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前 言
以往的 Mega Power Dual渊MPD冤系列 IGBT模块

包括 1.4 kA/1.2 kV两单元模块袁可以方便地应用于大
功率工业设备遥 近年来袁随着新一代可再生能源如风
能和光电的发展袁需要更大的系统功率遥为了更好的
满足需求袁 三菱电机开发了 2.5 kA/1.2 kV 两单元
IGBT模块遥
2 结 构
2.1 端子布局

新型 MPD系列 IGBT模块的封装长度约为宽
度的两倍遥 主端子 P和 N分布在模块的同一侧袁交
流端子在模块的另一侧袁这样便于逆变器的设计遥信
号端子位于模块的中间区域袁 因此可以很方便地将
栅极驱动板直接置于模块顶部袁 也利于简化与分离
驱动板之间的连线遥
2.2 底板结构

图 1示出模块底板与液冷散热器的接触面示意
图遥由于底板面积变大袁底板和散热片之间的良好接
触成为一个难点遥 为了解决此问题袁 采用分段式底
板遥在高度方向袁模块外壳分为两个部分来承受由分
段底板造成的弯曲压力遥 这种结构允许对每一段底
板分别进行屏蔽测试袁 现有的小型器件测试设备即

可达到这个目的遥

在最大变频器功率的应用场合袁新型 MPD模块
的总功耗可达到 5 kW遥这种大功耗器件通常需要进
行液冷散热遥例如袁液冷散热水平为 5 kW/m2K遥由于
液冷系统的外壳温度相比风冷系统变化更快袁 其热
循环能力和热辐射能力非常重要遥在 5 kW/m2K的条
件下袁大约需要 400 cm2的液冷散热器遥
新型 2.5 kA/1.2 kV两单元 IGBT模块底板的尺

寸选择要充分考虑热辐射能力遥 另外袁液冷导致外
壳温度变化较大袁 有必要提高模块的热循环能力遥
铝基板直接连接绝缘基板可解决此问题遥 该底板结
构可免用底板和绝缘陶瓷之间的焊接层袁焊接层是
传统模块结构中导致热损坏的关键点之一遥 温度循
环压力可导致焊接层的劣化袁从而使影响模块寿命
的热阻 R th渊j鄄c冤变大遥 传统铜基板结构和铝基板结构
的热阻可通过仿真进行比较袁图 2示出两种结构的
剖面图遥
尽管铝的热传导率低于铜袁 但是铜底板结构与

铝底板结构的热阻值几乎相同袁 这归功于铝基板结
构没有焊接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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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遥

图 1 模块底板与液冷散热器的接触面示意图



2.3 硅片布局

硅片布局设计的目的是提高液冷的散热能力遥
硅片之间要有一定的距离来减小硅片相互之间的热

干扰袁该距离可由仿真得到袁图 3示出仿真结构遥 在
200 W/chip的条件下袁 硅片和水的温差仿真结果如
图 4所示袁模块内硅片之间的距离约为 30 mm遥结果
表明袁该距离对于液冷是足够的遥

为了获得最佳的散热性能袁 液冷管最好放在硅
片的正下方遥因此袁底板安装孔要避免与液冷管道产
生交叉遥 图 5示出硅片布局图遥

2.4 端子结构

在提高模块额定电流时必需减小模块内部封

装电感遥 然而提高额定电流会使封装变大且连线变
长袁从而导致内部电感也变大袁两者互为矛盾遥 减小
单位长度感抗的方法之一是增加模块内部母线排

的宽度袁但母线排宽度受模块内部空间限制遥 为获
得小电感母线排袁可采用 4层母排结构遥 该结构减
小了母线上的电流密度袁且通过影响端子接触点来
减小每个端子电流密度所占的比例遥 电感值可通过
仿真来确定袁并将仿真结果与理论公式计算的结果
进行比较袁两者的结果很接近袁说明仿真是个很好
的结构检验方法遥 为减小母线内部电感袁将 4层母
线应用于封装之中遥
母线排的电感目标值是 3 nH以下袁因此两层板

结构的宽度必须为 50 mm以上遥 然而为保证外壳的
强度袁要求外壳高度在 50 mm以下遥 因此两层板结
构不可行遥通过仿真袁可以设计出最好的并联母线排
结构遥条件为 1 MHz时袁4层并联母线排结构的仿真
值为 2.59 nH袁该结果表明 4层并联母线排结构更适
用于新型MPD模块遥
图 6示出端子接线电感示意图遥 内部电感的减

小可以提高流经每个硅片电流的均衡性遥 L2相对于
L1和 L3而言足够小袁因此袁各硅片的栅极电压差别
很小袁从而可以提高各硅片的电流均衡性遥

3 特 性
3.1 模块电感

为减小外部连线的影响袁 端子上用宽的薄片母
线连接作为正向和反向通道遥正尧反向通道设在薄片
母线的侧面来减小无用表面面积的影响遥
模块内部总的电感仿真结院从P到N在 1MHz条件

下为5.18 nH遥该结果小于最初的设计目标值遥用来确定
内部封装电感的测试电路如图 7 所示遥 开关器件
CM1400DU-24NF在 1.5kA条件下开关袁作为 di/dt生成
器遥Device Under Test渊DUT冤串联在一起袁强制的 di/dt导
致的电压峰值可在 P和 N端之间来测量遥 DUT的封
装电感可通过图 8的波形来计算遥

模块内部封装电感由下列计算获得院di/dt =
9.375 A/ns袁P鄄N间的电压 V PN=52 V袁V cesat=1.37 V 渊Ic=
500 A冤袁渊V PN -2V cesat冤/渊di/dt冤=5.25 nH袁该值与仿真值

图 3 结构仿真结果

图 4 内部硅片间距与水流的关系

图 5 硅片布局

图 8 测量波形

图 7 测试电路

图 6 端子接线电感示意图

图 2 铜底板和铝底板的结构坡面图



相同袁达到了目标值要求遥
3.2 第 6代硅片的特征渊1.2 kV冤
第 6代 IGBT硅片采用精细图案工艺和轻穿通

CS层的 CSTBT技术遥相对于第 5代 IGBT袁在同样的
Eoff水平时袁V cesat鄄Eoff的折衷点减小了 0.7 V遥 通过对第
5代和第 6代 IGBT硅片功耗仿真结果比较袁 在固定
dv/dt条件下袁变频器应用的损耗计算值减小了 25%遥
3.3 第 6代硅片的特征渊1.7 kV冤
同样的封装也可以应用于新开发的 1.8 kA/1.7 V

两单元 IGBT模块遥 因此袁这里简单介绍 1.7 kV第 6
代 IGBT硅片的特征遥V cesat鄄Eoff的折衷关系如图 9a所
示袁相对于第 5代 IGBT袁在同样的 Eoff水平袁V cesat鄄Eoff
的折衷点减小了 0.35 V遥 图 9b为开通速度控制袁相
比于第 5代袁在同样的 dv/dt渊10 kV/滋s冤条件下袁开通
损耗减小了 25%遥

4 结 论
新型的工业用 2.5 kA/1.2 kV 两单元 IGBT 模

块袁通过采用主端子内部四层母线排结构袁大大减小
了模块内部封装电感遥 硅片布局根据液冷要求进行
优化遥为提高到模块与散热器的接触热阻袁底板由几
段组成遥 将陶瓷绝缘基板与铝底板之间直接连接来
提高热循环能力遥 最新的第 6代 IGBT硅片和 FWD
硅片降低了损耗遥同样的封装也适用于 1.8 kA/1.7 kV
两单元 IGBT模块遥 其他额定等级的模块正在开发
中袁也采用同样标准的分段式底板袁从而有利于提高
性价比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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