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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reate a harmonious atmosphere with sincerity and enable 

people all around enjoy love

About us

功率半导体器件

Part 01



LOGO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功率半导体器件--介绍

功率器件

功率I C

功率模组

功率分立器件

功率二极管：SBD、FRD等

功率晶体管：双极晶体管、功率 
            MOS、IGBT

晶匝管：SCR、GTO、IGCT等

IPM、PIM、IPEM、PEBB等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功率半导体器件在不断演进。自上世纪80年代起，功率半导体器件MOSFET、
IGBT和功率集成电路逐步成为了主流应用类型。功率半导体器件主要应用领域，主要作为电能/功率处
理的核心器件，功率半导体器件主要用于电力设备的电能变换和电路控制，更是弱电控制与强电运行之
间的沟通桥梁，主要作用是变频、变压、变流、功率放大和功率管理，对设备正常运行起到关键作用。



LOGO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功率半导体器件--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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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功率半导体器件--介绍

工业领域市场：如数控机床的伺服电机、轧钢机和矿山牵引、大型鼓风机、发电系
                         统等的电力电子变频调速部分均有采用。

光伏、风电领域：光伏、风电行业中逆变部分功率器件的使用。

汽车领域市场：主要应用在电机驱动、电池BMS、电控、其它附件充电桩等的应用。

通信领域市场：通信行业主要包括路由器、交换机、通信基站、光端机、对讲机等。

消费领域市场：包括电视机、电脑、冰箱、收/录机、数码像机、手机、平板电脑、
                         平衡车、空调、照明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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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半导体器件--智能功率模块

   智能功率模块是半导体功率器件重要组成，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它的发展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
年代，以三菱、三洋（IR）、仙童为代表。三菱取名为IPM，三洋（IR）取名为Hybrid IC，仙童取名
为SPM，把HVIC（Driver IC芯片）、功率器件芯片（IGBT+FRD或高压MOSFET）封装一起，通过智能
功率模块，MCU就能直接控制驱动电机。

7

Sanyo：称作HIC（Hybrid Integrated Circuit）

Fairchild：称作SPM（Smart Power Module）

Mitsubishi：称作IPM（Intelligent Power Module）

结构：CIS（Copper Insulated Substrate，铜绝缘基板）

结构：DBC（Direct Bonding Copper，铜直接粘合）

结构：IMS（Insulated Metal Substrate，绝缘金属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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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半导体器件—智能功率模块

   
    1）三菱中小功率模块，SUPER MINI封装5~50A的智能功率模块，最近两年推出SLIMM外形。
    2）英飞凌（IR）中小功率智能功率模块为2A~5ADIP/SOP和DQFN，DBC机构的10A~30A模块。
    3）安森美收购了三洋和仙童后拥有了IMS架构和DBC架构技术，2A~5A及10A~30A单列直插IMS

架构智能功率模块，以及10~40A DBC架构双列直插模块。
    国外品牌：ST、东芝、富士、三肯、罗姆等
     4）国内中小功率智能功率模块的主流厂家主要有美的、格力、士兰、华微等。
    美的重庆工厂是参照三洋的IMS结构，格力智能功率模块产线，参照三垦的结构。
    士兰是2010年建立的模块产线，主要产品为DIP23 、DIP24、26、27产品，HVIC、IGBT、MOS都

是自己生产和封装。比亚迪模块做的比较早，功率模块DIP27的DBC的结构，HVIC、IGBT芯片自产。
    华润安盛也在生产IPM模块，现在市场上主要看到DIP23的模块。
     华微电子智能功率模块是2013年建立，主要产品为DIP23 2A~5A智能功率模块及DIP25、27、

296A~30A智能功率模块，并且自主开发工业及汽车模块，芯片及封装全部自主生产。
     5）封装代工厂，上海捷敏主要给三菱代工IPM模块，他们也有一条DIP23的生产线。东莞杰

群也有一条DIP23的生产线，据说南通富士通、天水华天也在布局IPM的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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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半导体器件—智能功率模块

集成驱动IC及功率器件，不需进行驱动匹配。

模块内的芯片取自同一片晶圆，一致性有保证。

绝缘防潮、抗干扰防静电能力比分立方案更强。

VS
不同功率产品可用同一模块封装外形直接互换。

MOSFETs + BSDs + HVICs

n IPM集成 IGBT/MOS, FRD, BSD, Resistor, HVIC等多种器件；
n简化PCB布线，内置过流、过温、欠压、短路、输入逻辑纠错等各种硬件保护；
n 不用调整驱动电路，优化了控制的灵活性，减少方案开发时间，利于生产管理；
n 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功率环路，减少杂散电感、寄生电容和电阻，降低系统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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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2100余人，技术人员占比30%以上
总资产44亿元，建筑面积13.5万平方米

拥有芯片事业部3个，在建晶圆厂1个，封装公司两家
0.3um千级净化面积1.7万平方米，核心区0.3um百级

总部鸟瞰图

    致力于功率半导体与模块设计及制造的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

主营
业务

公司
规模

生产
能力

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关于我们-公司简介

1

2

3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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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华微电
子股份有限
公司成立

1999

八英寸新型电力
电子器件厂房开
始建设，纳入国
家十三五计划支

持项目

2017

建立六英寸新
型功率半导体
器件生产线

2008

上交所主板上
市，国内功率
半导体行业首
家上市公司

2001

与仙童建立合
作关系成立吉
林麦吉柯半导
体有限公司

2004 2009 20141965 2003

发展历程

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关于我们-发展历程

建立吉林市
半导体厂

同Vishay开
展MOSFET产

品合作

与飞利浦
签约建立
合资公司

智能功率模块
（IPM）生产

线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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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麦吉柯半导体

广州华微电子

吉林华微斯帕克
n 2013年成立，华微控股子公司
n 主营业务，智能功率模块封装与测试
n 以DIP23~29系列封装为主，年产能1800万块

n 2004年成立，华微全资子公司
n 主要产品为SBD、FRD，产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光伏、
   变频控制、智能家居、消费类电子等领域
n 年产能近144余万片

n 2007年成立，华微控股子公司，位于广州保税区
n 主营业务，功率半导体器件封装与测试
n 以TO系列封装为主，年产能8.6亿只

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关于我们-以华微电子主营业务为核心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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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124,786
130,066

139,586

123,581

163,498

销售业绩

单位：万元

170,926

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关于我们-销售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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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技术中心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国家创新型企业/多次承担国家、省市级重点项目/获得行业、客户的高度认可

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关于我们-公司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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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竞争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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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产
品
系
列

技
术
实
力

产
能
保
障

服
务
保
障

技术实力
50余年的技术淀积，

覆盖了设计、生产、工艺等诸多专利，

拥有多项核心工艺。

产能保障
全面的质量管理体系

400余万片的芯片加工能力，

24亿只封装资源

及时的交付能力 

全产品系列
涵盖功率半导体的全部门类，

包括IGBT、MOSFET、SCR、

SBD、IPM、FRD、BJT。

服务保障
提供灵活的产品特性，

便捷的仓储物流，

量身定制的技术服务。

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综合竞争实力-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哲学

Customer-cent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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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M(智能功率模块)

· 上下臂互锁；电源欠压保护，过流保护，热

敏电阻检测输出、低损耗、内置自举电路
。 

SBD(肖特基45V~250V)

Ti、Ni、Cr、NiPt 等多种势垒平台， 

  SBR、SBL、MBR、HBR等四大产品系列。

包括：平面SBD、Trench SBD、光伏用SBD
。 

IGBT（360V~1350V）

pTrench-FS结构设计、超薄片工艺、低饱和压降低 关断损耗、

短路能力优秀。
。 

· 低导通损耗、低开关损耗、高EAS设计、良好的EMI、高可靠

性。

· 包括：平面MOS、超结MOS、Trench & CCT MOS

MOSFET（40V~1500V ) 

SCR（可控硅600V~1600V）

· 高IGT一致性，高DV/DT,DI/DT能力，抗高EFT能力。
·  一、三、四象限及敏感性可控硅，具备单台面、
双台面、平面技术平台

BJT（双极晶体管200V~1500V）

·高可靠性，耐冲击能力强、集成电阻、

·集成电阻、集成二极管

·包括：大中小功率晶体管及达林顿晶体管

FRD(快恢复200V~1700V)

· 高EAS、高HTRB和高结温性能、具备Trr小，

软快恢复特性。 
。 

LED IC

· ±5% 输出电流精度、过压/欠压/过流/短路

保护功能、优异的线电压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
。 

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综合竞争实力-全系列产品-涵盖功率半导体全部门类



新能源汽车

New energy vehicle field

光伏

Photovoltaic field

消费类电子

Consumer electronics field

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综合竞争实力-产品应用领域

工业控制

Industrial control 

field

变频

Frequency conversion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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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万片

4inch

144万片

5inch

84万片

6inch 8inch

96万片

      华微电子拥有强大的芯片生产规模

及交付能力，4英寸、5英寸与6英寸产线年

产量近400余万片，在建8英寸产线规划年

产量96万片。

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综合竞争实力-芯片规模生产及交付能力-芯片年产400余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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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亿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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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综合竞争实力-封装产能

单管系列24亿只/年 单 模 模块1800万块/年

单位：万块

720

600

360

60 60
18

DIP-8 DIP23/SOP23 DIP25FP/CU DIP27-DBC DIP29-DBC SI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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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业务部位于公司吉林总部 

本地图转自天地图
www.tianditu.gov.cn。

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综合竞争实力-销售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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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
·印度
·日本
·韩国
·英国
·芬兰
·西班牙
·新加坡
·乌克兰
·奥地利
·保加利亚
·土耳其
·越南
·泰国
·柬埔寨
·巴西
·波兰

本地图转自天地图
www.tianditu.gov.cn。

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综合竞争实力-海外销售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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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方位技术支持

1

3

2 强大的供货保障、完善的物流网络

    吉林总部、华东、华南仓储物流中心

安
全

快
速

便
捷

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综合竞争实力-服务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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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MOS产品团队：MOS、IGBT等

p 整流产品团队：FRD、SBD等

p 双极产品团队：BJT、SCR等

p 封装产品团队：封装、模块、驱动IC等

p 工艺技术提升

p 工艺横向推广

p 技术转移

p 四个分中心：可靠性分析、 失效分析、应用实验、计量中

心

p 具备功率器件可靠性、失效、应用的全方位分析能力

产品

研发

工艺

整合

实验

中心

技术
中心

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综合竞争实力-集研发、工艺、实验中心为一体的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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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艺制造技术
l 超薄片加工技术
l 高密度trench刻蚀技术
l 多层金属化制造技术
l 少子寿命控制技术
l 低成本背面金属共晶焊接技术
l 势垒混溅合金技术
l 注入与薄二氧化硅层结合工艺制造技术
l VDMOS、IGBT复合栅技术
l 高压大功率晶体管二次击穿控制技术
l 台面玻璃光刻技术
l 三重扩散衬底片精密控制技术

终端技术
l 结终端扩展(JTE）技术
l 横向变掺杂(VLD）技术
l SIPOS平面工艺技术

l 单侧及对称终端玻璃钝化终端技术
l 负台面玻璃钝化及正斜角电泳玻璃钝化技术

l SIO2场限环终止环平面工艺技术
l 结势垒控制肖特基二极管终端及方法

.

    封装制造技术
l 铜铝混合焊接制造技术；    
l 铝线多焊点跳打焊接制造技术
l 多芯片混合粘接制造技术；
l 铝带焊接制造技术
l 铝带多焊点跳打焊接制造技术
l 铝线焊接自动检测制造技术
l 产品本体高台阶成型封装制造技术
l 产品引脚高台阶成型切断制造技术

产品技术
l Trench-FS IGBT产品设计
l CCT结构MOS产品设计技术
l 寿命控制VDMOS设计术
l Trench SBD设计技术

l 高压低正向压降肖特基势垒二极管制造技术
l 平面、触发电流对称的双向晶闸管技术

l 高压双向晶闸管制造技术 

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技术实力-先进性已经达到国际知名企业水平，为器件国产化做好充足技术储备

技术
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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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综合竞争能力-技术实力



2019.10

产品开发 封装制造 模块设计晶圆制造

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综合竞争实力-技术实力-公司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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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技术研发

常规产品

新产品研发

重点推广产品

• Planar MOS、trench MOS

• Planar-FS IGBT

• Planar SBD

• FRD

• SCR

• BJT

• ……

• MOS：Trench、CCT、超结 MOS

• IGBT：TRENCH-FS IGBT

• SBD：Trench SBD

• SCR：单双向可控硅

• 模块：IPM及PM模块

• ……

• Si基：

  - CCT MOS，60~200V低A*Rdson产品

设计

  - SJ MOS: A*Rds=15mR.mm2@600V

  - IGBT：750V/400A高电流密度集成

温度传感功能

• WBG：650V GaN器件，SIC

• ……

• Trench刻蚀技术：高宽深比

• 薄片加工技术：50μm薄片

• 氢注入技术：

• 深铝扩散技术：

• 异质外延技术：

• 模块封装技术：DSC双面散热热

• ……

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综合竞争能力-技术实力-产品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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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FS产品

1200V &600V FS IGBT

平面2μm工艺

芯片厚度80μm

第四代Trench-FS

1200V &600V FS IGBT

Trench 0.8μm工艺

芯片厚度75μm

第一代NPT产品

研制1200V NPT IGBT

平面4μm工艺

芯片厚度180μm

第二代NPT

1200V NPT IGBT

平面2μm工艺

芯片厚度160μm

2008

2011

2013

20202015

2018

第五代Trench-FS

400A/750V 高电流密度IGBT

电流及温度传感

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综合竞争能力-技术实力-IGBT发展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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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沟槽产品

60V~200V Trench MOSFET

特征阻值（90mΩ.mm2@100V）

沟槽接触孔设计

第三代沟槽产品

60V~200V CCT MOSFET

特征阻值（ 60mΩ.mm2@100V）

场板结合电荷平衡控制技术

第四代沟槽产品

60V~200V MOSFET

特征阻值（45mΩ.mm2@100V）

上下结构技术

第一代沟槽产品

75V~100V Trench MOSFET

特征阻值（100mΩ.mm2@100V）

平面接触孔设计

2013

2016

2017

2020

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综合竞争能力-技术实力-中低压MOSFET发展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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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效分析中心

p 建设依据：符合GJB 3157-1998要求

p 分析手段：电性能、形貌、应力、成分、 

   微观结构

p 分析方法：直接法、间接法、排除法 

p 项目：温度、浪涌、启动、冲击、

   短路、EMI、变频等多种项目

应用实验中心

p 分类：机械、环境和寿命实验

p 全过程控制：新产品开发阶段、工艺变 更、批量生产

p 标准：具备JEDEC、AECQ101、国标考核能 力

可靠性分析中心

p 具备长度、力、热、电等10余种设备的检定能

力

p 拥有压力表、电学两个建标项目

计量中心

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综合竞争能力-技术实力-功能齐备的功率半导体实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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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当日沟通，收到样品3日回复失效分析报告

l 需要时现场走访

l 实验设备19台，包括SEM、FIB、X-ray、

CSAM等

l 做电性能、形貌、成分、应力等分析

基本情况

分析时效性

晶体管特性图示仪 研磨抛光机C-SAM

SEM FIBEMMI

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综合竞争能力-技术实力-失效分析与检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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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
检查

电气
测试

非破坏
性分析

开封
分析

内部
检查

失效
位置

剥层
分析

失效
报告

开封,切割,研磨 扫描电镜超声扫描

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综合竞争能力-技术实力-失效分析流程

X-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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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环境实验：HAST 、PCT 、H3TRB 、TC 、HTS 、LTS 、

RSH 、SD 、PIND 

l 电性能实验：HTRB 、HTGB  、OL 、IOL 、Forward 

surge 、Parameter test

l 机械实验：DROP 、TB 、TS 

l CNAS认证实验室，实验设备90台

l 具备国标、国军标、JEDEC、MIL-STD-750等国内及国际

标准试验的能力，可以按照客户要求进行试验

l 实验涵盖新产品开发、工艺变更、批量生产阶段，考核

时间覆盖失效盆浴曲线全部阶段

基本情况

关键实验项目

EMS6100-2A静电发生器 回流焊HAST试验机

荧光光谱仪 高温反偏试验台 功率老炼台

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综合竞争能力-技术实力-可靠性分析与测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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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实验中心总部在吉林，深圳和上海两个实

验室，可以提供应用技术支持和方案

l 涵盖客户全过程服务：售前、售中和售后

l 应用工程师20名，驻外工程师5名

l 五个实验组：汽车电子组、光伏组、变频

组、电源组和可控硅组

示波器 EMI测试接收机雷击浪涌发生器

无纸记录仪 IC 测试仪恒温恒湿机

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综合竞争能力-技术实力-应用实验中心



全过程管理

质 量 管 控

 各过程均建立关键绩效指标/采用过程方法

 PDCA循环/IQC、IPQC、OQC检验

 员工自检、互检

五大质量工具

全员参与 全面生产维护

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综合竞争能力-技术实力-质量管理

APQP&CP/FMEA/SPC/MSA/PPAP

 质量攻关项目 /技术攻关项目

 QC小组/合理化建议

 设备日常点检和清洁(作业员)/设备定期深度点检(工程师)

  设备PM（工程师）/预见性维护（工程师）



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综合竞争能力-技术实力-健全的管理体系

行业内率先通过质量、

环境、职业健康和

有害物质四项管理体系

管理体系全线产品

符合RoHS2.0

REACH等法规

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IATF16949                   ISO14001                 QC080000                 ISO9001                   
OHSAS18000                    C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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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工厂数字化、制造智能化、生产透明化，提高企业资源管理可见度。

 WMS 库存、物流管理

厂内物流管理

立体仓库

厂外物流管理

出货管理

运载机具

财务&控制

报告/业务信息仓库采购管理

质量管理

主数据管理 物料需求计划

报表管理

质量管理

人员管理

物料管理

车间作业管理

设备数据采集设备维护管理

MES生产执行系统

工厂建模

物料送货计划

入库帐务

主计划 工单报工

生产计划与工单管理 现场物料拉动请求

物料出库事务

车间级计划

仓库管理

库位管理

物料盘点

物料移库
系统集成

研发管理

技术管理

 SCM供应链管理系统

采购交互

供方评价

竞价招标

预测备货

人事管理 绩效管理 交货/退货

生产计划管理

采购信息交互

供应商管理

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综合竞争能力-技术实力-智能化的管控系统

ERP企业资源配置管理



Competitive strength

智能功率模块产品

Part 04

To create a harmonious atmosphere with sincerity and enable 

people all around enjoy love



LOGO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智能功率模块产品--HVIC

n  高侧浮动绝对电压+600V；
n  10V~20V栅极驱动电源电压；
n  高侧/低侧独立的欠压保护；
n  驱动能力与MOSFET、IGBT良好匹配；
n  高电平有效，支持3.3V/5V/15V输入；
n  内置直通保护逻辑；
n  内置死区时间电路；
n  内置dv/dt误动作防止功能；
n  VS -10V负压允许。



LOGO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智能功率模块--IGBT

n  模块IGBT选用Field-Stop & Trench+Field-Stop技术，

     与传统技术相比，拖尾电流较小，进而降低关断损耗；

n  同时 IGBT 采用薄片工艺技术，使 VCE(sat) 更低，

     以降低导通损耗；

n  600V系列硅片厚度：75um。

饱
和
压
降

开
关
能
量



LOGO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智能功率模块--MOS

场板
栅极金属

源极金属

避免深体区工艺降低P+和N+对准误差

n  模块用的MOSFET管芯采用EHD（极高的单胞密度）、高Eas设计和Spacer 工艺技术，具有低导
通损耗、低开关损耗、良好的EMI等特点。



LOGO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智能功率模块--FRD

终端
技术

寿命
控制

平面多晶场版场环技术

溅射铂方式进行寿命控制，性能稳定可靠。 

产品
特性 恢复电流小、软快恢复、波形震荡小

结终端扩展技术

运用局部寿命控制技术，满足模块正温度
系数需求，同时兼顾VF/TRR参数折中。

二代400V-600V系列在原性能基础上具有高EAS,高

ESD,高IFSM,高可靠等特点。

传统外延衬底工艺 新型双层外延衬底工艺



LOGO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智能功率模块--BSD

n  BSD采用现有FRD工艺平台，内部集成电阻，增强产品集成度，减少工艺流程，提高产品可靠性。



LOGO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智能功率模块--产品介绍

DIP-8

l2MOS+1HVIC

l DIP8

500V/600V 2A-5A

PQFN 8*9

l 2MOS+1HVIC

l DQFN

500V/600V 2A-5A

单相半桥产品 单相半桥产品

DIP/SOP

l 高侧电压600V

l DIP8/SOIC8

lSOIC28

HVIC/600V 

高压驱动IC

   DIP23/SOP23

l6MOS+3HVIC

l 6IGBT+3HVIC

500V/600 2A-5A-8A

三相全桥产品



LOGO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智能功率模块—产品介绍

 DIP25FP/CU

l 6IGBT,6FRD,1IC

l 引脚25PIN

   DIP27-DBC

l 6IGBT,6FRD,4IC

l 引脚27PIN

  DIP29-DBC

l 6IGBT,6FRD,1IC

l 引脚29PIN

600V 20A-50A600V 15A-30A600V 5A-30A

SIP-35

l 7IGBT+1HVIC

l 集成 PFC 和逆变

600V 15A-20A

2in1-PFC+Inverter



LOGO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智能功率模块—产品介绍

DIP/SOP23产品外
形及内部结构

DIP25/26产品外
形及内部结构

DIP27产品外形及
内部结构

DIP29产品外形及
内部结构



LOGO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工作结温：Tj≤120℃；EMC

工作结温：Tj≤120℃；EMC
特殊要求：短路、耐冲击、过载

工作结温： Tj≤100℃；EMC
特殊要求：失效率要非常低

关键指标

消费产品

工业系统

家电系统

电机驱动产品—应用介绍



LOGO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智能功率模块—应用介绍



LOGO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智能功率模块—应用介绍

产品 应用领域 备注

DIP/SOP23

电风扇 现在家用电风扇低压产品为主，高压非常少。

家用空气净化器 　

吊扇灯 模块应用占部分，单管或低压产品应用

空调室内风机、室外机风扇 　

电吹风 交流电机为主流，一些高端商用产品用模块

新风系统 　

工业用风机 　

热水泵、循环水泵 　

洗碗机 　



LOGO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智能功率模块—应用介绍

产品 应用领域 备注

DIP25

油烟机 高端油烟机产品使用模块

滚筒洗衣机 波轮洗衣机为低端产品，不用模块

冰箱 冰箱产品以分立（单管）方案为主，模块应用较少

室外压缩机 空调也有用交流电机的，但用模块的直流电机为主

咖啡机及料理机 　

角磨机 手持电动工具也以低压产品为主

小功率伺服器 要求精密的电机控制，主要小功率伺服器

小功率工业变频 小功率的工业产品

DIP27/29

室外压缩机 空调也有用交流电机的，但用模块的直流电机为主

中、小功率伺服器 要求精密的电机控制，主要中、小功率伺服器

中、小功率工业变频 中、小功率的工业产品



LOGO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电机产品—分立器件



LOGO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电机驱动产品—功率模块



LOGO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电机驱动产品—功率模块



LOGO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电机驱动产品—功率模块



LOGO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电机驱动产品—功率模块



To create a harmonious atmosphere with sincerity and enable 

people all around enjoy love

Our Friends

我们的朋友

Part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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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我们的朋友

全方位的、定制化的、以客户需求为原则的合作模式

华微全系列产品
IGBT/FRD/MOS/
BJT/SCR/SBD/PO

WER IC
模块封装
单管封装

先进的研发能力

可靠的制造能力

充足的制造产能

芯片和封装IDM

全系列功率产品
完美的配合

全系列功率器件产品销售

全系列功率器件芯片销售

客户的应用要求的定制模式
芯片定制+IPM封装定制

客户提供设计的流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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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 100 percent strict with ourselves to fulfill clients with 100 percent satisfaction

我们的朋友

家电领域

LED照明领域

消费类电源领域

光伏和其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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