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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随着 2016 年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的签署和正式生效、

中国十三五规划的落实与深化，以及国际电力电子技术的

迅猛发展，围绕光伏发电技术为代表的新能源电力变换技

术产业，及新能源汽车电力变换技术等产业，进入了一个

空前繁荣的新阶段。太阳能逆变发电、汽车电动化、大容

量电池充放电、储能技术等不断成熟，相关技术的产业化

进展迅速，这些关联技术正成为技术领先国家拉动经济增

长的主要引擎和动力。在这些相关领域中，部分优秀的中

国企业，跃升成为行业的领导者，形成了相对完整、规模

潜力巨大、技术水平领先的国际供应链。

为进一步提高产品技术水平，形成更强的产业竞争优

势，作为该领域核心技术之一的功率变换技术中，大功率、

高功率密度化的技术发展趋势日趋明显和迫切。其中，功

率磁元件在整个功率变换装置中占据很大的体积重量和空

间，因此不但功率磁元件自身的成本比例大，由于其体积

和重量的庞大，使得实现功率转换电源装置的体积也随之

变大，电源产品的直接、间接物料成本被推高，此外，庞

大的体积使得电源产品包装和运输的费用占比也比较可观。

因此，研制出更高功率密度的磁元件，就成为该行业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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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功率电感，高频损耗，升压拓扑，降压拓扑，功率回馈，同步驱动，电磁兼容

Study on Loss Measuring Equipment for High Power Inductor

Shao Geliang， Ye Lingling

Eaglerise Intelligent Device Corporation Ltd., Shunde 528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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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优先要解决的技术课题之一。

决定功率磁元件尺寸、重量或功率密度的最主要因素，

就是元件自身的发热问题。针对特定感量的需求，在相同

电压、电流、工作频率等工况下，元件体积越小，其用于

散热的表面积就越小，为了使电感元件安全运行于允许的

温度下，元件自身允许的发热量必须同比减小。换而言之，

元件小型化必须建立在自身损耗的大幅减小的基础上。

为此，对磁元件损耗机理的研究过程中，能够有办法

精准把握磁元件实际损耗，极为重要。通过对磁元件损耗

进行精准的分析，在设计中能平衡好元件的总损耗量，在

设计变更时，还能够精准把握其实际损耗的变化，是磁元

件设计者的渴求。

高频功率磁元件在实际运行时，由于不同工况下其电

流、电压的不同，不同损耗机理的各部分损耗会相应发生

变化 ；不同的工作点下，磁元件的损耗也相应不同 ；另外，

由于磁元件工作在高频的开关状态，为尽量减小半导体功

率开关损耗，会尽量提高器件的开关速度，这导致磁元件

上出现非常高的 dV/dt。对于高频电感的功率损耗，由于

元件的直流电阻相对很小，元件的无功功率成分极大，即

便使用超快速采样的精密功率分析仪器，也难以直接测量

出大功率运行中的主功率磁元件的实际损耗量。

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高频大功率电感损

耗对比测试的方法，并设计了实际的测试装置。被测试的

大功率电感可直接运行于实际电路相同的工况中，通过精

密测量对比相同工况的不同版本的电感的损耗差异值，比

较精准地分析出实际工况下电感的各种损耗成分，为优化

高频电感的设计提供了一套便捷、直观而行之有效的功率

损耗测量分析手段。

1 高频功率电感的损耗模型分析

1.1  高频功率电感的类型及工作特点

高频功率电感元件，在实际应用中，一般有如下应用类

型 ：电路中作为开关能量储存作用的升压电感和降压电感、

功率变换器主电路中对其输出电流的交流、直流电流进行波

形平滑、滤波作用的交流逆变电感和直流输出滤波电感、以

及功率主回路中担当拓扑单元元件功能的谐振电感等 3 大类。

升压电感、降压电感的应用场景有 ：PFC 电感、直

流 DC/DC 的 Boost 电感和 Buck 电感、高频 UPS 输入

整流电路中的整流电感等类型 ；交直流滤波电感则应用于

如光伏逆变器等逆变输出电路的交流逆变电感、UPC 正弦

波滤波输出的逆变电感、直流稳压电源的直流输出滤波电

感、以及电网电能质量改善设备 APF 等的滤波电感等 ；谐

振电感则通过自身的较小的电感量，串并联在谐振腔组件

中，构成主功率电路谐振拓扑元件，其特点是电流为工作

在第 1、3 象限的高频交流，与其他元件协同谐振。谐振

电感常用于全桥移向控制的 FB-ZVS 拓扑、通讯电源、车

载 OBC 及充电桩模块中，与主变压器串联工作，分别为

LLC 谐振和全桥移向谐振两种模式。

上述功率电感元件的共同特点，就是电感运行在高频

工作状态，除了谐振电感的电流为正反向高频交流外，其

它类型的电感，均工作在一定直流电流偏置（或工频交流

偏置）下的连续或不连续的高频三角电流纹波。而施加在

电感两端的电压，为很高峰峰值的高频方波交流电压。由

于这些功率电感的电流为主功率电流很大，为了尽量提高

电源转换效率、减小元件的发热损耗，电感的内阻会尽量

设计得很小，与转换器的转换功率相比，元件的自身损耗

占比极低。 

鉴于上述原因，电感两端的电压为高压方波交流，且其

直流内阻非常小，直流成分（或工频成分）造成的损耗相对

比较低，此时电感的损耗角正切 tanδ 值（无功功率 / 有功

功率）非常之大，所以即便采用具有高速采样能力的功率分

析仪，也难以对实际工况下的电感损耗予以比较准确的测量。

1.2  磁芯损耗

从高频电感的结构及损耗形成的机理来看，功率电感

的损耗，可简单分为磁芯损耗和绕组线圈损耗两大方面。

磁芯损耗取决于磁芯材料的特性以及电感工作时的励

磁情况，磁芯损耗基本上由磁滞损耗、涡流损耗和残留损

耗三个方面引起的 [1]:

                   （1）

电感高频工作时，磁芯材料根据励磁磁化时形成的

B-H 磁滞回线的规律运行，磁滞损耗与 B-H 磁滞回线包

围的面积有关，运行在的回线面积越大，完成一个磁化周

期所消耗的能量（单周期磁滞损耗）就越大。  

高频电感的磁芯内部，由于高频磁化过程，形成了沿

磁路方向环流的高频交变磁通，磁芯材料是具有一定电阻率

的导体，当交变磁通垂直穿透磁性内部时，这个变化的磁场

就会在磁芯材料导体内形成了一个交变的电场，在这个电场

的作用下，磁芯导体内部就形成一定程度的高频电流，进而



164 2022.12·磁性元件与电源 2022.12 165·磁性元件与电源

征稿邮箱：bigbit@big-bit.com

形成了磁芯的高频损耗，这就是磁芯的涡流损耗形成的机理。

此外，残留损耗是由磁性材料晶格内部磁畴排列分布

等的因素，磁化中弛豫过程所致，其机理较复杂，因材料

而异。高频下残留损耗主要包括尺寸共振、畴壁共振和自

然共振等引起的损耗 [2]。

一般情况下，磁芯损耗 Pcore 是一个包含材料温度 T，

磁通密度 B 以及磁化工作频率 f 的函数。磁芯损耗 Pcore 与

T 的关系可以用接近于 T 的三次多项式进行描述 ；而与磁

化频率 f、磁通密度 B 的关系为 [3] ：

                         （2） 

                   （3）

虽然上述表述的磁芯材料的损耗因素比较复杂，难以

通过精确的数学模型进行描述，但实际应用过程中，磁芯

材料厂商根据上述特征，通过围绕三个主要变量 ：温度 T、

工作频率 f 和磁通密度的变化，对具体材料进行实际的代表

性损耗测试，从而得到比较精准的单位体积损耗 Pcv（T,f,B）

曲线，为高频电感的磁损耗的计算提供了简便的估算方法。

然而在实际的工程应用中，由于磁芯尺寸、形状的不

同，烧结或退火温度、氛围因磁芯摆放位置、通风条件的

变化，即便对于完全相同材料配方的磁芯，由于上述原因，

磁芯的 Pcv 其实大相径庭，而且即便在同一块磁芯内部的

不同部位，在制程中压制密度不均匀、烧结退火温度与气

体氛围不一致，同一磁芯不同部位的材料单元，其 Pcv 也

有非常大的差异。因此，磁芯材料厂商提供的材料的 Pcv

数据，只能作为近似的参考依据进行磁芯损耗计算使用，

实际损耗大不相同。

1.3  绕组损耗

高频电感的绕组损耗，就其类型可以归纳为 ：遵循欧

姆定律的直流或工频（低频）损耗 PDC，高频电流流经

绕组导体时，因趋肤效应形成的高频交流损耗 PSkinEffect，

线 圈 电 场 分 布 导 致 的 临 近 效 应 形 成 的 高 频 交 流 损 耗

PProximityEffect，磁芯周边高频磁场泄露时，磁场穿透线圈导体，

在导体内部形成的涡流损耗 PwindingEddy，以及电感的并联

绕组因处于磁场分布的不同位置，造成单个绕组产生的感

应电动势不同，互相并联后，在并联线圈内部形成的环流

损耗 PCirculatingCurrent，表述如下 ：

                       （4）

其中，除了 PDC 可通过线圈电流的直流电流分量的平

方乘以绕组直流电阻 RDC 来求得外，高频电流形成的趋肤

效应、临近效应的损耗，也可以利用 Dowell 模型来计算 [4]。

泄露的高频磁场在绕组导体内形成的涡流损耗以及因磁通

量不同造成的并联线圈感应电动势不同而产生的环流损耗，

只能采用有限元仿真手段来精确分析，但由于 1.2 节所述

原因，仿真建模中，实际的磁芯材料的特性无法得到真实

描述，其仿真结果也只能用作设计方向性的判定，无法用

于精准的损耗计算。

鉴于上述原因，研发出一种能够比较精准测量实际工

况下电感的损耗装置并能由此展开相应的损耗分析，极为

必要。

2 高频功率电感损耗实机精确评估的原理

高频功率电感产品设计中，为追求产品的竞争力，产

品设计中必须同步考虑下列设计边界要素 ：

1）安全性要求 ：元件允许运行的最高温度 TMAX;

2）特性要求：电感的直流偏置特性曲线（初始电感量、

额定电流电感量、最大电流电感量等）;

3）损耗与效率要求 ：线圈直流电阻 RDC、磁芯及线圈

绕组的高频损耗 ;

4）电磁兼容性要求 ：高频阻抗特性、磁路结构与磁

屏蔽等 ;

5）散热与绝缘要求 ：导热与散热构造、绝缘距离等 ;

6）成本要求 ：高功率密度、小体积、轻重量及良好

的可制造性 ;

7）品质可靠性要求 ：对性能指标可实现“去伪存真”

式的真实测量和验证等。

围绕上述要求，把握高频功率电感在实际工况下的损

耗（发热量）指标，或者能够快速精准评估出不同高频功

率电感在同一工况下的损耗差异，就成为产品设计中最为

重要必须解决的问题。

基于上述对电感损耗模型的分析，以及实际工况时，

电感损耗不能被直接精准测量的难题，本文提出了一种采

用比较法测量的思路，将两个相似的高频电感在相同工况

下运行，精准测量出两电感的损耗差异，进而实现不同损

耗类型的定量分析。基本思路如下 ：

1）设计一种大功率电源装置，将被测电感元件运行

于实际工况 ；

2）该大功率电源装置具有极高的转换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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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外部直流电源向该电源装置提供装置工作参考

电压，同时由该直流电源提供能够维持该大功率电源持续

运行的所有能量损失 ；

4）该大功率电源装置将被测电感运行于实际工况时

产生的大功率电力，被同步转换成系统的电力输入，形成

转换能量的闭环回馈，实现装置内部的能量回收内循环 ；

5）装置高效率运行且系统工作状态平稳 ；

6）外部直流电源向系统提供的电力，为被测电感的

功率损耗与转换器系统的损耗之和。

满足上述条件的大功率电源装置，只要系统稳定，电

源转换效率越高，在维持电感实际工况下的大功率运行时，

除电感损耗外，系统所消耗的能量越小，电感损耗在总损

耗中占据的比例越大。同时，由于系统整体的损耗只占系

统转换器运行能量的极微小部分，因此即便电感处于巨大

功率的运行中，电感自身的微小损耗差异，在伴随系统总

损耗的测量中，就可以被敏感又精准地测量。这就是实现

本文损耗测量分析的原理。

为此，本文设计了最大转换功率 160KW，工作频率

涵盖 10~30KHz 范围的损耗测量装置 BBC160K-500A，

用以精准测量分析高频大功率电感的损耗差异，并由此定

量分析高频电感的不同损耗构成。

图 1 为 BBC160K-500A 系统的示意框图。本损耗测

量分析系统由下列五个单元构成 ：

1）直流供电参考电压源单元 ；

2）精密功率计 ；

3）高效率的升压型 DC/DC 功率变换器单元 ；

4）高效率的降压型 DC/DC 功率变换器单元 ；

5）被测的高频功率电感样品。

④① ② ③

⑤

图 1   大功率高频电感损耗测量分析系统框图

100~400VDC，作为升压 DC/DC 单元的输入参考源使用，

同时为整个装置运行时的功率损耗补充能量 ；

2）精密的功率分析仪 ；

3）提供被测试电感实际工况的升压型 DC/DC 高

效变换器。本装置输入电压为 100~400VDC，输出电压

为最高 650VDC，频率 10~30KHz，最大输入功率高达

160KW ；

4）高效率的降压型 DC/DC 单元，输入电压为升压

单元的输出，输出电压为升压单元的输入 ；转换的功率全

部回馈给升压单元再利用，这是本系统的最重要的特征 ；

5）高度稳定的系统运行架构与控制。

稳定而高效率运行，是实现本系统高敏感度测量的关

键。以 100KW 光伏逆变器为例，假定逆变器的满功率效

率为 98%， 则电源整体的损耗相当于 2KW，内部升压电

感 6 只、逆变电感 3 只，一般情况，此时单个逆变电感的

总体损耗不会超过 200W。针对 200W 左右的功率电感，

不同设计方案及磁芯材料带来的损耗差异，为几瓦 ~ 几十

瓦的范围。因此，针对一个 100KW 的光伏逆变器电源系统，

10W 左右的功率损耗变化，只相当于整体功率的万分之一，

如果系统运行略有波动，输入输出功率的波动会远远超过

10W，因此希望通过测量电源的功率变化来感知不同电感

的损耗差异，极为困难。

根据本文的系统架构，即便系统有一点小的功率波动，

由于系统实现了同步的能量回收，原则上系统的波动只会产

生部分无功，引起系统损耗的变化量非常微小 ；另外，由于

本系统仅对系统的实际有功功率进行计量，对于 100KW 的

转换器，如果其效率仍为 98%，则功率分析仪仅仅需要测

量最大 2KW 的功率，此时，高频电感即便只有 1W 的损耗

差异，用当前比较优秀的功率分析仪，依然能准确地测量出

来。根据本文的设计思想，只要系统具备比较高的稳定性，

就可以非常容易地观察功率电感的微小的损耗差异。

对于同一系统，如果系统效率分别为 96% 和 98%，

则外部功率计有功测量分别为 4KW 和 2KW，显而易见，

针对相同的高频电感损耗差异，效率高的设备，测量的敏

感度就更高。不仅如此，由于外部电源仅仅补充了大功率

测量装置的损耗电力，因此该装置不但适用于高频电感的

损耗差异的对比测试，还可运用在对高频电感实际工况下

进行的可靠性试验、老化试验等超长期大功率的通电试验，

从而节省大量的电力资源。 

为了实现对电感样品实施精确的损耗对比测量，上述

各单元需要具备下面要求 ：

1） 外 部 直 流 电 源 输 出 稳 定， 输 出 电 压 范 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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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60KW大功率电感损耗测量装置 BBC160K-
500A 的研制

设计出高度稳定的高效率系统，是 BBC160K-500A

系统设计成功的关键。效率越高，越易于提升测量的敏感度；

而系统的稳定性的提高，才能保障系统释放出高效率带来

的高敏感度测量的价值。为此，本装置研制的核心问题是，

在尽可能提高系统运行效率的前提下，如何保障系统能够

稳定的运行，防止系统因不太稳定，妨碍对电感损耗的微

小差异的识别。

3.1  效率设计

影响系统运行的效率的因素很多，具体措施概况起来

主要有如下方面 ：

1）主功率元器件低损耗选型与设计 ；

2）大功率低损耗拓扑架构的设计优化与构建 ；

3）电感损耗测量中非关联性电路损耗的彻底剥离 ；

4）主电路元器件精简优化。

3.1.1  主功率元器件的低损耗选型与设计

大功率高频开关电源转换器中，由于电路始终处于

高电压、大电流、高频率运行，功率电感、IGBT、功率

MOSFET、功率二极管、汇流排等的主回路零部件承受着

相应的高频、高压、大电流的应力，是本装置中主要的功

率损耗元件。选择合适元器件，使其具有更低的导通损耗、

更小的开关损耗、更小的直流内阻，是保证系统高效率的

重要手段。另外，针对降压式能量回馈单元中不可或缺的

高频电感，围绕低损耗的设计，通过选择合适的磁芯材料

及磁路结构，保持极低的直流内阻，从整体上降低高频电

感的损耗，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此外，由于整个回路中，输入电流高达 400A，任何

微小的线路内阻，均会形成很大的发热损耗，在整个回路中，

采用大面积、短导电连接的铜汇流排，十分必要。

通过计算最大电流流经各个主功率元器件的损耗，选

择合理的部件，将电流在回路中的总压降形成的损耗，控

制到接近总功率的 0.1% 左右数量级，是本设计的重要目

标和手段 ；同时，由于大部分元件的内阻具有正温特性，

为了避免由于元器件温度上升，引起其功率损耗的较大变

化，进而影响测量效果，一方面需要将其直流内阻控制到

最小，另一方面，需要进行有效的散热设计，控制系统工

作温度的稳定 ；此外，选择具有负温特性的器件，对装置

在大功率运行的效率改善，也非常重要。

3.1.2  大功率低损耗拓扑结构的优化设计与构建

除了选择大容量、低损耗的功率元器件，利用大面积

的铜汇流排实现紧凑型的电气连接，以尽可能降低装置的

功率损耗外，选择合理的低损耗的拓扑结构，并对其进行

优化设计，系统性降低大功率运行的电路损耗，也是非常

重要的手段。

如图 2 所示，本系统采用最为基本的 Boost 和 Buck

电路拓扑， L2 为被测试电感，大功率发热元件有 Boost 拓

扑中的 Q1、D1，Buck 拓扑中的 Q2、D2、L1，其余零

部件除汇流排以外，均不存在较多的发热，这样最大限度

地减少了可发热元器件数量。

Boost Buck

图 2   大功率低损耗拓扑结构优化模型

3.1.3  电感损耗测量中非关联性电路损耗的彻底剥离

本装置中，为了使主功率回路能够高效稳定地运行，

其控制电路、电流电压温度等的检测电路、保护电路、功

率驱动电路等一系列非主回路电路，一定程度上均会消耗

电力，虽然这些消耗的总功率不会太大，但对于被测电感

工作在比较轻的负载时，这部分功率对系统效率的影响就

比较明显。为此本设计方案将这部分电路的供电进行分离，

和图 1 中的直流电源 DC Source 一样，其本身消耗功率

不计入精密功率的测量，这样，在有效减少测量损耗的非

线性度的同时，提高了系统对被测电感损耗的探测敏感度。

此外，和这些非关联性损耗的剥离具有同等效果的另

一重要手法，就是采用隔离型高性能电流传感器，实现对

电感电流、回路电流信号的检测，并将其供电也一同剥离。

3.1.4  主电路元器件精简优化

由于本装置中两个高效率大功率拓扑直接首尾串接，

为了排除单元间的互相干扰，一般需要在每个主功率单元

输入或输出电路中串接体积庞大的 EMC 电磁兼容滤波元

件，这不单增加了主功率电路连接的长度和复杂性，还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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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会因共模线圈的内阻造成多余的线路损耗。

本设计通过优化系统的参数匹配、大功率布局布线的

合理化、大功率器件驱动的匹配性改善、系统同步驱动等

一系列抗干扰数字化控制措施，在保持整体电路高效率前

提下，大幅度改善了主功率开关器件的 dV/dt、dI/dt 的

应力，进而简化去除了中间环节的电磁兼容滤波器的使用。

另外，为进一步降低电路的整体开关损耗及内部

Buck 电路高频功率电感的发热，本装置将 Buck 降压电

路限定在最低的 10KHz 频率工作，并通过软件设计，使

其始终与升压电路保持同步运行。

通过上述一系列的优化设计措施，本装置不同负荷下

均获得了高达 97% 的转换效率。

3.2  系统稳定性设计

对于系统的能量内循环回馈装置，同时实现高效率、

高稳定性的追求是一对矛盾。效率越高，相当于控制系统

的阻尼越小，系统越不容易稳定。此外，为进一步提高效率，

系统精简了电路单元间的 EMC 滤波元件、大幅减轻了主

功率开关的 RC 吸收功率，同时为了降低大功率器件的开

关损耗，加快驱动速度，主功率开关器件出现更高的 dV/

dt 和 dI/dt 的应力，这样系统就更容易出现严重的电磁干

扰问题，进而导致控制系统易受干扰、控制不稳定。

为了解决上述矛盾，本系统采用了以下措施，以大幅

改善了系统的稳定性 ：

1）采用高性能 32 位 ARM 控制芯片，实现整个系统

从电源的控制算法、PWM 驱动、电源电流温度等物理量

的快速检测采样、上位通讯、电源异常保护等全部功能的

单片式数字化管理，改善系统各功能动作的协调性，提高

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

2）通过单片 ARM 芯片实现双转换器的 PWM 驱动，

优化软件算法形成自然的同步驱动，在 10~30KHz 范围内，

升压单元工作在任意频率时，对升压、降压转换器的电流、

电压检测时，均能有效规避开关边沿处的电平干扰 ；

3）合理的主功率布局及母线退耦电容器优化分布，并

协同驱动参数的优化设计，大幅减少主电路开关器件的开关

吸收缓冲器数量，在减小吸收电路的功率损耗的同时，大幅

压缩了最恶劣工况时，开关管关闭时的过冲电压，且完全消

除了电压过冲的振荡，使得电路的电磁兼容性得到显著改善；

4）改善电感电流的采样控制方式，使系统控制传递

函数的阶数下降，控制环路稳定范围、稳定性余量得到显

著提升 ；

5）低阻抗驱动技术的采用，有效减轻开关管高 dV/

dt 造成的米勒效应引起驱动的误动作的可能，同时大幅降

低米勒效应带来的开关损耗 ；

6）采用宽输出电压范围的电流型闭环电流传感器对

电感电流进行快速无损采样，在提高系统效率的同时，防

止了电流控制信号采样的干扰 ；

7）优化各功率转换单元的共模电流通路，减小系统

的共模电流干扰 ；

8）针对被测电感参数实行自适应全数字化闭环补偿

网络算法，改善系统运行的稳定性、拓宽系统负载及工作

电压范围。

4  大功率高频电感的损耗评估试验

图 3 所示，为本文构建的 160KW 大功率电感损耗测

量装置 BBC160K-500A 系统，该系统采用转换器能量内

循环回馈控制，可测量有效值电流最大 400A 的高频电感。

图 3   160KW 高频电感损耗测量

分析系统 BBC160K-500A

下面以两个不同版本的大功率升压电感为例，对同一

应用工况的两个不同版本电感的损耗优劣进行对比测量和

损耗分析评估。

图 4 为本装置的测试运行时的波形，任意设取测试条

件如下 ：

升压输入电压 ：250VDC（降压输出）；     

升压输出电压 ：500VDC（降压输入）；

升压工作频率 ：10KHz ； 

降压工作频率 ：10KHz ；

电感电流有效值 ：34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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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高频电感运行于 345Arms 时的各波形

Ch1 ：电感电流

Ch2 ：Boost 栅极驱动 VGS

Ch3 ：Buck MOS 电压 VDS

Ch4 ：Boost MOS 电压 VDS

从图 4 波形图可见，该系统中电感电流最大值为

437A 时，升压电路主功率开关管 VDS 的电压过冲仅为

500V 母线电压的 10%，而且没有出现电压过冲振荡 ；同

时降压电路主功率器件也没有出现电压过冲 ；从一个侧面

说明了该装置的电磁兼容效果会非常好。

观察升压电路的主功率开关管栅极驱动波形 VGS，显

而易见，由于米勒效应的影响，驱动波形在 5.5~8.0V 间形

成了有一定振荡波动的驱动平台，但由于其最低电压均高于

5.5V 以上，超过该器件的最大阈值电压 VGS(th)，器件驱

动可靠，不会引起开关的误动作振荡，详细波形如图 5 所示。

图 5   高频电感大电流运行波形放大图

升压电路，驱动占空比 D=(VO-VIN)/VO, 只与输入输出电压

有关，不受被测电感量、工作频率等参数的变化而变化。 

其磁芯励磁源的电感电流纹波 ΔIInductor=VIN/L*D/f，对于

固定的电感量，升压电路的输出功率的变化，不会改变磁

芯励磁电流的大小。为此，将电感运行于临界模式下，则

可尽可能地减小电感的直流损耗的影响，提高电感交流损

耗和磁芯损耗的对比测量的准确度。

临界电流模式下不同版本电感样品进行性能对比测试

的数据如表 1 所示 ：

从表 1 数据可知，两款产品的电感量略有不同，其

中 Sample A 的感量略低，内阻也略微小一点，但损耗

明显较低，相同工况的测试，其系统整体损耗的差异为

404.1W-360.7W=43.46W, 该区别主要来自于不同版本电

感的磁芯损耗、线圈交流损耗、线圈直流损耗的差异，从

线圈的温度差异也可以看出，Sample B 的产品损耗较大。

为进一步把握不同版本样品中的磁芯损耗、交流损耗

（趋肤效应、临近效应、涡流损耗）的差异，考虑到两电感

均采样相同的单层扁平线立绕工艺和相似的磁路结构，根

据 Dowell 损耗计算模型，可方便地计算出两电感样品的

绕组直流损耗、以及该状态下由趋肤效应、临近效应造成

的绕组交流损耗 ；由于线圈的涡流损耗来自于磁芯的漏磁，

与磁路结构及磁芯材料等要素有关，为简化计算，将这部

分涡流损耗合并到磁芯损耗（未知）部分予以反映，为此

可以推算出表 2 数据 ：

两个电感实测损耗差为 43.46W，磁芯损耗差异（去

除线圈交直流损耗）约 36.8W，表中 x 假定为 Sample A

的实际磁芯损耗值，这里暂作未知值。

此外，通过其它手段，对该装置（不含升压电感）进行

相应的效率分析测试，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这里不进

行叙述。在该临界电流模式工况下，本装置已测得的转换效

率约为 96.90%，对比 Sample A 的测试结果，装置的输入

功率为 251.47V×37.64A=9466.3W， 总损耗为 360.7W，

则 Sample A 电感样品的实际总损耗应为 69.4W，同理，

可求得 Sample B 电感样品的实际损耗应为 112.5W。

由此推算出，表 2 中的磁芯损耗 X（含绕组涡流损耗）

约为 34.8W，即 Sample A 的磁芯损耗约为 34.8W，而

Sample B 的磁芯损耗约为 71.6W。这里的磁芯损耗，实

际上市包含了漏磁场给绕组线圈带来的涡流损耗。

结论 ：两个电感样品，其电感的损耗分别为直流损
4.1  电感交流损耗测量

在固定的输入输出电压的情况下，连续电流型 Bo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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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 17.0W 和交流损耗 52.4W（Sample A），直流损耗

20.9W 和交流损耗 91.6W（Sample B）。

Sample A 的电感无论线圈的直流损耗（临界电流模

式）、磁芯损耗、线圈的交流损耗均比 Sample B 样品低。

4.2  大电流工况下电感损耗的成分测试分析

表 3 为电感大电流运行时，对不同版本的高频升压电

感进行损耗测试的系统实测对比数据 ：

本装置在电感电流为 160A 附近的装置已知转换效率约

96.96%（不含高频电感），根据 Dowell 模型，不难计算出

该工况下高频电感的损耗对比数据表 4，并得出如下结论 ：

1）电感样品的直流电阻较大，大电流时由内阻带来

的损耗最为显著 ；

2）两电感绕线结构相同，且工作在大电流工况时，其

电感量下降不明显，因此其交流成分未显著变化，所以其

绕组的交流损耗与临界电流模式的工况相比，变化不太显

著（其中包含绕组线圈温度升高造成一定程度的损耗增加）；

3）该大电流工况下，Sample A 的磁芯损耗由原来的

34.8W 变成 35.6W，几乎不变 ；而 Sample B，其磁芯

损耗则由原来的 71.6W 下降到 59.6W ；

从中可以看出，大电流直流偏置的情况下，磁芯的损

耗会有所下降 ；两种样品的磁芯损耗下降的幅度却并不同，

这里大致可以理解为，此时的大电流偏置条件下漏磁情况

不同，从而造成电感线圈的涡流有不同所致，并由此推断

Sample B 的磁路结构中漏磁相对严重 ；同时由于电感的

磁芯材料及磁路结构的差异，大电流情况下的磁芯饱和状

况也不太相同，这些因素对电感磁芯损耗、线圈涡流损耗

表 1   临界电流模式下高频电感的系统实测数据

VIN IIN VO Imax Imin Irms ΔI

Sample A 251.47 V 37.64 A 501.69 V 360.7 W 76.7 A 0.4 A 43.8 A 76.3 A

Sample B 251.45 V 37.86 A 501.69 V 404.1 W 74.5 A 1.5 A 44.0 A 73.0 A

Boost
Inductor

Boost DC/DC Inductor currentPloss
装置+电感

表 2   临界电流模式下高频电感样品的损耗分析结果

Core Inductor

DC loss AC loss Loss(+eddy) Total Loss

Sample A 17.0 W 17.6 W x x + 34.5W

Sample B 20.9 W 20.3 W x + 36.8 W x + 78.0W

Winding Boost
Inductor

表 3   大电流工况时应用本装置的测试数据

VIN IIN VO Imax Imin Irms ΔI

Sample A 251.09 V 154.38 A 501.79 V 1,544.6 W 199.0 A 112.2 A 156.3 A 86.8 A

Sample B 251.05 V 154.82 A 501.81 V 1,648.8 W 196.3 A 115.9 A 157.0 A 80.4 A

Boost
Inductor

Boost DC/DC Ploss
装置+电感

Inductor current

表 4   大电流工况时电感损耗分析结果

Core Inductor

DC loss AC loss Loss(+eddy) Total Loss

Sample A 316.1 W 26.0 W 35.6 W 377.7 W

Sample B 394.6 W 27.7 W 59.6 W 481.9 W

Boost
Inductor

Wi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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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均被综合反映了出来 ；

4）对于本升压电感的应用，由于设计上更注重体积

重量的极致追求，大功率运行时，电感的直流电阻的损耗

成为主流 ；

5）两电感损耗分别为 ：  直流损耗 316.1W 和交流损

耗 61.6W（Sample A）、直流损耗 394.6W 和交流损耗

87.3W（Sample B）。

5 结束语与展望

5.1  结束语

高频大功率电感实际工况下的损耗测试是一个非常困

难的课题，本文设计了一个具有功率回馈内循环的高效率

（近 97%）、最大功率高达 160KW 的电源转换电路，通过

有效的系统设计与控制方法的采用，实现了系统的稳定运

行。通过对比该装置电力损耗测量差异的方法，在大功率

高频电感实际工况下，实现了相对比较准确的损耗对比测

量及损耗成分定量分析。

本文构建的系统，具有高达 97% 的电源转换效率，

相当于只要向系统提供 3KW 的外部功率，就可以使大功

率电感运行于 100KW 的实际工况中，并对系统整体的损

耗进行精确定量的分析。

结合 Dowell 模型等一系列损耗分析方法，借助本系

统的实际运行测量，实现了对高频大功率电感损耗的差异、

磁芯损耗、绕组损耗、直流损耗、交流损耗等一系列电感

损耗物理量的定量分析，为大功率高频电感的优化设计提

供了改进依据。

本系统采用了转换能量内循环结构，借助本系统，可

以对大功率电感产品实施实际工况的可靠性试验、老化试

验等一系列超长期的大功率通电试验，节省大量的电力消

耗。

5.2  展望

本系统的升压和降压拓扑电路中，采样了传统的升压

和降压拓扑模型，因此为了较高精度地测量电感的交流损

耗，不得不使其工作在临界电流模式状态。

为了完全消除电感电流中的直流成分，可将本装置中

所有主开关功率器件，全部更换为 SiC MOSFET，从而

实现 Boost 和 Buck 电路的双向工作能力，结合合理的软

件控制的改进，改进的装置还可以自由灵活地实现交流逆

变、PFC 整流、DC/DC 升压、DC/DC 降压等的各种工

作模式 ；此外，在交流逆变控制程序中，通过编程其正弦

波控制的高次谐波分量，本装置还可以强制高频电感产生

一定的电感噪音，构建出高频大功率逆变电感的噪音测试

用激励环境。

系统经过进一步的改进后，由于可以自由设定输入电

压和母线电压，同样该系统也可以用于大功率高频变压器

实际工况的损耗测试，测试中将变压器原边线圈取代高频

电感的连接，再将副边线圈输出回路中构建一个高频整流

能量内循环回馈架构，同样机理可以实现对高频大功率变

压器的损耗测量及工作噪音的测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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