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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散热屏蔽结构，包括屏蔽

罩、导热垫及散热器，所述屏蔽罩的底部连接至

用于承载发热元件的电路板，所述散热器设于所

述屏蔽罩的顶部，所述屏蔽罩的顶部设有开孔，

所述导热垫穿过所述开孔，且所述导热垫的底面

贴附至所述发热元件，所述导热垫的顶面贴附至

所述散热器，所述散热屏蔽结构还包括金属弹

片，所述金属弹片位于所述开孔的周边且包围所

述开孔，所述金属弹片弹性连接于所述屏蔽罩与

所述散热器之间，使得所述散热器与所述屏蔽罩

共同形成一个包围所述发热元件的屏蔽体。本发

明公开的散热屏蔽结构具有良好的散热屏蔽功

能。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2页

CN 105849897 B

2019.09.27

CN
 1
05
84
98
97
 B



1.一种散热屏蔽结构，包括屏蔽罩、导热垫及散热器，所述屏蔽罩用于遮罩发热元件，

所述屏蔽罩的底部连接至用于承载所述发热元件的电路板，所述散热器设于所述屏蔽罩的

顶部，其特征在于，所述屏蔽罩的顶部设有开孔，所述导热垫穿过所述开孔，且所述导热垫

的底面贴附至所述发热元件，所述导热垫的顶面贴附至所述散热器，所述散热屏蔽结构还

包括金属弹片，所述金属弹片位于所述开孔的周边且包围所述开孔，所述金属弹片弹性连

接于所述屏蔽罩与所述散热器之间，使得所述散热器与所述屏蔽罩共同形成一个包围所述

发热元件的屏蔽体，所述金属弹片包括多个片状体，所述多个片状体彼此间隔分布在所述

开孔的周围，所述片状体的一端一体成型连接至所述屏蔽罩的顶部，且所述片状体与所述

屏蔽罩的顶部位于同一平面，所述片状体的另一端为自由端，所述自由端邻接所述开孔，每

个所述自由端均设有朝向所述散热器的方向突出的凸包，所述凸包用于顶持所述散热器；

相邻的所述片状体之间的垂直距离的尺寸范围在波长的十分之一至波长的二十分之一之

间，所述波长为被所述发热元件干扰的无线系统的电磁波的波长。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散热屏蔽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散热屏蔽结构还包括导电双面

胶或者导电泡棉，所述导电双面胶或者所述导电泡棉设于所述金属弹片的外围，所述导电

双面胶或者所述导电泡棉通过备胶粘贴的方式将所述散热器固定连接至所述屏蔽罩的顶

部。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散热屏蔽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电双面胶或者所述导电泡棉

呈封闭的中空结构。

4.如权利要求1权利要求所述的散热屏蔽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弹片与所述屏蔽

罩一体成型。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散热屏蔽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片状体的所述自由端共同

包围成方形空间，所述开孔呈方形，所述凸包均呈半球形。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散热屏蔽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片状体相互平行，相邻的

所述片状体之间形成直线形缝隙或曲线形缝隙。

7.一种通信产品，其特征在于，所述通信产品包括如权利要求1-6任意一项所述的散热

屏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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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热屏蔽结构及通信产品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磁屏蔽结构，尤其涉及一种散热屏蔽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通信终端产品中包括一些发热量较大的芯片，例如：功放(PA)等，发热量较大的芯

片通常需要电磁屏蔽及散热。

[0003] 例如机顶盒和网关等产品，这些产品所用到的CPU功耗较大，数字噪声辐射较大。

当前解决散热和噪声屏蔽方案主要是CPU上方加导热垫再加屏蔽罩，屏蔽罩上面加导热垫

再加散热器，共五个器件叠加设置，这种方案虽然可以解决屏蔽问题，但是散热片和CPU之

间有三层物质导致散热效果打了折扣，在一些小尺寸设备中散热无法满足要求，也不利于

产品轻薄化的设计。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散热屏蔽结构，具有良好的散热屏蔽功

能，同时有利于产品轻薄化设计。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实施方式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本发明供了一种散热屏蔽结构，包括屏蔽罩、导热垫及散热器，所述屏蔽罩用于遮

罩发热元件，所述屏蔽罩的底部连接至用于承载所述发热元件的电路板，所述散热器设于

所述屏蔽罩的顶部，所述屏蔽罩的顶部设有开孔，所述导热垫穿过所述开孔，且所述导热垫

的底面贴附至所述发热元件，所述导热垫的顶面贴附至所述散热器，所述散热屏蔽结构还

包括金属弹片，所述金属弹片位于所述开孔的周边且包围所述开孔，所述金属弹片弹性连

接于所述屏蔽罩与所述散热器之间，使得所述散热器与所述屏蔽罩共同形成一个包围所述

发热元件的屏蔽体。

[0007] 其中，所述散热屏蔽结构还包括导电双面胶或者导电泡棉，所述导电双面胶或者

所述导电泡棉设于所述金属弹片的外围，所述导电双面胶或者所述导电泡棉通过备胶粘贴

的方式将所述散热器固定连接至所述屏蔽罩的顶部。

[0008] 其中，所述导电双面胶或者所述导电泡棉呈封闭的中空结构。

[0009] 其中，所述金属弹片与所述屏蔽罩一体成型。

[0010] 其中，所述金属弹片包括多个片状体，所述多个片状体彼此间隔分布在所述开孔

的周围，所述片状体的一端一体成型连接至所述屏蔽罩的顶部，所述片状体的另一端为自

由端，所述自由端邻接所述开孔，每个所述自由端均设有朝向所述散热器的方向突出的凸

包，所述凸包用于顶持所述散热器。

[0011] 其中，所述多个片状体的所述自由端共同包围成方形空间，所述开孔呈方形，所述

凸包均呈半球形。

[0012] 其中，所述多个片状体相互平行，相邻的所述片状体之间形成直线形缝隙或曲线

形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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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其中，所述相邻的所述片状体之间的垂直距离的尺寸范围在波长的十分之一至波

长的二十分之一之间，所述波长为所述被发热元件干扰的无线系统的电磁波的波长。

[0014]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通信产品，包括上述任意一项所述的散热屏蔽结构。

[0015] 本发明提供的散热屏蔽结构通过在屏蔽罩顶设开孔，将导热垫穿过开孔，且所述

导热垫的底面贴附至所述发热元件，所述导热垫的顶面贴附至所述散热器，再通过金属弹

片弹性连接于所述屏蔽罩与所述散热器之间，使得所述散热器与所述屏蔽罩共同形成一个

包围所述发热元件的屏蔽体，能够提高散热效率，同时能保证屏蔽效果，由于只通过一个导

热垫穿过屏蔽罩将发热元件的热传导到散热器，使得整体结构简单，有利于产品轻薄化的

设计。

附图说明

[0016]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需要使用的

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

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

图。

[0017] 图1是本发明一种实施方式提供的散热屏蔽结构截面示意图。

[0018] 图2是本发明一种实施方式提供的散热屏蔽结构的立体分解示意图。

[0019] 图3是本发明一种实施方式提供的散热屏蔽结构屏蔽罩的部分放大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方式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方式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

地描述。

[0021] 本发明供了一种散热屏蔽结构及包括所述散热屏蔽结构的通信产品，所述通信产

品可以为机顶盒、网关、固定台、移动终端等。

[0022] 请参阅图1和图2，散热屏蔽结构100包括屏蔽罩30、导热垫40及散热器50。发热元

件10设置于所述电路板20上，本实施方式中，发热元件10为CPU。所述屏蔽罩30用于遮罩所

述发热元件10，所述屏蔽罩30的底部连接至用于承载发热元件10的所述电路板20，所述散

热器50设于所述屏蔽罩30的顶部。所述屏蔽罩30的顶部设有开孔32。本实施方式中，屏蔽罩

30包括屏蔽框体31和盖板33，屏蔽框体31固定连接至电路板20，可以通过焊接或SMT的方式

将屏蔽框体31固定到电路板20上。盖板33和屏蔽框体31配合形成收容发热元件10的屏蔽空

间。通过盖板33的侧边与屏蔽框体31之间凹凸配合实现二者之间的连接，例如在盖板33的

侧边设凸点，屏蔽框体的外表面设凹坑，通过凸点与凹坑一对一的配合实现屏蔽框体31与

盖板33之间的固定。相邻的凸点之间的距离在波长的十分之一至波长的二十分之一之间，

所述波长为所述发热元件10干扰的无线系统的电磁波的波长。这样的距离能够保证电磁波

无法泄露。使得所述散热屏蔽结构100具有好的屏蔽效果。

[0023] 所述导热垫40穿过所述开孔32，且所述导热垫40的底面贴附至所述发热元件10，

所述导热垫40的顶面贴附至所述散热器50，所述散热屏蔽结构100还包括金属弹片60，所述

金属弹片60位于所述开孔32的周边且包围所述开孔32，所述金属弹片60弹性连接于所述屏

蔽罩30与所述散热器50之间，使得所述散热器50与所述屏蔽罩30共同形成一个包围所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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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元件10的屏蔽体。

[0024] 本发明提供的散热屏蔽结构100通过在屏蔽罩30顶设开孔32，将导热垫40穿过开

孔32，且所述导热垫40的底面贴附至所述发热元件10，所述导热垫40的顶面贴附至所述散

热器50，再通过金属弹片60弹性连接于所述屏蔽罩30与所述散热器50之间，使得所述散热

器50与所述屏蔽罩30共同形成一个包围所述发热元件10的屏蔽体，能够提高散热效率，同

时能保证屏蔽效果，由于只通过一个导热垫40穿过屏蔽罩30将发热元件10的热传导到散热

器50，使得整体结构简单，有利于产品轻薄化的设计。

[0025] 本实施方式中，所述散热屏蔽结构100还包括导电双面胶或导电泡棉70，所述导电

双面胶或导电泡棉70设于所述金属弹片60的外围，所述导电双面胶或导电泡棉70通过备胶

粘贴的方式将所述散热器50固定连接至所述屏蔽罩30的顶部。导电双面胶通过其本身所带

的胶体来固定屏蔽罩30和散热器50。导电泡棉的两面无胶，侧需要另外涂覆胶体在导电泡

棉的两面，以将导电泡棉粘贴在散热器50和屏蔽罩30之间。通过导电双面胶或导电泡棉70

将散热器50固定至屏蔽罩30，同时也使得金属弹片60产生充分的弹性变形，稳定地抵接于

散热器50与屏蔽罩30之间，能够保障散热屏蔽结构100的屏蔽效果，而且导电双面胶或导电

泡棉70能够充当屏蔽材料，包围在金属弹片60的周围，进一步提升了屏蔽效果。本实施方式

中，所述导电双面胶或者所述导电泡棉70呈封闭的中空结构。

[0026] 本实施方式中，所述金属弹片60与所述屏蔽罩30一体成型。其它实施方式中，也可

以将金属弹片60设置成单独的一个元件，夹设在屏蔽罩30与散热器50之间。一体成型的结

构使得本发明散热屏蔽结构100简化，有利于产品轻薄化发展，也方便组装。

[0027] 具体而言，所述金属弹片60包括多个片状体62，所述多个片状体62彼此间隔分布

在所述开孔32的周围，所述片状体62的一端一体成型连接至所述屏蔽罩30的顶部，所述片

状体62的另一端为自由端，所述自由端邻接所述开孔32，每个所述自由端均设有朝向所述

散热器50的方向突出的凸包64，所述凸包64用于顶持所述散热器50。

[0028] 本实施方式中，所述多个片状体62的所述自由端共同包围成方形空间，所述开孔

32呈方形，凸包64均呈半球形。

[0029] 本实施方式中，所述多个片状体62相互平行，相邻的所述片状体62之间形成直线

形缝隙或曲线形缝隙。所述相邻的所述片状体62之间的垂直距离D的尺寸范围在波长的十

分之一至波长的二十分之一之间，所述波长为所述发热元件10干扰的无线系统的电磁波的

波长。这样的距离能够保证电磁波无法泄露。使得所述散热屏蔽结构100具有好的屏蔽效

果。

[0030] 以上所述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视为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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