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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提高通风消声器产品质量水平，指导通风消声器

产品的研制和生产，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通风消声器的技术性能指标、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 

本标准是对《通风消声器》（HJ/T 16—1996）的修订，与原标准相比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 声学性能评价指标改为倍频带插入损失算术平均值； 

—— 产品种类增加了微穿孔板式消声器、消声静压箱、蜂窝式消声器，取消了盘式消声器； 

—— 修改了标准限值，并对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技术要求、试验方法进行了修改；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检验规则、标志。 

本标准于1996年首次发布。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通风消声器》（HJ/T 16—1996）废止。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噪声与振动控制委员会）、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

深圳中雅机电实业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物理研究所、北京绿创声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新华净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12年7月31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2年11月1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HJ2523-2012 

1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通风消声器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通风消声器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通风与空调工程配套使用的消声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4760 声学 消声器测量方法 

GB/T 20431 声学 消声器噪声控制指南 

GB 50243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通风消声器 
通风与空调工程配套使用的消声器。 

3.2 插入损失 
装置消声器以前与装置消声器以后相比较，管口辐射噪声的声功率级的降低量。单位为分贝（dB）。 

3.3 全压损失 
ΔPt 

消声器上游与下游之间的全压差。单位为帕斯卡（Pa）。 

3.4 阻力系数 
ζ 

全压损失与消声器上游法兰口横截面处的平均动压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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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vP ——按照GB/T 4760计算的试验管道内气流平均动压，单位为帕斯卡（Pa）； 

S ——试验管道的截面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S ——消声器上游法兰口截面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3.5 倍频带插入损失算术平均值 

OCTD  

在中心频率为 63Hz、125Hz、250Hz、500Hz、1000Hz、2000Hz、4000Hz、8000Hz 的 8 个倍频带测

得的插入损失的算术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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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术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1 通风消声器的设计应符合 GB/T 20431 的规定。 

4.1.2 通风消声器应按照经消声器生产企业规定程序批准的设计图纸及技术文件制造。 

4.1.3 通风消声器的制作应符合 GB 50243 的有关规定。 

4.1.4 通风消声器的结构尺寸和材质应与企业设计图纸一致。 
4.1.5 通风消声器的倍频带插入损失和阻力系数应满足工程设计要求。 
4.1.6 外观质量 
4.1.6.1 外观应平整、清洁、无锈痕。 

4.1.6.2 各接缝应规整、光滑、密封，铆接应均匀、牢固。 

4.1.6.3 喷漆涂层应牢固、美观，不允许出现漏涂、流挂、起泡、缩皱、明显划痕、剥落的现象。 

4.1.6.4 对于使用了吸声材料的消声器，其护面层应平整、无毛刺，接缝严密、无突出物；护面材料

应无破损，表面不得沾染油污、油漆、灰尘或其他杂质。 

4.2 性能要求 
型式检验时，通风消声器的倍频带插入损失算术平均值和阻力系数应符合表 1 的要求。 

 

表1 通风消声器的倍频带插入损失算术平均值和阻力系数 

消声器类型 
倍频带插入损失算术平均值 

dB/m 
阻力系数 

阻性 

直管式 ≥14 ≤1.0 

片式 ≥14 ≤1.6 

折板式 ≥17 ≤4.0 

蜂窝式 ≥24 ≤2.4 

阻抗复合 
直管式 ≥14 ≤1.0 

片式 ≥14 ≤1.6 

单层微穿孔板 
直管式 ≥6 ≤1.0 

片式 ≥6 ≤1.6 

双层微穿孔板 
直管式 ≥9 ≤1.0 

片式 ≥9 ≤1.6 

消声弯头 ≥7 —— 

消声静压箱 ≥9 —— 

 

5 试验方法 

5.1 外观质量采用目测。 

5.2 插入损失、全压损失的试验方法按 GB/T 4760 的规定进行，阻力系数按式(1)计算。 

5.3 检测条件和数据处理要求 

5.3.1 消声器上游法兰口处的平均气流速度宜为 3 m/s～12 m/s，并应使片间平均流速不大于 12m/s。 

5.3.2 每台消声器应测三种流速的数据，其中两种流速应为整倍数关系；以这几种流速下阻力系数的

算术平均值作为阻力系数的 终结果。 

5.3.3 型式检验时，消声器有效长度宜在 0.9 m～1.1 m 范围内，消声器上游法兰口与试验管道截面面

积之比宜控制在 0.7～1.4 范围内，过渡管道侧壁的扩张角不应大于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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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型式检验时，若消声器的有效长度不为 1 m，应将每种流速下的倍频带插入损失算术平均值除

以消声器的有效长度作为 终结果。消声弯头、消声静压箱不必考虑有效长度。 

5.3.5 所有测量结果应精确到一位小数。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消声器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2 出厂检验 
6.2.1 每台消声器均应由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并出具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6.2.2 出厂检验项目按 4.1.4 和 4.1.6 进行。 
6.3 型式检验 
6.3.1 当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的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当设计、工艺、材料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时，每三年检验一次；  

d) 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e)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6.3.2 抽样方法 

从出厂检验合格且符合本标准5.3.3要求的产品中，每种随机抽取1台。 

6.3.3 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为第 4.1.6、4.2、7.1 规定的全部检验项目。 

6.3.4 判定规则 

a) 一般或常规消声器的型式检验结果应符合表 1 的规定，当有不合格项目时，应加倍抽样复检。

如仍不合格，则判定本次型式检验为不合格。 

b) 对于非标或异形消声器的型式检验，只给出检测数据，不对其是否合格进行判定或说明。 

7 标志 

7.1 在产品明显部位应有出厂检验合格证，并包含下列产品标志： 

a) 产品名称； 

b) 产品型号或规格； 

c) 制造厂名或商标； 

d) 制造日期或制造编号。 

7.2 安装时对气流方向有要求的，应在产品明显部位标出气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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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消声器检验记录格式 

 

产品型号 

名 称 
 

流速 

m/s 

OCTD  
阻力系数 阻力系数平均值 

压力损失 

Pa dB dB/m 

    

 

 

     

     

流速 

m/s 

倍频带插入损失 dB A 计权插入损失

63Hz 125Hz 250Hz 500Hz 1000Hz 2000Hz 4000Hz 8000Hz dB(A) dB(A)/m

           

           

           

S m
2
 S' m

2
气流温度 ℃ 消声器有效长度 m

 

外观质量及标志 

外观 接缝 喷漆 护面 标志 

     

 说明：表中“插入损失”单位为 dB 或 dB(A)的，表示的是未按长度折算的插入损失；单位为 dB/m 或

dB(A)/m 的，表示的是按长度折算后的插入损失。 

 

 

检测日期：    年  月  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