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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高性能被功式相交散熱系統及其座用

技木領域

本岌明涉及吋岌熟的工作元件或部件迸行被功式相交熱交換的技木，特別是一神高

性能被功式相交散熱系統及其匝用，具休座用包括用于台式汁算帆的相交散熟系統和用

于筆杞本屯嘛等小空同內的散熟系統 。

背景技木

高性能茁片 gh pe 比 ma ce oh 的岌熟密度即將要迭 60W/c m 2的程度。迭梓

的熱流密度勻控水妒反匝堆 WR 的炯心熟流密度力同一水平，但前者要求的散熟面

溫度勻杯境溫度之差較后者要低得多。汁算帆的熱控技木亦即冷卸技木要求，既要滿足

其昨容上限溫度 釣 0 o C ，又要瀰足不斷提升的散熟熟流密度，迭已成一介因阮性的

技木唯題。

目前普遍使用的一般尺度的空冷技木的冷即能力，在一般流劫速度吋 例如 2 m /

要比上迷高性能茁片的友熱密度低一介數量級 。要強化空冷技木冷即能力，有主劫方法

和被劫方法。被劫亦法就是要將換熱器流路微細化以強化換熱性能和增加換熟面秧 如

增加微槽道等 。主劫打法主要有提高工旗流速及降低伶即工旗的迸口溫度等。迭些強化

方法都涉及到微系統及微估熱向題，如提高微功力系統 c o epowe g Sy s em 提

高工庚流速 、微冷捺系統 降低冷即工廣溫度 和微凡扇系統 提高占杯境岡的肘流換

熟 性能。

汁算杭的相交伶即技木是匡別于空冷技木的另一癸正在升友和友展的新型伶即技

木。相交蒸岌熟流密度的理松板限比 目前汁算帆最高熱流密度胚要高出釣兩介數量級 。

且溫度集件瀰足汁算帆的昨容上限溫度。目前占之相夫的有微熱管技木 又分力毛細型、

強制震劫型及 自肋振蕩型等 及微槽群蒸友型熱沉技木，囤阮上已有不少囤家基金和大

型企血投入了不少援金遴行升投研究。但息的來況，山于受微細管內的流功特性的制釣，

普通微熱管技木已遇到了目前元法克服的投展瓶較一怖界熟流制釣同題，早致其忠熱輸

送能力元法有效提高。

目前囤內最好的被劫式冷即技木 熱管技木 散熱能力有限。 比如，因內的台式汁

算杭的冷即方法主要力翅片加凡扇方式，技木上是在翅片工芝及川扇性能上下功夫。而

要求休秧小、敞熟功率大的筆杞本屯胭的冷即系統基本上都是伙囤外和主桐配套引越 。

可以悅，在因內固外， S 的冷即同題 包括 C P FDD 和 CD 將是制釣汁算肌



性能的最主要、也是最迫切的因素。 同肘，高能激光，光通汎等領域也肘功率大及休秧

微小的散熟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因此，隨看微屯子技木的弋速岌展、我囤各神尖端技木的迅速提升及固防工此的現

宴需要，研究升友具有 自主知秧汗杖的包括汁算帆在內的微屯于器件的散熱技木有看重

5 大的聊突意叉和鋒濟份值。

岌明內容

本友明汁肘現有技木中存在的不足或缺陷，提供一神高性能被劫式相交散熱系統 。

采用核散熱系統有利于肘高熟流密度的友熟休迸行充分的散熟冷即，爪而滿足高性能茁

片、高能激光、光通洲或其他杭屯器件的散熟要求。

本投明逐提供一神用于台式汁算柳的相交散熱系統，以較大的換熱能力瀰足下一代

台式汁算帆的冷即要求。

本岌明胚提供一神有利于提高思換熟量的用于筆氾本屯肺等小空同內的散熱系統 。

本投明思的技木枸思如下

基于肘囤內外微咆子及微系統器件微散熱技木的研究現狀及需求的分析，岌展出一

神高性能微槽群相交冷即模式，通迂利用毛細泵林管路使得微槽群蒸岌器勻冷凝器尖現

空回隔萬的鈷枸投汁來提高肘高熟流密度岌熱休的散熟冷即能力，研制出滿足各神微小

尺寸的高性能被功式冷卸元件以及瀰足下一代各神汁算帆以及其它板端杯境中先迸屯于

器件的散熱系統，解決宰事領域的特沖需要和 T 芒並面怡的熟 何題。

? 本友明的技木方案如下

高性能被功式相交散熱系統，包括微糟群蒸岌器和冷凝器，其特征在于 所迷微槽

群蒸友器達接有毛細泵林管路，核毛細泵林管路勻所述冷凝器相連接。

所迷微糟群蒸友器包括微槽群蒸友換熟元件，核蒸友換熟元件的蒸岌面上分布有密

集的微毛細槽，微毛細槽內芒生的毛綑力能移使液休吸入槽內，伙而使槽內液休在乞、

腋、固三相接舢緘附近形成芎月面蒸友換熱。

所迷微槽群面屋力 T O 材料侯或其它茉水材料尾，用于肘微槽群面迸行超茉水她理。

所迷微毛細槽力直槽，槽窕力 0．01- mm，槽深力槽筑的 1- 4 倍 。

所迷槽窕力 0． . m

所迷毛細泵即管路包括蒸乞輸迭管路部分和液休回流管路部分，非且在管路中股置

有革向憫。

所述液休回流管路部分的出口端肘接于微槽結枸，咳微槽鈷枸用于肘毛細泵林管路



中的回流液休避行毛細驅功。

所迷冷凝器力自然冷即式冷凝器、強制空冷式冷凝器、水冷式冷凝器或采用高分子

阿格狀絡合膜的強化高效冷凝器。

用于台式汁算柳的相交散熟系統，其特征在于 包括用于志片散熟的微槽群蒸友器

和冷凝器，所迷微槽群蒸友器連接有毛細泵林管路，所迷冷凝器位于台式汁算帆的杭箱

丙側，所迷毛細泵林管路占所迷冷凝器相達接。

用于筆杞本屯胭等小空同內的散熱系統，其特征在于 包括用于 P 散熱的微糟群

蒸友器和冷凝器，
．所迷微槽群蒸友器達接有毛細泵林管路，所迷冷凝器分別位于筆杞本

屯胭的昱示屏背板戾和主杭背板尾，所迷毛細泵林管路均冷凝器相連接，井在竿杞本咆

胸的旋特軸她采用軟管路 。

本岌明的技木效果如下

由于本岌明的高性能被功式相交散熟系統，通泣利用毛細泵林管路使得微槽群蒸友

器勻冷凝器宴現空同隔萬的拮枸投汁來提高散熱伶即能力，使得咳散熟系統有利于肘高

熱流密度的岌熱休迸行充分的散熟冷即，伙而滿足高性能茁片、高能激光、光通汎或其

他帆屯器件的散熟要求。

由于微槽群蒸友器采用微槽群蒸岌換熱元件，通迂蒸岌面上分布的密集的微毛細槽

充分利用毛細現象，微槽內芹生的毛細力使液休吸入微槽內。每介槽內液休在三相 乞、

液、固 接絀域附近有一微小的弩月面，核宵月面的蒸岌具有板大的局部換熱系數。通

泣投汁最佳的尺寸及緒枸布局，充分揭示微槽內相交估熱估廈及怡界熟血荷芹生的帆理，

其換熱量有可能高于或几倍于一般池內沸謄的怕界熟血荷 。且具有換熟尺寸任意，忠換

熟量板大等特庶 。 因而咳換熟技木有可能在今后超微咆于及微系統器件散熟以及航天器

部件散熱等方面，有看重要的匝用前景。

由于微槽群面尾力 ，材料尾或其它茉水材料尾，用于咐微槽群面迸行超茉水她理，

爪而得到強化的微槽群蒸友換熟元件。

由于微毛細糟力直槽，槽筑力 0．0 - mm，槽深力槽筑的 1- 4 倍 而且槽斑可迸一步

仇迭力 0．1 0 .5 迭就計肘升式微槽群蒸炭估熱面，能夥得到最佳的微槽尺寸參數及最

佳鈷枸投汁 多尾、銅合微槽及外置型毛細力強化鈷枸等)。

由于管路中沒置有卑向恫，速就能移充分保征蒸乞勻液休卑向流劫，使得不投置液

泵的整介 .P 回路即毛細泵即管路中，通迂回路的几何役汁決定回路系統申的各布貞正

力，伙而有利于系統的正常這行。

由于液休回流管路部分的出口端利接于微槽拮枸，核微槽鈷枸用于肘毛細泵杯管路



中的回流液休迸行毛細酗功，迭就是溯，通迂這用回路占蒸友器的肘接技木，不仗奕珊

回液管回流的液休達壞朴充到蒸友器內，而且可以奕珊最佳役汁方案，將液休達接朴充

到蒸岌面上，爪而可以克服重力肘流功的阻力影晌，同肘可利用微槽群內毛細力形成的

血匝增大液休回流的班劫力。

由于伶凝器力自然冷即式冷凝器、強制空冷式冷凝器、水冷式冷凝器或采用高分子

阿格狀絡合膜的強化高效冷凝器，迭就有利于根掘不同工況或迄行杯境迸行合理配置。

由于本岌明的用于台式汁算帆的相交散熱系統，是基于一介忌的友明枸思，在利用

毛細泵杯管路使得微槽群蒸岌器勻伶凝器宴現空何隔萬的鈷枸沒汁來提高肘高熟流密度

友熟休的散熟冷即能力的基碰上，將冷凝器投置于台式汁算帆的帆箱兩側，能夥將蒸友

器的蒸岌熟帶到屯肺帆箱的兩側外壁，丐外部空乞芒生自然肘流換熟，蒸汽伶凝后再循

邪到蒸岌器內，爪而可以在不需要凡扇的情況下，以較大的換熟能力滿足今后台式汁算

帆的冷即要求。

由于本友明的用于簧杞本咆胭等小空同內的散熟系統，也是基于一介思的友明枸思，

在利用毛細泵林管路使得微槽群蒸友器勻冷凝器寞現空向隔萬的拮枸役汁乘提高肘高熟

流密度炭熱休的散熱冷即能力的基酣上，將冷凝器役囂于筆杞本屯胭的昱示屏背板尾和

主帆背板侯，井且在筆杞本屯肺的旋特軸她采用軟管路 迭就能移解決怕界熱流制釣何

題，提高思換熟量，由拭醃得出，冷即能力可以迭到熟流密度 250W c ，最大換熱能

力 W。 舀然芙于蒸岌器的內部結枸投汁，必須考慮茁片水乎放置和垂直放置以及傾

斜放置等情況，流休循杯及液休朴充將勻蒸岌器的內部鈷枸役汁密切相夫。 同吋江需要

采用 . 的軟管連接技木 蒸岌器和冷凝器的連接由于鋒迂汁算帆昱示屏的旋拷軸，因

而需要宴現軟連接 。

團 1 力毛細微槽蒸岌原理團，包括微槽群蒸岌換熱元件鈷枸團和局部放大團。 圍中

Q 力岌熱休熱流，井用安心箭共表示了熱流方向，圓杯及空心箭共表示局部放大匡域占

吸熱蒸友。局部放大圍指明了槽項、三相接舢找、吸附房、宵月面、蒸炭微液膜的居坎

或位置狀況。

團 2 力蒸岌板鈷枸示意圍，包括蒸岌面上的微毛細槽，呈揪向和橫向分布。

團 力強制室冷式台式咆胭 P 散熟器團。

囤 4 力水冷式外置冷凝器散熟系統圍。囤中表示了冷即水和毛細泵杯。

團 力自然冷即式散熟系統團。 團中表示了微槽群蒸友器、毛細泵杯管路和外實伶



凝器的連接狀況。

團 6 力窘杞本屯胸散熱系統示意團。 團中指明了以筆杞本咆胭的昱示屏背板侯和主

帆背板尾作力散熟面的狀況。

附團棕杞列示如下
1 微槽群蒸友換熱元件 11-微毛綑槽 A 怪向槽 B-橫向槽 2 蒸岌板 2-

微槽群蒸岌器 3 冷凝器 3 水冷式冷凝器 4-液休 蒸岌 5 凡扇 6- P 茁片

炭熟休 1 -CP 即毛綑泵即 2 - CP 中蒸汽部分 30- CP 中液休部分。

具休突施方式

下面拮合附團肘本岌明作迸一步的祥細悅明。

夫于本友明申的微槽群蒸岌換熱元件

微槽群蒸友換熱元件一般是指在一任意尺寸的乎板上刻上密集的微細直槽，微槽內

芒生的毛細力使液休吸入微槽內。每介槽內液休在三相 乞、液、固 接舢域附近有一

微小的芎月面，核芎月面的蒸岌具有板大的局部換熟系數。通迂投汁最佳的尺寸及拮枸

布局，其換熟量有可能高于或几倍于一般池內沸勝的怕界熟灸荷。且具有換熟尺寸任意，

息換熱量板大等特貞 。 因而咳換熱技木有可能在今后超微屯子及微系統器件散熱 以及航

天器部件散熟等方面，有看重要的匝用前景。其刨新貞可以概括力 兀友了新一代高性

能冷即技木，力因阮上相夫領域的最先迸匝用技木 匡別于以往被劫冷即元件休秧較大

而元法造匝現代高技木所要求的微冷系統，核技木可以奠定今后微冷系統技木的基碰 。

其采用的夫鍵技木力 揭示微槽內相交估熱侍旗及怡界熱血荷芒生的杭理 汁肘升式微

槽群蒸岌佳熱面，得到最佳的微糟尺寸參數及最佳拮枸投汁 多尾、坦合微槽及外置型毛

細力強化結枸等 針肘不同液休工辰，利用 T ，材料或其它茉水材料肘微槽群面迸行超

茉水她理，得到強化的微槽群蒸炭換熱元件。

如團 1 所示的毛細微槽蒸友原理團，包括微槽群蒸炭換熟元件 1 的拮枸圈和局部放

大囤。 團中 力岌熱休熟流，井用宴心箭共表示了熱流方即 圓杯及空心箭共表示局部

放大函域勻吸熱蒸岌 團中同肘表示了微毛細槽 1 1 內的鞭休分布形狀。局部放大團指明

了槽項、三相接舢錶、吸附尾、芎月面、蒸友微液膜的尾吹或位置狀況。微毛綑槽 1 1 內

芒生的毛細力能夥使液休吸入槽內，爪而使槽內液休在乞、液、圃三相接舢銑附近形成

弩月面蒸岌換熟 。

如團 2 所示的微槽群蒸岌換熱元 f 錯枸，包括蒸友面上的微毛細槽 1 1，呈圳向

和橫向分布，即怪向槽 1 A 和橫向槽 1 1 。微毛細槽力直槽，槽筑力 0．0 mm，槽深力



槽竟的 1 A 倍 而且槽竟可迸一步伏迭力 0．1 0 .5 。 舀然微毛細槽也可以力非直槽。

如團 所示的強制空冷式台式屯胭 C P 散熱器，團中表示出了利用珊有配置的川扇

肘冷凝器 3 迸行強制空冷的狀況，包括 . 忑片 6、微槽群蒸友換熱元件 1 及其毛細微

槽、蒸友板 ' 、冷凝部分即冷凝器 3 、凡扇 5、液休 4 的位置狀況。通迂凡扇 5 肘冷凝

器 迸行強制空冷，更迸一步系統的提高換熱能力。

夫于本岌明中的「 系統即毛細泵即系統

PT 技木已鋒匝用于航天器的散熱同題。 由于航天器內部器件芒生的熟量必須帶到

近萬岌熱休的表面迸行換熱冷即，蒸岌器通迂蒸岌將岌熱休芹生的熱量由蒸汽通迂蒸乞

管路帶到冷卸部位，冷凝后成力液休并由液休通路回到蒸友器。 流休循杯的拋劫力由蒸

友器上的毛絀力芒生。但一般航天器上的岌熱休的熱流密度不是很高，蒸岌器表面上可

通迂板微細槽 或孔 拮枸末迭到較大的毛細酗功力。 目前因阮上 CP 系統中蒸炭器的

最大熱流密度較小。主要原因是因力目前的「. 只能將蒸岌面和毛細力微槽 或? 做

成一休拮枸，而很雅同肘宴現高蒸友熟流密度和高毛細砸劫力，因而怕界熱流密度較低 。

肘于空同相肘較大的台式汁算帆的伶即系統，蒸岌部件和冷凝部件可以做成一休式，

因而可不考慮 系統 。但肘空同狹小且熱流密度大的筆杞本式屯胭冷即，將熟量帶到

屯肪屈示屏背面伶即已是多數人的共棵，而舀蒸汽和冷凝液休共用一介回路肘 熟管式

舍大大限制忠的換熱怡界量。本研究將升岌出一神新型的 P 系統，妥珊高熟流的佳輸

系統。其刨新貞可以概括力 采用多碩新技木的新型 P 系統，可同肘造用于普通重力

及微重力荼件 將微槽蒸友面和液休毛細班功拮枸分升投汁，妥現蒸岌器的高怡界熟流

密度。其采用的夫鍵技木力 蒸汽輸送管路及液休回路的役汁，由于整介 CP 回路中不

投置液泵，回路的几何沒汁將決定回路系統中的各市貞庄力，伙而決定是否正常這行。

羊向憫投置技木，力充分保征蒸乞占液休卑向流功，在管路中沒實卑向憫。 回路勻蒸友

器的肘接技木，由回液管回流的液休必須達壞朴充到蒸炭器內，最佳投汁方案是要將液

休達接朴充到蒸岌面上，伙而可以克服重力肘流劫的阻力影晌，同吋可利用微槽群內毛

絀力形成的血匝增大液休回流的軀劫力。

夫于本岌明中的強化微型冷凝器

由于蒸友熱量必須通迂冷凝換熱器，將蒸汽冷凝力液休后再循即到蒸炭器中，因此

高效冷凝器的升友亦將交得很重要。本寺利升友出能仗久堆持滴狀伶凝的低能表面，山

此枸成勻微型蒸岌器功率相匹配的冷凝器。其刨新魚可以概括力 本研梵首吹提出了阿

格狀高分子膜的模型，勻金厲基底形成大面秧的高強度配位鍵，勻以往小分子絡合物膜

相比，穗定性大大增強，不仗可以有效地延仗使用看命，胚有可能在棚則的阿格中形成



高密度的核化中心。其采用的芙鍵技木力 高分子阿格狀鎔合膜的制各及其在強化微型

冷凝器申的匝用 冷凝迂程的微肌杭理和強化控制集件 高效伶凝器研制。

如圍 4 所示的水冷式外置冷凝器散熱系統，圍中表示出了微糟群蒸炭挽熱元件 1 及

其毛細微槽、CP 中蒸汽部分 20、水冷式冷凝器 ' CP 中液休部分 0、微槽群蒸友

器 2、友熱休 6 的位置狀況。

如團 5 所示的自然冷即式散熟系統，圍中表示出了自然冷即式伶凝器 3、CP 即毛

細泵林管路 10、微糟群蒸岌器 2 吸熱器 的位置狀況。微槽群蒸友器 2 達接毛細泵林

管路 10，核毛細泵林管路 10 占冷凝器 3 相達接 。

如圍 6 所示的筆杞本屯肪散熟系統，團中表示出了散熟面、早熱管、友熱茁片、高

性能吸熟器、屯源的位置狀況。伙圍申可以看出，咳寞施例是以竿杞本屯胭的昱示屏背

板侯和主帆背板尾作力散熟面，即伶凝器 3 。高性能吸熟器即帶有微槽群蒸炭換熟元件 1

的微槽群蒸岌器。友熱茁片即 P 茁片 6 等。早熱管即毛細泵坪管路 10 。微槽群蒸友器

通迂毛絀泵即管路 10 勻冷凝器 3 相連接，井在筆杞本屯胭的旋特軸她采用軟管路 。

匝舀指出，以上所迷具休寞施方式可以使本領域的技木人貝更全面地理解本炭明，

但不以任何方式限制本岌明。 因此，思管本悅明榴參照附團和奕施方式肘本岌明已避行

了佯細的悅明，但是，本領域技木人貝匝舀理解，仍然可以咐本友明逆行修改或者等同

替換 而一切不脫萬本岌明的精神和技木奕廣的技木方案及其改邀，其均座涵監在本岌

明寺利的保折范囿舀中。



杖利要求

1．高性能被劫式相交散熟系統，包括微槽群蒸友器和冷凝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微槽

群蒸友器達接有毛細泵杯管路，咳毛綑泵即管路勻所述伶凝器相達接。

2．根掘杖利要求 1 所迷的高性能被劫式相交散熟系統，其特征在于 所迷微槽群蒸友

器包括微槽群蒸岌換熟元件，咳蒸友換熱元件的蒸友面上分布有密集的微毛細槽，微毛

細槽內芒生的毛細力能夥使液休吸入槽內，伙而使槽內液休在乞、液、固三相接舢域附

近形成芎月面蒸岌換熱。

3．根据杖利要求 2 所迷的高性能被劫式相交散熱系統，其特征在于 所迷微槽群面居

力 T 材料尾或其它茉水材料尾，用于肘微槽群面迸行超茉水她理 。

4．根掘杖利要求 2 所迷的高性能被劫式相交散熱系統，其特征在于 所迷微毛細槽力

直槽，槽筑力 0．0 - m，槽深力槽竟的 1 4 倍。

5 ．根掘杖利要求 4 所迷的高性能被劫式相交散熱系統，其特征在于 所述槽琉力

0．0.5mm，槽深力槽筑的 2 -

6 ．根掘杖利要求 1 所迷的高性能被劫式相交散熱系統，其特征在于 所述毛鋼泵林管

路包括蒸乞輸迭管路部分和液休回流管路部分，井且在管路中投置有革向凋。

7．根据杖利要求 6 所迷的高性能被劫式相交散熟系統，其特征在于 所述液休回流管

路部分的出口端肘接于微槽結枸，咳微槽結枸用于肘毛細泵林管路中的回流液休迸行毛

細砸劫。

8．根掘杖利要求 1 所迷的高性能被劫式相交散熱系統，其特征在于 所述冷凝器力自

然伶即式冷凝器、強制空冷式冷凝器或水冷式冷凝器。

9 用于台式汁算帆的相交散熟系統，其特征在于 包括用于茁片散熱的微槽群蒸友器

和冷凝器，所迷微槽群蒸岌器連接有毛細泵杯管路，所迷伶凝器位于台式汁算帆的帆箱

兩側，所述毛細泵即管路勻所迷冷凝器相連接。

10．用于竿沮本咆麻等小空向內的散熟系統，其特征在于 包括用于 P 散熱的微槽

群蒸岌器和冷凝器，所迷微槽群蒸友器連接有毛細泵杯管路，所迷冷凝器分別位于筆沮

本屯肪的昆示屏背板屋和主杭背板居，所述毛細泵杯管路勻冷凝器相連接，井在竿 沮木

屯嘛的旋特軸她采用軟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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