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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提供的一种透明通风消声装置，其特

征在于，包括框架结构、面板和若干个微穿孔消

声板，面板和微穿孔消声板固定在框架结构上，

面板由透明材料制成，面板的前后两侧形成进风

口和出风口，进风口和出风口形成若干排气通

道；微穿孔消声板上开设有若干微穿孔，面板和

微穿孔消声板之间的距离为小于等于50mm。本申

请的透明通风消声装置能通风透光，外观美观，

结构稳固，简单易装，在减少空腔深度的同时能

在中低频带区的吸声性能超过50％，可加装透明

或可吸声的横向隔板，能增强其吸声性能和结构

牢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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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透明通风消声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框架结构、面板和若干个微穿孔消声板；

所述面板和所述微穿孔消声板固定在所述框架结构上；所述面板由透明材料制成，所述面

板的前后两侧形成进风口和出风口，所述进风口和所述出风口形成若干排气通道；所述微

穿孔消声板上开设有若干微穿孔，所述面板和所述微穿孔消声板之间的距离为小于等于

50mm；所述微穿孔排列成矩形或三角形；所述面板和所述微穿孔消声板之间间隔设有若干

横向隔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透明通风消声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框架结构由玻璃和/或

金属材料制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透明通风消声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面板由玻璃制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透明通风消声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微穿孔消声板由透明或

半透明材料制成。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透明通风消声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微穿孔消声板的厚度在

1.0mm以上。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透明通风消声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微穿孔的直径在0.5mm

以内。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透明通风消声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微穿孔消声板的穿孔率

在0.5％以内。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透明通风消声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横向隔板由透明材料或

吸音板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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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透明通风消声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消声器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透明通风消声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汽车的普遍使用，交通噪声越来越严重，在公路旁安装隔

声屏障，是普遍用来减低交通噪声的方法；然而，由于城市人口众多，且密集居住，许多人仍

然受到噪声的滋扰，因此需要采取其他的降噪措施。

[0003] 消声器是一种既能允许气流通过，又能有效地阻止或减弱声能向外传播的装置，

该应用的好处是不需要填充吸声材料，在低于400Hz的低频下，只能达到相对低的吸声性

能，但是微穿孔吸声板需要较大的空腔来增加低频带区的吸声性能。

[0004] 微穿孔消声板吸声结构利用穿孔自身的声阻来控制结构的相对声阻率，不需填充

吸声材料，避免了二次污染，而且可以在高温、高湿及有气流冲击和腐蚀等条件下使用。微

穿孔消声板结构是一种共振吸声结构，要在低频取得理想的吸声性能需要较大的背腔，整

个吸声结构也需占据较大的空间，然而实际的噪声控制工程中，由于空间条件的限制，微穿

孔消声板结构的低频吸声性能不理想。

[0005] 因此，需要开发一种吸声器，在减少空腔深度的同时并能在中低频带区达到超过

50％的吸声性能，而且能通风透光，为用户提供一个健康舒畅的声环境。

发明内容

[0006] 本申请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透明通风消声装置，该装置能通风透光，在减少空腔

深度的同时并能在中低频带区的吸声性能超过50％。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申请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透明通风消声装置，包括框架结构、面板和若干个微穿孔消声板；所述面板和

所述微穿孔消声板固定在所述框架结构上；所述面板由透明材料制成，所述面板的前后两

侧形成进风口和出风口，所述进风口和所述出风口形成若干排气通道；所述微穿孔消声板

上开设有若干微穿孔，所述面板和所述微穿孔消声板之间的距离为小于等于50mm；所述微

穿孔排列成矩形或三角形；所述面板和所述微穿孔消声板之间间隔设有若干横向隔板。

[0009] 作为本申请进一步改进的技术方案，所述框架结构由玻璃和/或金属材料制成。

[0010] 作为本申请进一步改进的技术方案，所述面板由玻璃制成。

[0011] 作为本申请进一步改进的技术方案，所述微穿孔消声板由透明或半透明塑胶材料

制成。

[0012] 作为本申请进一步改进的技术方案，所述微穿孔消声板的厚度在1.0mm以上。

[0013] 作为本申请进一步改进的技术方案，所述微穿孔的直径在0.5mm以内。

[0014] 作为本申请进一步改进的技术方案，所述微穿孔消声板的穿孔率在0.5％以内。

[0015] 作为本申请进一步改进的技术方案，所述横向隔板由透明材料或吸音板制成。

[0016] 本申请提供的透明通风消声装置，可安装在建筑物外墙或可打开的窗户前面或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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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外观美观，结构稳固，简单易装，在通风和透光的同时消减通过消声装置的噪声，在减少

空腔深度时并能在中低频带区达到超过50％吸声率；在消声装置的内部安装透明材料或吸

音板制成的横向隔板，能增强其吸声性能和结构牢度。

附图说明

[0017]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申请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申请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

提供的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8] 图1为本申请中内置一个微穿孔消声板的透明通风消声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申请中内置两个微穿孔消声板的透明通风消声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申请中内置三个微穿孔消声板的透明通风消声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申请透明通风消声装置中内置横向隔板的截面图。

[0022] 图5为本申请透明通风消声装置实施例一的降噪性能图。

[0023] 图6为本申请透明通风消声装置实施例一和实施例二的吸声系数对比图；

[0024] 图7为本申请透明通风消声装置实施例三和实施例四的吸声系数对比图；

[0025] 附图说明如下：

[0026] 1、面板；2、微穿孔消声板；3、进风口；4、出风口；5、框架结构；6、横向隔板；

[0027] 附图6和附图7中，横坐标为1/3倍频程的频带，单位为HZ，纵坐标为吸声系数。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将结合本申请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申请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申请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申请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申请保护的范围。

[0029] 本申请提供的一种透明通风消声装置，包括框架结构5、面板1和若干个微穿孔消

声板2；所述面板1和所述微穿孔消声板2固定在所述框架结构5上；所述面板1由透明材料制

成，所述面板1的前后两侧形成进风口3和出风口4，所述进风口3和所述出风口4形成若干排

气通道；所述微穿孔消声板2上开设有若干微穿孔，所述面板1和所述微穿孔消声板2之间的

距离为小于等于50mm；所述微穿孔消声板2的微穿孔排列成矩形或三角形，在所述面板1和

所述微穿孔消声板2之间间隔设有若干横向隔板6；框架结构5由玻璃和/或金属材料制成，

所述面板1由玻璃制成，所述微穿孔消声板2由透明或半透明塑胶材料制成，所述微穿孔消

声板2的厚度在1.0mm以上，所述微穿孔的直径在0.5mm以内，所述微穿孔消声板2的穿孔率

在0.5％以内，所述横向隔板6由透明材料或吸音板制成。

[0030] 本申请的消声装置结合了共振腔式抗性消声器以及微穿孔消声板消声器的消音

原理，请参考附图1至3所示，含有交通噪音的空气从进风口3进入透明通风消声装置，经内

置的微穿孔消声板2之后，空气再经面板1与微穿孔消声板2的空气隔层后，经出风口4通道

排出。

[0031] 本申请的透明通风消声装置，微穿孔均匀地分布在微穿孔消声板2上，各个微穿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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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小和形状完全相同，各个微穿孔可以看成是一根短管，其长度即为微穿孔消声板2的厚

度。当含有交通噪音的空气从进风口3进入透明通风消声装置时，声波入射到微穿孔消声板

2，在声波的激励作用下，微穿孔径内的空气及微穿孔附近的空气一起来回振动，振动时的

摩擦阻尼使一部分声能转换为热能耗散掉，从而降低噪声，达到消声的目的。当声波频率与

共振腔固有频率相同时，使产生共振，空气往复振动的幅值和振动速度都达到最大值，此时

消耗的声能最多，消音量也就最大。

[0032] 本申请提供的一种透明通风消声装置，微穿孔消声板2的厚度设为1.0mm，微穿孔

消声板2的微穿孔直径为0.5mm，微穿孔消声板2的穿孔率为0.5％，当面板1与微穿孔消声板

2的距离为30mm时，在315HZ至1250HZ频带中可吸收50％的声能量，当面板1与微穿孔消声板

2的距离为50mm时，在200HZ至1000HZ频带中可吸收50％的声能量，在减少空腔深度的同时，

对中低频能达到超过50％的吸声性能。

[0033] 实施例一

[0034] 本申请的透明通风消声装置可以固定或移动方式装置在可打开的外窗前面或邻

近，消声装置能减少从室外传播到室内的噪声，结合玻璃窗和门，形成一套具自然通风及中

低频降噪功能的独特门窗系统，能减少减少交通噪声、工业噪声和其他种类的中低频噪声，

同时保持透明度和自然通风。在开口为1385mm  x  870mm的窗口安装本申请的透明通风消声

装置，面板1由透明玻璃制成，框架结构5为铝型材结构，其内置一个微穿孔消声板2，面板1

与微穿孔消声板2之间的距离为30mm，微穿孔消声板2的厚度设为1.0mm，微穿孔消声板2的

微穿孔直径为0.5mm，微穿孔消声板2的穿孔率为0.5％，微穿孔消声板2的微穿孔排列成矩

形，在面板1与微穿孔消声板2之间间隔设置3个横向隔板6，横向隔板6由吸声材料制成，如

图5所示，该透明通风消声装置的整体声衰减为6分贝至11分贝，如图6所示，该透明通风消

声装置在在315HZ至1250HZ频带中可吸收50％的声能量。

[0035] 实施例二

[0036] 在开口为1385mm  x  870mm的窗口安装本申请的透明通风消声装置，面板1由透明

玻璃制成，框架结构5为铝型材结构，其内置一个微穿孔消声板2，面板1与微穿孔消声板2之

间的距离为30mm，微穿孔消声板2的厚度设为1.0mm，微穿孔消声板2的微穿孔直径为0.5mm，

微穿孔消声板2的穿孔率为0.5％，微穿孔消声板2的微穿孔排列成矩形，如图6所示，该透明

通风消声装置在400HZ至1250HZ频带中的吸声性能达到50％。

[0037] 实施例三

[0038] 把本申请的透明通风消声装置应用在建筑物外墙，该透明通风消声装置的微穿孔

消声板2的厚度为1.0mm，内置一个微穿孔消声板2，面板1与微穿孔消声板2之间的距离设为

50mm，微穿孔消声板2的微穿孔直径为0.5mm，微穿孔消声板2的穿孔率为0.5％，在面板1与

微穿孔消声板2之间间隔设有3块透明的横向隔板6，横向隔板6由吸声材料制成。在建筑物

外墙设有1385mm  x  870mm的开口，将该透明通风消声装置安装在建筑物外墙上，与建筑物

外墙融合为统一协调的有机整体。该透明通风消声装置能减少从室外传播到室内的噪声，

使声环境达到接收水平，同时保持透明度和自然通风，当窗户关闭时，该消声装置能为房间

提供自然通风，同时减少噪声传播，内置的横向隔板6能增强吸声效果和结构稳定性，同时

在该透明通风消声装置的进风口3或出风口4加上阀门，能防止雨水渗入。如图7所示，该透

明通风消声装置在200HZ至1000HZ频带中可吸收50％的声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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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实施例四

[0040] 把本申请的透明通风消声装置应用在建筑物外墙，该透明通风消声装置的微穿孔

消声板2的厚度为1.0mm，内置一个微穿孔消声板2，面板1与微穿孔消声板2之间的距离设为

50mm，微穿孔消声板2的微穿孔直径为0.5mm，微穿孔消声板2的穿孔率为0.5％，在面板1与

微穿孔消声板2之间间隔设有3块透明的横向隔板6，横向隔板6由透明材料制成。在建筑物

外墙设有1385mm  x  870mm的开口，将该透明通风消声装置安装在建筑物外墙上，与建筑物

外墙融合为统一协调的有机整体。该透明通风消声装置能减少从室外传播到室内的噪声，

使声环境达到接收水平，同时保持透明度和自然通风，当窗户关闭时，该消声装置能为房间

提供自然通风，同时减少噪声传播，内置的横向隔板6能增强吸声效果和结构稳定性，同时

在该透明通风消声装置的进风口3或出风口4加上阀门，能防止雨水渗入。如图7所示，该透

明通风消声装置在200HZ至1000HZ频带中可吸收50％的声能量。

[0041] 本申请的透明通风消声装置以透明材料制成，如利用有机玻璃(PMMA)、聚碳酸酯

(PC)、涤纶树脂(PET)或玻璃制成，如图2和图3所示，可框架结构5上设置多个微穿孔消声板

2，能够提高降噪性能。可在该消声装置内部加装照明设备，以配合所需的室内气氛；在面板

1和微穿孔消声板2之间加装透明或可吸声的横向隔板6，以增强其吸声性能和结构牢度。

[0042] 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申请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

对本申请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

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

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申请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210658083 U

6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5 页

7

CN 210658083 U

7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5 页

8

CN 210658083 U

8



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3/5 页

9

CN 210658083 U

9



图5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4/5 页

10

CN 210658083 U

10



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5/5 页

11

CN 210658083 U

11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