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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伟锋 通讯员 刘亚鹏

2011年5月25日，一个平常的日子。
这一天，在工业重镇株洲田心，却孕育着

一场影响深远的产业变革:� 南车株洲所大功
率半导体IGBT产业化基地在这里奠基。

3年过去了，曾经荒芜的土地上矗立起一
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发、生产基地。 2014
年6月，中国首条8英寸IGBT专业生产线在此
建成并即将投产。

这意味着， 在世界大功率半导体高等级
的芯片领域， 首次有了中国人自主研制的芯
片，它的成功投产，标志着我国功率半导体器
件开始建立从芯片到模块、 再到系统的完整
功率半导体产业链。

指甲大的芯片有多神奇？

近5000平方米的高标准厂房内， 配套一
流的空气净化系统、温湿度控制系统、纯水处
理系统……6月中旬， 走进南车株洲所IGBT
产业化基地， 众多现代化的设施让记者感觉
这不是生产车间，更像是高标准实验室。

一块光碟大小的硅片上， 整齐排列
着128个指甲大小的芯片，这就是具有世
界领先水平的IGBT芯片。

IGBT，这种新型功率半导体器件，对
大多数人来说， 还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她
的中文全名为“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
南车株洲所 IGBT事业
部总经理刘国友向记
者解释，不同功率等级
的IGBT芯片有不同的
尺寸大小，一般来说，功
率等级越高， 芯片的尺寸就会越
大。 以8英寸IGBT芯片来说，它在一个
直径为20厘米的圆薄片上，排列有128个芯片,
每个芯片的大小大约3平方厘米，相当于一个
成人拇指指甲的大小。

这小小的东西有什么特殊？ 隔着厚厚的
玻璃，看着硅片上闪闪发亮的芯片，记者感觉
不出它的神奇。

“别看这东西样子不大，但内部结构很复
杂！ ”刘国友，这位在英国呆了6年专业研究
IGBT芯片的专家比划着告诉记者，从结构上
来讲，在这样一个指甲大小、两根头发丝厚的
小小芯片里面，并联摆放着6万个被称作“元
胞”的基本单元，只有在高倍显微镜下，才可
以一睹芯片内的“庐山真面目”；从功能上来
说，这种芯片，能够在1秒钟完成一百万次开
关动作，实现电流快速转化。

通俗地说，通过IGBT芯片的作用，可以
对复杂、敏感的电压或电流实现灵活控制。 如
果我们把无形的“电”视为有形的水，电流即
水流、电压即水压。 人们可以通过控制闸门的
开启和关闭， 达到改变水的流向和大小的目
的； 同样，IGBT在电力装置中就像一道闸门，
通过它可以控制流经各种电力设备中的电
能，使电能利用更加合理、高效。

IGBT应用有多广？

IGBT的作用这么大， 现实中有哪些应
用？

IGBT是电机控制和功率变换的首选器
件,按特定需求封装好的IGBT模块，应用领域
广泛。 刘国友如数家珍地告诉记者，从传统的
电力、机械、矿冶，到轨道交通、航空航天、新
能源装备以及特种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都有它的身影。 装备越高端，IGBT装置的作
用更凸显。

以高铁应用为例， IGBT装置可以说是
列车运行的“心脏”。 高铁运行中， 要在短
时间将时速从零提升到300公里以上， 反之，
也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将正在高速运行的列

车平稳停下来。
这看似简单的加速、 减速
过程， 相关传动设备、 牵引变流器以及其他
电动设备， 要在短暂的时间内完成一系列复
杂的高难度动作， 这需要确保各种设备所需
的电流、 电压极为精准、 可靠， 在目前技术
条件下， 只有大功率的IGBT才能满足这一苛
刻要求。 在减速过程中， 通过IGBT的作用，
还可以将列车减速产生的能量转为电能， 回
馈给电网。

在智能电网发展中， 同样需要IGBT装置
大显身手。 电网运行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安
全， 但电力来源比较复杂， 除了常规的水
电、 火电外， 风电、 太阳能光伏发电以及个
性化、 分布式能源， 越来越多的并入电网。
正因为电力来源的多样化， 给电网安全、 平
稳运行带来严峻挑战。 特别是时有时无、 时
高时低的风电， 对电网安全运行的考验最为
突出。 要将这些来源复杂、 大小不均的“粗
电”， 转化为均匀、 平稳、 安全的“精电”，
需要IGBT这种半导体装置发挥调节功能， 且
IGBT装置的功率越大， 其能承受的电压区间
就越广， 调控能力就越强， 电网安全性能就
越高。

国防工业领域， 同样需要高等级的IGBT
装置。 刘国友告诉记者，国防装备的特种供电
电源、电力驱动、推进、控制等，如舰船推进系
统、坦克动力系统等，均需要IGBT装置才能满
足其特殊应用需要。 在快中子堆、磁约束核聚
变等前沿科学研究以及激光、航空航天、航母
等前沿技术中， 以IGBT为核心器件的超大功
率、 高性能变流器及其控制系统是必不可少
的。

除了这些“高大上”的装备，日常生活中，
IGBT也不可少。 比如说， 我们使用的变频空
调，就是利用IGBT装置对电能进行优化控制，
使空调能更加智能、人性化地运行，还可节省
30%左右的电能。 冰箱、洗衣机、电磁炉、电动
汽车等设备中，同样有IGBT的用武之地。

IGBT研发有多难？

IGBT作用大，应用广泛，但这一技术长
期被极少数经济发达国家所垄断。 早些年，我
国所有机车车辆用的IGBT模块全部依赖国
外进口。 每年，高铁、城轨、风电等产业，需要
从国外采购数十亿美元的IGBT产品，采购周
期长达数月甚至一年以上。“有些领域，国外
根本就不卖”。

早在2006年，国家相关部委就将IGBT器
件技术作为重大专项课题，集中进行研发，但
由于基础落后、人才匮乏，进展缓慢。 IGBT技
术的落后， 使得我国一些关键产业发展一度
受制于人。

南车株洲所总经理、 中国工程院院士丁
荣军告诉记者，IGBT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
品，要研发、制造出性能优越且具有高可靠性
的IGBT，要突破诸多设计、工艺等难点。

IGBT芯片中的“元胞”，其大小仅头发丝
十分之一大小，要将6万个这样的“元胞”，高
度均匀地安置在一个指甲大小的芯片上，“元
胞”的均匀度，决定芯片功效的高低，“这远胜
于在头发丝上雕花，其难度可想而知”。

IGBT芯片的制造，是一个物理作用与化
学作用完美结合的过程。 前后共有200多道大
大小小的工艺步骤， 每个工艺步骤必须精准
到位，每项技术火候都必须拿捏得当。 否则，

“失之毫厘， 谬以千里”， 一个细小环节的差
异，就可能导致整批芯片的报废。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IGBT产品最大
的消费市场，以高速动车组、大功率机车、新
能源装备、 电网为龙头的国内变频产业每年
IGBT需求量超过100亿元， 且每年以15%以
上的速度增长。

面对使命的召唤、现实的尴尬、市场的需
求， 凭借企业50多年大功率半导体器件研制
的历史积淀，南车株洲所毅然启动对IGBT这
一国家技术难题的自主攻关，打响一场“攻坚
战”。

研发出中国的IGBT有多重要？
“十一五”初期，南车株洲所在国内率先

启动“高压IGBT元件研制”项目。 然而，想在
短短几年内，完全依靠自身力量，独立自主研
发掌握核心技术并推动IGBT技术产业化难
度极大。 南车株洲所智慧地选择了一条“捷
径”———实施“收购-整合-创新”战略，通过全

球性战略布局， 吸纳国际优势研发资源，对
IGBT技术进行自主攻关。

2008年10月31日， 南车株洲所下属株洲
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成功收购英国丹
尼克斯半导体公司75%的股权，为中国南车实
现IGBT技术的突破打开了一扇窗。

丹尼克斯半导体公司是世界知名的半导
体公司，也是全球最早开发IGBT技术的厂家。
被并购时， 该公司拥4英寸IGBT芯片设计、制

造、模块封装的完整全套技术。“采用
资本运作的手段，改变了我国IGBT技
术及产业长期受制于人的局面。 ”行业
专家、投资者给出高度评价。

为使丹尼克斯半导体公司已有的
4英寸IGBT生产线生产出的产品适应
中国轨道交通的应用， 株洲所在此基
础上自主研发并组建了新的6英寸IG-
BT生产线。

高层的关注和期望则为南车株洲
所攻克国家难题注入了强大动力 。
2009年6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
视察中国南车株洲所时，殷切寄语，一
定要抓住轨道交通大发展的大好机
遇，上规模、上水平，勇克IGBT等国家

技术难题，早日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

省长杜家毫等省领导， 也对IGBT研发和产
业化项目给予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

为了更好地吸纳全球，特别是欧洲顶尖
技术和人才资源， 加速IGBT技术及产业化
进程，2010年，公司在英国组建起功率半导

体器件海外研发中心。
2012年， 南车株洲所率先在国内研制出

3300伏高压IGBT芯片，从芯片到模块，全部
自主研制。 它的成功研制， 宣告了中国人在
3300伏高压等级的IGBT芯片研发领域有了
一席之地。

更具市场意义的是， 国际市场对中国的
IGBT芯片价格应声下跌：3300伏的 IGBT芯
片，其价格几乎“腰斩”。

随后，4500伏、6500伏等更高电压等级的
IGBT芯片相继在南车株洲所研发成功， 满足
了轨道交通、 智能电网等高端应用领域的需
要，并且实现IGBT制造技术从6英寸到8英寸
的跨越。

IGBT产业前景有多大？

产品研发的活力在市场。 为了把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IGBT产品尽快推向市场，南车
株洲所启动大规模产业化项目。

在攻克30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后， 南车株
洲所拥有了从芯片设计、封装测试、可靠性试
验、系统应用等全流程、完整的技术和工艺体
系，具备了大规模产业化条件。 成为国内目前
唯一一家全面掌握IGBT芯片技术研发、模块
封装测试和系统应用的企业。

新投产的IGBT产业化基地，具备年产12
万片8英寸IGBT芯片和100万只IGBT模块的
能力，年产值有望超过20亿元，其产业规模和
技术实力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据介绍， 南车株洲所在现有8英寸IGBT
专业芯片生产线基础上，还同时建设IGBT模
块生产线。 产品电压等级从650伏到6500伏，
可满足轨道交通以及电动汽车、风力发电、太
阳能发电、智能电网、高压变频、工业传动等
多个行业需求， 致力打造我国首个完全依靠
自主能力建设、 产能规模最大、 技术实力最
强、产品型号最全的大功率IGBT产业化基地。

产业还将继续拓展。 南车株洲所与中国
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联合， 组建新型电力电
子器件研发中心， 开展以碳化硅为基础材料
的新型电力电子器件技术与产业化的研究。
目前，中心已成功研制出样品，并组合封装成
混合型IGBT模块。 该公司还将与国内其他单
位及相关科研院所一道，开展“碳化硅电力电
子器件集成制造技术研发与产业化”、“6英寸
碳化硅单晶材料研发与产业化及其在大功率
IGBT等器件中的应用”研究。

为放大产业规模效应， 南车株洲所正在
牵头策划成立中国IGBT技术创新与产业联
盟， 谋划整合国内IGBT产业从材料到应用的
上下游优势资源， 推动中国IGBT产业发展。

中国IGBT产业航母， 将在湖南扬帆起
航！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周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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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车株洲所实现IGBT产业化

“湖南智造”领先世界
大功率半导体，

坼 大
功 率 IGBT
产 业 化 基
地厂房。
通讯员 摄

←大功率 IGBT产业
化基地工艺车间。

通讯员 摄

图\李雅文

国际IGBT技术及产业现状
IGBT技术要求高， 掌握该技术的企

业为数不多， 产品的市场份额较为集中。
目前， 全球IGBT市场主要为日本和欧美
企业占据， 中国国内的IGBT需求主要依
靠进口或合资生产企业解决。

据有关统计 ， 国际前4名的企业在

IGBT市场合计 占 有 超 过 75%的 份 额 ，
其中日本三菱电气市场份额超过 30%
(在家电领域占有度高)， 德国英飞凌
市场份额超过20% （在工控领域占有度
高）。

（本报记者 李伟锋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