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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 IGBT 驱动器 1QP0635V33-C 

1QP0635V33-C 是一款单通道，能驱动最多达 4 个并联的高压、大功率 IGBT 驱动器。是基于青

铜剑公司自主研发的 ASIC 芯片组设计而成，这是一种高可靠、高集成度的 IGBT 驱动技术。能安全

可靠的驱动 IGBT。 

该驱动器适用于所有机械上兼容的 IGBT 模块。该即插即用驱动器可实现安装后立即使用，用户

无需为特定应用调试驱动器而投入精力。 

 

 

图 1 安装在 IGBT 模块上 1QP0635V33-C 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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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器概述 

1QP0635V33-C 是一款即插即用的驱动器，它包含了大部分的智能驱动器所需要的功能。它的主

要功能有： 

 光纤接口 

 完整的隔离 DC/DC 电源 

 输出功率 6W，峰值电流为±35A 

 欠压保护功能 

 有源钳位功能 

 门极监控 

 动态 Vce 检测（短路保护） 

驱动器上包含最优化且可安全驱动 IGBT 模块所必需的所有元件及功能，例如将开关损耗降至最

低的最小门极电阻、门极钳位等。此外，它还包括用于设置 Vce 检测的门槛电压和响应时间的元件。

其即插即用功能意味着该驱动器安装后可立即使用，用户无需为特定应用调试驱动器而投入精力。  

门极电阻和其他关键元件的值可在对应 IGBT 模块的驱动器的数据手册中找到。 

 

图 2  1QP0635V33-C 系统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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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器使用步骤 

下列步骤说明如何在功率变换器中正确使用 1QP0635V33-C 驱动器： 

选择合适的驱动器 

应用 1SP0635 驱动器时，请注意它们只适配于特定类型的 IGBT 模块。 因此，驱动器型号中也

包括所匹配的 IGBT 模块的型号。  

如果不需要并联 IGBT 模块，则仅使用一个 1QP0635V33-C 主驱动器。如需并联，请联系本公司。 

还有在封装不匹配的 IGBT 模块中，驱动器将无法使用。不正确的使用可能会造成驱动器故障。 

将驱动器连接到 IGBT 模块上 

IGBT 模块和驱动器的任何操作，需符合静电敏感设备保护的通用要求，参考国际标准 IEC 60747-

1，第 IX 章或欧洲标准 EN100015。为保护静电感应设备，要按照规范处理 IGBT 模块和驱动器（工

作场所，工具等都必须符合这些标准）。 

如果忽略了静电保护要求，IGBT 和驱动器可能都会损坏！ 

通过焊接相对应的端子，驱动器可以很容易的安装到 IGBT 模块上。 

 

 

将驱动器连接到控制器 

主板：连接电源插头 X1 以及光纤发送器和接收器。如果需要并联，则必须将并联接口 X2 和/或

X3 连接到从驱动器。  

从板：将并联接口 X2 或 X3 连接到主驱动器或其他从驱动器。主驱动器须与一个从驱动器连接。 

检查驱动器门极输出 

在你指定的工作频率的工作情况下，检查驱动器门极输出情况。关断状态下，正常的门极电压约

为-8V（关断电压值会随着负载变化而变化）；导通状态是+15V。也可以在你指定的工作频率，并且不

给输入信号的情况下，看驱动器所消耗的电流。 

除非受实际情况限制不能连接到驱动器门极端，否则在安装前就必须进行这些测试。 

装配和测试 

启动系统前，需确认各模块安装是否正确，驱动器门极输出是否正常。然后在准备的实际负载下

启动，建议设备启动时由轻载到满载的过程慢慢调节测试。或也可根据你的设备的实际应用情况结合

自己的要求来进行严格的测试。 

 

注意：对高压的所有手动操作都有可能危及生命。必须遵守相关的安全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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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器机械尺寸 

 

图 3  1QP0635V33-C 驱动器机械尺寸 

 

  



                                 1QP0635V33-C     

更多信息请登陆 www.qtjtec.com                                 第 7 页/共 19 页 

连接端子说明 

连接器 X1 管脚定义 

编

号 

名

称 
功能 

编

号 

名

称 
功能 

1 
GN

D 
接地端 2 

VD

C 

用于 DC/DC 电源的

+15V 

3 
VD

C 

用于 DC/DC 电源的

+15V 
4 

GN

D 
接地端 

表 1   连接器 X1 管脚定义 

驱动器配有一个 4 针接口连接器，用于向驱动器的 DC-DC 电源供电。建议连接两个 GND 管脚

以及两个 VDC 管脚。 

驱动器在启动时以软启动的方式自己限制启动冲击电流，而不需要为 VDC 的电压源增加外部限

流电路。 

光纤输入描述 

驱动信号输入端，灯亮信号会使 IGBT 开通。 

光纤输出描述 

在正常工作期间（即驱动器通过额定电压供电，无任何故障），状态反馈通过光纤接口“亮灯”指

示。故障通过“灭灯”指示。  

控制信号的每个跳变沿都由驱动器反馈短脉冲（灭灯大约 700ns）来确认。这可以通过主控制器

观察到，因此这种方法可以方便、连续地监控系统中所有的驱动器和光纤接口。图 4 所示为正常工作

条件下的门极驱动器控制信号和响应信号。 

 

图 4  正常工作时驱动器的行为状态和指示 

图 4 所示为发生短路故障时的驱动器响应。故障状态在经过响应时间后传输到状态反馈端。反馈

光纤在阻断时间内（大约 9μs）处于“灭灯”状态，阻断时间结束后，故障状态被清除。在响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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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后再过大约 0.3us，驱动器将 IGBT 关闭。故障状态结束后，向相应的光纤通道输入一个上升沿脉

冲，IGBT 将重新开通。 

 

图 5  短路时驱动器的行为状态和指示 

在发生门极监控故障时，故障状态在经过滤波延迟后传输到故障反馈端（请参阅相关的数据手册

/3/以了解时间参数），并且只要门极监控功能仍然存在，故障就保持有效。  

如果驱动器从“关断状态”变成“导通状态”，一个或多个并联驱动器的门极-发射极电压未开通，

则驱动器的响应方式（Vge2 未切换为高电平）如图 6 中所示。故障状态在经过滤波延迟后传输到状

态反馈端。在滤波延迟结束后再过大约 0.3us，驱动器将 IGBT 关闭，从而清除故障状态。灯被“关闭”

大约 1µs（0.3µs 再加上 0.7µs 的确认脉冲宽度）。  

  

图 6  开通时发生门极监控故障时驱动器的行为状态和指示 

如果驱动器从“导通状态”变成“关断状态”，只要一个或多个并联驱动器的门极-发射极电压未

关断，则故障状态就会被传输到状态反馈端。  

  如果主驱动器上出现副方电源欠压，则只要这种欠压仍然存在，故障状态就会保持有效，并且封锁

驱动器脉冲。图 7 所示为 Viso-Vee 上发生电源欠压时的驱动器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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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主驱动器发生电源欠压时的状态反馈 

并联接口 X2 和 X3 描述 

1SP0635V 以及 1SP0635D（从板）上都配有并联接口 X2 和 X3。它们可以进行以下连接：  

 主驱动器连接到一个或两个从驱动器  

 从驱动器连接到主驱动器或其他从驱动器  

连接器 X2 和 X3 可采取并联方式。在此接口上可获得以下信号：  

 主驱动器到从驱动器的电源电压  

 主驱动器到从驱动器的驱动信号。驱动器配置为所有并联 IGBT 模块同步开通和关断。  

 从驱动器到主驱动器的门极监控信号  

并联接口对快速变化的磁场（电感耦合）和电场（电容耦合）的抗扰性在实验室中经过了广泛的

测试。即使在严苛的电磁场环境中，使用推荐的并联电缆也不会干扰驱动器功能。但是，建议将并联

电缆放置在低磁场和低电场耦合的环境中。请注意，使用双绞的扁平并联电缆和/或屏蔽该电缆可增强

对电感耦合的抗扰性。  

请注意，并联电缆处在高电位。推荐的电缆额定绝缘电压仅有 300V。因此，它们必须进行充分

的隔离。 

LED 状态指示灯 

为了便于验证，主从驱动器各配有一个绿色的状态指示 LED。这些指示灯分别位于光纤接口（主

板）和并联接口 X2（从板）附近，在正常工作条件下被点亮。LED 熄灭表示相应的驱动器未获得电

压、电源电压过低（主板和从板）或门极监控功能检测到故障状态（主板）。此外，IGBT 短路时，主

驱动器上的 LED 在延迟期间熄灭以清除故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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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QP0635V33-C 的工作特点 

1QP0635V33-C 即插即用型单通道驱动器适用于大功率和高压 IGBT 模块。1QP0635V33-C 驱动

器具有常规的保护功能，例如用于短路保护的动态 Vce 检测、电源欠压保护以及状态反馈。门极监 

控功能还可在 1QP0635V33-C 驱动器中实现。此外，通过并联接口使用 1SP0635D 从驱动器可并联最

多四个 IGBT 模块。  

1QP0635V33-C 驱动器的出色特性包括：外形紧凑、安装简单——直接安装到 IGBT 模块上、动

态高级有源钳位功能以及传输延迟时间极短。有源钳位设计用于限制 IGBT 在关断瞬间产生的过高电

压。这在高直流母线电压、大电流或短路的情况下关断 IGBT 时非常有效。 

电气特性  

（若无特别说明，条件为 T = 25 ℃, 电源电压 15V） 

参数 符号 参数说明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单位 

上电电流 ICC 1QP0635V33-C  120  mA 

满载电流 ICC   325  mA 

欠压阀值  Viso-Vee 10.5 11 11.5 V 

欠压恢复迟滞  Viso-Vee 0.35   V 

欠压阀值  Vee-VCOM 3.5 4 4.5 V 

欠压恢复迟滞  Vee-VCOM 0.15   V 

开通阀值 Vge,on,min G to E 故障输出  12.9  V 

关断阀值 Vge,off,max G to E 故障输出  -7.6  V 

输出功率    3  W 

短路保护电流 IREF 
用于设定保护阈

值端口的输出电流 
 150  uA 

保护响应时间 TR 
短路保护检测响

应时间 
  1000 ns 

保护锁定时间 TBLOCK 
短路发生后锁定

为故障的时间 
9   us 

输出峰值电流  Gate current -35  +35 A 

开通延时 TON_DELAY 

开通信号从输入

端传输到输出端的时

间 

  300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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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断延时 TOFF_DELAY 

关断信号从输入

端传输到输出端的时

间 

  300 ns 

故障传输延时 TFault 

从驱动器检测到

故障到故障输出端

SOX 输出低电平信号

的时间 

 500  ns 

开通电压 VGE_ON 
输出开通信号时

G,E 之间电压 
 15  V 

关断电压 VGE_OFF   -10  V 

绝缘电压   6000   V 

工作温度 T 工作温度范围 -40  85 ℃ 

表 2   基本电气特性表 

电源及电气隔离 

这款驱动器配有 DC/DC 电源，可实现电源和门极驱动电路的电气隔离。SCALE-2 即插即用驱动

器适用于具有相同绝缘测试电压的 IGBT 模块。  

请注意，驱动器需要稳定的电源电压。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按照 IEC 60077-1 标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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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监控 

驱动器副方配有一个电源欠压检测电路。  

 

IGBT 开通特性 

在发生副方电源欠压时，IGBT（包括所有并联 IGBT）将在负门极电压的驱动下保持关断状态（驱

动器输出被封锁），故障信号传送到光纤状态反馈端。 即使在电源电压过低的情况下，该驱动器也可

在 IGBT 门极与发射极之间形成低阻抗回路。  

在半桥电路中，建议不要在驱动器供电电压较低的情况下操作 IGBT。否则，过高的 Vce 变化率

可导致 IGBT 出现误导通。 

1QP0635V33-C 门极驱动器中配置了动态 Vce 检测电路。IGBT 集电极-发射极电压通过电阻网络

测得。 在导通状态下经过响应时间后再检测 Vce（请参考图 8），以判断短路状况。如果此电压高于

预设的阈值 Vth，驱动器将会判断为 IGBT 短路，并立即将故障信号发送到光纤状态反馈端。在经过

附加延迟时间后，关断相应的 IGBT。故障反馈在经过延迟后自动复位以清除故障状态。故障状态消

失后，下一个上升沿即可重新开通 IGBT。  

动态 Vce 检测电路可使 Vce 曲线形状拟合更佳。 应当注意，响应时间取决于直流母线电压。它

在最大直流母线电压的大约 50%到 100%之间保持恒定，直流母线电压更低时该值会升高。请参阅相

关的驱动器数据手册以了解短路响应时间的参数。  

注：退饱和检测功能仅用于短路保护，无法提供过流保护。但是，过流检测的时间优先 

级较低，可在具体应用中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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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极监控 

主驱动器具有门极监控功能。所有门极电压（主驱动器和所有从驱动器）的平均值 VGE,mean 经

过滤波后与开通和关断时的参考值进行比较。如果超过规定的值（导通时 VGE,mean<VGE,on,min，关

断时 VGE,mean>VGE,off,max），驱动器将关断所有并联的 IGBT，并将故障传送到状态输出端。  

如有一个或多个并联驱动器未按参考值（驱动信号输入）开关，门极监控功能将阻止变换器运行。  

请注意，门极监控功能无法应用于未通过并联接口连接到主驱动器的从驱动器。在这种情况下，

相应的从驱动器不会开关，但是不生成任何门极监控故障。 

IGBT 模块的动态特性 

由于包括 IGBT、二极管，特定的模块结构和内部栅极电阻和电感的分布等在内的特殊特性，IGBT

模块的动态特性取决于产品型号及制造商。注意来自同一制造商的不同模块型号也可能需要一个特定

的门极驱动器匹配。 

因此，青铜剑提供各种版本的即插即用驱动器以匹配不同的 IGBT 模块。 

驱动器不能用于不匹配的 IGBT 模块。 

IGBT 的开通 

当驱动器某通道的输入端变为高电平时，就可导通该通道的 IGBT。驱动器在安装到对应的 IGBT

模块上时，必须确保已经安装上合适的开通门极电阻。 

IGBT 的关断 

当驱动器某通道的输入端变为低电平时，就关断了对应的 IGBT。关断门极电阻（Rg,off 位置如

图 3 所示）由客户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设定也可咨询青铜剑公司来设置。快速的关断 IGBT 可能导

致过压，过压会随母线电压和负载电流升高而增加。 

关断过压可由下式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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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剑 4QP0115T-3L-S  双脉冲实验报告 

 

测试时间：2014-07.10              测试地点：青铜剑高压实验室 

测试人员：刘诚、庄伟坚            测试平台：双脉冲+短路实验平台+4QP0115T 驱动器  

实验目的：验证客户测试中碰到的问题并找到解决方案。 

（注：实际电流为示波器显示值的 100 倍，双脉冲测试时第一个开通脉冲宽度为 40us，关

断脉冲为 15us，第二个开通脉冲宽度为 20us Rgon=5Ω,Rgoff=5Ω） 

 
图 1 被测 IGBT 引脚定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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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关断过压，Ls 为漏电感 

大部分驱动器也无法限制过载过压或短路过压，但这又是大功率或高电压 IGBT 需要的功能。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这款驱动器提供一种先进有源钳位功能。 

有源钳位功能 

驱动器的两个通道都具有有源钳位功能，可以有效的防止 IGBT 的过压损坏。 

基本的有源钳位电路的实现方法是在 IGBT 的集电极和门极之间用瞬态抑制二极管（TVS）建立

一个反馈通道。当集电极-发射极尖峰电压超过一个预设门槛时，有源钳位电路将会启动使得 IGBT 仍

保持 IGBT 部分导通，从而令 IGBT 的集电极-发射极电压得到抑制。有源钳位功能主要嵌入在副边的

集成电路中。 

 

图 9  测试电路（左）和典型开关特性（右） 

图 9 说明： 

 t0 = 关断过程的启始 

 t1= 关断时间的开始 

 t2= 集电极电流开始下降 

 t3= 最大集电极电压 

 t4 = IGBT 阻断，尾电流开始 

 t5 = 尾电流结束 

与其他驱动方法相比，使用有源钳位功能，可以配置较小的驱动电阻，以提高开关速度，减少开

关损耗，从而提高 IGBT 模块在正常工作期间的利用率。在故障关断时产生的过压也可通过有源钳位

来抑制。图 10 所示为使用 1QP0635V33-C 驱动器控制 1500A/3300V IGBT 模块的典型开关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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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使用 1QP0635V33-C 驱动器控制 1500A/3300V IGBT 模块的典型开关过程。 

联系我们 

 深圳青铜剑电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松坪山路 1 号源兴科技大厦南座 11 楼 

 电话：0755-33379866 

 传真：0755-33379855 

 网址：http://www.qtjtec.com 

质量 

客户满意是青铜剑科技追求的最终目标。我们的质量管理体系覆盖产品开发、生产直至交付的

所有阶段，  系列驱动器的生产复合 ISO9001:2008 质量标准。 

法律免责声明 

本数据手册对产品做了详细介绍，但不承诺提供具体的参数。对于产品的交付、性能或适用

性，本文不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或保证。 

青铜剑科技保留随时修改技术数据及产品规格，且不提前通知的权利。适用青铜剑科技的一般

交付条款和条件。 

 

 

 

http://www.qtjt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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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门极电阻推荐值 

1QP0635V33-C 驱动器的开通电阻（Rg,on）和关断电阻（Rg,off）需根据不同型号不同厂家的 IGBT

模块来选取合适的电阻值。推荐选用的电阻为：大功率的金属薄膜电阻 /2w/5% ，比如

vishay/PR02/2W/5%。 

根据不同型号不同厂家的 IGBT 模块推荐的门极电阻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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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门极电阻  

 

图 11  1QP0635V33-C 的门极电阻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