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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通常留有开口以便人员物料的进出及室内的自然通风采光，但这些开口也是噪声传播的途径。

传统被动噪声控制方法需要将开口封闭，且对低频噪声的控制效果不好，故引入有源噪声控制技术降低室内
声源通过开口的声辐射。基于惠更斯原理，均布开口的次级源和误差传声器构成的平面型虚拟声屏障可以实
现对开口声辐射的有效控制，数值仿真和实验已证明其有效性。将次级源安装在开口边界更有利于保留开口
的功能且方便实际安装，但这样的单层边界虚拟声屏障降噪效果存在上限，仅能在低频段实现全局控制。和单
层边界次级源相比，双层边界次级源可显著提高降噪量和有效降噪频率上限。该文回顾了开口声辐射有源控
制的相关工作，并讨论了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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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ilding openings help the access, lighting and natural ventilation, but they provide transmission

paths for noise at the same time. To reduce the noise transmission, the openings have to be sealed with
the traditional passive noise control methods, while the active noise control technique oﬀers another solution,
which is especially eﬀective at low frequencies. According to Huygens’ principle, a planar virtual sound barrier
with secondary sources and error microphones evenly distributed over the entire opening can achieve global
control of sound radiation through openings, and it has been demonstrated with both numerical simulations
and experiments. Secondary sources only at the edge of the opening can keep the functionalities of the opening
and are easier to implement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but such a single-layer secondary source system at the
edge is only eﬀective within low frequency range. Compared with a single-layer secondary source system, a
double-layer secondary source system improves the noise reduction performance signiﬁcantly, as well as the
upper limit frequency of eﬀective control.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cent work on the active control of sound
radiation through openings and discusses the future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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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噪声而无法降低 500 Hz 以下噪声，Murao 等 [12]

1 引言

提出将 2 个独立的 AAS 单元组合，一个降低低频

开口辐射噪声是生产和生活中的常见问题，被

噪声，另外一个降低高频噪声，可在较大范围内

动降噪方法通常需要封闭开口，且对低频噪声控

将 300 Hz∼2000 Hz 频段噪声降低 5 dB∼15 dB。为

制效果不好，而通过开口的噪声辐射如通过窗户

了将 AAS 单元应用在面积更大的窗户上，Murao

传播到室内的交通噪声中低频噪声为主要部分 [1] ，

等 [13] 提出使用 M [(1 − 1) − L′ ] FxLMS 算法，其

故 引 入 有 源 噪 声 控 制 技 术 降 低 开 口 声 辐 射。由

中 M 为 AAS 单元的数量，L’ 为每个 AAS 单元需

Kirchhoﬀ-Helmholtz 方程可知，当某一封闭空间内

要的误差传声器数，每个 AAS 单元有自己独立的

部不存在声源时，该空间内的声压仅由边界上的声

参考传声器和误差传声器，仿真和实验证明理论

压和质点速度决定，若边界上各点的声压和质点速

上该算法可将 AAS 窗户的面积扩展到无限大。此

度处处为 0，则空间内声压处处为 0 。三维虚拟声

外，
Nishimura 等 [14] 还提出了有源隔声单元 (Active

屏障是该理论的一个应用实例，可在局部创建有效

sound insulation unit) 的概念，将该单元安装在开

静区

。对开口声辐射，若能有效控制开口面上

口处，
用混响场中的声音作为初级噪声，
发现该单元

的声压和质点速度，则可降低通过开口传播到外界

的尺寸小于被控制噪声频率的四分之一波长时可

的噪声，该技术已有应用于变压器噪声控制的实例，

降低开口传播噪声。

[2]

[3−4]

通过在窗户处安装 15 通道虚拟声屏障可有效降低

Elliott 等 [15−16] 研究了小孔透射声的有源控
制，发现当噪声波长与小孔的尺寸可比时，只需要

通过窗户传播到外界的变压器线谱噪声 [5] 。
Emms 等 [6] 研究了无限大刚性墙上的小孔传

少量次级源就可以实现有效控制，而当波长小于小

播噪声，比较了 3 种有源控制方法，分别最大化单极

孔尺寸时，需要更多的次级源。Kwon 等 [17] 研究了

子、偶极子以及单极子和偶极子组合的声吸收，发

外界入射到房间内的噪声，将次级源安装在房间外，

现距离很近的单极子和偶极子的组合可对波长大

用缩尺模型进行了实验验证，该前馈控制系统可在

于小孔尺寸的噪声实现有效控制。对一个二维开口

400 Hz∼1000 Hz 频段实现对外界入射噪声 10 dB

房间模型，Ise[7] 在房间墙壁上布放 5 个次级源，窗

的降噪。Jakob 等 [18−19] 在面积 1 m×1.25 m、距离

户处布放 4 个误差传声器，利用声阻抗控制原理实

20 cm 的双层玻璃窗的 4 个顶点处安装 8 个次级源，

现了软边界，即声音在边界处完全反射回去，数值

噪声传入的房间内布放 4 个误差传声器，初级噪声

仿真表明，在房间外以 200 Hz 为中心频率的 1/3 倍

为白噪声，同时也作为参考信号，可在房间内实现

频程内可实现 15 dB 的降噪。为进一步提高降噪量，

8 dB 的降噪，此外还用实验验证了反馈系统用于控

Ise[8] 在一扇窗户处安装了 16 个独立的单通道有源

制双层玻璃窗传入的窄带噪声、交通噪声的可行性。

控制系统，用来降低外界通过窗户传播到室内的噪

Kaiser 等 [20] 比较了反馈系统和前馈系统应用于双

声，在误差点处 200 Hz∼700 Hz 频带范围内实现了

层玻璃窗降噪的效果，前馈系统可实现 18 dB 的降

10 dB 的降噪量，但室内其他位置的降噪效果未知。

噪，反馈系统的降噪量略低，为 13 dB，但反馈系统

Nishimura 等 [9] 针对窗户传播噪声提出了 Ac-

不需要参考传声器，实际应用中更易实现。

tive acoustic shielding (AAS) 的概念并进行了一

Huang 等 [21] 研究了自然通风隔声窗的有源控

系列相关工作。AAS 单元由 1 个控制源和 1 个参考

制，首先针对交错开口的双层窗户提出了解析模

传声器组成，在 250 mm×250 mm 的窗户上安装

型计算窗户内外的声场，在此基础上用数值仿真和

4 个 AAS 单元，可将误差点处 500 Hz∼2000 Hz 频

实验验证了在窗户上使用有源控制技术的可行性。

段噪声降低约 10 dB，在与窗户中心平行的平面

Lam 等针对窗户传播噪声的有源控制进行了一系

上也可得到一定的降噪量。随后，Murao 等

和

列工作：
2016 年，
Lam 等 [22] 和 Ranjan 等 [23] 提出一

Nishimura 等 [11] 在消声室门口安装 AAS 窗户，对

种固定滤波器系数的方法控制窗户传播噪声，此方

不同类型的声源进行了测试，发现可在 AAS 系统

法不需要误差传声器，
便于实际安装和系统维护，
后

背后形成一块较大的降噪区域，且该系统对正入

又将初级噪声进行分类训练，选择最优的滤波器系

射声场、斜入射声场以及多个声源和运动声源均

数，
该方法的降噪量高于固定系数时的降噪量；
2018

有效。由于 AAS 窗户只能降低 500 Hz∼2000 Hz 频

年，Lam 等 [24−25] 利用有限元仿真对影响有源噪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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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系统性能的因素进行了系统研究，包括次级源

z/m

的数量和位置、噪声频率、窗户厚度、初级噪声的入
射角度等，发现次级源位于窗户厚度方向的中间位

ᬍܸᬪ

置时降噪效果最好，此外还比较了次级源分布在整
个窗户以及边界附近这两种配置的降噪量，发现次

lz

级源分布在整个窗户的降噪量更高。
2016 年，Hanselka 等 [26] 在一倾斜打开的窗户

O

y/m
Ѻጟູ

lx
ጟູ

处安装有源噪声控制系统，比较了 5 种误差传声器

ly

和次级源配置，实验中发现误差传声器附近的障碍

ឨࣀ͜ܦ٨

x/m

物对降噪效果有很大影响，次级源的箱体阻挡声音

图1

传播，对降噪效果的影响也不能忽略。Carme 等 [27]

Fig. 1

对开口窗户传播噪声进行了主被动结合控制，利用

sound barrier

平面型虚拟声屏障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a planar virtual

管道结构和吸声材料进行被动控制，在此基础上引
入有源噪声控制技术，发现可将原有被动降噪量提

以 lx = 0.432 m、ly = 0.670 m、lz = 0.598 m，

升 13.5 dB (8 dB(A))。Murao 等 [28] 提出将所有误

初级源位于 (0.1, 0.1, 0.1) m 为例，当 z = 0.498 m

差信号相加作为一个新的误差信号，从而将输入通

平面均布如图 2 所示的 6 个次级源时，降噪前后辐

道数减少为 1，该方法在垂直于窗户的平面内得到

射声功率级和降噪量见图 3(a)。图 3(a) 中大部分频

的降噪量接近传统多通道有源噪声控制系统的降

率的降噪量高于 20 dB，证明该平面型虚拟声屏障

噪量，但运算量显著减少。
尽管现有研究中有在开口处安装有源控制系

可有效控制腔内声源通过开口辐射到外界的噪声。

统控制辐射噪声的实例，但尚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平面的次级源无法在该频率产生有效的声辐射。

2015 年以来，我们对室内声源通过开口声辐射的有

图 3(b) 是相同源强的初级源和其中一个次级源的

源控制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工作，以减小有源噪声控

辐射声功率级随频率变化曲线，
可明显看出，
次级源

制系统对开口功能的影响为目标，逐步对次级源配

在 170 Hz 附近的辐射声功率级比初级源低 10 dB

置进行优化，
提出了平面型虚拟声屏障、
单层边界虚

以上。

拟声屏障和双层边界虚拟声屏障的概念，并探究了
降噪机理和系统极限降噪性能

[29−32]

。本文对这部

分工作进行总结和概述，
并讨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2 用于开口声辐射控制的虚拟声屏障

170 Hz 附近降噪量接近 0，原因是位于 z = 0.498 m

为探究平面型虚拟声屏障的降噪机理，表 1 列
出了仿真中降噪前后初级源和次级源的辐射声功
率，频率为 104 Hz。由表 1 可见，降噪后初级源辐射
声功率明显减小，
次级源辐射声功率很小，
故降噪机
理主要为减小初级源的辐射声阻抗。

2.1 平面型虚拟声屏障实现方法和降噪机理

0.670

平面型虚拟声屏障示意图见图 1[29] 。矩形腔
体五面刚性、一面开口，长、宽、高分别为 lx 、ly 和
y/m

lz ，噪声源为点源，位于腔体内部，其噪声只能通
过开口传播到腔体外。次级源均匀布放在开口附

0.335

近一平面上，误差传声器均匀布放在开口面，构成
平面型虚拟声屏障，目标是降低初级源经开口向
外的声辐射。为方便计算理论声压传递函数，假
0
0

设开口位于一无限大障板上 [29] 。以系统总辐射声
功率作为代价函数优化次级源源强，各点声源的
声功率由 W = Re{p∗ q}/2 计算得到，式中 p 为该点

图2

0.216
x/m

0.432

平面型虚拟声屏障中 6 个次级源的位置

源所在位置的声压，p∗ 为 p 的共轭复数，q 为点源

Fig. 2 The positions of the six secondary sources

源强 [33−34] 。

in the planar virtual sound barrie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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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仿真辐射声功率级和降噪量

Fig. 3 The sound power levels and noise reductions in simulations

表1

降噪前后初级源和次级源辐射声功率 (频

率为 104 Hz)
Table 1 The sound powers of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ources with and without

ࣱ᭧یᘿલࡖܦᬪ

control at 104 Hz

初级源 次级源
2.06

0

降噪后辐射声功率/µW

总

初级源

次级源

总

2.06

−2.14×10−5

2.23×10−5

9.40×10−7

Ѻጟູ
(a) ๗ࠄࠉܦᰎིྟ
70

在消声室中搭建了 6 个次级源、12 个误差传

70
ᬌ٪ҒܦҪဋጟ
ᬌ٪ՑܦҪဋጟ
ᬌ٪᧚

60

声器组成的平面型虚拟声屏障系统进行有源噪声

60
50

40

40

30

30

为 2 cm，初级源用一扬声器模拟，采用 FxLMS 算

20

20

法，采样率 2000 Hz，初级源的输入信号同时作为

10

10

见图 2，12 个误差传声器均匀布放在开口面。实
验中的开口腔体模型由五面有机玻璃制作，厚度

参考信号，故不需要外接参考传声器

[35]

ܦҪဋጟ/dB

50

控制实验，实验照片见图 4(a)，6 个次级源的位置

。按照声

0

功率测量国际标准 ISO 3744 在以开口面中心为球

0

100

心、半径为 1.5 m 的半球面上取 10 个点，用这 10 点

400

0
500

(b) ᬌ٪ҒՑܦҪဋጟ֗ᬌ٪᧚

的声压计算辐射声功率，以降噪前后辐射声功率
级的变化来评价系统的降噪量 [36] 。当初级噪声为

200
300
ᮠဋ/Hz

ᬌ٪᧚/dB

降噪前辐射声功率/µW

图4

平面型虚拟声屏障实验照片和实验结果

Fig. 4 The photo of the experimental setup of the

500 Hz 以下宽带噪声时，降噪前后声功率级和降

planar virtual sound barrier and the experiment

噪量见图 4(b)。由于实验中所用扬声器尺寸较小，

results

无法在 80 Hz 以下的低频段有效辐射声功率，故该
频段初级声场较低，降噪量也较低，除该频段外，

2.2

单层边界虚拟声屏障实现方法

图 4(b) 中大部分频率降噪量均高于 10 dB，证明了

虽然平面型虚拟声屏障可对开口声辐射进行

用该平面型虚拟声屏障进行宽带噪声全局控制的

有效全局控制，但位于中间的次级源仍然阻挡了

可行性。

部分开口，若将所有次级源沿开口边界布放，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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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单 层 边 界 虚 拟 声 屏 障，可 最 大 程 度 地 减 小 对

降噪量的整体变化趋势是逐渐减小；随着次级源数

自然通风采光的影响

。单层边界虚拟声屏障

量增加，如从 12 个增加到 22 个，降噪量提高，但当

中次级源布放位置示意图见图 5(a)，图中所有次

其数量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再增加次级源对降噪量

级 源 位 于 同 一 高 度，均 位 于 开 口 边 界 附 近。 以

没有明显的提升，图 5(b) 中 36 个和 48 个次级源对

lx = 0.432 m、ly = 0.670 m、lz = 0.598 m，初级源

应的曲线基本重合。故单层边界次级源的全局降噪

位于 (0.1, 0.1, 0.1) m 为例，代价函数为总辐射声功

效果存在上限，只能在较低频率实现对开口声辐射

率，当不同数量的次级源均匀分布在 z = 0.448 m

的全局控制。但在不需要进行全局控制的场合，该

平面边界时，降噪前后系统辐射声功率级随频率变

种单层边界虚拟声屏障可实现有效局部控制，创建

化曲线见图 5(b)

局部静区 [30] 。

[33]

[30]

。由图 5(b) 可知，
随着频率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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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层边界次级源示意图及其降噪量

Fig. 5 Schematic diagram of a single-layer secondary source system at the edge of the opening and
its noise reduction performance

2.3 双层边界虚拟声屏障实现方法及和单层边界
虚拟声屏障的对比
为提高边界次级源的降噪量，提出在边界处布

由图 8(a) 可知，和单层边界虚拟声屏障相比，
双层边界虚拟声屏障的降噪量明显提升；双层边界
虚拟声屏障的降噪量整体小于平面型虚拟声屏障，

放 2 层次级源，构成双层边界虚拟声屏障，如图 6 所

但平面型虚拟声屏障存在无法有效控制某些频率

示 [31] 。图 6 中的双层次级源在 x-y 平面内的位置相

声辐射的缺点，而双层边界虚拟声屏障没有这一缺

同，
所在的高度不同。以 lx = 0.432 m、
ly = 0.670 m、

点，可对所有频率噪声进行有效控制。

lz = 0.598 m，初级源位于 (0.1, 0.1, 0.1) m 为例，每
层 16 个次级源，
位置如图 7(a) 所示，
2 层次级源分别

ጟູ

位于 z = 0.448 m 和 z = 0.548 m 平面。代价函数为
总辐射声功率，降噪前后系统辐射声功率级随频率

z
y

变化曲线见图 8(a)，图 8(a) 中还包括了相同次级源

x

数量的单层边界和平面型虚拟声屏障的结果以方
便对比 [33] 。单层边界和平面型虚拟声屏障中 32 个
次级源均位于 z = 0.448 m 平面，其在 x-y 平面内的
位置见图 7(b) 和图 7(c)，其中第 1∼16 个次级源的

图6

双层边界次级源示意图

位置和双层边界虚拟声屏障中的位置完全相同，见

Fig. 6 Schematic diagram of a double-layer sec-

图 7 中 “◦”，而 “×” 对应第 17∼32 个次级源的位置。

ondary source system at the edge of the op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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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8 The sound power levels and modal sound powers with and without control

模态展开法可用来解释双层边界虚拟声屏障
降噪效果好于单层边界虚拟声屏障的原因

级源激发的模态幅度小，需要较大的次级源源强

。以

才能有效控制该模态，因此单层边界次级源的源

1000 Hz 为例，单层边界虚拟声屏障在该频率的降

强比双层边界次级源大，如图 9(b) 所示。由于次级

噪量为 8.2 dB，而双层边界虚拟声屏障的降噪量为

源源强较大，单层边界次级源更易造成 “控制溢出

40.5 dB，明显更高。将辐射声功率即开口面的声强

(Control spillover)” 现象，即降噪后非主要模态提

积分按照无限长刚性矩形管道中的模态进行展开，

升，如图 8(b) 中的第 40 阶模态，从而进一步减小降

得到降噪前后前 80 阶模态辐射声功率见图 8(b)。
图 8(b) 中降噪前辐射声功率主要集中在前 20 阶模

噪量 [37] 。
第 2.2 节已经提到，单层边界虚拟声屏障存在

态，故考察 80 阶模态已足够。双层边界虚拟声屏障

降噪量极限，
类似地，
双层边界虚拟声屏障也存在降

可将所有模态的辐射声功率降至 0，而单层边界虚

噪量极限。对某一系统，
定义降噪量不低于 20 dB 的

拟声屏障无法降低部分模态的声功率，如第 12 阶模

最高频率为有效控制最高频率 f20 。以 lx = 0.4 m、

态，因此降噪量较小。
对第 12 阶模态进行分析，双层和单层边界 32

ly = 1.0 m、lz = 1.5 m 为例，f20 对应的半波长随

个次级源激发的第 12 阶模态的声压和质点速度幅

边界次级源系统，不断增加次级源数量以减小其

度见图 9(a)。由于第 1∼16 个次级源的位置完全相

间隔，f20 先升高，当次级源间隔减小到半波长后

同，故其激发的模态幅度也相同，但双层次级源中

保持不变，稳定后的 f20 定义为该系统的有效控制

的另一层，即第 17∼32 个次级源激发的模态幅度明

频率上限。边界次级源层数越多，有效控制频率上

显更高。因为双层边界次级源中的另外一层可以

限越高。对均布开口的次级源，随着次级源间隔的

在 1000 Hz 更有效地激发第 12 阶模态，故双层边界

减小，f20 不断升高，理论上不存在有效控制频率

次级源在 1000 Hz 的降噪量较高。由于单层边界次

上限。

[32]

次级源间隔的变化曲线见图 10。由图 10 可见，对

2018 年 9 月

778
2.5

2400
1200

᠏གᤴएࣨए

0

ӭࡏႍጟູ
ԥࡏႍጟູ

ӭࡏႍጟູ
ԥࡏႍጟູ

4

8

12
16
20
ጟູᎄՂ

24

28

32

6

ູू/10-3 m3Ss-1

ܦԍࣨए

3600

2

1.5

1

ӭࡏႍጟູ
ԥࡏႍጟູ

4

0.5
2
0

4

8

12

16
20
ጟູᎄՂ

24

28

0

32

4

(a) ጟູ༏ԧᄊኄ12വগܦԍ֗᠏གᤴएവগࣨए

图9

8

12

16
20
ጟູᎄՂ

24

28

32

(b) ͖ӑՑጟູູू

次级源激发的声压和质点速度幅度及优化后源强

Fig. 9 The modal amplitudes of sound pressure and particle velocity excited by the secondary
sources and the optimized strengths
1.6

固定开口一边长为 ly = 1.0 m，另一边 lx 不同

ӭࡏႍጟູ
ԥࡏႍጟູ
ʼࡏႍጟູ
࣋کጟູ
࣋کጟູલՌజጳ
y/x

0.8

0.4

时单层、双层和三层边界次级源的有效控制频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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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双层边界虚拟声屏障实验照片和实验结果

Fig. 12 The picture of the experimental setup of
the double-layer virtual sound barrier at the edge
an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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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验证双层边界虚拟声屏障的效果，在消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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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中进行了实验，实验照片见图 12(a)。实验中开口腔
体尺寸为 0.432 m×0.670 m × 0.598 m，
32 个次级源

本文对封闭空间内声源通过开口声辐射的有

分 2 层分别位于 z = 0.448 m 和 z = 0.548 m 平面

源控制研究进展进行了回顾和综述。以保证降噪量

的边界附近，32 个误差点均布开口面，初级源位于

的同时不影响人员物料进出和自然通风采光为目

腔内 (0.1, 0.1, 0.1) m 处，发出单频信号作为初级噪

的，依次概述了平面型虚拟声屏障、单层边界虚拟

声，10 个传声器按照 ISO 3744 标准布放在以开口

声屏障和双层边界虚拟声屏障的相关进展。平面型

中心为球心、半径 1.5 m 的半球上用于测量系统的

虚拟声屏障以惠更斯原理为理论依据，只要次级源

辐射声功率

数量足够多，就可实现对开口声辐射的有效全局控

波算法

[38]

[36]

。实验采用内部合成参考信号的谐

。实测降噪前后辐射声功率级见图 12(b)，

制。为减小对开口功能的影响，将次级源全部布放

图中还包括了单层边界和均布次级源的结果以方

在开口边界附近可构成单层边界虚拟声屏障，但其

便对比。由图 12(b) 可见，双层边界次级源的降噪量

只能有效控制低频辐射噪声。相同次级源数量的双

明显高于单层边界次级源，均布次级源存在一些无

层边界虚拟声屏障和单层边界虚拟声屏障相比可

法很好降噪的频率，相比之下双层边界次级源的降

显著提高降噪量，原因是位于另一高度的次级源弥

噪量更加均匀。

补了同一高度次级源无法有效激发某些模态的缺
点，同时双层边界虚拟声屏障的降噪频率上限也明

3 讨论
仿真和实验都证明，双层边界虚拟声屏障的降
噪量和单层边界虚拟声屏障相比有明显提升，且可
全频带降噪，不存在平面型虚拟声屏障无法降低某

显提高。该双层边界虚拟声屏障离实际应用还有距
离，
未来的研究内容包括误差策略的选取和优化、
参
考信号的获取以及实际隔声罩开口声辐射的有源
控制等。

些频率声辐射的缺点，但该边界虚拟声屏障离实际
应用还有距离，
待解决的问题包括：
(1) 误差点的选择
目前实验中误差点均匀布放在整个开口，仍然
对开口的功能有影响，需探究其他可能的误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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