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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ise on-line automatic monitoring system has superior performance, which is convenient, fast
and accurate. The system is the trend and trend of noise monitoring in the future. The on-line automatic noise monitoring system is mainly composed of four parts: data acquisition system,
front-end power supply system, data transmission system and data center.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on-line automatic noise monitor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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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噪声在线自动监测系统具备了优越的工作性能，在线监测方便、快捷、精确，是今后监测噪声作业的走
向和趋势。噪声在线自动监测系统主要由数据采集系统、前端供电系统、数据传输系统以及数据中心四
大部分组成。本文简要介绍了噪声在线自动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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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凡是妨碍人们正常休息、学习和工作的声音，以及对人们要听的声音产生干扰的声音，都属于噪声，
噪声由不同噪声源的声能瞬间叠加而产生[1]，数量可观的监测点位，密集的监测频次，这样的监测才能
反映区域噪声的真实情况[2]。如果靠传统的人为手工操作，工作效率不仅得不到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浪
费了人力物力。因此，噪声在线自动监测系统的优越性不言而喻。
目前国内各大城市区域已基本实现了环境噪声的在线监测[3]，高速公路交通噪声在线监测工作也开
始逐步实施。现在所谓的噪声自动监测系统就是能自动且连续采集噪声数据的系统[4]。它的组成部分包
括噪声监测子站、传输网络和噪声监测控制中心。在线监测系统包括噪声数据采集终端、噪声数据管理
中心和噪声数据处理中心，管理中心接收无线通讯数据模块提供的数据，这些数据其实是环境噪声通过
采样、分析、处理后得到的。自动噪声监测系统和这个差不多，一般可以分解为数据采集系统、前端供
电系统、数据传输系统和数据中心四个部分。

2. 数据采集系统
数据采集技术作为一门专业的技术在工业上应用广泛。这时的数据采集系统拥有更为先进的模式结
构，面对不同的实际情况和要求，可以增加模块的数量，也可以改变模块的功能，通过相关程序，完成
对系统的扩充或改变，在短时间内形成一个可以解决具体问题的系统。分布式的数据采集系统已经在国
内外的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它主要是由分布广泛的数据采集器和微型计算机组成。大规模集
成电路的快速发展已经极大地刺激了各种新式的分散式的数据采集器的成长与更新。灵活性、可靠性和
前端智能化等多功能集成及抗干扰能力强已经成为了分布式数据采集系统的发展方向。数据采集系统之
于噪声自动监测系统，就是在现场测量采集噪声，通常情况下利用传声器来采集，处理信号的工作则由
分析模块来承担[5]。现在电容传声器对噪声监测系统的工作范围和工作环境适应性较好，用得比较多。
前端能仪表在嵌入式微计算机系统程序的控制下进行自动工作[6]。
传声器模块和 AD 转换模块组成数据采集系统的一种转换模块方式，另一种是转换模块方式的组成
部分则是传声器模块、AD 转换模块和信号分析模块。
现在越来越多的在线系统都用软件来分析处理信号，
优化前端硬件设计，提高系统的经济性[7]。数据采集系统物理量的范围仍然比较有限，可以试图设增加
一些特殊的物理量，增大系统的适用范围。高速高精度的数据采集还需要更加进一步的设计改善，数据
处理算法也需要进行更多的优化。可在系统中采用无线网络的数据传输，既能满足通信的速率，也能够
方便使用数据采集系统，避免冗余的线路铺设。

3. 前端供电系统
放在户外的噪声在线自动监测系统的供电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利用蓄电池，另一种蓄电池和市电的
结合。选择前者，可以在任意符合条件的地方安装系统，比较适应时间段的监测；如果是长时间的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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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的话，选择后者就比较合适了，主要用城市供电，蓄电池作为后备，预防停电事故的发生。另外，
噪声在线自动监测也要有防风雨等功能，在非常规条件下亦能收集稳定的信号[8]。

4. 数据传输系统
电子、计算机及信息科学技术发展很快，这为通信系统的突飞猛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有线发展
到无线，从话音发展到图像，从局域发展到广域，数据传输系统采纳了越来越多的通信网络以及通信方
式。数据传输根据可以分为有线和无线两个类型。
不少环境噪声监测系统采用有线的通讯方式，另外还有线加调制解调器或光纤的通讯方式被运用到
监测系统中。利用电话线有两种传输的方式可以选择，一种传送和接收的双方对等，利用调制解调器将
监测仪器和数据中心接入电话线网，这样就可以随时通过拨号访问到对方[9]。另一种方式的数据中心是
接入到计算机互联网来接收数据，利用调制解调器将监测仪器接入电话线网。
从实际运行的情况看，较为稳定的数据的获得方式是利用光纤通信，因为它的抗干扰能力非常强。
缺点就是铺设光纤的成本太大[10]，超过了监测部门的承受范围。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迅猛发展，并且
相互促进发展，这也提高了无线网络的技术应用水平[11]，这促使无线网络技术在将来会是传输噪声监测
的数据的最重要的方式。无线的电通信系统运用公共的频段来实现数据的传输，其通道及设备价格便宜、
维护也较为简单。其缺点是只适用在分布距离小、数量也少的城市里传输数据，因为都市的高楼大厦的
遮挡，限制了它传输的距离[12]。
远距离的数据传输都有专门的移动通信网络，无论是无线电通信，还是有线通信，亦或者是光纤通
信，这是很多因素造成的，包括距离、实时性要求、成本、环境等，因此必须由某一特定的部门独立的
建设使用，而且通常只能在某一特定的区域内被使用，覆盖范围非常受限。因此它们都不是很可取，因
为要考虑到应用的范围以及成本。现在提倡利用已有的蜂窝网来实现无线的数据 的传输业务，因为这样
有效且经济，频率复用技术非常有效第实现了频率资源的充分利用，网络覆盖率也非常高[13]。

5. 数据中心
噪声监测系统的最后一环是数据中心，其主要的工作就是分析噪声数据，并对其进行计算和统计[14]。
由数据采集系统传送的信号的性质决定着数据中心的具体工作内容[15]。现有数据中心的规模的发展要求
数据中心的基础设施能够支持扩容。但由于这些数据中心大都是以前规划与设计的，其在环境指标方面
的往往难以满足这种扩张性的需求，相应带来诸多问题。将信号分析模块集成到数据采集系统中，使之
直接承担统计分析工作，可以节约成本，提高效率，改善数据的管理工作。

6. 结论
噪声在线自动监测系统主要组成部分为数据采集系统、前端供电系统、数据传输系统以及数据中心。
噪声在线自动监测系统使得监测不仅方便，而且快捷和精确，其工作的性能优越，可以为噪声污染的治
理提供准确翔实的资料，也有利于相关部门监督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从而改善环境的质量。噪声在线
自动监测系统是今后噪声监测工作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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