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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设备与其散热槽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电子设备与其散热槽，

该散热槽包括可被一填充材料填满的一腔室，该

腔室用以容纳一电子组件，其中该腔室包括一槽

口、一上半部与一下半部；该槽口用以让该电子

组件通过该槽口被放入该腔室中；该上半部包括

该槽口，而该下半部相对于该上半部远离该槽

口；该上半部另包括一第一内壁，该第一内壁形

成该槽口的一边缘；该下半部包括一第二内壁；

其中，该第一内壁相对于该第二内壁是往外倾斜

的，如此以形成一填充材料接收空间，用以接收

被注入到该腔室的该填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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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被设置于一电子设备内的散热槽，该散热槽(6)包括可被一填充材料填满的

一腔室(65)，该腔室(65)用以容纳一电子组件(21)；该散热槽(6)的特征在于：

该腔室(65)包括一槽口(61)、一上半部(65a)与一下半部(65b)，其中该槽口(61)用以

让该电子组件(21)通过该槽口(61)被放入该腔室(65)中；该上半部(65a)包括该槽口(61)，

而该下半部(65b)相对于该上半部(65a)远离该槽口(61)；

该上半部(65a)包括一第一内壁(66a)，该第一内壁(66a)形成该槽口(61)的一边缘；该

下半部(65b)包括一第二内壁(66b)；其中，该第一内壁(66a)相对于该第二内壁(66b)是往

外倾斜的，如此以形成一填充材料接收空间(68a)，该填充材料接收空间(68a)用以接收被

注入到该腔室(65)的该填充材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散热槽，其特征在于：该第一内壁(66a)相对于该第二内壁

(66b)以一倾斜角M的角度向外倾斜，该倾斜角M的角度介于5度到20度之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散热槽，其特征在于：该槽口(61)的面积大于该下半部(65b)

的一正交于一纵向方向(81)的横截面的面积，其中该纵向方向(81)为该电子组件(21)在被

放入该腔室(65)内时所依循的方向。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散热槽，其特征在于：该腔室(65)的该上半部(65a)的一正交

于该纵向方向(81)的横截面的面积，大于该腔室(65)的该下半部(65b)的一正交于该纵向

方向(81)的横截面的面积。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散热槽，其特征在于：该第二内壁(66b)平行于该纵向方向

(81)。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散热槽，其特征在于：该槽口(61)包括至少一侧翼区(61a)，该

至少一侧翼区(61a)位于该填充材料接收空间(68a)的上方。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散热槽，其特征在于：该散热槽(6)包括该填充材料，其中该填

充材料是一导热灌封胶。

8.一种电子设备，包括一电子组件(21)与一散热槽(6)，其中该散热槽(6)包括一腔室

(65)与在该腔室(65)内的一填充材料；该电子设备(200)的特征在于其包括的该散热槽(6)

具有以下特征：

该散热槽(6)的该腔室(65)包括一槽口(61)、一上半部(65a)与一下半部(65b)，其中该

槽口(61)其用以让该电子组件(21)通过该槽口(61)被放入该腔室(65)中；该上半部(65a)

包括该槽口(61)，而该下半部(65b)相对于该上半部(65a)远离该槽口(61)；

该上半部(65a)包括一第一内壁(66a)，该第一内壁(66a)形成该槽口(61)的一边缘；该

下半部(65b)包括一第二内壁(66b)；其中，该第一内壁(66a)相对于该第二内壁(66b)是往

外倾斜的，如此以形成一填充材料接收空间(68a)，该填充材料接收空间(68a)用以接收被

注入到该腔室(65)的该填充材料。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该第一内壁(66a)相对于该第二内壁

(66b)以一倾斜角M的角度向外倾斜，该倾斜角M的角度介于5度到20度之间。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该电子组件(21)包括至少一电子元

件(2)，而该填充材料是一导热灌封胶。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该电子组件(21)包括一元件支架

(7)，其用以固定该至少一电子元件(2)在该电子组件(21)内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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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根据权利要求10或11所述的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该至少一电子元件包括一或复

数个场效应晶体管(MOSFET，《Metal-Oxide-Semiconductor  Field-Effect  Transistor》)。

13.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该电子设备为一高压直流变压器

(High  Voltage  DC-to-DC  Conve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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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设备与其散热槽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电子设备，特别是涉及一电子设备内设置的散热槽。

背景技术

[0002] 多种电子设备，例如传统的高压直流变压器(High  Voltage  DC-to-DC 

Converter)，是高功率且内部元件设置紧密的设备，其包括复数个在运作时会产生大量热

能的电子元件，像是场效应晶体管(MOSFET，《Metal-Oxide-Semiconductor  Field-Effect 

Transistor》)。为了维持电子元件的正常运作，该高压直流变压器内设有散热装置，用以消

除元件运作时产生的大量热能。

[0003] 目前已知的散热装置是散热槽与导热灌封胶，如图1与图2所示。图1是现有技术中

的一高压直流变压器100以及其具有的一散热槽5的俯视的横切面示意图。图2是图1的所示

的实施例的纵切面示意图。高压直流变压器100包括复数个场效应晶体管2、一印刷电路板

组件(PCBA，“Printed  Circuit  Board  Assembly”，未图示)、一电子组件21、散热槽5与一导

热灌封胶。电子组件21的形状为一平板状，其包括至少一电子元件，例如复数个场效应晶体

管2。通常一个高压直流变压器100具有一个或数个电子组件21，每个电子组件21具有一个

或数个场效应晶体管2。在电子组件21被置入散热槽5的腔室55之前，其先与该印刷电路板

组件进行组装。

[0004] 散热槽5包括一槽口51与一腔室55。槽口51是腔室55上方的一开口，用于在高压直

流变压器100的元件组装过程中，让电子组件21通过槽口51由上而下地被放入腔室55内。如

此，该印刷电路板组件会覆盖于散热槽5之上。进一步地，高压直流变压器100可另包括一辅

助散热装置，例如散热片或冷却水，用以消除电子元件运作时产生的热能。该辅助散热装置

设置于散热槽5下方。

[0005] 该印刷电路板组件上设有一注射孔，该注射孔对应于散热槽5的槽口51的其中一

部分。如此，该导热灌封胶可透过该注射孔与散热槽5的槽口51，被注入至腔室55内。由于高

压直流变压器100的尺寸的限制，腔室55的形状为一扁平的长方体，且在腔室55的大致上正

交于水平面的内壁56与电子组件21之间，仅有一宽度非常小的空隙58，例如2毫米的宽度的

空隙。

[0006] 当被注入到腔室55的导热灌封胶的黏度系数很高时，须耗费许多时间才能填满所

述极窄小的空隙58，因此大量增加了生产高压直流变压器100的周期时间成本。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解决上述的技术问题，而提供一种能让被注入的填充材料

(例如上述的具有导热功能的灌封胶)快速填满空隙的散热槽。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9] 一种可被设置于一电子设备内的散热槽，该散热槽包括可被一填充材料填满的一

腔室，该腔室用以容纳一电子组件，其中该腔室包括一槽口、一上半部与一下半部；该槽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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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让该电子组件通过该槽口被放入该腔室中；该上半部包括该槽口，而该下半部相对于

该上半部远离该槽口；该上半部另包括一第一内壁，该第一内壁形成该槽口的一边缘；该下

半部包括一第二内壁；其中，而该第一内壁相对于该第二内壁是往外倾斜的，如此以形成一

填充材料接收空间，该填充材料接收空间用以接收被注入到该腔室的该填充材料。

[0010] 如此，本实用新型通过该散热槽的该腔室具有更大的接收该填充材料的空间的设

置，以及重力的影响，能允许该填充材料以更快的速率被注入以及填满该散热槽，以节省产

品生产的周期时间成本。

[0011] 进一步地，该第一内壁相对于该第二内壁以一倾斜角M的角度向外倾斜，该倾斜角

M的角度介于5度到20度之间。

[0012] 进一步地，该槽口的面积大于该下半部的一正交于一纵向方向的横截面的面积，

其中该纵向方向为该电子组件在被放入该腔室内时所依循的方向。

[0013] 进一步地，该腔室的该上半部的一正交于该纵向方向的横截面的面积，大于该腔

室的该下半部的一正交于该纵向方向的横截面的面积。

[0014] 进一步地，该第二内壁平行于该纵向方向。

[0015] 进一步地，该槽口包括至少一侧翼区，该至少一侧翼区位于该填充材料接收空间

的上方。

[0016] 进一步地，该散热槽包括该填充材料，其中该填充材料是一导热灌封胶。

[0017] 本实用新型亦涉及于一种电子设备，其包括一电子组件与一散热槽，其中该散热

槽包括一腔室，与在该腔室内的一填充材料；其中该腔室包括一槽口、一上半部与一下半

部；该槽口用以让该电子组件通过该槽口被放入该腔室中；该上半部包括该槽口，而该下半

部相对于该上半部远离该槽口；该上半部另包括一第一内壁，该第一内壁形成该槽口的一

边缘；该下半部包括一第二内壁；其中，该第一内壁相对于该第二内壁是往外倾斜的，如此

以形成一填充材料接收空间，该填充材料接收空间用以接收被注入到该腔室的该填充材

料。

[0018] 进一步地，该电子组件包括至少一电子元件。

[0019] 进一步地，该电子组件包括一元件支架，其用以固定该至少一电子元件在该电子

组件内的位置。

[0020] 进一步地，该至少一电子元件包括一或复数个场效应晶体管(MOSFET)。

[0021] 进一步地，该电子设备为一高压直流变压器(High  Voltage  DC-to-DC 

Converter)。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现有技术中的一高压直流变压器以及其具有的一散热槽俯视的横切面示意

图。

[0023] 图2是图1所示的实施例的该散热槽的纵切面示意图。

[0024]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一电子设备以及其具有的一散热槽的一实施例的俯视的横切

面示意图。

[0025] 图4是图3所示的实施例的纵切面示意图。

[0026] 图5a与5b是图3所示的实施例的两个不同视角的外观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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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与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的实质性特点和优势作进行详细说明，但

本实用新型并不局限于所列的实施例。

[0028]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设置于一电子设备200以及其具有的一散热槽6的一实施例的

俯视的横切面示意图。图4是图3的实施例的纵切面示意图。图5a与5b是图3所示的实施例的

两个不同视角的外观示意图。电子设备200包括散热槽6、一印刷电路板组件(PCBA，未图

示)、一电子组件21与一填充材料。电子组件21包括至少一电子元件2。该至少一电子元件可

包括一或复数个发热电子元件，例如一或复数个电感和/或场效应晶体管(MOSFET)2。进一

步地，电子组件21可另包含有一元件支架7，元件支架7用以固定该至少一电子元件2在电子

组件21内的位置。进一步地，电子设备200可另包含一辅助散热装置，该辅助散热装置可被

设置于散热槽6下方。电子设备200所包括的电子组件21、该印刷电路板组件与该辅助散热

装置，皆与上述图1所示的高压直流变压器100内的同名元件类似，故不再赘叙。此外，于本

实施例中，电子设备200为一高压直流变压器(High  Voltage  DC-to-DC  Converter)，然而

在其它实施例，电子设备200可为一充电器，或是一逆变器(Inverter)。

[0029] 散热槽6包括一槽口61、一腔室65与一槽底平面。槽口61是腔室65上方的一开口，

用于在电子设备200的组装过程中，让电子组件21通过槽口61并依循一纵向方向81，被放入

腔室65内。于本实施例中，该填充材料亦依循该纵向方向81，被由上往下地注入腔室65内。

优选地，该填充材料是一种冷却介质，例如一具有导热功能的灌封胶。于本实施例中，该槽

底平面正交于纵向方向81；然而本实用新型的散热槽的槽底平面，亦可不正交于纵向方向

81。

[0030] 腔室65在以与所述纵向方向81正交的方向，可被区分为一上半部65a与一下半部

65b，上半部65a包括槽口61，而该下半部65b相对于上半部65a远离槽口61。上半部65a另包

括一第一内壁66a，第一内壁66a形成槽口61的一边缘；下半部65b具有一第二内壁66b，其中

第一内壁66a与第二内壁66b依循同一纵轴(与纵向方向81平行)。进一步地，下半部65b的第

二内壁66b与纵向方向81平行。

[0031] 如图4的实施例所示，腔室65的下半部65b的形状是一个扁平的长方体，其用以容

纳被置入的电子组件21的下半部。然而，随着被置入元件或组件的形状的改变，腔室65的下

半部65b可以被设计成其他种形状，也就是说，若被置入的电子组件21呈现一圆柱状，则下

半部65b可为一圆柱状的腔室，如此结构亦被视为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0032] 另外，由于电子设备200的尺寸的限制，下半部65b的容积仅能比电子组件21的下

半部的体积略大，也就是说，在下半部65b的第二内壁66b与电子组件21之间，仅存在如上述

非常小的宽度(例如2毫米)的一空隙68b而已。而腔室65的上半部65a的第一内壁66a，相对

于下半部65b的第二内壁66b，呈现一往外倾斜的倾斜角M。进一步地，倾斜角M是一个介于5

度与20度的角度。如此，腔室65的上半部65a的任何的与纵向方向81正交的横截面的面积

(例如槽口61的面积)，会大于腔室65的下半部65b的任何的与纵向方向81正交的横截面的

面积。进一步地，腔室65的下半部65b的水平横截面的面积为一固定值。

[0033] 另外，如上所述，由于腔室65的下半部65b可被设计成其他种形状，例如为一圆柱

状腔室，则腔室65的上半部65a的形状会呈现下窄上宽的圆柱状，因为如同前述，第一内壁

66a相对于第二内壁66b会往外倾斜；如此结构亦被视为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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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由于第一内壁66a相对于第二内壁66b是向外倾斜的，因此在上半部65a的第一内

壁66a与电子组件21之间形成了一填充材料接收空间68a，用以接收被注入到腔室65的该填

充材料。填充材料接收空间68a比上述的空隙68b要大上许多。也因此，当该填充材料被以由

上往下的方向，通过槽口61注入腔室65的时候，此填充材料接收空间68a能让本实用新型的

散热槽6，相较于图1所示的先前技术的散热槽5接收更多的该填充材料，并且让在此填充材

料接收空间68a所容纳的该填充材料，藉由重力的影响，能以更快的速率往下流动以填满所

述空隙68b还有填充材料接收空间68a。如此，整个散热槽6能被以更快的速度被该填充材料

填满，进而节省生产电子设备200的周期时间成本。

[0035] 进一步地，该填充材料是一种冷却介质，例如一具有导热功能的灌封胶；该填充材

料的功效有二：一是用以消除电子组件21包括的场效应晶体管2与其它发热元件，于运作过

程中所产生的热能；二是用于固定已置于散热槽6内的电子组件21与其上的场效应晶体管2

与其它电子元件。该填充材料的材质可为以下材料之一：有机矽导热胶、环氧树脂AB胶、聚

氨酯胶、聚氨酯导热导电胶、导热矽脂。本实用新型的散热槽6的构造，尤其利于高黏度系数

的填充材料的使用与注入。

[0036] 此外，进一步地，为了便于该填充材料被注入腔室65，槽口61可被扩大以具有至少

一侧翼区61a，如图3所示。侧翼区61a的位置位于腔室65内的填充材料接收空间68a的上方，

靠近散热槽6的槽壁。

[0037] 图5a与5b是图4所示的散热槽6的两个不同视角的外观示意图。由散热槽6的外观

上可以清楚看到，由于散热槽6的第一内壁66a相对于第二内壁66b是向外倾斜的，如此形成

了一个相对于散热槽6的其他部分为外凸的填充材料接收空间68a。

[0038] 然而，在另一实施例中(未图示)，填充材料接收空间68a内嵌于散热槽6，所以散热

槽6的外观为一个扁平的长方体。

[0039] 本实用新型不限于填充材料接收空间的个数，散热槽6的腔室65可具有复数个填

充材料接收空间68a、69a，如图4与图5a所示，填充材料接收空间69a在结构与功能皆与上述

填充材料接收空间68a类似，故不再赘叙。

[0040] 本实用新型的散热槽6的材质可为以下材料之一：塑胶、铝、铜、铝合金、铜合金、镁

合金、锌合金或其他导热性佳的材料，然而本实用新型不限于散热槽6与该填充材料的材质

选择。

[0041]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

润饰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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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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