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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设备电磁兼容试验中EMC故障

诊断处理特征及其应用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tion of EMC fault

 diagnosis and processing in equipment EMC test

吴康

摘  要：本文将从设备电磁兼容试验中EMC故障诊断处理与整改入手对基本特征作研讨，以达到电磁兼容(EMC)工程师或

者产品设计人员从满足各种各样的电磁兼容抗扰度和电磁兼容发射标准的应用。与此同时，以汽车空调鼓风机

EMC问题的诊断及整改为例，对其应用作解析。

关键词：射及传导，屏蔽性，骚扰源，抗脉冲群，控制芯片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EMC fault diagnosis and rectification in EMC test 

of equipment are discussed, in order to achieve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EMC) engineers or 

product designers to meet a variety of EMC immunity and EMC emission standards.At the same time, 

taking the diagnosis and rectification of EMC problems of automobile air conditioning blower as 

an example, its application is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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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数值化和大量计算的普及是技术革新的前沿，它们将

形现代的宇宙，并应用于互联网、5G 和汽车等领域。随

着这些技术的普及应用， 需要对它们进行管理，即这些设

备和系统如何通信 ( 频谱分配、带宽等 ) ？而且它们在辐

射无意发射的同时还会受到电磁干扰，随着更多规范和更

严格要求的颁布，电磁兼容 (EMC) 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

其技术共存是根本。

值此本文将从设备电磁兼容试验中 EMC 故障诊断处

理与整改入手对基本特征作研讨，以达到电磁兼容 (EMC)

工程师或者产品设计人员从满足各种各样的电磁兼容抗扰

度和电磁兼容发射标准的应用。与此同时，以汽车空调鼓

风机 EMC 问题的诊断及整改为例，对其应用作解析。

1  设备电磁兼容试验中 EMC 故障诊断处理基本

特征

根据试验的项目不同，该基本特征涉及到的内容包括：

设备自身工作时的辐射骚扰发射及传导发射超标 ；设备的

抗扰度性能不合格（如静电放电、射频辐射电磁场、电快

速瞬变脉冲群、雷击浪涌、以及由射频场感应所引起的射

频电流注入）等等，见图 1 所示为设备电磁兼容试验基本

理念示意框图。

图 1  所示为设备电磁兼容试验基本特征示意框图

据此对上述设备电磁兼容试验中 EMC 故障理念中的

辐射发射超标、传导发射超标、 抗静电干扰不合格、抗射

频辐射电磁场干扰不合格及抗脉冲群干扰不合格等基本特

征的几个方面将分别作研讨。

1.1  关于辐射发射超标

先从图 2 为被测量设备辐射发射框图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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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被测量设备辐射发射框图

从图 2 被测量设备（EUT）辐射发射框图可知，设备

的辐射骚扰发射超标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设备外壳的屏蔽

性能不完善 ；另一种是射频骚扰经由电源线和其他线缆的

逸出。判断方法是，拔掉不必要的电线和电源插头，继续

做试验，如果没有任何改善迹象，则应当怀疑是设备外壳

屏蔽性能不完善 ；如果有所改善，则有可能是线缆的问题。

如果针对以上两种可能，如采取了必要措施，仍然没有任

何改进，则有可能是设备上余下线缆的问题。

1.1.1  金属机箱屏蔽性能不完善有如下几种情况

* 对机箱的缝隙过大，或机箱配合上存在问题的处理

意见有 4 种措施 ：其一、清除结合面上的油漆、氧化层及

表面沾污 ；其二、增加结合面上的紧固件数目及接触表面

的平整度；其三、采取永久性的接缝（要连续焊接）；其四、 

采用导电衬垫来改善接触表面的接触性能。

* 其他功能性开孔过大处理意见应有 3 种措施 ：其一、

通风口采用防尘板，必要时采用波导通风板，但后者成本

昂贵 ；其二、 显示窗口采用带有屏蔽作用的透明材料，或

采用隔舱，并对信号线采取滤波；其三、对键盘等采用隔舱，

并对信号线采取滤波。

* 机箱内部布线不当，电磁骚扰透过缝隙逸出处理意

见 ：将印刷板及设备内部布线等可能产生辐射骚扰的布局

远离缝隙或功能性开孔的部位，或采取增加屏蔽的补救措

施或重新布局。

1.1.2  线缆问题（包括怀疑是设备上余下线缆的问题

在内）

* 对电源线的处理处理意见应有 2 种措施 ：其一、 加

装电源线滤波器（如果己经有滤波器，则换用高性能的滤

波器），要特别注意安装位置（尽可能放在机箱中电源线

入口端）和安装情况，要保证滤波器外壳与机箱搭接良好、

接地良好 ；其二、 如果不合格的频率比较高，可考虑在电

源线入口的部分套装铁氧体磁环。

* 对信号线的处理应有 3 种措施 ：其一、在信号线上

套铁氧体磁环（或铁氧体磁夹）；其二、 对信号线滤波（共

模滤波）必要时将连接器改用滤波阵列板或滤波连接器 ；

其三、 换用屏蔽电缆。屏蔽电缆的屏蔽层与机箱尽量采用

360°搭接方式，必要时在屏蔽线上再套铁氧体磁环。

1.2  那么对辐射发射 RE测试不合格应使用哪些整改

措施呐？

* 对于电路型的磁场和电场天线的整改 ：将金属机箱

屏蔽——良好接地，尽量减小孔缝 ；金属机箱——改善

PCB 扳和电路的设计，例如尽量减小环路面积。尽量减小

有用信号（模拟、数字 ) 的高次谐波成分，去除电磁噪声

等 ( 详见“减小磁场天线差模电流辐射的措施”)。

* 对于外接电缆型的电场天线的整改 ：电缆上加铁氰

体磁环 ；端口加滤波和去耦电路 ；采用屏蔽电缆和连接器 ；

改进产品内部结构的设计与布置。

2  关于传导发射超标

2.1  从下图 3传导发射基于框图述起

图 3  传导发射基于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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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3 可知，设备的传导骚扰发射超标，主要是线缆方

面的问题，但超标的频率通常都比较低，处理起来常感麻烦。

* 对电源线的处理有 3 种措施 ：其一、检查电源线附近

有无信号电缆存在，有无可能是因为信号电缆与电源线之

间的耦合使电源线的传导骚扰发射超标（这种情况多见于

超标频率的频段较高的情况下），如有，或拉大两者间的距

离，或采用屏蔽措施 ；其二、加装电源线滤波器（如果已

经有滤波器，则换用高性能的滤波器），要特别注意安装位

置（尽可能放在机箱中电源线入口端）和安装情况，要保

证滤波器外壳与机箱搭接良好、接地良好 ；其三、虽经采

取措施，设备传导骚扰发射仍未达标（特别是在低频段没

有达标），此时可考虑在设备内部线路连接接地端子的地方

串入一个电感，由于这部分连接属单点接地，平时无电流

流过，因此这个电感可以做得很大，而无须担心有铁芯的

饱和问题，采取这一措施的理由是，设备传导骚扰发射测

试，实际上是共模电压测试（电源线对大地的骚扰电压测

试），电源线上有工作电流流过，故滤波器的滤波电感值受

制于工作电流，不能做得很大，滤波器的插入损耗也就有限，

特别是低频端的损耗更加有限，新方案里的附加电感正好

可以弥补这一缺憾，从而取得更好的传导骚扰的抑制能力。

* 对信号线的处理有 3 种措施 ：其一、 注意信号线周

围有无其他辐射能量（附近的布线及印刷板的布局）被引

到信号线上，如有，或拉大两者的距离，或采用屏蔽措施，

或考虑改变设备内部布局和印刷板的布局 ；其二、 在信号

线上套铁氧体磁环（或铁氧体磁夹）；其三、对信号线进行

共模滤波，必要时采用滤波连接器（或滤波阵列板），注意

滤波器的参数，传导骚扰发射超标的频率比辐射骚扰发射

超标的频率得低些，因此取用的元件参数应当偏大一些。

2.2  那么传导发射不合格如何整改呐？

电源端口加滤波器，注意选择合适的滤波器和正确的

安装方法 ；改善开关电源的设计 ；电源输入线不要深入机

箱过长，可采用屏蔽电源线，屏蔽层接地，并贴近机箱靠

边走线。

3  抗静电干扰不合格

静电放电的抗扰度试验有直接放电和间接放电两种 ：

直接放电是放电枪直接透过设备的表面对设备进行放电 ；

间接放电则是放电枪对设备旁边的物体放电（在试验中用

放电枪对设备旁边的水平和垂直耦合板的放电来模拟）。而

图 4(A) 与图 4(B) 为静电放电发生器输生波形与电极结构

示意图。其表 1 为静电放电试验等级。上述可以通过微信

群聊技术谈质量。

图 4(A) 与图 4(B)  为静电放电发生器输生波形与电极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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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直接放电因对象不同，可能有金属和非金属两

种外壳

* 非金属机箱非金属机箱的最大好处是外壳由绝缘材

料制成，一般情况下是放不出电的，但如果设备内部布局

过于靠近外壳的缝隙，或者表面材料绝缘强度不够，都有

可能使该设备的抗静电干扰试验不合格。可采取躲的措施：

例如可在缝隙部分用绝缘板来加强隔离 ；或用楔口来增加

放电路径。对有导电插口的部分，把插口做得深一点、缝

细一点。总之，要通过结构设计的办法，不让静电放电试

验在该设备上放出电来。   

* 金属机箱对金属机箱，静电放电试验肯定能在机箱

表面放出电来，问题是怎样才能使放电对设备正常工作的

影响变得最小。十分明显，一台外壳导电性连接良好的设备，

加上设备外壳有低阻抗的接地措施，静电放电电流将能在

设备外壳上迅速得到排遣，这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对设备

造成干扰的。反之，在放电的最初几微秒里，由于放电电

流波形中拥有丰富的高频谐波，如果机箱的导电连接欠佳，

加上接地的低阻抗考虑不够时，还是可以在机箱表面建立

一个高频电磁场，构成对设备内部线路的一定干扰。

3.2  间接放电

间接放电主要是通过由放电产生的电磁场来影响设备

的工作。因此，对于外壳有屏蔽作用的设备肯定比不屏蔽

的要好。另外，即使外壳不屏蔽也不等于该设备一定会在

外界电磁场的作用下出现误动作，这主要看该设备的布线

和印刷板布局对电磁场的敏感情况，以及敏感部位与放电

板（指试验用的垂直和水平耦合板）的相对距离。

3.3  对于抗静电干扰不合格如何整改呐？

3.3.1  介质绝缘隔离层

普通塑料 (PVC、聚醣等 ) 的击穿电压为 8kV/mm。

空气击穿电压的安全距离为 1kV/mm ；塑料机箱有孔缝

时 ESD 仍可能进入，特别是孔缝中有灰尘、污垢和潮湿

时震易漏电，所以 PCB 板不要布置存孔缝处，应留有安

全距离 8 ～ 12mm 以上 ；机箱表面安装的器件例如箍示

器件、薄膜面板、 触觉键盘管表面一般带有 15kV 的 ESD

保护层，但边缘处应良好处理。例如制挡板避免手指靠近

边缝，或用绝缘胶填充，或用金属导电衬垫填充，把 ESD

引开。夹在塑料层中的电路不要贴近边缘走线。

3.3.2  金属屏蔽层

PCB 与机壳的连接线以及机壳的接地线，分布电感越

小越好 ；PCB 上的电场敏感器件应加金属屏蔽罩，并良好

接地 ；PCB 上不要有悬浮的金属，例如 IC 的空脚、散热

片、金属支架都应就近接地 ；金属机箱的孔缝应尽量缩小 ；

PCB 设计时应尽量缩小电路的环路面积 ；机箱内的弱电电

路和走线应远离机箱。

3.3.3  I/O 电路的传导 ESD 防护

在 I/O 端口串联电阻，减小 ESD 放电电流 ；釆用瞬

态电压抑制器 TVS 管 ；釆用低通滤波器和共模滤波器。

4  关于抗脉冲群干扰不合格

（1）从图 5 为快速瞬变脉冲群示意图可知，脉冲群试

验的本意来说，主要是进行共模干扰试验，只是干扰脉冲

的波形前沿非常陡峭，持续时间非常短暂，因此含有极其

丰富的高频成分，这就导致在干扰波形的传输过程中，会

有一部分干扰从传输的线缆中逸出，这样设备最终受到的

是传导和辐射的复合干扰。

针对脉冲群干扰，主要采用滤波（电源线和信号线的

滤波）及吸收（用铁氧体磁芯来吸收）。采用铁氧体磁芯

吸收的方案非常便宜也非常有效，但要注意做试验时铁氧

体磁芯的摆放位置，就是今后要使用铁氧体磁芯的位置，

千万不要随意更改，因为我们一再强调脉冲群干扰不仅仅

是一个传导干扰，更麻烦的是它还含有辐射的成分，不同

的安装位置，辐射干扰的逸出情况各不相同，难以捉摸。

一般将铁氧体磁芯用在干扰的源头和设备的入口处为最有

效。

（2）电快速瞬变脉冲群 EFT 不合格的整改

电缆上加铁氧体磁环 ；端口电源线加滤波电路，信号

线加去耦电路 ；采用屏蔽电缆和连接器 ；在滤波器前端，

采用适当的高脉冲抑制器件，例如压敏电阻、TVS 管等 ；

I/O 采用平衡电路、光耦电路等抑制方法。

除以上 4 种设备电磁兼容试验中 EMC 故障不合格等

基本特征的几个方面作研讨之外，还有关于抗射频辐射电

磁场干扰不合格、 抗浪涌干扰试验不合格及由射频场感应

所引起的传导干扰抗扰度试验不合格等基本特征及整改问

题，在此不再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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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 EMC 问题的诊断及整改应用例举

基于上述 EMC 故障诊断处理基本特征，应该说它们

可以在各个领域应用，值此以汽车空调鼓风机 EMC 问题

的诊断及整改为例作重点分析。

5.1  问题的提出

隨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汽车日趋智能化、电动化，

汽车面临的电磁兼容环境越来越复杂 ：一方面汽车内部的

无线接收机、传感器、控制器等敏感设备越来越多 ；另一

方面汽车内部的大电流、高电压、大功率等骚扰源也越来

越多。随着汽零部件数量的增加，整车布局、走线愈加复杂，

由于线束设计中整车性能要求的制约，可能会出现许多共

线的情况，此时骚扰源所产生的干扰很可能通过线束影响

敏感件的正常工作。为此将通过盆形喇叭干扰经测速模块

影响鼓风机风量的实际案例，分析了造成 EMC 问题的原

因，提出了分析干扰传播路径并提出了从源—路—敏出发

给出整改方案。

5.2  故障及原因分析

实车开启空调鼓风机，在低速档 (2 档 ) 运行时，长按

电喇叭，空调风速突然明显变小，松开喇叭后风速恢复正

常，下面将从鼓风机的工作原理分析造成刚提的可能原因。

鼓风机工作原理如图 6 所示。

图 6 MCU 为空调控制器的控制芯片，为鼓风机控制

电路提供相关控制信号，B1 和 B2 为鼓风机控制电路通过

差分的片式采集鼓风机两端的电压信号 ；C 是控制电路输

出给调速模块的控制信号，用于调节 B2 端的电压，从而

控制鼓风机的风速。当 MCU 接收到指令，输出相应档位

控制信号到鼓风机控制电路。C 输出控制电压信号，然后

采集鼓风机端电压，动态调整 C 的控制电压信号，保证鼓

风机端电压到目标值，实现调整风速。

根据问题现象和鼓风机控制原理可知，鼓风机风速变

小的根本原因是鼓风机两端的电压降低，因此，造成风速

图 5  为快速瞬变脉冲群示意图 

图 6  鼓风机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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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小的可能原因有以下几点 ：原因 A、MCU 的档位控制

信号受到干扰，造成档位降低 ；原因 B、电源端 B1 电压

受到干扰降低 ；原因 C、调速模块的地电压升高 ；原因 D、

鼓风机控制电路的控制信号 C 的电压降低。

5.3  问题排查及验证

其一、原因 A 排查  若是因为档位降低造成风速减小，

那么干扰信号移除后，风速应保持低速档，与松开电喇叭

后风速恢复正常的事实不符，排除该因素。

其二、原因 B、C 排查  如图 7（A）与图 7（B）所

示为按下电喇叭前后测得的信号，黄色曲线为 B1，蓝色

曲线为 B2，紫色曲线为调速模块接地到电池负压。对比

两个图的测量值可知，按下电喇叭 Bl 的均方根值保持在

12.3V 左右，B2 的均方根值从按下前的 6.9V 上升到了

8.0V，这就可以排查原因 B ；同样调速模块的地电压基本

没有变化，这就排除了原因 C。

其三、原因 D 排查  使用示波器测量按下电喇叭前后

控制信号 C 的结果，信号 C 的电压从按下喇叭前的 4.2V

降低到了按下喇叭后的3.8V。由调速模块的工作原理可知，

C 端电压降低，那么调速模块的分压就变大，这就会导致

B2 电压升高，这跟 B2 电压从 6.9V 上升到 8V 的划量结

果一致。进一步分析，按下电喇叭后由于 B2 端电压升高，

鼓风机端电压从 5.4V 降低到了 4.3V。那么根据表 1 的风

速控制策略，风速应该从 2 档降为 1 档，这跟实际现象也

十分吻合，这证明了原因 D 是造成风速变小的根本原因。

其四、实验验证  根据上述排查结论控制信号 C 受到

干扰是导致鼓风机风量变小的根本原因，EMC 问题需要

从骚扰源、传播路径、敏感设备三要素出发去分析，此案

例中骚扰源已确认为电喇叭，敏感设备是鼓风机系统，骚

扰路径初步判断为鼓风机电源线和控制信号 C 共线，骚扰

源电源线耦合到控制信号线 C 上导致的 EMC 问题。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鼓风机 EMC 问题是由于骚扰经

电源线耦合控制线上，将调速模块控制信号线单独从调速

模块飞线到控制器，结果风速不受电喇叭的影响。这充分

证明了之前的判断——电喇叭产生的骚扰源经电源线耦合

到控制信号线 C 上，导致了鼓风机的 EMC 问题。

6  后话

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电子、电气设备或系统

产品都需要进行检验检测，其中 EMC 测试是必备的检验

检测指标之一。产品的 EMC 性能是设计阶段赋予的，一

般电子产品设计时如果不考虑 EMC 因素，就会很容易导

致 EMC 测试失败，以致不能通过相关 EMC 法规的测试

或认证。为此，产品设计研发工程师们根据需求，应设计

出效果良好的滤波电路，置入产品 I/O（输入 / 输出）接

口的前级，可使因传导而进入系统的干扰噪声消除在电路

系统的入口处 ；设计出隔离电路（如变压器隔离和光电隔

离等）解决通过电源线、信号线和地线进入电路的传导干扰，

同时阻止因公共阻抗、长线传输而引起的干扰 ；设计出能

量吸收回路，从而减少电路、器件吸收的噪声能量 ；通过

选择元器件和合理安排的电路系统，使干扰的影响减少。

图 7（A）  为原因 B、C 排查未按下喇叭

图 7（B）  为原因 B 排查按下喇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