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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method for heat dissipating com
prises: in each isolated physical partition isolated by in

针对每个被 隔 ¾ 出的物¾ 分 区，监 测该物¾ 分 区内关键 serting a board, a pallet or a dummy panel, etc. directly
节点的温度 ，其 中每 个物理分 区通过槽位上插入直达背 SI0I

t o a back board at a slot position, the temperature o f key
板 的单板 、托盘 或假 面板被 隔 离出，且每个物理 分区中 nodes in the physical partition i s monitored; and the r o

包括 至 少一 个槽位 tating speed o f fan in the physical partition i s determ
ined according to the monitored temperature o f the key

；艮据监 测到 的该物理 分区内关键节点 的温度 ，确定该物 . S102 nodes i n the physical partition. A device for heat dissip -

理分 区内每个风扇 的转速 ating comprises a monitoring module and a control
module. The monitoring module i s arranged for monit
oring the temperature of key nodes in the physical parti

图 / Fig. tion for each isolated physical partition, wherein each
physical partition includes at least one slot position.
The control module i s arranged for determining the r o5101 FOR EACH ISOLATED PHYSICAL PARTITION, THE

TEMPERATURE OF KEY NODES IN THE PHYSICAL tating speed o f each fan in the physical partition accord

PARTITION IS MONITORED, WHEREIN EACH PHYSICAL ing to the monitored temperature o f the key nodes i n the

PARTITION IS ISOLATED BY INSERTING A BOARD, A PALLET physical partition. Inside the ：frame, each slot position i s

OR A DUMMY PANEL DIRECTLY TO A BACK BOARD AT A divided to the isolated physical partition b y the board,
SLOT POSITION, AND EACH PHYSICAL PARTITION INCLUDES the pallet or the dummy panel, etc., and the board, the
AT LEAST ONE SLOT POSITION; pallet or the dummy panel, etc. directly to the back
5102 THE ROTATING SPEED OF EACH FAN IN THE PHYSICAL board. Therefore the independence between every phys
PARTITION IS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ical partition i s ensured, the mutual interference
MONITORED TEMPERATURE OF THE KEY NODES IN THE between different physical partitions i s avoided, and the
PHYSICAL PARTITION. accuracy of the determined rotating speed o f the fan i s

ensured, thus avoiding the waste o f fan power and redu
cing the fan noise.

(57) 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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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际公布：
- 包括 国际检索报告(条约第 2 1条 (3)) 。

一种散热方法包括 ：在通过槽位上插入直达背板 的单板 、托盘或假面板等 隔离 出的物理分 区中，监测该物理
分 区 内关键节点 的温度 ，根据监测到 的该物理分 区 内关键节 点的温度 ，确 定该物理分 区中风扇 的转速 。一种
散热装置包括 ：监测模块和控制模块 ；监测模块用于针对每个被隔离 出的物理分 区，监测该物理分 区内关键
节点的温度 ，其 中每个物理分 区中包括至少一个槽位 ；控制模块 ，用于根据监测到 的该物理分 区 内关键节 点
的温度 ，确 定该物理分 区每个风扇 的转速 。由于在机框 内部 ，通过单板 、托盘或假面板等将每个槽位划分到
了被 隔离 出的物理分 区 内，并且单板 、托盘或假面板等直达 背板 ，因此可 以保证每个物理分 区之 间的独立
性 ，避免不 同物理分 区之 间的相互干扰 ，可 以确保确 定风扇转速 的准确性 ，避免风扇 功率 的浪费 ，减小风扇
的噪声 。



一种散热方法及装置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 中大功率 的插箱式 系统散 热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散 热

方法及装置。

背景技术

随着集成 电路技术的飞速发展 ，以大型通讯设备和刀片服 务器为代表

的大功率插箱式电子设备 的集成度越来越 高，功能越来越复杂，随之 而来

的设备 功耗也越来越 大，因此对设备散 热的也提 出了更高的要 求。但是 当

散 热风扇 的散 热量较 大时，其噪声也就越 大。为 了满足绿 色环保等要 求 ，

需要在满足 系统散热要求的前提 下，尽可能优化散热方案 ，提 高散热效率 ，

降低散热所产生的功耗和噪声。

目前最常用的散 热方法 包括 ：整机散 热不分 区方法，该方法通过满足

系统 中对散 热要 求最 高的器件 的散 热需求 ，来确定风扇 的转速 。但是 ，由

于设备每个器件对 于散 热的要 求各不相 同，因此 ，当满足对散 热要 求最 高

的器件 的散 热需求时，风扇 的风量超过 了实际需求 ，从 而增加 了风扇 的功

耗 ，也增大 了风扇的噪声。

另一种常用的散 热方法为整机散 热分 区方法，根据 不 同分 区测量的关

键 节点的温度来分别确定风扇转速 ，即不 同分 区采用不 同的风扇转速 ，从

而有效降低散 热功耗和噪声。但是 ，该方法 中分 区之 间的隔 离度较低 ，不

同分 区之 间风 阻差异较 大时，风量会从风 阻小的分 区走掉 ，从 而减小 了风

阻较 大的分 区的风量 ，影响 了风 阻大的分 区的散 热效果 ，而为 了满足风 阻

大的分 区的散 热效果 ，需要增 大风扇 的风量 ，导致散 热功率 以及噪声的增

加 。



因此 ，现有技术的散 热方法在对整机散 热时，为 了满足散 热的效果存

在风扇散热功率较 大，噪声较 大的问题 。

发 明 内容

有鉴于此 ，本发 明提供 了一种散 热方法及装置 ，用以解决现有技术 中

整机散热时，为 了满足散 热的效果存在的风扇散 热功率大、噪声大地 问题 。

为 了解决上述 问题 ，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 实现 的：

一种散热方法，所述方法 包括 ：

针对每个被 隔离出的物理分 区，监测该物理分 区内关键 节点的温度 ；

其 中每个物理分 区通过槽位上插入直达背板 的单板 、托盘或假 面板被 隔离

出；

根据监测到的物理分 区内关键 节点的温度 ，确定物理分 区内每个风扇

的转速 。

其 中，所述方法还 包括 ：

监测物理分 区内入风 口的温度及 出风 口的温度 ；

所述确定物理分 区内每个风扇的转速 包括 ：

根据监测到的物理分 区内关键 节点的温度 、入风 口的温度 以及 出风 口

的温度 ，确定物理分 区每个风扇 的转速 。

其 中，所述方法还 包括 ：

判断监测到的入风 口的温度是否大于设定的第一温度 阈值 ；

当入风 口的温度 大于设定的第一温度 阈值 时，将物理分 区内的每个风

扇调节到最大转速 ，并发 出环境温度过 高警报 ；

当入风 口的温度不大于设定的第一温度 阈值 时，获取风扇 的当前转速 ，

当风扇 的 当前转速等于预先确定的风扇转速 时，判断入风 口和 出风 口的温

度差是否小于设定的第二温度 阈值 ；

当入风 口和 出风 口的温度差值 小于设定的第二温度 阈值 时，则将物理



分 区内的每个风扇调节到最大转速 ，并发 出风道异常警报 ；

当入风 口和 出风 口的温度值 不小于设定的第二温度 阈值 时，判断物理

分 区内每个关键节点的温度是否大于设定的第三温度 阈值 ；

当物理分 区内至少一个关键 节点的温度 大于设定的第三温度 阈值 时，

则增加物理分 区内每个风扇的转速 ；

当物理分 区内每个关键 节点的温度都 不大于设定的第三温度 阈值 时，

保持物理分 区内每个风扇 的转速 不变。

其 中，所述方法还 包括 ：

判断所述入风 口的温度是 否可读 ；

当所述入风 口温度 不可读 时，判断 当前物理分 区内每个风扇 的转速是

否达到最大转速 ，

当物理分 区内每个风扇 的最大转速 未达到最大转速 时，判断 出风 口的

温度是否可读 ；

当出风 口温度不可读 时，判断物理分 区关键节点的温度是 否可读 ，

当关键 节点的温度 不可读 时，将物理分 区内风扇 的转速调节到最大转

速 ，

当出风 口温度可读 时，判断 出风 口温度是 否达到设定的第四温度 阈值 ，

当出风 口温度达到设定的第四温度 阈值 时，将物理分 区内风扇 的转速

调节到最大转速 。

其 中，所述方法还 包括：

获取物理分 区内当前每个风扇的转速 ；

针对每个风扇 ，判断 当前该风扇 的转速是 否小于设定的转速 阈值 ；

当当前风扇 的转速 小于设 定的转速 阈值 时，将物理分 区内其他风扇 的

转速调节到最大转速 。

其 中，当物理分 区中包括 两个以上的槽位 时，物理分 区中每个槽位通



过插入直达背板 的单板 、托盘或假 面板划分为对应 的物理子分 区。

其 中，所述单板 、托盘或假 面板距 离物理分 区内风扇 的距 离，不大于

风扇厚度 的 1/3。

一种散热装置，所述装置 包括：

监测模块 ，用于针对每个被 隔离出的物理分 区，监测物理分 区内关键

节点的温度 ，其 中每个物理分 区通过槽位上插入直达背板 的单板 、托盘或

假 面板被 隔离出，且每个物理分 区中包括至少一个槽位 ；

控制模块 ，用于根据监测到的物理分 区内关键 节点的温度 ，确定物理

分 区每个风扇的转速 。

其 中，所述监测模块 ，还 用于监测物理分 区内入风 口的温度及 出风 口

的温度 ；

所述控制模块 ，还用于根据监测到的物理分 区内关键 节点的温度 、入

风 口的温度 以及 出风 口的温度 ，确定物理分 区每个风扇的转速 。

其 中，所述控制模块 ，还 用于判断监测到的入风 口的温度是 否大于设

定的第一温度 阈值 ；当入风 口的温度 大于设定的第一温度 阈值 时，将物理

分 区内的每个风扇调节到最大转速 ，并发 出环境温度过 高警报 ； 当入风 口

的温度 不大于设定的第一温度 阈值 时，获取风扇 的 当前转速 ，当风扇 的 当

前转速等于预先确定的风扇转速 时，判断入风 口和 出风 口的温度差是 否小

于设定的第二温度 阈值 ； 当入风 口和 出风 口的温度差值 小于设定的第二温

度 阈值 时，则将物理分 区内的每个风扇调节到最大转速 ，并发 出风道异常

警报 ； 当入风 口和 出风 口的温度值 不小于设定的第二温度 阈值 时，判断物

理分 区内每个关键 节点的温度是 否大于设定的第三温度 阈值 ； 当物理分 区

内至少一个关键 节点的温度 大于设定的第三温度 阈值 时，则增加物理分 区

内每个风扇 的转速 ；当物理分 区内每个关键 节点的温度都 不大于设定的第

三温度 阈值 时，保持物理分 区内每个风扇 的转速 不变。



其 中，所述控制模块 ，还 用于判断所述入风 口的温度是 否可读 ； 当所

述入风 口温度 不可读 时，判断 当前物理分 区内每个风扇 的转速是 否达到最

大转速 ，当物理分 区内每个风扇 的最大转速 未达到最大转速 时，判断 出风

口的温度是 否可读 ；当出风 口温度 不可读 时，判断物理分 区关键 节点的温

度是 否可读 ，当关键 节点的温度 不可读 时，将物理分 区内风扇 的转速调节

到最大转速 ，当出风 口温度可读 时，判断 出风 口温度是 否达到设定的第四

温度 阈值 ，当出风 口温度达到设定的第四温度 阈值 时，将物理分 区内风扇

的转速调节到最大转速 。

其 中，所述控制模块 ，还用于获取物理分 区内当前每个风扇 的转速 ；

针对每个风扇 ，判断 当前风扇 的转速是 否小于设定的转速 阈值 ； 当当前风

扇 的转速 小于设定的风扇转速 阈值 时，将物理分 区内其他风扇 的转速调节

到最大转速 。

本发 明提供 的散 热方法及装置 ，在通过槽位上插入直达背板 的单板 、

托盘或假 面板等隔离出的物理分 区中，监测该物理分 区内关键 节点的温度 ，

根据监测到的该物理分 区内关键 节点的温度 ，确定该物理分 区中风扇 的转

速 。由于本发 明中在机框 内部 ，通过单板 、托盘或假 面板等将每个槽位 划

分到 了被 隔离出的物理分 区内，并且单板 、托盘或假 面板等直达背板 ，因

此可以保证每个物理分 区之 间的独立性 ，避免 不 同物理分 区之 间的相互干

扰 ，可以确保确定风扇转速 的准确性 ，避免风扇功率的浪 费，减小风扇 的

噪声。

附图说 明

图 1 为本发 明提供 的一种散热过程示意 图；

图 2 为本发 明提供 的被 隔离出的每个物理分 区的结构示意图；

图 3 为本发 明提供 的散 热的详细过程 ；

图 4 为本发 明提供 的散 热过程 中对风扇转速进行精确控制的过程 ；



图 5 为本发 明提供 的散 热过程 中异常处理的过程 ；

图 6 为本发 明提供 的散 热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 实施方式

本发 明为 了减小风扇 的散 热效率 ，降低风扇 的噪声 ，提供 了一种散 热

方法及装置。

图 1 为本发 明提供 的一种散热过程示意 图，该过程 包括以下步驟 ：

S101 : 针对每个被 隔离出的物理分 区，监测该物理分 区内关键 节点的

温度 ，其 中每个物理分 区通过槽位上插入直达背板 的单板 、托盘或假 面板

被 隔离出，且每个物理分 区中包括至少一个槽位 。

具体 的，本发 明的散 热方法适用于机框 中，按照槽位将机框 中的槽位

隔离到不同的物理分 区中。图 2 为本发 明提供 的被 隔离出的每个物理分 区

的结构示意 图。每 两个物理分 区之 间通过单板 、托盘或假 面板等有助于分

区隔离的结构 实现 隔离，具体 的将单板 、托盘或假 面板等有助于分 区隔离

的结构插入到槽位上 ，将每 两个物理分 区隔离开 。而且为 了保证 两个物理

分 区之 间不相互影响 ，进行 隔离的单板 、托盘或假 面板 的深度直达机框 的

背板 。风扇位于每个物理分 区的一端。

为 了保证每个物理分 区之 间不存在相互影响的风量 ，在本发 明中单板 、

托盘或假 面板应该尽可 能近的靠近风扇 。较佳地 ，单板 、托盘或假 面板距

离该物理分 区内风扇 的距 离，不大于风扇厚度 的 1/3 , 并且距 离越近越好 。

S102: 根据监测到的该物理分 区内关键 节点的温度 ，确定该物理分 区

内每个风扇 的转速 。

在确定每个物理分 区风扇 的转速 时，需要监测该物理分 区内的关键 节

点的温度 ，根据监测到 的关键 节点的温度 ，确定该物理分 区内每个风扇 的

转速 。当该物理分 区内没有单板或单板 的功率较 小时，监测到的该物理分

区内单板 不在位或单板 关键 节点温度较低 ，可 以 降低风扇 的转速或关掉该



物理分 区内的风扇 。

在本发 明中由于每个物理分 区之 间包括至少一个槽位 ，当物理分 区中

包括 两个以上的槽位 时，为 了避免槽位之 间风量的相互干扰 ，在本发 明中

采用该物理分 区中每个槽位通过插入直达背板 的单板 、托盘或假 面板 划分

为对应 的物理子分 区。即每个物理子分 区对应一个槽位 ，因此 可 以避免槽

位之 间风量的相互干扰 ，更加有利于机框 的散热。

由于本发 明中在机框 内部 ，通过单板 、托盘或假 面板等将每个槽位 划

分到 了被 隔离出的物理分 区内，并且单板 、托盘或假 面板等直达背板 ，因

此可以保证每个物理分 区之 间的独立性 ，避免 不 同物理分 区之 间的相互干

扰 ，可以确保确定风扇转速 的准确性 ，避免风扇功率的浪 费，减小风扇 的

噪声。

另外 ，在本发 明中为 了在散 热过程 中精确控制风扇 的转速 ，避免风扇

的功率浪 费，使风扇 的转速为提供最小风量的转速 ，在确定风扇的转速 时，

还可以根据考虑环境温度 ，根据环境温度 以及监测到的物理分 区内关键 节

点的温度 ，确定风扇 的转速 。具体 的在确定环境温度 时，可 以在每个物理

分 区的两端 ，分别设置温度传感器，用于监测该物理分 区中入风 口的温度 ，

即该风扇 刚吹 出风 的温度 ，并监测物理分 区出风 口的温度 ，即风扇吹 出的

风经过该物理分 区后 的温度 。

当监测到该物理分 区的入风 口的温度 、出风 口的温度和关键 节点的温

度后 ，根据监测到的该物理分 区内关键 节点的温度 、入风 口的温度 以及 出

风 口的温度 ，确定该物理分 区每个风扇的转速 。

在本发 明中为 了保证使每个物理分 区内的器件充分散 热 ，采用 了冗余

设计 ，即在本发 明中针对每个物理分 区，获取该物理分 区内当前每个风扇

的转速 ，针对每个风扇 ，判断获取 的 当前该风扇 的转速是 否小于设定的转

速 阈值 ，当当前该风扇 的转速 小于设定的转速 阈值 时，将该物理分 区内其



他风扇 的转速调节到最大转速 。在本发 明中通过判断获取 的 当前该风扇 的

转速是 否小于设定的转速 阈值 ，来确定每个风扇是 否转停 ，当当前风扇 的

转速 小于设定的转速 阈值 时，认 为该风扇转停 ，为 了满足物理分 区内器件

的散 热需求 ，将该物理分 区内其他风扇的转速调节到最大转速 。

其 中该转速 阈值可以是具体 的转速值 ，也可以百分数 ，当该转速 阈值

为百分数 ，获取 了当前风扇 的转速后 ，确定 当前风扇 的转速 与风扇 的设计

最大转速 的比值 ，将该 比值 与该转速 阈值对应 的百分数进行 比较 ，确定是

否将其他风扇 的转速调节到最大转速 。为简化起见 ，一般 当获取到的风扇

转速低于预先确定的该风扇的转速 的一半时，就认 为风扇停转 。

图 3 为本发 明提供 的散 热的详细过程 ，该过程 包括 以下步驟 ：

S301 : 针对每个被 隔离出的物理分 区，监测该物理分 区内关键 节点的

温度 ，其 中每个物理分 区通过槽位上插入直达背板 的单板 、托盘或假 面板

被 隔离出，且每个物理分 区中包括至少一个槽位 。

S302: 监测该物理分 区的入风 口的温度和 出风 口的温度 。

S303: 根据监测到的该物理分 区内关键 节点的温度 、入风 口的温度 以

及 出风 口的温度 ，确定该物理分 区每个风扇的转速 。

S304: 获取该物理分 区内当前每个风扇的转速 。

S305: 针对每个风扇 ，判断 当前该风扇 的转速是 否小于设定的转速 阈

值 ，当判断结果为是 时，进行步驟 S306, 否则 ，进行步驟 S307 。

S306: 当该风扇 的转速 小于设 定的转速 阈值 时，将该物理分 区内其他

风扇 的转速调节到最大转速 。

S307: 保持该物理分 区内每个风扇的转速 不变。

本发 明中由于可以监 测入风 口的温度和 出风 口的温度 ，因此可以精确

控制物理分 区风扇转速 ，达到精确调节物理分 区温度 的 目的。例如 ，根据

入风 口的温度和 出风 口的温度 ，确定风道是 否堵塞 ，当确定风道堵塞 时，



发 出风道异常警报 。由于本发 明采用的风扇调速策略 简单 高效 ，同时能够

发现风道堵塞的异常，风扇告警的粒度更细。

图 4 为本发 明提供 的散热过程 中对风扇转速进行精确控制的过程 ，该

过程 以获取 了入风 口的温度 、出风 口的温度和关键 节点的温度 ，确定 了风

扇的转速后 ，对风扇转速进行进一步精确控制过程 ，该过程 包括以下步驟 ：

S401 : 根据监测到的入风 口的温度 ，判断监测到的入风 口的温度是 否

大于设定的第一温度 阈值 ，当判断结果为是 时，进行步驟 S402, 否则 ，进

行步驟 S403 。

S402: 将该物理分 区内的每个风扇调节到最大转速 ，并发 出环境温度

过 高警报 。

S403: 获取风扇 的 当前转速 ，当风扇 的 当前转速 与预先确定的风扇转

速相 同时，判断入风 口和 出风 口的温度差是 否 、于设定的第二温度 阈值 ，

当判断结果为是 时，进行步驟 S404, 否则 ，进行步驟 S405 。

其 中，在发 明中当根据监测到的关键 节点的温度 、入风 口的温度和 出

风后 的温度后 ，在判断风道是 否异常时，需要获取风扇 的 当前转速 ，判断

风扇 的 当前转速与预先确定的风扇转速是 否相 同，当风扇 的 当前转速与预

先确定的风扇转速之 间的差值在设定的范围内时，认 为风扇 的 当前转速与

预先确定的风扇转速相 同。

S404: 将物理分 区内的每个风扇调节到最大转速 ，并发 出风道异常警

报 。

S405 ：判断该物理分 区内每个 关键 节点的温度是 否大于设定的第三温

度 阈值 ，当物理分 区内至少一个关键 节点的温度 大于设定的第三温度 阈值

时，进行步驟 S406, 当物理分 区内每个关键 节点的温度都不大于设定的第

三温度 阈值 时，进行步驟 S407 。

S406: 增加该物理分 区内每个风扇的转速 。



S407: 保持该物理分 区内每个风扇的转速 不变。

在本发 明中针对每个物理分 区，按照设定的第一时间间隔，确定该物

理分 区内每个风扇 的转速 ，以便保证物理分 区内器件 的及 时散 热 ，并且可

以降低风扇 的损耗 。其 中，每个物理分 区确定风扇转速 的第一时间间隔可

以相 同，也可以不同。

当该物理分 区内风扇 的转速确定后 ，对该物理分 区内风扇 的转速进行

精确调节时，也 可 以按照设定的时间周期进行 ，当在一个第一时间间隔内

确定 了风扇 的转速后 ，可以在该第一时间间隔内多次精确调节风扇的转速 ，

即该风扇转速精确调节的时间周期 ，可以与第一时间间隔相 同，也可 以 不

同。

另外 ，由于在发 明中为 了监测 、关键 节点的温度 、入风 口的温度和 出

风 口的温度设置 了温度传感器，为 了对温度传感 器进行监测 ，在本发 明中

还 包括异常处理过程 ，具体 的异常处理过程 包括 ：判断所述入风 口的温度

是 否可读 ；当所述入风 口温度 不可读 时，判断 当前该物理分 区内每个风扇

的转速是 否达到最大转速 ，当该物理分 区内每个风扇 的转速 未达到最大转

速 时，判断 出风 口的温度是 否可读 ； 当出风 口温度 不可读 时，判断该物理

分 区关键 节点的温度是 否可读 ，当关键 节点的温度 不可读 时，将该物理分

区内风扇 的转速调节到最大转速 ，当出风 口温度可读 时，判断 出风 口温度

是 否达到设定的第四温度 阈值 ，当该 出风 口温度达到设定的第四温度 阈值

时，将该物理分 区内风扇 的转速调节到最大转速 。

图 5 为本发 明提供 的散热过程 中异常处理的过程 ，该过程 包括 以下步

驟 ：

S501 : 判断入风 口的温度是 否可读 ，当判断结果为否时，进行步驟 S502,

否则 ，进行步驟 S503 。

S502: 判断 当前该物理分 区内每个风扇 的转速是 否达到最大转速 ，当



该物理分 区内每个风扇的转速都达到最大转速时，进行步驟 S508, 否则，

进行步驟 S503 。

S503: 判断出风 口的温度是否可读 ，当判断结果为是 时，进行步驟 S504,

当判断结果为否时，进行步驟 S505 。

S504: 判断 出风 口温度是否达到设定的第四温度 阈值 ，当判断结果为

否时，进行步驟 S506, 当判断结果为是时，进行步驟 S507 。

S505: 判断 当前该物理分 区内每个风扇的转速是否达到最大转速 ，当

该物理分 区内每个风扇的转速都达到最大转速时，进行步驟 S508, 否则，

进行步驟 S506 。

S506: 判断该物理分 区关键节点的温度是否可读 ，当判断结果为是时，

进行步驟 S508, 否则，进行步驟 S507 。

S507: 将该物理分 区内风扇的转速调节到最大转速 。

S508: 异常处理过程结束。

由于本发 明中可以对散热过程 中的异常情况进行监测并处理 ，从 而也

可以防止物理分 区内的温度监测不到 ，影响器件 的散热。

图 6 为本发明提供的散热装置的结构示意图，该装置包括：

监测模块 6 1 , 用于针对每个被 隔离出的物理分 区，监测该物理分 区内

关键节点的温度 ，其 中每个物理分 区通过槽位上插入直达背板 的单板 、托

盘或假 面板被 隔离出，且每个物理分 区中包括至少一个槽位 ；

控制模块 62, 用于根据监测到的该物理分 区内关键节点的温度 ，确定

该物理分 区每个风扇的转速 。

当物理分 区中包括 两个以上的槽位 时，该物理分 区中每个槽位通过插

入直达背板 的单板 、托盘或假 面板划分为对应的物理子分 区。

所述监测模块 6 1 , 还用于监测该物理分 区内入风 口的温度及 出风 口的

温度 ；



所述控制模块 62, 还用于根据监测到的该物理分 区内关键节点的温度 、

入风 口的温度 以及 出风 口的温度 ，确定该物理分 区每个风扇的转速 。

所述控制模块 62, 还用于判断监测到的入风 口的温度是否大于设定的

第一温度 阈值 ；当入风 口的温度 大于设定的第一温度 阈值 时，将该物理分

区内的每个风扇调节到最大转速 ，并发 出环境温度过 高警报 ； 当入风 口的

温度 不大于设定的第一温度 阈值 时，获取风扇 的 当前转速 ，当风扇 的 当前

转速等于预先确定的风扇转速 时，判断入风 口和 出风 口的温度差是 否小于

设定的第二温度 阈值 ； 当入风 口和 出风 口的温度差值 小于设 定的第二温度

阈值 时，则将物理分 区内的每个风扇调节到最大转速 ，并发 出风道异常警

报 ； 当入风 口和 出风 口的温度值 不小于设定的第二温度 阈值 时，判断该物

理分 区内每个关键 节点的温度是 否大于设定的第三温度 阈值 ； 当物理分 区

内至少一个关键 节点的温度 大于设定的第三温度 阈值 时，则增加该物理分

区内每个风扇 的转速 ； 当物理分 区内每个关键 节点的温度都 不大于设定的

第三温度 阈值 时，保持该物理分 区内每个风扇的转速不变。

所述控制模块 62, 还用于判断所述入风 口的温度是否可读 ；当所述入

风 口温度 不可读 时，判断 当前该物理分 区内每个风扇 的转速是 否达到最大

转速 ，当该物理分 区内每个风扇 的转速 未达到最大转速 时，判断 出风 口的

温度是 否可读 ； 当出风 口温度 不可读 时，判断该物理分 区关键 节点的温度

是 否可读 ，当关键 节点的温度 不可读 时，将该物理分 区内风扇 的转速调节

到最大转速 ，当出风 口温度可读 时，判断 出风 口温度是 否达到设定的第四

温度 阈值 ，当该 出风 口温度达到设定的第四温度 阈值 时，将该物理分 区内

风扇 的转速调节到最大转速 。

所述控制模块 62, 还用于获取该物理分 区内当前每个风扇 的转速 ；针

对每个风扇 ，判断 当前该风扇 的转速是 否小于设定的转速 阈值 ； 当当前该

风扇 的转速 小于设定的风扇转速 阈值 时，将该物理分 区内其他风扇 的转速



调节到最大转速 。

本发 明提供 的散 热方法及装置 ，在通过槽位上插入直达背板 的单板 、

托盘或假 面板等隔离出的物理分 区中，监测该物理分 区内关键 节点的温度 ，

根据监测到的该物理分 区内关键 节点的温度 ，确定该物理分 区中风扇 的转

速 。由于本发 明中在机框 内部 ，通过单板 、托盘或假 面板等将每个槽位 划

分到 了被 隔离出的物理分 区内，并且单板 、托盘或假 面板等直达背板 ，因

此可以保证每个物理分 区之 间的独立性 ，避免 不 同物理分 区之 间的相互干

扰 ，可以确保确定风扇转速 的准确性 ，避免风扇功率的浪 费，减小风扇 的

噪声。

以上 所述 ，仅 为本发 明的较佳 实施例 而 已，并非用于限定本发 明的保

护范围。



权利要求书

1、一种散 热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

针对每个被 隔离出的物理分 区，监测该物理分 区内关键 节点的温度 ；

其 中每个物理分 区通过槽位上插入直达背板 的单板 、托盘或假 面板被 隔离

出；

根据监测到的物理分 区内关键 节点的温度 ，确定物理分 区内每个风扇

的转速 。

2、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 中，所述方法还 包括：

监测物理分 区内入风 口的温度及 出风 口的温度 ；

所述确定物理分 区内每个风扇的转速 包括 ：

根据监测到的物理分 区内关键 节点的温度 、入风 口的温度 以及 出风 口

的温度 ，确定物理分 区每个风扇 的转速 。

3、如权利要求 2 所述的方法，其 中，所述方法还 包括：

判断监测到的入风 口的温度是否大于设定的第一温度 阈值 ；

当入风 口的温度 大于设定的第一温度 阈值 时，将物理分 区内的每个风

扇调节到最大转速 ，并发 出环境温度过 高警报 ；

当入风 口的温度不大于设定的第一温度 阈值 时，获取风扇 的当前转速 ，

当风扇 的 当前转速等于预先确定的风扇转速 时，判断入风 口和 出风 口的温

度差是否小于设定的第二温度 阈值 ；

当入风 口和 出风 口的温度差值 小于设定的第二温度 阈值 时，则将物理

分 区内的每个风扇调节到最大转速 ，并发 出风道异常警报 ；

当入风 口和 出风 口的温度值 不小于设定的第二温度 阈值 时，判断物理

分 区内每个关键节点的温度是否大于设定的第三温度 阈值 ；

当物理分 区内至少一个关键 节点的温度 大于设定的第三温度 阈值 时，

则增加物理分 区内每个风扇的转速 ；



当物理分 区内每个关键 节点的温度都 不大于设定的第三温度 阈值 时，

保持物理分 区内每个风扇 的转速 不变。

4、如权利要求 2 所述的方法，其 中，所述方法还 包括：

判断所述入风 口的温度是 否可读 ；

当所述入风 口温度 不可读 时，判断 当前物理分 区内每个风扇 的转速是

否达到最大转速 ，

当物理分 区内每个风扇 的最大转速 未达到最大转速 时，判断 出风 口的

温度是否可读 ；

当出风 口温度不可读 时，判断物理分 区关键节点的温度是 否可读 ，

当关键 节点的温度 不可读 时，将物理分 区内风扇 的转速调节到最大转

速 ，

当出风 口温度可读 时，判断 出风 口温度是 否达到设定的第四温度 阈值 ，

当出风 口温度达到设定的第四温度 阈值 时，将物理分 区内风扇 的转速

调节到最大转速 。

5、如权利要求 1 至 4 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 中，所述方法还 包括 ：

获取物理分 区内当前每个风扇的转速 ；

针对每个风扇 ，判断 当前该风扇 的转速是 否小于设定的转速 阈值 ；

当当前风扇 的转速 小于设 定的转速 阈值 时，将物理分 区内其他风扇 的

转速调节到最大转速 。

6、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 中，当物理分 区中包括 两个以上的槽

位 时，物理分 区中每个槽位通过插入直达背板 的单板 、托盘或假 面板 划分

为对应 的物理子分 区。

7、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 中，所述单板 、托盘或假 面板距 离物

理分 区内风扇的距 离，不大于风扇厚度 的 1/3。

8、一种散 热装置 ，所述装置 包括 ：



监测模块 ，用于针对每个被 隔离出的物理分 区，监测物理分 区内关键

节点的温度 ，其 中每个物理分 区通过槽位上插入直达背板 的单板 、托盘或

假 面板被 隔离出，且每个物理分 区中包括至少一个槽位 ；

控制模块 ，用于根据监测到的物理分 区内关键 节点的温度 ，确定物理

分 区每个风扇的转速 。

9、如权利要求 8 所述的装置 ，其 中，所述监测模块 ，还用于监测物理

分 区内入风 口的温度及 出风 口的温度 ；

所述控制模块 ，还用于根据监测到的物理分 区内关键 节点的温度 、入

风 口的温度 以及 出风 口的温度 ，确定物理分 区每个风扇的转速 。

10、如权利要求 9 所述的装置 ，其 中，所述控制模块 ，还用于判断监

测到的入风 口的温度是 否大于设定的第一温度 阈值 ； 当入风 口的温度 大于

设定的第一温度 阈值 时，将物理分 区内的每个风扇调节到最大转速 ，并发

出环境温度过 高警报 ； 当入风 口的温度 不大于设定的第一温度 阈值 时，获

取风扇 的 当前转速 ，当风扇 的 当前转速等于预先确定的风扇转速 时，判断

入风 口和 出风 口的温度差是 否小于设定的第二温度 阈值 ； 当入风 口和 出风

口的温度差值 小于设定的第二温度 阈值 时，则将物理分 区内的每个风扇调

节到最大转速 ，并发 出风道异常警报 ； 当入风 口和 出风 口的温度值 不小于

设定的第二温度 阈值 时，判断物理分 区内每个关键 节点的温度是 否大于设

定的第三温度 阈值 ； 当物理分 区内至少一个关键 节点的温度 大于设定的第

三温度 阈值 时，则增加物理分 区内每个风扇 的转速 ； 当物理分 区内每个关

键 节点的温度都 不大于设定的第三温度 阈值 时，保持物理分 区内每个风扇

的转速不变。

11、如权利要求 9 所述的装置，其 中，所述控制模块 ，还用于判断所

述入风 口的温度是 否可读 ； 当所述入风 口温度 不可读 时，判断 当前物理分

区内每个风扇 的转速是 否达到最大转速 ，当物理分 区内每个风扇 的最大转



速 未达到最大转速 时，判断 出风 口的温度是 否可读 ； 当出风 口温度 不可读

时，判断物理分 区关键节点的温度是否可读 ，当关键节点的温度不可读 时，

将物理分 区内风扇 的转速调节到最大转速 ，当出风 口温度可读 时，判断 出

风 口温度是 否达到设定的第四温度 阈值 ，当出风 口温度达到设定的第四温

度 阈值 时，将物理分 区内风扇的转速调节到最大转速 。

12、如权利要求 8 至 11 任一项所述的装置 ，其 中，所述控制模块 ，还

用于获取物理分 区内当前每个风扇 的转速 ；针对每个风扇 ，判断 当前风扇

的转速是 否小于设定的转速 阈值 ； 当当前风扇 的转速 小于设 定的风扇转速

阈值 时，将物理分 区内其他风扇 的转速调节到最大转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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