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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计算机监控系统在现代工业中的应用已占重要的位置 而计算

机监控系统除具备所续的功能外 最重要的问题是计算机监控系统

设计及施工中的抗干扰性能和稳定性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电

气工程委员会通过调研 实地测量 试验等方法 搜集了国内近年来

计算机监控系统在应用中存在的干扰问题 参考国外的先进经验 经

过反复征求有关专家和单位的意见后 为提高工业计算监控系统的

测量 控制精度及安全 可靠运行 特制定本规范

现批准 工业计算机监控系统抗干扰技术规范 编号为

供国内各工程建设设计 施工及有关单位使用 并可供国际

交流 在使用过程中 请将意见及有关资料寄交 北京良乡电力建设

研究所内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电气工程委员会 邮政编码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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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为提高工业计算机监控系统测量 控制精度及安全 可靠运

行 特制订本规范

本规范适用于工业计算机监控系统的电源 信号电缆选型

敷设及接地等抗干扰的设计及施工

工业计算机及其系统选型时 应满足抗电磁干扰的条件

工业计算机监控系统的设计和施工时 应满足工业计算机监

控系统对抗电磁干扰的要求

工业计算机监控系统干扰设计和施工 除符合本规范外 尚

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计算机监控系统的供电电源

计算机应由不间断电源供电 不间断电源的容量宜按不小于

系统总负荷的 倍选择 不间断电源应由可靠电源供电

不间断电源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下列要求

电压稳定度 稳态时允许偏差为 动态过程允许偏

差为

频率稳定度 稳态时允许偏差为 动态过程允许偏

差为

波形失真度 不应大于

备用电源切换时间 不应大于



 

   

计算机信号电缆的选型及敷设

计算机信号的分类及电缆选型见表

计算机信号的分类及电缆选型 表

信号分类 信 号 范 围 电 缆 选 型

低电平输

入 信 号

模拟信号
对绞铜带屏蔽或对绞铝箔屏

蔽计算机用电缆

热电偶信号
对绞铜带屏蔽或对绞铝箔屏

蔽电缆

信号 对绞铝箔屏蔽计算机用电缆

高电平输

入 信 号
模拟量输入 输出信号

对绞铜网屏蔽计算机用电缆

脉冲信号 对绞铜网屏蔽电缆

开关量

输入 输出

信号

且

一般控制电缆 系统的

开关量 可选用对绞铜网屏

蔽电缆

同一根多芯电缆中 只允许传送同一类信号 交流供电的变

送器的信号和电源不得用同一根多芯电缆传送

计算机低电平输入信号电缆 宜采用带盖板的金属电缆槽敷

设 电缆槽与盖板均应可靠接地

当低电平输入信号电缆通过大容量电磁设备附近时 信号电

缆应敷设在钢管内 且钢管应可靠接地



   

       

下列信号电缆不应敷设在计算机电缆槽里

电压高于 或电流大于 的信号电缆

没有电噪声吸收措施的开关量输入 开关量输出信号电

缆

计算机信号电缆与动力电缆等多类电缆走同一电缆通道时

各类电缆应分层敷设 各类电缆层由下至上的排列顺序是计算机信

号电缆层 一般控制电缆层 低压动力电缆层 高压动力电缆层

计算机信号电缆与动力电缆之间的最小距离应符合表

的规定

信号电缆与动力电缆之间的最小距离 表

计算机电缆
敷设方式 带盖板金属电缆槽或穿钢管敷设

动力电
缆容量

的长度
平行敷设
与动力电缆

以下
及垂直

以下 以下 以下 以下 以上

无盖板

的电缆

槽敷设

以下

以下

以下

以下

以上 以上

注 动力电缆容量栏内电压是回路中的最高电压 电流是指多个

回路中同时通过的电流之和

进入计算机房的动力电缆宜穿钢管敷设 钢管必须接地 且



  

    

不应与计算机柜电气连通

进入计算机房的动力电缆与信号电缆之间的最小距离应符

合表 的规定

宜采用远程智能 或分布式控制子站 以提高抗干扰性

并可节省信号电缆



  

       

计算机及监控系统的接地

计算机接地应可靠 接地电阻值应稳定 且不应大于

计算机地直接接在电气接地网上 为避免计算机接地极靠近

大容量设备的接地极 宜在计算机房下面予埋长 扁铁 扁铁两

端点与电气接地网焊牢 予埋深度比电气接地网深 中点处

焊两根扁铁 引出地面 作为计算机的接地极

机房内宜设 铜板作为计算机系统

地线汇集板 该汇集板即为计算机系统参考零电位

计算机系统的各种接地线应采用有绝缘护套的导线或电缆

牢固地接到地线汇集板上 地线汇集板和地网接地极之间宜采用两

根截面积不小于 带绝缘护套的铜导线或电缆牢固连接 保证

计算机系统一点接地 见图

交流地 逻辑地 机柜地 屏蔽地

图



    

    

当计算机柜中的逻辑地不与机柜中的其他地连在一起时 逻

辑地不应多个串接后用电缆与地线汇集板相连接 而宜将三个机柜

为一组 每组的逻辑地连在一起 用截面积为 带绝缘的铜导

线或电缆将位于中间的机柜的逻辑地和地线汇集板相连接 见图

机柜地可将多个机柜外壳用铜导线连在一起后 用截面积为

带绝缘的铜导线或电缆将位于中间的机柜地与地线汇集板相

连接 每个机柜的交流地分别用 带绝缘的铜导线或电缆与地

线汇集板橡连接 见图

中间机柜的外壳与大地不绝缘时 机壳与建筑物钢筋相连接接

地 当中间机柜的机壳与大地绝缘时 可将多个机柜的机壳地线用铜

导线连在一起后用截面积为 带绝缘的铜导线或电缆接到地线

汇集板上 见图

合理布置各逻辑部分的机柜 缩小计算机系统的空间范围

缩短逻辑地线长度 减小各逻辑地之间的电阻值

分布式计算机监控系统子站的各种地 采用带绝缘的铜导线

或电缆接到子站的地线汇集板上 再用两根截面积不小于 的

绝缘电缆就近接到电气接地网上 站与站之间的信息交换应采用全

隔离方式传送

计算机的信号线和对应的屏蔽层均应有明确的标号

计算机拣控系统信号线的屏蔽层接地点应符合下列要求

信号源在测量现场接地的测点 屏蔽线的屏蔽层应按

下列方法接地

信号线选用对绞屏蔽的单根屏蔽线的测点 屏蔽层在测点就

近的现场接地 见图



    

      

图

多个单根对绞屏蔽线的测点 在现场改由对绞娥芯总屏蔽电

缆传送信号时 每个对绞屏蔽的单根屏蔽线的屏蔽层和多芯电缆的

总屏蔽层接在一起后在现场附近接地 见图

图

屏蔽线中间有接线端子的测点 中间端子处屏蔽线的屏蔽层

应可靠地连接在一起 见图

图



    

    

信号源在现场不接地的测点 屏蔽线的屏蔽层应按下

列方法接地

对绞屏蔽的单根屏蔽线的测点 其屏蔽层应在计算机拆接

地 见

图

多个单根对绞屏蔽线的侧点 在现场改由对绞多芯总屏蔽电

缆传送信号时 每个单根屏蔽线的屏蔽层和多芯电缆的屏蔽层接在

一起后在计算机侧接地 见图

图

屏蔽线中间有接线端子的测点 中间端子处屏蔽线的屏蔽层

应可靠地连接在一起后在计算机侧接地 见图



    

        

图

现场接地的信号和现场不接地的信号应分别用不同的

多芯电缆传送

模拟仪表和计算机共用传感器时 引向模拟仪表的信

号线和引向计算机的信号线均应选用屏蔽线 其屏蔽层应按下列方

法接地

当信号源在现场接地时 引向计算机的屏蔽线的屏蔽层和引

向模拟仪表的屏蔽线的屏蔽层接在一起后在信号源侧接地 如图

图

当信号源在现场不接地时 引向计算机的屏蔽线的屏蔽层和

引向模拟仪表的屏蔽线的屏蔽层接在一起后在计算机侧接地 如图



    

    

图

计算机各机柜的逻辑部分接口电缆的屏蔽层接在一

起后 在主机柜处用截面积为 带绝缘的铜导线与地线汇集板

牢固连接 如图

图

计算机监控系统宜优先选用抗干扰性能较强的计算机 地

浮空方式的系统

当设抗静电地板时 抗静电地板必须可靠接地



   

         

附加说明

主编单位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电气工程委员会

主要起草人 胡佐臣 马长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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