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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整个电子通信过程中，抗干扰是确保通信质量的基础，强化抗干扰措施是提升电子通信质

量的关键，而接地技术是保障抗电子干扰有效性的重要技术，对电子通信过程中的电子干扰问题进

行分析，提出解决措施，阐述抗干扰措施的接地方式、原理和要求等基础内容，并以期满足电子通

信工程的要求。

关键词：电子通信；抗干扰；接地

中图分类号：TN9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83X(2018)06-0030-03

收稿日期：2018-03-12

电子通信工程中电子干扰问题探讨
戴天方

电子科技大学，四川成都 610000

一、前言

在
电子通信工程中，电子设备的安全可靠运行是

关键，所以就需要解决电子干扰方面的问题。

对于电子通信工程的抗干扰问题而言，采取合理的设

计与改善措施才能满足电子设备运行质量的要求，同

时也可以保证设备运行的安全性。所以本文针对这一

点进行了相应的探讨。

二、设备干扰的现状

对于电子通信工程而言，其干扰现状主要表现在

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电子通信设备本身的使用欠缺安全性，存

在一定的隐患，影响线路本身的抗干扰性。目前，我

国很多电力系统设备的正常工作电压都是 220V，这在

电子通信工程设备受到影响的情况下有可能发生漏电

等问题，进而影响电子通信设备的安全性。一旦出现

漏电事故，轻则会对线路造成干扰，导致安全隐患的

出现，重则威胁人员的生命安全；

第二，在通信设备运行时会有磁场脉冲信号出现，

一旦信号磁场过强，就会导致电子工程设备本身出现

一定的电荷，从而干扰设备信号，影响设备信号的质量，

这样就会危及到电子通信工程设备正常的运行；

第三，如果对于电子通信设备未能正常安装，就

会影响电子通信设备的实际使用要求，导致其性能达

不到既定标准，从而干扰电子通信设备 [1]。

三、抗干扰接地的基础分析

1、接地方式分析

当电子通信设备接地时，其接地体需要与地下土

壤直接接触，将干扰电流导入地下，这样就可以满足

电力系统的安全性要求。一般来说，抗干扰接地装置

是由地导线以及接地体共同组成的。所以，在接地过

程中需要对地导线和接地体进行分析。在接地设计过

程中，为了防范雷电干扰，需要对土壤本身的干湿程度、

电阻能力以及酸碱性等进行分析；在计算接地电阻的

时候，还应该对设计的目的进行分析和探讨，即改变

电阻，确保电阻能够处于可控的范围之中。一旦电子

的接地方式出现了问题，整个电力系统的运行就会收

到影响，进而影响正常的运行，并且接地线的电位也

会出现巨大的变化 [2]。

2、抗干扰接地原理

电子通信工程选择抗干扰接地的目的在于保护电

子设备正常运行。对于整个电力系统而言，在抗干扰

接地的时候，需要考虑到：为了提升电力系统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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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干扰能力，需要科学合理的规范信号测量装置以及信号源

的地面连接方式，并且强调模拟信号的地线设计与实际情况

之间的匹配度。在设置设备的接地线时，应该与其它设备接

地线位置分隔开，如驱动电机、负载地线、继电器等。在必

要时，还应该通过电气的绝缘来满足彼此之间的分隔。当设

备的工作电压确定之后，为了避免出现电阻，需要将两点之

间的电压设置为 0，如果出现电压不为 0 的情况，就表示有

电阻的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重新进行设计，确保

没有任何电阻的存在。

3、抗干扰接地要求

在电子通信工程的抗干扰接地中，首先需要对模拟信号

进行增大处理，这样就可以增加线路受到干扰的几率，进而

对抗干扰接地的方式进行优化；其次，做好防绝缘的处理，

如果导线的功能不同，就需要保持适当的距离，这样才可以

避免电路之间的磁场受到相对应的干扰；第三，为了确保干

扰电流导通量的增大，满足电信工程正常的运行要求，应考

虑到接地点网规格以及地下线路分布形式等多方面的内容。

四、抗干扰的具体措施

1、合理设置线路

提升接地的技术要求，才能确保电力系统的安全高效运

转。在布线的过程中，需要满足精密程度以及准确性的要求，

并且在操作环节还需要对布线的位置进行随时调整。在具体

施工中，很容易忽视电阻这一问题，从而影响后续的运行。

电子通信过程中，电子设备与地之间会形成信号回路，

同时也会存在电阻，使电荷无法单向导入大地。所以大地同

电子设备之间会存在电动差，一旦出现任何问题，都会直接

影响到电子设备，因而设计线路时有必要考虑电阻 [3]。

对于电子通信工程而言，抗干扰接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所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要满足接地方式的正确性要求以

及技术的规范性要求。在开展施工之前，要对整体性能进行

分析，并采取有效的措施与方法以选择最佳位置满足系统平

稳安全运行的要求。

2、减少地线抗阻 [4]

在抗干扰接地的过程中，需要合理地控制接地线自身阻

抗。如果电阻值较大，就会阻碍线路之中的电流，影响抗干

扰能力，系统之中的电流也会经过中心点流入大地，进而改

变设备与大地之间的总电阻，影响整个系统的运转。所以按

照具体的情况，降低接地线本身的电阻。接地线的阻

抗又包含了自身的电阻与电感两个方面。

在直流电流中有：

                                                                              （1）  

其中，ρ —导体电阻率；

l —流过导体的电流长度；

S —导体横截面积。

当导线的材质与长度相同的时候，电阻与导体横

截面积成反比，增大导体的横截面就可以降低电阻。

在交流低频电流中，导体的表面会集中电流，导

致电流通过的横截面积减小，进而增大电阻。对于交

流电下的实际电阻值有：

                                                                              （2）

其中，r —导线半径；

            f —经过导线电流的频率。

由式（1）、（2）可以看出，电阻与导体的横截

面积成反比，所以在直流电流及交流低频电流中增大

导体的横截面就可以降低电阻。

在高频电流中，影响电阻的主要因素是电感。圆

导体的电感值为：

                                                                              （3）

片状导体电感为：

                                                                             （4）

其中，d —圆截面直径；

l —经过导线电流的长度；

w —片状导线宽。

由此可见，当截面积一定的时候，圆截面电感值

偏大，电阻值与截面表面积成反比，而横截面与导线

长度成反比。所以，缩短导线的长度，就可以满足电

阻的降低要求。

3、降低地环路干扰

在电子通信工程中，可以选择多点接地的方式降

低接地干扰。虽然这样的方式可以对电子设备的接地

阻抗加以控制，但是依然会有地环路的出现。另外，

电子通信工程的接地平面和电子通信设备电路元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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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会有分布电容出现。在经过分布电容的时候，电

流会有接地回路产生，并且通过地线回流时，电流就

会有电压的产生。如果电子通信工程在这一时段存在

较强的交变电磁场，那么在实际运行的时候，电磁感

应就会直接影响地环路，进而产生感应电压，并且在

这一时段所产生的感应电压同电子通信工程产生出的

地环路面积成正比。当地环路面积增大到一定的程度，

其增加的感应电压会影响电子通信工程设备，从而产

生电子干扰。所以有效地降低运行过程中电子通信系

统产生的地环路，就可以降低地环路的干扰。

地环路干扰降低的方式有：光电耦合、共模流圈、

平衡电路等抑制与切断电子通信工程电路所产生的地

环路电流；另外，还可以隔离大地与信号源，消除运

行之中出现的地环路。该等方法均可有效消除电子带

来的干扰 [5]。

4、加强雷电危害防治

相关研究显示，一旦供电线路遭受到雷电的损

害，其电压电流就会提升到 80kA，瞬时电压会提高到

25kV。这种环境会对电子通信设备带来影响，轻则出

现干扰，重则直接损坏电路，甚至出现喷火等问题，

影响电子通信设备的正常工作。所以在日常的工作中

需要有效防治雷电危害，以避免干扰的出现。具体的

防治措施包括：

第一，强调技术的研究与应用，进一步提升通信

设备本身的抗干扰性，增强其承受能力，在允许的高

电压以及电流之下，有效地降低雷电产生的危害，最

终满足设备正常运行的要求；

第二，合理的安装避雷装置。对于主要的电子通

信设备，可以选择安设避雷装置，降低雷电的伤害几率，

避免对电子通信设备正常运行造成影响，提升干扰度，

最终降低设备的抗干扰能力。

五、结语

总之，信息技术的发展，使通信抗干扰的空间及

范围不断扩大，而电子通信工程的抗干扰装置本身具

有一定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电磁

干扰、邻近信道干扰以及设备的杂波干扰等都会对其

造成影响。因此，在分析影响之后，采取相应的措施，

对抗干扰进行合理设计，提高电子通信工程的抗干扰能力，

满足电子通信工程本身对于稳定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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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anti- 

interference is the basis of ensuring the quality of communication, 

strengthening anti-interference measures is the key 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And grounding 

technology is an important technology to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anti-electronic interference. The electronic interference in 

the process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is analyzed, and some 

solu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The grounding modes, principles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anti-interference measures are expound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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