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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模电感阻抗解析
洪冬杰

上海美星电子有限公司

摘  要：共模电感，是设计用来过滤开关电源中共模电磁干扰信号的电感器。本文先通过对共模电感二阶电路模型的建

立，再对影响共模电感阻抗的各个因素逐个进行解析，并给出阻抗的计算公式，从而为磁元器件工程师提供一

种定量分析共模电感阻抗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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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on mode inductors are inductors which designed to filter Common mode interference signal in 

SMPS.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LC circuit model of the common-mode inducto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various factors affecting the impedance of the common-mode inductor one by one, and 

gives the calculation formula of the impedance, providing a method for the magnetic component 

engineer to analyze the impedance of the common-mode indu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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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开关电源通常会产生很多高频干扰信号，分为共模干

扰和差模干扰，其中共模干扰就是输入线对地的干扰。产

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电网串入、周边辐射、地电位异常等，

共模电感应运而生。本文先对一些参数进行解析，再建立

低激励情况下的共模电感电路模型并推导出阻抗计算公式，

最后带入一些实例数据得到阻抗曲线对比图，从图可直观

看出给定数据下特定变量差异对阻抗的影响。

在低激励条件，磁感应强度很小，此时磁芯的主要损

耗是涡流损耗，磁滞损耗很小，本文对此进行了忽略。本

文同时还忽略了绕组的交 / 直流铜损，对于共模电感的工

况来说此项一般是远低于铁损的。

2 磁芯常数

磁芯常数 C1，表征磁芯形状的参数，指定形状和尺寸

磁芯的磁芯常数是 C1 固有属性。不同形状的磁芯有不同

的计算方法，常见的共模电感形状有环形、PK 型、UU 型、

UT 型等。

对于环形磁芯，的计算方法如 (1)

                        (1)

以上式中

Le——等效磁路路径长度

Ae——等效磁路路径长度

he——磁环高度

d1——磁环外径

d2——磁环内径

对于环状磁芯来说，磁芯常数 C1 与磁环的高度和外

径成反比，与内径成正比。

3 复数磁导率

复数磁导率 由两部分构成 ：实部 μ′和虚部 μ″。实

部表征磁性材料储能，虚部表征磁性材料损耗。可通过 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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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列方式、几何形状、绝缘介质等都有关系。一般大小

都在几 pF 到几十 pF，分布电容对阻抗最大的影响是自谐

振频率 (SRF) 大小。降低电势差可有效减小分布电容，常

用的方法有加屏蔽、Z 型绕法、增加绝缘介质、分段堆叠

绕制、单层绕制等。

自谐振频率 (SRF) 是指电感在此频率时呈现高阻态，

低于谐振频率时电感呈感性，高于此谐振频率时电感呈容

性。对于一般差模储能电感和变压器来说是要避免工作频

率接近自谐振频率的，因为此时磁芯已经失去电感储能和

激磁作用，但对于共模电感来说，反而可以利用其高阻态

来滤除高频干扰信号。

5 二阶电路模型和阻抗计算公式

电路模型采用电感 Ls 与磁芯损耗 Rs 串联，再与分布

电容 C 进行并联的 RLC 二阶电路模型，如图 3。

20966-2006 指导的绕线测量法或短路同轴测量法可以测

出指定材质在不同频率下的实部 μ′和虚部 μ″。复数磁导

率 是材料的固有属性，与原材料配比和烧结工艺等相关，

不同磁芯厂家之间都会有较大区别。以图 1 某磁芯厂家样

本书给出的复数磁导率曲线图为例，可以看到实部在一定

频率后开始显著下降，而虚部随着频率先升后降。

图 1   复数磁导率

另，复数磁导率 、磁感应强度 、磁场强度 、绕组

电流 和感应电压 的相位关系如下图 2，其中 δ 为损耗角。

图 2   相位关系图

4 绕组分布电容和自谐振频率

绕组分布电容 C 又称为杂散电容或寄生电容，与绕组

图 3   二阶电路模型

图中 Rs 是磁芯损耗等效出来的损耗电阻，可由复数

磁导率的虚部 μ″计算。Ls 是电感的感量值，可由复数磁

导率的实部 μ′计算，阻抗计算公式推导如下。

                                                                    （2）

         

                                                                          （3）    

                                                                    （4）

将公式 (3) 和公式 (4) 带入公式 (2) 即可得到阻抗 的

计算公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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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以上式中

ω——角频率（2×π×f，rad/s）

N——线圈圈数

μ″——复数磁导率虚部

μ′——复数磁导率实部

μ0——真空磁导率（4π×10-7H/m）

C1——磁芯常数，m-1

C——绕组分布电容，F

Re——阻抗实部

Im——阻抗虚部

图 4 为实部 Re、虚部 Im 和阻抗的模 |Z| 随频率变

化的曲线图（实际模 |Z| 最大值和虚部为 0 时有可能有轻

微角度差，对于整体来说可以忽略不计）。

图 4   Re、Im、|Z| 随频率变化曲线图

从阻抗 的表达式中可以看到，在共模电感阻抗设计

选材时要考虑的变量是磁芯常数 C1，复数磁导率 ，分布

电容 C，圈数 N。

令公式 2 中虚部为零，此时电感发生谐振，阻抗 |Z|

最大。

          （7）

化简如下

                      （8）

120010008006004002000

kHz

μ′

μ′ = A + B kHz
C kHz^2 + D kHz^3

图 5   μ′拟合曲线图

120010008006004002000

kHz

μ"

μ" = E + F kHz
G kHz^2 + H kHz^3

图 6   μ″拟合曲线

将拟合出来的回归方程代入方程 1，再利用数学软件

进行偏导计算 ，通过判断偏导结果即可

知道谐振频率与各个变量之间的变化关系。

解公式（8）得出的频率 f 就是谐振频率。

要注意，μ′和 μ″是基于频率 f 的变量，会随着频率

f变化而不断变化。因此需要对它们进行拟合才能进行运算。

拟合的方法有很多种，图 5 和图 6 是采用一元三次方程进

行拟合，也可提高次数，次数越高，拟合越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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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圈数差异

分 布 电 容 C=8pF， 采 用 T18×10×10 磁 环，

C1=1.07mm-1。一组圈数为 N=100Ts ；另外一组

圈数为 N=60Ts，见图 8。

图 8   圈数差异对比图

6.3  磁芯常数差异

圈 数 N=100Ts， 分 布 电 容 8pF。 一 组

T18×10×10 磁 环，C1=1.07mm-1 ； 另 一 组

T18×10×7 磁环，C1=1.53mm-1，见图 9。

图 9   磁芯常数差异对比图

6.4  分布电容差异

圈 数 N =100T s，T18×10×10 磁 环，

C1=1.07mm-1。一组分布电容 C=8pF ；另一组分

布电容 C=12pF，见图 10。

图 10   分布电容差异对比图

7 结论

通过以上给定的几组对比图可以发现，谐振前低

频段阻抗主要还是取决于实部 μ′。

而对于谐振点来说，加大圈数会提高谐振阻抗，

但代价是更低的谐振频率，因此当圈数过多的时候必

须要考虑谐振问题。同内外径的磁环，减小磁环高度

可以获得更高的谐振频率，但会牺牲阻抗值。分布电

容则主要影响谐振位置，电容越小，谐振频率越高。

图 7   材质等级差异对比图

6 阻抗 |Z| 的曲线对比图

6.1  恒功率充电器充电过程

圈 数 N=100Ts， 分 布 电 容 C=8pF， 采 用

T18×10×10 磁环，C1=1.07mm-1。一组为 7K 材

质 ；另一组为 12K 材质，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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