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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微贴片模压电感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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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微电子技术、半导体器件技术的快速发展，要求功率元件的性能需要不断提升，模压电感作为未来高性能

的磁性元件发展方向之一，被广泛使用在IC供电和DC-DC模块。本文较详细介绍了超微模压电感的设计开发和制

造工艺，并和同行的产品进行对比分析，相同尺寸同等规格下，饱和电流性能提升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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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icroelectronics technology and semiconductor device technology, 

the performance of power devices is required to be constantly improved. As one of the directions 

of developing high-performance magnetic components in the future, molding inductor is widely 

used in IC power and DC-DC module .In this paper,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ultramicro-

molding inductor and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will be introduced detailedly. Comparing with same 

dimension and specification product from competitor, The saturation current is increased by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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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微电子技术、半导体器件技术的快速发展，要求

功率元件的性能需要不断提升，多功能、多元件的集成和

模块的方向不断向前发展。特别是近十年在人工智能、物

联网、5G 技术的、云计算、VR/AR 技术等高新技术的

快速发展，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变革，电子产品的大功率、

小型化、集成化的三化发展。目前，世界电感器件的总需

求量超过 3000 亿只，年产值约保守估计超 500 亿元人

民币。

特别是近 5 年智能手机上性能不断提升，智能手机

上等移动智能设备中的 IC 和 SoC 芯片的供电使用的电感

器，按照手机出货量超 10 亿台，每台手机上保守估计超

过 30 颗超微贴片电感，面对超过数百亿颗的市场需求，

对于这种尺寸小于 2.0mm，高度小于 1.2mm 的超微电

感器，甚至是更小、更矮（小于 1.0mm）和更大功率的

超微电感器，目前能进行大批量生产的公司集中在 TDK，

muRata，TAIYO YUDEN 等日本厂商，而国内仅有台湾

企业 Cyntec，Chilisin 等少数几家。

超微 SMD 电感广泛应用于智能移动终端的功放模块

和 IC 的电源电路中，给 SoC 供电的在 DC/DC 转换器中

发挥重要储能和供电作用。本文介绍的超微模压电感，具

有 2 倍普通铁氧体电感的饱和电流、完全磁屏蔽、低异音

等优点。基于上述高性能屏蔽型的超微模压电感，作为移

动设备目前 DC/DC 模块中供电的主要器件，同时也符

合电子元器件未来发展方向，铭普投入大量人力和设备在

对超微模压电感研发中。目前铭普量产的规格为 252012

（L×W×H 2.5×2.0×1.2mm）和 252010 系列，其中

更 小 尺 寸 201608（L×W×H 2.0×1.6×0.8mm） 和

1608（L×W×H 1.6×1.6×0.8mm）系列还在开发中，

预计 2021 年批量生产。

2 模压电感设计

2.1  模压电感介绍以及结构

模压电感（Molding inductors）顾名思义使用模具

压制成型。这种设计最初由 Vishay 在 20 多年前发明。模

压电感的结构是磁性粉料压制覆盖在带有引线框架的铜线

绕组。由于是一次成型，不需要组装，在中国大陆这边俗

称一体成型电感，结构示意图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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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常规一体成型电感结构示意图

针 对 超 微 模 压 电 感， 尺 寸 在 252012（L×W×H  

2.5×2.0×1.2mm）以下的，没有采用图 1 这种大尺寸

使用的结构，因为使用铜片料盘作为电极，不利于减低高

度，特别低于 0.8mm 很难用这种方式实现，而且这部分

会占用磁体体积，对于小体积会减低电感的饱和电流特性，

超微模压电感结构如图 2。内部包括一个倒 T 形状，这种

设计可以方便自动绕线，然后再加磁粉进行二次压制成型。

其中 ：

L 表示电感量，单位 H ；

μ0 为真空磁导率 =4π×10-7 ；

N 为线圈圈数的平方 ；

μe 为磁体的有效磁导率 ；

Ae 为磁体有效截面积，单位为 m2 ；

le 有效长度，单位为 m ；

模压电感使用的磁性材料一般分为两种 ：一种是羰基

铁粉，第二种是 FeSiCr 合金粉料。把这种磁粉加粘合剂

制备出来粉料，此刻这种属于符合材料，存在分布气隙，

通过压制磁环测试材料的有效磁导率一般在 40-70 之间。

磁路有效参数计算，可以按照 IEC 60205 给出计算规则

来计算，假设磁通在磁体中是均匀分布的，最优设计原则

磁路上各横截面积处处相等。

2.2.2  饱和电流计算

对于这种类似分布气隙的金属粉芯，通过压制磁环测

试出来有效磁导率变化率和磁体内部磁场感应强度的对应

曲线，通过曲线拟合得出对应曲线公式，可以直接到计算

饱和电流公式。

参考金属粉芯的磁场强度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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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I 表示电流，单位 A ；

H 为磁场强度，单位 Oe

Ae 为磁体有效截面积，单位为 m2 ；

le 有效长度，单位为 cm

拟合曲线或推导公式要求使用软件或者拥有很好数学

基础，简单方法是通过测绘得到曲线，直接查图得到有效

磁导率下降 20% 对应的磁场强度 H，匝数 N 可以通过公

式（1）计算得到，le 为对应产品有效磁路长度，通过公式（3）

可以计算饱和电流。这是初步工程经验估算饱和电流方法。

2.2.3  温升电流计算

对于单一的元件来说热设计，磁性元件热设计也就是

温升计算，各种文献和书籍中都没给出统一的温升计算方

法，常见的方法表面平均损耗功率查表估计温升，工程经

图 2   常规一体成型电感结构示意图

超微模压电感为了获得更好同流能力，改用了空间利

用率更高的扁平铜线，以便获得更小的直流电阻，从而提

升温升电流。

2.2  超微模压电感理论计算和设计

电感理论计算前提，考虑产品系列化，在设定尺寸前

提下，对于标准系列化的电感饱和电流和温升电流最优问

题，考虑电路应用场景，饱和电流 Isat 和 Irms 电流之前

关系， 饱和电流一般是温升电流 1.3 倍以上。再来设计磁

路，计算饱和电流，计算直流电阻，估算温升电流，以及

结合仿真软件进行不断迭代计算，优化设计。

2.2.1  电感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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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推导的热阻计算，还有电流密度法来控制温升。实际工

程设计中，只有通过样品进行验证，才能得到比较准确数值，

鉴于目前没有精确的温升计算的方法。通过热阻估算工程

经验公式来计算温升，同时结合采用 EMS 进行热仿真。

2.3  超微模压电感仿真技术验证

进行初步工程估算，结合 EMS 仿真软件进行饱和

电流仿真验证以及温升电流仿真。以模压电感 252012-

1.0uH 为例，仿真结果如下图所示 ：

图 3   EMS 磁通密度仿真验证图

图 4   EMS 磁通密度仿真验证图

3 制造工艺设计

贴片模压电感工艺过程依次包括粉料配备，T 型 core

压制，绕线，二次压制，喷涂，激光镭射去皮，电极镀层，

外检，测试包装。具体过程见图 5。

第一步首先粉料配备，根据不同性能要求，选择不同

配方 ；第二步，进行压制 T 型 core ；第三步自动绕线，在

core 上进行 α 绕线 ；第四步为二次压制，在固定模具中添

加粉料压制同时加热，使粘合剂完全固化 ；第五步为喷涂，

涂层可加强防锈特性，此步可作为可选，非必须 ；第六步，

通过激光镭射进行底部连接铜线漆膜剥离 ；第七步，电极化

处理，关于电极化，所谓电镀就是利用电解的方式使金属或

合金沉积在基材表面，以形成均匀、致密、结合力良好的金

属层的过程。这里有两种方式，一种CVD(化学气相沉积法)，

另外一种 PVD( 物理气相沉积法 ) 。这两种方法均可以。

4 对比性能试验结果

饱和电流 Isat 是电感的重要指标。在 100kHz/0.1V

的测试条件下，超微模压电感 252010-4.7uH 与同类产

品的对比试验结果如图 6 所示。

图 5   超微模压电感的工艺流程

图 6   模压 25010-4.7uH 饱和电流对比测试图

从图 6 可以看出，铭普产品的电流表现更优，比同行

A 的性能提高 15% 左右，比同行 B 的性能提高 25% 左右。

5 结束语

本产品介绍了模压电感产品和工艺流程，对于超微模

压电感等工艺过程进行详细介绍，还介绍模压电感使用理

论计算设计和结合 EMS 仿真验证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设计

开发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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