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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的示例实施方式涉及用于液体冷却

的系统。例如，用于带有冷却室的液体冷却的系

统能够包括与计算装置内的发热装置接触的液

体冷却室，该液体冷却室用于装有液体冷却剂并

且将热量从发热装置传递至围绕液体冷却室的

周界延伸的液体循环回路。用于带有冷却室的液

体冷却的系统能够进一步包括邻近于液体冷却

室的梳状结构以便将热量传递至液体循环回路

中，并且包括联接至液体循环回路的液体出口管

以便引导液体冷却剂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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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液体冷却的系统，包括：

液体冷却室，所述液体冷却室与计算装置内的第一发热装置接触，所述液体冷却室用

于装有液体冷却剂并且将热量从所述第一发热装置传递至液体循环回路中；

所述液体循环回路，所述液体循环回路围绕所述液体冷却室的周界延伸，并且所述液

体循环回路围绕所述第一发热装置延伸；

梳状结构，所述梳状结构邻近于所述液体冷却室和所述液体循环回路，以便将热量从

第二发热装置传递至所述液体循环回路中，其中，所述梳状结构包括冷却板和梳状部分，并

且所述液体冷却剂能够流过所述梳状结构的内部；以及

液体出口管，所述液体出口管联接至所述液体循环回路以便引导所述液体冷却剂的流

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发热装置位于所述计算装置内的服务器中，

并且进一步包括液体出口管以便将所述液体冷却剂的流动引导至所述液体冷却室和所述

液体循环回路以外的位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液体循环回路包括热传导材料。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

所述液体冷却室、所述液体循环回路以及所述梳状结构包括待安装在所述计算装置中

的液体冷却组件；

所述发热装置包括处理器；以及

所述梳状结构包括多个固体导热路径以便在安装所述液体冷却组件时插入存储模块

之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液体冷却室与电压调节器间接接触。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系统，进一步包括联接至所述液体冷却室的热接触基座，所述

热接触基座与所述电压调节器接触。

7.一种用于液体冷却的系统，包括：

液体冷却室，所述液体冷却室联接至服务器装置接触垫，所述液体冷却室用于装有液

体冷却剂并且将热量传递至液体循环回路中；

所述服务器装置接触垫与服务器系统内的发热装置接触并且用于将热量传递至所述

液体冷却室；

液体循环回路，所述液体循环回路围绕所述液体冷却室的周界延伸，并且所述液体循

环回路围绕所述发热装置延伸，以便围绕所述液体冷却室引导所述液体冷却剂的流动；以

及

梳状结构，所述梳状结构邻近于所述液体冷却室和所述液体循环回路，以便将热量从

第二发热装置传递至所述液体循环回路中，其中，所述梳状结构包括冷却板和梳状部分，并

且所述液体冷却剂能够流过所述梳状结构的内部。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液体循环回路联接至由热传导材料组成的热

接触基座，所述热接触基座用于将热量传递至所述液体循环回路中。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热接触基座与电压调节器接触。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热接触基座包括：

第一表面，所述第一表面具有与所述液体冷却室的平面平行的平面，所述第一表面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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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调节器接触；以及

第二表面，所述第二表面具有与所述液体冷却室的所述平面平行并且与所述第一表面

相反的平面，所述第二表面与热界面材料接触。

11.一种用于液体冷却的系统，包括：

双层冷板，所述双层冷板包括：

液体冷却层，所述液体冷却层包括液体冷却室和液体循环回路，所述液体循环回路用

于围绕所述液体冷却室的周界引导液体冷却剂的流动；以及

热界面层，所述热界面层与所述液体冷却层相反，所述热界面层包括热传导表面以便

将热量从第一发热装置引导至所述液体冷却层；以及

梳状结构，所述梳状结构邻近于所述双层冷板以便将热量从第二发热装置传递至所述

液体循环回路，其中，所述梳状结构包括冷却板和梳状部分，并且所述液体冷却剂能够流过

所述梳状结构的内部。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第一发热装置包括处理器，并且所述第二

发热装置包括存储模块。

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系统，进一步包括与电压调节器间接接触的所述液体循环

回路，所述液体循环回路用于从所述电压调节器引导热量。

14.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系统，进一步包括联接至所述双层冷板并且与电压调节器

接触的热接触基座，所述热接触基座用于将热量从所述电压调节器引导至所述液体循环回

路。

15.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梳状结构包括在多个存储模块之间延伸的

多个固体导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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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液体冷却的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公开涉及用于液体冷却的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电子装置可能具有温度极限。例如，在电子装置的温度达到或超过阈值温度的情

况下，电子装置可能发生故障。可以使用冷却系统来控制电子装置的使用所产生的热量。示

例冷却系统包括空气冷却系统和液体冷却系统。

发明内容

[0003] 在根据本公开的一个方面中，提供一种用于液体冷却的系统，包括：液体冷却室，

所述液体冷却室与计算装置内的发热装置接触，所述液体冷却室用于装有液体冷却剂并且

将热量从所述发热装置传递至围绕所述液体冷却室的周界延伸的液体循环回路中；梳状结

构，所述梳状结构邻近于所述液体冷却室以便将热量传递至所述液体循环回路中；以及液

体出口管，所述液体出口管联接至所述液体循环回路以便引导所述液体冷却剂的流动。

[0004] 在根据本公开的另一个方面中，提供一种用于液体冷却的系统，包括：液体冷却

室，所述液体冷却室联接至服务器装置接触垫，所述液体冷却室用于装有液体冷却剂并且

将热量传递至液体循环回路中；所述服务器装置接触垫与服务器系统内的发热装置接触并

且用于将热量传递至所述液体冷却室；以及液体循环回路，所述液体循环回路围绕所述液

体冷却室的周界延伸以便围绕所述液体冷却室引导所述液体冷却剂的流动。

[0005] 在根据本公开的又一个方面中，提供一种用于液体冷却的系统，包括：双层冷板，

所述双层冷板包括：液体冷却层，所述液体冷却层包括液体冷却室和液体循环回路，所述液

体循环回路用于围绕所述液体冷却室的周界引导液体冷却剂的流动；以及热界面层，所述

热界面层与所述液体冷却层相反，所述热界面层包括热传导表面以便将热量从第一发热装

置引导至所述液体冷却层；以及梳状结构，所述梳状结构邻近于所述双层冷板以便将热量

从第二发热装置传递至所述液体循环回路。

附图说明

[0006] 图1示出了根据本公开内容的用于液体冷却的示例系统。

[0007] 图2示出了根据本公开内容的用于液体冷却的梳状结构的示例的示意图。

[0008] 图3示出了根据本公开内容的用于液体冷却的示例系统的示意图。

[0009] 图4进一步示出了根据本公开内容的用于液体冷却的示例系统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0] 电子系统可以被设计成平衡功率密度、空间布局、温度要求、声学噪音以及其他因

素之间的冲突。空气冷却系统可以使用散热片和风扇以便从发热装置和/或包括发热装置

的服务器系统中去除“废”热。当在本文中使用时，除了其他的以外，发热装置表示存在于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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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装置(诸如，服务器，笔记本计算机，桌面计算机，)中的电部件，在操作期间这些电部件能

够产生热量。除了其他的以外，发热装置的示例包括：处理器，诸如，中央处理单元(CPU)和

图形处理单元(GPU)；存储模块，诸如，双列直插式存储模块(DIMM)以及电压调节器。当在本

文中使用时，服务器系统可以表示可能包含彼此堆叠的多个服务器和/或机箱的系统。服务

器可以表示机架式服务器、刀片式服务器、服务器卡盒、机箱、机架和/或各种负载。机架式

服务器可以包括被用作服务器并且被设计成安装在机架中的计算机。刀片式服务器可以包

括容纳在卡盒中的薄的模块化电子电路板并且每个刀片是一个服务器。当在本文中使用

时，服务器卡盒可以包括基本上环绕处理器、存储器以及联接至处理器的非易失性存储装

置的框架(例如，外壳)。机箱可以包括可以包含多个刀片式服务器并且提供服务(诸如，电

源、冷却、网络连接和各种相互连接和管理)的封闭体。

[0011] 散热片和风扇的使用增加了用于操作发热装置和/或服务器系统的电力，并且可

能引起过度的声学噪音和较低的系统密度。与空气冷却相比，液体冷却可以是更高效的；然

而，液体冷却通常包括位于发热装置内的管路连接件。当液体经过管路连接件时，在发热装

置内引入了液体泄漏的风险。

[0012] 液体泄漏可能引起发热装置的损坏。例如，泄漏的液体可能使得发热装置发生故

障和/或停止。为了降低损坏，可以使用介电流体。然而，与其他液体比较，介电流体昂贵并

且具有危险性(例如，在如何处理该液体的控制和限制中的安全问题)，并且介电流体的热

性能比其他液体(诸如，水)低。

[0013] 液体冷却组件可以用于在发热装置附近引导液体冷却剂但不与发热装置接触。这

个技术被称为直接液体冷却(DLC)，其中，液体冷却剂保持处于管、软管和/或集管

(manifold)内，并且在需要时在整个服务器系统中运输。相比之下，浸没式冷却允许液体冷

却剂直接接触发热装置。当在本文中使用时，液体冷却剂可以表示水，但是可以使用除水以

外的液体。除了服务器内的其他结构以外，液体冷却组件可以包括液体冷却室和液体循环

回路以便在发热装置附近载送液体冷却剂。在一些示例中，液体冷却组件可以联接至具有

多个液体快速断开件的墙(wall)结构。该墙结构能够填充有多个流体通道，该流体通道允

许液体冷却剂被泵入至冷却基部中或者从冷却基部泵出。液体冷却组件的一些区段可以不

与发热装置直接接触，而是通过导热结构使得热量能够被传递至液体冷却结构。

[0014] 在一些情况中，消费者和/或其他人员可能想要移除液体冷却组件以便维护邻近

于该液体冷却组件的发热装置。然而，该液体冷却组件可能被固定就位，并且可能在服务器

系统内的多个方向上和小的空间中延伸，这可能使得难以移除该液体冷却组件。例如，消费

者可能具有安装在服务器中的多种发热装置。这些发热装置中的一个可能需要维护和/或

更换，并且消费者可能想要快速且高效地接近发热装置，而不产生服务器系统中的液体泄

漏的风险。

[0015] 根据本公开内容的示例可以包括具有集成的液体冷却室的液体冷却系统，其可以

使液体冷却剂的流动在服务器系统内的发热装置附近延伸以便冷却发热装置，并且允许用

户(诸如，消费者)容易地移除和维护。液体冷却系统可以利用最小量的软管和连接件而将

热量从发热装置引导至液体冷却剂中。另外，液体冷却系统能够同时地(例如，基本上同时

地)冷却服务器内的多个装置，诸如，处理器，存储模块和电压调节器(VR)，同时减少空间占

用以及降低液体泄漏的风险。另外，液体冷却系统能够提高接近发热装置的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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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图1图示了根据本公开内容的用于液体冷却的系统100。系统100可以包括与服务

器系统109内的发热装置103‑1、103‑2接触的液体冷却室101‑1、101‑2。虽然图1将液体冷却

室101‑1、101‑2示出为具有圆形形状，但是示例不限于此并且液体冷却室101‑1、101‑2可以

具有不同的形状，诸如，方形，矩形，管状等。而且，当在本文中使用时，液体冷却室可以表示

装有液体冷却剂并且从发热装置传递热量的装置。液体冷却剂并非长期地存储在液体冷却

室中，而是相反地，液体冷却剂从服务器外部的装置被泵入并泵出液体冷却室和/或流入并

流出液体冷却室。当在本文中使用时，除了其他热传递机构以外，“传递”热量可以表示热能

通过传导和/或对流而从较高温度的区域传递至较低温度的区域(例如，相对于较高的温度

而言较低)。

[0017] 在一些示例中，液体冷却室101‑1和101‑2(在本文中被共同地成为液体冷却室

101)可以将热量传递至围绕液体冷却室101的周界延伸的液体循环回路105‑1和105‑2(在

本文中被共同地称为液体循环回路105)中。如图1所示，液体循环回路105能够邻近于液体

冷却室101。例如，液体循环回路105能够位于距离液体冷却室101的阈值距离内。液体循环

回路105可以表示可以引导液体冷却剂的流动的通道和/或多个通道。例如，液体循环回路

105可以从与服务器系统109相关联的服务器冷却组件接收液体冷却剂，如在本文中所述，

该服务器冷却组件可以连接或不连接至冷却基部。液体循环回路105可以从服务器冷却组

件接收液体冷却剂，将液体冷却剂的流动引导至液体冷却室101中以用于暂时存储和冷却

发热装置(例如，发热装置103)，并且将液体冷却剂的流动引导通过围绕液体冷却室101的

周界延伸的通道。

[0018] 液体循环回路105的形状和/或设计不限于图1中所示的形状和/或设计。例如，液

体循环回路105可以具有方形的形状和/或设计以及弧形的形状和/或设计。额外地，液体循

环回路105可以包括具有不同形状和/或设计的多个部分。例如，液体循环回路105的第一部

分可以具有大体上方形的形状，并且液体循环回路105的第二部分可以具有大体上弧形的

形状。

[0019] 在一些示例中，液体出口管107可以联接至液体循环回路105以便引导液体冷却剂

的流动。液体出口管107可以连接至服务器冷却组件(诸如，水墙)，该服务器冷却组件向服

务器机架提供液体冷却剂。例如，发热装置103可以位于服务器系统109内的服务器中，并且

可以进一步包括液体出口管107以便将液体冷却剂的流动引导至液体冷却室和液体循环回

路以外的位置。例如，在一些示例中，液体出口管107能够将液体冷却剂的流动引导至服务

器外部的位置，诸如，水墙结构的冷却托架(bay)。换句话说，服务器系统109内的每个服务

器可以至少包括液体冷却室101，液体循环回路105，液体出口管107以及各种发热装置103，

使得来自发热装置103的热量被引导至服务器外部的位置，诸如，冷却托架。然而，示例不限

于此。液体出口管107能够将液体冷却剂的流动引导至服务器内的位置。例如，液体出口管

107可以将液体冷却剂的流动引导至服务器内的液体‑空气热交换器(在图1中未示出)，以

便将来自发热装置103的热量排出至服务器中的环境空气。

[0020] 在一些示例中，系统100可以包括多个发热装置103，并且液体循环回路105可以设

置在各种并行或串行的流动路径中以用于各种导向或冷却需求。例如，除了其他发热装置

以外，系统100可以包括两个处理器(103‑1、103‑2)。每个处理器可以具有相关联的液体冷

却室以使得处理器103‑1可以与液体冷却室101‑1相关联，并且处理器103‑2可以与液体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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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室101‑2相关联。液体循环回路105可以设置在串行的流动结构中以使得液体冷却剂可以

流动至液体冷却室101‑1，经由液体循环回路105‑1环绕液体冷却室101‑1，经由液体循环回

路105‑1和/或液体循环回路105‑2流动到液体冷却室102，经由液体循环回路105‑2环绕液

体冷却室101‑2，并且经由液体出口管107离开服务器。额外地和/或替代地，液体循环回路

105可以设置在并行的流动结构中以使得液体冷却剂可以并行地(例如，基本上同时地)流

动至液体冷却室101‑1和液体冷却室101‑2，并且液体冷却剂可以并行地(例如，基本上同时

地)经由液体循环回路105‑1和105‑2环绕液体冷却室101‑1和101‑2。

[0021] 液体循环回路105可以包括热传导材料。例如，液体循环回路105可以由铝、铝组成

物、铜、铜组成物、铂、铂组成物和/或其他热传导材料。在一些示例中，液体循环回路105可

以具有包括不同材料的多个部分。例如，液体循环回路105的第一部分由诸如铝的热传导材

料组成，并且液体循环回路105的第二部分由诸如塑料的具有低热传导率的材料组成。在一

些示例中，液体循环回路105可以是填充有液体冷却剂的中空室。额外地和/或替代地，液体

循环回路105可以包括嵌入式管道结构。

[0022] 液体循环回路105可以被成形为与服务器内的发热装置最大化接触。例如，液体循

环回路105可以具有方形、矩形、圆形或椭圆形的横截面。另外，液体循环回路105可以被定

位成紧密靠近于发热装置，同时仍然围绕液体循环回路105的周界延伸。当在本文中使用

时，紧密靠近于发热装置表示液体循环回路被定位成离发热装置的距离小于阈值距离。

[0023] 在一些示例中，系统100可以包括邻近于液体冷却室101的梳状结构111‑1、111‑2

以便将热量传递至液体循环回路105中。当在本文中使用时，梳状结构表示具有联接至冷却

板的多个挤出尖端(诸如，铝挤出尖端)的结构。如进一步关于图2描述的，多个挤出尖端中

的每个挤出尖端能够在服务器中的多个存储模块之间延伸。梳状结构111‑1、111‑2可以包

括多个固体导热路径以便在安装液体冷却组件时插入存储模块之间。当在本文中使用时，

固体导热路径可以表示不具有液体通路的导热路径。额外地和/或替代地，梳状结构111‑1、

111‑2可以包括闭合回路导热路径。当在本文中使用时，闭合回路导热路径可以表示具有液

体通路的导热路径，该液体通路对于梳状结构111‑1、111‑2外部的液体冷却剂交换密封(例

如，关闭)，如与对于梳状结构111‑1、111‑2外部的液体冷却剂交换开放的循环通路相反。

[0024] 当在本文中使用时，液体冷却组件可以表示共同地冷却服务器内的各种部件的多

个液体冷却装置。例如，液体冷却组件可以包括液体冷却室101，液体循环回路105和梳状结

构111‑1、111‑2。液体冷却组件可以安装在服务器系统中，并且在需要时被移除和/或维护。

除了其他的以外，液体冷却组件可以冷却各种发热装置，诸如，处理器，多个存储模块和/或

电压调节器。

[0025] 液体冷却组件可以具有多个液体冷却室，多个液体循环回路和多个梳状结构。例

如，液体冷却剂可以流动至第一液体冷却室(例如，液体冷却室101)，流过第一液体冷却室

(例如，液体冷却室101)，流动至第二液体冷却室(图1中未示出)，流过第二液体冷却室(图1

中未示出)，并且通过流体出口管107流出。换句话说，液体冷却组件可以包括串行和/或并

行连接的多个液体冷却装置。

[0026] 在一些示例中，液体冷却系统可以与电压调节器间接接触。例如，热接触基座113

可以联接至液体冷却室(例如，液体冷却室101‑1)。当在本文中使用时，热接触基座表示至

少部分地热传导并且接触发热装置的挤出部。换句话说，热接触基座113可以表示从液体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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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室101延伸至以便接触发热装置(诸如，与其接触的电压调节器)的位置的热传导挤出部。

当在本文中使用时，电压调节器可以表示将电源的电压维持在阈值范围内的电路。热接触

基座113可以与电压调节器接触并且可以将热量从电压调节器传递至液体循环回路105中。

以此方式，流体循环室101以从与其接触的处理器传递热量，梳状结构111‑1、111‑2可以从

多个存储模块传递热量，并且热接触基座113可以从电压调节器传递热量。液体循环回路

105可以从梳状结构111‑1、111‑2，流体循环室101以及热接触基座113传递热量。即，液体冷

却剂可以经过液体循环回路105并且从梳状结构111‑1、111‑2，流体循环室101以及热接触

基座113中的每一个传递热量，并且经由液体出口管107将液体冷却剂的流动引导离开服务

器。

[0027] 虽然图1将热接触基座113示出为联接至液体循环回路105，但示例不限于此。例

如，热接触基座113能够从液体循环回路105移除(例如，脱离)。另外，虽然热接触基座113被

示出为以液体循环回路105的侧面长度延伸的大体上矩形结构，但是示例不限于此。例如，

热接触基座113可以具有与图1中所示不同的形状，并且可以大于或小于图1中所示的形状。

[0028] 图2示出了根据本公开内容的用于液体冷却的梳状结构211的示例的示意图。图2

中所示的梳状结构211可以与图1中所示的梳状结构111‑1、111‑2近似。梳状结构211可以使

用冷却板215‑1，冷却板215‑1包括可以定位在存储模块219之间的多个梳状部215‑2。

[0029] 梳状结构211可以包括冷却板215‑1，该冷却板215‑1包括内部部分和梳状部分

215‑2。梳状部分215‑2可以包括联接至冷却板215‑1的挤出尖端(例如，铝挤出尖端等)。除

了其他的冷却技术以外，冷却板215‑1和梳状部分215‑2可以由下列内容中的一个或多个组

成：高性能导热解决方案(导热管)的组合，流过冷却板215‑1和梳状部分215‑2并且返回至

冷却单元201的冷却剂。在一些示例中，液体(例如，水，冷却剂等)可以流过梳状部分215‑2

的内部以便冷却存储模块219。

[0030] 来自存储模块219的热量可以被传递至梳状部分215‑2和/或被梳状部分215‑2内

的液体吸收。来自存储模块219的热量可以被传递至冷却板215‑1并且流动至液体冷却室

201。在一些示例中，热界面连接部217可以被用于将热量从冷却板215‑1传递至液体冷却室

201。在一些示例中，液体冷却剂可以流过冷却板215‑1，流过梳状部分215‑2并且回到液体

冷却室201以便从存储模块219移除热量。

[0031] 液体循环回路(例如，图1所示的液体循环回路105)可以紧密靠近于梳状部分215‑

2。液体循环回路可以传递液体冷却剂(诸如，水)，并且因此在暖梳状部分215‑2和液体循环

回路内的冷液体冷却剂之间形成温度差。这样一来，热量可以从梳状部分215‑2传递至液体

循环回路，并且经由液体循环回路远离服务器。

[0032] 在一些示例中，冷却板215‑1可以被不同的热交换单元替换，诸如：固体导热材料

(例如，铝，石墨，铜等)，诸如蒸气室或冷却剂室的高性能导热解决方案和/或连续流动的液

体冷却剂系统。在这些示例中，液体冷却室201可以用于对冷却板215‑1和梳状部分215‑2进

行冷却和/或用于从存储模块219移除热量。

[0033] 图3示出了根据本公开内容的用于液体冷却的示例系统300的示意图。图3中所示

的系统300可以与图1中所示的系统100近似。如图3中所示，系统300可以包括联接至服务器

装置接触垫302的液体冷却室301，液体冷却室301用于装有液体冷却剂并且将热量传递至

液体循环回路305中，如关于图1所述。另外，服务器装置接触垫302可以与服务器系统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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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热装置(例如，关于图1描述的发热装置103)接触，并且可以将热量传递至液体冷却室

301。虽然图3将服务器装置接触垫302示出为具有圆形形状，但是示例不限于此，并且服务

器装置接触垫302能够具有其他形状。另外，服务器装置接触垫302能够包括热传导材料以

使得热量可以经由服务器装置接触垫302从发热装置(例如，发热装置103)传递至液体冷却

室301。在一些示例中，液体循环回路305可以围绕液体冷却室的周界延伸以便围绕液体冷

却室引导液体冷却剂的流动，如关于图1所描述的。

[0034] 如关于图1所描述的，液体循环回路305可以联接至由热传导材料组成的热接触基

座313。热接触底座313可以将热量传递至液体循环回路305中。例如，热接触基座313可以与

电压调节器(图3中未示出)接触，并且可以将热量从电压调节器传递至液体循环回路305。

[0035] 如图3中所示，系统300可以包括双层冷板。该双层冷板可以包括液体冷却层，该液

体冷却层包括液体冷却室301和液体循环回路305，液体循环回路305用于围绕液体冷却室

301的周界引导液体冷却剂的流动。另外，该双层冷板可以包括与液体冷却层相反的热界面

层，包括热传导表面(诸如，服务器装置接触垫302)的热界面层用于将热量从发热装置(诸

如，处理器)引导至液体冷却层(诸如，液体冷却室301)。如关于图1所描述的，系统300可以

包括邻近于双层冷板的梳状结构(例如，图1中所示的梳状结构111‑1、111‑2和/或图2中所

示的梳状结构211)以便将热量从另一个发热装置传递至液体循环回路305。

[0036] 系统300可以从多个发热装置引导热量。例如，第一发热装置可以包括处理器，第

二发热装置可以包括存储模块和/或存储模块阵列，并且第三发热装置可以包括电压调节

器。然而，示例不限于此并且可以包括其他形式的发热装置。液体循环回路305可以与电压

调节器间接接触，并且液体循环回路305可以将来自电压调节器的热量引导远离服务器系

统。

[0037] 电压调节器可以紧密靠近于处理器。电压调节器可以由电感器和一系列电部件

(诸如，电感器，电容器和集成电路)组成。电压调节器可以被空气冷却，然而，根据本公开内

容的热接触基座313可以提供经由液体冷却的电压调节器的改进的冷却。如图3中所示，热

接触基座313可以被形成为阶梯和/或附属物。热接触基座313可以提供电压调节器和液体

循环回路305之间的顺应性连接。例如，能够利用间隙垫热界面材料实现该顺应性。在一些

示例中，热接触基座313可以具有从其流过的液体冷却剂。然而，示例不限于此，并且热接触

基座313可以包括固体导热材料。

[0038] 如在本文中进一步描述的，热接触基座313可以联接至双层冷板，并且可以与电压

调节器接触。热接触基座313可以将热量从电压调节器引导至液体循环回路305。额外地，梳

状结构(例如，梳状结构111‑1、111‑2)可以包括在多个存储模块之间延伸的多个固体导热

板。例如，存储模块可以是双列直插式存储模块(DIMM)。通过固体导热路径(例如，没有液体

从该路径中通过)，来自存储模块的热量可以被传递至液体循环回路305中。

[0039] 图3进一步示出根据本公开内容的用于液体冷却的示例系统400的示意图。系统

400可以与图1中所示的系统100以及图3中所示的系统300近似。在一些示例中，热接触基座

413可以具有既传递热量又绝缘的表面。例如，热接触基座413可以包括第一表面406，第一

表面406具有平行于液体冷却室401的平面408的平面，第一表面406与电压调节器接触，并

且第二表面404具有平行于液体冷却室401的平面408并且与第一表面406相反的平面，第二

表面404与热界面材料接触。除了能够联接至热接触基座413的其他热界面材料以外，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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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材料能够包括间隙垫型材料。热界面材料能够包括电绝缘且导热的材料。

[0040] 虽然本文中的示例描述了液体循环回路对单个处理器进行冷却的系统，但是示例

不限于此。在一些示例中，本文中的系统可能具有串行的流动路径。例如，液体冷却剂的流

动可以从一个处理器前进到另一个处理器，然后离开。额外地，在一些示例中，用于加速液

体冷却剂的流动的泵或其他装置可以安装在该系统内(例如，安装在图4所示的系统400

内)。例如，系统400可以具有安装的小泵以便有助于液体冷却剂的流动。

[0041] 当在本文中使用时，“一个”或“多个”物体可以表示一个或多个这样的物体。例如，

“多个小部件”可以表示多个小部件。以上说明书、示例和数据提供了对本方法和本应用的

描述以及本公开内容的系统和方法的用途。由于在不脱离本公开内容的系统和方法的精神

和范围的情况下可以做出许多示例，所以本说明书仅阐述了许多可能的示例构造和实施方

式中的一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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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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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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