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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通过对空调系统噪声产生的机理及有关测试, 综合分析研究了其噪声源的 频率特性及 其分布规 律. 参考 当

前空调噪声治理方面的研究成果, 提出了噪声控 制措施和行之有效的降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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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及人们生
活水平的提高, 空调系统在我国建筑业及居民家庭

3) 噪声对人体的生理影响
人们在较强噪声环境下易诱发各种慢性疾病.

生活中已得到广泛应用. 空调产品在为人们创造舒

有关调查资料结果表明: 在高噪声环境工作的人们,

适的生活环境的同时, 也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环境噪
声污染问题. 在较多城市市民对环境污染的投诉中,

患高血压、
动脉硬化和冠心病的发病率要比低噪声
下工作的人高 2~ 3 倍. 噪声还会造成失眠、
疲劳、
头

噪声问题已占了 67% 以上. 因此对空调系统噪声的

晕及记忆力减 退以及诱发消化系统方 面的各种疾

研究及防治, 已成为建筑设计、
环保等部门以及科研

病.

人员的一项重要工作.

空调系统噪声的主要危害

1

4) 噪声对仪器设备和建筑结构的危害
噪声对仪器设备的危害与其强度、频率以及仪
器本身的结构特性有关. 当噪声级超过 135 dB 时电

噪声是一种物理污染源, 它不仅影响人们的身
心健康, 干扰人们正常的工作和休息, 降低工作人员

子仪器的连接部位将会出现错动, 微调元件发生偏
移, 导致仪器出现故障. 过强的噪声则可使建筑结构

的劳动效率, 而且还导致一些事故( 人身及机器设备

受到破坏.

等) 的发生, 与水污染、
空气污染、
固体废物污染一道
已被列入环境污染的四大公害之一.
1) 噪声对人们听力的影响
人们在强噪声环境下工作时, 会使内耳听觉组

由于空调噪声对人的影响是长时间的, 甚至是
昼夜连续的, 所以必须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2

空调系统噪声来源及频率特性

织受到损伤, 长此以往 则易造成耳聋. 统计资 料表
明: 只有噪声级在 80 dB 以下时, 才能保证人们长期

空调系统噪声的来源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 一
是其制冷机组、
水泵、
风机( 含空调机组) 及冷却塔等

工作而不致耳聋. 在 90 dB 以下只能保证 80% 的人

运转设备的噪声; 二是部分管件在运行工况不良时

工作 40 a 后不会耳聋. 即使在 85 dB 仍会有 10% 的

所产生的附加噪声.

人将产生噪声性耳聋.
2) 噪声对睡眠的影响

2. 1 运转设备噪声
空调系统中的各种设备, 因其使用特点的不同,

一般来说, 40 dB 的连续噪声可使 10% 的人睡

在噪声大小及频率特性等方面也有较大差别. 即使

眠受影响, 70 dB 可使 50% 的人受影响, 而突发性噪

同一种设备, 由于其加工制造技术的不同也将导致

声在 40 dB 时可使 10% 的人惊醒, 至 60 dB 时可使
70% 的人惊醒.

其噪声强度等的差异.
2. 1. 1 制冷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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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机组噪声主要包括空气动力性噪声、机械
噪声和管道噪声等. 空气动力性噪声主要由机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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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机所产生的空气动力噪声的总声功率可由下
式计算:

进排气风机所引起, 该噪声主要有: 进气噪声、排气

L

WA

= 104 - k - 10lg n

( 2)

噪声和风叶噪声. 这部分噪声直接向周围的空气中
辐射, 影响面较大. 机械噪声是由制冷机缸体及曲轴

式中: k = 20~ 25, kW.
经有关现场测试, 空气动力噪声以 125 H z 的基

的高速往复运动而引起的, 该噪声主要以中高频为

频为最强, 其次是相邻频带的 250, 500 H z 的低频噪

主. 管道噪声则是由制冷机组的制冷液在管道内流

声和特低频的 63~ 31. 5 H z 的较强谐波.

动而引起的, 为脉动噪声. 另外则是由于制冷机的振
动所引起, 为机械噪声.
经过对某制冷机组的噪声测定, 其空气动力性
噪声达 75 dB( A) , 机械噪声则高达 92 dB( A ) , 远超
过《工业企业厂界噪 声标准》( GB 12348 ) 1990) 的
规定.
2. 1. 2 水泵噪声
水泵噪声产生的机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在泵吸时将发生气蚀及气体分离, 随着空气泡的崩
溃发出/ 噼啪0的气蚀噪声. 2) 当水泵叶片经过涡壳
舌部或导向器边缘时, 由于压力变化而辐射出空气
噪声. 3) 由于叶轮入口处流速在圆周方向分布不均
匀而引起压力变化所产生的噪声. 4) 涡流导致的噪
声. 5) 水泵壳体受激振动而辐射的噪声以及机座振
动所产生的噪声.
水泵噪声的频率及强度主要取决于电机的功率
及其转速. 据现场测定表明: 噪声功率级与电极功率
的千瓦数平方成正比, 即电机功率每增加一倍, 则噪
声 A 声功率级将增加 6 dB; 而电机噪声功率级则与
电极主轴转数 n 的 13. 3 次方成正比, 即转速每提高
一倍, 噪声 A 声功率级将增加约 4 dB. 其经验公式
如下:
L

WA

= a + 20lgN + 13. 3lg n

( 1)

式中: L W A 为电机噪声 A 声功率级, dB( A) ; a 为常
数, 一般取 a = 14 ? 2 dB( A) ; N 为电机功率, kW; n
为电机转数, r/ min.
2. 1. 3 风机噪声
风机运转时所产生的噪声, 以空气动力性噪声
为主. 该噪声主要包括旋转噪声和湍流噪声. 前者是
由于风机的叶轮在旋转时与空气质点相互作用引起
空气脉动而产生的; 后者是由于气体在风机叶轮界
面上分裂时, 气体的粘性形成一系列涡流而产生的,
涡流噪声的频率取决于风机叶片的形状以及叶片与
气体的相对速度等. 旋转噪声的强度与风机片数、叶
片的形状、
尺寸、
风机叶轮的转速、
风机内风速及流
量、
静压等诸因素有关, 其噪声呈宽频带的低、中频
性.

图1
Fig. 1

离心风机与轴流风机的典型噪声频谱
Typical noise spectrum of centrifugal
fan and axial fan

图 1 为离心风机与轴流风机的典型噪声频谱.
由图 1 可知, 轴流风机随着其频率提高, 相对声压级
亦增加. 在中频范围内出现最 大值, 而 后又逐渐降
低, 其噪声频谱呈抛物线形, 而离心风机则随其频率
提高, 相对声压级一直降低, 两者之间表现为线性关
系. 所以离心风机噪声是以低频成分为主, 而轴流风
机噪声则以中频成分为主.
另外, 风机噪声也随着其运行工况而发生变化,
噪声频谱也不尽相同[ 1] .
2. 2 管道噪声
管道噪声主要产生于: 1) 高速气流在流动中冲
刷管道、
激发管壁并使之发生振动形成/ 发生器0后
经管壁向四面辐射. 2) 管道的弯头、
变径阀门以及风
口等部位因涡流、涡阻现象导致气体的紊流现象严
重从而引发这些部位剧烈振动产生噪声. 涡流噪声
的声功率级可由下式计算:
L OA = A - 60lgV

( 3)

式中: V 为气流速度, m/ s; A 为在一定条件下的修
正值.
当相对速度从 V 1 变到 V 2 时, 声功率级增值为
60 lg ( V 1 / V 2 ) , 即速度增加, 声功率级亦增加. 当管
内气流速度大于 8 m/ s 时, 直管道的气流噪声较大.
涡流噪声的频率峰值一般在 2 000~ 4 000 H z,
属中高频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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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降低振动噪声.
2) 加装隔声罩

根据近年来国内对空调噪声的治理情况以及有

用隔声罩将水泵电机封闭, 使之与外部环境隔

关研究成果, 结合现场调查分析的有关资料, 提出空
调噪声控制的几项措施.

开是综合控制电机噪声的常用方法. 但隔声罩必须
保证将电机运转中产生的热量和罩内噪声转化的热

3. 1

运转设备的噪声控制

能及时扩散到外部环境中去以保持电机的温升允许

3. 1. 1 制冷机组噪声控制

范围. 同时还要便于移动和维修方便.

由于制冷机组噪声既有空气动力噪声, 又有机
械噪声和管道噪声等, 且噪声频率多呈中高频特征,

最有效的隔声罩是由声音传导衰减率较高的材
料和便于通风散热的结构型式决定的. 其材料既可

所以需要采取综合治理技术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用钢板亦可用铝板, 钢板较同样厚度的铝板的隔声

1) 隔声减振, 降低振动噪声
主要通过安装减振台, 加装隔声门等来控制噪

效果要好, 但铝板较轻便于移动检修, 所以应根据实
际情况选材. 同时为提高吸声能力, 减少板面的声辐

声. 使用弹簧、
橡胶等阻性材料做支撑, 使制冷机和

射, 往往还在板材表面涂一定厚度的沥青石棉阻尼

基础之间的刚性联结变成弹性支撑, 从而隔声减振.

涂料.

为防止制冷机组的水平振动, 也可将弹簧、
橡胶等材
料置于机组侧面, 做成悬吊式减振台, 依靠机组的自
重作用, 使其水平振动大幅度降低.
目前国内最常用的弹簧为螺旋和板条式两种,
而橡胶隔振垫则以 WJO60 型为主. 也可根据现场实
际, 选择不同厚度的隔振垫.
隔声门最好为多层结构, 每层间再添充吸声棉
等吸声材料, 且门扇与门框的密封一定要严实, 以保
证隔声效果. 现场试验证明: 同样的多层复合门, 其
密封效果好坏可产生 6~ 15 dB 的降噪差别.
2) 消声器降噪
目前国内消声器种类较多, 主要有阻性消声器、
抗性消声器及阻抗复合型消声器 3 类. 近年来也出
现了微穿孔板消声器、有源消声器和喷注耗散型消
声器等. 其降噪机理的共同点是通过噪声与声学材
料或声学结构的相互作用来消耗声能, 从而达到降
噪目的.
由于制冷机房噪声和进排风机噪声是通过风口
向外传播的, 所以要在进排风口安装消声器, 同时再
在风口和消声器四周安装消声板. 消声器应选用低
中频效果较好的抗性或共振性消声器, 且应保证消
声器所通过的风速要小于 6 m / s.
3. 1. 2 水泵噪声控制
水泵噪声主要是机械噪声和空气动力性噪声,
尤以后者最为强烈.
水泵噪声控制主要是对其电机噪声及进出水管
附加噪声的控制.
1) 增加水泵基础的隔振层
一般水泵基础多为单层橡胶隔振, 效果较差. 如
果在橡胶层上再加一层阻尼弹簧减振系统, 则可有

图2
Fig. 2

某水泵电机加罩前后的噪声频谱
Noise spectrum of some pumps electrical
machine before and after shieded

图 2 为某水泵电机加装隔声罩前后的噪声频
谱, 由图 2 可见, 加罩后其噪声值显著降低, 说明加装
隔声罩对水泵电机噪声控制的确是行之有效的措施.
3) 将水泵进出水管的刚性支撑改为双层隔振支
架. 可根据支撑点的重量及管道的直径, 分别选取不
同形式的减振器.
3. 1. 3 风机噪声控制
由于风机噪声大小因其型式及规格的不同而有
所差异, 且随其工况而变化, 所以需根据具体情况来
确定降噪方案.
1) 尽量选择低噪声、高效率的风机, 并尽可能
采用叶片向后倾的离心风机, 压头不要留太多的余
量, 以避免剩余压头所形成的噪声.
2) 风机盘管尽量选用低噪声型. 如果风机盘管
较大, 可在盘 上加一段 500~ 700 mm 的管 式消声
器, 以降低噪声.
3) 风机进出口处的管道不宜急转弯, 且都应该
采用柔性接头并做好维护. 其接头长度一般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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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m m, 材料为防火的玻璃布或防火人造革, 并

了广泛应用. 需要注意的是应避免其与管道的刚性

在其短管后的风管上包上 50 mm 厚、1~ 2 m 长的

连接.

超细玻璃棉. 如发现接头有破损、老化等现象, 要及
时更换, 以避免因漏风而形成消声和因接头老化而
失去隔振作用.
4) 利用金属网罩抑制室内离心风机的宽带噪

2) 消声器隔声: 用阻性消声器消除管道的中高
频噪声, 用抗性消声器消除其低中频噪声.

4

结束语

声. 有资料表明: 如选用网丝直径为 0. 28 mm、网孔

1) 噪声控制必须遵循/ 控制匹配0原则. 因为噪

尺寸为 2. 0 mm @ 2. 0 mm 的金属网罩加装在 KCO
20 离心机上, 则其噪声可降低 5 dB 左右.

声声源的叠加是对数相加而非算术相加, 所以不匹
配的噪声控制是高价低效的.

5) 对风机的分支管道风量进行调节, 保持其风

2) 在选择消声器方面, 一定要从噪声源类别、

量均衡.
6) 通过改变风机的风扇叶数降低噪声. 如某单

特性等方面认真分析研究, 再综合考虑来选择消声
器件, 绝不能盲目地套用. 否则不仅起 不到降噪效

位空调系统的轴流风机, 原使用 4 叶风扇, 经改为 6

果, 反而会使其变成噪声放大器. 如在现场试验过程

叶风扇后, 由于叶数增 加, 且风 机扇叶靠得更 加紧

中, 曾经将在蒸汽排气管上效果很好的消声器安装

密, 其吸力边与压力边的附面层相对变薄, 不易形成
较大的脉动, 所以风机噪声频谱在较大范围内得到

于高压风机的进气口上, 但效果很差. 其主要原因之
一是高压风机进口辐射的噪声主要是由风机叶轮高

了改善, 有效地降低了其噪声峰值, 取得了较好的降

速旋转产生的, 而排空消声器在设计上既无吸收声

噪效果.
3. 2 管路噪声控制

能, 也无反射声能的机制. 其二是在风机进口装上排
空消声器后, 增加了风机的阻力, 使原系统的运转工

管路噪声控制的方法首先采用隔声手段把声音

况遭到破坏, 反而提高了噪声级.

隔离, 然后再通过吸声材料吸收其声能, 最后是安装

3) 对低中频噪声应采用共振吸声法加以控制.

消声装置.
1) 管道包扎隔声: 据文献[ 2] 介绍, 使用不同的

用微穿孔板吸 声结构是目前最流行且 最有效的方
法, 特别在医院手术室的空调系统中, 因其独有的洁

材料隔声, 其降噪效果是有较大差别的. 如使用铅管

净特性而得到了广泛应用.

隔声可降低 8 dB 的噪声; 用隔声套层隔声, 可降低
15 dB. 另外也与材料的厚度有关, 如随着玻璃棉厚
度增加, 降噪量也随之提高. 据文献[ 3] 可知, 将玻璃

参考文献:

棉厚度由 100 m m 增加到 150 mm 后, 隔声量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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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and Control of Noise in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H ao H uofan, Zhang Cuiling
( Sch ool of En vi ron men tal Science and M unicipal En gineering, Lanzhou Jiaot on g U nivers ity, Lanzh ou 730070, Chi na)

Abstract: T he frequency characteristics and dist ribut ion law of t he noise sour ces ar e st udied t hrough the
com prehensiv e analysis of t he noise pro ducing m echanism and related det ectio n in air condit io ning syst em.
According t o t he present r esult of no ise cont rol of air condit ioning, t he m easures t o cont rol noise and the
pro gram t o ef fect ively reduce noise are put f orw ard.
Key words: acoust ics; air condit ioning syst em; noise source; cont r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