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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resolving the product EMI issues,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general EMI theory to explain the root cause of 

some EMI phenomenon.  Novel Time-Frequency Cross 

method was proposed to confirm the root causes and resolve 

the EMI issues.  Based on the three EMC elements, the 

Time-Frequency Cross method can confirm the exact location 

of the noise and its transfer path according to the hidden 

electric-magnetic field distribution.  And resolved the EMI 

issue by suppressed the noise strength itself with the real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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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产品开发的 EMI 测试和整改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很

多问题很难用常见的电磁干扰理论进行解释和解决。本文提

出一种新颖的时频对照法来解释并解决这些 EMI 问题。时频

对照法借助近场探头和频谱分析仪，确认产品中隐藏的电磁

场分布，准确定位噪声源位置和其传播途径，结合实际案例

来阐述如何通过抑制噪声源本身强度来解决 EMI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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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业界分析和解决 EMI 电磁干扰问题，主

要有两种电磁干扰理论，可以简称为“路”和“场”

的方式[1, 2]。“路”的方式将噪声源分成差模噪声和

共模噪声，通常主要用于传导干扰问题的分析和处

理。另一种“场”的方式，将电磁噪声源分为 di/dt

和 dv/dt，根据噪声源的波长/2，将电磁干扰的问

题分成近场和远场进行分析和解决，多用于辐射干

扰问题的分析和处理。 

然而采用“路”的方式设计和解决传导 EMI

问题时很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1）常见的火线 L 和零线 N 的传导干扰为何不

对称？ 

2）EMI 滤波器设计中的关键参数“寄生电容”

的位置在哪里，容量是多少？ 

同样采用“场”的方式设计和解决辐射 EMI

问题时也会遇到两个问题： 

1）为何垂直方向的辐射干扰强度和水平方向

的辐射干扰强度不一样？ 

2）传播路径为何不像电磁波那样的直线传

播？ 

而且采用上述两种方式处理 EMI 问题时，并没

有从电磁兼容三要素[1]出发，确认噪声源的准确位

置和找出其传播路径，再采取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替而代之，多数工程师更倾向于依据以往的经验，

采取多级的共模滤波器、差模滤波器、各种屏蔽和

反复地更改布线来解决 EMI 问题。而采取不断的增

加共模滤波的级数来解决传导 EMI 问题。这样的

EMI 整改实践有点像“盲人摸象”，不同的工程师

会有各自不同的判断和解决方法，而且这样获得的

经验就很难直接复制到别的新产品中。因此，EMI

问题一直是业界新产品开发中 头疼的问题，而且

整改的进度无法控制，少则 2-3 礼拜，多则 2-3 个

月，甚至 6 个月以上。 

而且产品的 EMI 测试结果当满足 EMI 法规要

求后，依然不清楚噪声源的准确位置和传播路径，

从而无法对产品中的 EMI 措施进行进一步的优化，

达到 低成本和体积 小化的目的；还不能保证大

批量生产时的 EMI 性能的稳定性，出现大批量生产

时 EMI 抽查超标，以及客户质量投诉。 

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一种新颖的时频对照法[2]

来分析和解决 EMI 问题，借助近场探头和频谱分析

仪，准确定位噪声源位置和其传播途径，提出正对

性的解决方案。本文结合实际案例，介绍如何定位

噪声源位置及其传播途径，阐述如何通过抑制噪声

源强度采取针对性的解决措施来解决 EMI 问题。 

2  新颖的时频对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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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频对照法”基于电磁兼容三要素中的噪声

源、传播途径和敏感设备，借助近场探头和频谱分

析仪，在频域下确认特定频段的噪声源的准确位置

和其传播途径；当明确噪声源的位置后，就可以利

用示波器、电压探头和电流探头，在时域下确认噪

声源的具体 dv/dt 的电压波形或 di/dt 的电流波形，

找到与特定频率相关的因素；根据产品的具体设计，

可以选择两种方式解决 EMI 问题，一种通过抑制噪

声源本身强度解决 EMI 问题，另一种在噪声的传播

途径中采取 EMI 整改措施解决产品的 EMI 问题。 

抑制噪声源本身强度是一种 EMI 解决措施中

属于治本的方法，通过抑制噪声源强度，可以大幅

减轻 EMI 滤波器，甚至可以省掉一些体积庞大的共

模滤波器，减小体积，降低成本。因此在各种 EMI

解决措施中 值得优先考虑。 

 当噪声源强度属于电路基本工作原理而

无法改变时，就必须从噪声源的传播途径中国采取

EMI 整改措施来解决产品 EMI 问题，比如改变电

路布局、电路布线、改变 EMI 滤波器参数等，使得

噪声源通过 EMI 滤波器，避免通过其它路径产生对

外界环境的干扰。 

3  近场探头及频谱分析仪使用方法 

近场探头和频谱分析仪是时频对照法中定位

噪声源位置和其传播途径的关键工具[3], [4], [5]。近场

探头有不同的外形，如图 1 所示。近场探头探测电

磁场的范围大小也不同，可以从 20mm 到 2mm 的

精度。因此，可以定位噪声源的位置精细到器件的

引脚。 

频谱分析仪的使用方法也不同于示波器。频谱

分析仪在扫描信号强度时，需要关注一个重要参数：

频率步长。在用于 EMI 的噪声强度评测时，频率步

长为 9kHz。当扫描噪声强度时，每屏的扫描到的

同样位置上的某个特定频率点噪声强度都会不同，

如图 2 所示。这样当采取不同整改措施时，就很难

对特定频段的噪声强度进行比对。 

 

因此，使用频谱分析仪确认噪声强度的方法，

不是采用示波器的触发同步方法，而是采用 大值

保持，进行反复刷新，采样 大的噪声强度，如图

3 所示。 

频谱仪的 大值保持功能可以很方便地评估

整改措施前后对电路板上电磁场分布的影响，如图

4 所示为 LED 驱动器控制芯片的供电端 Vcc 对 地

并联 0.1uF 的旁路退耦电容前后的磁场差异。 

 

 

4  实际案例 

图 5 为 58W 电子镇流器样机照片，其电路原

理图和 PCB 如图 6 和图 7 所示。它的零线传导干扰

在 300KHz 到 600kHz 超过 EN55015 中 Class B 的

限制要求，如图 8 所示。 

 

 
图 6 58W电子镇流器电路原理图 

图 5 58W电子镇流器样机照片 

图 4  并 0.1uF 旁路电容前后的对比 

并0.1uF旁路电容后

图 3  大值保持模式的噪声强度 

图 2  特定频段的磁场强

图 1  近场探头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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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准确定位 300kHz-600kHz 噪声源的位置，利

用近场探头和频谱仪对多处关键电路板测试点进

行场强测试，如图 9 所示。比较各点的场强测试结

果后，可以发现点 4 的场强超过比点 1 和 3 点的场

强，甚至晶体管 

 

零线—传导干扰 

 

火线—传导干扰 

图 8 58W 电子镇流器传导干扰 

谐振半桥的桥臂中点。因此可以判断点 4 为噪声源，

而点 4 为无源 PFC 电路中二极管 D9 和 D10 的连接

点。 

 

图 9 噪声源的准确位置 

进一步根据各测试点的场强，不难得出噪声源

的传播途径，如图 10 所示。从而从噪声的传播路

径上，可以解释为何零线的传导干扰比火线要厉害。 

 

图 10 噪声源的传播途径 

为找到解决方案，需要进一步确认噪声源的时

域特性，是由 di/dt 还是由 dv/dt 引起的？用电流探

头查看流经二极管 D9 和 D10 电流波形，如图 11

所示。从二极管 D9 和 D10 电流波形中可以看出，

虽然电流波形频率为 50Hz，但在二极管导通时，

有很快的电流上升 di/dt。噪声源就是这个 di/dt 电

流上升率引起的，而且噪声源的强度与电流波形的

上升率直接相关。如果可以改变二极管的电流上升

率，就可以降低噪声源的干扰强度，解决产品的传

导 EMI 问题。 

 

图11 流经D9和D10的电流波形 

于是，尝试在二极管 D9 和 D10 上串联电阻，

以改变流进二极管的电流上升率，如图 12 所示。 

当在二极管 D9 和 D10 上串联 39 欧姆的电阻

后，流进二极管的电流波形就从陡峭的电流跳变而

改变成光滑的电流波形，如图 12 所示。 

进一步验证产品的传导干扰，串联电阻后也直

 

图 7 58W电子镇流器 PCB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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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降低了 10dB 以上，可以满足 EN55015 传导干扰

的要求，如图 13 所示。 

同时由于串入 39 欧姆电阻，导致将近 0.2W 的

额外损耗，考虑到产品无多余的空间用来采取差模

和共模的噪声抑制措施，而且这些措施也会带来损

耗和体积的增加，因此串入 39 欧姆电阻是一种性

价比较好的解决措施。 

这验证了“时频对照法”可以很快速且有效地

确认噪声源准确位置及其传播途径，通过确认噪声

源时域下的特性，可以很快地找到正对性的 EMI

解决方法。 

 

图 12 D9/D10 串联电阻后的电路原理图 

 

5  结论 

基于电磁兼容三要素，“时频对照法”通过近

场探头和频谱分析仪确认产品中电磁场分布，确认

噪声源的准确位置及其传播途径，依据噪声源的频

域和时域特性，可以很便捷地找到 EMI 的解决方法。 

 

图 12 二极管 D9/D10 的电流波形变化 

 

 

图 13 串联电阻后传导干扰的变化 

通过 58W 电子镇流器中的电磁场分布和噪声

源的传播途径探测，发现有新的问题需要解释和研

究： 

1）为何噪声源的传播途径只往输入侧传播，

而不往别的方向传播？ 

2）噪声源传播方向和路径与哪些因素相关？

传播路径是否与功率器件的开关波形的各次谐波

的频率相关？ 

3）噪声源的传播方向和路径是否可以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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