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引 言
IGBT模块在功率模块市场上越来越活跃袁 而且

其适用的电力电子产品功率范围也越来越宽袁 可覆
盖从 1kW以下到 1MW以上遥 市场要求 IGBT模块
具备更多的电压和电流等级袁 因此它的封装被设计
成不同的尺寸袁以满足紧凑空间和高性价比的要求遥
另外袁 某些应用场合还要求更小的封装或者针对特
殊电路的特殊封装遥 通常这需要许多模具和很高的
成本来开发针对某些封装的全系列模块袁 而且对每
种封装还要进行长期的可靠性测试遥 所以袁 各种电
压尧电流系列模块的开发周期很长袁很难同时完成所
有系列的开发袁更不利于客户定制模块的开发遥
目前已开发出具有新封装概念的 NX 系列模

块袁 通过统一封装结构可实现不同电路拓扑结构的
模块遥 在客户定制模块的开发中袁 无需重新设计模
具袁 降低了初期成本遥 这种设计概念缩短了开发周
期袁也缩短了封装的可靠性测试周期遥同时袁NX系列
是为了满足现有市场的不同需求开发的袁 其封装尺
寸响应了市场对更小封装的要求遥NX系列根据电路
容量共有 3种不同尺寸袁NX-S袁NX-M和 NX-L袁它
们可以使用螺孔端子连接印刷电路板来实现大电

流袁外部安装 PCB距离模块的高度是 17mm遥
2 新概念的封装类型[1~3]

图 1示出具有新概念的封装类型和电路拓扑遥

图 1 封装类型和电路拓扑

2.1 封装结构

渊1冤针脚结构 图 2示出针脚和母体匹配结构遥
NX系列封装能够将针脚插入母体框架的任意

位置中遥母体框架的每一侧有很多间距相等的细槽遥
通过将针脚插入母体框架的选定位置并粘连在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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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针脚和母体的匹配结构

上袁 使得针脚位置
的布局变得随意遥
母体框架的材料是

聚乙烯对苯二酸

盐原聚对苯二甲酸
丁 二 醇 酯 渊PET鄄
PBT冤袁 比现在的

聚苯硫醚渊PPS冤更
加柔软袁 以确保针脚牢固可靠地固定在母体上遥 另
外袁针脚采用镀镍渊卡箍型冤工艺袁便于焊接遥 针脚的
间距是 3.81mm袁并用倒角的形式来确保 AC440V要
求的空气间隙 6.3mm遥 针脚的设计可以保证 PCB离
模块有 17mm高遥 此外袁如果准备有母头连接器袁这
种设计可使无焊接成为可能渊只有驱动端子冤遥

渊2冤螺钉端子座的特征 除了针脚以外袁NX系
列也能够将螺钉

端子分布在母体

的任意位置遥 螺钉
端子的结构如图 3
所示袁母体和螺钉
端子是互相独立

的遥 螺钉端子从上
方插入到母体上

的多个细槽中袁通
过锁定结构固定在母体上遥这种设计使得在开发中袁
不改变模具就可以任意改变螺钉端子的位置和数

目袁 在短时间内可以开发多种功率模块遥 开发客户
定制模块也变得更加容易遥
螺钉端子有 M4袁M5和 M6三种不同的孔径袁可

提供更宽的电流范围袁如 M6型端子可设计成 400A
以上的模块遥 当然袁 在定制模块的开发中还可以使
用混合尺寸的端子遥 螺钉端子座的材料采用与母体
一样的 PET鄄PBT袁 来确保母体和端子座之间最大的
夹紧力矩遥 比起倒角螺母袁 平头螺母可以将与外部
接线端子的接触面积增大 1.3倍遥此外袁螺钉端子优
良的散热性能也使得散热设计变得简单遥

渊3冤母体的特征 不同的母体尺寸使得 NX系列
可以涵盖更多等级的电路容量遥 NX-M的外形尺寸
是 122伊62mm袁最多 61个细槽遥如果使用 M5孔径的
螺孔袁模块的长边可以放置 4个螺孔袁短边放置 2个
螺孔遥目前尺寸更大的 NX-L系列是为定制模块开发
的袁其外形尺寸为 122伊122mm曰 尺寸最小的是 NX-S
系列袁其外形尺寸为 74伊62mm遥 图 4示出 NX-L型
母体内部的野十字交叉结构冶袁该结构大大提高了

电路结构的可变

性袁 实现了电路的
灵活设计曰 使用陶
瓷基片实现了更高

的热传导性袁 更高
的耐电压强度和更

高的可靠性遥 此外
还留有导向孔的空间袁 以便于自攻螺钉与外界 PCB
的固定遥
2.2 装配工艺的特征

对于物料混杂的小批量 IGBT模块装配线袁会
因元件库存难以控制袁而难以高速生产遥但使用统一
封装结构的 NX系列模块因减少了零部件的总量袁
使高速生产成为可能遥 由此来看袁NX系列在供货上
更具灵活性袁也缩短了定制模块的开发周期遥
2.3 灵活性

渊1冤NX系列的硅片多样性 标准 NX系列的半
导体硅片是由 CSTBT渊IGBT硅片冤[1]和续流二极管组
成的遥 另一方面袁如果利用更灵活的封装类型来开发
定制模块袁也可以选择不同类型的半导体硅片遥 现已
批量生产的 4种不同开关速度的 IGBT硅片袁形成了
4个系列的 IGBT模块院 高频用 NFH系列尧 中频用
NFM系列尧 标准频率用 NF系列和低频用 AL系列遥
此外袁NX系列是基于目前现有的功率模块和现在的
硅片技术而开发的袁因此 NX系列可以搭配灵活的封
装和不同的硅片袁灵活地开发客户定制的模块遥

渊2冤并联应用 NX 系列能够通过并联硅片来
实现更大的功率范围袁 而且大电流电路中也会应用
模块并联遥这种情况下袁标准的模块排列能够减小层
叠母线板的面积袁方便了模块装配袁降低了器件重量
和减小了外部电路的电感遥

渊3冤高密度装配 NX系列封装可配置高密度半
导体硅片遥 因为内部使用氮化铝陶瓷基片袁实现了更
高的热传导性能袁基板的厚度也超过了 3mm遥装配完
成后通过铣削确保了基板表面的平面度袁 增强了基
板与散热器之间的接触能力遥 所以袁NX系列模块内
部可内置多种电路形式袁且能够保证模块的高性能遥
2.4 可靠性

渊1冤RoHS指令的应对 NX系列模块的封装满
足 RoHS指令袁即叶关于在电子电气设备中限制使用
某些有害物质指令曳遥 封装采用无铅焊料袁在内部将
半导体硅片尧绝缘陶瓷基片和螺钉端子连接在一起遥
由于无铅焊料的焊接能力比锡鄄铅焊料的差袁因此无
铅焊料产生的机械拉力会较小一些遥 于是关键点就

图 3 螺钉端子与母体的匹配结构

图 4 复杂电路用 NX-型母体内
部的十字交叉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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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模块工作时焊接和热循环的可靠性遥 为达到
这一目标袁模块封装采用了高柔韧性的锡鄄银鄄铜无铅
焊料遥 相应地袁与非 RoHS产品相比较袁这种封装在
热循环和功率循环的可靠性方面得到了很大提高遥

渊2冤高可靠性 NX 系列模块的标准绝缘基片
采用氮化铝陶瓷材料遥 这种材料与氧化铝相比较袁
相对硅片具有更接近线性的膨胀系数遥 陶瓷基片和
半导体硅片之间的低应力袁 提高了这种封装的功率
循环可靠性遥 另一个制约功率循环可靠性的因素是
键合线连接方式遥 在 NX模块封装中袁采用为 NF系
列开发的键合技术袁 以提高功率循环的可靠性遥 相
应地袁NX模块可应用于温度变化剧烈的逆变系统遥
同样袁 这种低线性膨胀系数的陶瓷基片在陶瓷基片
和铜基板之间显现出更大的差异遥 尽管陶瓷基片与
铜基板的接触面积比陶瓷基片与硅片的接触面积

大袁但仍有提高性能的措施可供采用遥 例如袁图 5示
出的在陶瓷基片与铜基板之间增加键合线缓冲袁以
控制焊料的厚度遥 封装中使用键合线缓冲来降低键
合点的疲劳度袁 这种封装能够保证很高的热循环性
能遥 另外袁 高柔韧性能的无铅焊料也能保证很高的
热循环性能遥

3 标准 NX系列
3.1 标准 NX系列模块一览表
标准 NX系列模块包含 600V和 1200V两大类

产品遥 表 1示出该系列模块产品的一览表袁表中模块
的外形尺寸单位均为毫米渊mm冤遥 标准类型的封装只
采用了尺寸为 122mm伊62mm的 NX-M的母体袁涵盖
了各种电流等级的产品袁 并且衍生了 3种产品类型
渊NX-S袁NX-M袁NX-L冤遥 模块具有单管尧双管尧七管和
CIB电路等袁并使之与电流能力相匹配遥 另外袁NX-M
系列采用了低损耗的第 5代 IGBT渊CSTBT冤硅片[2袁3]袁
以便于降低损耗和提高电流密度袁 以及可以配置高
电流密度的硅片遥 CSTBT的开通速度与门极电阻密
切相关袁因此它需要具有宽范围的噪声抑制能力遥 这
种特性决定了需要将抑制噪声和降低损耗二者之一

作为主导因素遥 近来袁一些逆变系统使模块工作在接
近于模块电流限值袁但是工作频率非常低袁以满足低
噪声和电机控制的大力矩遥 针对这一应用袁在 NX-M
系列中袁对 IGBT硅片进行了优化遥 当工作频率低于

3kHz时袁硅片具有上述的优异特征遥

3.2 NX模块硅片技术
NX 系列模块采用低损耗的第五代 IGBT

渊CSTBT冤硅片遥 首先袁采用 CSTBT硅片保证了模块
的高性能遥其次袁采用插入式组合元胞渊PCM冤技术来
控制沟道密度袁以及采用轻穿通渊LPT冤技术以提高
并联性能和短路耐受能力遥 总之袁NX模块具有良好
的门极驱动性能和高电流密度遥

渊1冤CSTBT 与沟槽型 IGBT 结构相比较 袁
CSTBT在 p层和 n-层之间增加了高浓度的 n+层遥 对
于沟槽型 IGBT袁在导通时袁空穴从集电极侧的 p+层
注入到 n-层袁然后再到发射极遥 相比较而言袁由于
CSTBT有与 p基层相连的高浓度 n+层袁 因此 pn结
的压降比沟槽型 IGBT高 0.2V遥升高的 pn结电压限
制了注入空穴到发射极的流动袁n-层的空穴密度就
会相应地升高袁与沟槽型 IGBT相比袁CSTBT硅片的
通态压降明显降低遥

渊2冤插入式组合元胞渊PCM冤技术 CSTBT硅片
在整个硅片面积内均匀调控空穴袁 而不是根据电流
密集度来调整遥 结果袁尽管损耗很低袁但是短路电流
非常大遥 这种特性在短路耐受能力要求高的逆变系
统中并不能被接

受遥 PCM技术能
够有效降低电路

电流袁 并且短路
承受时间提高到

10滋s以上遥 PCM
技术是指将相间隔门极与发射极直接相连接袁 来替
代门极和发射极之间宽单元间距袁 图 6 示出采用
PCM技术的 CSTBT遥
因此袁这种技术能够控制沟道密度遥 另外袁PCM

技术所降低的输入电容独立于元胞结构袁 能够被自
由地控制遥 这种特性能够自由地控制开通速度袁而
且可以降低噪声遥 此外袁由于 CSTBT的反馈电容相
当低袁所以在输入电容较大时袁驱动功率要求相对较
低遥 因此袁 采用 PCM技术的 CSTBT硅片有如下优
点院可靠的短路耐受能力和低驱动功率需求袁可以将
驱动电源设计简单化袁并使之具有高性能遥

图 5 使用键合线缓冲技术的新结构

图 6 插入式组合元胞渊PCM冤CSTBT

表 1 标准 600V/1200V NX系列模块产品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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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电机启动的暂态阶段袁动态响应速度很快袁约
0.04s即可跟踪实际值袁稳态阶段两者基本吻合遥 因
此可以证明袁无速度传感器控制系统具有较高的动尧
静态性能袁说明该系统设计方案是可行的遥
对有速度传感器和无速度传感器的系统进行了

实验比较遥 图 4a袁b为给定转速 ne=1000r/min时无速
度传感器和有速度传感器速度响应的对比实验曲

线曰图 4c为当电机运行于 ne=80r/min时袁无速度传
感器控制下的电机速度响应波形遥

图 4 速度响应实验结果

5 结 论
提出了采用神经网络的无速度传感器 SVPWM

直接转矩控制方法遥通过转矩和定子磁链的误差袁计
算出下一个控制周期内需要加在电机定子绕组上的

空间电压袁 减小了传统直接转矩控制系统采用滞环
比较器给系统带来的脉动影响袁 并采用神经网络在
线辨识电机转速及转子磁链袁 给磁链辨识和转矩计
算单元提供了实时准确的磁链和转速值遥 实验结果
证明袁 该新型直接转矩控制系统有着良好的动态性
能和全速范围的调速精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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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3冤轻穿通渊LPT冤技术 CSTBT所用的 LPT结
构是在 NPT结构基础上增加了 PT型构造元素遥 近
期对 IGBT硅片面积的最小化袁不是将降低损耗作为
首要因素袁而是将保证 IGBT具有足够的短路保护耐
受能力放在首要位置遥因此袁高电流密度的关键点是
保证小面积硅片的短路耐受能力遥尽管与 PT结构相
比较袁LPT结构具有颇大的损耗袁但是 LPT结构仍适
用于制造高电流密度硅片袁并已成为发展趋势遥由于
LPT是基于 NPT结构袁因此损耗较大遥在大负载时暂
时降低开关频率的设计袁 特别适用于 LPT IGBT硅
片遥这是由于在大电流情况下袁开关损耗占了总损耗
中的主要部分遥 从第五代 IGBT开始袁1.2kV系列的
IGBT就已经采用了 LPT结构的硅片遥目前袁600V系
列也开始使用 LPT结构的硅片遥
3.3 改进的包装
最新开发的 NX系列包装盒可以兼容多种模块

端子的不同需求遥 包装盒的材料采用波纹纤维板袁
以降低对使用方开封的要求袁并满足许多国家的回
收政策遥 另外袁 封装将不再使用导电海绵作为防静
电措施遥 这是因为采用导电海绵作为防静电措施袁
在运输过程中会出现多种问题袁 而且会使装配过程

繁琐和复杂遥在新包装盒中袁将包装盒内表面做成导
电层袁取代导电海绵作为防静电措施遥即使有导电内
层袁这种波纹纤维板仍可回收袁且易于分解遥
4 结 论
应用新封装设计开发了包含各种电流等级的

NX系列 IGBT模块遥 这些模块具有统一的母体尧基
板尧螺钉端子尧螺钉端子座和管脚遥 NX系列模块将
在各种电力电子应用袁 特别是交流传动领域发挥重
要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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