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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剑鱼梭型-倾斜沟槽仿生微

细通道冷凝器。该冷凝器利用激光金属3D打印、

光化学蚀刻等方式对换热板加工出微细流道，结

合扩散焊工艺将微细通道换热板整装组合为冷

凝器。微细通道结构设计遵从仿生学原理，以海

洋生物剑鱼和被子植物猪笼草的生物学特征为

灵感，充分利用剑鱼梭型减阻特性和猪笼草缘口

倾斜沟槽液膜主动搬运特性，其中梭型仿生减阻

结构能够降低工质流动阻力，从而降低系统压

降；倾斜沟槽仿生结构有助于提高冷凝器表面液

膜流动性，避免大面积膜状冷凝，降低冷凝热阻；

交错微细通道具备多孔介质降噪的结构特征，有

助于冷凝器工作噪音的降低。本发明具备低阻、

高比功率的显著特征，有效提高了冷凝器的工作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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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剑鱼梭型-倾斜沟槽仿生微细通道冷凝器，包括热侧入口(1)、热侧出口(2)、冷侧入

口(3)、冷侧出口(4)、仿生结构微细通道换热板(5)，冷凝器壳体(6)。其特征在于，热侧入口

(1)、冷侧入口(3)安装于冷凝器壳体(6)工质流入侧，热侧出口(2)，冷侧出口(4)安装于冷

凝器壳体(6)工质流出侧，热侧入口(1)、热侧出口(2)、冷侧入口(3)、冷侧出口(4)的流道与

仿生结构微细通道换热板(5)两端的流体进出扩口相对应,所述仿生结构微细通道换热板

(5)安装于冷凝器壳体(6)内，构成换热器芯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剑鱼梭型-倾斜沟槽仿生微细通道冷凝器，其特征在于，仿生

结构微细通道换热板(5)具备两种仿生特征结构，分别是仿生剑鱼梭型翅片(7)和仿生连续

倾斜沟槽(8)。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剑鱼梭型-倾斜沟槽仿生微细通道冷凝器，其特征在于，仿生

结构微细通道换热板(5)分为交错梭型微细通道换热板(51)和非交错梭型微细通道换热板

(52)，换热板上的仿生剑鱼梭型翅片(7)排布方式不相同，在交错梭型微细通道换热板(51)

上，沿工质流动方向，相邻两行仿生剑鱼梭型翅片(7)呈现交错排布，首尾错位不相连；而在

非交错梭型微细通道换热板(52)上，沿工质流动方向，相邻两行仿生剑鱼梭型翅片(7)呈现

非交错排布，首尾对应。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剑鱼梭型-倾斜沟槽仿生微细通道冷凝器，其特征在于，仿

生剑鱼梭型翅片(7)沿流动方向具有不同的曲率和特征长度。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剑鱼梭型-倾斜沟槽仿生微细通道冷凝器，其特征在于，仿

生连续倾斜沟槽(8)，连续沟槽内具备楔形盲孔构件(9)，且盲孔构件的曲率由下向上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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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鱼梭型-倾斜沟槽仿生微细通道冷凝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在石化、能源、军工等工业中使用的高温高压板式冷凝器，特别涉

及一种具备仿生结构的高温高压微细通道冷凝器，可以采用激光金属3D打印、光化学蚀刻

和扩散焊工艺制备。

背景技术

[0002] 冷凝器是一种伴随蒸汽凝结传热过程的换热器，是制冷、热泵、能源、动力等工业

系统中的重要设备，管壳式冷凝器、板式冷凝器都有广泛的应用。近年来，随着微电子、核

能、军工等产业的飞速发展，高热通量和有限的空间对冷凝器提出了新的技术性能要求。因

此，冷凝器也向高紧凑度、高比功率的目标发展，所以微细通道冷凝器的开发具备优良的应

用前景。

[0003] 微细通道冷凝器的流阻、压降和传热效率等参数对其性能有很大影响。同时，区别

于传统冷凝器，在微细通道内随着水力直径的减小，流体受重力和浮力的影响不断减小，而

表面张力、剪切力和壁面润湿性的作用逐渐增强，进而导致流体各方面特性与宏观大尺度

通道内产生明显差异。所以，强化冷凝器中传热和流动，对降低系统压降体积、强化冷凝传

热过程、提升系统比功率有着重要意义。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现有冷凝器存在的性能缺陷，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剑鱼梭型-倾斜沟槽仿

生微细通道冷凝器。该新型冷凝器结合仿生学、流体力学和传热学原理，借鉴自然界生物结

构特征，从流动减阻和强化传热两个角度对冷凝器性能进一步优化提升。通过激光金属3D

打印、光化学蚀刻和扩散焊工艺制备具有仿生结构特特征的微细通道冷凝器，制备的产品

能够满足高温高压的工况需求，且具备低阻、高效、高比功率的特点。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6] 剑鱼梭型-倾斜沟槽仿生微细通道冷凝器，包括热侧入口、热侧出口、冷侧入口、冷

侧出口、仿生结构微细通道换热板，冷凝器壳体，热侧入口、热侧出口，冷侧入口、冷侧出口

均通过焊接安装于冷凝器壳体，安装位置与仿生结构微细通道换热板两端的流体进出扩口

相对应。所述冷凝器壳体内部具备多层仿生结构微细通道换热板，采用扩散焊工艺对多层

仿生结构微细通道换热板逐层堆叠整合，构成换热器芯体。

[0007] 仿生结构微细通道换热板具备两种仿生特征结构，分别是仿生剑鱼梭型翅片和仿

生连续倾斜沟槽。

[0008] 仿生结构微细通道换热板分为交错梭型微细通道换热板和非交错梭型微细通道

换热板，换热板上的仿生剑鱼梭型翅片排布方式不相同，在交错梭型微细通道换热板上，沿

工质流动方向，相邻两行仿生剑鱼梭型翅片呈现交错排布，首尾错位不相连；而在非交错梭

型微细通道换热板上，沿工质流动方向，相邻两行仿生剑鱼梭型翅片呈现非交错排布，首尾

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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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仿生剑鱼梭型翅片沿流动方向具有不同的曲率和特征长度。

[0010] 仿生连续倾斜沟槽，连续沟槽内具备楔形盲孔构件，且盲孔构件的曲率由下向上

递减。

[0011] 本发明的技术优点与效果是：①减小流动阻力，降低冷凝器压降，节省驱动能源。

②促进凝液流动，降低冷凝热阻，强化传热效率，提升冷凝效率。③仿生结构增大冷凝器内

的有效传热面积，而换热器外形尺寸不变或更小，提升了系统比功率，增强换热器紧凑度。

④采用激光金属3D打印、光化学蚀刻和扩散焊工艺进行加工制备得到的冷凝器具备优良的

结构精度、强度。

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本发明设计换热器整体外形示意图。

[0013] 图2(a)是交错梭型微细通道换热板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b)是交错梭型微细通道换热板剖面图。

[0015] 图3(a)是非交错梭型微细通道换热板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b)是非交错梭型微细通道换热板剖面图。

[0017] 图4(a)为剑鱼梭型翅片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b)为剑鱼梭型翅片设计图。

[0019] 图5(a)为连续倾斜沟槽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b)为连续倾斜沟槽剖面图。

[0021] 图5(c)为连续倾斜沟槽内楔形盲孔构件设计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详细说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剑鱼梭型-倾斜沟槽仿生微细通道冷凝器设置有热侧流体进出口和冷测流体进出

口，通过改变冷、热流体进出口方向，能够实现顺流换热或逆流换热；换热器壳体内根据工

况需求，以扩散焊工艺整合多层仿生结构微细通道换热板，在各层换热板两端设有渐扩导

流口和渐缩导流口，有助于流体工质的均匀分布流动，促进能量均衡交换。

[0024] 本发明工作时，蒸汽热流体由热侧入口1进入换热器，与冷侧入口3流入的冷却水

通过仿生结构微细通道换热板5进行热量交换，蒸汽热流体在冷凝后形成凝液由热侧出口2

排出冷凝器，完成冷凝换热过程。冷却水通过冷侧出口4排出冷凝器，并在冷却后由冷侧入

口3流入冷凝器，形成冷却水循环回路。

[0025] 所述的仿生结构微细通道换热板5具备两种仿生结构特征，其中剑鱼梭型翅片7具

备海洋生物剑鱼的流线型外观，当冷凝器内流体流过剑鱼梭型翅片时，流线型翅片能够有

效降低流动阻力，从而降低冷凝器压降；连续倾斜沟槽8对冷凝过程中形成的凝液可以起到

主动输运的作用，从而壁面液膜聚集导致的高冷凝热阻，强化冷凝传热。综合上述两点，所

设计的冷凝器能够强化冷凝流动传热过程。

[0026] 所述剑鱼梭型翅片7根据剑鱼流线型特征，对传统翼型翅片扁平化处理，强化减阻

效果。

[0027] 所述连续倾斜沟槽结构8根据猪笼草缘口特征，在平行多沟槽内均布楔形盲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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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且盲孔结构的曲率由下向上递减。

[0028] 所述的剑鱼梭型翅片7和连续倾斜沟槽结构8共同设计于同一块换热板上，连续倾

斜沟槽结构布置于剑鱼梭型翅片之间。

[0029] 所述仿生结构微细通道换热板根据剑鱼梭型翅片排布方式的不同，分为交错梭型

微细通道换热板51和非交错梭型微细通道换热板52，不同翅片布置方式可以满足不同工质

工况需求。

[0030] 所述仿生结构微细通道换热板上的微细仿生结构及其所构成的微细通道采用3D

打印和光化学蚀刻方法加工制备，具备优良的结构精度；各层换热板采用扩散焊工艺整合，

具备耐高压、高温的能力。

[0031] 如图1所示，换热器具备冷、热流体进出口共4个，可以调整冷、热工质流动换热方

式以满足不同换热需求，且热侧入口1、热侧出口2、冷侧入口3、冷侧出口4均采用渐扩设计，

采用法兰连接。换热器壳体6内的多层换热板采用扩散焊工艺整合。

[0032] 如图2(a)所示，为交错梭型微细通道换热板51，工质流动方向如图所示。换热板工

质进出口两端采用渐扩设计，可以促进流体均匀流动。在换热板上具备剑鱼梭型翅片7和连

续倾斜沟槽8两种仿生特征结构。剑鱼梭型翅片7轴线与流动方向相同，在交错梭型微细通

道换热板51中，翅片呈交错布置，相邻两行翅片轴线不重合，起到降低压降、强化传热的作

用。

[0033] 如图2(b)所示，连续倾斜沟槽8布置于剑鱼梭型翅片7之间的平板区域。

[0034] 如图3(a)所示，为非交错梭型微细通道换热板52，工质流动方向如图所示。。其结

构特性证与交错梭型微细通道换热板51一致，主要区别在于非交错梭型微细通道换热板52

上的剑鱼梭型翅片7相邻两行轴线共线，翅片首尾对应。

[0035] 如图3(b)所示，与交错梭型微细通道换热板51相同，连续倾斜沟槽8布置于剑鱼梭

型翅片7之间的平板区域。

[0036] 如图4(a)所示，剑鱼梭型翅片7采用3D打印加工制备，具备优良的结构精度和三维

特征。工质流动方向如图所示，参照剑鱼的身体结构特征，对翼型尾部、头部进行流线型扁

平化处理，优化后的结构前、后端扁尖。流动方向如图所示，从流体动力学角度分析，该结构

打破并削弱流体流动过程中逐渐增厚的附面层，减小黏性阻力，抑制尾部流动分离，从而具

有低流动阻力的特征。

[0037] 如图4(b)所示，剑鱼梭型翅片7设计图，曲率沿流动方向递减，起到削弱粘附阻力

作用。

[0038] 如图5(a)所示，连续倾斜沟槽8由多条平行直通道构成，直通道内楔形盲孔构件9

构成带盲孔结构的连续倾斜沟槽，工质流动方向如图所示。该结构尺度在50微米到500微米

之间，液体流动时的表面张力和毛细作用对表面液膜行为有很大影响。根据Taylor毛细原

理，该结构对表面液膜具有主动输运作用，工质流动方向与液膜主动方向一致，能够有效促

进凝液流动和排出，避免膜状凝结导致的高热阻，能够强化冷凝传热。连续倾斜沟槽8采用

光化学蚀刻方法加工制备，具备优良的微细结构精度和三维特征。

[0039] 如图5(b)所示，连续倾斜沟槽8内的盲孔规律排布。

[0040] 如图5(c)所示，为连续倾斜沟槽8内的楔形盲孔构件9设计图，盲孔内部曲率由下

向上逐渐降低。

说　明　书 3/3 页

5

CN 109855436 A

5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5 页

6

CN 109855436 A

6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5 页

7

CN 109855436 A

7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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