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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简介
乐音音调检测 App 与带有音频拾取的智能终端结合起来，作为音调检测仪
用于实时检测乐音分音频率和偏差。相比较传统的电子技术音准仪(闪频器），
不仅精度更高，而且使用便利，应用于乐器生产、检验、维护和使用过程。
软件针对多种乐器进行了优化，支持多种拾音方式，具有优异的检测可靠
性和应用便利性。
基本特性：
 0.1 音分精确度；
 最高 8 次分音频率检测；
 检测频率范围 16.5Hz-22KHz（注）；
 全音域自动音调识别；
 具有多种拾音方式；
 可选多种音律；
 支持钢琴、古筝、手风琴等多个乐器的音调检测；
 任意设置预设偏差；
 自动频率校准（精度百万分之一）；
注：
需要设备输入相应频率范围的音频信号。
主要特点：
直接读取检测分音的音调偏差数值，比闪频器直接、精确；
自动识别音级模式可以可靠地识别全音域音级或乐器弦、键，简化操作；自
动识别±6 半音模式相对自动模式具有更好的抗干扰能力，可以在乐音质量不好、
噪声干扰较大的环境中实现较小范围的准确自动识别；手动模式抗干扰能力最
强，具有最快的反应速度；
检测响应速度快，钢琴最低音大约 1 秒即可开始显示检测数值，中音 C4 大
约 0.3 秒开始显示检测数值，音调越高响应速度越快；检测数值每 200ms 更新
一次，即保证足够的动态性，也使得容易查看；
按照乐器弦、键进行检测，更加方便、可靠；
显示检测乐音的波形，使得检测过程与乐音变化能够直观的关联起来；
显示乐器全部弦或键的检测偏差图表，有效提示乐器音调检测状况；
设置预设偏差；
显示分音频率波动状况，提示是否存在拍频干扰。

2 操作指南
软件欢迎页面（主页面）包括检测、显示结果和设置三项主要功能。

2.1

检测

检测页面通过静态、动态文字和图形显示当前基本设置、检测状态和检测结
果。
2.1.1 检测乐音信息
乐音信息
显示当前选择设置的乐音
类型(乐器名称)、标准音频率。 音频波形
参见“设置”。
灵敏度调节
2.1.2 检测音级和检测分音
用乐器弦、键或音名序数与
音级名称显示当前检测的音级。检测偏差
（音分）
例如选择检测钢琴声音时，
“49：A4”表示 49 键、A4 音级。
非“检测选择音级”模式
时，如果检测到与当前选择设
置的音级不同，将会闪烁显示 检测音级
自动识别的乐音的音级名称。
用分音次数与分音频率表 检测分音
示当前检测的分音及其参考频 与频率
率。例如“H2：880.00Hz”表示
检测第二分音，其频率为
880.00Hz。
音级自动
识别方式
2.1.3 检测偏差
实时显示检测分音的频率
偏差，单位为音分。
如果检测到乐音，显示的音调偏差数值将高亮、闪烁显示。
音调偏差显示“...”表示正在检测，应当保持发出的乐音。
音调偏差显示“-.-”表示检测无效。
2.1.4 实时信号幅度波形显示
显示拾取的乐音音频信号波形。
音频信号幅度过高，达到幅度窗口顶端时，将会产生失真，应当降低乐器
的音量或离开音源；音频信号幅度较低时，容易导致无法检测到乐音信号、降低
检测精度，应当增大音量或提高检测灵敏度。
2.1.5 设置音级自动识别方式
点击模式选择按钮，可以选择切换自动音级识别方式为“全音域”、“±6
半音”或“不识别”。
“全音域”模式（全自动模式）时，检测器能够自动识别弹奏的乐音所对
应的乐器弦或键，并且以其音级为基准检测音调偏差。
“±6 半音”模式（半自动模式）时，检测器能够自动识别相对当前选择的
检测音级高或低 6 个半音音域之内的音调。半自动模式相对全自动模式可靠性较
高、检测速度较快。
“不识别”模式时（手动模式），检测当前选择的音级。手动模式具有较强
的抗干扰能力，检测速度最快。
2.1.6 选择检测音级、分音
非“全音域”识别方式时，可以通过左右按键选择当前检测的音级和分音。
检测分音可选范围具有一定限制，参见“设置”说明。

2.1.7 检测灵敏度
向右移动灵敏度滑块增加灵敏度，向左移动减小灵敏度。
提高灵敏度，可以尽可能地检测声音音量较小或特征不明显的乐音信号，
扩大检测范围；降低灵敏度，有助于排除干扰声音。

2.2

设置

软件设计包含了多种乐器类型，可以进行针对性的音调检测。另外也设计了
音调范围 A0-C8（钢琴音域）的通用乐音类型和音调范围从 C0-C9 共计 109 个音
级的全音域乐音类型。
标准音为 A4，频率设置范围为 400-480Hz。
可以选择乐器采用的音级名称格式。
可以选择适用的音律。
2.2.1.1 预设偏差

打开预设偏差管理界面，设置和选择合适的偏差值（相对所选音律）和检
测分音。
音调越高，检测分音选择范围越小；音调越低，检测分音选择范围越大，
具有较低音域的乐器最大可选择次数为 8。
在检测过程中也可以设置检测的分音。
2.2.1.2 频率校准

通常设备的音频输入都存在一定频率偏差，经过频率校准后，可以消除这
一误差。
频率校准需要高精度的信号源。可以参照页面提示，自动完成校准。
iPhone、iPad 等高质量设备的音频频率偏差较小，可以满足一般应用。

2.3

显示检测结果

软件用图表显示所选声音类型（乐器）各个音级的检测偏差。图表以十二平
均律为‘0’基准，上方文字框显示的偏差数值为相对预设偏差的数值。显示数
值是该音级最后一次检测的结果。
可以“重置”以清除该乐器之前的全部检测结果。

3 常见问题
3.1

检测偏差数值不稳定

造成检测偏差数值不稳定的原因很多。
首先，任何乐音音调本身并非绝对稳定。同种乐器，高质量产品发出的乐音
稳定性高于低质量产品。结构稳定的乐器的乐音也更加稳定，例如钢琴乐音比吉
他、古筝稳定。
其次，一些乐器的单个键的演奏乐音由音调相同或相关的多个乐音构成，
形成各自独特的音色。例如钢琴中高音键都由多根同音弦组成，这些同音弦可能
存在细微音调差异。手风琴按键发出的声音由特定音程的多个音级构成。这种情
况下如果需要获得高精度、稳定的检测数值，就必须采取止音等措施，保证仅能
发出单音。
最后，除了环境声音和震动等干扰，乐器本身也会产生干扰信号。例如，敲
击钢琴一根弦时，将会通过音板激发其他弦的震动。

由于传统的闪频器只有 0.5 音分甚至更低的检测精度，一些细微的音调偏
差并不能检测出来。而本检测器具有高于 0.1 音分的检测精度，能够检测出音调
的细微变化，同时也更容易受到干扰，造成检测数值不稳定、甚至有较大波动。

3.2

有声音也检测不到

1. 检查拾取的声音幅度。观察信号波形显示，声音幅度过小时，可能导致
无法检测。此时需要调整音源音量、接近音源；提高检测灵敏度。
2. 环境噪声过大。观察信号波形显示，如果没有发出乐音时仍然显示较大
的波形幅度，需要采取措施降低环境噪声干扰、降低对拾音器的干扰；提高检测
灵敏度。
3. 检查是否选择了合适的音乐类型。如果没有对应的乐器类型，应当选择
通用或全音域乐音类型。
其他情况如果不能检测，请记录乐音信号（可以用手机录音），寻求技术
支持。

3.3

不能改变检测分音

分音频率过高，超出检测范围（参见“预设偏差”）。

3.4
1.
2.
3.
4.

3.5

音级识别错误
检查是否选择了合适的乐音、乐器类型。
降低环境干扰，提高检测器拾取的信号质量。
采用“自动识别±6 半音音域”模式，可以提高音级自动识别的准确性。
采用上述措施仍然出现音级识别错误，请选用“检测选择音级”模式。

检测结果延迟显示

低音音级相对高音音级显示结果延迟较大，钢琴最低音级大约需要 0.75 秒。
其他情况，可以：
1. 不采用“自动识别全音域音级”模式。
2. 保持乐音音调稳定。

3.6

为什么只能检测单音而不能检测复合音

目前本产品只能检测单音。

3.7

非手动模式只能检测当前选择的音级

可以检测当前选择音级的分音频率，但识别其他音级不可靠或不能识别。此
问题在于声音质量不好，例如播放录音信号。
解决方法是提供质量较好的声音信号，或采用手动模式。

4 乐音音域
不同乐音类型的音域不同，具体如下。

4.1

通用类型

与钢琴相同，A0-C8，共 88 个半音阶。

4.2

钢琴类型

音域为 A0-C8，共 88 个半音阶。

4.3

风琴类型

音域为 C1-C7，共 73 个半音阶。

4.4

手风琴类型

音域为 A1-#C6，共 53 个半音阶。

4.5

扬琴类型

音域为 A2-F6，共 45 个半音阶。

4.6

402 型扬琴

音域为 F2-C7，共 51 个半音阶。

4.7

吉他类型

弦与音级对应表：
1
2
3
4
E4 B3 G3 D3

4.8

5
A2

6
E2

中国古筝类型

弦与音级对应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D6 B5 A5 #F5 E5 D5 B4 A4 #F4 E4 D4 B3 A3 #F3 E3 D3 B2 A2 #F2 E2 D2

4.9

全音域类型

音域为 C0-#F10，共 127 个半音阶。

5 关于“音调检测软件”
本软件版权属于青岛易普数字音乐有限公司。

6 名词解释
6.1

乐音

指仅由基音（或基频）以及各个分音（或谐音）构成的声音。单音指仅有一
个基音及其分音的声音。复合音指多个单音构成的声音。

6.2

标准音

本产品的标准音指 a1 音级，或科学记号法的 A4 音级。

6.3

预设偏差

检测分音偏差时，在以音律频率为基准频率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设置不
同的参考基准，使其偏离音律基准。可以为乐器的每个弦或键的指定分音设置偏
差值。偏差值为零时，表示以音律频率为基准。
6.4

音律

指乐音应用的音乐律制。常用音律为十二平均律。不同乐器的缺省音律不同。
音律以 A 音为基准，通过其他每个音级相对平均律的偏差音分定义。平均律
的每个音级的相对偏差数值都为“0”音分。

6.5

音律频率

根据音律和标准音频率所确定的音级的基音或其他分音的参考频率。

6.6

检测分音

音调检测时必须指定具体的分音，检测结果为分音的频率和偏差。‘1’分
音也被称为基音。

6.7

基准频率

在音律频率基础上，计算了预设偏差的检测分音的参考频率。

7 联系
青岛易普数字音乐有限公司。
网址：www.eeplay.cn。
电子邮件：eeplay@yeah.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