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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308/CR:310 型声 级 计 

使 用 说 明 书 

1 主要用途及适用范围 

    CR:308/CR:310 型声级计是一款手持式仪器，其性能符合国家标准 GB/T 3785.1－

2010《电声学  声级计  第 1 部分：规范》和国际标准 IEC 61672-1:2002 对 1 级 X 类声

级计的要求。它适用于机电产品噪声、环境噪声、交通噪声、作业场所噪声等的现场测

量，也适用于汽车检测线场所的测量。 

CR:308/CR:310 型声级计采用预极化背极驻极体电容传声器、先进的数字检波技

术，具有动态范围宽、性能稳定、无需量程转换、操作简便等优点。量程范围内均具有

0.1 dB 的分辩力，并可完全消除读数误差。声级计采用电池供电，结构设计小巧坚固，

特别适用于现场使用和随身携带。 

CR:308/CR:310 型声级计是 308 型声级计的改进型产品，具有手动积分功能，主要

用于测量各类噪声的： 

 指数时间计权频率计权声级； 

 时间平均频率计权声级； 

 频率计权声暴露级。 

CR:308/CR:310 型声级计还可测量声暴露、噪声剂量、归一化八小时平均声级、最

大时间计权声级、最小时间计权声级、累积百分数声级、标准偏差等多种噪声评价量，

因而，CR:308/CR:310 是集时间计权声级计、积分—平均声级计、积分声级计、声暴露

计、噪声剂量计和噪声统计分析仪于一体的功能强大的噪声测量仪器。 

CR:308/CR:310 型声级计积分测量结果不能保存，但可打印测量结果，它设有 RS232

串行接口，可将声级计数据送至计算机，因此它与外部计算机配合使用时，可用作噪声

数据采集器。 

2 主要规格及技术参数 

2.1 主要功能 

CR:308/CR:310 型声级计具有二种测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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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测量模式可： 

——测量 A 频率计权 F 时间计权声级； 

——测量 A 频率计权 S 时间计权声级； 

——测量 C 频率计权 F 时间计权声级； 

——测量 C 频率计权 S 时间计权声级； 

——A 频率计权 F 时间计权声级的最大值； 

——A 频率计权 S 时间计权声级的最大值； 

——C 频率计权 F 时间计权声级的最大值； 

——C 频率计权 S 时间计权声级的最大值； 

——A 频率计权 F 时间计权声级的最小值； 

——A 频率计权 S 时间计权声级的最小值； 

——C 频率计权 F 时间计权声级的最小值； 

——C 频率计权 S 时间计权声级的最小值； 

——C 计权峰值声级。 

 积分测量模式可测量： 

——1 s 短期时间平均声级（短期等效连续声级）； 

——时间平均声级（等效连续声级）； 

——声暴露级； 

——时间计权声级的最大值； 

——时间计权声级的最小值； 

——声暴露； 

——归一化 8 h 平均声级； 

——噪声剂量（参考声级为 90 dB，参考持续时间为 8 h，交换率为 3 dB）； 

——累积百分数声级（统计声级）Ln（百分数 n 为 1、5、10、50、90、95 和

99）； 

——标准偏差； 

——测量持续时间。 

2.2 主要指标 

CR:308/CR:310 型声级计的技术指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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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性能等级 

GB/T 3785.1－2010 / IEC 61672-1:2002 规定的 1 级。 

b) 电磁场辐射及抗扰度分类 

GB/T 3785.1－2010 / IEC 61672-1:2002 规定的 X 类。 

c) 频率计权 

 A 计权； 

 C 计权。 

d) 时间计权 

 F（快响应）； 

 S (慢响应)。 

e) 标称工作模式 

标称工作模式为不带防风罩及防尘罩，传声器直接安装于声级计上。 

f) 参考环境条件 

 空气温度：23 ℃； 

 相对湿度：50 %； 

 静压：101.325 kPa。 

g) 工作环境条件 

 空气温度：-10℃～50℃； 

 相对湿度：25％～90％； 

 静压：65 kPa～108kPa； 

 周围无强烈的机械振动、冲击、强电磁场和腐蚀性气体存在。 

h) 传声器类型 

预极化（背极驻极体）电容式工程测量传声器，自由场型频率响应，标称直径 12.7 

mm，标称声压灵敏度为 50 mV/Pa（标称声压灵敏度级为-26 dB，基准为 1 V），传声器

极头电容量约 15 pF。 

传声器的参考点为振膜的几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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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声器的典型的频率响应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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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传声器的典型频率响应 

i) 显示器 

128×64 点阵式液晶显示器（LCD），分辩力为 0.1 dB，数据更新时间为 1 s。具有

过载、欠量限、电池电压低落等告警标志。 

j) 1 kHz频率上的测量范围 

   A 频率计权：30 dB ～130 dB ； 

   C 频率计权：40 dB ～130 dB 。 

k) 声暴露级的测量范围 

   A 频率计权：30.0 dB～999.9 dB； 

   C 频率计权：40.0 dB～999.9 dB。 

l)   声暴露的测量范围 

   0.001 P2s～999 P2s； 

   0.278 P2h～9999 P2h。 

m)  归一化八小时平均声级的测量范围 

0.1 dB～999.9 dB。 

n)  噪声剂量的测量范围 

0.001%～9999%。 

o) 标准偏差的测量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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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dB～199.9 dB。 

p)  计时功能 

  可显示测量持续时间； 

  可在 1 s～99 h 59 min 59 s 范围内手动控制测量的平均时间（积分时间）。 

q) 指向性 

CR:308/CR:310 型声级计在 1 kHz、2 kHz、4 kHz 和 8 kHz 的指向性见图 2。 

 

图 2  声级计在不同频率下的指向特性 

r) 电源 

 采用 2 节 R6P型高功率电池或LR6型碱电池供电。 

 在参考环境条件下连续工作时间期望值： 

——R6P型电池：5h； 

——LR6型电池：27h。 

 当电池电压低于 2.0V 时，显示器上电池标志完全变空并开始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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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连接USB 端口外接电源供电，额定电压DC 5V。 

s) 自动校准范围 

±4.5dB（基准灵敏度为 50mV/Pa）。 

t) 校准检验频率 

1 kHz。 

u) 使用风罩的影响 

在重要的频率范围内不大于 0.5 dB。 

v) 参考方向 

正对前端入射（0°入射）。 

w) 参考声压级 

94 dB，基准声压为 20 μPa。 

x) 预热时间 

60 s。 

y) 自生噪声级 

 在参考环境条件下的自生噪声级不大于 25 dB（A 计权）和 35 dB（C 计权）； 

 当声级计的电输入端通过 15 pF 的电容短路时，其自生噪声级的期望值不大于

以上值。 

z) 温度的影响 

在 0℃～40℃的工作温度范围内的任何温度上的指示声级与参考温度上的指示声级

的差值不超过±0.7 dB。 

aa) 湿度的影响 

当相对湿度从 25％变化到 90％时，指示声级与参考相对湿度时的指示声级的差值

不超过±0.7 dB，。 

bb) 可能引起声级计永久性损坏的温度、湿度极限值 

  温度：-20℃和+60℃； 

  相对湿度：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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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声压响应与自由场响应的调整数据 

通过声校准器产生的声压响应或用静电激励器产生的模拟声压响应，可通过表 1 的

调整数据得到等效的自由场响应。 

表 1  自由场响应调整数据 

频率 / kHz 自由场增量 / dB  频率 / kHz 自由场增量 / dB 

1 0.2 6.3 2.2 

1.25 0.3 8 3.4 

1.6 0.4 10 5.0 

2 0.5 12.5 6.2 

2.5 0.7 16 7.6 

3.15 0.9 18 8.4 

4 1.3 20 9.0 

5 1.8 — — 

dd) 供试验用取代传声器的电阻抗（供试验用） 

15 pF 串联 10Ω。 

ee) 可施加于传声器上的最高声压级 

146 dB。 

ff) 可施加于电输入端的最大峰峰值电压 

15 V。 

gg) 数字输出 

输出接头为DB9型公头（针式），RS232 串行通讯口，调制速率（波特率）为     

9 600 Bd。 

hh) 模拟输出 

输出插孔为 3.5mm 双声道耳机插孔。 

直流输出：输出电压约为 15mV/dB，范围为 450mV～1950mV。 

交流输出：输出与被测信号成线性关系，最大交流输出电压的方均根值不超过 2V。 

ii) 外形尺寸（长×宽×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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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mm×68mm×31 mm。 

jj) 重量 

不超过 210g（包括电池）    

3 主要结构和工作原理 

H108A 型声级计主要由传声器、前置放大器、调理电路、单片机电路、电源电路、

显示电路和按键电路等部分组成，同时设有电源、电池状态监测、过载指示、欠量限指

示、阈值报警、模拟输出及数字输出电路。 

CR:308/CR:310 型声级计采用预极化背极驻极体电容式测量传声器，它不需要外加

极化电压。传声器是一种声电换能元件，它将被测噪声信号转换为相应的电气输出，经

前置放大器（场效应管源极输出器，其输入阻抗非常高）将传声器的高阻输出转换成为

后续电路能够接受的低阻信号。调理电路将前置放大器输出的信号调理后送至 24bit 

ADC。单片机控制 ADC 并接收其输出的数字信号，对信号进行频率计权、时间计权、

检波和对数转换后送至显示电路中显示。它还根据频率计权和时间计权声级采样值计算

时间平均声级、声暴露级等声学评价量。 

测量结果直接显示在液晶显示器上，显示器同时还可显示电池电压低落、过载和欠

量限标志。液晶显示器具有显示区域大、对比度高、不怕强光冲刷以及不易造成视觉疲

劳等优点。 

当被测信号超出上限并使声级计过载时，液晶显示器上的右上角将显示过载标志

“▶”；当被测信号低于下限时，液晶显示器左上角将显示欠量限标志“◀”。  

CR:308/CR:310 型声级计采用电池供电，为了提供内部电路所需的基准电压，设置

有±5V 基准电源。为了监视电池状态，声级计设有电池状态监测电路，显示器的左下方

显示电池的标志，当电池电压低于规定值时，电池标志变空并开始闪烁。 

4 使用和操作 

4.1 各控制元件的作用 

  

传声器       ： 12.7 mm 预极化电容传声器。注意：传声器上的保护罩不能随意拧下！ 

前置放大器   ：用于实现阻抗匹配，它应紧接在传声器之后，它是不可拆卸的。 

显示器       ：128×64 点阵式液晶显示器，分辨力为 0.1 dB。同时显示电池电压标

志、过载和欠量限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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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键         ：导电橡胶按键，用来开机、关机、测量及显示等。 

电池盖板     ：按箭头头方向打开或合上电池盖板，方便电池的更换。 

三角架安装孔 ：1/4 英寸螺孔，用于将声级计安装于三角架上。 

4.2 仪器的输出接口 

在声级计下端的侧面，打开端口盖板，见到仪器的输出接口，见图 3。图中：3.5 mm

双声道耳机插孔为交流/直流输出口，DB9 插头为 RS232 串行接口输出口，USB B 型插

座为外接电源端口。 

 

 

 

 

图 3   输出接口图 

4.3 更换电池 

声级计是由装在声级计背面电池室的二节 R6 型（5 号）电池供电。将声级计背面

的电池盖板向右即按箭头方向右推，即可安装或更换电池。5 号电池要按照电池盒里面

所标的极性放置，切记不可装反！  

在使用中，如显示器在其左下方显示出电池电压标志变空并闪烁，则表明电池电压

已低于规定的工作电压，应及时更换电池，虽然声级计在发出告警信号以后一段时间内

仍能正常工作，但还是建议即时更换电池，以免产生可能的测量误差。 

注意： 

a) 在更换电池时，应确保声级计处于关机状态； 

b) 新旧电池不要混合使用； 

c) 完全没有电的电池将使声级计无法工作，因而也不能显示电池告警标志； 

端口盖板 AC/DC 

输出 

RS232 

输出 
外接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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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旧电池交至指定的回收点，以免污染环境。 

警告：不可将废弃电池丢入火中，以免发生爆炸！ 

4.4 按键 

按键的示意图见图 4。 

 

图 4 按键图 

按键功能说明： 

校准键         ： 按校准键，进入校准界面。另在“校准、显示积分测量结果”界

面，作为“确定键”使用。 

左箭头/复位键     ：左箭头键： 用于“校准”界面，实现“左移位”功能。复位

键：用于最大值、最小值复位。 

下箭头/频率计权键 ：下箭头键：用于“校准”界面，实现“数值递减”功能。 

频率计权键：选 择 A 或 C 频率计权。 

右箭头/选择键     ：左箭头键： 用于“校准”界面，实现“右移位”功能。 

选择键：用于显示界面，选择显示测量参数，实现显示翻页。 

上箭头/时间计权键 ：上箭头键：用于“校准”界面，实现“数值递增”功能。 

时间计权键：选 择 F 或 S 时间计权。 

电源键           ：仪器长按开机或关机，另在“校准、显示积分测量结果”界面，

作为“返回”键使用。 

启动/停止键       ：按启动键，开始积分测量，按停止键停止测量，并显示结果。 

 

阈值键 

校准键 

左箭头/复位键 

下箭头/频率计权键 

启动/停止键 

电源键 

上箭头/时间计权键 

右箭头/选择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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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校准 

可利用各种型号的声校准器对 CR:308/CR:310 型声级计进行声学校准，这种校准是

对包括传声器在内的整机的校准。建议采用 CR:514 声校准器或其它包括有 94 dB、1 kHz

输出信号的声校准器。如使用活塞发声器校准，必须将声级计频率计权选择 C 计权，否

则将使校准不精确。 

校准程序如下： 

a)  按 4.2 的方法安装电池或连接外接电源。 

b)  开机。 

c)  根据校准器的种类选择频率计权，如使用活塞发声器校准，频率计权必须选择

C 计权、预热 60 s。 

d)  将声校准器紧密地耦合在声级计的传声器上，启动声校准器。 

e)  按“校准”键进入校准界面，见图 5。 

f)  根据校准器的校准声级及工作频率，修改“校准级”值及“自由场修正”值，

按键使用见 4.4，修改完毕后，按“校准”键，开始校准，显示屏下正下方会显

示校准剩余时间。 

g)  校准完后，“LAF”显示校准后的声级，同时显示屏正下方会显示“成功”。如

出现“太高”、“太低”或“不稳”，都表示校准不成功，则应检查声校准器或校

准级设置是否不对，确认后再按“校准”键进行下一次校准。 

h)  校准结束后，按“返回”键退出校准界面，关闭声校准器，并取下声校准器。 

此时声级计已经校准好。 

 

图 5  校准界面 

注意： 

1、 采用其它型号的声校准器时，请参考相应产品的使用说明书。 

2、 校准时，要确保声校准器与传声器紧密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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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校准时，背景噪声至少应比所用的声校准器的输出声压级低 20 dB，否则应按

声校准器使用说 

明书的要求进行修正。 

尽管 CR:308/CR:310 型声级计具有很高的稳定性，仅要求周期性地进行调整，仍然

建议在每次测量前后都进行一次校准检查。 

4.6 测量 

4.6.1一般测量 

一般噪声测量的步骤如下： 

a) 按 4.2 的方法安装电池或连接外接电源。 

b) 开机，用声校准器检查声级计的校准情况，校准检查检查方法见 4.5。 

c)  按键选择频率计权和时间计权，无规定，则频率计权选择“A”计权，时间计

权选择“F”计权，如被测噪声变化很快，则时间计权可选择“S”计权，声级

计开始工作。 

    d)  用户可根据需要，按“选择”键查看瞬时声压级、声压级最大值、最小值及 C

计权峰值声压级。 

e)  如果显示器右端显示过载标志“▶”，则表明被测声级已超过了声级计量程的上

限，如果显示器的左端显示欠量限标志“◀”，则表明被测声级已低于声级计级

量程的下限。 

    f)  待声级计预热后，即可从显示屏上读取测量结果，见图 6。 

    g)  根据需要，按“选择”键翻页，并作好测量记录。 

    h)  测量完毕后，建议再用声校准器检查声级计的灵敏度，以确保测量数据的准确

可靠。 

i)  关机，结束测量。 

注意： 

1、测量声压级最大值、最小值及峰值C 声压级，按“复位”键即可进行下一次测量。 

2、如较长时间不再使用此声级计，务必将电池取出，以防电池漏液损坏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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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测量界面 

4.6.2  积分测量 

CR:308/CR:310 的积分测量功能可提供平均声级、声暴露级、声暴露、统计声级计

等多个声学评价量。积分测量的持续时间手动控制。 

积分测量的步骤如下： 

a)  按 4.2 的方法安装电池或连接外接电源。 

b)  开机，用声校准器检查声级计的校准情况，校准检查检查方法见 4.5。 

c)  按键选择频率计权和时间计权，无规定，则频率计权选择“A”计权，时间计权选

择“F”计权，如被测噪声变化很快，则时间计权可选择“S”计权，声级计开始工

作。 

d)  按启动键，开始积分测量，见图7，在积分测量过程中，按“选择”键可循环查看

EA、NDA、LAT、LAT8h 、LAFmax 、LAFmin、Lcpk、LAE、LAF、LAT1s及参数显示总

界面，见图8。 

e)  目视显示器的测量时间，当手动预置测量时间到（提前 2s），按停止键，显示测

量结果界面，在测量结果界面，按选择键可翻页查看，也可打印或输出结果。 

注：测量结果界面出现过载标志“↑” 或欠量限标志“↓”，表示测量过程中曾出现声

压级过载或声压级低于测量范围下限。 

f)  按返回键退回到主界面，结束测量。 

    g)  测量完毕后，建议再用声校准器检查声级计的灵敏度，以确保测量数据的准确

可靠。 

h)  关机。 

30 80 130 

LAF 

dB 8  0  .1 

过载标志 欠量限标志 

测量的量 

电池标志 

模拟指示器 

测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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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积分测量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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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积分测量界面（续） 

4.6.3 几点说明 

    a)  CR:308/CR:310 型声级计以 48kHz 采样，显示器以 1s 的周期刷新，过载标志指

示的是当前状态，所以过载标志显示，但显示值并未超出测量范围，这种情况说明：过

载发生在送至显示器的采样值之外。  

    b)  CR:308/CR:310 型声级计的体积很小，声级计本体对声场的干扰是很小的。但

由于操作者本身的反射可能会引起较大的误差。为减小操作者的影响，操作者应离开声

级计一段距离。 

c) 采用活塞发生器校准声级计时，频率计权应选择“C”，因为活塞发生器产生的信

号的频率通常为 250 Hz，而 A 计权曲线在 250Hz 时有约 8.6 dB 的衰减量，且频率计权

曲线的允差较大。 

4.7  打印测量数据 

4.7.1微型打印机及其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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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用带有串行接口的微型打印机，以在现场打印积分测量的结果。 

建议采用配套供应的 RD-V32-SN 型便携式微型热敏打印机，该机器具有打印速度

快、字型美观及低噪声等优点。该打印机的外形见图 8。 

注意：采用其他的微型打印机，由于字库等方面的原因，可能会出现乱码。 

 

 

 

说明： 

1——串行接口（端面）； 

2——纸仓盖； 

3——电源接口（端面）； 

4——指示灯； 

5——进纸键（F 键）； 

6——电源键（P 键）； 

7——左指示灯。 

图 8 RD-V32-SN型便携式微型热敏打印机 

RD-V32-SN 型便携式微型热敏打印机的使用方法介绍如下： 

a) 装纸 

RD-V32-SN 型打印机采用易上纸结构和有效幅宽为 50 mm 的热敏打印纸。装

1 2 3 

6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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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时，用手指捏住纸仓盖两侧向上抬拉即可打开纸仓盖纸仓盖，按仓室底部标示的

方向装入打印纸，盖好纸仓盖即可。 

注意：如打印纸的方向装反了，则不能打印出字符。 

b) 开机与关机 

按一下电源键（P 键），打印机指示灯闪烁一下蓝光，发出“嘀嘀嘀”的声响

后开机。在开机状态下，指示灯约每 6 s 闪烁一次。 

在开机状态下，按一下电源键（P），指示灯闪烁一下红光，随即关机。 

c) 进纸 

打印时，打印机将自动进纸。 

不打印时，按住进纸键（F 键）时打印机进纸，松开进纸键即停止进纸。 

打印机进纸时，指示灯将长亮。 

d) 自检 

在关机状态下，在按下进纸键（F 键）的同时按下电源键（P 键），打印机即进

入自检状态，打印机将打印其载有型号、规格和制造者等信息的自检条。打印完

毕后，打印机自动退出自检状态。 

e) 在线状态 

当打印机右面的蓝色指示灯长亮时，表明打印机处于在线状态。 

f) 待机状态 

当打印机开机 10 s 后且无数据可打印时，右面的蓝色指示灯开始闪烁，表明

打印机进入待机状态，如有数据传来，打印机又将进入打印状态。 

但是，如打印机未装或未装好打印纸时，则右面的红色指示灯闪烁，同时会发

出“嘀嘀嘀”的声响。 

g) 电压过低 

当打印机电压过低时，打印机将会发出“嘀嘀嘀”的声响，且红色和蓝色指示

灯同时闪烁以提示。 

h) 充电 

打印机内装有可充电电池，新的打印机或电压过低时需充电。将充电器的输出

插头插入打印机的电源接口，数秒后打印机发出嘀的一声，红色指示灯闪烁，表明

打印机进入充电状态。当指示灯变为蓝色并常亮时，充电结束。 

注意： 

1、 不同批次的打印机，其指示可能会有所不同，请参阅打印机的使用说明书。 

2、 如打印机长时间不用或工作不正常时，请切断打印机的电源。 

3、 应使用符合要求的充电器，严禁将公共电网电压直接接入打印机，否则将会发

生危险！ 



18 

 

4、 打印机与主机连接时，应先连接数据线再接通打印机的电源，并应在关机后再

拆卸数据数据线。 

5、 热敏打印纸有正反两面，只有正面才能打印，反面打印不出字迹。 

6、 打印的字迹不清晰时，可用洁净的棉球沾少许的酒精轻轻擦去打印头片加热元

件表面上的脏物或污渍。 

7、 打印过程中不得打开纸仓盖，否则会导致打印机工作不正常。 

4.7.2  打印测量报告 

CR:308/CR:310 配用 RD-V32-SN 型微型打印机时，打印测量报告的步骤如下： 

a)  用串行接口线将打印机和仪器连接（串行接口线 USB 端接打印机，DB9 插座接

仪器）。  

b)  在 CR:308/CR:310 结束积分测量并显示测量结果时，按一下打印机的电源键（P

键），打印机开机。长按声级计的打印热键（校准键），约 3 s 后，打印机开始打印测量

报告。打印完毕后，打印机自动停止进纸。测量报告的内容见图 9。 

注意：测量报告中，LFAmax（最大时间计权声级）行中的符号“↑”表示在积分

测量中发生过过载现象，LAFmin（最小时间计权声级）行中的符号“↓”表示在

测量过程中出现过欠量程；EA（声暴露）行中的“Pa^2h”表示声暴露的单位为

“Pa2h”。 

c)  按住打印机的进纸键（F 键），让打印机进纸以留出足以填写备注内容的空白。 

d)  沿打印机出纸口的锯齿侧，撕下记录纸，并立即填写测量报告上的编号等内容，

以保持测量报告的唯一性。 

e)  按一下电源键（P 键），关闭打印机，解除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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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打印测量数据 

4.8  模拟输出及接线 

CR:308/CR:310 型声级计设有交流电压和直流电压输出信号，为减小体积，交、直

流输出共用一个 3.5mm 双声道插孔。外接仪器（如数字多用表、记录仪等）可通过随机

所附的 3.5mm 插头与声级计的输出相连。用户在使用时应根据所需电压的类型正确地连

接输出线，见图 10。 

直流输出：直流电压约为 15mV/dB，输出电压范围为 450mV～1950mV。 

交流输出：交流输出与被测声压成线性关系，它为不计权的声压信号，最大交流输

出电压的方均根值不超过 2V。 

地线

地线

直流 交流

直流交流

 

图 10  模拟输出插头的连接 

4.9  与计算机的连机 

4.9.1  接线方法 

CR:308/CR:310 型声级计具有 RS232 接口，可用于与外部计算机连接，向外部计算

机输出数据。 

输出接头为 DB9 型公头（针式），RS232 串行通讯口，调制速率（波特率）为 9600 

Bd，用公司配置的串口通讯线将 CR:308/CR:310 的输出接口连接至 PC 的串行通讯口。  

4.9.2  通讯协议 

4.9.2.1 通讯参数 

a) 调制速率（波特率） 

9 600 Bd。如用户要求，可设置为其他值。 

b) 帧格式 

1 位起始位，8 位数据位，1 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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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故障分析与排除 

本章包括有助于解决您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简单的操作方面的问题的方法，同时给出

了一些常见故障的现象、可能的原因和排除方法。如果不能解决您的问题或是遇到了仪

器装配或工作中的问题，请向当地的代理寻求进一步的援助。 

CR:308/CR:310 型声级计在使用中常见的故障及排除方法见表 4。 

表 4  常见的故障及排除方法 

故障现象 原因分析 排除方法 备注 

不能开机 

未装电池 装上新电池并重新开机  

电池没电或电压太低 装上新电池并重新开机  

电池安装极性不正确 
取出电池，按正确的极性安装并重新

开机 
 

电池与电池盒接触不

良 

确保电池与电池盒接触良好；如仪器

曾发生过电池泄漏事故，则需要清除

接触点处的锈蚀；或向当地代理求助 

 

校准失败 

声校准器未开机 声校准器开机后再试  

传声器松动或未安装 检查传声器是否拧紧并安装正确  

传声器可能已损坏 向当地代理求助  

测量时，显示 

不正常 

传声器可能已损坏 向当地代理求助  

声级计内部电路已损

坏 
向当地代理求助  

显示电池电压空格

并闪铄 

电池电压低于仪器正

常工作电压 
更换电池  

输出不正常 

输出插头接触不良 确保输出插头与插座可靠连接  

输出插头接线不正确 按说明书要求正确连接输出插头  

输出连接线已损坏 向当地代理求助  

仪器内部电路已损坏 向当地代理求助  

6 产品的成套性 

6.1 主要附件及其应用 

    为进一步改善声级计的性能以及便于检查、调整，CR:308/CR:310A 带有众多的附

件，各主要附件的作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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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防尘罩 

套在声级计的传声器上，可阻挡尘埃侵入传声器，同时对传声器有一定的机械防护

任用。在作精确测量时，宜将防尘罩取下。 

(2)  防风罩 

    在室外测量时或当风速超过 5.5 m/s 时，都应使用防风罩，以减少风噪声的影响。防

风罩由多孔性泡沫塑料制成。使用时，将其套在传声器上即可，防风罩同时还可保护传

声器不受尘埃、泥污及雨水的危害，因此建议在室外或粉尘多的场合也使用防风罩。使

用防风罩时需将防尘罩取下。 

(3)  输出插头 

用以将声级计的模拟输出信号与外部仪器连接。 

（4）串口通讯线 

用以将声级计的数字输出信号与计算机通讯。 

7 声级计的维护 

7.1 一般注意事项 

    为防止由于使用和操作不当而致使声级计损坏，特提请注意以下事项： 

    (1)  使用完毕后立即将电池取出，以免电池漏液而损坏仪器。 

    (2)  声级计应存放于干燥、温暖的场所，如有可能，最好置于干燥皿中。 

    (3)  在装卸传声器、延伸电缆、电池或外接电源时，应事先将电源开关置于“关”。 

    (4)  不要随意取下传声器的保护罩，以免损坏膜片。当发现膜片较脏时，可用脱脂

棉醮以少许三氯乙烯或丙酮轻轻擦试干净。 

    (5)  不要用手触摸输入触头，以防由于人体静电而损坏声级计。 

(6)  液晶是有机化合物，如果长期暴露于强烈的紫外线辐射下，将会发生光化学反

应，因此在使用中应尽量避免光直接照射在显示器上。 

 

7.2 周期检定 

用于安全和环保领域的声级计属于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按照计量法的规定应定期

定点由国家计量行政部门授权机构进行周期检定，检定的有效期为一年。 

用于其它领域的声级计也应定期检定和校准，以确保测量结果的准确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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