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引 言
不断增长的功率半导体市场需要在短时间内开

发出具有紧凑尺寸的更高功率等级的模块遥 三菱电
机继成功推出具有优越电气特性和散热性能的高品

质小型化功率器件后袁 紧接着又开发了 NF
系列和大功率两单元 渊Mega Power Dual冤
IGBT模块遥 该模块采用第 5代载流子存储
式沟槽栅型双极性晶体管渊CSTBTTM冤硅片技
术和轻穿通渊LPT冤技术相结合袁进一步提高
了模块的电气性能袁如饱和压降 V CE(sat冤 低尧
短路能力强和栅极电容小遥除了这些不断提
升的优越性能外袁 三菱电机在实现 MPD模
块小型化的同时袁还强化了最方便客户使用
的设计特征遥所有这些改进的性能最终将从
根本上降低系统的总造价遥
2 MPD 模块的结构性能对其
电气特性和散热性能的影响
文章将阐述 MPD模块优越的结构性能

及其对MPD模块电气特性和散热性能的影
响袁 并以典型案例说明 MPD模块的主要应
用领域遥
表 1示出 NF系列所有 IGBT产品一览表及其

规格遥 电流超过 600A 的 NF 系列扩展部分产品
就称为 野MPD 模块 冶遥 额定值为 900A/1200V袁
1400A/1200V 和 1000A/1700V 的 MPD 模块在表 1
中用野*冶标出遥

在需要并联模块来实现逆变器大功率化的应用

中袁MPD模块不断地赢得了市场的肯定遥 由于MPD
模块具有很大的电流额定值袁 因此袁 在诸如大功率
UPS和风能发电的应用中袁 本来需要若干个小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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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并联使用的方案袁可以通过采用单个MPD模块

方案来替代遥 另一个典型应
用就是将 MPD 组件用于造
纸工业中的大功率交流变

频器袁图 1示出采用MPD模
块的成套装置袁该装置采用
风冷散热遥 实际上袁MPD模
块的内部设计特别适合采

用水冷系统遥 由于 IGBT和
FWDi硅片的布局使得冷却
液体的管道可以毫无障碍

地安装到 MPD基板的固定孔袁从而简化了水冷散热
器的设计遥
3 MPD的结构特征
图 2 给出了额定值为 1400A/1200V 的 MPD

IGBT的实物照片遥 与传统
IGBT模块相比袁MPD模块
具有若干易于使用的结构

特征遥 图 3 示出台阶式
MPD直流端子的视图袁可

见袁MPD左侧的直流端子处在不同高度上遥 这种台
阶式结构能够使得直流端子直接安装到分层的叠层

直流母线板上袁 从而避免了为将母线板连接到直流
端子而增加的

折弯遥 而且袁直
流输入端子和

交流输出端子

被布置在 MPD模块相对的两边袁这可以简化模块和
功率电路的连接遥
另外袁 直流端子的设计可满足与直流母线板低

电感连接的需求袁 从而降低 IGBT关断引起的过电
压尖峰遥 这可以通过平行的铜板或者铝板来实现袁
中间用绝缘片来绝缘遥 这种设计在短路时具有非常
好的性能袁能够使功率器件在限定的 SCSOA渊短路
安全工作区冤范围内工作遥
为了降低 MPD模块的安装成本和资源袁在此特

别提一下模块的安装配置遥 考虑到客户的成套装配
线可能只有有限的安装工具袁 因此袁MPD模块安装
到散热器和连接功率端子都采用 M6号螺钉遥 由多
个 M6螺钉构成的功率端子连接接触电阻小袁 还能
够保证连接的可靠性和抗振动性遥 而且袁 采用内置
的平面螺母袁其接触面积大约是标准螺母的两倍袁可
以进一步降低主端子连接的接触电阻遥
栅极驱动信号连接用的接插件具有自锁功能袁

能够快速又可靠地将模块连接到驱动板遥 这种接插
件的抗振动性能比 EN60068-2-6标准所规定的更
高袁且该接插件很容易从广濑电机公司购买到遥

内部寄生电感是 IGBT模块很关键的参数袁它
由模块制造商决定遥 三菱电机采用改进的叠层母线
板结构技术成功地将内部寄生电感减小到 16nH遥从
图 4可以看到减小寄生电感对于降低过电压尖峰的
作用遥 寄生电感的减小还可以进一步降低吸收电容
的容量和成本袁从而降低了最终系统的总成本遥

在诸如风力发电的应用中袁 功率模块的功率循
环能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遥 由于 NF系列模块
和 MPD模块采用了新的硅片技术袁因而在这一方面
得到了显著的提高遥 图 5示出在相同条件下对MPD
与以前的 F系列
和 H 系列 IGBT
模块的功率循环

能力比较遥
除了所描

述的 MPD 模块
创新的结构外袁
还需要强调的

是其所采用的 IGBT和 FWDi硅片技术成就了模块
卓越的散热性能和电气特性遥 这些性能的改善带来
了逆变器在功耗尧 散热成本尧PCB空间和 MPD安全
工作所需资源的显著降低遥
4 结 论
最近开发的 3种 MPD IGBT模块袁 其额定值为

1400A/1200V袁900A/1200V和 1000A/1700V袁无需并
联即可应用于大功率系统中袁如大功率 UPS尧风力发
电以及大功率交流变频器中遥 总的来说袁MPD模块
通过采用改进的硅片技术显著地降低了功耗并改善

了电气特性和散热性能袁 正在引导着更多有成本效
益的逆变器设计遥此外袁改良的MPD结构袁如多孔端
子尧同样大小的连接孔和装配孔尧易于使用的栅极接
插件端子尧台阶式的直流端子结构袁这些都会对客户
产生更大的吸引力遥

渊该文由三菱电机机电渊上海冤有限公司半导体事业部负
责编译冤

图 2 MPD模块的实物照片
渊尺寸 150伊166mm冤

图 4减小 MPD内部电感对过电压尖峰的影响

图 5 MPD的功率循环能力

图 1 应用 MPD模块的
成套装置

图 3 与直流母线板相连接的模块端子

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