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0687629.6

(22)申请日 2019.05.14

(73)专利权人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 310051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陵路

1760号

    专利权人 吉利汽车研究院（宁波）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张玉朋　万心东　张翰芳　王好金　

顾鹏云　张攀峰　张彬　汤小生　

(74)专利代理机构 上海波拓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1264

代理人 李爱华

(51)Int.Cl.

F02M 35/12(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降低车内噪音的消音装置及车辆

(57)摘要

降低车内噪音的消音装置及车辆，该装置包

括管路、第一消音腔及第二消音腔，所述第一消

音腔及所述第二消音腔设置于所述管路的侧壁

上，所述第一消音腔及所述第二消音腔内形成有

腔室，所述管路的侧壁上形成有通孔，所述第一

消音腔及所述第二消音腔内的所述腔室通过所

述通孔与所述管路内部连通。该消音装置能够降

低车辆内部的多个频率的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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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降低车内噪音的消音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管路、第一消音腔及第二消音腔，

所述第一消音腔及所述第二消音腔设置于所述管路的侧壁上，所述第一消音腔及所述第二

消音腔内形成有腔室，所述管路的侧壁上形成有通孔，所述第一消音腔及所述第二消音腔

内的所述腔室通过所述通孔与所述管路内部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降低车内噪音的消音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管路包括第一管

体及第二管体，所述第一消音腔设置于所述第一管体的外侧壁上，所述第二消音腔设置于

所述第二管体的外侧壁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降低车内噪音的消音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管路上形成有用

于与发动机节气门相连的第一连接口，与发动机废气阀相连的第二连接口以及与空气滤清

器连接的第三连接口，所述第一连接口及所述第三连接口由所述第一管体及所述第二管体

组合而成，所述第二连接口形成于所述第二管体上。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降低车内噪音的消音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消音腔包括

第一消音腔壳体及第一盖板，在所述第一消音腔壳体内设置有多个隔板，多个所述隔板将

所述第一消音腔分割为多个腔室，在所述第一管体的侧壁上，沿所述第一管体的长度方向

开设有多个通孔，当所述第一消音腔固定于所述第一管体的外侧壁上时，所述第一消音腔

内的每一所述腔室均至少通过一个所述第一管体上的通孔与所述管路内部相连通。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降低车内噪音的消音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消音腔内设

置有四个腔室，所述第一管体上沿长度方向形成有四个通孔，每一所述腔室均通过一个所

述通孔与所述管路内部相连通。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降低车内噪音的消音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消音腔包括

第二消音腔壳体及第二盖板，所述第二消音腔内设置有所述腔室，所述第二管体的侧壁上

设置有所述通孔，所述第二消音腔内的所述腔室通过所述第二管体的侧壁上的所述通孔与

所述管路内部相连通。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降低车内噪音的消音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盖板及所述

第二盖板一体成型，所述盖板上设置有开口，所述开口的位置与所述第一连接口相适应。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降低车内噪音的消音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消音腔、所

述第二消音腔及所述管路之间形成有五个谐振腔，五个所述谐振腔的消音频率分别为

430Hz、475Hz、530Hz、830Hz及1100Hz。

9.一种车辆，其特征在于：包括权利要求1至8中任意一项所述的降低车内噪音的消音

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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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车内噪音的消音装置及车辆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车辆NVH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降低车内噪音的消音装置及车

辆。

背景技术

[0002] 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汽车性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除了对动力性、经济

性、安全性方面的要求之外，轿车室内的振动、噪声水平也作为衡量汽车质量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对汽车的噪声、振动和声振粗糙度(Noise，Vibration  and  Harshness，NVH)性能的

研究受到普遍重视。

[0003] 申请人在对某款车型进行市场反馈调查的过程中发现，该款车型在加速过程中，

车内存在类似电锯/牛叫(saw&moan)声，市场反馈整车噪音大，需要对该问题进行整改。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降低车内噪音的消音装置及车辆。该消音装置能够降低车

辆内部的多个频率的噪音。

[0005]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降低车内噪音的消音装置，包括管路、第一消音腔及第二消

音腔，所述第一消音腔及所述第二消音腔设置于所述管路的侧壁上，所述第一消音腔及所

述第二消音腔内形成有腔室，所述管路的侧壁上形成有通孔，所述第一消音腔及所述第二

消音腔内的所述腔室通过所述通孔与所述管路内部连通。

[0006] 进一步地，所述管路包括第一管体及第二管体，所述第一消音腔设置于所述第一

管体的外侧壁上，所述第二消音腔设置于所述第二管体的外侧壁上。

[0007] 进一步地，所述管路上形成有用于与发动机节气门相连的第一连接口，与发动机

废气阀相连的第二连接口以及与空气滤清器连接的第三连接口，所述第一连接口及所述第

三连接口由所述第一管体及所述第二管体组合而成，所述第二连接口形成于所述第二管体

上。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消音腔包括第一消音腔壳体及第一盖板，在所述第一消音腔

壳体内设置有多个隔板，多个所述隔板将所述第一消音腔分割为多个腔室，在所述第一管

体的侧壁上，沿所述第一管体的长度方向开设有多个通孔，当所述第一消音腔固定于所述

第一管体的外侧壁上时，所述第一消音腔内的每一所述腔室均至少通过一个所述第一管体

上的通孔与所述管路内部相连通。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消音腔内设置有四个腔室，所述第一管体上沿长度方向形成

有四个通孔，每一所述腔室均通过一个所述通孔与所述管路内部相连通。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消音腔包括第二消音腔壳体及第二盖板，所述第二消音腔内

设置有所述腔室，所述第二管体的侧壁上设置有所述通孔，所述第二消音腔内的所述腔室

通过所述第二管体的侧壁上的所述通孔与所述管路内部相连通。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盖板及所述第二盖板一体成型，所述盖板上设置有开口，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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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口的位置与所述第一连接口相适应。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消音腔、所述第二消音腔及所述管路之间形成有五个谐振腔，

五个所述谐振腔的消音频率分别为430Hz、475Hz、530Hz、830Hz及1100Hz。

[0013] 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了一种车辆，包括上述的降低车内噪音的消音装置。

[0014]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通过第一消音腔及第二消音腔的设置，能够在第一消音腔、

第二消音腔及管路之间形成五个谐振腔，五个谐振腔的消音频率分别为430Hz、475Hz、

530Hz、830Hz、1100Hz，这能够降低车辆内部的多个频率的噪声，以使车内类似电锯/牛叫声

的噪音消失。。

[0015] 上述说明仅是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概述，为了能够更清楚了解本实用新型的技

术手段，而可依照说明书的内容予以实施，并且为了让本实用新型的上述和其他目的、特征

和优点能够更明显易懂，以下特举较佳实施例，并配合附图，详细说明如下。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现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降低车内噪音的消音装置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图1中降低车内噪音的消音装置去掉盖板后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图1中降低车内噪音的消音装置中第一管体及第一消音腔的结构分解示意

图。

[0019] 图4为图3中第一消音腔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为图1中降低车内噪音的消音装置中第二管体及第二消音腔的结构分解示意

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为更进一步阐述本实用新型为达成预定实用新型目的所采取的技术手段及功效，

以下结合附图及较佳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说明如下。

[0022]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降低车内噪音的消音装置及车辆。该消音装置能够降低汽

车内部的多个频率的噪音。

[0023]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降低车内噪音的消音装置设置于节气门和

空气滤清器之间，以降低车内的噪音。

[0024] 图1为现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降低车内噪音的消音装置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图2为图1中降低车内噪音的消音装置去掉盖板后的结构示意图，图3为图1中降低车内噪音

的消音装置中第一管体及第一消音腔的结构分解示意图，图4为图3中第一消音腔的主视结

构示意图，图5为图1中降低车内噪音的消音装置中第二管体及第二消音腔的结构分解示意

图。如图1至图5所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降低车内噪音的消音装置包括管路10、第一

消音腔20及第二消音腔30，第一消音腔20及第二消音腔30设置于管路10的外侧壁上。

[0025] 具体地，管路10包括第一管体11及第二管体12，在管路10上形成有第一连接口13、

第二连接口14及第三连接口15，第一连接口13与发动机的节气门相连，第二连接口14与发

动机的废气阀相连，第三连接口15与空气滤清器相连，第一连接口13及第三连接口15均由

第一管体11及第二管体12组合而成，第二连接口14直接形成于第二管体12上。第一消音腔

20设置于第一管体11的外侧壁上，第二消音腔30设置于第二管体12的外侧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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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第一消音腔20包括第一消音腔壳体21及第一盖板22，在第一消音腔壳体21内设置

有多个隔板23，多个隔板23将第一消音腔壳体21及第一盖板22组成的空间分割为多个腔室

40，在第一管体11的侧壁上，沿长度方向开设有多个通孔16，当第一消音腔20固定于第一管

体11的外侧壁上时，第一消音腔20内的每一腔室40均至少通过一个第一管体11上的通孔16

与管路10内部相连通，以使每一腔室40均至少与一通孔16组成一个谐振腔。

[0027] 更为具体地，在本实施例中，第一消音腔20内的腔室40一共有四个，第一管体11上

沿长度方向形成有四个通孔16，每一腔室40均通过一个通孔16与管路10内部相连通。

[0028] 第二消音腔30包括第二消音腔壳体31及第二盖板32，第二消音腔30内设置有一个

腔室40，第二管体12的侧壁上同样设置有通孔16，当第二消音腔30固定于第二管体12上时，

第二消音腔30内的腔室40通过第二管体12的侧壁上的通孔16与管路10内部连通。

[0029] 在本实施例中，为了增加气密性能，第一盖板22及第二盖板32一体成型，也即通过

一块盖板盖设于第一消音腔壳体21及第二消音腔壳体31上，以分别形成第一消音腔20及第

二消音腔30。盖板设置于管路10的第一连接口13所在的一侧，在盖板上还形成有开口221，

开口221的位置与第一连接口13相适应，以使第一连接口13与外界连通。

[0030] 综上所述，通过上述的第一消音腔20及第二消音腔30的设置，能够在第一消音腔

20、第二消音腔30及管路10之间形成五个谐振腔，五个谐振腔的消音频率分别为430Hz、

475Hz、530Hz、830Hz、1100Hz。以使车内类似电锯/牛叫声消失。

[0031] 谐振腔是在汽车的进气管道上增加的一种与进气管道相通且密闭的空腔结构，其

原理是：当声波的波长比密闭腔的几何尺寸大很多时，密闭空腔可以看做是一个集中参数

系统(可以用常微分方程来描述的系统)，密闭容器内的声波运动可以忽略不计。

[0032] 当气流经过小孔时，小孔内的气体在声压的作用下往复运动，具有一定的声质量。

当声波的频率和空腔的固有频率相近时，会产生共振。在共振频率附近，空气振动速度达到

最大，此时消耗的声能量最多，噪声衰减最大，便形成具有减小某种特定频率的装置。

[0033] 谐振腔(赫尔姆兹腔)由一个消音容器和一根短管组成，短管与主管连接，入射波

在主管内运动，当到达消音容器时，一部分被反射回来，另一部分分成两个分路：一路进入

消音容器内或者是推动消音容器内的空气运动，另一路继续在主管中传播，形成透射波。由

于管道交界处声阻抗的变化，从而达到消音目的。

[0034] 谐振腔的固有频率(即共振频率和消音频率)的计算公式为：

[0035]

[0036] 从上式可以知道，影响谐振腔消音频率的参数有：腔室的体积V、连接管道的长度

lc、通孔16的截面积Sc和管路10的截面积Sm。合理的设计消音容器的容积和管道的长度、截

面面积，即合理的设计本实用新型中各腔体的容积和通孔16的长度与截面面积，就能正确

制作符合要求的谐振腔。

[0037] 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了一种车辆，包括上述的降低车内噪音的消音装置，关于该车

辆的其它技术特征，请参见现有技术，在此不再赘述。

[0038]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实用新型作任何形式上

的限制，虽然本实用新型已以较佳实施例揭露如上，然而并非用以限定本实用新型，任何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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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本专业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范围内，当可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

容作出些许更动或修饰为等同变化的等效实施例，但凡是未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内

容，依据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仍

属于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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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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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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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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