；室外广播
功率传输干线截面不宜小于 1.5mm2。
9、 校园广播馈送线路一般采用 2 线制。
10、

各种节目信号输入线应采用屏蔽线缆。

11、

馈线线路应穿管或用线槽敷设（室内线管或线槽必须是阻燃材料），不得

与电力线路、电话线路、校园网络线共管或共槽。
12、

教室、实验室音箱功率不少于 5 瓦。

13、

露天设置的音箱必须使用全天候防水音箱（I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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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由广播前置放大器到功放输出，信噪比不劣于 75dB（线路输入）或 60 dB

（话筒输入）；频响不劣于 60 Hz～15 kHz。功放的输出额定功率应与标称值相
符，应有输出短路保护。扬声器系统的频响不劣于 150 Hz～12 kHz，灵敏度不
劣于 88 dB。
具有室外金属布线的校园广播系统应有防雷设施。系统的防雷和接地应参

15、

照 GB50343-2004《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的规定执行。
16、

校园广播功率传输线路（尤其是敷设于天花板/吊顶内的线路），其绝缘电

压等级必须与其额定传输电压相容；其接头不应裸露；电位不等的接头必须分
别包扎。
校园广播系统室内广播扬声器的功率传输线路，衰减不宜大于 3dB（1000

17、

Hz）。
18、

建筑物内的扬声器明装时，安装高度不宜低于 2.2m（扬声器箱底边距地面）。

19、

扬声器的声压级应比环境噪声大 10～15dB。

20、

会议厅、报告厅等专用会议场所，应按语言扩声一级标准建设。

21、

厅堂类建筑采用定阻输出。

22、

功放的功率裕量（即功率储备量），在语言扩声时为 5 倍以上，音乐扩声

时为 10 倍以上。
23、

为了保证校园广播系统的可靠性，建议系统采用集中供电方式，在控制室

（主设备安装室）配置 UPS 电源，备用电源时间按 1 小时配置。
二、有突发公共事件紧急广播要求的校园广播系统
除满足一般校园广播的性能要求外，还必须满足以下的要求：
1、 系统应在主电源或备用电源接通 10 秒内可以进行广播。
2、 应急备用电源切换时间不大于 1S；应急备用电源至少能支持 15 分钟的紧急广
播。如果电池被当作备用电源使用，它们应配有自动充电装置。
3、 突发公共事件紧急广播用功率放大器的额定功率不小于其所驱动的所有扬声器
功率总和的 1.5 倍。突发公共事件紧急广播用功率放大器的功率总容量，必须满
足所有广播分区同时发布紧急广播的要求，而不是只满足若干个相邻分区的要
求。
4、 突发公共事件紧急广播应具有最高级的优先权。系统应能在操作者将系统置于
紧急状态下或接到来自火警和其他警报系统信号的 10 秒内向警报区播放警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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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或警报语音文件，而不论相关警报区当前处于何种状态（包括关闭和休眠）。
5、 突发公共事件紧急广播的音量，应能自动调节至系统允许的最大音量。
6、 当所有广播服务区需要同时手动发布突发公共事件紧急广播时，应能一键到位
（只须操作一个键/按钮/开关，就能进入紧急广播状态）。
7、 突发公共事件紧急广播用的单个扬声器（或音柱）的额定功率不小于 3W。
8、 走道、大厅、食堂餐厅等公众场所，扬声器的配置应能保证从本层任何部位到
最近一个扬声器的步行距离不超过 25m。在走道交叉处、拐弯处均应设扬声器。
走道末端最后一个扬声器距墙不大于 12.5m。
9、 单台功放失效不应导致整个广播系统颠覆，应配置主/备功放和相应的自动切换
设备。
10、

单个扬声器失效不应导致整个广播分区失效，否则应能及时发现。

11、

紧急广播设备应处于热备用状态(即经常处于运行——可以是低姿态运行状

态)，或系统具有循环自检和故障自动告警功能。
12、

校园广播应按建筑防火分区设置，且不得跨越防火区。

13、

馈送线路宜采用三线制，线路衰耗不大于 0.5 dB。

14、

在环境噪声大于 60 的场所设置的扬声器，在其播放范围内最远点播放声压

级应高于背景噪声的 15。

4.2.4 系统建设方案
4.2.4.1 需求分析
一个学校需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教学、文体活动，这些都离不开校园广播系统。校园
广播系统应能满足以下方面的功能需要：
1、语音综合训练和考试：可以对不同年级进行不同的语音训练和考试，可以同时
播放多套节目，以便满足教学的需要；
2、铃声智能控制：可以按照编排好的时间表播放上下课铃声，也可以播放中外名
曲来代替传统的枯燥铃声，实现无人操作；还可以在一套系统内设置多套各自独立工作
的打铃系统，眼保健操等。
3、课余娱乐：课余休息时间可以使不同场所播放不同节目，例如：校园歌曲、轻
音乐等，来缓和一下课堂上的紧张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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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可将上下课铃声、眼保健操、广播操、娱乐等分区广播。校园广播可以对教学
区、宿舍区、教工区、食堂、操场等公共场所进行不同时间播放不同节目，可以让任意
一个场所播放，任意一个场所不播放，方便校园管理；
5、可对需要通知的某个教室进行单独通知，而不会干扰其它教室的正常教学活动。
6、可以对 DVD，CD，VCD，卡座等音源智能化管理，通过计算机设置，定时自动播
放 DVD，CD，VCD，卡座等音源。
7、可以定时转播早间电台的新闻联播，特定节目，全由计算机设定管理，无须人
工操作。
8、可以根据需要选定某些区域进行强制讲话，广播。
9、可以在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进行强制广播，通知危险区域的人员进行疏散。

4.2.4.2 系统设计
校园广播系统基本由 4 个部分构成，分别是节目源设备、信号的放大和处理设备、
传输线路和放声设备，详见下图所示：



节目源设备：节目源通常为无线电广播，CD/MP3/DVD 机和录音卡座等设备提
供，此外还有传声器、电子乐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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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放大和处理设备：包括调音台、前置放大器、功率放大器和各种控制器及
音响加工设备等。这部分设备的首要任务是信号放大，其次是信号的选择。调
音台和前置放大器作用和地位相似（当然调音台的功能和性能指标更高），它们
的基本功能是完成信号的选择和前置放大，此外还担负音量和音响效果进行各
种调整和控制。有时为了更好地进行频率均衡和音色美化，还另外单独投入均
衡器。这部分是整个广播音响系统的“控制中心”。功率放大器则将前置放大器
或者调音台送来的信号进行功率放大，再通过传输线去推动扬声器放声。



传输线路系统：校园广播系统，由于服务区域广，距离长，为了减少传输线路
引起的损耗，往往采用高压传输方式，由于传输电流小，故对传输线要求不高。



放声设备：放声设备要求整个系统要匹配，同时其位置的选择也要切合实际。
校园广播系统，一般用挂壁音柱、室外音柱、天花喇叭等。

校园广播系统主要从以上几个方面进行设计，同时在设计的过程中还须考虑以下几
个方面：
4.2.4.2.1 广播分区
一个公共广播系统通常划分成若干个区域，由管理人员（或预编程序）决定那些区
域须发布广播、那些区域须暂停广播、那些区域须插入紧急广播等等。
分区方案原则上取决于客户的需要。通常可参考下列规则：
1、 教学楼通常以楼层分区，办公楼通常以部门分区，运动场馆通常以看台分区等。
2、 管理部门与公众场所宜分别设区。
3、 重要部门或广播扬声器音量有必要由现场人员任意调节的宜单独设区。
总之，分区是为了便于管理。凡是需要分别对待的部分，都应分割成不同的区。但
每一个区内，广播扬声器的总功率不能太大，须与功放的容量相适应。
4.2.4.2.2 广播功放的选用
广播功放不同于 HI-FI 功放。其最主要的特征是具有 70V 和 100V 恒压输出端子。
这是由于广播线路通常都相当长，须用高压传输才能减小线路损耗。
广播功放的最重要指标是 额定输出功率。应选用多大的额定输出功率，须视广播扬
声器的总功率而定。对于广播系统来说，只要广播扬声器的总功率小于或等于功放的额
定功率，而且电压参数相同，即可随意配接，但考虑到线路损耗、老化等因素，应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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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有功率余量。按照相关规范的要求，功放设备的容量（相当于额定输出功率）一般应
按下式计算：
P = K 1 ·K 2 ·ΣP 0
P — 功放设备输出总电功率（W）
P 0 — 每一分路（相当于分区）同时广播时最大电功率
P 0 = K i ·P i
P i — 第i分区扬声器额定容量
K i — 第i分区同时需要系数：
服务性广播客房节目，取 0.2 ~ 0.4
背景音乐系统，取 0.5 ~ 0.6
业务性广播，取 0.7 ~ 0.8
火灾事故广播，取 1.0
K 1 — 线路衰耗补偿系数：1.26 ~ 1.58
K 2 — 老化系数：1.2 ~ 1.4
据此，如果是背景音乐系统，广播功放的额定输出功率应是广播扬声器总功率的 1.3
倍左右。
但是，所有公共广播系统原则上应能进行灾害事故紧急广播。因此，系统须设置紧
急广播功放。根据要求，紧急广播功放的额定输出功率应是广播扬声器容量最大的三个
分区中扬声器容量总和的 1.5 倍。
至于广播功放的其他规格，取决于广播系统的具体结构和投资。
4.2.4.2.3 广播扬声器的选用
原则上应视环境选用不同品种规格的广播扬声器。
例如，在有天花板吊顶的室内，宜用嵌入式的、无后罩的天花扬声器。这类扬声器
结构简单，价钱相对便宜，又便于施工。主要缺点是没有后罩，易被昆虫、鼠类啮咬。
在仅有框架吊顶而无天花板的室内（如开架式商场），宜用吊装式球型音箱或有后
罩的天花扬声器。由于天花板相当于一块无限大的障板，所以在有天花板的条件下使用
无后罩的扬声器也不会引起声短路。而没有天花板时情况就大不相同，如果仍用无后罩
的天花扬声器，效果会很差。这时原则上应使用吊装音箱。但若嫌投资大，也可用有后
罩的天花扬声器。有后罩天花扬声器的后罩不仅有一般的机械防护作用，而且在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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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起到防止声短路的作用。
在无吊顶的室内（例如地下停车场），则宜选用壁挂式扬声器或室内音柱。
在室外，宜选用室外音柱或号角。这类音柱和号角不仅有防雨功能，而且音量较大。
由于室外环境空旷，没有混响效应，选择音量较大的品种是必须的。
在园林、草地，宜选用草地音箱。这类音箱防雨、造型优美，且音量和音质都比较
讲究。
在装修讲究、顶棚高阔的厅堂，宜选用造型优雅、色调和谐的吊装式扬声器。
在防火要求较高的场合，宜选用防火型的扬声器。这类扬声器是全密封型的，其出
线口能够与阻燃套管配接。
4.2.4.2.4 广播扬声器的配置
天花扬声器的灵敏度级在 88~93dB 之间；额定功率为 3~10 W。以 90dB / W 匡算，
在离扬声器 8m 处的声压级约为 81dB。以上匡算未考虑早期反射声群的贡献。在室内，
早期反射声群和邻近扬声器的贡献可使声压级增加 2~3 dB 左右。
因此，一般天花扬声器的间隔距离宜在 6 米左右。
广播扬声器原则上以均匀、分散的原则配置于广播服务区。其分散的程度应保证服
务区内的信噪比不小于 15dB。
通常，高级写字楼走廊的本底噪声约为 48~52 dB，超级商场的本底噪声约 58~63
dB，繁华路段的本底噪声约 70 ~75 dB。考虑到发生事故时，现场可能十分混乱，因此
为了紧急广播的需要，即使广播服务区是写字楼，也不应把本底噪声估计得太低。椐此，
作为一般考虑，除了繁华热闹的场所，不妨大致把本底噪声视为 65~70dB（特殊情况除
外）。照此推算，广播覆盖区的声压级宜在 80~85dB 以上。
鉴于广播扬声器通常是分散配置的，所以广播覆盖区的声压级可以近似地认为是单
个广播扬声器的贡献。根据有关的电声学理论，扬声器覆盖区的声压级 SPL 同扬声器的
灵敏度级 LM、馈给扬声器的电功率 P、听音点与扬声器的距离 r 等有如下关系：
SPL = LM +10 lg P – 20 lg r dB
天花扬声器的灵敏度级在 88~93dB 之间；额定功率为 3~10 W。以 90dB / 8 W 匡算，
在离扬声器 8m 处的声压级约为 81dB。以上匡算未考虑早期反射声群的贡献。在室内，
早期反射声群和邻近扬声器的贡献可使声压级增加 2~3 dB 左右。
根据以上近似计算，在天花板不高于 3m 的场馆内，天花扬声器大体可以互相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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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m 均匀配置。如果仅考虑背景音乐而不考虑紧急广播，则该距离可以增大至 8~12m。
另外，国家标准火灾事故广播设计规范（以下简称‘规范’）有以下一些硬性规定：“走
道、大厅、餐厅等公众场所，扬声器的配置数量，应能保证从本层任何部位到最近一个
扬声器的步行距离不超过 25 米。在走道交叉处、拐弯处均应设扬声器。走道末端最后
一个扬声器距墙不大于 12 米。每个扬声器额定功率不应小于 3W。”
室外场所基本上没有早期反射声群，单个广播扬声器的有效覆盖范围只能取上文匡
算的下限。由于该下限所对应的距离很短，所以原则上应使用由多个扬声器组成的音柱。
馈给扬声器群组（例如音柱）的信号电功率每增加一倍（前提是该群组能够接受），声
压级可提升 3dB。
请注意“一倍”的含义。由 1 增至 2 是一倍；而由 2 须增至 4 才是一倍。另外，距
离每增加 1 倍，声压级将下降 6dB。根据上述规则不难推算室外音柱的配置距离。例如，
以 DSP-408 室外音柱为例，其额定功率为 40W，是单个天花扬声器的 4 倍以上。因此，
其有效的覆盖距离大于单个天花扬声器的 2 倍。事实上，这个距离还可以大一些。因为
音柱的灵敏度比单个天花扬声器要高（约高 3~6dB），而每增加 6dB，距离就可再加倍。
也就是说 DSP-408 音柱的覆盖距离可以达 20m 以上。但音柱的辐射角比较窄，仅在其
正前方约 60~90 度（水平角）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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