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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积 式压 缩机噪声 的测定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容积式压缩机噪声的测定方法。本标准正文主要规定了噪声声功率级测定的工程

法，附录A给出了噪声声功率级测定的简易法，附录B给出了噪声声压级的测定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包括驱动机的容积式压缩机组(以下简称压缩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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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勘误的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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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2. 7-1993 声学的量和单位(eqv ISO 31-7:1992)

    GB/T 3241-1998 倍频程和分数倍频程滤波器(eqv IEC 1260;1995)

    GB/丁3785-1983 声级计的电、声性能及测试方法

    GB/T 3947-1996 声学名词术语

术语 和定义

    GB/T 3947-1996和GB 3102. 7-1993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量和单位的名称及符号适用于本
标准 。

4 要 求

4.T 测量仪器

4.1.1概述

    测量仪器应使用GB/T 3785-1983规定的1型或1型以上的声级计，以及精度相当的其他测试仪

器。倍频程滤波器应符合GB/T 3241-1998中有关条款的规定。

4. 1.2 校准

    每次测量前后，需用精度优于士。. 5 dB的声级校准器对测试仪器进行校准 若测量前后的两次校

准值相差超过1 dB，则测量无效。

4.2 测量环填、需测定的量和测量误差

4.2. 1 测量环境

    理想的测量环境应是一个反射平面上的自由声场，反射平面应由混凝土、沥青或同样坚实的其他材

料构成。适合本标准的测量环境为:

    a) 一个反射平面上自由声场的试验室，如半消声室;

    b) 具有上述性质的反射平面上的室外场地，在距传声器任一位置lo m之内没有反射物，反射平

        面大小至少应超过测量表面在反射平面上的投影之外2 m;

    C) 普通房间，要求具有上述性质的反射平面，并按5. 3规定的方法确定环境修正值K，以便使测

        量值修正到自由声场条件下的结果。环境修正值K应不大于2 dBo

    当测量环境不能满足上述条件时，允许按附录A规定的简易法测定噪声

4.2.2 需测定的量

    a)   A计权声功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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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在中心频率为125 Hz-8 000 Hz之间选测若干个倍频程声功率级。

4.2.3 测量误差

    按照本标准进行测量，A计权声功率级的标准偏差不大于2 dB。倍频程声功率级的标准偏差不大

于表l规定的值。

                                                表 1

倍频程中心频率/Hz 标准偏差/dB

125 3.0

250--500 2.0

1 000--4 000 1.5

8 000 2. 5

注:侧量误差系指由于各种因家所造成的累积标准偏差。但不包括各次测量中因压缩机安装和运行状态改变所

    引起的声功率的变化

4.3 压缩机组的安装和运转

4.3.， 压缩机组的安装

4.3.1.1 压缩机组的安装应符合其所执行的标准，标准无明确规定的应符合说明书或技术文件的

要求。

4.3.1.2 对被测压缩机组以外的设备(如最终排气阀门、管道等)，应采取适当措施 使之辐射的噪声不

影响声功率级的测定 采取的措施可以为隔声、贴附吸声材料、通过管道将排气口引到测量环境之外或

通人消声装置等。

4.3.2 压缩机组 的运转

    压缩机组应在额定工况下连续运转，达到稳定状态后进行噪声测定。如果需要，也可在各方相互同

意的其他工况条件(包括介质)下测定，但应在测定报告中说明。

4.4 基准体和测量表面

4.4.1基准体

4.4.1.1 为了确定测量表面和传声器的位置，应取一个恰好包络被测压缩机组(参见附录C中的图

C. 1~图C. 9 )并位于反射平面上的最小矩形六面体作为基准体。确定基准体时，对压缩机组凸出的小

部件，如手柄、拉杆和连接管等这类声功率的非主要辐射体不予考虑，而直接安装在吸气口上的进气滤

清消声器则应予以考虑

4.4. 1.2 对大型压缩机组(参见图C. 7一图C. 9 )，基准体尺寸可由最大的部件和产生最高声功率辐射

的部件来确定。

4.4.2 测量表面

    测量表面为一个位于反射平面上的与基准体几何相似的矩形六面体表面(不包括反射平面)。各面

与基准体对应面平行且相距1 m。它的表面积S按下式计算:

                                        S一 4(ab十bc+二) ····································⋯⋯(7)

    式中 :

a,b一    3}N。为测量。、宽蜡，单。米(m);
。一 一测量面的高 ，单位为米(m).

5 测定方法

5. 1 测点的声压级

5.1.1 背景噪声

    对于基准体的最大尺寸小于3 m的压缩机组应在任意一个测点上测定背景噪声，否则应在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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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点位置上测定背景噪声。测得的声压级按表2进行修正。

                                                  表 2 单位为分贝(dB)

测得的压缩机组噪声与背景噪声声压级差 从测得的声压级中减去的修正量

<6 测量无效

。一“ }
�亡

10

9一 10 0.5

>10 0

5.1.2 风 速

    室外测量时应使用风罩，且风速应小于6m/抓相当于四级风)。

5，13 测点位置

51，3.1 概述

    所有的测点(即传声器布置点)都应位于按4.4.2确定的测量表面上。测点分基本测点和附加测点

(见 图 1)。

测定表面

    0一一基本测点(l~引

    △一一附加测点(l。~U)

                              图1 基准体、测量表面和传声器位置

5.1.3.2 基本测点

    基本测点为9个。1一4点位于每个侧面的中间，距反射面的高度h为基准体高度的一半，且不小

于。15m。第5点在顶面的中心，6一9点在测量表面的四个顶角上，如果某一点距排气管小于。，5。

时，应取消该测点。

5.13，3 附加测点

5.1.3.3.1 以下情况应附加测点:

    a) 在基本测点上测得的A计权声压级的最大和最小值之差大于gdB;

    b) 基准体任一尺寸(l1、2:或13)大于2。。

5，1.3.3.2 测量表面上附加测点后，测点总数由9个增加到17个。其中10一13点位于测量表面的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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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垂直于反射面的棱边上，距反射面的高度为h, 14-17点位于测量表面的顶面四条边的中点。

5.1.3.4 测点数目的减少

    如果通过测量，证明用9个基本测点确定的A计权声功率级和仅用5个测点((1̂ -5点)确定的A

计权声功率级之差不大于1 dB，则可减少为5个测点。

5.1.4 测量

    传声器应正对被测声源方向，声级计应采用“慢”时间计权特性测量。当声级计指针摆动不大于

士3 dB时，取测量时的最大和最小声压级的平均值。A计权和中心频率大于等于250 Hz的倍频程观测

周期至少为10 s，中心频率为125 Hz的倍频程，观测周期至少为30 s.

    当声级计指针摆动大于士3 dB时，则:

    a) 应使用具有较长时间常数的模拟仪器或数字积分式声级计进行测量;

    b) 对周期变化的非稳态噪声用声级计的“慢”时间计权特性测量，将一个周期内声压级及持续时

        间记录下来，计算一个周期的平均值

5.15 测量环境的修正

    当测量环境中有不必要的反射物存在时，则必须对测量结果加以修正，确定环境修正值K的方法

见 5.3

5.2 测量表面平均声压级和声功率级的计算

5.2.1 表面声压级的计算

    测量表面平均声压级L。按下式计算:

L，一‘。1g I N客l00.vp) ............·.....·....⋯ ⋯ (2)

    式 中:

    瓦— 测量表面平均A计权声压级或倍频程声压级，单位为分贝(dB)(基准值为20X10- Pa);

    La— 按5.1.1规定修正后的第i点的A计权声压级或倍频程声压级，单位为分贝(dB)(基准值
            为20 X 10-s Pa) ;

    N— 测点总数。

5.2.2 声功率级的计算

    声功率级LW按下式计算:

                            L*一(L，一K)十10 lg(S/So) ········，·····················‘··⋯(3)

    式中 :

    Lw—     A计权声功率级或倍频程声功率级，单位为分贝((dB)(基准值为1X1。一”W) ;

    几— 测量表面平均A计权声压级或倍频程声压级，单位为分贝((dB)(基准值为20X1。一“Pa);
      K— 环境修正值(见5. 3 )，单位为分贝((dB);

      5— 测量表面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5。— 基准面积取为1 m1 o

5.3 环境修正值 K 的确定

5.3.1 概述

    环境修正值K可用标准声源法确定，按该方法所确定的环境修正值K不大于2 dBe

5,3.2 标准声源法

5.3.2.1 标准声源应放置在与被测压缩机组相同位置的测量环境中，放置方法分为替代法和并列法

两种 。

5.3.2.2 对中、小型压缩机组和移动式压缩机组能从测量场地移开时，使用替代法。把标准声源放置

在被测声源相同位置的反射平面上，一般只需放置一个位置;对于长宽比大于2的压缩机组，标准声源

应放置在四个位置上，这四个位置分别为基准体在反射平面上投影的四条矩形边的中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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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大型压缩机组或在现场测定的中型压缩机组不能从测量场地移开时，使用并列法。把标准声源

放置在压缩机组的基准体底部反射平面上的四条矩形边的中点上

5.3.2.3 按5. 1和5.2的方法测量和计算标准声源的声功率级(不需要环境修正项)。对于在多个位

置上放置标准声源的情况，标准声源声功率级的取得应对每个放置点测量，计算出测量表面的声功率

级，然后对各个放置点求对数平均值 环境修正值K由下式求得:

                                        K=毛Wb一工w， ·····。····，······甲甲 ·······⋯⋯<4)

式 中:

L-— 在现场测量到的标准声源声功率级，单位为分贝((dB)(基准值为1X10

L-— 标准声源标定的声功率级，单位为分贝((dB) (基准值为1X1。一’2 W).

12W)

6 记 录内容

6. 1 被测压缩机组

    a) 压缩机的型号、名称、制造厂名、出厂编号;

    b) 驱动机的名称、型号、额定转速和额定功率;

    c) 压缩机的额定工况和测试工况(转速、吸、排气压力和容积流量等)。

6.2 声学环境

    记录反射面情况并绘制声源位置示意图。室内测量应记录有关测试室的体积、总表面积及房间的

声学处理情况，并注明墙面至最近的测点间距离;室外测量应记录风速等。

6. 3 测量仪器

    a) 仪器的型号、名称、出厂编号和生产厂;

    b)仪器校准情况。
6.4 声学数据

    a) 基准体的尺寸，测量表面的尺寸和表面积;

    b) 测点位置，并绘制测点示意图;

    c) 所有测点的A计权声压级及倍频程声压级;

    d) 测点上背景噪声声压级和相应的修正值;按5. 3确定的环境修正值K;

    e) 测定表面平均声压级，计算A计权声功率级和选测的倍频程声功率级。

6.5 气象条件

    大气压力、温度和相对湿度。

6.6 其他

    测试人员、时间、地点及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6.7 记录表格

    记录表格形式参见附录D,

7 测定报告

压缩机组噪声声功率级的测定报告应包括如下内容，表格形式参见附录D

a) 压缩机型号、名称、制造厂名、出厂编号;

b) 驱动机名称、型号;

c) 额定工况和测试工况(转速，吸、排气压力和容积流量);

d) 噪声测定数据，即A计权声功率级和选测的倍频程声功率级;

e) 注明声功率级系按本标准规定 的方 法测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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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压缩机组噪声声功率级测定的简易法

A.1 概述

    当测量仪器或声学环境不能满足本标准4.1.1和4. 2. 1的要求时，压缩机组噪声声功率级的测定

允许用本附录规定的简易法

A.2 测量仪器

A. 2. 1 概 述

    测量仪器应使用GB/T 3785-1983规定的1型或1型以上的声级计(出厂试验可使用2型或2型

以上)以及精度相当的其他测试仪器。

A. 2.2 校准

    每次测量前后，需用精度优于士0. 5 dB的声级校准器对测试仪器进行校准。若测量前后的两次校

准值相差超过1 dB，则测量无效。

A. 3 测量环境、需测定的量和测量误差

A. 3. 1 测量环境

A. 3. 1. 1 宽广的户外场地，反射平面可以是土地面，反射平面应大于测量表面在其上的投影。

A. 3. 1. 2 普通房间，反射平面为房间内地平面，木板地或砖地面也许可，并按A.7.2规定的方法确定

环境修正值K.K应不大于7 dB,

A. 3. 2 需测定的量

    A计权声功率级。

A.3.3 测量误差

    按照本附录进行测量的误差为:

    a)  A计权声功率级的标准偏差不大于5 dB.

    b) 在相同测量环境中对同类型的声源进行测量时，则这种比较结果的标准偏差不大于3 dB.

A. 4 压缩机组的安装和运转

    按本标准4.3的规定

A. 5 基准体和测量表面

    按本标准4.4的规定。

A. 6

A.6.

测点的声压级

1 背景噪声

对于基准体的最大尺寸小于3 m的压缩机组应在一个测量点上测定背景噪声，否则应在每一个测

点位置上测定背景噪声。测得的声压级按表A.1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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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1 单位为分贝(dB)

测得的机组噪声与背景噪声声压级之差 从测得的机组声压级中减去的量

< 3 测量无效

3 3

4- 5 2

6- 8 1

9^ 10 0.5

> 10 0

A. 6.2 测点位置

    按本标准5.1.3的规定。

A. 6. 3 测量

    测量时传声器应正对被测声源方向，声级计采用“慢”时间计权特性测量，在规定的测点上测量声源

的A计权声压级，经过背景噪声修正后，按A. 7计算测量表面平均声压级和声功率级。

A. 7 测量表面平均声压级和声功率级的计算

A. 7. 1 计算公式

    按本标准5. 2的规定，其中环境修正值K按A. 7. 2规定。

A. 7.2 环境修正值K的确定

    环境修正值K可采用标准声源法和估算法确定。标准声源法按本标准5. 3.2的规定，此时所确定

的环境修正值K应不大于7 dB。在无标准声源的情况下，环境修正值 K可参照附录E的规定估算

确 定。

A.8 记 录内容及测定报告

按本 标准第 6章 、第 7章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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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压缩机组噪声声压级的测定方法

B，1 概 述

    本附录规定了压缩机组噪声声压级的测定方法。

    按本附录测得的是自由声场条件下的压缩机组噪声声压级。

B. 2 测定方法

    按本标准第4章、第5章或附录A的规定，测定出压缩机组的A计权声功率级。

    按下式计算压缩机组的噪声声压级:

                                    L,=L，一10 lg(S./坑)

    式 中:

    L,—     A计权声压级，单位为分贝(dB) (基准值为20X10-s Pa);

    Lw—     A计权声功率级，单位为分贝(dB)(基准值为1X10-'2 W);

    Sa— 按图B. 1和式(B. 2 )计算的保形面的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S— 基准面积取为 1 mze

(B 1)

Se= 4(ab十bc+ac) X
a+ b十 c

a+ b+c+2d
(B 2 )

    式中 :

    a二0. Sl,+d;

    b=0. 51, +d;

    c=1,+d.

    l� l:和l,分别为基准体的长、宽和高;d为保形面与基准体之间的距离，固定式压缩机和微型压缩

机 d=1 m，移动式压缩机 d=7 m,

a'}       J                  0    Av                             !z
回

入1 保形面 ;

B— 基准体。

                          图B. 1 离基准体距离为d的保形面

  记录内容及测定报告

见本标准第6章、第7章，格式参见附录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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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典型的压缩机组基准体的图示

圃

口

勺

图C.1  Z型压缩机组的基准体

图C.2  L型压缩机组的基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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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3  V型压缩机组的基准体

图C. 4 螺杆压缩机组的基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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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5 微型压缩机组 的基准体

图 C.6 移动式压缩机组 的基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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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 7 内燃机驱动的压缩机组的基准体

图 C.8  D型压缩机组 的基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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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9  H型压缩机组的签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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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记录表格 和测定报告形式

D. 1 记录表格

    见表D. 1,

表 D.1

压缩机

制造厂名称

名称 型号

机组外形尺寸 出厂编 号

项 目 额定 工况 测试工况

转速/(r/min)

吸气压力/MPa

刹卜气压力/MN

容积流量/(m'/min)

驱动机
名称 型号

转速八r/m且n) 功率/kW

基准体尺寸/m
1, 1} 1,

测量表面尺寸/m
2a 2b f 测量表面面积/m，

气象条件
大气压力//kPa 沮度/℃ 相对湿度/%

测量仪器

传声器型号 出厂编号

声级计型号 出厂编号

分析仅型号 出厂编号

校准仪型号 出厂编号

其他仪器

仪器校准情况

反射面情况 地面、墙壁及其他反射物距测点的最小距离(m),以及试验场地的声学处理情况

测量表 面

及侧点位

置示意图

其他

测试 人员 测试 日期 测试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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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D. 1(续 )

项 目 侧点 A计 权

倍频程中心颇率/Hz

125 250 500 1 000 2 000 4 000 8 000

背景噪声/dB

侧量值/dB

基

本

侧

点

1

2

3

4

5

6

7

8

9

附

力口

测

点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环境修正值(K)/dB

平均表面声压级/dB

测量表面量 10 Ig(S/So)

声功率级//dB

声压级 (需要时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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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压缩机噪声测定报告

见表 D.2

表 D Z

测量是按GB/T4980一2003进行的，基准声功率:1冰10一12W。

压缩机

名称 制造 厂名称

型号 出厂编号

驱动机 名称 型号

项 目 额定工况 测量工况

转速/(洲mln)

吸气压力/MFa

排气压力/MPa

容积流量/(m3/mln)

A计权声功率级/dB

倍频程中心频率/Hz

125 250 500 1000 2000 4000 8000

A计权声压级(需要时)/

              dB

测试 人员 日 期

审核者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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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环境修正值K的估算法

E. 1 本附录仅在无标准声源的条件下，用以估算环境修正值K，通常仅作参考。

E. 2 本附录是通过估算的测试室吸声量A与测量表面的面积S之比值来确定环境修正值K。在给定

的测试室内，该比值(A/S)应不小于1,

E. 3 测试室吸声量A按下式计算:

                                              A = a·Sv ····················· ······一 (E.1)

    式 中:

    a— 平均吸声系数(见表E.1);

    Sv 测试室的总表面面积(墙、天花板、地板)，单位为平方米(m').

                                                表 E. 1

平均吸声系数 a 测试 室的描述

0.05 由混凝土、砖、灰泥制成的光硬墙壁的近似空房间

0.10 部分空房间、光墙壁房间

0. 15 有家具或规则形状机器的规则房间、形状规则的工业房间

0.20 有家具或机器的不规则房间、形状不规则的工业房间

0. 25 装有机械的房间或铺盖少量声学材料的房间(如部分吸声天花板或墙)

0. 35 天花板和墙均铺有吸声材料

0.50 天花板和墙均铺有大量吸声材料

E. 4 环境修正值K按下式计算。

、一10 1g(1+击、
                          、 曰 几， ‘夕 j

(E. 2 )

式 中:

s - 测量表面的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A- 测试室的吸声量，单位为平方米(mz)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