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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oundPLAN的户内变电站噪声控制优化设计 
Optimal design for indoor substations noise control based on SoundPLAN 

周建飞，周年光 ，阳金纯，吕建红，欧阳玲 

(湖南省电力公司科学研究 院环境保护研究所 ，湖南 长沙 4l0007) 

摘要：在长沙城区某220 kV全户内变电站噪声控制优化设计 中，SoundPLAN为降噪控制优化设计提供有效的理论 

依 据和技 术支持 。变电站投运后的验收监测结果表明 ，验收监测结果与计算结果基本 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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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design of noise control for a 220kV indoor substation in Changsha City，SoundPLAN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technical support to design a Optimized noise control p rog ram Acceptance of monitoring 

results show that the acceptance monitoring results are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calculated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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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网建设 和城市发展 的同步快速推进 ，城 

区变电站越来越接近医院、居民区、学校等环境敏感 

点 ，尽管城区变电站大都采用户内设计，但是变 

电站设备运行 噪声而 引发 的环保 问题 还是时有发 

生。现有的噪声治理技术都是针对噪声超标变电站 

的末端治理 ，一方面没有考虑节能，另一方面后期治 

理也影响变电站的美观 一 。因此需要对城区户内 

变电站在设计阶段进行降噪优化。 

SoundPLAN软件是一个噪声预 测评估及 制 图 

软件，它可以直接使用 AutoCAD图形作为模型基 

础，通过设置所有声源参数 以及预测范 围内每一个 

实体对预测点的隔声影响 ，计算得出关注点的噪声 

预测值以及评价范围内噪声预测结果二维或三维等 

值线分布图，并可根据需要进行隔声屏障的优化设 

计以及降噪方案的优化选择等 。 

1 SoundPLAN的计算原理和方法 

1．1 计算原理 

SoundPLAN的建模 、计 算及评估都是基 于 ISO 

和其他标准，将实际的生活环境转化成抽象的数学 

模型，计算结果包括噪声围线 图，色 阶图 ，建筑物表 

面声压级分布 ，特定点噪声计算等 。根据激励源互 

不相关性 ，对某点 的噪声影 响可 以分别计算所有声 

源的贡献加以叠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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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10×log(∑10“ ⋯) (1) 

而对某单个声源的贡献可由下式计算 ： 

L =L 一C 一C，⋯C (2) 

式中：L 为单个声源的声功率；C，⋯C 为各个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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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计算方法 

SoundPLAN 使 用 扇 形 模 型 进 行 声 场 计 算 。 

SoundPLAN在扫描方 向发现一个声源，它将 自动计 

算包含在该扇面声源部分：各个方 向传播到接受点 

噪声贡献都被计算 ；点声源按所在扇面中准确位置 

计算，而线声源，则取包含在扇面部分线段的中点进 

行计算 ；线声源会 自动被所跨越的扇面分解成线段 ， 

在各扇面分别计算；面声源被扇面分解成几个相邻 

的部分 。各部分的边界都要进行拟合检查 ，如果不 

满足要求 ，面声源还要被细分。 

2 220 kV变电站噪声控制优化 

长沙城区某变 电站为全户内式 220 kV变 电站， 

规模为3×240MVA，本期上2台。方案设计电气设 

备除 10kV接地变压器 及电阻器布置在户外 ，其他 

设备均集中布置在三层厂房 内，地下设 电缆沟及电 

缆隧道 。为有效利用电缆沟及电缆隧道 ，一层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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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及散热装置 、110kV GIS、10kV开关柜 、部分 

10 kV并联电抗器 以及其他 附属房间 ；二层 布置保 

护小室 、主控室 以及蓄 电池室 ；三层 为 220 kV GIS、 

10 kV并联电容器及部分 10 kV并联电抗器。 

2．1 噪声控制优化设计 

(1)选址。变电站选址避开 0类和 I类声环境 

功能区，四周声环境将按照不同的功能类别分区，执 

行不同的标准。东侧为交通干线，北侧为铁路，采用 

Ⅲ类标准 ；南侧靠西为商业裙楼及居 民楼 ，西侧为铁 

路仓库和居 民楼 ，按 Ⅱ类执行。 

(2)变电站设计方案选择。变电站站址位于长 

沙市城区中心，采用全户内布置方式。 

(3)变电站设计 布局优化。为了使西侧居民楼 

噪声满足标 准，将变压器 室放北侧 ，电抗器室放南 

侧 。此外还将主变室、电抗器室及 电容器室设计为 

自然进风 、机械排风的方式 ，风机均布置在变电站楼 

顶 ；蓄电池室及 10 kV配电室的轴流风机置于室内， 

并设风管消声器 ；10 kV配 电室空调机 的压缩 机置 

于室内，以降低室外机的噪声影响。 

(4)主要噪声源设备选择 。为 了保证变 电站北 

侧、南侧厂界噪声满足标准，所有风机均选用低速低 

噪风机 ，主变压器室选用低噪声屋顶风机 ；GIS室事 

故排风风机 选用 防腐低 噪屋顶通风机 ；10kV配电 

室事故通风采用低噪屋顶通风机，兼作平时通风用； 

蓄电池室事故通风采用防爆低 噪屋顶通风机，兼作 

平时通风用 ；电容电抗器室采用静音风机箱。 

(5)主要设备室降噪处理。采用全户内封闭式 

建筑及实木复合平开门和隔声 门窗 ，进 出气 口采用 

普通消声百叶 ，以进一步降低主设备室噪声。 

(6)通风风机降噪处理。由于西侧居民楼离变 

电站较近 ，屋顶风机的影响可能导致其噪声超标 ，分 

别采取隔声 、消声和减震措施。 

(7)因南侧商品住宅楼为噪声敏感点，拟在综 

合配电楼东南侧屋面预留设置隔声屏的条件。 

2．2 噪声控制计算 

分别对选用非低噪声主变压器、户外屋顶风机 

等设备不作隔声消声等处理时以及选用低噪声主变 

压、户外屋顶风机做隔声消声处理时的全厂噪声排 

放预测(贡献值)，结果发现采取降噪措施后变电站 

地面 1．5 m噪声贡献值明显减小。计算采取降噪措 

施前后变电站附近离地面 10 m处的噪声贡献值，由 

于屋顶风机噪声的影响，未采取降噪措施前变电站 

对西侧民房 10m高度处噪声贡献值已经超过限值， 

但采取降噪措施后 ，噪声贡献值 已小 于 50 dB(A)。 

考虑噪声在房屋不同高度产生的影响，计算采取降 

噪措施后变电站西面民房断面的噪声贡献值 ，结果 

显示噪声贡献值均低于 50 dB(A)。 

2．3 噪声防治效果 

变电站投运后分别对变电站厂界及周围环境敏 

感点进行验收监测，将监测结果贡献值 (减去背景 

噪声的影 响)与预测结果进行 对 比见表 1。选取 4 

个环境敏感点 ，其中测点 1为西面民房 I．5 m，测点 

2为西面民房楼项 ，测点 3为南面民房 ，测点 4为南 

面民房 4楼顶。 

表 1 监测 结果 (贡献值 )与预测结果 比较 dB(A) 

东 南 西 北 
厂界 — — — — — — — —  

预测 实测 预测 实测 预测 实测 预测 实测 

贡献值 39．8 41．3 41．1 40．8 41．1 41．6 46．3 45．4 

测点 1 测 点 2 测点 3 测点 4 
敏感 点 — — — — — — — —  

预测 实测 预测 实测 预测 实测 预测 实测 

贡献值 41．7 40．2 43．1 42．7 37．3 36．6 39．1 40．8 

验收监测结果表明变电站噪声控制达到预期效 

果，噪声监测结果与计算结果基本一致。 

3 结语 

SoundPLAN软件 能准确预测 室 内声源 向室外 

传播的影响 ，可用于城区户 内变电站噪声预测制图 

及评估。在长沙城 区某 220 kV全户 内变 电站 噪声 

控制优化设计中，SoundPLAN为选择降噪方案提供 

有效的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 ，投产后的验收监测结 

果表明，监测结果与计算结果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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