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產 品 型 錄

韌體版本
yyBluetooth core v. 4.2

yyA2DP Source/Sink v. 1.3

yyAVRCP Target/Controller v. 1.4 
yyHFP Hands Free/Audio Gateway v. 1.7 

yyHSP Headset/Audio Gateway v. 1.2

AUDIO CODECS
yyCVSD

yymSBC

yySBC

yyQualcomm aptX

yyQualcomm aptX Low Latency 

yyQualcomm aptX HD

yyAAC

應用範例
yyAutomotive

yySmart phones

yyHeadphone/headset

yySpeakers

特點
yyFast connection time 
yyExpanded audio codec support 
yyFiltered discovery scanning 

yyField-upgradeable firmware

Audio Precision Bluetooth Duo 是全新修訂升級改版的藍芽硬體模組選配 ，有專屬的傳
送/接收天線、新的藍芽晶片、韌體、較高的射頻功率及改良的射頻屏蔽功能，適用於
Audio Precision APx500 量測軟體 v4.5 以後的版本，Bluetooth Duo 提供一系列新的
audio codecs、於支援的 profile 中提供新的操作功能及較快的連結時間。該模組可安裝
於2012下半年以後出廠的任何 APx 模組化音頻分析儀。

就如同其他 APx 模組一樣，Bluetooth Duo 是 all-in-one 設計的一部分，充分整合及利用
了APx 音頻分析儀的功能與靈活性。Bluetooth Duo 可以共享安裝於分析儀的類比、數
位、I2S 及 TDM 協定、PDM 或 HDMI 輸入/輸出的功能。直覺式功能強大的 APx500 軟體提
供了一長串的音頻量測功能及藍芽參數設定。APx 能產生傳送、接送和互動紀錄，能輕易
地自動控制藍芽 I/O、連結、配對及在產線一步步的量測程序列設定指令, 當有新的藍芽功
能及改良可用時，可以自行更新安裝藍芽韌體。

Bluetooth Duo
APx音頻分析儀藍芽介面選配

典型的 APx500 藍芽設定對話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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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接觸 AUDIO PRECISION?
Audio Precision 是超過30年的全球音頻量測領導品牌，提供研究人員、工程師、工廠最好的音頻分析儀，我們生產的音頻分析儀有最卓
越的類比特性及廣泛的介面能力，包括數位 AES3/SPDIF、I2S、TDM 及其它串列介面、PDM 介面、HDMI 介面、ASIO 介面、還有藍芽介
面。我們也提供多種聲學測試方面的解決方案，包括量測麥克風及周邊，還有耳機量測治具。

AUDIO PRECISION BLUETOOTH DUO 選配

規格
Bluetooth core version

Profile versions 

A2DP audio codecs 

HFP audio codecs 

RF 接頭型式

RF 輸入阻抗 

RF 輸出阻抗 

RF 功率 

RF 靈敏度

v. 4.2

A2DP v. 1.3 
AVRCP v. 1.4 
HFP v. 1.7 
HSP v. 1.2

SBC 
aptX 
aptX LL 
aptX HD 
AAC

CVSD 
mSBC

SMA (two)

50 Ω

50 Ω

Typical maximum 
+8 dBm

Typically  
≤ –81 dBm

可支援的 PROFILES
yyHFP, Hands Free Profile in source (Audio 

Gateway) or sink (Hands Free).  
Bi-directional audio using CVSD and mSBC 
(wideband speech) audio codecs.

yy HSP, Head Set Profile in source (Audio Gate-
way) or sink (Headset).  
Bi-directional audio using CVSD and mSBC 
(wideband speech) audio codecs.

yy A2DP, Advanced Audio Distribution Profile 
in source or sink.  
High-quality stereo audio using one of a selec-
tion of audio codecs.

yy AVRCP, Audio Video Remote Control Profile 
in source (Target) or sink (Controller).  
AVRCP 支援 A2DP 傳輸控制、延遲補償
及絕對音量控制。

藍芽監看功能顯示多種狀態欄位值及
可讀取 AVRCP 及 AT 指令紀錄

當選擇藍芽作為輸出或輸入時，所有合適的 APx 音頻量測功能及技術都可以使用。
本圖顯示於四種不同的藍芽 AVRCP 絕對音量下的頻率響應巢狀掃描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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