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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热虹吸管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节能技术领域，
涉及一种基
于多尺度协同疏水表面高充液率环路热虹吸管，
该虹吸管可用于复杂工况下高温部件冷却。
所述
的基于多尺度协同疏水表面高充液率环路热虹
吸管，
除加热区和冷却区外，
其余管路为多尺度
协同疏水表面传热管路；
所述的加热区在基于多
尺度协同疏水表面高充液率环路热虹吸管上的
高度低于冷却区在基于多尺度协同疏水表面高
充液率环路热虹吸管上的高度。
本实用新型可提
高换热系数20％以上，
可实现流动阻力的大幅下
降，
小功率稳定运行效果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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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基于多尺度协同疏水表面高充液率环路热虹吸管，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基于多
尺度协同疏水表面高充液率环路热虹吸管，
除加热区和冷却区外，
其余管路为多尺度协同
疏水表面传热管路；
所述的加热区在基于多尺度协同疏水表面高充液率环路热虹吸管上的
高度低于冷却区在基于多尺度协同疏水表面高充液率环路热虹吸管上的高度；
所述的加热区外部设有加热装置，
用于对液体传热工质进行加热；
所述的冷却区外部套有冷却水套，
用于对液体传热工质进行冷却；
所述的多尺度协同疏水表面传热管路内表面制作包含微米结构和纳米结构的疏水表
面。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多尺度协同疏水表面高充液率环路热虹吸管，
其特
征在于，
所述的多尺度协同疏水表面传热管路内表面的疏水表面采用化学腐蚀方法，
利用
化学置换反应得到。
3 .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基于多尺度协同疏水表面高充液率环路热虹吸管，
其
特征在于，
所述的疏水表面，
其接触角大于150 °
，
滚动角小于5°
。
4 .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基于多尺度协同疏水表面高充液率环路热虹吸管，
其
特征在于，
所述的基于多尺度协同疏水表面高充液率环路热虹吸管的管路材质为铜。
5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基于多尺度协同疏水表面高充液率环路热虹吸管，
其特
征在于，
所述的基于多尺度协同疏水表面高充液率环路热虹吸管的管路材质为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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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多尺度协同疏水表面高充液率环路热虹吸管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节能技术领域，
涉及一种基于多尺度协同疏水表面高充液率环路
热虹吸管，
该虹吸管可用于复杂工况下高温部件冷却(如大功率芯片、LED、太阳能集热器
等)。
背景技术
[0002] 对于高充液率(60％-90％之间)的两相环路热虹吸管，
加热面附近的换热方式为
流动沸腾(液相对流+液相蒸发沸腾) ，
因此相对低充液率热虹吸管(池沸腾相变换热) ，
换热
系数高的多，
并可实现高热流密度传热(大于10W/cm 2) ，
适用于小加热面积、
高热流密度工
况传热，
是解决小空间大热流散热问题的有效途径。
[0003] 高充液率两相环路热虹吸管利用液相蒸发产生的汽泡，
推动管内流体产生环流，
实现自驱动，
因此汽泡迁移速度决定了管内环流速度，
环流速度越大，
该传热系统的换热系
数越高，
温度波动幅度、加热区与冷却区温差以及整个环路的温度梯度均会得以改善，
传热
系统工作更加可靠。
[0004] 汽泡迁移速度受到重力和壁面流动阻力的影响，
因此高充液率两相环路热虹吸管
需一定启动功率才可实现环流稳定运行，
小功率稳定运行效果较差。尽可能降低汽泡迁移
的阻力，
提高环流速度是实现此传热系统小功率运行的有效途径。
[0005] 因此，
如何降低汽泡迁移的阻力，
提高环流速度是改善高充液率两相环路热虹吸
管传热性能的重中之重。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为解决上述为问题，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基于多尺度协同疏水表面高充液率环路
热虹吸管，
利用多尺度(微米结构+纳米结构)协同原理形成疏水表面，
降低壁面摩擦系数，
进而降低高充液率两相环路热虹吸管中汽泡迁移阻力，
实现环流速度的提高，
增强高充液
率两相环路热虹吸管换热性能。
[0007]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
[0008] 一种基于多尺度协同疏水表面高充液率环路热虹吸管，
所述的基于多尺度协同疏
水表面高充液率环路热虹吸管，
除加热区和冷却区外，
其余管路为多尺度协同疏水表面传
热管路；
所述的加热区在基于多尺度协同疏水表面高充液率环路热虹吸管上的高度低于冷
却区在基于多尺度协同疏水表面高充液率环路热虹吸管上的高度；
[0009] 所述的加热区外部设有加热装置，
用于对液体传热工质进行加热；
[0010] 所述的冷却区外部套有冷却水套，
用于对液体传热工质进行冷却；
[0011] 所述的多尺度协同疏水表面传热管路内表面制作包含微米结构和纳米结构的疏
水表面。
[0012] 所述的多尺度协同疏水表面传热管路内表面的疏水表面采用化学腐蚀方法，
利用
化学置换反应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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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所述的疏水表面，
其接触角大于150 °
，
滚动角小于5°
。
[0014] 所述的基于多尺度协同疏水表面高充液率环路热虹吸管的管路材质为铜。
[0015] 通过实验研究发现，
本实用新型的基于多尺度协同疏水表面高充液率环路热虹吸
管可提高换热系数20％以上，
可实现流动阻力的大幅下降(约15％-40％)，
小功率稳定运行
效果得到改善，
系统持续运行4天以上，
没有出现性能明显变化的情况。
[0016]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0017] 1、
通过制作多尺度协同疏水表面降低壁面流动摩擦系数，
降低汽泡迁移阻力，
提
高管路环流速度，
增大高充液率环路热虹吸管传热能力，
改善对加热区温度的控制效果；
[0018] 2、
利用多尺度协同疏水表面，
降低了高充液率环路热虹吸管稳定运行的功率要
求，
拓宽了其功率适用范围。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多尺度协同疏水表面高充液率环路热虹吸管原理图。
[0020] 图中：
1加热区；
2汽泡；
3气相区；
4冷却区；
5多尺度协同疏水表面传热管路；
6液体
传热工质。
[0021] 图2是使用化学置换反应在铜管路表面形成的多尺度疏水表面电镜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下结合附图和技术方案，
进一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如图1所示，
对于高充液率环路热虹吸管，
在未加热前、
管路未充满时，
在管路顶端
存在一定的气相区3，
当在加热区1给予加热后，
加热区1附近的液体传热工质6发生相变产
生汽泡2，
在密度差作用下，
汽泡2向上运动，
对顶端的气相区3的气体产生挤压作用，
同时汽
泡2向上迁移过程中会推动液体传热工质6运动，
在管路内产生环流速度，
这样加热区1存在
液相对流和液相蒸发沸腾两种传热方式。
由于液体传热工质6不易被压缩，
因此当汽泡2产
生后，
相应的气相区3受到压缩，
体积降低。汽泡2迁移到冷却区4以后发生湮灭现象，
因此冷
却区4也存在对流和汽-液相变两种传热方式。汽泡2的迁移速度受加热功率、重力、壁面流
动阻力的影响，
其中汽泡2的迁移速度与壁面流动阻力或摩擦系数成反比。
[0024] 采用化学腐蚀方法，
利用化学置换反应在管路内(除了加热区1和冷却区4)制作出
包含微米结构和纳米结构的疏水表面，
形成多尺度协同疏水表面传热管路5(如图2所示，
是
AgNO3溶液腐蚀铜管表面后获得的微米+纳米复合疏水结构) ，
疏水表面的接触角达150 °
以
上，
滚动角小于5 °
，
可实现流动阻力的大幅下降(约15％-40％)。然后将制作好的多尺度协
同疏水表面传热管路5与图1中的加热区1对应的加热装置和冷却区4对应的冷却水套装配
好，
即形成多尺度协同疏水表面高充液率环路热虹吸管。在工作过程中，
由于管路壁面变成
了摩擦系数较低的疏水表面，
图1中的汽泡2迁移阻力下降，
迁移速度增大，
管路环流速度增
大，
换热性能提高。
[0025] 通过实验研究发现，
本实用新型的基于多尺度协同疏水表面高充液率环路热虹吸
管可提高换热系数20％以上，
系统启动功率下降30％左右，
系统持续运行4天以上，
没有出
现性能明显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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