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模拟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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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文讨论模拟语音信号如何被测量，单元使用的和使用的参考点，当您测量时。
传输系统的质量由在发言的语音在一端和被再生产的语音之间的区别定义在另一边。使用电话体验
好的人和连接不好，和能很可能描述特定的连接的质量用一个主观方式。但是如何能定义好和坏质
量用一个客观方式？
在发射中，应答此问题的第一步将决定在这些问题：
什么将被测量？
什么是测量单位？
什么是评定的参考点？
本文应答这些问题。
●

●

●

先决条件
要求
本文档没有任何特定的要求。

使用的组件
本文档不限于特定的软件和硬件版本。

规则
有关文档规则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Cisco 技术提示规则。

模拟语音特性
模拟定义作为有一个不断地和顺利地变化的振幅或频率的信号。人的语音，并且您听到，是以模拟
表的一切别的东西和早期的电话系统模拟。模拟信号经常表示作为平稳的正弦波，但是语音和其他
信号比那复杂，因为他们包含许多频率。在模拟语音测量部分的图显示能量的典型的分配在语音信
号的。
垂直轴是相对能量，并且水平轴是频率。在模拟语音测量部分的图显示造成语音的语音频率能从
100赫兹下面延伸到在6000上。然而，大多数能量必要为可理解语音在频率波段包含在200和
4000之间的。
为了排除能干扰会话或的控制信号导致错误的不需要的信号(噪声)，运送的电路电话信号设计通过
仅某些频率。通过的频率范围在通带被认为。零到4000赫兹是电话系统语音信道a VF信道的通带。
(此波段有时呼叫消息信道。)带宽是在通带的上限和下限的之间区别。所以， VF信道的带宽是
4000赫兹。然而，语音发射不要求整个VF信道。语音通带限制对300至3300赫兹。因此，所有信号
继续了在范围300到3300赫兹内呼叫一个在波段之内信号的电话线路。不在300到3300赫兹波段内
的所有信号，但是在VF信道内，呼叫一个带外信号。所有语音信号是在波段之内信号。一些信令发
射在波段之内，并且一些带外。

模拟语音测量
所有波形形式可以被分析根据频率和电源。常用的数量描述传输性能的多种方面是频率和电源。许
多性能标准陈述根据电源以一个特定的频率。用于的单元测量频率是赫兹，缩写作为Hz或看到与f符
号。赫兹等于一个(0.00000000125)周期或一振荡信号每秒和测量波形或频率电更改每秒钟。
象普通在多数电气系统，电源用瓦特单元被测量，缩写的W。因为在传输系统遇到的电源相对小(与
电灯泡的电源比较)，电源以毫瓦特通常表示，缩写兆瓦。
1 mW =

1 W = 0.001W = 10–3W
————
1000

在发射中，共同利益在电源比率而不是在绝对功率。另外，传输与一个大范围绝对功率值非常有关
。对于这些原因，相对电源一个方便数学表达式，分贝(dB)，是常用的。为了描述相对电源根据分
贝，您必须定义您计量的参考点。基于被测量的发射参数，您能使用分贝测量不同的表。测量每表
有一个特别地定义参考点。当您使用与特定参考时涉及的电源适当的单元，您能测量绝对功率、相
对电源和电源收益和损耗。

毫瓦特和赫兹
因为在电话线路的电源小，毫瓦特使用作为基本功率测量单元，正英尺使用作为长度的基本测量。
绝对功率的多数评定在传输中做以毫瓦特或在与毫瓦特直接地涉及的单元。
在测试使用的频率通常属于语音频率频带。常用的纯(正弦波)测试语音是404 Hz、1004 Hz和2804
Hz。(被抵消的4 Hz总是没有陈述。然而，应该由4 Hz抵消实际测验频率为了补尝一些载波设施有
在测试语音。)的作用1004 Hz的测量在运载语音电源的话音频带频率附近， 404 Hz在低价光谱附近
，并且2804 Hz是在对语音的可理解性是重要语音光谱的较高频率组件范围内。

除纯测试语音之外， “白噪声”在特定频率范围内使用某些测验。白噪声测试语音是有在频率范围均
匀地被分配的他们的电源利益的复杂波形形式。“白噪声”是包含所有音频以相等数量，但是不表明
可认识的间距或音的信号
此图在一个非常一般和简化的方法说明，一test-tone发射如何设置，并且测试语音如何生成并且被
测量(分界点的B)分界点A。
设备设置测试在分界点A的和分界点之间的电路B.的。您测量1004 Hz损耗内在A和B.之间的电路。
在两个分界点的桥接夹删除为了隔离电路的分段在测验下。
在A，振荡器附加传送和接收联接线(也呼叫头端线和环线联接线)。在B，测量集(TIMS)的发射附加
传送和接收联接线。
在A的振荡器设置生成纯测试语音用1兆瓦电源在1004 Hz。在分界点B， TIMS设置读电源在1兆瓦
范围内。在B的电源说明是0.5兆瓦。所以，电源失去在A和B之间是：
1 mW – 0.5 mW = 0.5 mW

一个更加有用的方式表示损耗根据相对损耗或者比率在电源(b)和电源之间在(a) ：
Relative loss = Power out (B)
——————————————
Power in (A)

Relative loss = 0.5 x 10-3
——————————————
1 X 10-3

Relative loss = 0.5

Half the power that the 1004 Hz test-tone introduced at A is lost by the time
it reaches B.

此示例重复与使用的测验较少test-tone电源。在分界点A的振荡器设置生成1004赫兹状况在0.1兆瓦
电源。在分界点B，功率测量是0.05兆瓦。然后，绝对功率功率损失是：
0.1 mW – 0.05 mW = 0.05 mW

相对损耗或者比率在电源(b)和电源之间在(a)，是：
Relative Loss =

Power out(B)
——————————————
Power in (A)

Relative Loss = 0.05 x 10-3
—————————————
1 x 10-3

Relative Loss = 0.5

相对损耗或者电源比率在B和A之间，是相同的您是否使用1兆瓦或0.1兆瓦测试信号。

分贝
数学上，分贝是一次对数测量。对数或者日志，特定号码是基本编号必须提高为了导致特定号码的

数学电源。您使用的基本编号，当您处理分贝例如是10.，什么是对数(日志) 100 ？另一个方式询问
此问题是‘到什么电源您培养10获得100?'。答案是2，因为10 x 10 = 100。
同样地，
log (100)= 2
log (1000)= 3
log (10,000)= 4

等等。
您能也使用对数表示小部分数量。例如，什么是对数0.001 ？另一个方式询问此问题是‘到什么电源
您培养1/10 (0.1)获得0.001?'。答案按照惯例是3.，一个小部分编号的日志表示作为负值。
log (0.001) = -3

不是缺一不可电源10编号的对数可以计算，当您在表时查找他们或，当您使用一个手动计算器时。
表示电源比率的分贝用途对数。根据定义，分贝或者dB，是对数的(两个电源、P1和P2基础10)比率
给：
dB = 10 log P2
——
P1

P2和P1是用一致装置表示的功率测量。如果P2是更加极大的该P1，分贝数量是正的。编号是负的
，如果P1是更加极大的P2 (请参见表)。重要的是两个电源用同样单元表示，例如毫瓦特(兆瓦)或瓦
特(w)。否则，这导致在计算的错误。
电源比率

dB值

2
4

3*
6*

8

9*

10
100

10
20

1000
100000

30
50

1000000000

90

*近似dB值。
在电源被测量在B和电源之间的电源比率被测量在A是二分之一。Express的以分贝：
(Loss, A to B) = 10 log (0.5)
(Loss, A to B) = –3 dB

使用使用分贝，您能表示电路或设备的损耗或增益，而不必明确地陈述输入和输出功率的实际值。
在示例中，在A之间的损耗和B总是3 dB，不管传送的绝对电量。

相对一毫瓦特的分贝测量
绝对功率以毫瓦特表示，并且相对电源以分贝表示。当您建立分贝和毫瓦特之间时的一关系，您能
完全排除毫瓦特作为测量和交易运行单元用分贝和相关测量单位。使用表示绝对功率根据分贝的测
量单位是dbm。

dBm = 10 log (Power, measured in mW)
—————————————————————————
1 mW

因为一毫瓦特是在通信的标准的电源参考，是逻辑0 dbm (绝对功率参考，当使用分贝单元)时等于
1兆瓦电源。数学上：
0 dBm = 10 log Power out
——————————
Power in
0 dBm = 10 log (1/1)
0 dBm = 10 x 0 = 0

由于电源是交变电流波形形式作为频率功能，并且阻抗能变化，陈述是必要的什么频率0个dbm标准
根据。标准的频率是1004 Hz。
您必须也认识电阻或阻抗(负载)电路。标准的阻抗是600欧姆。
所以， 0 dbm参考等于1兆瓦电源强加给频率的600欧姆阻抗1004 Hz。
测验用比1兆瓦的使用测试信号通常执行(0 dbm)较弱。如果应用-13dBm 1004 Hz测试语音在A，您
读–在TIMS的16 dbm在B。损耗是仍然的3 dB。

传输级别水平点
在电路的性能的所有讨论，描述电源在电路的一个特定的点关于电源现在电路的其他点是必要的。
此电源可以是信号功率、噪声或者测试语音。
此电源的说明类似于高度山(或海洋的深度的说明)。为了测量山的高度，选择测量的一个参考高度
是必要的。标准的参考高度是海平面，任意地分配一个高度零。当您测量从海平面时的所有山，他
们的高度比较可以被做，即使他们可以是分开许多英里。
此图显示从分界点A的测试语音发射到分界点B。
以相似的方式，电源，在电路的指定的点，可以描述根据在一个标准的参考点的电源。
此点，是类似于海平面，呼叫零的传输级别水平点或者0 TLP。
所有其他TLP可以被参考到0 TLP通过代数合计1004 Hz收益和损耗从0 TLP到测量点。
电源现在电路的一个特定的点依靠电源在来源应用的信号来源，和损耗或增益在有问题的两个的点
之间。
使用使用0个TLP概念，在电路的电源通过陈述什么描述电源是，如果准确地被测量了在0 TLP。标
准的符号是dBm0，含义电源被参考对0 TLP。
例如，期限– 13个dBm0意味着在0 TLP的电源是-13dBm。是适当地设置的测量-13dBm在0 TLP的
TIMS。a示例– 13个dBm0信号。
一旦找到在0 TLP的电源，可能容易地确定在其他点的电源在电路。例如，如果信号是-13dBm，当
测量在0 TLP，它是l3 dB在数值在电路的所有TLP之下，当测量在该TLP。
如果信号是-13dBm在0 TLP (做它a – 13-dBm0信号)，则在+5 TLP的电源可以计算作为此输出显示
：

(TLP) + (Power at the 0 TLP) = Power at the +5 TLP)
(+5)+(–13 dBm0) = –8 dBm

如果– 13-dBm0信号适当地被测量在+5 TLP，公尺读– 8 dbm。
以相似的方式，如果a – 13-dBm0信号被测量在– 3 TLP，公尺读– 16 dbm ：
(TLP) + (Power at the 0 TLP) = (Power at the –3 TLP)
(–3)+(–13 dBm0) = –16 dBm

为了确定预计电源在所有给的TLP，认识电源现在电路的某其他TLP是满足的。并且，正山不必须
是在海运附近为了确定其高度， 0 TLP在电路实际上不必须存在。
此图说明在两个分界点之间的一个电路。A – 29 dbm test-tone信号应用在– 16 TLP。应该盼望什么
测量在+7 TLP ？
即使0 TLP在电路不存在，您能描述您看到在0 TLP的电源，如果存在：
TLP)+(Power at 0 TLP) = (Power at the –16 TLP)
(–16)+(Power at 0 TLP) = –29 dBm
(Power at 0 TLP) = –13 dBm

使用再关系，您能确定电源在+ 7 TLP ：
(TLP)+ (Power at 0 TLP) = (Power at + 7 TLP)
(+7)+(–13 dBm0) = –6 dBm

使用0 TLP参考允许发射目标和被测量的结果将陈述独立所有特定TLP和，不用规格什么test-tone级
别是或测试语音将应用的是。
此图显示从分界点A的测试语音发射到分界点B。

噪音测量单元
除test-tone在多种点的电源的说明之外在电路，与分贝相关的测量单位可以用于描述噪声现在电路
。
dBrn
为了描述在电路的电源，使用用语dbm，含义“电源被参考对1兆瓦”。因为噪声典型地包含少于1兆
瓦电源，使用小于1兆瓦的参考电源是方便的。用于噪声的说明的参考电源是– 90 dbm。用于的符
号描述噪声根据基准噪音是dBrn。如果认识在dbm的噪声标准，您能容易地测量在dBrn的噪声：
dBrn = dBm + 90 dB

例如，噪音测量30 dBrn指示功率电平– 60 dbm (在上的30 dB – 90 dbm基准噪音噪声级)。此表显示
dBm0和dBrn之间的关系。
dBm0

dB值

0
-10

90
80

-20

70

-30
-40

60
50

-50
-60

40
30

-70
-80

20
10

-90

0

DBrnC
噪声包含有各种各样的频率和电源的许多不规则的波形形式。虽然所有噪声被叠加在会话有一干涉
的效果，实验显示干涉的效果是最极大的在语音频率频带的中距。
为了获取噪声干涉的效果的一次有用的测量，造成整体噪声衡量的多种频率根据他们的相对干涉的
效果。衡量的这通过使用计权网络或者过滤器是实现的，在TIMS内。
噪音测量通过a.c. -消息计权网络用dBrnC表示(在基准噪音上的衡量噪声的C-message)单元。
DBrnCO
如同test-tone电源，噪声功率可以被参考到0 TLP。
例如，如果电路的噪声目标是31 dBrnC0，有何噪音测量在+7 TLP ？
TLP) + (Noise at the 0 TLP) = (Noise at TLP)
(+7) + (31 dBrnC0) = 38 dBrnC

在+7 TLP的噪音测量是38 dBrnC。
有何噪音测量在– 16 TLP ？
(TLP) + (Noise at the 0 TLP) = (Noise at TLP)
(–16) + (31 dBrnC0) = 15 dBrnC

在的噪音测量– 16 TLP是15 dBrnC。

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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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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