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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n integrated phase-change inhibition heat transfer and heat ex
change plate structure and a manufacturing method thereof. The phase-change in

1 2 hibition heat transfer and heat exchange plate structure comprises phase-change in -
hibition heat transfer plates and refrigerant heat exchange plates. All surfaces of the
phase-change inhibition heat transfer plates are planar. Thermal superconducting
pipelines (5) having a specific shape and in communication with one another are
formed within the phase-change inhibition heat transfer plates, are closed pipelines,

f 503 and are filled with heat transfer working medium. Refrigerant channels (7) having a

4 1 specific shape and in communication with one another are formed within the refri
gerant heat exchange plates. The thermal superconducting pipelines (5) and the re
frigerant channels (7) are combined and then the thermal superconducting pipelines
(5) are filled with the heat transfer working medium to form a phase-change inhibi
tion heat transfer device,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st thermal conductivity
and good temperature uniformity, thus increasing the temperature difference

2 1 between the heat exchange plates and the air and the effective heat transfer area, im

501 proving the heat sink capacity and the heat exchange efficiency. The heat exchanger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mperature uniformity and high-efficiency heat exchange,
the lengths of refrigerant channels (7) are greatly shortened, the flow resistance and
energy consumption are reduced, and the amount of fluid usage i s lowered, thus im
proving the efficiency and energy-efficiency ratio of the heat excha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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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及其制造方法，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的结构包括相变抑制传热板及冷媒
热交换板；相变抑制传热板的表面均为平面，内部形成有具有特定形状、相互连通的热超导管路 （5 ) ，热
超导管路 （5 ) 为封闭管路，热超导管路内填充有传热工质；冷媒热交换板内形成有具有特定形状、相互连
通的冷媒通道 （7 ) 。将热超导管路 （5 ) 及冷媒通道 （7 ) 组合在一起，在热超导管路 （5 ) 内充入传热工
质，构成相变抑制传热器件，具有导热速率快、均温性好的特点，提高了热交换板与空气的温差、有效传热
面积、散热能力及热交换效率；热交换器具有均温和高效换热的特性，大大缩短冷媒通道 （7 ) 的长度，减
小流动阻力和能耗，以及流体的使用量，从而提高热交换器的效率和能效比。



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及其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本 发 明属于传 热 技术领 域 ，特 别是涉及 一种 一体化相 变抑制传热 换热板 结构及 其制造 方

法 。

背景技术

相变抑制 (PCI) 传 热 技术 ，是一种通 过控制密 闭体系 中传热 介质微 结构状态而 实现 高效传

热 的全 新技术 。在传热 过程 中，液态 介质 的沸腾 （或气态 介质 的冷凝 ）被抑 制 ，并在此 基础

上达 到工质微 结构 的一致 性 ，实现 一种 目前 尚未被世 人所认 知 的全 新 的传热 方式与机 理 。具

有 高传热速 率和 高热 流密度 ，在 实验 室 中测 试 的热流 密度可 高达 600W/cm2 。可广泛 应用 于

航 空航天 、 电力 电子 、通讯 、计算机 、高铁 、 电动汽 车 、太 阳能和风 电等行业 。

目前 ，用 于热 交换器 的复合铝板 大 多采用 单管路 系统 ，从一端进流 体 ，流 经板 上 的管路 ,

从 另一端流 出 ，连接 到流 体 的加热 或冷 却 的循环 系统 中，通 常充 当冰箱 的蒸 发器 吸热 部件 ，

存在 主要 问题 是 ：由于受 到铝材质 导热 系数 （220W/mk) ，且板 的厚度 的限制 ，导热热 阻较 大 ，

且冷媒 管路 不 能覆 盖整个 板 的表面 ， 因此 导致热 交换器 复合板整 个板面温 度 不均 匀 ，局 部有

过热 或过冷现 象 ，不 能充 分发挥整个 蒸发器 的热 交换面积 ， 同时 由于管路 系 统过长 ，冷 媒在

热 交换板 内管道 中流动 阻力很大，造成 系统 能效 的降低 。

相 变 抑 制 传 热 板 是相 变 抑 制 传 热 技 术 的板 式 器 件 ，由于 导热 速 率 快 ，均温 性好 ，通 常 作

为单独 的散热板 使用 。

若 能将相变抑 制传热板 与 带管路 系统 的板 式热 交换器 复合在 一起 ，利用热超 导板 的导热

速 率快 ，均温 性好 的特 点 ，仅 需将 部 分冷媒流通 管路 设置在相变 抑制传热板 上 ，就 能实现板

式热 交换器 的均温 和 高效换热特 性 ，这样可 大大缩 短冷媒 管路 的长度 ，减 小流动 阻力和 能耗 ，

以及冷媒 的使用量 ，提 高热 交换器 效率和 能效 比。

本 发 明的 目的就是提供 一种将相变抑制 传热板 与冷媒 管路板 式热 交 换器 复合在 一起 的一

种 新型 高效 的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 换热板及其制造 方法 。

发明内容

鉴 于 以上所述 现有 技术 的缺 点 ，本 发 明的 目的在 于提 供 一种 一体化 相变抑制传 热 换热板

结构及其制造 方法 ，用 于解 决现有 技术 中 由于受 到铝材质 导热 系数 及 厚度 的限制 ，导热热 阻

较 大 ，且冷媒 通道 不 能覆 盖整个板 的表面 ，因此 导致 热 交换器 复合板整个板 面温 度 不均 匀 ，

局 部有 过热 或 过冷现象 ，不 能充分发挥整个 蒸发器 的热 交换面积 ， 同时 由于 管路 系统过 长 ，



流体在热交换板 内管道 中流动阻力很大，造成系统能效的降低 的问题 。

为实现上述 目的及其他相关 目的，本发 明提供一种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所

述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包括相变抑制传热板及冷媒热交换板 ；

所述相变抑制传热板 的表面均为平面 ；所述相变抑制传热板 内部形成有具有特定形状 、

相互连通 的热超导管路 ，所述热超导管路为封 闭管路 ，所述热超导管路 内填充有传热工质 ；

所述冷媒热交换板 内形成有具有特定形状 、相互连通 的冷媒通道 。

作为本发 明的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热超导管路及所述

冷媒通道均通过吹胀工艺形成 。

作为本发 明的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相变抑制传热板包

括第一板材 、第二板材及第三板材 ；所述第一板材 、所述第二板材及所述第三板材依次叠置，

所述第一板材及所述第三板材分别位于所述第二板材 的两侧 ，并与所述第二板材通过辊压工

艺复合在一起 ；

所述第三板材包括凸起区域，所述 凸起区域的表面为平面 ；

所述热超导管路位于所述第一板材与所述第三板材之 间，且所述热超导管路分布 的区域

与所述 凸起区域相对应 。

作为本发 明的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热超导管路包括若

干个第一槽道 、第二槽道及连接通孔；

所述第一槽道位于所述第一板材与所述第二板材之 间；

所述第二槽道位于所述第二板材与所述第三板材之 间；

所述连接通孔贯穿所述第二板材 ，且将相邻 的所述第一槽道及所述第二槽道相连通 ；

所述第二板材表面形成有与所述第一槽道及所述第二槽道相对应 的第一凸起结构 。

作为本发 明的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的一种优选方案，相邻两所述第一槽道及

相邻两所述第二槽道均相隔离，且所述第一槽道与所述第二槽道交错平行分布 ；

所述连接通孔位于所述第一槽道及所述第二槽道之 间，且将相邻 的所述第一槽道及所述

第二槽道相连通 。

作为本发 明的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第一槽道及所述第

二槽道横截面 的形状均为梯形；所述第一槽道及所述第二槽道纵截面 的形状均为矩形；所述

连接通孔的形状为圆形或椭 圆形 。

作为本发 明的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冷媒热交换板包括

所述第三板材及第 四板材 ；所述第 四板材叠置于所述第三板材远离所述第二板材 的一侧 ，并



与所述第三板材通过辊压工艺复合在一起 ；

所述冷媒通道位于所述第三板材与所述第 四板材之 间，且所述冷媒通道分布 的区域与所

述 凸起区域相对应 ；

所述第 四板材表面形成有与所述冷媒通道相对应 的第二凸起结构 。

作为本发 明的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冷媒管道 的形状为

单路进单路 回循环结构、单路进两路 回循环结构、两路进单路 回循环结构、两路进两路 回循

环结构、多路进多路 回循环结构或并联式循环结构 。

作为本发 明的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冷媒通道两端形成

有开 口，所述开 口适于与外部冷媒系统相连通 ，以在所述冷媒通道 内通入冷媒 。

作为本发 明的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开 口外设有冷媒通

道接头，所述开 口通过所述冷媒通道接头与外部冷媒系统相连通 。

作为本发 明的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冷媒通道接头为铜

接 口或铝接头 。

作为本发 明的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相变抑制传热板及

所述冷媒热交换板 的材料为铜 、铜合金、铝或铝合金或其 中任一种 以上的任意组合 。

本发 明还提供一种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的制造方法 ，所述制造方法包括：

提供第一板材 、第二板材 、第三板材及第 四板材共 四块板材 ，将所述第一板材及所述第

第 四板材 的单面打毛，将所述第二板材及第三板材 的双面打毛；

采用石墨印刷法分别在所述第一板材 的打毛面及所述第三板材 的打毛面 印刷第一槽道及

第二槽道形状 的石墨图案 ；采用石墨印刷法在所述第 四板材 的打毛面 印刷冷媒通道形状 的石

墨图案；

将所述第一板材 、所述第二板材 、所述第三板材及所述第 四板材依次叠置，所述第一板

材及所述第三板材 印有石墨图案的打毛面与所述第二板材贴合并对齐 ，所述第 四板材 的打毛

面与所述第三板材打毛面贴合并对齐 ，沿边铆合 ；

将铆合在一起 的所述 四块板材加热至一定温度并维持一段时间后进行热轧加工 以形成复

合板材 ；

向所述第一板材 、所述第二板材及所述第三板材之 间印有石墨图案未复合处充入高压流

体至所述第二板材与第一板材及第三板材未复合部分拉伸变形，在所述第一板材与所述第二

板材之 间及所述第二板材与所述第三板材之 间分别形成与所述第一凸起结构相对应 的第一槽

道及第二槽道 ；



向所述第三板材与所述第 四板材之 间充入高压流体至所述第 四板材膨胀 ，在所述第 四板

材表面形成第二凸起结构 的同时，在所述第三板材与所述第 四板材之 间形成与所述第二 凸起

结构相对应 的冷媒通道 ；

向所述热超导管路 内充入传热工质并密封所述热超导管路 。

作为本发 明的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的制造方法 的一种优选方案，向所述热超

导管路 内充入传热工质并密封所述热超导管路之后 ，还包括在所述冷媒通道焊接冷媒通道接

头的步骤 。

如上所述 ，本发 明的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及其制造方法 ，具有 以下有益效果：

在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的热交换板 内将热超导管路及冷媒通道组合在一起 ，在热

超导管路 内充入传热工质 ，构成相变抑制传热器件 ，具有导热速率快、均温性好 的特点；利

用热超导板 的导热速率快、均温性好 的特点，提高了热交换板与空气 的温差和有效传热面积 ，

大大提高了热交换板 的散热能力和热交换效率；使得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具有均

温和高效换热 的特性，大大缩短冷媒通道 的长度 ，减小流动阻力和能耗 ，以及流体的使用量 ，

提高热交换器 的效率和能效 比；所述热交换器结构紧凑 、换热效率高、体积小、重量轻 、性

能可靠 ；采用轧制吹胀工艺，在一块板上实现 了具有相互连通 的热超导管路与冷媒通道 的一

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结构，具有低成本 ，易加工，高可靠性的特点。

附图说明

图 1 显示为本发 明实施例 - •中提供 的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中热交换板 的截面

局部结构示意 图。

图 2 显示为本发 明实施例 - 中提供 的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中具有第一槽道 的

第一板材 的结构示意 图。

图 3 显示为本发 明实施例 - 中提供 的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中具有连接通孔的

第二板材 的结构示意 图。

图 4 显示为本发 明实施例 - 中提供 的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中具有第二槽道 的

第三板材 的结构示意 图.

图 5 显示为本发 明实施例 - 中提供 的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中具有冷媒通道 的

第 四板材 的结构示意 图。

图 6 显示为本发 明实施例 : -中提供 的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的制造方法 的流程

图。



元件标号说明

1 第一板材

2 第二板材

2 1 第一凸起结构

3 第三板材

4 第四板材

4 1 第二凸起结构

5 热超导管路

501 第一槽道

502 第二槽道

503 连接通孔

6 灌装口

7 冷媒通道

701 冷媒进口

702 冷媒出口

8 非管道部分

S1-S7 步骤

具体实施方式

以下通过特定的具体实例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可由本说明书所揭露

的内容轻易地了解本发明的其他优点与功效。本发明还可以通过另外不同的具体实施方式加

以实施或应用，本说明书中的各项细节也可以基于不同观点与应用，在没有背离本发明的精

神下进行各种修饰或改变。

请参阅图 1至图 6 需要说明的是，本实施例中所提供的图示仅以示意方式说明本发明的

基本构想，虽图示中仅显示与本发明中有关的组件而非按照实际实施时的组件数 目、形状及

尺寸绘制，其实际实施时各组件的型态、数量及比例可为一种随意的改变，且其组件布局型

态也可能更为复杂。

实施例一

请参阅图 1 至图 5，本发明提供一种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所述一体化相变

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包括相变抑制传热板及冷媒热交换板；所述相变抑制传热板的表面均为



平面；所述相变抑制传热板内部形成有具有特定形状、相互连通的热超导管路 5，所述热超

导管路 5 为封闭管路，所述热超导管路 5 内填充有传热工质 （未示出）；所述冷媒热交换板

内形成有具有特定形状、相互连通的冷媒通道 7。将热超导管路 5 及冷媒通道 7 组合在一起，

在热超导管路 5 内充入传热工质，构成相变抑制传热器件，具有导热速率快、均温性好的特

点；利用热超导板的导热速率快、均温性好的特点，提高了热交换板与空气的温差和有效传

热面积，大大提高了热交换板的散热能力和热交换效率；使得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

构具有均温和高效换热的特性，大大缩短冷媒通道 7 的长度，减小流动阻力和能耗，以及流

体的使用量，提高热交换器的效率和能效比。

作为示例，所述传热工质为流体，优选地，所述传热工质可以为气体或液体或气体与液

体的混合物，更为优选地，本实施例中，所述传热工质为液体与气体的混合物。

作为示例，所述热超导管路 5 及所述冷媒通道 7 均通过吹胀工艺形成。

作为示例，请参阅图 1，所述相变抑制传热板包括第一板材 1、第二板材 2 及第三板材 3 ;

所述第一板材 1、所述第二板材 2 及所述第三板材 3 依次叠置，所述第一板材 1 及所述第三

板材 3 分别位于所述第二板材 2 的两侧，并与所述第二板材 2 通过辊压工艺复合在一起；所

述第三板材 3 包括凸起区域，所述凸起区域的表面为平面；所述热超导管路 5 位于所述第一

板材 1与所述第三板材 3 之间，且所述热超导管路 5 分布的区域与所述凸起区域相对应。

作为示例，所述热超导管路 5 包括若干个第一槽道 501、第二槽道 502 及连接通孔 503;

所述第一槽道 501 位于所述第一板材 1与所述第二板材 2 之间；所述第二槽道 502 位于所述

第二板材 2 与所述第三板材 3 之间；所述连接通孔 503 贯穿所述第二板材 2，且将相邻的所

述第一槽道 501 及所述第二槽道 502 相连通 ;所述第二板材 2 表面形成有与所述第一槽道 501

及所述第二槽道 502 相对应的第一凸起结构 2 1。

作为示例，位于所述第一板材 1 与所述第二板材 2 之间的若干个所述第一槽道 501 之间

互不连通，即相邻两所述第一槽道 501 之间相隔离。

作为示例，位于所述第二板材 2 与所述第三板材 3 之间的若干个所述第二槽道 502 之间

互不连通，即相邻两所述第二槽道 502 之间相隔离。

作为示例，所述第一槽道 501 与所述第二槽道 502 交错平行分布。

作为示例，所述连接通孔 503 位于所述第一槽道 501 及所述第二槽道 502 之间，且将相

邻的所述第一槽道 501 及所述第二槽道 502 相连通。

作为示例，所述第一槽道 401 的横截面形状可以为但不仅限于梯形，所述第一槽道 401

的纵截面的形状可以为但不仅限于矩形。需要说明的是，所述第一槽道 401 的横截面为沿垂



直于其长度方 向的截面 ，所述第一槽道 401 的纵截面为沿其长度方 向的截面 。

图 2 为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中具有所述第一槽道 501 的第一板材 1 的结构示

意 图，由图 2 可知，所述第一槽道 501 相互平行分布 ；其 中，平行状 的矩形结构对应于所述

第一槽道 501 ，所述矩形结构之 间及所述第一板材 1 的边缘 即为非管道部分 8。需要说 明的是，

由于所述热超导管路 5 通过吹胀工艺制备而成 ，所 以在形成所述热超导管路 5 的过程 中，所

述传热板结构上形成有灌装 口 6，即亦为充工质 口。所述灌装 口 6 可 以形成于所述第一板材 1

的表面 ，也可 以形成于所述第三板材 3 的表面 ，本实施例 中，所述灌装 口 6 形成于所述第一

板材 1 的表面 。所述灌装 口 6 在所述热超导管路 5 的形状初步形成 以后 ，所述灌装 口 6 通过

焊接方式密封 ，以实现所述热超导管路 5 的密封 ，使得所述热超导管路 5 不与外界导通 。

作为示例 ，若干个所述第一槽道 501 之 间的横 向尺寸可 以相 同，也可 以不 同；优选地 ，

本实施例 中，若干个所述第一槽道 501 之 间的横 向尺寸相 同。

作为示例 ，所述连接通孔 503 的形状可 以为但不仅 限于圆形 。

图 3 为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中具有所述连接通孔 503 的第二板材 2 的结构示

意 图，由图 3 可知，所述连接通孔 503 呈阵列分布；其 中，圆形结构即为所述连接通孔 503 ，

所述连接通孔 503 对应于所述第一槽道 501 及所述第二槽道 502 的之 间。

作为示例 ，所述第二槽道 502 横截面 的形状可 以为但不仅 限于梯形，所述第二槽道 402

的纵截面 的形状可 以为但不仅 限于矩形 。需要说 明的是，所述第二槽道 402 的横截面为沿垂

直于其长度方 向的截面 ，所述第二槽道 402 的纵截面为沿其长度方 向的截面 。

图 4 为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中具有所述第二槽道 502 的第三板材 3 的结构示

意 图，由图 4 可知，所述第二槽道 502 相互平行分布 ；其 中，平行状 的矩形结构为所对应 的

所述第二槽道 502 ，所述矩形结构之 间及所述第三板材 3 的边缘 即为非管道部分 8。

作为示例 ，若干个所述第二槽道 502 之 间的横 向尺寸可 以相 同，也可 以不 同；优选地 ，

本实施例 中，位于两侧 的所述第二槽道 502 的横 向尺寸小于位于中间的所述第二槽道 502 的

横 向尺寸 。

作为示例 ，所述第一槽道 501 的横 向尺寸与所述第二槽道 502 的横 向尺寸可 以相 同，也

可 以不 同，优选地 ，本实施例 中，所述第一槽道 501 的横 向尺寸与所述第二槽道 502 的横 向

尺寸相 同。

作为示例 ，请继续参阅图 1，所述冷媒热交换板包括所述第三板材 3 及第 四板材 4 ; 所述

第 四板材 4 叠置于所述第三板材 3 远离所述第二板材 2 的一侧 ，并与所述第三板材 3 通过辊

压工艺复合在一起 ；所述冷媒通道位于所述第三板材 3 与所述第 四板材 4 之 间，且所述冷媒



通道 7 分布的区域与所述凸起区域相对应；所述第四板材 4 表面形成有与所述冷媒通道 7 相

对应的第二凸起结构 4 1。

作为示例，所述冷媒通道 7 的形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设定，具体的，所述冷媒通道

7 的形状可以为单路进单路回循环结构，也可以为单路进两路回循环结构，也可以为两路进

单路回循环结构，也可以为两路进两路回循环结构，也可以为多路进多路，譬如三路进三路

回循环结构、四路进四路回循环结构、五路进五路回循环结构，还可以为并联式循环结构。

作为示例，所述冷媒通道 7 两端还形成有开口，其中，一端的所述开口为冷媒进口 701 ，

另一端的所述开口为冷媒出口 702; 所述开口适于与外部冷媒系统相连通，以在所述冷媒通

道 7 内通入冷媒。

图 5 为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中具有单路进单路回循环结构的冷媒通道 7 的第

四板材 4 的图案结构示意图，如图 5 所示，所述冷媒通道 7 的形状为单路进单路回循环结构

是指在所述热交换板内靠近所述冷媒进口 701 附近的所述冷媒管道 8 为一根，靠近所述冷媒

出口 702 附近的所述冷媒管道 8 也为一根，图 5 中所述的单路进单路回循环结构的冷媒通道

7 的形状为 U 型；其中，U 型的细管结构即为所述冷媒通道 7，所述冷媒通道 7 之间即为非

管道部分 8; 所述冷媒通道 7 的一端为所述冷媒进口 701，另一端为所述冷媒出口 702; 所述

冷媒进口 701 及所述冷媒出口 702 上可以焊接有冷媒通道接头 （未示出），所述开口通过所

述冷媒通道接头与外部冷媒系统相连通；所述冷媒通道接头可以为铜接头或铝接头。

需要说明的是，图 5 中，所述冷媒进口 701 与所述冷媒出口 702 的位置互换。

作为示例，所述相变抑制传热板及所述冷媒热交换板 （即所述第一板材 1、所述第二板

材 2、所述第三板材 3 及所述第四板材 4 的材料）应为导热性良好的材料；优选地，本实施

例中，所述相变抑制传热板及所述冷媒热交换板的材料均可以为铜、铜合金、铝、铝合金、

钛、钛合金、或任一种以上的任意组合。

所述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的工作原理为：由流体带着潜热流经所述热交换板

的所述冷媒通道 7 时，热量从冷媒通道 7 迅速传递至所述热超导管路 5，由于热超导管路 5

覆盖整个所述热交换板的表面，且具有高传热速率和高传热密度的特点，使得热量迅速均匀

的分布在整个所述热交换板上，提高了所述热交换板与空气的温差和有效传热面积，大大提

高了所述热交换板的散热能力和热交换效率。

实施例二

请参阅图 6，本发明还提供一种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的制造方法，所述一体

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的制造方法包括：



SI: 提供第一板材 、第二板材 、第三板材及第 四板材共 四块板材 ，将所述第一板材 、所

第 四板材 的单面打毛并吹干净 ，将所述第二板材和第三板材 的双面打毛并吹干净 ；所述第一

板材 、所述第二板材 、所述第三板材及所述第 四板材优选为通过剪切工艺剪切成型且具有相

同厚度或不 同厚度 的板材 ；

S2: 采用石墨印刷法分别在所述第一板材 的打毛面及所述第三板材 的一个打毛面形成相

互连通 的具有特定形状 的石墨图案，位于所述第一板材 的打毛面及所述第三板材 的一个打毛

面 的所述石墨 图案定义出第一槽道及第二槽道 的形状 ；采用石墨印刷法在所述第 四板材 的打

毛面形成相互连通 的具有特定形状 的石墨图案，位于所述第 四板材 的打毛面 的所述石墨 图案

定义出冷媒通道 的形状 ；

S3：将所述第一板材 、所述第二板材 、所述第三板材及所述第 四板材依次叠置 ，所述第

一板材及所述第三板材 的印有石墨图案的打毛面与所述第二板材贴合并对齐 ，所述第 四板材

的打毛面与所述第三板材贴合并对齐 ，沿边铆合 ；

S4: 将铆合在一起 的所述 四块板材加热至一定温度并维持一段时间后进行热轧加工 以形

成复合板材 ；将所述复合板材进行软化退火 ，待冷却至室温后再所述复合板材对应所述石墨

图案的位置钻灌装 口至所述石墨图案；

S5: 向所述第一板材 、所述第二板材及所述第三板材之 间印有石墨图案未复合处充入高

压流体至所述第二板材与第一板材及第三板材未复合部分拉伸变形，在所述第一板材与所述

第二板材之 间及所述第二板材与所述第三板材之 间分别形成与所述第一凸起结构相对应 的第

一槽道及第二槽道 ；

S6: 向所述第三板材与所述第 四板材之 间充入高压流体至所述第 四板材膨胀 ，在所述第

四板材表面形成第二凸起结构的同时，在所述第三板材与所述第 四板材之 间形成与所述第二

凸起结构相对应 的冷媒通道 ；

S7: 向所述热超导管路 内充入传热工质并密封所述热超导管路 。

作为示例 ，执行步骤 S7 向所述热超导管路 内充入传热工质并密封所述热超导管路之后 ，

还包括在所述冷媒通道焊接冷媒通道接头的步骤 。

本实施例 中所述 的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的制造方法制造 的一体化相变抑制传

热换热板结构 的结构及特 点与实施例一中所述 的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的结构及特

点相 同，具体可参阅实施例一，此处不再累述 。

综上所述 ，本发 明提供一种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及其制造方法 ，所述一体化

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包括相变抑制传热板及冷媒热交换板 ；所述相变抑制传热板 的表面



均为平面 ；所述相变抑制传热板 内部形成有具有特定形状 、相互连通 的热超导管路 ，所述热

超导管路为封 闭管路 ，所述热超导管路 内填充有传热工质 ；所述冷媒热交换板 内形成有具有

特定形状 、相互连通 的冷媒通道 。在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的热交换板 内将热超导

管路及冷媒通道组合在一起 ，在热超导管路 内充入传热工质 ，构成相变抑制传热器件 ，具有

导热速率快、均温性好 的特点；利用热超导板 的导热速率快、均温性好 的特 点，提高了热交

换板与空气 的温差和有效传热面积 ，大大提高了热交换板 的散热能力和热交换效率；使得一

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具有均温和高效换热 的特性，大大缩短冷媒通道 的长度 ，减小

流动阻力和能耗 ，以及流体的使用量 ，提高热交换器 的效率和能效 比；所述热交换器结构紧

凑 、换热效率高、体积小、重量轻、性能可靠 ；采用轧制吹胀工艺，在一块板上实现 了具有

相互连通 的热超导管路与冷媒通道 的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具有低成本 ，易加工，

高可靠性的特点。

上述实施例仅例示性说 明本发 明的原理及其功效，而非用于限制本发 明。任何熟悉此技

术 的人士 皆可在不违背本发 明的精神及范畴下，对上述实施例进行修饰或改变 。因此 ，举凡

所属技术领域 中具有通常知识者在未脱离本发 明所揭示的精神与技术思想下所完成 的一切等

效修饰或改变 ，仍应 由本发 明的权利要求所涵盖 。



权利要求书

、一种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

包括相变抑制传热板及冷媒热交换板 ；

所述相变抑制传热板 的表面均 为平面 ；所述相变抑制传热板 内部形成有具有特定形

状 、相互连通 的热超导管路 ，所述热超导管路为封 闭管路 ，所述热超导管路 内填充有传热

工质 ；

所述冷媒热交换板 内形成有具有特定形状 、相互连通 的冷媒通道 。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热超导管路及

所述冷媒通道均通过吹胀工艺形成 。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相变抑制传热

板包括第一板材 、第二板材及第三板材 ；所述第一板材 、所述第二板材及所述第三板材依

次叠置，所述第一板材及所述第三板材分别位于所述第二板材 的两侧 ，并与所述第二板材

通过辊压工艺复合在一起 ；

所述第三板材包括凸起区域，所述 凸起区域的表面为平面 ；

所述热超导管路位于所述第一板材与所述第三板材之 间，且所述热超导管路分布 的区

域与所述 凸起区域相对应 。

、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 的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热超导管路包

括若干个第一槽道 、第二槽道及连接通孔；

所述第一槽道位于所述第一板材与所述第二板材之 间；

所述第二槽道位于所述第二板材与所述第三板材之 间；

所述连接通孔贯穿所述第二板材 ，且将相邻 的所述第一槽道及所述第二槽道相连通 ；

所述第二板材表面形成有与所述第一槽道及所述第二槽道相对应 的第一凸起结构 。

、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 的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其特征在于：

相邻两所述第一槽道及相邻两所述第二槽道均相隔离，且所述第一槽道与所述第二槽

道交错平行分布 ；

所述连接通孔位于所述第一槽道及所述第二槽道之 间，且将相邻 的所述第一槽道及所



述第二槽道相连通 。

、根据权利要求 4 或 5 所述 的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槽道

及所述第二槽道横截面 的形状均为梯形；所述第一槽道及所述第二槽道纵截面 的形状均为

矩形；所述连接通孔的形状为圆形或椭 圆形 。

、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 的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冷媒热交换板

包括所述第三板材及第 四板材 ；所述第 四板材叠置于所述第三板材远离所述第二板材 的一

侧 ，并与所述第三板材通过辊压工艺复合在一起 ；

所述冷媒通道位于所述第三板材与所述第 四板材之 间，且所述冷媒通道分布 的区域与

所述 凸起区域相对应 ；

所述第 四板材表面形成有与所述冷媒通道相对应 的第二凸起结构 。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冷媒管道 的形

状为单路进单路 回循环结构、单路进两路 回循环结构、两路进单路 回循环结构、两路进两

路 回循环结构、多路进多路 回循环结构或并联式循环结构 。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冷媒通道两端

形成有开 口，所述开 口适于与外部冷媒系统相连通 ，以在所述冷媒通道 内通入冷媒 。

、 根据权利要求 9 所述 的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开 口外设

有冷媒通道接头，所述开 口通过所述冷媒通道接头与外部冷媒系统相连通 。

1、 根据权利要求 10 所述 的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冷媒通

道接头为铜接 口或铝接头 。

、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相变抑制

传热板及所述冷媒热交换板 的材料为铜 、铜合金、铝或铝合金或其 中任一种 以上的任意组

3、 一种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制造方法包括 :



提供第一板材 、第二板材 、第三板材及第 四板材共 四块板材 ，将所述第一板材及所述

第 四板材 的单面打毛，将所述第二板材及第三板材 的双面打毛；

采用石墨印刷法分别在所述第一板材 的打毛面及所述第三板材 的打毛面 印刷第一槽

道及第二槽道形状 的石墨图案；采用石墨印刷法在所述第 四板材 的打毛面印刷冷媒通道形

状 的石墨图案；

将所述第一板材 、所述第二板材 、所述第三板材及所述第 四板材依次叠置，所述第一

板材及所述第三板材 印有石墨图案的打毛面与所述第二板材贴合并对齐 ，所述第 四板材 的

打毛面与所述第三板材打毛面贴合并对齐 ，沿边铆合 ；

将铆合在一起 的所述 四块板材加热至一定温度并维持一段 时间后进行热轧加工 以形

成复合板材 ；

向所述第一板材 、所述第二板材及所述第三板材之 间印有石墨图案未复合处充入高压

流体至所述第二板材与第一板材及第三板材未复合部分拉伸变形，在所述第一板材与所述

第二板材之 间及所述第二板材与所述第三板材之 间分别形成与所述第一 凸起结构相对应

的第一槽道及第二槽道 ；

向所述第三板材与所述第 四板材之 间充入高压流体至所述第 四板材膨胀 ，在所述第 四

板材表面形成第二凸起结构的同时，在所述第三板材与所述第 四板材之 间形成与所述第二

凸起结构相对应 的冷媒通道 ；

向所述热超导管路 内充入传热工质并密封所述热超导管路 。

、 根据权利要求 13 所述 的一体化相变抑制传热换热板结构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向所述热超导管路 内充入传热工质并密封所述热超导管路之后 ，还包括在所述冷媒通道焊

接冷媒通道接头的步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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