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次直播可以参考《电源设计基础》第 9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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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MC的前世今生

磁场会将导体中的变化电流耦合到其他

地方而产生感应电压，原理是：

𝑒 = 𝑀 × ൗ𝑑𝑖 𝑑𝑡

其中M是源和受体之间的互感。

类似地，电场将表面上变化的电压耦合

到导体中产生感应电流，原理是：

𝑖 = 𝐶 × ൗ𝑑𝑣
𝑑𝑡

从根本上说，只需电流和电压的快速变

化会产生场，这些场可以是磁场或电场。



电磁兼容，大家更愿意称之为EMC，其是一个泛指概念，它包

括了EMI（电磁干扰）以及EMS（电磁耐受度），前者EMI指设

备本身对外的干扰不能超过法规的限制，即这是出于向外界产品

的保护，产品本身不能够具备强大的（主动攻击）干扰能力。后

者EMS指设备能承受一定的外界干扰，主要是电网其他设备等不

可抗拒干扰因素，这是从产品自身的角度来考虑，即自卫能力。

一个EMC良好设计的设备，应该具有较低的主动攻击能力，但自

卫能很强，这与一般的概念不同，因为这个主动攻击对外界而言

是一个不友好的情况，所以这个能力越低越好。

总之，产品的EMC要求，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做到人不能犯我，

我不犯人。EMC由三要素组成，缺一不可，

2. EMC基本构成



能让电子研发工程师迅速吵起
来的一件事就是：

让他们交流EMC解决经验！

3. EMC在电源工程师眼中的印象



EMC(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电
磁兼容)，是玄学还是科学？EMC是测

出来的还是设计出来的？没有直观的感
受，和简易评估设备，许多工程师只能
在不断的试错和测试中完成项目。

1. 傅里叶分析，难！
2. 拓扑选择，难！
3. Layout设计，难！
4. 磁性器件设计，难！
5. 信号流分析，难！

3. EMC在电源工程师眼中的印象



4. EMC测试与标准

频谱分析仪有很多种功能，有一个关键的

环节：检波器。显示了三种检波器的配置：

峰值，准峰值和平均值，同时图中显示了它

们对噪声信号的处理结果。对噪声信号积分

可以加快测量过程，但随着噪声重复频率的

降低，输出的测量值会下降。通常大家用平

均检波器进行初始快速扫描，但是如果结果

不可接受，则使用较慢的检波器进行补充测

量，这样来识别那些幅值较高的单个峰值信

号。

频谱分析仪



辐射和传导这两种潜在的噪声源，通常被认

为是独立的且有着明显不同的特性。通常对他

们分开定义，但是它们都是频率相关的。较低

的频率下主要由传导噪声主导，而辐射噪声在

较高的频率中则更受关注。绝大多数规范中都

将30MHz作为分界频率，在标准定义中，传导

噪声适用范围定义为低于30MHz的频率，而辐

射噪声范围适用于高于30MHz的频率。

4. EMC测试与标准



5. EMC设计技巧

高速变化的开关管电压会通过寄生电容耦合到地，
从而形成共模噪声电流

差模噪声电流是由开关管动作产生的，它可以出
现在电源的输入端和输出端



5. EMC设计技巧

噪声的测量是通过线路阻抗稳定网络来完
成，通常缩写为LISN。该设备本质上是一个
低通滤波器，它允许通过直流（0Hz）到60Hz

的频率，同时将高频噪声电流引导到一个50Ω

的负载上，这样可以用频谱分析仪来进行测
量。

利用两套完全相同的LISN设备，可以检测
到电源线上的CM+DM噪声信号，以及返回路
径上CM-DM噪声信号，可以看到，二线(火与
零)上的噪声信号大小略有不同。



5. EMC设计技巧 – 6dB的故事

我们经常看到EMI测试结果曲线，通

常会有二个限值曲线，除了实际结果还

有一条裕量线。是不是很好奇，我们经

常听到EMI需要6个dB的裕量，为什么呢？

如上图所示的测试结果图中，也都默认

给出一个6dB的裕量曲线，为什么恰好

是6dB，而不是其他值呢？

6dB的电路中的现实结果就是，实际

的噪声电压幅值减少一半。



5. EMC设计技巧 -降低传导差模噪声

将电感器结构更改为单层绕组可以将寄

生电容降低10倍，并且使用四个电容并联

而不是单独一个，电容的寄生ESR/ESL都

会减少（除以四）。如果还需要更多的衰

减，则可以在多个并联电容器之间放置一

个小的额外电感，这会将滤波器变为二阶

拓扑结构。
将并联电容一分为四，并增加一个电感，这样降低了

寄生参数的影响，因而可以提升差模滤波器的性能



5. EMC设计技巧 -降低传导共模噪声

典型的共模噪声源是FET漏极电压波形通过（散热器）容性耦
合到地平面

400V 200 kHz方波的基波（180 VRMS）



5. EMC设计技巧 -静电屏蔽

在变压器内部采用静电屏蔽能够减少共模噪声的产生

在许多电源设计中，副边侧输出是以地为

参考的，随之而来的是，由于变压器寄生电

容耦合的存在，原边侧的任何高压交流电都

可能经变压器耦合变成CM噪声源。合理使用

静电屏蔽，可以通过将耦合噪声转移到原边

公共母线来避免这种情况。

屏蔽层可以连接到高压母线或其地回路，

通常的经验方法是，如果开关管开通速度比

关断速度快，则将屏蔽层接到地回路，但如

果关断速度更快，可以连接到正电源端。



5. EMC设计技巧 –Layout布局减少辐射

具有大面积环路和高dI/dt的导线形成了一个天线

磁场EMI辐射既可以通过变压器或电感的杂

散场产生，也可以由导电回路中快速变化的电

流产生。正是因为这样，电源内部走线布局变

得非常关键，天线是由电流路径包围区域确定

的电感所形成的。如图所示，在开关电源中，

这主要由变压器副边绕组的大电流导线连接到

输出整流器的回路构成。

左右图分别展示了对具有高dI/dt线路“好”

以及“差”的PCB布局方案，确定电源中的大电流

回路，并将连接它们的元件尽可能地靠近，这

样导线短且空间布局紧凑。

电场是由于电源器件表面的高dv/dt形成的天线效应



5. EMC设计技巧 –辐射、杂散磁场与磁芯绕制技术

原边绕组和副边级绕组之间的漏感对电气性能是

有害的，并且它对辐射场也有很大的影响。图中比较

了两个缠绕在EE或EI磁芯结构的双绕组变压器例子。

漏感在绕组之间产生横向磁场，这个磁场的一部分被

磁芯捕获，其余部分则作为磁偶极子向周围空间辐射。

当原副边绕组以两层缠绕时，辐射场强度随着距

离的三方次衰减，但是如果改变缠绕结构，原边的交

错绕制将产生两个极性相反的漏磁场，这很大程度上

抵消了漏磁场，且辐射场的强度与距离的四次方成反

比，从而大大地减少了辐射能量。

层与层之间的漏感并不是总是位于磁芯之中，交错缠绕
能减少其强度



5. EMC设计技巧 –辐射、杂散磁场与磁芯绕制技术

在变压器周围包绕一条连续的磁通带可
以减少磁场辐射，其原理是利用在磁通
带中的涡流电流产生相对消的磁场

电感器也是杂散磁场的潜在产生源，特别磁芯结构中存

在气隙的时候。如果这个气隙是由分割成两半的磁芯构成的，

那么在磁芯气隙外缘，存在没有被磁芯或线圈包围的缺口，

这将是一个重要的辐射干扰源。在对每个特殊设计的磁芯进

行修改时，只在磁芯的中柱上开气隙，这样绕组线圈就可以

完全包围住该间隙，而磁芯外侧的支柱可以彼此直接接触。



5. EMC设计技巧 –扩频抖动技术

固定频率PWM控制器中，窄带发射通常发生在

开关频率，其连续谐波的能量会越来越低。采用频

率抖动技术（Frequency Jitter）的着眼点在于分散谐

波干扰能量，我们使得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并非固

定不变，而是周期性地变化，由于EMI发射分布在

较广的频率范围而不是在窄带频率下工作，因此可

降低EMI发射的峰值。抖动振荡器也将降低谐波频

率（即为开关频率倍数的频率）的峰值。发射量的

减少取决于调制频率的选择、抖动带宽以及接收机

的分辨带宽。

把信号尖峰在频域上拉宽，因为能量守恒，其尖峰能量
自然会下降。



5. EMC设计技巧 –扩频抖动技术

不同的调制波形对频率扩展有不同的影响，三角波最容易实现和使用(IC内部集成）



5. EMC设计技巧 –小结

⚫ 尽可能限制电源电路的开关频率和转换时间;

⚫ 利用缓冲器来抑制瞬态尖峰和振铃;

⚫ 增加足够的滤波电路来消除DM和CM传导噪声;

⚫ 选择不易产生噪声的元件;

⚫ 功率器件摆放紧凑，连接紧密;

⚫ 频率扩展/抖动技术;



TI 同样提供丰富的EMI相关设计知识

扫码查看详情

扫码查看详情
扫码查看详情



TI 同样对各种电源设计，免费提供了丰富的线上/线下培训

TI 培训电源管理方案



年度大戏: 

TI’s Power Supply Design Seminar (PSDS) 2020

自1977年推出以来，电源设计研讨会系列提供了丰富的技术和实践介绍，融合了全新

的高级电源概念、基本设计原理和“现实世界”应用示例。内容广泛且紧跟时代需求，

有传统的小功率AC-DC电源设计技术，也有最新的电动汽车电源相关主题等。

全球网络在线直播，国内直播时间表：

扫码预约直播并观看
即有机会获得《 PSDS 原装讲义》

日期 时间段 Topic

10月16日 上午10:00 - 11:30 符合汽车EMI标准的功率变换技术

10月23日 上午10:00 - 11:30 功率因数校正（PFC）电路基础

10月30日 上午10:00 - 11:30 大电流，快速动态负载响应电源设计和优化

11月6日 上午10:00 - 11:30 反激式电源中的常见错误及其解决方法

11月13日 上午10:00 - 11:30 基于碳化硅器件的大功率双向 AD/DC 电源的设计

11月20日 上午10:00 - 11:30 小功率 AC / DC 电源 EMI 应用注意事项

本次系列直播共计六场，
观看场次越多，获得
《PSDS 原装讲义》的

概率越高哦！



以电源为核心，在这里，你可以找到

✓ 技术文章——功率密度基础技术简介

✓ 白皮书——通过提高功率密度的利弊权衡及所需技术

✓ 资料手册——推动电源管理变革的5大趋势

✓ 视频——系列培训视频

扫码查看更多内容

https://e2echina.ti.com/blogs_/b/power_house/archive/2020/08/11/53225
https://www.ti.com/cn/lit/wp/zhcy127/zhcy127.pdf?ts=1598245754338&ref_url=https%253A%252F%252Fwww.ti.com.cn%252Fzh-cn%252Fpower-management%252Foverview.html
https://www.ti.com/cn/lit/ml/zhcb066/zhcb066.pdf?ts=1598245887593&ref_url=https%253A%252F%252Fwww.ti.com.cn%252Fzh-cn%252Fpower-management%252Foverview.html
https://training.ti.com/understanding-fundamental-technologies-power-d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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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周期每个阶段的电力资源

• SPICE模型库
• 功率级设计人员™软件

工具
• 处理器和FPGA的电源
• PCB热计算器
• 参考设计库

• ti.com/power-
management/support-
training 

• 电源拓扑资源
• 产品基础技术资源
• 电源技术文章
• 《电源设计基础》

• 电源设计研讨会
(PSDS)

• 电池管理深度探
索

• 高压互动

• 电源工程师培训
授证计划

• e2e.ti.com

• 供专家解答技术

问题的电源管理论坛

• ti.com/power

电力基础知识 在线支持培训网站 设计与开发

http://www.ti.com/power-management/support-training.html
www.ti.com/psds
https://training.ti.com/battery-management-deep-dive-technical-training
https://training.ti.com/high-voltage-training
https://e2e.ti.com/
https://www.ti.com/power-management/overview.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