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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扬声器声压级测试一般是将扬声器安装在矩形标准障板上进行的，而要通过仿真分析方法准确计算该扬声器
在这种声场条件下的声压级，以往只能采用 3D 模型，其计算量非常大。提出了一种近似计算方法，将有限大障板近
似为很多个扇形障板块的组合，再利用 2D 轴对称模型的仿真分析方法计算每个扇形障板块影响下的声压，进而得到
轴对称扬声器安装在该有限大障板上的声压级。这种方法使仿真分析模型与实际测试相符合，同时也避免了规模庞
大的 3D 仿真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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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udspeaker is commonly mounted on a finite baffle in SPL (sound pressure level) measurement. Formerly, a
3D model must be used for accurate SPL simulate calculation under this acoustic field, which spends huge computation
time. An approximate method is proposed, in which the finite baffle is divided into many circulator sectors, then the SPL
of the loudspeaker with every circulator sector baffle is calculated by using 2D axisymmetric simulation, and the SPL of
the loudspeaker mounted on the finite baffle is finally obtained by combining these 2D simulation results. This method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imulate calculation and actual measurement. Moreover, the costly 3D
model simulation is avo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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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扬声器应用场合的日益扩大和其重要性
的不断提升，近年来扬声器仿真计算方法也在迅速
[1-3]
发展 。许多扬声器都是轴对称的(旋转体)，在仿
真计算中可采用 2D 轴对称模型。但实际扬声器产
品的频响曲线一般是扬声器安装在矩形障板上测
量得到的。扬声器需安装在偏离障板中心的位置，
使得扬声器中心点到障板四边的距离各不相同。矩
形障板的形状和扬声器安装在障板的位置显然是
无法在 2D 轴对称坐标系下整体建模的，要通过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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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计算方法准确计算这种声场条件下的扬声器的
声压级就只能采用 3D 模型。然而，采用 3D 模型
的计算量要远大于 2D 模型。一个包含扬声器完整
3D 模型、标准障板和足够大的空气球的 3D 有限元
模型，按计算到 4 kHz 频率为标准，单元最大尺寸
应取 4 kHz 声波波长的 1/6 即 14.2 mm，划分网格
后，整个模型的自由度接近一千万量级，而同一扬
声器的 2D 模型自由度一般在十万量级。这样巨大
的 3D 模型即使采用专业超算服务器，计算时间仍
需要十几甚至几十小时，如此昂贵的投入和漫长的
计算时间，一般电声企业都是难以接受的。另一方
面，若扬声器仿真分析方法选择采用理想的无限大
障板或无障板以满足 2D 轴对称条件，则因声场条
件不同，所得到的仿真计算结果与实际扬声器产品
的测量结果难以比较和验证，也不符合电声工程师
的习惯。因此，这一问题影响了仿真计算技术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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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扬声器设计工作中的广泛应用。
障板的主要作用一方面是在正面方向反射扬
声器发出的声波，另一方面则是阻碍背面方向的辐
[4-5]
射声波向正面绕射。有些研究 对于障板的影响给
出了一些近似结果，但是这些分析计算将扬声器简
化为点声源，也未考虑扬声器磁路等部件对声场的
影响，因此，当所要分析的频率较高、扬声器尺寸
较大，或设计的扬声器的磁路、盆架等部件对声传
播会产生显著影响的时候，上述近似处理可能会产
生较大的误差。
本文在 2D 轴对称扬声器仿真分析方法的基础
上，提出一种计算安装在有限大障板上的扬声器的
[6]
声压级的近似方法，并以国标 GB/T 12060.5 中规
定的标准障板为例，具体介绍在一款汽车扬声器仿
真中加入标准障板的方法以及仿真结果。

1 2D 轴对称分析中有限大障板的近
似处理方法
本文提出的方法适用于各种形状的有限大障
板，但为了便于描述，接下来以最常用的矩形障板
为例介绍该方法。为了计算一块矩形障板上轴对称
扬声器的声压级，首先确定一个较大的 N(例如
N=1000)，将矩形障板绕扬声器安装中心等角度地
切分成 N 个三角形。在障板的四个直角附近，所切
分出来的几何形状可能不是三角形，但当 N 较大时
仍可将它们近似视为三角形。由于 N 较大，所以可
将上述三角形近似为半径为 ri 、圆心角为 2π/ N 的
扇形，其中 ri 是第 i 个三角形两条长边长度的平均
值，如图 1 所示。对于一个半径为 ri 、圆心角为
2π/ N 的扇形障板块，它对前方声场反射和对后方
声场绕射的影响相当于一块半径为 ri 的圆形障板影
响的 1/N。因此，只要通过仿真分析方法分别得到
半径为 ri 的圆形障板影响下的声压，就可以得到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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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形障板影响下的声压结果。
但是 N 很大，要计算全部 N 个不同半径的圆形
障板下的声压也是很困难的。为此，可先将 N 个不
同半径的扇形划分为 M 个组( M  N )，每个扇形组
近似以一个扇形来代表，该扇形的半径为本组中全
部扇形半径的平均值。以最小的近似误差平方和为
目标，寻找最佳的分组方法，这是一个非线性全局
优化问题，可采用基因算法等全局优化算法得到较
优的解。
经分组后，假设第 i(1≤ i ≤ M ) 组中包含 ni 个扇
形 ， 其 半 径 均 值 为 ri ， 分 别 仿 真 计 算 半 径 为
ri (1≤ i ≤ M ) 的 M 种尺寸圆形障板下扬声器正前方指
定点的声压有效值 pi ，pi 为复数，可采用 COMSOL
等有限元分析软件实现该值的仿真计算，具体方法
可参考文献[3])，最后，采用公式(1)计算就可得到
在该矩形障板下扬声器声场在该点处的声压级。
M
n
SPL = ⎛⎜ 20 lg abs ⎛⎜ ∑i=1 pi i ⎞⎟ + 94 ⎞⎟ dB
(1)
N
⎝
⎝
⎠
⎠

2 标准障板的案例
2.1

标准障板的切分与近似

在国家标准 GB/T 12060.5《声系统设备 第 5
部分：扬声器主要性能测试方法》中，扬声器测试
所需采用的标准障板的形状和尺寸如图 2 所示，扬
声器需安装在标准障板的右上方的安装圆位置。

图 2 国标中的标准障板及其尺寸
Fig.2 Standard baffle in GB/T 12060.5

图 1 有限大障板切分并近似为扇形
Fig.1 Dividing finite baffle into approximate sectors

以扬声器安装圆的圆心为中心，从水平向右方
向开始，逆时针将标准障板切分成 2048 个三角形。
将上述三角形都近似认为是扇形，这 2048 个扇形
的半径分布如图 3 所示。
将上述 2048 个扇形分为 10 组。可先将它们的
半径按大小排序，显然此时每一组的成员应该是相
邻的，因此只需将前 9 组各自包含的成员数量作为
未知量(最后一组包含剩余成员)。在每种分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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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某型扬声器简化几何模型
Fig.5 Simplified geometry model of a loudspeaker

图 3 标准障板切分成 2048 个扇形的半径分布
Fig.3 Radii of 2048 sectors cut from the standard baffle

下，用每组内成员半径的均值统一代替组内各成员
半径，可以计算此时近似误差平方的均值，这就得
到一个 9 元单值函数。将这个函数作为目标函数，
可以用约束的整数基因算法寻找最佳分组方式。基
因算法具有随机性，不能保证总能找到全局最优
解，一般局部最优解也具有很好的近似效果。表 1
中所列的是一种分组结果，所对应的扇形近似障板
与标准障板的几何图形的对比图如图 4 所示。
Table 1

Table 2

表 2 某型扬声器的基本参数和电磁参数
Basic parameters and electromagnetic parameters of a
certain type of loudspeakers

基本参数
直流
阻抗/Ω
3.53

Table 3

表 1 将 2048 个扇形分为 10 组的结果
The result of dividing 2048 sectors into 10 groups

组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成员数量 278 366 216 160 269 157 122 257 147 76
平均半径 542 612 676 752 838 903 980 1068 1148 1268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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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体
折环
定心
支片
音圈
音圈
骨架
防尘帽

磁钢

线圈
圈数
74

剩磁/T
1.21

电磁参数
导磁碗上夹板

相对磁
BH 曲线 电导率/[S/m]
导率
1.07 [测量值] 1.12×107

表 3 某型扬声器的结构参数
Structural parameters of a certain type of loudspeakers

杨氏模量
/MPa
6000
4
300
1.5×105
1.54×10
100

4

泊松比

密度/(kg/m³)

0.33
0.33

620
650

损耗
因子
0.09
0.02

0.33

450

0.15

0.35

6500

0.002

0.33

1000

0.002

0.33

550

0.09

图 4 10 组扇形的近似障板与标准障板对比
Fig.4 Comparison of the standard baffle with an approximation of
M=10 groups

2.2

扬声器模型和无限大障板仿真分析结果

图 5 是一款汽车扬声器的 2D 几何半剖模型，
其基本参数、电磁参数和结构参数分别见表 2、3。
根据上述几何模型和材料参数可仿真计算得
到在无限大障板条件下，该扬声器正前方 1 m 处的
声压级(见图 6)，图 6 中黑色实线是该仿真分析结
果，虚线是实际扬声器安装在标准障板下的测量结
果，可以看出，两者存在显著差异。

图 6 声压级仿真结果与测量结果对比
Fig.6 SPL simulation results of the loudspeaker in different
conditions compared with the measuring result (mounted on
the standard baffle)

2.3

标准障板(近似)仿真分析结果

根据 2.1 节标准障板切分和近似结果，将上述
扬声器仿真分析模型中的无限大障板改为半径分
别为表 1 中所列的 10 种尺寸的圆形障板，同样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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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该扬声器前方 1 m 处的声压。再根据式(1)，即可
得到在标准障板下该扬声器声压级的仿真结果，如
图 6 中红色曲线所示。由图 6 可知，在中低频段本
近似计算方法可以有效地模拟标准障板对声场的
影响，获得与标准障板下的测量结果更为一致的仿
真计算结果。
2.4

分组数 M 的影响

显然，增加分组数 M 有利于减少近似误差和
提高仿真精度。当 M=50 时，扇形近似障板与标准
障板的几何图形已经非常接近，绝大多数的障板边
缘部分的差异在 5 mm 以内(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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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级近似计算方法可有效地模拟有限大障板的影
响，仿真计算结果与测量结果更为一致。虽然需要
进行多次 2D 轴对称仿真计算，但其总计算量仍远
远小于进行 3D 扬声器耦合分析的计算量。
采用本方法使得扬声器仿真计算的声场环境
与实际产品的测试环境相符合，从而可定量地评估
仿真结果的准确性。另一方面，本方法亦可帮助电
声工程师更加深入地理解矩形障板对扬声器测量
的影响，正确认识其测量结果，从而更好地指导改
进扬声器的设计和制造。
本方法只能用于计算轴对称扬声器对称轴上
的各点处的声压级，而不能计算偏离扬声器对称轴
的其他点处的声压级。所幸的是，扬声器的指向性
一般不在标准障板上测量，因此，也很少需要仿真
分析计算标准障板上偏离轴线处的声压级。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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