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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毛细泵环的交错式微通道冷凝器，

涉及微通道冷凝器。设有微通道板、上盖板、下盖

板、密封凹槽、管道连接头；所述微通道板由蒸汽

通道和冷却水通道组成，蒸汽通道和冷却水通道

相互间隔，交错排布；所述微通道板正面为蒸汽、

冷却水通道和入口，所述微通道板背面为蒸汽、

冷却水出口；所述微通道板正面和反面周围设有

密封凹槽；所述微通道板背面蒸汽出口采用收束

式的槽道；所述上盖板设有与微通道形状吻合的

微通道凸台；所述上盖板、下盖板的周围设有密

封凸台；所述上盖板、下盖板设有管道连接头；蒸

汽和冷却水经过微通道板正面的蒸汽和冷却水

入口进入各自的通道进行热交换，然后在背面的

蒸汽和冷却水出口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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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毛细泵环的交错式微通道冷凝器，其特征在于：设有微通道板、上盖板、下

盖板、密封凹槽、管道连接头；

所述微通道板由蒸汽通道和冷却水通道组成，蒸汽通道和冷却水通道相互间隔，交错

排布；所述微通道板正面设有蒸汽通道、冷却水通道、蒸汽入口、冷却水入口，所述微通道板

背面设有蒸汽出口、冷却水出口；所述微通道板正面和反面周围设有密封凹槽；所述微通道

板背面蒸汽出口采用收束式的槽道；所述上盖板设有与微通道形状吻合的微通道凸台；所

述上盖板、下盖板的周围设有微通道密封凸台；所述上盖板、下盖板设有管道连接头；蒸汽

和冷却水经过微通道板正面的蒸汽和冷却水入口进入各自的通道进行热交换，然后在微通

道板背面的蒸汽和冷却水出口流出。

2.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用于毛细泵环的交错式微通道冷凝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蒸汽

通道和冷却水通道的宽度为0.5mm，深度为1.5mm。

3.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用于毛细泵环的交错式微通道冷凝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微通

道板蒸汽入口和冷却水入口采取斜切面处理。

4.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用于毛细泵环的交错式微通道冷凝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

凹槽的深度为0.25mm。

5.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用于毛细泵环的交错式微通道冷凝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微通

道凸台的高度为0.25mm。

6.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用于毛细泵环的交错式微通道冷凝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上盖

板、下盖板的周围所设的微通道密封凸台高度为0.2mm。

7.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用于毛细泵环的交错式微通道冷凝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

凹槽留有间隙，间隙为0.05mm。

8.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用于毛细泵环的交错式微通道冷凝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上盖

板、下盖板设有的管道连接头采用倾斜布置，倾斜角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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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毛细泵环的交错式微通道冷凝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微通道冷凝器，尤其是涉及一种用于毛细泵环的交错式微通道冷凝

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微电子技术的高速发展，处理器的主频和集成度越来越高，单位容积上的芯

片功耗急剧增加，导致热流密度随之增加。比如，一颗1W的LED灯珠的热流密度已经达到

100W/cm2；又如，计算机CPU的热流密度普遍在60～100W/cm2，有的甚至高达200W/cm2。当电

子芯片的热流密度超过0.08W/cm2时，自然散热已经无法满足其散热要求；当热流密度超过

0.3W/cm2时，强迫对流散热已经达到极限。高热流密度芯片的热控制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制

约高集成度芯片技术发展的瓶颈，电子元器件可靠性的改善、功率容量的增加、集成度的提

高以及结构的微型化直接取决于芯片的热控制问题的解决。

[0003] 为解决高热流密度电子芯片的散热问题，近年来相变散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毛

细泵环是典型的相变散热装置，由蒸发器、冷凝器、汽液联管以及液体工质等组成。蒸发器

与电子芯片直接接触，内部的液体吸收了芯片的热量汽化成蒸汽，相变压力迫使蒸汽沿着

蒸汽联管到达冷凝器，液化后放出热量变成液体，经过液体联管回到蒸发器。由于毛细泵环

采用相变传热机制，其散热能力比当前主要的散热方式高2个数量级以上。通过吸液芯的毛

细力和蒸汽相变压力以及重力辅助运行，无需外部能源输入，具有节能减排的优势。同时，

工作时振动小，无噪音。将蒸汽和液体分开，吸液芯只存在于蒸发器，避免了热管的携带极

限，进一步提升了毛细泵环的散热能力。

[0004] 但是目前的毛细泵环存在冷凝不足的问题。当前的毛细泵环冷凝器主要采用风冷

翅片式，利用空气的强制对流散热。由于空气的对流换热系数低，冷凝效率低，大量蒸汽无

法在冷凝器充分冷凝就直接回到蒸发器，导致毛细泵环散热效率下降。另一种冷凝器的散

热方式是水冷散热，水的对流换热系数高，可以有效提高冷凝器的冷凝效率，但目前的水冷

式冷凝器均采用螺旋式铜管，或者是底部换热平行微通道，导致蒸汽和冷却水的接触面积

小，冷凝效率不高。为了增强冷凝效率，必须增加冷凝器的长度，这给毛细泵环的安装和使

用带来不便。因此设计一款冷凝效率高、结构紧凑的冷凝器具有重要的意义。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毛细泵环的交错式微

通道冷凝器。该冷凝器的蒸汽和冷却水通道交错排布，两者通过侧壁面传热，有效增加了换

热面积，提高冷凝器的冷凝效率；优化冷凝器出入口设计，有效降低压降。

[0006] 本发明设有微通道板、上盖板、下盖板、密封凹槽、管道连接头；

[0007] 所述微通道板由蒸汽通道和冷却水通道组成，蒸汽通道和冷却水通道相互间隔，

交错排布；所述微通道板正面为蒸汽、冷却水通道和入口，所述微通道板背面为蒸汽、冷却

水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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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所述微通道板正面和反面周围设有密封凹槽；所述微通道板背面蒸汽出口采用收

束式的槽道；所述上盖板设有与微通道形状吻合的微通道凸台；所述上盖板、下盖板的周围

设有微通道密封凸台；所述上盖板、下盖板设有管道连接头；蒸汽和冷却水经过微通道板正

面的蒸汽和冷却水入口进入各自的通道进行热交换，然后在背面的蒸汽和冷却水出口流

出。

[0009] 所述蒸汽通道和冷却水通道的宽度可为0.5mm，深度可为1.5mm。

[0010] 所述微通道板蒸汽入口和冷却水入口可采取斜切面处理。

[0011] 所述密封凹槽的深度可为0.25mm。

[0012] 所述微通道凸台的高度可为0.25mm。

[0013] 所述上盖板、下盖板的周围所设的微通道密封凸台高度可为0.2mm，所述密封凹槽

留有间隙，间隙可为0.05mm，用于存储密封胶。

[0014] 所述上盖板、下盖板设有的管道连接头采用倾斜布置，倾斜角可为30°。

[0015]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为：来自毛细泵环蒸发器的蒸汽通过上盖板的管道连接头进入

微通道板正面的蒸汽入口，在管道连接头的倾斜角度及蒸汽入口的斜切处理作用下，蒸汽

顺利进入蒸汽通道，在此与来自冷却水入口的冷却水进行热量交换，冷凝之后从微通道板

的背面蒸汽出口流出，返回蒸发器。蒸汽通道和冷却水通道相互间隔交错排布，两者通过微

通道的侧壁面传热。由于微通道深宽比较大，侧壁面的面积比底面积大，且蒸汽可以同时和

左右两侧的冷却水进行热量交换，大大提高了散热面积。与底面换热方式对比，侧壁面传热

方式的散热面积增加量为微通道深宽比乘以2，本发明的深宽比为3，即采用本发明的传热

方式可以将散热面积提高6倍以上，同时是螺旋式铜管冷凝器的8.4倍。所有通道均在微通

道板的正面一侧进入，另一侧封住，仅在通道底面开有流通面积相同的通孔，从微通道板的

背面流出，保证了蒸汽和冷却水互相隔离。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交错式微通道冷凝器有如下优点：蒸汽和冷却水通过

微通道侧壁面传热，换热面积大，冷凝效率高；管道连接头倾斜设计和蒸汽、冷却水入口斜

切面处理，流体流通顺畅，压降小，提高了毛细泵环变热负荷的灵敏度；由于冷凝效率高，其

体积可以设计得较小，因此结构紧凑，占用空间小，便于安装，节约成本。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结构组成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毛细泵环工作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微通道正面、反面及蒸汽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冷却水通道示意图。

[0021]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蒸汽入口与出口示意图。

[0022]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冷却水入口与出口示意图。

[0023]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微通道上盖板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以下通过具体实施方式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说明和描述，但本

发明不仅限于本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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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实施例1

[0026] 如图1～7所示的一种应用于毛细泵环的交错式微通道冷凝器，包括上盖板1-1、微

通道板1-2、下盖板1-3，所述上盖板1-1、下盖板1-3设有微通道凸台1-4和管道连接头1-6。

所述微通道板1-2的正面1-2a设有蒸汽通道1-2c和冷却水通道1-2d，两者相互间隔交错排

布，实现蒸汽和冷却水的侧面传热。蒸汽入口1-2a1设置在微通道1-2正面1-2a的右侧，冷却

水入口1-2a2设置在微通道1-2正面1-2a的左侧，两者均采用斜切面处理，有效降低局部阻

力损失。蒸汽出口1-2b1设置在微通道1-2背面1-2b的左边，冷却水出口1-2b2设置在微通道

1-2背面1-2b的右边。所述蒸汽出口1-2b1设有收束式槽道，防止冷凝后的液体压力损失。所

述冷却水出口1-2b2采用斜切面处理。蒸汽只能在蒸汽入口1-2a1进入蒸汽通道1-2c，在另

一端则被封闭，只在通道的底部开有面积跟通道横截面相同的通孔1-2c1，蒸汽通过此孔从

微通道正面1-2a进入背面1-2b，从而实现了蒸汽和液体的隔离。冷却水通道1-2d采取相同

的结构设计，只在冷却水通道入口1-2a2另一端的冷却水通道1-2d底部开有通孔1-2d1。所

述微通道板1-2正面1-2a、反面1-2b设有密封凹槽1-5。所述密封凹槽1-5的深度为0.25mm，

所述微通道凸台1-4的高度为0.2mm，两者互相配合，且留有0.05mm的间隙用于储存密封胶，

有效保证微通道的密封性。所述管道连接头1-6采用倾斜布置，其倾斜角为30°。所述上盖板

1-1设有微通道密封凸台1-7，其形状与蒸汽通道1-2c、冷却水通道1-2d、蒸汽入口1-2a1、冷

却水入口1-2a2互相耦合，凸台的深度为0.25mm，可以避免相邻的蒸汽通道和冷却水通道相

互串通。

[0027] 将交错式微通道冷凝器1应用于毛细泵环，所述毛细泵环包括蒸发器3、微通道冷

凝器1、蒸汽管2、液体管4、冷却水进水管5和冷却水出水管6，如图2所示。工作时，电子芯片

的热量传递到蒸发器3，内部的液体吸收汽化潜热变成蒸汽，沿着蒸汽管2达到冷凝器1。蒸

汽流经倾斜布置的管道连接头1-6和蒸汽入口1-2a1，在倾斜角和斜切面的作用下平缓进入

蒸汽通道1-2c，有效降低了这一过程的局部阻力损失。蒸汽在此与同样方式进入冷却水通

道1-2d的冷却水进行侧壁面热交换，放出热量之后冷凝成液体，然后经过通孔1-2c1流向蒸

汽出口1-2b1，最后返回蒸发器3。冷却水吸收热量之后经过通孔1-2d1返回水箱。在热交换

时，蒸汽与两侧的冷却水通过微通道的侧壁面进行传热，增大了传热面积。相比于底面热交

换模式，侧面热交换模式的换热面积增加量为微通道深宽比乘以2倍，本发明的深宽比为3，

即侧面积热交换的面是底面热交换的6倍，是螺旋管冷凝器的8.4倍。

[0028] 本发明的交错式微通道冷凝器，利用微通道的侧壁面实现蒸汽和冷却水的换热，

换热系数高，冷凝器的冷凝效率好，将其应用于毛细泵环，可以大大提毛细泵环的传热效

率，在高热流密度电子芯片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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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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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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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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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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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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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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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7/7 页

12

CN 107062963 B

12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