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光耦（合器）和替代隔离器提供电气危
害防护时的安全注意事项 

介绍 

光耦和替代性隔离技术已广泛用于各种产品，用于信号隔离和高电压

电平转换。这些器件还可用于提供与安全相关的隔离。考虑到这些电

气关切，有必要了解光耦或替代隔离器与安全相关的特性。 

电气安全基础 

由电流通过人体引起的电击可导致——从无意识的瞬间伤害到心室

纤颤致死——等生理影响。基于健康状况、空气湿度和身体阻抗的不

同，造成危险的电压阈值并非恒常不变，但通常认为安全的电压等级

是：DC 电压最高 42V；AC 电压最高 60V。任何将人暴露于高于此

电压的电气应用都被视为有人身安全危险，因此需要足够的电气隔离。 

安全系数的概念 

当人身安全成为问题时，设计人员必须考虑所谓的安全系数（safety 



factor）。采用安全系数的目的是将无法完全确定的用户条件考虑在

内，以确保几乎不会产生人身安全问题。安全系数已广泛应用于各种

工程学科。 

例如，在土木工程中，在修造建筑物时，通常将用于适配各支撑构件

的一般安全系数选为 2。当对材料质量无充分把控时，可以使用更高

系数。 

对于航空航天应用，通常使用 1.25 的安全系数。此类应用，对重量

极其敏感，重量的些许改变，会导致整个应用成本的巨大变化；因此，

更高质量控制和频繁检修的成本也因此变得可以承受。所以，基于此，

较低的安全系数是合理的。对于通常称为加强隔离应用的安全电气隔

离应用来说，使用的典型安全系数为 2。 

持续工作电压 

在正常工作过程中，预计光耦或隔离器会承受连续的电压应力。该电

压通常称为工作电压。 

由于此应力电压是连续的，因此如果隔离失效，对人造成危险的可能

性会高得多。故而，额定工作电压通常选为设计的预期光耦或隔离器

能承受的连续电压应力的一半。



抗瞬变电压能力 

 
除了能够承受连续的工作应力电压之外，还需要光耦或隔离器能抵抗

或承受高瞬变电压。瞬变电压可分为高能或低能瞬变电压两类（图 1）。 

 

高能量瞬变有可能带来人身危险。尽管低能量瞬变通常不会直接危及

人身安全，但它却会对隔离材料的“健康”构成重大威胁，进而可能

导致安全隐患。 

 

 

 
 

低能电压瞬变 

 
 

ESD 是低能电压瞬变中特别常见的一种。由于 ESD 事件会很容易超

过 15kV，因此它们通常、也的确超过了大多数光耦或替代隔离器的

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距离要求。其结果是造成光耦或隔离器内部的闪

络（flashover）。幸运的是，这种闪络事件并不代表重大的直接安全

隐患。 



 
 

与隔离应力有关，闪络的发生是自限事件，它将施加到隔离的最大电

压应力变得很低。尽管如此，能加载到闪络发生点的瞬变电压仍可能

非常高。由于诸如海拔和湿度之类环境条件的不同，闪络起始电压会

有很大差异。即使是相对较低水平的 ESD 事件也可能以潜在损伤或

立即损坏的形式严重损伤隔离材料。如果连续工作电压落在危险极限

内，则可能会引发危险情况。 

 
 

对于光耦，通过调整隔离层的厚度可以很好地解决这种故障情况。特

别是，使用厚隔离材料，以确保内部隔离的击穿电压足够高于外部闪

络电压。但是，对基本工作依赖于使用极薄隔离层的替代技术来说，

实现这种保护要困难得多。 

 
 

替代技术类器件特别容易受到 ESD 击穿的影响。替代隔离器技术可

分为两种构造类型：使用旋涂聚酰亚胺涂层作为基本隔离（primary 

insulation）的第一类器件；使用二氧化硅（SIO2）隔离作为基本隔

离的第二类器件。 

 

 

 

 



对于 2 类器件，SIO2 隔离特别容易被 ESD 损坏。实际上，大多数集

成电路设计人员竭尽全力为限制ESD对暴露互连上的SIO2结构造成

损坏提供保护建构。 

 
 

通常采取电压钳位装置的形式实施这种保护。对于隔离器器件，在隔

离器之间连接电压钳位器件是非常不切实际的；由于 ESD 可容易地

造成隔离损坏，这种隔离器不可避免地非常脆弱。 

 

高能电压瞬变 

 
 

高能量电涌类事件通常在配电系统内发生。这种电涌可能是由于连接

到同一配电网络的重型机械的运行或在极少数情况下由雷击引起。 

 
 

由于这种电涌具有直接威胁生命安全的能力，因此，正确匹适隔离器

的尺寸以确保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很重要。在最终设备标准中，通过

所谓的安装类别或过电压等级来解决此问题。对于每种应用，相关的

设备标准确定了隔离应能够承受的最高浪涌电压瞬变。 

 
 

 

 



高压元件测试 

 
 

一般通过结合结构要求和电气测试来验证光耦或替代隔离器是否适

合提供安全保护，以抵抗连续和瞬态电压应力。 

 
 

介电测试 

 
该测试的主要目的是建立隔离器或光耦在短时间（通常为 1 分钟）内

承受高压的能力。 

 

UL1577 是此类测试的标准之一。通过或失败的标准取决于测得的泄

漏电流。这继而确立了该组件承受现场终端设备介电测试的能力。 

 

此方法限制了这种测试分级的适用性。特别是该分级不能确立安全的

连续电压的情况。 

 

局部放电测试 

 
 

局部放电测试是一种隔离测试程序，其实施目的不仅是为了建立隔离

承抗高瞬态电压的能力，且还为了确立额定工作电压下隔离的完整性。

特别是，它会检查是否存在所谓的微孔（microvoid）。在电压应力

下，微孔中的电晕放电会导致隔离层侵蚀，最终导致隔离层崩塌。 



 

通过在接近标称工作电平处施加测试应力电压并检查是否存在局部

放电，具有能够检查可能在标称负载条件下激活的固有退化机制的好

处。这样可以更好地建立安全的连续工作电压。 

 
 

此方法的第二个优点是，它可以使用更接近预期应用的电压在较低的

测试电压下进行测试，从而减少了对隔离施加预电压应力或损坏隔离

的可能性。局部放电测试的最终目的是证明隔离材料是所谓无空隙的。 

 

 

但“无空隙”这一叫法并不准确。不存在 100％无空隙的隔离材料，

因此它始终是相对测量，其绝对分辨率受测量系统的限制。典型的局

部放电测试设置的分辨率低至 1pC，但为了在生产测试设置中进行可

靠测试，通常将测试极限设置为 5pC。 

 

 

局部放电测试的一个样例是为评估光耦的高压安全特性而开发的标

准—— VDE0884 。该标准后来发展为国际光耦安全标准

IEC60747-5-5。 

 

光耦实际上是一种混合结构——由光学透明的隔离层和不透明的包

覆成型隔离环氧树脂组成。 

 



有时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使用 IEC60747-5-5 局部放电测试来

测试什么——包覆成型（overmold）封装或内部隔离层？ 

在很大程度上，答案是：两者都测（图 1）。 

 

 
 

在确定无空隙隔离时，需要考虑部分放电通过阈值与电介质材料上存

储的总电荷的相关性。如果可认为电场是均匀的，则存储的电荷会通

过隔离结构均匀分布，因此局部放电测量同样适用于整个隔离建构。

典型的光耦总封装电容约为 0.7pF。尽管电场不是完全均匀的，且在

建构的不同区域存在很小的电荷不平衡，但仍然有效的假设是：局部

放电测试结果对于包覆成型隔离和内部光学隔离都具有显着适用性。 

 
 

有时，类似的局部放电测试方法也会应用于基于磁或电容的替代隔离

器技术。在这种情况下，该测试方法的有效性受到以下事实的严重限

制——即这种技术中电场的同质性与光耦大相径庭。 

 

例如，典型的替代隔离器可能会使用电容为 100 fF 的微隔离结构。



在 1000V 的测试电压下，这种隔离结构会存储 100pC 的电荷。在这

种情况下，5pC 的局部放电测试极限表示非常宽松的合格标准。如果

在这么小的隔离结构中确实发生了 5pC 的放电，很可能很快就会发

生雪崩击穿。 

 

虽然局部放电测试可能适用于检测替代隔离器包覆封装中的问题空

隙，但却与检测主要隔离结构中的问题空隙无关，而后者是替代隔离

器的致命软肋。 

 
 

电气安全要求的光耦/隔离器结构 

 
在谈论安全的建构要求时，要考虑的两个主要领域是：内部建构和外

部机械尺寸。 

 

 

内部建构 

在确定建构要求前，首先必须确定基本隔离或增强隔离的预期用途： 
 

■基本隔离需要依靠自身提供功能隔离特性，可能不能用于提供抗电

击风险的保护。 

 

■当需要对电击危险实施隔离并进行等级评估时，应使用加强隔离。

术语“加强”有时也与“双重隔离”一词互换。 

 



 

–双重隔离实际上是指能够承受两倍于额定电压的能力。实现此目的

的物理方法也可以按字面理解，即：提供两个独立的隔离层，每个隔

离层都能够抗受要求的电压。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通过使用单层固态

隔离来达到增强隔离的要求。 

 

■对不同的管理标准来说，用于安全隔离的合适的单个固态隔离层有

所不同。如果我们以终端设备标准 IEC60950 为例，它认为单一厚度

（> 0.4mm）的均质材料适用于提供双重或加强隔离。就固态隔离

的定义而言，不仅材料本身重要，且材料处理同样重要——例如，厚

的聚酰亚胺隔离层被广泛认为是固态隔离层，但溶剂基聚酰亚胺（瓷

釉）层可能不是。 

 
 

外部机械尺寸 

 

外部要求对于支持安全隔离要求也很重要。在这方面，电气间隙和

爬电距离是两个关键指标（图 3）。 

 

电气间隙 

 
电气间隙是暴露在空气中输入和输出端子之间的最短距离。足够的

电气间隙距离的关键目标是确保端子间不会发生电闪络。 

 



实际的闪络电压特别取决于海拔和湿度水平。干燥的高海拔地区倾向

于具有最高闪络电压。 

 

可参考如 IEC60664 等隔离坐标标准（coordinate standard）来确

定防止闪络的合适物理尺寸。在 IEC60664 文档中，给出了各种工作

电压条件的表格。这些值基于经验测量数据和现象学上对闪络的理解。

为满足加强要求，间距为乘以安全系数 2。 

 

 

不仅要考虑隔离器本身的机械结构，当零件装在现场的最终应用时，

还必须考虑整体机械间距。特别要考虑到 PCB 焊料触点和互连走线

导致的间距变小的情况。 

 
 

爬电 

另一个重要的外部尺寸是爬电距离。这是围绕封装的最短测量距离。

之所以认为该尺寸重要是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沿着隔离表面形成

导电通路。 



 

影响爬电距离的因素是外部污染（例如湿气和灰尘）、以及隔离材料

表面吸引和保留污染的倾向。爬电距离取决于外部环境、所谓的污染

程度以及包覆成型材料的类别等因素。适当的爬电距离可在

IEC60664 标准的查找表中找到。 

 
 

隔离寿命 

 
由于使用光耦或替代隔离器的绝大多数应用都不要求定期检查隔离

质量，因此必须对隔离性能进行评估，以确保在无需用户干预的情况

下、最终产品的使用寿命安全。 

 
 

安全寿命的定义 

 
 

不同制造商，对安全的定义各有所重。例如，替代隔离器的制造商可

能将安全可用寿命定义为：在连续的额定工作电压下工作时，其中 1％

的零件发生故障所需的时间。该定义的问题在于，对某些人而言，使

1％的人面临威胁生命的风险似乎相当高。另外，它还没有考虑瞬态

过电压的影响或安全系数的必要性。 

 
 

一种更保守、更安全的方法是：将寿命终止定义为存在以下两种统计

学上无关紧要可能性的时间点： 



 

1. 隔离层退化到额定瞬态过电压会导致永久性破坏的点。 

2. 隔离层退化到无法再持续承受两倍额定工作电压的程度。 

 

 

由于存在两种可能的故障情况，因此我们还将分别考虑两种损耗机制。

应当指出，实际上它们并非相互排斥。 

 

瞬态电压损耗 

 
 

UL1577介电测试额定值和 IEC60747-5-5瞬态额定值在某种程度上

考虑了瞬态额定值。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即它无法直接提供最终产品

预期寿命内的瞬态电压功能的详细信息。特别是，问题在于仅在非常

短的时间段内测试了测试电压额定值。 

 
 

因电晕腐蚀和其它退化机制的影响，由瞬变电压导致隔离损坏的可能

性很高，因此即使瞬变周期很短，在设备寿命期间相关的隔离性能损

坏累积也会非常明显。因此，很容易预见，即便对中等长度的设备使

用寿命来说，所有瞬态事件的总时长也很容易超过额定的瞬态测试时

间。 

 

 

为了在终端设备的使用寿命内建立安全的抗瞬变能力，有必要适当地



调适隔离建构。可以通过在高测试电压（例如，UL1577 测试中使用

的电压）下进行延长寿命的测试来验证此功能。 

 

 

比较不同技术——光耦和替代技术——此时，可观察到巨大性能差

异。例如，一般不会发现不能通过 15 分钟时长 UL1577 介电测试的

替代隔离器；而光耦的 UL1577 介电测试寿命通常超过数百小时。这

种巨大的性能差异显然对最终应用预期的瞬态寿命有非常直接的影

响。 

 
 

工作电压损耗 
 

第二种损耗机制发生在连续工作电压下的额定负载情况。 

 

主要的关切是，不应有会引致明显老化效应的主动损耗机制，老化效

应会在预期的设备使用寿命内导致隔离故障。 

 
 

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确定没有因内部空隙中发生的局部放电而产生隔

离侵蚀。还需要考虑其它老化效应。对于高应力的聚合物隔离材料，

一个明显的老化机理是空间电荷降解（图 3）。 



 

 
 

空间电荷是在高电压下注入到隔离材料中电荷的表述。注入空间电荷

会改变内部电场，从而导致隔离材料区域应力的不断增加。就注入的

空间电荷量而言，主要的决定因素是材料厚度和所施加的电场，它会

产生 kV/mm 的应力因数。其它重要因素包括工作温度以及波形类型

和频率。 

 

聚合物材料中的空间电荷老化是非常活跃的研究领域。尽管如此，对

这种老化现象的理解还远远不够。有一些明确的并持续观察到的空间

电荷降解的特征，这些特征可用于预测寿命。如果绘制测得的寿命与

应力测试电压的关系曲线，则可清楚地看到，在较低的 kV/mm 应力

水平下，老化响应曲线具有清晰可辨的渐近线（asymptote）特征。 

 

该特性表明，当在某个初始应力电压水平以下运行时，预期寿命将以

极快的速率延长。 



 
 

在小于此起始电压的电压应力下运行可有效地将空间电荷退化的影

响降低到微不足道的水平。 

 

因为光耦使用具有相应低 kV/mm 应力水平的厚隔离材料，其空间电

荷的降解一直不是问题。 

 
 

在使用薄聚合物涂层的替代隔离器中，空间电荷降解是个非常重要的

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固有的高 kV/mm 应力导致空间电荷退化。在

用高介电测试电压测试寿命时可观察到这种效果。但更令人担忧的事

实是：在采用与预期标称工作电压相差不大的测试电压进行的长期测

试表明，在认为最终用户设备通常应具有的使用寿命期限内，常常出

故障。 

 
 

结论 

 
数十年来，光耦已广泛用于与电气安全相关的应用。尽管如此，可以

说在某些情况下与设备和组件相关的安全标准并未彻底解决绝对使

用安全性的要求。 

 

关切的领域主要是高压寿命和高压瞬态损坏。幸运的是，这只是理论

上的风险，因为光耦的固有设计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可以通过



实验和现象学证明。 

 

不幸的是，在使用替代隔离器技术的情况下，这种理论上的风险转化

为实实在在的安全隐患。 

 
 

在许多情况下，在建构这一基础环节，设备标准定义就实际上禁止将

替代隔离技术用作增强隔离手段。 

 
 

但并非总是如此；就与采用替代隔离器的某些传统设备标准相关的特

定风险来说，不是提供的指导含糊不清，就是根本没有。这种情况通

常由于在拟用光耦组件标准评估替代隔离器的安全性时，在技术上劳

而无功这一窘境而进一步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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