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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罗湖区道路交通噪声地图的制作与应用 

彭荫来 

(深圳市罗湖区环境保护监测站，广东 深圳 518003) 

摘 要：以 SoundPLAN软件为依托，将罗湖区城市主干道路及周边地物进行概化 、建模，并根据实际监测数据调试参数 ，制 

作出罗湖区主干道路噪声分布地图，并对噪声污染严重路段防护措施进行效果模拟，为罗湖区道路交通噪声控制规划和整 

治以及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等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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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king and Application of Road Traffic Noise M ap of Luohu District of Shenzhen City 

PENG Yin．1ai 

(Luohu Distric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onitoring Station，Shenzhen，Guangdong 5 1 8003，China) 

Abstract：Using SoundPLAN software as the foundation，we provide a discussion of and models of the main streets and surrounding 

areas in Luohu District．And combined with actual inspection data adjustment index，we make out the maps of traffic noise distribu— 

tion in Luohu District．Simulations of the effects of protection measures on heavily streets heavily polluted by sound are also made， 

which serve as aids for noise control planning，project approval，and management for the traffic in Luohu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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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常规方法对道路交通噪声监测，虽然速度快、 

操作简单，但是缺少重要声源资料、气象参数资料， 

在测量时会受背景噪声影响，监测点有限。通过噪 

声模拟制作噪声地图，能够预知未来整个区域的噪 

声分布，可以实时更新、动态管理，获取不同时段受 

噪声直接影响的人 口数量和分布，为噪声控制规划 

以及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等提供依据  ̈。现以Sound— 

PLAN软件为依托，将罗湖区城市主干道路及周边 

地物进行概化、建模，并根据实际监测数据调试参 

数，制作出罗湖区主干道路噪声分布地图，并对噪声 

污染严重路段防护措施进行效果模拟。 

1 噪声模拟与噪声地图 

采用德国的 SoundPLAN模型，可模拟几何衰 

减、地面效应、表面反射以及障碍物引起的屏蔽等 

衰减项，同时考虑了空气吸收衰减、建筑物多次反 

射等影响因素，它可覆盖接受点周围的整个区域， 

可制作噪声等值分布图、噪声敏感点噪声分布图和 

三维噪声分布等。 

噪声分布图是通过对感兴趣的区域划分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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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网格点得到。根据激励源互不相关性 ，对某点 

的响应可以分别计算所有声源的贡献加以叠加。 

L“ =10×log(∑10 ) 

而对某单个声源的贡献可由下式计算 ： 

L =Lw—C1一C2⋯ C 

式 中：，J —— 单个声 源的声功率 ；C。⋯C —— 

各个不同传播模式的修正系数，包括直达声场、空 

气吸收、衍射声场、地面影响、反射声场。 

SoundPLAN使用扇形模 型进行声场计 算。从 

接受点出发，发射“射线”覆盖所有要考虑的区域 

和实体，包括：源，反射体，声屏障，地面衰减区等。 

射线间隔为 1度(缺省值)，也可以自行设定，间隔 

越小，计算将会越精确，也越慢。 

2 噪声地图制作与应用 

2．1 数据收集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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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可识别出受道路交通噪声影响严重的大致范 

围，结合对各敏感点的人 口调查结果，可粗略估算 

出受噪声直接影响的人 口数量和分布。 

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城 

市道路干线两侧第 1栋建筑物执行 4a类标准，其 

中学校、医 院执行 2类标准 。根据敏感点监测结 

果，夜间噪声全部超标；因此，以昼间噪声为指标， 

估算出调查范围内居住区超过 7O dB(A)的户数、 

医院和学校超过 60 dB(A)的床位数和学生数 ，据 

统计结果 ，道路沿线受噪声直接影响的人 口数量 占 

敏感点总人 口的50％以上 ，见表 3。 

表 3 道路沿线受噪声直接影响的统计数 

3 结论 

作为具有尝试性的工作，以 SoundPLAN软件 

为依托，将罗湖区条城市主干道路及周边地物进行 

概化 、建模 ，并根据实际监测数据调试参数 ，制作出 

罗湖区主干道路噪声分布地图，并对噪声污染严重 

路段防护措施进行效果模拟。由于 目前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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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m一26m一15m顺序计算 出的等效高度最低 ，反 

之以 15m一26m一30m一40m顺序计算出的等效高 

度最高。 

3．3 等效排 气筒位置 

：o(Q—Q。)／Q=aQ ／Q，0为 1 排气筒至2 

排气筒的距离，Q，Q。，Q：同3．1。分别以每个等效 

排气筒为初始点来计算，所得结果一致，即等效排 

气筒位置不受排气筒计算初始点选择的影响 ，其等 

效排气筒位置见图 1。 

4 结论 

通过对最低等效排气筒高度计算规律的推演 

及实例验证得出，在排气筒组中，将排气筒从高到 

低排列进行等效，计算出的等效排气筒高度最低， 

反之则最高。从保护污染源周围环境大气质量出 

发，以及按照标准从严执行的原则，在实际大气污 

的限制 ，以及模拟精度问题 ，噪声模拟结果尚不能 

直接用于行政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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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物排放监测中，选择最低等效排气筒高度对应的 

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作为评价依据是合理的，符合 

大气污染物排放监测要求。 

在此，建议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6297—1996)附录 A中计算最低等效排气筒 

的内容予以明确，即“若有 3个以上的近距离排气 

筒，且排放同一种污染物时，先将其分组以保证两 

两排气筒距离小于其高度之和，再将各组排气筒高 

度从高到低排列依次计算，得最低等效排气筒作为 

评价依据 ”。依此方法 ，不但可以提高环保 验收的 

实效性，也为环境管理提供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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