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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高效产品更高性能优化设计的有效举措
Effective measures to achieve higher performance

 optimization design of efficient products

吴康

摘  要：本文将对影响智能化设备的屏蔽性能不佳、电缆穿透了屏蔽体、电缆屏蔽的端接太差、滤波性能差等原因与消

除降低EMI实现高效产品更高性能优化设计有效举措作分析研讨。而其重点是：印刷电路板的设计中的挑战与印

刷电路板噪声分析；印刷电路板运行特征与应对解决方案等作研讨。

关键词：电磁干扰，辐射发射，屏蔽，滤波器拓扑，铁氧体扼流圈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shielding performance of the intelligent equipment is not good, the cable 

penetrates the shielding body, the cable shielding end is too poor, the filtering performance is 

poor, and the effective measures to eliminate the reduction of EMI and realize the optimization 

design of efficient products with higher performance are analyzed and discussed.And its focus is: 

PCB design challenges and PCB noise analysis;Printed circuit board oper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solutions for research. 

Keywords: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radiation， emission shielding， filter topological， fer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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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全球发展形势多变，面对越来越紧迫的碳达峰碳中和

挑战，如何在降本增效的同时迈向碳中和，化挑战为机遇，

已成为众多企业的关注焦点。通过绿色创新技术和数字化

转型方案提升企业的韧性和效率，促进实现高效和可持续

的双赢。在伴随共同探索数字化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实现路径新热点同时，很重要的提高智能化设备的质量与

可靠性。   

这是因为智能化设备的质量与可靠性均与大多数的电

磁兼容 (EMC) ／电磁干扰 (EMI) 问题有关，都是因为屏

蔽性能不佳、电缆穿透了屏蔽体、电缆屏蔽的端接太差、

滤波性能差等原因造成的，而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印刷电路

板 (PCB) 的布局和堆叠设计不当。其因是在从事产品电磁

兼容设计所涉及符合性设计的要素问题的讨论中，这是最

常见的设计问题。这些问题通常包括印制电路板 (PCB 板 )

设计、电缆、屏蔽和过滤。从中发现必须对这些常见的设

计错误必须给予高度关注，只有这样才会使得合规验证失

败的风险更低，从而降低项目的成本，避免进度的延误。

值此将对影响智能化设备的屏蔽性能不佳、电缆穿透

了屏蔽体、电缆屏蔽的端接太差、滤波性能差等原因与消

除降低 EMI 实现高效产品更高性能优化设计有效举措作分

析研讨。而本文其重点是 ：印刷电路板的设计中的挑战与

印刷电路板噪声分析 ；印刷电路板运行特征与应对解决方

案等作研讨。

1  关于印刷电路板的设计中的挑战

1.1  印刷电路板的传播电磁波明存在

实现产品电磁兼容／电磁干扰 (EMC ／ EMI) 性能的

符合性验证，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印刷电路板的设计。

印刷电路板必须从物理的角度进行设计，其最重要的

考虑因素应该是高频信号、时钟和配电网络 (PDNs) 必须

被当作传输线来进行设计。这也就意味着那些被传递的信

号或能量是以电磁波的形式进行传播的。其中，配电网络

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因为它在携带直流电流的同时，

还必须要能够以最小的开关噪声为开关瞬态信号提供能

量。配电网络的特性阻抗会被设计得非常低 ( 其典型阻抗

为 0.11 ～ 1.0 欧姆 )。另外，其信号线则通常被设计成特

性阻抗为 50 ～ 100 欧姆的情形。

从电路理论的概念和场的理论观点出发，一个成功的

印刷电路板设计可以从这两种观点上进行解释和说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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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理论认为，电流在一个回路中循环，从源到负载，然后

返回到源。在许多失败的产品设计中，电流的返回路径没

有得到很好的规划设定，在某些情况下，该路径就被破坏

了。而电流返回路径中出现的中断或者间隙是造成辐射发

射、辐射抗扰度和静电放电符合性测试失败的主要原因。

相应地，印刷电路板上的两块金属之间会有电场存在，

例如 ：返回平面 ( 或走线 ) 上的微带。如果其返回路径被

破坏，那么电场线就会到终结在附近最接近的金属上，而

不太可能是终结在你希望的回程上。当返回路径未被规划

设定时，电磁场将被“泄漏”到整个介质区域中，从而导

致共模电流在整个电路板上的流动。与此同时，它还会导

致时钟或者其他的高速信号被交叉耦合到同一介质中的数

十根其他的电路走线上。图 1 显示了某个在信号走线和返

回平面 ( 或走线 ) 之间的介质中传播电磁波。

的便宜预放能带来附加 10dB 的测试范围。

采用频谱仪探测连接器管脚，预放和高带宽无源探头

显示了在感兴趣频点电缆的最小能量脱离了控制印刷电路

板。结论是控制印刷电路板自身的直接辐射是问题的起因。

采用频谱仪测试 SDRAM 时钟可以确定三个最有问题

峰值的起因 ：所有谐波都来自 42MHz 时钟。接口中的数

据和地址线在这些频率上也会产生发射，尽管由于信号低

频分量和变化的工作周期，发射会淹没在频谱中。 

* 印刷电路板运行特征分析

运行特征实际上是印刷电路板原理图分析。印刷电路

板的目视检查看起来没问题，可能缺乏一些地缝孔，但问

题并非完全呈现出来。只有当详细检查文件时，许多问题

才会变得明显。

尽管印刷电路板采用了 4 层板，但看起来没有得到充

分利用，因为在任意层上没有连续的完整平面或确定的共

面参考走线。在这种情况下，没法确定高频电流的回流路

径，导致高频回流电流按照自己不受控制的路径流动，这

个路径会利用寄生电容实现最小化与外部走线的环路面积。

以图 2 中标黄的 SDRAM 时钟走线为例。

图 1  沿着微带线和参考平面传播的电磁波

这其中既显示出了信号走线和返回平面 ( 或走线 ) 中

流动的传导电流，又显示出了穿过介质的位移电流。信号

波波前的传播速度与光速成一定的比例，其具体情况则取

决于介质材料的介电常数。在空气中，信号传播的速度大

约为 12 英寸／ ns。而在典型的 FR4 介质材料中，信号

波的传播速度大约只是它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的一半，即 6

英寸／ ns。

1.2  印刷电路板噪声分析与运行特征

* 采用直径为 15mm 的环形探头进行近场探测，在电

路板附近测到一些噪声。然而，如果改为在印刷电路板附

近采用 1cm2 的容性板状探头，电源和电缆组装表明目前

噪声最多的区域为 CPU ／ SDRAM 产生的从 84MHz( 时

钟 ) 到 1 ～ 2GHz 宽带谐波干扰。为这种探测采用预放是

一种实现低噪底的好方法。集成在频谱仪中或者置于外部

图 2  为从 CPU 到 SDRAM 的时钟走线

考虑到在相邻层没有常规地或者参考平面，回流电流

会流向哪里呢？也没有共面走线一直伴随着时钟直到 CPU

终端 ( 左边 ) 的驱动。只考虑这个非常重要的走线，对回流

路径进行了折衷处理。你也可以在这个 CPU 和 SDRAM

接口上看到几根其它走线。

因此，虽然印刷电路板可能通过设计规则检查，该检

查就像一个自动操作，但是设计规则检查并不关心或理解

电磁兼容和信号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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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路径的缺失将会导致电磁场向周围介质区域泄露，如图

4 所示，这些泄露的电磁场会耦合进入到其他的信号过孔

中，或者从电路板的边缘处被辐射出去。

值此仅例举二个更好应对 PCB 挑战的应对的解决方

案示意。

其一、见图 5 的一个更好设计方案示意。

2  应对印刷电路板的设计中的挑战与噪声的解

决方案

2.1  对配电网络的设计

对配电网络的设计而言，它不仅要求采用大容量的，

也要求使用去耦的“储能”电容器。其中，大容量的电容

器 ( 其典型的电容参数取值为 4.7 ～ 10µ 被放置在靠近电

源输入连接器的位置，而去耦电容器 ( 其典型的电容参数

取值为 1 到 10nF) 则通常被放置在最接近那些最嘈杂的开

关设备的地方。不仅如此，最重要的是，要用最小的走线

长度将电源引脚和信号返回平面连接起来。理想情况下，

所有的去耦电容器都应该被安装在 ( 或接近 ) 连接过孔的

地方，对每个电容器，都应该使用多个过孔以降低串联的

电感。

以某个单一平面为参考的信号或者电源走线将始终有

一个规划设定好的返回到源的返回路径。图 3 显示了电磁

场是如何保持在返回平面两侧的介质中的情形。为了清楚

起见，介质没有在图中被显示出来。

图 3  为穿过某个单独的参考平面的信号走线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信号穿过了两个参考平面，事情就

会变得复杂得多。如果这两个平面具有相同的电位 ( 例如，

两者都是返回平面 )，那么可以在靠近信号穿越地点的附近

简单增加一些连接过孔 ( 见图 4 所示 )。这些将会形成一个

很好的、返回到源的设定路径。

图 4  可以在靠近信号穿越地点的附近简单增加一些连接过孔

但是，如果这两个平面的电位是不相等的，那么就必

须在非常靠近信号过孔的地方设置电容器。预先设定的返

图 5  所示为一个更好的设计

图 5 为一个具备良好电磁干扰 (EMI) 性能的六层印刷

电路板堆叠方案。每一个信一个邻近的返回平面，电源和

电源返回平面也是相邻的。其中，我们取消了一个信号层，

但我们可以看到电源和电源返回平面处于相邻的位置，而

每个信号层都有一个相邻的信号 ( 或电源 ) 返回平面。当

然，在两个返回平面之间设置多个过孔进行连接也是一个

很好的方法，它可以确保返回到源的路径是阻抗最低的路

径。因此，使用这个设计或者类似的设计方案，其电磁干

扰 (EMI) 方面的性能将会获得显著的提升。在许多情况下，

简单地重新安排其印刷电路板中各层的堆叠方式就足以让

产品通过发射测试了。

其二、还包括将所有的电源和输入／输出 (I ／ O) 连

接器沿板的一侧边缘放置。这样将有助于减少连接器之间

的高频电压降，从而使电缆的辐射降到最小。此外，将数

字、模拟和射频电路分开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因为这会

减少噪声和返回平面上的敏感电路之间的交叉耦合。当然，

高速时钟，或者类似的高速信号，还应该在尽可能短并尽

可能直接的路径下运行。这些快速信号不应该印刷电路板

边缘长距离运行，也不应该穿过附近的输入／输出 (I ／ O)

或者电源连接器的位置。

2.2  应对印刷电路板噪声解决方案

既然我们知道发射从何而来，那么在改动不大的前提

下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采用连续的高频回流平面对印刷电路板重新布局，是

比较有效的举措。为此可以采用以下三种方案进行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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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打开 SDRAM 接口的扩频时钟。改变 CPU 的

锁相环设置到时钟向下扩谱的 1％，以减少某个特定频率

的能量。这项措适不总毙适用，并不能完全依靠它，但它

还是有些作用的。

其二、改变 SDRAM 时钟驱动，从 2 变到 3，以减小

输出时钟颁率，将高能量谐波降低到 B 级限值中 230MHz

拐点以下，并增加关键区域发射的余量。

其三、添加安装孔附近的顶面铜以及在显示区域添加

铜带。

在产品固件内实现 l 和 2 相对容易完成，有助于在源

头减少产生发射的能量，这是解决电磁兼容问题最有效的

方法。那对于最后一个呢？它是一个有用的诊断工具，它

是处理电磁兼容问题最后才寻求的武器。此时许多厂商现

货供应的产品是可用的好产品。

在这种产品中，LCD 面板具有金属背板 ( 可能是结

晶表面的镀锌板 )，该背板在印刷电路板的噪声走线上涂

有导电涂饰剂。铜带背后的理念是从印刷电路板，辐射场

-LCD 面板背面一印刷电路板地提供低阻路径。

选取未修改前面板的截面 ( 见图 6 显示预测的噪声电

流前面板的截面 )，能预计看到射频电流沿着印刷电路板和

显示屏之间的寄生电容流动，因为高频电流选择最低阻抗

路径流回到激励源。沿着这些电容流动的电流产生了辐射

场，辐射发射测试装置中的天线和接收机能够接收到这些

辐射场。减少或控制这些电流，你能够减少传递到测试系

统中的总能量，从而改善你的测试结果 ! 这就是在能的辐

射电路走线附近放置镜像平面的概念，从而消除辐射场。

少噪声电流水平，但我们至少能给它们更确定的路径。虽

然这不会完全消除辐射场，但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小它。

图 6  显示预测的噪声电流前面板的截面

当然，这发生在三维，有点难以想象其具体的可视化

情况。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最终的修改。采用添加铜带连接

金属 LCD 背板到印刷电路板 ( 图 7 采用铜带修改的前面板

截面 )，可以减少和控制了回流路径阻抗。虽然我们不会减

图 7  采用铜带修改的前面板截面

3  消除降低 EMI 实现高效产品更高性能优化设

计有效举措

3.1  屏蔽

与屏蔽外壳相关的两个问题是使所有的部件彼此都很

好地搭接在一起，并在允许电源或者输入／输出 (I ／ O)

电缆穿透它的同时，也不会导致共模电流的泄漏。完成金

属薄板之间的搭接可能需要专门的电磁干扰 (EMI) 衬垫或

者其他的一些搭接技术。当其最大尺寸接近半个波长的时

候，屏蔽外壳上的缝隙或者孔洞变成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 电缆穿透屏蔽  在追踪研究辐射发射问题原因的时

候，发现其中的首要问题就来自于电缆辐射。电缆之所以

会造成电磁辐射，其原因就在于它们在穿透屏蔽外壳的时

候没有经过一些特殊的处理，即要么将电缆的屏蔽层与金

属屏蔽外壳进行搭接，要么在输入／输出 (I ／ O) 或者电

源连接器上使用共模滤波器 ( 如图 8 所示 )。这种情况之所

以经常发生，就是因为现在的大多数连接器都是直接固定

在印刷电路板上，然后通过屏蔽外壳上的孔洞穿透屏蔽外

壳的。一旦电缆被插入连接器，它就是在“穿透屏蔽”，随

之而来的最常见的后果就是造成电磁干扰。

图 8  为在输入／输出 (I ／ O) 或者电源连接器上

使用共模滤波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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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8 可知 ：电缆穿透屏蔽外壳会导致屏蔽失效。这

个例子显示了外部的电源是如何在输入／输出 (I ／ O) 电

缆上感应出噪声电流的，而这些噪声电流有可能会对内部

电路造成破坏。反之也会如此，即内部的噪声电流会随电

缆流出屏蔽壳，并导致电磁发射的相关问题。        

当然有四升组合或者情形是必须予以考虑的 ：屏蔽或

者非屏蔽的产品，屏蔽或者非屏蔽电缆。对消费／商业产

品而言，电源线电凌通常都是没有屏蔽的，因此需要在电

源线穿透屏蔽外壳或者在印刷电路板的连接器的位置处安

装电源线滤波器。对屏蔽电缆而言，必须将电缆的屏蔽层

搭接到产品的屏蔽外壳上(最理想的情况是360°的连接)。

如果产品没有屏蔽外壳，那么就必须在电源线穿透外壳或

者在印刷电路板的连接器的位置添加一个滤波。

3.2  滤波

滤波器以及其它的瞬态保护产品在电源和输入／输出

(I ／ O) 连接器上是非常重要的。典型的是共模拓扑结构。 

大多数信号级的共模扼流圈都可以获得其表面贴装的封装

形式。相比之下，因为要处理电流，所以电源 ( 功率 ) 扼

流圈要大得多。根据其适用的额定电流的高低，我们可以

获得表面贴装型或者过孔安装型的电源扼流圈。许多以太

网连接器还会内置共模滤波器。例电源输入滤波器一般都

是为了抑制差模电流和共模电流而设计的。某个典型的拓

扑结构如图 9 所示。

图 9  为某个典型的、用于电源输入滤波的通用滤波器

“X”电容器被设计用来滤除差模电流的，而共模扼流

圈和“Y”电容器则是设计用来滤除共模电流的。图中所

显示的电阻通常是 100 千欧姆，其目的仅仅是将储存在电

容上的线电压排出一部分，以达到某个安全的水平。

对于信号的一般滤波，将其再现于图 10 中，它是五种

常见的滤波器拓扑结构，其选择使用取决于源和负载的阻抗。

铁氧体或者感性的元器件不应与集成电路的电源引脚

串联使用，因为这只会降低该区域的去耦电容器在提供所

需能量方面的能力，它在集成电路输出级的同步切换过程

中，会导致更高的电源噪声。如果要使用它们，应该从大

容量电容器的“上游”位置插入。

* 铁氧体扼流圈  通常会被添加到输入／输出 (I ／ O)

电缆上的一个常见的滤波器件就是铁氧体扼流圈。铁氧体

扼流圈可以是夹紧型的，也可以是与电缆组件一起组装的

固体磁芯。通常，它们会被用作降低电缆发射或者敏感性

的最后手段。

铁氧体扼流圈具有与频率特性相关的阻抗，通常其

阻抗峰值在 100MHz ～ 300MHz 左右。为满足一些更

低频率的应用，某些材料的阻抗峰值会被设计出现在低于

100MHz 的频率范围内。铁氧体扼流圈的最大阻抗可以在

25 欧姆到 1000 欧姆之间，它具体取决于所采用的铁氧体

的材料和扼流圈的类型。

3.3  瞬态保护

为了保护内部电路不受诸如静电放电 (ESD)、电快速

瞬态脉冲 (EFT) 或者电源线浪涌 ( 由于雷击 ) 等电气暂态

信号的影响，应该在所有的电源和输入／输出 (I ／ O) 端

口安装瞬态保护的装置。这些装置会感知到瞬态信号的出

图 10  它是五种常见的滤波器拓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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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并对瞬态脉冲实施“钳制”，将其幅度限制到指定的钳

位电压以下。

信号线路中的瞬态保护器通常必须在它和返回平面

( 或大地 ) 之间并联上一个非常小的电容 ( 其典型的参数取

值为 0.2pF ～ 1pF)。为保证信号的完整性，电容的具体

参数大小要取决于数据速率。对这些硅基器件，我们可以

购买其非常小的表面贴装的封装类型。

电源线浪涌保护所要求的瞬态保护装置通常会大得多，

它们可以有多种类型。气体放电管或者金属氧化物可变电

阻器是其中最常见的，但更大的硅基器件也是可以用的。

4  后话

* 众上所述如果高频信号回流路径很差，你很可能需

要处理辐射发射问题。使你的内层板具有尽可能多的高质

量射频回流路径像电路地，并经常进行接地。尽可能避免

使用自动布线器，至少对关键网络进行手动布线。考虑环

路面积，解耦和传输线。

* 最重要的当然是走开发尖端技术的最前沿。科技的

版图每年都在变化，现在人工智能 (AI) 和物联网 (IoT) 共

同作用，为企业打开了新的市场机遇并创造了令人向往的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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