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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大功率器件 IEGT 在压装中，不同结构形式的压紧件对 IEGT 工作面压应力分布
的影响，结合实例并通过有限元模拟及实验验证来确定压紧件的结构形式，以保证 IEGT 工作面压
应力分布均匀，满足其在电力系统中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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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ss fitting devices with different structures have different impacts on the pressure
distribution of IEGT working surface in the process of IEGT press fitting. Test the structure of press
fitting devices through concrete instances and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to ensure the uniform pressure
distribution of IEGT working surface and to meet the using requirements in electric power system.
Keywords：IEGT；press fitting device；compression stress；finite element
注入增强栅晶体管 IEGT 具有通态压降低、门
极驱动电流小、开关损耗小、易于串联运行等诸多
优点，广泛应用于柔性直流输电、动态静止无功补
偿和大容量变频器等领域。通常 IEGT 运行在大电
流条件下，IEGT 两侧工作面通过一定压力与水冷散
热器贴合，来满足 IEGT 散热要求。而在压装水冷
散热器及 IEGT 时，IEGT 的工作表面压应力分布不
均匀将导致 IEGT 局部过热，超过 IEGT 结温时导致
IEGT 损坏，给整个电力系统带来严重危害。本文旨
在通过 SolidWorks Simulation 有限元方法对压装
IEGT 进行仿真，结合实际验证，通过改变压紧件的
结构形式，来获得 IEGT 工作面压应力的均匀分布，
保证 IEGT 工作的可靠性。

1

结构模型

IEGT 功率模块产品是通过施加一定压力到顶
板、水冷散热器、压紧件、底板等部件上，将 IEGT
压装在其中，力学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1

力学模型

通过施加相同压力 P，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改变压紧件的结构，会得到 IEGT 工作面压应
力分布不同的结果。

2

分析

IEGT 工作时，芯片内部功耗产生的热能以传导
方式由芯片传导到外壳，再由外壳将大部分热能传
2015 年第 7 期

99

技术与应用

导到水冷散热器上。IEGT 外壳与水冷散热器间压应
力越大，接触热阻越小，才能有效降低 IEGT 内部
芯片的温升。而在实际压装 IEGT 时，施加的压力
是一定的，而 IEGT 圆形工作面上的压应力分布往
往是不均匀的，在局部压应力小的区域接触热阻会
很大，出现局部比最高允许结温高得多的过热点，
导致 IEGT 损坏。下面就 IEGT 圆形工作面上的压应
力分布情况作进一步分析。图 1 中压紧件材质采用
45 钢，散热器材质为铝合金。由于施加压力 P， 压
紧件的反作用力施加到散热器、IEGT 上，在压力 P
作用下，压紧件的表面压应力分布与压紧件结构形
式及尺寸相关，与接触摩擦力也相关（此情况以下
视为相同）。通常，根据体积不变条件和最小阻力定
律，圆柱形压紧件受到压紧力 P 作用下，圆柱形变
形为鼓形，此情况下圆柱形作用面中心至边缘压应
力分布呈中心大边缘小的曲线分布，如图 2 所示。
改变圆柱形压紧件高度 H 和直径 D 的比例关系将改
变压应力曲线形状。不同的压应力曲线形状将影响
IEGT 工作表面压应力分布。另外，由于图 1 中底板
在作用力 P 情况下将发生一定挠度变形，支撑作用
力主要施加在压紧件外圆周上，圆柱形压紧件压应
力曲线形状变成边缘大中心小的形式，为更好反映
不同的压紧件对 IEGT 压应力分布的影响，我们通
过有限元模拟，并通过实验验证的方式来确定 IEGT
压应力分布均匀的压紧件结构形式。

图2

3

图3

图4

压装应力云图

IEGT 工作面截取图

圆柱形压紧件受压变形图

有限元模拟

运用 SolidWorks Simulation 有限元方法进行仿
真模拟，按图 1 施加压力 P=55kN，压紧件采用圆柱
形，应力云图如图 3 所示。
通过截取 IEGT 工作面图如图 4 所示，得到
IEGT 圆形工作面应力分布云图如图 5 所示。
由图 5 可见，IEGT 圆形工作面压应力由圆周向
中心逐渐减小。
改变压紧件为带一定锥度的薄型柱形件，保持
其直径与前一种圆柱形压紧件一致，高度 H 小于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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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形压紧件高度如图 6 所示，截取 IEGT 圆形工作
面应力云如图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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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圆柱形压紧件下 IEGT 工作面应力云图

图6

薄型柱形压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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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小，与图 5 有限元仿真结果基本一致。

图7

薄型柱形压紧件下 IEGT 工作面应力云图

由图 7 可见，IEGT 圆形工作面压应力在圆周小
而中心大。
改变压紧件为带锥度的厚型柱形件，保持其直
径与前一种圆柱形压紧件一致，高度 H 与圆柱形压
紧件高度一致如图 8 所示，截取 IEGT 圆形工作面
应力云图如图 9 所示。

图8

图 10

圆柱形压紧件下 IEGT 工作面压力试纸

图 11 是采用带一定锥度的薄型柱形压紧件压
装 IEGT，压力试纸显示 IEGT 圆形工作面压应力中
心大、圆周小，与图 7 有限元仿真结果基本一致。

厚型柱形压紧件
图 11

薄型柱形压紧件下 IEGT 工作面压力试纸

图 12 是采用带一定锥度的厚型柱形压紧件压
装 IEGT，压力试纸显示 IEGT 圆形工作面压应力在
整个圆上均匀一致，与图 9 有限元仿真结果基本一
致。

图9

厚型柱形压紧件下 IEGT 工作面应力云图

由图 9 可见，IEGT 圆形工作面压应力在整个圆
上分布均匀。

4

实验验证

采用以上三种结构形型压紧件分别压装 IEGT，
并将压力试纸放置于 IEGT 工作面与散热器之间来
验证 IEGT 工作面压应力分布（如图 1 所示），施加
压力 P=55kN 力，在保持压力 5min 后取出压力试纸，
得到三种 IEGT 压应力分布结果。
图 10 是采用圆柱形压紧件压装 IEGT，压力试
纸显示 IEGT 圆形工作面压应力由圆周向中心逐渐

图 12

厚型柱形压紧件下 IEGT 工作面压力试纸

以上三种压紧件压装 IEGT 在实际工程应用中，
柱形压紧件压装的 IEGT 有损坏现象，经检测结果
是由于 IEGT 工作面表面压应力分布不均匀，出现
局部比最高允许结温高得多的过热点，导致 IEGT
损坏，而厚型柱形压紧件压装的 IEGT 没有有损坏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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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M]. 北京: 人民交通出版社, 2011.

如何保证 IEGT 功率模块产品中 IEGT 工作面压
应力分布均匀是保证 IEGT 工作可靠性的关键，通
过 SolidWorks Simulation 有限元模拟前述三种不同
结构形式的压紧件对 IEGT 工作面压应力分布的影
响，并结合实验验证结果，最终确定能够保证 IEGT
工作面压应力分布均匀的压紧件，如前述厚型柱形
压紧件能够满足 IEGT 使用要求，而圆柱形、薄型
柱形压紧件均不能保证 IEGT 使用要求。上述方式
方法对于柔性直流输电、动态静止无功补偿和大容
量变频器等 领域中大功 率器件的压 装均有指导 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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