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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A471S / MPA472S / MPA473S 1/4”压力场传声器组合 

功能特点： 

⚫ 1/4 英寸压力场传声器 

⚫ 灵敏度（@250 Hz）：0.5 mV/Pa（-66 dB re 1V/Pa） 

⚫ 频率范围：8 Hz ~ 20 kHz（±2 dB） 

6 Hz ~ 40 kHz（-3 dB / +7 dB） 

⚫ 动态范围：56 dBA ~ 170 dB（MPA471S） 

61 dBA ~ 175 dB（MPA472S） 

65 dBA ~ 180 dB（MPA473S） 

⚫ 极化电压：0V（预极化） 

⚫ 均压方式：侧均压 

⚫ 可选 TEDS（IEEE 1451.4） 

应用范围： 

⚫ 火炮和自动武器、航空发动机和火箭发动机噪声等高声压测量 

⚫ 高频噪声测量 

产品介绍 

⚫ 传声器组合介绍 

工作标准传声器的输出阻抗达到 GΩ 以上，因此无法直接与数据采集设备相连，必须使用前置放

大器将输出阻抗降低到 50Ω 以下。传统电容传声器还需要前置放大器提供一个 200 V 的外部极化电

压对电容充电，或者在后极板上涂覆可存储电荷的驻极体材料以代替极化电压（预极化）。 

不同的传声器类型需要搭配对应的前置放大器才可以工作，北京声望为用户提供稳固可靠的传声

器组合供选购。传声器组合包括在洁净环境中组装的传声器和前置放大器，避免传声器和前置放大器

接口处被污染而导致测量误差。 

⚫ 兼容性 

北京声望的 MK 系列外极传声器需要搭配 MV 系列传统 200 V 前置放大器，并使用 MC7xx 系列

供电调理器，而 MP 型预极化传声器要搭配 MA 系列 ICCP 前置放大器，并使用 MC1xx 系列供电调

理器。传声器与前置放大器的连接螺纹符合 WS2（1/2”）或 WS3（1/4”）标准，同类型的传声器或

前置放大器可以互换。 

⚫ 前置放大器对性能的影响 

除了阻抗变换以外，前置放大器对传声器的性能会有一定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灵敏度：一般的前置放大器都会导致传声器损失一定灵敏度，一般衰减 0.1 dB 左右。 

2． 自生噪声：传声器的输出噪声为热噪声，而前置放大器会带来一定的电噪声，因此传声器和

前置放大器组合后的总输出噪声为热噪声和电噪声之和。 

3． 最大输出电压：传声器的最大输出电压为其最大声压级和灵敏度之积，此值往往和前置放大

器的最大输出电压不能完全匹配。传声器和前置放大器组合的最大输出电压取决于传声器和

前置放大器各自最大输出电压的小者。因此，如果前置放大器的最大输出电压小于传声器的

最大输出电压，则传声器动态范围会减少。 

4． 频率响应：MA 系列 ICCP 供电前置放大器对低频有一定衰减，但一般也能满足 20 Hz~20 

kHz 的使用要求 

⚫ MPA471S / MPA472S / MPA473S 传声器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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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A471S / MPA472S / MPA473S 是 MP47xS 传声器和 MA401 前置放大器的组合，可根据用户

需要拆分为 MP47xS 和 MA401。 

MP47xS 是 1/4”压力场传声器，适合于在腔体中、硬质反射面附近或与硬质表面平齐安装等压力

场环境中进行测量，其采用预极化方式而无需外部极化电压，适用于 ICCP 供电前置放大器，符合

IEC 61094 WS3P 标准 

MA401 是 1/4” ICCP 供电前置放大器，适合于预极化传声器。 

北京声望的大部分前置放大器都可以选配 TEDS 功能，从而支持数据采集设备直接读取传声器信

息，包括传声器型号、序列号、灵敏度等。目前北京声望的 TEDS 传声器支持 IEEE 1451.4 标准，其

中默认使用 v0.9 版本以兼容更多数据采集设备，根据用户要求也可选择 v1.0 版本，关于 TEDS 的详

细信息可参考《技术总结 5 TEDS 传感器电子数据表》。 

技术参数 

直径 1/4" 

符合标准 (IEC 61672) 1 级 

传声器 MP471S / MP472S / MP473S 

声场类型 压力场 

前置放大器 MA401 

开路灵敏度 (mV/Pa) (±2 dB)1 0.5 (-66 dB re 1V/Pa) 

频率响应 (Hz)  8 ~ 20k（±2 dB），6 ~ 40k（-3 dB / +7 dB） 

动态范围 (dBA ~ dB)2 

56 ~ 170（MPA471S） 

61 ~ 175（MPA472S） 

65 ~ 180（MPA473S） 

最大输出电压 (Vpeak) 5 

自生噪声 (dBA)  56（MP471S），61（MP472S），65（MP473S） 

输出阻抗 (Ω) <30 

均压方式 侧均压 

供电方式 ICCP (2mA ~ 20mA, 4mA 典型) 

使用温度范围 (°C) -30 ~ 80 

使用湿度范围 (%RH) 0 ~ 98 

温度系数 (250 Hz) (dB/°C) -0.02 

压力系数 (250 Hz) (dB/kPa) -0.007 

湿度影响 (dB) <0.1 

尺寸 (mm) Ø7 × 73.6 

输出接口 SMB 

重量 (g) 9.9 

TEDS 版本 可选，符合 IEEE 1451.4（默认 v0.9，可选 v1.0） 

注 1：开路灵敏度范围适用于大多数 MPA47xS 传声器，但高声压型 MPA473S 灵敏度可能会低于此范围。 

注 2：仅适用于规定的频率响应范围，在临近传声器共振频率处，动态范围和最大声压级将会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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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压力场频率响应 
 

  
 

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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