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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速箱控制单元

引言

    汽车变速箱市场正在不断地发展中，除了

提高产品本身驾驶便利性的吸引力之外，进一

步提高燃油效率的期望已成为推动这一市场发

展的重要因素。1982 年，大陆集团开始生产变

速箱控制单元 （TCU），首先用于简易的传统

三档变速箱（雷诺）。之后，于 1985 年用于全

轮驱动系统（福特），1999 年用于 CVT 自动

变速箱（奥迪无级变速），2000 年用于卡车变

速箱（伊顿）。现在，已用于广泛使用的双离

合器变速箱。目前，大陆变速箱业务单元已成

为全球各种汽车驱动系统变速箱控制单元市场

的技术领导者。

大陆集团提供全系列的产

品

    

    大陆集团变速箱控制业务单元的产品是针

对客户特定的需求而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根

据安装情况，基本分为独立式、附着式和集成

式三种类型。独立控制单元（外置解决方案）

通常不含传感器，且不装在变速箱上或变速箱

内。这种外置解决方案适合装在环境条件（温

度，振动）相对平稳的汽车中作为独立电子盒，

一般采用印刷电路板（PCB）的形式。元器件通

过各自的封装焊接到电路板上，其工作温度不

能超过 +125 °C。附着式控制单元则安装在变速

箱外壳上，因此设计上必须经得住变速箱所能

承受的振动，而且要比独立控制单元耐受更高

的温度。附着式控制单元的传感器和执行器一

般通过线束与控制单元连接。集成式的机电一

体变速箱控制单元具有最高集成度，其机械、

液压、电子组件及传感器和执行器集成在一个

单元中。这种结构的优点是可以降低系统和安

装成本，而且可在安装之前测试整个变速箱（变

速箱和控制单元）的工作状态。由于减少了线

图 1      大陆集团变速箱控制单元的演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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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和接点以及插头数量，这种控制单元还具更

高的系统稳定性。集成式控制单元可满足耐振

动，特别是高温下正常工作的严苛要求。由于基

片温度最高可达 +180 °C，因此一般采用金属陶

瓷作为基片。半导体元件采用导电粘合剂直接

键合到作为基底的基片上，本身不需要任何封

装。由于热耗散和耐振动问题，这种环境条件

下一般不能采用封装组件。且由于直接装在变

速箱内，因此对介质的密封和对媒介的承受力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上述三种解决方案可用于：

• 传统步进式自动变速箱

• CVT（无级变速箱）

• DCT（双离合器变速箱）

• AMT（手自一体变速箱）

• 线控换挡功能

    大陆集团不仅在控制单元的硬件方面具有

独特的优势，而且可为客户提供上述所有应用

领域完整的底层软件和功能软件。这是大陆集

团在竞争中所具有的独特销售优势，而且是其

成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在收购之前的竞

争对手 —— 摩托罗拉汽车电子和西门子威迪欧

之后，大陆集团确立了变速箱控制业务单元的

市场主导地位，使其成为遥遥领先的市场领导

者。大陆集团在全球双离合器变速箱市场中占

有显著份额! 以 DQ200 为例，这是一种集成式

变速箱控制单元，可直接安装在变速箱内，是

专门为大众汽车的七挡干式双离合器变速箱设

计的（图 2），它采用 32 位微控制器进行管理。

控制单元中集成了所有变速箱传感器（如温度、

转速和通道检测），工作温度 -40 °C 至 +140 °C。

通过其进行管理的执行器包括了八个阀门以及

用于油泵的无刷励磁电机。所有外部连接都集

中到 11 芯插座上。

变速箱控制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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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大众汽车 DQ200 变速箱控制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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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及主要技术

机械式平台

    大陆集团的变速箱控制单元主要采用三种

机械式平台（图 3）：一种是基于导引支架的

平台，另外两种采用柔性印刷电路（FPC）连

接基片与传感器和执行器。所有基础结构均采

用陶瓷基片。为了优化热耗散，基片都被直接

粘在金属基板上。平台的根本区别在于传感器

和阀体与主基片的连接方式。如果采用导引支

架的解决方案，信号和电流将通过金属导引支

架传导以实现最优化的散热效应。这种方案具

有许多技术优点，例如载流容量，但也存在修

改灵活性和易控性差的缺点。而采用聚酰亚胺

导电材料的柔性印刷电路则便于修改。例如，

改变传感器模块位置时，只需调整附属的柔性

印刷电路板，主外壳则不用改动。这两种平台

的 FPC 数量不同：第一种平台采用多条柔性电

路，第二种平台只采用一条共用柔性电路。针

对具体客户项目，可采用其中一种解决方案，

也可以结合使用以满足特定要求。

基片平台

    选择正确的基片对于产品的成功设计具有

重要影响。变速箱控制单元通过一个或多个基

片上配置的组件、布线及其互连配置技术来实

现各种功能。基片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控制单元

的尺寸以及电特性和成本。有机基片（印刷电

路板，简称 PCB）与陶瓷基片存在明显区别。

印刷电路板技术（PCB）

    PCB 解决方案可用于独立控制单元，也可

用在附着式控制单元上。大陆集团全面采用目

前市场上的各种 PCB 技术：刚性、柔性和刚柔

结合。其工作温度一

般为 -40 °C 至 +125 °C。

主要采用标准 PCB（四

层到八层之间），这

种电路板也用于其它

汽车电子产品。此外，

也可以采用专用方案

支持高达  +140 °C 的

工作温度和密度极高

的布线。这类方案的

显著特点是采用并以

适用的焊接按技术予

以组装总成方式封装

元器件。

图 3      实现集成式变速箱控制单元的机械式平台

FPC 技术Ⅰ

导引支架技术

FPC 技术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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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基片

    在集成式变速箱控制单元中，组件或基片

的局部温度可以达到 +150 °C 以上，同时振动负

荷高达 50 g。大部分封装半导体器件实际上难

以承受如此高的负荷。因此，必须采用陶瓷基

片和非封装半导体器件组成的方案。相对于竞

争对手，大陆集团不仅拥有完整的专有技术和

丰富的量产经验而且全面掌握了三种陶瓷技术，

因此可提供性价比优异的变速箱控制单元（图 4）。

1. 厚膜基片

2. LTCC（低温共烧陶瓷）基片

3. DCB（金属线直接接合敷铜）基片

    在数字和模拟电路以及高耗散功率电路组

件方面，每种陶瓷基片技术有其各自的优缺点。

由于客户的要求因产品而异，所以针对特定产

品来选择最佳基片解决方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大陆集团掌握所有相关技术，并拥有利用

这些技术进行量产的经验，因此可利用优化的

基片技术满足客户的每一种特定要求。从而保

证每一种情况下都能为客户提供最佳技术解决

方案。

装有大陆厚膜基片的集成

式变速器控制单元

    LTCC  和 DCB 技术的基片是向外部供应商采

购的。自 1972 年以来，大陆集团一直自行开发

和生产厚膜基片，目前已成为复杂厚膜电路的

领导者。由于自主技术的日益完善以及创新解

决方案的不断发展，这种基片目前仍能用来满

足变速箱控制的需求。到目前为止，厚膜技术

的主要使用者是（如传感器模块厂商）在产品

中主要采用模拟电路，而大陆集团已将模拟电

路、数字电路和功放级集成在用于变速箱控制

的厚膜基片中。为更好地了解这种自主研发的

厚膜基片解决方案，图 5 以集成式变速箱控制

单元为例加以说明：厚膜半导体电子电路产品

—— DQ200。这种产品最底层为氧化铝陶瓷金

属（厚度约为 0.6 mm），上面敷以丝网印刷的

导体线路、电阻和介质，然后进行烧结。电阻

严格按照允差采用激光进行切割。电阻的精度

以激光切割的方式来实现精度的修整。以高聚

激光束来切除电阻材料（在膜精切）以减小电

阻的截面并增长其有效长度。这样可以增强基

电阻效应。基片加工完成后，采用模板印刷的

方法涂敷含银量很高

的导电胶，基片上安

装半导体芯片 —— 称

为裸片或无封装元器

件  ——  以及无源器

件，如电容和线圈。

    最后，芯片信号

接点连接采用金引线

键合互连（直径 25 -

50 μm）的方法键合

到基片的键合区，功图 4      采用陶瓷基片技术的平台

厚膜基片 LTCC 基片
（低温共烧陶瓷）

DBC 基片
（直接铜键合）



率器件采用铝引线键合互连（直径 125 - 400 μm，

取决于安培大小）的方法键合。

变速箱控制技术的发

展动力

客户需求驱动

    为满足变速箱控制不断提高的性能要求，大

陆集团积极推动新技术的发展。其目标是集成

更多的功能，同时减小体积和重量，并进一步

提高质量和可靠性。泵和电机控制以及类似功

能使目前的工作电流达到 60 A，并相应加大了

功耗。这对基片技术以及散热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如果工作频率提高到 200 MHz 以上，则需

要采用复杂的电磁兼容（EMC）的解决方案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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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基于厚膜技术安装器件并采用引线键合互连的基片 （产品 DQ200）

以支持。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温度曲线的技术

要求以便给大家一个客户技术指标的概念。

    一个日趋严峻的问题是在不断提高工作温

度的同时进一步提高使用寿命。目前，量产乘

用车产品的使用寿命需要达到 6000 到 8000 小

时，商用车产品为 42000 小时。这些要求以负

载曲线/温度曲线（也称工况曲线），结合环

境温度数据和相应时间百分比的形式定义性能

（参见附表）。由于器件功耗，特别是功率输出

级，TCU 基片某些点的实际温度更高，甚至达

到 180 °C。在产品开发过程中，大陆集团必须

选择耐受峰值温度的材料并采用新的设计理念。

同样，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对可靠性也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表 1（见下页）所示为大陆集团开发的乘

用车变速箱控制单元在环境温度达到 +150 °C

时的典型值。由于组件增加的热损耗，组件峰

值温度会更高，如热成像图所示（图 6）。

32 位微控制器，
230 I/O，25 μm 
金丝键合线

               厚膜浆料: 
 金和银导体线路，
电介质，电阻

150 个被动元件 
100 个裸晶元器件通过导电胶固定

500 根金线 
     50 根铝线



    高温是变速箱控制业务单元所面临的主要

挑战。以前的变速箱控制单元采用的是电子封

装方案，而现在正受到所用材料物理和/或化学

特性的限制。材料在更高工作温度下的特性往

往难以准确掌握，必须在更大的温度范围内进

行耐用性测试和认证。无疑，材料暴露在变速

箱机油下受到的影响

没有充分的数据，例

如密封或外壳材料。

变速箱机油因客户和

产品而不同。同时，

变速箱控制单元在使

用过程中，变速箱机

油也会发生变化，这

意味着，必须针对各

种变化对材料特性重

新进行检测。可靠性

的极限也必须重新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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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并得到保证。考虑到使用期间电子负载面临

的各种特殊性（温度 + 振动 + 机油影响 + ……），

我们必须掌握所有相关的故障机制。若在新产

品开发时，现成的材料和封装不能满足需要，

那么我们必须开发新的方案。这些在材料和流

程方面创新的例子将在下一节列举说明。

新器件提出挑战也提供了

动力

    多样化新器件配置是开发新型电子封装解

决方案的主要动力。变速箱控制必须满足的功

能要求往往以更加高度集成的硅片来实现。随

着半导体技术的进步，包括实现半导体结构小

型化，半导体厂商不断缩小芯片尺寸，增加每

块晶元的芯片数量，从而降低芯片单位成本。

这种发展推出的新一代半导体使大陆集团所收

到的晶片在更紧凑的接线区上具有多得多的 I/O。

这对于芯片在基片上的组装有重大的影响。图 7

以 32 位微控制器为例说明新器件产生的影响，

微控制器是变速箱控制的核心器件。

    目前，变速箱控制单元使用的 32 位微控制

图 6      达到 + 180 °C 峰值温度时的电路热成像图

图 7      采用 32 位微控制器芯片的变速箱控制单元局部放大图

裸片焊盘

裸片至厚膜陶瓷
引线键合

厚膜电路键合区
（导体线路）

乘用车变速箱温度曲线（典型数据）

环境温度

（ °C）
时间（ % ） 持续时间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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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芯片约有 200 至 250 个键合区，相互间距为

80 μm，键合区面积为 65 x 65 μm²。在目前开发

的相应产品中使用的微控制器具有 300 到 400 

个引脚且线间距为 60 μm，其接线端尺寸仅有

52 x 52 μm²。这在相应的小型化元件的外形尺

寸也能见到，不过这里列出的是无源器件。

    为推出新的产品方案，大陆集团必须不断

对新的器件方案作出响应，并在电子封装领域

推进新的研发。在上面所提及的微控制器的例

子中，需要采取以下措施才能将新型微控制器

应用到新的 TCU 产品中：

1. 开始开发控制单元时，不可能采用当时使用

   的 25 μm 厚的引线在芯片缩小的键合区进行

   引线键合，必须减小引线厚度，因此需要进

   行新材料和新工艺的认证。

2. 将所有必要的互连由芯片键合到基片上。为

   保证可靠性，必须显著缩短薄引线允许的引

   线长度。然后，还要减小基片键合区键合引

   线的间距和导体宽度（目前为 150 μm）。由

   于这种新要求采用当时的丝网印刷工艺不可

   能制作精细的导体线路，因此需要改进基片

   技术。

3. 大陆集团集成式变速箱控制单元中，陶瓷基

   片一般采用导热胶固定到外壳板上。硅片集

   成度的提高通常会产生更大的功耗密度。为

   保证芯片充分冷却，需要改进导热胶（高导

   热率材料或减小导热胶膜的厚度）。

    以上列出了厚膜基片采用微控制器芯片需

要对电子封装进行的改进，以便采用新的方法

将基片和互连技术应用到解决方案中。

大陆集团通过创新技

术方案以确保先进性、

适用性和竞争力

    综上所述的技术创新和优化测试及技术认

证是大陆集团成功的关键。为巩固这种优势，

大陆集团需要不断开发新的方案，将所需的技

术解决方案在可预知的时间内融入到具体产品

中，实现量产并得到客户的认可，这样的市场

需求切实存在。同时，满足不断增长的产品需

求，以保证大陆集团在产品细分市场的主导地

位（如 DCT），这些都需要不断提高技术水平。

    以下方案可以作为大陆集团目前在新型材

料领域创新的例证：

• 新型耐高温外壳材料

• 硅片特殊类型金属涂敷保证高度可靠的引线

  键合（耐受 +175 °C 高温负荷的能力至少达

  到 10 000 小时）

• 改进导热材料的传热性，保证器件产生的热

  量有效散热到外壳底座

• 改进器件与基片之间的导电材料，如导电胶

  和耐高温引线键合材料

• 工作温度一般为 +175 °C 新材料

    大陆集团变速箱控制业务单元利用测试专

用的总成对这种新材料解决方案进行例行检测

和认证。例如，图 8 所示为新型导电胶材料与

新组件封装粘合的检测步骤。检测目的是保证

新组件本身以及导电胶互连能够耐受相关产品

的温度（+200 °C）和非常高的振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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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材料的开发必须采用相应的分析方法

和工具确定这些新材料的特性。大陆集团变速

箱控制业务单元以热力学和化学分析为主，非

常注意努力提高分析和检测能力并发展出针对

变速器控制技术要求的专用测试方法。

    下面以小型化厚膜陶瓷电路的最新研发成

果为例，说明基片和

互连领域的创新。

    如前所述，新型

高密度引脚半导体器

件对基片导体线路宽

度和间距提出了相应

的要求。由于烧结过

程中厚膜浆料的流动，

现有的工艺受限于导

体线路和可达到的间

距状况的制约。在量

产条件下，金浆料可

达到的最低线路宽度

为 150 μm，间距为 100 

μm。这样的结构对于

未来高密度引脚芯片

过于稀松。在密度要

图 8      检测用于变速箱控制的新型组件封装导电胶互连基片
            （局部放大图）

图 9      传统厚膜技术丝网印刷金导体（左图）与金导体激光成型新工艺（右图）对比

导体间距: 300μm

传统厚膜: 丝网印刷金导体

导体间距: 100μm

最新创新:金导体激光成型

求更高的情况下，需要增加介质层和第二金属

层。

    大陆集团新型激光成型解决方案避免了这

些相关工艺的限制。与直接丝网印刷线迹不同，

这些区域首先按连续的区域印制，然后利用激

光切割线路间距，最后灌入浆料烧结。

    这样的加工结果具有显著的优点：

• 这种工艺可以实现 35 – 40 μm 非常小的线路

  间距，换句话说，获得丝网印刷在基片上不

  可能达到的间距。量产情况下，目前激光成

  型已经可以加工 100 μm 线路行距（=导体线

  路加间距）（相比之下，传统丝网印刷金导

  体线路的行距为 250 – 300 μm）。

• 全面降低导体线路和间距可以减少厚膜基片

  布线所需的总面积，从总体上缩小陶瓷基片。

• 降低间距可以提高布线密度，在大多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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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可免去增加金属层和相应的介质层，从

  而节省材料、减少加工步骤并降低成本。

• 降低导体间距可以相应缩短金线键合的键合

  区距离。由于键合区距离比过去缩短，因此

  可以采用含有大量 I/O 的半导体芯片。

    现在，接线区不仅排列更加均匀，而且与

过去采用的厚膜技术相比更短了。由于激光成

型切割在大面积导体面进行，基片接线端比采

用丝网印刷技术更加一致。这样，可以进一步

提高引线键合互连的可靠性。

    总之，激光成型导体线路创新工艺可保证

自主开发的厚膜基片满足今后几年的电路复杂

性和密度提高的要求。

竞争优势源于高效的技术

网络

    控制单元电子的封装创新不仅依赖于产品

开发期间的自主设计，大陆集团变速箱控制业

务单元还充分利用研究机构、大学、供应商及

其它外部和内部单位组成的高效技术合作网络。

联合研发项目往往得到客户，甚至竞争对手的

积极参与，从而可以洞察其它行业的应用，借

助外部力量促进创新。

目前进行的微控制器

封装概念的改进，延

长使用寿命的新型焊

接材料开发项目就是

有力证明。

    大陆集团始终将

技术创新放在首位。

图 10      激光成型金引线键合工艺提高质量
                左图: 传统陶瓷基片印刷键合区平度           右图: 激光成型后键合区平度

为建立下一代变速箱控制系统的优势和确保今

后产品的竞争力，必须推动内部的基础技术及

高级技术的发展。设计标准、新型材料和生产

工艺等方面企业间的技术合作将促进这一目标

的实现。

最新系统化集成产品

    大陆集团与舍弗勒集团的汽车客户进行合

作，积极提高变速箱电子、传感器模块和液压

单元的集成度，以减少空间要求，消除不必要

的互连，从而降低成本并提高可靠性。图 11 所

示为大陆集团产品目前达到的技术水平以及将

产生于进一步集成的新产品：

    图中深蓝色部分为无传感器的变速箱基本

电子控制单元，大陆集团为客户提供的独立单

元和附着式产品解决方案都是这样的系统。集

成传感器模块（浅蓝色部分）扩展了变速箱控

制单元向集成式方向发展的功能范围，变速箱

控制单元已成为现代汽车自动变速箱的标配设

备（传统自动变速箱、双离合器变速箱和 CVT）。

    目前产品开发以及新产品还将进一步整合

泵和发动机控制系统。这些系统额定容量典型

值为 150 - 500 W。把这些附加的功能添加到变

高
度

高
度

宽度 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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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箱控制器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技术挑战，因为

我们需要面对更大的电流和抗压保护的额外费

用。如果最终整合了阀体和液压单元（灰色部

分），大陆集团和舍弗勒还将继续开发集成度

更高的单元和产品。这将使我们面临新的问题，

需要我们在材料和电子封装方面为产品提供新

的解决方案。

电子封装解决方案的新方

法

    汽车电子占整个电子市场的 5 % 到 7 %。电

信、工业和军工技术等其它应用领域已确定了

诸如半导体技术、组件封装技术、基片技术等

方面的主要发展方向。为保证下一代变速箱控

制单元取得成功，大陆集团必须调查整个电子

领域的发展趋势，分析可行性，以满足变速箱

控制的特定需求。某些情况下，现有解决方案

（极少） 必须针对汽车行业的更高要求进行认

证。而大部分情况下，往往需要全面的技术去

适应（如加宽间距、加大导体线路支持更大电

流、专用基础材料 ……），或全新解决方案（激

光成型厚膜电路，如前面举例所述）。

    今后变速箱控制的开发重点包括：

• 增加功能（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

• 系统集成（控制电子、执行器技术、传感器、

  机械部件）

• 小型化（器件、基片、互连、整体器件）

• 降低成本 

• 坚固性（更高的工作温度、延长使用寿命、降

  低故障率 ……）

    从大量客户调查来看，电子单元需要多大

的空间是主要问题。对集成式变速箱控制更是

如此。因此，作为讨论重点，在此主要说明非

封装半导体芯片的小型化在未来解决方案中的

可能性（图 12）: 

    以前半导体芯片采用导电胶组装，之后采

用引线键合。虽然这种工艺被普遍采用，但它

需要在芯片之外增加引线键合区域，取决于需

要互连的引线键合数量和行数。大陆集团正在

利用这种工艺实现四行引线，线径为 23 μm。

这种方法可使微控制器与基片的互连点达到 600

个（图 12 中左图所示）。

    变速箱控制单元尺寸主要取决于所需基片

面积、无源器件数量、芯片数量、芯片自身面

积以及基片引线键合互连需要增加的面积。如

果完全消除引线键合互连，采用焊锡（焊球）

将芯片焊接到基片连接区上，基片（2D）上芯

片所需表面积最小。根据系统相关的原因，这

种称为“倒装芯片”（FC）的技术基于基片上

的导体线路宽度和间距与芯片本身相当。而且，

安装和检验的生产技术十分复杂，所有这些说

明了为什么 FC 技术到现在才达到了一个可接

受的状态。大陆集团也在这方面进行努力，目

前正在进行技术调查，以确定应用于变速箱微

控制器是否，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可以采用倒装

芯片技术（中图：大陆集团倒装芯片固定微

图 11      集成度更高的系统与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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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的测试电路）。

    进一步实现微型 2D 解决方案小型化的唯

一办法是将其植入基片中（3D），而不是安装

到基片上。

    这种情况下，芯片通过多种工艺嵌入基片。

这类称为“芯片嵌入技术”的新概念是目前 PCB

开发中的主要问题，用以满足未来汽车电子及

其它应用需求。与竞争对手一样，大陆集团也

在通过研究项目积极开发新方法。例如，大陆

集团变速箱控制业务单元目前正在开展 VISA 

BMBF 研究项目（全面集成汽车电子中的功率

电子系统）。项目的目标是将有源器件（如变

速箱控制中的微控制器）和无源器件（如电阻）

嵌入到电路板中，然后检测它们在变速箱应用

中的实用性。

总结

    对于大陆集团变速箱控制业务单元来说，

技术创新是其产品获得技术和商业成功，保持

并进一步提高竞争力、创新力和市场主导地位

的重要因素。所涉及的标题的重要性是非常明

显的。选择正确的材料，实施新的电子封装概

念对未来变速箱控制

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这将关系到能否满足

客户尺寸与重量、可

靠性、质量、环保和

成本的需求。

    变速箱控制是一

个完全以客户为中心

的整体解决方案。每种产品在许多重要方面各

不相同，如功能、传感器系统、设计、使用寿

命要求、温度、可靠性等。这说明必须始终围

绕客户需求来定制解决方案，以便为每个客户

提供最佳的技术解决方案来保持竞争优势。为

此，大陆集团开发了完备的、可大规模量产的

设计概念。在前面已讨论过的大陆集团自主拥

有的厚膜技术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所有上面所涉及的各个方面会一直延伸到

将来。仅仅依靠目前的材料解决方案绝不可能

满足未来产品开发的需求。材料的适用性和认

证需要反复进行，即使已实现规模量产的产品

也应如此 —— 例如，当客户改变使用的变速箱

机油时。客户对汽车电子的工作温度、使用寿

命以及提高可靠性日益严格的要求，促使大陆

集团不断努力开发已知材料和电子封装概念，

分析、认证并推出新的解决方案。基础研发成

果、积极从事的研究项目以及公司内部和外部

高效的技术合作网络为大陆集团提供了极为有

利的条件。大陆集团变速箱控制单元的生产已

完全实现全球化，在欧洲、亚洲（中国）和美

洲都建立了生产工厂。公司已在汽车厂商设有

工厂的国家建立了当地机构。这使得大陆集团

缩小了专有技术研发与生产之间的距离，能及

时针对客户的特定需求提供乘用车和商用车变

速箱的解决方案。

图 12      芯片结构小型化解决方案新概念

芯片与引线

持续降低尺寸

倒装芯片

最小的 2D 尺寸

嵌入芯片

最小的 3D 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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