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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换热器及基于其的液冷源设备

(57)摘要

本方案公开了热交换设备领域的一种换热

器，包括导热的第一基板和第二基板，第一基板

和第二基板之间固定连接有散热带；所述第一基

板和第二基板的内部均为空腔，空腔内设有纵截

面为”Z”字形的导热片，导热片将第一基板和第

二基板内部的空腔分隔为自上而下依次连通的

流道；第一基板和第二基板内的流道包括进液端

和出液端，第一基板内流道的出液端连通第二基

板内流道的进液端。本申请中的换热器由于第一

基板和第二基板与散热带之间的接触为面式接

触；且导热片对流道内上下方向液体之间热传导

的作用，进一步提高了风流对液体的热交换作

用。本申请中的换热器相对于现有的同规格翅片

式换热器而言，换热量增加3～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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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换热器，其特征在于：包括导热的第一基板和第二基板，第一基板和第二基板之

间固定连接有散热带；所述第一基板和第二基板的内部均为空腔，空腔内设有纵截面为”Z”

字形的导热片，导热片将第一基板和第二基板内部的空腔分隔为自上而下依次连通的流

道；第一基板和第二基板内的流道包括进液端和出液端，第一基板内流道的出液端连通第

二基板内流道的进液端；所述散热带内设有分流孔，分流孔与第一基板或第二基板内的所

述流道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换热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流孔设有多组，多组分流孔

自上而下设置在所述散热带内，自上而下的多组分流孔对应第一基板或第二基板内自上而

下的流道；分流孔水平设置且从散热带的一端延伸到另一端，分流孔的两端均与第一基板

或第二基板内对应的流道连通。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换热器，其特征在于：自上而下相邻的所述分流孔之间设

有截断槽。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一种换热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散热带包括两条，两

条散热带固定连接；两条散热带内的所述分流孔分别与第一基板和第二基板内的流道连

通。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换热器，其特征在于：两条所述散热带之间设有隔热板，

两条散热带分别固定连接在隔热板的两侧。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换热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散热带为钢带、不锈钢带、铜带

或铝带。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换热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热片的材质为钢、不锈钢或

铜。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换热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基板和第二基板的材质为

钢、不锈钢或铜。

9.基于权利要求1、2、3、5、6、7和8中任一项所述的换热器的液冷源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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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换热器及基于其的液冷源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热交换设备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换热器及基于其的液冷源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板式换热器和管式换热器是液冷源设备中常用的换热部件；其中，翅片散热器是

气体与液体热交换器中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换热设备之一。它通过在普通的基管上加装翅

片来达到强化传热的目的，翅片即散热带。基管可以用钢管、不锈钢管、铜管等。翅片也可以

用钢带、不锈钢带、铜带、铝带等。使用时，将高温液体连通翅片散热器基管的进液端；然后

风流从翅片和基管之间的空隙处流动，进而实现对基管内液体的降温。由于翅片散热器的

翅片与基管之间的连接属于点接触，传热面积较小，导致翅片散热器的整体散热效果不足。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意在提供一种换热器，以解决现有翅片式换热器因基管与翅片之间为点接

触，导致换热效果较差的问题。

[0004] 本方案中的一种换热器，包括导热的第一基板和第二基板，第一基板和第二基板

之间固定连接有散热带；所述第一基板和第二基板的内部均为空腔，空腔内设有纵截面为”

Z”字形的导热片，导热片将第一基板和第二基板内部的空腔分隔为自上而下依次连通的流

道；第一基板和第二基板内的流道包括进液端和出液端，第一基板内流道的出液端连通第

二基板内流道的进液端。

[0005] 本方案的工作原理及其有益效果：使用时，将高温的液体连通第一基板内流道的

进液端；液体经第一基板内的流道，然后进入到第二基板内的流道中。在此过程中，风流从

第一基板、第二基板以及散热带之间的空隙通过，流道中的高温液体经第一基板、第二基

板、导热片以及散热带的传导作用，充分与风流进行热交换；进而实现降温。在此过程中，由

于采用第一基板和第二基板，而导热片将第一基板和第二基板内的空腔分隔成自上而下依

次连通的流道，流道相当于多条基管；由于流道不需要向基管那样从散热带上穿过，因此，

散热带的体积可以大大降低，使得换热器的整体体积相对于现有的翅片式换热器而言，可

以降低20％～30％左右。另外，由于第一基板和第二基板与散热带之间的接触为面式接触；

且导热片对流道内上下方向液体之间热传导的作用，进一步提高了风流对液体的热交换作

用。本申请中的换热器相对于现有的同规格翅片式换热器而言，换热量增加3～5倍。

[0006] 进一步，所述散热带内设有分流孔，分流孔与第一基板或第二基板内的所述流道

连通。通过将分流孔和第一基板内的流道连通，流道内的液体进入到分流孔内后，可以快速

将液体内的热量传递给散热带，可进一步提高风流对液体的散热效果。

[0007] 进一步，所述分流孔设有多组，多组分流孔自上而下设置在所述散热带内，自上而

下的多组分流孔对应第一基板或第二基板内自上而下的流道；分流孔水平设置且从散热带

的一端延伸到另一端，分流孔的两端均与第一基板或第二基板内对应的流道连通。通过设

置多组分流孔，更有利于不同高度上流道内的液体散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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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进一步，自上而下相邻的所述分流孔之间设有截断槽。通过截断槽的设置，可以进

一步增大风流与散热带之间的接触面积，有利于液体的降温。

[0009] 进一步，所述散热带包括两条，两条散热带固定连接；两条散热带内的所述分流孔

分别与第一基板和第二基板内的流道连通。设置两条散热带；可以加速风流对第一基板和

第二基板流道内液体的散热效果。另外，由于高温的液体不断从第一基板流道的进液端流

入，如果只设置一条散热带，将散热带的分流孔只连通第一基板或第二基板内的流道，会导

致没有连接的基板流道内的液体散热相对较差，不利于整体的散热。如果将散热带同时连

通第一基板和第二基板内的流道，会导致串流，由于高温液体是源源不断流入的，第一基板

流道内的液体串流到第二基板的流道后，会导致从第二基板流道流出的液体的温度较高。

通过设置两条散热带，可以避免第一基板和第二基板流道内液体之间的串流，有助于降低

从第二基板流道内流出液体的温度。

[0010] 进一步，两条所述散热带之间设有隔热板，两条散热带分别固定连接在隔热板的

两侧。两条散热带之间通过隔热板进行固定连接；降低或避免了两条散热带之间的热传递；

有助于进一步降低从第二基板流道内流出的液体的温度。

[0011] 进一步，所述散热带为钢带、不锈钢带、铜带或铝带。钢带、不锈钢带、铜带和铝带

均具有良好的热传导性。

[0012] 进一步，所述导热片的材质为钢、不锈钢或铜。钢、不锈钢和铜均具有良好的热传

导性和刚性。

[0013] 进一步，所述第一基板和第二基板的材质为钢、不锈钢或铜。钢、不锈钢和铜均具

有良好的热传导性和刚性。

[0014] 本申请还提供了一种基于上述换热器的液冷源设备；该液冷源设备可显著降低流

经其的液体的温度。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一种换热器的立体图的剖视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2中散热带的立体图的剖视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3中一种换热器的立体图的剖视图；

[0018]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4中一种换热器的立体图的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0] 说明书附图中的附图标记包括：第一基板1、导热片2、散热带3、分流孔31、流道4、

隔热板5、截断槽6。

[0021] 实施1基本如附图1所示：一种换热器，包括导热的第一基板1和第二基板，第一基

板1和第二基板之间固定连接有散热带3，散热带3的横截面为蛇形；第一基板1和第二基板

的内部均为空腔，空腔内焊接有纵截面为”Z”字形的导热片2，导热片2将第一基板1和第二

基板内部的空腔分隔为自上而下依次连通的流道4；第一基板1和第二基板内的流道4包括

进液端和出液端，第一基板1内流道4的出液端连通第二基板内流道4的进液端。

[0022] 实施例2，一种换热器，其与实施例1的区别仅在于散热带3内设有多组分流孔31，

说　明　书 2/3 页

4

CN 111678371 B

4



多组分流孔31自上而下设置在散热带3内，自上而下的多组分流孔31对应第一基板1或第二

基板内自上而下的流道4；分流孔31水平设置且从散热带3的一端延伸到另一端，分流孔31

的两端均与第一基板1或第二基板内对应的流道4连通(如附图2所示)。

[0023] 实施例3基本如附图3所示，一种换热器，其与实施例2的区别仅在于：散热带3包括

两条，两条散热带3之间设有隔热板5，两条散热带3通过隔热板5实现固定连接，即两条散热

带3均固定在隔热板5上；两条散热带3内的分流孔31分别与第一基板1和第二基板内的流道

4连通。

[0024] 实施例4基本如附图4所示，一种换热器，其与实施例3的区别仅在于：自上而下相

邻的分流孔31之间设有截断槽6。

[0025] 实施例1～4中：散热带3为钢带、不锈钢带、铜带或铝带；导热片2的材质为钢、不锈

钢或铜；第一基板1和第二基板的材质为钢、不锈钢或铜。

[0026] 另外，实施例1～4中的散热带3可应用于液冷源设备中。

[0027] 以实施例4为例：具体实施过程如下：将高温的液体连接到第一基板1内流道4的进

液端，液体从自下而上的流道4流过，在此过程中，部分液体经过分流孔31进行分流；然后液

体从第一基板1内流道4的出液端进入到第二基板内流道4的进液端；液体在第二基板流道4

内的过程与在第一基板1流道4内的过程相似。在此过程中，风流从第一基板1、第二基板、截

断槽6和散热带3之间的空隙流过；由于分流孔31、散热带3、第一基板1、第二基板、截断槽6

和导热片2对液体热量的传导作用，大大提高了风流对液体的冷却效果。与此同时，有隔热

板5的隔离作用，避免了第一基板1和第二基板流道4内的之间出现热传导，可显著降低从第

二基板流道4内流出的液体的温度。

[0028] 本申请中，由于第一基板1内流道4出液端与第二基板内流道4出液端的连接可以

通过管道或者其他常规的管件进行连接即可，在此不做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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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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