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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拟量抗干扰处理办法

1.1 模拟量类型

1.1.1模拟量输入类型(可根据客户需求定制)

1.1.2模拟量输出类型(可根据客户需求定制)

1.2 模拟量输入抗干扰处理办法

1.2.1 热电偶(E型/K 型/特殊 K 型/J型/S 型)

特点：

E 型：测温范围：环境温度-599.9℃，在常用热电偶中，其热电动势最大，即灵敏度最高。

宜在氧化性、惰性气氛中连续使用；

K 型：测温范围：环境温度-999.9℃，抗氧化性能强，宜在氧化性、惰性气氛中连续使用，

长期使用温度 1000℃，短期 1200℃；特殊的 K 型热电偶测温范围：环境温度-1299.9℃；

J 型：测温范围：环境温度-999.9℃，既可用于氧化性气氛（使用温度上限 750℃），也可

用于还原性气氛（使用温度上限 950℃），并且耐 H2 及 CO气体腐蚀，多用于炼油及化工；

S 型：测温范围：环境温度-1749.9℃，抗氧化性能强，宜在氧化性、惰性气氛中连续使用，

长期使用温度 1400℃，短期 1600℃。在所有热电偶中，S 分度号的精确度等级最高，通常

用作标准热电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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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热电偶不能和强电放在一个线槽内

（2）使用隔离型热电偶（信号线与屏蔽线分开的热电偶）

处理办法：

（1）检测冷端温度，冷端（查看冷端寄存器）与室温（环境温度）是否一致，如有偏差，

先将冷端修正准确；

（2）冷端温度温度正常时，将 EK 热电偶放在外部，不接其他负载，且不能与强电放在一个

线槽时检测温度（AD 模拟量对应寄存器）；

（3）将机壳接地，EK模拟量的线上加锡箔纸，并与其它干扰源隔开；

（4）加 104 瓷片电容、磁环做防干扰处理；

（5）开关量信号和模拟量信号分开布线，模拟信号最好采用单独屏蔽线；

（6）集成电路或晶体管设备的输入输出信号线，必须使用屏蔽电缆，在输入输出侧悬空，

而在控制器侧接地；

（7）信号线缆要远离强干扰源，如电焊机、大功率硅整流装置和大型动力设备；

（8）交流输入输出信号与直流输入输出信号应分别使用各自的电缆，并按传输信号种类分

层敷设；

（9）采用隔离器，把信号源与 PLC 隔离开，通过隔离器在把信号输入到 PLC；

（10）采用隔离变送器，将温度信号通过隔离变送器转换成电压信号或电流信号在送入到

PLC。

预防措施：

（1）屏蔽法：屏蔽法就是将热电偶信号线穿在铁管或者其他金属屏蔽物内进行屏蔽。这样

可以防止电磁干扰和高压电场的干扰。使用这种方法时应该将铁管和其他屏蔽物进行良好的

接地；

（2）隔离法：隔离法就是将热电偶悬空安装，使热电偶不与炉壁的耐火砖接触，热电偶与

支架之间也采用绝缘物进行隔离，这种方法可以很好的预防高温漏电的干扰；

（3）接地法：这种方法是将测量回路进行接地处理，把干扰引入大地从而保障仪器的测量

准确性，这种方法有两种接地形式：第一是热电偶参考端接地，第二种是热电偶测量端接地，

注意：接地端不能与强电共地。

1.2.2 铂热电阻 PT100

特点：

测温范围：-99.9~499.9℃，线距越长线损越大。

注意：

（1）三线制 PT100 需要并成两线制接线，AD 端接信号线，其余两根接在 GND端；

（2）线距 1.5m左右，若测温距离长需使用特殊的延长线（线损小）。

处理办法：

（1）滤波；

电容滤波：如果串模干扰频率比被测信号频率高，则采用输入低同滤波器来抑制高频串模干

扰，（这里我们可以采用一个 47UF\16V 的电解电容来处理）；

数字滤波：PLC内部有特需寄存器，可以改变数值的大小来确定温度采集的频率。

（2）采用双绞线作为信号线：串模干扰和被测信号的频率相当，这时很难用滤波的方法消

除，此时可在信号源到 PLC之间选用带屏蔽层的双绞线作为信号电缆，并确保接地正确可靠。

采用双绞线作为信号线的目的是减少电磁干扰，双绞线能使各个小环路的感应电势相互抵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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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号线缆要远离强干扰源，如电焊机、大功率硅整流装置和大型动力设备；

（4）交流输入输出信号与直流输入输出信号应分别使用各自的电缆，并按传输信号种类分

层敷设；

（5）采用隔离器，把信号源与 PLC 隔离开，通过隔离器在把信号输入到 PLC；

（6）采用隔离变送器，将温度信号通过隔离变送器转换成电压信号或电流信号在送入到

PLC。

1.2.3 热敏电阻 NTC10K/50K/100K

特点：

（1）测温范围：NTC10K:-19.9-109.9℃；NTC50K:-40-199.9℃；NTC100K:-40-299.9℃；

（2）精度最高；

（3）测温距离长，可靠性高；

（4）抗干扰性强。

处理办法：

（1）采用带屏蔽的双绞线做为信号线并正确接地；

（2）信号线与其他的线需要分开布线；

（3）采用隔离器，把信号源与 PLC 隔离开，通过隔离器在把信号输入到 PLC。

1.2.4 电压(0-10V)

注意：

（1）干扰小，特殊规格有干扰时在外部加 104 瓷片电容。

处理办法：

（1）有干扰时加 104 瓷片电容进行滤波；

（2）进行正确有效的接地；

（3）采用带屏蔽的双绞线做为信号线并正确接地；

（4）信号线与其他的线需要分开布线；

（5）采用隔离器，把信号源与 PLC 隔离开，通过隔离器在把信号输入到 PLC。

1.2.5 电流(0-20mA/4-20mA)

注意：

（1）限制输入电流，若输入电流大于 20mA会烧坏通道。

处理办法：

（1）有干扰时加 104 瓷片电容进行滤波；

（2）进行正确有效的接地；

（3）采用带屏蔽的双绞线做为信号线并正确接地；

（4）信号线与其他的线需要分开布线；

（5）采用隔离器，把信号源与 PLC 隔离开，通过隔离器在把信号输入到 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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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模拟量输出抗干扰处理办法

1.3.1 电压(0-10V)

处理办法：

（1）有干扰时加 104 瓷片电容进行滤波；

（2）采用隔离器，把信号源与 PLC 隔离开，通过隔离器在把信号输入到 PLC；

（3）采用带屏蔽的双绞线做为信号线并正确接地；

（4）在信号线上面加磁环；

（5）信号线与其他的电源线分开布线；

（6）外接设备尽量与 PLC 保持一定距离；

（7）感性负载尽量不要与 PLC 放在同一个电箱内，并保持一定的距离。

1.3.2 电流(0-20mA)

处理办法：

（1）有干扰时加 104 瓷片电容进行滤波；

（2）进行正确有效的接地；

（3）采用带屏蔽的双绞线做为信号线并正确接地；

（4）信号线与其他的线需要分开布线；

（5）采用隔离器，把信号源与 PLC 隔离开，通过隔离器在把信号输入到 PLC。

二、开关量抗干扰处理办法

处理办法：

（1）输入、输出线应用双绞线且屏蔽层应可靠接地，以抑制共摸干扰；

（2）强电、弱电分开布线，不可共地；

（3）有强电干扰时，在电源端加磁环；

（4）根据机壳类型进行正确有效的接地处理；

（5）才用可靠性强，隔离性能好的开关电源；

（6）信号线缆要远离强干扰源，如电焊机、大功率硅整流装置和大型动力设备；

（7）将 PLC 的 I/O 线和大功率线分开走线，如必须在同一线槽内，分开捆扎交流线、直流

线，若条件允许，分槽走线最好，这不仅能使其有尽可能大的空间距离，并能将干扰降到最

低限度；

（8）利用信号隔离器解决干扰问题也是很理想的办法，其原理是首先将 PLC 接收的信号，

通过半导体器件调制变换，然后通过光感或磁感器件进行隔离转换，然后再进行解调变换回

隔离前原信号或不同信号，同时对隔离后信号的供电电源进行隔离处理。保证变换后的信号、

电源、地之间绝对独立。只要在有干扰的地方，输入端和输出端中间加上这种隔离器，就可

有效解决干扰问题；

（9）正确选择接地点，完善接地系统。良好的接地是保证 PLC 可靠工作的重要条件，可以

避免偶然发生的电压冲击危害。接地的目的通常有两个，其一为了安全，其二是为了抑制干

扰。完善的接地系统是 PLC 控制系统抗电磁干扰的重要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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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频器干扰的抑制

处理办法：

（1）加隔离变压器，主要是针对来自电源的传导干扰，可以将绝大部分的传导干扰阻隔在

隔离变压器之前；

（2）使用滤波器，滤波器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还具有防止将设备本身的干扰传导给电

源，有些还兼有尖峰电压吸收功能；

（3）使用输出电抗器，在变频器到电动机之间增加交流电抗器主要是减少变频器输出在能

量传输过程中线路产生电磁辐射，影响其它设备正常；

（4）信号线与动力线必须分开走线；

（5）模拟量控制信号线应使用双股绞合屏蔽线，电线规格为 0.5-2mm²。

四、地线的正确接地方法

（1）信号地。输入端信号元件的地；

（2）交流地。交流供电电源的 N 线；

（3）屏蔽地。为防止静电和磁场感应而设置的外壳或金属丝网，通过专门的铜导线将其接

入地下；

（4）保护地。将机器设备的外壳或设备内独立器件的外壳接地，用于保护人身安全和防止

设备漏电；为了抑制附加在电源及输入、输出端的干扰，应对 PLC系统进行良好的接地。一

般情况下，接地方式与信号频率有关，当频率低于 1MHz时，可用一点接地；高于 10MHz 时，

采用多点接地；在 1～10MH之间时，通常情况下，PLC 控制系统采用一点接地，将所有地线

端子和相近接地点相连接，以获得最好的抗干扰能力。接地线截面积不能小于 2mm²，接地

电阻不能大于 100Ω，接地线使用专用地线。

五、通讯口（ RS232 口、RS485 口、RS422 口）抗干扰处理办法

处理办法：

（1）加信号隔离器；

（2）采用带屏蔽的电缆线做为信号线；

（3）可靠有效的接地；

六、电源端抗干扰处理办法

处理办法：

（1）电源端有干扰时，AC220 输入加滤波器 DC24V 加磁环进行滤波；

（2）强电、弱电分开布线，不可共地；

（3）根据机壳类型进行正确有效的接地处理；

（4）在输入侧采用隔离变压器、电抗器；

（5）输出侧采用不接地、PLC 单独接地；

（6）PLC 屏蔽处理；

（7）信号线用屏蔽单端接地远离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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