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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提供正确的广播扩音设备量测标准，BXB卡讯电子携手荷兰
Embedded Acoustics进行亚洲地区的布局。Embedded Acoustics将旗下
BEDROCK品牌音频测试仪器，授予BXB卡讯电子作为亚洲区总代理。

    当前 IEC-602682-16 V.4 唯一承认的标准是STIPA，整个STI研发
历程当中，荷兰TNO与Embedded Acoustics的团队是核心组织，经
过将近40年的努力，开创了能快速评估扩声与空间物理声学的总合
指标，客观地反映了扩声系统在该空间的质量，以确保扩声系统
具有准确传播讯息的能力。

    为了普及STIPA的应用， Embedded Acoustics利用全新的
设计与生产工艺，利用触控屏幕与APP模式，创造了非常简
单与易于使用的SM50 STIPA/RTA/SPL多功能测试仪，以合
理价格出售，并且在稍早前提供了BTB65 TALKBOX的新
产品，作为链路测试的标准讯号源。

    BXB卡讯电子 认为采用国际认可的量尺来对于电声
系统评估是非常必要的，可以让系统的建置与验收更
加客观，更加贴近受众的需要，对电声行业的进步
是非常正面与积极的。

    目前BXB卡讯电子 在亚洲地区已经有SM50与
BTB65的充分库存，如有需要进一步了解STIPA
量测手法与设备，请即刻与我们联系。(亚洲
区总代理不包含泰国)

BXB卡訊電子獲得亞洲區

BEDROCK總代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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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全国运动会
开幕式使用BXB 

UFO麦克风
撰文/ 副总办公室

BXB卡讯电子
在近期内，会就产品的优点与本

身所具有的DNA进行深化，加大产品线的
深度与广度。而本次全国运动会开幕式所使
用的麦克风，便是这样子的产物。

BXB这次使用UFO麦克风底座，依据现场状况，提
供了76CM双弯管麦克风及平衡式幻象电源线路，与现

场广播系统形成完美搭配。

    
    这次承蒙硬件承包商沛威科技有限公司的认同采用，主要原因有

两点：

一、有优势的76CM长度与双弯管

由于场馆大，因此主席台尺寸相对放大，而讲台上通常会放置桌花，因此麦克风底座通常被放置
于桌花外侧，如果没有76CM的麦克风长度，就会造成麦克风无法深入到讲台中心，而上下双弯管的
设计，让麦克风由两侧底座斜向伸入后，到达中心可以再次的弯转向上，从而在演讲者嘴巴轴心位
置上拾取最佳的声音，毋须让麦克风音头处于偏轴心位置收音。

二、可以极度靠近以降低梳状滤波效应

挟着上述的结构优势，在麦克风的应用上，得以将两只音头极度的靠近，以极低的间隙来降低
梳状滤波效应。梳状滤波效应发生原因是音响系统拾取同一声源，却透过不同路径进入的状
况，路径可以是多支麦克风摆放位置落差，或是桌面反射，目前许多致词场合
两支麦克风左右并列大多会遇到类似问题。

上述两点是目前使用它牌鹅颈麦克风所遇到的最大困扰，但是在BXB却
获得良好的解决。

筹备会主任委员高雄市长陈菊致词

副总统吴敦义先生代表马总统莅临宣布开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w2HFkJgLyk
副总统吴敦义先生致词现场录像(电视转播有拾取现场空间声音进行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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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国外业务部

土耳其马尼萨市议会厅FCS-6000
系列投票会议系统安装实绩

    土耳其马尼萨自治市的会议厅，安装了1支主席及96支列席的FCS-
6000系列崁入式会议系统，并具备影像追踪及投票功能，展现出此会
议厅高度的现代感。

    会议室每座席都安装了FCS-6000系列麦克风，里外共搭配了5台高
速球型摄影机，藉由矩阵连接可自由切换摄影机。BXB C901会议系统图像处理器荣获台湾精品奖，具备RS232及RS485的输入
与输出连接孔，可同时控制多达4台摄影机。主控端可透过22吋触控屏幕，进行会议的管理，查看与会者的信息例如姓名、组织
或公司、职位、联络方式等，让主席能轻松有效率的主导每一场会议。

    BXB的FCS-6000系列投票功能可实时显示投票结果于屏幕上，影像自动追踪功能亦会投影每位发言人的影像，让会议更流畅
的进行。除此之外，会议图控软件含土耳其文在内，共有14种语言，提供用户极大的弹性，配合会议需求变换语言。

    为了拥有现代化外表及新颖的会议设施，市长Cengiz Ergun的大力推动此设备工程，由卡讯伙伴ILGIN Elektro Akustik执行施
工。市长表示：「我们让整个会议厅焕然一新，而这个改变对我们而言意义非凡，希望在此开会产生的每项决议，都能影响我们
城市的发展和未来。」

    会议厅安装工程顺利完成后，ILGIN公司向市长展示此套新的会议设备，并应市长要求又追加了6支列席麦克风。卡讯在此也
与大家分享，由马尼萨市谋体所拍摄的「现代都市议会厅」报导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Yi7hks1v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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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尼萨市长上周刚在此新会议厅里圆满完
成了第一次会议，BXB会议系统的表现能为用
户带来极高满意度，对我们是莫大的鼓舞。我
们非常感谢ILGIN公司的总经理Zuhat Kaner先
生，以及他们团队相当用心的配合和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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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国内业务部

苗 栗

育达科技大学
国 际 会 议 厅

E D C - 1 0 5 1
会议系统实绩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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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育达科技大学原申请筹设「育达商业家政专科学校」， 唯因苗栗县当时无大学之设立 ，造成人才外流，工商教育水平无法提
升，为提升当地文教水平，增进中部地区之开发及繁荣，于一九九七年八月向教育部申请改筹设「育达商业技术学院」，于二○一
三年八月一日改名为「育达科技大学」，开启步入历史上的新页。目前设有经营管理、休闲创意、财经及人文社会等四大学院，并
掌握时代脉动，体察社会需要，在校务行政、课程规划、生活辅导、实习就业以及课外活动等方面，不断推陈出新，赢得国家社会
对本校教育贡献的一致好评。

BXB很荣幸此次能装设于苗栗育达科技大学的国际会议厅，共建置了BXB EDC-1051系列桌上型会议麦克风共143支。此系列的特
点在于主机具有4x20位液晶显示屏，方便用户设定及显示各种会议管理模式及麦克风的音量大小、感度......等功能状态。且直觉
式的操作系统，方便用户好维护及管理，即便是无操作经验的人，也可简单上手。同时，搭配EDC桌上型主列席会议麦克风，麦
克风单体外 观设计灵感是来自于中国传统斜屋顶的概念设计，并内建高音质喇叭，喇叭孔的设计为蝴蝶的图
腾，象 征「福蝶」的涵意，让每个会议都能很圆满顺利的进行。

系统并具备开机自动检测功能，可在开会前事先检查设备。开机后如麦克风光环恒
亮，则代表麦克风正常。反之，麦克风光环不亮或闪烁，则代表麦克风故障了。

如此简单明了的判断方式，可减少在开会中的突发状况，让会议顺利进行下去
。此外，使用EDC系列还有一个好处，因其是采用数字并联式回路设计，在

会议中如遇到某1组麦克风故障时，直接移除时其并不会影响到后面的其
他麦克风使用，也不须做任何替用或PASS的动作。主机具RS-232数

字连动接口，日后也可依照使用者的需求追加摄影机，执行发言者
影像追踪定位功能。

此套会议系统是由瑞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徐博洋先生所规
划，其本身具备现场技术工程实务及丰富的业务规划经

验。徐先生表示:「BXB会议系统产品本身不但拥有稳
固的质量，且配线简易，操作更是容易上手。在价

格上也很具有竞争性，让我非常满意。」「创新
产品，顾客至上」是 BXB的服务宗旨，我们会

更努力提供客户最专业的服务与技术，BXB
是您会议系统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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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国内业务部

高雄海洋科技大学

大仁楼及致远楼多功能会议室

实绩介绍

FCS-6350会议系统

本月要为大家介绍

会议系统安装实绩是

位于高雄市楠梓区的国

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学。其为

一所以海洋特色为教学主轴、

培育海洋专业人才的学府。创校

数十年来，为国家培育大量优秀海

事人才，对国家经济发展有着不可磨

灭的贡献。高雄海洋科技大学的本部校区

占地面积广大拥有十分完善的设施，从正门

入口处即可看到由立诚楼、大信楼、大仁楼、

弘德楼、行政大楼、环宇楼、致远楼所包围的广

场，还有南海楼、图书信息馆、东海楼、黄海楼、慧

海楼以及活动中心；教育乃百年树人大计，海科大努力

不懈勤力办学，期望创造优质学习环境，永续为国家培育

优秀海事专业人才。

首先要介绍大仁楼-132席多功能会议室，针对校方的需求，设计

了BXB新款FCS-6350系列-崁入型会议麦克风，此会议系统是采用数

字式架构以CAT5e网络线链接会议系统主机及所有主列席麦克风，会

议主机具TCP/IP通信协议网络控制，方便提供操作人员使用计算机或

行动装置相互联机设定、更改主机发言模式及声音输出调整等管理。

此外，校方也要求此次所购买的麦克风设备也要兼具信息面板插座的

功能。因此特别采用铝合金材质一体成型的崁入式整合面板，将校方

所需信息面板插座，如：网络、电源、VGA、声音......等功能整合在

一起，整体性的搭配让外观更具有专业及质感。其中2组面板上的设

计，还有包含VGA插座及VGA切换开关配置于第一排桌面，让简报人

员可依其需要在面板上做切换并将其影像分别传送至3台投影机。同

时也节省占用桌面空间，替使用者保留了更多可以使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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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搭配1台会议系统影像连动处理器，可连动HD高画质摄影机执行

发言者影像自动追踪功能，迅速摄取会议中场景，方便省时，当会议

进行中若有人启动会议麦克风发言键时，会自动启动摄影机旋转至发

言者方向，即可将摄得影像传输回控制室提供操作人员监看屏幕画面。

其次要介绍的是致远楼-216席多功能会议室，因其在早期已建置过

BXB的会议及翻译系统设备，此次是针对会议系统部份进行汰换，为

了配在线的需求且便于管理，同样也是选用BXB新款FCS-6350系列崁

入型会议麦克风来设计，现场麦克风为两人共同1支，其中4组为桌上

型主席麦克风，117组为崁入式列席麦克风。且也有搭配HD高画质摄

影机执行发言者影像自动追踪功能。

在此，很感谢高雄海洋科技大学对BXB的支持与爱用。两间会议室均采用世界通用规格Cat-5e网络线传输架构，Cat-5e为目前高阶会

议系统的处理技术，能使会议进行过程中提供优质且清晰之音质表现，提供与会人员感受自然饱满之语音互动。BXB会继续努力研发

新产品，让我们大家一起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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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众广播扩声系统Public Address当中，如何确认系
统能清楚的传递语音消息，进而达成“公众讯息传递广播”
的工作?以往我们会使用各种手法进行量测，对于建筑声
学，我们会量测空间的残响时间( Reverbe ra t ion 
Time)RT60(60dB衰减)、RT30(30dB衰减)；对于电子
声学，我们会量测频率响应(Frequency Response)、量
测声压级(SPL sound pressure level)。但是上述的数值
并无法非常直观的说明他是否能够让听众“懂了”，其间，
原因来自于下列数项：

撰文/ 副總辦公室

STIPA 扩声语音传输指数
量测与电声建声优化(上)

  语音的强度之于现场环境噪音

  传输信道的频率响应

  传输设备的非线性失真

  背景噪声强度对于扩声内容的掩盖

  声音再现设备的质量

  到达听众区的扬声器能量是否是直达能量?

  回声(反射延迟> 100ms的）

  空间残响时间(空间对于声能量的吸收交互作用)

  心理声学效果(掩蔽效应）

  ．人耳对于单字拼凑到语句的辨别能力

  ．人耳对于过大声压的疲劳导致可懂度降低

  ．语音特性与噪音的差别(如我们对于母语的识别度高于非

    母语)

因此一种能综合判断广播系统是否能传递“公众讯息广播”
的量测技术便被视为一种课题而被研发。

S
T

I
P

A

STI发展历史

Tammo Houtgast和Herman Steeneken在1971年提出STI量测，在1980年被美国声学学会(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接受，于是Houtgast和Steeneken矢志开发STI语音传输指数。因为他们曾经为荷兰军方负责开展研究语言清晰度测量，但这
种量测是耗时又平淡的，为此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发展试图寻找更快客观的方法。TNO是荷兰国家级的独立法人应用科学研
究的组织(※注一)，TNO的使命是在于将人与知识链接,以创造.促进行业的竞争实力，并以可持续的方式对社会福祉做出创新
。Houtgast和Steeneken在供职于该组织时便是开发的语音传输指数的工作。他们在TNO团队不断支持和发展的STI，提高了
模型和开发用于测量STI硬件和软件。到了2010年，负责STI的团队自TNO退出，转而在嵌入式声学公司(Embedded Acous-
tics.)继续STI的研发与应用。今日，Herman Steeneken已经从TNO正式退休他被聘为嵌入式声学公司的高级顾问。

※注一：您可以访问TNO https://www.tno.nl/en/about-t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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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PA
    在1985年之前，STI主要被使用于一个小范围的语音研究。其中一种是RASTI“房间声学传输指数”，由Bruel & Kjaer 制作

出RASTI测量装置提供给工程师和顾问(这是基于由Steeneken和Houtgast较早开发的RASTI系统所开发的,这是他们在TNO供

职期间所做的)。原来全套的STI测量是需要15分钟的，但是RASTI被设计成少于15秒，RASTI正如它的名称所表达的，他是

纯室内声学量测，没有电声的介入成分。但是RASTI被用到许多电声应用场合，甚至被一些应用标准(如CAA规范15飞机机舱

PA系统)所采纳，却引发了不准确的结果的投诉，所以当时TNO没有生产和销售的仪器，以应用于测量STI和其他各种STI衍
生指标，当时市场上接受RASTI只是因为它是当时唯一可行的方法。

    大约在2000年，寻找一个可以替代RASTI的量测方法,以安全地应用于公共广播系统(PA system)的呼声已经成为完全显现出

来。在TNO，Jan Verhave和Herman Steeneken开始了一个新的STI法的开发工作，稍被称为STIPA(STI对于一个Public Address
广播系统)。第一个STIPA测量装置是由Gold-Line所生产。只要基于STIPA标准，不同的厂家都能生产STIPA测量仪器。2014
年， 嵌入式声学公司(Embedded Acoustics.)为了推进与普及STIPA的量测，以Bedrock的品牌名称，生产了SM50 STIPA测
试仪，以便行业能有合理价格的量尺以供评量。

    RASTI国际标准是在1988年，在IEC-60268-16。此后，IEC-60268-16经历了三次修订，最新的修订版(4版)出现在2011
年，每个版本是随着STI量测方法的更新所制定的，如列入相邻倍频程(rev.2)，信号强度的听觉掩蔽(rev.3)以及各种特定人

群，如非本地人和听力受损的落差(rev.4)。一个IEC维护团队目前正在商议rev.5的版本。随着IEC-60268-16的rev.4发布，

RASTI于2011年6月被IEC宣布为过时标准。该简化的STI与衍生量测手法仍然被一些行业的使用。但是由于电声扩声设备的普

及应用，STIPA几乎取代了RASTI成为标准。在中国大陆STIPA也被GB50526-2010所采纳，成为公共广播必须的验收标准。

STIPA与RASTI的差别

    RASTI是以一个房间，在不使用电声扩音设备状态下，所能够对于语言产生的传输效果；而STIPA是加入了电声设备的变

量，如今电声设备被大量地使用在许多场合，使用STIPA作为量测会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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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PA
STIPA指标的意义

STIPA是总和了各种因素所做出的数据指针，以1.0为最

佳、0为最差，当其指示为一定数字时，并不全然代表您

可以听得懂每一个字，甚至是低的。但是透过语句的相

关性，人类可以听懂的语句比例就高。所以STI是”语音

传输指数”，在于分析语音能否准确的传到人耳。

如下表示STI值与音节、词、整句的可懂度关系：

 STI值
根据IEC

60268-16
标准

音节的

可懂%

词的可

懂%

整句可

理解%

0 - 0.3 0 - 34 0 - 67 0 - 89

34 - 48 67 - 78 89 - 92

48 - 67 78 - 87 92 - 95

67 - 90 87 - 94 95 - 96

90 - 96 94 - 96 96 - 100

坏

较差的

公平

良好

优秀

0.3 - 0.45

0.45 - 0.6

0.6 - 0.75

0.75 - 1
以上数据来自于

．维基百科 STI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peech_transmission_index

．TNO网站  

．GB50526标准

STIPA 参考值

级别 STI 范围 典型应用

录音室

剧院、演讲厅、议会、法院

剧院、演讲厅、议会、法院

电话会议、剧院

教室、音乐厅

音乐厅、现代教堂

购物商场广播系统、公共办公室、教堂

购物商场广播系统、公共办公室

所处声学环境较差的广播系统

所处声学环境很差的广播系统

不适用的广播系统

不适用的广播系统

> 0.76A+

A

B

C

D

E

F

G

H

I

J

U

0.72 - 0.76

0.68 - 0.72

0.64 - 0.68

0.60 - 0.64

0.56 - 0.60

0.52 - 0.56

0.48 - 0.52

0.44 - 0.48

0.40 - 0.44

0.36 - 0.40

< 0.36

下图为计算结果相对应的应用

未完待续

还有其它更精彩的内容收录在12月刊，请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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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N G R A T U L A T I O N S

今年5项产品全数获得
2015年台湾精品的殊荣

BXB 连续三年

台湾精品

全功能数字会议系统主机

FCS-6350

桌上型主列席会议麦克风

UFO-6311/6312
桌上型主列席会议麦克风

FUN-6313/6314
桌上型主列席会议麦克风

FCS-6315/6316

数字广播安防整合
图控管理软件

WSC-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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