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装业务

上海神哨

上海神哨，成立于2003年。

公司聚焦家庭影音与智能家居领域，
致力为用户打造安全舒适健康与最适合的
生活环境。

我们拥有完整的技术/施工/售后团队，以
及13+年从初期设计到末端调试的全程服
务经验，同时为多家公司提供技术支持。

截止2019年10月，累计服务上海及周边别
墅大宅近1100户。

我们家装核心四大派：
2003年：音画π；
2007年：视听π/声学π；
2010年：安全π；
2013年：智能π；



联系我们

我们正尝试做好您想要的一切。
如有需求，请马上联系我们。

微信公众号：上海神哨

系统集成服务 | www.sunsound.org
隐形音响定制 | www.shenshaokeji.com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交暨路152号B605室
邮件：1735773453@qq.com
固话：021 - 52715336
微信：胡晓玲 | 13816238243

上海神哨 最后更新：2019-11-23

http://www.sunsound.org
http://www.shenshaokeji.com
mailto:1735773453@qq.com


声学材料

上海神哨 – 声学π

声学材料介绍

扩散板是声场环境重要的组成部分，包括很多诸如赛宾公式或伊
林公式的计算都是在声场完全扩散的基础上计算的，所以一个声
场扩散不充分的环境，很可能影响到声学计算公式的准确性。为
此，我们在塑造声场环境时，把使得声场扩散均匀作为一个重要
的建声项目，有利于音质的纯净与提高。

声场扩散的理论来源于德国物理学家、声学专家Manfred 
R.Schroeder 1975年发表的二次余数扩散理论。他研究出声波
的扩散对于人耳的聆听有极大的帮助.二次余数扩散理论中的“
二次”指的是二次方,余数指的是自然数除以质数(除了1以及本
身之外,无法除尽的数)之后所剩的余数。由于可以使声波扩散得
更均匀,二次余数扩散板对于声音的音质有正面的帮助.

与光滑反射面相比，扩散板可以有效的避免声聚焦。当声波经过
光滑墙面反射后，所有的声能都将沿同一方向反射，其反射方向
固定，取决于声源的位置。而当声波经过二次余数扩散板表面反
射后，声能将被分散反射向不同的方向，且具有不同的相位差。
这些形成的均匀能量的不规则的反射声会使人耳主观产生一种空
间感，同时运用在中高频扩散时会提高声音的“明亮”度。其反
射方向大致为一个半圆，声能平均扩散。

二次余数扩散板还有另一个作用。而当反射面为二次余数扩散板
时，由于声波以半圆方向扩散，则有无数条不同频段的反射路径
汇聚在聆听位置，以此类推，有无数相同性质的汇聚点，这样便
无形中扩大了最佳听音区。二次余数扩散板不但可以用来打散声
音能量,起到防止回声和驻波的作用,同时可以改善声音的明亮度,
在早反射路径上适当添加二次余数扩散板反射2K附近高频可以
增加明亮度,与吸声材料相互配合，可以明显提高音质的改善。



客户案例

上海神哨 – 声学π

HIFI房声学

影院声学装修

影院声学装修

影院声学装修



客户案例

上海神哨 – 声学π

天花后扩散

侧墙圆球扩散

声学装修

隔音减震处理



声学材料
29踏步扩散板

材质：天然杉木，实木结构

尺寸：540*1200*155(mm）

扩散范围：125-4KHz之间中心扩散频率在1kHz左右。

扩散特点：对于声音的音质有正面的帮助，延伸自然又
松融飘逸的高频表现，音乐中的细节表现也能得以大大
增加，平时很难觉查到的一些微弱动态变化均能清晰表
现出来。

摆放位置 ：一般左右侧墙第一反射点或者后墙，主要根
据房间声场需求。

上海神哨 – 声学π



声学材料

上海神哨 – 声学π

29踏步扩散板是根据严谨的软件公式计算出来



声学材料

上海神哨 – 声学π

六质数阶扩散板

材质：天然杉木 实木结构

尺寸：600*600*110(mm）

扩散范围：500-4KHz之间中心扩散频率在1kHz左右

扩散特点：对于声音的音质有正面的帮助延伸。自然又
松融飘逸的高频表现，音乐中的细节表现也能得以大大
增加，平时很难觉查到的一些微弱动态变化均能清晰表
现出来。

摆放位置：一般天花板使用，还同时在两侧墙面、音箱
后墙面、聆听位置的后墙面上等，主要根据房间声场需
求。



声学材料
二次余数扩散板

材质：天然杉木 实木结构

尺寸：900*900*70(mm）

扩散范围：500-4KHz之间中心扩散频率在1kHz左右。

扩散特点：对于声音的音质有正面的帮助， 延伸自然又
松融飘逸的高频表现，音乐中的细节表现也能得以大大
增加，平时很难觉查到的一些微弱动态变化均能清晰表
现出来。

摆放位置：一般天花板使用，还同时在两侧墙面、音箱
后墙面、聆听位置的后墙面上等，主要根据房间声场需
求。

上海神哨 – 声学π



声学材料
三角斜面扩散体

材质：天然新西兰松，实木结构

尺寸：600*600*115(mm）

扩散范围：630-8KHz之间中心扩散频率在1KHz左右。

扩散特点：水平180度方向上产生散射扩散，改善中高
频结构，大幅度提升前方声场的清晰度。

摆放位置 ：一般左右侧墙第一反射点或者后墙，主要根
据房间声场需求。

上海神哨 – 声学π



三角斜棱锥散体

材质：天然新西兰松，实木结构

尺寸：600*600*120(mm）

扩散范围：630-8KHz之间中心扩散频率在1KHz左右。

扩散特点：斜棱锥的倒错式排列是特别针对中频扩散而
设计的。尤其改善鼻音过重，中频含糊不清等声学问题
。用于左右侧墙后墙和能大幅提升中置对白清晰度。

摆放位置 ：一般左右侧墙第一反射点或者后墙，主要根
据房间声场需求。

声学材料

上海神哨 – 声学π



声学材料
3D斜面扩散体

材质：天然新西兰松，实木结构。

尺寸：600*600*110(mm）

扩散范围：200-2.5KHz之间中心扩散频率在315Hz左右

扩散特点：斜面创意设计，在水平和垂直方向。同时扩散
不同评论的声波，有效改善中低频率的层次感。

摆放位置 ：一般左右侧墙各个部位均可，后墙高位，天花
板，主要根据房间声场需求。

上海神哨 – 声学π



声学材料
金字塔扩散体

材质：天然新西兰松，实木结构

尺寸：600*600*115(mm）

扩散范围：630-8KHz之间中心扩散频率在1KHz左右。

扩散特点：6*6金字塔群是针对环绕声场扩散而特别设
计的，360度球面扩散产生密不透风的环绕包围感。

摆放位置 ：布置在环绕扬声器周围，天花板等，主要根
据房间声场需求。

上海神哨 – 声学π



圆球扩散体

尺寸：600*600*100(mm）

扩散范围：630-8KHz之间中心扩散频率在1KHz左右

扩散特点：球形创意设计，在水平和垂直方向球形创意
设计，在水平和垂直方向呈球状扩散，产生密不透风的
环绕，360度球面扩散产生密不透风的环绕包围感。

摆放位置 ：布置在环绕扬声器周边，天花板等，主要根
据房间声场需求。

声学材料

上海神哨 – 声学π



声学材料
弧形扩散体

材质：天然新西兰松、实木结构

尺寸：600*600*140(mm）

扩散范围：200-2.5KHz之间中心扩散频率在315Hz左右

扩散特点：斜面经典的弧形设计是家庭影院声学扩散不可
缺少的重要元素，扩散范围宽广，扩散度均匀。

摆放位置：适合在左右侧墙间隔布置薄板密闭空腔结构有
吸音作用。

上海神哨 – 声学π



声学材料
25尖劈扩散体

材质：天然新西兰松，实木结构

尺寸：600*600*50(mm）

扩散范围：630-8KHz之间中心扩散频率在1KHz左右

扩散特点：水平180度方向上产生散射扩散，改善中
高频结构，大幅度提升前方声场的清晰度。

摆放位置 ：一般左右侧墙第一反射点或者后墙，主要
根据房间声场需求。

上海神哨 – 声学π



声学材料
3D立面扩散体

材质：天然新西兰松，实木结构

尺寸：600*600*115(mm）

扩散范围：630-8KHz之间中心扩散频率在1KHz左右

扩散特点：水平180度方向上产生散射扩散，改善中高频
结构，大幅度提升前方声场的清晰度。

摆放位置 ：一般左右侧墙第一反射点或者后墙，主要根据
房间声场需求。

上海神哨 – 声学π



声学材料
MLS扩散板

材质：天然美国橡木，实木结构
尺寸：多造型、定制

扩散范围：630-8KHz之间中心扩散频率在1KHz左右。

扩散特点：水平180度方向上产生散射扩散，改善中高
频结构，大幅度提升前方声场的清晰度。

摆放位置 ：一般左右侧墙第一反射点或者后墙，主要
根据房间声场需求。

上海神哨 – 声学π



声学材料
12尖劈扩散板

材质：天然新西兰松，实木结构

尺寸：600*600*115mm

扩散范围：630-8KHz之间中心扩散频率在1KHz左右

扩散特点：水平180度方向上产生散射扩散，改善中
高频结构，大幅度提升前方声场的清晰度。

摆放位置 ：一般左右侧墙第一反射点或者后墙，主要
根据房间声场需求。

上海神哨 – 声学π



声学材料
2D斜面扩散体

材质：天然新西兰松，实木结构

尺寸：600*600*140(mm）

扩散范围：200-2.5KHz之间中心扩散频率在315Hz左右

扩散特点：斜面创意设计，在水平和垂直方向。同时扩
散不同评论的声波，有效改善中低频率的层次感。

摆放位置 ：一般左右侧墙各个部位均可，后墙高位，天
花板，主要根据房间声场需求。

上海神哨 – 声学π



声学材料
七项二段扩散体

材质：天然新西兰松，实木结构

尺寸：600*600*50(mm）

扩散范围：630-8KHz之间中心扩散频率在1KHz左右

扩散特点：水平180度方向上产生散射扩散，改善中高频
结构，大幅度提升前方声场的清晰度。

摆放位置 ：一般左右侧墙第一反射点或者后墙，主要根据
房间声场需求。

上海神哨 – 声学π



声学材料

上海神哨 – 声学π

低频陷阱扩散体

产品特点：独立的角落安装和调校吸收下限至40HZ甚至
更低。 扩散400HZ以上。坚固的圆柱外形饰面美观，能
完美融入房间整体布局！

安装位置：低频陷阱是一款安装在角落的特殊声学处理
装置，是专门为家庭影院及听音室打造的产品。它可以
改善低频响应，消除或者延迟驻波，让声音更清晰，从
而提高声音系统的品质。它的直径决定了它的吸收频率
下限。直径越大，吸收低频下限越低。

产品规格： 1800*400MM。



声学材料

上海神哨 – 声学π

透声布环保吸音箱

产品介绍：实木板暗框、50MM环保聚酯纤维吸音棉、
透声布、进口双面胶。

吸音效果：平均吸声系数0.8。

原理：本公司SP系列吸音模块是特别针对小型空间而设
计的多层复合结构。多层复 合结构加大了空气分子摩擦
系数，产生强 烈吸收效果。

技术支持：THX HT2认证课程强调家庭影院吸音软包的
厚度必须超过75mm.

产品规格：600*600*80MM、1200*600*80MM。



声学材料

上海神哨 – 声学π

环保实木外框吸音箱

产品介绍：实木板外框、50MM环保聚酯纤维吸音棉、
透声布、进口双面胶。

吸音效果：平均吸声系数0.8。

原理：本公司SP系列吸音模块是特别针对小型空间而设
计的多层复合结构。多层复合结构加大了空气分子摩擦
系数，产生强烈吸收效果。

技术支持：THX HT2认证课程强调家庭影院吸音软包的
厚度必须超过75mm。

产品规格：600*600*80MM、1200*600*80MM。



声学材料

上海神哨 – 声学π

环保生态木吸音箱

产品介绍：实木板外框、50MM环保聚酯纤维吸音棉、
生态木吸音板、进口双面胶。

吸音效果：平均吸声系数0.85。

原理：本公司SP系列吸音模块是特别针对小型空间而设
计的多层复合结构。多层复合结构加大了空气分子摩擦
系数，产生强烈吸收效果。

技术支持：THX HT2认证课程强调家庭影院吸音软包的
厚度必须超过75mm。

产品规格：600*600*80MM、1200*600*80MM。



声学材料

上海神哨 – 声学π

环保聚酯纤维板

聚酯纤维吸音装饰板具有吸音、静音、降噪、阻燃、隔
热、保温等作用，材质均匀坚实,不但富有弹性、韧性、
耐磨、抗冲击、不易划破,其与空腔构成的薄板共振吸声
体效果极好，是一种宽频带的高效吸声材料。

此外聚酯纤维吸音装饰板质轻,材料性能优异，不像一些
脆性材料如穿孔石膏板及水泥纤维加压板等产生碎片或
碎块存在坠落的危险,甲醛0.05㎎/1的释放量标准，也远
远小于国家规定甲醛释放量小于或等于1.5的标准，是代
替以往层板加海绵或玻璃纤维的新型声学材料，且易销
毁不污染环境，可循环再用。

产品规格：1220*2420*9mm。



声学材料

上海神哨 – 声学π

环保聚酯纤维吸音棉

吸音棉是由100%的韩国进口优质聚酯纤维经过热压
粘结制成，是替代玻璃纤维、岩棉、海绵等传统有害
吸音、隔音材料的新型环保材料。可以与人体皮肤直
接接触，不产生任何副作用，无色无味,不会释放污染
物，是最接近自然的专业吸音材料，在用作内部隔断
或墙面吸音隔音时，有着比玻璃纤维更好的环保性和
吸音效果，且100％可回收利用；其烟密度、毒气均
低于国家环保标准，是欧美韩日广泛应用于建筑装修
领域的环保材料。

适用范围：用于机房、音乐厅、多功能厅、影剧院、
录音室、演播厅、监听室、钢琴室、机械室、会议室
、体育馆、展览馆、歌舞厅、KTV包房及家庭隔音降
噪。



声学材料

上海神哨 – 声学π

环保隔音毡

厚度为11mm，计权规范化撞击声压级改善量可达20分
贝以上；

三层复合结构，高密度面层防止施工过程中的意外破损
影响隔音效果；其与同一系列楼板隔音垫的全闭孔结构
使隔音垫具备了出色的防水性能、抗压强度、柔韧度及
抗化学品性能。

材料名称 材料规格mm 面密度kg/m2    隔音量dB
RC-1.2  10000*1000*1.2       2.4        24 
RC-2.0  10000*1000*2          4          27
RC-3.0  5000*1000*3          6                 30

产品规格：1000*50000*11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