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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声学超材料及结构已被广泛研究，其超结构通常利用 3D 打印技术实现，当结构刚度较小或者面积较大
时，由声固耦合所导致的声学效果与设计不符的情况广泛存在。该文针对含有膨胀腔类的超材料，研究了声固
耦合对其声学性能的影响，采用有限元计算结合阻抗管实验的方法，得到其传递损失，分析了声固耦合现象对
传递损失的影响。结果表明：薄壁膨胀腔结构的作用频率范围与只考虑声学理论计算的设计不符，声固耦合现
象对传递损失产生显著影响；采用增加膨胀腔壁厚、减少膨胀腔内径或选择金属材料的方式，都可以使得声固
耦合现象对传递损失的影响减小；仿真结果与实验结果基本吻合。对于膨胀腔类超材料，当刚度较小或者面积
较大时，对其进行声固耦合分析是完全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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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oustic metamaterials and artiﬁcial structures have been extensively studied. This superstructure

was usually implemented using 3D printing technology. When the structural rigidity is small or the area is
large, the acoustic eﬀects caused by the acoustic-solid coupling do not conform to the design. In this paper,
the eﬀects of acoustic-solid coupling on the acoustic properties of expansion chamber acoustic metamaterials
are investigated. The ﬁnite element analysis combined with the impedance tube experiment method is used to
obtain the transmission loss, and the inﬂuence of the acoustic-solid coupling phenomenon on the transmission
loss i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requency range of sound insulation of the thin-walled expansion
chamber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theoretical design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acoustic-solid coupling. The transmission loss is signiﬁcantly aﬀected by the acoustic-solid coupling phenomenon. Increasing the wall thickness of
the expansion chamber, reducing the inner diameter of the expansion chamber or selecting the metal material
can reduce the inﬂuence of the acoustic-solid coupling phenomenon on the transmission loss. The simulation
results are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experiment results. This indicates that acoustic-solid coupling analysis
of the expansion chamber metamaterial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when the stiﬀness is small or the area is large.
Key words Metameterial, Expansion chamber, Acoustic-solid coupling, Sound ins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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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振动速度，得到鼓型消声器的传递损失。孟

0 引言

贝 [19] 针对车用消声器的声固耦合进行了研究和分

声学超材料及结构因其良好的声学性能，或其
较小的结构尺寸等受到学者广泛关注。声学超材料

析，结果表明声固耦合可能导致的减噪量曲线出现
了明显的突变点。

一般是由人工微单元构成的复合材料或复合结构，
从而实现自然材料不能实现的功能。声学超材料的
常见微单元包括：薄膜型 [1] 、Helmholtz 共振型 [2] 、
Mie 共振型 [3] 、卷曲空间型 [4] 、五模式型 [5] 等。其
中复合背腔的薄膜型、卷曲空间型、Mie 共振型和
Helmholtz 共振型及其组合结构中通常都包含膨胀
腔或类似结构。以近期的研究为例，Jia 等 [6] 设计

图1

简单膨胀腔结构

Fig. 1 Simple expansion chamber

的宽带卷曲路径声学超材料，
实现了 1400∼2860 Hz
的宽带隔声，其中卷曲路径设计中包含膨胀腔和收
缩腔结构。Krushynska 等

[7]

设计了卷曲通道的迷

无论对于超材料结构还是广泛使用的膨胀腔
消声设备，一般理论计算都是从声学基本方程出发，

[8]

将结构看成刚性结构，而在实际结构中声固耦合问

对声弹性耦合系统中负体积模量的声学超材料进

题完全存在，
特别是对小、
薄和复杂的超材料结构的

行了优化设计。Long 等

利用 Helmholtz 腔结构

影响更大。因此需要考虑声固耦合对结构声学性能

在 373 Hz 实现了完美吸声，并使用多 Helmholtz

的影响，
为了简化研究内容，
仅将超材料结构简化为

腔实现了拓宽带宽的目的，Jiménez 等

也利用

膨胀腔结构。以膨胀腔结构为研究对象，定义传递

Helmholtz 共振腔实现了超薄的完美吸声和准全向

损失来评价该结构的声学性能，利用有限元方法分

吸声。该类超材料设计中都含有膨胀腔结构或类似

析刚性结构和考虑声固耦合结构的传递损失现象，

结构，
同时超材料因其复杂的结构或较小的尺寸，
通

讨论了声固耦合对于结构隔声性能改变的优缺点。

宫声学超材料，用于低频噪声控制。Noguchi 等
[9]

[10]

常使用 3D 打印技术实现。由声固耦合所导致的声
学效果与设计效果不符的情况时常存在。因此本文
针对含有膨胀腔类的超材料，研究了声固耦合对其
声学性能的影响。
另一方面，在实际应用中膨胀腔常见于抗式消
声器结构中。膨胀腔结构分为简单膨胀腔和复合
膨胀腔，其中简单膨胀腔结构如图 1 所示。膨胀腔
消声器及其扩展结构已被广泛研究。Selamet 等 [11]
用频域分析方法研究了穿孔管消声器。Middelberg
等 [12] 将二维对称时域方法引入到消声器计算中。
康钟绪等 [13] 研究了膨胀腔消声器一维声学仿真中

1 膨胀腔的传递损失分析
简谐声场在膨胀腔内的控制方程为
∇2 p(x, y, z) + k 2 p(x, y, z) = 0,

(1)

其中，
∇2 = ∂ 2 /∂x2 + ∂ 2 /∂y 2 + ∂ 2 /∂z 2 是笛卡尔坐
标系下的拉普拉斯算子，
p 为声压，
k = ω/c0 为波数，
ω 是角频率，
c0 为声速。
利用有限元方法可以将方程 (1) 的解表示为
p = N Tp =

的修正方法，对管道末端修正系数进行了研究。刘

n
∑

φi N T (Φxy )i ,

(2)

i=0

晨等 [14] 利用 CFD 方法对有流的穿孔管消声器进

其中，N 是广义形函数的列向量，p 是节点水平方

行了三维计算，结果表明，随着气流增加，传递损

向声压分量的列向量，φi 是第 i 阶模态的幅值系数，

失 (Transmission loss, TL) 向低频移动。方智等 [15]

(Φxy )i 代表第 i 阶横向本征波数。

利用数值模态匹配法，研究了插管结构对膨胀腔消
声器声学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该方法的结果与有
限元仿真结果基本吻合。苏胜利等

[16]

利用 CFD 时

域仿真和实验的方法，研究了双级膨胀腔消声器的

当考虑声固耦合作用时，其对应膨胀腔壁面处
的边界条件为
−

1 ∂pxy
= vn ,
jωρ ∂n

(3)

声学性能。赵晓臣等 [17−18] 研究了鼓型消声器 (膨

其中，∂pxy /∂n 表示沿外法线方向的导数，ρ 为介质

胀腔加膜结构) 的声学性能理论计算，通过计算膜

密度，
vn 是壁面边界的法向振动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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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边界条件式 (3)，
应用伽辽金加权残数法可
以得到如下有限元方程

[20]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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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建立
二维简单膨胀腔结构如图 1 所示，其实际结

(K −
= −jρ0 ωvn F ,
(4)
∫
式 (4) 中，K =
NT NTT dΩ 为广义刚度矩阵，NT
Ω
∫
为形函数的梯度矩阵；M =
N N T dΩ 为广义质
2
kxy
M )p

Ω

量矩阵；在计算域 Ω 内边界 Γ ∫
条件是法向质点振动
速度，其边界振动矩阵为 F =

N dΓ 。

构采用 3D 打印技术制成，其原材料为低黏度光敏
树脂。该结构的密度是 1200 kg/m3 ，杨氏模量为
2×109 Pa，泊松比为 0.41。空气密度为 1.2 kg/m3 ，
声速 340 m/s。有限元模型利用 COMSOL Multiphysics 建立，共包含两种模型，一种是未考虑结构
振动的原始设计模型，另一种是考虑结构振动的声
固耦合模型。其中声固耦合模型如图 2 所示，该模

Γv

结构固体域的控制方程可以写为 [21]

型分为固体域和压力声学域两部分。对于固体域部

−ρs ω u = ∇S,

(5)

分，结构的上下端口处，采用固定约束处理。压力声

−jkz = λ,

(6)

学域部分包括：完美匹配层、背景压力场和空气层

其中，ρs 为固体密度，u 是节点位移场，S 是结构应

构成，具体见图 2 中标示。背景压力场选择振幅为

力，S = C (E, ν) : ε，E 是杨氏模量，ν 为泊松比，“:”
]
1[
T
代表张量积，ε =
(∇u) + ∇u 是结构的应变，
2
kz 为平面外波数，
λ 是 Lamé 参数。
声 -结构耦合边界的耦合方程：
(
)
∇p
−n −
= nutt ,
(7)
ρc up
(
)
∇p
−n −
= −nutt ,
(8)
ρc down

1 Pa 的垂直向下入射平面波。完美匹配层采用六面

2

FA = (pdown − pup ) n,

体网格剖分，膨胀腔和其他空气层均采用自由四面
体网格剖分，共计求解自由度数为 728409。

߹ᎿӜᦡࡏ

ʽቫ᭧ࠀڍጞౌ

ᑀఀԍҧڤ

(9)

其中，
n 是表面法向方向，
utt 代表结构加速度，
FA 为

ʾቫ᭧ࠀڍጞౌ

߹ᎿӜᦡࡏ

结构载荷。
当 背 景 压 力 场 选 择 平 面 波 入 射 时， 可 具 体
图2

表示为
−jks

pin = p0 e

(x·ek )
|ek | ,

Fig. 2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expansion chamber

(10)

其中，pin 入射平面波声压，p0 是声压振幅，ks 为波
数，
x 是边界位置，
ek 为方向波矢量。
因此，该膨胀腔的传递损失可以写成：
pin
TL(dB) = 20 lg
,
pout

膨胀腔消声器的有限元模型

silencer

2.2

实验方案
该膨胀腔结构的主要设计隔声范围为

(11)

其中，
pout 为声波通过结构后的输出声压。

2 模型建立及实验方案

800∼1200 Hz，其实际结构如图 3 所示，其中左边
为加厚结构，
右边为普通结构。利用 B&K 公司 4206
型阻抗管系统，测试该样品的传递损失。所有结
构的管道直径为 29 mm，管道伸出长度为 20 mm，
结合膨胀腔的设计要求，确定膨胀腔内部直径为

针对声固耦合问题通常采用有限元的方法计

150 mm，膨胀腔内部空气层厚度为 10 mm，普通

算，将模型剖分后把网格节点的振动和声压联系起

结构壁厚为 2 mm，加厚结构壁厚为 6 mm。该测试

来，
把结构振动作为边界激励条件，
将边界振动转化

系统采用四通道传递函数法测试，选择小管 (直径

为声压的波动，再用边界振动矩阵去修正结构的刚

29 mm) 测试系统，将 3D 打印样品与阻抗管系统连

度矩阵，达到求解目的。

接，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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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腔结构进行了声固耦合的有限元仿真，其传递
损失结果与普通膨胀腔的测试结果基本吻合。通
过加厚膨胀腔的侧壁，结构的传递损失与设计结
果基本吻合，达到了目标频段的隔声目的。具体而
言，普通膨胀腔测试结果出现了两个明显的峰值，
分别是 654 Hz 和 1170 Hz，其中在 829∼1070 Hz 的
图3

范围内，传递损失低于 10 dB。加厚膨胀腔的传递

膨胀腔 3D 打印结构

损失在 983 Hz 附近达到 34 dB，其中传递损失在

Fig. 3 3D printing expansion chamber

810∼1220 Hz 的频段内，传递损失不低于 15 dB，与
刚性结构仿真结果基本一致。仿真结果与实验结果
存在差别的主要原因是，仿真计算中是完全固定约
束，而在实际测试中不可能实现完全的固定约束。
除此之外，在实验测试中连接处的结构振动也可能
导致实验结果与仿真结果存在差别。实验测试的传
递损失实际包括三种能量损耗：结构的真实传递损

图4

实验测试系统

失、由密封性所导致的能量损耗和侧壁与外部空气

Fig. 4 Experimental test system

的振动耦合导致的能量损耗，其中侧壁与外部空气
振动耦合所导致的能量损耗一般可以忽略。测试结

3 结果及讨论

果的峰值小于仿真结果的峰值，主要是由于结构密
3.1 结果

封性能导致的。
从图 5 可知，对于普通膨胀腔的声固耦合仿真

膨胀腔结构的传递损失测试结果如图 5 所示，
其中普通膨胀腔结构出现了明显的声振耦合现象，

结果的两个峰值所对应频率为 700 Hz 和 1166 Hz，

该结构在设计频段 (800∼1200 Hz) 并未实现良好的

谷值所对应频率为 942 Hz，在该峰值和谷值频率下

隔声效果。为了分析其声固耦合现象，对普通膨

的声场如图 6 所示，与之对应的膨胀腔的总体位移

40
ҫԒᒟᐺᑿ
Ѹভፇ͌ᄾ
ᤰᒟᐺᑿ
ڍܦᏹՌ͌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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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Experiment and simulation results
0

-0.4
-0.6
-0.8
(a) 700 Hz

(b) 942 Hz

图6

声场结果

Fig. 6 Sound ﬁeld results

(c) 1166 Hz

-1.0

ܦԍ/Pa

-0.2

邢拓等： 膨胀腔类超材料的传递损失

(a) 700 Hz

T10-6
1.8

6

1.6

5

1.4

4
3

1.2
1.0
0.8
0.6

2

0.4

1
(b) 942 Hz

图7

ͯረ/mm

T10-5

ͯረ/mm

T10-6
2.0
1.8
1.6
1.4
1.2
1.0
0.8
0.6
0.4
0.2
0

227

ͯረ/mm

第 38 卷 第 2 期

0.2
(c) 1166 Hz

0

0

膨胀腔位移

Fig. 7 Displacement of the expansion chamber

如图 7 所示。从图 6 可知，声波在 700 Hz 和 1166 Hz

结构，特别是对于强声固耦合作用的引入，如：弹性

处，表现出了明显的反射现象；声波在 942 Hz 处完

板或者膜类结构，从而突破刚性结构的设计频段范

全透射过结构，
传递损失为零。同时，
声波在 700 Hz

围，实现更低频隔声效果。

和 1166 Hz 处反射现象所产生的驻波位置并不相

通过改变原薄壁膨胀腔的内径尺寸，研究其声

同，其中 1166 Hz 处的反射声波所形成的驻波在管

固耦合对结构的传递损失影响，其结果如图 9 所示。

口处。从图 7 可知，结构在 942 Hz 处的最大位移达

分别选择了内径为 120 mm 和 90 mm 的膨胀腔结

到了约 7 × 10−5 mm，而结构在峰值处的最大位移

构进行声固耦合分析和单声场分析。结果表明：当

达到了约 2 × 10−6 mm，说明结构在谷值处与声波

膨胀腔内径为 120 mm 时，结构的声固耦合对传递

发生完全共振，结构作为媒介传递了声波能量。同

损失影响较大；当膨胀腔内径为 90 mm 时，结构的

时在 700 Hz 处的位移方式与另外两个频率下的位

声固耦合对传递损失影响较小。在不考虑声固耦合

移方式不同。

影响时，120 mm 内径的膨胀腔的传递损失峰值在
1370 Hz；当考虑声固耦合影响时，其传递损失的峰

3.2 讨论

值分别在 1211 Hz 和 1670 Hz，两者传递损失峰值

膨胀腔的侧壁厚度变化对传递损失的影响如

的出现位置差别明显。在不考虑声固耦合影响时，

图 8 所示，通过增加其侧壁厚度可以有效减小声固

90 mm 内径的膨胀腔的传递损失峰值在 2149 Hz；

耦合现象对传递损失的影响。随着侧壁厚度的增

当考虑时，其传递损失的峰值为 2113 Hz，两者差

加，传递损失的第一、第二峰值向高频移动。当壁厚

别较小。因此缩减内径可以减小声固耦合对传递损

达到 6 mm 时，传递损失的第一峰值所对应频率与

失的影响。但一般声学超材料结构是针对低频噪声

设计结果的第一峰值所对应频率基本一致。另一方

源，缩减内径会导致结构的隔声峰值向中高频移动，

面，声固耦合现象也可以被设计作为一种低频隔声

所以该策略的使用需要权衡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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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9 Inﬂuence of inner diameter on TL
60
50

TL/dB

40
30

ళᏦᘽڍܦᏹՌ
ᨡ۳ెڍܦᏹՌ
ᨸ۳ెڍܦᏹՌ

60
55
50
45
40
35
30
950 960 970 980 990 1000 1010 1020 1030

20
10
0

200

400

图 10

600

800
ᮠဋ/Hz

1000

1200

1400

1600

不同材料对传递损失的影响

Fig. 10 Inﬂuence of materials on TL

另一方面，改变膨胀腔的加工材料也可以减弱

损失与设计结果完全吻合；
采用声 -结构耦合仿真计

声固耦合对其传递损失的影响，其结果如图 10 所

算方法得到的传递损失与未加厚膨胀腔消声器的

示。选择与原薄壁膨胀腔相同的结构尺寸，分别选

实验结果基本吻合；采用增加壁厚、缩小内径或选

择铁和铝作为 3D 打印基材，分析其声固耦合对传

择金属材料的方式，都能使得声固耦合对传递损失

递损失的影响。结果表明：当铝和铁作为基材时，声

的影响减弱。以上结果说明，当刚度较小或者面积

固耦合对结构传递损失的影响较小。在大部分工业

较大时，对超材料结构进行声固耦合分析是完全必

使用场合选择这两种金属基材时，该尺寸下结构的

要的。

声固耦合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同时也表明，材料的
刚度越大，
声固耦合对结构的影响越小。

4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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