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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功率恒流源共模扼流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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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介绍了共模扼流圈在直线感应加速器恒流源反向冲击电压抑制中的应用、设计原则、结构形式及其特点，

采用纳米晶磁芯研制了大功率恒流源的共模扼流圈。通过理论分析、计算和实验比较，纳米晶磁芯设计的共模

扼流圈体积小、结构简单、阻抗稳定性高，对恒流源主要技术指标有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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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sign formulae,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tion of the common-mode choke were 

report in this paper. The choke was utilized in suppress of the reverse pulsed voltage of the 

constant-current source of linear induction accelerator. The common-mode choke was made of nano-

crystal magnetic core. Based on systemic analysis, calculation and test, the choke got some 

advantages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design, such as smaller volume, simpler structure 

and higher impendenc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nano-crystal magnetic core improved the main 

performance character of the constant-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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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功率恒流源是感应直线感应加速器的重要设备之

一，要求在负载阻抗、电网电压在较大范围变化时，恒流

源的输出电流值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准确性和重复性，且

纹波幅值要非常小 [1-9]。为了保证大功率恒流源在强电磁干

扰环境下的可靠运行，有效抑制感应加速器加速腔加载时

产生的反向脉冲电压是保护恒流源并提高其抗电磁干扰能

力的重要技术手段，作者采用在恒流源输出端加装共模扼

流圈并结合瞬态抑制二极管、限流电阻的应用解决了反向

脉冲电压的串扰问题。在共模扼流圈的设计中利用磁芯材

料磁导率的频率及饱和特性，在不影响恒流源正常工作的

情况下实现了对高频干扰信号的有效抑制。

本文对纳米晶软磁材料大电流运行实验数据进行了分

析，为恒流源共模扼流圈的研制提供设计依据。

2  共模扼流圈的作用

图 1  恒流源串联反馈调整原理图

Fig1 Schematic of serial feedback regulation 

of the constant current source

如图 1所示，取样电阻串接在恒流源主回路，由串联

调整电路原理可知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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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C=Vce+Vs+VL=Vce+I0(Rs+RL)

式中 VDC ：供电电源电压，单位 V；Vce ：调整管管压降，

单位V；VL：负载电压，单位V；Vs：取样电阻压降，单位V；

Rs ：取样电阻，单位Ω；RL ：负载电阻，单位Ω；Io ：输

出电流，单位A。

恒流源的直流供电由电网三相交流电经变压器降压、

整流滤波实现，在变压器和整流电路参数确定后，电压

VDC 随电网电压变化而等比例变化，这就需要通过负反馈

电路控制调整管的管压降 VCE 使调整管工作在线性放大区，

同时调整管要具备足够好的调解能力，使输出电流稳定。

当输出电流有微小上升时，取样电阻馈送至运算放大器同

相端的电压上升，与馈送到运放反向端的基准电压进行比

较使运放输出负电压信号，经放大器放大后馈入调整管基

极，使调整管输入电压减小，从而使输出电流减小，保持

输出电流稳定 [2]。同时，在 I0 和 RL 在较大范围变化时，

通过同样的调整方式稳定恒流源输出电流。

在直线感应加速器实验中发现，加速器感应腔发生打

火现象时会在恒流源输出端馈线上产生峰值高达数千伏的

高电压脉冲，导致恒流源内部电路发生击穿。在恒流源输

出端增加共模扼流圈以扼制反窜高压脉冲，提高恒流源抗

干扰能力，确保大功率恒流源在强电磁干扰环境下的可靠

运行。

共模扼流圈是在一个闭合磁环上对称绕制方向相反、

匝数相同的线圈。理想的共模扼流圈对共模干扰具有抑制

作用，而对差模信号无电感抑制作用。差模信号电流在两

个绕组中流过时方向相反，产生的磁通量相互抵消，扼流

圈呈现低阻抗。共模噪声电流（包括地环路引起的干扰电流）

流经两个绕组时方向相同，产生的磁通量同向相加，扼流

圈呈现高阻抗，从而起到抑制共模噪声的作用。

共模扼流圈实质上是一个双向滤波器：一方面要滤除

外源馈入到信号线上共模电磁干扰，另一方面又要抑制恒流

源本身不向外发出电磁干扰，避免影响同一电磁环境下其他

电子设备的正常工作。同时，共模扼流圈也可以传输差模信

号，直流和频率很低的差模信号都可以通过。而对于高频共

模噪声则呈现很大的阻抗，可以用来抑制共模干扰。

电原理图示意图见图 2。

3  共模扼流圈磁芯材料的选取

共模噪声除基频外还包括多阶高次谐波。为了提供合

适的衰减，电感器须在足够的频带内保持较高的阻抗。

共模电感器的总阻抗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串联感

抗（Xs），另一部分是串联电阻（Rs）。在低频时，感抗是

阻抗的主要部分，但随着频率升高，磁导率的实部减小，

磁芯损耗增大，如图 3所示。这两个因素综合起来有助于

在整个频谱上实现可接受的阻抗（Zs）。

图 2  共模扼流圈原理示意图

Fig. 2  Schematic of the conjugate choke

图 3  纳米晶材料阻抗 - 频率特性 

Fig. 3  Character of the Impedance vs. 

Frequency of nano-ferrite 

纳米晶软磁材料是新一代的软磁合金材料，具有高饱

和磁感应强度、高磁导率、低损耗三大特性，是软磁合金

中谓之“二高一低”的“理想”软磁材料。纳米晶软磁合

金磁芯的高磁感应强度、高导磁率、宽的频率响应（极低

的损耗）使其非常适合制备用于抑制电源干扰的共轭线圈，

可在宽的频率范围内具有极大的阻抗，能较好地抑制各类

共模干扰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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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共模扼流圈绕制 

采用铁基纳米晶薄带 1K107 材料，设计尺寸为

205mm×150mm×55mm，要求产品洁净，端封面应平

整、无深度0.5mm以上划痕和明显疤痕、凸瘤；任何试验

条件下均不应有磁芯胀裂、凸片、端封层剥离、变形等机

械损伤。共模扼流线圈的结构如图 4所示，采用表皮绝缘

强度1kV以上的包敷绝缘线绕制。要求线匝绕制均匀，两

绕组末端引出端之间保持约30º张角，以保持足够的绝缘。

图 4  大功率恒流源共模扼流圈

Fig4 The structure scheme of the conjugate choke 

5  实验结果

采用纳米晶软磁材料作为磁芯制成共摸扼流圈，大功

率恒流源的输出经过共摸扼流圈接到感应直线感应加速器

的线圈上，用数字示波器测量的直线感应加速器束流输运

系统恒流源共模扼流圈两端的电压波形如图 5所示。当来

自线圈的干扰电压正向为 4kV时，经过共模扼流圈返回到

大功率恒流源的输出仅为 39V，不影响大功率恒流源的正

常工作，提高了提高抗干扰能力。

6  结论

设计了大功率恒流源共摸扼流圈，采用纳米晶软磁材

料，并对其实验结果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纳米晶磁芯

设计的共模扼流圈体积小、结构简单、阻值稳定性高，在

电源输出增加共模扼流圈可使共模干扰信号衰减逾 100

倍，提高了恒流源的抗干扰能力，确保大功率恒流源在强

电磁干扰环境下的可靠运行，对恒流源主要技术指标有明

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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