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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影音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影音系统，包括：新型

OTT盒子，新型OTT盒子包括主机、USB检测装置和

MIC，主机包括CPU、音频播放器和HDMI模块，USB

检测装置包括USB接口、声卡处理器和无线发射

模块，所述主机与MIC连接，主机和USB检测装置

通过USB接口连接。本实用新型能检测因电视音

频信号处理造成的延时，并进行补偿延时，实现

影音场景的同步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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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影音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新型OTT盒子和HDMI接口，所述新型OTT盒子包括

主机(1)、USB检测装置(2)和MIC(3)，所述主机(1)包括CPU、音频播放器和HDMI模块，所述

USB检测装置(2)包括USB接口、声卡处理器和无线发射模块，所述主机(1)和USB检测装置

(2)通过USB接口连接，所述主机(1)与MIC(3)连接，所述HDMI接口用于将新型OTT盒子连接

至电视；

音频播放器，用于播放音频，并将所述音频传输至USB接口；

USB接口，用于接收所述音频，按标准的USB协议对所述音频进行传输，生成第一声音信

号，并传输至所述声卡处理器；

声卡处理器，用于接收所述第一声音信号，用声卡的音频输入输出通道对所述第一声

音信号进行音频分发传输，生成第二声音信号和第六声音信号，

以及将所述第二声音信号传输至USB接口，将所述第六声音信号传输至所述无线发射

模块，

以及通过USB接口和主机CPU通讯连接用于传输控制；声卡处理器和无线发射模块连

接，控制无线发射模块的发射；

无线发射模块，用于接收第六声音信号，对所述第六声音信号进行调制和无线发射，采

用自有通讯协议支持一对多无线发射，生成用于传输至无线音响中的无线接收模块并播放

的第七声音信号；

USB接口，用于接收第二声音信号，按标准的USB协议对所述第二声音信号进行传输，生

成第三声音信号，并传输至HDMI模块；USB接口还用于传输主机和USB检测装置间的控制；

HDMI模块，用于接收第三声音信号，用标准的HDMI协议对所述第三声音信号进行传输，

生成第四声音信号，并传输至HDMI接口；

HDMI接口，用于接收第四声音信号，用标准的HDMI协议对所述第四声音信号进行传输

生成第五声音信号，第五声音信号传输到电视的HDMI接口，音频进入电视后，经过电视的音

频处理到电视喇叭播放；

MIC(3)，用于采集在电视播放的第五声音信号和无线音响播放的第七声音信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影音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HDMI模块连接有HDMI接口，所述

HDMI接口用于连接电视；

所述HDMI模块将所述第四声音信号传输至HDMI接口，所述HDMI接口接收第四声音信

号，用标准的HDMI协议对所述第四声音信号进行传输生成第五声音信号，第五声音信号传

输到电视的HDMI接口，音频进入电视后，经过电视的音频处理到电视喇叭播放。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影音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无线发射模块接收第六声音信

号，对所述第六声音信号进行调制和无线发射，采用自有通讯协议支持一对多无线发射，生

成用于传输至无线音响播放的第七声音信号，无线音响的无线接收模块接收第七声音信

号，到音响播放。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影音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USB检测装置(2)内置在所述新型

OTT盒子内，或者作为usb  dongle设备外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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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影音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实用新型涉及影音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影音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提供的电视新型OTT盒子应用场景是：盒子通过HDMI接口输出到电视进

行播放，HDMI音频进到电视后，通过电视主机的数字信号处理及D/A转换，到功放，到电视喇

叭播放，从音频接收到播放，因信号处理需要会有较大延时，且不同的电视，因处理方案不

同，音频信号从进入电视到播放延时达到40ms～100ms。

[0003] 新型OTT盒子若要外接音响的应用场景：为了增强音效，用户会同时外接音响来播

放，一般盒子上会有一个音频3.5mm耳机输出口，通过有线接入到音响进行播放。以上电视

和外接音响同时播放场景，电视因采用不同的技术解决方案，音频信号从盒子输出到电视

喇叭播放有较大延时，延时也不确定，而从盒子进入音响的音频到播放，延时很小，这就造

成了电视和音响2个播放设备，声音不同步，用户体验很差，有线连接音响也会连接复杂。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影音系统，能解决多个音频播放设备不同步问题。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实用新型提供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影音系统，包括：新型OTT盒子和HDMI接口，所述新型OTT盒子包括主机1、USB

检测装置2和MIC3，所述主机1包括CPU、音频播放器和HDMI模块，所述USB检测装置2包括USB

接口、声卡处理器和无线发射模块，所述主机1和USB检测装置2通过USB接口连接，所述主机

1与MIC3连接，所述HDMI接口用于将新型OTT盒子连接至电视；

[0007] 音频播放器，用于播放音频，并将所述音频传输至USB接口；

[0008] USB接口，用于接收所述音频，按标准的USB协议对所述音频进行传输，生成第一声

音信号，并传输至所述声卡处理器；

[0009] 声卡处理器，用于接收所述第一声音信号，用声卡的音频输入输出通道对所述第

一声音信号进行音频分发传输，生成第二声音信号和第六声音信号，

[0010] 以及将所述第二声音信号传输至USB接口，将所述第六声音信号传输至所述无线

发射模块，

[0011] 以及通过USB口和主机CPU通讯连接用于传输控制；声卡处理器和无线发射模块连

接，控制无线发射模块的发射；

[0012] 无线发射模块，用于接收第六声音信号，对所述第六声音信号进行调制和无线发

射，采用自有通讯协议支持一对多无线发射，生成用于传输至无线音响中的无线接收模块

并播放的第七声音信号；

[0013] USB接口，用于接收第二声音信号，按标准的USB协议对所述第二声音信号进行传

输，生成第三声音信号，并传输至HDMI模块；USB接口还用于传输主机和USB检测装置间的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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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HDMI模块，用于接收第三声音信号，用标准的HDMI协议对所述第三声音信号进行

传输，生成第四声音信号，并传输至HDMI接口；

[0015] HDMI接口，用于接收第四声音信号，用标准的HDMI协议对所述第四声音信号进行

传输生成第五声音信号，第五声音信号传输到电视的HDMI接口，音频进入电视后，经过电视

的音频处理到电视喇叭播放；

[0016] MIC3，用于采集在电视播放的第五声音信号和无线音响播放的第七声音信号。

[0017] 优选的，所述HDMI模块连接有HDMI接口，所述HDMI接口用于连接电视；

[0018] 所述HDMI模块将所述第四声音信号传输至HDMI接口，所述HDMI接口接收第四声音

信号，用标准的HDMI协议对所述第四声音信号进行传输生成第五声音信号，第五声音信号

传输到电视的HDMI接口，音频进入电视后，经过电视的音频处理到电视喇叭播放。

[0019] 优选的，所述无线发射模块接收第六声音信号，对所述第六声音信号进行调制和

无线发射，采用自有通讯协议支持一对多无线发射，生成用于传输至无线音响播放的第七

声音信号，无线音响的无线接收模块接收第七声音信号，到音响播放。

[0020] 优选的，所述USB检测装置2内置在所述新型OTT盒子内，或者作为usb  dongle设备

外置。

[0021] 通过实施以上技术方案，具有以下技术效果：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影音系统能测试

因电视音频信号处理造成的延时，并向延时短的播放设备外接音响传输音频时，补偿该延

时，实现看电影，听音乐场景的同步发声。其次，通过无线发射模块，使得盒子具有无线传输

多路音频的功能，通过与无线音响连接，实现多个喇叭看电影，听音乐场景的同步发声，营

造更好的家庭影院效果，提高用户体验。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影音系统的系统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了更好的理解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下面结合附图详细描述实用新型提供的实

施例。

[0024] 实施例一

[0025] 如图1所示，可以理解，本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影音系统，包括：新型OTT盒子和HDMI

接口，所述新型OTT盒子包括主机1、USB检测装置2和MIC3，所述主机1包括CPU、音频播放器

和HDMI模块，所述USB检测装置2包括USB接口、声卡处理器和无线发射模块，所述主机1和

USB检测装置2通过USB接口连接，所述主机1与MIC3连接，所述HDMI接口用于将新型OTT盒子

连接至电视；

[0026] 音频播放器，用于播放音频，并将所述音频传输至USB接口；

[0027] USB接口，用于接收所述音频，按标准的USB协议对所述音频进行传输，生成第一声

音信号，并传输至所述声卡处理器；

[0028] 声卡处理器，用于接收所述第一声音信号，用声卡的音频输入输出通道对所述第

一声音信号进行音频分发传输，生成第二声音信号和第六声音信号，

[0029] 以及将所述第二声音信号传输至USB接口，将所述第六声音信号传输至所述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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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模块，

[0030] 以及通过USB口和主机CPU通讯连接用于传输控制；声卡处理器和无线发射模块连

接，控制无线发射模块的发射；

[0031] 无线发射模块，用于接收第六声音信号，对所述第六声音信号进行调制和无线发

射，采用自有通讯协议支持一对多无线发射，生成用于传输至无线音响中的无线接收模块

并播放的第七声音信号；

[0032] USB接口，用于接收第二声音信号，按标准的USB协议对所述第二声音信号进行传

输，生成第三声音信号，并传输至HDMI模块；USB接口还用于主机和USB检测装置间的通讯控

制。

[0033] HDMI模块，用于接收第三声音信号，用标准的HDMI协议对所述第三声音信号进行

传输，生成第四声音信号，并传输至HDMI接口；

[0034] HDMI接口，用于接收第四声音信号，用标准的HDMI协议对所述第四声音信号进行

传输生成第五声音信号，第五声音信号传输到电视的HDMI接口，音频进入电视后，经过电视

的音频处理到电视喇叭播放；

[0035] MIC3，用于采集在电视播放的第五声音信号和无线音响播放的第七声音信号。

[0036] 进一步的，所述HDMI模块连接有HDMI接口，所述HDMI接口用于连接电视；所述HDMI

模块将所述第四声音信号传输至HDMI接口，所述HDMI接口接收第四声音信号，用标准的

HDMI协议对所述第四声音信号进行传输生成第五声音信号，第五声音信号传输到电视的

HDMI接口，音频进入电视后，经过电视的音频处理到电视喇叭播放。

[0037] 所述无线发射模块接收第六声音信号，对所述第六声音信号进行调制和无线发

射，采用自有通讯协议支持一对多无线发射，生成用于传输至无线音响播放的第七声音信

号，无线音响的无线接收模块接收第七声音信号，到音响播放。

[0038]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新型OTT盒子为一个具有无线传输音频功能，且能补偿音频播

放延时的新型电视新型OTT盒子，所述新型OTT盒子中的USB检测装置2与主机1配合能测试

具体电视的音频延时，再通过无线发射模块对该延时进行补偿。具体的，在音频播放设备开

始播放音频后，有两条音频线路：

[0039] 一、所述音频播放器播放音频，并传输至USB接口，所述USB接口接收所述音频，对

所述音频进行传输，生成第一声音信号，并传输至所述声卡处理器；所述声卡处理器，接收

所述第一声音信号，对所述第一声音信号进行音频分发传输，生成第二声音信号，并传输至

所述USB接口；所述USB接口，接收第二声音信号，对所述第二声音信号进行传输，生成第三

声音信号，并传输至所述HDMI模块；所述HDMI模块，接收第三声音信号，对所述第三声音信

号进行传输，生成第四声音信号，并传输至所述HDMI接口；所述HDMI接口接收所述第四声音

信号，对所述第四声音信号进行传输，生成第五声音信号并传输至电视喇叭播放。

[0040] 二、所述音频播放器播放音频，并传输至USB接口，所述USB接口接收所述音频，对

所述音频进行传输，生成第一声音信号，并传输至所述声卡处理器；所述声卡处理器，接收

所述第一声音信号，对所述第一声音信号进行音频分发传输，生成第六声音信号，并传输至

所述无线发射模块；所述无线发射模块接收第六声音信号，对所述第六声音信号进行调制

和无线发射，生成第七声音信号并发射到所述无线音响播放。

[0041] 所述新型OTT盒子进行检测延时的步骤如下：首先切断原有的音频通路，计算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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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播放器播放音频至音频传输至USB接口的时间t1；通过MIC3采集上述第一条音频线路

完成时在电视喇叭播放音频时的信号，主机1检测并记录其时间t2；计算出正常的电视播放

时间为：T1＝t2‑t1；通过MIC3采集上述第二条音频线路完成时在无线音响喇叭播放音频时

的信号，主机1检测并记录其时间T2；则计算出延迟的时间T3＝T1‑T2。

[0042] 所述无线音响播放的时间T2为固定值，则可以将其直接预置到系统中，不必在使

用时进行测试，在实际播放音频时，也按照上述的两路传输，第一线路在传输至电视后，在

电视内部通过数字处理，数模转化，功放后到电视喇叭播放；第二路传输至无线音响进行播

放，在USB检测装置2传输给无线音响时，加上上述计算所得的延迟时间T3，即能实现看电

影、听音乐场景的多个喇叭同步发声。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无线发射模块的通信协议能实现

一对多，可以外接多个无线音响。进一步的，在本实施例中，所述USB检测装置2既可内置在

所述新型OTT盒子内，也可作为usb  dongle设备外置。所述USB检测装置2既能内置，也能作

为USB的小插件与新型OTT盒子连接。

[0043] 以上对实用新型实施例所提供的一种影音系统进行了详细介绍，对于本领域的一

般技术人员，依据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

综上所述，本说明书内容不应理解为对实用新型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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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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