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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吸音材料─

異型微孔吸音板
▎許榮均、陳智隆、呂世明

根據圓管中聲阻與管徑平方有反比的關係，
若把圓管的孔徑縮小到一定的尺度，聲阻應會顯著地增加，
聲音的吸收效果就會更好。

聲學是在 19 世紀由英國的雷利爵士（Lord

Rayleigh）和德國的赫姆茲（Helmholtz）兩位大
師集前人奠定的基礎所成就的完備理論，他們也
把這項聲音的科學運用在日常生活中。與聲音有
關的運用遍及許多領域，例如：建築聲學設計、
樂器設計、汽車排氣管聲響設計、消音器設計、
噪音主動控制、機械設備故障診斷、非破壞性檢
測、超音波設計、電聲換能器、地震偵測等。
當聲音是為人所喜歡並接受時，眾人會為之
喝采，但若聲音轉為人們不喜歡的音色，也就
是噪音時，人人避之惟恐不及。在聲學的應用
中，噪音的控制或室內音質的改善一般都以吸音

吸音板（圖片來源：種子發）

處理。市售的吸音材料種類眾多，性能也各異。
一般而言，傳統使用的大多是多孔纖維性吸音材
料，如玻璃棉、礦棉、岩棉、泡棉、麻纖維、棉纖維等。但這類吸音材飽受環保人士批評，
責難其對環境造成的汙染，這是因為傳統的多孔纖維性吸音材料有以下的缺點：
（1）吸音泡棉製品非常容易著火，一旦燒起來火勢蔓延很快，同時會產生有毒的化學
濃煙，非常危險。例如 2011 年台中市 ALA PUB 大火造成九死的慘劇，調查發現該場所的
天花板裝潢了易燃的泡棉，市府早知這個缺點卻遲無作為，成了爭議的焦點。

在聲學的應用中，噪音的控制或室內音質的改善一般都以吸音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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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無纖維化綠色吸音材料勢在必行，
近年來有一種新型的消音材料開發出來，那就是超微孔金屬吸音板。

（2）玻璃棉或岩棉這類纖維性吸音材
料是不助燃也不自燃的材料，但由於其纖
維細小，在安裝與切割的過程中會產生細
短的纖維飄浮在四周空氣中，若沾在衣服
或皮膚上會有刺痛感，對人體呼吸道及肺

微孔金屬吸音板
微穿孔金屬吸音板是一種共振吸音結構，
由孔徑在 1 毫米以下的穿孔薄板和板後的空腔
所構成。由於這種構造有不受材料限制，又可
回收重複使用、堅固等優點，成為今日頗受歡

部傷害尤其嚴重。
（3）吸水性強，表面不美觀，使用在
戶外，遇到下雨或潮溼的環境容易破壞，

迎的噪音控制結構。
利用「微小孔」和「窄縫中空氣的摩擦」

需要進一步防護補強處理，因而限制了使

以吸收聲能的概念，可以溯及 1941 年的俄羅斯

用的機會。

科學家瑞斯捷金（Rschevkin）。但是其理論研

（4）多孔吸音材料耐用度較差，使用

究、實驗證明和實用方向的完整建立，則是由

期僅約兩年就會風化或掉屑，而降低其消

中國科學院院士馬大猶教授於 1975 年完成的。

音效果，甚至失效，使得噪音控制的維護

馬大猶教授是在研究降低火箭噪音的計畫
中，對原有的穿孔板結構吸音理論仔細分析。

成本增加。
綜合上述，尋求無纖維化綠色吸音材料

他發現根據圓管中聲阻與管徑平方有反比的關

勢在必行，很幸運的近年來有一種新型的消

係，若把圓管的孔徑縮小到一定的尺度，聲阻

音材料開發出來。它除了具備優秀的消音性

應會顯著地增加，聲音的吸收效果就會更好，

能外，又可以克服發泡類和纖維類吸音材料

而且這樣也可以簡化原有穿孔吸音板，板後需

的不足和缺陷，那就是超微孔金屬吸音板。

填加多孔吸音材料的工法。

市售傳統吸音材
吸音材種類

吸音特性

吸音率

玻璃棉、岩棉、泡棉、
礦棉麻織與棉纖維等吸
音材

具不錯的中高頻吸音能力，背後預留空氣層有助低頻吸
音能力提升。（多孔性材料多依材料厚度決定材料的吸
音率，也就是材料厚度越厚，吸音率越高）

0.4 ∼ 0.9

板狀

合板、石膏板、塑膠板、
金屬板、水泥板

吸收低頻較有效。（這種材料對低頻效果佳，但中高頻
以上效果較不佳，目前噪音控制較少使用這種材料。）

0.2 ∼ 0.4

穿孔板

穿孔石膏板、穿孔合板、
穿孔鋁板、
穿孔鋼板、細孔板

一般使用狀態吸收中頻，與多孔性材料配合使用時吸收
中高頻，背後預留空氣層還能吸收低頻。

0.4 ∼ 0.9

異變型
微孔板

微孔吸音鋁板、
微孔綠建材吸音鋁板

屬於吸收全頻特性，可藉由控制背後空氣層厚度，削減
低、中、高頻音能，低頻尤佳。

0.7 ∼ 0.9

多孔性

代表性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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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大猷教授除了導出單層微穿孔板的

應用材料。自 2001 年起，配合國科會產業

吸音理論外，也研究了雙層微穿孔板。所

提昇計畫與成功大學音響研究室進行研究，

謂雙層就是在單層板的後面空腔中再加一

成功開發出寬頻的「幾何圖型超微孔吸音

塊微穿孔板，形成兩個空腔，經過計算和

板」，孔徑只有 0.04 毫米，遠小於各國開

實驗證明，雙層微穿孔板吸音結構是加寬
微穿孔板吸音頻帶的一個有效方法。
1996 年馬大猷先生再研究高聲強作用

發的 0.3 毫米。

超微孔金屬吸音鋁板又較傳統的礦棉、
玻璃棉材質更具吸音效率，且具環保、防

下的微穿孔板性能，並於 1997 年提出了微

塵、防火、防水、無毒害等特性。實測吸

穿孔板吸音結構的準確理論與設計。他發

音率（NRC）更高達 0.7 ∼ 0.9，吸音效率

現在穿孔板常數 k 值小於 1 的範圍內，微
穿孔板吸音具有寬頻帶的性質，所需空腔
深度約為 1∕4 波長，但當穿孔板常數 k 值

大於 2 時，微穿孔板的吸音性質就會近似

也不會因時間而遞減，與傳統吸音棉 3 ∼ 5

年必須更換相比，更具環保及成本優勢，
可以說是健康的建材。
這項產品除了可當成傳統建材吸音板

於 1975 年他提出的的微穿孔板理論，其頻

外，另外因材質是金屬，又可應用在高溫、

帶較窄，但空腔甚淺。

高溼、超淨與高速氣流的場所，如地鐵、

由於在 1993 年時解決了德國新建聯邦

隧道、音樂廳、汽車、電器、醫院等，在

議會大廳的嚴重聲學問題，微穿孔板的產

建材、運輸、振動、演藝、環控等產業都

品開始聲名大噪，確定了其功效。原來德

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微穿孔板材具有的優

國這座圓形大廳四周是由玻璃圍起來的，

勢是：不需貼覆任何吸音材料就有良好的

有嚴重的聲音聚焦現象，明知問題已出現，

吸音能力；全金屬鋁板不燃燒且易回收；

但建築師仍堅持己見，一定要保留玻璃圍

無傳統吸音棉吸溼導致吸音能力下降的問

牆的透明性，於是中國聲學科學家查雪琴

題，適用於各種環境。

首創的有機玻璃吸音板就成為唯一可選擇
的材料。
當時的設計是利用 5 毫米厚的有機玻

超微孔金屬吸音鋁板

璃板，使用雷射光打出直徑 1 毫米以下的

異型微孔吸音金屬板不同於傳統的直

無數微孔，再把它裝在厚玻璃牆上。完工

圓孔，是異型斜向的幾何孔，也就是正面

後實測發現確實有很好的吸音效果，自此

與背面的孔徑不在同一個軸線方向上，而

微 穿 孔 板 吸 音 材 料 的 品 種 又 多 了 一 項。

呈現一個角度的斜面，孔徑的形狀也不相

1997 年更確定微孔的孔徑在 0.5 毫米以下，

同。這樣的加工技術得到的孔型吸音效果，

開孔率在 1％以下。

國內發展微穿孔板的理論或實驗，始
於台灣南部某公司成功開發超微孔金屬板

比微孔理論的傳統直圓孔好、吸音的頻寬
廣，配合背後空氣層的構造設計又可以調
整各頻譜噪音的吸收。

超微孔金屬吸音鋁板較傳統的礦棉、玻璃棉材質更具吸音效率，
且具環保、防塵、防火、防水、無毒害等特性，吸音效率也不會因時間而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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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音
減噪
吸音率 0.70 ∼ 0.95
吸音頻帶寬（60 ct 倍頻程），
需求空腔小、低頻吸音率高

30 MHz ∼ 1 GHz
電磁波入射與反射後
能有效吸收 90％以上能量

吸音功能耐用
（室內）15 年以上
（戶外）10 年以上

室內裝修－吸音減噪、殘響控制
戶外隔音牆－吸音減噪、共振干涉吸收

高吸音

環保

電磁波
吸收性

防水

耐久性

抗汙
防火性

不燃防火建材
CNS 14705 耐燃一級
ASTM E84 caiss A 級

無毒、無害、無汙染
高性能吸音綠建材

防水分子穿透
（水流速 8 ml∕min 以內）

孔徑微細均勻（每 ml 40 萬孔以上）
氣流穿透分散不易夾帶粉塵
防塵易清潔、潔淨度高

耐候
耐酸鹼鹽、高速氣流，
無落纖、落塵

微孔吸音鋁板功能分析

低頻部分可以獲得比傳統多孔質吸音

新穎吸音材料的分類

材還好的效果，而中高頻部分則呈現適當

21 世紀吸音材料的分類

的吸音效果，不至於像傳統多孔的吸音材
（如岩棉、玻璃棉、聚酯棉）般，高頻的

被動式吸音材 （多孔質吸音材）

吸音效果很好，低頻效果則很差，雖然聲

板式共振吸音材 （薄膜、薄板、複合板）

音能量的總音壓降低了，卻讓低頻遮蔽了

亥姆霍茲共振器 （穿孔板、開縫板、膜共振）

中高頻語音的清晰度，造成不佳的溝通環

微孔板

境。這一特性千萬不可輕忽！
微孔金屬吸音鋁板的研究仍不斷發展
中，從最初的單層結構到雙層結構、三層

干涉消音器
有源吸音器 （主動控制吸音器）

結構，微穿孔板的吸音性能也在大幅改善。
對微穿孔板進行不同型式的串聯和並聯的

特性調整吸音頻譜，另外也發現二層微孔

結構組合，也可提升其吸音性能。研究顯

吸音板具有可調式吸音頻譜的特性。

示單層異型微孔吸音板在不同背後空腔厚

多孔吸音材料最為人垢病的缺點就是

度下的吸音率，性能比現行多孔質吸音材

髒汙！尤其是台灣這種高溼度、灰塵多的

料頻寬還寬，特別是低頻部分。二層微孔

環境，要保有材料的潔淨度與功能非常困

吸音材設計更可在同空腔中針對環境噪音

難。因此大多數公共工程的天花板材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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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型斜向微孔吸音板細部結構圖

波浪面∕正面
50 倍放大

幾何孔面∕背面
50 倍放大

剖面－正∕背面
200 倍放大

單層吸音板空腔與吸音特性
1.0
0.9
0.8
0.7

吸音率

0.6
0.5
0.4
0.3
0.2
0.1
0

100

125

160

200

250

310

400

500

630

800

1k

1.25k

1.6k

2k

2.5k

3.15k

4k

5k

頻率（Hz）

0mm

25mm

50mm

100mm

200mm

300mm

400mm

可調式二層吸音箱吸音特性
CKM SoundMicro

系統規格：1.2 E200 吸音牆頻譜吸音特性

吸音率

1.40
1.30
1.20
1.10
1.00
0.9
0.80
0.70
0.60
0.50
0.40
0.30
0.20
0.10
0.00

100

125

160 200 250

315 400 500

630 800

1k 1.25k 1.6k

2k

2.5k 3.15k 4k

5k

頻率（Hz）
TYPE 2

一層微孔吸音鋁板
二層微孔吸音鋁板
TYPE 2 NRC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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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2-1

一層微孔吸音鋁板

TYPE 2-2

一層微孔吸音鋁板

二層微孔吸音鋁板

TYPE 2-1 NRC0.95

TYPE 2-2 NRC0.85

規格

TYPE2

TYPE2-1

中心頻率

吸音率

吸音率

TYPE2-2

吸音率

（HZ）

（1∕3）
Octave

（1∕3）
Octave

（1∕3）
Octave

100

0.51

0.66

0.64

125

0.62

0.70

0.56

160

0.85

1.03

0.85

200

0.75

1.03

0.93

250

1.17

1.06

0.95

315

1.20

0.93

1.04

400

1.06

1.10

1.03

500

1.04

1.09

1.06

630

0.98

1.02

0.97

800

0.82

0.92

0.77

1k

0.75

0.86

0.63

1.25 k

0.82

0.88

0.74

1.6 k

0.83

0.87

0.72

2k

0.82

0.79

0.67

2.5 k

0.81

0.76

0.66

3.15 k

0.76

0.69

0.63

4k

0.75

0.68

0.58

5k

0.68

0.61

0.51

NRC

0.95

0.95

0.85

安裝於台北捷運站體內微孔吸音面板與多孔質材料潔淨度比較圖

背襯吸音棉未良好貼附的部位，因
車站的氣流迴風效應夾帶粉塵穿透
導致板面局部髒汙，影響外觀。

青鋼微孔板安裝使用近 6 年的潔淨度。

背襯包覆黑色玻纖棉因氣流吹散脫
落，裸露內部玻璃棉，易產生玻纖
飛散，造成吸入性傷害。

戶外吸隔音牆安裝 5 年後的耐久性與潔淨度檢測

DL1
L=0.379 mm
DL0
L=0.048 mm

50 倍顯微照像

200 倍顯微孔徑照像

350 倍表面顯微照像

水自潔性的測試

1.2
1
0.8

吸音率

0.6

下雨前

下雨後

0.4

before

0.2
0

after

100 125 160 200 250 315 400 500 630 800 1k 1.25k 1.6k 2k 2.5k 3.15k 4k

頻率（Hz）

5k

原始板面

一個月後髒汙板面

戶外 1 個月髒汙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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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髒汙兩字來形容，尤其在高速氣流下的
交通運輸場所，潔淨度的維護更不容易。
異型微孔吸音板由於每平方米達四十
幾萬孔且孔寬只有 0.04 毫米，在這布滿均
勻的微細孔平面上，灰塵不易因回風效應
進入板材孔內，因此不容易阻塞，得以長
期保持該有的潔淨度與原有的吸音功能。
即使做為戶外吸隔音牆，因採用了自潔性
的四氟乙烯耐候塗料，能有效利用雨水自
潔，可以保持該有的潔淨度。
關於異型微孔吸音板粉塵髒汙與吸音
功能影響度，新加坡 PSB 音響實驗室進行
了相關的測試。先對這產品進行吸音測試

捷運站某廣場自更換天花板為超微孔吸音板後，在
人來人往中、各組音樂響起時，依然保持著清淨度。

後再置放於工地一個月，在無清理狀況下
就進入實驗室進行第二次吸音測試，結果
證明其吸音功能不受影響。戶外髒汙性部
分，進行雨水自潔性的測試效果也很好。
下文介紹幾則微孔吸音板的應用案例，
說明應用前的環境狀況及改善後的狀況：
案例一：大眾運輸站體內天花板─在
捷運站或公共建築大廳的安全廣播系統，
並非只要求喇叭聲量大就好，同時須注意
室內的背景噪音（通常是空調系統的噪音）
要儘量降低，因此大廳的天花板、牆壁應

泳池的高水氣空間於採用微孔吸音後，室內餘響時
間獲得了改善。

該有適當的吸音效果，以控制在合理的殘
響時間以下。
以台北捷運某站體為例，全面施以微
孔天花板至今四年，仍一切如新（風壓穿
透需達一定壓力，回風效應夾帶的粉塵不

案 例 二： 水 世 界、 泳 池、SPA 館 ─ 在

易穿透。傳統沖孔板加棉在有氣流產生的

游泳池、SPA 館等高溼、高溫場館，為考

場 所， 易 變 成 過 濾 棉 而 使 板 片 髒 汙 ）。

慮防水特性，表面大多採用不具吸音效果

觀察該站安裝後的餘響時間量測，可發現

的水泥粉光、防水漆。在諸多水流沖擊音

各 倍 頻 的 平 均 餘 響 時 間 都 在 1 秒 以 下，

及人聲下，室內通常很吵，傳統的多孔質

結果令人滿意。再以某廣場測試，自更換

吸音材都無法使用，環境噪音大且語言清

天花板為超微孔吸音板後，在人來人往中、

晰度差，使得教學很困難，安全性也堪慮。

各組音樂響起時，依然保持著清靜度，提

某泳池於採用障板型式的微孔吸音板

供學子們一個舞動青春的好場地與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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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室內餘響時間獲得了改善，室內噪音也

吸隔音牆系統

減小了。微孔吸音板在表面水壓 5 帕（Pa）
以下不透水，而溫水游泳池易產生水汽結
露，使用的微孔板材料因具透氣性，幾乎
沒有滴水現象，是室內游泳池適用的吸音
材料。
經 檢 測 泳 池 的 餘 響 時 間， 由 於 經 費
限 制， 微 孔 吸 音 板 只 能 安 裝 泳 池 面 積 的
37％，但對於 500 ∼ 2,000 Hz 的語言帶頻

率已明顯改善，整體噪音量減少了 11 分貝。
案例三：戶外吸隔音牆─傳統的吸音
微孔板收音牆

式隔音牆暴露在自然環境中風吹、日曬、
雨淋，隔音牆結構內安裝的吸音棉常因吸
水而下沉，影響隔音效果。此外，每一塊
界線都會發黑，再加上高速氣流變化，使
得鼓出變形，很不美觀。為了改善這些困
擾，高鐵台南站的隔音牆就安裝了這個產
品。讀者有機會乘坐高鐵時，不妨留意一
下全線的隔音牆。另外，為了解決出發站
前暖車噪音的問題，也運用了微孔板設計
出 1.5 米高的吸隔音牆，取代原設計的玻纖
棉吸隔音牆。

頂邊吸音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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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音牆減噪量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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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孔板是個新世紀的吸音材料，全世

種吸音材料的選擇，讓我們的生活環境得

界都在爭相發展，它改寫了教科書對吸音材

以更安靜一點，以增進國人的身體健康與

料的分類。德國赫爾姆特．富克斯（Helmut

生活品質！

Fuchs）出版的一本新書《噪聲控制與聲舒適》
（Schallasober and Schalldumpfer） 就 如 此
描述：它擺脫了吸音材料長年依附著多孔
質材的限制，成為一種不怕水、不怕火、
質輕、耐久的新吸音材料，今後還有很多
新型式尚待開發。
最後期待國內聲學控制與環境噪音控
制的專家能對微孔吸音板多一份認識，對
國內環境噪音與建築聲學的控制運用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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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榮均、陳智隆
台灣海洋大學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呂世明
青鋼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