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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三相桥式可控硅整流功

率模块，属于半导体开关技术领域。具体包括支

撑框架和三个完整的压堆；其中支撑框架包括框

架下托架、框架侧面绝缘支撑、框架中部绝缘支

撑与框架上盖板；框架侧面绝缘支撑和框架中部

绝缘支撑一起将支撑框架分隔为左中右三个空

间；支撑框架左中右三个空间内分别布置一个完

整的压堆，且每个完整的压堆分别与支撑框架连

接在一起，左中右三个完整的压堆结构布局完全

一样，完整的压堆包括螺栓、碟形弹簧、螺杆套

件、螺栓顶支撑块、薄绝缘子、可控硅、铜散热器

和厚绝缘子。本发明利用可控硅为功率器件的一

个模块单元，布局合理、结构紧凑、功率密度高，

输出电流能力强，既可作为整流模块也可以作为

逆变模块来使用。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4页  附图2页

CN 109450273 A

2019.03.08

CN
 1
09
45
02
73
 A



1.一种三相桥式可控硅整流功率模块，其特征在于，包括支撑框架和三个完整的压堆；

其中支撑框架包括框架下托架、框架侧面绝缘支撑、框架中部绝缘支撑与框架上盖板；所述

框架下托架由钢板焊接而成；两个框架侧面绝缘支撑分别插在框架下托架两端的固定孔

中，两个框架中部绝缘支撑分别插在框架下托架两个三等分点处的固定孔中，框架侧面绝

缘支撑和框架中部绝缘支撑一起将支撑框架分隔为左中右三个空间，每个空间分别布置一

个完整的压堆，共三个完整的压堆，左中右三个完整的压堆结构布局一样；框架上盖板由钢

板焊接而成，与框架侧面绝缘支撑和框架中部绝缘支撑固定连接，形成完整的支撑框架；

以左侧完整的压堆为例：包括螺栓、碟形弹簧、螺杆套件、螺栓顶支撑块、薄绝缘子、可

控硅、铜散热器和厚绝缘子，压接时，框架下托架上的表面通孔上放置碟形弹簧，碟形弹簧

中间具有弹簧通孔，此时碟形弹簧处于初始状态，然后穿过碟形弹簧中间的弹簧通孔插入

螺杆套件，螺杆套件上半部反扣住碟形弹簧，螺杆套件下半部沿轴向开有平槽，平槽与框架

下托架表面通孔配合以保证螺杆套件不发生旋转，螺杆套件能够相对于所述的表面通孔上

下移动；螺杆套件中间具有螺纹通孔，从框架下托架下表面将螺栓旋入螺杆套件中间的螺

纹通孔，螺栓从螺杆套件中间的螺纹通孔中旋出，直到螺栓露出螺杆套件上方后，在螺栓顶

端放置螺栓顶支撑块，之后在螺栓顶支撑块的平面上水平放置薄绝缘子，之后再依次放置

铜散热器和可控硅，二者交替布置；最后在位于最上端的铜散热器的上端面放置厚绝缘子；

继续转动螺栓，将所有铜散热器和所有可控硅牢固压接在一起；每一个铜散热器的背面都

电气连接一个散热器连接母排，并且位于上下位置相邻的两个散热器连接母排左右相互岔

开布置，其中每个散热器连接母排，用来搭接不同的交流母排和直流母排构成三相全桥整

流电路。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三相桥式可控硅整流功率模块，其特征在于，框架侧面绝缘

支撑内侧面具有支撑铜散热器的水平槽；框架中部绝缘支撑两面均具有支撑铜散热器的水

平槽。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三相桥式可控硅整流功率模块，其特征在于，所述继续转动

螺栓，将所有铜散热器和所有可控硅牢固压接在一起，具体通过如下方式实现：螺栓顶端与

螺栓顶支撑块接触，限定螺栓向上位移；从框架下托架下表面处旋动螺栓，由于螺栓上方的

压力，螺栓相对于螺杆套件的转动，使得螺杆套件向下位移，螺杆套件轴向挤压碟形弹簧，

碟形弹簧产生弹性压缩形变，停止旋转螺栓后，碟形弹簧产生的弹性压缩形变使螺杆套件

和螺栓向上位移，通过螺栓顶支撑块挤压铜散热器和可控硅，实现可控硅安装所需要的预

紧力，通过预紧力将所有铜散热器和所有可控硅牢固压接在一起，形成完整的压堆。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三相桥式可控硅整流功率模块，其特征在于，螺栓顶支撑块

与螺栓接触的一面为球形凹面，顶面为平面。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三相桥式可控硅整流功率模块，其特征在于，每个压堆包括

五个铜散热器和四个可控硅。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三相桥式可控硅整流功率模块，其特征在于，所需要的预紧

力需要达到63～84KN。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三相桥式可控硅整流功率模块，其特征在于，一个完整的压

堆中四个可控硅分别由V11，V24，V14，V21表示，另外两个完整的压堆中八个可控硅分别由

V13，V26，V16，V23和V15，V22，V12，V25表示，V11，V24，V14，V21接U相，V13，V26，V16，V23接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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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V15，V22，V12，V25接W相，V11，V24，V13，V26，V15，V22组成共阴极组，V14，V21，V16，V23，

V12，V25组成共阳极组，对于共阴极组触发脉冲的要求是保证V11，V24，V13，V26，V15，V22依

次导通，它们的触发脉冲之间的相位差为120°；对于共阳极组触发脉冲的要求是保证V14，

V21，V16，V23，V12，V25依次导通，它们的触发脉冲之间的相位差也是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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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三相桥式可控硅整流功率模块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半导体开关技术领域，具体是指一种三相桥式可控硅整流功率模块。

背景技术

[0002] 晶闸管又叫可控硅，是可以处理耐高压、大电流的大功率器件，随着设计技术和制

造技  术的进步，越来越大容量化。变频装置(顺变和逆变的组合)用于同步电动机和异步电

动机的  调速。同步电动机刚启动和低速运行时，电机定子基本没有反电动势，这时功率器

件组成的  单元模块要想实现晶闸管的换相必须采用电流断续换相法。所谓换相，就是把正

在导通相的 电流切换到欲导通相的过程。这主要通过触发和关断相应的晶闸管来完成。在

负载换相同步 电动机旋转时，必须周期性地完成换相过程，由于晶闸管为半控开关器件，

一旦触发导通后， 门极就失去了控制作用，要想关断它必须给晶闸管施加反向电压，使其

电流减小到维持电流 以下，再把反向电压保持一段时间后，晶闸管才能可靠关断。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三相桥式可控硅整流功率模块，是以可控硅元件

为功率  器件的一个模块单元，布局合理、结构紧凑、功率密度高，输出电流能力强，既可作

为整流  模块也可以作为逆变模块来使用。

[0004] 本发明的一种三相桥式可控硅整流功率模块，包括支撑框架和三个完整的压堆；

其中支  撑框架包括框架下托架、框架侧面绝缘支撑、框架中部绝缘支撑与框架上盖板；所

述框架下  托架由钢板焊接而成，用于放置完整的压堆；框架侧面绝缘支撑有两个，按照左

右对称的方 式分别插在框架下托架两端的固定孔中；框架中部绝缘支撑有两个，分别插在

框架下托架上  两个三等分点处的固定孔中。框架侧面绝缘支撑和框架中部绝缘支撑一起

将支撑框架分隔为  左中右三个空间。框架侧面绝缘支撑的内侧面具有支撑铜散热器的水

平槽；框架中部绝缘支  撑的左右两个面均具有支撑铜散热器的水平槽；所述的框架上盖板

由钢板焊接而成，与框架  侧面绝缘支撑和框架中部绝缘支撑的顶部固定连接，形成完整的

支撑框架。

[0005] 支撑框架左中右三个空间内分别布置一个完整的压堆，共三个完整的压堆，且每

个完整 的压堆分别与支撑框架连接在一起，左中右三个完整的压堆结构布局完全一样，具

体布局以  左侧完整的压堆为例：包括螺栓、碟形弹簧、螺杆套件、螺栓顶支撑块、薄绝缘子、

可控硅、  铜散热器和厚绝缘子，在支撑框架左侧空间的框架下托架上表面通孔上放置碟形

弹簧，碟形  弹簧中间具有弹簧通孔，此时碟形弹簧处于初始状态；然后穿过碟形弹簧中间

的弹簧通孔插  入螺杆套件，螺杆套件上半部反扣住碟形弹簧；螺杆套件下半部沿轴向开有

平槽，平槽与框  架下托架表面通孔配合并保证螺杆套件不发生旋转，螺杆套件能够相对于

所述的表面通孔上  下移动，螺杆套件中间具有螺纹通孔，从框架下托架下表面将螺栓旋入

螺杆套件中间的螺纹  通孔，螺栓从螺杆套件中间的螺纹通孔中旋出，直到螺栓露出螺杆套

件上方一段距离后，在  螺栓顶端放置螺栓顶支撑块，螺栓顶支撑块与螺栓接触的一面为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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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凹面，顶面为平面，之  后在螺栓顶支撑块的平面上水平放置薄绝缘子，再依次放置铜散

热器和可控硅，二者交替布  置；其中薄绝缘子用于绝缘最下端带电的铜散热器和螺栓顶支

撑块，所有铜散热器尺寸完全  相同，所有可控硅尺寸完全相同。最后在位于最上端的铜散

热器的上端面放置厚绝缘子，厚  绝缘子用于绝缘最上端带电的铜散热器和框架上盖板；继

续转动螺栓，通过螺栓、螺杆套件  和碟形弹簧之间的配合，将所有铜散热器和所有可控硅

压接在一起形成完整的压堆。

[0006] 所述铜散热器和可控硅的压接通过如下方式实现：螺栓顶端与螺栓顶支撑块接

触，从框  架下托架下表面处旋动螺栓，由于螺栓上方的压力，螺栓相对于螺杆套件的转动，

使得螺杆  套件向下位移，螺杆套件轴向挤压碟形弹簧，碟形弹簧产生弹性压缩形变，停止

旋转螺栓后，  碟形弹簧产生的弹性压缩形变使螺杆套件和螺栓向上位移，通过螺栓顶支撑

块挤压铜散热器  和可控硅，实现可控硅安装所需要的预紧力，通过预紧力将所有铜散热器

和所有可控硅牢固  压接在一起，形成完整的压堆。每一个铜散热器的背面都电气连接一个

散热器连接母排，并  且位于上下位置相邻的两个散热器连接母排左右相互岔开布置，其中

每个散热器连接母排，  用来搭接不同的交流母排和直流母排构成三相全桥整流电路。

[0007]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08] 1、本发明所提供的三相桥式可控硅整流功率模块采用了完全相同的可控硅和铜

散热器， 同时也利于实现电气连接，减小电气连接距离，可以减小回路中的等效电感。

[0009] 2、本发明所提供的三相桥式可控硅整流功率模块，实现了主模块的标准化，增加

了易维  护性，既可作为整流模块也可以作为逆变模块来使用。

[0010] 3、本发明所提供的三相桥式可控硅整流功率模块采用结构紧凑，空间尺寸小，组

装简单、 方便，输出电流能力强，能够很好地满足大容量功率单元的串联或者并联要求。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发明三相桥式可控硅整流功率模块结构正面示意图；

[0012] 图2为本发明三相桥式可控硅整流功率模块结构背面结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三个完整的压堆中可控硅的连接方式示意图。

[0013] 图中：

[0014] 1、框架下托架；             2、框架侧面绝缘支撑；       3、框架中部绝缘支撑；

[0015] 4、螺栓；                   5、碟形弹簧；               6、螺杆套件；

[0016] 7、螺栓顶支撑块；           8、薄绝缘子；               9、可控硅；

[0017] 10、铜散热器；              11、厚绝缘子；              12、框架上盖板；

[0018] 13、散热器连接母排。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0] 本发明提供一种三相桥式可控硅整流功率模块，具体来说，是由可控硅元件作为

三相全  桥整流的功率器件而形成一个模块单元，所述三相桥式可控硅整流功率模块的模

块化程度更 高，既可作为整流模块也可以作为逆变模块来使用，功率密度高，结构紧凑，输

出电流能力 强，可广泛应用于中、高压传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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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一种三相桥式可控硅整流功率模块，如图1所示，包括支撑框架和三个完整的压

堆；其 中支撑框架包括框架下托架1、框架侧面绝缘支撑2、框架中部绝缘支撑3与框架上盖

板12；  所述框架下托架1由钢板焊接而成，用于放置完整的压堆；框架侧面绝缘支撑2有两

个，按  照左右对称的方式分别插在框架下托架1两端的固定孔中；框架中部绝缘支撑3有两

个，分  别插在框架下托架1上两个三等分点处的固定孔中。框架侧面绝缘支撑2和框架中部

绝缘支  撑3一起将支撑框架分隔为左中右三个空间。框架侧面绝缘支撑2的内侧面具有支

撑铜散热  器10的水平槽；框架中部绝缘支撑3的左右两个面均具有支撑铜散热器10的水平

槽。所述 的框架上盖板12由钢板焊接而成，与框架侧面绝缘支撑2和框架中部绝缘支撑3的

顶部固定 连接，形成完整的支撑框架。

[0022] 如图1所示，支撑框架左中右三个空间内分别布置一个完整的压堆，共三个完整的

压堆，  且每个完整的压堆分别与支撑框架连接在一起，左中右三个完整的压堆结构布局完

全一样，  具体布局以左侧完整的压堆为例：所述完整的压堆包括螺栓4、碟形弹簧5、螺杆套

件6、螺  栓顶支撑块7、薄绝缘子8、可控硅9、铜散热器10和厚绝缘子11，在支撑框架左侧空

间的  框架下托架1表面通孔上放置碟形弹簧5，碟形弹簧5中间具有弹簧通孔，此时碟形弹

簧5 处于初始状态；然后穿过碟形弹簧5中间的弹簧通孔插入螺杆套件6，螺杆套件6上半部

反  扣住碟形弹簧5；螺杆套件6下半部沿轴向开有平槽，平槽与框架下托架1表面通孔配合

并  保证螺杆套件6不发生旋转，但是螺杆套件6可以相对于所述的表面通孔上下移动。螺杆

套  件6中间具有螺纹通孔，从框架下托架1下表面将螺栓4旋入螺杆套件6中间的螺纹通孔， 

螺栓4从螺杆套件6中间的螺纹通孔中旋出，直到螺栓4露出螺杆套件6上方一段距离后，  在

螺栓4顶端放置螺栓顶支撑块7，螺栓顶支撑块7与螺栓4接触的一面为球形凹面，顶面  为平

面，起到保护和支撑的作用。之后在螺栓顶支撑块7的平面上水平放置薄绝缘子8，再  依次

放置铜散热器10和可控硅9，共放置五个铜散热器10和四个可控硅9，二者交替布置；  其中

薄绝缘子8用于绝缘最下端带电的铜散热器10和螺栓顶支撑块7，所有铜散热器10尺  寸完

全相同，所有可控硅9尺寸完全相同。最后在位于最上端的铜散热器10的上端面放置厚  绝

缘子11，厚绝缘子11用于绝缘最上端带电的铜散热器10和框架上盖板12。继续转动螺栓  4，

通过螺栓4、螺杆套件6和碟形弹簧5之间的配合，将所有铜散热器10和所有可控硅9  压接在

一起形成完整的压堆。

[0023] 继续转动螺栓4，将所有铜散热器10和所有可控硅9牢固压接在一起，具体通过如

下方  式实现：螺栓4顶端与螺栓顶支撑块7接触，限定螺栓4向上位移，从框架下托架1下表

面  处旋动螺栓4，由于螺栓4上方的压力，螺栓4相对于螺杆套件6的转动，使得螺杆套件6 

向下位移，螺杆套件6轴向挤压碟形弹簧5，碟形弹簧5产生弹性压缩形变，停止旋转螺栓4 

后，碟形弹簧5产生的弹性压缩形变使螺杆套件6和螺栓4向上位移，通过螺栓顶支撑块7  挤

压铜散热器10和可控硅9，实现可控硅9安装所需要的预紧力，通过预紧力将所有铜散热  器

10和所有可控硅9牢固压接在一起，形成完整的压堆。一般安装可控硅9所需要的预紧力  为

63～84KN。如图2所示，每一个铜散热器10的背面都电气连接一个散热器连接母排13， 并且

位于上下位置相邻的两个散热器连接母排13左右相互岔开布置，以便更好的散热和连  接。

其中每个散热器连接母排13，用来搭接不同的交流母排和直流母排构成三相全桥整流电 

路，其中铜散热器10作为导体，位于每个可控硅9上下的两个铜散热器10可以看成连接可 

控硅9的正负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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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三相全桥整流电路是一组共阴极与一组共阳极的三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的串联。

如图3  所示，一个完整的压堆中四个可控硅9分别由V11，V24，V14，V21表示。另外两个完整

的  压堆中八个可控硅9分别由V13，V26，V16，V23和V15，V22，V12，V25表示。V11，  V24，V14，

V21接U相，V13，V26，V16，V23接V相，V15，V22，V12，V25接W相。  V11，V24，V13，V26，V15，V22组

成共阴极组，而V14，V21，V16，V23，V12，V25组 成共阳极组。在三相全桥整流电路中，对于共

阴极组触发脉冲的要求是保证V11，V24，V13，  V26，V15，V22依次导通，因此它们的触发脉冲

之间的相位差应为120°。对于共阳极组触 发脉冲的要求是保证V14，V21，V16，V23，V12，V25

依次导通，因此它们的触发脉冲之 间的相位差也是120°。

[0025] 本发明所提供的三相桥式可控硅整流功率模块的结构紧凑，空间尺寸小，组装简

单、方  便，输出电流能力强，能够很好地满足大容量功率单元的串联或者并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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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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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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