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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节能和可替代能源的探索已成为当今工业发

展的主题袁而且这一趋势还将持续遥 风能尧太阳能
和电动汽车近年来得到蓬勃发展袁 而电力电子器
件则成为这些领域的热点遥
绝缘栅双极性晶体管渊IGBT冤模块结合了双极

性晶体管和 MOSFET的优点袁显示出优良的性能袁
从而广泛应用于电力变换设备遥 由于内部寄生晶
体管的擎住效应袁一般很难让 IGBT模块保持在安
全工作区域渊SOA冤内 [1]遥

IGBT 模块性能通过一些改变和突破已得到
改善遥 IPM集成了内部 IGBT的实时检测和保护电
路袁从而有效地扩大了内部 IGBT 的 SOA遥 另外袁

低功耗和紧凑的封装更加适用于电动汽车中要求

高效尧耐用尧小型化且低成本的逆变器遥
2 IPM的理念

80年代末首次提出了 IPM的理念遥 IPM是种
混合器件袁它结合了高速尧低损耗的 IGBT 硅片及
其优化的栅极驱动和保护电路遥 凭借集成的检测
和保护电路袁IPM能够实现实时的短路保护尧过温
保护和欠压保护遥集成在 IGBT硅片上的电流传感
器可持续检测功率器件的电流以实现高效的短路

保护遥由于 IPM内部集成了过温保护和欠压保护袁
因此进一步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遥
除集成功能以外袁IPM还有些其它特征有助于

功率系统的设计遥例如袁IPM只需一个单极性正电源
来驱动内部 IGBT袁从而简化了 IGBT的驱动电路设
计遥随着功率硅片尧封装技术和控制电路技术的逐步
改善袁IPM产品日渐丰富袁表 1示出其世代比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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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In the late of 1980s袁Mitsubishi Electric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Intelligent Power Module and manufac鄄
tured the first generation IPM袁integrating dedicated driver and protection circuits with the IGBT in an appropriate
packaging.Since that time袁Mitsubishi Electric has developed 5 generations of IPMs up to the present.This paper pre鄄
sents the latest technologies of 5th generation IPM.The latest IGBT chip technology full gate CSTBTTM can achieve the
best trade鄄off relationship between saturation voltage and turn鄄off power loss.The new series IPM offers significant im鄄
provement in V cesat袁reducing to 1.75 V from more than 1.9 V for conventional ones袁by keeping the Eoff almost at the
same level.New integrating technology is also applied to optimize the protection functions.In addition袁reliability of
power cycle and thermal cycle are improved too.IPM concept is widely accepted in the market and its reliability is
proven since many years of experience in volume production.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electric vehicle application of
IPM and gives some test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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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 系列 硅片

第 3 代 S系列 平板型

第 3.5 代 V系列 平板型

降低 EMI尧节约成本
第 4 代 S-DASH 系列 沟槽型

第 5 代 L系列袁L1 系列 CSTBTTM 渊L 系列冤 袁
全栅型 CSTBTTM渊L1 系列冤

表 1 IPM 世代比较

3 第 5代 IPM的新技术
图 1示出第 5代 IPM 内部框图遥 IPM 内部集

成了新的过温保护和可调节的栅极驱动电路袁从
而有效抑制了 EMI噪声的产生遥

3.1 新硅片技术袁全栅型 CSTBTTM

第 5代 L系列 IPM采用 CSTBTTM 硅片技术实
现了 V cesat 和 Eoff 的折衷袁如图 2a 所示遥 CSTBTTM除
了有沟槽型结构外袁 还有载流子存储 n层用来累
积载流子从而增加发射极侧的载流子密度袁 降低
硅的阻抗袁使得饱和压降 V cesat 更低遥

L1系列 IPM采用优化的 CSTBTTM全栅型技术
实现了相当低的损耗袁如图 2b所示遥 L1系列 IPM
的全栅型结构中的活性插入元胞在不改变 Eoff 水
平的同时显著改善了 V cesat渊Tj=125 益时袁L 及 L1系
列 IPM的 V cesat 分别为 1.9 V 和 1.75 V冤遥 另外袁L1
系列 IPM的总开关损耗比 L系列的降低约 15%[2]遥

3.2 变速栅极驱动

噪声的产生和开关功率损耗之间的折衷关系

是功率模块驱动设计的另一关键遥 例如袁续流二极
管反向恢复过程中产生的噪声在小电流情况时尤

为严重袁而此时功率损耗并不是很大遥 另一方面袁
在大电流情况时袁噪声减小了袁但功率损耗却增加
了遥 在功率变换系统设计中袁很难使这两点达到较
好的平衡遥 最新的第 5代 IPM通过采用野变速栅极
驱动冶新技术改善了这一折衷遥 图 3示出变速栅极
驱动的逻辑原理图袁通过辅助发射极监测电流袁这
也同样用于短路保护遥 电流反馈与参考电流渊即阈
值电流冤相比遥 通常阈值电流的典型值为 IPM额定
电流的 1/2遥 当流过 IPM的电流低于阈值电流袁则
只有一个电流源用于达到低速驱动袁 从而降低噪
声遥 若流过 IPM的电流高于阈值电流袁则两个电流
源用于快速驱动以降低功率损耗遥 图 4示出在电
机驱动应用中袁该可变换驱动技术对 du/dt噪声降
低的实际效果测试遥 相对于第 4 代 IPM袁 新系列
IPM通过改变栅极开关速度可在不增加开关损耗
的同时降低 8 dB噪声遥

3.3 改善的保护功能

过温保护是功率变换系统设计的一个重要因

素遥 传统 IPM 采用热敏电阻检测模块底板的温
度袁是一种间接检测 IGBT硅片结温实现过温保护
的方法遥 虽然该方法能够有效保护模块免受缓慢
升高的环境温度或散热不良导致的损坏袁 但却使
过温保护电路很难检测到快速的过温故障遥例如院
当电机堵转时袁 由 IPM内部硅片功率损耗分布的
热仿真可知袁由于某一个 IGBT单元始终处于导通
状态袁最大功耗将集中在该硅片上袁且急剧增大的
损耗将使该 IGBT单元硅片温度迅速上升遥若该硅

图 1 第 5 代 IPM 的内部框图

图 2 插入元胞型 CSTBTTM渊L 系列冤和
全栅型 CSTBTTM渊L1 系列冤

图 3 变速栅极驱动的逻辑框图

图 4 降低 dv /dt对于产生噪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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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位置远离传统 IPM中的热敏传感器位置袁 而且
硅片与温度传感器之间存在热传输延时袁 则在未
达到热敏电阻的温度保护阈值时袁IPM 已经因结
温过高而损坏袁这是间接检测结温的缺点遥
最新的第 5 代 L/L1 系列 IPM 采用了在硅片

上集成温度传感器袁来直接检测 IGBT单元硅片的
结温袁从而避免了热敏电阻间接检测结温的缺点遥
第 5 代 IPM 内的 IGBT 硅片上集成了一串二

极管袁如图 5所示遥这些二极管的正向偏压可以监
测功率器件的结温袁 随着结温的升高二极管的压
降会降低遥 L1 系列 IPM 由于优化了结温检测位
置袁从而比 L系列 IPM的保护更快更准确遥

3.4 功率循环和热循环能力

功率循环和热循环能力是牵引领域对电力电

子器件提出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遥 通过加强铝线
绑定袁 第 5代 IPM的功率循环能力得到了大幅改
善遥 而对于热循环能力的提高袁 新一代 IPM除了
采用热膨胀系数更匹配的材料之外袁 还采用了焊
接厚度控制技术保持陶瓷基板和底板之间焊接层

的厚度均一遥 PM450CLA120 是 450 A/1.2 kV 的 6
合 1大型 IPM遥 独立底板的并列形式使得底板与
散热器之间充分接触袁从而有效提高了可靠性遥
4 IPM应用于电动汽车
电动汽车的种类有很多袁包括纯电动汽车尧混

合动力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等遥 纯电动汽车是用
电代替内燃机驱动的汽车袁 其电机工作的能源来
自于蓄电池遥 图 6示出其应用框图遥

高度集成的技术使得 IPM 能够显著简化整
个 PWM 变频器的设计遥 变频器开发工程师只需

设计简单的绝缘接口和 4个或者 6个 IPM供电电
源电路遥 简化的外围电路能够很好的满足电动汽
车变频器对于单位体积内功率密度高的要求遥
当 IPM快速关断时袁 储存在杂散电感中的能

量耗散在开关器件上袁 从而在开关器件上会产生
浪涌电压遥 浪涌电压的值直接与杂散电感值以及
集电极电流关断变化率相关遥 因此袁功率部分的换
流电路设计必须尽可能地降低杂散电感遥
电动汽车变频器通常采用叠层母线排可有效

降低杂散电感遥 即使 IPM在直流母线电压很高时
发生短路关断袁 浪涌过电压也不会超过模块的耐
压极限遥 图 7 示出逆变器在发生相间短路时的
IPM内部 IGBT单元 uce 和 Io 的测试波形遥 电动汽
车通常采用水冷散热袁为提高冷却能力袁水冷的水
路应设计在 IPM内的 IGBT硅片正下方遥 此外袁必
须确保这些水路的密封以避免泄露袁 并选择合适
的位置以消除管道与安装孔之间的冲突遥 高效的
散热系统能保证功率循环寿命和热循环寿命遥

5 结 论

展示了最新的第 5 代 IPM袁 它采用全栅型
CSTBTTM 硅片技术尧新的 EMI 消除技术尧优化了过
温保护袁 改善了可靠性遥 另外介绍了 IPM在电动
汽车中的应用袁包括叠层母线排和高效散热系统遥
标准功率模块也可以应用于电动汽车中遥 但

需要强调的是必须重视全面分析和验证标准模块

的可靠性能是否满足系统的要求遥 若电动汽车应
用的要求与标准功率模块的可靠性指标不匹配袁
则需要寻求其它解决方案袁 并根据客户的要求开
发客户定制模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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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过温保护框图

图 7 300 A/600 V IPM 发生相间短路时的关断波形

图 6 纯电动汽车应用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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