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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的实施例公开了一种换热器，该换热

器包括：沿第一方向排列并且沿与第一方向垂直

的第二方向延伸的多个换热管；以及设置在相邻

的两个换热管之间的、彼此接触的多个翅片，翅

片包括曲面状部分。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例如

增大换热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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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换热器，包括：

沿第一方向排列并且沿与第一方向垂直的第二方向延伸的多个换热管；以及

设置在相邻的两个换热管之间的、彼此接触的多个翅片，翅片包括曲面状部分。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换热器，其中：

所述第二方向和与第一方向和第二方向垂直的第三方向限定基准平面，在与基准平面

垂直的两个相互垂直的截面中的至少一个中，所述曲面状部分具有曲线状的形状。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换热器，其中：

所述曲面状部分由多个平面状部分形成。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换热器，其中：

翅片的曲面状部分在换热器的第三方向上的一侧的曲率小于在换热器的第三方向上

的另一侧的曲率；和/或

翅片的曲面状部分在换热器的第二方向上的一侧的曲率小于在换热器的第二方向上

的另一侧的曲率。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换热器，其中：

翅片的曲面状部分的曲率从换热器的第三方向上的一侧到换热器的第三方向上的另

一侧逐渐增加；和/或

翅片的曲面状部分的曲率从换热器的第二方向上的一侧到换热器的第二方向上的另

一侧逐渐增加。

6.如权利要求4或5所述的换热器，其中：

翅片的曲面状部分的曲率在换热器的第三方向上的所述一侧为零；和/或

翅片的曲面状部分的曲率在换热器的第二方向上的所述一侧为零。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换热器，其中：

翅片的曲面状部分具有波浪状的形状并包括交替排列的、条状的脊部和谷部。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换热器，其中：

相邻的两个翅片的曲面状部分的相互接触的脊部相互交叉。

9.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换热器，其中：

在第一方向上观看时，相邻的两个翅片的曲面状部分的相互接触的脊部相对于第一方

向和第二方向限定的平面对称设置。

10.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换热器，其中：

在第一方向上观看时，翅片的曲面状部分具有I形的形状、V形的形状、W形的形状、C形

的形状或L形的形状。

11.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换热器，其中：

翅片的曲面状部分具有凸点状的形状并包括多排离散的凸点和多排离散的凹点。

12.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换热器，其中：

相邻的两个翅片的曲面状部分的凸点相互接触。

13.如权利要求1至5中的任一项所述的换热器，其中：

在两个相邻的换热管之间的、相邻的翅片在换热器的第三方向上的一侧间隔开；和/或

在两个相邻的换热管之间的、相邻的翅片在换热器的第二方向上的一侧间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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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热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的实施例涉及一种换热器。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的换热器中，相邻的两个换热管之间通常只设置一个波浪状的翅片。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换热器，例如，可以增大换热面积。

[0004]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换热器，该换热器包括：沿第一方向排列并且沿

与第一方向垂直的第二方向延伸的多个换热管；以及设置在相邻的两个换热管之间的、彼

此接触的多个翅片，翅片包括曲面状部分。

[0005]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所述第二方向和与第一方向和第二方向垂直的第三方向限

定基准平面，在与基准平面垂直的两个相互垂直的截面中的至少一个中，所述曲面状部分

具有曲线状的形状。

[0006]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所述曲面状部分由多个平面状部分形成。

[0007]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翅片的曲面状部分在换热器的第三方向上的一侧的曲率小

于在换热器的第三方向上的另一侧的曲率；和/或翅片的曲面状部分在换热器的第二方向

上的一侧的曲率小于在换热器的第二方向上的另一侧的曲率。

[0008]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翅片的曲面状部分的曲率从换热器的第三方向上的一侧到

换热器的第三方向上的另一侧逐渐增加；和/或翅片的曲面状部分的曲率从换热器的第二

方向上的一侧到换热器的第二方向上的另一侧逐渐增加。

[0009]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翅片的曲面状部分的曲率在换热器的第三方向上的所述一

侧为零；和/或翅片的曲面状部分的曲率在换热器的第二方向上的所述一侧为零。

[0010]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翅片的曲面状部分具有波浪状的形状并包括交替排列的、

条状的脊部和谷部。

[0011]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相邻的两个翅片的曲面状部分的相互接触的脊部相互交

叉。

[0012]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在第一方向上观看时，相邻的两个翅片的曲面状部分的相

互接触的脊部相对于第一方向和第二方向限定的平面对称设置。

[0013]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在第一方向上观看时，翅片的曲面状部分具有I形的形状、V

形的形状、W形的形状、C形的形状或L形的形状。

[0014]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翅片的曲面状部分具有凸点状的形状并包括多排离散的凸

点和多排离散的凹点。

[0015]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相邻的两个翅片的曲面状部分的凸点相互接触。

[0016]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在两个相邻的换热管之间的、相邻的翅片在换热器的第三

方向上的一侧间隔开；和/或在两个相邻的换热管之间的、相邻的翅片在换热器的第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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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一侧间隔开。

[0017]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换热器例如可以增大换热面积。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换热器的示意图；

[0019] 图2为根据本发明的第一实施例的翅片的示意立体图；

[0020] 图3为根据本发明的第二实施例的翅片的示意立体图；

[0021] 图4为根据本发明的第三实施例的翅片的示意立体图；

[0022] 图5为根据本发明的第三实施例的换热器的示意局部放大立体图；

[0023] 图6为根据本发明的第四实施例的翅片的示意立体图；以及

[0024] 图7为根据本发明的第四实施例的换热器的示意局部放大立体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26] 参见图1至图7，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换热器100包括：沿第一方向D1排列并且沿

与第一方向D1垂直的第二方向D2延伸的多个换热管1；以及设置在相邻的两个换热管1之间

的、彼此接触的多个翅片2，翅片2包括曲面状部分20。换热器100还包括集流管3，换热管1连

接在两个集流管3之间，并与两个集流管3流体连通。换热管1可以是扁管。翅片2沿第二方向

D2延伸，并与换热管1平行。翅片2具有板状形状。翅片2整体可以是曲面状部分20。本发明的

实施例的换热器例如可以增大换热面积，还可以通过扰流来提高流体(例如风)的湍流度，

以强化换热。

[0027] 参见图1至图7，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所述第二方向D2和与第一方向D1和第二方

向D2垂直的第三方向D3限定基准平面，在与基准平面垂直的两个相互垂直的截面中的至少

一个中，所述曲面状部分20具有曲线状的形状。所述曲面状部分20可以由多个平面状部分

形成，例如由较小的多个平面状部分形成。

[0028] 参见图1和图2，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翅片2的曲面状部分20在换热器100的第三

方向D3上的一侧的曲率小于在换热器100的第三方向D3上的另一侧的曲率；和/或翅片2的

曲面状部分20在换热器100的第二方向D2上的一侧的曲率小于在换热器100的第二方向D2

上的另一侧的曲率。根据本发明的示例，翅片2的曲面状部分20的曲率从换热器100的第三

方向D3上的一侧到换热器100的第三方向D3上的另一侧逐渐增加；和/或翅片2的曲面状部

分20的曲率从换热器100的第二方向D2上的一侧到换热器100的第二方向D2上的另一侧逐

渐增加。例如，翅片2的曲面状部分20的曲率在换热器100的第三方向D3上的所述一侧为零；

和/或翅片2的曲面状部分20的曲率在换热器100的第二方向D2上的所述一侧为零。

[0029] 参见图1和图2，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在两个相邻的换热管1之间的、相邻的翅片2

在换热器100的第三方向D3上的一侧不相连接或间隔开；和/或在两个相邻的换热管1之间

的、相邻的翅片2在换热器100的第二方向D2上的一侧不相连接或间隔开。

[0030] 参见图1和图2，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翅片2的曲面参数在单个翅片2上是变化的，

或在多个翅片2间是变化的，参见图1和图2，换热器100的第三方向D3上的一侧，如迎风侧，

翅片2的曲率小，可以小到0，即是平面状。从迎风侧到背风侧(换热器100的第三方向D3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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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侧)，曲率增大。这样迎风侧不易被霜堵死，提高除霜周期，而且方便排水。相邻翅片2的

迎风侧可以不相连接，即间隔开。换热管100大致竖直放置时(在换热器100如图1所示的方

式放置时)，底部(换热器100的第二方向D2上的一侧)曲率小，可以小到0，即是平面状。方便

底部排水。相邻翅片的底部可以不相互连接，即间隔开。

[0031] 参见图2至图5，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翅片2的曲面状部分20具有波浪状的形状并

包括交替排列的、条状的脊部21和谷部22。在翅片2的第一方向D1上的一侧观看时的脊部21

为在翅片2的第一方向D1上的另一侧观看时的谷部22。

[0032] 参见图3，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翅片2上设有开口25，可是去除材料形成的开口，

带有翻边的开口，或开窗式的开口等。通过打断流体流动时的边界层，减小了边界层的厚

度，达到提高换热的作用。

[0033] 参见图4、图5，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相邻的两个翅片2的曲面状部分20的相互接

触的脊部21相互交叉。例如，在第一方向D1上观看时，相邻的两个翅片2的曲面状部分20的

相互接触的脊部21相对于第一方向D1和第二方向D2限定的平面对称设置。在第一方向D1上

观看时，翅片2的曲面状部分20可以具有I形的形状、V形的形状、W形的形状、C形的形状或L

形的形状等。

[0034] 参见图4、图5，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翅片2可通过翅片2上的凸起部分相连。例如，

翅片2具有包括脊部21和谷部22的波浪状图案。相邻翅片2连接，相邻两翅片2的脊部21(或

谷部22)相交叉从而在相邻翅片2之间形成通道，使得风可以穿过通道与翅片换热，在换热

器100如图1所示的方式放置时，冷凝水可以沿着通道从翅片2的底部排出。翅片2的曲面状

部分20具有波浪状的形状，波浪是周期状的。脊部21和谷部22可以都沿一个方向延伸，或每

一个脊部21和谷部22都是多个直线状部分构成的。各个波浪上的波浪尺寸(周期大小，波浪

的高度，角度等)可以不同。单个翅片20上，相邻两个翅片20的波浪尺寸也可不一样。相对于

第三方向，相邻两翅片2的相互接触的脊部21(或谷部22)对称设置。

[0035] 参见图6、图7，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翅片2的曲面状部分20具有凸点状的形状并

包括多排离散的凸点23和多排离散的凹点24。相邻的两个翅片2的曲面状部分20的凸点23

相互接触。凸点23可以包括水滴状凸点、月牙状凸点和圆状凸点中的至少一种。在翅片2的

第一方向D1上的一侧观看时的凸点23为在翅片2的第一方向D1上的另一侧观看时的凹点

24。相邻凸点23和凹点24的顶部之间可平滑过渡，也就是说连接凸点23的顶部和凹点24的

顶部的过度面可以是平滑的曲面。

[0036] 参见图6、图7，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相互接触的曲面状部分20的凸点23交错排列

或平行排列。凸点23可以是流线形的，如迎风侧的凸点23大于背风侧的凸点23。凸点23的尺

寸在单个翅片2上是变化的，如凸点的高度，大小，密度等等。多个翅片2上的凸点23的尺寸

也可以是变化的。

[0037] 翅片2上也可设有其它的连接件来连接相邻翅片2或换热管1。此外，可以在翅片2

上，再形成凸出的曲面状的连接件。至少一部分所述翅片的至少一个侧面上设有连接相邻

所述翅片2或换热管1的连接件。连接件可以是在翅片2上再冲出的凸点，或翻边(L形的翻

边、O形的翻边等)，桥接片等等，或是它们的组合。图3中的开口的翻边也可作为连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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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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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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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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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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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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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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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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