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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竹节式油压均温制热装置及方法，
装置包括
散热腔、
发热节环块、散热管道、制热节环腔、
固
定螺栓、球形垫片，
散热管道内装有三个尺寸相
同的发热节环块，
每一个发热节环块和散热管道
配合形成制热节环腔，
三个通流体积相同的制热
节环腔，
两两发热节环块之间等距形成等体积相
同的散热腔、
发热节环块、散热管道通过固定螺
栓、球形垫片连接组合成竹节式构件。油液通过
制热节环腔所损失的功率按热功当量产生热量，
该热量通过散热腔对应的散热管道散热，
系统油
液只推进一个腔却带来后边所有腔内的移动，
由
于每个腔内的功率损失一样、产生的热量一样、
散热体积一样，
所以散热也一样，
达到首尾温度
均衡，
也有效节约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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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竹节式油压均温制热装置的使用方法，
其特征是：
该制热装置包括散热腔I（1）、
散热
腔II（2）、
散热腔III（3）、
发热节环块（4）、
散热管道（5）、制热节环腔（6）、
固定螺栓（7）、
球形
垫片（8），
散热管道（5）内装有三个尺寸相同的发热节环块（4），
每个发热节环块（4）和散热
管道（5）配合形成三个通流体积相同的制热节环腔（6），
两两发热节环块（4）之间等距形成
等体积的散热腔I（1）、
散热腔II（2）、
散热腔III（3），
发热节环块（4）和散热管道（5）通过固
定螺栓（7）、
球形垫片（8）连接组合成竹节式构件，
当油液在规定时间内按一定压力P流入到
左端发热节环块（4），
经制热节环腔宽度b（9）的制热节环腔（6）流进散热腔I时，
制热节环腔
（6）将产生压力阻力而损失功率，
该损失功率根据热功当量转换为油液热量，
此时所产生的
压力损失计算如下：

其中，
P为流经发热节环块（4）单位面积内所损失的压力；
Q为在规定时间内流满散热腔I所需油液；
b为制热节环腔宽度，
如果b值小一个数量级，
则P值增加三次方数量级；
损失的功率根据热功当量形成油液的热量，
该热量通过散热腔I对应的散热管道（5）散
热，
而散热腔I原有的油液通过中间发热节环块（4）同体积、
同时间、
同压力、
同损失功率流
入散热腔II并通过散热腔II对应的散热管道（5）散热，
散热腔II原有的油液通过右端发热
节环块（4）进入散热腔III，
以此类推，
故看似系统油液只推进一个腔却带来后边所有腔内
的移动，
由于每个腔内的功率损失一样、产生的热量一样、
散热体积一样，
所以散热也一样，
达到首尾温度均衡，
也有效节约能源。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竹节式油压均温制热装置的使用方法，
其特征是：
所述的发热
节环块（4）有在其外圆周上均匀布置的三个窄凸台，
窄凸台内有固定螺纹孔，
与散热管道
（5）配合形成制热节环腔宽度b（9）和固定封油凸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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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节式油压均温制热装置的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竹节式油压均温制热装置的使用方法，
特别是均衡制热的竹节式
油压均温制热装置的使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对于有特殊要求的均衡制热场合，
如高精密液压机床、
高精度仪器仪表、量规、平
面平台、
核电反应堆的恒温保护等，
传统方式制热首热尾冷，
温度分布不均匀。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竹节式油压均温制热装置的使用方法，
较好地解决上述问题，
实现利用油压的均衡制热。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
该制热装置包括散热腔I（1）、散热腔II（2）、散热腔
III（3）、
发热节环块（4）、
散热管道（5）、制热节环腔（6）、
固定螺栓（7）、
球形垫片（8），
散热管
道（5）内装有三个尺寸相同的发热节环块（4），
每个发热节环块（4）和散热管道（5）配合形成
三个通流体积相同的制热节环腔（6），
两两发热节环块（4）之间等距形成等体积的散热腔I
（1）、
散热腔II（2）、
散热腔III（3），
发热节环块（4）和散热管道（5）通过固定螺栓（7）、
球形垫
片（8）连接组合成竹节式构件，
当油液在规定时间内按一定压力P流入到左端发热节环块
（4），
经制热节环腔宽度b（9）的制热节环腔（6）流进散热腔I时，
制热节环腔（6）将产生压力
阻力而损失功率，
该损失功率根据热功当量转换为油液热量，
此时所产生的压力损失计算
如下：

[0005]

[0006]

其中，
[0007] P为流经发热节环块（4）单位面积内所损失的压力；
[0008] Q为在规定时间内流满散热腔I所需油液；
[0009]
b为制热节环腔宽度，
如果b值小一个数量级，
则P值增加三次方数量级；
[0010]
损失的功率根据热功当量形成油液的热量，
该热量通过散热腔I对应的散热管道
（5）散热，
而散热腔I原有的油液通过中间发热节环块（4）同体积、
同时间、
同压力、
同损失功
率流入散热腔II并通过散热腔II对应的散热管道（5）散热，
散热腔II原有的油液通过右端
发热节环块（4）进入散热腔III，
以此类推，
故看似系统油液只推进一个腔却带来后边所有
腔内的移动，
由于每个腔内的功率损失一样、产生的热量一样、散热体积一样，
所以散热也
一样，
达到首尾温度均衡，
也有效节约能源。
[0011] 所述的发热节环块（4）有在其外圆周上均匀布置的三个窄凸台，
窄凸台内有固定
螺纹孔，
与散热管道（5）配合形成制热节环腔宽度b（9）和固定封油凸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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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
1、
实现利用油压的均衡制热；
2、
通过首尾温度均衡，
有效节约能源。

附图说明
[0013] 图1 本发明的装置结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实施例1：
该制热装置包括散热腔I（1）、散热腔II（2）、散热腔III（3）、
发热节环块
（4）、
散热管道（5）、制热节环腔（6）、
固定螺栓（7）、
球形垫片（8），
散热管道（5）内装有三个尺
寸相同的发热节环块（4），
每个发热节环块（4）和散热管道（5）配合形成三个通流体积相同
的制热节环腔（6），
两两发热节环块（4）之间等距形成等体积的散热腔I（1）、散热腔II（2）、
散热腔III（3），
发热节环块（4）和散热管道（5）通过固定螺栓（7）、
球形垫片（8）连接组合成
竹节式构件。
[0015] 所述的发热节环块（4）有在其外圆周上均匀布置的三个窄凸台，
窄凸台内有固定
螺纹孔，
与散热管道（5）配合形成制热节环腔宽度b（9）和固定封油凸台（10）。
[0016] 工作原理：
当油液按一定的压力P在规定的时间内流到左端发热节环块（4），
经制
热节环腔宽度b（9）、制热节环腔（6）流到与散热腔I体积相同的油液，
此过程将产生压力阻
力而损失功率，
损失的功率根据热功当量转换成热量。损失的功率根据热功当量形成油液
的热量，
该热量通过散热腔I（1）对应的散热管道（5）散热，
散热腔I原有的油液通过中间发
热节环块（4）同体积、
同时间、
同压力、
同损失功率、
同散热段流入散热腔II，
散热II原有的
油液通过右端发热节环块4进入散热腔III，
以此类推，
故看似系统油液只推进一个腔却带
来后边所有腔内的移动，
由于每个腔内的功率损失一样、产生的热量一样、散热体积一样，
所以散热也一样，
达到首尾温度均衡，
也有效节约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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