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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列车“通过噪声”的测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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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评估高速列车运行时对轨道周围环境的噪声污染程度，对高速列车以不同速度工况通过时的车外辐射噪
声(称为“通过噪声”)进行了测试，得到了以最大 A 声级和 1/3 倍频程 A 声级标志的列车通过噪声的测量数据。分析
了通过噪声的频谱特性、及其与列车速度的关系。测试数据表明高速列车通过噪声是宽频噪声，最大 A 声级在标准
规定测试点上的值达到约 90 dB，对铁路附近的噪声污染比较大；通过噪声随着列车速度增大而增大，在时速 370 km
以上增幅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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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wayside noise pollution caused by high-speed train passing, the passing noise of the
high-speed train running at different speeds are measured. Maximum A-weighted sound pressure level and A-weighted
sound pressure level in 1/3 octave are used as the quantities to indicate the noise level. Data analyses consist of spectral
characteristics, relation of noise level with train speed, and decay estimation in terms of distance. It is found from the test
result that the high-speed train passing noise is broadband noise. Maximum A-weighted sound pressure level is about
90dB, which creates a lot of noise pollution nearby railway. The noise level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rain speed, and
the growth rate rises above the speed 370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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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列车制造技术的不断发展，
列车的运行速度不断提高，铁路沿线的噪声污染问
题日益突出。尤其是时速 200 km 以上的高速列车，
其通过时对铁路两侧一定范围内的居民、生物、甚
至建筑物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国内外针对高速列
车辐射噪声已经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制定了一些
初步的噪声限值标准和测试规范，如：UIC 660-2002
《保证高速列车技术兼容性的措施》、铁运[2008]28
[1]
号文《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规范》 。这些标准和
规范大多是参考速度较低的列车制定的，对于速度
更高的列车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2,3]
试验参考铁路机车车辆辐射噪声测量标准
的要求，通过现场测量，以不同的声学参量评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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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列车通过时的噪声水平，分析测量所得数据，得
出列车通过噪声的特性，试验和分析结果对车体降
噪设计、声屏障设计和安装位置等方面的改进、铁
路沿线规划以及高速列车噪声辐射限值标准的制
定都有一定意义。

1 描述通过噪声的声学参量
列车通过观测点跟飞机起落、汽车通过等现象
一样，属于单次噪声事件，相对于持续噪声现象，
描述这类事件的噪声水平有其特有的声学参量，通
常用以下物理量表征列车通过噪声。
1.1

最大 A 声级

列车通过时，测点处声压级呈现先增大后减小
的变化趋势，如图 1 所示，最大 A 声级(LAmax)是声
压级变化过程中的最大值。
1.2

声暴露级

声暴露级(Sound Exposure Level, SEL(LE))用于
评价单一噪声事件的累积效应对人造成的烦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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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2.3 测点布置
传声器布放时要求传声器应垂直指向通过轨
道中心线的垂面，置于距轨道中心线垂面 25 m，距
轨面高 3.5 m 处，如图 2 所示。
Fig.1

图 1 各声学参量在声压级和时间关系曲线上的示意图
Time history of train passing noise with various parameters

其定如公式(1)所示：
⎧ t2 p2 (t ) ⎫
SEL =10 lg ⎨∫
dt ⎬
2
t
⎩ 1 pref ⎭

(1)

T = t2 −t1 是单次噪声事件中，对声能有显著贡
献的时间间隔。

Fig.2

图 2 传感器布置示意图
Illustration of transducer layout

1.3 短时等效连续声压级

2.4 其它要求

评价非稳态噪声污染程度的另一个重要物理量
是等效连续声压级(Leq,T)，其定义如公式(2)所示：
⎧ 1 t2 p2 (t ) ⎫
LAeq,T =10 lg ⎨ ∫
dt ⎬
(2)
2
t
⎩T 1 pref ⎭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为使测试结果具有普遍
性，对路轨(如弯曲半径、坡度、焊缝等)、机车车
辆(负载、设备开启状态、速度等)也有相应的要求。

其中 T = t2 −t1 ，是积分时间，对于列车单次通过的噪
声事件来说，这个时间通常由车长除以车速得到，
或者取声压级和时间的关系曲线上从最大声压级向
下降低 20 dB 两点间所跨的时间段，如图 1 所示。
因为这是一个单次噪声事件的噪声延续时间，因此
称其为短时连续声压级。

3 测试内容
3.1 测试对象
测试车辆为目前正大量运行在京沪线的新一
代高速动车组，其中测试的列车为刚出厂即将交付
的 CRH380A-6041L，具体如图 3 所示。

2 测试要求
对于速度超过 350 km/h 以上运行的高速列车，
国内还没有相关的通过噪声的测试规范及车外噪声
辐射限值标准。参考列车低速运行时的测试规范及
[3,4]
标准 的要求，为了保证测试结果的准确可靠，本
试验在测试场地选择、测试点布置等都有一定要求，
具体要求见下文。

2.1 周围环境
传声器周围 3 倍于测量距离之内没有大的声反
射体(如小山、桥梁、建筑物等障碍物)。
传声器与被测机车车辆之间，地面应尽可能没
有声吸收覆盖物(如耕地、草地等)。
铁路背景噪声应至少比被测机车车辆噪声低
10 dB(A)。频谱分析时，各频带的上述差值也应符
合这种要求。

2.2 天气情况
在下列条件下不能测量：(1) 地面有雪层；(2)
下雨或下雪时；(3) 轨面上 2 m 高处的风速超过 8

Fig.3

图 3 CRH380AL 动车组编组图
Diagram of CRH380AL EMU trains

此型号列车的编组、重量、车体尺寸、运行速
度等参数如下所示：
编组车辆数：16 辆
宽度：3380 mm
高度：3700 mm
最大轴重：≤15 T
持续运行速度：350 km/h

3.2 测点选择
经过现场踏勘，选择了京沪线河北境内铁路旁
一片空旷的平地作为测试点。测点周围几百米内没
有山或者建筑物，地势平坦，地表无树木、杂草等
吸声覆盖物，周围无其他明显噪声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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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传声器安装
在离轨道中心距离 25 m 处布置了一个传声器，
为了研究衰减情况在同一条直线上 30 m 处也布置
了一个传声器，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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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实测各速度级下的声压级及频谱如图 5 和
图 6 所示。

3.4 测试工况
为了研究运行速度和噪声量值之间的关系，保
持其它条件不变，列车以不同速度 (分别为 300、
350、 360、370、380 km/h)通过测试点时，记录整
个过程中的列车通过噪声以及无列车通过时的背景
噪声。

Fig.5

图 5 不同时速下不同测点处最大声压级
Maximum sound pressure levels at different testing points for
different train speeds

4 测试及分析
4.1 背景噪声
图 4 是背景噪声和列车以 300 km/h 通过时的噪
声 1/3 倍频程频谱图，可以看出在整个频带上 A 声
级的差值都大于 25 dB。根据测试数据，两种工况
下最大 A 声级(LAmax)的差值为 42.8 dB，满足测试环
境对背景噪声要求。

Fig.6

由图 5 可以看出，最大声压级随速度呈增大趋
势，在时速为 350~370 km/h 时变化较平缓，时速为
370~380 km/h 时变化率增大。沿着垂直于轨道的直
线远离列车方向，噪声随距离增大而衰减。从据轨
道中心 25m 到 30m，最大 A 声级(LAmax)的衰减量
约为 1.2 dB(A)

4.4
图 4 背景和 300km 时速时的 1/3 倍频程频谱
Fig.4 One third octave spectrums of background noise and the train
passing noise at 300km/h

4.2 噪声频谱特性
高速列车的噪声源有轮轨噪声、车载设备噪声
和气动噪声，而车外噪声主要是轮轨噪声和受电弓
等突起部件 (受电弓跟气流作用、受电弓跟电网摩
擦 )的气动噪声。噪声频谱分析是噪声源识别以及
各声源对总噪声贡献量分析的重要手段。
由图 4 可见，高速列车通过噪声在整个 1/3 倍
频程频带上的 A 声级都有比较高的值，尤其在
500~5000 Hz 频率范围内更为突出，是频率成分复
杂的宽频噪声。

4.3 最大 A 声级随速度的变化
随着列车运行速度的增加，轮轨相互作用加
剧，轮轨系统振动增大，从而引起轮轨噪声增强。
[4]
轮轨噪声随着速度的增长规律为 30 log10 V 。相对
于轮轨噪声，气动噪声随速度的增加率更大，其增
[4]
长率关系的经验公式为 60 log10 V 。

图 6 不同距离测点处的 1/3 倍频程频谱
One third octave spectrums at different testing points

噪声随距离衰减

比较列车整车的纵向和横向尺寸以及测点到
列车的距离，假设把列车通过测点的过程近似看成
一个线声源发声。线声源发出的声波在大气中传播
时，声压级随距离增大而衰减，其衰减规律由式(3)
[5]
表示 ：
r
Lp = LP0 −α ( r − r0 ) −10 lg ⎛⎜ ⎞⎟
(3)
r
⎝ 0⎠
式(3)中：左边表示待测点的声压级；右边第一项 LP0
是已知点的声压级；第二项 α ( r − r0 ) 是空气吸收引
起的衰减， α 是衰减系数，跟温湿度和频率有关；
r
第三项 10 lg ⎛⎜ ⎞⎟ 是声波波前扩张引起的衰减。根据
⎝ r0 ⎠
式(3)，如果已知离噪声源距离 r0 处的声压级 LP0 ，
可以求出 r 处声压级 Lp 。
由式(3)计算得噪声衰减量约为 0.9~1.4 dB(不
同的频率衰减系数 α 不同，所以衰减量不同)，与
实际测得值相近。

4.5

声压随时间变化关系曲线
列车通过时，列车离测点的距离先减小再增

声

162

学

大，所以通过噪声声压的变化规律是先增大后减小，
声压随时间变化关系曲线如图 7 所示。

图 7 通过噪声声压随时间变化曲线
Fig.7 Time history of train passing noise

图 7 记录了列车通过时，两测点处噪声声压随
时间的变化过程，可以看出有列车驶来时的声压上
升段、列车车身通过时的保持段和列车驶离时的下
降段。图中曲线的上升段斜率比下降段更陡峭，即
斜率大，说明在列车高速通过时有明显的多普勒效
应。在列车车身通过时的保持段上，噪声声压并不
是稳态的，而是有较大的波动，声压曲线上有几个
突出的尖峰，由文献[5]中分析知道，这是受电弓等
突起物的气动噪声形成的。

4.6

表 1 是列车以 300 km/h 运行时，两测点处的通
过噪声量值，分别以最大 A 声级、声暴露级和短时
等效连续声压级表示。

测点/m
25
30

[1]

[3]

[4]

SEL/dB(A)
104.3
103.1

LAeq,T/dB(A)
93.9
92.5

在上述 SEL 和 LAeq,T 的测量中，t1=3.3 s，t2=7.7 s。

5 结 论
经过现场试验和数据分析，得出高速列车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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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以不同声学参量表征的列车通过噪声值
Train pass-by noise level represented by various quantities

LAmax/dB(A)
97.2
96.6

术

噪声的具体量值和特点：
(1) 声压级 1/3 倍频程频带上在 500~5000 Hz
频率范围内的 A 声级都比较高，属于宽频噪声。
(2) 声压级 1/3 倍频程频谱上在 800 Hz 附近处
有尖峰，声压随时间变化曲线上在中间部分也有尖
峰出现，说明有固定频率强噪声声源辐射，有可能
是受电弓引起的湍流激励噪声，需要进一步研究。
(3) 最大 A 声级随速度增大而增大，呈“分段
式”变化规律：时速 370 km 以上声压级随速度增
幅变大(由于测试速度工况的限制，需要取更多速
度条件才能发现进一步规律)；
(4) 由于测试点周围地面平坦，空气介质均稳
定，通过噪声随距离的衰减在一定范围内近似于线
声源的衰减，可做为通过噪声向远处传播时衰减关
系预测的依据。

[2]

以各声学量表示的通过噪声值

Table 1

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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