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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分立式IGBT模块技术领

域的一种大功率电机控制器分立式IGBT输入输

出叠成母排的安装结构，包括由下而上依次贴合

堆叠设的安装底座、正极母排绝缘片、正极母排、

负极母排绝缘片、负极母排、输出母排绝缘片和

输出级母排，安装底座上设有两排上下对称分立

式IGBT模块，分立式IGBT模块具有三组竖直朝上

弯折的正极引脚、负极引脚和输出引脚，正极母

排与下方一排分立式IGBT模块的正极引脚连接

导通，负极母排与上方一排分立式IGBT模块的负

极引脚连接导通，输出级母排与上下两排分立式

IGBT模块的输出级引脚连接导通，本实用新型提

供了一种可降低IGBT模块制造成本，安全可靠的

大功率电机控制器分立式IGBT输入输出叠成母

排的安装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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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功率电机控制器分立式IGBT输入输出叠成母排的安装结构，包括安装底座

(1)、正极母排绝缘片(2)、正极母排(3)、负极母排绝缘片(4)、负极母排(5)、输出母排绝缘

片(6)和输出级母排(7)，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底座(1)、正极母排绝缘片(2)、正极母排

(3)、负极母排绝缘片(4)、负极母排(5)、输出母排绝缘片(6)和输出级母排(7)由下而上依

次贴合堆叠设置，并通过绝缘螺钉(8)锁紧固定；

所述安装底座(1)上设置有两排上下对称分立式IGBT模块(101)，每排所述分立式IGBT

模块(101)包括至少三个等距阵列分布的分立式IGBT模块，所述分立式IGBT模块(101)具有

三组竖直朝上弯折的引脚，分别为正极引脚、负极引脚和输出引脚，所述正极母排(3)与位

于下方一排所述分立式IGBT模块(101)的正极引脚连接导通，所述负极母排(5)与位于上方

一排所述分立式IGBT模块(101)的负极引脚连接导通，所述输出级母排(7)同时与上下两排

所述分立式IGBT模块(101)的输出级引脚连接导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功率电机控制器分立式IGBT输入输出叠成母排的安装

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底座(1)上设置有与绝缘螺钉(8)螺接配合的嵌装螺母(102)，

所述嵌装螺母(102)均匀分布在两组分立式IGBT模块(101)之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功率电机控制器分立式IGBT输入输出叠成母排的安装

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正极母排(3)的前侧均匀设置有与分立式IGBT模块(101)正极引脚

连接的正极焊接耳(301)，所述正极母排(3)的前后两侧均设置有可供绝缘螺钉(8)贯穿的

正极固定耳(302)，所述正极母排(3)的左端后侧设置有正极外接耳(30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功率电机控制器分立式IGBT输入输出叠成母排的安装

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负极母排(5)的后侧均匀设置有与分立式IGBT模块(101)负极引脚

连接的负极焊接耳(501)，所述负极母排(5)的前后两侧均设置有可供绝缘螺钉(8)贯穿的

负极固定耳(502)，所述负极母排(5)的左端前侧设置有负极外接耳(503)。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功率电机控制器分立式IGBT输入输出叠成母排的安装

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输出级母排(7)的前后两侧均设置有与分立式IGBT模块(101)输出

级引脚连接的输出级焊接耳(701)和可供绝缘螺钉(8)贯穿的输出级固定耳(702)，所述输

出级母排(7)的右端设置有输出级外接耳(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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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功率电机控制器分立式IGBT输入输出叠成母排的安装

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分立式IGBT模块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大功率电机控制器分立式

IGBT输入输出叠成母排的安装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IGBT模块是由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芯片)与FWD(续流二极管芯片)通过特定

的电路桥接封装而成的模块化半导体产品；封装后的IGBT模块直接应用于变频器、UPS不间

断电源等设备上；IGBT模块具有节能、安装维修方便、散热稳定等特点；当前市场上销售的

多为此类模块化产品，一般所说的IGBT也指IGBT模块；随着节能环保等理念的推进，此类产

品在市场上将越来越多见。

[0003] 国内现有大功率电机控制器内部的IGBT模块大多采用英飞凌集成式模块，采用英

飞凌的集成式IGBT模块的优点在于集成式IGBT模块买回来就能直接安装在控制器里面，不

需要做额外的辅助结构，安装方便，但是集成式IGBT模块价格昂贵，导致整个控制器成本居

高不下，成本压力大；电机控制器要想大幅度降低成本，势必要在IGBT模块上想办法，而英

飞凌分立式小的IGBT模块相较于集成式价格较低，可大幅度降低成本，但是国内大功率电

机控制器还没有采用英飞凌分立式小的IGBT模块的案例，原因是无法解决多个分立式IGBT

模块汇流后电流过大的问题。

[0004] 基于此，本实用新型设计了一种大功率电机控制器分立式IGBT输入输出叠成母排

的安装结构，以解决上述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大功率电机控制器分立式IGBT输入输出叠成母

排的安装结构，以解决上述国内大功率电机控制器还没有采用英飞凌分立式小的IGBT模块

的案例，原因是无法解决多个分立式IGBT模块汇流后电流过大的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大功率电机控制器分立式

IGBT输入输出叠成母排的安装结构，包括安装底座、正极母排绝缘片、正极母排、负极母排

绝缘片、负极母排、输出母排绝缘片和输出级母排，所述安装底座、正极母排绝缘片、正极母

排、负极母排绝缘片、负极母排、输出母排绝缘片和输出级母排由下而上依次贴合堆叠设

置，并通过绝缘螺钉锁紧固定；

[0007] 所述安装底座上设置有两排上下对称分立式IGBT模块，每排所述分立式IGBT模块

包括至少三个等距阵列分布的分立式IGBT模块，所述分立式IGBT模块具有三组竖直朝上弯

折的引脚，分别为正极引脚、负极引脚和输出引脚，所述正极母排与位于下方一排所述分立

式IGBT模块的正极引脚连接导通，所述负极母排与位于上方一排所述分立式IGBT模块的负

极引脚连接导通，所述输出级母排同时与上下两排所述分立式IGBT模块的输出级引脚连接

导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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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优选的，所述安装底座上设置有与绝缘螺钉螺接配合的嵌装螺母，所述嵌装螺母

均匀分布在两组分立式IGBT模块之间，通过绝缘螺钉与嵌装螺母螺接配合，将装置各个部

件堆叠锁紧固定。

[0009] 优选的，所述正极母排的前侧均匀设置有与分立式IGBT模块正极引脚连接的正极

焊接耳，所述正极母排的前后两侧均设置有可供绝缘螺钉贯穿的正极固定耳，所述正极母

排的左端后侧设置有正极外接耳，使各个分立式IGBT模块正极电流汇集于正极母排上，并

通过正极外接耳外接。

[0010] 优选的，所述负极母排的后侧均匀设置有与分立式IGBT模块负极引脚连接的负极

焊接耳，所述负极母排的前后两侧均设置有可供绝缘螺钉贯穿的负极固定耳，所述负极母

排的左端前侧设置有负极外接耳，使各个分立式IGBT模块负极电流汇集于负极母排上，并

通过负极外接耳外接。

[0011] 优选的，所述输出级母排的前后两侧均设置有与分立式IGBT模块输出级引脚连接

的输出级焊接耳和可供绝缘螺钉贯穿的输出级固定耳，所述输出级母排的右端设置有输出

级外接耳，使各个分立式IGBT模块输出级电流汇集于输出级母排上，并通过输出级外接耳

外接。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结构合理，将多个分立式

IGBT模块的三个引脚分别汇集连接与可通过大电流的母排，解决了多个分立式IGBT模块汇

流后电流过大的问题；本实用新型通过将正极母排、负极母排和输出级母排采用堆叠使设

计，减小装置外形尺寸，大大节省装置安装占用空间；本实用新型每两层母排之间均通过绝

缘片完全分隔，杜绝短路隐患，使用更加安全可靠；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英飞凌分立式小的

IGBT模块相较于集成式价格较低，可大幅度降低成本；即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可降低

IGBT模块制造成本，安全可靠的大功率电机控制器分立式IGBT输入输出叠成母排的安装结

构。

附图说明

[0013]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所需要使

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

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

其他的附图。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安装底座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本实用新型分立式IGBT模块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为本实用新型正极母排结构示意图；

[0018] 图5为本实用新型负极母排结构示意图；

[0019] 图6为本实用新型三组绝缘片结构示意图。

[0020] 附图中，各标号所代表的部件列表如下：

[0021] 1-安装底座，101-分立式IGBT模块，102-嵌装螺母，2-正极母排绝缘片，3-正极母

排，301-正极焊接耳，302-正极固定耳，303-正极外接耳，4-负极母排绝缘片，5-负极母排，

501-负极焊接耳，502-负极固定耳，503-负极外接耳，6-输出母排绝缘片，7-输出级母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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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输出级焊接耳，702-输出级固定耳，703-输出级外接耳，8-绝缘螺钉。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它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3] 请参阅图1-6，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大功率电机控制器分立式IGBT

输入输出叠成母排的安装结构，包括安装底座1、正极母排绝缘片2、正极母排3、负极母排绝

缘片4、负极母排5、输出母排绝缘片6和输出级母排7，安装底座1、正极母排绝缘片2、正极母

排3、负极母排绝缘片4、负极母排5、输出母排绝缘片6和输出级母排7由下而上依次贴合堆

叠设置，并通过绝缘螺钉8锁紧固定，安装底座1上设置有与绝缘螺钉8螺接配合的嵌装螺母

102，嵌装螺母102均匀分布在两组分立式IGBT模块101之间，通过绝缘螺钉8与嵌装螺母102

螺接配合，将装置各个部件堆叠锁紧固定；安装底座1上设置有两排上下对称分立式IGBT模

块101，每排分立式IGBT模块101包括至少三个等距阵列分布的分立式IGBT模块，分立式

IGBT模块101具有三组竖直朝上弯折的引脚，分别为正极引脚、负极引脚和输出引脚，正极

母排3与位于下方一排分立式IGBT模块101的正极引脚连接导通，正极母排3的前侧均匀设

置有与分立式IGBT模块101正极引脚连接的正极焊接耳301，正极母排3的前后两侧均设置

有可供绝缘螺钉8贯穿的正极固定耳302，正极母排3的左端后侧设置有正极外接耳303，使

各个分立式IGBT模块101正极电流汇集于正极母排3上，并通过正极外接耳303外接，负极母

排5与位于上方一排分立式IGBT模块101的负极引脚连接导通，负极母排5的后侧均匀设置

有与分立式IGBT模块501负极引脚连接的负极焊接耳501，负极母排5的前后两侧均设置有

可供绝缘螺钉8贯穿的负极固定耳502，负极母排3的左端前侧设置有负极外接耳503，使各

个分立式IGBT模块101负极电流汇集于负极母排5上，并通过负极外接耳503外接，输出级母

排7同时与上下两排分立式IGBT模块101的输出级引脚连接导通，输出级母排7的前后两侧

均设置有与分立式IGBT模块501输出级引脚连接的输出级焊接耳701和可供绝缘螺钉8贯穿

的输出级固定耳702，输出级母排7的右端设置有输出级外接耳703，使各个分立式IGBT模块

101输出级电流汇集于输出级母排7上，并通过输出级外接耳703外接。

[0024] 本实施例的一个具体应用为：本装置为一种大功率电机控制器分立式IGBT输入输

出叠成母排的安装结构，安装底座1的四角设置有安装孔位，使用时，通过安装底座1将装置

与外界固定安装，正极外接耳303、负极外接耳503和输出级外接耳703上均设置有螺纹孔，

可通过螺纹孔将正极外接耳303、负极外接耳503和输出级外接耳703分别与外界正极、负极

和输出级连接线端子夹紧连接或直接焊接，即可正常工作；装置中正极母排3、负极母排5、

输出级母排7均可选择采用导电率良好的导体铜片，所选铜片具有一定厚度，保证正极母排

3、负极母排5、输出级母排7能够承受大电流，并具有一定机械强度，确保使用耐久性，正极

母排绝缘片2、负极母排绝缘片4和输出母排绝缘片6可采用橡胶或陶瓷等绝缘材料制成，两

层母排之间均通过绝缘片完全分隔，杜绝短路隐患，使用更加安全可靠，三组母排上的焊接

耳、固定耳和外接耳均采用冲压一体成型工艺制成，确保装置导电性良好，结构稳固，本实

用新型所采用的英飞凌分立式小的IGBT模块相较于集成式价格较低，可大幅度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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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可降低IGBT模块制造成本，安全可靠的大功率电机控制器分立式

IGBT输入输出叠成母排的安装结构。

[0025] 在本说明书的描述中，参考术语“一个实施例”、“示例”、“具体示例”等的描述意指

结合该实施例或示例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点包含于本实用新型的至少一个

实施例或示例中。在本说明书中，对上述术语的示意性表述不一定指的是相同的实施例或

示例。而且，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点可以在任何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或示例

中以合适的方式结合。

[0026] 以上公开的本实用新型优选实施例只是用于帮助阐述本实用新型。优选实施例并

没有详尽叙述所有的细节，也不限制该实用新型仅为所述的具体实施方式。显然，根据本说

明书的内容，可作很多的修改和变化。本说明书选取并具体描述这些实施例，是为了更好地

解释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实际应用，从而使所属技术领域技术人员能很好地理解和利用本

实用新型。本实用新型仅受权利要求书及其全部范围和等效物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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