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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噪声是工业生产职业病危害因素，职业噪声危害对

工人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研究噪声对人体健康影响具

有重要意义。现代工业快速发展导致噪声污染日趋严重，

噪声污染是世界主要环境问题。随着工业发展噪声的危

害也在不断扩展，存在噪声危害的行业分布广泛。目前

我国劳动力人口健康受到噪声的危害，加快噪声防治工

作非常迫切。

1    化工机械设备噪声污染研究

1.1    化工机械设备噪声分析
化工机械设备噪声有多种类型，噪声分类依据有多

种，通常以噪声频率时间等进行分类。不同化工机械设

备产生噪声频率不同，按频率分为：高、中、低频噪声。

低频噪声传播能力强，中频噪声频率为 400 ～ 1000Hz，
控制噪声污染要重点防治中频噪声。高频噪声频率高，

需要及时从声源上控制。根据声源分类：化工机械设备

发出传播介质不同，包括气液固体传播介质，气体传播

介质噪声是鼓风机等设备发出噪声；固体传播介质如球

磨机等设备，液体传播介质是与其他物质碰撞发出噪声。

化工机械设备噪声可依据持续时间分类，包括稳态

脉冲噪声等。化工机械噪声源设备有粉碎设备，传质设

备，输送设备等。化工机械粉碎设备加工中与材料接触

发出噪声较大，是污染严重的噪声。混合设备发出噪声

是工作中发出噪声，过滤机等筛分设备噪声小；吸收器

等传质设备产生噪声较小，输送设备是物质传递设备，

是噪声控制的重点。反应设备与工作人员紧密相关，产

生噪声对工作人员有直接影响，长期受到噪声污染会对

身体造成危害。噪声会干扰人们的学习生活，噪声振幅

频率杂乱无规律，化工机械设备产生噪声污染特点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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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来源多，持续时间长，具有潜在危险性。化工生产中

涉及运用很多机械设备，噪声来源较多。化工生产中机

械设备运行产生噪声污染，每天工作时间固定发出噪声

连续稳定。

1.2　化工机械设备噪声原因
化工机械设备发出噪声有多种原因，根据产生原因

分为振动、旋转与电磁噪声。振动噪声按噪声源分为设

备与管道振动噪声：设备振动是机械运作中部件不平衡

晃动引发噪声，机械设备运转速度加快加大噪声污染；

管道振动噪声原因包括液压冲击力与气流脉动引起，液

压冲击力使管壁应力加大发生严重振动；管道内形成气

液体形成空化现象，气泡破裂形成冲击力使管道失衡产

生噪声。机械设备振动噪声原因与流体流速突变有关，

突变原因包括液体遇到节流孔，流体速度变化等。

化工机械设备旋转噪声是工作中高速旋转，如风机

叶轮旋转切割空中的气体引发气压脉动，旋转噪声频率

可根据叶片数求出，叶片数多则噪声频率大。叶轮转速

产生旋转噪声与周围空气相互作用形成涡流，气体与气

流速度加大产生涡流噪声频率大。化工机械设备电磁噪

声是定子振动造成，定子与转子相互作用产生力，改变

其形状发生振动出现噪声。定子刚性不强受到外力变形

振动发出电磁噪声。化工机械设备喷射噪声是气流从管

口喷射出周围空气卷入气流，周围卷入空气面积大造成

较大的喷射噪声。研究提出化工机械设备喷口距离远，

射流宽度大，压力变小射流减小。气流喷射过程分为混

合区与过渡区，气流喷出流速快保持束状流动，距离管

口 5-8D 处喷射气流在剪切周围空气时发生混合向外扩

散，扩散区混合形成紊流发出低频噪声。

2    化工机械设备噪声污染危害分析

噪声是工作环境中最普遍的危害因素，我国暴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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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下作业工人约有 2200 万人，大部分城市中工业噪

声强度在 85 ～ 95dB，超过职业卫生标准接触限值。我

国平均交通噪声大部分在 76 ～ 81dB，由于不同水平噪

声污染日益严重，对人类身心健康造成很大威胁。噪声

是化工机械设备生产中的主要物理性职业病危害因素，

长期接触噪声会引起全身性不良反应，对内分泌系统等

产生影响，研究化工机械设备噪声污染危害可以为噪声

防控提供依据。

2.1　设备噪声污染对人体健康危害
化工机械噪声具有多发性等特征，由于化工企业生

产连续，化工机械噪声对员工产生很大的危害，包括对

人体生理健康影响，对听觉、视觉器官影响，干扰员工

正常生活休息。企业员工长期遭受化工机械噪声的危害

会对中枢神经系统产生很大影响，导致出现头晕、头痛、

耳鸣、失眠等症状。化工机械噪声对人体生理健康影响

包括胃液等分泌减少，食欲不振引起胃胀等胃病。长期

遭受化工机械噪声污染引起人的植物神经系统功能紊

乱。  
噪声强度超过 80dB 人体健康受到影响，长期受到

高强度影响造成严重的伤害。人体处于噪声污染严重的

环境中会导致耳聋。噪声频率达到 4000Hz 左右导致丧

失听力能力。噪声会对人的生理机能产生影响，噪声会

对人的心理造成影响，处于噪声环境下人体出现负面情

绪。噪声污染从耳朵传入人类大脑中枢神经，长期处于

噪声环境，中枢神经系统会受到影响。舒适的环境是保

证人们充分休息的基础，长期在化工企业工作的员工受

到机械设备噪声的影响难以保证充足的睡眠。企业员工

难以入睡，产生呼吸急促，过于兴奋等症状。噪声污染

进入深度睡眠，影响学习工作效率，出现耳鸣、失眠等

症状。40 ～ 50dB 较轻噪声干扰会影响人的睡眠质量，

导致体力精力无法恢复。机械噪声超过 85dB 会使人感

到烦乱，影响工作效率。正常听力曲线见图 1，噪声聋

听力曲线见图 2。
2.2    噪声污染对化工机械设备安全生产的影响

低强度噪声对身心健康无害，高强度噪声主要来自

工业机器，高音喇叭等危害人们的机体，使人产生消极

情绪，对神经系统，消化系统等产生影响。噪声污染对

仪器仪表等构成危害，特强噪声损伤仪器设备，对设备

影响与噪声强度等因素有关。特强噪声作用于机械结构

使材料产生疲劳断裂现象。噪声级超过 140dB 对轻型建

筑产生破坏，轰声下建筑物受到破坏，出现玻璃破碎等

现象。轰声传播较远，建筑物附近使用空气锤导致建筑

物损伤。

化工生产中失误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机械设备噪声

污染干扰工作，机械设备出现信号不能及时判断，由于

噪声无法辨别机械设备发出危险信号，会造成严重的安

全事故。工作人员长期处于噪声环境，影响心情出现消

极情绪，人在噪声环境下心算速度变慢。噪声对工作人

员影响反映在化工生产效率上，噪声强度大，设备安全

生产负面影响大。化工机械设备噪声屏蔽危险信号导致

发生安全事故。噪声强度大，会具有很大的杀伤力，噪

声强度超过 150dB 化工机械设备电阻等受到严重破坏。

噪声强度超过 140dB，轻型建筑物受到影响，超强噪声

对建筑物产生影响，需要及时处理，避免造成更大危害。

3    化工机械设备噪声污染防控现状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机械噪声成为环境污染的重要

污染源之一。国外通常采用 ISO 关于噪声容许标准规定，

我国劳动局制定工业企业噪声卫生标准，规定连续工作

8h 内噪声不超过 85dB。噪声成为影响人体健康的大敌，

气体运转、机械流动、发生湍流产生气体动力性噪声，

工厂电动机等发生电磁噪声为机械性噪声。化工机械设

备运行中噪声污染超过卫生部规定标准，由于缺乏严格

的管理制度，许多工矿企业对噪声等影响问题底数不清。

噪声对人体直接危害是听力损伤，职业性噪声损伤

是慢性发展过程，噪声引起听力损伤表现形式分为 TTS
与 PTS，暂时性听域位移是在脱离噪声环境后可以恢复

到原水平，经数小时恢复听力水平为暂时性听域位移。

永久性听阈位移指噪声导致听阈升高不能恢复原水平。

NIPTS 具有发展过程缓慢，对称性发展等特点。噪声损图 1    正常听力曲线

图 2    噪声聋听力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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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对听觉中枢有损伤表现，噪声性聋发病机制多归纳为

机械性与代谢性方面，听力评定以纯音测听气导结果为

依据。随着我国工业的发展，卫生部颁布《职业病危害

因素分类目录》列举导致噪声耳聋的行业工种，噪声导

致职业性损伤危害工人身心健康，预防噪声性耳聋发生

非常重要。

近年来噪声对工人健康的影响调研受到国内外专家

的关注，影响听力损伤因素有多种，包括噪声性质强度

等，噪声强度大听力损伤严重，高频噪声对人体危害较

大，脉冲噪声比稳态噪声危害大，接触脉冲噪声，工人

耳聋等发病率较高。生产现场存在高温寒冷等因素导致

噪声不良作用放大。个体敏感度差异大，对噪声敏感个

体，在接触噪声强度较低时就可能出现明显病变。化工

机械设备噪声是听力损伤高危职业，通过职业卫生现场

调查等方法收集数据资料，对从事职业危害作业人员职

业危害因素接触水平进行研究，分析发现化工机械设备

噪声防控存在很多问题，体现在未建立职业病危害岗前

职业健康体检制度等，建立健全职业危害噪声相关措施

非常重要。

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噪声污染成为对人类的大危

害，噪声是发声体无规则振动发出声音，以波的形式在

介质中传播，噪声是不同频率声音无规律组成。目前噪

声性耳聋治疗尚无有效方法，近年来职业病患者平均年

龄下降，防治职业病非常迫切。生产性噪声危害发生取

决于噪声强度、频率及频谱特性等因素。预防噪声污染

要从减弱生产噪声源，加强个人防护等方面入手。要加

强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审核验收，加强职业病防

治法的宣教，控制消除噪声源，阻断噪声传播途径，对

劳动者进行职业卫生教育培训，卫生部门要加强对企业

的监督监测，建立健全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4    化工机械设备噪声污染防治对策

噪声是化工机械设备主要职业危害，长期在超标噪

声下作业会对神经系统、精神心理等产生不良影响，早

期损害多为生理性改变，噪声对作业人员机体影响较

大，对化工行业早生危害采取多种有效防护措施非常必

要，加强噪声作业工人健康保护是劳动卫生工作的重要

内容，要在控制环境噪声强度的同时加强作业工人的防

护，适当减少作业者在噪声声级超标作业场所接触噪声

的时间。

噪声要素包括声源与接受点，降低化工机械设备噪

声可以从相关要素入手，减少对工作人员的伤害，要求

化工企业厂房优化设计，机械设备加装隔声措施，减少

化工机械设备的振动。化工机械设备生产中会出现噪声，

需要对化工厂房合理布局。新建化工厂房要进行绿化设

计，将机械设备安装在合适的位置，已有厂房对机械设

备空间微调，削弱化工机械设备的噪声。噪声严重的设

备设在车间一侧，车间两侧摆放植物减弱噪声传递。气

体传播介质噪声可以安装消声器进行源头控制，设备吸

气口安装消声器可以减少噪声污染。消声器种类较多，

需要根据化工机械设备噪声情况选择。微穿孔板消声器

是我国自主研发，对噪声防护效果较好。有的化工机械

设备噪声突出，可以进行吸音处理削弱噪声传播，为减

轻噪声对工人的伤害可以将机械设备用密封罩密封，用

纤维板等吸声材料装饰车间内壁，起到减弱噪声的作用。

5    结语

化工机械设备噪声污染有多种类型，可以按持续时

间与产生设备等分类，噪声具有来源多，潜在危害性大

等特点，长时间处于噪声环境会影响人的身心健康，降

低化工生产效率，超强噪声会对化工机械设备造成破坏。

职业病防治法确定预防为主的方针，要掌握噪声对人体

健康的影响因素，早期发现职业禁忌，采取职业病危害

防控措施，为企业制定职业病防控对策提供科学依据。

本文研究并介绍了化工机械设备噪声污染特点，分析化

工机械设备噪声污染的危害，提出降低机械设备噪声措

施，通过控制声源达到控制噪声污染的作用。噪声治理

是涉及多学科的系统工程，筛选有效的预防措施对我国

开展噪声防治工作起到重要作用。化工机械设备噪声防

护要从声源传播控制入手，有效降低噪声污染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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