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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台

    本标准等效采用ISO 11690-1:1996《声学 安装机器的低噪声工作场所推荐设计方法 第1部分:

噪声控制规划》。

    为适合我国国情，有些章节和内容作了调整。

    本标准与ISO 11690-2《声学 安装机器的低噪声工作场所推荐设计方法 第2部分:噪声控制措
施》属同一系列标准。本标准是系列标准的主件，后者是附加的技术性措施。

    本标准自1998年10月1日实施。

    本标准的附录A是提示性的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声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机械部第八设计研究院、北京市劳动保护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道禄、任文堂、谭民生、蒋安邦、孙绍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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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前言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是由各国标准化委员会(ISO成员国)组成的世界范围的联合组织。国际标

准的制定工作通常由ISO技术委员会来完成。每个成员国在对某技术委员会所确定某项标准感兴趣

时，有权参加该技术委员会。与ISO有联系的政府和非政府国际性组织也可参加该项工作。ISO与国际

电工委员会(GEC)在电工标准化的各个方面均保持密切合作。
    各技术委员会采纳的国际标准草案应分发给各成员国进行投票表决。国际标准草案至少需要75

的成员国投票赞同，才能作为国际标准出版发行。

    国际标准ISO 11690是由ISO/TC 43声学技术委员会//SC 1噪声分技术委员会制定的。
    ISO 1169。在总标题《声学 安装机器的低噪声工作场所推荐设计方法》，由下列部分组成:

    — 第1部分:噪声控制规划

    — 第2部分:噪声控制措施

    — 第3部分:在工作间内的声传播和噪声预测

    第1部分是系列标准的主件，第2和第3部分给出技术和解释性资料。

    ISO 1169。本部分的附录A是提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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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噪声危害人的健康，影响工作效率。为减少工作场所中的噪声危害，许多国家都通过立法，制定了工

业企业噪声卫生条例和规范等。这些法规和条例要求通过噪声控制使噪声降低到一个适当的限度，从而

达到各类工作场所的噪声标准。

    我国和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已制定了不少有关噪声方面的标准，这些标准大多是规定噪声测量、

噪声评价的方法。然而，噪声控制的最终目标是要取得各种工作场所的噪声降低，这是本标准的重点 在

各种不同的噪声情况下往往有多种噪声控制途径可以采取，对给定的噪声间题，比较多种方案的技术、

经济性，选择最合适的噪声控制措施，以获得最佳的效果。

    工业企业中进行噪声控制将涉及到多个部门，这些部门的非声学专业人员也将参加进来。本系列标

准的作用在于:

    帮助参与噪声控制的非声学专业人员建立一些噪声发射、传播特性和噪声照射方面的基础知识，并

对噪声控制的基本概念有所了解，这样有助于涉及噪声控制技术指标的各部门进行沟通，也有助于决策

者在评估各种方案的可靠性时作出判断;

    对了解噪声控制的一些标准、规范、手册及专门性技术资料提供指导。将噪声控制方面已有技术成

果和资料与实际应用密切联系起来;

    给低噪声工作场所的规划和设计提供必要的程序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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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通过论述噪声控制的基本概念，从而给出处理新建或已有工作场所噪声问题的规划。同时还

论及了在购置新机器、设备时可采取的一些主要步骤。

    本标准适用于装设有机器的各种工作场所。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在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T 3767-1996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 反射面上方近似自由场的工程法

    GB/T 3768-1996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 反射面上方采用包络测量表面的简易法

    GB 3785-83 声级计的电、声性能及测试方法
    GB 6881-86 声学 噪声源声功率级的测定 混响室精密法和工程法

    GB 6882-86 声学 噪声源声功率级的测定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精密法

    GB/T 14366-93声学 职业噪声测量与噪声引起的听力损伤评价

    GB/T 14574-93声学 机器和设备的噪声标牌
    GB/T 16404-1996 声学 声强法测定噪声源的声功率级 第1部分:离散点上的测量

    GB J 87-85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ISO 9614-2 声学 声强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 第2部分:扫描测量法

    ISO 11200:1995 声学 机器和设备的发射噪声 有关确定工作位置和其他指定位置发射声压级

                    基础标准的使用准则

    ISO 11201:1995 声学 机器和设备的发射噪声 工作位置和其他指定位置发射声压级的测量

                      一个反射面上方近似自由场的工程法

    ISO 11202:1995声学 机器和设备的发射噪声 工作位置和其他指定位置发射声压级的测量

                      现场简易法

    ISO 11203:1995 声学 机器和设备的发射噪声 由声功率级确定工作位置和其他指定位置发射

                      声压级

    ISO 11204:1995 声学 机器和设备的发射噪声 工作位置和其他指定位置发射声压级的测量

                      环境修正法

    ISO 11689:1996 声学 比较机器和设备噪声发射数据的程序

国家技术监督局1998一03一18批准 1998一10一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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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1690-2:1996 声学 安装机器的低噪声工作场所推荐设计方法 第2部分:噪声控制措施

ISO 1996-1:1982 声学 环境噪声的描述和测量 第1部分:基本量和程序

ISO 1996-2:1987声学 环境噪声的描述和测量 第2部分:与土地使用有关的数据采集
IEC 804:1985 积分平均声级计

3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11 一般的噪声表述

3.1.1 声压级(Lp)  sound pressure level
    声压P(以Pa为单位)对基准声压Po(取为20 yPa)平方之比的常用对数乘以10,

      __l P' 1 _
乙，一土U1g l p{ "11

    声压级是表述给定点噪声及评价噪声影响的主要参量。它是用声级计测量得到的，声级计的标准见

GB 37850测量时所用的频率计权(A或C),频带宽度及时间计权((S,F,I或peak)都应标注。例如:具有

时间计权peak(峰值)的C计权声压级记作Lpc,peek o

3-1.2等效连续声压级(L_:)equivalent continuous sound pressure level
    在测量时间周期T内，连续稳态声与随时间变化的噪声具有相同的均方声压，则就取稳态声的声

压级为这一时间周期内变化噪声的等效连续声压级

L_，一l0lg[T Jl0-Lp"dt] dB
    等效连续声压级是评价工作位置处的噪声照射及对人的噪声暴露之主要参量。它也可称作时间平

均声压级。

    注 下标“eq,T'常被省略。因为本标准中论及的所有情况下，其声压级都是在一定测量时间周期上的平均值。

3.1.3 工作位置 work station

    由操作者占据的机器邻近位置或者是执行作业的位置。

3.2 噪声发射表述

3.2.1噪声发射 noise emission
    一确定的声源(机器或设备)发射到周围环境中的空气(传播)声，见图la所示。

3.2.2声功率级(L,)  sound power level
    被测声源发射的声功率(以W为单位)对基准声功率Wp(取为10-'2 W)之比的常用对数乘以10:

              W ，，。、
石w一 IU1g pi la肠)

                        r甲n

    声功率级可用来表述声源发射噪声的大小，有关机器、设备发射声功率级的测定可参见GB 6881,
GB 6882,GB/T 3768和GB/T 16404等。声功率级应标注频率计权或频带宽度，例如:A计权声功率

级，记作L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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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噪声发射:某台机器的声辐射

  — 相关机器

  — 特定的运行条件

  — 与环境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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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噪声照射 辐射到工作位置处的噪声

  — 相关工作位置

  — 实际运行

  — 与照射时间有关

  — 包含所有声源来的影响

                图 1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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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噪声暴露:辐射给人的噪声

                            — 与人相关(在一个或几个工作位置，也可能在移动)

                                — 实际运行

                            — 与暴露时间有关

                            — 包含所有声源来的影响

                                            图 1(完)

12.3发射声压级(L,) emission sound pressure level
    由被测声源在工作位置处或其他任意规定的位置处产生的声压级。这是另一种声源发射的表述，有

关机器设备发射声压级的测量和确定参见ISO 11200̂-11204,
    常用的A计权发射声压级是声源在整个运行周期上的平均值，记作LpA c

3.2.4 测量表面声压级(L,Ad)             surface sound pressure level
    这个A计权声压级是离声源距离为d的一个测量面上声能量之平均值，常用的d=1 m，记作

L,A.1 m c这一声压级的测定参见GB 6882,GB/T 3767等。
3.2.5 测量的噪声发射值(L)  measured noise emission value

    通过测量确定的任何A计权声功率级、A计权时间平均发射声压级或C计权峰值发射声压级。测

量值既可由单台机器加以确定，也可由一批机器取平均值来确定。它们的单位用“dB”表示，且不一定取

整数。

3.2.6 噪声发射标牌值 noise emission declaration
    这是由制造厂标示在机器的标牌上或提供于用户的技术文件中给出的噪声发射值，单位用“dB'，表

示的标牌值应以整数给出。

3.2.7不确定度(K)  uncertainty
    由测量的噪声发射值归纳出的测量不确定度数值。

3.2.8单一数值的噪声发射标牌值(Ld)  declared single-number noise emission value
    测量的噪声发射值和不确定度之和，取最接近的整数dB值

                                                Ld=L+K

3.2.9 二个数值的噪声发射标牌值(L和K)    declared duai-number noise emission value

    测量的噪声发射值和它的不确定度K，二者都取最接近整数的dB值。

13 噪声照射和噪声暴露表述

3.3.1 噪声照射 noise immission
    噪声照射是对工作场所中某一固定位置(例如:工作位置)而言，其基本概念见图lb。它包含所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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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该位置上的噪声:来自本身机器的噪声;来自其他机器或声源传来的噪声;由车间内天棚、墙面及任何

设备反射面来的噪声。在整个规定时间周期T内，实际状况下测点(工作位置)处的噪声。测量时间T可

以取机器或生产过程的运行周期，也可以取工人的工作期间，通常取测量点一个工作班的时间。

13.2 噪声暴露 noise exposure

    噪声暴露是对工作场所中的人而言，其基本概念见图Ic。它表述在规定时间周期T内某个人在人

耳处所接受到的噪声。对一个单一工作位置工作的人，其噪声暴露量与该工作位置上的噪声照射量是一

样的。

3.3.3噪声照射级和噪声暴露级 noise immission and exposure level

    噪声照射级和噪声暴露级二者都可用标准工作日的等效连续A计权声压级LpA-T,来表述，它的表
达式如下:

                        LpA_T,=LpA.,，+101g(T,/Tp) (dB)

    这里，T。是标准工作日的基准时间(即8 h),T是一个工作班的时间。LpA.T,可以由每个时间周期
T;测得的照射或暴露值LpA;能量总和得出，其中MT, =T.，若T。为8h，则这个声压级可记作L,A,8 h o
    脉冲声和纯音一般比稳态噪声的危害大，当噪声照射、噪声暴露中要考虑这二者的影响时，可将脉

冲和纯音成分的修正值DL，和DLT计入，则评价声级L,A,可用下式:

                          LpA,=LpA_T,+DL,+DLT (dB )

    关于这二项修正值DL,和DLT的确定可参见ISO 1996-1.2和GB/T 14366,

3.4 噪声降低

3.4.1隔声量沃)sound reduction index

  入射到一试验构件的声功率(w)与透过构件的声功率(W)相比，称为透声系数r=黔，隔声量R
    /、/JJ产” 曰~’J”HJ’7资于 ”’r‘ J一~11”.11 -1一、”r产，目~’rJ’月~了补朴 “ W，’门厂里 、

一101g钊(dB)，见图2,隔声量“与人射噪声的频率有关·

:

口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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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墙面处声反射、吸收、透射的图示

3.4.2 吸声系数(a)  sound absorption coefficient

    当声波投射到一表面时，声波的能量被吸收的百分比。它与噪声的频率有关。

3.4.3等效吸声面积(A)  equivalent absorption area
    这是由乘积a;S‘之总和得出的，单位为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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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S +a2S2+⋯⋯ 二as m2

式中:a;— 房间表面中某一部分面积S上的吸声系数;

      a— 房间表面的平均吸声系数;

      S- 房间总的表面积，S=ES。

3.4.4插人损失(D;)  ingertion loss
    声源(机器或设备)采用和不采用噪声控制装置(消声器、隔声罩、声屏障二 ，其发射的声功率级或

发射声压级之差值，D，与频率有关，因此A计权插人损失总是与给定声源相关的。

3.4.5工作位置降噪量 reduction of sound pressure level at work station
    采取噪声控制措施前(以脚码1表示)与采取措施后(以脚码2表示)在工作位置处的噪声照射级之

差值:LPA. B h, l -LPA.8 h.2 a

    它表述所采取的一套噪声控制措施的总效果。

3.4.6 直达声 direct sound
    由声源直接传到接受点的声音。它不包含反射声，因而不受声源所在房间特性的影响。

3.4.7 反射声 refleacted sound

    这是指房间内任一点由房间表面和设备反射而形成的声。它不包含直达声。

3.4.8 扩散场条件 diffuse-field condition
    声音在房间或房间内某个区域中传播，由于受房间和设备表面的多次反射，而使该区域的任一点来

自各方向的反射声声压级近似一样。这就成为具有扩散场条件的区域或房间。

3.4.9 非扩散场条件 non diffuse-field condition
    只要声音在房间或房间内某个区域中的传播，在所有方向上是非均匀的，如果下列情况之一存在就

成为不具有扩散场条件的区域或房间:

    — 房间三维尺寸中任意二个尺寸之比大于3;
    — 房间表面的吸声是非均匀分布的(譬如:一个房间有硬质的墙，而夭棚又是吸声的);

    — 房间内有很高的吸声。

3.4-10 混响时间(T)  reverberation time

    当切断声源，房间内的声压级自初始稳定状态衰减60 dB的时间，见图3,

    混响时间可用来表述具有扩散场条件房间的声学特性，房间的容积须考虑进去。混响时间与频率有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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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切断声源后，声压级随时间的衰减曲线(T是混响时间)

3.4.11 空间声分布曲线 spatial sound distribution curve
该曲线显示由标准声源发出的声压级，随着离开声源距离的增加是怎样衰减的。这些曲线与频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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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可表征房间的声学特性。在有些情况下，需用几条空间声分布曲线来表征房间的特性。

    从该曲线和离声源的距离范围确定出二个主要量DL2,DL,(见图4):

    — 距离每增加一倍的空间衰减率DL_;

    — 声压级的超出量DL,,
    这二个量用以评价不具有扩散场条件房间的声学质量。

特定的声分布曲线 一 ·— ·— ·— ·一 无反射(自由场)

\

! ，1.\.J{俘
\

.\1:

图4 非扩散声场条件房间的声分布曲线与无反射的自由场声衰减曲线

        由图上可确定空间声衰减率DLL和声压级超出量DL,

3.4- 12距离加倍声压级的空间降低率(DL,)  rate of spatial decay of sound pressure levels per dis
tancedoubling

当离开声源的距离每增加一倍时，在给定的距离范围内，空间声衰减曲线的斜率，见图4.

3.4门3声压级的超出量DLf  exeess of sound pressure level
    在给出的距离范围内，某房间特定的空间声衰减曲线与自由声场的衰减曲线(距离每增加一倍衰减

6 dB)之间的平均差值，见图4,

4 噪声控制

4门 噪声控制的概念

    噪声控制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它须了解标准、规范对环境的要求，从技术措施和经济条件等多方面

因素综合考虑。噪声控制可以采用不同的技术措施(有关该部分参见ISO 11690-2)解决噪声问题有着

多种途径:声源(机器和工艺生产过程)的噪声降低;在声音传播过程中增大它的衰减来降低噪声(如用

隔声罩、屏障、吸声体等);在工作位置处的噪声降低(如用隔声间等)。为此，宜对各种措施的效果加以比

较后确定。这里要用到一些声学量表述声源的声学特性，采取噪声控制后在工作场所中，特别是工作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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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处所取得的噪声降低量。通过多种噪声控制方案的技术经济性比较，选择能取得最佳效果的技术措

施。从而，使工作位置或工作间的噪声照射级符合规范的噪声限值。

4.2 噪声控制基本程序
    噪声控制是一项系统工程，处理新建或已有工作场所中的噪声问题时要取得有效的噪声降低，可按

下列程序制定噪声控制规划:

    a)确定指标和标准;

    b>通过鉴别得出噪声评价:
        — 涉及的区域;

        — 工作位置处的照射量;

        — 各个噪声源对工作位置处照射量的影响;

        — 人的暴露量;

        — 声源发射并对它们排序。

    c)可采取的噪声控制措施:

        — 声源处的噪声控制;

        — 工作场所中传播途径方面的噪声控制; -

        — 工作位置处的噪声控制。

    d)制定噪声控制方案;
    e)实施相应的噪声控制措施;

    f)检验所达到的噪声降低量。
    图5表示影响噪声控制的诸因素。
    通过噪声控制使工作场所和工作位置处的噪声照射和噪声暴露级降低，这就使所有噪声对人的危

害和影响都将减轻。这些影响包括对健康的危害和安全因素(人耳听力损伤、心理烦闷、妨碍语言交谈和

电话通讯、报警信号的识别、干扰需高度集中注意力的工作等)。

工厂生产工艺 安全和环境

保护管理都门

设备购置一

机器生产厂/
医疗保健部门

涉
及
的
部
门

图5 影响噪声控制的诸因素

5 噪声状况评价和预测

5.1 噪声状况评价
    工作场所中噪声状况的评价可用噪声发射量、噪声照射量和噪声暴露量表述。
    嗓声发射量是表征作为声源的机器设备本身的声学特性量，一般可用在规定的安装和运行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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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A计权声功率级L。或它的发射声压级LPA表述。上述数据可由机器制造厂提供，这部分内容将在本

标准第7章中详述。

    噪声照射量是表述传播到工作位置处的总噪声，而噪声暴露量则是表述人所接受到的噪声量。这二

者都可用等效连续A计权声压级LpA,ro或经脉冲和纯音成分修正的肠、来表述。
    噪声照射量评价是对工作位置，在一天(或一周)工作场所中具有代表性的作业时间周期作出的。如

果工作场所中有几条生产线相互影响，则需对每个工作位置给出一组噪声照射量的评价。

    在工作岗位上的人，假如一天(或一周)所在的工作位置不同，那么噪声暴露量是由噪声照射量及其

相关的每个工作位置上的时间作出评价，对在单一工作位置上工作的人，噪声暴露量与该工作位置的噪

声照射量是相同的。

5，2 噪声预测

    现代技术的发展，开发了工作场所中声学设计用的计算机预测噪声。噪声预测技术是对声学物理现

象加以模拟，即把作为声源的机器设备噪声发射量和室内建筑、装备设施等影响声音传播的因素以参数

形式输入，通过计算机一定程序计算出工作场所内的声场分布及工作位置处的噪声照射级(有关噪声预

测使用的说明参见ISO/TR 11690-3).

    降低车间内和工作位置处的噪声照射级，有着几种可能的规划、设计方案和采取多种噪声控制措

施。运用噪声预测可比较各种方案的效果，选择最适当的技术措施。噪声预测技术是噪声控制规划中的

有效辅助工具。它对新车间的设计阶段最为理想，对噪声环境不合要求的已有车间或者因转产和更新而

需改造的车间要降低它们的噪声照射级也是非常有用的。

53 噪声状况的表述

    为了表述工作场所特定区域内的噪声状况，通常可按下列步骤进行:

    a)确定工作位置及其相关的照射量;

    b)确定涉及到工作位置上的每个人及其相关的噪声暴露量;

    c)确定声源及其相关的噪声发射量。

    这些数据可用噪声资料表列出(如表1是用于工业性工作场所的);也可以用噪声图的形式表示(如

图6是某工作场所的各种噪声图示)。

5.4 噪声资料表和噪声图的应用

    根据工作场所噪声状况评价或噪声预测，得到的噪声资料表和噪声图可用于下列目的:

    a)识别主要噪声源和高噪声区;

    b)工作位置或工作间的噪声照射级与标准、规范允许的噪声限值比较，对超过限值的工作位置或
区域需要进行噪声控制;

    c)通过改变机器设备、生产工艺流程的布置或采用不同的噪声控制技术措施，比较噪声表或图的

效果，从而选择最佳方案。

                                表 1 工作场所噪声表述之例

A)工作位置表

工作位置

    No

工作位置的描述

(任务、功能、机器

运行、生产过程等)

    机器序号

「按C)规定的序号〕
嗓声照射值

附加值(如
L- .-刀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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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完)

B)人员表

人员号

    1号工作位置
〔工作位置序号按A)
  的规定]持续时间

    z号工作位置

匡工作位置序号按A)
  的规定〕持续时间

噪声暴露值

1

2

3
.

，

C)机器/设备表

机器
N 0

机器的描述 声功率级 发射声压级 运行条件

1

2

3

a)标示工作位置处的噪声级

9odB(A)以下

从9o-loodB(A)

O

△

b)标示噪声级的区域(常用彩色图描绘)

。)用等噪声级线标示(这里以5 dB递增)

图6 给定工作场所的各种噪声图示

397



GB/'r 172491-1998

6 工作场所中噪声控制规划

6.1 噪声控制指标

    噪声控制指标应按现实情况确定，使噪声达到标准和规范允许的限值所需取得的降噪量，需综合考

虑:技术发展、生产工艺过程、工作间性质和噪声控制措施等情况。工作场所中的主要指标一般可用噪声

照射级或噪声暴露级来表述。噪声允许限值应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和规范。当用工作位置和工作间的

评价噪声值与允许限值比较时，应将测量的不确定度考虑进去。

    制定工作场所的噪声控制指标时，一种简便的方法是把各种类型工作间的噪声级与工作间的声学

特性联系起来考虑。推荐的各种工作间的背景噪声级见表2,推荐的房间声学特性(混响时间、等效吸声

面积和空间声衰减率)见表30

                                表2 推荐的背景噪声级范围

房 间 类 型
L,n

db

会议室

教室

个人办公室

多人办公室

工业实验室

工业控制室

工业性工作场所

30̂ -35

30̂ -40

30̂ 40

35̂ 45

35̂ 50

35̂ -55

65̂ -70

注 背景噪声是指室内技术设备(如通风系统)引起的噪声或者是由室外传进来的噪声，此时对工业性工作场所

    而言生产用机器设备没有开动

表3 推荐的房间声学特性

房间容积

    m'

混响时间

        S

距离每增加一倍的声衰减率DL,
                  dB

< 200 。.5-0.8或更低

200̂ -1 000 0.8̂ 1.3之间

>1 000 3̂ -4

注

1如果房间的平均吸声系数大于。.3或等效吸声面积大于。6̂-0. 9倍的占地面积，一般就能满足上述要求

2 当房间是扁平状的(即房间不具有扩散声场条件)，优先采用等效吸声面积及空间衰减率

6-2 噪声控制规划的原则

6.2.1 通则

    噪声控制规划，无论是新建或是已有工作场所改造，都宜全盘考虑搞一个完整的规划设计。规划需

结合原有设施，包括它们的生产工艺和建筑结构。这样方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当然，对新建工作场所，如

果噪声控制又是主要目标，这种情况下噪声控制规划的自由度大，从生产工艺设备的布置到建筑结构上

的各种隔声、减振措施都可以考虑采用。而对已有工作场所进行噪声控制规划时，要使生产过程或建筑

结构上作出重大改变有时会遇到很多困难。

    噪声控制规划对每项声学设计，通常都有几个基本阶段，可采取下列工作程序:

    1)规划和初步设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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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施工设计阶段;

    3)实施阶段;

    4)评价验收阶段。
    各阶段的重要性随项目的性质有所不同。规划新建工作场所时，第1)和2)阶段起着重要作用。这

时，要取得一个较理想的声学设计，所有影响因素都可考虑进去。而对已有车间改造时，噪声控制有着比

较多的制约，通常更着重于第2)和3)阶段。

    在制定方案和实施阶段宜建立一个组织和监督工作的系统，组织的成员应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理想

的应由每一个涉及到的部门代表和声学专家组成，而安全和劳动保护部门的代表也应参加。

6.2.2 规划和初步设计阶段

    在规划和初步设计阶段，所有的声学和噪声控制设计细节都需考虑:指标、生产流程分隔的影响、工

艺主体布置的影响和有关噪声控制规划的通常程序。在该阶段，有关专业的生产人员宜参加。

    工厂各部分的噪声控制指标，噪声照射级的上限值一般可按规范来定。尽可能获得所用机器的噪声
发射值。在设计新车间或改造已有车间时，指标一般定得比有关规范给出的更严些(如取较低的噪声照

射级)。也可定出相应的房间声学参数方面的指标。

    噪声控制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工作位置相对于高噪声机器和设备的位置。这牵涉到生产工艺，如果生

产流程自动化程度高，那只有少量维修管理人员暴露在高噪声级下，多数工人处于低噪声暴露级下是容

易达到的。对于有些场合，也只有使生产流程上的机器设备自动化或者遥控才是适当可行的措施。

    生产流程布置一般优先考虑生产效率。选择总体布置时，物流效率经常是关键。这往往与一个好的

声学设计相矛盾，高效的物流要求尽可能少的墙、隔板的大空间，而一个好的声学设计经常是要把高噪

声机器隔开在一个尽可能小的空间内来实现

    在规划和初步设计阶段时，应考虑把不同类型的工作场所放在工厂的不同部位，如办公室位置的选

择应离高噪声机器远些，且要将由机器传来的空气声和固体声隔离。规划中应尽可能把高噪声机器设置

在远离工作位置的地方或者采取措施把机器与工作位置隔开。

    建筑公司或大型技术设备的安装公司必须满足在噪声控制方面所需的技术措施要求。

6.2.3 施工设计阶段

    本阶段噪声控制设计通常为三项内容:

    — 确定机器的噪声发射值;

    — 预估房间的声传播特性和噪声照射级;

    — 选定噪声控制措施。

    该阶段是重要阶段，因为它将影响到噪声控制的最终效果，该阶段应该请声学专家经常参与。

6.2.3.1 确定噪声发射值

    只有在机器噪声发射值已知的情况下，声学环境的设计和适当的噪声控制规划才能制定。如果不知

道噪声发射值，有时也可预估。噪声发射值的确定见第7章。

6.2.3.2 预估房间的声传播特性和噪声照射级

    预估噪声照射级和房间的声传播特性最有效的方法是用为工作场所声学设计开发的计算机预测噪

声技术。除了生产区域内的噪声级预测外，还需了解噪声从一个房间传到另一个房间的声透射。

6.2-3.3 选定噪声控制措施
      确定机器的噪声发射级、噪声照射级和声传播特性并将它们与规定的指标进行比较，从而确定何处

需要采取何种噪声控制措施。其步骤如下:

    — 考虑相应的噪声控制措施;
      — 评估采取这些噪声控制措施后，在降噪方面的效果和对生产过程及其他方面的影响。

    根据这些评估，选定一套最适宜的噪声控制措施，并附必要的图和说明书作出详细的设计

  6.2.4 实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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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订所选措施的实施时间表时，应考虑下列几点:

    — 相关工程进度的次序;

    — 工程任务彼此之间的关系;

    — 分步的计划。

    通用性原则如下:
    a)与新车间建筑有关的任务实施，着重构造接点，隔振(如浮筑地板)、空气声的隔声结构和表面吸

声结构的施工;
    b)与机器结构有关的任务实施，应与机器制造厂密切合作;

    c)消声器、隔声罩和减振器要考虑机器、设备安装之间的关系。

6.2.5 评价验收阶段
    在新车间或已有车间改造完成后，须进行验收。包括下列内容:

    a)与指标有关的噪声照射级测量(如果必要，也可测量噪声发射值和声传播特性);

  b)奢采用噪声控制装置，应检验其性能;
    c)检验可能有的安装缺陷，并修整好;

    d)检验机器中可能有的制造误差，并修整好;

    e)确定为达到指标还可能要做的附加工作。

6.3 处理已有的噪声问题

    已有工作场所中的噪声间题大多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

    — 缺乏噪声控制方面的基本知识;

    — 设计或机器设置考虑不周;

    — 机器设备使用保养不善。

    处理这类问题的对策可采取如下5个步骤:

    1)减小噪声(不用已淘汰的机器、避免采用冲击和撞击部件等等);

    2)做一些封闭门、隔声罩、间门和其他构件;

    3)以低噪声的生产流程取代噪声大的生产流程;

    4)规划安静区域;

    5)实施噪声控制措施。
    目前在许多情况下，解决噪声问题并没有用到专业性的声学知识。一般大多只用到第1)和2)步骤，

然而真正可靠的应该说是第3),4),5)步骤。因此，需要推广普及噪声控制知识，同时让有经验的声学专

业人员协助和指导，将有助于噪声问题解决。

了 机器设备的噪声发射资料

7.1 噪声发射基本数据
    规划、设计中须知道机器设备的噪声发射资料。机器设备制造厂应提供下列基本数据:

    a) A计权声功率级LwA;

    b)规定工作位置处的噪声发射声压级L,A<
    更详尽的机器噪声发射值还有频带声压级，c计权峰值发射声压级L,c_“等。建议优先采用工作位

置处噪声发射声压级L,A和所需频带上的声功率级L-.
    上述噪声发射值是按产品噪声测试规范测定的。若某机器没有测试规范，则需说明噪声发射值的测

量方法、工作位置、安装和运行条件、机器的工作周期和测量的环境条件。基本的测量方法详见

GB 6881,GB 6882,GB/T 3767,GB/T 3768,GB/T 16404和1S0 11200系列标准。噪声发射值的测定，

若该产品有明确的参照标准，应在测试报告中给出。如果测试规范有选择的余地(关于安装和运行条件

或其他)，则应在测试报告中注明所采用的条件，以使嗓声测量值明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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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用户采用的机器设备对工作周期、安装和运行条件与有关测试规范不同，可特殊提出。要求制

造厂在用户关心的运行条件下测试，经协商同意，由制造厂提供相应条件下的噪声发射值。

表4是由机器制造厂提供的典型噪声发射数据表之一例。

表4 机器制造厂提供的典型噪声发射数据表

1 机器

1.1

1.2

13

1 4

型号(类别):

制造厂:

机器编号:

制造年、月:

1 5 噪声相关的机器参数

额定功率:

额定转速:

最大转速:

2 测量的噪声发射值

按xx标准的

噪声发射测量

按xx标准的运行条件 另行协商的运行条件

  (规划设计需要)空 载 负 载

2。1 声功率级L。 dB dB dB

2‘2 测量不确定度K dB dB dB

2.3

2.3.1

2.3.2

工作位置处A计权发射声压级L协

1米表面声压级L两 扩

离机器表面lm，距地面高度1.6m的

最大声压级乌凡，，，二

dB

dB

dB

dB

dB

dB

dB

dB

dB

2.4 工作位置处C计权峰值发射声压级

L试二.k

dB dB dB

2.5 按火x标准的运行条件，倍频程声功率级或声压级任选其一的颇谱分析

频率，Hz 63 125 250 500 1000 2000 4000 8000

Lw或工作位置处L，，dB

3 标牌值

空载 负载 规划设计用

3.1 声功率级L，。 dB dB dB

3 2 工作位置处噪声发射声压级肠。 dB dB dB

4 其他

4 l 噪声测量在运行条件和测量环境方面需要的详细说明

4.2 机器设计中是否包含噪声降低措施?

机器有否低噪声型?它比普通型降低多少声级?

了.2 噪声发射标牌值
    由制造厂在机器标牌上或提供用户的机器技术文件中给出的噪声发射值。检验标牌值的方法和程

序规定在GB/T14574。
7.3 噪声发射值的含义
    噪声发射值仅表明机器在规定的运行条件下本身的噪声特性。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机器噪声发射值

与它最终在车间内运行时的噪声照射值之间没有单一的简单关系。噪声发射值并不意味着直接可用来

评价噪声照射级。通常，现场测得的机器工作位置处的噪声照射级比给出的同工作位置的噪声发射声压

级要高 这是因为安装于工作场所中的机器运行条件不一定与噪声测量中规定的情况一样，并且车间内

还有其他声源传来的，以及从墙、地面反射来的声音等因素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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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噪声发射值的用途

    噪声发射值可用作下列目的:

    a)供用户选择低噪声机器;

    b)评估机器本身的降噪技术水平;

    c)预测机器运行后，车间内可能具有的噪声照射级。

    机器使用者在规划、购置新机器时，应了解机器的噪声值。要使工作场所中的噪声控制到国家标准、

规范的规定，除机器的技术要求外，还须选择噪声发射值低的机器。

    噪声发射值还可用于在机器购置前就考虑到在规划中所有可能的噪声降低方法。因为从机器的噪

声发射数据，能预测出机器运行车间中的噪声照射级。从而，可能评价是否能达到噪声照射指标。若预

测显示可能超出规定的指标值，则可与制造厂商议，是否能对机器采取技术性的降噪措施。假如不能满

足要求，就应从技术上和布置形式上规划在车间内部进行降噪的措施和步骤。

7.5 噪声照射级方面的要求

    用户也可以向制造厂提出这样的要求:在给定车间的规定位置(例如:工作位置)上，机器按一定的

条件运行，不得超过规定的噪声照射级。这需要双方密切磋商和技术上交换情况，因为新机器安装后的

噪声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有关车间的原有状况。

    实际情况下，机器工作位置处A计权照射声压级可能比标牌的噪声发射值高出5-15 dB左右。这

是由于车间邻近的类似机器传来的噪声、车间的混响声以及运行和安装条件与机器噪声测定时有所差

异造成的。但是，假如机器在工作位置处的标牌A计权发射声压级不超过70 dB的话，无须任何计算和

预测，车间内这台新机器的设置将不会引起A计权噪声照射级超过85 dB。其他情况下，正确的评价最

好还是采取噪声预测，预测值与允许值比较，决定机器是否适用。

7.6 机器噪声资料方面今后的发展

    机器制造厂有义务对生产的产品按国家标准进行测定，提供噪声发射资料。

    机器用户可检验制造厂提供的噪声值，从而得出是否符合产品噪声值。标牌的噪声发射值的检验须

按照GB/T 14573中给出的方法和程序进行。而要检验噪声照射值，则须按照双方约定的噪声测量协定

进行。

    目前，国家标准和ISO国际标准化组织)正在进行各类机器噪声测量的标准化工作。按这些标准进

行正确测定，使多数机器能得到一个可比较的噪声发射数据。对每类机器，这些数据明确标出了噪声发

射级的范围(见图7)。这样，对同类机器的一组噪声发射值中可区分出噪声发射值的等级，使机器用户

了解该机器是否采取了降噪技术。有些产品按其噪声值的等级，区分为普通型和低噪声型，便于用户选

择。图7中给出了一种电动工具的噪声发射值范围的图示。建立数据库储存噪声发射值也可作为比较

机器噪声值，供选择机器及规划、设计之用。

7.了 噪声发射资料在规划中的应用

    规划时或购置新机器之前，可采取下列步骤:

    — 新机器将装在车间内的地点及它的运行将产生的噪声影响?收集机器运行的工作场所中可能

得到的噪声照射资料。若在规划阶段时还没有，则可从类似工业生产的相应车间去了解;

    — 选择适合于有关车间噪声照射限值的相应机器的噪声发射值;

    — 收集各厂同类机器的噪声发射资料，对它们的噪声发射值加以比较，从而了解其可能取得最低

噪声发射级的范围;

    — 是否要向机器制造厂提出噪声发射或噪声照射级方面的特殊要求。这需考虑到技术上的可行

性和实用性，双方协商配合进行;

    — 当制定有长期的噪声控制大纲时，购置新机器应与之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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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类型 被测机器序号 运行条件

                                                                人,:n .dB 一 」卜

70 8() 90           U70           110           1211

. I            I            I ，

I类

74

73

57

1,

11

t

    “巨均【兰习‘
    巨】归〔」
        }曰口 }

l类

33

33

30

1,

11

J

      叫【二 〕
巨】归〔

      叫「二〕

I一空载最高转速下J一空载额定转速下;I.一电动工具在规定条件下负载运行;

S-标准偏差;L,一最低值;Ln-最高值;L二一平均值

图7 两类手持电动工具噪声发射值范围的图解

8 长期的噪声控制大纲

    工厂有时被迫采用了噪声大的生产工艺流程，这时制定一个长期的噪声控制大纲，采取逐步地降低

噪声要比一次性地消除更切合实际。大纲应以实现有关规范的要求为目标，并要考虑可能发生的变化。

    对新规划，或是处理已有工作场所，其噪声控制大纲的内容有所不同:

    新规划的工作场所，购置设备的部门向设备制造厂需索取各类机器设备声学性能方面的数据及书

面材料。性能数据须经鉴定并加以汇总，逐步建立机器设备噪声发射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可用预测技

术评价待建工作场所中的噪声照射级和暴露级。

    在已有工作场所的情况下，噪声状况的评价是通过根据现场测量方法来定期检验的。测得的数据连

同测量和运行条件、日期一并记录下来，实际是通过不同工作场所的比较，给出一种确定低噪声的布置

方式。也可比较出在给定的时间周期内噪声状况可能有的变化。在噪声控制中的关键之一是鉴别噪声

源并将它们排序。排序时既要考虑机器的发射声功率级，还须计入机器的数目。采用噪声预测技术确定

选用最有效的噪声控制方案。实施噪声控制措施后的效果需加以检验并以书面形式予以记录。

    长期的噪声控制大纲可把工作场所划分出几个不同噪声区域，对不同噪声区分别处理，对每个区域

的大纲规定如下:

    — 预期的目标;

    — 噪声控制措施的实施时间表;

    — 采用噪声控制装置时的降噪量(插入损失);

    — 每个声源能达到的噪声降低量;

    — 各工作间的声传播特性(混响时间和空间声压分布);

    — 在工作位置处能达到的降噪量;

    — 各工作位置处的噪声照射级和工人的噪声暴露级

    长期噪声控制大纲的成效取决于诸多因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涉及的各部门成员都能关心噪声

降低及噪声控制方面的技术培训。大纲的实施需共同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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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厂企业内主要涉及到的各职能部门及人员有:生产工艺部门、设备采购部门、安全环保部门以及

工作场所(车间)内的生产管理和机器设备操作维修人员。噪声控制规划或大纲的实施尤其需要工厂负

责人的积极参与和保证。

    噪声间题的研究和论断，噪声控制措施的确定和设计，在许多场合下需要外面部门的参与，这些部

门是:安全卫生和劳动保护、环境保护部门，声学和环境方面的专家等。工厂与外面部门之间的协作是噪

声控制工程顺利进展的保证。嗓声控制的确能显著地改善工作场所(车间)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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