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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DC/DC变换器PCB设计及其伺服电机

系统运行中实现低EMI的新举措
About the design of PCB of DC/DC converter and the new 

measure of low EMI in the operation of servo motor system

叶云燕

摘  要：本文将关于DC/DC变换器PCB设计及其伺服电机系统运行中实现低EMI的新举措等解决方案作分析研讨。与此同时

有必要应首先对伺服电机系统新理念与选型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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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PCB design of DC/DC converter and the new measures to achieve low EMI in the 

operation of servo motor system are analyzed and discussed.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explain the new concept and selection of servo moto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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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与驱动技术创新是助力智能工厂创新升级的核

心要素，也是数字化、智能化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设施，

伺服电机的性能更是智能工厂创新升级的关键技术之一。

在伺服电机及其 DC/DC 变换器 PCB 设计领域已深耕多

年并积累了大量成功经验，拥有着完整的伺服电机系统连

接解决方案及创新的定制化产品。由于伺服电机系统及其

低 EMI DC/DC 变换器 PCB 设计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系统。特别是伺服电机运行过程与低 EMI DC/DC 变换器

PCB 设计中会产生多种电磁干扰问题 , 从而造成智能化设

备与伺服电机系统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毀。为此在掌握助

您“智”胜未来与最新的伺服电机系统与连接器解决方案

的同时，很重要的是对 DC/DC PCB 设计及其伺服电机

系统运行中实现低 EMI 中所迂到挑战作出应对。

据此本文将关于 DC/DC 变換器 PCB 设计及其伺服

电机系统运行中实现低 EMI 的新举措等解决方案作分析研

讨。与此同时还有必要应首先对伺服电机系统新理念与选

型作说明。

1  伺服电机系统新理念

伺服电机系统是闭环系统中的一个电子装置，为伺服

电机的运行提供电流和电压。闭环系统包括伺服驱动器、

伺服电机和反馈装置，可接收模拟或数字信号指令。

伺服驱动器可选用各种电压和电流额定值，且可提供

位置、速度和扭矩控制功能。使用伺服驱动器可控制各种

类型的伺服电机，包括交流电机、直流电机、有刷电机、

无刷电机、旋转电机或直线电机。反馈装置可以是电位

计、霍尔传感器、转速计、旋转变压器、编码器、线性传

感器或任何其他适用的传感器。伺服驱动器用于给电机供

电，并比较反馈数据和命令，以验证伺服电机是否按照命

令运行。 命令信号可来自各种命令源，最常见的命令源有

PLC、CNC 或运动控制器。其图 1（A）为伺服电机系统

新理念架构图，而图 1（B）是伺服电机系统应用示意框图。

图 1(A)  为伺服电机新理念架构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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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B)  伺服电机系统新应用示意框图

伺服驱动器的两个主要元件为功率级和伺服回路，常

见于所有伺服驱动器之中。驱动器功率级从交流或直流电

源的输入功率开始，并在 H 桥配置中利用晶体管向伺服电

机供电。晶体管充当开关，使电压和电流沿任意方向流经

伺服电机，从而正向或反向运动。

伺服回路可根据输入命令信号提供电机的比例控制。 

简单的伺服驱动器可包含用于控制扭矩的单个伺服回路。

更先进的伺服驱动器可增设速度环，并且还可以包含位置

环。在完整的伺服驱动器系统中，运动控制器发出的数字

信号将命令所需的运动轨迹利用这三个伺服回路来优化性

能。每个环路向后续环路发送信号，并监测适当的反馈元件，

从而进行实时更正，以匹配命令参数。

伺服驱动器可用作 ASIC 芯片，电子设计工程师可将

其集成到定制的控制平台中，或直接连接整机装配单元。

此外，伺服驱动器可与各种 I/O 和安全元件一起集成到运

动控制器中。

2  关于伺服电机及其系统选型指南

* 若需要知道对驱动器的电流和电压要求 , 则应输入

您的规格，以搜索和比较产品，并使产品选择器工具确定

最适合您需求的产品。为特定应用选择伺服电机时需要考

虑多个方面，如所需的速度、扭矩或者力、运动轨迹、可

用物理外壳和环境因素。这意味着所选择的电机解决方案

必须满足负载扭矩和速度的要求，适应可用空间，并在应

用所处的环境条件下性能符合要求。

伺服电机是让负载进行运动（移动、加工、提升、检

查等）的综合机制的一部分。伺服电机是提供所需扭矩、

力和速度（所需负载点）来执行给定功能的力量所在。确

定这些需求最快最可靠的方式是采用电机选型工具，计算

电机所需的负载点，分析有关负载、传输元素和运动轨迹

的信息，以便从匹配负载参数的电机数据库中选择电机。

确定初始负载时，选型工具检查最优解决方案，并根据所

需的扭矩、速度、惯量比以及从电机额定值获取的裕量，

缩小电机选择范围。伺服电机的物理尺寸主要取决于其连

续的转矩产生能力，其中包含电机直径和长度。小直径的

较长电机与较短、较大直径的电机具有相同的扭矩。实现

功率要求的另一种方法是使用较小的电机，通过齿轮头增

加扭矩，或应用替代技术——如平面锤、直接驱动伺服电机、

无框电机或电机套件或直线电机。每一种技术都有不同的

形式，可以满足特定的空间需求。

* 境因素可以在几个方面影响电机的选择。在大多数

应用中，电机的工作环境温度是低于电机的额定温度的（通

常为 40℃）。电机自身产生规定的热量（基于制造商指定

的连续额定值），而这些热量由绕组的温升和线圈的最高

温度来表示。例如，如果电机额定在 40℃环境温度下产

生 10 磅英尺的扭矩，且在 50℃环境温度下有 130℃温升

和 170℃最高线圈温度，则当电机在 10 磅英尺额定值下

连续运转时，最高线圈温度将超过 170℃。在这种情况下，

电机的连续扭矩将减小，除非选择更大的电机。更特殊的

环境可能需要定制解决方案，包括替代材料、特殊密封结构，

或其他修改。在外太空、高海拔甚至潜水环境等极端条件下，

电机性能可能会受到不利影响。

从而也伴随而来的是，在 DC/DC PCB 设计及其伺

服电机系统运行中实现低 EMI 中所迂到挑战作出应对。

3  关于伺服电机系统与 DC/DC 变换器 PCB 设计

实现低 EMI 的有效举措

为此将该二大问题先后作解析。而重点是对低 EMI 

DC/DC 变换器 PCB 设计中的挑战作阐述。

由于伺服电机系统及其低 EMI DC/DC 变换器 P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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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噪声源离连接器和电缆越远越好，见图 2 所示。

但实际上，通常会根据机械尺寸提前定义好 PCB 尺

寸和电缆连接器的位置。另外，在 PCB 的某些区域中，

最大元器件的高度可能非常有限，还有可能无法双面组装。

这时，需仔细布局元器件的位置和 PCB 走线，尤其针对

伺服电机驱动器或设备制造等高标准行业。

那么对上述挑战如何应对呐？即实现低 EMI DC/DC

变换器 PCB 设计是最关心的要点。

* 实现低 EMI DC/DC 变换器 PCB 设计中的有效举措

应该它是 3D PCB 视图 - 布局是电路的一部分 其一

是布局规划  为避免直接将 DC/DC 变换器中的电场磁场

耦合进连接器和电缆，电路应务必尽远离 PCB 连接点布

置（见图 3 所示）。

设计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系统。值此先对 DC/DC 变换

器 PCB 设计实现低 EMI 的有效举措作研讨。

3.1  低 EMI DC/DC 变换器 PCB 设计中的挑战

* 由于每个开关电源都会产生宽频带噪声，所以，想

要将电路板网络中 DC/DC 变换器集成到伺服电机驱动器

或设备控制装置中的同时，还能满足汽车 OEM 的 EMC

标准，简直是难上加难。通常，DC/DC 变换器和其他高

速电路的噪声会通过有效天线路径的连接电缆传播辐射。

为了阻断这些潜在辐射路径，就需要在每个电缆连接处过

滤掉噪声。因为只有噪声源的磁场和电场没有耦合到滤波

器件或电缆中时，此种滤波才有效。在近场环境中，场强

的下降与距离平方的倒数成正比 (1/d2)，见图 2 所示。因

此，噪声源、滤波器件和连接器之间必须有一个最小距离。

图 2  噪声源离连接器和电缆越远越好

图 3  所示为实现低 EMI DC/DC 变换器 PCB 设计中的有效举措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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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3 可知，距离或额外的屏蔽能降低电磁兼容滤波

器、连接器和电缆的场强。可以考虑用屏蔽代替距离！最

好至少使用 4 层板、两端贴片的 PCB，这样，DC/DC 电

路和滤波器件就可以放在板子的反面。其中，至少有一层

应为全部的 GND，以便最大限度地降低噪声源到滤波电

路的交叉耦合。在 DC/DC 电路必须非常靠近连接器的系

统中，一定要在设计早期考虑好有效的屏蔽。散热片有时

也可以用于屏蔽。理想情况下，电感、带功率 MOSFET

的 DC/DC IC 及其去耦电容都应放在屏蔽层的下方。

其二是 PCB 布局指南  在降压变换器中，主要场源有：

高 di/dt 环路（热环路），由两个电源开关和输入电容组成，

辐射宽带磁场 ；功率 FET 与电感之间的开关节点，带有强

电场辐射 ；电感，辐射电场和磁场。

交流磁场通过固体金属区域屏蔽，允许感应涡流。由

于其高导电性，所以铜非常有效。PCB 中返回固定电位的

电位差路径中的任何导体都能有效地屏蔽电场辐射。任何

高 di/dt 环路都会辐射与环路面积和电流幅度成比例的磁

场。将输入电容靠近两个电源开关，并使用低阻抗连接，

以最大限度地减小天线环路面积。

为了进一步减少来自该回路的磁场，需要在电源开关

处对称放置两组电容。理想情况下，两个回路中的峰值电

流为原始值的一半，能将磁场降低至 6dB。而且两个环路

的方向相反，可以进一步减少辐射磁场。

在 DC/DC 电路的下一层中应该有一个完整的 GND

区域，且间隔需小于 100μm。在此铺铜区域中，流过电

路元器件和 PCB 走线的高 di/dt 电流会产生涡流。涡流

与元器件侧的原始电流相反，它们的磁场会抵消原始磁场。

如果涡流能够在最近的距离内对元器件侧的高 di/dt 回路

电流进行镜像，则效果最佳。这可以减少来自 PCB 元器

件侧的磁场辐射。在理想情况下（超导、零距离且两个环

路完美匹配），辐射将被来自涡流的磁场抵消。

由上分析该图 3 所示实现低 EMI DC/DC 变换器

PCB 设计中的有效举措，应该说它是 3D PCB 视图 - 布

局是电路的一部分，也是 一种多层 PCB 的 3D 视图概念

的应用。

3.2  伺服电机系统运行过程中消除与降低 EMI 的解

析

对于伺服电机系统运行过程中消除与降低 EMI 的解析

问题，本文在此重点仅对伺服电机系统运行过程中 EMI 的

引发作分析。

3.2.1  伺服电机系统运行过程中 EMI 的引发

应该说由脉冲驱动信号引发的设备的电磁干扰首先应

说明二个问题 ：一是脉冲驱动信号的特性 ；其二是脉冲边

沿过电压。

关于脉冲驱动信号的特性问题。为了减少设各成本，

驱动脉冲逆变器采用快速开关来驱动脉冲使其具有几纳秒

的上升和下降时间，从而将这些信号的频谱扩展到几兆赫

兹。这些短边沿驱动脉冲是各种问题的主要来源。以下是

由尖脉冲驱动信号或相关引起的一些问题 ：电动机轴承损

毁 ；过电压和关联绝缘损坏 ；电力线和地线中的高电平传

导电磁干扰 ；地平面中高电平电磁干扰电流引起的电气过

载 (EOS) 问题 ；来自电缆的高水平辐射电磁干扰 ；机械噪

声及电动机过热。

关于脉冲边沿过电压引发的设备的电磁干扰。

过电压不仅会引起压筋的损害，还会压迫电缆和电动

机内部线圈的隔离层，除此以外，还会引起电压控制驱动

电流损坏，电动机过热和噪音问题，这还没包括其他不严

重的影响。用标准绝缘的电动机终端的脉冲电压不能超过

1350V。

仅关注伺服电机系统损坏或伺服电机上高频驱动信号

过电压方面的问题是不够的。电动机不是单独工作的一它

们安装在设备上，而这些设备可能对电动机产生的电磁干

扰敏感。

那么确定伺服电机系统及设备的电磁干扰的理念是什

么呐？

其一、电子设备收到强电磁波时，电路中会感应到不

想要的电流，这会产生非预想的操作或对预想的操作形成

干扰。如果外部施加的能量过于强大，电子设备可能会损坏。

外部电磁波造成的这些干扰称为电磁噪声干扰，而造成干

扰的电磁波称为电磁噪声。

其二、通常，随着电子设备的密集度增加，噪声源和

噪声受体之间的距离在缩短，而噪声干扰的程度在上升。

此外，随着电子设备的性能提升，工作电路频率增加，会

产生更高频率的噪声，扩大了受影响的频率范围。而且，

由于电子设备的省电功能，更多的电路可以按更低的电压

运行，这样低能量噪声影响的情形在增多。今后随着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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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设备进一步的高密集化、高性能化及小型化，预期噪声

干扰问题会更加严重。根据上述伺服电机系统运行过程中

EMI 的引发如何应对呐？

3.2.2  消除与降低伺服电机系统中的 EMI 有效举措

* 通常有效的举措是，在电源上使用电源线滤波器是

兼容性设计的主要方法，这是大多数伺服电机系统应用方

案。这有助于取得电磁兼容性。

* 对于“系统内 EMC”， 伺服电机系统或智能化设备

自体中毒。没有任何外部噪声，电子设备本身就可能出现

噪声干扰。电子设备内部电路中产生的噪声可能会干扰电

子设备本身内部的其他电路。这称为系统内 EMC。例如，

如果手机设有内置数字电路，数字电路的噪声会令手机的

接收器性能下降（降低接收器灵敏度）。这种情况下，噪声

源和噪声受体之间的距离明显小于常规噪声源之间的距离，

会产生更严重的干扰。视具体情形而定，提供的噪声抑制

水平要远比噪声规定的限制更加严格。

4  小结

如果采取了以上的办法之后还是不能够奏效，那么继

续所作干扰的隔离，是指从电路上把干扰源和易受干扰的

部分隔离开来，使他们不发生电的联系。通常是在电源和

控制器等放大器电路之间在电源线上采用隔离变压器以免

传导干扰，电源隔离变压器可应用噪声隔离变压器，能够

有助于整个工业界提高设备的可靠性，延长它们的使用寿

命并减少运行成本。

视频录像管理、视频回放和媒体转发业务，充分利用云存

储高可靠硬件和网络。安防云存储由于其使用场所、用户

的固定性以及用户对视频高效应用的要求，一般都会采用

码流直存的方式，从而简化系统的架构，降低故障点，提

升系统部署的效率以及运维成本，而且云存储一般也是架

设于专网之中，更能保障录像的质量。

近年来，网络安全事件频频发生，如何保障用户信息

安全成为云存储发展的关键。特别是安防行业，无时无刻

不在产生大量的数据，日积月累后形成海量的数据，而且

这些数据对安全性的要求极高。互联网的数据传输环境比

较复杂，对于专业安防中高码率视频数据传输的要求不能

很好匹配，为适应庞大用户不同的使用场景，一般会采用

宽带自适应功能，即当带宽条件较差时，为保证视频传输

的顺畅，会适当压缩、降低视频质量，这在专业安防行业

中是很难接受的，安防监控系统必须保证视频图像的传输

质量以及控制响应速度。

安防存储厂商要做好安防云存储，还需要不断自我提

升，满足专业用户的多样化需求、保障存储的安全性 , 促

使整个安防云存储的价格更加具有市场竞争力，安防存储

厂商才能在市场竞争中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目前云存储

在平安城市、智能交通等大行业市场以及基于公有云架构

的民用市场已经得到应用。可以预见，随着越来越多基于

海量数据的高清视频监控业务应用依托云存储架构解决方

案，云存储在安防领域未来的市场应用将更加宽广。

7  结束语

总之，智能化安防技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

21 世纪信息技术的腾飞已迈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智能化

安防技术与计算机之间的界限正逐步消失，没有安防技术

社会就会显得不安宁，世界科学技术的前进和发展就会受

之影响。智能化安防技术的测量必须依据国家安全标准和

相关规范的方法正确执行，并以相关的规定标准极限参数

作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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