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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用柴油机的噪声控制研究
李方宇　徐　飞　徐华彪

（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研究院，上海 201913）

摘　要　近年来，船舶行业“高速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同时噪声及振动问题也更加严重，对船员的日常工作

和生活有着极大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于轮机部人员而言，噪声污染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当前，全球各国船

东对船舶舒适性已引起高度重视，对船舶噪声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对船舶来说，柴油机既是其根本动力来源，

又是其最大的噪声来源。基于此，本文就船用柴油机的噪声控制进行深入的研究，以期对船用柴油机的噪声控制

优化和改良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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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及对环境保护要求的日

益提高，噪声污染已成为人们重点关注的污染问题，

且与水污染、空气污染并列“三大污染源”。为了避

免船舶行业发生噪声污染问题，全球许多国家都出台

了大量与船舶噪声控制相关的法规及标准。德国是全

球首先提出降低船舶噪声标准的国家，其在 1968年时

就已经发布“联合公约”，对船舶各环节的噪声标准

都有着明确的规定。国际海事组织发布“国际防止船

舶污染公约”，不仅提高了船舶柴油机废气排放的标

准，同时对噪声污染和危害引起重视且出台很多关于

噪声控制的标准。从船舶噪声污染角度来看，有 3/4左

右的噪声源自于内燃机。伴随船舶制造技术的日益创

新发展，柴油机逐渐向“大功率、高速化”方向发展，

由此而引起更加严重的噪声问题；与此同时，当今社

会人们对噪声问题有着越来越严格的要求，从而引起

相关人员对船用柴油机噪声控制的高度重视。

1 船用柴油机噪声测量技术

第一，应对柴油机噪声源进行划分，在具体实践

中，应当分别运行以准确分析柴油机噪声的来源，对

所有部件进行全面检查后，再评定噪声的对应等级。

对机械噪声和燃烧噪声而言，其分辨难度比较大，可

依据有关规定加以处理。比如：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

代，日本、美国等国家的高校就已经对噪声测量及控

制技术展开较深层次的研究，且开发出比较先进的噪

声预报和识别方法以及相应的噪声控制技术。通过对

某船用柴油机的噪声测量分析，其柴油机的型号为

“6L20/27”、额定功率是 600kW。首先对排气噪声进

行测量，其次对声压级进行测量。再如：在某项目测

量过程中，排气噪声达到 109.8dB、属于是低频噪声，

声能处于 31.5～ 500Hz范围内。与排气噪声相比，进

气噪声显得更大，同时表现出显著的中高频特性。经

过对燃烧、机械以及风扇等噪声的测量可以发现，柴

油机最大噪声源就是排气和进气噪声 [1]。

第二，应对表面辐射噪声加以明确，现阶段常用

的分析方法主要有声通道法、振动测量法以及铅板覆

盖法等。

第三，确定空间噪声测量规范及测量手段，经由

分析可知柴油机内部工件和空气波动极易导致空间噪

声，利用“‘CIMAC’推荐的对于测量往复式柴油发

动机整体噪声”对噪声级实施测量，同时以数值来显

示噪声相应的声压级。经过对柴油机周围点的测量，

计算出平均声级便可得到声强的均值，同时需基于柴

油机的体积大小来确定具体的测量位置，选取 3个不同

的位置，且各位置与柴油机间的距离应保持在 1m左右。

2 船用柴油机常见噪声及其控制措施

2.1 风扇噪声

船用柴油机风扇噪声主要是因为冷却风扇不停地

转动而形成的，其噪声大小与风扇转速成正比。风扇

噪声是因为风扇叶片空气进行切割又或是风扇后的部

件所形成的空气紊流而引起的，经过改变风扇叶片的

材料、形状、数量或者是调整风罩、风扇和散热器的

相对位置，就能够有效控制柴油机风扇噪声。

第一，风扇叶片的材料、形状及数量。风扇叶片

的形状对风扇效率影响也很大。从叶片材料角度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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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风扇噪声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比如：与冲压钢

板叶片相比，铸铝叶片的噪声更小；尼龙叶片相较于

金属叶片的噪声更小 [2]。正常情况下，如果材料的损耗

系数比较大，则其噪声也就较大。从叶片形状角度来

看，其对叶片周围的涡流强度有着直接性的影响，进

而对风扇效率产生影响。所以，优化叶片形状，使得

其具有更加适宜的弯曲角度及更好的流线型，不但有

助于降低涡流噪声，同时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加强风

扇效率。从叶片数量角度来看，在转速未发生变化的

环境下，如果叶片数量有增加，则可提高风扇的风量；

又或是在保持同等风量的基础上，可使风扇转速有所

降低，进而降低风扇噪声。然而，如果叶片数超过 6片，

则风量增加也就十分有限，同时在降噪特性方面通常

有着负面影响。在风量相同的条件下，高速窄叶风扇

通常较低速宽叶风扇造成的噪声声压级高 4dB（A），

同时功率消耗夜也高 27％。减少护风圈和风扇的间隙，

避免气流发生紊乱，可有效控制风扇噪声。根据相关

研究可知，如果间隙为 0，则风量可以增加 27％、噪

声降低 3dB（A），降低转速使得风量恢复至最初水平，

噪声还可降低 2dB（A）[3]。

第二，风罩、风扇和散热器的相对位置。风扇噪

声的降低，同样需充分考虑风扇冷却系统的结构参数

及所有部件间的互相位置。合理调整风罩和风扇间的

间隙、散热器和风扇间的距离，有利于实现风扇噪声

的降低。如果散热器和风扇间的距离有所增加，则风

扇的冷却能力、噪声以及流量等均需增加。与此同时，

各自在某点达到相应的最大值时，而后依次减小。根

据相关试验可知，散热器芯子与风扇端面间的距离过远

或者过近，会产生回流现象或者形成无风区。散热器

芯子与风扇端面间的距离应当是风扇直径的10%左右，

如此不但可以全面发挥出风扇的冷却能力，而且还能

够将噪声控制在最低水平。风扇前后的导风罩同样是

引起涡流噪声的主要来源，风扇入口处应呈现流线型，

导风罩和风扇构成的气流通道外表应确保光滑，以优

化冷却风的流动状态，进而促使冷却系统噪声的降低。

导风罩和风扇间应当有适当的距离，径向间隙通常控制

在风扇直径的 2.5%左右，最大不得超过 3％，否则将会

对风扇效率产生极大的影响。一般情况下，风扇与导风

罩的前后关系为：有 2/3风扇投影宽度在导风罩内；风

扇在导风罩中的宽度应为风扇叶片宽度的 1/3[4]。

2.2 燃烧噪声

船用柴油机的燃烧噪声根据其燃烧过程可分为四

个不同时期：滞燃期、速燃期、缓燃期、补燃期。

第一，滞燃期。燃料还没有燃烧，仍在进行着相

应的化学及物理准备，气缸内的温度及压力有较小幅

度的变化，所以对噪声的影响也是非常小的；然而，

滞燃期对于燃烧过程的影响是极大的，所以对于燃烧

噪声有着间接性的影响。

第二，速燃期。燃料快速燃烧，气缸中的压力快

速上升，对柴油机的振动及噪声有直接性的影响。对

速燃期压力上升有影响的因素主要包括着火延迟期以

及供油规律等。着火延迟期愈久，喷入气缸中的燃料

也就愈多，压力也就会快速上升。

第三，缓燃期。气缸压力上升，然而速率较低，

所以可引起不同程度的燃烧噪声，然而对噪声并没有

明显的影响。在此时期，主要是对柴油机的经济性及

动力性产生影响。

第四，补燃期。由于活塞处于下行状态，同时大

部分燃料在前两个阶段已完全燃烧，因此对燃烧噪声

并无太大的影响。

船用柴油机燃烧噪声的控制措施如下：首先，从

形成根源方面看，应推动气缸压力频谱曲线的降低，

尤其是降低中高频的频率成分。对于此，可采用有效

措施以减少滞燃期内产生的可燃混合气量，相关措施

主要包含选择较高十六烷值的燃料、增加压缩温度及

压力、采用低噪声的燃烧室、组织强度适宜的气体流

动、合理延长供油时间、科学组织供油等等。其次，

从噪声传播渠道方面看，提高柴油机结构对于燃烧室

噪声的削弱，尤其是中高频频率成分的削弱。对于此，

可采取如下措施：提升缸套和机体的刚性、缩小活塞

曲柄连杆机构各部件间的距离、选用合理的隔声和隔

振手举措以及增加油膜厚度等等。

2.3 排气噪声

船用柴油机的排气噪声主要是因为周期性“高温、

高压、废气”排放，导致四周空气的密度及压强受到

大量扰动而引起的噪声，其常见类型有：

第一，基频排气噪声，当开启气缸排气门时，气

缸内部的燃气则会以高速向外喷出，气流冲击到气门

周围的气体上，导致其发生压力剧变而产生压力波，

进而形成噪声。因为排气门是周期性运作的，所以此

类噪声同样是周期性出现的，有着显著的低频特性。

第二，管道内气柱共振噪声，管道内的空气柱，

由于受到周期性排气噪声带来的影响，因形成共振而

引起空气柱产生共振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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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气缸亥姆霍兹共振噪声，当单缸机排气门

处于开启状态时，气缸和排气管相互连通，这时排气

管内的气体在声波影响下而发生运动，具备相应的惯

性及质量，又可称作“声质量”；此外，充满气体的

气缸就像是“弹簧”，具备影响压力变化的特征，称作“声

顺”，由其共同组成了亥姆霍兹共振器，因为气缸中

气体的共振，从而引起噪声。

第四，废气喷注与冲击噪声，在自由排气过程中，

排气门位置处会因为较高速度的气流喷注而形成极大

的喷注噪声；因为气体具有粘性，在排出废气以后，

则会带动排气门后的气体同时运动，形成卷吸作用，

导致四周气体形成旋转、出现涡流，辐射出涡流噪声 [5]。

除此以外，排气门周围有着气体压力的不连续面，形

成冲击波，进而引起冲击噪声。

总之，柴油机排气噪声含有大量比较复杂的成分，

各类成分有着不同的形成机理，且其频谱特性也是完

全不同的，所以，控制排气噪声是非常严峻的任务。

现阶段，对于船用柴油机排气噪声，最为有效的控制

方式就是设计出性能更强大的排气消声器。

3 船用柴油机噪声控制技术发展趋势

3.1 进排气消声系统设计技术

对于柴油机火星熄灭消音器及进排气消声器的设

计而言，火星熄灭效率、阻力损失以及声学性能的试

验测量和计算方法是其根本前提所在，充分结合各类

因素造成的影响（主要包含穿孔部件、三维气体流动

效应、净化载体、吸声材料、火星熄灭部件以及降阻

部件等等），开发精准度更高的试验测量及计算方法

是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同样是挑战性极大的研究内

容。从柴油机进排气消声器的发展趋势看，主要包含

结构更加紧凑、消声量更高、流动阻力更低、动态插

入损失更加稳定等。为实现对消声器插入损失的精准

预测，则应充分掌握柴油机进排气噪声源的阻抗大小，

采取多负载法取得声源阻抗是切实可行的方式，科学

化负载匹配是精准掌握进排气声源阻抗的重点所在。

3.2 声源识别技术

现场环境下，船用柴油机燃烧噪声与机械噪声及

其特性识别的精确程度，对于船用柴油机的低噪声设

计、噪声控制设计以及最终测量结果是否能够用于噪

声预报检验等有着直接性的影响。近几年内，频谱测

量分析技术、声列阵测试技术、声场重建、声源分离

技术、小波分析技术、波束形成等技术的快速发展，

使得轻度混响条件下柴油机噪声源的识别及分离成为

可能。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开发更加精准的可用于识

别柴油机各种噪声的方法和技术。探索效率更高的噪

声测量技术，把握柴油机噪声的空间布局状况和具体

流动方向，对噪声源进行更加精准的定位。

3.3 低噪声设计预报技术

对柴油机噪声预报技术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处

理好当前噪声预报技术所面对的难题，借此以提高预

测数据的精准度。比如：“在特征波数处解的非唯一

性问题”是边界元方法研究在全波数范围内对振动声

辐射进行精准计算所亟待解决的技术难题；在柴油机

运行环节通常会出现各式各样的随机激励力，对模型

进行科学的加载是提高噪声预测精度的关键因素；对

于整机预测而言，应采取子结构法，考虑曲轴、机体、

气缸盖、连杆、主轴承盖、气缸套以及主轴瓦等与各

主要螺栓间的联合作用，并且还需对外力传递进行更

加精准的模拟。经过探讨声辐射模态方法在控制柴油

机噪声方面的运用，明确对柴油机辐射噪声有所影响

的主要模态，进而大大提高柴油机噪声的控制效果。

4 结论

综上所述，随着全球船舶制造业迅速发展，船舶

噪声问题尤其是柴油机噪声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且

已引起业界人士的高度重视。现阶段，船用柴油机常

见的噪声问题主要有风扇噪声、燃烧噪声、排气噪声

等等。未来，应积极推动柴油机声源识别技术、进排

气消声系统设计技术、低噪声设计预报技术等技术的

创新发展，以实现对船用柴油机噪声的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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