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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工业产品的电磁兼容性特点

1.1 工业环境分类

1.1.1 轻工环境

1.1.2 重工环境

1.2 电磁环境特点

1.3 多变的电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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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工业环境分类

1.1.1 轻工环境

1.1.2 重工环境

4



1.2 电磁环境特点

1、大兼容与小兼容的关系；

2、大电磁环境与小电磁环境的关系；

3、产品内部的电磁兼容与系统间的电磁兼容

4、电磁密度不断增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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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多变的电磁环境
1、电磁场的恒定电磁场和交变电磁场；

2、用电器的开机组合；电器的增减；工作模式改变；电器的移动
等等；

3、将电磁辐射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各国都制定了相应的电磁辐射
控制标准。

4、为了限制强电磁泄漏，减少环境中的污染源，防止电磁辐射对
灵敏电子设备的干扰，对电工产品需规定允许产生无线电干扰水
平的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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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工业产品的电磁兼容标准
GB-T 17799.1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居住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中的抗扰度
试验；GB-T 17799.2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工业环境中的抗扰度试验；
GB-T 17799.3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居住、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中的发射
标准；GB-T 17799.4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工业环境中的发射标准；
GB 17625.1 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
≤16A)；GB 17625.2 电磁兼容 限值 对每相额定电流≤16A且无条件接
入的设备在公用低压供电系统中产生的电压变化、电压波动和闪烁的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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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如何实现工业产品的电磁兼容

3.1 基本要求
3.2 风险评估
3.3 正向设计
3.4 现场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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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基本要求

1、国际标准、国家标准
2、行业标准
3、企业标准
4、客户的特殊要求
5、使用环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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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风险评估

   电磁兼容试验只是最终验证产品是否满足设计需求的手段，

要开发一个可以满足电磁兼容要求的电子电器产品，需要在
对电子电器产品开发整个生命周期的EMC 风险进行管理，通
过整个开发流程的管控可以有效避免不必要的电磁兼容问题
的发生，同时可以通过布局、布线、滤波、接地等方法，寻
求低成本的解决很多电磁兼容问题，通过合理规划和管理最
终达到节约研发成本，提高研发效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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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正向设计
在产品设计的各个阶段，所要做的工作有：

1）产品总体方案设计 

2）产品详细方案设计 

3）产品的原理图设计 

4）产品的PCB设计 

5）产品结构试装（工程样机）阶段 

6）确认或验证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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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兼容的正向设计
1）产品总体方案设计 
在总体方案设计阶段，要对产品的总体规格进行EMC设计方面的考虑。

主要内容有：产品销售的目标市场，需要满足国家或地方制定的EMC标准、法规
要求，客户要求的产品电磁兼容性以及潜在目标市场的EMC方面的标准和法规要
求。基于目标市场或企业客户对产品EMC性能的要求，需要提出产品的EMC总体
设计框图，并根据经验，制定产品EMC设计总体方案。

总体方案的内容基本上包括：产品的结构如何，屏蔽如何设计，接地如何设计，
滤波如何设计；新的国家或地区、或是新的客户，对于产品的EMC性能是否有新
的要求；结合具体的测试要求，是否需要在产品设计阶段格外关注某一设计要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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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兼容的正向设计

2）产品详细方案设计 

在产品详细方案设计阶段，产品的硬件实现方案已经确定，可以作为EMC
设计的基础。我们可以依据产品的结构设计图和电路框图，提出产品总
体的EMC设计方案，如：电源接口、信号接口、电缆选型和接口结构等关
键部位的设计要求和方案。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相关方面提出的、对于EMC
方面的新要求，这些新的要求经常会使原有的设计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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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兼容的正向设计
3）产品的原理图设计 
在原理图设计阶段，检查表中涉及的核查内容举例如下： 

a）电源部分 主要有，电源板输入端有没有预留Y电容；在变压器次级，各输出电压线路
有没有预留滤波电感和滤波电容；电源输入端是否预留压敏电阻或稳压二极管。 

b）主控制板 主要有，数据总线是否有匹配的电阻或排阻；晶振输出管脚是否有RC滤波电
路；IC的电源管脚处是否有滤波电容；输出信号排线，在端子位置是否有磁珠或者电阻与
电容组成滤波电路。 

c）输入和输出端子板 音、视频端口是否有电容—电感—电容（CLC）或电容—电阻—电
容（CRC）滤波电路，要求耳机端的两个滤波电容都为1000pF；R、G、B信号线上是否有磁
珠或者电阻；以太网口位置是否有防雷器。

通过上述的核查，可以认为满足条件的原理图基本上符合EMC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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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兼容的正向设计
4）产品的PCB设计 
对于EMC方面，在检查PCB设计图纸时，需要用到EMC设计检查表。 

在PCB设计阶段，检查表中涉及的核查内容举例如下：

a）电源板 电源板次级是否有预留到地的固定螺丝锁合孔的位置。 

b）主电路板 时钟线上如有过孔，则时钟的换层过孔附近是否有到地层的过孔存在；主芯
片和存储芯片是否在PCB的同一层；数据总线的走线是否在同一平面上；电源线是否与数
据线、时钟线有相邻的平行布线现象，如有平行，则应尽量使其走线满足3W原则（即走线
间距的大小一般为2倍之线宽）；晶振外壳是否留有接地点，且晶振与芯片的回路应尽量
小；电源层是否比地层内缩20H，H为电源层与地层之间的距离；PCB布线时，是否是地线
宽度﹥电源线宽度﹥信号线宽度；不同的PCB之间，互联排线的端子是否在相邻的一方。 

实际上，结合具体的电子产品，关于PCB的EMC设计检查表，由于加入了研发工程师和EMC
工程师的实际开发经验，会有很多详细和特别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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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兼容的正向设计
5）产品结构试装（工程样机）阶段 
在这个阶段，产品的工程样机已经做好。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样机来验证产品的EMC性能。
验证的主要方法是进行EMC测试。在测试之前，我们还需要进行一项工作，主要是对样机
的结构进行检查。需要检查的内容有：不同PCB板之间的互联排线，其长度是否过长；PCB
的接地点选择是否合理，接地电阻大小是否满足要求；屏蔽层是否接地。当然，这些内容
也可以列入EMC设计检查表中，将来作为标准的核查事项。通常在这个阶段的检查当中，
都会发现一些结构和工艺设计方面的缺陷，或者是内部电缆走线方面的错误。这些缺陷和
错误需要采取措施尽可能地消除。 

对于在原理图和PCB设计阶段由于某种原因遗留的、未解决的问题，和工程样机阶段的遗
留问题一起，需要总结并一一列出，这些问题可以作为将来进行电磁兼容整改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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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兼容的正向设计
6）确认或验证测试
在上述的设计检查完成后，需要对样机进行一次EMC方面的全项目测试，以便找
出所有的潜在问题点。因为即使使用目前先进的仿真设计软件，其结果也代替不
了实际的测试。产品的EMC性能还是取决于实际的测试情况。经测试发现问题后
，依据EMC三要素方法进行整改，寻找干扰源，切 断传播途径，或者降低敏感
设备的敏感度。整改的方法，大致可分为滤波、接地和屏蔽等措施，具体的技术
细节不在本文中讨论。 

需要注意的是，一个经过前期良好设计的样机，即便是在这一阶段出现EMC测试
不合格的问题，一般也不会很严重，整改起来也容易得多。并且设计阶段的一些
预防措施，可以为后续整改提供方便，对样机的改动一般也不会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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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现场适应性

现场安装使用，并实现电磁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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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工业4.0时代，EMC要做些什么？

4.1 什么是“工业4.0”？
4.2 ‘‘工业4.0’’的意义
4.3 工业4.0的精髓是什么？
4.4 工业4.0时代，EMC要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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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什么是‘‘工业4.0’’？
工业4.0，即工业四代(Industry4.0)。什么是工业4.0？主要相对于前三次工业革
命而言：
工业一代（Industry1.0）指的是18世纪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实现了机械生产
代替手工劳动;
工业二代（Industry2.0）第二次工业革命始于20世纪初，依靠生产线实现批量生
产;
工业三代（Industry3.0）则为现代人所熟悉，指的是20世纪70年代后，依靠电子
系统和信息技术实现生产自动化。
工业四代(Industry4.0)是指利用物联信息系统(Cyber—Physical System简称CPS)
将生产中的供应，制造，销售信息数据化、智慧化，最后达到快速，有效，个人化
的产品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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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什么是“工业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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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什么是工业“工业4.0”？
颠覆工业传统的“工业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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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4.0”正在颠覆工业里传统工业的整个生产模式。



4.2 “工业4.0”的意义？

“工业4.0”不仅仅影响中国的经济，也影响整个中国未来的发展。
1）它会影响中国的就业，因为在制造领域里，就业人员达8000万
以上。
2）影响中国的经济出口。
3）会影响中国的军事国防。影响到我们所有的产品生产、制造、
流程、供应链，
所以说“工业4.0”正在颠覆工业里传统工业的整个生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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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工业4.0的精髓是什么？
  

1、数据自动流动是工业4.0的精髓
2、企业内部数据流动是打造智能工厂的基础
3、互联网+实现企业内外的数据自动流动
4、智能工厂，数据自动流动无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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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工业4.0时代，EMC要做些什么？
德国默克尔总理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的开幕式宣布：

德国为“工业4.0”要做的十件大事，其中包括将德国宽带提速到50M、
加快公共区域免费WiFi建设、推进大数据的安全与政策的平衡、把德国
制造打造为数字安全的先进品牌、推动交通联网与汽车联网技术的大力
发展等。

对于产品：只有电子电器产品的电磁兼容性正向设计，才能适应工业4.0
的要求。

对于系统：对数据处理系统进行EMC风险评估，确保数据流动的电磁兼容
性与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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