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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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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频功率放大器老化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声频功率放大器生产过程、产品设计更改老化的控制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声频功率放大器整个生产过程、产品设计更改的老化。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字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

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

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8898 音频、视频及类似电子设备 安全要求

GB/T 9384 广播收音机、广播电视接收机、磁带录音机、声频功率放大器（扩音机）的

环境试验要求和试验方法

GB/T 12060.2 声系统设备 第2部分：一般术语解释和计算方法

SJ/T 10406 声频功率放大器通用规范

SJ/T 10466.15 不合格的控制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GB 8898和GB/T 12060.2界定适用于本文件。

4 文件和人员

4.1 文件

4.1.1 生产企业应制定产品老化安全操作规程及作业指导书。

4.1.2 生产企业的产品老化文件或规范应不低于本文件的技术要求。

4.1.3 生产企业应确保产品老化原始记录的清晰、完整和可追溯，以作为产品符合规定要

求的依据。

4.1.4 产品老化的原始记录保存时间应不少于 2 年。

4.2 人员

操作人员应经过老化安全操作技能和质量管理基础知识的相关培训，持证上岗。

http://www.csres.com/detail/221300.html
http://www.csres.com/detail/220661.html
http://www.csres.com/detail/221300.html
http://www.csres.com/detail/2206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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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源要求

应以生产企业产品的标称电压进行工作，产品老化过程中应保证电源电压的稳定，上下

偏差不超过±4.4V。

6 老化连接

6.1 声频功率放大器老化的音源为粉红噪声信号。

6.2 在音源发生器与声频功率放大器之间连接一个可以调整信号大小的控制/调节器，以便

调节声频功率放大器的输出幅度。

6.3 声频功率放大器设置：输入信号设置为产品的最小电动势，均衡器置平直位置。

6.4 声频功率放大器输出端接负载（电阻）。

6.5 在声频功率放大器与负载间用校准合格的真有效值表对输出电压进行监测。

6.6 老化连接图见图一。

图一 产品老化连接图

7 老化音源、状态设置、周期

7.1 声频功率放大器老化在设计定型、批量生产、设计更改时进行。

7.2 声频功率放大器产品老化的音源信号、阻抗、时间周期、电源电压、输出功率，见表一。

老化阶段 老化阻抗
音源/老化时间

电源电压 输出功率
备

注粉红噪声

批量生产 标称阻抗 2H 220V AC 1/4 标称功率

设计更改 标称阻抗 8H 220V AC 1/3 标称功率

8 老化状态及环境温度记录

8.1 应对声频功率放大器产品老化状态逐一进行记录，包括机身编号、老化开始/结束时间、

老化状态设置、故障情况进行记录。

8.2 应在产品老化室安装校准合格的温湿度计，定期监测温湿度并作好记录。

8.3 老化室的环境温度不应超过 40℃.

音 源 / 粉
红噪声

音 量 控

制/调节 声频功率放大器 负载

真有效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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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产品老化后的检测项目

9.1 安全性能项目

按SJ/T 10406 6.6.2 表5进行。

9.2 常规性能项目

按SJ/T 10406 6.6.2 表4进行。

10 不合格品的控制及处理

10.1 应对声频功率放大器老化时出现的故障时间、故障现象做好标识及记录。

10.2 对个别故障现象的产品，由维修人员进行维修分析并检验后重新进行老化处理。

10.3 对同一故障现象重复出现 3台或 3 台以上，应暂停该批次产品的老化，由相关技术人

员进行原因分析后作出相应的整改措施。

10.4 所有的故障机器维修后应经检验员检验合格才能进入下一工序的流程。

声频功率放大器产品老化记录表，见附录 A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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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声频功率放大器老化记录表

记录编号：

老化阶段： 批量生产 设计更改

日期： 产品名称： 环境温度： 温度：

序

号
产品型号 产品编号 阻抗

电源

电压

音源信号

电平
输出功率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状态记录

1

2

3

4

5

6

7

8

制表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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