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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单层微穿孔板吸声带宽较窄、常规加工方法难以制造超微孔径微穿孔板等技术现状，着重研究了具有较宽
吸声频带的单层柔性超微孔微穿孔板的加工方法，包括微机电系统(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 MEMS)模板浇铸脱
模法、热压印穿孔法、针辊式穿孔法、数控铣床穿孔法，并比较、分析了这些加工方法各自的特点。其中 MEMS 模板
浇铸脱模法和数控铣床穿孔法都可以实现孔径小于 100 µm 的超微孔柔性微穿孔板加工。前者可以实现批量化加工，但
成本较高；后者加工精确，但不适合孔径过小、穿孔密度太大的柔性微穿孔板批量化加工。热压印穿孔法和针辊式穿孔
法可以实现批量化加工，不过难以加工出孔径 100 µm 以下的超微孔，且加工误差较大。进而，加工了多种柔性材质的
微穿孔板膜片，包括聚二甲基硅氧烷，硬纸板，聚氯乙烯(Polyvinyl Chloride, PVC)，聚碳酸酯，耐高温聚酯。其中，采
用数控铣床穿孔法加工的 PVC 微穿孔板膜片有较好的吸声性能，部分单层 PVC 微穿孔板的吸声带宽可以达到 3 倍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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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fabrication method and sound absorption performance of single-layer wide-band flexible micro-perforated 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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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coustic properties of single layer micro-perforated plate limited by conventional
processing technology, several approaches to fabricating flexible micro-perforated plate, including micro-electro- mechanical system (MEMS) molding, hot imprinting, needle roller puncturing, and computerized numerical control (CNC)
milling, are studied in this paper. Both MEMS molding and CNC milling are capable of manufacturing apertures less
than 100 microns; batch processing can be realized with MEMS molding, but the process to develop MEMS mold is time
consuming and costly. The CNC milling is accurate, but it is not suitable for batch processing of flexible micro-perforated
plates with too small aperture and too high perforation density. Batch processing can also be achieved with hot imprinting and needle roller puncturing, but it is difficult to manufacture apertures below 100 microns, and the machining
error is significant. For comparison, a variety of polymer materials, including Polydimethylsiloxane, Paperboard, Polyvinyl Chloride (PVC), Polycarbonate, 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 are used to develop flexible micro-perforated plates,
among these, PVC micro-perforated plates processed by CNC milling have better sound absorption performance, the
maximum bandwidth of single layer PVC absorber reaches 3 octaves.
Key words: flexible micro-perforated plate; ultra-micro-aperture processing; broadband sound absor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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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自马大猷教授提出的微穿孔板理论模型 首
次应用于德国波恩联邦议会大厅以来 ，由于其构
造简单、不污染环境、可回收重复利用、耐高温高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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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恶劣环境等特点，已经在建筑物内部、消声器、 示，具体步骤如下：
轮船等众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不过仍存在以下
(1) 选用边长为 63 mm、厚度为 2 mm 的金属
不足：(1) 与多孔吸声材料相比，微穿孔板的吸声频 镍长方体模板，对其进行清洗干燥处理；
带相对较窄，通常只有 1～2 个倍频程，虽然采用双
(2) 在金属镍上表面先旋涂一层厚度约为
层或多层微穿孔板串联可将吸声频带拓宽到 3 个倍 150 µm 的 SU-8 光刻胶；
频程以上 ，但会增加微穿孔板的空间体积和制造
(3) 前烘后用紫外光刻机曝光、后烘；
成本，因此拓宽单层微穿孔板的吸声频带，发挥其
(4) 冷却后在金属镍上表面再旋涂一层厚度为
最大吸声潜能，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研究工作；(2) 120 µm 的光刻胶；
目前大多数微穿孔板基本上都是采用刚性材料制
(5) 对第二层光刻胶进行前烘、曝光、后烘；
作，“刚性有余，柔性不足”，不便于运输携带以及
(6) 显影并清洗模板；
在某些特殊场合使用，而柔性微穿孔板则可以通过
(7) 采用双槽双路精密电铸机进行电铸；
弯曲变形，适用于某些特殊曲面形状的噪声源，并
(8) 去除 SU-8 胶，得到金属镍圆柱阵列模板。
且在空间体积方面能够做到小巧紧凑；(3) 当前常
用的微穿孔板大都采用机械冲孔技术加工制造，穿
孔直径一般在 200 µm 以上，因此吸声频带较窄，
(a) 步骤(1)
(b) 步骤(2)
(c) 步骤(3)
且穿孔效率较低，定位精度不高，该技术很难加工
孔径在 100 µm 左右、具有较宽吸声频带的超微孔
径微穿孔板。
制约单层微穿孔板(无论是刚性或柔性微穿孔
(d) 步骤(4)
(e) 步骤(5)
(f) 步骤(6)
板)获得高吸声带宽的主要因素就是穿孔加工技术，
尤其是对超微孔径(孔径低于 100 µm)的加工技术。
马大猷教授曾提出过用尖钻在金属薄片上钻孔，用
热针穿刺塑料薄膜，以及直接采用纺织纱线织物等
(g) 步骤(7)
(h) 步骤(8)
图 1 制作金属镍圆柱阵列模板的工艺流程
方法 ，国内同行也曾采用激光打孔技术制作了孔
Fig.1 Fabrication procedure of Nickel pillars array
径为 0.2 mm 的不锈钢微穿孔板 ，但对于超微孔
采用上述工艺流程加工出的金属镍柱阵列模
径微穿孔板的加工效果均不是很理想。
针对上述现状，本文着重研究了用于制造具有 板如图 2 所示，图中镍柱直径为 80 µm。
较宽吸声频带的单层柔性超微孔径微穿孔板的加工
方法，包括微机电系统 (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 MEMS)模板浇铸脱模法、热压印穿孔法、
针辊式穿孔法、数控铣床穿孔法，并比较和分析了
这些加工方法的各自特点。进而，加工了多种柔性
材质的微穿孔板膜片，包括聚二甲基硅氧烷，硬纸
板，聚氯乙烯(Polyvinyl Chloride, PVC)，聚碳酸酯，
图 2 金属镍圆柱阵列模板
耐高温聚酯等，其中部分单层柔性微穿孔板的吸声
Fig.2 Nickel pillars array
带宽可以达到 3 倍频程。
将液态聚二甲基硅氧烷与固化剂以 10:1 混合，
搅拌后浇铸在金属镍柱模板上，旋涂并辅以一定机
1 MEMS 模板浇铸脱模法
械压力，经真空脱气后，放置在 80℃的热板上固化
3 h，从模板上剥离后即得到孔径为 80 µm 的 PDMS
MEMS 模板浇铸脱模法是先采用 MEMS 技术
柔性微穿孔板，如图 3 所示。
加工出圆形的金属镍柱阵列，再以镍柱阵列为模
该方法虽然制作金属模板的工艺过程较长，成
板，通过浇铸并旋涂液态高分子材料，固化后脱模 本较高，但是一旦加工出模板，即可批量复制加工
即可复制出柔性微穿孔板膜片。其中，镍柱的高度 柔性微穿孔板，大大提高效率并降低成本。其缺点
和直径即为(或近似为)柔性微穿孔板膜片的厚度和 是由于金属镍柱模板的尺寸不是太大，因而加工出
孔径。
的柔性微穿孔板的尺寸受到限制，另外孔径过小的
加工金属镍柱阵列模板的工艺流程如图 1 所 柔性微穿孔板在脱模时难度较大。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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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针辊式穿孔法

针辊式穿孔是目前批量化打孔的一种手段，技
术和设备较为成熟。针辊穿孔设备如图 6 所示(图
6(b)为辊针部分)。
图 3 PDMS 柔性微穿孔板
分别采用直径为 0.1 mm 和 0.2 mm 的辊针，对
Fig.3 Flexible PDMS micro perforated plate
厚度为 0.33 mm 的金属铝薄板进行了穿孔试验，发
现铝板可实现全部通孔，但实际加工出的铝板通孔
2 热压印穿孔法
直径尺寸与设计值 ( 即辊针直径 ) 相差较大，在
～0.44 mm 之间，如表 1 所示，因此这些采用
我们设计并加工了一套热针压印装置，由钢针 0.32
针辊穿孔设备加工的金属铝微穿孔板吸声体的吸
阵列、加热板、导热板、固定台、温控电路、手动 声特性很难达到设计要求。
压紧台组成。接通电源后，设置温控板加热温度，
加热板达到设定温度后保持恒温，通过导热板使钢
针阵列温度均匀一致，利用手动压紧装置压下钢针
至穿孔材料上，从而实现批量化穿孔。该热压印装
置的设计与实物如图 4 所示。
(a)

针辊穿孔设备
(b) 锟针部分
图 6 针辊穿孔设备

Fig.6 Needle roller perforation machine

Table 1

图 热压印装置

4
Fig.4 Thermal imprinting device

该装置中钢针直径为 0.5 mm，可穿孔深度为
2 mm，钢针之间间距为 3.2 mm。利用该装置分别
对柔性 PET 膜片和 PVC 膜片进行了穿孔实验，其
中 PET 膜片的熔点 250～255 ℃，厚度有 0.2 mm 和
0.15 mm 两种规格；PVC 膜片熔点为 212 ℃，厚度
有 0.2 mm 和 0.1 mm 两种规格。实验发现，0.2 mm
厚度的 PET 膜片在 250 ℃下可以穿孔，但孔径偏大，
热变形凝结；0.15 mm 厚度的 PET 需要在 300 ℃下
才可以穿透，但温度过高热变性严重；两种厚度规
格的 PVC 膜片在 215 ℃下都可以穿透，但由于 PVC
材质较软，因此穿孔效果不如 PET。对柔性 PET 膜
片和 PVC 膜片的热压印穿孔实验结果如图 5 所示。

表 针辊设备加工的金属铝穿孔尺寸

1
Perforation sizes of Al plate by needle roller machining

铝板通孔平均尺寸/mm

辊针直径/
mm

1#

0.10
0.20

0.39
0.44

2#

3#

0.33 0.41
0.40 0.37

4#

5#

6#

0.34 0.40
0.38 0.45

0.32
0.40

7#

8#

0.35 0.32
0.42 0.41

进而，分别采用直径为 0.1 mm 和 0.2 mm 的辊
针对 PET 柔性膜片进行了穿孔实验。选取了两种
厚度规格的 PET 柔性膜片，厚度分别为 0.1 mm 和
0.2 mm。实际加工出的 PET 微穿孔板的通孔直径尺
寸如表 2 所示，其中圆孔较少，大多是扁平孔或线
孔，尺寸也差异较大，均比设计值(辊针直径)要高
出不少，这主要是由于在轮辊的转动过程中辊针的
刺入与穿出会扩大孔径，导致无法达到预期的孔径
设计值。因此，辊针穿孔法加工工艺不太适合对柔
性微穿孔板、尤其是超微孔径柔性微穿孔板的批量
化加工。
表 2 针辊设备加工的 PET 穿孔尺寸

Table 2

(a)

(b)

图 5 热压印的 PET(a)和 PVC 穿孔膜片(b)

Fig.5 Perforated PET (a) and PVC (b) membranes by
thermal imprinting

辊针直径/mm
0.1
0.2

Perforation sizes of PET plate by needle
roller machining

厚 PET 膜片
通孔为扁平孔，孔径
0.30～0.36 mm
线孔和扁平孔，孔径
0.35～0.43 mm
0.1 mm

厚 PET 膜片
通孔平均尺寸
0.33 mm
通孔平均尺寸

0.2 mm

0.39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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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控铣床穿孔法

数控铣床是一种高度自动化的机械加工设备，
通过选用不同规格的铣刀，可用于加工各种尺寸的
机械或微机械结构。采用数控铣床来加工柔性微穿
孔板有一定优势，首先是制造成本相对较低，因为
现在薄膜材料的价格低，可以使用不同的材质作为
柔性微穿孔板的基板；其次，数控铣床可以选择相
应规格的铣刀并通过编程设置对应的步进间距，以
及选择被加工的柔性薄膜材料，来灵活地制造各种
材质和结构设计参数的柔性微穿孔板。加工好的样
品可在显微镜下观察其孔径是否均匀，进而根据观
测结果，对下刀速度、提刀速率、参考高度等参数
进一步优化。
采用数控铣床加工柔性微穿孔板的工艺流程如
图 7 所示，具体步骤如下：
(1) 用 CAD 软件建模、编程、程序检验、输出
G 代码；
(2) 对样品进行装夹、定位；
(3) 预加工，主要是为了检验数控铣刀与作图
是否一致；
(4) 加工样品；
(5) 对加工好的样品进行超声波清洗；
(6) 对样品进行干燥处理。

表

85

种柔性微穿孔板的结构设计参数

3 4
Parameters of four flexible micro perforated plates

材质
硬纸板

d/mm

b/mm

t/mm

p/%

0.20

0.87

0.20

4.151

PET

0.08

0.44

0.10

2.595

PVC

0.10

0.38

0.20

5.436

PC

0.10

0.60

0.30

2.181

(a)

纸板

(c) PVC

(b) PET

(d) PC

图 8 数控铣床加工的四种柔性微穿孔板

Fig.8 CNC machined flexible micro perforated plates

(a)

纸板

(c) PVC

(b) PET

(d) PC

图 9 4 种柔性微穿孔板通孔形貌的扫描电镜照片

Fig.9 SEM pictures of perforations of four flexible micro
perforated plates

在驻波管(AWA6128A)中测试了这 4 种柔性微
穿孔板的吸声系数频谱，背腔深度均固定为
Fig.7 Fabrication procedure of flexible perforated plate
15 mm，测试结果如图 10 所示。由图 10 可以看出，
by CNC machining
材质的微穿孔板与理论计算结果最接近，且在
采用数控铣床加工了硬纸板、PET(耐高温聚 PVC
酯)、PC(聚碳酸酯)、PVC(聚氯乙烯)这 4 种等柔性 低频范围其吸声频带有一定展宽，吸声系数也有一
材质的微穿孔板，其结构设计参数如表 3 所示，表 定提高。
中：d 是孔径，b 是孔间距，t 是厚度，p 是穿孔率。
采用数控铣床加工出的 4 种柔性微穿孔板样品 5 单层宽频柔性微穿孔板加工与测试
如图 8 所示。图 9 是对这 4 种样品中通孔形貌的扫
根据前文实验结果，采用数控铣床加工 PVC
描电镜观测结果，可以看出，PVC 材料穿孔效果最
材质的通孔精度较高，其吸声特性实验结果与理论
好，纸板由于纤维较多，因此穿孔效果最差。
图 7 数控铣床加工柔性微穿孔板的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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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值最接近，且该加工方法十分方便灵活，可根
据设计需求加工出各种结构参数的柔性微穿孔板，
因此，我们进一步采用数控铣床加工了一组具有不
同结构设计参数的柔性 PVC 微穿孔板，其结构设
计参数如表 4 所示。图 11 是其中一个加工完成的
PVC 微穿孔板样品(1 -PVC)，其余样品类似。
#

Table 4

编号
(a) paperboard

表4

微穿孔板的结构设计参数

PVC
Parameters of PVC micro perforated plates
d/mm

b/mm

t/mm

p/%

1#-PVC
2#-PVC

0.1
0.1

0.6
0.48

0.2
0.2

2.181
3.407

3#-PVC
4#-PVC

0.1
0.1

0.38
0.32

0.2
0.2

5.436
7.666

图

数控铣床加工的

微穿孔板

11
PVC
(1#-PVC)
Fig.11 CNC machined PVC micro perforated plates (1#-PVC)

(b) PET

(c) PVC

该组 PVC 微穿孔板在驻波管中的吸声系数测
试结果如图 12 所示(AWA6128A)，背腔深度仍固定
为 15 mm。
从测试结果来看，4 种不同穿孔率设计参数的
PVC 柔性微穿孔板吸声体吸声系数的实验值与马
氏微穿孔板理论计算值相比，吸声频带均向低频展
宽，这是由于经典的马氏微穿孔板理论模型是基于
刚性材料假设提出的，而本文以 PVC 材料作为基
材，材料本身比较柔软，由于薄板的振动，使其共
振峰向低频偏移。如果是对于同样结构设计参数的
刚性微穿孔板吸声体，根据马氏微穿孔板理论可计
算出，1 、2 、3 、4 样品的最大吸声系数分别为
0.94、0.99、0.96、0.88，其相应的倍频程分别约为
2.5、2.4、2.1、1.8(均以吸声系数 0.5 作为有效吸声
范围的低限，下同)，共振频率分别为 2 996、3 543、
4 102、4 473 Hz。对于刚性的微穿孔板，随着孔径
的减小，穿孔密度相应要增大，其共振峰向高频移
动，对低频噪声的吸声效果相对减弱。但是相同结
构设计参数的 PVC 柔性微穿孔板吸声体，对低频
噪声的吸声效果有所改进，如 4 样品在频率为
1 500 Hz 时的吸声系数为 0.395，而相同参数的刚
性微穿孔板吸声体在 1 500 Hz 时的吸声系数为
0.261，相对提高了 51.3%，同时也拓宽了柔性微穿
孔板吸声体的吸声频带宽度，如 1 、2 号 PVC 柔性
微穿孔板吸声体的吸声带宽达到 3 倍频程，3 、4
#

#

#

#

#

(d) PC

图 10 四种柔性微穿孔板的吸声系数频谱

Fig.10 Sound absorption spectrums of four flexible micro
perforated plates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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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PVC 柔性微穿孔板吸声体的吸声带宽约为 2.2 倍
频程，与马氏微穿孔板理论计算值相比，均有不同
程度提高。
图 13 给出了上述 4 种不同穿孔率设计参数的
PVC 样品吸声特性测试结果的对比情况。

(a) 1#

样品

图

不同穿孔率的

微穿孔板吸声特性对比

13
PVC
Fig.13 Sound absorption performances of the PVC micro
perforated plates with different perforation ratios

6 结 论

样品

(b) 2#

(c) 3#

样品

本文针对柔性微穿孔板的加工制造工艺进行
了研究，开发了基于 MEMS 技术的模板浇铸脱模
法和热压印穿孔法，同时还研究了针辊式穿孔法和
数控铣床穿孔法，并比较和分析了这些加工方法的
各自特点。其中 MEMS 模板浇铸脱模法和数控铣
床穿孔法可以实现孔径小于 100 µm 的超微孔径柔
性微穿孔板加工，前者可以实现批量化加工，不过
孔径越小越难脱模，并且模板的加工成本较高；后
者加工精确，可以加工出最小 50 µm 的通孔，但当
孔径较小、穿孔密度较大时，加工时间长，加工效
率较低，因此不适合孔径过小、穿孔密度过大的柔
性微穿孔板批量化加工。热压印穿孔法和针辊式穿
孔法可以实现批量化加工，加工效率高，但难以加
工出孔径 100 µm 以下的超微孔，且加工误差较大。
在此基础上，我们加工了多种柔性材质的微穿
孔板膜片，包括 PDMS(硅胶)，硬纸板，PVC(聚氯
乙烯)，PC(聚碳酸酯)，PET(耐高温聚酯)等。其中，
采用数控铣床穿孔法加工的 PVC 微穿孔板膜片有
较高的加工精度和较好的吸声性能，部分单层 PVC
微穿孔板吸声体的吸声带宽可以达到 3 倍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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