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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片式网络变压器的发展前景
Discussion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Chip LAN transformer

李永超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摘  要：随着近几年来人工成本及管理成本的不断增加，制造型企业都在积极地向规模化、标准化、自动化、智能化生

产的方向发展，传统网络变压器大量依赖人工使得企业的成本逐年增加，迫使生产企业寻求降成本、转换生产

思路、搞产品创新等方法来提高企业在行业中的竞争力，当前主要分为基于传统网络变压器工艺的自动化和新

型片式网络变压器两种方向，本文通过对比认为片式网络变压器才是未来网络变压器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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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labor cost and management cost of enterprises are 

increasing.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re actively developing in the direction of scale, 

standardization, automation, and intelligent production. The low degree of automation of 

traditional network transformers has led to an increase in labor costs for enterprises. 

Enterprises need to improve their competitiveness in the industry by seeking ways to reduce 

costs, improve production ideas, and product innovation. At present, they are mainly divided 

into automation based on traditional network transformer technology and new types There are two 

directions of Chip LAN transformer. This article compares these two directions and believes that 

Chip LAN transformer is the main development directio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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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5G、物联网、车联网、数据中心、智能家居等与网

络紧密联系的市场的推动下，全球网络设备产品的需求大幅

提升。网络变压器作为网端设备产品的必要元器件，市场需

求旺盛。一直以来，因传统网络变压器生产工艺特点，对人

工依赖过于严重，面临着交期长、效率低、成本高等问题。

虽然近几年针对传统变压器的生产工序，在自动化方面也有

一定的改进，比如自动穿磁环、自动引线缠脚等，但传统变

压器的固有特点，自动化并不能完全覆盖所有产品，且投入

大通用性差，在这种情况下，新型片式网络变压器，可实现

全自动化生产，在产能和性能上都占有极大的优势。

2 片式网络变压器的概况

2020 年全球疫情阴霾下，居家经济催生了网络设备

爆发性增长，传统网变厂商喜忧参半，订单不绝，却又产

能不足。过去对片式方案无感的厂商也开始主动询问片式

方案，做预演测试与备用方案的研究。目前片式网络变压

器用得比较多的为国内通信龙头企业，在通信行业龙头企

业的牵头下，网络变压器需求的厂商切换片式方案步伐会

越来越快。从 2020 年开始，国内几家知名通信供应商一

直与早期投入片式网络变压器开发的厂有预研项目，他们

新项目基本上趋向于选择片式网络变压器。

不仅铭普光磁在潜心研发片式网络变压器，一些传

统环型网络变压器厂商也开始着手片式方案的研究。虽然

仍有一些下游厂商对片式产品处于观望阶段，但以铭普

光磁为例，截至 2021 年 7 月，出货量已达到 60KK 套

每月，需求量的不断增加及市场的扩张，在调整和提升产

品性能的同时，持续加大研发及设备投入，铺设自动化生

产线，以提升产能，第二批的产能设备完成后，有望在

2021 年年底突破至 100KK套每月，2022 年规划产能突

破 210KK 套每月，市场需求在不断扩大，传统网络变压

器逐渐转换到品势网络变压器。



184 2022.02·磁性元件与电源 2022.02 185·磁性元件与电源

征稿邮箱：bigbit@big-bit.com

3 片式网络变压器的特点

（1）标准化的封装设计，灵活的应用设计

传统网络变压器的产品按封装尺寸、电路结构、焊接

类型、管脚数量等至少可以分为上千种型号，众多的产品

型号对生产厂商和客户都造成比较大的困扰。

片式网络变压器有电感式、电容式两种主要结构。电

感式是从传统环形变压器演变过来的，它具有变压功能、

滤波功能。它可以兼容我们原来传统网络变压器的 1500V

的高压隔离。电容式结构是通过一个滤波电容来替代变压

器部分，是片式网络变压器更优的成本方案，具有更好的

成本优势，因此该方案在家庭机顶盒、路由器等领域逐渐

占领市场。

图 1   传统网络变压器

片式网络变压器是分离式的设计思路，进行了标准化

的设计，产品型号比传统网络变压器降低很多，客户选型

使用更简易化。而且因将网络变压器分解成独立的小元件，

对于客户应用，可以依据实际主板的空间灵活调整布板的

形状和位置。

图 2   不同客户的布板

图 3   电感式、电容式方案应用

（2）生产物料标准化

基于传统网络变压器的型号众多的问题，其主要体现

在产品所用的胶壳，每一个差异化的胶壳都需要单独开模、

备料生产，而片式网络变压器材料结构更简化，直接优化

掉了传统网络变压器的胶壳，减少了大量的胶壳开发费用

和备料周期，对缩短产品交付周期有很大帮助。

（3）工艺流程的简易化

传统的网络变压器采用了环形磁芯，以及缠绕在其上

的初级和次级的线圈，需要备料、打麻花线、穿线包、理

线、绕 Pin 脚、浸锡、清洗及等多达 26 个生产工序，程

序繁杂且多为人工操作，导致产品一致性较低。而与之相比，

片式网络变压器采用全自动化的实现方式，成品仅需要 8

个工艺步骤 ( 即备料、绕线、焊接、装配、测试、包装、检验、

入库 )，即可完产品的生产，已实现 3站自动化设备即可

完成这 8个工艺步骤，极大的缩短了生产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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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传统网络变压器主要流程

绕线 点胶/烘烤 测试/包装

图 5   片式网络变压器全流程

虽然近几年传统网络变压器在自动化方面取得了一些

进步，如自动穿环目前基本已经普及，但仍有局限性，对

于一些体积小的产品上，因为磁环内径较小设备仍无法实

现，自动绕脚最近也有厂商推广，但此工艺的自动化比自

动穿环更难推广和普及，因传统变压器的封装类型尺寸繁

多，设备需要定制化设计，全面推广需要投入大量的设备

和工装治具，而且目前这些主要的自动化设备还掌握在设

备厂商手上，器件厂商需要通过代工方式生产，导致普及

更加困难。

即使需要大量人工的穿环、绕脚等工序实现自动化，

但整个传统网络变压器的生产工序是不能简化的，是片式

网络变压器的 3倍，这是片式网络变压器优于传统网络变

压器的另一个固有优势。

（4）成本优势逐步显现

相对与传统网络变压器片式网络变压器在原材料的料

号、成品的料号都减少很多，对于一个公司需要投入大量

的人力资源去认证、维护这些物料，同时料号越多，占用

的库存资源也会越多，库存风险越大，所以在管理成本上

片式变压器优于传统网络变压器，对于客户也是一样，采

购 10个料号和采购 100 个料号管理成本和库存风险也是

不同的，随着人工成本的逐渐增加，片式网络变压器不仅

在直接人工成本有优势，在管理成本上的优势也在逐渐的

体现出来。

由于传统网络变压器的型号规格繁多，不同客户可能

特性需求相同，只是封装尺寸不同，生产厂商就需要分别

按不同的产品规格备料生产，就会产生频繁的转线，对生



186 2022.02·磁性元件与电源 2022.02 187·磁性元件与电源

征稿邮箱：bigbit@big-bit.com

产资源产生很大的浪费，这部分的成本同样会体现在给客

户的报价中，而片式网络变压器，型号标准化，客户选型

也会统一，更有利于集中采购议价，缩短生产周期提升交

付速度，对生产厂商和客户是双赢的方式。

对于自动化设备的投入片式网络变压器得益于封装设

计的标准化和工序的简易化，自动化设备的通用性强，投

入利用率高总体投入少，传统网络变压器因多年的发展产

生了众多的封装尺寸，不同的封装尺寸的胶壳就需要单独

的开模费用，后续的生产自动化设备也需要根据不同封装

定制相应的设备和治具，而这些投入的自动化设备和治具

的通用性比片式网络变压器差很多，也就造成了传统网络

变压器长期以来仍是人工作业的方式较多，目前片式网络

变压器的普及对于传统网络变压器的自动化设备投入也会

造成很大的冲击，传统网络变压器的自动化投资风险更大，

更多的厂商更愿意直接投入片式网络变压器的开发。

图 6   片式与传统网络变压器对比

4 网络变压器的发展方向

（1）全自动化生产

在全球自动化浪潮和中国制造 2025 的战略布局的驱

动下，制造模式的转变和用工成本的升高，传统制造业下

行压力不断传导，传统网络变压器的高密度人工生产方式

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而基于传统网络变压器的自动化投

入因自身固有的一些缺陷（通用性差、工序长等），只能分

段分工序的自动化生产，并不能根本解决这个问题，片式

网络变压器的产生，实现了全工序的全自动化的生产方式，

是真正具有发展前景的产品形态。

（2）标准化设计

标准化设计对于产品开发可以提高设计质量、减少重

复设计验证工作，对于生产便于实现生产自动化、量产化，

降低生产投入和提高设备利用率，提高经济效益，有利于

市场推广和客户选型使用。目前针对片式网络变压器的设

计标准化只是迈出了一小步，由于各厂商间的竞争关系，

标准化还局限于各公司内部，客户还不能像选用阻容器件

一样，在同一个焊盘上面随意切换各厂家的产品，在标准

化的道路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3）开放性

片式网络变压器是一种分离式的产品方案，将变压器

和共模电感拆分成不同的器件，这样网络变压器的设计就

从传统网络变压器的黑盒子中解放出来，客户可以根据自

身的需要灵活调整变压器和共模电感的搭配方式，传统网

络变压器客户会因为一些的差异（高度、脚距、CMC位

置等）拆分出不同的型号进行使用，造成很大的资源浪费，

而片式因采用开放式的分体器件，客户自己就可以在标准

器件中根据需要进行设计搭配使用，所以开放式的网络变

压器模式更具有发展前景。

5 结束语

随着我国工业自动化水平的高速发展，新型的片式网

络变压器不仅实现的全工序的自动化，而且进行了生产工

序的优化设计，在设计、成本、应用等方面都体现出显著

的优势。全球网络设备产品的需求大幅提升，在产能方面

片式网络变压器可以迅速响应市场需求增产扩产，其生产

流程短的特点可以快速响应客户需求，缩短交付周期。

综上所述，全自动的片式网络变压器，满足了网络变

压器的市场发展需求，传统网络变压器的自动化只是一种

过渡，片式网络变压器才是未来网络变压器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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