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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具有散热装置的计

算机机壳，具体涉及计算机设备领域，包括机壳

本体，所述机壳本体内侧设有隔热层，所述机壳

本体内固定连接有分隔板，所述分隔板顶部设置

为集装室，所述分隔板底部设置为冷却室，所述

集装室两侧均设有散热组件，所述冷却室内设有

降温组件。本实用新型通过两个散热风扇使集装

室内部空气对流，散风板使冷空气分散进入集装

室，均匀吹风，换气通畅，散热效率高，设置隔热

层，避免机壳本体受热，散热后热量残余少，空气

对流时，集装室内部温度使换热翅片受热，换热

翅片与冷却液接触换热，对集装室进行降温，导

热硅脂贴片与电子元件接触，传导热量给换热翅

片换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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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散热装置的计算机机壳，包括机壳本体（1），其特征在于：所述机壳本体（1）

内侧设有隔热层（2），所述机壳本体（1）内固定连接有分隔板（3），所述分隔板（3）顶部设置

为集装室，所述分隔板（3）底部设置为冷却室，所述集装室两侧均设有散热组件（4），所述冷

却室内设有降温组件（5）；

所述散热组件（4）包括换气口（41），所述换气口（41）外侧设有过滤装置（42），所述换气

口（41）内侧设有风罩（43），所述风罩（43）内侧固定连接有散热风扇（44），所述风罩（43）远

离换气口（41）的一侧设有散风板（45），所述散风板（45）表面设有均匀分布的通风孔；

所述降温组件（5）包括冷却箱（51）和换热翅片（52），所述冷却箱（51）内设有冷却液，所

述换热翅片（52）底端设置在冷却箱（51）内，所述换热翅片（52）的连接端设有若干均匀分布

的导热硅脂贴片（53），所述冷却室外侧设有均匀分布的排气口（5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散热装置的计算机机壳，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装置

（42）包括第一过滤板（421）、第二过滤板（422）和过滤棉（423），所述第一过滤板（421）设置

为框槽状，所述第二过滤板（422）与第一过滤板（421）开口端相匹配，且第二过滤板（422）与

第一过滤板（421）开口端粘接，所述第二过滤板（422）与第一过滤板（421）之间填充有过滤

棉（423）。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具有散热装置的计算机机壳，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过滤

板（421）和第二过滤板（422）设置为铝合金穿孔板，所述第一过滤板（421）穿孔孔径大于第

二过滤板（422）穿孔孔径。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具有散热装置的计算机机壳，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过滤

板（421）与机壳本体（1）通过第一螺丝（6）固定连接，所述风罩（43）与机壳本体（1）通过第二

螺丝（7）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散热装置的计算机机壳，其特征在于：两个所述换气

口（41）对称分布，所述散热风扇（44）设置为无刷风扇，两个所述散热风扇（44）引风方向相

同。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散热装置的计算机机壳，其特征在于：所述隔热层

（2）由复合硅酸镁铝隔热涂料均匀喷涂制成，所述换热翅片（52）延伸至集装室顶部，且换热

翅片（52）固定在隔热层（2）内侧，所述换热翅片（52）与散热风扇（44）垂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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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散热装置的计算机机壳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计算机设备领域，更具体地说，本实用涉及一种具有散热装置的

计算机机壳。

背景技术

[0002] 计算机主机壳是计算机核心部件的载体，计算机的各个元器件安装在机壳内，相

互连接后运行。

[0003] 专利申请公布号CN  203630715  U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计算机散热机壳，包括外

壳、内壳、防爆层、内风机、外风机、底板、外进风口、内进风口、内出风口、外出风口、防尘罩、

行走轮及散热片；底板设在外壳内，内壳设在底板上，防爆层设在外壳外部，行走轮设在外

壳底部；内风机设在内壳内，外风机设在外壳内顶部，外进风口设在外壳侧壁上，内进风口

设在底板上，内进风口与内壳及外壳连通；内出风口位于内壳两侧壁上部，外出风口设在外

壳顶部；防尘罩设在外壳顶部，防尘罩罩盖在外出风口上；散热片设在外壳的内壁上，散热

片倾斜向下设置。本实用新型将计算机主机分隔成内外两个空间，通过空气循环的方式散

热，元器件的安装板位于风道位置，比风扇的散热效果有显著改善。

[0004] 但是上述技术方案中提供的一种计算机散热机壳在实际运用时，仍旧存在较多缺

点，如空气对流慢，流通不畅，换热效率低。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上述缺陷，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提供一种具有散热装置的计

算机机壳，通过两个散热风扇使集装室内部空气对流，散风板使冷空气分散进入集装室，均

匀吹风，换气通畅，散热效率高，设置隔热层，避免机壳本体受热，散热后热量残余少，空气

对流时，集装室内部温度使换热翅片受热，换热翅片与冷却液接触换热，对集装室进行降

温，冷却室通过排气口参与空气循环，提高降温效果，导热硅脂贴片与电子元件接触，传导

热量给换热翅片换热，有利于提高电子元件的使用寿命。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具有散热装置的计算机机

壳，包括机壳本体，所述机壳本体内侧设有隔热层，所述机壳本体内固定连接有分隔板，所

述分隔板顶部设置为集装室，所述分隔板底部设置为冷却室，所述集装室两侧均设有散热

组件，所述冷却室内设有降温组件；

[0007] 所述散热组件包括换气口，所述换气口外侧设有过滤装置，所述换气口内侧设有

风罩，所述风罩内侧固定连接有散热风扇，所述风罩远离换气口的一侧设有散风板，所述散

风板表面设有均匀分布的通风孔；

[0008] 所述降温组件包括冷却箱和换热翅片，所述冷却箱内设有冷却液，所述换热翅片

底端设置在冷却箱内，所述换热翅片的连接端设有若干均匀分布的导热硅脂贴片，所述冷

却室外侧设有均匀分布的排气口。

[0009] 在一个优选地实施方式中，所述过滤装置包括第一过滤板、第二过滤板和过滤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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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第一过滤板设置为框槽状，所述第二过滤板与第一过滤板开口端相匹配，且第二过滤

板与第一过滤板开口端粘接，所述第二过滤板与第一过滤板之间填充有过滤棉。

[0010] 在一个优选地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一过滤板和第二过滤板设置为铝合金穿孔板，

所述第一过滤板穿孔孔径大于第二过滤板穿孔孔径。

[0011] 在一个优选地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一过滤板与机壳本体通过第一螺丝固定连接，

所述风罩与机壳本体通过第二螺丝固定连接。

[0012] 在一个优选地实施方式中，两个所述换气口对称分布，所述散热风扇设置为无刷

风扇，两个所述散热风扇引风方向相同。

[0013] 在一个优选地实施方式中，所述隔热层由复合硅酸镁铝硅酸镁铝隔热涂料均匀喷

涂制成，所述换热翅片延伸至集装室顶部，且换热翅片固定在隔热层内侧，所述换热翅片与

散热风扇垂直分布。

[0014]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效果和优点：

[0015] 通过两个散热风扇使集装室内部空气对流，散风板使冷空气分散进入集装室，均

匀吹风，换气通畅，散热效率高，设置隔热层，避免机壳本体受热，散热后热量残余少，空气

对流时，集装室内部温度使换热翅片受热，换热翅片与冷却液接触换热，对集装室进行降

温，冷却室通过排气口参与空气循环，提高降温效果，导热硅脂贴片与电子元件接触，传导

热量给换热翅片换热，有利于提高电子元件的使用寿命；

[0016] 通过将过滤棉填充在第一过滤板的框槽内，加盖第二过滤板并粘接，使用第一螺

丝将组装好的过滤装置固定在换气口外侧，安装方便，且便于更换过滤棉，能够有效防尘，

提高机箱工作的稳定性，第一过滤板和第二过滤板均设置为铝合金穿孔板，配合过滤棉降

低散热风扇工作中的噪音。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局部剖视图。

[0019] 图3为本实用新型图1的A部结构放大图。

[0020] 图4为本实用新型图1的B部结构放大图。

[0021]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控制系统结构示意图。

[0022] 附图标记为：1机壳本体、2隔热层、3分隔板、4散热组件、41换气口、42过滤装置、

421第一过滤板、422第二过滤板、423过滤棉、43风罩、44散热风扇、45散风板、5降温组件、51

冷却箱、52换热翅片、53导热硅脂贴片、54排气口、6第一螺丝、7第二螺丝。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4]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如图1-5所示的一种具有散热装置的计算机机壳，包括机壳本

体1，所述机壳本体1内侧设有隔热层2，所述机壳本体1内固定连接有分隔板3，所述分隔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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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部设置为集装室，所述分隔板3底部设置为冷却室，所述集装室两侧均设有散热组件4，所

述冷却室内设有降温组件5；

[0025] 所述散热组件4包括换气口41，所述换气口41外侧设有过滤装置42，所述换气口41

内侧设有风罩43，所述风罩43内侧固定连接有散热风扇44，所述风罩43远离换气口41的一

侧设有散风板45，所述散风板45表面设有均匀分布的通风孔；

[0026] 所述降温组件5包括冷却箱51和换热翅片52，所述冷却箱51内设有冷却液，所述换

热翅片52底端设置在冷却箱51内，所述换热翅片52的连接端设有若干均匀分布的导热硅脂

贴片53，所述冷却室外侧设有均匀分布的排气口54；

[0027] 两个所述换气口41对称分布，所述散热风扇44设置为无刷风扇，两个所述散热风

扇44引风方向相同；

[0028] 所述隔热层2由复合硅酸镁铝硅酸镁铝隔热涂料均匀喷涂制成，所述换热翅片52

延伸至集装室顶部，且换热翅片52固定在隔热层2内侧，所述换热翅片52与散热风扇44垂直

分布；

[0029] 实施方式具体为：两个散热风扇44同时工作，引风进入集装室并排出热风，使集装

室内部空气对流，且散风板45使冷空气分散进入集装室，均匀吹风，换气通畅，散热效率高，

设置隔热层2，避免机壳本体1受热，散热后热量残余少，降低装置的热损耗，空气对流时，集

装室内部温度使换热翅片52受热，换热翅片52与冷却液接触换热，对集装室进行降温，冷却

室通过排气口54参与空气循环，提高降温效果，另外设置导热硅脂贴片53与电子元件接触，

传导热量给换热翅片52换热，有利于提高电子元件的使用寿命。

[0030] 所述过滤装置42包括第一过滤板421、第二过滤板422和过滤棉423，所述第一过滤

板421设置为框槽状，所述第二过滤板422与第一过滤板421开口端相匹配，且第二过滤板

422与第一过滤板421开口端粘接，所述第二过滤板422与第一过滤板421之间填充有过滤棉

423；

[0031] 所述第一过滤板421和第二过滤板422设置为铝合金穿孔板，所述第一过滤板421

穿孔孔径大于第二过滤板422穿孔孔径；

[0032] 所述第一过滤板421与机壳本体1通过第一螺丝6固定连接，所述风罩43与机壳本

体1通过第二螺丝7固定连接；

[0033] 实施方式具体为：将过滤棉423填充在第一过滤板421的框槽内，加盖第二过滤板

422并粘接，使用第一螺丝6将组装好的过滤装置42固定在换气口41外侧，安装方便，且便于

更换过滤棉423，能够有效防尘，提高机箱工作的稳定性，第一过滤板421和第二过滤板422

均设置为铝合金穿孔板，配合过滤棉423降低散热风扇44工作中的噪音。

[0034] 本实用新型工作原理：

[0035] 参照说明书附图1-2，两个散热风扇44使集装室内部空气对流，且散风板45使冷空

气分散进入集装室，均匀吹风，换气通畅，散热效率高，设置隔热层2，避免机壳本体1受热，

散热后热量残余少，空气对流时，集装室内部温度使换热翅片52受热，换热翅片52与冷却液

接触换热，对集装室进行降温，冷却室通过排气口54参与空气循环，提高降温效果，另外设

置导热硅脂贴片53与电子元件接触，传导热量给换热翅片52换热，有利于提高电子元件的

使用寿命；

[0036] 参照说明书附图1-5，将过滤棉423填充在第一过滤板421的框槽内，加盖第二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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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422并粘接，使用第一螺丝6将组装好的过滤装置42固定在换气口41外侧，安装方便，且便

于更换过滤棉423，能够有效防尘，提高机箱工作的稳定性，第一过滤板421和第二过滤板

422均设置为铝合金穿孔板，配合过滤棉423降低散热风扇44工作中的噪音。

[0037] 最后应说明的几点是：首先，在本申请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规定和

限定，术语“安装”、“相连”、“连接”应做广义理解，可以是机械连接或电连接，也可以是两个

元件内部的连通，可以是直接相连，“上”、“下”、“左”、“右”等仅用于表示相对位置关系，当

被描述对象的绝对位置改变，则相对位置关系可能发生改变；

[0038] 其次：本实用新型公开实施例附图中，只涉及到与本公开实施例涉及到的结构，其

他结构可参考通常设计，在不冲突情况下，本实用新型同一实施例及不同实施例可以相互

组合；

[0039] 最后：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凡

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

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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