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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T10284—2008《林业机械 便携式风力灭火机 噪声的测定》,与GB/T10284—

2008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
———修改了环境条件中“环境温度”的要求(见5.2,2008年版的5.3);
———修改了噪声测试场地的要求(见5.3,2008年版的5.1);
———修改了灭火机在测试支架上固定位置的描述(见6.3.1,2008年版的6.3.1);
———修改了声功率级测定半球面半径的描述(见6.3.2.2,2008年版的第7章);
———修改了对“修正因子K2A”的要求(见6.3.2.3,2008年版的第7章);
———修改了测定工况(见6.4,2008年版的6.2);
———增加了“噪声值的标示和检验”(见第8章)。
本标准由国家林业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林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61)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永康市兴虎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国家林业局哈尔滨林业机械研究所、泰州市玉林动力机械有限公司、山东华

盛中天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中宇龙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国家便携式林业机械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尚念荣、李应珍、盛平、刘向峰、吕敬群、王振东、袁晓春、李湃。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0284—1988、GB/T10284—1999、GB/T10284—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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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机械 便携式风力灭火机
噪声的测定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以汽油机为动力的便携式风力灭火机(以下简称灭火机)A计权声功率级和耳旁噪

声的测定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林业机械便携式风力灭火机的噪声测定,也适用于林业机械便携式风力喷水灭火机

的噪声测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3785.1 电声学 声级计 第1部分:规范

GB/T14574—2000 声学 机器和设备噪声发射值的标示和验证

GB/T17248.2 声学 机器和设备发射的噪声 工作位置和其他指定位置发射声压级的测量 
一个反射面上方近似自由场的工程法

GB/T20247 声学 混响室吸声测量

ISO3744:2010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 反射面上方近似自由场的工程法(Acous-
tics—Determinationofsoundpowerlevelsandsoundenergylevelsofnoisesourcesusingsoundpres-
sure—Engineeringmethodsforanessentiallyfreefieldoverareflectingplane)

3 测定的参数

A计权和各频带(若需要)时间平均声压级,测定要求应符合ISO3744:2010和GB/T17248.2的规定。

A计权和各频带(若需要)声功率级及耳旁噪声。

4 测量仪器及精度

4.1 声级计

按GB/T3785.1的规定使用积分平均声级计进行测量;或者按GB/T3785.1的规定使用声级计

“慢”档时间加权特性进行测量。

4.2 传声器

传声器直径应不大于13mm。为避免风噪声干扰,允许安装防风罩,但对测量结果的影响不应超

过±0.5dB。

4.3 转速计

转速计的测量误差应在读数的±1%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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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声学环境

5.1 背景噪声

在测定位置上,背景噪声A计权声级至少应比所测量的噪声值低10dB。

5.2 环境条件

测试环境应符合如下要求:

a) 环境条件应在测量仪器制造厂规定的限度内;

b) 环境温度应在-10℃~40℃之间,风速应低于5m/s;

c) 风速超过1m/s时,应使用传声器防风罩。

5.3 噪声测试场地

当场地地表面为天然草坪或类似植物时,测定结果的再现性误差往往超过2级精度要求,测定场地

的地面应符合如下规定,在有争议时,测定应在室外和人造地表面上进行:

a) 人造地表面应位于测试环境的中心,且放置在坚硬并具有声反射特性的基础面上,其尺寸应不

小于3.6m×3.6m。为满足声学特性的要求,支撑结构可在适当的位置采用吸声材料。测试

时应避免吸声材料被压缩。按GB/T20247的规定进行测量,人造地表面的吸声系数应符合

表1的规定。

表1 吸声系数

频率

Hz
吸声系数 误  差

125
250
500
1000
2000
4000

0.1
0.3
0.5
0.7
0.8
0.9

±0.1
±0.1
±0.1
±0.1
±0.1
±0.1

  b) 场地内不得有任何障碍物,场地中心区地面应平坦且具有良好的吸声性能。地表面覆盖物可

以是类似于森林中地面的覆盖物、草坪或其他植物,高度为50mm±20mm。地面可以覆盖

雪,但不得有冰层。

6 测量方法

6.1 灭火机

被测的灭火机应是一台新的、正常生产并按使用说明书中规定装配标准部件的机器。
按说明书要求试运转机器,调整化油器,预热发动机,使其满足试验要求。

6.2 仪器校准

每次测量前,应使用准确度不低于±0.5dB的声学校准器对整个测量系统(包括电缆)进行校准。
校准前应使测量仪器的温度达到环境温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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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固定和方位

6.3.1 灭火机在测试支架上的固定

用一测试支架固定灭火机,如图1所示,支架应保持灭火机方位不变,并且不产生声反射。推荐采

用有一定缓冲能力的支架,以免引起共振和回响现象。
单位为毫米

a) 手持式灭火机

b) 背负式灭火机

说明:

1———传声器;

2———测试支架;

3———背带支架。

图1 灭火机测试装置

灭火机固定后,风筒中心线处于水平状态,且应满足:

a) 对于手持式灭火机,测定时,风筒头部指向x 轴正方向,灭火机前手把位于半球面中心的正上

方,风扇的旋转中心距地面的高度为650mm±10mm,如图1a)所示;

b) 对于背负式灭火机,测定时,风筒头部指向x 轴正方向,灭火机背负支架位于半球面中心的正

上方,灭火机的最低点距地面的距离为1010mm±10mm,如图1b)所示。
注:x 轴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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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A计权声功率级测定时传声器的位置

6.3.2.1 传声器布置为如图2和表2所规定的6个传声器位置。

说明:

A ———参考盒;

d0 ———参考盒上部顶点距参考盒在地面投影中心的距离;

r ———半球面半径,r≥2d0。

图2 传声器在半球面上的位置

表2 传声器位置坐标

编号 x y z

1 +0.65r +0.65r 0.38r

2 -0.65r +0.65r 0.38r

3 -0.65r -0.65r 0.38r

4 +0.65r -0.65r 0.38r

5 -0.28r +0.65r 0.71r

6 +0.28r -0.65r 0.71r

6.3.2.2 测量表面为半径r 等于4m的半球面。若能保证与用此半球面的测试结果误差在±0.5dB
之内,可减小测量表面半径r 。若减小测量表面半径r,则其最小不能小于2d0,d0 为参考盒上部顶点

距参考盒在地面投影中心的距离,如图2所示。
注:在消声室内,如达不到4m的半径空间,可减小测量表面半径。

6.3.2.3 ISO3744:2010中附录A规定的修正因子K2A应不超过2dB。

6.3.3 耳旁噪声测定时传声器的位置

对于手持式灭火机,测定时,传声器位于前手把后部100mm±10mm的上方,距机器旋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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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mm±10mm,并处于发动机与风机连接平面内[见图1a)]。
对于背负式灭火机,测定时,传声器位于灭火机背负支架中线前侧100mm±10mm、右侧200mm±

10mm和距背负支架底部640mm±10mm的右上方[见图1b)]。

6.4 测定工况

以标定转速工况测定机器的噪声。

6.5 试验程序

试验按如下程序进行:

a) 试验至少应间隔进行4次(间隔期灭火机低速运转),在测试前应使转速稳定,并达到规定的要

求。采集4个不同周期的噪声数据总时间不少于20s,每一有效信号持续时间不少于2s,同
时灭火机转速应稳定在标定测试转速±210r/min以内。

b) 测试数据变化范围不应超过2dB。否则,重新测试,直到测试数据变化范围均不超过2dB
为止。

c) 各传声器最终测定值为满足上面要求的4次或4次以上连续有效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测定A计权声功率级时,试验程序应适用于6个均布的传声器声压级测试。

7 测定报告

按本标准进行的所有测量应在测定报告中提供下列信息:

a) 试验用灭火机,包括:

1) 关于灭火机的描述,包括制造商或生产厂、型号和序列号;

2) 操作工况,符合表3和表4的要求。

b) 声学环境,包括:

1) 若室外测定,画出并标示灭火机相对于周围物体的位置,并给出测定环境的物理参数(包
括地表面的特性);

2) 若室内测定,画出并标示灭火机及室内物体的位置,并描述墙、天棚和门的吸音特性;

3) K2A数值。

c) 测量仪器,包括:

1) 测量用的仪器,包括名称、制造商或生产厂、型号和序列号;

2) 仪器系统校准方法;

3) 声学校准仪器最近的检定日期和地点。

d) 声学和其他数据,包括:

1) 传声器位置背景噪声的A计权声压级;

2) 符合表3、表4和表5要求的测定值和均值;

3) 备注;

4) 空气温度和风速;

5) 测定日期和地点;

6) 测试单位;

7) 测试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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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A计权发射声压级测定———测量值、平均值和测定值记录表

操作工况

发动机

转速

r/min

耳旁噪声测量值L'pA
dB

1 2 3 4 n

算术平均值

L'pA
dB

修正因子K1A

dB

测定值LpA

dB

标定转速

  标定转速工况下的声压级按下式计算:

LpA=L'pA-K1A

  式中:

K1A———GB/T17248.2中规定的修正因子

表4 A计权声功率级测定———A计权声压级的测量记录表

序号 操作工况

发动机

转速

r/min

L'pA1
dB

L'pA2
dB

L'pA3
dB

L'pA4
dB

L'pA5
dB

L'pA6
dB

L'pA
dB

1 标定转速

2 标定转速

3 标定转速

4 标定转速

n 标定转速

  平均声压级L'pA=    dB

  L'pA1~L'pA6为在各传声器位置处测得的时间平均特性声压级。

L'pA为按ISO3744:2010中式(12)计算的平均声压级。

L'pA仅当需要时,方在报告中给出。

测试过程中,可以对数据自动进行平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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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A计权声功率级测定———声功率数据

操作工况
平均声压级L'pA

dB

修正因子K1A

dB

表面声压LpAf

dB

表面级Ls

dB

声功率级LWA

dB

标定转速

环境修正因子,K2A=    dB

  标定转速工况下的表面声压级按下式计算:

LpAf=L'pA-K1A-K2A

式中:

K1A———ISO3744:2010中8.2.3规定的背景噪声修正因子;

K2A———环境修正因子,在此等于零(见6.3.2.3)。

标定转速工况下的声功率级按下式计算:

LWA=LpAf+Ls

式中:

Ls=10lg
s
s0
, 单位为分贝(dB);

s0=1m2;

s———半球面的表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8 噪声值的标示和检验

标定产品的噪声指标是制造商的责任和义务。
制造商应按照GB/T14574—2000的附录A对其公布的数据进行验证。制造商应用双值噪声发

射标示值标示 A 计权当量声压级,用单值噪声发射标示值标示 A 计权当量声功率级,标示值按

GB/T14574—2000的附录B。
注1:双值噪声发射标示值是指噪声发射测量值L 和其相关的不确定度K,均圆整到整数分贝值。

注2:单值噪声发射标示值是指被测的噪声发射值和相应的不确定度之和,即L+K,圆整到0.1B(1B=10dB)。

如果需要,应提供标定转速工况的噪声值(A计权声功率级和耳旁噪声)。
在标示噪声数据时,应注明按本标准测定和引用的主要标准(ISO3744:2010和/或GB/T17248.2),

并说明按其测定所产生的误差。
标示不确定度时,不确定因子(K)的值受标准偏差值σt的影响,σt由可再现性标准偏差σR和产品标

准偏差σp组成。σp由制造商的经验和产品的变化决定。
应在销售文件中给出有关噪声测定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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