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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licon carbide (SiC) power devices have the 

advantages of blocking higher voltage, working at higher 

temperature, having lower conduction resistance, faster 

switching speed. How to make full use of these advantages 

brings new challenges to the packaging technologies: the high 

parasitic parameters of traditional packaging cannot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its fast switching; the reliabilities of SiC devices 

drop dramatically under high working temperature; and the 

packaging shows the development tendency of multi-functional 

integration and high power density. Facing these challenge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reason of high parasitic inductance in 

traditional packaging firstly, and focused on an overview of 

low-inductance packaging structures from home and abroad 

with analyses and classifications. Then, this paper compares 

materials and processes that can improve high-temperature 

reliabilities of the packaging, such as the interconnection of 

chips, ceramic boards and baseplates. At last, an overview of 

current development tendency on packaging integration was 

done, and all kinds of thermal dissipation methods were 

introduced. Based on the review, and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tendency of power electronics, summary and 

prospect of the key technologies were proposed. 

KEY WORDS: silicon carbide (SiC); power device; packaging 

technology 

摘要：碳化硅(silicon carbide，SiC)功率器件作为一种宽禁带

器件，具有耐高压、高温，导通电阻低，开关速度快等优点。

如何充分发挥碳化硅器件的这些优势性能则给封装技术带

来了新的挑战：传统封装杂散电感参数较大，难以匹配器件

的快速开关特性；器件高温工作时，封装可靠性降低；以及

模块的多功能集成封装与高功率密度需求等。针对上述挑

战，论文分析传统封装结构中杂散电感参数大的根本原因，

并对国内外的现有低寄生电感封装方式进行分类对比；罗列

比较现有提高封装高温可靠性的材料和制作工艺，如芯片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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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材料与技术； 后，讨论现有多功能集成封装方法，介绍

多种先进散热方法。在前面综述的基础上，结合电力电子的

发展趋势，对 SiC 器件封装技术进行归纳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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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 20 多年来，碳化硅(silicon carbide，SiC)作为

一种宽禁带功率器件，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1]。

与硅相比，碳化硅具有很多优点，如：碳化硅的禁

带宽度更大，这使碳化硅器件拥有更低的漏电流及

更高的工作温度，抗辐照能力得到提升；碳化硅材

料击穿电场是硅的 10 倍，因此，其器件可设计更

高的掺杂浓度及更薄的外延厚度，与相同电压等级

的硅功率器件相比，导通电阻更低；碳化硅具有高

电子饱和速度的特性，使器件可工作在更高的开关

频率；同时，碳化硅材料更高的热导率也有助于提

升系统的整体功率密度。碳化硅器件的高频、高压、

耐高温、开关速度快、损耗低等特性，使电力电子

系统的效率和功率密度朝着更高的方向前进。 

碳化硅器件的这些优良特性，需要通过封装与

电路系统实现功率和信号的高效、高可靠连接，才

能得到完美展现，而现有的传统封装技术应用于碳

化硅器件时面临着一些关键挑战。 

碳化硅器件的结电容更小，栅极电荷低，因此，

开关速度极快，开关过程中的 dv/dt 和 di/dt 均极高。

虽然器件开关损耗显著降低，但传统封装中杂散电

感参数较大，在极高的 di/dt 下会产生更大的电压过

冲以及振荡，引起器件电压应力、损耗的增加以及

电磁干扰问题[2-3]。在相同杂散电容情况下，更高的

dv/dt 也会增加共模电流。针对上述问题，国内外学

者们研究开发了一系列新的封装结构，用于减小杂

散参数，特别是降低杂散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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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开关速度更快外，碳化硅器件的工作温度可

达到 300℃以上[4]。而现有适用于硅器件的传统封

装材料及结构一般工作在 150℃以下，在更高温度

时可靠性急剧下降，甚至无法正常运行。解决这一

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出适宜高温工作的连接材料，匹

配封装中不同材料的热性能。此外，多功能集成封

装技术以及先进的散热技术在提升功率密度等方

面也起着关键作用[5]。 

本文重点就低杂散电感封装、高温封装以及多

功能集成封装 3 个关键技术方向对现有碳化硅功率

器件的封装进行梳理和总结，并分析和展望所面临

的挑战和机遇。 

1  低杂散电感封装技术 

目前已有的大部分商用 SiC 器件仍采用传统 Si

器件的封装方式，如图 1 所示。该方式首先通过焊

锡将芯片背部焊接在基板上，再通过金属键合线引

出正面电极， 后进行塑封或者灌胶。传统封装技

术成熟，成本低，而且可兼容和替代原有 Si 基器件。 

但是，传统封装结构导致其杂散电感参数较

大，在碳化硅器件快速开关过程中造成严重电压过 

 

(a) (TO-247)单管封装及模块封装  

 

(b) 模块层叠结构 

外壳 芯片 端子 键合线 

基板 陶瓷覆铜板 

 

图 1  传统封装技术 

Fig. 1  Traditional packaging methods 

冲，也导致损耗增加及电磁干扰等问题。而杂散电感

的大小与开关换流回路的面积相关。其中，金属键

合连接方式、元件引脚和多个芯片的平面布局是造

成传统封装换流回路面积较大的关键影响因素。 

表 1 列出了典型的碳化硅器件封装结构并进行

分类，同时列出了相关封装方式的杂散电感参数大

小。由表 1 可知，消除金属键合线可以有效减小杂

散电感值，将其大小控制在 5nH 以下。下面就其中

典型的封装结构分别进行介绍。 

表 1  碳化硅器件典型封装结构 

Tab. 1  Typical structures of SiC power devices 

器件 金属键合线 封装方式 功率等级 杂散电感大小/nH 制造商 

分立元件 
有 TO247、TO220、TO263 等 650V~1700V/5A~100A 10~20 Wolfspeed、Rohm、Infineon 等 

无 翻转贴片 650V~1200V/15A~35A 5 阿肯色大学 

功率模块 

有 
传统封装 1200V~1700V/20A~500A 20~30 Wolfspeed、Rohm、Semikron 等 

DBC+PCB 混合封装 1200V~1700V/20A~100A 5 CPES，华科等 

无 

SKiN 1200V/400A 1.5 Semikron 

DLB、Cu-Clip、SiPLIT 650V~1200V/100A~300A 5 Silicon Power，IR，Siemens 

双面焊接(烧结) 650V~10kV/50A~300A 5 橡树岭实验室、中车时代电气、天津大学、CPES 等 

压接 1200V/100A~200A 10 浙江大学、阿肯色大学、阿尔堡大学 

三维封装 1200V/80A 1 格勒诺布尔–阿尔卑斯大学 
 

1.1  单管翻转贴片封装 

阿肯色大学团队[6]借鉴 BGA 的封装技术，提出

了一种单管的翻转贴片封装技术，如图 2 所示。该

封装通过一个金属连接件将芯片背部电极翻转到 

 裸芯片 

锡球掩膜 

焊锡球 

背部焊盘连接 

 

图 2  单管贴片封装 

Fig. 2  Discrete flip-chip packaging 

和正面电极相同平面位置，然后在相应电极位置上

植上焊锡球，消除了金属键合线和引脚端子。相比

于 TO-247 封装，体积减小了 14 倍，导通电阻减小

了 24%。 

1.2  DBC+PCB 混合封装 

传统模块封装使用的敷铜陶瓷板(direct bonded 

copper-DBC)限定了芯片只能在二维平面上布局，

电流回路面积大，杂散电感参数大。CPES、华中科

技大学[7-9]等团队将 DBC 工艺和 PCB 板相结合，利

用金属键合线将芯片上表面的连接到 PCB 板，控制

换流回路在 PCB 层间，大大减小了电流回路面积，

进而减小杂散电感参数。如图 3 所示，该混合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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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容 

(a) 混合模块结构图 

PCB 上层(红) 

DBC 板 

PCB 下层(蓝) 

过孔 

25.1 

18.8 

单位：mm 

 

 混合封装桥臂 

(b) 实物图 

TO-247 单管 

 

图 3  DBC+PCB 混合封装 

Fig. 3  DBC+PCB hybrid packaging 

可将杂散电感可控制在 5nH 以下，体积相比于传统

模块下降 40%[9-10]。 

柔性 PCB 板结合烧结银工艺的封装方式也被

用于商业模块中。如图 4 所示为 Semikron 公司利用

SKiN 封装技术制作的 1200V/400A 的 SiC 模块[11]。

该技术采用柔性 PCB 板取代键合线实现芯片的上

下表面电气连接，模块内部回路寄生电感仅有

1.5nH，开关速度大于 50kV/s，损耗相比于传统模

块可降低 50%。 

 

功率芯片 功率芯片

散热器 

上管 下管 
过孔 

柔性 PCB DC 

DC AC 烧结点 

DBC 板 

 

图 4  Semikron 公司的 SKiN 封装 

Fig. 4  SKiN packaging from Semikron 

该混合封装方式结合了 2 种成熟工艺的优势，

易于制作，可实现低杂散电感以及更小的体积。但

PCB 板的存在限制了上述封装方式高温运行的可

靠性。 

1.3  芯片正面平面互连封装 

除采用柔性 PCB 板取代金属键合线外，还可   

使用平面互连的连接方式来实现芯片正面的连接。

图 5 为 Silicon Power 公司采用端子直连(direct lead 

bonding，DLB)的焊接方法[12]，类似的还有 IR 的

Cu-Clip IGBT[13]，Siemens 的 SiPLIT 技术[14]等。平

面互连的方式不仅可以减小电流回路，进而减小杂

散电感、电阻，还拥有更出色的温度循环特性以及

可靠性[12]。 

 

(a) 剖面示意图 

栅极键合线 

栅极 

漏极 

源极
MOSFET 

铜端子 

焊锡 

DBC 氧化铝基板 

 

 

(b) 1200V/300A SiC JFETs 模块内部 

上管引线框架 

端子 

极端子 

 

图 5  DLB 互连技术 

Fig. 5  Direct lead bonding packaging 

用于 SiC 芯片的埋入式封装[15-17]也可认为是一

种芯片正面的平面直连封装。如图 6 所示[17]，该方

法将芯片置于陶瓷定位槽中，再用绝缘介质填充缝

隙， 后覆盖掩膜两面溅射金属铜，实现电极连接。

通过选择合理的封装材料，减小了模块在高温时的

层间热应力，并能在 279℃的高温下测量模块的正

反向特性。 

 

高温黏合材料 

通用埋入式
模块 

散热器 

基板 

陶瓷 陶瓷 SiC 芯片 

 

图 6  埋入式封装 

Fig. 6  Embedded packaging 

平面直连的封装工艺通过消除金属键合线，将

电流回路从 DBC 板平面布局拓展到芯片上下平面

的层间布局，显著减小了回路面积，可实现低杂散

电感参数，与之后介绍的双面散热封装以及三维封

装实现低杂散电感的基本思路相同，只是实现方式

略有不同。 

1.4  双面散热封装技术 

双面封装工艺由于可以双面散热、体积小，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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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用于电动汽车内部 IGBT 的封装应用[18-21]。图 7

为一典型的双面散热封装 SiC 模块[22]，该模块上下

表面均采用 DBC 板进行焊接，所以可实现上下表

面同时散热。 

 

(a) 剖面示意图 

散热连接 

芯片连接 

散热连接 冷板 

冷板 

绝缘基板(DBC) 

绝缘基板(DBC) 

 

 

(b) 1200V/100A SiC MOSFETs 模块  

图 7  SiC 双面散热封装模块 

Fig. 7  SiC double-sided cooling power module 

该工艺的难点在于，芯片上表面需要进行溅射

或电镀处理使其可焊接，并且在芯片上表面增加金

属垫片、连接柱等来消除同一模块中不同高度芯片

的高度差。再加上 SiC 芯片普遍面积小，如何保证

在上表面有限面积范围内的焊接质量是该工艺过

程中的关键。得益于上下 DBC 的对称布线与合理

的芯片布局，该封装可将回路寄生电感参数降到

3nH 以下 [23]，模块热阻相比于传统封装下降

38%[24]。国内如株洲中车时代电气、天津大学等团

队都对此类双面封装模块进行了热[21]、电气、可靠

性[25]等多方面的研究。 

CPES针对 10kV的 SiC MOSFET采用了如图 8

所示的封装设计[26]。使用银烧结技术将芯片和敷铝

陶瓷板(direct bonded aluminum，DBA)、钼片相连 

 

图 8  10kV/54A SiC MOSFET 模块 

Fig. 8  10kV/54A SiC MOSFET power module 

接。其中芯片下部采用两层 DBA 板叠加，并将中

间层连接到母线中间电压，一方面可以减小板子边

缘的场强，另一方面减小了桥臂中点对地的寄生电

容，降低 EMI。该模块可以采用双面散热，也可将

瓷片电容焊接在芯片上部 DBA 板上，减小回路寄

生电感到小于 5nH。 

图 9 为浙江大学和阿肯色大学合作提出的一种

用于 SiC MOSFET 的双面压接模块[27]。该模块使用

低温共烧陶瓷 (LTCC)工艺和带有弹性的 Fuzz 

Button 取代传统 DBC 板和金属键合线实现芯片互

联以及散热设计，回路寄生电感参数仅为 4.3nH。

不足之处在于 LTCC 导热系数低，而且压接模块的

特性对外部压力反应敏感。此外还有浙江大学与阿

尔堡大学合作设计的直接通过螺钉固定的双面压

接 SiC MOSFET 模块，也实现了低寄生电感参数和

良好均匀的散热特性[28]。 

 

图 9  SiC MOSFET 压接模块 

Fig. 9  SiC MOSFET press-pack module 

1.5  三维(3D)封装技术 

三维封装技术利用了 SiC 功率器件垂直型的结

构特点，将开关桥臂的下管直接叠在上管之上，消

除了桥臂中点的多余布线，可将回路寄生电感降至

1nH 以下[29-31]。Vagnon 于 2008 年即提出了利用金

属片直连的模块单元，如图 10(a)所示[29]，并基于 

 

(a) 用于 IGBT 的 3D 封装示意图 

Diode 

DC 

DC 

驱动 
栅极 

发射极 

负载 

IGBT 
DC 

DC 

负载 

 

 

(b) SiC 3D 侧视图 

 

 

输出 

(c) SiC 3D 封装实物图  

图 10  3D 封装技术 

Fig. 10  3D packag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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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封装制作了 Buck 变换器模块。实验测试表明，

该 3D 封装模块基本消除了共源极电感，而且辐射

电磁场相比于传统模块大大减小，共模电流也得到

了很好的抑制[30]。类似的，文献[32]将 SiC MOSFET

芯片嵌入 PCB 内部，形成如图 10(b)所示的 3D 封

装形式。芯片表面首先经过镀铜处理，再借由过孔

沉铜工艺将芯片电极引出， 后使用 PCB 层压完成

多层结构，图 10(c)为实物模块。得益于 PCB 的母

排结构，模块回路电感仅有 0.25nH，并可同时实现

门极的开尔文连接方式。该封装的功率密度极高，

如何保证芯片温度控制是一大难点，外层铜厚和表

面热对流系数对芯片散热影响很大。除功率芯片之

外，无源元件如磁芯，电容等均可通过适当的方式

嵌入 PCB 当中以提高功率密度[33-34]。 

由上述新型结构可以看出，为充分发挥 SiC 器

件的优势，提高功率密度，消除金属键合线连接是

一种趋势。通过采用各种新型结构，降低模块回路

寄生电感值，减小体积是推进电力电子走向高频、

高效、高功率密度的保证。 

2  高温封装技术 

在进行芯片正面连接时可用铜线替代铝线，消

除了键合线与 DBC 铜层之间的热膨胀系数差异，

极大地提高模块工作的可靠性[35]。此外，铝带、铜

带连接工艺因其更大的截流能力、更好的功率循环

以及散热能力，也有望为碳化硅提供更佳的解决方

案[36-37]。图 11 所示分别为铜键合线、铜带连接方式。 

 

图 11  铜线(左)及铜带(右)连接工艺 

Fig. 11  Copper wire (left) and copper ribbon (right) 

connections 

锡片或锡膏常用于芯片和 DBC 板的连接，焊

接技术非常成熟而且简单，通过调整焊锡成分比

例，改进锡膏印刷技术，真空焊接减小空洞率，添

加还原气体等可实现极高质量的焊接工艺。但焊锡

热导率较低(~50W/(mK))，且会随温度变化等，并

不适宜 SiC 器件在高温下工作。此外，焊锡层的可

靠性问题也是模块失效的一大原因。 

烧结银连接技术凭借其极高的热导率(~200W/ 

(mK))，低烧结温度，高熔点等优势，有望取代焊

锡成为 SiC 器件的新型连接方法[38-39]。银烧结工艺

通常是将银粉与有机溶剂混合成银焊膏，再印刷到

基板上，通过预热除去有机溶剂，然后加压烧结实

现芯片和基板的连接。为降低烧结温度，一种方法

是增大烧结中施加的压力，这增加了相应的设备成

本，而且容易造成芯片损坏；另一种方法是减小银

颗粒的体积如采用纳米银颗粒，但颗粒加工成本

高，所以很多研究继续针对微米银颗粒进行研究以

得到合适的烧结温度、压力、时间参数来现更加理

想的烧结效果[40]。图 12 给出了一些典型的焊锡和

烧结材料的热导率和工作温度对比图[39]。 

此外，为确保碳化硅器件稳定工作，陶瓷基板

和金属底板也需要具备良好的高温可靠性。表 2、3

分别给出了目前常用的一些基板绝缘材料和底板

材料[40]，其中：为热导率；为热膨胀系数；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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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典型焊锡及烧结材料对比图 

Fig. 12  Comparison of typical solders and  

sintering materials 

表 2  基板绝缘层材料参数 

Tab. 2  Parameters of insulation materials of substrate 

陶瓷材料 /(W/(mK)) /(ppm/K) R/MPa 

Al2O3(99%) 33 7.2 345 

AlN 150~180 4.6 360 

BeO 270 7.0 250 

Si3N4 70 3.0 932 

表 3  常用的底板材料参数 

Tab. 3  Parameters of common baseplate materials 

底板材料 /(W/(mK)) /(ppm/K) /(g/cm3) 

Cu 398 17.8 8.96 

Al 218 23 2.7 

Cu/Mo 162~275 6.8~13 9.3~10 

Cu/W 130~205 5.6~9 14.8~17 

Cu/C 200 4 — 

AlSiC 170~200 6.5~13.8 2.97~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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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挠曲强度；为密度。越高，散热效果越好，

则影响了封装在高温工作时不同层材料之间的热

应力大小，不同材料间差异越大，材料层间热应

力就越高，可靠性越低。所以寻高、值和碳化

硅材料(3.7ppm/K)相近的材料是提高封装可靠性和

关键所在。 

如表 2 所示，Al2O3 具有成本低，机械强度高

等优点，是目前 常用的绝缘材料，但值低，
值明显偏大，不适合碳化硅的高温工作。AlN 值
高，值接近 SiC 材料，成本合适，是目前较为理

想的碳化硅器件的基板材料。BeO 虽然 值高，但

其强毒性则限制了其应用。Si3N4 值 接近 SiC

材料，而且 R 值大，在热循环中更不容易断裂，也

是一种适合碳化硅器件高温工作的绝缘材料，但其

值较低，而且成本很高，限制了其广泛的应用。 

为提高陶瓷基板覆铜层的可靠性，覆铝陶瓷板

(DBA)以及活性金属钎焊(active metal brazing，

AMB)等工艺也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如表 3

所示，Cu 作为底板材料热导率 高，但其与基板

之间热膨胀系数相差较大。Al 作为底板，成本低，

还可显著降低整体重量，但在热导率和热膨胀系数

匹配方面均表现较差。Cu 基合金如 Cu/Mo，Cu/W，

Cu/C 等在热导率和热膨胀系数方面性能均较为优

越，但其密度和成本均较高。AlSiC 的成本，密度，

热膨胀系数均十分理想，但缺点在于热导率较低。

具体使用情况需要结合实际情况综合决定。 

综上可以看出，材料是保证碳化硅器件高温可

靠工作的根本。而在实际设计过程是，考虑多方面

综合因素寻找 合适的材料也是器件封装设计中

的一大难点所在。 

3  多功能集成封装技术 

3.1  多功能集成封装技术 

碳化硅器件的出现推动了电力电子朝着小型

化的方向发展，其中集成化的趋势也日渐明显。 

瓷片电容的集成较为常见[41]，通过将瓷片电容

尽可能靠近功率芯片可有效减小功率回路寄生电

感参数，减小开关过程中的震荡、过冲现象。但目

前瓷片电容不耐高温，所以并不适宜于碳化硅的高

温工作情况。 

驱动集成技术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三

菱、英飞凌等公司均提出了 SiC 智能功率模块

(intelligent power module，IPM)，将驱动芯片以及

相关保护电路集成到模块内部，并用于家电等设备

当中[42-43]。如图 13 所示，浙江大学团队通过将瓷

片电容、驱动芯片和 1200V SiC 功率芯片集成在同

一块 DBC 板上，使半桥模块面积仅为 TO-247 单管

大小[44]，极大地减小了驱动回路和功率回路的寄生

电感参数。阿肯色大学则针对碳化硅芯片开发了相

关的 SiC CMOS 驱动芯片以充分开发 SiC 的高温   

性能[45]。 

 

瓷片电容 

驱动芯片 

驱动回路 

功率回路 

 

图 13  集成母线瓷片电容和驱动的 SiC 半桥模块 

Fig. 13  Integrated SiC half bridge module with  

ceramic capacitors and drivers 

此外，还有 EMI 滤波器集成，温度、电流传感

器集成、微通道散热集成等均有运用到碳化硅封装

设计当中[5]。 

3.2  散热技术 

散热技术也是电力电子系统设计的一大重点

和难点。设计中，通常是将单管或模块贴在散热器

上，再通过风冷或者液冷进行散热。文献[46]中将

微通道集成在模块的基板内，使得模块整体热阻下

降 34%。微通道散热技术也被用于芯片的直接散

热，例如文献[47]中介绍了用于宽禁带器件的 3 种

典型方式：一种是将微通道直接做在芯片的衬底

上；第 2 种则将微通道集成在芯片下层的厚金属层

中；第 3 种则通过金属镀层和热介质材料将芯片直

接连接到 Si 基微通道结构上。这种直接作用于芯片

的散热技术消除了模块多层结构的限制，可以极大

提高芯片的散热效率。相变散热技术如热管、喷雾

等方式相比于单相气冷、水冷等具有更高的热导

率，非常高效，也为 SiC 器件的散热提供了一种解

决思路[48]。图 14 给出了目前的散热方式之间的传

热系数简单对比[39]。 

4  挑战机遇和前景展望 

在电力电子朝着高效高功率密度发展的方向

上前进时，器件的低杂散参数、高温封装以及多功

能集成封装起着关键性作用。通过减小高频开关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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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不同散热技术之间的对比 

Fig. 14  Comparison of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for 

various technology 

流回路的面积实现低杂散电感是碳化硅封装的一

种技术发展趋势。然而，实现碳化硅封装技术的突

破并大规模应用，还需要开展大量的工作，以下列

举一些核心挑战以及前景展望： 

1）低杂散电感封装结构综合性能的进一步研

究验证。例如封装结构的功率循环、温度循环能力，

实际散热效果，制造难度和成本，以及实现大功率

模组的串并联难易程度等。 

2）适用于高温工作的封装材料的研究。开发

耐高温、具有优良导热系数、热膨胀系数相互匹配

的封装材料始终是提升封装高温工作可靠性的关

键；同时，改进工艺、降低现有优良封装材料的生

产成本和工艺难度也是封装朝着高温方向发展的

重要制约因素。 

3）多功能集成封装模块的内部干扰、共同散

热等关键问题研究。模块的多功能集成是电力电子

的发展趋势，但瓷片电容、传感器、栅极驱动等还

无法完全匹配碳化硅的高温高频性能、散热和电磁

兼容问题；开发高温电容、功率芯片片内集成传感

器、研究 SiC CMOS 驱动芯片或者采用 SOI(silicon 

on insulator)等工艺方案都有待进一步探索。 

4）新型散热方式的探索。减小芯片散热路径

上的热阻是封装散热技术的关键，一方面，利用高

导热系数材料，另一方面可以减少封装的层叠结

构，如：DBC 直连散热器、微通道液冷散热器集成

及芯片直接散热方式等均为碳化硅器件的散热提

供了更多的可能。 

可以预见，碳化硅器件和封装技术的发展已   

经为电力电子技术打开了一扇更广阔的大门，助力

电力电子技术朝着高频、高效、高功率密度的方向

前进。 

5  结论 

本文分析和探讨了碳化硅器件封装中的 3 个关

键技术问题：1）整理归纳了低杂散电感参数的新

型封装结构，从设计原理上概括了其基本思路并列

举了一些典型封装结构；2）总结了目前常用的一

些高温封装方式和材料特性等，并指出高温封装中

的关键性问题和解决思路；3）综述概括了现有的

碳化硅封装多功能集成的趋势以及散热技术。

后，对碳化硅的封装技术作了展望，指出了其所面

临的挑战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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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icon carbide (SiC) power devices have the 

advantages of blocking higher voltage, working at higher 

temperature, having lower conducting resistance, faster 

switching speed. How to make full use of these 

advantages brings new challenges to the packaging 

technologies because the high parasitic parameters of 

traditional packaging cannot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its 

fast switching; the reliabilities of SiC devices drop 

dramatically under high working temperature; and the 

packaging shows the development tendency of 

multi-functional integration and high power density.  

Firstly, high parasitic inductance in traditional 

packaging is related to the long commutation loop at 

switching transient. This is mainly caused by the 

bonding wires, terminals and layouts of multi-chips. So, 

lots of researches focus on the low-inductance packaging 

technologies, and Tab. 1 lists typical structures of SiC 

power devices. As shown in Tab. 1, with the elimination 

of bonding wires, terminals, and vertical commutation 

loop, the parasitic inductance can be reduced 

dramatically to be less than 5 nanohenries. 

Tab. 1  Typical structures of SiC power devices 

Devices Bonding wire Packaging Power level 
Parasitic 

inductance/nH
Manufacturer 

Discrete 
W TO247, TO220, TO263, etc 650V~1700V/5A~100A 10~20 Wolfspeed, Rohm, Infineon, etc 

W/O Flip-chip 650V~1200V/15A~35A 5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ower 

module 

W 
Traditional packaging 1200V~1700V/20A~500A 20~30 Wolfspeed, Rohm, Semikron, etc 

DBC+PCB hybrid 1200V~1700V/20A~100A 5 CPES, HUST 

W/O 

SKiN 1200V/400A 1.5 Semikron 

DLB, Cu-Clip, SiPLIT 650V~1200V/100A~300A 5 Silicon Power, IR, Siemens 

Double-sided cooling 650V~10kV/50A~300A 5 ORNL, CRRC, Tianjin University, CPES, etc 

Press-pack 1200V/100A~200A 10 Zhejiang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Arkansas, Aalborg University 

3D 1200V/80A 1 University of Grenoble Alpes 
 

Secondly, the high temperature packaging is also 

critical for SiC power devices. For the interconnection of 

devices, copper bonding wires and ribbons show much 

better performance under high temperatures. And for the 

die attachment, silver sintering technology shows a 

promising future with higher reliability at high operating 

temperature and much higher thermal conductivity. 

Besides, several typical materials of the ceramic board 

and baseplate are listed and compared in this paper. 

Actually, material is the key factor of the high 

temperature packaging of SiC devices. 

Thirdly, multi-functional integration of SiC devices 

is also reviewed, such as the integration of ceramic 

capacitors, gate drivers, sensors and heatsink with 

micro-channels. The challenge is the high temperature 

to lerance  of  the  funct iona l  components  and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inside the integrated 

module. With the increase of power density of power 

converters, the design of the heat dissipation is also a key 

technology of packaging. Designers can either choose 

packaging materials with higher thermal conductivity or 

shorten the heat dissipating path. So, the elimination of 

baseplate or liquid cooling methods for baseplate with 

integrated micro-channel has been proposed. Some 

researches have also explored direct cooling of devices 

with micro-channel integration. Technologies such as 

two-phase cooling (heat pipes, spray method, and phase 

change materials) also provide more possibilities for the 

packaging of SiC devices 

At last, the summary and prospect of the key 

technologies are provided for research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