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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噪声与防串扰污染的新型技术与

仿真在智能化设备中的应用 
New technology of noise rejection and crosstalk prevention and

 application of simulation in intelligent equipment  

吴康

摘 要：值此本文将拒噪声与防串扰污染的新型技术与仿真在智能化设备中的应用作研讨，并分别对串扰产生、对IDC机

房侵袭及如何仿真减少串扰及拒绝噪声污染、主动出击降噪耳机主动出击等二大问题为例作重点解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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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will reject noise and anti-crosstalk pollution of the new technology and simulation in 

the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equipment for research, and respectively crosstalk generation, on 

the IDC room invasion and how to simulation reduce crosstalk and reject noise pollution, take the 

initiative to reduce noise headphones take the initiative to attack the two problems as examples 

to focus on th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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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加速演进，引发各

领域、各行业的变革和产业重构。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中，云

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技术正在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

迫切需要寻找优质的服务合作伙伴，为转型提质加速。伴随

根据这一主题，共同探讨企业在智能化设备改造中程中的热

点、痛点和解决方案，助力企业全面上云。而伴随发展的是

各种串扰噪音干扰对智能化设备的污染与侵袭。而相关的不

乏有二大问题 : 其一是各串扰对互联网数据中心机房有什么

影响；其二是“破坏性干涉”外部噪音对智能便携耳机的侵袭。

值此本文将拒噪声与防串扰污染的新型技术与仿真在智

能化设备中的应用作研讨，并分别对串扰产生、对 IDC 机

房侵袭及如何仿真减少串扰及拒绝噪声污染、主动出击对智

能便携耳机降噪应用方案等二大问题为例作重点解析说明。

1  串扰产生与哪些因素有关收及指标

1.1  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子产品的而尺寸越来

越小，数据的传输速度却越来越高

普通消费类电子产品的 PCB 电路板很多至少是四层、

六层甚至更多层。当信号沿传输线传播时，信号路径和返

回路径之间将产生电力线，围绕在信号路径周围就会产生

非常丰富的电磁场。这些延伸出去的场也称为边缘场，边

缘场将会通过互容与互感转化为另一条传输线上的能量。

而串扰的本质，其实就是传输线之间的互容与互感。

串扰可以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与信号传输方向相同，

传至接收端方向，我们把它叫做远端串扰或者前向串扰 ；

另一部分与信号传输方向相反，传至发送端方向，我们把

它叫做近端串扰或者后向串扰。

近端串扰和远端串扰是由传输线的物理结构而决定

的，显然在信号的传递过程中近端会首先受到干扰，并且

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达到传输线的 2 倍 ；远端串扰需要经

过一段传输线的延时之后才会受到干扰。下图 1 是我们通

过仿真获得的近端串扰和远端串扰的波形图。

图 1 是近端串扰和远端串扰波形



176 2022.12·磁性元件与电源 2022.12 177·磁性元件与电源

征稿邮箱：bigbit@big-bit.com

1.2  串扰与哪些因素有关？

知道了串扰是怎么产生的，就可以明白哪些设计会影

响串扰。影响串扰的设计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 线间距 ：信号路径之间的距离越近，串扰越明显，随

着线间距的增大，无论是近端还是远端串扰都将减小，当线

间距大于等于线宽的 3 倍时串扰已经很小。三倍线宽是工

程师们信心的来源，在三倍线宽条件下，串扰基本可以忽略。

* 信号变化程度 ：信号瞬间变化会带来明显磁场效应。

信号的上升沿 / 下降沿越陡峭，串扰越明显。

* 介质层厚度 ：这里的介质厚度是指信号到参考层距

离。介质层厚度的变化会导致串扰的变化。一般情况下，

介质层厚度越小，串扰越小。

1.3  串扰的指标

传统电子产品设计中，很少对串扰有明确的要求，一

般只是笼统的对噪声有一个要求，比如噪声不要超过信号

幅度的 3%、5%、10% 等等。这是最直接的，但是很多时候，

直接分析噪声幅度工程师们无法分析这些噪声来自于哪里。

随着技术的发展，各类接口总线的速率越来越高，同时，

设计的要求也变得越来越多，比如很多总线中对串扰就有

明确的要求，不仅仅有频域的噪声要求，还会有时域的要求。

图 2 是 PCIe5.0（接口与总线标准）规范对近端串扰和远

端串扰的要求 ：

IDC，就是电信部门利用已有的互联网通信线路、带宽资源，

建立标准化的电信专业级机房环境，为企业、政府提供服

务器托管、租用以及相关增值等方面的全方位服务。它是

伴随着互联网不断发展的需求而迅速发展起来的，成为了

新世纪中国互联网产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 在机房建设时，使用质量不好、类别较低的线缆，

以及不规范的施工工艺，串扰问题就会越严重。

对于机房的服务器等设备来说，外来串扰像幽灵一样

伴随着，不同线缆之间的串扰是通信的一个威胁，不同或

相同线缆之间的串扰会使网络受损，由于数据机房的通信

需求不断增加，相应的网络布线也在大规模的增加。外部

串扰的问题也日趋严重，解决外部串扰迫在眉睫。如果有

太多的串扰，信号传输的错误率就会增加，而延长网络响

应时间和降低网络的吞吐量。当数据包通过线缆进行传输

时，遇到串扰，就会丢包，按照标准规定，则本次的通信

数据包会重新发送，从而影响了实际的数据吞吐量。当丢

包现象严重时，数据通信能力就会下降甚至网络中断。

在设备间和办公区，数量不等的线缆通常会被捆扎在一

起。捆扎起来的线缆可能会放在管道或是线槽中。同一捆线

中一根线缆里的线对会给其他线缆里的线对带来串扰影响。

这种串扰 ( 外部串扰 )，在非屏蔽系统中尤为明显。只要选

择合适的电缆，并在敷设通讯线缆的周围不在敷设其它的高

压电力线缆或大功率无线发射器等设备，外部串扰是可以降

低、预防的问题。为此防止外来串扰 (ANEXT) 有效的方法，

就是在机房建设初期，要有超前的意识，做好规划。一部到

位，尽量避免以后增加机房的二次布线。有防止 ANEXT 的

风险意识。选择合适的线缆，避免通过电缆不断的侵袭数据

中心。由此造成的数据中心服务器等设备不能正常的工作。

3  进行串扰的仿真以加速智能化设备实施的安

全可靠

3.1  进行串扰的仿真

既然串扰总线中对串扰有明确的要求，那么就需要在产

品设计中特意的去优化设计并减小串扰。如何减小串扰有很

多现成的经验法则，但是每一条经验法则都有其特定的应用

场景，比如一个非常小的电子产品，布线设计原本就很拥挤，

这个时候就不能再要求设计工程师在布线设计时满足信号传

输线距离其它的传输线达到 3H 原则（H 是指传输线到参考

层的距离）。一般建议工程师针对当前状况，结合规范和系

图 2 是 PCIe5.0 规范对近端串扰和远端串扰的要求

2  串扰对互联网数据中心机房的侵袭

由于近端串扰和远端串扰均是串扰范畴，它们对各类

智能化设备均有污染与侵袭。值此仅以串扰对互联网数据

中心机房机房的侵袭为例作重点分析。

* 互联网数据中心（Internet Data Center）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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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要求对设计进行仿真。对制造业企业而言应该如何发挥

仿真技术的真正价值，以加速智能化设备实施的安全可靠。

 在分析串扰时，仿真是一种常用的手段。串扰的仿真

又分为定性的仿真分析和定量的仿真分析。定性仿真分析

主要是针对某一个特定的拓扑结构，分析某一因素或者某

几个因素对串扰大小的影响，分析的是变化的趋势。定量

仿真分析，就是针对特定的物理结构、模型以及激励源等

分析串扰的大小以及对受害端的影响。

串扰仿真简化的拓扑结构如下图 3 所示 ：

设计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因为信号的干扰不仅仅来自于同一

平面，还来自与不同层的相互干扰，特别是当相邻层都有布

线以及过孔密集区域，串扰的问题也可能会非常的严重。

分析 PCB 的串扰特性，可以使用电磁场分析软件，比

如 SIPro、Momentum 或者 EMPro 获取 S 参数，因为 S

参数中包含了传输线每一个端口的串扰信息，通过 S 参数

就可以分析到 PCB 的串扰大小。以一对差分传输线为例，

如下图 5 所示，显然 P1 P4 为远端串扰，P1 P3 为近端串扰。

图 3 所示串扰仿真拓扑结构

前面介绍了串扰与传输线耦合间距、激励源的上升时

间、信号到参考层的距离有关系。下面以串扰与传输线的

耦合间距的关系为例进行仿真。

* 串扰批量仿真拓扑结构

运行仿真后获得远端串扰和近端串扰的波形曲线，如

下图 4 所示 ：

图 4 所示运行仿真后获得远端串扰和近端串扰的波形曲线

左图为近端串扰，右图为远端串扰。使用微带线时，

随着传输线的耦合间距增加，不管是近端串扰还是远端串

扰，幅值都在变小。

针对其它影响的因素，可以按照此方式进行仿真对比。

这是原理图的串扰仿真，原理图的仿真有利于研究某些特定

的现象，通过原理图的仿真也可以给设计工程师提供设计的

规则，避免一些设计错误。原理图仿真并不能完全解决 PCB

图 5 所示 PCB 传输线结构

这个 PCB 结构为带状线的，仿真后可以获得一个 4

端口的 S 参数，串扰曲线如下图 6 所示 ：

图 6 所示串扰 S 参数曲线

从上图 6 可以看出，远端串扰 S(4,1) 比较低，近端串

扰 S(3,1) 稍微比较高一些。这些分析的都是单一攻击端对

受害线的影响分析。如果需要考虑所有相关的攻击线对受

害线的影响，则需要根据规范的要求计算出总的近端串扰

和远端串扰。如果是仿真分析连接器或者线缆之类的产品，

则需要使用 EMPro 进行三维电磁场仿真。如果是仿真分

析连接器或者线缆之类的产品，则需要使用 EMPro 进行

三维电磁场仿真出 S 参数，并分析串扰。在 ADS SIPro

仿真中，可以对所有分析的对象，一次性的显示所有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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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串扰或者远端串扰结果。

仿真只是设计过程中减少串扰的一种手段，在系统产

品设计过程中，很少单纯的对串扰进行测试，但是对于器件，

比如 PCB、连接器、线缆等就需要测试串扰的大小。串扰

测试与其它信号完整性的测试一样，测试分为有源测试和

无源测试，一般有源测试时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很难分

离出单纯的串扰结果，所以测试串扰时一般使用 4 端口或

者多端口的网络分析仪（可以配置 PLTS）测试获得 S 参数，

通过 S 参数分析串扰特性。

仿真结果可以看出，随着传输线到参考平面的距离的

增大，串扰越来越严重。由于回路面积越大，越容易产生

和吸收干扰，所以当信号层离参考层越近时，可以构成一

个很小的回路，从而减小干扰。

3.2  如何减小串扰

从串扰的概念就可以看出，不管怎么样，串扰是无法

消除的。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串扰不仅会引入噪声，

还会影响到信号时序。所以很多工程师在进行高速电路设

计时，都会非常重视对串扰问题的处理。对于如何减少串

扰可以给出一些基本结论 ：尽量减短传输线之间的耦合长

度，尽量保证在耦合饱和长度之内 ；尽量增加传输线之间

的耦合距离，能保证 3H（H 表示传输线到参考层的距离）

的规则更好 ；在满足信号完整性的前提下，尽量使信号的

边沿时间不要过于陡峭，减缓上升的速度 ；在 PCB 设计

中，对于耦合长度比较长的高速传输线，尽量布到内层的

带状线层，可以大大地减少远端串扰。当耦合距离比较短时，

可以布线到微带线层，这样可以减少过孔带来的影响 ；在

满足工艺要求的情况下，信号层尽量靠近参考层 ；在 PCB

设计中，当相邻层都是信号层时，布线尽量避免相邻层平

行布线。最好做到垂直布线，使串扰最小化 ；尽量要满足

传输链路的阻抗匹配 ；在空间足够大的情况下，可以考虑

给高速信号线加屏蔽地，屏蔽地上要有适当的地孔 ；高速

传输线尽量不要布到 PCB 板的边缘，最好保证达到信号

到参考层的距离的 20H 以上。

4  拒绝噪声污染，应用 ANC 对智能便携耳机降

噪方案

4.1  传统对抗噪音的方法

传统对抗噪音的方法十分简单 ：除了用“魔法打败

魔法”——调高音量盖过噪音之外，就只能尝试物理隔

绝，即“被动降噪”。但被动式降噪耳机在理想情况下仅

能降低部分周遭噪声，且无法阻挡低频噪音的侵袭，其

效果只能说是差强人意。而主动噪声技术（Active Noise 

Cancellation，ANC）的出现改变了一切。现如今的音频

市场上，使用主动噪声技术的降噪耳机日益增多。那么，

ANC 降噪耳机解决方案是如何消除噪音的呢？

众所周知，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声波。理论上，

如果两条振幅相等而振动方向相反的声波相糅合，就会被

相互抵消，恼人的噪声也就“消失”了。这种行为被称为“破

坏性干涉”。主动噪声技术（ANC）技术即是如此选择“主

动出击”。首先，它会测量并捕捉环境中不必要的噪音；其次，

基于麦克风捕捉到的噪音，计算并释放出一个“反相噪声”

信号，让噪声在到达人们的鼓膜前即可相互抵消。这样我

们就能听见纯净无干扰的音频了。上述实现 ANC 的设计

方案思路中，存在着两个明显的挑战 ：

第一个挑战是需要可靠准确地识别和捕捉外部环境噪

声。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使用了麦克风，它可以监听戴

着耳机的人周围的噪声源，并在音频波段（20Hz-20kHz）

捕获信号。对于噪声的准确识别和捕捉，麦克风的性能指

标至关重要，我们会在下文介绍关键指标。第二个挑战是

输出稳定实时的反相噪声信号，对原始噪声进行叠加，从

而在原始声音信号中消除捕获的噪声。为了克服这一挑战，

需要有效地实现自适应算法，因为噪声源的频率、振幅和

相位等特性可能是时变的。

在智能便携耳机设计方面，可以根据拓扑结构分为反

馈、前馈和混合降噪三种模式。每种拓扑都有自己的优点

和局限性。图 7 描绘了一种前馈拓扑结构，其中外置麦克

风从环境中拾取噪声信号，经过芯片处理后生成反相噪声

信号从扬声器播出，并在耳腔内抵消掉噪声信号，从而保

证使用者只听到纯净的音乐。

图 7 智能便携耳降噪理念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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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相对平坦的麦克风可以改善高频性能，有助于有效优化

ANC 算法，从而使高频噪声消除更彻底和稳定。

指标 5 ：功耗   电流消耗是麦克风非常关键的指标，

尤其是对于常开和电池供电的耳机应用。睡眠 / 待机模式

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节省功耗，并延长系统的电池寿命。

当麦克风以较低的时钟频率工作以节省电源时，某些性能

也会随之降低。

4.3  数字麦克风方案 (IM69D130) 应用 

数字麦克风 IM69D130( 如英飞凌产 ) 拥有同类最佳

信噪比的罕见组合 69dB 和 130dBSPL 的极高 AOP，是

降噪耳机应用的理想选择。

* 幅度和相位响应

如前所述，截止频率和相位响应的公差在降噪耳机设

计中选择麦克风时起着重要作用。图 8(a)(b) 和图 9(a )(b)

显示了 IM69D130 麦克风的幅度和相位响应的平均值和

标准偏差。还提供了它们的 6 sigma 以供参考 , 温度保持

在 25℃。

图 8(a) 幅值响应公差

图 8(b) 标准偏差 幅度响应 

此外，我们还可以根据佩戴方式，将耳机分为 ：入耳

式和耳罩式。耳罩式耳机可以结合使用被动和主动噪声消

除技术，在整个音频带宽上提供出色的 ANC 性能 ；而入

耳式耳机由于没有足够的物理空间，采用典型的被动噪声

消除技术颇具挑战性，因此入耳式 ANC 耳机还需要依靠

优质的麦克风的帮助消除高频噪声信号。

4.2  关于麦克风选型和应用的问题 

* 硅麦克风的关键性能指标

基于 MEMS 技术的硅麦克风，凭借其在更小的封装

中提供了更好的性能和更严格的规格公差等一系列优点，

成为了大多数降噪耳机的首选。几个重要指标会影响 ANC

耳机的降噪效果 ：

指标 1 ：信噪比（SNR）  信号与噪声的声压级之差就

是信噪比。麦克风的固有本底噪声需要低于周围环境噪声，

才能够可靠地捕获噪声信号。因此，在安静的环境中需要

使用高信噪比的麦克风，信噪比越高，也越有利于噪声消

除算法的实现。

指标 2 ：声过载点（AOP）  麦克风的 AOP 描述的是

麦克风获取高响度声音信号的能力，只有 AOP 足够高才

可以捕获周围环境中所有大噪声源的信号，而不会出现削

波和 / 或失真。在实际设计中需要结合扬声器的 THD 和

SPL（声压级）曲线，来选择合适的麦克风 AOP 规格。

指标 3 ：截止频率   麦克风的截止频率越低（30Hz

或更低），越能捕捉低频噪声信号。如果截止频率较高，麦

克风则无法有效获取低频噪声信号，这将会导致 ANC 系

统在去除极低频噪声信号方面的无效。同时，出于 ANC

算法实现的考虑，批次麦克风的截止频率的公差必须非常

严格。

指标 4 ：相位响应和群延时   相位响应是整个音频频

带上的相位变化。通过麦克风的相位响应曲线，可以了解

麦克风将如何处理输入信号不同频率分量之间的相位关系。

与截止频率类似，相位响应曲线的公差也应非常小。群延

迟（相位相应的导数）是麦克风的频率相关延迟，它描述

了不同频率的音调通过麦克风从声音输入到电输出时产生

的时间延迟。为防止输出信号因相位失调而失真，需将群

延迟保持在最小且恒定的频率范围内。群延迟低和相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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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a) 相位响应公差

图 9(b) 标准偏差 相位响应

如图所示，显然 IM69D130 的幅度和相位响应公差

非常严格，这确保了角频率和相位响应在不同样品之间变

化保持最小，这有助于 ANC 算法的实现更加准确。

* 总谐波失真

另一个关键的麦克风规格是声过载点（AOP）。图

IM69D130 具有以及两种竞争产品的 THD( 总谐波失

真 ) 与 SPL( 灵敏度 )。IM69D130 在 130dBSPL 时达到

10%THD 限制，这是该麦克风的 AOP 规格，而且该麦克

风的突出特点之一是最高可达 128dBSPL 下失真保持在

1%THD 以内。这大大有助于以最小失真可靠地捕获强噪

声信号，从而使 ANC 算法的实现更加有效。

5  总结

（1）噪声与串扰污染是属于严谨的数学和逻辑过程而

且是可以消除或减少电磁干扰（EMI）问题，从而获得理

想的电气机械性能。而干扰信号主要通过四种途径来耦合

至信号 ：电容耦合、磁耦合、射频（Rf）耦合、直接耦合。

本文拒噪声与防串扰污染的新型技术与仿真在智能化设备

中的应用研讨是其中之一 , 针对不同的类型采取应对解决

方案呢。

（2）应用新型仿真软件（如是德科技 PathWave 

ADS 仿真软件），可以轻松仿真 PCB 串扰，结合是网络分

析仪和 PLTS 软件进行串扰的测试，可以完成从概念设计、

仿真、原型机设计、验证到生产制造和部署的全流程管理，

从而加速产品开发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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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为进一步普及利用激光的照明，作为研究课题有 ：振

荡波长区的扩大，高显色性的荧光体等，考虑须依次解决。

此外，关于成本的下降，这与市场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

有望下次应用汽车前照灯的远方照射。图 6 所示为有关以

激光为核心的融合化。信息显示照明方式的照明与显示器

的结合，包含传感技术的大幅度扩展，这些都在期盼中。

激光照明的未来、功能融合的进展等新的发展前景令人庆

幸和欣慰。

原文出处 ：山 本 和 久 ，レ—ザ—照明技术，《电气

评论》   2020 .8   P23~26
图 6 ：以激光为核心的融合化

DAR），利用了红外激光，而与激光照明（显示）兼用的

提案中采用了可视光的 LD 并进行了实际验证。利用激光

的光供电、空间光通信等也同样利用了可视光，研讨中已

融合多数功能的可视光激光照明系统，期望可以早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