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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多效有机型冷却液组合

物及其应用，该多效有机型冷却液组合物包括四

种组分，其中四种组分由六氟丙烯二聚体、六氟

丙烯三聚体、全氟己酮、全氟庚烷、全氟辛烷、全

氟戊烷、全氟己烷、全氟三丙胺、全氟三丁胺、全

氟三戊胺、全氟-N-甲基吗啉等中的任意四种组

成。本发明的冷却液组合物，可实现对雷达以及

电子激光等液冷系统中多金属材料和焊料的腐

蚀防护，且与非金属材料适应性好，使用寿命长，

无腐蚀无污染，可用于-65℃～115℃的环境中，

不导电或者低导电性，不易燃易清洁，在电子雷

达、电子激光等领域具有很好的冷却效果具体涉

及一种多效有机型冷却液组合物及其应用，能在

雷达、激光器等低温环境设备的冷却系统中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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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效有机型冷却液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冷却液组合物由以下重量份数的组

分，以组合物质量总量为100％计，第一组分4％-70％，第二组分4％-70％，第三组分8％-

80％和第四组分8-84％；第一组分、第二组分、第三组分及第四组分为六氟丙烯二聚体、六

氟丙烯三聚体、全氟己酮、全氟庚烷、全氟辛烷、全氟戊烷、全氟己烷、全氟三丙胺、全氟三丁

胺、全氟三戊胺、全氟-N-甲基吗啉、全氟环醚、全氟丙基甲醚、全氟丁基甲醚、全氟丁基乙

醚、全氟-2-甲基戊烷-3-甲氧基醚、全氟-2-甲基己烷-3-乙氧基醚及2,3,3,4,4-五氟呋喃-

2,5-双七氟异丙基-5-甲氧基醚中的任意四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效有机型冷却液组合物，其特征在于以组合物质量总

量为100％计，第一组分4％-65％，第二组分4％-65％，第三组分10％-80％和第四组分10-

7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效有机型冷却液组合物，其特征在于以组合物质量总

量为100％计，第一组分4％-40％，第二组分4％-40％，第三组分20％-50％和第四组分18-

6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效有机型冷却液组合物，其特征在于以组合物质量总

量为100％计，第一组分4％-10％，第二组分4％-10％，第三组分40％-50％和第四组分40-

50％。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所述的一种多效有机型冷却液组合物，其特征在于第一组分

为六氟丙烯三聚体；第二组分为六氟丙烯二聚体、全氟己酮或全氟-N-甲基吗啉中的任意一

种，优选为六氟丙烯二聚体；第三组分为全氟戊烷、全氟己烷、全氟庚烷、全氟辛烷、全氟环

醚、全氟丙基甲醚、全氟丁基甲醚、全氟丁基乙醚或全氟-2-甲基己烷-3-乙氧基醚中的任意

一种，优选为全氟丁基乙醚；第四组分为全氟三丙胺、全氟三丁胺、全氟三戊胺、2,3,3,4,4-

五氟呋喃-2,5-双七氟异丙基-5-甲氧基醚或全氟-2-甲基戊烷-3-甲氧基醚中的任意一种，

优选为全氟三戊胺。

6.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所述的一种多效有机型冷却液组合物，其特征在于六氟丙烯

三聚体选自以下四种中的任意一种：

六氟丙烯二聚体选自以下两种中的任意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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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多效有机型冷却液组合物，其特征在于冷却液组合物由

以下质量百分含量的组分组成：4％-10％的式(1)或式(2)所示的六氟丙烯三聚体，4％-

10％的式(5)或式(6)所示的六氟丙烯二聚体，40％-50％的全氟丁基乙醚和质量占比40％-

50％的全氟三戊胺。

8.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所述的一种多效有机型冷却液组合物，其特征在于冷却液组

合物的制备方法为：将配方量的第一组分、第二组分、第三组分及第四组分，在常温常压液

相状态下进行物理混合，混合均匀得到冷却液。

9.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效有机型冷却液组合物在低温环境设备的冷却系统中

的应用。

10.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效有机型冷却液组合物在雷达、电子设备、电子激光、

特种空调、中央空调、冷库、车辆的冷却系统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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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效有机型冷却液组合物及其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冷却液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多效有机型冷却液组合物及其应用，

能在雷达、激光器等低温环境设备的冷却系统中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军用电子设备技术以及电子激光技术的不断发展，器件的发热量和热流密度

越来越高，传统风冷散热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高的热流密度要求，液冷正成为雷达以及电

子激光散热的主要技术途径之一。目前，常用的冷却液主要有水、醇类(乙二醇水溶液、丙二

醇水溶液)、聚α烯烃(PAO)、硅酸盐类、矿物油类和氟碳类等，其中，水作为最常见也是非常

高效的冷却介质，在工业和生活领域中应用非常广泛，但是由于其腐蚀性和冰点等因素，无

法满足冷却系统的环境适应性要求。乙二醇水溶液由于冰点低、腐蚀性低、比热容较高以及

流动性良好，是目前最常用的冷却介质，但在高温热负荷运转条件下会氧化，冷却系统充气

及使用大量的铜和铜合金元件均会促进乙二醇氧化生成以甲酸为主具有侵蚀作用的混合

酸，这种溶液比没加冷却液的自来水更加具有腐蚀性。PAO属于油脂，不溶于水，且遇明火能

燃烧，安全性较差。硅酸盐类经过一定时间的储存和使用后稳定性变差，容易形成凝胶状物

质析出，影响冷却效果。矿物油类易造成脏乱，增加了维护的难度。

[0003] 目前的雷达以及激光使用冷却液均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中国专利CN109762533A公

开了一种多效、低泡有机型雷达冷却液及其应用，以乙二醇和去离子水为基础，使用有机复

合缓蚀剂，利用有机缓蚀剂之间的协同效应作用，提高防腐缓蚀剂的缓蚀效果，但其成分组

成较为复杂，且还需额外加入消泡剂；中国专利CN105038727A公开了一种冷却液，采用低聚

糖作为自由基捕捉剂，多元醇作为有机添加剂，季铵盐作为流动降阻剂和管路防腐剂，制备

了无腐蚀无污染的冷却液，但低聚糖高温易分解，影响冷却效果，因此开发一种能够实现对

金属和非金属材料多效防护的雷达以及电子激光用冷却液势在必行。氟化液具备良好的换

热性能以及流动性能，低温依然保持一定的流动性，保证低温启动；在规定使用年限内，不

对冷却系统造成腐蚀危害；能与液冷系统中的金属以及橡胶等材料长期相容；具有不导电

或者低导电特性，一旦泄露，不对电子设备造成短路危害；冰点、沸点应能满足高低温工作

条件；不易燃和易清理等优势，在电子雷达、电子激光等领域具有很好的冷却效果。

[0004] 因此本发明提出一种多效有机型冷却液组合物及其应用，该组合物具有良好的换

热性，耐低/高温，多沸点，无腐蚀无污染，使用寿命长，不导电或者低导电性，不易燃易清

洁，与冷却系统的金属及橡胶等材料具有良好的相容性，在电子雷达、电子激光等领域具有

很好的冷却效果。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现有技术中冷却液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多效有机型冷却液组合物及

其应用，可实现对雷达以及电子激光等液冷系统中多金属材料和焊料的腐蚀防护，且与非

金属材料适应性好，使用寿命长，无腐蚀无污染，耐低/高温，不导电或者低导电性，不易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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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清洁，在电子雷达、电子激光等领域具有很好的冷却效果，适合工业化生产。

[0006] 所述的一种多效有机型冷却液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冷却液组合物由以下重量

份数的组分，以组合物质量总量为100％计，第一组分4％-70％，第二组分4％-70％，第三组

分8％-80％和第四组分8-84％；第一组分、第二组分、第三组分及第四组分为六氟丙烯二聚

体、六氟丙烯三聚体、全氟己酮、全氟庚烷、全氟辛烷、全氟戊烷、全氟己烷、全氟三丙胺、全

氟三丁胺、全氟三戊胺、全氟-N-甲基吗啉、全氟环醚、全氟丙基甲醚、全氟丁基甲醚、全氟丁

基乙醚、全氟-2-甲基戊烷-3-甲氧基醚、全氟-2-甲基己烷-3-乙氧基醚及2,3,3,4,4-五氟

呋喃-2,5-双七氟异丙基-5-甲氧基醚中的任意四种。

[0007] 所述的一种多效有机型冷却液组合物，其特征在于以组合物质量总量为100％计，

第一组分4％-65％，第二组分4％-65％，第三组分10％-80％和第四组分10-75％。

[0008] 所述的一种多效有机型冷却液组合物，其特征在于以组合物质量总量为100％计，

第一组分4％-40％，第二组分4％-40％，第三组分20％-50％和第四组分18-65％。

[0009] 所述的一种多效有机型冷却液组合物，其特征在于以组合物质量总量为100％计，

第一组分4％-10％，第二组分4％-10％，第三组分40％-50％和第四组分40-50％。

[0010] 所述的一种多效有机型冷却液组合物，其特征在于第一组分为六氟丙烯三聚体；

第二组分为六氟丙烯二聚体、全氟己酮或全氟-N-甲基吗啉中的任意一种，优选为六氟丙烯

二聚体；第三组分为全氟戊烷、全氟己烷、全氟庚烷、全氟辛烷、全氟环醚、全氟丙基甲醚、全

氟丁基甲醚、全氟丁基乙醚或全氟-2-甲基己烷-3-乙氧基醚中的任意一种，优选为全氟丁

基乙醚；第四组分为全氟三丙胺、全氟三丁胺、全氟三戊胺、2,3,3,4,4-五氟呋喃-2,5-双七

氟异丙基-5-甲氧基醚或全氟-2-甲基戊烷-3-甲氧基醚中的任意一种，优选为全氟三戊胺。

[0011] 所述的一种多效有机型冷却液组合物，其特征在于六氟丙烯三聚体选自以下四种

中的任意一种：

[0012]

[0013] 六氟丙烯二聚体选自以下两种中的任意一种：

[0014]

[0015] 所述的一种多效有机型冷却液组合物，其特征在于冷却液组合物由以下质量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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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的组分组成：4％-10％的式(1)或式(2)所示的六氟丙烯三聚体，4％-10％的式(5)或式

(6)所示的六氟丙烯二聚体，40％-50％的全氟丁基乙醚和质量占比40％-50％的全氟三戊

胺。

[0016] 所述的一种多效有机型冷却液组合物，其特征在于冷却液组合物的制备方法为：

将配方量的第一组分、第二组分、第三组分及第四组分，在常温常压液相状态下进行物理混

合，混合均匀得到冷却液。

[0017] 所述的多效有机型冷却液组合物在低温环境设备的冷却系统中的应用。

[0018] 所述的多效有机型冷却液组合物在雷达、电子设备、电子激光、特种空调、中央空

调、冷库、车辆的冷却系统中的应用。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有益效果主要体现在：

[0020] (1)本发明冷却液采用的配方为有机型含氟化合物配方，不仅具有较低的表面张

力，而且具有较好的绝缘性能，尤其在高温下不会产生含氧酸等物质，重点解决了其他有机

冷却液泡沫偏大或容易腐蚀铝合金变黑的问题，使用后铝合金保持原有的金属色和光泽，

泡沫倾向低、缓蚀性能强，使用寿命长，易清洁，使用中不会产生沉淀物；

[0021] (2)本发明冷却液应用范围广，可用于-65℃～110℃的环境中，冷却液不会凝固和

气化，并保持良好的热导率和流动性；

[0022] (3)本发明冷却液对各种铝合金、不锈钢、铜(合金)、铸铁、和碳钢等金属及相对应

的焊料具有很好的缓蚀作用，与丁腈橡胶、氟橡胶、硅橡胶、密封剂、密封胶等非金属材料适

应性好，使用中不会漏液；

[0023] (4)本发明冷却液具有不导电或者低导电特性，一旦泄露，不对电子设备造成短路

危害，特别适用于在雷达、电子设备、电子激光、特种空调、中央空调、冷库、车辆等低温环境

设备的冷却系统中应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仅限于

此。

[0025] 各组分物质的基本参数见表1。

[0026] 表1多效有机型冷却液组合物中各组分物质的基本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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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0028] 六氟丙烯二聚体包括(E)D-1以及(Z)D-1两种结构，D-1是不活泼物质，较为稳定，

低毒；六氟丙烯三聚体中包括(Z)T-1、(E)T-1、T-2以及T-3四种结构，研究发现T-1式的异构

体提供优异的低温性能，包括显著更低的倾点和在低温下显著更低的粘度，其直接影响热

传递流体在低温下保持流体并有效传递热的能力的特性。此外，已发现结构式T-1的三聚体

提供强介电特性、低介电常数、高介电强度和高体积电阻率，同时还提供不易燃性、足够的

稳定性、低急性毒性以及短环境寿命，从而提供低全球变暖潜能值，这种独特的特性平衡使

得结构式T-1的三聚体成为替代当前用于各种应用中的PFC和PFPE的具有吸引力的选项。因

此优选的，高性能冷却液组合方式见表2。

说　明　书 4/16 页

7

CN 111647391 A

7



[0029] 表2多效有机型冷却液组合物组合方式

[0030]

[0031] 下面按照上述的组合方式给出多个具体实施例，其中组分的比例均为质量百分

比，每种冷却液的组分物质的质量百分数之和为100％。每种实施例中和对比例都是将各组

分常温常压液相状态下按固定的质量比进行液相物理混合，混合均匀得到一种冷却液。各

实施例对比例见表3，各实施例所得的冷却液的质量检测结果见表4、表5及表7。

[0032] 表3实施例和对比例各组份投料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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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0034] 实施例1-12的冷却液的质量检测结果具体如表4-表6所示，实施例1与对比例1的

冷却液的对比结果具体如表7所示。

[0035] 表4实施例1-4中冷却液的质量检测结果

说　明　书 6/16 页

9

CN 111647391 A

9



[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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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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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0039] 表5实施例5-8中冷却液的质量检测结果

[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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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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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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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表6实施例9-12中冷却液的质量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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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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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0048] 表7实施例1与对比例1的冷却液的对比结果

[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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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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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0052] 从上述表格的数据可以看出，本发明实施例1-12所得冷却液的使用环境温度均不

低于-65℃，沸点均不小于110℃，该组合方式产品具有良好的金属防腐性和非金属适应性，

可用于航空、地面雷达以及电子激光液冷系统中的液冷系统。

[0053] 对比例1中的冷却液为现有的雷达用乙二醇冷却液，使用环境的温度不低于-66

℃，沸点不小于110℃，该组合方式满足雷达液冷系统的橡胶材料的相容性以及金属防腐性

的要求，但与实施例1-12相比，本发明产品的金属防腐性、橡胶材料的相容性以及泡沫倾向

性更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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