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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资讯】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EMC 教研室简介】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EMC 教研室成立于上世纪 80 年代，

是国内首个具有 EMC 专业硕士授予点的重点实验室，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授、副教授各 2

名，设有 EMC 设计、EMC 测试、EMC 仿真 3 个专业方向，具有包括半电波暗示、屏蔽室、接

收机等在内的一整套 EMI 和 EMS 测试设备，自教研室成立以来，获得 4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每年为华为、中兴、诺基亚、航天五院、西门子、Intel、Nvidia 等国内外知名企业输送了

大量 EMC 专业人才，教研室无论在研究成果还是在人才培养方面，都在全国享有很高的声誉，

特别是毕业学员以专业知识扎实、动手能力强而被各大知名企业所称道。 

 

相逢时难别亦难 

            ——2012 年西电 EMC 教研室毕业生挥泪离别母校 

2012 年 3 月 25 日下午，西电 EMC 教研室 2012 年研究生毕业典礼在科技楼

1108 室隆重举行。13 名毕业研究生即将带着对教研室的深深祝福和依依离别之

情踏上各自的工作岗位，开启新的征程。大家慷慨陈词表达对母校和老师深深的

敬意和由衷的感谢，并集体宣誓牢记教研室学员的责任与使命，满怀激情，努力

做好本职工作，为教研室争取和捍卫荣誉。 

后，毕业研究生集体朗诵诗歌《致橡树》，表达对教研室和老师的深厚感

情：“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

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

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吹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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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都互相致意。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

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

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邱老师致祝酒词 

 
邱老师敬酒喝的是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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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老师道声辛苦了 

 
许老师为大家引吭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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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老师为大家引吭高歌 

 
感谢老师的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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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兄弟情 

 
师弟们，来年 call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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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案例】 

【本刊寄语】本刊以务实推动广大电磁兼容工程师“互助与交流”为己任，倾力为大家打造

交流与沟通的平台，在此特别感谢广大同行的大力支持和贡献，我们期待与大家一道前行…。

自 2010 年第 3 期开始，本刊陆续从来稿中筛选同行的精彩案例予以发表，本期刊载某电源

板 PCB 电磁兼容设计案例，以飨读者。 

 

某电源板 PCB 电磁兼容设计案例 

1．前言  

通常情况下，在原理图设计完成之后，如何按照原理图中的电气关系合理安

排 PCB 的布局与布线是实现良好电磁兼容的关键。本文以某开关电源板 PCB 设

计为例，详细分析其电磁兼容问题并给出改进建议，本文列举的方法适合所有电

源板 PCB 的设计。 

2．现象描述 

某开关电源板 PCB 设计与原理图主导思想脱节，存在严重的电磁兼容问题，

为后期的整机性能及电磁兼容认证带来极大的潜在隐患，其 PCB 布局布线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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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开关电源板 PCB 布局布线图（改板前） 

3．原因分析 

图 1中白色线条表明存在问题的地方，具体分析如下： 

(1)  接口滤波电路离接口太远 

接口滤波电路既可以防止内部电路的噪声传导出去，又可以防止外部干扰进

来，如果远离接口，那么，滤波后的电路就有可能耦合内部电路的噪声，或者外

部进入的噪声还没来得及滤波便产生干扰，如图 2所示： 

    

图 2  接口滤波电路远离接口 

开开关关电电源源  
输输入入环环路路

开开关关电电源源  
输输出出环环路路

接接口口  

接接口口滤滤波波电电路路  
共共模模电电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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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接口滤波电路一定要靠近接口！ 

(2)  接口滤波器件没有垂直成列布置 

接口滤波电路所有线上的滤波器件布局时要对称布置（垂直成列），防止已

滤波电路和未滤波电路相互之间耦合，从而使滤波失效，如图 3所示： 

 

图 3  接口滤波器件没有垂直成列布置 

结论：接口滤波电路一定要垂直成列布置 ！ 

(3) 共模电感下面有敷铜 

共模电感可以有效滤除共模噪声，而对差模信号没有任何影响，如果共模电

感下方存在敷铜，噪声便会通过线地的分布电容耦合至输出端，共模电感便失去

作用。在多层数字板中，共模式电感下方平面层建议要挖空，如图 4所示。 

 

图 4  共模电感下面有覆铜 

结论：共模电感下方不要敷铜和布线！ 

(4) 开关电源输入输出回路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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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电源电磁干扰问题主要是由开关管的开关动作所引起的差模辐射和共

模辐射，输入级回路和变压器次级与稳压二极管回路一定要小，以减小其差模辐

射，如图 5所示： 

 

图 5  开关电源差模环路 

结论：开关电源输入输出环路一定要小！ 

(5)  电源滤波电路相互之间距离太远 

由差模电容、差模电感、共模电容和共模电感构成的电源滤波电路是一个整

体，可以有效滤除电源线上的差模和共模噪声，布局时不能分开，否则滤波作用

会大打折扣，如图 6所示： 

 

图 6  典型电源滤波电路 

结论：典型电源滤波电路，布局切忌分开 ！ 

     本板其它众多的小错误，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4．处理措施 

综合前面的问题分析，电源板 PCB 设计 大的问题就是器件布局不合理，不

能反映原理图的实际要求，因而导致非常严重的电磁兼容问题，可以说，此电源

板 PCB 设计根本问题为布局不当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因此，只有重新调整布局才

能解决所有问题。图 7为作者重新调整布局布线之后的 PCB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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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开关电源板 PCB 布局布线图（改板后） 

与图 1相比，重新改板之后，布局布线忠实履行了原理图及电磁兼容性的要

求，而且层数减少到一层，布线也比较流畅，毋庸置疑，会极大改善信号质量和

电磁兼容性能。 

4．改进效果 

改板之后，主要效果有以下两个方面: 

1.可靠性提高 

重新布局之后，不论是开关电源输入与输出滤波电路，还是接口滤波电路等

等器件都布置在了合理的位置，相应也就提高了滤波效果，同时改板之后布线长

度更短更流畅，这样信号质量和电磁兼容性也将大幅提升。 

2.成本降低 

改板之后的开关电源板由原来的两层板降为一层板，参考杰赛、快捷等印制

板厂家的加工费用，则至少可以节省一半以上的成本。 

5．思考与启示 

PCB 设计是一个相当繁琐的过程，绝对不是想象中照着飞线依葫芦画瓢那般

简单，它需要综合考虑和平衡诸如工艺、成本、安规、信号完整性、电磁兼容性

等等各方面的因素，因而，即使同一份原理图不同的 EDA 设计师给出的结果也便

  

接接口口滤滤波波电电路路  

开开关关电电源源  
输输出出环环路路  

开开关关电电源源  
输输入入环环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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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千差万别。 

本文中改板之后的开关电源板 PCB 设计与改板之前的相比，不论从工艺、成

本、信号完整性、电磁兼容性等等各个方面来说无疑都要好很多，但是，正如作

者前面所强调的那样，PCB 设计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今后希望各位设计师加强

交流与探讨，共同为提升公司 PCB 设计质量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完 

【专家点评】 

PCB 设计是系统 EMC 设计最关键最重要的一环，因此有人说系统 EMC 成也 PCB，败也 PCB

也就不无道理。本案例作者在列举并详细分析先前 PCB 设计问题后，随之进行改板，通过改

板前后的结果对比，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及心灵震撼，正如作者所说，PCB 设计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纵观作者改进后的 PCB，逻辑清晰，思维缜密，EMC 思想完全得到落实，且单板

成本也得到大幅降低，不失为最佳效费比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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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讲坛】 
【卷首语】EMC 设计大讲坛是电磁兼容工程师论坛根据国内 EMC 发展现状及广大企业与会员

的呼声与要求，隆重邀请国内一大批著名的顶级 EMC 专家，审时度势创办的立足于电磁兼容

设计的交流平台，讲坛的活动目的是整合方案、架构、系统、结构、PCB、测试等所有 EMC

相关的活动，从整体的高度讲述 EMC 设计思想和方法，引导广大 EMC 工程师站在设计的高度，

以全局的设计思想，达到设计时一气呵成的最佳效果。 

 

非金属机箱电路板下方放置金属板的作用 

作者：桃花岛主      中国电磁兼容工程师协会 

这要先从 EMC 测试本质说起，只有深刻挖掘 EMC 测试本质，剖析其中的奥秘，

密切联系 EMC 测试与 EMC 设计，你才可以领悟这块金属板的作用，也就是说架构

EMC 设计。 

大多数 EMC 测试都是一种共模的测试，比如 EMI 测试，传导测试主要考察电

源和信号电缆的传导骚扰，高频共模占主要成份；辐射骚扰主要考察线缆、缝隙、

开口的电磁辐射，其主要也是对地的一种共模辐射，虽然也有差模，但多层板中

差模环路很小，基本可以忽略。 

EMS 测试如浪涌、静电、EFT、传导抗扰，主要也是一种共模的注入，虽然

浪涌也有差模注入，但是很容易定位与防护，基本不成问题，所以可以不怎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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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辐射抗扰主要考察外界电磁场的耦合，差模环路很小，问题不大，而对地共

模环路却很大，因此也是考察共模的问题。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说 90%以上的 EMC 问题都是共模的问题，而共模的问

题其实是共模电流的问题。传导骚扰共模电流流过 LISN，在电阻上形成电压；而

共模辐射和共模电流息息相关，不用说，也是共模电流引起；抗扰类测试，发生

器输出的基本是电压，而后根据负载阻抗，形成共模电流，所以，可以肯定的说，

共模干扰是由共模电流引起。 

另外我们上初中时就明白一个道理，要形成电流，必须要有环路，所以，共

模干扰的核心问题就是电流和环路，这就是我们设计时的重中之中。 

再说一个典故，古人在防洪时经过不断的探索，形成一个实践经验，即防洪

在于“疏”而不在于“堵”，下面我们分析一下水流与电流的关系： 

电流：环路，回到源头。。。 

水流：河床，奔流到海不复回。。。 

洪水猛兽：疏导减少洪涝灾害，避免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 

共模电流：疏导减少电磁干扰，提高产品的电磁兼容性。 

从水流与电流的关系，我们可以受到启发，即共模电流在于“疏”，这就是

EMC 架构设计的核心思想。 

EMC 中，接地就是对共模电流的疏导，通过接地，防止共模电流流出产品形

成电磁干扰或流入产品影响设备稳定运行。而接地，一个是接水平参考接地平板，

一个是接机壳，这都是针对金属外壳的产品，对于塑料外壳的产品，可以如楼主

所说加一个金属板，单板 GND 与金属板相连，这不是增加一个 GND 平面可以替代

的，虽然这块金属板不接地，但是它与参考接地平板之间存在分布电容，对共模

干扰来说，就是一种通路，其实共模干扰就是由于分布参数引起的。 

从 EMI 角度来说，高频时由于 GND 上存在一定的阻抗，因此当有用信号流过

时，会形成共模电压源，产品接地的话，共模电流就会被如安装孔导入到金属板

或机壳，并顺着其返回源头，从而防止通过 I/O 线缆形成的大环路传导和辐射出

去，因此，避免形成电磁干扰；对于 EMS 来说，共模电流注入 I/O 线缆后，因为

I/O 接口有滤波及防护等，所以会被旁路到机壳然后顺着 PE 线到参考接地平板，

如果是塑料外壳加金属板的产品，则旁路到金属板然后通过金属板与参考接地平

板的分布电容到参考接地平板，因此，可以避免共模干扰进入 EUT，这就是金属

板的作用，如果没有金属板与金属机壳，对于 EMI，共模电流则不能被旁路，此

时会通过 I/O 线缆等传导或辐射出去，对于 EMS，注入的共模电流会流过 GND，

因为 GND 存在阻抗，则形成共模电压源，与有用信号驱动电压叠加，则可能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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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IC 门限翻转，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GND 是替代不了金属板的。 

以前经常有同行问我 EMC 的本质，我说是接地，但没给他们仔细说过，今天

说的架构的这些，另外还有信号回流、滤波、屏蔽等等其实都是接地的问题，譬

如回流，在参考平面流动，可以说是接地；滤波旁路到 GND，也可以说接地；屏

蔽就如前面说的，旁路共模电流，也就是说给共模电流提供旁路通道，所以也是

接地。 

以上说的其实也就是我的签名所表达的道理。 

完 

【附录】岛主签名 

“企业在产品 EMC 设计上投入的每一分血汗钱都是冤枉钱”，岛主如是说。 

“我长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我中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初起之时；而我扁 

鹊治病，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因此，我长兄医术最好，中兄次之，我最差。”——《魏

文王问扁鹊》 

架构 EMC 设计，如长兄治病，不破费不痛苦；电路 EMC 设计，如中兄治病，花钱买罪

受；EMC 测试整改，如扁鹊治病，砸钱且伤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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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标兵】 

【卷首语】化二为一是一名优秀的 EMC 工程师，他善于学习和总结经验，最终从 EMC 领域的

门外汉一跃成为具有丰富实践和工程经验的专家，他又是一名乐于共享、善于有效传递经验

的导师，迄今为止，其在电磁兼容工程师论坛上发表了很多个人独到的经验和积累，深受广

大会员赞扬和喜爱，本期刊载化二为一的成长经验与心得，以飨读者。在此，本刊谨代表广

大同行向化二为一表达深深地谢意，同时对他的不断成长表示衷心的祝贺！ 

 

怎样才能成为 EMC 问题的专家-----结合自己的经历 

作者：化二为一      深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一、初识 EMC 

      2007 年，我从武汉某重点大学机电工程专业研究生毕业，进入某著名的代

工企业，从事单片机测试设备的开发（主要是 C51 编程、A/D 采集电路设计）。  

   该设备现场运行时经常出现莫名其妙的死机、复位、A/D 测量结果不准确以

及 I/O 接口芯片频繁损坏等问题。 

从单片机方面的书本上得知，这是抗干扰性问题，主要通过接地、隔离、滤

波、软件优化、增加看门狗等方法解决。这是我人生首次遇到 EMS（抗扰度）问

题，由于信息所限，尚不知道，这叫电磁兼容（EMC）。 

就这样，混沌的度过了一年，学会了 Protel、C51、单片机以及肤浅地了解

一些提高设备抗干扰能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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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MC 实验之路 

毕业一年后，我跳槽到深圳一家从事铁路信号设备开发的上市公司，担任硬

件工程师。虽然个人硬件和单片机技术不怎么样，但是特别的听话，领导经常安

排我去做一些研发方面的测试工作，譬如振动实验、环境实验、功能测试、EMC

试验等。 

    当我发现 EMC 实验（如 ESD、EFT、Surge）能够模拟现场电磁干扰，引发设

备功能降低（譬如复位、死机、误动作）时，十分惊奇与震动。 

    由于是铁路信号设备，EMC 涉及到其在现场是否能够可靠地运行，因此领导

非常重视这类实验，并已于 2007 年开始陆续购买静电枪、EFT、Surge 发生器等。 

   但说句实话，当时公司根本没有任何 EMC 设计经验或 EMC 工程师，都是硬件

工程师兼职，为了 EMS 整改成功，我们看了不少书，其中 有帮助的要数郑军奇

老师编著的《EMC 电磁兼容设计与测试案例分析》及《电子产品设计 EMC 风险评

估》。 

这两本书的特点是实战性强，理论要求不高，非常有利于入门。 

虽然我初识 EMC 实验不久，但凭这两本书的学习，居然让我将某个设备的 EMC

问题（EFT、Surge、ESD）整改通过。虽然仅仅是在开关电源输入级加军用滤波

器及在 CPU 的复位电路上加一个滤波电容，但是前后还是折腾了将近 2个月。 

通过这两个月的学习，我逐步明白了 EMS 实验如何操作、产品要满足什么样

的 EMC 标准等等。 

当然，那时的压力是相当大的，EMC 知识学习也是很快的。 

三、现场抗干扰问题的处理 

由于什么也不精通，但做事特别积极，而且又听话，领导经常性地派我去处

理一些铁路设备电磁干扰的问题（这种出差的活，一般有资历的员工是不愿意去

的）。 

也许是近两年的抗干扰以及 EMC 实验的经验积累，居然被我成功地处理了几

个铁路信号设备抗干扰性能差的问题（譬如信号线缆屏蔽层接地），因此，在公

司内部，EMC 专家的声名鹊起。 

此阶段，有一本书叫《电磁兼容技术(屏蔽滤波接地浪涌工程应用)》周志敏

&纪爱华编，给我的帮助很大，它描述的是 EMC 知识怎么在工程中应用。 

四、EMC 整改之路 

由于 EMC 实验整改、设备现场抗干扰问题处理等经验的积累，加上对电磁兼

容测试设备与标准内容的与日了解，我逐步走上了一条电子产品 EMC 测试整改之

路，2010 年公司的 3m 暗室建立，给我的 EMC 技术之路帮助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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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十几个铁路、民用、军品产品的 EMC 整改过程中，我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在混沌中思考，产品到底怎样接地、滤波，以及 PCB 板到底怎样设计。 

此时，这些资料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华为--PCB 板的 EMC 设计》、

《PCB-Layout-EMC 技术简介》，以及杨继深老师的《电磁兼容技术之产品研发与

认证》和钱振宇老师的《开关电源的电磁兼容设计》。 

通过上述的整改与理论学习，我懂得了怎样将 EMC 理论与经验应用到实际的

产品整改中，EMC 整改基本上可以做到“手到病除”，一般产品 2 天左右就能解

决（此时，屏蔽、滤波、接地等技术已熟记于心。） 

此外，开关电源原理、接口电路特性（USB、RS232）也极为了解。 

此时，已完全成为公司 EMC 方面的领导者，当然，工资也翻倍了。 

 

五、EMC 设计之路 

由于公司长期困扰于现场抗干扰问题以及 EMC 认证难题，公司决定，将接口

电路 EMC 设计，譬如 USB、RS232、CAN、RS485、复位电路、开关电源滤波电路、

铁路传感器防护与滤波电路等进行模块化设计或标准化设计。 

于是我承担了这个重担。 

刚开始，找一些 EMC 专业公司，让他们提供电路原理图，帮我们设计电路，

甚至请他们的 EMC 专家给我们培训。可后来发现，他们的电路根本不能过关，譬

如 USB 电路按他们的标准设计了，可 ESD 还是通过不了铁标三级/A 性能。 

惊骇之余，我们发现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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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他们是销售 EMC 器件的，当然会添加多余的器件，譬如以太网如果是隔

离变压器，就没有必要加放电管，将对 PGND 的电容改为 Y 电容或耐高压电容即

可； 

B）他们的工程师实战经验不行，由于他们主要是讲解一些简单的理论，譬

如 EMC 三要素，但缺少 EMC 整改、大型设备 EMC 设计方面的经验。 

经过又一年的折腾，我们终于成熟了，知道怎样使用防护器件、了解各种防

护器件或滤波器件的特性，以及 PCB 板的 EMC 设计。 

此时，我们设计出来的电路板，不仅成本低、器件少、而且 EMC 一次性通过

的概率很高。 

譬如，别人提供的开关电源，一般带负载时不能通过 EMC 实验，我们加几个

低成本的器件，就可容易的通过 EMC 四级/A 性能。 

此阶段，对我们帮助比较大的主要是供应商提供的器件资料，以及实验或现

场运行中验证的器件特性，譬如放电管弧光放电后的残余为 30～40V（用高压探

头测得）、现场设备运行时压敏电阻容易炸裂、不同类型的磁环夹在信号线缆上

能降低多少 dB，以及屏蔽线缆怎样接地、机箱怎样屏蔽等。 

六、EMC 引导实践之路 

随着近五年的 EMC 经验积累之路，我已逐步地领悟到，EMC 是影响电子产品

可靠运行 大的影响因素，但不是唯一的。 

    毕竟，EMC 实验只是模拟现场的干扰，但现场的干扰千差万别： 

   1）现场电磁干扰强度、频率与实验室的不一样，EMC 实验检验设备的现场抗

干扰性能的方法，不完全科学； 

   2）现场的接地，没有实验室好，不太可能提供零电位的参考地； 

   3）现场设备较多，相互干扰的机会更大； 

   4）安全、环境、振动等实验也影响现场设备运行的可靠性，譬如一台设备

能够通过 EMC 严格的测试，但在现场运行时也会死机或复位。 

一台设备的可靠运行，涉及到的问题太多，就抗干扰而言，就有原理图、PCB、

结构、工艺、生产、现场安装等。 

我们做 EMC 设计或测试的 终目的，是给客户提高在现场可靠运行的设备。 

此时的我，更需要有可靠性系统设计知识，譬如学习电磁场与天线、信号完

整性、电源完整性、可靠性设计等基础理论知识，以及现场的电磁干扰特性，并

将其应用于实际产品的开发中。 

另外，每个人认识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一定要有自己的思想火花，哪怕它是

错的，错误与正确才是自我发展的左膀右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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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句老话，思路决定出路，不变的是目标，改变的是方法，你是不是该改变

一下思路了呢? 

随便谈两句，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多多指教！ 

完 

 

【作者简介】化二为一，长期从事铁路信号设备以及民用 RFID 产品开发中的 EMC 设计与整

改工作，经过近五年的 EMC 实战经验积累，加上持之以恒的 EMC 理论学习，已成为公司 EMC

设计、现场电磁干扰问题处理、产品 EMC 认证等方面公认的技术权威。曾经参与及开发的防

护、滤波等方案均作为公司 EMC 经典，在新产品开发中得到广泛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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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答疑】 

 
 

 

 

TVS 通常来抑制一些瞬态大能量如静电、浪涌、冲击等，抑制静电时，一般

单独使用 TVS 就可以，但是，在抑制浪涌和冲击时，因为能量比较大，通常是用

在防护电路的次级，防护电路初级通常为大通流的气体放电管、压敏电阻等，因

为这些器件响应速度慢，会有很大的残压，所以次级常用 TVS 做精细保护，初级

和次级防护器件中间通常使用电感或电阻退耦，一般电源上使用电感，不消耗能

量，而信号线上使用电阻，防止电感对高频信号产生影响。 

    使用 TVS 时，通常需要关注关断电压、响应电压、箝位电压、 大通流量、

响应时间、结电容、功率等。关断电压是指 TVS 不动作的电压，大于关断电压，

TVS 将逐渐响应；响应电压为 TVS 完全动作的电压，箝位电压为 TVS 动作后电压

稳定值，通常情况下，两者分别取需要保护工作电路电压的 1.1 倍和 1.2 倍左右，

大通流量需要考虑浪涌及冲击试验的等级，根据测试等级及发生器内阻做简单

的估算，TVS 响应时间都很小，通常为 ns 级，高速信号使用 TVS 时要考虑结电容，

避免对高速信号产生影响，如百兆以太网 TVS 结电容不超过 15pF 等，TVS 的功率

为箝位电压与峰值电流（ 大通流量）的乘积，通常 TVS 封装上会有如 5KW 等，

这个就是指 TVS 的功率。 

    实际使用 TVS 时需要注意，其随温度升高结电容变化很大，而规格书上常温

1.哪位能说说 TVS 的用法和特性啊，小弟最近在摸索阶段，一般 TVS 接在哪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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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结电容没有意义，所以对速率比较高的信号，通常建议使用与二极管串联的

TVS，以降低结电容，另外 TVS 有单向的，也有双向的，一般厂家推荐单极信号

如直流电源选单向的，平衡信号如差分对选双向的，实际选用时，建议选双向 TVS，

首先单项与双向价钱基本一样，其次静电浪涌冲击等都有正负两个极性，可以双

向保护。 

    另外如果选择 TVS 时通流量不够，可以将两个 TVS 并联，此时通流量加倍，

响应电压等不变，但如果 TVS 串联，响应电压增倍，通流容量不变，特别注意，

此时的 TVS 要为同一厂家、同一型号、同一批次的产品，否则可能达不到想要的

效果甚至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TVS 的失效模式为短路，这个可以用万用表进行简单的测量确定。 

    前面说过 TVS 的用途，可以看出来，一般都是用在 I/O 口或需要做静电的接

口，另外在如复位等对静电敏感的信号线上也会使用。 

    这两年市场上也出现了一种全新的 TVS（见插图），具有传统 TVS 的所有特

点，但通流量很大，可以在防护电路中代替初级防护器件如气体放电管和压敏电

阻等，而且残压也很低，但是价钱特别贵，100 多元一个，小型化设备对空间要

求较高时可以使用，如果对空间要求不是很高，这种 TVS 的成本比传统的方案要

高很多，没必要使用。 

 

 

 

静电放电在知道的标准里面没有那个要求在屏蔽室测试，不过静电放电时有

瞬态电磁场，如果考虑对周边环境影响的话可以在屏蔽室进行。 

    传导抗扰标准上也没有明确要求在屏蔽室进行，不过军品因为测试传导抗扰

时需要监控发生器输出波形（考察发生器是否输出标准要求的波形），考虑到为

减少周边环境对测试仪器影响的不确定度，所以军品的建议在屏蔽室进行。 

    传导骚扰 GB13837 里面有提到在屏蔽室内进行测试，GB9254 里提到需要对电

源滤波或在屏蔽室测试，挖掘一下其实是为了防止外部骚扰对传导骚扰测试结果

的影响，所以要求在屏蔽室进行，因为屏蔽室电源都是经过电源滤波器滤波后的

2.传导骚扰、传导抗扰、静电放电需要在屏蔽室测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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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净电源，当然，如果不在屏蔽室也可以，但此时需要对电源进行滤波。 

 

 

 

 

 

 

 

 

 

 

高频低频没有严格的界限，你可以参考军标和民标中的低频辐射磁场测试上

限大概预估，如军标中上限为 100kHz；另外给你发个屏蔽室的屏蔽效能频段划分

也可以作为参考： 

 
磁场 电场 平面波 微波 

频率 14KHz-150KHz 200KHz-50MHz 50MHz—1GHz 1GHz—10GHz 

屏蔽效能 ≥75dB ≥100dB ≥110dB ≥100dB 

低频磁场因为频率低，主要靠涡流损耗和吸收损耗，这就要求使用磁导率高

的材料如坡莫合金、硅钢等，磁导率大，磁阻也大，涡流损耗也大，另外材料也

要厚，因为根据趋肤效应，低频穿透能力更强。还有，高导磁率材料在机械冲击

的条件下会极大地损失磁性，导致屏蔽效能下降，因此，屏蔽体在经过机械加工

后，如敲击、焊接、折弯、钻孔等，必须经过热处理以恢复磁性。 

    单极子天线，1/4 波长时为串联谐振，阻抗 低，阵子辐射效率 高，偶极

子天线每臂为 1/4 波长，总长度为半波长时，即半波偶极子天线辐射效率 高。 

    缝隙辐射取决于缝隙的 大有效长度，比如矩形孔，就是对角线的长度，这

是 大有效长度，对于缝隙来说，宽度很小，这个 大有效长度可以近似为缝隙

的长度。 

    电场源时，在近场(r<λ/2π)的波阻抗为高阻抗(>377Ω)，所以孔洞泄露比

3.有关 RE 测试中的孔洞泄漏问题？ 

在 EMC 书上写到屏蔽机箱在低频时的屏蔽效能主要取决于制造屏蔽体的

材料，在高频时的屏蔽效能主要取决于机箱上的孔洞和缝隙。 

疑问如下： 

  （1）高频、低频是怎么样确定的？ 

  （2）为什么低频的屏蔽效能取决于制造材料？ 

   当电磁波入射到一个孔洞时，孔洞的作用相当于一个偶极天线，当缝隙的

长度达到 1/2 波长时，其辐射效率 高，且与缝隙的宽度无关。 

  （1）对于偶极子天线，不是 1/4 单臂长为 1/4 波长，全长为 1/2 波长的辐

射效率 高吗？ 

  （2）为什么与缝隙的宽度无关？ 

   此外，孔洞的泄漏还与辐射源的特性有关，当辐射源是电场源时，孔洞的

泄漏比远场时小；当辐射源是磁场源时，孔洞的泄漏比远场时要大。 

——这是为什么，不是越靠近骚扰源，干扰越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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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场时小；磁场源时，近场的波阻抗为低阻抗(<377Ω)，孔洞泄露比远场时大，

在远场(r>λ/2π)电场与磁场波阻抗相等，均为 377Ω。  

 

 

 

 

 

 

 

 

  

 

雷击浪涌的频率都很低，这从我们实际中的雷击和浪涌测试标准波形可以看

出来，上升沿都在 1us 以上，因此频率分量都在几百 KHz 以下，国外有过权威研

究，雷击浪涌的 高频率不超过 4MHz。 

    一般我们用的磁环有铁粉芯、铁硅铝、铁氧体磁芯等，铁粉芯和铁硅铝芯低

频磁导率很低，但不容易饱和，通常用在电源滤波器中做差模电感的磁芯，滤除

几十 KHz 的频率，常用的铁氧体芯有锰锌铁氧体和镍锌铁氧体，锰锌铁氧体低频

磁导率高，但随频率升高磁导率下降很快，常用在电源滤波器中做共模电感的磁

芯，滤除 1MHz 左右的干扰，而镍锌铁氧体，初始磁导率没有锰锌铁氧体高，但

随着频率升高，磁导率比较稳定，因此多用在 I/O 电缆上滤除高频干扰，比如电

脑主机与周边设备的电缆，经常可以看到塑封的铁氧体磁环，这个通常就是镍锌

铁氧体磁环，通常用来滤除 50MHz 以上的干扰。 

    因为网线浪涌主要是线地注入，为共模干扰，而网口通常有隔离变压器和

Bobsmith 的高压电容，可以防一些低等级的浪涌，比如 1kV 浪涌干扰，因此，对

于雷击和浪涌等级要求比较低的产品，不需要附加任何防护手段，如果测试等级

比较高，比如 2kV 以上，网口变压器和高压电容就有些勉强了，此时需要设计防

护电路，比如加气体放电管、TVS 等，铁粉芯和铁硅铝芯磁导率低，因此电感量

小，镍锌铁氧体主要抑制高频，而锰锌铁氧体低频时漏磁形成的差模电感可能对

网络信号有影响，另外用铁氧体的话可能电感量需要很大，因此，从防雷角度来

说，网线上套磁环防浪涌的方案根本不可行。 

    电磁干扰主要是关注高频的东西，因此，在电磁兼容里的滤波都是低通滤波

器，I/O 电缆上有时也加磁环，主要是为了滤除高频共模干扰。 

4. 网线套慈环可以防浪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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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与比特率有如下关系： 

数据带宽＝（总线频率×数据位宽）÷8 

上面这个公式是以字节（byte）计算的数据带宽，如果以数据位（bit）计

算则为： 

数据带宽＝总线频率×数据位宽 

可以看出，数据传输 大带宽取决于所有同时传输的数据的宽度和传输频率,

比如你的前端总线频率是 400M（也就是传输的速度），数据位宽 32 位（也就是

指并行同时传送的数据位），那么数据带宽＝400×32＝12.8G（1G＝1000M，这

里是 400M×32），此处的 12.8G 是指位宽，每 8位是一个字节的长度，因此除以

8得到按字节计算的带宽。 

比如 MII 是百兆（100bps）以太网标准，它是 4bit 位宽，那么它的频率为

100/4=25MHz；GMII 是千兆以太网的标准，它是 8bit 位宽，那么它的频率为

1000/8=125MHz。 

 

完 

 

孔子曰： 

“三人行， 

则必有我师。”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 

师不必贤于弟子。 

闻道有先后， 

术业有专攻， 

如是而已。 

 

想
知
道
如
何
成
才
吗 

5. 频率（Hz）与比特率（bps 或 bit/s）是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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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兼容工程师网 www.emcbest.com 
         电磁兼容行业永远的领航者 

电磁兼容工程师论坛 bbs.emcbest.com 
      电磁兼容专业无缝隙的沟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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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兼容工程师网、论坛简介】 

电磁兼容工程师网（www.emcbest.com）、电磁兼容工程师论坛（bbs.emcbest.com）、

《电磁兼容工程师》是由中国电磁兼容工程师协会授权成立，由目前广泛分布于华

为、中兴、诺基亚、航天五院、联想、西门子、Intel、Nvidia 等国内外知名公司

的西电 EMC 教研室往届博士、硕士(80 多位)共同支持和维护的集电磁兼容设计、测

试与仿真为一体的综合性学术园地，旨在通过广大 EMC 工程师的不断努力，共同为

促进我国的电磁兼容事业而不懈奋斗！ 

 

 

 
 
 
 
 
 
 
 
 
 
 
 
 

因为我们（电磁兼容工程师）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有缘才能相聚,有心才会珍惜， 

何必让满天乌云遮住眼睛。 

 

因为我们（电磁兼容工程师）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有福就该同享,有难必然同当， 

用相知相守换地久天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