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ndura
金属陶瓷基板
为电力电子模块提供最合适的基板



只有良田沃土，
才能承载万物

贺利氏电子提供全面的金属
陶瓷基板产品组合，可满足电
力电子市场的不同需求——
从低功率应用，到要求最严
苛的工业领域，几乎无所不
包。C o n d u r a产品组合包括
Condura.classic(DCB-Al2O3), 
Condura.extra(DCB-ZTA)和
Condura.prime (AMB-Si3N4) 。

为了给客户提供更好的支持，
贺利氏电子还推出了Condura+
服务，以提高客户在基板功能
化方面的生产效率，同时简化
封装流程。

针对您的具体需求，我们凭借
广泛的产品系列（如金属陶瓷
基板、烧结、焊接和粘接材
料），为您提供完美匹配的材
料组合。

只有良田沃土，才能久
经考验

只有良田沃土，才能坚
固耐用

只有良田沃土，才能固
若金汤

只有良田沃土，才能物
超所值



Condura.extra（氧化锆增韧型Al2O3基板）的弯曲强度超过普通氧化铝
陶瓷基板（约400MPa），达到500MPa以上，能够实现更高的可靠
性和机械强度。Condura.extra仍然以氧化铝材料为基础，但其陶瓷基
体中的氧化锆含量高达30%，从而确保在电力电子模块中充当绝缘层
和铜连接线的陶瓷基板在高温下也具有优异的导电性。

Condura.extra
Zirconia-toughened AI2O3 substrates

高端工业市场 汽车

陶瓷覆铜。DCB。基板由陶瓷基板（如氧化铝，Al2O3）和铜连接线组
成，其中陶瓷基板作为绝缘层，而铜连接线可确保基板在高温下具有
优异的导电性。正是凭借氧化铝的高导热性（24 W/m.K）以及高热
容，Condura.classic成为电力电子器件中不可替代的材料。厚铜箔不
仅具有极佳的导电性和导热性，还可为焊接和引线键合工艺奠定良好
的基础。

Condura.classic
DCB AI2O3基板

工业市场

氮化硅。Si3N4。具有优异的弯曲强度、断裂韧性和导热性（大于80 
W/m·K。。能够使基板的材料性能和特性实现完美的组合。此外，氮化
硅还拥有出色的机械强度，可确保使用厚铜层进行钎焊，从而进一
步提高热容，以消除负荷峰值。AMB-Si3N4基板不仅具备最佳的机械
强度，还拥有卓越的散热能力和极高的功率密度。通过结合银烧结
工艺、Die Top System。DTS。和铜线键合技术，Condura.prime实现
了最佳的性能和稳定性。此外，这种组合还能使宽禁带。WBG。半导
SiC。GaN。的潜能得到充分利用。

Condura.prime
活性金属钎焊(AMB) Si3N4 基板

汽车 电力牵引能源

如需获取更多的定制化服务，请选择Condura+，以最大限度提高您在
电力电子组件生产领域的竞争优势。Condura+是一套完善的功能与服
务组合，旨在帮助客户实现基板功能化、简化工艺流程、提高生产效
率以及缩短产品研发周期。

Condura+
功能和服务

电力牵引高端工业市场汽车 能源



总部位于德国哈瑙市的贺利氏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科技集

团。公司在1660年从一间小药房起家，并于1851年正式成

立公司，如今已发展成为一家拥有多元化产品和业务的家

族企业，业务涵盖环保、能源、电子、健康、交通及工业

应用等领域。

2018年财年，贺利氏的总销售收入为203亿欧元，在40个

国家拥有约一万五千名员工。贺利氏被评选为“德国家族

企业十强”，在全球市场上占据领导地位。

凭借专业的技术、创新的理念、对卓越的不懈追求以及具

有企业家精神的管理团队，我们不断努力提升业绩表现。

我们通过发挥材料方面的专长，充分利用贺利氏的技术领

导地位，致力于为企业客户创造高质量的解决方案，帮助

他们提升长期竞争力。

贺利氏集团
高科技跨国企业

The descriptions and engineering data shown here have been compiled by Heraeus using commonly-accepted procedures, in conjunction with modern testing equipment, and have been compiled as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factual knowledge in our 
possession. The information was up-to date on the date this document was printed (latest versions can always be supplied upon request). Although the data is considered accurate, we cannot guarantee accuracy, the results obtained from its use, or  
any patent infringement resulting from its use (unless this is contractually and explicitly agreed in writing, in advance). The data is supplied on the condition that the user shall conduct tests to determine materials suitability for particular application. Except 
as otherwise noted, all trademarks in this document are trademarks of legal entities of the Heraeus Group. The Heraeus logo, Heraeus, and Condura® are trademarks o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Heraeus Holding GmbH or its affiliates. All rights reserved.

Th
e 

da
ta

 g
iv

en
 in

 th
is

 b
ro

ch
ur

e 
ar

e 
va

lid
. S

ub
je

ct
 to

 a
lte

ra
tio

ns
. 

HE
T5

70
02

-0
81

9-
3

贺利氏电子 美洲地区 中国
Heraeus Deutschland GmbH & Co. KG 电话 +1 610 825 6050 电话 +86 21 3357 5457
Heraeusstraße 12-14 electronics.americas@heraeus.com electronics.china@heraeus.com
63450 Hanau, Germany
www.heraeus-electronics.com

 亚太 欧洲、中东和非洲
 电话 +65 6571 7677 电话 +49 6181 35 3627
 electronics.apac@heraeus.com electronics.emea@heraeu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