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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ise control is a subject that combines theory and practice tightly. Nowadays, most of the teaching courses focus on introducing the theory, but lack of practice. Strengthening practice teaching
and training is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students’ creativity. This article describes classroom
practice teaching, experimental design practice teaching, application of the EIA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IA) case practice teaching and base site practice teaching and so on, to
strengthen the teaching of this course practice. By this way, it has significant meaning of improving the course teaching level, cultivating high-level innovative noise control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person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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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噪声控制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结合非常紧密的学科，但目前该课程的教学大多注重理论介绍而缺乏实践。
加强实践教学训练是提高大学生创新能力的一条重要途径，本文介绍了可以从课堂实践教学、实验设计
教学、应用环评案例教学与基地现场教学等环节入手，来加强本课程实践环节的教学，对于提高本课程
教学水平，培养出高层次创新型噪声控制工程技术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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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环境噪声污染问题已
成为继水污染、大气污染之后广泛的社会公害。据统计，我国有近 2/3 的城市居民在噪声超标的环境中
生活和工作[1]。随着人民环境意识的提高，许多高校的环境专业都将“噪声污染控制”作为环境专业重
要的专业课程。随着人们对噪声污染的日益重视及对所培养的环境工程专业人才规格的日益提高，对该
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噪音会影响人们的正常工作、生活和休息，甚至危害人体健康。噪声污染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性的问
题，它是与空气污染、水污染并列的三大环境污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中，环
境噪声是指在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所产生的影响周围生活环境的声音。噪声污染被
视为一种无形的环境污染，具有局部性、暂时性和多发性的特点。噪声污染对人类往往是一种慢性的损
伤，医学上已将因噪声污染而出现的“亚健康”症状定为“噪声病”。噪声病以神经系统症状为主，如
头晕、头痛、失眠、嗜睡、易疲劳、激动、伴有耳鸣、听力减退等。此外，有证据表明，噪声和振动还
是诱发高血压、心脏病的重要原因[2]。因此，避免和降低噪声是环保的要求。
环境噪声控制是环境专业和劳动保护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课程，是物理声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
涉及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材料学、建筑学、电子机械化工等多学科交叉的综合学科。噪声控制课
程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结合非常紧密的学科，而目前该课程的教学大多存在重理论、轻实践，或者只有理
论没有实践，导致教学质量低水平徘徊的问题。笔者认为，要提高本课程教学水平，保障教学质量，培
养出适应当前环境科学发展，环境保护需求的复合型高层次噪声控制工程技术人才，应该从加强实践环
节入手，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 课堂实践环节
在教学中大力引进多媒体、情景教学、实物教具、运行演示等教学方式。由于噪声控制课程具有综
合性的特点，运用多媒体技术，用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噪声控制基础原理，常用的技术措施，主要工程
材料，噪声控制设计方法步骤、噪声控制效果评价等，可以达到生动、形象、易于理解与接受的教学效
果。通过大量的实景图片、实物展示、案例分析、设计模型的演示，结合治理保护措施与方法开发、材
料利用等措施进行讲解，培养学生积极主动思考的意识。
比如，在介绍吸声材料的种类及吸声特性时，由于多孔吸声材料的种类比较多，有纤维类、泡沫类
和颗粒类，每一大类吸声材料中又包括若干种，讲课时若只是简单地罗列介绍，学生印象不深，收益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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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如果把每一种实验材料以实物的形式带进教室，发到学生手中，针对实物进行讲解其构造和特性等，
相信一定会事半功倍[3]。在实物教学的过程中还可以引导学生思考，还有没有其它类似结构的材料可以
采用，有没有什么废旧物可以用来利用作为噪声控制材料，在我们自己的实验设计过程中可以尝试“废
物利用”、“变废为宝”，将其变为噪声控制的材料或者结构。

3. 实验设计教学实践环节
开放实验能给学生提供更多独立思维空间和更多实验操作机会，无疑会大大提高其实际动手能力和
创新意识的发展。将这样一种思路引入到噪声控制教学当中来大有裨益。在我国，绝大部分大专院校的
校园就是一个城市小社会，在校园内几乎可以找到各种类型的噪声源。例如，锅炉房风机，生产实习基
地(类似工业生产噪声)，道路上的车辆(类似交通运输噪声)，教学设施建设工地(类似建筑施工噪声)，学
生宿舍、食堂、商店以及问题活动场所(类似社会生活噪声)等[4]。所以可以在校园进行噪声控制实验设
计实践活动，这样也更方便、安全和经济，而且实践活动的结果对于校园的声环境控制和建设有积极意
义[4]。可以将学生进行分组，每组完成以下工作：
1) 查阅相应的测量方法标准和控制、评价标准。
2) 确定测量工作量。对于不同的测试对象有不同的评价量，如计权声级、统计声级、噪声暴露量、
环境评价量、声功率级等，测量前根据需要选择一评价量，然后按照欲求得的评价量确定测试量[4]。
3) 仪器选择及校准。在本课程的教学实验中我们拟采用杭州爱华 AWA5636 型声级计，该声级计是
一种数字化、模块化多功能声级计。该声级计采用了最新数字信号处理芯片及先进的数字检波技术，具
有可靠性高、稳定性好、动态范围宽、无需量程转换等优点。可广泛应用于各种机器、车辆、船舶、电
器等工业噪声测量，也可用于环境噪声、劳动保护、工业卫生的测量。其主要特点：a) 数字信号处理技
术，动态范围大，无需量程转换。b) 模块化设计，按需选取。c) 宽温设计，适用范围更广。d) 符合 GB/T
3785-2010 (IEC 61672:2002) 2 级。仪器使用前对其进行检查与校准，以保证仪器完整无损、电池充足、
读数可靠，附件齐全(如声级计专用固定三脚架和噪音测试专用延长杆等)。
4) 资料准备。测量学校校园噪声，最好准备校园平面图等。
5) 选择具体噪声控制实践类型和地点。对校园整体进行功能区噪声监测和评价工作量相当大。将学
生分为几个小组一起协作完成。不同小组分别对校园内不同的声环境功能区进行监测和评价，或者在校
园内以教学楼、图书馆、宿舍楼等噪声敏感目标来分类作为监测评价对象，按照国标《声环境质量标准》
中规范性附录 C 进行监测与评价[4]。
6) 设计测量数据记录表格。测量记录大致包括测量日期、时间、地点和测定人员；使用仪器型号、
编号及校准记录；测定时间内气象条件、测量项目及测定结果等等[4]。
7) 统计测量结果并进行评价。根据测量数据、计算结果，绘制校园噪声分布图。根据《声环境质量
标准》对校园进行环境噪声评价，提出解决噪声污染问题的治理方案[4]。

4. 应用环评案例教学实践环节
环境质量评价(噪声评价部分)是环境噪声控制应用部分重要内容。这一环节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应用
理论知识的能力，结合某些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声环境影响预测评价内容实例进行讲解。让学生更深入了
解《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声环境》(HJ2.4-2009)的有关规定，学会运用声源声压级的叠加公式计算项
目总声源强度，能根据不同项目工程特点，选择适当模式进行预测，能熟悉采用 CadnaA，Ver 3.72 噪声
模拟软件对项目厂界处噪声排放情况进行预测，获得项目噪声水平预测声场图甚至项目噪声垂直预测声
场图等，非常形象直观的图件，如图 1 和图 2 所示。加深对噪声控制内容及其应用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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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Noise level prediction sound field pattern
图 1. 噪声水平预测声场图

Figure 2. Noise vertical prediction sound field pattern
图 2. 噪声垂直预测声场图

5. 基地现场教学实践环节
在教学中积极拓展校外资源，与本地区环保局环境监测单位或者有合作关系的有资质的第三方监测
公司联系，建立实习基地，进行实地教学和实习。参观监测单位环境噪声专业监测实验室，专业噪声监
测设备，聘请专业噪声监测技术人员为学生进行讲解和答疑，使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比较方便地去了解噪
声控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可以打破原先只能在固定时间进行有限项目实习的弊端，让学生
随着课程的进展随时去参观、认识；进行实习时，可深入基地，进行完全现场环境的实践训练，也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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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术人员求教，真正接触实际工作过程，体会实际工程的特点和所学理论知识在工程中的使用价值。
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真正达到实践教学环节的教学目的、效果。
噪声污染控制作为环境专业的重要课程，只有在教学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不断对课程教学方法、
手段进行探索、创新，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实践教学环节是当前高校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创新素
质人才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加强实践环节在噪声控制教学当中的应用，对于培养高层次创新型噪声
控制工程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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