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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电磁兼容性要求的各新型

滤波器的构建及应用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new filters

 based on emc requirements

叶云燕

摘  要：本文将从模拟滤波数字滤波新理念出发，仅对有源及无源、有源滤波器的技术特征作分析说明，并在此前提下

重点对新型有源漏电流滤波器呈现与有源电力滤波装置设计方案、构建参数及配电网络和应用特征二大问题作

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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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will start from the new concept of analog filter digital filter, only active and 

passive, active filter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for analysis and explanation.On this premise, 

the two major problems of the present of the new active leakage current filter and the design 

scheme, construction parameters, distribution network and appli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ctive power filter are analyzed. 

Keywords: analog filtering digital filtering， filtering device， operation characteristics， distribution 

network

作为对电磁兼容 (EMC) 执业工程师或者产品设计人员

的一项工作要求，他们要能够完成对滤波器的设计并将其

加入到电路中。从而使相关产品满足各种各样的电磁兼容

抗扰度和电磁兼容发射标准。通常，为满足电磁兼容的相

关要求，电磁干扰 (EMI) 滤波器还会和适当的屏蔽措施一

起使用，其中，使用滤波器的目的是为 RF 电流返回本地

电源提供一条低阻抗的通道。

对电磁兼容的从业者而言，他们可能会问自己一个问

题 ：什么结构的滤波器是适用于任何应用的最佳滤波器。

或者，在给定频率、阻抗和电路其它参数的情况下该如何

正确选择滤波器的器件参数，他们可能还想知道该如何获

得滤波器设计之外的更大的衰减，以满足发射混试或者抗

扰度测试的要求。当日该如何合理设计滤波器以满足电磁

兼容性的要求，解除相关困扰如果能够找到最佳的无源与

有源滤波器的理想方案。

如今随着滤波器技术的发展，有源与有无源滤波器已

开拓有源流滤波器及无源、有源电力滤波装置。据此本文

将从模拟滤波数字滤波新理念出发，仅对有源及无源、有

源滤波器的技术特征作分析说明，并在此前提下重点对新

型有源漏电流滤波器呈现与有源电力滤波装置设计方案、

构建参数及配电网络和应用特征二大问题作剖析。

1  模拟滤波数字滤波新理念

1.1  滤波器工作理念

滤波是一个动作，对不同频率输入信号，实施不同的

增益和相移，以形成输出。滤波器，是执行这种动作的硬

件设备或者软件程序。

无论滤波，还是滤波器，它是名词，也是动词。比如，

高通滤波器的动作效果是 ：输入频率较高时，其增益逼近

一个设定值，相移基本为 0，当输入频率低于某一设定值后，

随着频率的降低，增益开始逐渐下降，相移开始逐渐增大，

最终的结果是，直流量或者超低频率量，都会被滤除。

而滤波器采用了电阻 (R)、电感 (L) 和电容 (C) 等电子

元件，来产生覆盖设计频段需要的阻抗不连续性。电阻、

电感或电容能够单独作为滤波器，但是将它们组合在一起

可以产生更好的衰减。LC 类型比 RC 类型的衰减性能更

好，并由于其低损耗特性经常应用于电源回路，但是所有

的 LC 滤波器都是谐振器，它们会在某些频率上产生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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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谱。目前想要信号的频谱通常包括很高的频率，而这些

高频分量是不想要的，它们由现代数字和开关模式设备的

快速开关边沿引起。由于附近数字和开关模式电路的杂散

耦合，模拟信号也会被这些噪声干扰。可以通过滤波和屏

蔽消除这些极高频分量，好的电磁兼容设计会在源端消除

噪声，而不是等到它们干扰更多信号时才抑制它们。

1.2  关于模拟滤与数字滤波理念

滤波动作可以用模拟电路实现，也可以用数字电路或

者软件实现。

所谓的模拟滤波器，其输入量是连续的模拟信号。而

数字滤波器，其输入量是离散的数字信号，或者是一个程序，

对已有的数字序列进行滤波，形成新数据。例如 ：

原始数据为 X ：[Xo，X1，X2，……，Xn]，通过以下

程序形成 Y ：[Yo，Y1，Y2，……，Yn]

这就形成了一个数字滤波程序，实现了最简单的低通

滤波效果——X 序列中存在的尖锐变化，会在输出的 Y 序

列中得到钝化。

模拟滤波，只能通过硬件电路实现。而数字滤波，既

可以用硬件的数字电路实现，也可以用软件编程实现。目

前稍复杂的电子系统，都存在 3 个环节 : 感知自然界模拟

信号的输入环节、模数转换和处理器环节、数模转换和执

行环节。在这样的电子系统中，存在大量的滤波器。比如

MP3，它可以听歌，也可以录音放音，见图 1.2 所示为典

型的电子系统中构建的滤波环节示意。

以致需要对其进行仔细的设计，并充分考虑它们实际的源

和负载阻抗，以确保在整个设计频段上都满足衰减要求。

RC 类型的滤波器通常可以提供更多可靠的滤波性能。

电阻、电感或电容设计的低通滤波器的基本电路图如

图 1.1 所示。通过采用此类无源元件也可以实现高通，带

通或凹陷滤波器，但是电磁兼容中最常用的是低通滤波器，

为此下图 1.1 中给出了这种类型的滤波器。

简单的电感滤波器 ( 扼流、铁氧体等 ) 并没有射频参

考连接，因此当存在射频参考平面时会特别有用，或者虽

然存在射频参考连接但在关心的最高频点无法提供足够低

的阻抗结构。

只用电容也能产生非常简单的滤波器 ( 通过产生由高

到低的阻抗不连续 )，或者使用电感和电阻产生更复杂的滤

波器电路部分。但是电容滤波器的有效性取决于射频参考

即地的阻抗，也取决于电容和射频参考 ( 如引线、PCB 走线 )

之间的连接阻抗。因此，制造商关于电容滤波器的数据表

很少是根据实际情况给出，因为它们是采用射频参考平面

进行测试的，而射频参考平面为实心铜板并且覆盖整个台

面，因此阻抗比实际中可能的阻抗低很多。

通常采用的 RCR 滤波器例子是通过柔性电路将计算

机主板连接到显示器上，以减少来自“柔性”的辐射。这

些滤波器的电阻值通常选择比传输线匹配阻抗要大，因为

它们是用于滤波的。

滤波器必须通过想要的信号／功率，同时衰减不想要

的噪声。因此滤波器规范必须知道想要信号／功率的整个

图 1.1  为不同类型的简单单线滤波器

图 1.2  所示为典型的电子系统中构建的滤波环节示意

数字滤波内容，且功能远比模拟滤波强大，比如 ( 例

MP3) 把男人的声音变成女人的声音，这在模拟滤波中是

难以想象的。当然，它也有它固有的缺点，比如，它需要

延时处理，或者，它至少需要一个运算能力较强的处理器，

这比较昂贵。值此仅对模拟滤器的实现方法作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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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模拟滤渡器的实现方法：无源滤波和有源滤波

实现模拟滤波，有以下 2 种方法 ：无源滤波器和有源

滤波器。

所谓的无源滤波器是只用无源器件组成的滤波器。无

源器件，也称被动器件，它的特点是无需外部供电即可工作，

一般包括电阻、电容、电感和变压器。

图 2.1 是一个无源滤波器，它仅有电阻、电容、电感

组成，形成了一个几百 Hz 到 10MHz 左右的带通滤波器。

而图 2.2 是一个无源滤波器无源滤波器的频率特性。

* 有源滤波器的优点是 ： 可以引入负反馈、可以引入

放大环节，因此可以实现极为复杂的滤波器，且能轻松应

对小信号 ；可以轻松实现多级滤波器的级联 ；对超低频率，

有源滤波器有天生优势。它可以利用反馈网络，通过密勒

等效等方法，用很小的电容代替超大电容、电感。我们知道，

特征频率越低，要求电容值越大。即便现在已经有了超级

电容，我们仍应坚信，制作电容需要足够大的面积和足够

小的间距，这在物理上，是受限的。单纯用无源电路，想

实现超低频率的滤波器，唯一的方法是使用超大的电容器，

这非常困难 ；电路计算相对更简单。为此以下对新型有源

漏电流滤波器的呈现作分析。

图 2.1  无源滤波器基本组成

图 2.2  是一个无源滤波器的频率特性

有源器件是必须有额外电能供应才能工作的器件，比

如晶体管、运放、门电路、处理器等。由至少 1 个有源器

件组成的滤波器，称为有源滤波器。图 2.3 就是—个有源

滤波器（如含一阶低通滤波）基本典例。

有源滤波器和无源滤波器至今共存，各有优缺点，一

般来说，优缺点是互补的。

* 无源滤波器的优点是 ：在大电压、电流时，很多有

源器件会失效，而无源器件—般不受限制 ；在超高频率时，

无源器件具有天生的优势 ；实现最为简单的滤波时，无源

电路有优势 ；一般来说，会比有源器件便宜一些，除非用

到大个头的电感、电容。

图 2.3  就是—个有源滤波器基本典例

2  新型有源漏电流滤波器的呈现

如今随着滤波器技术的发展，有源流滤波器拓展成有

源漏电流滤波器。其基本框图里见下图 3.1 所示。

图 3.1  为有源漏电流滤波器基本框图

* 结构恃性 ：

总接地泄漏电流经常会导致 RCD ( 漏电流保护装

置 ) 在其阈值处跳闸。因此 RCD 设备要么不可用，要

么需要大量的额外费用。新型的有源漏电流滤波器如

(TDKLeaXield) 是一种新型的电子解决方案，可显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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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电流，让用户能有效利用 RCD 设备并提高设备利用率。

一个完整的驱动系统包括 EMC 输入滤波器、变频

器和电机。新型的有源漏电流滤波器安装在 RCD 设备和

EMC 输入滤波器之间，漏电流会被反馈到系统中，从而

能防止漏电流流过 RCD 并导致意外跳闸。

新型的有源漏电流滤波器可有效地覆盖 150Hz 至

30kHz 的宽频率范围。使用新型的有源漏电流滤波器后，

未滤波漏电流（红色）出现了显著的降低（绿色）。它能

有效地滤除 150Hz 至 1kHz 固定漏电流以及 1kHz 至

16kHz 之间的可变漏电流。后者取决于变频器的频率。经

过新型的有源漏电流滤波器滤除的漏电流（绿色）显著低

于 RCD 跳闸阈值（蓝色），从而防止了 RCD 的意外跳闸。

而滤波特性见下图 3.2 所示。而有源漏电流滤波器关键数

据（见表 1 所示）。 

的阈值触发跳闸，从而致使 RCD 失效或产生大量的额外

费用。

新型的有源漏电流滤波器适用于频率为 50/60Hz、

额定电压为 520V AC，以及额定电流高达 50A 的应用，

连接在 RCD 和变频器的 EMC 输入滤波器之间。其中变

频器采用工业标准的三相 TN 电网供电，EMC 滤波器则无

需额外电源。新型的有源漏电流滤波器可用于高频漏电流

高达 1A 的系统，在 150Hz 至 30kHz 左右的宽频率范围

内可有效抵消漏电流。

新型的有源漏电流滤波器将相同幅值的 180°相移高

频电流耦合到各相漏电流中，并将其反馈到电源。这能防

止漏电流流过RCD并意外触发跳闸，从而提高设备可用性。

新型的有源漏电流滤波器结构紧凑，非常适合改造现有装

置，并且无需外部电源，安装费用降低。

* 应用领域

变频变整驱动系统，包括 ：可插拔设备、泵、压缩机、

传送系统。

3  有源与无源电力滤波器的应用

应该说滤波器在工业设备中有广泛应用，尤其是隧着

智能化设备与互联网应用的发展，对滤波器的要求愈来愈

高。值此仅以新型有源与无源电力滤波装置为典例作分析

说明。

3.1  新型有源电力滤波装置

* 应对新挑战 -- 改善电能质量要求愈来愈高

电能质量涵盖很广泛，如：功率因数低落、三相不平衡、

电压骤降、电压稳定、电压闪烁、电压畸变、谐波共振等，

这些项目可能影响电源系统之安全、增加系统耗能或两者

兼具。生产设备长时专在不良的电源品质下运转，再加上

配电系统本身若无其他保护设备时，无论是电力设备或生

产设备直接承受来自电源的影响下，将使运转寿命大幅降

低。而使用有源式滤波装置后可以改善功率因数低落，三

相不平衡，电压稳定，电压畸变及谐波共振等因数，进而

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

* 设计方案

有源电力滤波装置 (APF) 是谐波治理的完美的解决方

案，其典型有 SH-APF 型。是目前最先进的动态实时跟踪

补偿方式消除电网谐波，通过检测由非线性负载所产生的

电流波形，分离出谐波成分，将其反相，同时控制绝缘栅

图 3.2  所示为有源漏电流滤波器滤波特性

表 1  所示为有源漏电流滤波器关键数据

* 应用特征

新型的有源漏电流滤波器有源漏电流滤波器能最大限

度降低变频驱动系统中的漏电流。新型的有源漏电流滤波

器采用专门设计，广泛适用于机床、泵、压缩机、输送系

统和其他可插拔设备的变速驱动应用。在这些系统中，由

长电机线缆引起的高频漏电流会超过 RCD（漏电保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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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极型晶体管 (IGBT) 的触发，将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

谐波电流注入到电网中，实现了滤除谐波的功能。

* 构建与运行特征

有源电力滤波装置可以提供超前或滞后的无功电流，

用于改善电网的功率因数。其运行特征 ：用电流互感器采

集线路上的电流，经模拟／数字 (A ／ D) 采样，将所得的

电流信号进行谐波分离算法的处理，得到谐波参考信号，

作为脉冲宽度调制 (PWM) 的调制信号，用此信号去控制

IGBT 单相桥，根据 PWM 技术的原理，将上下桥臂的开

关信号反接，就可得到与线上谐波信号大小相等、方向相

反的谐波电流。将线上的谐波电流抵消掉。这是前馈控制

部分。再将有源滤波装置接入点后的线上电流的谐波分量

反馈回来，作为调节器的输入，调整前馈控制的误差。而

构速与运行特征见下图 4.1 所示。而常用的屏柜式有源电

力滤波装置产品外形图 ( 例 SH-APF 型 ) 见图 4.2 所示。

* 应用功能有以下 4 大特征

其一、超强的滤波能力 ：谐波滤除率高，有效滤除率

可达 97％ ；可滤除 2~50 次谐波，且可以任意选择特征谐

波进行滤除，各次谐波补偿可分别设定 ；采用双数字信号

处理(DSP)+现场可编程逻辑门阵列(FPGA)闭环控制系统。

其二、具有多种工作模式 ：具有“谐波补偿”、“谐波无功

混合补偿”、“不平衡补偿”。其三、运行稳定可靠、安装维

护方便 ：多机并联运行 ；故障自诊断功能 ；可搭配软件实

现远程监控。其四、简单易用 ：HMI 人机界面，简单易懂，

方便操作 ；完整的保护功能，日常检查简单，机器免维护。

* 应用典例

一般而言，带有 6 脉冲整流器的大型三相不间断电流

会反馈总谐波失真 (THD)30％～ 40％的谐波电流到电网

或发电机组。其应用见图 4.3 所示。

图 4.1  所示为有源电力滤波装置构速与运行特征示意

图 4.2  为屏柜式有源电力滤波装置产品外形图

图 4.3  所示为有源电力滤波装置应用示意图

这足以引起电网电压严重失真或发电机组失效。有源

式滤波器搭配大型三相不间断电源共同运行谐波电流 THD

值将小 - 于 5 ％。APF 未运行时电压／电流波形及总谐波

失真波形图见下 4.4 图所示。

图 4.4  所示为 APF 未运行时电压／电流波形及总谐波失真波形图

上图中红色为额定电流，蓝色为额定电压。

从 图 4.4 可 知 APF 未 运 行 时 其 THDV=3.1 ％，

THDIs=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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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图 4.5 为 APF 运行时电压／电流波形及总谐波失真

波形图其 THDV=2.8％，THDIs=4.2％。

* 关于谐波容量计算方法

谐波电流的计算涉及到诸多因素，对于常规项目而言，

其谐波电流的计算可使用电能质量分析仪 ；对于新建项目，

设计阶段电气设计人员并不能获取足够的电气设备谐波数据。

鉴于以上情况，我司根据众多行业的测试及经验总结，得到

下列经验公式供电气设计人员参考。分二种治理方式分析

其集中治理，公式如下 :

公式参数介绍 ：S- 变压器额定容量 ；Ih- 谐波电流 ；K-

负荷率；U-变压器二次侧额定电压；THD-电流总谐波畸变率。

上式适用于在变压器二次侧进行集中治理。此处的 K 为

变压器的负荷率，变压器设计时的取值范围一般为 0.6~0.85。

其就地治理，公式如下 :

其中 ：In 为设备的额定电流，K 为负载设备的负荷率，

若负载在满负荷情况下运行。则 K 的值为 1。

3.2  新型无源电力滤波装置

* 概述 

输电及配电系统是运行于固定频率的正弦波电压及电流

波形下 ：然而非线性负荷一如 ：晶闸管、变频器、电弧炉接

入系统会产生大量的谐波电流而导致系统电压及电流畸变。

无源电力滤波装置是消除电力系统谐波 畸变的最佳方

法，同时在基波频率产生无功功率。

典型的无源滤波装置回路包含三种最为常见的谐波 (5

次、7 次、11 次 ) 频率。无源滤波装置装在由钢板制成的

柜壳内，每台滤波装置还包括一台电磁接触器、热继电器、

电抗器、电容器。通常无源滤波装罝与主配电柜经熔断器的

馈线相连接。无源滤波装罝自动投切的电容器的控制方式可

以相同 ：根据需要的无功功率由功率因子调整器自动投切。

无源滤波装置是根据客户的具体应用要求采用标准器

件设计，这样确保以合理的投资获得最好的功率因子补偿

和谐波滤波特性。

无源滤波装置适用于造纸、轮胎、化纤、纺织、薄膜、

电．池、石化…等行业。

* 技术参数

图 4.5  为 APF 运行时电压／电流波形及总谐波失真波形图

* 关于有源电力滤波装置应用中的治理方式

分集中治理与就地治理二种方式。

其一集中治理是针对整个配电网络进行治理，见图 4.6

（a）所示 ；其二是就地治理，见图 4.6（b）所示 ：它是针

对电网中的大功率变频器、晶闸管相控电源、uPs 或中频

炉等非线性负载，针对性对此某支路单独进行治理，此方

式是谐波治理的最佳方案，具有治理效果最好、节能效果

最显著等优点。

图 4.6(a)  所示为集中治理配电网络示意图

图 4.6(b)  所示为就地治理配电网络示意图



176 2021.03·磁性元件与电源 2021.03 PB·磁性元件与电源

征稿邮箱：bigbit@big-bit.com

电源电压为 400V，滤除阶次为 5、7、11 等，柜体

尺寸为 800W×800D×2200H，基波频率为 50Hz，每

柜输出容量 ：93 ～ 23 l1kvar，防护等级为 IP 20，工作

环境温度 ：-10℃ ---+40℃。

相对湿度为 <9 5％，冷却方式为自然冷却及强制冷却，

符合标准为 IEC608 3 1、EN6043 9—1    滤波器阻抗

曲线见下图所示。图中有电电感性和电容性之区别。

* 运行特性与功能特点

无源滤波装置回路由特殊专用电容、电抗组成。无源

滤波装置的电容器在基波频率时产生无功功率，电路根据

要达到的功率因子作补偿设计 ：而电抗器的电感值选择是

与电容器串联谐振对谐波形成低阻抗电路，让大部分的谐

波电流流入谐波滤波器。无源滤波的原理就是用电抗器和

电容器配合形成针对某次谐波的低阻抗通道让该次谐波流

入。

其功能特点为 ：结构简单、成本低廉、运行可靠性较

高 ；无源滤波装置在提供滤波时同时可以提供无功功率补

偿 ；可吸收负载产生该次谐波电流达 80％以上 ；提高功率

因子的同时，降低损耗节省电费 ；提高变压器、电缆、马

达…等用电设备的使用寿命 ；避免 PLC 等电子控制组件因

谐波畸变产生误动作 ；有效避免电力系统与电容器产生谐

振现象。
图 5  示为滤波器阻抗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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