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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针对电视机以及显示电子产品行业伴音曲线调整复杂，声音效果很难达到理想状态的问题，提出将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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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音曲线进行分段设计，然后根据软件算法调整伴音曲线的方法。实验结果证明，本文提出的软件算法调整伴音曲线的
方法，可以方便快捷地绘制出完整的伴音曲线，并且通过数据记录点可以直观地看到曲线的光滑程度，为研发和工程设
计人员提供了极大的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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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complex adjustment of sound curve in television and display electronic products industry, with
difficulty in achieving the ideal sound effect, the paper proposes a method to construct complete sound curve in sections
and then adjust the sound curve by using a software algorithm.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software algorithm
proposed in this paper can adjust the sound curve smoothly and quickly to draw a complete sound curve, and the smoothness
of the curve can be directly seen through the data record points, which provides a great convenience for R & D and
engineering desig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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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Introduction)

目前，国内外液晶电视LCD-TV(Liquid Crystal Display

Television)、LED-TV(Light Emitting Diode Television)

2 伴音曲线的重要性以及目前采用的方法(The
value of the sound curve and current approach)
目前，伴音曲线的设计主要分为两种，查表方式和分段

OLED-TV(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 Television)的

点方式设计伴音曲线。

普及，越来越多的用户对伴音曲线有着更高或者更特殊的要

2.1 查表方式

求 [1,2]。针对伴音曲线的调整办法[3,4]，整个行业并没有一个完
整统一的规范性指导和说明 [5] ，几乎都是各个厂家根据自身
产品的特点进行非继承性调整，解决和调整的方法又完全不
同[6,7]，不利于行业相关关键技术的稳定继承和发展。
本文介绍了一种软件算法调整伴音曲线的方法，文章的

即将每一个声音的音量(0—100)值写入软件，具体做法，
在程序里将每个声音的值写入数组。
tblVolume[]={//…表数据…//};
(1)声音音量0-10
{0x00,0x00},{0x00,0x04},{0x00,0x05},{0x00,0x06},
{0x00,0x07},{0x00,0x08},{0x00,0x09},{0x00,0x0A},{0x00,

意义在于测试出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具体问题的对策，并

0x0B},{0x00,0x0B},

且根据实际测试数据，指出伴音曲线改进的关键点是要对曲

…

线进行分段[8]。对伴音曲线进行线性算法分段设计[9,10]。文章
紧紧围绕工厂伴音曲线分段设计和伴音曲线算法处理两大措
施，来具体展开和论述。

…

(2)声音音量91—100
{0x07,0x17},{0x07,0x20},{0x07,0x25},{0x07,0x2A},
{0x07,0x32},{0x07,0x39},{0x07,0x42},{0x07,0x45},{0x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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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P_UIMENUFUNC_ADJUST_

{

0x47},{0x07,0x48},
缺点：采用此种做法最大的缺陷是，数值一旦写入软
件就固定不可变，除非修改软件重新编译软件才可以更新数
值，给研发及生产的软件版本维护带来不便。

SOUNDCURVE0,
…

…

MAPP_UIMENUFUNC_ADJUST_

2.2 分段点方式

SOUNDCURVE100,}

此方法即为本文推荐使用方法，该设计方法设计原理简

(3)程序伴音曲线算法部分修改：

单快捷，但由于受到伴音曲线的许多指标的限制，如最大输

else

出功率，dB衰减量等因素影响，因此，要想快速准确的绘制

{ucXVStart=NonLinearCurve.u8SOUND_0;

一条完美的伴音曲线并不容易[11]，实验将伴音曲线分段点为五

ucXVEnd=NonLinearCurve.u8SOUND_25;

段，如表1所示。

}		

表1 工厂菜单声音曲线设置分段
工厂菜单预定值(0-255)

用户调整音量菜单选项值

Vol_0(第一段)

20

20

Vol_25(第二段)

32

25

Vol_50(第三段)

53

50

Vol_75(第四段)

69

75

Vol_100(第五段)

100

100

(1)根据上述分析原因首先进入工厂菜单，选择Sound
Curve Setting,调整前端最大值Vol_Prescale为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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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观察输出功率是否达到8W要求。当数值调整到171
(2)查找软件的伴音曲线最大值设置，发现程序定义为：
#define Prescale_0dB，0x73。

修改其定义为测试达到要求的值(171转化16进制0xAB)，
#define Prescale_0dB，0xAB。

w

3.2 解决伴音曲线问题

if

(AdjustValue<10)

{

ucXVStart=NonLinearCurve.u8SOUND_0;
ucXVEnd=NonLinearCurve.u8SOUND_10;
}		
else

if

确定好最大输出功率后，将其设置为参考衰减0dB。依

(4)出厂初始化部分：

stGenSetting.g_SoundSetting.astSoundCurve[SOUND_

CURVE_SOURCE_TV][SOUND_CURVE_VOLUME].
u8SOUND_0=0;
…

…

stGenSetting.g_SoundSetting.Ch1_

Prescale=Prescale_0dB;

4 测试结果及分析(Test results and analysis)
4.1 测试步骤
(1)将电视置于标准输入输出状态下，调节伴音调制度到
100％(主声道用1kHz，重低音则用120Hz)；
(2)调节音量大小，直到5％—10%的伴音失真，此时输出
为最大有用电输出功率；
(3)改变伴音调制度至54％，调节音量至100％，此时输出

次由高到低往下调整曲线范围使曲线尽可能落在要求的范围

为最大输出功率[12,13]。

内。整改结果：从25到100可以通过调整参数满足要求。但是

4.2 调整前测试数据

w
w

(AdjustValue<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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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伴音曲线实现方法(Realization method of sound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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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菜单选项

时输出功率达到8.1W。

(AdjustValue<25)

修改为：

Tab.1 Factory menu sound curve setting segmentation

3.1 解决最大输出功率问题

if

0到10，10到25无法通过调整达到要求。再次分析原因：因为

实验伴音曲线原始测试结果如图1所示。

工厂菜单只设计了0—25—50—75—100—max，所以根本无法

(1)最大输出功率<8W(不合格)。

调整0—10。那只能重新设计工厂菜单为：0—10—25—50—

(2)伴音曲线不合格。

75—100—max。软件需做新定义及相关程序调用，具体实现
操作介绍如下：

(1)工厂菜单选项变量定义增加如下：
Typedef

struct

{

u8SOUND_0;

U8

U8 u8SOUND_10;
U8 u8SOUND_25;
U8 u8SOUND_50;
U8 u8SOUND_75;
U8 u8SOUND_100;
}T_MS_SOUND_CURVE;
(2)程序调用变量及调用函数增加如下：
Typedef enum

图1 伴音曲线测试结果图

Fig.1 Test result of sound curve

4.3 分析原因及解决问题
(1)最大输出功率<8W(不合格)，软件伴音曲线最大值在
设置点取值太小。
(2)整个曲线不合格，不光滑，可能导致声音突变 [14,15]。
通过本文算法调整，测试结果如表2和图2所示，红色曲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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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范围之内，曲线光滑，很好地解决了问题。

同样只要涉及伴音曲线的电子产品或者机器如遇到类似
的问题，都可以参考文章的做法。文章作者认为，在实际的
工作中，只要不断地在工作中学习总结，摸索前进，总会找
到最好的解决办法，伴音曲线是可以进行人性化的设计和调
整优化的，可以根据不同市场对伴音曲线的要求设计出客户
满意的伴音曲线。当然调整伴音曲线的方法有很多种，但文
章作者认为最简单最有效，最实用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

图2 采用六段法后伴音曲线测试结果图

更加倡导人性化工作态度，简单实用的方法。也相信越来越

表2 采用六段法伴音曲线测试衰减dB值
Tab.2 Six segment method to adjust the attenuation DB
value of sound curve
衰减下限值(dB)

实测值(dB)

0

-100

-63

-87

1

-90

-61

-79

2

-80

-58

-71

3

-72

-55

-64

4

-66

-52

-59

5

-62

-50

-55

6

-60

-48

7

-58

-46

8

-56

-44

9

-54

-42

10

-52

-40

20

-33

30

-22

40

-15

5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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