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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ndPLAN软件在工业企业噪声影响评价中的应用 

刘 凡 

(中国石化集团洛阳石油化工工程公司，河南 洛阳 471003) 

摘 要：结合大型石油化工工程噪声影响预测与评价，介绍 SoundPLAN软件在工业企业 

噪声影响评价中的应用。运用 SoundPLAN进行声源模拟计算，得出每个声源对各敏感点的贡 

献值、噪声预测值和评价区域内噪声分布图等信息，并用 Expea Industry模块进行声源的降噪 

模拟，为选择降噪方案提供有效的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实现企业噪声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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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ndPLAN软件是一个强大的噪声预测评估 

软件，1986年由Braunstein+Berndt GmbH软件 

设计师和咨询专家颁布，用于噪声预测、制图及 

评估。 

SoundPLAN对预测对象的尺寸没有限制，可 

以直接使用 AutoCAD图形作为模型基础，软件通 

过模型建立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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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计算得 

出关注点的噪声预测值、评价范围内噪声分布二 

维和三维图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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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大型石油化工工程噪声影响预测与评 

价，重点介绍 SoundPLAN软件在工业企业噪声影 

响评价中进行测点噪声预测值计算、生成评价范 

围内噪声分布图和降噪方案的优化选择三个方面 

的应用。 

1 SoundPLAN模型及模拟流程 

1．1 建模和计算原理 

SoundPLAN 的 建 模、计 算 及 评 估 遵 循 

ISO9000标准，将实际的声环境转化成抽象的数 

学模型，自动进行计算，其缺省的计算标准为 

IS09613《声学户外声传播衰减》，计算的类型根 

据用户需要选择，包括特定点噪声计算、噪声分 

布图、建筑物表面声压级分布等 j。 

在工业企业声环境影响评价中，重点关注的 

是厂界噪声和对敏感 目标的噪声影响。SoundP— 

LAN通过对关心的区域划分网格，并计算每个网 

格的中心点得到噪声分布图。SoundPLAN中对单 

个点响应的计算与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声环 

境》 中使用 的公式相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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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叠加。 

L =10×J0g( 10 。) 

而某单个声源的贡献可由下式计算： 

L ： L 一 Cl—C2一⋯ C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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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射声场等。 

1．2 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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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ndPLAN 中射线间隔为 1度 (缺省 

值)，也可以自行设定，间隔越小计算结果越精 

确。 

扇形扫描比射线扫描要精确很多，它可以覆 

盖接受点周围的整个区域，而射线扫描就会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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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射线间的部分。每当SoundPLAN在扫描方向发 

现一个声源，它就会自动计算在该扇面上这个声 

源的影响，不会漏掉任何一个声源。该方法的计 

算特点如下： 

(1)各个方向传播到接受点噪声贡献都被计 

算：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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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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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每个接受点来说线声源的分解线段要 

满足 L<0．5 x S，其中 L为线声源分解的线段长 

度，S为源到接受点的距离。 

1．3 模拟流程 

SoundPLAN模拟流程为定义项 目基础数据， 

确定模型结构，输入模型数据进行计算，结果分 

析与评价等，其框图详见图 1。 

r—。——————————————— ——— l r——————————————————————————————1 l 步骤 l l 程序模块 l 

噪声达标排放 

图1 SoudPLAN模拟流程 

2 SomadPLAN软件应用实例 

某炼油化工一体化项 目的选址位于沿海某地 

石化产业园区，拟建项 目由厂内工程和厂外工程 

两部分组成，厂内工程包括 15 000 kt／a炼油、 

1 000 kt／a乙烯以及储运、公用工程和相应配套 

设施，厂外工程包括原油、成品油、化工产品及 

散货码头、成品油管道等 J。 

2．1 拟建项目噪声源 

拟建项目厂内主要噪声源为各类机泵、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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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风机、空冷器、加热炉等，主要噪声源统计 

见下表 1： 

表 1 厂内主要噪声源统计 

机泵／ 压缩 空冷 加热 风机／ 冷却 火炬／ 名称 
△ 机／台 器／片 炉／个 △ 塔／台 个 口 口 

合计 413 52 587 46 108 66 l 

噪声值 86-96 95_98 85I9O 85-95 85-90 90-93 1o0
— 11O dB(A) 

由表 1统计的噪声源可知，项目建成投产后 

的生产噪声将对周围的声环境造成不利影响，有 

必要对工程建成投产后的声环境影响进行预测分 

析与评价。 

2．2 区域声环境现状 

根据工程设计总平面布置图和环境质量现状 

调查结果，在评价范围内，厂界测点和四周敏感 

点的昼间噪声级在 38．9～51．7dB(A)之间，夜 

间噪声级在 35．1—42．5dB(A)之间，厂界四周 

噪声测值符合所执行的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 12348—2008)3类标准；环境 

敏感点噪声测值符合所执行的 《声环境质量标 

准》(GB3096—2008)中的 1类标准。拟建工程 

项 目所在区域的声环境质量较好。 

2．3 噪声影响预测评价 

本工程的噪声源分为连续稳态噪声源和间断 

噪声源，本次噪声预测考虑全部噪声源的影响， 

主要包括加热炉、风机、机泵、空冷器 电机、 

压缩机及火炬噪声的影响，各噪声源在设计阶 

段均已考虑了降噪措施，同时又考虑了厂界实 

体围墙和主要建筑物及罐组的隔声作用 ，经模 

型预测计算 ，在叠加最大背景值后，得到各监 

测点噪声预测值数据表(见表 2)和预测结果分 

布图(见图2)。 

表2 各监测点噪声预测值 dB!(A) 

预测值 标准限值 预测值 标准限值 编号 性质 

(昼) (昼) (夜) (夜) 

1号 厂界 45．8 45．79 

2号 厂界 46．36 46．34 

3号 厂界 47．74 47．7l 

4号 厂界 45．7 65 45．64 55 

5号 厂界 45．44 45．4 

6号 厂界 51．44 51．42 

7号 厂界 51．54 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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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2可知，厂界监测点噪声叠加背景值后， 

7号测点噪声值最大，昼问为51．54 dB(A)，夜 

间为51．53 dB(A)，厂界各监测点噪声昼夜均满 

足 《工业企业厂 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 准》 (GB 

12348—2008)3类标准的要求。 

从图2可知，所有噪声源叠加昼夜间背景值 

后，厂界外 lm处昼问噪声满足 《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55(GB 12348—2008)3类标 

准 65 dB(A)的要求；厂界南面夜间噪声局部超 

标，经过软件计算，超标处距离厂界的最远距离 

为300 m，目前南厂界 300 m范围内为企业发展 

预留且无敏感目标，不会形成噪声扰民现象。 

图2 厂区夜间噪声分布 

2．4 确定降噪方案 

SoundPLAN应用Expe~Industry模块对噪声源 

的降噪措施进行优化选择。模块通过对关注点的噪 

声贡献值来判断主要噪声源，设置噪声源的降噪参 

数计算，得出需要进行降噪的声源数量，再根据计 

算结果和降噪措施的工程实施可行性以及经济可行 

性进行参数调整，对不能实施降噪的声源设定后重 

新计算，得出最终丁程及经济可行的降噪方案。 

要使用 Expert Industry模块来确定降噪方案， 

首先需要在南厂界噪声超标处增设预测点，再计 

算出这些测点的噪声值，计算结果(见表3)显示 

预测点 B、D的噪声超标，超标值为 0．2 dB(A)。 

表3 增设测点噪声超标预测 dB／(A) 

预测值 标准限 预测值 标准限 编号 超标值 超标值 

(昼) 值(昼) (夜) 值(夜) 

A 54．8 65 54 8 55 

B 55 2 65 55 2 55 0．2 0．2 

C 54．6 65 54．6 55 

D 55．2 65 55．2 55 0．2 O 2 

以测点 B为例，在 Expert Industry模块的报 

告中会显示每个声源对测点 B的噪声贡献值，并 

且在报告中按声源对测点贡献值的大小顺序自动 

进行排列。通过表4的数据能够很清晰的识别出 

对测点 B噪声贡献值较大的声源以重整装置空冷 

器为主。 

在 Expert Industry的降噪参数设置中，假定 

噪声贡献值较大的前 30个设备的噪声值均降低 

5 dB(A)，根据计算原理可知这些声源对测点 B 

的贡献值也应分别降低 5 dB(A)。但 Expert In— 

dustry模块的优化功能可根据已识别的主要噪声 

源，依次对其采取措施后再进行噪声贡献值的叠 

加计算，一旦计算m测点 B的预测值小于预先设 

定的标准值，则停止计算，并显示如表 4所示的 

计算结果。 

分析表 4中的数据可知，仅需要对空冷器 

l～3进行降噪处理即可使测点 B的噪声预测值达 

标，即南厂界噪声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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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测点 B噪声贡献值及降噪计算 dB／(A) 

设备噪声值 编
号 是否降噪 设备名称 降噪前贡献值 降噪后贡献值 

降噪前 降噪后 

预测点 B噪声预测值 55．2 54．9 

1 Yes 重整空冷器 1 90 85 40．6 35．6 

2 Yes 重整空冷器2 90 85 40，3 35．3 

3 Yes 重整空冷器3 90 85 39．8 34．8 

4 No 重整空冷器4 90 85 39．5 39．5 

23 No 重整压缩机 1 98 93 34．7 34．7 

24 NO 重整压缩机2 98 93 34．1 34．1 

28 No 重整机泵 96 9l 33．8 33．8 

实际工程中对空冷器的降噪比较困难，可设 

置对空冷器不采取降噪，而对压缩机和机泵采取 

降噪，通过计 算得出测点 B的噪声预测值 为 

54．8，符合标准要求。根据软件的计算结果，在 

工程设计上将压缩机和机泵设计成室内布置，即 

可实现厂界达标排放。 

3 结 语 

运用 SoundPLAN进行声源模拟计算后，能显 

示每个声源对各敏感点的贡献值、敏感点的噪声 

预测值、评价区域内噪声分布图等信息，可以评 

估厂界噪声达标情况以及对周围敏感点的影响； 

利用 Expe~Industry模块进行声源的降噪模拟， 

可以设计设备的降噪方案，为选择降噪方案提供 

有效的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因此，SoundPLAN 

软件对于预测和评估工业企业噪声的影响非常有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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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石化油品升级项目竣工 环保验收结果达标 

今年2月份，国家环保监测总站委托河南省监测站十余名专家和监测人员到洛阳石化，开展了油品质量升级改造 

一

、
二期工程竣工环保验收现场环境监测工作，对所建项 目产生的废水、废气、恶臭、噪声等污染物进行 了全方位采 

样。从厂内环保监测站进行的三天比对监测来看，污染物排放全部达到国家有关排放标准。 

本次监测结果将代表洛阳分公司环境状况水平被写入油品质量升级项 目验收环保监测报告，将直接影响国家环保部 

竣工环保验收。 

(摘 自中国石化新闻网 2011-03-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