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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汽车转鼓试验的降

噪除尾气隔离室，包括内部设置有转鼓试验台的

工作室，所述工作室包括两个正对的自动门；所

述工作室的墙体为隔音墙，所述隔音墙包括由内

向外依次设置的珍珠岩吸音板、真空玻璃层、水

泥木屑吸声板；所述珍珠岩吸音板与真空玻璃层

之间充填玻璃棉，所述真空玻璃层与水泥木屑吸

声板之间充填玻璃棉；所述工作室内还设置有温

度调节装置、离心风机、过滤装置、三元催化器，

所述离心风机的进风口正对转鼓试验台，离心风

机的排气管道依次连通至过滤装置、三元催化

器。本发明用以解决现有的转鼓试验过程中在车

间内产生较大噪音污染与尾气污染的问题，实现

降低对车间内的噪音污染与尾气污染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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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汽车转鼓试验的降噪除尾气隔离室，其特征在于：包括内部设置有转鼓试

验台(2)的工作室(1)，所述工作室(1)包括两个正对的自动门(3)；所述工作室(1)的墙体为

隔音墙(4)，所述隔音墙(4)包括由内向外依次设置的珍珠岩吸音板(41)、真空玻璃层(42)、

水泥木屑吸声板(43)；所述珍珠岩吸音板(41)与真空玻璃层(42)之间充填玻璃棉(7)，所述

真空玻璃层(42)与水泥木屑吸声板(43)之间充填玻璃棉(7)；所述工作室(1)内还设置有温

度调节装置(5)、离心风机(6)、过滤装置(8)、三元催化器(9)，所述离心风机(6)的进风口正

对转鼓试验台(2)，离心风机(6)的排气管道依次连通至过滤装置(8)、三元催化器(9)；所述

温度调节装置(5)为空调；所述工作室(1)外侧设置有悬挂在隔音墙(4)上的耳塞盒(1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汽车转鼓试验的降噪除尾气隔离室，其特征在于：所

述过滤装置(8)为HEPA高效过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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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汽车转鼓试验的降噪除尾气隔离室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机动车检测领域，具体地说是涉及一种用于汽车转鼓试验的降噪除尾

气隔离室。

背景技术

[0002] 汽车制动性能是汽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重要指标和必检项目，直接关系到道路

交通安全。在汽车发生的交通事故中，由于制动系的技术故障而造成的事故所占的比重是

很大的。因此，国家标准GB7258－2004《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18565－2001《营运车

辆综合性能要求与检验方法》、  GB/T16739.1－2004《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第1部分：汽车整

车维修企业》等标准要求对汽车的制动性能进行强制检验。GB7258规定制动性能检验可用

路试或台试检验。在实际检测汽车制动性能时广泛使用台试检验。其中，汽车的转鼓试验台

就是一种常见的台试检验设备。转鼓试验台为车辆在制造厂下线时对前轮驱动、后轮驱动

或四轮驱动汽车进行动态驾驶测试、参数设置试验和电控装置测试的专用设备。转鼓试验

台所适用的车型范围包括从小轿车、越野车到小型卡车，在相似道路情况的环境下模拟不

同的动态驾驶情况。转鼓试验台能够实现在匀速和变速状态下不同行驶条件下的试验。在

试验过程中高精度地测量产生的速度、驱动力和制动力，被并传送到试验台的控制系统进

行评价。不过，由于转鼓试验台设置在工厂车间内，汽车在其上进行试验时需要进行各种发

动机转速以及制动的测试，会在车间内产生较大噪音，在某些空旷的车间内甚至还会产生

很大的回声，严重影响车间内正在进行的其他工作，同时对工人的听觉造成影响。同时，机

动车在车间内进行动力学检测试验时，由于需要不停启动制动，还会产生大量尾气污染，排

出的尾气在车间内不断堆积，还会污染整个车间的空气，影响车间内的空气质量和环境卫

生，影响车间内工人的身体健康。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汽车转鼓试验的降噪除尾气隔离室，以解决现有

的转鼓试验过程中在车间内产生较大噪音污染与尾气污染的问题，实现降低对车间内的噪

音污染与尾气污染的目的。

[0004] 本发明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实现：

[0005] 一种用于汽车转鼓试验的降噪除尾气隔离室，包括内部设置有转鼓试验台的工作

室，所述工作室包括两个正对的自动门；所述工作室的墙体为隔音墙，所述隔音墙包括由内

向外依次设置的珍珠岩吸音板、真空玻璃层、水泥木屑吸声板；所述珍珠岩吸音板与真空玻

璃层之间充填玻璃棉，所述真空玻璃层与水泥木屑吸声板之间充填玻璃棉；所述工作室内

还设置有温度调节装置、离心风机、过滤装置、三元催化器，所述离心风机的进风口正对转

鼓试验台，离心风机的排气管道依次连通至过滤装置、三元催化器。

[0006] 针对现有的转鼓试验过程中在车间内产生较大噪音污染与尾气污染的问题，本发

明提出一种用于汽车转鼓试验的降噪除尾气隔离室。本发明设置专门用于转鼓试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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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将工作室设置在车间内部，将转鼓试验区域与车间其他区域分隔开来。所述工作室设置

有两个自动门，分别正对于工作室相对的两侧面，用于汽车沿同一方向进出工作室，避免试

验完成后需要倒车驶离工作室内。

[0007] 所述工作室的墙体为隔音墙，隔音墙为层状结构，包括珍珠岩吸音板、真空玻璃

层、水泥木屑吸声板，其中珍珠岩吸音板位于最内侧，现有的珍珠岩吸音板降噪系数在0.85

左右，在噪声中高频区段吸声性能好。隔音墙最外侧为水泥木屑吸声板，水泥木屑吸声板除

了具有良好的隔音效果外，还具有强度高、耐磕碰、使用寿命长等特点，将其设置在隔音墙

的最外侧，能够有效避免车间厂房内其他工作对隔音墙的碰撞损伤，提高使用寿命，确保外

观始终良好。在珍珠岩吸音板和水泥木屑吸声板之间设置有真空玻璃层，真空玻璃是在两

片玻璃中间夹入胶片支撑，在高温真空环境下使两片玻璃完全融合，并且两片玻璃中间是

真空的，真空状态下声音无法传导的，而其构成制成的声桥能够忽略不计，因此真空玻璃层

具有优良的隔音性能，能够有效提高隔音墙的隔音效果。此外，所述珍珠岩吸音板与真空玻

璃层之间、真空玻璃层与水泥木屑吸声板之间均充填玻璃棉，利用玻璃棉的阻尼效应进一

步削弱声波能量，从而通过珍珠岩吸音板、真空玻璃层、水泥木屑吸声板、玻璃棉的共同作

用，使得所述隔音墙具有优良的吸音隔音效果，极大的削弱传递至工作室外部的声波能量，

降低对车间内的噪音污染。此外，所述工作室内还设置有温度调节装置。由于玻璃棉、真空

玻璃层在隔绝噪音的同时还具有一定的绝热功能，而机动车在工作室内部进行试验时会产

生热量，因此会导致工作室内部温度不断升高，严重时甚至会超过转鼓试验台的工作温度

范围，因此本发明在工作室内设置温度调节装置，用以及时调节工作室内的温度，从而解决

工作室内温度不断升高的问题。针对转鼓试验中尾气污染的问题，本发明在工作室内部设

置有离心风机，将离心风机的进风口正对转鼓试验台，便于直接抽取试验过程中产生的汽

车尾气。离心风机的排气管道依次连通至过滤装置、三元催化器，即是所抽取的尾气首先经

过过滤装置，过滤掉其中的固体颗粒物，之后再经过三元催化器进行处理。三元催化器可将

汽车尾气排出的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和氮氧化物等有害气体通过氧化还原作用转变为无

害的二氧化碳、水和氮气，从而降低尾气所带来的空气污染，降低汽车尾气对车间内工人的

危害。

[0008] 优选的，所述温度调节装置为空调。

[0009] 优选的，所述工作室外侧设置有悬挂在隔音墙上的耳塞盒。由于机动车需要驾驶

员驾驶进行测试，因此处于工作室内的驾驶员仍然难免受到噪音污染。因此设置耳塞盒，用

于放置耳塞，便于驾驶员进入工作室前方便的进行取用。

[0010] 优选的，所述过滤装置为HEPA高效过滤网。HEPA高效过滤网属于国际公认的高效

过滤装置，全称High  efficiency  particulate  air  Filter，它对于0.3微米以上的固体颗

粒物的有效去除率能够达到99.7%，能够过滤掉汽车尾气中的主要污染物之一PM2.5，从而

极大的降低汽车尾气对转鼓试验工作间内的空气污染。

[0011]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的优点和有益效果：

[0012] 1、一种用于汽车转鼓试验的降噪除尾气隔离室，包括内部设置有转鼓试验台的工

作室，工作室的墙体为隔音墙，隔音墙包括由内向外依次设置的珍珠岩吸音板、真空玻璃

层、水泥木屑吸声板，并且珍珠岩吸音板与真空玻璃层之间、真空玻璃层与水泥木屑吸声板

之间均充填玻璃棉，通过珍珠岩吸音板、真空玻璃层、水泥木屑吸声板、玻璃棉的共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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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所述隔音墙具有优良的吸音隔音效果，极大的削弱传递至工作室外部的声波能量，降

低对车间内的噪音污染；

[0013] 2、一种用于汽车转鼓试验的降噪除尾气隔离室，在工作室内部设置有离心风机，

即是所抽取的尾气首先经过过滤装置，过滤掉其中的固体颗粒物，之后再经过三元催化器

对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和氮氧化物等有害气体进行处理。从而降低尾气所带来的空气污

染，降低汽车尾气对车间内工人的危害。

附图说明

[0014] 此处所说明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实施例的进一步理解，构成本申请的一部

分，并不构成对本发明实施例的限定。在附图中：

[0015] 图1为本发明具体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具体实施例中隔音墙的剖面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具体实施例中离心风机的连接关系示意图。

[0018] 其中：1-工作室，2-转鼓试验台，3-自动门，4-隔音墙，41-珍珠岩吸音板，42-真空

玻璃层，43-水泥木屑吸声板，5-温度调节装置，6-离心风机，7-玻璃棉，8-过滤装置，9-三元

催化器，10-耳塞盒。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下面结合实施例和附图，对本

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本发明的示意性实施方式及其说明仅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作

为对本发明的限定。

[0020] 实施例1：

[0021] 如图1至图3所示的一种用于汽车转鼓试验的降噪除尾气隔离室，其中图1中虚线

表示处于工作室1内部部分，其中过滤装置8、三元催化器9连接在离心风机6后部未在图1中

进行标示。包括内部设置有转鼓试验台2的工作室1，所述工作室1包括两个正对的自动门3；

所述工作室1的墙体为隔音墙4，所述隔音墙4包括由内向外依次设置的珍珠岩吸音板41、真

空玻璃层42、水泥木屑吸声板43；所述珍珠岩吸音板41与真空玻璃层42之间充填玻璃棉7，

所述真空玻璃层42与水泥木屑吸声板43之间充填玻璃棉7；所述工作室1内还设置有温度调

节装置5、离心风机6、过滤装置8、三元催化器9，所述离心风机6的进风口正对转鼓试验台2，

离心风机6的排气管道依次连通至过滤装置8、三元催化器9；所述温度调节装置5为空调；所

述工作室1外侧设置有悬挂在隔音墙4上的耳塞盒10；所述过滤装置8为HEPA高效过滤网其

中，珍珠岩吸音板41、真空玻璃层42、水泥木屑吸声板43的厚度均为5cm。

[0022] 所述工作室1的墙体为隔音墙4，隔音墙4包括珍珠岩吸音板41、真空玻璃层42、水

泥木屑吸声板43，其中珍珠岩吸音板41位于最内侧。隔音墙4最外侧为水泥木屑吸声板43，

将其设置在隔音墙4的最外侧，能够有效避免车间厂房内其他工作对隔音墙4的碰撞损伤，

提高使用寿命，确保外观始终良好。在珍珠岩吸音板41和水泥木屑吸声板43之间设置有真

空玻璃层42。此外，所述珍珠岩吸音板41与真空玻璃层42之间、真空玻璃层42与水泥木屑吸

声板43之间均充填玻璃棉7，利用玻璃棉7的阻尼效应进一步削弱声波能量，从而通过珍珠

岩吸音板41、真空玻璃层42、水泥木屑吸声板43、玻璃棉7的共同作用，使得所述隔音墙4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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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优良的吸音隔音效果，极大的削弱传递至工作室1外部的声波能量，降低对车间内的噪音

污染。此外，所述工作室1内还设置有温度调节装置。由于玻璃棉7、真空玻璃层42在隔绝噪

音的同时还具有一定的绝热功能，而机动车在工作室1内部进行试验时会产生热量，因此会

导致工作室1内部温度不断升高，严重时甚至会超过转鼓试验台2的工作温度范围，因此本

发明在工作室1内设置温度调节装置，用以及时调节工作室1内的温度，从而解决工作室1内

温度不断升高的问题。此外，离心风机6的排气管道依次连通至过滤装置8、三元催化器9，即

是所抽取的尾气首先经过过滤装置8，过滤掉其中的固体颗粒物，之后再经过三元催化器9

进行处理。三元催化器9可将汽车尾气排出的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和氮氧化物等有害气体

通过氧化还原作用转变为无害的二氧化碳、水和氮气，从而降低尾气所带来的空气污染，降

低汽车尾气对车间内工人的危害。

[0023] 以上所述的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进行了进一步

详细说明，所应理解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而已，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

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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