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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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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科技司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科学研究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广播电视台、

中国传媒大学、北京英夫美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联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魏娜、郭晓强、关朝洋、刘爽、杨盈昀、唐卫平、李瑞武、徐超、曹凯、胡潇、

高磊、张永前、董晓坡、饶丰、李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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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延时器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广播中心播出用广播延时器的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广播延时器的设计、生产、测试、验收、运行和维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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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Y/T 158—2000  演播室数字音频信号接口 

GY/T 304—2016  高性能流化音频在IP网络上的互操作性规范 

GY/T 348—2021  专业广播环境下音视频设备精确时间同步协议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AES  音频工程师协会（Audio Engineering Society） 

AoIP  IP音频流（Audio over IP） 

EBU  欧洲广播联盟（European Broadcast Union） 

IGMPv3  互联网组管理协议第三版（Internet Group Management Protocol, Version 3） 

PCM  脉冲编码调制（Pulse Code Modulation） 

PTP  精确时间协议（Precision Time Protocol） 

SNMP  简单网络管理协议（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 

5 技术要求 

5.1 功能要求 

广播延时器功能配置要求应符合表1的规定。 

 

 

 

http://www.baidu.com/link?url=braflAWYvWwcgT6UjWb1tiwzcFdvET8DKxYzuo77UOLnVJ-7X5xSQI8CaQOUSvYWIpDEjxsieVrM2qGLz6jE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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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广播延时器功能配置要求 

序号 功能 功能要求描述 配置要求 

1 接口类型 

支持数字音频输入输出，接口类型为 XLR 或 BNC 

至少支持其中一种 支持模拟音频输入输出，接口类型为 XLR 平衡接口 

支持 IP 输入输出，物理接口为 RJ45，支持 100Mbps 或 1000Mbps 

2 延时设置 应支持延时时间设置 必备 

3 自定义步长延时设置 应按照自定义步长设置延时时间 可选 

4 建立延时 应按照设定的延时时间，逐渐增加延时缓冲器的存储量， 必备 

5 延时量归零 
延时缓冲器的存储量逐渐减小，直至降为零，延时器处于零延

时状态 
必备 

6 等待安全延时 快速将延时器延时状态从 0s 增至 4s 可选 

7 等待退出延时 快速将延时缓冲器存储量清零，达到延时量为 0s 必备 

8 垫播功能 应急情况下，自动输出存储卡内存储的音频文件 可选 

9 主备同步 应支持接收同一个操作端控制，主备同步执行的工作模式 必备 

10 咳嗽/喷嚏键 在主持人想要打喷嚏或咳嗽时，可按下该键抑制输入 可选 

11 输出抑制 发生不适当语句后抑制其输出  必备 

12 信号直通 应支持输入信号无延时直接输出 必备 

13 掉电直通 数字音频、模拟音频输出接口应支持掉电直通 必备 

14 自动切换 应支持多个输入接口的信号自动切换输出 可选 

15 外同步锁相 

应支持字时钟、AES11 同步信号 至少支持其中一种 

应支持黑场或三电平同步信号 可选 

应支持 PTP（应符合 GY/T 348—2021 的规定）同步信号 
接口类型为 IP 时，

必备 

16 操作控制和参数配置 
应能通过设备面板、遥控面板对设备进行操作控制和参数配置 至少支持其中一种 

应能通过网管对设备进行操作控制和参数配置 可选 

17 日志 应支持日志记录和导出 可选 

18 故障报警 出现故障时，应能显示和输出报警状态信息 必备 

19 SNMP 协议 应支持 SNMP 协议 可选 

20 组播协议 应支持 IGMPv3 组播协议 可选 

5.2 性能要求 

5.2.1 数字音频信号 

5.2.1.1 输入接口 

数字音频信号输入接口技术要求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数字音频信号输入接口技术要求 

序号 项目 技术指标 

1 输入格式 AES/EBU 数字音频格式 

2 采样频率 32kHz、44.1kHz、48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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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序号 项目 技术指标 

3 最大输入电压 
非平衡 ≥1.1V 

平衡 ≥7V（差分值） 

4 最小接收灵敏度 
非平衡 电缆衰耗至 100mV 时应能正常接收 

平衡 应符合 GY/T 158—2000中 6.3.3 的规定 

5 反射损耗 
非平衡 ＞25dB（0.1MHz～6MHz） 

平衡 — 

5.2.1.2 输出接口 

数字音频信号输出接口技术要求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数字音频信号输出接口技术要求 

序号 项目 技术指标 

1 输出格式 AES/EBU 数字音频格式 

2 输出电压（峰-峰值） 
非平衡 1V±0.1V 

平衡 2V～7V（差分值） 

3 抖动 
非平衡 ≤0.07UI 

平衡 ≤0.07UI 

5.2.1.3 数字音频格式 

数字音频格式应符合GY/T 158—2000中第4章的有关规定。 

5.2.1.4 数字音频通道特性 

数字音频通道特性技术要求应符合表4的规定，本文件中数字信号满度电平值0dBFS对应模拟信号

24dBu电平值。 

表4 数字音频通道特性技术要求 

序号 项目 技术指标 

1 介入增益 ±0.2dB 

2 信噪比（不加权） ≥90dB 

3 幅频特性（20Hz～20kHz） ±0.2dB 

4 总谐波失真加噪声 ≤0.1% 

5 通道间串音 ≤-80dB 

6 通道间电平差 ±0.2dB 

7 通道间相位差 ±0.5° 

5.2.2 模拟音频信号 

模拟音频通道特性技术要求应符合表5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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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模拟音频通道特性技术要求 

序号 项目 技术指标 

1 介入增益 ±0.5dB 

2 信噪比（不加权） ≥75dB 

3 幅频特性（20Hz～20kHz） ±0.5dB 

4 总谐波失真加噪声 ≤0.1% 

5 通道间串音 ≤-80dB 

6 通道间电平差 ±0.5dB 

7 通道间相位差 ±0.5° 

8 最大输入电平 24dBu 

9 最大输出电平 24dBu 

注：单声道应用时，序号 5、6、7 中的项目不做规定。 

5.2.3 AoIP信号 

AoIP信号技术要求应符合表6的规定。 

表6 AoIP信号技术要求 

序号 项目 技术指标 

1 输入信号 线性 PCM 编码 

2 采样频率 44.1kHz、48kHz、96kHz（可选） 

3 量化精度 ≥16bit 

4 互操作性协议支持 应符合 GY/T 304—2016 的规定 

5.2.4 延时 

广播延时器延时性能要求应符合表7的规定。 

表7 广播延时器延时性能要求 

序号 项目 技术指标 

1 最小延时时长 可设为 1s 

2 最大延时时长 应至少支持 60s 

3 延时误差 设置 60s 延时状态下，延时误差应不大于 500ms 

4 音频延时建立/退出期间音频质量 
在延时建立、退出期间对音频信号监听，不应出现明显的变

调、卡顿、背景噪声等异常情况 

6 测量方法 

6.1 测量环境条件 

测量环境条件如下： 

——环境温度：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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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湿度：30%～75%。 

6.2 功能要求 

6.2.1 接口类型 

6.2.1.1 测量框图 

测量框图见图1。 

信号源
广播延时器

（被测设备）

监听设备

音频分析仪

 

图1 功能要求测量框图 

6.2.1.2 测量步骤 

测量步骤如下： 

a) 按图1连接被测设备和仪器； 

b) 使用目测法检查AES/EBU接口、模拟音频接口和IP接口的类型和数量； 

c) 信号源发送数字音频信号、模拟音频信号或IP音频信号，经被测设备后输出，在音频分析仪中

分析被测设备输出信号格式，在监听设备中检查其输出信号是否正常。 

6.2.2 延时设置、自定义步长延时设置、建立延时、延时量归零、等待安全延时、等待退出延时 

6.2.2.1 测量框图 

测量框图见图1。 

6.2.2.2 测量步骤 

测量步骤如下： 

a) 按图1连接被测设备和仪器； 

b) 将信号源接入被测设备的数字/模拟入，并设置被测设备的输入源； 

c) 检查被测设备延时时间设置功能是否正常； 

d) 检查被测设备是否支持按自定义步长设置延时时间； 

e) 按下直通功能按键，取消被测设备直通状态； 

f) 按下建立延时按键，被测设备按照设定的延时时间逐渐增加延时缓冲器的存储量，在监听设备

中检查其输出信号是否延时了相应时间； 

g) 按下等待安全延时按键，检查被测设备工作状态是否从0s快速增至4s，在监听设备中检查其输

出信号是否正常； 

h) 按下退出延时按键，被测设备缓冲器存储量逐渐减小，直至降为零，被测设备按照预先设置将

信号无延时地送到相应输出口，在监听设备中检查其输出信号是否为无延时状态； 

i) 按下等待退出延时功能按键，检查被测设备工作状态是否从4s快速变为0s，在监听设备中检查

其输出信号是否正常； 

j) 按下直通按键（bypass），被测设备恢复直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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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垫播功能、主备同步、咳嗽/喷嚏键、输出抑制、信号直通、掉电直通、自动切换 

6.2.3.1 测量框图 

测量框图见图1。 

6.2.3.2 测量步骤 

测量步骤如下： 

a) 按图1连接被测设备和仪器； 

b) 检查被测设备在无信号输入等应急情况下，是否能自动输出存储卡内存储的音频文件； 

c) 检查被测的主备设备能否在同一个操作端控制下，同步执行工作； 

d) 被测设备工作在延时状态下，当输入音频信号中有咳嗽、喷嚏声或不当语句时，监听输出信号

是否将上述音频删除后正常输出； 

e) 检查被测设备是否能无延时直接输出； 

f) 在掉电状态下，检查被测设备输出信号是否正常； 

g) 在被测设备有多路输入时，检查是否能自动切换信号并输出。 

6.2.4 外同步锁相 

6.2.4.1 测量框图 

测量框图见图1。 

6.2.4.2 测量步骤 

测量步骤如下： 

a) 按图1连接被测设备和仪器； 

b) 向被测设备输入字时钟、AES11同步信号，检查其输出信号是否正常； 

c) 向被测设备输入黑场、三电平或符合GY/T 348—2021的PTP同步信号，检查其输出信号是否正

常。 

6.2.5 操作控制和参数配置、日志、故障报警、SNMP协议、组播协议 

6.2.5.1 测量框图 

测量框图见图1。 

6.2.5.2 测量步骤 

测量步骤如下： 

a) 按图1连接被测设备和仪器； 

b) 检查被测设备是否支持通过网管、遥控面板对设备进行控制操作； 

c) 检查被测设备是否能通过设备面板或网管对设备的参数进行有效配置； 

d) 检查被测设备是否具备日志记录和导出功能； 

e) 检查被测设备是否具有报警功能； 

f) 检查被测设备是否支持SNMP协议和IGMPv3组播协议。 

6.3 性能要求 

6.3.1 数字音频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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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1 测量状态 

数字音频信号测量均在广播延时器零延时工作状态下进行。 

6.3.1.2 输入接口输入格式和采样频率 

测量框图 6.3.1.2.1 

测量框图见图2。 

 

数字音频信号源
数字广播延时器
（被测设备）

音频分析仪

 

图2 输入接口输入格式和采样频率、输出接口、数字音频格式、介入增益、信噪比（不加权）、幅频

特性、总谐波失真加噪声、通道间串音、通道间电平差、通道间相位差测量框图 

测量步骤 6.3.1.2.2 

测量步骤如下： 

a) 按图2连接被测设备和仪器； 

b) 数字音频信号源输出AES/EBU信号，经被测设备后，通过音频分析仪检查被测设备能否正常工

作； 

c) 数字音频信号源分别输出32kHz、44.1kHz和48kHz采样频率的AES/EBU信号，经被测设备后，通

过音频分析仪检查被测设备能否正常工作。 

6.3.1.3 输入接口最大输入电压 

测量框图 6.3.1.3.1 

测量框图见图3。 

数字音频信号源
数字广播延时器
（被测设备）

音频分析仪

 

图3 输入接口最大输入电压测量框图 

测量步骤 6.3.1.3.2 

测量步骤如下： 

a) 按图3连接被测设备和仪器； 

b) 调节数字音频信号源，使非平衡数字音频接口输出幅度达到1.1V； 

c) 数字音频信号源输出AES/EBU信号，经被测设备后，接入音频分析仪； 

d) 若音频分析仪未检测到数据错误，则最大输入电压符合要求； 

e) 调节数字音频信号源，使平衡数字音频接口输出幅度达到7V； 

f) 重复步骤c)～步骤e)。 

6.3.1.4 输入接口最小接收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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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框图 6.3.1.4.1 

测量框图见图4。 

数字音频信号源 长电缆
数字广播延时器
（被测设备）

音频分析仪

 

图4 输入接口最小接收灵敏度测量框图 

测量步骤 6.3.1.4.2 

测量步骤如下： 

a) 截取频率特性为 1/√f，且将数字音频接口输出幅度衰减值 100mV的非平衡音频电缆； 

b) 按图4连接被测设备和测量仪器； 

c) 将经过长电缆衰减后的输出信号输入至被测设备； 

d) 数字音频信号源输出AES信号，经被测设备后接入音频分析仪； 

e) 若音频分析仪未检测到数据错误，则最小接收灵敏度符合要求； 

f) 截取频率特性为1/√f，且将数字音频接口输出幅度衰减值200mV的平衡音频电缆； 

g) 重复步骤b)～步骤e)。 

6.3.1.5 输入接口反射损耗 

测量框图 6.3.1.5.1 

测量框图见图5。 

网络分析仪
数字广播延时器
（被测设备）

 

图5 输入接口反射损耗测量框图 

测量步骤 6.3.1.5.2 

测量步骤如下： 

a) 将网络分析仪及测量用电缆按0.1MHz～6MHz频段自校准； 

b) 按图5连接被测设备和仪器； 

c) 用网络分析仪测量被测设备输入端口在0.1MHz～6MHz频段内的反射损耗。 

6.3.1.6 输出接口 

测量框图 6.3.1.6.1 

测量框图见图2。 

测量步骤 6.3.1.6.2 

测量步骤如下： 

a) 按图2连接被测设备和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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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数字音频信号源输出AES/EBU信号，经被测设备后接入音频分析仪； 

c) 用音频分析仪读取输出格式； 

d) 用音频分析仪直接测量输出电压、抖动值。 

6.3.1.7 数字音频格式 

测量框图 6.3.1.7.1 

测量框图见图2。 

测量步骤 6.3.1.7.2 

测量步骤如下： 

a) 按图2连接被测设备和仪器； 

b) 数字音频信号源输出AES/EBU信号，经被测设备后接入音频分析仪； 

c) 用音频分析仪检查信号数据字，确认数字音频格式。 

6.3.1.8 介入增益 

测量框图 6.3.1.8.1 

测量框图见图2。 

测量步骤 6.3.1.8.2 

测量步骤如下： 

a) 按图2连接被测设备和仪器； 

b) 数字音频信号源送出幅度为-20dBFS的997Hz正弦波测量信号，调整数字音频信号源的输出阻抗，

使之与被测设备的标称输入阻抗相匹配，调整被测设备至正常工作状态； 

c) 被测设备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的电平幅度偏差为介入增益。 

6.3.1.9 信噪比（不加权） 

测量框图 6.3.1.9.1 

测量框图见图2。 

测量步骤 6.3.1.9.2 

测量步骤如下： 

a) 按图2连接被测设备和仪器； 

b) 开启音频分析仪输入端20Hz～20kHz带通滤波器； 

c) 数字音频信号源送出幅度为-20dBFS的997Hz正弦波测量信号，调整数字音频信号源的输出阻抗，

使之与被测设备的标称输入阻抗相匹配，调整被测设备至正常工作状态； 

d) 从音频分析仪读取输出信号电平PS； 

e) 断开被测设备的输入接线，在输入端加上等额匹配电阻，再从音频分析仪中读取额定带宽内的

噪声电平PN； 

f) 按公式（1）计算信噪比（不加权）S/N。 

                               S/N=PS-PN……………………………………………………（1） 

6.3.1.10 幅频特性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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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框图 6.3.1.10.1 

测量框图见图2。 

测量步骤 6.3.1.10.2 

测量步骤如下： 

a) 按图2连接被测设备和仪器； 

b) 数字音频信号源送出幅度为-20dBFS的997Hz正弦波测量信号，调整数字音频信号源的输出阻抗，

使之与被测设备的标称输入阻抗相匹配，调整被测设备至正常工作状态； 

c) 记录输出端电平P0为参照电平； 

d) 在20Hz～20kHz范围内改变数字音频信号源输出信号频率（1/3倍频程间隔），输出信号幅度保

持不变； 

e) 分别记录各频率下的输出端电平P； 

f) 分别计算输出电平值P与P0的差值，最小差值和最大差值的区间即为幅频特性。 

6.3.1.11 总谐波失真加噪声、通道间电平差、通道间相位差 

测量框图 6.3.1.11.1 

测量框图见图2。 

测量步骤 6.3.1.11.2 

测量步骤如下： 

a) 按图2连接被测设备和仪器； 

b) 数字音频信号源送出幅度为-20dBFS的997Hz正弦波测量信号，调整数字音频信号源的输出阻抗，

使之与被测设备的标称输入阻抗相匹配，调整被测设备至正常工作状态； 

c) 从音频分析仪读取左右声道电平、通道间相位差，计算获得通道间电平差； 

d) 开启音频分析仪20Hz～20kHz的带通滤波器； 

e) 从音频分析仪读取总谐波失真加噪声。 

6.3.1.12 通道间串音 

测量框图 6.3.1.12.1 

测量框图见图2。 

测量步骤 6.3.1.12.2 

测量步骤如下： 

a) 按图2连接被测设备和仪器； 

b) 在被测设备的一个声道输入端加载幅度为-20dBFS的997Hz正弦波测量信号，另一个声道输入端

不加载信号，调整被测设备至正常工作状态； 

c) 从音频分析仪读取通道间串音。 

6.3.2 模拟音频信号 

6.3.2.1 测量状态 

模拟音频信号测量均在广播延时器零延时工作状态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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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2 介入增益 

测量框图 6.3.2.2.1 

测量框图见图6。 

模拟音频信号源
模拟广播延时器
（被测设备）

音频分析仪

 

图6 模拟音频信号测量框图 

测量步骤 6.3.2.2.2 

测量步骤如下： 

a) 按图6连接被测设备和仪器； 

b) 模拟音频信号源送出幅度为4dBu的997Hz正弦波测量信号，调整模拟音频信号源的输出阻抗，

使之与被测设备的标称输入阻抗相匹配，调整被测设备至正常工作状态； 

c) 被测设备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的电平幅度偏差为介入增益。 

6.3.2.3 信噪比（不加权） 

测量框图 6.3.2.3.1 

测量框图见图6。 

测量步骤 6.3.2.3.2 

测量步骤如下： 

a) 按图6连接被测设备和仪器； 

b) 开启音频分析仪输入端20Hz～20kHz带通滤波器； 

c) 模拟音频信号源送出幅度为4dBu的997Hz正弦波测量信号，调整模拟音频信号源的输出阻抗，

使之与被测设备的标称输入阻抗相匹配，调整被测设备至正常工作状态； 

d) 从音频分析仪读取输出信号电平PS； 

e) 断开被测设备的输入接线，在输入端加上等额匹配电阻，再从音频分析仪中读取额定带宽内的

噪声电平PN； 

f) 按公式（2）计算信噪比（不加权）S/N。 

                               S/N=PS-PN………………………………………………（2） 

6.3.2.4 幅频特性的测量 

测量框图 6.3.2.4.1 

测量框图见图6。 

测量步骤 6.3.2.4.2 

测量步骤如下： 

a) 按图6连接被测设备和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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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模拟音频信号源送出幅度为4dBu的997Hz正弦波测量信号，调整模拟音频信号源的输出阻抗，

使之与被测设备的标称输入阻抗相匹配，调整被测设备至正常工作状态； 

c) 记录输出端电平P0为参照电平； 

d) 在20Hz～20kHz范围内改变模拟音频信号源输出信号频率（1/3倍频程间隔），输出信号幅度保

持不变； 

e) 分别记录各频率下的输出端电平P； 

f) 分别计算输出电平值P与P0的差值，最小差值和最大差值的区间即为幅频特性。 

6.3.2.5 总谐波失真加噪声、通道间电平差、通道间相位差 

测量框图 6.3.2.5.1 

测量框图见图6。 

测量步骤 6.3.2.5.2 

测量步骤如下： 

a) 按图6连接被测设备和仪器； 

b) 模拟音频信号源送出幅度为4dBu的997Hz正弦波测量信号，调整模拟音频信号源的输出阻抗，

使之与被测设备的标称输入阻抗相匹配，调整被测设备至正常工作状态； 

c) 从音频分析仪读取左右声道电平、通道间相位差，计算获得通道间电平差； 

d) 开启音频分析仪20Hz～20kHz的带通滤波器； 

e) 从音频分析仪读取总谐波失真加噪声。 

6.3.2.6 通道间串音 

测量框图 6.3.2.6.1 

测量框图见图6。 

测量步骤 6.3.2.6.2 

测量步骤如下： 

a) 按图6连接被测设备和仪器； 

b) 在被测设备的一个声道输入端加载幅度为4dBu的997Hz正弦波测量信号，另一个声道输入端不

加载信号（不加载信号的输入端需加上等额匹配电阻），调整被测设备至正常工作状态； 

c) 从音频分析仪读取通道间串音。 

6.3.2.7 最大输入电平 

测量框图 6.3.2.7.1 

测量框图见图6。 

测量步骤 6.3.2.7.2 

测量步骤如下： 

a) 按图6连接被测设备和仪器； 

b) 调整模拟音频信号源的输出阻抗，使之与被测设备的标称输入阻抗相匹配，调整被测设备至正

常工作状态，模拟音频信号源送出幅度为满度电平的997Hz正弦波测量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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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逐步增加或减小输入信号的幅度，直至输出端总谐波失真加噪声值不大于1%，此时该条件下的

输入端信号电平值记作最大输入电平。 

6.3.2.8 最大输出电平 

测量框图 6.3.2.8.1 

测量框图见图6。 

测量步骤 6.3.2.8.2 

测量步骤如下： 

a) 按图6连接被测设备和仪器； 

b) 调整模拟音频信号源的输出阻抗，使之与被测设备的标称输入阻抗相匹配，调整被测设备至正

常工作状态，模拟音频信号源送出幅度为满度电平的997Hz正弦波测量信号； 

c) 逐步增加或减小输入信号的幅度，直至模拟输出端信号总谐波失真加噪声值不大于1%，此时该

条件下的输出端信号电平值记作最大输出电平。 

6.3.3 AoIP信号 

6.3.3.1 测量框图 

测量框图见图7。 

 

AoIP工作站 交换机
AoIP广播延时器
（被测设备）

音频分析仪

 

图7 AoIP信号测量框图 

6.3.3.2 测量步骤 

测量步骤如下： 

a) 按图7连接被测设备和仪器，被测设备工作在零延时工作状态； 

b) 音频分析仪发送数字音频信号，AoIP工作站转换格式输出符合GY/T 304—2016要求的AoIP信号，

经交换机后输入至被测设备； 

c) 被测设备输出的AoIP信号经交换机后，AoIP工作站将信号转为数字音频信号，在音频分析仪上

读取数字音频信号的编码格式、采样频率和量化精度； 

d) 输入符合GY/T 304—2016的AoIP信号，验证被测设备的互操作性。 

6.3.4 延时 

6.3.4.1 测量框图 

测量框图见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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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信号源
广播延时器
（被测设备）

测试设备

监听设备

 

图8 延时测量框图 

6.3.4.2 测量步骤 

测量步骤如下： 

a) 按图8连接被测设备和仪器； 

b) 音频信号源输出数字音频信号、模拟音频信号和AoIP信号，经过被测设备后输出延时音频信号； 

c) 在被测设备中设置延时时间为1s，测量输出信号与源信号的时延差； 

d) 在被测设备中设置延时时间为60s，测量输出信号与源信号的时延差和延时误差； 

e) 在音频延时建立和退出期间，对音频信号监听，检查是否出现明显的变调、卡顿、背景噪声等

异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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