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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电子组件（1）、尤其是用于混合动力车或者

电动车的电子的功率组件：包括带有至少一个接

触点（11）的电路板（10）；此外包括带有至少一个

连接点（21）的电子单元（20）、尤其是功率电子单

元，其中所述电子单元（20）的连接点（21）借助于

至少一个导电的接触元件（30）与所述电路板

（10）的接触点（11）导电地连接；此外包括带有上

侧面（41）的冷却体（40），其中所述电子单元（20）

间接地并且/或者直接地贴靠在所述冷却体（40）

的上侧面（41）上。对于前述电子组件来说在此提

出，在所述接触元件（30）与所述冷却体（40）之间

如此布置至少一个导热元件（50），从而在所述接

触元件（30）与所述冷却体（40）之间建立导热的

连接。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5页  附图4页

CN 109716877 A

2019.05.03

CN
 1
09
71
68
77
 A



1.电子组件（1）、尤其是用于混合动力车或者电动车的电子的功率组件，

包括带有至少一个接触点（11）的电路板（10），

此外包括带有至少一个连接点（21）的电子单元（20）、尤其是功率电子单元，

其中所述电子单元（20）的连接点（21）借助于至少一个导电的接触元件（30）与所述电

路板（10）的接触点（11）导电地连接，

此外包括带有上侧面（41）的冷却体（40），其中所述电子单元（20）间接地并且/或者直

接地贴靠在所述冷却体（40）的上侧面（41）上，

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接触元件（30）与所述冷却体（40）之间如此布置至少一个导热元件（50），从而在

所述接触元件（30）与所述冷却体（40）之间建立导热的连接。

2.按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热元件（50）具有至少一个内部的

空隙（51），其中所述接触元件（30）至少部分地布置在所述内部的空隙（51）中。

3.按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电子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接触元件（30）被压入

到所述导热元件（50）中。

4.按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电子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接触元件（30）销钉状

地构造有第一端部（31）和第二端部（32），其中所述第一端部（31）与所述电路板（10）的接触

点（11）导电地连接，并且所述接触元件（30）的第二端部（32）与所述电子单元（20）的连接点

（21）导电地连接。

5.按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电子组件，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冷却体（40）的上侧

面（41）与所述导热元件（50）之间布置绝缘层（60），所述绝缘层使所述导热元件（50）相对于

所述冷却体（40）电绝缘，其中所述导热元件（50）间接地通过所述绝缘层（60）贴靠在所述冷

却体（40）的上侧面（41）上。

6.按权利要求5所述的电子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绝缘层（60）如此在所述冷却体（40）

的上侧面（41）上延伸，使得其部分地布置在所述冷却体（40）的上侧面（41）与所述电子单元

（20）之间并且使所述冷却体（40）相对于所述电子单元（20）电绝缘。

7.按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电子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热元件（50）材料锁

合地附着在所述绝缘层（60）上。

8.按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电子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子单元（20）的连接

点（21）至少部分地构造为导电的连接元件（22）中的内部的凹处（23）并且所述导热元件

（50）至少部分地布置在所述导电的连接元件（22）的凹处（23）中。

9.按权利要求8所述的电子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热元件（50）被压入到所述连接元

件（22）的凹处（23）中。

10.按权利要求8或9所述的电子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电的连接元件（22）构造为冲

裁栅格（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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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组件、尤其是用于混合动力车或者电动车的电子的功率

组件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具有独立权利要求1的前序部分的特征的电子组件、尤其是用于

混合动力车或者电动车的电子的功率组件。

背景技术

[0002] 在混合动力车或者电动车中使用带有由中间电路电容器和半桥构成的换向电路

的逆变器结构和转换器结构，所述换向电路的逆变器结构和转换器结构比如构造在功率模

块中。比如，为了运行电机而使用逆变器，所述逆变器提供用于所述电机的相电流。

[0003] 所述功率模块在此通过电路板来操控，所述电路板用接触元件、像比如压入式插

脚与所述功率模块导电地接触。在此，所述功率模块布置在电路板与冷却体之间并且通过

所述冷却体来排热。电路板现今仅仅在低压区内进行热连接。所述电路板的、通过电路板中

的凹坑与该电路板的低压区隔开的高压区没有得到冷却或者仅仅微弱地得到冷却。

发明内容

[0004] 按照本发明提出一种用于混合动力车或者电动车的电子组件、尤其是电子的功率

组件。所述电子组件包括带有至少一个接触点的电路板并且此外包括带有至少一个连接点

的电子单元、尤其是功率电子单元，其中所述电子单元的连接点借助于至少一个导电的接

触元件与所述电路板的接触点导电地连接。此外，所述电子组件包括带有上侧面的冷却体，

其中所述电子单元间接地并且/或者直接地贴靠在所述冷却体的上侧面上。按照本发明，在

所述接触元件与所述冷却体之间如此布置至少一个导热元件，从而在所述接触元件与所述

冷却体之间建立导热的连接。

[0005] 相对于现有技术，按本发明的电子组件具有以下优点，即：通过布置在所述接触元

件与所述冷却体之间的导热元件能够将热从所述接触元件经由所述导热元件来导出给所

述冷却体并且由此能够在所述电路板与所述冷却体之间建立连续的导热的连接。通过电路

板与冷却体之间的这种导热的连接，能够将热从所述电路板经由所述接触元件和所述导热

元件有利地排出给所述冷却体，并且所述电路板由此有利地通过所述冷却体得到冷却并且

由此被去除热负荷。由此，所述电路板能够有利地通过所述冷却体来得到冷却。

[0006] 通过所述按本发明的电子组件，比如也能够比如通过所述电路板的、在该电路板

的高压区中的接触点来对所述电路板的比如通过凹坑与所述电路板的低压区隔开的高压

区进行冷却。

[0007] 本发明的另外的有利的设计方案和改进方案能够通过在从属权利要求中所说明

的特征来实现。

[0008] 在一种特别有利的实施例中，所述导热元件具有至少一个内部的空隙，其中所述

接触元件至少部分地布置在所述内部的空隙中。通过所述接触元件在所述内部的空隙中的

布置，能够有利地在所述接触元件与所述导热元件之间建立特别好的导热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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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如果所述接触元件被压入到所述导热元件中、比如被压入到所述导热元件的内部

的空隙中，那就产生以下优点，即：在所述接触元件与所述导热元件之间建立特别好的导热

的接触并且所述接触元件能够特别好地、牢固地并且稳定地与所述导热元件相连接。

[0010] 所述接触元件有利地销钉状地构造有第一端部和第二端部，其中所述第一端部与

所述电路板的接触点导电地连接并且所述接触元件的第二端部与所述电子单元的连接点

导电地连接。通过销钉状的接触元件，所述电路板的接触点能够有利地容易地并且稳定地

与所述电子单元的连接点导电地并且同时导热地连接。

[0011] 在一种有利的实施例中，在所述冷却体的上侧面与所述导热元件之间布置绝缘

层，该绝缘层使所述导热元件相对于所述冷却体电绝缘，其中所述导热元件间接地通过所

述绝缘层贴靠在所述冷却体的上侧面上。这样的绝缘层使所述导热的元件相对于所述冷却

体电绝缘。由此所述导热元件比如也能够构造为导电的结构并且与所述接触元件处于导电

的接触中，而由此所述接触元件没有与所述冷却体导电地连接。同时，通过所述导热元件间

接地贴靠在所述冷却体的上侧面上这种方式，能够在所述导热元件与所述冷却体之间建立

有利的良好的导热的接触。

[0012] 所述绝缘层特别有利地如此在所述冷却体的上侧面上延伸，使得其部分地布置在

所述冷却体的上侧面与所述电子单元之间并且使所述冷却体相对于所述电子单元电绝缘。

这样的绝缘层能够使所述电子单元相对于所述冷却体电绝缘并且有利地同时也使所述导

热元件相对于所述冷却体电绝缘。同时，这样的绝缘层能够有利地容易地比如由整块的薄

膜来制成。

[0013] 如果所述导热元件材料锁合地附着在所述绝缘层上，那就能够在所述导热元件与

所述将冷却体与导热元件连接起来的绝缘层之间建立特别好的导热的接触。通过这种方

式，所述导热元件也能够与所述冷却体处于特别好的导热的接触之中。

[0014] 在一种特别有利的实施例中，所述电子单元的连接点至少部分地构造为导电的连

接元件中的内部的凹处并且所述导热元件至少部分地布置在所述导电的连接元件的凹处

中。由此，所述导热元件能够有利地容易地并且良好地与所述连接点相连接并且有利地与

所述连接点处于良好的导热的接触之中。

[0015] 所述导热元件特别有利地被压入到所述连接元件的凹处中。如此被压入的导热元

件能够与所述连接元件及所述连接点具有有利的良好的导热接触。此外，这样的导热元件

有利地固定地并且稳定地被安置在所述电子单元上。所述导电的连接元件能够有利地在此

构造为冲裁栅格。

附图说明

[0016] 本发明的实施例在附图中示出并且在以下描述中进行详细解释。

[0017] 图1示出了按本发明的电子组件的一种实施例的示意图；

图2示出了所述按本发明的电子组件的实施例的示意性的横截面；

图3示出了所述实施例的、在没有电路板和接触元件的情况下的示意图；

图4示出了所述按本发明的电子组件的电路板的一种实施例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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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8] 所述按本发明的电子组件能够用在许多方面、比如用作机动车技术中的逆变器或

者转换器。比如电子的线路单元能够用作用于运行比如混合动力车或者电动车的电机的、

也被称为逆整流器（Wechselrichter）的逆变器或者能够用作用于混合动力车或者电动车

的转换器。

[0019] 图1示出了所述按本发明的电子组件1的一种实施例的示意图。所述电子组件1包

括电子单元20、在这种实施例中是功率电子单元。所述电子单元20在该实施例中包括多个

连接点21，所述连接点被设置用于与所述电子单元20电接触。

[0020] 所述电子单元20比如能够是功率电子单元。所述电子单元20在附图中示意性地与

导电的连接元件22一起示出，在所述连接元件22上构造有用于与所述电子单元20进行电接

触的连接点21。所述电子单元20在这种实施例中包括模塑（gemoldet）的壳体25。在所述壳

体25中比如布置在附图中未示出的载体基片，并且在所述载体基片上布置在附图中未示出

的电的和/或电子的结构元件。所述载体基片比如能够是线路载体、在这种实施例中是DBC

基片（Directed  Bonded  Copper）。但是，所述载体基片比如也能够是AMB基片（Active 

Metal  Brazed（活性金属钎焊））、IMS（Insulated  Metal  Substrate（绝缘金属基片））、电路

板（PCB，Printed  Circuit  Board（印刷电路板））或者其它的适合于功率模块的基片。在所

述载体基片上能够布置不同电的和/或电子的结构元件、像比如功率半导体、像比如场效应

晶体管、比如MIS-FETs（Metal  Insulated  Semiconductor  Field  Effect  Transistor（金

属绝缘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IGBTs（insulated-gate  bipolar  transistor（绝缘栅双极

晶体管））、功率MOSFETs（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  field-effect  transistor（金属氧

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和/或二极管、比如整流二极管。此外，也能够在所述载体基片

上布置无源的结构元件、像比如电阻或者电容器来作为电的和/或电子的结构元件。此外，

所述载体基片能够包括在附图中未示出的印制导线。所述载体基片的印制导线能够如在这

种实施例中一样构造为导体面，所述导体面能够导送高的电流。所述电的和/或电子的结构

元件能够比如通过所述载体基片的印制导线、通过键合引线或者其它合适的导电的接触元

件、比如通过钎焊或者烧结彼此间或者与布置在所述电子单元20的外部的并且在附图中未

示出的另外的电的和/或电子的元件导电地连接。所述电的和/或电子的结构元件能够通过

所述载体基片的印制导线、通过键合引线或者其它合适的导电的接触元件、像比如在附图

中示出的在这种实施例中构造为冲裁栅格的导电的连接元件22与所述电子单元20的连接

点21相连接。所述电子单元20的连接点21比如能够构造为所述导电的连接元件22中、比如

冲裁栅格中的内部的凹处23。

[0021] 此外，所述电子组件1包括带有上侧面41的冷却体40，其中所述电子单元20在这种

实施例中间接地在中间放置绝缘层60的情况下贴靠在所述冷却体40的上侧面41上。在此，

所述绝缘层60如此在所述冷却体40的上侧面41上延伸，使得其布置在所述冷却体的上侧面

41与所述电子单元20之间并且由此使所述冷却体40相对于所述电子单元20电绝缘。所述绝

缘层60使所述电子单元20相对于所述冷却体40电绝缘。同时，所述绝缘层60在电子单元20

与冷却体40之间建立导热的接触，从而将在所述电子单元20中产生的热通过所述绝缘层60

来导出（ableiten）给所述冷却体40。不过，所述电子单元20比如也能够本身向外被电绝缘

并且在没有中间放置绝缘层60的情况下贴靠在所述冷却体40的上侧面41上。所述冷却体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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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侧面41比如构造为平坦的结构。所述冷却体40由具有良好的导热性的材料、像比如铝

或者铜制成。所述冷却体比如能够构造为板。在所述冷却体40上比如能够像在这种实施例

中一样构造用于改进散热的结构、像比如肋片、引脚或者通道。

[0022] 此外，所述电子组件1包括电路板10。所述电路板10在这种实施例中就像所述电子

单元20和所述绝缘层60一样布置在所述冷却体40的上侧面41上。在此，所述电路板10在这

种实施例中如此布置，使得所述电子单元20布置在所述电路板10与所述冷却体40之间。所

述电路板10比如能够是刚性电路板，比如是以FR4-结构构成的电路板或者更高值的电路

板、也就是比如由玻璃纤维增强的环氧树脂构成的电路板。但是，所述电路板3也能够是

HDI-电路板（High  Density  Interconnect-Leiterplatte（高密度互联-电路板））、LTCC电

路板（Low  Temperature  Cofired  Ceramics（低温共烧陶瓷））或者其它合适的刚性的或者

柔性的电路板。所述电路板10比如包括一个或者多个彼此通过在附图中未示出的印制导线

相连接的并且在附图中同样未示出的电的和/或电子的结构元件，所述结构元件一起比如

形成用于电子单元20的控制线路。所述电路板10在这种实施例中包括大量的接触点11，所

述接触点被设置用于将所述印制导线和所述电路板10的、在这种实施例中构成控制线路的

电的和/或电子的结构元件与布置在所述电路板10的外部的组件导电地连接起来。所述电

路板10在这种实施例中构造为控制线路，该控制线路被设置用于控制电子单元20。为此目

的，所述电路板10的接触点11借助于导电的接触元件30与所述电子单元20的连接点21导电

地连接。

[0023] 在这种实施例中，所述接触元件30构造为销钉状并且分别具有第一端部31和第二

端部32。接触元件30的相应第一端部31分别与所述电路板10的接触点11导电地连接。接触

元件30的相应第二端部32分别与所述电子单元20的连接点21导电地连接。所述接触元件30

比如能够是信号插脚并且比如能够由可导电的并且可导热的材料、比如金属、比如由铜制

成。

[0024] 为了建立从电路板10到冷却体40的连续的导热的接触，在所述接触元件30与所述

冷却体40之间布置导热元件50。所述导热元件50如此布置在所述接触元件30与所述冷却体

40之间，从而在所述接触元件与所述冷却体40之间建立导热的连接。导热元件50不仅与所

述冷却体40而且与所述接触元件30处于导热的接触之中。所述导热元件50比如能够如在这

种实施例中在附图中示出的那样构造为压入式套筒。所述导热元件50比如由具有高的导热

性的材料、像比如铜制成。

[0025] 在这种实施例中，导热元件50与冷却体40之间的导热的接触通过布置在冷却体40

与导热元件50之间的绝缘层60来建立。因此，不仅所述冷却体40而且所述导热元件50都与

所述绝缘层60处于直接的接触之中。所述绝缘层60布置在所述冷却体40的上侧面41与所述

导热元件50之间并且使所述导热元件50相对于所述冷却体40电绝缘。所述导热元件50在此

间接地通过所述绝缘层60贴靠在所述冷却体40的上侧面41上。在这种实施例中涉及绝缘层

60，该绝缘层不仅使所述导热元件50而且使所述电子单元20相对于所述冷却体40电绝缘。

在这种实施例中，所述导热元件50材料锁合地贴靠在所述绝缘层60上。所述绝缘层60比如

能够是由塑料构成的薄片层并且所述导热元件50和/或所述电子单元20由此能够有利地被

层压（auflaminieren）在所述冷却体40的上侧面41上。

[0026] 导热元件50与接触元件30之间的导热的接触在这种实施例中通过导热元件50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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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元件30之间的直接的接触来建立。因此，在这种实施例中，所述导热元件50具有内部的

空隙51并且所述接触元件30布置在所述导热元件50的内部的空隙51中。所述接触元件特别

有利地像在这种实施例中一样比如被压入在比如构造为压入式套筒的所述导热元件50的

内部的空隙51中并且就这样与所述导热元件50处于特别好的导热的接触之中。

[0027] 如果所述电子单元20的连接点21如在这种实施例中一样构造为导电的连接元件

22中的内部的凹处23，那么如在图2和图3中示出的一样比如构造为柱状的压入式套筒的导

热元件50能够至少部分地布置在所述导电的连接元件22的内部的凹处23中。所述导热元件

50能够特别有利地被压入到所述导电的连接元件22的凹处23中。所述导电的连接元件20比

如构造为冲裁栅格24。

[0028] 图4示出了所述按本发明的电子组件1的电路板10的一种实施例的示意图。在这种

实施例中所述电路板10具有两个不同的区域、也就是高压区14和低压区15。所述高压区14

通过分离沟13和所述低压区15隔开并且由此相对于所述低压区15绝热。所述接触点11在所

述电路板10的这种实施例中布置在所述电路板10的高压区14中。在所述电子组件1运行时，

首先在所述电路板10的高压区14中产生很高的温度。通过所述按本发明的电子组件1，能够

将热从所述高压区14经由所述电路板10的布置在高压区14中的接触点11以及与所述接触

点11相连接的接触元件30来导出给所述冷却体40。

[0029] 当然，还能够考虑所示出的实施例的另外的实施例和混合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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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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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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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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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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