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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海玛格有限公司的前身是平面磁体有限公司。自1996年开始该公司就是英国平面变压器技术的领军企业。
作为公司的核心，我们的工程师团队已经开发出了35瓦至58千瓦功率范围内的平面变压器。除此之外我们还全
力以赴为客户量身订造使用平面变压技术的电源转换器。许多公司对于平面变压技术还处于初级了解阶段，所
以我们相信我们在平面变压技术方面的经验会为您的新产品开发提供宝贵的帮助。

公司简介

英国海玛格有限公司提供平面变压器的一站式服务。
从先期产品概念设计到最后的大批量生产，我们都
会与您相伴。我们的宗旨是为您设计符合您特殊需
求的平面变压器，而不是让您的设计来适应我们的
标准部件。所以从初期的草图制作到最后产品完成
的过程中我们都会给您最大尺度的灵活性。

目前海玛格有限公司30%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大
陆、美国和加拿大。我们的产品具备完整的UL认证
并符合ISO 9001:2000的生产标准。我们可以自豪地
说在业界已有超过一百万个产品在使用我们的平面
变压器。我们公司的目标是让平面变压器成为电子
工程师们在设计高频率开关电源电路时的首选。

目前我们的开发、研制和生产业务都在英国西南部靠近布里斯托（Bristol）运作。从这里可以非常方便地到达
英国所有地区及所有主要国际性出口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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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技术

高频产品应用中平面变压器可以直接替换传统变压器。他们可以被应用于任何希望使用SMPS绕组拓扑的产品
中，而且可以减低损耗从而增进产品的性能。平面变压器还可以提供各种样式的端接，具有比传统变压器更高
的连接灵活性。

平面变压器是所有包含开关电源设计的电子产品未来发展最关键的因素。海玛格有限公司已经在包括电信整流
器、高能电池充电器、逆变器、焊机电源和感应充电与感应加热领域成功地应用了平面变压技术。

从设计到生产阶段，平面变压技术会给予您很高的
变通性。海玛格有限公司向您提供定制解决方案。
而平面技术的高变通性会让我们最大限度地满足您
独特的设计需求。

平面变压器非常适合高频产品的应用，其典型的开
关频率为100千赫。与同类传统线绕变压器相比最基
本的不同在于：平面变压器的线绕扁平或有时直接
集成在PCB中。然后这些扁平的线绕被层叠夹在轻
薄的铁氧体芯中，因此平面变压器的体积很小、重
量也很轻。通常情况下平面变压器的体积和重量是
同类传统线绕变压器体积与重量的10%。所以那些
笨重的三维传统线绕变压器在您产品的设计中不再
成为您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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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薄： 铜引线框架和扁平铁氧体磁芯的应用能很大程度地降低体积和重量。平面变压器的体积通常要比同类
传统线绕变压器小10倍。

提高效率： 在高频变压器的绕组中发生的多数损耗是由和直流阻抗相对的交流阻抗引起的。平面变压技术很大程
度地降低了交流阻抗的损耗。平面变压器的典型效率可达99%。

低漏感： 薄片层叠设计能提高绕组之间的的磁耦合，有效降低了漏感和趋肤效应。

高效冷却： 扁平的磁芯能给体积比提供一个高比表面积，给散热器的安装和强制风冷创造了最佳的条件。

多重拓扑： 平面变压器可以被应用于任何希望使用SMPS绕组拓扑的产品中。与传统技术相比，平面变压器在生
产过程中允许较容易的不同拓扑间的转换。

多重绕组选择： 绕组的卷绕比可以很容易地被修正来符合特定的设计要求。这样可以在设计过程中给予很大的变通
性，降低了由设计变更带来的时间与成本损耗。

定制的端接： 扁平铜引线框架的使用能让平面变压器输出端接的样式设计变得更灵活。比较常见的配置包括直接安
装在PCB上，螺栓型接线夹或功率焊接引线。

尺寸精准： 多层印制电路的精准尺寸和冲孔引线框架能保证更狭窄的漏感传播和绕线容量。这样，缓冲组件的精
确规格就有保障。因此与其相关的损耗就能被降低到最小。这种精度还能保证组件之间非常高的重复
性。

平面变压器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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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产品范围

E64 – 1千瓦至 8千瓦范围

功率范围 频率范围 最大运行电压
最大输出
电流

绝缘 平均重量

1 – 8千瓦
25-250
千赫

1Ø - 400伏max 
3Ø - 700伏max

250安培
1Ø – 400伏

max 3Ø – 700
伏 max

350克

E102 – 5千瓦至 12千瓦范围

功率范围 频率范围 最大运行电压
最大输出
电流

绝缘 平均重量

5 – 12千瓦
25-250
千赫

1Ø - 400伏max 
3Ø - 700伏max

400安培
1Ø - 400伏

max 3Ø - 700
伏 max

1.0 公斤

E102hp – 10千瓦至 20千瓦范围

功率范围
频率范围

最大运行电压
最大输出
电流

绝缘
平均重量

10 – 20千瓦
25-250
千赫

1Ø - 400伏max 
3Ø - 700伏max

400安培
1Ø - 400伏

max 3Ø - 700
伏 max

1.4 公斤

海玛格有限公司是高性能平面变压器设计和制造的专家。我们的产品包括用于单相至3相主电源功率转换的高性
能平面变压器。我们有能力为客户定制任何以下显示的规范范围内的变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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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接样式
平面变压器为客户产品的设计需求提供多种不同的端接样式。由于可以设计的式样非
常多，下面列出的只是一些比较流行的设计。

多针脚
PCB插口

水平PCB

插口
架空引线

功率焊接

引线

垂直PCB

插口

螺栓型接
线夹

客户定制
加长引线

框架

螺栓加焊
接型接线

夹

垂直PCB

到P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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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设计
订制设计是海玛格有限公司的服务核心。由于平面变压器技
术的发展和应用还处于初期，所以我们的大批量生产订单都
是从定制设计部来的。

我们的设计团队在为客户开发量身订造的平面元件上有着非
常丰富的经验。同时我们也经常为我们的客户提供平面变压
器领域的关键技术。我们已经成功地接受了诸多客户的委托，
完成了许多定制设计项目。其中包括一整套完全基于平面变
压技术的电源转换器。这套设备目前正为一家顶级大学的科

研实验室使用。

在以下行业应用中我们的设计团队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 电池充电器 ∙ 电信整流器

∙ 开关电源 ∙电焊逆变器

∙ 变频器 ∙ 感应加热

只要您呈上咨询表格，我们的设计团队就会反馈给您一份详细的产品规格书
和产品设计略图供您审核。您的审核通过后我们就会制造出一份产品样本来

供您评估。之后，大批量生产就可以在海玛格有限公司英国的工厂里进行。

海玛格有限公司自豪地保证：在您呈上咨询表格后的10个工作日内，我们就

可以寄出产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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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的平面模块
使用印刷电路绕组的平面磁体组件可以和其
他相关组件一起被集成到模块中。使用这种
方法，产品可以被设计为包含数个平面变压
器、感应器，与功率半导体、滤波器、电流

传感电阻等无源元件结合在一起的整体。

这种被集成在一起的平面模块可以非常好地
契合客户的特殊要求，从而向客户提供了一
个非常高效的解决方案。将绕组集成在PCB

中的应用很大程度地简化了生产过程，同时
也使产品的外形更紧凑，并提高了更好的热

效率。

海玛格有限公司在设计这种集成的平面解决
方案上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此页上的2张

照片就是我们设计的平面磁体模块。

上面这张照片显示的是一个超高可靠性、高功率、高电压谐
振电源转换器。它被应用在海底光缆的信号放大器上。我们
生产了超过1000个这样的模块，至今没有一个模块产生过故

障。

左边照片显示的是一个DC-DC电源转换器模块。这个产品被
用在文件服务器上。这个组件包括了变压器和2个倍流输出

滤波器的感应器。

这些产品是海玛格有限公司定制设计服务的典范，而我们的
设计团队很荣幸能在此类新兴领域中有能力展示我们丰富的

经验和成熟的专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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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用电源’产品范围

尺寸 A – 35瓦
电源范围 频率范围 拓扑 绝缘 温度 主要

10瓦 – 35瓦 50千赫 反激 5千伏 -10 – 95 oC 250伏 – 900伏

海玛格有限公司生产一系列10瓦至55瓦标准备用电源用PCB型变压器。它们是被设计应用在高电压、低电流的
解决方案中。这些平面变压器是单相至三相主电源设备中多路输出备用电源的最佳选择。

电源输出1 电源输出2 和 3 电源输出 4

5V @ 2安培 ±15V @ 0.2安培 24V @ 0.75安培

尺寸 B – 55瓦

定制备用平面变压器

电源范围 频率范围 拓扑 绝缘 温度 主要

20瓦 – 55瓦 50千赫 反激 5千伏 -10 – 95 oC 250伏 – 900伏

电源输出1 电源输出2 和 3 电源输出 4

5V @ 2安培 ±15V @ 0.25安培 24V @ 1.5安培

海玛格有限公司同时提供定制超性能PCB型备用平面变压器。下面的样品是一个用在多轴电机驱动上的高绕组
计数、多路（17路）输出备用电源变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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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范围 频率范围 拓扑 绝缘 温度 主要

10瓦 – 46瓦 50千赫 反激 5千伏 -10 – 95 oC 320V / 410伏

电源输出1 电源输出2 和 3 电源输出4 电源输出5 电源输出6 到 17

5V @ 1.5安培 ±15V @ 0.2安培 24V @ 0.75安培 8V @ 0.1安培 15V @ 0.25安培



www.himag.co.uk

海玛格有限公司 – 转化您的设计

平面变压器 – 开关电源技术的第一选择

海玛格有限公司 平面变压器

3 Stroud Enterprise Centre,
Bath Road, Stroud, 
Glos., GL5 3NL, UK.   

电话: +44 1453 75 00 11
传真: +44 1453 76 88 23
电子邮件: sales@himag.co.uk

认证经销商

英国制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