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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规定了可录类光盘 光盘的常规检测参数。本标准适用于 产品的主要质量参数检测，

为我国光盘行业的产品质量管理和质量评估提供技术依据。

本标准代替ＣＹ／Ｔ３８—２００１《可录类光盘（ ）常规检测参数》。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印刷复制管理司和中国音像协会光盘工作委员会共同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委员会第七分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清华大学光盘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北京保利星数据光盘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许斌、岳宏达、陈垦、苏辰宇、刘建民、路洲、黄晓新、潘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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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录类光盘犆犇犚常规检测参数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可录类光盘 的常规检测参数。

本标准适用于可录类光盘ＣＤＲ产品的主要质量参数检测。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 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

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１７５７６—１９９８　ＣＤ数字音频系统

ＧＢ／Ｔ１６９６９—１９９７　信息技术　只读１２０ｍｍ数据光盘（ＣＤＲＯＭ）的数据交换

ＧＢ／Ｔ１７９３３—１９９９　电子出版物　术语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未记录光盘　狌狀狉犲犮狅狉犱犲犱犱犻狊犮

只有预刻槽信息，尚未记录用户信息的 。

３．２　
　　记录光盘　狉犲犮狅狉犱犲犱犱犻狊犮

通过光盘刻录机记录后，不可再执行写操作的 。

３．３
　　部分记录光盘　狆犪狉狋犻犪犾犾狔狉犲犮狅狉犱犲犱犱犻狊犮

通过光盘刻录机记录后，仍可再执行不同期次写操作的 。

３．４
　　未记录区域　狌狀狉犲犮狅狉犱犲犱犪狉犲犪

在ＣＤＲ上尚未记录用户信息的区域。

３．５
　　记录区域　狉犲犮狅狉犱犲犱犪狉犲犪

在 上用 １４调制信号记录用户信息的区域。

３．６
　　全部区域　犪犾犾犪狉犲犪

的记录区和未记录区的统称。

３．７
　　偏心（犈犆犆）　犲犮犮犲狀狋狉犻犮犻狋狔

信息道几何中心与盘中心孔几何中心间的偏差。　单位

３．８
　　翘曲　狋犻犾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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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又称为角偏差，是垂直于参考面Ｐ入射的平行光与反射光之间的角度α（见图１），包含入射面的翘
曲以及记录面和入射面间的不平行度，用径向翘曲和切向翘曲来表示。单位度。径向翘曲（ＲＴ）ｒａｄｉａｌ
ｔｉｌｔ，切向翘曲（ＴＴ）　ｔａｎｇｅｔｉａｌｔｉｌｔ。

图１　翘曲

３．９
　　径向噪声（犚犖）　狉犪犱犻犪犾狀狅犻狊犲

在道跟踪闭环条件下，５００Ｈｚ～１０ｋＨｚ的带宽范围内测量推挽跟踪信号，其残余误差信号噪声的均
方根值。单位ｎｍ。

３．１０
　　垂直偏差（犇犈犞）　狏犲狉狋犻犮犪犾犱犲狏犻犪狋犻狅狀狊

光束入射平面距指定平面（高于基准平面１．２±０．００５ｍｍ，折射率＝１．５５）的最大垂直距离。

３．１１
　　归一化摆动幅度（犖犠犃）　狀狅狉犿犪犾犻狕犲犱狑狅犫犫犾犲犪犿狆犾犻狋狌犱犲

道摆动信号和径向跟踪误差信号峰峰值的比值。

３．１２
　　记录前径向对比度（犚犆犫）　狉犪犱犻犪犾犮狅狀狋狉犪狊狋犫犲犳狅狉犲狉犲犮狅狉犱犻狀犵

记录前，槽中心和岸中心反射光强度的差值与平均和值之比。

３．１３
　　记录后径向对比度（犚犆犪）　狉犪犱犻犪犾犮狅狀狋狉犪狊狋犪犳狋犲狉狉犲犮狅狉犱犻狀犵

记录后，槽中心和岸中心反射光强度的差值与平均和值之比。

３．１４
　　推挽信号（犘犘犆）　狆狌狊犺狆狌犾犾犳狅狉犮犻狉犮狌犾犪狉狆狅犾犪狉犻狕犲犱犾犻犵犺狋

用圆偏振光测量的推挽信号，衡量盘片径向伺服能力的大小。

３．１５
　　串扰（犡犜）　犮狉狅狊狊狋犪犾犽

槽内和槽间的高频信号幅值的比值。表征高频信号中的噪声。

３．１６
　　归一化高频信号 １１犚　 ／

１１Ｔ信息坑（台）的高频信号电平与最大反射电平之比。

３．１７
　　归一化高频信号 ３犚　 ３／

３Ｔ信息坑（台）的高频信号电平与最大反射电平之比。

３．１８
　　对称性（犛犢犕）　狊狔犿犿犲狋狉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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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幅电平ＩＤ 与Ｉ１１调制中心的偏差。当３Ｔ信息坑长度减短，ＳＹＭ值增大；反之减小。（见图２）

图２　高频信号

３．１９
　　反射率（犚狋狅狆）　狉犲犳犾犲犮狋犻狏犻狋狔

反射率使用基准盘片进行标定。
反射率为：

＝　Ｒ０　×　（ ／０）
— 被测光盘的最高反射电平；

Ｉ０— 未记录区反射电平；
Ｒ０— 在盘片的内径或外径处的镜面部分测量的反射率。

３．２０
　　预刻槽绝对时间（犃犜犐犘）　犪犫狊狅犾狌狋犲狋犻犿犲犻狀狆狉犲－犵狉狅狅狏犲

通过盘基上摆动预刻槽调制的时间码。

３．２１
　　犃犜犐犘错误率（犃犜犈犚）　犃犜犐犘犲狉狉狅狉狉犪狋犲

每秒ＡＴＩＰ码的错误帧数。

３．２２
　　犃犜犐犘突发错误长度（犃犅犈犚犔）　犃犜犐犘犫狌狉狊狋犲狉狉狅狉犾犲狀犵狋犺

连续的ＡＴＩＰ码的错误帧数。

３．２３
　　块错误率（犅犔犈犚）　犫犾狅犮犽犲狉狉狅狉狉犪狋犲

每秒Ｃ１解码器检测到的具有１个或多个错误符号的帧数目。

３．２４
　　犆１帧突发错误长度（犅犈犚犔１）　犫狌狉狊狋犲狉狉狅狉犾犲狀犵狋犺狅犳犆１犳狉犪犿犲

在Ｃ１解码中，每秒内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错误符号的连续帧数。通常表明盘片存在物理损坏，如：
气泡、黑斑、划痕和指纹等。

３．２５
　　不可纠正错误（犈３２）

在Ｃ２解码中不可纠正的错误。

３．２６
　　抖晃　犼犻狋狋犲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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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Ｔ～１１Ｔ信息坑和信息台扫描时间的标准偏差。抖晃包括坑抖晃和台抖晃。 　ＪｎＰ（Ｊｉｔｔｅｒ
ｆｏｒｎＴＰｉｔ，ｎ＝３～１１），台抖晃ＪｎＬ（ＪｉｔｔｅｒｆｏｒｎＴＬａｎｄ，ｎ＝３～１１）。

３．２７
　　长度偏差（犔犇）　犾犲狀犵狋犺犱犲狏犻犪狋犻狅狀
３Ｔ～１１Ｔ信息坑和信息台的平均扫描时间与理想的信息坑和信息台的扫描时间ｎＴ的差值。长度偏差

包括坑长度偏差和台长度偏差。坑长度偏差ＤｎＰ（Ｌｅｎｇｔｈ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ｎＴＰｉｔ，ｎ＝３～１１），台长度偏
差ＤｎＬ（Ｌｅｎｇｔｈ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ｎＴＬａｎｄ，ｎ＝３～１１）。
３．２８
　　双折射（犅犚）　犫犻狉犲犳狉犻狀犵犲狀犮犲

一束入射光在各向异性的光盘盘基介质中，分解成为两束正交偏振折射光的光程差。单位ｎｍ。

４　ＣＤＲ常规检测参数

４．１　盘片信息
可录类光盘的信息区含有预刻槽，预刻槽中具有恒线速度（ＣＬＶ）时钟信息、时间编码和其他相关

信息。
部分记录光盘的信息区分为５个部分：功率校准区ＰＣＡ（Ｐｏｗｅｒ　 ）、程序记忆区

ＰＭＡ（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ｍｏｒｙＡｒｅａ）、导入区（ＬｅａｄｉｎＡｒｅａ）、程序区（ＰｒｏｇｒａｍＡｒｅａ）和导出区（ＬｅａｄｏｕｔＡｒｅａ）。
记录光盘和部分记录光盘的信息可在ＣＤ播放器或 驱动器等设备上读取。

４．２　常规检测参数

４．２．１　机械参数
可录类光盘ＣＤＲ的机械参数应符合表１的要求。

　　　　　　　　　　　表１　可录类光盘ＣＤＲ机械参数　　　　　　　单位毫米

项　　目 参　　数 备　　注

盘片外径 １２０±０．３０；８０±０．３０ ２３±２℃　５０±５％ＲＨ

中心孔直径 １５﹢０．１０ ２３±２℃　５０±５％ＲＨ

盘片厚度 １．２﹢０．３０．１０ 包括保护层和盘标

夹持区直径 ２６～３３

夹持区厚度 １．２﹢０．２００．１０ 包括保护层和盘标

４．２．２　全部区域参数
可录类光盘ＣＤＲ的全部区域参数应符合表２的要求。

表２　可录类光盘ＣＤＲ的全部区域参数

名称 缩写 参数

偏心 ＥＣＣ ≤ ±６０μｍ

径向噪声 ＲＮ ≤３０ｎｍ

垂直偏差 ＤＥＶ ≤±０．５ｍｍ

双折射 ＢＲ ≤１００ｎｍ

翘曲 ｔｉ１ｔ
ＲＴ≤±０．８００

ＴＴ≤±０．３０

４．２．３　未记录区域参数
可录类光盘ＣＤＲ的未记录区域参数应符合表３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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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可录类光盘ＣＤＲ的未记录区域参数
名称 缩写 参数

归一化摆动幅度 ＮＷＡ ０．０３５≤ＮＷＡ≤０．０６０

ＡＴＩＰ错误率 ＡＴＥＲ ≤７

ＡＴＩＰ突发错误长度 ＡＢＥＲＬ ≤３

记录前径向对比度 ＲＣｂ ＞０．０５

４．２．４　记录区域参数
可录类光盘 的记录区域参数应符合表４的要求。

表４　可录类光盘ＣＤＲ的记录区域参数
名称 缩写 参数

圆偏振光测量的推挽信号 ＰＰＣ ０．０８≤ＰＰＣ≤０．１２

串扰 ＸＴ ≤５０％

记录后径向对比度 ＲＣａ ０．３＜ ＲＣａ＜０．６

归一化高频信号Ｉ１１Ｒ Ｉ１１Ｒ ≥０．５５

归一化高频信号Ｉ３Ｒ Ｉ３Ｒ ０．３≤Ｉ３Ｒ≤０．７

对称性 ＳＹＭ １５％ ≤ＳＹＭ ≤＋１０％

反射率 Ｒｔｏｐ ＞６０％

块错误率 ＢＬＥＲ ＜２２０

Ｃ１帧突发错误长度 ＢＥＲＬ１ ＜７

不可纠正错误 Ｅ３２ ＝０

抖晃 ＪＩＴ
ＪｎＰ＜３５ｎｓ，ｎ＝３～１１
ＪｎＬ＜３５ｎｓ，ｎ＝３～１１

可录类光盘ＣＤＲ记录区域的长度偏差应符合表５要求。
表５　长度偏差

偏差
ｎＴ

３Ｔ ４Ｔ ５Ｔ ６Ｔ ７Ｔ ８Ｔ ９Ｔ １０Ｔ １１Ｔ

ＤｎＰ
７４．２～

﹢５．８
５８．１～

﹢２６．９
３７～

﹢５３
３５．９～

﹢５９．１
３４．８～

﹢６５．２
２８．７～

﹢７６．３
２７．６～

﹢８２．４
３１．５～

﹢８３．５
３５．４～

﹢８４．６

ＤｎＬ
５９．２～

﹢２０．８
４３．１～

﹢４１．９
３７～

﹢５３
３５．９～

﹢５９．１
３４．８～

﹢６５．２
３３．７～

﹢７１．３
３２．６～

﹢７７．４
３６．５～

﹢７８．５
４５．４～

﹢７４．６

５　环境试验

盘片在温度８０℃、相对湿度８５％的加速老化条件下放置９６小时，性能参数仍须符合本标准规定。

６　检测条件和检测仪器

６．１检测条件

６．１．１　检测环境
除非特殊说明，ＣＤＲ测试应在下列条件下进行：
温度：２３±２℃
相对湿度：５０±５％
大气压力：６０ｋＰａ～１０６ｋ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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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前存储于此环境下不少于２４小时，不允许在盘片上出现冷凝现象

６．１．２　检测倍速

４．２中各项参数的检测应在１倍速下进行

６．１．３　检测仪器的光学头参数
光学头参数应符合表６的要求。

表６　光学头参数

项目 只读光学头（１） 只读光学头（２） 刻录机光学头（３ａ） 刻录机光学头（３ｂ）

适用范围

测试 记 录 盘 （不 包 括

ＣＤＲ不对称性、抖晃和

长度偏差）

测试 ＣＤＲ 不 对 称 性、

抖晃和长度偏差

测试未记录盘、并提供

盘片检 测 必 须 的 刻 录

操作

测试未记录盘、并提供

盘片检 测 必 须 的 刻 录

操作

波长 ７８０±１０ｎｍ ７８０±１０ｎｍ ７８６±２ｎｍ ７８６±２ｎｍ

数值孔径 ０．４５±０．０１ ０．４５±０．０１ ０．５０±０．０１ ０．５０±０．０１

偏振态 圆偏振光 与轨道方向正交 圆偏振光 圆偏振光

波前像差 ＜０．０５λ（均方根值） ＜０．０５λ（均方根值） ＜０．０５λ（均方根值） ＜０．０５λ（均方根值）

边像强度与最

大光强之比

切向＞０．５
径向＞０．５

切向＞０．７
径向＞０．５

切向：０．１４±０．０４
径向：０．７０±０．１０

切向：０．７０±０．１０
径向：０．１４±０．０４

读功率

ｍＷ
＜０．７（等幅波位于中心

点上）
＜０．７ （等幅波位于中

心点上）
＜０．７ｍｗ（等幅波位于中

心点上）
＜０．７ｍｗ（等幅波位于中

心点上）

刻录功率
根据刻录策略和最优

功率控制确定

根据刻录策略和最优

功率控制确定

６．２检测仪器

采用国家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认可的仪器进行可录类光盘ＣＤＲ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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