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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反光式散热装置，其用于一记忆模块，

所述记忆模块具有一供金手指配置的下缘、以及

一与其下缘相远离的上缘；该散热装置包括一散

热本体、以及表面具有反光效果的一反光部件，

其中的散热本体具有二散热片，以夹置于记忆模

块上，且至少一散热片于邻近记忆模块的上缘处

上设有一结合部，而反光部件则组设于结合部

上，反光部件表面具有反光效果，以提供反光式

的炫光等视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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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反光式散热装置，用于一记忆模块，所述记忆模块具有一供金手指配置的下缘、

以及一与所述下缘相远离的上缘；其特征在于，该散热装置包括：

一散热本体，具有二散热片并用以夹置于所述记忆模块上，且至少一该散热片于邻近

所述记忆模块的上缘处上设有一结合部；以及

一反光部件，其表面具有反光效果，并组设于该结合部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反光式散热装置，其特征在于，该散热本体的二散热片呈ㄇ字

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反光式散热装置，其特征在于，该散热本体的二散热片上皆设

有该结合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反光式散热装置，其特征在于，该二散热片的该结合部为彼此

相对称并朝外侧凹入的嵌槽，而该反光部件上则设有分别对应该嵌槽以朝向内侧突出的嵌

块。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反光式散热装置，其特征在于，该二散热片的嵌槽分别呈正、

反方向的ㄈ形槽。

6.根据权利要求4或5所述的反光式散热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反光部件具有二相间隔

设置的侧板、以及一连接于该二侧板上缘间的顶板，且该嵌块设于该二侧板下缘。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反光式散热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反光部件为铝挤一体成型。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反光式散热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反光部件具有至少一侧板，

且该侧板下缘与该结合部间以一黏结层相结合。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反光式散热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反光部件更具有另一侧板、

以及一顶板，且该二侧板相间隔设置，而该顶板则连接于该二侧板上缘间。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反光式散热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反光部件为一金属片弯制

成形而具有二相间隔设置的侧板、以及一连接于该二侧板上缘间的顶板，且该二侧板下缘

夹置在该散热本体的结合部上。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反光式散热装置，其特征在于，该结合部为一固定座，该固定

座具有一供该二散热片夹置的基部、以及一由该基部突出于该二散热片外的突肋，而该反

光部件即组设于该突肋上。

1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反光式散热装置，其特征在于，该结合部为一固定座，该固定

座具有一供该二散热片夹置的基部、以及一形成于该基部上的凹槽，而该反光部件即组设

于该凹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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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光式散热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适用于计算机外设的散热装置，尤其涉及一种应用于记忆模块

(如随机存取内存)的反光式散热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机存取内存(RAM)是用于与计算机的中央处理器(CPU)直接交换数据的内存。而

随着计算机产业的快速发展，现今的内存已发展至如DDR4等高带宽的计算机内存规格，因

此皆有运作上发热等问题，故为配合此些记忆模块的散热需求而设计的散热装置应运而

生。

[0003] 而以往应用于此些记忆模块的散热装置，主要由二散热片夹置于记忆模块的芯片

上，以供其芯片散热所需。同时为配合计算机在电竞(电玩竞技)产业或计算机DIY玩家等需

求，计算机主机内部的组件往往也会通过如LED等构件提供发光效果，藉以使计算机机箱内

产生炫光等效果，而作为计算机内部的记忆模块及其散热装置也不例外；例如于记忆模块

的电路板上设置LED、或是加装导光组件于其散热装置上等方式已多不胜举。

[0004] 由于传统的作法主要是采主动的发光方式，藉以提供炫光作用，也就是记忆模块

或其散热装置本身带有如LED等发光构件，藉由自身具有发光的功能来达到所需的炫光效

果，但往往也容易与计算机机箱内部其它的组件所提供的炫光作用无法相互配合而使其效

果大打折扣。另一方面，自带发光作用的方式，也使得产品在设计较容易受到出厂时的局

限，不易通过不同产品间的相互搭配与配合，来产生多样化的炫光等视觉效果。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在于可提供一种反光式散热装置，其藉由计算机机箱内部其

它组件所提供的光源、甚至是外部光源，来提供反光式的炫光或多层次等视觉效果，并且不

影响原有的散热面积。

[0006]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可提供一种反光式散热装置，其可进一步藉由模块化的

方式，提供产品不论在生产端或使用者端，皆可视其需求来替换，以达到产品的多样化及客

制化的需求与目的。

[0007] 为了达成上述的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反光式散热装置，其用于一记忆模块，所述

记忆模块具有一供金手指配置的下缘、以及一与其下缘相远离的上缘；该散热装置包括一

散热本体、以及表面具有反光效果的一反光部件，其中的散热本体具有二散热片，以夹置于

记忆模块上，且至少一散热片于邻近记忆模块的上缘处上设有一结合部，而反光部件则组

设于结合部上，反光部件表面具有反光效果，以提供反光式的炫光等视觉效果。

[0008]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描述，但不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定。

附图说明

[0009] 图1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的立体分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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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图2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的立体组合图；

[0011] 图3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的使用状态剖视示意图；

[0012] 图4本发明第二实施例的使用状态剖视示意图；

[0013] 图5本发明第三实施例的使用状态剖视示意图；

[0014] 图6本发明第四实施例的使用状态剖视示意图；

[0015] 图7本发明第五实施例的使用状态剖视示意图。

[0016] 其中，附图标记

[0017] 散热装置  1

[0018] 散热本体  10           散热片    100

[0019] 结合部    101          基部      102

[0020] 突肋      103         反光部件  11

[0021] 侧板      110          顶板      111

[0022] 嵌块      112         黏结层    113

[0023] 记忆模块  2

[0024] 电路板    20          下缘      200

[0025] 上缘      201         芯片      21

[0026] 主板      3

[0027] 内存插槽  30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为了能更进一步了解本发明的特征及技术内容，请参阅以下有关本发明的详细说

明与附图，然而所附的附图仅提供参考与说明用，并非用来对本发明加以限制。

[0029] 请参阅图1及图2，分别为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的立体分解图及立体组合图。本发明

提供一种反光式散热装置，该散热装置1用以设置于一记忆模块2上，该记忆模块2为一随机

存取内存(RAM)，并包含一电路板20、以及多个设于该电路板20上的芯片21。而该散热装置1

即用以提供该记忆模块2的芯片21的散热所需；该散热装置1包括一散热本体10、以及一设

于该散热本体10上的反光部件11，其中：

[0030] 该散热本体10主要具有二散热片100所构成，该二散热片100可为各自独立的二金

属材质所制成的片体、或是通过如铝挤制成等方式而一体构成呈「ㄇ」字形者，并使二散热

片100用以夹置上述记忆模块2并包夹于该记忆模块2外，同时该二散热片100的内表面贴附

于记忆模块2的芯片21上，故二散热片100的外表面即可提供芯片21于发热时进行良好的散

热。

[0031] 请一并参阅图3所示，上述记忆模块2的电路板20具有一供金手指配置的下缘200、

以及一与其下缘200相远离的上缘201，且在使用时，其下缘200插设于计算机的主板3的内

存插槽30内。而本发明主要于上述散热本体10中的至少一散热片100上设有一结合部101，

当散热本体10组设于记忆模块2上时，该结合部101邻近记忆模块2的上缘201处，以供上述

反光部件11组设于该结合部101上；而在本实施例中，该二散热片100上皆设有该结合部

101，且该二散热片100的结合部101为彼此相对称并朝外侧凹入的嵌槽，如彼此分别呈正、

反方向的「ㄈ」形槽者，且所述嵌槽沿着记忆模块2的上缘201延伸而形成，而该反光部件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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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为铝挤一体成型，并具有二相间隔设置的侧板110、以及一连接于该二侧板110上缘间的

顶板111，且二侧板110下缘分别设有朝向内侧突出的一嵌块112，以分别对应嵌槽的结合部

101而嵌入组设，进而能将该反光部件11组设于散热本体10上，同时维持二散热片100的外

表面与外界接触的面积，避免影响其应有的散热效果。

[0032] 承上所述，该反光部件11的表面具有反光效果，即反光部件11的二侧板110或/及

顶板111的表面具有反光效果。所述反光效果可通过其材质本身、或是藉由如电镀或涂布等

加工方式将具有反光效果的材质或荧光涂料披覆于该反光部件11的表面上，亦可作全面或

局部的披覆，而在局部的披覆上可设计如文字或图形等式样者。藉此，如图3所示，由于记忆

模块2在使用时插设于计算机的主板3的内存插槽30内，因此当计算机机箱内部其它组件所

提供的光源、或甚至是计算机机箱外部所提供的光源，投射至该反光部件11上时，即可通过

该反光部件11来提供炫光或多层次等视觉效果。

[0033] 所以，藉由上述的构造组成，即可得到本发明反光式散热装置。

[0034] 另，如图4所示，在本发明第二实施例中，上述反光部件11通过其二侧板110下缘夹

置于二散热片100的结合部101外，并可进一步以黏结等方式相结合，例如于侧板110下缘与

结合部101间以黏胶形成的黏结层113而使该反光部件11组设于散热本体10上。

[0035] 又，如图5所示，在本发明第三实施例中，上述反光部件11亦可仅具有所述二相间

隔设置的侧板110，使二侧板110为各自独立地组合于散热本体10上，当然亦可仅单一组设

其中一侧板110(图略)。

[0036] 再者，如图6所示，在本发明第四实施例中，上述反光部件11亦可通过一金属片弯

制成形而具有所述二侧板110及顶板111，故二侧板110可通过与顶板111间因弯曲而形成的

夹持力以其下缘夹置在散热本体10的结合部101上。

[0037] 此外，如图7所示，在本发明第五实施例中，上述结合部101可为一固定座，并配合

记忆模块2的上缘201延伸呈一长条状者，该固定座具有一供二散热片100夹置的基部102、

以及一由基部102突出于二散热片100外的突肋103，而突肋103则用以供反光部件11的二侧

板110下缘夹置、或亦可进一步以上述黏结层113黏附于任一侧板110下缘与突肋103间。也

可以进一步理解，将上述设于基部102上的突肋103改为一形成于该基部102上的凹槽(图

略)，而反光部件11则仅具有单一侧板110，所述凹槽即供该侧板110下缘插置。

[0038] 因此，藉由本发明反光式散热装置，由于其本身并不具有主动的发光效果，而被动

地采用周边光源投射后产生的反光来提供炫光作用，因此在设计及成本上自然较为简化，

但却不失该有的炫光或多层次等视觉效果。同时，利用二散热片100上缘供反光部件11组

设，除了可避开散热本体10的散热面积而避免影响其散热效果外，也能藉由反光部件11提

供二散热片100对记忆模块2的夹置作用，达到零组件的简化。又因在组设上可藉由模块化

的方式，提供产品不论在生产端或使用者端，皆可视其需求来替换，以达到产品的多样化及

客制化的需求与目的。

[0039] 当然，本发明还可有其它多种实施例，在不背离本发明精神及其实质的情况下，熟

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当可根据本发明作出各种相应的改变和变形，但这些相应的改变和变

形都应属于本发明所附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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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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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