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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相变蓄热单向传热装置，包

括相互连接的相变蓄热铝板(1)和热管(2)，所述

相变蓄热铝板(1)包括空心铝板(5)、填充在空心

铝板(5)中的相变材料(6)，以及将相变材料(6)

密封在空心铝板(5)中的密封胶(4)，所述热管

(2)包括管壳(7)、管壳(7)内壁的管芯(10)以及

填充在管芯(10)内腔中的工作液体(9)。与现有

技术相比，本发明在传统蓄热的基础上，显示了

热量的单向传递，具有快速散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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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相变蓄热单向传热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相互连接的相变蓄热铝板（1）和热管

（2），所述相变蓄热铝板（1）包括空心铝板（5）、填充在空心铝板（5）中的相变材料（6），以及

将相变材料（6）密封在空心铝板（5）中的密封胶（4），所述热管（2）包括管壳（7）、管壳（7）内

壁的管芯（10）以及填充在管芯（10）内腔中的工作液体（9）；

所述相变蓄热铝板（1）和热管（2）通过导热粘接密封硅橡胶（3）连接；

所述相变材料（6）为氯化钙水溶液或脂肪酸；

所述管芯（10）为紧贴管壁的单层或多层网芯、烧结粉末管芯、轴向槽道式管芯、组合管

芯中的一种；

所述空心铝板（5）为正方形，边长为500‑600mm，厚度为20mm，所述热管（2）的管长为空

心铝板（5）边长的1/8‑1/4，所述热管（2）的管径为管长的1/5‑1/3；

所述热管（2）的两端均设置有端盖（8），所述端盖（8）为铝或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相变蓄热单向传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热管（2）的一

端与所述相变蓄热铝板（1）的几何中心点相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相变蓄热单向传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胶（4）为

聚氨酯胶、有机硅胶、丙烯酸胶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的混合。

4.一种如权利要求1中所述相变蓄热单向传热装置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

步骤：

（a）将空心铝板（5）一侧钻孔，将相变材料（6）加热成液体后注入空心铝板（5）内，然后

用密封胶（4）将空心铝板（5）密封；

（b）在热管（2）的管壳（7）内壁制造管芯（10），将管内抽成负压，然后充入工作液体（9），

充满后，将热管（2）焊接密封；

（c）将热管（2）与相变蓄热铝板（1）粘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相变蓄热单向传热装置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b）中：管内抽负压后的压强为1.3×(10‑1~10
‑4)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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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相变蓄热单向传热装置及其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节能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相变蓄热单向传热装置及其制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散热”要求越来越高。热量传递主要有三种基本方

式：导热、热对流和热辐射。日常生活和工业生产领域中主要的散热方式为自然散热，通过

热源与空气的直接温差来进行热量的传递，从而达到“散热”的目的。

[0003] 但对于锅炉房、机柜等对于散热要求较高的空间，自然散热的方式，无法满足其散

热要求，例如某些机柜的内部设备在使用过程中产生大量热，普通自然散热方式无法满足

其散热需求，容易引起电器的机械性能和电气性能下降，最后导致电器的工作故障，甚至造

成严重事故。

[0004] 传统加速散热的方式为机械通风。例如机柜增设风扇，实现通风散热；锅炉房增设

机械通风装置等，但是机械通风存在着噪音大、能耗大等缺点。

[0005] 热管技术是1963年美国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国家实验室的乔治格罗佛

(George  Grover)发明的一种称为“热管”的传热元件，它充分利用了热传导原理与相变介

质的快速热传递性质，透过热管将发热物体的热量迅速传递到热源外，其导热能力超过任

何已知金属的导热能力。热管(heat  pipe)技术使得传统散热器的噪音问题得到良好解决，

现在常见于CPU的散热器上。但是热管技术主要应用于点热源的散热。对于热空间，或者面

热源的散热，单靠热管技术难以解决。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而提供一种相变蓄热型透

光建材及其制造方法。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8] 一种相变蓄热单向传热装置，包括相互连接的相变蓄热铝板和热管，所述相变蓄

热铝板包括空心铝板、填充在空心铝板中的相变材料，以及将相变材料密封在空心铝板中

的密封胶，所述热管包括管壳、管壳内壁的管芯以及填充在管芯内腔中的工作液体。

[0009] 进一步的，所述相变蓄热铝板和热管通过导热粘接密封硅橡胶连接。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热管的一端与所述相变蓄热铝板的几何中心点相连接。

[0011] 进一步的，所述密封胶为聚氨酯胶、有机硅胶、丙烯酸胶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的混

合。

[0012] 进一步的，所述空心铝板为正方形，边长为500‑600mm，厚度为20mm，所述热管的管

长为空心铝板边长的1/8‑1/4，所述热管的管径为管长的1/5‑1/3。

[0013] 进一步的，所述相变材料为氯化钙水溶液或脂肪酸，或根据具体应用选择合适相

变温度的相变材料。

[0014] 进一步的，所述热管的两端均设置有端盖，所述端盖为铝或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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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进一步的，所述管壳为铝、铜或不锈钢。

[0016] 进一步的，若热管为低温热管，则工作液体为氨，对应壳体材料为铝或不锈钢；

[0017] 若热管为常温热管，则工作液体为乙醇或丙酮，当工作液体为乙醇时，对应壳体材

料为铜或不锈钢；当工作液体为丙酮时，对应壳体材料为铝或铜或不锈钢；

[0018] 若热管为中温热管，则工作液体为联苯或萘，当工作液体为联苯，对应壳体材料为

不锈钢；当工作液体为萘，对应壳体材料为铝或不锈钢；

[0019] 若热管为高温热管，则工作液体为钾或钠，当工作液体为钾时，对应壳体材料为不

锈钢；当工作液体为钠，对应壳体材料为不锈钢。

[0020] 进一步的，所述管芯为紧贴管壁的单层或多层网芯、烧结粉末管芯、轴向槽道式管

芯、组合管芯中的一种。

[0021] 更进一步的，烧结粉末管芯采用一定目数的金属粉末烧结在管内壁面而形成与管

壁一体的烧结粉末管芯，或用金属丝网烧结在管内壁面上的管芯；

[0022] 轴向槽道式管芯是在管壳内壁开轴向细槽以提供毛细压头及液体回流通道，槽的

截面形状可为矩形、梯形、圆形及变截面槽道；

[0023] 紧贴管壁的单层及多层网芯的管芯，是在管壁上紧贴单层或多层网芯，其中多层

网的网层之间应尽量紧贴，网与管壁之间亦应贴合良好，网层数有l至4层或更多，各层网的

目数可相同或不同，若网层多，则液体流通截面大，阻力小，但径向热阻大，用细网时毛细抽

吸力大但流动阻力亦增加；

[0024] 组合管芯是采用更细的网成金属粉末在管内壁面而形成与管壁一体的管芯。

[0025] 一种相变蓄热单向传热装置的制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6] (a)将空心铝板一侧钻孔，将相变材料加热成液体后注入空心铝板内，然后用密封

胶将空心铝板密封；

[0027] (b)在热管的管壳内壁制造管芯，将管内抽成负压，然后充入工作液体，充满后，将

热管焊接密封；

[0028] (c)将热管与相变蓄热铝板粘接。

[0029] 优选的，步骤(b)中：管内抽负压后的压强为1.3×(10‑1～10‑4)Pa。

[0030] 该装置的蓄热功能主要由相变蓄热铝板实现，该铝板作为板材使用，加速铝板一

侧的热量向另一侧传递，内部采用相变材料，温度不变的情况下改变物质状态提供潜热，对

于热源空间的热量的储存，维持空间内部的热稳定有着显著的优势。

[0031] 该装置的单向传热功能主要由填充相变材料的铝板与热管共同实现。热管内部主

要靠工作液体的汽、液相变传热，热阻很小，具有很高的导热能力。热管一端与相变蓄热铝

板连接，另外一端为冷凝端，当热管一端受热时，毛细管中的液体迅速汽化，蒸气在热扩散

的动力下流向另外一端，并在冷端冷凝释放出热量，液体再沿多孔材料靠毛细作用流回蒸

发端，如此循环不止，直到热管两端温度相等(此时蒸汽热扩散停止)。这种循环是快速进行

的，热量可以被源源不断地传导开来。

[003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33] 1.节约能源：相变蓄热单向传热铝板中无论是承担蓄热功能的相变蓄热铝板以及

承担传热功能的热管，都是利用了相变原理以及材料的特性来进行热能的存储及传递，并

不需要其他能源驱动，节能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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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2.很高的导热性：相变蓄热单向传热铝板中承担传热功能的热管其内部主要靠工

作液体的汽、液相变传热，热阻很小，因此具有很高的导热能力。与银、铜、铝等金属相比，单

位重量的热管可多传递几个数量级的热量，热管一端与相变蓄热铝板连接，另外一端为冷

凝端，当热管一端受热时，毛细管中的液体迅速汽化，蒸气在热扩散的动力下流向另外一

端，并在冷端冷凝释放出热量，液体再沿多孔材料靠毛细作用流回蒸发端，如此循环不止，

直到热管两端温度相等(此时蒸汽热扩散停止)，这种循环是快速进行的，热量可以被源源

不断地传导开来。

[0035] 3.很强的蓄热能力，加强对热源空间的热稳定性：相比于其他材料，例如混凝土、

金属板材、砖，相变蓄热单向传热铝板中承担蓄热的相变蓄热铝板，其内部主要为相变材

料。因为相变材料是温度不变的情况下而改变物质状态并能提供潜热的物质。转变物理性

质的过程称为相变过程，相变材料将吸收或释放大量的潜热。所以对于热源空间的热量的

储存，维持空间内部的热稳定有着显著的优势。

[0036] 4.对于热源的影响小：相比于传统的机械通风散热，相变蓄热单向传热铝板通过

空间内正常热量的辐射、对流、导热等方式收集并储存热量再将热量传递出去，并不影响空

间内部的气流速度等。对热源的影响小，同时可以适用于由较多粉尘、细碎物件等空间。

附图说明

[0037] 图1为本发明中一种相变蓄热单向传热装置的立体图；

[0038] 图2为本发明中一种相变蓄热单向传热装置的侧视图。

[0039] 图中标号所示：

[0040] 1、相变蓄热铝板，2、热管，3、密封硅橡胶，4、密封胶，5、空心铝板，6、相变材料，7、

管壳，8、端盖，9、工作液体，10、管芯。

具体实施方式

[0041]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42] 实施例1

[0043] 一种相变蓄热单向传热装置，包括相互连接的相变蓄热铝板1和热管2，相变蓄热

铝板1包括空心铝板5、填充在空心铝板5中的相变材料6，以及将相变材料6密封在空心铝板

5中的密封胶4，热管2包括管壳7、管壳7内壁的管芯10以及填充在管芯10内腔中的工作液体

9。

[0044] 相变蓄热铝板1和热管2通过导热粘接密封硅橡胶3连接。热管2的一端与相变蓄热

铝板1的几何中心点相连接。密封胶4为聚氨酯胶、有机硅胶、丙烯酸胶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

的混合。空心铝板5为正方形，边长为500‑600mm，厚度为20mm，热管2的管长为空心铝板5边

长的1/8‑1/4，热管2的管径为管长的1/5‑1/3。相变材料6为氯化钙水溶液或脂肪酸，或根据

具体应用选择合适相变温度的相变材料6。热管2的两端均设置有端盖8，端盖8为铝或铜。

[0045] 若热管2为低温热管，则工作液体9为氨，对应壳体材料为铝或不锈钢；

[0046] 若热管2为常温热管，则工作液体9为乙醇或丙酮，当工作液体9为乙醇时，对应壳

体材料为铜或不锈钢；当工作液体9为丙酮时，对应壳体材料为铝或铜或不锈钢；

[0047] 若热管2为中温热管，则工作液体9为联苯或萘，当工作液体9为联苯，对应壳体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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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为不锈钢；当工作液体9为萘，对应壳体材料为铝或不锈钢；

[0048] 若热管2为高温热管，则工作液体9为钾或钠，当工作液体9为钾时，对应壳体材料

为不锈钢；当工作液体9为钠，对应壳体材料为不锈钢。

[0049] 管芯10为紧贴管壁的单层或多层网芯、烧结粉末管芯、轴向槽道式管芯、组合管芯

中的一种。

[0050] 一种相变蓄热单向传热装置的制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1] (a)将空心铝板5一侧钻孔，将相变材料6加热成液体后注入空心铝板5内，然后用

密封胶4将空心铝板5密封；

[0052] (b)在热管2的管壳7内壁制造管芯10，将管内抽成1.3×(10‑1～10‑4)Pa的负压，然

后充入工作液体9，充满后，将热管2焊接密封；

[0053] (c)将热管2与相变蓄热铝板1粘接。

[0054] 实施例2

[0055] 一种相变蓄热单向传热装置，包括相互连接的相变蓄热铝板1和热管2，相变蓄热

铝板1包括空心铝板5、填充在空心铝板5中的相变材料6，以及将相变材料6密封在空心铝板

5中的密封胶4，热管2包括管壳7、管壳7内壁的管芯10以及填充在管芯10内腔中的工作液体

9。

[0056] 各种电器设备的室外机柜，如室外通讯机柜等，内部温度常常可达到40～60℃，严

重影响电子器件性能并有较大的安全隐患。需向外单向传热，将热管2设置在机柜外侧。若

将相变温度为35℃的有机脂肪酸相变材料6填充到空心铝板5中，当机箱内部温度超过35℃

时，相变材料6会吸收热量，再通过内部填充乙醇、烧结粉末管芯10的热管2，持续将热量散

发到机箱外的空气中，可以维持机箱内部温度在35℃左右。铝板尺寸可采用500mm*500mm*

20mm，热管2长度为铝板边长的1/5～1/4，热管2管径为热管2长度的1/5～1/3。

[0057] 实施例3

[0058] 一种相变蓄热单向传热装置，包括相互连接的相变蓄热铝板1和热管2，相变蓄热

铝板1包括空心铝板5、填充在空心铝板5中的相变材料6，以及将相变材料6密封在空心铝板

5中的密封胶4，热管2包括管壳7、管壳7内壁的管芯10以及填充在管芯10内腔中的工作液体

9。

[0059] 我国西部高海拔地区太阳能资源丰富，太阳能集热器用水作为介质时容易产生夏

季高温爆管和冬季夜间冻结等问题，可以通过此装置结合集热器，有效利用太阳能辐射来

加热空气用于供热。需向内单向传热，将热管2设置在室内。若将相变温度为50℃左右的无

机相变材料6填充到空心铝板5中，结合内部填充丙酮、烧结粉末管芯的热管2，持续将热量

传给空气，可以实现对室内的供热需要。

[0060] 实施例4

[0061] 一种相变蓄热单向传热装置，包括相互连接的相变蓄热铝板1和热管2，所述相变

蓄热铝板1包括空心铝板5、填充在空心铝板5中的相变材料6，以及将相变材料6密封在空心

铝板5中的密封胶4，所述热管2包括管壳7、管壳7内壁的管芯10以及填充在管芯10内腔中的

工作液体9。

[0062] 我国南方炎热地区屋面或墙面，可以利用此装置散热，减少夏季空调能耗。需向外

单向传热，将热管2设置在室外。若将相变温度为40℃左右的无机相变材料6填充到铝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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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内部填充甲醇、轴向槽道式管芯的热管2，持续将热量散发到室外空气中，可以使屋面

或外墙表面温度维持在40℃以下。空心铝板5尺寸为600mm*600mm*20mm，热管2长度为空心

铝板5边长的1/8～1/4，热管2管径为热管2长度的1/5～1/3。

[0063] 上述的对实施例的描述是为便于该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能理解和使用发明。

熟悉本领域技术的人员显然可以容易地对这些实施例做出各种修改，并把在此说明的一般

原理应用到其他实施例中而不必经过创造性的劳动。因此，本发明不限于上述实施例，本领

域技术人员根据本发明的揭示，不脱离本发明范畴所做出的改进和修改都应该在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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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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