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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结构的大电流共模滤波电感
A new platform of high current common mode choke

王洪友

惠州攸特电子有限公司研发部，惠州 516225

摘  要：共模滤波电感主要作用是抑制电路中的共模信号，减少公共电网与用电设备之间的相互干拢，传统的共模滤波

电感多为磁环结构，磁环中间空间没有充分利用降低了功率密度，随着电子产品体积要求越来越小，减少空间

的浪费势在必行。为了适应发展趋势的需要开发了一种新结构（跑道型）的大电流共模滤波器，产品将广泛应

用于对空间有特别要求的场合，如大功率太阳能转换器、车载OBC、充电桩、工业电源、大功率服务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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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function of common mode choke is to suppress the common mode signal in the circuit, 

and reduce the EMI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between the public power supply system and the 

electrical equipment. The traditional common mode choke is mostly a toroidal core platform, and 

the middle space of the toroidal core is not fully utilized which reduces the power density. As 

the size of electronic products becomes smaller,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reduce the waste of 

space, in order to meet the lower volume of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developed a new platform 

of the high current common mode choke, the product will be widely applied in special space 

requirements, such as high power solar inverter, vehicle car OBC, charging pile, industrial power 

supply, high power server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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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开关电源通常会产生很大的共模噪声和差模噪声，这

二大噪声如果不加与抑制和隔离将严重影响公共电网的安

全稳定运行，也将影响终端用电设备的平稳安全工作。共

模噪声最大来源是开关电源开关管工作时产生，同时与开

关管的散热片（接地）之间形成回路，干拢输入回路以及

公共电网。

差模噪声来源比较复杂，并仅在输入的回路中产生，

目前通用的方法是在输入端加入共模电感来抑制共模噪声，

同时也利用共模电感绕组之间的电感差来抑制差模噪声。

开关电源要求抑制的噪声谱频率分为传导频率段

(150kHz~30MHz) 和辐射频率段 (30MHz~300MHz)，

同时根据使用区域分为 Class A 级（商业或工业区域中使

用）和 Class B 级（住宅或家庭使用），为达到衰减效果，

共模电感需要有足够的工作频带宽度和共模阻抗。

本文将介绍传统共模电感和跑道型共模电感，并分别

从结构参数空间及电性参数等多方面比较二者的优势和劣

势。

2 跑道型共模电感的概况

在车载、充电桩、光伏、工业电源等大功率电源的需

求推动下，千瓦级的电源产品需求大幅提升，输入共模电

感作为电源输入端的必配器件，需求越来越旺盛。目前因

受传统设计观念及成熟工艺的影响，磁环结构的共模电感

在自动化方面有了很大发展，比如自动化穿磁环，自动化

点胶艺等。但随着电源功率越来越大，功率密度要求越来

越高，必使产品设计要求越来越紧凑，同时制作难度也会

越来越有挑战。

目前跑道型共模电感应用还没有起步，磁性器件供应

商也几乎没有进行前期的研发设计，主要原因是绕线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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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用现有的绕线设备很难实现自动化。

新产品开始时应用不广泛，研发投入大回报周期长，

推广也需要比较长时间，导致很多磁性件厂商创新热情度

不高。

同时需着手克服绕线工艺的难点，根据产品特点研究

自动化设备以便提高生产效率。

3 跑道型共模电感的结构特点

跑道型共模电感的结构是属于紧凑型设计理念，有效

的节省空间提升功率密度。通常的共模电感磁芯采用磁环

设计，磁环中孔利用率比较低。跑道型共模电感采用跑道

型磁芯结构，磁芯中孔比较紧凑有效的节约了空间。但由

于中孔比较小绕绕的难度很大，需要研发特殊的绕线设备，

这些特殊设备的设计定制需要高投入并研发周期长。

磁芯选材方面基于应用的功率大，产品损耗是至关重

要的，而产品铜损是主要的损耗，增加铜线的线径或减少

圈数是比较常见的做法，纳米晶材料的饱和磁通密度远远

高于铁氧体材料，有很高的初始磁导率，宽的工作频带优

良的阻抗特性，宽的并稳定的温度特性。越来越广泛的应

用在各种大功率场合。

共模电感的分布电容直接影响产品的谐振频率，为了

获得更高的谐振频率，需要减少绕组匝间和层间电容及绕

组与磁芯之间的电容。时钟绕线结构可以减小层间电容，

但对大功率输入共模电感来说使用的线径较大，实现起来

不容易。只有选用单层绕组的设计是最佳的。

4 实际案例对比分析

4.1  验证样品准备

验证样品分为二组，一组为传统磁环型结构样品 ( 编

号为样品 #1 和样品 #2)。另一组为跑道型结构样品 ( 编号

为样品 #3 和样品 #4)。

样品#1和#2（图3）用T38的磁芯和T38的绕线数据，

样品 #3 和 #4（图 4）用 UT40 的磁芯和 UT40 的绕线数据。

为便于对比测试数据和减少影响因素，T38 磁芯和 UT40

磁芯的 Ae、Le、Ve、AL 值及基带的厚度、宽度都非常接近，

用的磁芯材料是一样的。绕线的线径，圈数等参数也一样。

下列所有的测试数据都是在相同仪器、条件和环境下得到。

4.2  验证样品的磁芯参数：

图 1

图 2

主要参数（裸磁芯） T38（图 1） UT40（图 2）
A （mm） 34±0.3 40±0.3
B （mm） 23.5±0.3 22±0.3
C （mm） 30±0.3 30±0.3

D （mm） 12±0.3
E （mm） 30±0.3
Ae （mm） 150 150
Le  （mm) 90.3 90.0
Ve （mm） 13540 13500
AL （uH） >31 >31

材料
1K107B

铁基纳米晶

1K107B

铁基纳米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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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验证样品的设计参数

4.5  验证样品的阻抗特性曲线

频率从 50kHz~1100kHz 时的阻抗特性曲线，二种

形状结构的样品阻抗特性曲线差异不大。

主要参数 T38（图 1） UT40（图 2）
线径 （mm） Ф1.6 Ф1.6
圈数  （Ts）  5 5
电感 （uH） >700  >700

产品体积（cm3） 2.72 2.44

图 3 图 4

4.4  验证样品电感数据及曲线

电感量曲线

1 10 50 100 150 200

样品#1(图3) 3.180 2.920 2.030 1.280 0.910 0.703

样品#2(图3) 3.250 2.980 1.960 1.200 0.840 0.648

样品#3(图4) 3.120 2.800 1.900 1.180 0.830 0.640

样品#4(图4) 3.000 2.860 1.970 1.200 0.840 0.650

kHz，0.3Vrms

样 数

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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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100 300 500 700 900 1100

样品#1(图3) 696.390 1030.0 1540.0 1850.0 2090.0 2300.0 2500.0

样品#2(图3) 657.040 1032.0 1546.0 1870.0 2105.0 2330.0 2560.0

样品#3(图4) 736.020 1100.0 1670.0 2000.0 2270.0 2510.0 2710.0

样品#4(图4) 728.690 1062.0 1580.0 1890.0 2140.0 2350.0 2560.0

阻抗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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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从 1MHz~2000MHz 时的阻抗特性曲线，二种

形状结构的样品在 1MHz~50MHz 频带段阻抗差异较大 ,

大于 50MHz 后阻抗差异不大。

5 结论

通过以上二组样品数据对比可以发现，二种形状结构

的样品阻抗差异在绝大多数频率段是很小的，但跑道型结

构体积可以减小 10% 以上，非常有利于一些特殊的安装

空间要求，助于提高整个电源的功率密度。

从阻抗特性曲线可以看到，纳米晶的频率范围远远大

于铁氧体材料，能有效的抑制传导频率段和辐射频率段的

共模信号。非常适用于新源能汽车、充电桩、光伏等大功

率电源场合， 跑道型结构通过合理的结构设计，可以与扁

平线组合增加产品功率和助力实现自动化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