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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依据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求进

行编写。 

本文件由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提出和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玩具检测技术中

心、深圳市宝安区燊力塑胶电子（深圳）有限公司负责起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潘晓远，邓绍俊，刘斌斌，尹丽娟。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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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的声压限值和检测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声响玩具的声压限值和检测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设计或预定供14岁以下儿童玩耍的玩具。 

本文件不适用于：（1）磁带播放机、CD播放机和其他类似玩具，其声音输出依靠可移

动介质（例如磁带，CD、唱片、游戏卡带）的内容；（2）与外部设备（例如电视机、计算

机）连接的玩具，其声压级取决于外部设备；（3）由耳塞或头戴式耳机发出的声音。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768-1996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  反射面上方采用包络测量表

面的简易法 

GB/T 3785.1-2010    电声学  声级计  第 1 部分：规范 

GB/T 3785.2-2010    电声学  声级计  第 2 部分：型式评价试验 

GB 5296.5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 5 部分 玩具 

GB 6675    国家玩具安全技术规范 

GB/T 17248.2    声学  机器和设备发射的噪声  工作位置和其他指定位置发射声压

级的测量  一个反射面上方近似自由场的工程法 

GB/T 17248.3    声学  机器和设备发射的噪声  工作位置和其他指定位置发射声压

级的测量  现场简易法 

GB/T 17248.5    声学  机器和设备发射的噪声  工作位置和其他指定位置发射声压

级的测量  环境修正法 

ASTM F963-11    美国玩具安全标准 

EN71-1:2011+A2:2013    玩具安全 第 1 部分 机械和物理性能 

ISO 8124-1 2012    玩具安全 第 1 部分 机械和物理性能安全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玩具  toy 

设计或明显地预定给14岁以下儿童玩耍的产品或材料。 

3.2  

近耳玩具  close-to-the-ear toy 

供靠近儿童耳朵使用的玩具，即这类玩具的发声部分通常放在儿童的耳朵旁；例如从听

筒发声的玩具手机或玩具电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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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桌面和地板玩具  table-top or floor toy 

明显设计用于发出声音，在桌面、地板或其它大的表面上玩耍的玩具；例如玩具车、机

械动物玩具和大型重型玩具等。 

3.4  

手持玩具   hand-held toy  

明显设计用于发出声音并拿在手里的玩具，除了近耳玩具、摇铃、挤压玩具、火药帽玩

具、吹气玩具和敲打玩具；例如按键玩具、玩具工具和玩具枪等。 

3.5  

摇铃   rattle  

供那些太小而无法独立坐起的儿童玩耍，由儿童或他人摇动，明显设计为摇动时发出声

音的玩具。 

3.6  

挤压玩具   squeeze toy  

手持式柔软玩具，通常带有发声功能，当扭曲或挤压玩具迫使空气通过开孔时产生声音，

松开后玩具通常能恢复原状。  

3.7  

推拉玩具   pull-along or push toy  

由使用者通过绳索拉动或类似刚性伸缩管推动来使其移动的玩具。 

3.8  

敲打玩具   percussion toy  

明显设计用鼓槌或手敲击发出声音的玩具。 

3.9  

吹气玩具   wind toy  

明显设计由儿童或他人通过吹气来发声的玩具；例如喇叭、口哨等。 

3.10  

火药帽玩具   cap-firing toy  

明显设计由火药帽爆破释放出声音的玩具；例如火药帽枪。 

3.11  

连续声音   continuous sound  

任何稳定状态的声音或持续时间超过1s的一组变化的声音。 

3.12  

脉冲声音   impulsive sound  

一种短暂的，声压明显超出周围环境的声音，典型的脉冲声音的持续时间小于1s。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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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声压级   emission sound pressure level  

指的是将声源置于一个反射平面或其上部，在指定的安装条件和操作下发出声音时，其

附近一个指定点的声压级，须排除背景音和反射的影响，除非反射是来自测试平面或测试允

许的平面。 

3.14  

A计权等效声压级LAeq  equivalent emission sound pressure level  

在指定时间阶段内及在指定位置，具有与随时间变化的声音相同的 A 计权声音能量的

稳态声音水平级。 

3.15  

C计权峰值声压级LCpeak  peak emission sound pressure level  

在观测期间内 大的C计权瞬时声压级。 

3.16  

最大A计权声压级LAFmax  maximum A-weighted emission sound pressure level  

使用标准化的A计权和快速探测回应（时间计权）所获得的 大声压级。 

4 技术要求 

4.1 风险分类 

根据玩具在使用中发出声音的有效时间，声响玩具可被分为 3 个风险类别。 每个分类

下提到的玩具指的是按照传统样式设计的，那些非传统设计样式的玩具可能属于另一个风险

类别。对于那些不能明显归于某一类别的玩具，应归入更严格类别： 

风险类别 1： 

-在单次触发后声响时间长于 30 秒的玩具； 

-在单次触发后置于耳边的声响时间长于 30 秒的近耳玩具； 

-发声时间超过玩耍时间的 1/3 的其他玩具。 

注：玩耍时间指的是儿童使用玩具玩耍过程中耗费的时间。 

 

风险类别 2： 

-在单次触发后声响时间在 5 秒到 30 秒之间的玩具； 

-在单次触发后置于耳边的声响时间在 5 秒到 30 秒之间的近耳玩具； 

-摇铃和挤压玩具； 

-仿乐器的吹气玩具； 

-发声时间介于玩耍时间的 1/10 至 1/3 之间的其他玩具。 

 

风险类别 3： 

-在单次触发后声响时间短于 5 秒的玩具； 

-需要明显的物理触动才能发出声响的玩具； 

-在单次触发后置于耳边的声响时间短于 5 秒的近耳玩具； 

-使用火药帽的玩具； 

-吹气玩具如口哨； 

-发声时间小于玩耍时间的 1/10 的其他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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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需要明显的物理触动才能发出声响的玩具的一个例子是每一次射击都需要触动扳机的电子玩具

枪。尽管一次射击只需很少力量，但几分钟内不断重复的大量高频射击则需要明显的力量。 

4.2 声压限值 

4.2.1 评估准则 

玩具应该按照它的发声模式和声音功能参照下面 相近的子条款进行评估。含

有多种发声模式的玩具应参照多个子条款来进行评估。无法清晰的适用于任何一个

条款的玩具应参照手持玩具、桌面玩具或地面玩具三个中 恰当的那个进行评估。  

4.2.2 近耳玩具 

A 计权等效声压级 LAeq，按照 6.2.1 相隔 50cm 测试时，风险类别 1 的近耳玩具不超过

60dB，风险类别 2 的不超过 65dB，风险类别 3 的不超过 70dB。C 计权峰值声压级 LCpeak 不

超过 95dB。 

4.2.3 桌面或地面玩具 

A 计权等效声压级 LAeq，按照 6.2.2 相隔 50cm 测试时，风险类别 1 的桌面或地面玩具

不超过 80dB，风险类别 2 的不超过 85dB，风险类别 3 的不超过 90dB。C 计权峰值声压级

LCpeak 不超过 110dB。 

4.2.4 手持玩具 

A 计权等效声压级 LAeq，按照 6.2.3 相隔 50cm 测试时，风险类别 1 的手持玩具不超过

80dB，风险类别 2 的不超过 85dB，风险类别 3 的不超过 90dB。C 计权峰值声压级 LCpeak 不

超过 110dB。 

4.2.5 摇铃 

A 计权等效声压级 LAeq，按照 6.2.4 相隔 50cm 测试时，不超过 85dB。C 计权峰值声压

级 LCpeak 不超过 110dB。 

4.2.6 挤压玩具 

A 计权等效声压级 LAeq，按照 6.2.5 相隔 50cm 测试时，不超过 85dB。C 计权峰值声压

级 LCpeak 不超过 110dB。 

4.2.7 推拉玩具 

大 A 计权声压级 LAFmax，按 6.2.6 相隔 50cm 测试时，明显设计只是由移动玩具来发

出声音的推拉玩具，风险类别 1 的不超过 80dB，风险类别 2 的不超过 85dB，风险类别 3 的

不超过 90dB。C 计权峰值声压级 LCpeak 不超过 110dB。 

注：只是由移动玩具来发出声音的推拉玩具的例子，包括那些当轴/轮旋转时有意产生机械的响亮的

声音的玩具。推拉玩具产生的声音不依赖于使用者提供的能量，举个例子，电子声响玩具应按照手持或桌

面、地面玩具测试 

4.2.8 敲打玩具  

A 计权等效声压级 LAeq，按照 6.2.7 相隔 50cm 测试时，不超过 85dB。C 计权峰值声压

级 LCpeak 不超过 130dB。 

如果C计权峰值声压级LCpeak超过110dB，应标明警告以提醒使用者注意对听力存在的潜

在危险（见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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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 吹气玩具 

A 计权等效声压级 LAeq，按照 6.2.8 相隔 50cm 测试时，风险类别 2 的吹气玩具不超过

80dB，风险类别 3 的不超过 90dB。C 计权峰值声压级 LCpeak不超过 110dB。 

4.2.10 火药帽玩具 

A 计权等效声压级 LAeq，按照 6.2.9 相隔 50cm 测试时，不超过 90dB。C 计权峰值声压

级 LCpeak 不超过 125dB。 

如果C计权峰值声压级LCpeak超过110dB，应标明警告以提醒使用者注意对听力存在的潜

在危险（见5.3）。 

因声响玩具的分类和限值要求比较复杂，为便于直观查阅和掌握各类声响玩具的限值要

求，制作下表，以供参考。 

表 1 声响限值要求一览表 

玩具类型 
风险

类别 

LAeq 

(dB) 

LCpeak 

(dB) 
玩具类型 

风险

类别

LAeq 

(dB) 

LCpeak 

(dB) 

近耳玩具 

1 60 

95 

摇铃 2 85 110 

2 65 挤压玩具 2 85 110 

3 70 

推拉玩具 

1 80 

110 
桌面或地面

玩具 

1 80 

110 

2 85 

2 85 3 90 

3 90 敲打玩具 2 85 130 

手持玩具 

1 80 

110 
吹气玩具 

2 85 
110 

2 85 3 90 

3 90 火药帽玩具 3 90 125 

4.3 警告标识 

产生高脉冲声压级的玩具或其包装上应有如下警告：  

“警告！不要靠近耳朵使用！误用可能导致听力损坏。”   

带火药帽玩具除上述警告外，还应加上：  

“不能在室内击发！只能使用制造商推荐的火药帽。”  

5 测试方法 

5.1 测量条件 

5.1.1 总则 

应当用新的玩具进行本测试。对于电池玩具，用新的原电池或充满电的充电电

池进行试验。不要使用外部供应电源，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它们会影响玩具的性能。 

用于安放玩具的试验装置和玩具操作人员，在进行测试时不能影响玩具的声音

发散，也不能造成声音反射——这将增加测试点处的声压级。注意保持正确的测量

距离。通常较方便的做法是旋转测试物体而非移动麦克风。  

5.1.2 测试环境 

测试环境应符合 GB/T3768-1996 附录 A 中条件要求。  

实际上，这意味着只要玩具的 大尺寸不超过 50 cm，大多数正常布置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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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超过 30m3 的房间在测量距离为 50cm 时都是符合要求的。在测量距离小于 25cm

的情况下，几乎所有的环境都符合要求。  

如果采用更精确的 GB/T17248.2 的测试方法，则测试环境符合 GB/T 3767 的要

求。  

5.1.3 使用的基础国家标准 

声压测定的 低要求是在玩具周围特定的位置，根据测量方法 GB/T17248.3 和

GB/T17248.5 测定。如发生争议，使用更加准确的 GB/T17248.2。  

由于在房间边缘反射较少，GB/T17248.2 的测量结果稍低于 GB/T17248.3 和

GB/T17248.5。  

在特定情况下，GB/T17248.5 对工程方法而言是精确的。  

5.1.4 仪器  

仪器系统：包括麦克风和电线，应达到 GB/T3785.1 和 GB/T3785.2 规定的 1 型

或 2 型仪器的要求；或用符合 GB/T3785.1 和 GB/T3785.2 要求的积分-平均声级计。

当测量峰值声压级时，比如带有火药帽的玩具，麦克风和整个仪器系统应有能力处

理超过 C 计权峰值水平至少 10dB 的线性峰值水平。当使用 GB/T17248.2 时，要求

使用 1 型仪器。  

5.2 测量程序 

5.2.1 近耳玩具 

5.2.1.1 安放 

将近耳玩具安放在合适的试验装置里，高于反射面至少 100cm；或由成人操作

者伸直手臂进行操作。  

5.2.1.2 麦克风的位置 

将麦克风设置在距玩具主要声源所在表面的测量距离为（50±0.5）cm 的地方，

并确保在麦克风位置获得 大声压级。  

5.2.1.3 操作条件和测量 

如果玩具有一个清晰地发声周期，在每一个麦克风位置点测试 LAeq 至少持续一

个完整的周期。测试时间应为（15±1）s。如果发声周期持续时间小于 15s，则应尽

快使之重复发声，且测试时间应改变成发声周期时间的整数倍。如果玩具含有不止

一个发声周期，则每一个发生周期在一个测试中都要连续进行测试。作为替代，选

取产生 高声压结果的那个周期（或一些周期的组合）进行测试。  

测试至少三个周期的 LCpeak，选取产生 高结果的那个周期进行测试。  

按照上面 5.2.1.2 规定的在每个麦克风位置点重复测试程序。  

5.2.2 桌面或地面玩具 

5.2.2.1 安放 

将静止的桌面和地面玩具放在 GB/T17248.2 所述的标准测试台上。台面应足够

大，以使玩具静止和整个放在台面上。将自驱动桌面或地板玩具放在标准测试台上

的试验装置里，在满功率下操作，但应防止其移动。如果把玩具固定在位置上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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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玩具的操作，例如阻碍了轮子的旋转，那么玩具应升离反射面，以便足够进行操

作，但不能超过 5mm。  

5.2.2.2 麦克风的位置 

在测量箱各面上选择 5 个麦克风位置，是测量距离距 GB/T3768-1996 中定义的

玩具基准箱为 50cm；如果玩具长度或宽度超过 100cm，则把测量箱的 4 个顶角增加

为麦克风位置，见图 1 所示。高度为 H 的测试箱的各个面——地面除外，距基准箱

对应的各个面的距离始终是 50cm；测量箱与基准箱的底面位于同一平面。所有麦克

风位置都在测量盒上。使得玩具无法操作的麦克风位置应予以舍弃。  

 
1测量箱  2基准箱 

图1  静止和自驱动的桌面或地板玩具测试时的麦克风位置 

5.2.2.3 操作条件和测量 

如果玩具有一个清晰地发声周期，在每一个麦克风位置点测试 LAeq 至少持续一

个完整的周期。测试时间应为（15±1）s。如果发声周期持续时间小于 15s，则应尽

快使之重复发声，且测试时间应改变成发声周期时间的整数倍。如果玩具含有不止

一个发声周期，则每一个发生周期在一个测试中都要连续进行测试。作为替代，选

取产生 高声压结果的那个周期（或一些周期的组合）进行测试。  

测试至少三个周期的 LCpeak，选取产生 高结果的那个周期进行测试。  

按照上面 5.2.2.2 规定的在每个麦克风位置点重复测试程序。  

5.2.3 手持玩具 

5.2.3.1 安放 

将手持玩具安放在合适的试验装置里，高于反射面至少 100cm；或由成人操作

者伸直手臂进行操作。  

5.2.3.2 麦克风的位置 

在测量箱选择 6 个麦克风位置，是测试距离距玩具基准箱为 50cm，见图 2。这

些位置在测试箱各面的中心，与基准箱各面相距 50cm。  

 
1测量箱  2基准箱 

图2  火药帽玩具以外的其他手持玩具测试时的麦克风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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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3 操作条件和测量 

如果玩具有一个清晰地发声周期，在每一个麦克风位置点测试 LAeq 至少持续一

个完整的周期。测试时间应为（15±1）s。如果发声周期持续时间小于 15s，则应尽

快使之重复发声，且测试时间应改变成发声周期时间的整数倍。如果玩具含有不止

一个发声周期，则每一个发生周期在一个测试中都要连续进行测试。作为替代，选

取产生 高声压结果的那个周期（或一些周期的组合）进行测试。  

测试至少三个周期的 LCpeak，选取产生 高结果的那个周期进行测试。  

按照上面 5.2.2.2 规定的在每个麦克风位置点重复测试程序。  

5.2.4 摇铃 

5.2.4.1 安放 

摇铃应由一个成年测试者来操作，测试者的手臂与麦克风保持同一水平高度，

侧对着麦克风站立，摇铃距离麦克风 50cm 且与其保持同一水平高度。  

5.2.4.2 麦克风的位置 

将麦克风安装在离地 1.2m，距声源 0.5m 处，测试室空间应足够大或消声能力

足够使得声音反射可以忽略。  

5.2.4.3 操作条件和测量 

对于摇铃或者其他类似摇动类型玩具，采用一个摆动幅度近似 15cm 的动作来

测试。抓住摇铃的把手，如果不能确定，可握在摇铃把手和发声部位之间 长的杆

上。确保发射的声音不会被手的握持方式影响。操作时使用手腕向下挥动，前臂保

持基本水平。尽量取得可能产生的 高声压级。使用三个成年测试者。  

对于 C 计权峰值声压级测试，每一个测试者手握摇铃以缓慢的节奏向下击打 10

次，以使每一次摇动都能产生 高的 C 计权峰值声压级。  

对于 A 计权等效声压级测试，在（15±1）s 内快速摇动以产生 高声压级。每

个操作者应测量至少三个样本数据，如有需要，每个测试者可增加样本数量直到任

意两个样本数据间的差值小于样本数。 
在比较测量值和限定值之前，应将测量值 LAeq减去 5dB。 

5.2.5 挤压玩具 

5.2.5.1 安放 

挤压玩具必须由一个成年测试员伸出手臂，笔直地站在麦克风前进行操作。出

气孔必须离麦克风 50cm 并直接面对麦克风。麦克风必须与挤压玩具处在相同的高

度。  

5.2.5.2 麦克风的位置 

把麦克风安装在离地至少 100cm 上空，离挤压玩具的出气孔（50±1）cm 处。  

5.2.5.3 操作条件和测量 

操作挤压玩具时应用双手紧紧抓住玩具，如果可行的话，也可以用一只手握住

玩具适宜握住的部位，或者是能获得 大声压级的部位。  

对于 C 计权峰值声压级测试，每个操作员快速的挤压 10 次，使每次都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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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 C 计权峰值声压级。  

对于 A 计权等效声压级测试，在（15±1）s 内快速产生 高声压级。每个操作

者应测量至少三个样本数据，如有需要，每个测试者可增加样本数量直到任意两个

样本数据间的差值小于样本数。  

在比较测量值和限定值之前，应将测量值 LAeq减去 5dB。 

5.2.6 推拉玩具 

5.2.6.1 安放 

将推拉玩具放置在反射面上并固定在试验装置里，使其能够沿着直线以不同的

速度直行通过测试麦克风（“驶过”试验）。确保反射面能提供足够的摩擦力以防止

车轮打滑。  

将手动发条玩具上足发条后放置在反射面上，使玩具前端沿 X 轴与驶过试验中

的麦克风距离为（40±1）cm。  

5.2.6.2 麦克风的位置 

用两个麦克风放置在反射平面上方 30cm，距离 X 轴 d 为（40+w/2）cm 处，如

图 3 所示。  

将玩具放置在实验装置或反射平面上，按照其正常运动方向，使玩具能够沿着

X 轴通过麦克风的位置。  

 

 
1  麦克风        2  测量结束位置        3  玩具 

图3  推拉玩具和手动弹簧驱动玩具测试时（“经过”测试）的麦克风位置 

5.2.6.3 操作条件和测量 

以等于或者小于 1m/s 的速度操作推拉玩具，使其产生 大声压级。测量两次通

过性测试的每边的 大 A 计权声压级和 C 计权峰值声压级。  

5.2.7 敲击玩具 

5.2.7.1 安放 

采用以下 合适的方法来安装敲击玩具：  

——放在桌子或反射面上，对于预定于桌子上使用的打击玩具；  

——在成年测试者手臂长度内，对于那些预定于手持的打击玩具；  

——挂在成年测试者的颈部或腰部，对于那些预定于挂在颈部或腰部的玩具。  

5.2.7.2 麦克风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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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手持的玩具使用图 2 中定义的盒形测试面，麦克风距离为 50cm。对于桌面

或地面玩具使用图 1 中定义的盒形测试面。  

5.2.7.3 操作条件和测量 

测试者握住杆 长的部位打击玩具。用力击打玩具的发声表面。如果玩具没有

提供用于打击的敲打器，那么就用手。手敲击适当的位置以产生 大的声压级。确

保打击后发出的声音不会受到敲打器或手的影响。  

将鼓水平悬挂，敲打上面的表面（预定用于击打的表面）。打击木琴时平均的敲

打所有金属片。  

使用三个成年测试者。  

对于 C 计权峰值声压级测试，每一个测试者快速的击打 10 次，使得每一次都

产生 高的 C 计权峰值声压级。  

对于 A 计权等效声压级测试，在（15±1）s 内快速产生 高声压级。每个操作

者应测量至少三个样本数据，如有需要，每个测试者可增加样本数量直到任意两个

样本数据间的差值小于样本数。  

在比较测量值和限定值之前，应将测量值 LAeq减去 10dB。 

5.2.8 吹气玩具 

5.2.8.1 安放 

吹气玩具应当放在成年测试员口中进行测试。  

5.2.8.2 麦克风的位置 

使用图 2 中指定的测试箱表面，每个位置设在离玩具 50CM 的地方，不包括吹

气人下方的位置。  

5.2.8.3 操作条件和测量 

由三个成年测试者进行操作。每个操作者都应当站在远离其他反射障碍物的地

方。  

测试 C 计权峰值声压级时，对于每个操作人员，在每个麦克风的位置通过吹气

达到尽可能高的 C 计权峰值声压级，取三个预定声音的数据。  

在每个麦克风的位置，吹气达到尽可能高的 A 计权等效声压级 LAeq。每个实验

人员应当至少取三个样本数据。如果必要的话，对于每个操作者，增加样本数量直

到出现 大值，用 dB 来表示，任意两个样本之间差值要少于样本数。  

在比较测量值和限定值之前，应将测量值 LAeq减去 5dB。 

5.2.9 火药帽玩具 

5.2.9.1 安放 

火药帽玩具应安装在距离反射面至少 100cm 的试验装置上，或者由一个成年测

试员伸开手臂来操作。  

5.2.9.2 麦克风的位置 

在玩具周围设置六个麦克风位置。玩具的主要发声部位应处于测量坐标系统的

原点位置，正常操作状态下玩具的主轴应与坐标系统的坐标轴重合（见图 4）。假如

玩具的长度超过 50cm，在不改变麦克风位置的情况下，把玩具在 XY 平面上绕着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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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旋转 45 度。在原点沿每个轴的两个方向选取（50±1）cm 的点，作为麦克风的测

试位置，如图 4 所示。  

 

1  麦克风 

图4  测量火药帽玩具玩具发射声压级测试时的麦克风位置 

5.2.9.3 操作条件和测量 

用制造商推荐的和能在市场上购得的火药帽操作火药帽玩具。  

对于测量 C 计权峰值声压级，在每个麦克风位置至少开枪 3 次以找出 高峰值

声压的位置。接着在 高峰值声压的麦克风位置再开枪 6 次。  

对于测量 A 计权等效声压级，以 快的频率开枪至少 10s。在测量过程中玩具

枪需要重新装弹，则以正常速度装弹的时间也要计算在测量时间内。重复这个测量

过程 3 次。在 C 计权峰值声压级 高的位置完成这个测试。  

5.3  测量结果 

声音测量结果按如下方式表述： 

a）在指定位置的 A 计权等效声压级 LAeq，单位 dB； 

b）在指定位置的 大 A 计权声压级 LAFmax，单位 dB； 

c）在指定位置的 C 计权峰值声压级 LCpeak，单位 dB。 

在任一麦克风位置测量得到的 高值（LAeq ，LAFmax 和 LCpeak）即为测量结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