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20470361.7

(22)申请日 2016.05.23

(73)专利权人 笙凯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 中国台湾台北市中正区中华路一段21

巷10号1楼

(72)发明人 林忠良　

(74)专利代理机构 厦门市新华专利商标代理有

限公司 35203

代理人 朱凌

(51)Int.Cl.

H04B 15/0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电性噪声消除结构

(57)摘要

一种电性噪声消除结构，包含有：一机壳本

体内设有多个端点、多个滤波模块、集中切换控

制单元、AC-DC电源处理电路、微处理器、ADC取样

电路及环境电位产生电路，多个端点连接多个滤

波器至集中切换控制单元，集中切换控制单元连

接AC-DC电源处理器，AC-DC电源处理器连接微处

理器至切换控制单元，环境电位产生电路连接

ADC取样电路至微处理器，端点可提供外接的装

置接地连接；滤波模块可提供各端点初级噪声滤

波；集中切换控制单元可集中各端点滤波后接点

并进行切换控制；微处理器可协调控制本设备动

作；环境电位产生电路可与市电之间产生一组相

对电位；AC-DC电源处理电路可转换交流市电为

直流提供设备运作所需，并且提供集中切换控制

单元讯号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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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性噪声消除结构，其特征在于，包含有：一机壳本体内设有多个端点、多个滤

波模块、集中切换控制单元、AC-DC电源处理电路、微处理器、ADC取样电路及环境电位产生

电路，该多个端点连接多个滤波器至集中切换控制单元，集中切换控制单元连接AC-DC电源

处理器，AC-DC电源处理器连接微处理器至切换控制单元，环境电位产生电路连接ADC取样

电路至微处理器，该端点提供外接的装置接地连接；该多个滤波模块提供各端点初级噪声

滤波；该集中切换控制单元集中各端点滤波后接点并进行切换控制；该环境电位产生电路

与市电之间产生一组相对电位；该ADC取样电路转换环境电位为数位资料；该AC-DC电源处

理电路转换交流市电为直流，提供集中切换控制单元、微处理器、ADC取样电路及环境电位

产生电路运作所需，并且提供集中切换控制单元讯号通路。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性噪声消除结构，其特征在于：该多个端点、多个滤波模块、集

中开关单元、AC-DC电源处理电路、ADC取样电路及环境电位产生电路连接后，微处理器自动

控制协调控制动作，降低多个端点连接的装置间因零点电位误差造成的讯号传输失真。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性噪声消除结构，其特征在于：该多个滤波模块具有电阻、电

容、电感构成的滤波网络，以及绕线式天线将噪声形成涡电流，将线路中带有的电磁波噪声

转换为热能。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性噪声消除结构，其特征在于：该集中切换控制单元，以机械

或固态继电器进行通道切换，并集中交予下游泄放通道。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性噪声消除结构，其特征在于：该环境电位产生电路，以连接

装置为参考点，并与市电中水火线相互产生电位差，用以判断市电水火线相位。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性噪声消除结构，其特征在于：该AC-DC电源处理电路，为低噪

声的无变压器电路，并提供集中切换控制单位连接的市电大地通路。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性噪声消除结构，其特征在于：该AC-DC电源处理电路，为高可

靠度的有变压器电路，并提供集中切换控制单位连接的市电大地通路。

8.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电性噪声消除结构，其特征在于：该下游泄放通道为市电水线。

9.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电性噪声消除结构，其特征在于：该下游泄放通道为市电地线。

10.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电性噪声消除结构，其特征在于：该滤波模块依产品定位及性

能需求增设并联滤波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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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性噪声消除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隶属一种电性噪声消除结构，其功能在于降低系统装置间因零点电位

误差造成的讯号传输失真，并以自动控制方式简化操作，将装置与装置间的接地概念扩大，

以多个端点连接的架构，将系统中每一个装置的地线透过低阻抗线材连接到本实用新型，

由本实用新型结构内提供对等电位及将噪声滤除后，并创造一组对外的宣泄通道，让集中

的残存噪声再次排除，具有极佳消除电性噪声的功效。

背景技术

[0002] 一般来说电讯号传递在发射端与接收端具有良好的阻抗匹配时可以接近百分之

百的传输，但若二方零点电位互有飘移时，特别是在长距离传输或高输入阻抗状况下，即使

阻抗匹配良好仍会因为零点不稳定而产生接收讯号的误差，反应到数位讯号轻则造成时基

误差（Jitter），重则甚至造成位元遗失；类比讯号则会产生程度不一的失真，影响讯号的真

实性。传统在装置内通常会采取加大接地导体来降低彼此之间的阻抗，或是利用星状接地

来制造均等的零点电位，但若在一个系统的不同装置间，通常只能靠着讯号线材做连接，导

体有限且难以达成多个端点连接的架构概念。

[0003] 有鉴于此，本设计人深知其使用上有此缺失，乃思考如何以多个端点连接的架构，

将系统中每一个装置的地线透过低阻抗线材连接至一结构，并利用结构内提供对等电位及

将噪声滤除后，并创造一组对外的宣泄通道，让集中的残存噪声再次排除，借由其多年专业

领域的经验，及多方巧思、试验后终于试验成功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电性噪声消除结构，

具有极佳消除电性噪声的功效。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因此，本实用新型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电性噪声消除结构，具有极佳消除电

性噪声的功效。

[0005] 基于此，本实用新型主要透过下列的技术手段，来实现前述的目的及其功效：

[0006] 一种电性噪声消除结构，包含有：一机壳本体内设有多个端点、多个滤波模块、集

中切换控制单元、AC-DC电源处理电路、微处理器、ADC取样电路及环境电位产生电路，该多

个端点连接多个滤波器至集中切换控制单元，集中切换控制单元连接AC-DC电源处理器，

AC-DC电源处理器连接微处理器至切换控制单元，环境电位产生电路连接ADC取样电路至微

处理器，该端点提供外接的装置接地连接；该多个滤波模块提供各端点初级噪声滤波；该集

中切换控制单元集中各端点滤波后接点并进行切换控制；该环境电位产生电路与市电之间

产生一组相对电位；该ADC取样电路转换环境电位为数位资料；该AC-DC电源处理电路转换

交流市电为直流，提供集中切换控制单元、微处理器、ADC取样电路及环境电位产生电路运

作所需，并且提供集中切换控制单元讯号通路。

[0007] 进一步，该多个端点、多个滤波模块、集中开关单元、AC-DC电源处理电路、ADC取样

电路及环境电位产生电路连接后，微处理器自动控制协调控制动作，降低多个端点连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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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间因零点电位误差造成的讯号传输失真。

[0008] 进一步，该多个滤波模块具有电阻、电容、电感构成的滤波网络，以及绕线式天线

将噪声形成涡电流，将线路中带有的电磁波噪声转换为热能。

[0009] 进一步，该集中切换控制单元，以机械或固态继电器进行通道切换，并集中交予下

游泄放通道。

[0010] 进一步，该环境电位产生电路，以连接装置为参考点，并与市电中水火线相互产生

电位差，用以判断市电水火线相位。

[0011] 进一步，该AC-DC电源处理电路，为低噪声的无变压器电路，并提供集中切换控制

单位连接的市电大地通路。

[0012] 进一步，该AC-DC电源处理电路，为高可靠度的有变压器电路，并提供集中切换控

制单位连接的市电大地通路。

[0013] 进一步，该下游泄放通道为市电水线。

[0014] 进一步，该下游泄放通道为市电地线。

[0015] 进一步，该滤波模块依产品定位及性能需求增设并联滤波模块。

[0016] 借此，本实用新型中的端点可提供各连接的装置接地连接；该多个滤波模块可提

供各端点初级噪声滤波，滤波模块可依产品定位及性能需求增设并联滤波模块，来强化滤

除AC电源中不良的高频噪声，提升同回路AC电源纯净度；该集中切换控制单元可集中各端

点滤波后接点并进行切换控制；该微处理器可协调控制本设备动作；该环境电位产生电路

可与市电之间产生一组相对电位；该ADC取样电路可转换环境电位为数位资料；该AC-DC电

源处理电路可转换交流市电为直流提供设备运作所需，并且提供集中切换控制单元讯号通

路。

[0017] 本实用新型的特点在于可提供多个以上连接装置的端点，每一端点设有独立的噪

声滤波模块，可先将各装置自身带有的部分噪声以转换成熟的型式分离，该噪声滤波模块

可以是电容、电阻、电感或其他产生涡电流元件构成，再将过滤后的装置地线导入该集中切

换控制单元，可避免了噪声在装置间的交叉感染，同时让各装置之间拥有一致的零点接地

电位。该环境电位产生电路可依据设备所在的环境与市电水火线之间产生一阻电位差，类

比数位取样ADC取样电路将这组电位差转换为数位信息后交由微处理器进行运算处理。微

处理器在判断后标示市电中的水火线相位，再交由集中切换控制单元进行正确的切换，让

集中后的装置零点再次接上市电中的大地电位，给予绝对的参考零点。如此构成全系统稳

定且低噪声的零点接地电位，有效避免了因为接地误差造成讯号的干扰与失真。

[0018] 为使贵审查委员能进一步了解本实用新型的详细构造、特征及其他目的，以下乃

举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配合图式详细说明如后，同时让熟悉该项技术领域者能够

具体实施。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较佳实施例的简易滤波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较佳实施例的结构平面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实用新型较佳实施例的连接装置及泄放通道示意图。

[0022] 【符号说明】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205792604 U

4



[0023] 10机壳本体              20端点

[0024] 30滤波模块              31并联滤波模块

[0025] 40集中切换控制单元      50AC-DC电源处理电路

[0026] 60微处理器              70ADC取样电路

[0027] 80环境电位产生电路      90市电。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本实用新型为一种电性噪声消除结构，随附图例示的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例及其

构件中，所有关于前与后、左与右、顶部与底部、上部与下部、以及水平与垂直的参考，仅用

于方便进行描述，并非限制本实用新型，亦非将其构件限制于任何位置或空间方向。图式与

说明书中所指定的尺寸，当可在不离开本实用新型的申请专利范围内，根据本实用新型的

具体实施例的设计与需求而进行变化。

[0029] 请参阅图1至图3所示，为本新型设计电性噪声消除结构，其结构包含有：一机壳本

体内10设有多个端点20、多个滤波模块30、集中切换控制单元40、AC-DC电源处理电路50、微

处理器60、ADC取样电路70及环境电位产生电路80，该多个端点20连接多个滤波器30至切换

控制单元40，集中切换控制单元40连接AC-DC电源处理器50，AC-DC电源处理器50连接微处

理器60集中切换控制单元40，环境电位产生电路80连接ADC取样电路70至微处理器60，该

AC-DC电源处理电路50连接市电90。

[0030] 借此，本实用新型中该端点20可提供各外接的装置接地连接；该多个滤波模块30

可提供各端点初级噪声滤波，滤波模块30可依产品定位及性能需求增设并联滤波模块31，

来强化滤除AC电源中不良的高频噪声，提升同回路AC电源纯净度；该集中切换控制单元40

可集中各端点20滤波后接点并进行切换控制；该微处理器60可协调控制本设备动作；该环

境电位产生电路80可与市电90之间产生一组相对电位，利用连接装置为参考点，并与市电

中水火线相互产生电位差，用以判断市电水火线相位；该ADC取样电路70可转换环境电位为

数位资料；该AC-DC电源处理电路50可转换交流市电90为直流提供集中切换控制单元、微处

理器、ADC取样电路及环境电位产生电路运作所需，即提供设备运作所需，并且提供集中切

换控制单元40讯号通路，其功能在于降低各装置间因零点电位误差造成的讯号传输失真，

并以自动控制方式简化操作，将装置与装置间的接地概念扩大，以多个端点连接的架构，将

每一个装置的地线透过低阻抗线材连接到本实用新型的端点20，由本实用新型结构内提供

对等电位及将噪声滤除后，并创造一组对外的宣泄通道，让集中的残存噪声再次排除，具有

极佳消除电性噪声的功效。

[0031] 本实用新型的特点在于可提供多个以上连接装置的端点20，每一端点20设有独立

的噪声滤波模块30，可先将各装置自身带有的部分噪声以转换成熟的型式分离，该噪声滤

波模块30具有电阻、电容、电感构成的滤波网络，以及绕线式天线将噪声形成涡电流，将线

路中带有的电磁波噪声转换为热能，再将过滤后的装置地线导入该集中切换控制单元40，

可避免了噪声在装置间的交叉感染，同时让各装置之间拥有一致的零点接地电位。该环境

电位产生电路80可依据设备所在的环境与市电90水火线之间产生一阻电位差，类比数位取

样ADC取样电路70将这组电位差转换为数位信息后交由微处理器60进行运算处理。微处理

器60在判断后标示市电90中的水火线相位，再交由集中切换控制单元40进行正确的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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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集中后的装置零点再次接上市电90中的大地电位，给予绝对的参考零点。如此构成全系

统稳定且低噪声的零点接地电位，有效避免了因为接地误差造成讯号的干扰与失真。

[0032] 该环境电位产生电路，以连接装置为参考点，并与市电中水火线相互产生电位差，

用以判断市电水火线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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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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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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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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