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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冷式热管散热器及其制造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热管散热器技术领域，特别是涉

及一种水冷式热管散热器及其制造方法，其中水

冷式热管散热器，包括具有吸热部和散热部的热

管、与热管的吸热部连接的基座、与热管的散热

部连接的水冷板、与水冷板连接的防雷线、以及

与水冷板连接的带接头软管。上述水冷式热管散

热器的制造方法，包括如下步骤：步骤一，提供热

管和基座；步骤二，提供水冷板；步骤三，将热管

的吸热部和散热部分别焊接于基座通槽和水冷

板通槽；步骤四，将带接头软管和防雷线分别连

接于水冷板，即制得水冷式热管散热器。该水冷

式热管散热器，具有散热效果好、结构稳定、可靠

性好的优点。该制造方法具有工艺简单、加工成

本低、焊接效率高、质量稳定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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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冷式热管散热器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冷式热管散热器包括具有

吸热部和散热部的热管、与所述热管的吸热部连接的基座、与所述热管的散热部连接的水

冷板、与所述水冷板连接的防雷线、以及与所述水冷板连接的带接头软管；

所述带接头软管包括与所述水冷板固定连接的第一软管段，以及与所述第一软管段插

接的第二软管段；

所述水冷式热管散热器的制造方法，它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提供热管和基座：采用沟槽管制造出所述热管，采用机加工制造出所述基座；

步骤二，提供水冷板：通过铝挤成型工艺制备出具有流道结构和水冷板通槽的水冷板

本体，并采用机加工对流道结构进行修正，以及采用机加工加工出水冷板本体的螺丝孔；然

后采用机加工制造出所述水冷板的上盖，然后采用摩擦焊将所述水冷板本体和所述上盖相

互焊接；

步骤三，将所述热管的吸热部与所述基座的基座通槽进行间隙配合，并将所述热管的

散热部与所述水冷板的水冷板通槽进行间隙配合，然后分别在所述基座通槽和所述水冷板

通槽内涂抹锡膏，然后通过模具将所述基座、所述热管和所述水冷板锁紧固定后，放置于温

度为280℃～360℃的高温炉中3min～8min后，取出风冷至室温，卸除模具，即完成将热管的

吸热部和散热部分别焊接于所述基座通槽和所述水冷板通槽；

步骤四，将所述带接头软管和所述防雷线分别连接于所述水冷板的上盖的第一螺纹孔

和第二螺纹孔，即制得所述水冷式热管散热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冷式热管散热器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基座开

设有用于容纳所述热管的吸热部的基座通槽，所述热管的吸热部通过焊锡固定于所述基座

通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冷式热管散热器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冷板

包括水冷板本体，以及与所述水冷板本体连接的上盖；

所述水冷板本体包括底座、以及设置于所述底座上的流道结构；所述底座开设有用于

容纳所述热管的散热部的水冷板通槽，所述热管的散热部通过焊锡固定于所述水冷板通

槽；

所述上盖的底部开设有用于容纳所述流道结构的上盖槽，所述上盖的侧部开设有用于

与带接头软管连接的第一螺纹孔，以及开设有用于与防雷线连接的第二螺纹孔。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水冷式热管散热器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冷板

本体的四个角均开设有螺丝孔，所述螺丝孔螺接有带弹簧的螺丝。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水冷式热管散热器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流道结

构包括排列设置的若干翅片，以及相邻所述翅片之间的流道槽。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冷式热管散热器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软

管段设置有公接头，所述第二软管段设置有用于与所述公接头插接的母接头。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冷式热管散热器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热管为

沟槽型热管或者为复合型热管，且所述热管的吸热部呈扁平状。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冷式热管散热器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二

中，所述铝挤成型工艺的铝锭温度为450℃～500℃，模具温度为420℃～500℃，盛锭筒温度

为350℃～400℃，挤压速度为1m/min～3m/min，通过挤压成型后，再进行风冷淬火工艺，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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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温度为190℃～210℃，然后通过风冷处理进行人工时效，以完成热处理强化，从而完成铝

挤成型工艺。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冷式热管散热器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二

中，采用摩擦焊将所述水冷板本体和所述上盖相互焊接，具体为：所述摩擦焊为搅拌摩擦

焊，通过夹具固定所述水冷板本体和所述上盖，然后采用搅拌焊头对所述水冷板本体和所

述上盖进行搅拌摩擦焊接；

所述搅拌焊头包括直径为9mm的搅拌肩部和直径为3mm的焊针；

所述搅拌摩擦焊的过程中，所述搅拌焊头的压力为215N～220N，所述搅拌焊头的焊接

速度为1.22mm/s～1.85mm/s，所述搅拌焊头的旋转速度为1800r/min～2000r/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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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冷式热管散热器及其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热管散热器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水冷式热管散热器及其制造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对于服务器内的电子设备，特别是高热流密度的电子设备，其在运行的过程中会

产生大量的热量，现有技术一般是通过风冷的方式对这些电子设备进行冷却。但是，普通风

冷的方式一般需要额外的功耗控制环境温度，而且风冷方式中采用的风扇均存在噪声较大

的缺点。由于水相对于空气具有较大的比热容，水冷系统相对于风冷系统具有安静、散热性

能好、对环境依赖小的优点。现有服务器中的水冷系统一般采用是内置式水冷方式，即冷却

水在服务器内部进行循环，这种方式存在不易安装维护、容易泄露、可靠性低的缺点。

[0003] 热管具有高效导热性，能够通过热管将热量带到水冷板，再经由水冷板中的冷媒

介质将热量带出。然而，现有技术中的水冷式热管存在结构不够稳定，可靠性较低，安装拆

卸不够方便的缺点。

[0004] 现有水冷板流道加工工艺主要是采用数控机床（CNC）、深孔加工、盘管焊接、切削

工艺加CNC等形式，存在工艺复杂、加工成本高的缺点；另外，现有的水冷板连接工艺主要采

取钎焊工艺，部分采用熔焊，出于对焊接变形合表面装配要求，焊后表面需有一定的加工余

量。如果要同时做到加工后密封性好且具备一定的耐压强度，使用传统的熔焊或是钎焊都

比较困难，容易出现钎料堵塞水道或是钎料流失出现弱连接的焊接缺陷。而将热管与基座

及水冷板采取挤压方式接触容易造成热管凹陷破损甚至失效，造成接触热阻增加影响散热

效果。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之一在于针对现有技术中的不足之处而提供一种结构稳定、可靠性

好，且安装拆卸方便的水冷式热管散热器。

[0006] 本发明的目的之二在于针对现有技术中的不足之处而提供一种工艺简单、加工成

本低、焊接效率高、质量稳定的水冷式热管散热器的制造方法。

[0007] 为达到上述目的之一，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8] 提供一种水冷式热管散热器，包括具有吸热部和散热部的热管、与所述热管的吸

热部连接的基座、与所述热管的散热部连接的水冷板、与所述水冷板连接的防雷线、以及与

所述水冷板连接的带接头软管；

[0009] 所述带接头软管包括与所述水冷板固定连接的第一软管段，以及与所述第一软管

段插接的第二软管段。

[0010] 所述基座开设有用于容纳所述热管的吸热部的基座通槽，所述热管的吸热部通过

焊锡固定于所述基座通槽。

[0011] 所述水冷板包括水冷板本体，以及与所述水冷板本体连接的上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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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所述水冷板本体包括底座、以及设置于所述底座上的流道结构；所述底座开设有

用于容纳所述热管的散热部的水冷板通槽，所述热管的散热部通过焊锡固定于所述水冷板

通槽；

[0013] 所述上盖的底部开设有用于容纳所述流道结构的上盖槽，所述上盖的侧部开设有

用于与带接头软管连接的第一螺纹孔，以及开设有用于与防雷线连接的第二螺纹孔。

[0014] 所述水冷板本体的四个角均开设有螺丝孔，所述螺丝孔螺接有带弹簧的螺丝。

[0015] 所述流道结构包括排列设置的若干翅片，以及相邻所述翅片之间的流道槽。

[0016] 所述第一软管段设置有公接头，所述第二软管段设置有用于与所述公接头插接的

母接头。

[0017] 所述热管为沟槽型热管或者为复合型热管，且所述热管的吸热部呈扁平状。

[0018] 为达到上述目的之二，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19] 提供一种水冷式热管散热器的制造方法，它包括如下步骤：

[0020] 步骤一，提供热管和基座：采用沟槽管制造出所述热管，采用机加工制造出所述基

座；

[0021] 步骤二，提供水冷板：通过铝挤成型工艺制备出具有流道结构和水冷板通槽的水

冷板本体，并采用机加工对流道结构进行修正，以及采用机加工加工出水冷板本体的螺丝

孔；然后采用机加工制造出所述水冷板的上盖，然后采用摩擦焊将所述水冷板本体和所述

上盖相互焊接；

[0022] 步骤三，将所述热管的吸热部与所述基座的基座通槽进行间隙配合，并将所述热

管的散热部与所述水冷板的水冷板通槽进行间隙配合，然后分别在所述基座通槽和所述水

冷板通槽内涂抹锡膏，然后通过模具将所述基座、所述热管和所述水冷板锁紧固定后，放置

于温度为280℃~360℃的高温炉中3min~8min后，取出风冷至室温，卸除模具，即完成将热管

的吸热部和散热部分别焊接于所述基座通槽和所述水冷板通槽；

[0023] 步骤四，将所述带接头软管和所述防雷线分别连接于所述水冷板的上盖的第一螺

纹孔和第二螺纹孔，即制得所述水冷式热管散热器。

[0024]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步骤二中，所述铝挤成型工艺的铝锭温度为450℃~500℃，

模具温度为420℃~500℃，盛锭筒温度为350℃~400℃，挤压速度为1  m/min~3m/min，通过挤

压成型后，再进行风冷淬火工艺，淬火温度为190℃~210℃，然后通过风冷处理进行人工时

效，以完成热处理强化，从而完成铝挤成型工艺。

[0025]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步骤二中，采用摩擦焊将所述水冷板本体和所述上盖相互

焊接，具体为：所述摩擦焊为搅拌摩擦焊，通过夹具固定所述水冷板本体和所述上盖，然后

采用搅拌焊头对所述水冷板本体和所述上盖进行搅拌摩擦焊接；

[0026] 所述搅拌焊头包括直径为9mm的搅拌肩部和直径为3mm的焊针；

[0027] 所述搅拌摩擦焊的过程中，所述搅拌焊头的压力为215  N  ~220N，所述搅拌焊头的

焊接速度为1.22  mm/s  ~1.85mm/s，所述搅拌焊头的旋转速度为1800  r/min  ~2000r/min。

[002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9] （1）本发明的一种水冷式热管散热器，具有散热效果好、结构稳定、可靠性好的优

点，且防雷线和带接头软管分别与水冷板的连接或拆卸均十分方便。

[0030] （2）本发明的一种水冷式热管散热器，由于水冷板连接有防雷线，在生产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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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防雷线与地线连接后能够达到避雷效果。

[0031] （3）本发明的一种水冷式热管散热器，由于水冷板连接有带接头软管，该带接头软

管包括与水冷板固定连接的第一软管段，以及与第一软管段插接的第二软管段，第一软管

段和第二软管段分别通过公接头和母接头能够快速插接，由于第二软管段远离热管（热

源），从而能够防止在插拔过程中出现微量水的泄漏情况。

[0032] （4）本发明的一种水冷式热管散热器，由于水冷板本体的四个角均开设有螺丝孔，

该螺丝孔螺接有带弹簧的螺丝，在实际应用中，在固定水冷板时能够进行柔性连接处理。

[0033] （5）本发明的一种水冷式热管散热器的制造方法，由于具有流道结构和水冷板通

槽的水冷板本体通过铝挤成型工艺制备，相对于现有技术对水冷板流道采用数控机床

（CNC）、深孔加工、盘管焊接、切削工艺等方式，具有加工成本低，生产效率高，竞争优势大的

优点。

[0034] （6）本发明的一种水冷式热管散热器的制造方法，由于水冷板本体和上盖通过摩

擦焊的方式进行焊接，即使得水冷板本体和上盖的焊接接触面能够在热塑状态下（未达到

熔点）实现类锻态固相连接，从而使得水冷板本体和上盖的焊缝的强度均分别与水冷板本

体和上盖的强度相同，从而能够避免使用填料，并具有焊接效率高、质量稳定、一致性好的

优点。

[0035] （7）本发明的一种水冷式热管散热器的制造方法，由于热管的吸热部和散热部分

别与基座和水冷板通过间隙配合在采用锡焊方式连接，能够避免现有技术采用过盈配合挤

压的方式而容易造成热管凹陷破损的情况，从而能够避免造成热管分别与基座和水冷板的

接触热阻大的缺点。

[0036] （8）本发明的一种水冷式热管散热器的制造方法，具有工艺简单、生产成本低，且

能够适用于大规模生产的特点。

附图说明

[0037] 图1是本发明的一种水冷式热管散热器的结构示意图。

[0038] 图2是本发明的一种水冷式热管散热器的另一视角的结构示意图。

[0039] 图3是本发明的一种水冷式热管散热器的分解结构示意图。

[0040] 图4是本发明的一种水冷式热管散热器的另一视角的分解结构示意图。

[0041] 图5是本发明的一种水冷式热管散热器的又一视角的分解结构示意图。

[0042] 图6是图5中A处的局部放大结构示意图。

[0043] 图7是本发明的一种水冷式热管散热器的水冷板本体的结构示意图。

[0044] 在图1至图7中包括有：

[0045] 热管1、吸热部11、散热部12；

[0046] 基座2、基座通槽21、基座螺纹孔22；

[0047] 水冷板3；

[0048] 防雷线4；

[0049] 带接头软管5、第一软管段51、第二软管段52、公接头501、母接头502；

[0050] 水冷板本体6、底座61、流道结构62、螺丝孔63、第一端部601、第二端部602、水冷板

通槽611、翅片621、流道槽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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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上盖7、上盖槽71、第一螺纹孔72、第二螺纹孔73；

[0052] 带弹簧的螺丝8。

具体实施方式

[0053] 结合以下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54] 实施例1。

[0055] 本实施例的一种水冷式热管散热器，如图1至图7所示，包括具有吸热部11和散热

部12的热管1、与热管1的吸热部11连接的基座2、与热管1的散热部12连接的水冷板3、与水

冷板3连接的防雷线4、以及与水冷板3连接的带接头软管5；带接头软管5包括与水冷板3固

定连接的第一软管段51，以及与第一软管段51插接的第二软管段52。由于水冷板3连接有防

雷线4，在生产的过程中，防雷线4与地线连接后能够达到避雷效果，从而防止潮湿雷雨天气

造成的安全问题。

[0056] 本实施例中，基座2的底部开设有用于容纳热管1的吸热部11的基座通槽21，热管1

的吸热部11通过焊锡固定于基座通槽21。另外，基座2的顶部开设有基座螺纹孔22，在实际

应用中，该基座螺纹孔22用以保证热管1与CPU贴合紧密。

[0057] 本实施例中，水冷板3包括水冷板本体6，以及与水冷板本体6连接的上盖7；水冷板

本体6包括底座61、以及设置于底座61上的流道结构62；底座61开设有用于容纳热管1的散

热部12的水冷板通槽611，热管1的散热部12通过焊锡固定于水冷板通槽611。

[0058] 本实施例中，上盖7的底部开设有用于容纳流道结构62的上盖槽71，上盖7的侧部

开设有用于与带接头软管5连接的第一螺纹孔72，以及开设有用于与防雷线4连接的第二螺

纹孔73。该第一螺纹孔72使得带接头软管5与水冷板3的连接或拆卸均十分方便，该第二螺

纹孔73使得防雷线4与水冷板3的连接或拆卸均十分方便。

[0059] 本实施例中，水冷板本体6的四个角均开设有螺丝孔63，螺丝孔63螺接有带弹簧的

螺丝8。在实际应用中，该带弹簧的螺丝8在固定水冷板3时能够进行柔性连接处理。

[0060] 本实施例中，流道结构62包括排列设置的若干翅片621，以及相邻翅片621之间的

流道槽622；本实施例中，流道结构62包括相互平行排列设置的二十三个翅片621，其中，第

八和第十六个翅片621外凸于流道结构62的第一端部601的其它翅片621，第十二个翅片621

外凸于流道结构62的第二端部602的其它翅片621，第一至三个翅片621、以及第二十一至二

十三个翅片621内凹于流道结构62的第二端部602的其它翅片621。

[0061] 本实施例中，第一软管段51设置有公接头501，第二软管段52设置有用于与公接头

501插接的母接头502。由于第一软管段51和第二软管段52分别通过公接头501和母接头502

能够快速插接，由于第二软管段52远离热管1（热源），从而能够防止在插拔过程中出现微量

水的泄漏情况。

[0062] 本实施例中，热管1为沟槽型热管，其中，该沟槽型热管的特征参数为：直径为8mm，

沟槽齿数为68，壁厚0.3mm，齿高0.25mm，单根热管的传热功率为50W。另外，热管1的吸热部

11呈扁平状，以使得吸热部11的平面与基座2的底面相平，从而便于将热管1的吸热部11固

定于基座通槽21。

[0063] 本实施例的一种水冷式热管散热器，具有散热效果好、结构稳定、可靠性好的优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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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实施例2。

[0065] 本发明的一种水冷式热管散热器的实施例2，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

于，本实施例中，热管1为复合型热管，即其吸液芯采用小沟槽多齿的沟槽管加紫铜粉末颗

粒复合制成。本实施例的其它结构及工作原理与实施例1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0066] 实施例3。

[0067] 见图1至图7。实施例1的一种水冷式热管散热器的制造方法，它包括如下步骤：

[0068] 步骤一，提供热管和基座：采用沟槽管制造出热管1，采用机加工制造出基座2；

[0069] 步骤二，提供水冷板：通过铝挤成型工艺制备出具有流道结构62和水冷板通槽611

的水冷板本体6，并采用机加工对流道结构62进行修正，以及采用机加工加工出水冷板本体

6的螺丝孔63；然后采用机加工制造出水冷板3的上盖7，然后采用摩擦焊将水冷板本体6和

上盖7相互焊接；

[0070] 步骤三，将热管1的吸热部11与基座2的基座通槽21进行间隙配合，并将热管1的散

热部12与水冷板3的水冷板通槽611进行间隙配合，然后分别在基座通槽21和水冷板通槽

611内涂抹锡膏，然后通过模具将基座2、热管1和水冷板3锁紧固定后，放置于温度为280℃~
360℃的高温炉中3min~8min后，取出风冷至室温，卸除模具，即完成将热管1的吸热部11和

散热部12分别焊接于基座通槽21和水冷板通槽611；

[0071] 步骤四，将带接头软管5和防雷线4分别连接于水冷板3的上盖7的第一螺纹孔72和

第二螺纹孔73，即制得水冷式热管散热器。

[0072] 其中，步骤二的铝挤成型工艺的铝锭温度为450℃~500℃，模具温度为420℃~500

℃，盛锭筒温度为350℃~400℃，挤压速度为1  m/min~3m/min，通过挤压成型后，再进行风冷

淬火工艺，淬火温度为190℃~210℃，然后通过风冷处理进行人工时效，以完成热处理强化，

从而完成铝挤成型工艺。

[0073] 其中，步骤二中，采用摩擦焊将水冷板本体6和上盖7相互焊接，具体为：摩擦焊为

搅拌摩擦焊，通过夹具固定水冷板本体6和上盖7，然后采用搅拌焊头对水冷板本体6和上盖

7进行搅拌摩擦焊接；搅拌焊头包括直径为9mm的搅拌肩部和直径为3mm的焊针；搅拌摩擦焊

的过程中，搅拌焊头的压力为215  N  ~220N，搅拌焊头的焊接速度为1.22  mm/s  ~1.85mm/s，

搅拌焊头的旋转速度为1800  r/min  ~2000r/min。

[0074] 其中，步骤三中，将热管1的吸热部11和散热部12分别焊接于基座通槽21和水冷板

通槽611，具体是采用无铅电脑热风回流焊，该无铅电脑热风回流焊具有对流传导、温度均

匀、焊接质量好的优点。具体地，热管散热模组在高温炉内经历3个温度区，首先，进入预热

温区时，焊膏中的溶剂、气体蒸发掉，同时，焊膏中的助焊剂润湿焊盘，焊膏软化、塌落，覆盖

了焊盘，将焊盘与氧气隔离；并使热管散热模组得到充分的预热；接着进入焊接区(回流区)

时，温度迅速上升使焊膏达到熔化状态，液态焊锡在热管散热模组零件之间的焊盘润湿、扩

散、漫流和回流混合在焊接界面上生成金属化合物，形成焊锡接点；最后热管散热模组进入

冷却区使焊点凝固。

[0075]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本发明保护

范围的限制，尽管参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发明作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

解，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实质和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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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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