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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共模分量提取优化EMI滤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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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借助专用电磁噪声诊断设备，对未加EMI滤波器的LED驱动器输入端的电磁噪声进行差模和共模分量的提取和分

析，依据EMI差模滤波器和共模滤波器的幅频特性，提出针对性的差共模滤波器的选型，进一步利用共模电感的

漏感，对滤波器进行优化设计，达到降低成本和减小体积的设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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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help of the special electromagnetic noise diagnostic equipment, the differential mode 

and common mode component of electromagnetic noise on the LED driver without the EMI filter 

is extracted. Based on the electromagnetic noise analysis result, the EMI filter is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amplitude frequenc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MI filter. Applied the leakage 

inductance of the common mode inductor, the EMI filter is optimized further to achieve the design 

target for the lower cost and smaller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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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1996 年欧盟强制推行 EMC 电磁兼容法规标准

后，中国也与 2001 年推行相关的电磁兼容目标，使得需

要上市的电子产品几乎都需要符合电磁兼容法规，包括

医疗、通讯、工业产品及家电等电子产品。传导干扰测

试 (Conductive Emission) 是电磁兼容法规中的其中一

项测试，灯具产品的电磁兼容法规为 EN55015，国标为

GB17743。

通常一款 LED 灯具遇到传导干扰测试不能符合相关

的 EMC 标准时，工程师都会忙于整改 EMI 滤波器的参数，

使得传导干扰的整改变得完全依赖实验测试结果，而无法
图 1  典型差模滤波器

才设计初期进行定量的设计和滤波器参数计算。

通常 EMI 滤波器可以分为两类 ：差模滤波器和共模

滤波器。图 1 所示为典型的差模滤波器，由差模电感和

滤波电容组成，用于滤除电磁噪声中的差模噪声分量，在

电路设计中十分常见，而且参数计算和元器件选型都比

较明确，比如图 1 所示的 2 阶的 LC 差模器，截止频率

fc=1/2π √ LC)，增益衰减速率为 40dB/10 倍频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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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无 EMI 滤波器的 LED 驱动器功率回路

图 4  传导干扰测试布局图

图 5 为传统的 EMI 测试布局图，被测电子设备 EUT

经过 LISN 连接至输入交流电源，50 欧姆阻抗的 EMI 接

收机通过开关切换到火线 L 或零线 N 来分别测试火线 L 或

零线 N 上的电磁噪声强度。这种测试布局只能判断被测电

子设备是否满足电磁干扰 EMI 法规限值，无法判断电磁噪

声中的共模分量和差模分量。

2  差共模分量的测试原理

EMI 电磁干扰的测试方法是通过在被测电子产品的

输入端串接线性阻抗匹配网络 LISN，将输入端的电磁噪

声耦合到传导干扰测试设备接收机，然后读取电磁噪声的

图 5  传统 EMI 测试布局图

而图 2 所示的典型的共模滤波器，由共模电感 L 和

CY1/CY2 电容组成，用于滤除输入信号中的共模分量。图

2 所示的共模滤波器的滤波参数计算也可以参考图 1 中差

模电感的计算方式。

而上述 EMI 滤波器设计和整改时，往往至少需要面对

2 个问题 ：需要滤除的电磁噪声中差模噪声和共模噪声各

有多少分量？ 9kHz~30MHz 的频率范围内共模滤波器中

的共模电感如何选型？

针对上述的问题，先对图 3 所示的无 EMI 滤波器的

60W LED 驱动器进行了 CE 传导干扰测试，然后对驱动

器输入端的电磁噪声进行了差模分量和共模分量的提取和

分析，进一步按照常规的 EMI 滤波器进行了设计和整改，

根据差模分量和共模分量对差模滤波器和共模滤波器的参

数进行了调整，满足 EN55015 和 GB17743 的电磁兼容

法规要求。进一步利用共模电感的漏感，对整体的 EMI 滤

波器进行了优化，仅利用一个共模电感和 X 电容，就可以

满足电磁兼容的法规要求，以满足低成本和小体积的目标。

图 2  典型共模滤波器

峰值 (PK)、准峰值 (QP)、平均值 (AV)，与相关电磁干扰

EMI 法规的限制进行比对，评判被测设备是否满足电磁干

扰 EMI 法规的限制的要求。

根据电磁兼容基础法规 CISPR16-1-2[2] 电磁噪声对

于大地可以分为共模噪声 (Common Mode，简称“CM”) 

和差模噪声 (Differential Mode，简称“DM”)。图 4 为

被测设备中的共模噪声 (CM) 和差模噪声 (DM) 引起的共

模电流和差模电流的示意图，其中火线 L 上流经的噪声电

流为共模电流 ICM 和差模电流 IDM 之和，零线 N 上流经的

噪声电流为共模电流 ICM 和差模电流 IDM 之差，而大地线

上流经的噪声电流为共模电流 I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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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为共 / 差模分离测试布局图，它在图 6 传统

EMI 测试布局基础上，用 2 个 LISN 将电磁噪声注入到共

/ 差模分离器进行加减法，提取出电磁噪声的差模分量和

共模分量，再由 EMI 接收机进行定量评测。这种共 / 差

模分离的测试方法可以将电磁噪声中的差模分量和共模分

量提取出来，为 EMI 滤波器的设计和优化提供定量的数据。

针对最高的噪声超标点 182KHz，差模分量的超

标幅值为 30dB，因此需要将差模滤波器的截止频率

fc<18KHz，以在 182KHz 频率点获得 >40dB 噪声抑制幅

度。故取差模电感为 1.5mH，薄膜电容为 0.33uF/400V，

串接与整流桥 BD1 后，电容 C1 前。

串接差模滤波器后，传导测试的差模分量如图 10 所

图 6  共 / 差模分离测试布局图

3  实验验证

测试样机为无 EMI 滤波器的 60W 非隔离 LED 驱动

器，LED 驱动器的功率回路详细见图 3 所示，具体电气性

能参数如下 ：

1) 输入电压 ：220V±20%，50/60Hz ；

2) 输出功率 ：60W±10% ；

3) 输出电压 ：218V±10% ；

4) 输出电流 ：270mA±5% ；

5) 接地情况 ：驱动器为 II 类驱动器，仅火线和零线输

入，无地线输入。

共 / 差模测试设备采用北京泰派斯特的 EA3040 预测

试整改一体机 [3]， 对无 EMI 滤波器的 60W LED 驱动器进

行传导干扰测试，图 7 为测试结果，其中 182kHz 为最高

超标点，超过限值将近 30dB。

利用其内置的 2 个 LISN 和共 / 差模分离器，对被测

产品的电磁噪声的共模和差模分量进行分离，为 EMI 滤波

器的参数调整提供充足的实验数据。

从图 8 和图 9 中所示电磁噪声的差模分量和共模分量

可以得出 ：2MHz 频率以下电磁噪声的差模分量和共模分

量相当 ；当高于 2MHz 频率后，电磁噪声主要以共模噪声

为主。

图 7  60W LED 驱动器的传导干扰测试

图 8  传导噪声的差模分量

图 9  传导噪声的共模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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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加差模滤波器和共模电感后的共模分量

图 13  加差模滤波器和共模电感后的差模分量

4  结论

为达到电子产品的地成本、小体积的设计目标，借助

专用的共 / 差模分离设备 EA3040，将电子产品中电磁噪

声的差模分量和共模分量进行分离，结合差模滤波器和共

模滤波器的衰减特性，对滤波器参数进行相应地调整，结

合共模电感的漏感特性，对 EMI 滤波器进一步进行优化，

最后达到低成本和小体积的设计目标。

图 3 提出的 LED 驱动器中，很明显 dv/dt 电压突变

是主要由 MOS 的漏源极电压变化引起的，di/dt 电流突

变也主要有 MOS 的漏源极电流变化引起的。在上述差 /

共模分离的方法优化 EMI 滤波器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确

认电磁噪声的差模分量和共模分量具体是由哪些因素引起

的？它们是否有定量的关系？如果搞清楚上述因素和定量

关系，那样就不难在设计初期进行 EMI 滤波器的设计和优

化。

示，获得将近 45dB 的抑制效果，对比噪声的共模分量基

本没有变化，如图 11 所示。因为差模滤波器只对差模噪

声有抑制效果，对共模噪声没有抑制作用。

图 10  加差模滤波器后的差模分量

图 11  加差模滤波器后的共模分量

为进一步抑制共模噪声以满足电磁兼容法规限值的要

求，在输入侧，整流桥 BD1 前串入共模电感，电感量为

50mH，共模分量得到很好的抑制，如图 12 所示，已满

足电磁兼容法规限值的要求。

同时，进一步确认加入共模电感后的差模分量变化，

居然发现又获得将近 20dB 差模分量的抑制衰减效果。

究其原因，是由于共模电感的漏感导致的差模滤波效

果。通常共模电感会有将近 3-5% 的漏感，对于 50mH

的共模电感，会有 1.5mH~2.5mH 的漏感，这样的漏感

量正好可以替代加入的 1.5mH 差模电感。

因此，最后优化后的 EMI 滤波器为一级 50mH 共模

电感和 0.33uF 的 X 电容，充分地利用共模电感的漏感起

到差模滤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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