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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变换器高频磁元件用铁氧体材料
Ferrite materials for high frequency magnetic

 components of power conve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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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分析了半导体的发展和宽禁带(WBG)半导体的应用，从宽禁带(WBG)半导体应用中所需的功率变换器高频磁

元件分析了高频铁氧体材料的发展前景、产业化和应用现状。介绍了JCP96、JCP51、JCP61高频铁氧体材料性能

及其研发和工艺技术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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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禁带 (WBG) 材料（第三代半导体）发展较为成功

的有碳化硅 (SiC)、氮化镓 (GaN)，具备比硅（Si）高出约

10倍的传导和开关频率特性，是功率器件的最佳选择，可

以制成频率更高、损耗更低、传输更快、尺寸更小的器件。

相对于硅（Si）器件，宽禁带器件承受的电压和温度都更高、

可在更极端的环境下运行。相应的磁元件电感值、尺寸和

重量可大幅减少，使最终转换器的尺寸和重量仅相当于传

统转换器的 20%，可实现绿色节能。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及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对功率变

换器追求更高能效、更高集成度和更高可靠性的方案。在一

些高增长的领域同时也是科技领先的领域，如电动汽车 (EV)

及其充电桩、5G基站、高铁、数据中心、太阳能逆变器等，

需要更高密度功率转换器。常规硅（Si）半导体的功率变换

器效率较低，采用宽禁带 (WBG，指禁带宽度在2.3eV及以

上的半导体材料 )电源半导体器件其频率更高，效率可达到

99%，已进入研发和使用，并处于迅速上升趋势，未来几年，

新基建、新能源市场将以70%的复合增长率快速增长 [1]。

1 随着半导体材料的更新换代，它将引领功率
变换器设计、制造、应用的变革，我们首先要
了解新型半导体 [2] 及其特点：

半导体材料的发展
种类 应用

第一代

半导体

硅（Si）、锗元素（Ge），

目前市场上硅材料占半

导体总量 70%。

集成电路芯片、微电

子器件、分立器件

第二代

半导体

化合物半导体材料，如

砷化镓（GaAs）、锑化

铟（InSb）等。

手机、通信、军用电子、

航空航天

第三代

半导体

碳化硅（SiC）、氮化镓

（GaN）、氧化锌（ZnO）、

金刚石、氮化铝（AlN）

为代表的宽禁带（Eg）

2.3eV 半导体材料

高铁、新能源汽车、

光伏逆变、通讯、工

控机电、航空航天

在具体应用时碳化硅 (SiC) 和氮化镓 (GaN) 都适用于

高压工作场合，碳化硅 (SiC) 导热性能优良更适合高温应

用场合，氮化镓 (GaN) 也由于高速电子迁移的特点，更适

合用于高频工作场合。

2 跟随半导体发展需求，磁性元件用铁氧体材
料新的研发趋势

目前半导体主要使用硅（Si）半导体，随着碳化硅

(SiC)、氮化镓 (GaN) 能够高频驱动的半导体实践使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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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电源的高频化得到快速发展。在变压器中使用的铁氧体

材料，因驱动频率的不同使磁芯损耗变化很大，在变压器

设计时必须解决这一关键问题。为此，金刚磁业 (FCRI)

研发了高频开关元件用新型铁氧体系列材料，应对高频开

关变压器更高频率的发展需求，使其在相应的工作频率范

围内具有较低的损耗和较高的电能转换能力。这些材料包

括 JCP96 材料适用于小于 400kHz 应用，JCP51 材料

适用于 300kHz ～ 1000kHz 应用，JCP61 材料适用于

800kHz ～ 5000kHz 应用。其主要应用范围如下图：

（1）JCP96 材料主要性能图表：

（3）JCP61 材料主要性能图表：

（2）JCP51 材料主要性能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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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宽禁带 (WBG) 半导体及铁氧体材料应用技术
发展情况

使用宽禁带 (WBG) 半导体及高频功率铁氧体构成的

功率转换系统，具有更高性能、更高效率、更小尺寸以及

更低的系统成本。在硅半导体使用的众多领域、新兴领域，

宽禁带 (WBG) 半导体碳化硅 (SiC) 与氮化镓 (GaN) 已经

涉及研发和使用。尤其在汽车、智能型手机快充等消费领域，

已实现产业化生产。

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氮化镓 (GaN) 技术分为低电压

(<100V) 与高电压 (>650V) 两个方向进行研发和推进；其

中低电压解决 48～ 12V的轻度混合动力车辆DC/DC电

源转换，高电压 650V 的着重于电动车车载充电装置。其

磁性器件使用 JCP61 类高频铁氧体材料，磁芯形状多为

RM型、EFD型、ER型、EQ型等规格。

智能手机快充市场，目前氮化镓 (GaN) 快速充电器已

有多个厂家大批量生产，其产品功率显著增大，体积明显

减小。其磁性器件使用 JCP61 类高频铁氧体材料，磁芯

形状多为RM6、RM8、RM10等规格。

碳化硅 (SiC) 技术，目前应用于太阳能和风能的DC/

AC转换器中的高效逆变器，1200V 组串式逆变器的功率

在设备重量相同的情况下可以提高一倍。功率密度提高2.5

倍。而且，相比硅基解决方案，它在高温工况下的效率降

幅显著下降。最高效率可达到 99%以上 [3]。

在伺服驱动中的应用，碳化硅 (SiC) 技术开关损耗降低

50%以上，以及电阻特性导致低电流导通损耗降低 80%，

总损耗最多可以降低 80%。因此被动冷却已能满足需求，

所以不再需要冷却风扇，这使得维护需求可被降到最低。

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的功率转换器、采用碳化硅 (SiC)

功率模块的10kW/50kW复合蓄电系统，与使用Si元器件

的产品相比，仅转换器部分就能减少超过40%的电力损失。

在通用电源的应用，如通用电源系统 500W输出电源，

利用碳化硅 (SiC)，不仅可实现高效率，还可实现低发热和

小型化，为之前 20%。

其磁性器件使用 JCP51/JCP61 类高频铁氧体材料，

磁芯形状多为EQ型、EFD型、RM型、ER型等规格。

4 宽禁带 (WBG) 半导体及新型高频铁氧体材料
产业化情况

提升功率变换器效率是推动电子行业市场发展的动

力。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半导体材料及铁氧体材料各大厂

家均投入大量研发和产业化工作。宽禁带 (WBG) 半导体

方面，其晶圆生产的基础设施和供应链相对于硅晶圆还不

够成熟，供应链在优化中，在产业化生产中还需提升工艺

的稳定性和更先进检验设备的配套。氮化镓 (GaN) 技术有

硅基氮化镓 (GaN) 和碳化硅 (SiC) 基氮化镓 (GaN) 两种形

式，目前业内采用硅基氮化镓 (GaN)，这种方案可利用现

有硅晶圆的生产资源进行产业化生产，大幅降低了生产成

本。2019 年 OPPO公司推出了首个采用氮化镓 (GaN) 器

件的快充充电器，2020年2月小米发布65W氮化镓(GaN)

快充充电器，2020 年 9 月华为发布 65W氮化镓 (GaN)

双口快充充电器，三星、苹果也将会在下一代快充充电器

使用氮化镓 (GaN) 技术及器件。碳化硅 (SiC) 技术及器件，

已经通过了汽车行业认证，其成本在电动汽车的应用中是

可以被接受的。在特斯拉和比亚迪的主逆变器和车载充电

器中得到应用，起到高效和降低能耗的重要作用。

铁氧体材料方面，各大公司顺应磁性器件发展方

向，积极研发及产业化最新的高频铁氧体材料。金刚磁业

(FCRI) 推出 JCP96、JCP51、JCP61 高频材料；TDK

公司推出 P200 高频材料 [4] ；东磁公司推出 DMR52、

DMR53 高频材料 [5]。目前高频类材料产业化生产总量还

不够大，但随着终端应用需求的增长，高频类材料的需求

将会出现爆发式增长。实现材料高频性能主要研究材料配

方及工艺，配方的研究主要注意几点：（1）高铁低锌主配方，

提高饱和磁通密度（Bs）和居里温度（Tc），从主配方上

使材料具有较好的磁滞损耗；（2）添加调整各项异性常数

（K1）的改性剂Co2O3、TiO2等，使材料μi-T曲线更加平坦，

进一步改善磁滞损耗；（3）添加提升材料电阻率的改性剂

CaO、SiO、Nb2O5、Ta2O5、V2O5、HfO2，降低涡流损

耗 [6]，但要注意磁滞损耗的上升。工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

（1）晶粒细化，采用低温 1200℃烧结，匹配烧结各段气

氛控制，使晶粒尺寸均匀且控制在 5～ 9μm，磁导率会降

低，剩余损耗及磁滞损耗会下降；（2）降低烧结后气孔率，

提升密度，使材料Bs提升，可降低剩余损耗及磁滞损耗，

同时可提高产品强度。以上研发及工艺方面技术点，对高

频铁氧体材料的研发及产业化有较好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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