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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專利說明書
f

（本申請書格式、順序及粗體字，請勿任意更動，※記號部分請勿填寫） 

探申請案號:初0钟

※申請日期：％'6、Z? ※“。分類：G饨F \仕0 （2006.01）

一、 新型名稱：（中文/英文）

- 連接複數個發熱元件之排熱模組及使用該排熱模組之主機板

/ HEAT-DISSIPATING MODULE CONNECTING TO A

. PLURALITY OF HEAT-GENERATING COMPONENTS AND

• MOTHERBOARD USING THE HEAT-DISSIPATING MODULE

二、 申請人：（共1人）

姓名或名稱：（中文/英文）

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WISTRON CORPORATION

代表人：（中文/英文）

林憲銘 / LIN, HSIEN-MING ・

. 住居所或營業所地址：（中文/英文）

台北縣汐止市新台五路一段八十八號二十一樓/ 21F，88, Sec. 1,

、 Hsin-Tai-Wu Rd・，Hsi-Chih City, Taipei Hsien, Taiwan, R.O.C.

國籍：（中文/英文）

中華民國/TWN

三、 創作人：（共2人）

姓名：（中文/英文）

1. 劉政燻 / LIU, CHENG-SHING

2. 陳明智 / CHEN, MING-CHIH



.M329198

' 國籍：（中文/英文）

1. 中華民國/TWN

2. 中華民國/T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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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聲明事項：

□ 主張專利法第九十四條第二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之事實，其 

事實發生日期為：年 月曰。

□申請前已向下列國家（地區）申請專利：

【格式請依：受理國家（地區）、申請日、申請案號 順序註記】 

□有主張專利法第一百零八條準用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國際優先權 ：

1

- □ 無主張專利法第一百零八條準用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國際優先權 ：

□主張專利法第一百零八條準用第二十九條第一項國內優先權：

【格式請依：申請日 > 申請案號順序註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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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新型說明：

【新型所屬之技術領域】

本創作係提供一種排熱模組及其相關裝置，尤指一種連接複數 

個發熱元件的排熱模組及其相關裝置。

【先前技術】

隨著電子科技的進步，電子產品所能提供的功能越來越複雜及 

強大，這同時也代表了其內部的微處理器(如中央處理器(Central 

Processing Unit, CPU )晶片、視頻圖像陣列(Video Graphic Array, 

VGA)晶片)之運算速度必須越來越快使其可應付龐大的系統作 

業工作量，然而當微處理器之運算速度不斷的加快之時，其在運 

作過程中所產生的熱能也會不斷的向上飆昇，這些累積於電子產 

品內部的熱能如無經過適當的散熱處理，就會導致電子產品內部 

的元件因過熱而出現當機甚至短路損毀的情形，因此許多用來排 

除電子產品內部微處理器所產生之熱能的輔助性裝置隨之因應而 

生，而熱管即是近年來於此領域中應用地相當廣泛的代表性裝置

ο

一般常見的熱管結構主要是將液體加在一根細長、中空、二頭 

封閉的金屬管中，此一管子的內壁有一層毛細組織，此外，由於 

金屬管內壓力極低，因此位於毛細組織內的液體在約攝氏30度左 

右即可蒸發，如此一來*當金屬管的一端置於發熱元件而為高溫 

端，另一端置於散熱裝置而為低溫端時，熱傳導現象即開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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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發熱元件所產生之熱能會穿過金屬管壁進入毛細組織中， 

此時毛細組織內的液體會因為受熱而開始產生蒸發的現象，蒸發 

後的氣體聚集在金屬管之高溫端，同時亦會開始向金屬管之低溫 

端流動，當氣體到達金屬管之低溫端時，便會遇冷而再度凝結回 

液體，此時，氣體在冷凝過程所散發之熱能就會透過毛細組織及 

金屬管壁傳到金屬管外部進而達到排熱之效果，而這些因氣體冷 

凝所產生的液體，則會因毛細現象(Capillary Pumping)的作用，再 

次藉由毛細組織而流回至高溫端，如此不斷地循環下去，以排除 

金屬管之高溫端所傳來之熱能。熱管的排熱效率極高，舉例說明， 

若將熱管和同體積金屬棒的二端置於同樣溫差下，熱管的導熱量 

將可達到金屬棒的一千倍以上。

由上述可知，熱管之兩端須分別為高溫端以及低溫端，也就是A
說，熱管的一端須置於欲散熱之發熱元件而為高溫端，另一端則 

須置於散熱裝置而為低溫端，然而由於在一電子產品內部之發熱 

元件之相對位置不盡相同，因此在設計散熱模組時，往往必須使 

用兩根以上的熱管方能將各發熱元件所產生之熱能從高溫端傳至 

低溫端，此一方法可解決複數個發熱元件散熱之需求，但在成本 

上及熱管本身應用上仍不是一個最佳化之設計，上述之問題雖可 

用改變熱管之結構形狀(如彎折熱管)而-使一根熱管之一端同時 

連接複數個發熱元件之方法來解決5然而由於各個發熱元件之高 

度皆有所不同，因此又會產生熱管與各個發熱元件連接配合上的 

問題，故如何設計出一高效益的熱管應用方式，便為現今熱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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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設計所要努力之課題。

【新型內容】

因此，本創作係提供一種連接複數個發熱元件之排熱模組及其 

相關裝置，以解決上述之問題。

本創作係提供一種連接複數個發熱元件之排熱模組，其包含有 

一熱管，具有一第一端與一第二端，該第一端係連接於一第一發
• 熱元件，該第二端係連接於一第二發熱元件；以及一散熱裝置， 

設置於該熱管上並位於該熱管之該第一端與該第二端之間，用來 

排除該熱管之該第一端傳來之該第一發熱元件所產生之熱能以及 

該熱管之該第二端傳來之該第二發熱元件所產生之熱能。

本創作另提供一種可排除複數個發熱元件所產生之熱能之主 

機板，其包含有一第一發熱元件；一第二發熱元件；以及一排熱 

•- 模組，其包含有一熱管，具有一第一端與一第二端，該第一端係 

. 連接於該第一發熱元件，該第二端係連接於該第二發熱元件；以 

及一散熱裝置，設置於該熱管上並位於該熱管之該第一端與該第 

二端之間，用來排除該熱管之該第一端傳來之該第一發熱元件所 

產生之熱能以及該熱管之該第二端傳來之該第二發熱元件所產生 

之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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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式】

請參閱第I圖，第1圖為本創作第一實施例一主機板10之功 

能方塊圖。主機板10包含有一第一發熱元件12、一第二發熱元件 

14，以及一排熱模組16。排熱模組16係用來排除第一發熱元件 

12以及第二發熱元件14所傳來之熱能。第一發熱元件12係可為 

一中央處理器晶片、一視頻圖像陣列晶片等會產生熱能之元件， 

第二發熱元件14係可為一視頻圖像陣列晶片、一中央處理器晶片 

等會產生熱能之元件。

於此針對排熱模組16進行詳細之說明，請參閱第2圖，第2 

圖為第1圖排熱模組16之示意圖。排熱模組16包含有一熱管18 

以及一散熱裝置20。熱管18具有一第一端181、一第二端182， 

第一端181係連接於第一發熱元件12，第二端182係連接於第二 

發熱元件14。散熱裝置20係設置於熱管18上並位於熱管18之第 

一端181與第二端182之間，散熱裝置20包含有一散熱件22以 

及一風扇24，散熱件22具有複數個導熱鰭片26，以使散熱裝置

- 20可藉由複數個導熱鰭片26之導熱以及風扇24之散熱，進而排

除熱管18之第一端181傳來之第一發熱元件12所產生之熱能以 

及熱管18之第二端182傳來之第二發熱元件14所產生之熱能。 

也就是說，熱管18連接於第一發熱元件12之第一端181與連接 

於第二發熱元件14之第二端182係為高溫端，而熱管18位於散 

熱裝置20之部分係為低溫端，第一發熱元件12與第二發熱元件 

14所產生之熱能會穿過熱管18之管壁進入毛細組織中，此時毛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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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內的液體會因為受熱而開始產生蒸發的現象，蒸發後的氣體 

聚集在熱管18之高溫端（第一端181與第二端182），同時亦會開 

始向熱管18之低溫端流動，當氣體到達熱管18之低溫端時，便 

會遇冷而再度凝結回液體，此時，氣體在冷凝過程所散發之熱能 

就會透過毛細組織及熱管18之管壁傳到熱管18外部且藉由散熱 

裝置20之導熱鰭片26與風扇24之散熱進而達到排熱之效果，而 

這些因氣體冷凝所產生的液體，則會因毛細現象的作用，再次藉 

由毛細組織而流回至高溫端，如此不斷地循環下去，以排除熱管 

18之第一端181與第二端182所傳來之熱能。此外，熱管設置數 

量係可不限於上述之數量，端視實際應用需要而有所增加，舉例 

來說，若發熱元件所產生之熱能超過一熱管之排熱功率，亦可依 

照上述之配置原則增加熱管之數量，以排除發熱元件所產生之熱 

能。

接著請參閱第3圖，第3圖為本創作第二實施例一排熱模組50 

之示意圖。第二實施例中所述之元件與第一實施例中所述之元件 

編號相同者，表示其具有相同之功能或相對位置。排熱模組50與 

第一實施例之排熱模組16不同之處在於熱管結構以及散熱件之增 

設。排熱模組50包含有一熱管52以及一散熱裝置54。熱管52 

具有一第一端521、一第二端522以及一分隔管段56，第一端521 

係連接於第一發熱元件12，第二端522係連接於第二發熱元件 

14，分隔管段56之管徑係異於熱管52之第一端521之管徑。散 

熱裝置54包含一第一散熱件58、一第二散熱件60 '以及一風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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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第一散熱件58係設置於熱管52上並位於熱管52之第一端521 

與分隔管段56之間，第二散熱件60係設置於熱管52上並位於熱 

管52之第二端522與分隔管段56之間，第一散熱件58以及第二 

散熱元件60分別具有複數個導熱鰭片62及64，以使散熱裝置54 

可藉由複數個導熱鰭片62及64之導熱與風扇24之散熱，進而分 

別排除熱管52之第一端521傳來之第一發熱元件12所產生之熱 

能以及熱管52之第二端522傳來之第二發熱元件14所產生之熱 

能。

值得一提的是，由第3圖可知，分隔管段56之管徑係小於熱 

管52之第一端521以及第二端522之管徑，其目的在於透過局部 

壓扁熱管52之方式來達到將熱管52模擬為兩根熱管之功效，也 

就是說，當熱管52經局部壓扁處理後，其壓扁處之內表面毛細組 

織就會遭到破壞，因此，於第一散熱件58處所冷凝之液體就僅能 

回流至熱管52之第一端521，而無法流往熱管52之第二端522， 

同理，於第二散熱件60處所冷凝之液體亦僅能回流至熱管52之 

第二端522，而無法流往熱管52之第一端521，如此一來，熱管 

52經分隔管段56所分隔之兩個管段，即可視為獨立運作的兩根熱 

管。此外，分隔管段56之結構設計可視實際製程需要而變更，並 

不限於上述之方式，舉例來說，分隔管段56之管徑亦可大於熱管 

52之第一端52或第二端54之管徑，抑或可設計為分隔管段56 

之管徑大於熱管52之第一端521之管徑且小於第二端522之管 

徑'意即只要是用來阻隔熱管52之第一端521與第二端522之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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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作用之構造5皆可作為熱管52之分隔管段56之結構設計。

最後請參閱第4圖，第4圖為本創作第三實施例一排熱模組100 

之示意圖，第三實施例中所述之元件與第一實施例中所述之元件 

編號相同者，表示其具有相同之功能或相對位置。排熱模組100 

與第一實施例之排熱模組16不同之處在於熱管結構。排熱模組 

100包含有一熱管102以及一散熱裝置20。熱管102具有第一端 

1021、第二端1022以及一第三端1023，第一端1021係連接於第 

一發熱元件12，第二端1022係連接於第二發熱元件14，第三端 

1023係連接於一第三發熱元件104,散熱裝置20係設置於熱管102 

上並位於如第4圖所示之熱管102之第一端1021、第二端1022 

以及第三端1023之間，散熱裝置20包含有散熱件22以及風扇 

24，散熱件22具有複數個導熱鰭片26，以使散熱裝置20可藉由 

複數個導熱鰭片26之導熱以及風扇24之散熱，進而排除熱管102 

之第一端1021傳來之第一發熱元件12所產生之熱能、熱管102 

之第二端1022傳來之第二發熱元件14所產生之熱能，以及熱管 

102之第三端1023傳來之第三發熱元件104所產生之熱能。其作 

用原理相同於前述實施例，於此便不再詳述。

本創作係利用熱管之兩端皆連接發熱元件且於兩之間設置 

散熱裝置之機構設計來達到排除發熱元件所產生之熱能的目的， 

相較於習知技術利用熱管兩端分別連接發熱元件和散熱裝置之機 

構設計，本創作所提供之排熱模組及其相關裝置可使用一根熱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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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複數個發熱元件散熱之需求，如此一來，當欲使用熱管來解 

決複數個發熱元件之散熱需求時，本創作使用一熱管即可達成習 

知技術須使用複數個熱管才能達到的功效，故可降低熱管之使用 

成本，於此同時，本創作亦可避免當使用一熱管連接複數個發熱 

元件時所帶來的熱管與各個發熱元件連接配合上的問題，進而提 

升熱管機構設計及裝配之彈性。

以上所述僅為本創作之較佳實施例，凡依本創作申請專利範 

圍所做之均等變化與修飾，皆應屬本創作之涵蓋範圍。

【圖式簡單說明】

第ί圖為本創作第一實施例主機板之功能方塊示意圖。

第2圖為第1圖排熱模組之示意圖。

第3圖為第二實施例排熱模組之示意圖。

第4圖為第三實施例排熱模組之示意圖。

【主要元件符號說明】

10 主機板 12 第一發熱元件

14 第二發熱元件 16、 排熱模組

50 - 100 -

18、 熱管 20、 54 散熱裝置

52、102

22 散熱件 24 風扇

13



M329198

26・ 導熱鰭片 56 分隔管段

62、64

58 第一散熱件 60 第二散熱件

181、 第一端 182・ 第二端

521 > 522、

1021 1022

1023 第三端 104 第三發熱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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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文新型摘要：

一種排熱模組，其包含有一熱管以及一散熱裝置。該熱管具有 

一第一端與一第二端，該第一端係連接於一第一發熱元件，該第 

二端係連接於一第二發熱元件。該散熱裝置係設置於該熱管上並 

位於該熱管之該第一端與該第二端之間，用來排除該熱管之該第 

一端傳來之該第一發熱元件所產生之熱能以及該熱管之該第二端 

傳來之該第二發熱元件所產生之熱能。

六、英文新型摘要：

A heat-dissipating module includes a heat pipe and a 
heat-dissipating device・ The heat pipe has a first end and a second end. 
The first end is connected to a first heat・generating component・ The 
second end is connected to a second heat-generating component・ The 
heat-dissipating device is disposed on the heat pipe and is located 
between the first end and the second end. The heat-dissipating device 
is used for dissipating heat generated by the first heat-generating 
component and conducted from the first end of the heat pipe, and heat 
generated by the second heat-generating component and conducted 
from the second end of the heat pi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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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申請專利範圍：

・ ί. 一種連接複數個發熱元件之排熱模組，其包含有：

一熱管*具有一第一端與一第二端，該第一端係連接於一第一 

發熱元件，該第二端係連接於一第二發熱元件；以及

一散熱裝置，設置於該熱管上並位於該熱管之該第一端與該第 

二端之間，用來排除該熱管之該第一端傳來之該第一發熱 

元件所產生之熱能以及該熱管之該第二端傳來之該第二

• 發熱元件所產生之熱能。

2. 如請求項1所述之排熱模組»其中該散熱裝置包含一散熱件， 

其具有複數個導熱鰭片。

3. 如請求項1所述之排熱模組，其中該散熱裝置包含一風扇。

4. 如請求項1所述之排熱模組，其中該熱管具有一分隔管段，該■
分隔管段之管徑係異於該熱管之該第一端之管徑'該散熱裝置 

包含有：

一第一散熱件，設置於該熱管上並位於該熱管之該第一端與該 

分隔管段之間，該第一散熱件係用來排除該熱管之該第一 

端傳來之該第一發熱元件所產生之熱能；以及

一第二散熱件，設置於該熱管上並位於該熱管之該第二端與該 

分隔管段之間，該第二散熱件係用來排除該熱管之該第二 

端傳來之該第二發熱元件所產生之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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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如請求項1所述之排熱模組，其中該熱管另具有一第三端，該

. 第三端係連接於一第三發熱元件，該散熱裝置係用來排除該熱

管之該第三端傳來之該第三發熱元件所產生之熱能。

6. 一種使用連接複數個發熱元件之排熱模組之主機板，其包含 

有：

' 一第一發熱元件；

. 一第二發熱元件；以及

* 一排熱模組，其包含有：

一熱管，具有一第一端與一第二端'該第一端係連接於 

該第一發熱元件，該第二端係連接於該第二發熱元 

件；以及

一散熱裝置，設置於該熱管上並位於該熱管之該第一端 

與該第二端之間，用來排除該熱管之該第一端傳來之 

. 該第一發熱元件所產生之熱能以及該熱管之該第二

端傳來之該第二發熱元件所產生之熱能°

7. 如請求項6所述之主機板，其中該散熱裝置包含一散熱件，其 

具有複數個導熱鰭片。

&如請求項6所述之主機板，其中該散熱裝置包含一風扇。

9.如請求項6所述之主機板，其中該熱管具有一分隔管段，該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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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管段之管徑係異於該熱管之該第一端之管徑，該散熱裝置包 

含有：

一第一散熱件，設置於該熱管上並位於該熱管之該第一端與該 

分隔管段之間，該第一散熱件係用來排除該熱管之該第一 

端傳來之該第一發熱元件所產生之熱能；以及

一第二散熱件，設置於該熱管上並位於該熱管之該第二端與該 

分隔管段之間，該第二散熱件係用來排除該熱管之該第二 

端傳來之該第二發熱元件所產生之熱能。

10. 如請求項6所述之主機板，其中該熱管另具有一第三端，其係 

連接於一第三發熱元件，該散熱裝置係用來排除該熱管之該第 

三端傳來之該第三發熱元件所產生之熱能。

11. 如請求項6所述之主機板，其中該第一發熱元件係為中央處理

器(Central Processing Unit, CPU )晶片。

12. 如請求項6所述之主機板，其中該第二發熱元件係為視頻圖像 

陣列(Video Graphic Array, VGA)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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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指定代表圖：

（一） 本案指定代表圖為：第（2 ）圖。

（二） 本代表圖之元件符號簡單說明：

12 第一發熱元件 14 第二發熱元件

16 排熱模組 18 熱管

20 散熱裝置 22 散熱件

24 風扇 26 導熱鰭片

181 第一端 182 第二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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