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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散热装置，具体是结合毛细

作用和水蒸发吸热特性实现散热的微孔散热装

置。包括包覆于需要散热的发热设备上的内层钢

板，开设于内层钢板外侧面上的若干能够储存水

的记忆合金变形区，位于内层钢板外侧面一侧的

外层钢板，位于所有记忆合金变形区的内层钢板

与外层钢板之间密封有环向密封垫，所述内层钢

板上至少开有一个与其中一个记忆合金变形区

相连通的进水口，位于相邻记忆合金变形区之间

的内层钢板上开有连通相邻记忆合金变形区的

水路通道。本发明利用了双程记忆合金随温度变

化的变形，根据温度灵活地控制了水的流通；利

用了物理学原理和毛细现象，结构简单，以水蒸

发吸热来代替传统的通过水循环散热，使得散热

更加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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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微孔散热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包覆于需要散热的发热设备上的内层钢板

（5），开设于内层钢板（5）外侧面上的若干能够储存水的记忆合金变形区（2），位于内层钢板

（5）外侧面一侧的外层钢板（1），

位于所有记忆合金变形区（2）的内层钢板（5）与外层钢板（1）之间密封有环向密封垫

（10），所述内层钢板（5）上至少开有一个与其中一个记忆合金变形区（2）相连通的进水口

（4），位于相邻记忆合金变形区（2）之间的内层钢板（5）上开有连通相邻记忆合金变形区（2）

的水路通道（3），与记忆合金变形区（2）相对的外层钢板（1）上开有连通记忆合金变形区（2）

与外界环境的直径呈0.1mm的微孔（9），每个位于微孔（9）处的外层钢板（1）内侧面的上设有

固定支点（11），固定支点（11）上设有双程记忆合金连接杆（8），每个双程记忆合金连接杆

（8）端部均固定有能够覆盖相应微孔（9）的遮挡片（7），外层钢板（1）外侧面上铺设有浸润材

料层，水的温度高于双程记忆合金连接杆（8）的相变温度后能够使得遮挡片（7）离开微孔

（9）。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微孔散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有记忆合金变形区（2）在

内层钢板（5）上呈矩阵排列。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微孔散热装置，其特征在于，环向密封垫（10）内壁之间一

体成型有至少一条连接密封垫（6），连接密封垫（6）与内层钢板（5）和外层钢板（1）固定连

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微孔散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有连接密封垫（6）分别位

于相邻列的记忆合金变形区（2）之间。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或4所述的一种微孔散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记忆合金变

形区（2）呈半球形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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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微孔散热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散热装置，具体是结合毛细作用和水蒸发吸热特性实现散热的微

孔散热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燃油车辆的发动机、电动车辆的电动机是目前车辆的重要动力装置，在燃油或者

蓄电池的化学能转换成机械能过程中，部分能量被转换成热量，发动机或电动机过热会影

响自身性能，而且热辐射影响周围部件。

[0003] 常规的散热器由冷却液进液室、冷却液出液室及散热器芯等三部分构成，冷却液

在散热器芯内流动，空气在散热器外通过，热的冷却液由于向空气散热而变冷，冷空气则因

为吸收冷却液散出的热量而升温，依靠冷却液和空气的热交换实现散热。

[0004] 水是最常见的物质，常压下水的定压比热容为4.2kJ/(KG.℃)。水在蒸发过程中吸

热，它要从周围的物体吸收热量。于是，合理地利用水蒸发吸热，能够起到高效散热的效果。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为了解决发动机或电动机等热源高效散热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微孔散热

装置，综合利用水蒸发吸热、毛细作用、记忆合金变形等物理学原理消耗相对少量的水进行

高效散热。

[0006]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微孔散热装置，包括包覆于需要散热的

发热设备上的内层钢板，开设于内层钢板外侧面上的若干能够储存水的记忆合金变形区，

位于内层钢板外侧面一侧的外层钢板，

位于所有记忆合金变形区的内层钢板与外层钢板之间密封有环向密封垫，所述内层钢

板上至少开有一个与其中一个记忆合金变形区相连通的进水口，位于相邻记忆合金变形区

之间的内层钢板上开有连通相邻记忆合金变形区的水路通道，与记忆合金变形区相对的外

层钢板上开有连通记忆合金变形区与外界环境的直径呈0.1mm的微孔，每个位于微孔处的

外层钢板内侧面的上设有固定支点，固定支点上设有双程记忆合金连接杆，每个双程记忆

合金连接杆端部均固定有能够覆盖相应微孔的遮挡片，外层钢板外侧面上铺设有浸润材料

层，水的温度高于双程记忆合金连接杆的相变温度后能够使得遮挡片离开微孔。

[0007] 作为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有记忆合金变形区在内层钢板上呈矩阵排

列。

[0008] 作为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环向密封垫内壁之间一体成型有至少一条连

接密封垫，连接密封垫与内层钢板和外层钢板固定连接。

[0009] 作为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有连接密封垫分别位于相邻列的记忆合金

变形区之间。

[0010] 作为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记忆合金变形区呈半球形形状。

[0011] 本发明设计的有益效果：利用了双程记忆合金随温度变化的变形，根据温度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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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控制了水的流通；利用了物理学原理（水蒸发吸热）和毛细现象，结构简单，以水蒸发吸热

来代替传统的通过水循环散热，使得散热更加高效。

附图说明

[0012]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

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3] 图1是微孔散热装置的局部剖视图。

[0014] 图2是微孔散热装置的俯视图。

[0015] 图3是图2的局部放大图。

[0016] 图4是图2的半剖图。

[0017] 图5是环向密封垫与连接密封垫的连接示意图。

[0018] 图6是由双程记忆合金连杆带动的遮挡片在温度升高时的工作状态。

[0019] 图中：1-外层钢板，2-记忆合金变形区，3-水路通道，4-进水口，5-内层钢板，6-连

接密封垫，7-遮挡片，8-双程记忆合金连接杆，9-微孔，10-环向密封垫，11-固定支点。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

详细的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

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得到的所有

其它实施方式，都属于本发明所保护的范围。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详细的说明。

[0022] 一种微孔散热装置，包括包覆于需要散热的发热设备上的内层钢板5，开设于内层

钢板5外侧面上的若干能够储存水的记忆合金变形区2，位于内层钢板5外侧面一侧的外层

钢板1，

位于所有记忆合金变形区2的内层钢板5与外层钢板1之间密封有环向密封垫10，所述

内层钢板5上至少开有一个与其中一个记忆合金变形区2相连通的进水口4，位于相邻记忆

合金变形区2之间的内层钢板5上开有连通相邻记忆合金变形区2的水路通道3，与记忆合金

变形区2相对的外层钢板1上开有连通记忆合金变形区2与外界环境的直径呈0.1mm的微孔

9，每个位于微孔9处的外层钢板1内侧面的上设有固定支点11，固定支点11上设有双程记忆

合金连接杆8，每个双程记忆合金连接杆8端部均固定有能够覆盖相应微孔9的遮挡片7，外

层钢板1外侧面上铺设有浸润材料层，水的温度高于双程记忆合金连接杆8的相变温度后能

够使得遮挡片7离开微孔9。

[0023] 在直径为0.1mm的微孔9，蒸馏水之类的冷却液不可以自然流出，可以通过外加介

质（浸润材料）方式通过毛细作用把水吸出。为了避免固定支点11对水路通道3的影响，优选

的固定支点11的高度（以图4所示方向）小于内层钢板5与外层钢板1之间的间距，其长度和

宽度小于水路通道3的道宽。在本发明中，所述浸润材料层是由浸润材料制成的，所述浸润

指的是水在与固体材料接触时，沿固体材料扩展而相互附着的现象。具体实施时，所述浸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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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可采用棉布，棉布具有良好的吸水性，可以把水通过微孔9吸出。棉布作为散热装置的

耗材，在定期保养时候更换。具体的，密封垫（包括环向密封垫10和连接密封垫6）与内层钢

板5和外层钢板1之间可通过硫化工艺固连在一起，或者可通过粘接、螺钉固连的方式连接

在一起。具体实施时，密封垫可采用橡胶材料制成，保证了良好的密封性。

[0024] 有研究认为只有在管径较小时薄液膜的蒸发作用才较为明显，蒸发界面所形成的

液膜厚度随管径增大而增大。管径越小，整体蒸发速率越快。且毛细孔孔径超过1mm时，水可

以从毛细孔中自然流出，毛细孔孔径小于0.1mm时，需要通过加压水才能从毛细孔中流出。

故选择直径为0.1mm的微孔，这个孔径不仅蒸发效果明显，而且可以通过外加介质使水流

出。

[0025] 具体使用时，当内层钢板5的温度升高（高于相变温度）时，双程记忆合金连接杆8

（例如镍-钛合金）发生变形，遮挡片7被收回（如图6所示），露出直径为0.1mm的微孔9，此时

棉布等浸润材料可以通过毛细作用把水吸出，直径为0.1mm的微孔9露出，棉布等浸润材料

通过毛细作用吸出的水增多，大量的水蒸发吸热，起到热源部件散热的作用。当温度降低

（小于或等于相变温度）时，双程记忆合金连接杆8发生变形成原状，堵住直径为0.1mm的微

孔9，阻止水的流通，节省水资源。为了更好的将热量传导至内层钢板5，采用导热性能良好

的碳纳米管（碳纳米管具有高模量和高强度并且具有良好的传热性能）来连接车内需要散

热的发热设备。本发明外层钢板1密布有直径为0.1mm的微孔9，以水蒸发吸热来代替传统的

水循环散热。本发明所述的水指的是经过过滤的纯净水，过滤杂质避免堵住微孔。

[0026] 每种以一定元素按一定重量比组成的形状记忆合金都有一个相变温度。在这一温

度以上将该合金加工成一定的形状，然后将其冷却到相变温度以下，人为地改变其形状后

再加热到相变温度以上，该合金便会自动地恢复到原先在相变温度以上加工成的形状。百

度文库资料表明：对于镍钛合金来说，各国专家研究的结果可能还有一些出入，但大致有这

样一个规律，就是合金中镍的含量增加，合金的变形温度起始点和终点都下降；相反，如果

合金中钛的含量增加，合金变形温度的起始点和终点都上升。比如有的专家研究的结果是

这样的：当镍钛合金中，含镍和含钛的原子浓度相等时，也就是说合金中镍含量大约占55%

的时候，在40℃开始生成马氏体。就是从40℃开始，合金逐渐变软，易于加工。如果把合金中

的镍含量降低到54%，合金的马氏体开始生成的温度，一下子就上升到70℃。反过来，如果把

合金中的镍含量增加1%，达到56%，那么，合金的马氏体开始生成温度，就会猛然下降到0℃。

当镍含量再增加1%，达到57%的时候，马氏体开始生成的温度还会继续下降，达到-10℃。

[0027] 例如，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有色金属材料制备加工国家重点实验室李艳锋等人

在《中国有色金属学报》发表的《Ni含量对NiTi形状记忆合金相变及力学性能的影响》文章

中提到“随着Ni摩尔分数的增加，NiTi合金相变温度降低，例如Ni50Ti50、Ni50.2Ti49.8和

Ni50.4Ti49.63中不同Ni摩尔分数的NiTi合金的Ms温度分别为56℃、7℃和-13℃，这与通常

认为Ni摩尔分数增加0.1％将引起合金相变温度升高10-15℃的观点基本一致”。北京有色

金属研究总院柳美荣等人在《稀有金属材料与工程》中的《镍含量和铜含量对TiNiCu合金相

变行为的影响》一文引言中提到“结果表明，TiNi形状记忆合金的马氏体相变温度随合金的

成分、热处理规范、加工方法等不同而有所改变，其中合金的成分对相变温度的影响最大。

Ni含量改变0.1at％，相变温度将变化10℃左右”。

[0028] 具体的散热装置的双程记忆合金变形温度，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调整合金中的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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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比例，以实现合理温度散热控制。

[0029] 具体实施时，所有记忆合金变形区2在内层钢板5上呈矩阵排列。

[0030] 优选的，如图5所示，环向密封垫10内壁之间一体成型有至少一条连接密封垫6，连

接密封垫6与内层钢板5和外层钢板1固定连接。连接密封垫6能够提高内层钢板5和外层钢

板1之间的连接稳固性。

[0031] 具体的，如图4所示，所有连接密封垫6分别位于相邻列的记忆合金变形区2之间。

[0032] 优选的，所述记忆合金变形区2呈半球形形状。

[0033]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变化或替换，都应涵

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以所述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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