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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绝缘电动汽车电驱IGBT驱动供电变压器
High isolation IGBT drive power supply

 transformer for electric vehicle 

王洪友

惠州攸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部，惠州 516225

摘  要：随着新源能电动汽车普及率越来越高，产品的技术越来越成熟和产品的质量稳步提升，产品价格的压力也日益

突显出来。为进一步提升产品的性价比并结合目前市场需求研发了一款高性价比的电驱IGBT驱动供电变压器，

产品将广泛应用于电动汽车的电驱系统。这结构同时也适用于对空间有特别要求的场合，如高绝缘的驱动变压

器，小功率反激变压器，小功率推挽变压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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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popularity rate of electric vehicles, the product technolog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mature and the product quality is steadily improving, the pressure of product price 

is also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product cost performance, and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market demand developed a cost-effective electric drive IGBT drive 

power supply transformer, the product will be widely used in electric vehicle electric drive 

system. The platform is also applied for special space requirements, such as high isolation drive 

transformer, low power flyback transformer, low power push-pull transformer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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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电动汽车只有直流电源，目前通用的驱动电机使用的

却是三相交流电，中间需要用一个变频电路将动力电池的

高压直流电转成三相交流电向同步电机供电，以适应车辆

驱动的不同需求。

其中变频电路是由车辆驱动系统的 ECU 来控制的，

目前通过对 6 个 IGBT 场效应管的门控驱动电路来控制三

相交流电的频率及次序来改变驱动电机的转速和转向，所

以变频电路的门控电路是变频电路的核心。

电动汽车的电驱动系统发挥了燃油汽车中发动机、

ECU 电控单元、变速箱的作用，对电动汽车整车使用性能

的动力性、经济性、舒适性、安全性等核心指标具有较大

影响。

本文将介绍一款高性价比的高绝缘 IGBT 驱动供电变

压器，目前常用的设计是每个 IGBT 驱动单元使用一个单

独的供电变压器，每个电驱系统需 6 个高绝缘变压器。随

着电动汽车电驱系统技术日益成熟和持续发展，宝马等知

名汽车厂商已开始研究应用 12 个 IGBT 驱动系统产生六

相电来驱动电机，这将大大提升驱动系统的动力、稳定性、

舒适性等。

2  高绝缘变压器的概况

目前市场上常规的高绝缘变压器有通过加高骨架高度

结构（如图 1），延长骨架次级侧距离结构（如图 2），特

殊的外壳 + 磁环结构（如图 3）。

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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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种常规的结构都有它们的一些缺陷并有必要加以

改进。图 1 结构增加了整体产品的高度不利于产品的扁平

化 ；图 2 结构通过延长次级侧骨架来达到安规距离这增加

了产品长度尺寸不利于产品的紧凑设计 ；图 3 结构有效的

解决了图 1 结构和图 2 结构问题，但因为是磁环结构不利

于自动化绕线，并且绕线时容易使线的绝缘层受伤或挤压

变薄而导致耐压不良及可靠性存在隐患。

为了解决以上三种结构存在的一些问题，研发设计了

这带底座结构的高绝缘变压器（如图 4）。有效的节约了空

间和提高了自动化程度及品质的稳定性，同时提升了产品

的可靠性。

图 3

图 4

序号 设计条件 数值 单位
1 输入最低电压 10 Vdc
2 输入常规电压 12 Vdc
3 输入最高电压 18 Vdc
4 输出电压 15 Vdc
5 输出最大电流 0.1 Adc
6 工作开关频率（typ） 120 kHz
7 最大占空比 0.46
8 产品最大温升 45 ℃
9 电源转换效率 0.85
10 控制 IC 型号（Broadcom） ACPL-32JT

4.2  产品设计参数

序号 材料名称 规格参数
1 磁芯 ER11.5L（95 材）
2 初级绕组线径（mm） 0.15（FIW6）
3 初级绕组圈数（Ts） 20
4 次级绕组线径（mm） 0.12（FIW6）
5 次级绕组圈数（Ts） 40
6 工作开关频率（kHz） 120 typ
7 产品最大温升 (℃ ) 20
8 初级电感量（uH） 60±20%
9 耐压（初级对次级） 4kV，1mA

4.3  产品设计仿真验证

本案例是一款反激应用的电驱供电变压器，一个模组

应用 6 个单独的变压器对每个 IGBT 供电驱动供电，用电

源仿真软件对输入最低电压，输入常规电压，输入最高电

压分别进行仿真，验证设计的可行性并得到相应的仿真波

形如下 ：

*10V 输入时的仿真波形 ：

3  高绝缘变压器的结构特点

高绝缘变压器的结构是设计一个特殊的底座来增加针

脚与磁芯的沿面距离和爬电距离，结合 FIW 线材来达到高

绝缘的要求。FIW 线材可以替代常规的三层绝缘线在小功

率变压器应用，具有良好的焊锡性和绝缘性，并已广泛的

应用于电动汽车领域。

绕组采用常规骨架结构，不同绕组之间也增加绝缘胶

带，这种设计安全可靠并可以自动化绕线，非常适应于高

可靠性要求的汽车领域。

特殊底座的设计非常灵活，引脚的位置和方向可以根

据实际需求灵活布置，产品四周都可以布置引脚，最大限

度的提升了客户端 PCB 布板的便利性。

4  实际案例分析

4.1  产品设计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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