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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动热管的研究进展
周晋 曹晓林 马贞俊

(西安交通大学，陕西西安 710049)

摘 要:简要介绍了脉动热管的概念、原理以及国内外目前的实验和理论研究状况，对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

讨，指出了对脉动热管的运行进行深人的理论分析是脉动热管技术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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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电子行业的不断发展，对电子设备体积

提出了小型化的要求，而电子设备的功能和复杂

性日益增长，在有限的体积范围内，电子设备的功

耗不断增加，散热量急剧上升，导致电子设备的温

度迅速提高从而引起了电子设备的故障越来越

多，以往在有散热要求的电子元器件上多是利用

散热翅片加空气强制对流换热将元器件上的热量

导出，这一传统方式已越来越不适应电子技术向

高集成度发展的要求，因此电子元器件的散热冷

却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电子工业发展的瓶颈问题，

急需微型高效的传热技术为其发展铺平道路。而

作为一种新型散热冷却技术，脉动热管因其尺寸

小、重量轻和当量传热量大等特点在这一领域显

示出了优势，在电子元器件领域内已有应用。

作液体在表面张力的作用下在管内形成长度不一

的液柱和气塞，充人管内的工作液体的体积与脉

动热管的内容积之比称为充灌率FR。脉动热管

中常用的工质有水、甲醇、乙醇、氟里昂等。

1 脉动热管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脉动热管是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一种新型

热管，其概念最初由日本人Akachi提出〔1,2]，基本
形式有两种Looped PHP和Unlooped PHP，如图1
所示。脉动热管的管径很小(内径一般在0. 5

3mm(31)，内部抽成真空，充注一部分工作液体，工

    (a) Looped PHP           (b) Unlooped PHP

          图1脉动热管的两种基本形式

    脉动热管工作时加热段和冷却段分别在管段

两端，一般情况下，加热段在下部，冷却段在上部，

中部为绝热段，绝热段可省略。对于图1中的两

种形式，从其结构上可以看出Looped PHP整个管
路形成封闭环路，工作液体能在其中循环流动，而

PHP的管路则是断开的，工作液体不能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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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流动，目前在研究和应用中所涉及到的多是

Looped PHP，本文也主要对Looped PHP进行讨论。
其工作原理是:脉动热管管内的液柱和气塞在加

热段被加热膨胀，同时因沸腾产生的大量气泡推
动液柱和气塞从加热段向冷却段运动，液柱和气

塞在冷却段被冷却，这样形成气塞与液柱在加热

段与冷却段之间的运动，实现热量的传递。

    对于脉动热管的正常运行来说，在表面张力

作用下形成液柱和气塞是必不可少的，这样就必

然对脉动热管的管径有所限制，脉动热管的最大

管径计算公式为[[3]:

D - 2,,/下平，下
        V gkpl一两 1

(1)

式中 D— 脉动热管通道内径最大值，m

      a— 工作液体的表面张力，N/m

      PI— 工作液体的液相密度，呵扩

      P2— 工作液体的气相密度，kg/m3
      g— 重力加速度，N/kg
    经过计算，对于目前的实验和应用，以水为工

质的脉动热管的最大直径大约为Smm，对于以乙

醇为工质则大约为3mmo

    脉动热管的传热效果可以用热阻来衡量，脉

动热管的热阻定义为:

              R=(Th一T,)/Q           (2)

式中 R— 总热阻，9C /W

      口— 加热段加热功率，w

      Th— 加热段温度，℃
      T}— 冷却段温度，℃

    脉动热管的运行机理非常复杂，涉及到的因

素很多，而且带有很大的随机性，自从脉动热管的

概念提出以来，国内外研究者进行得较多的是实

验研究，而理论研究则较少，而且尚不能如实地反

映脉动热管的实际运行。

2.1.1可视化观察研究

    一些研究者在实验中对脉动热管进行了可视

化研究，指出了脉动热管加热段气泡的生成以及

气塞的膨胀是脉动热管运行的动力，脉动热管在

运行时，不断伴随有新的气塞和液柱的形成，这为

脉动热管的稳定运行创造了条件，而实验中所观

察到的一些现象也对脉动热管的运行机理研究有

很大帮助。

    由于脉动热管的通道尺寸较小，内部工质在

表面张力的作用下形成相间隔的气塞与液柱，运

行时形成的液柱在其端部与相邻的气塞形成半月

形交界面，文献【7〕通过可视化实验观察发现这一

半月形交界面与通道壁面形成一接触角，并且液

柱运动方向前方的接触角角度小于后方的接触

角。而前后接触角的角度差将使工质在通道内的

流动阻力增大。B. Y. Tong等在实验中还利用可
视化手段对气塞和液柱的形成进行了观察，观察

到了加热段核态沸腾、气泡的融合、气塞的合并等

现象[’]。这些说明脉动热管的运行机理是十分复
杂的。

2 脉动热管的研究现状

2.1脉动热管的实验研究

    实验发现脉动热管的运行在不同的加热量下

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运行方式〔4-61.
    (1)各个通道内的脉动(相互影响较小)

    当加热段加热量较小时，脉动热管相邻管段

之间相互没有明显的影响，液柱和气塞会在各个

通道的加热段和冷却段之间呈现不规则脉动运

行。

    (2)多通道内的互影响脉动

    当加热段加热量较大时，脉动热管各个通道

内的工质脉动增强，相邻通道内的工质运行开始

互相影响，并在脉动热管的通道内形成互相作用

的脉动运行。

        图2 脉动热管的单向循环流动示意图

    在脉动热管最初被提出时，曾在脉动热管通

道内设有一个单向阀以使工质能在通道内形成单

向循环流动，但是因为脉动热管内部通道尺寸过

小而影响到其工作可靠性，随后脉动热管的发展

中并没有采用这一设计[I.21 o B. Y. Tong等在可视
化实验中观察到脉动热管内的工质在一定的充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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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和加热量下可以形成稳定的单向循环流动，使

脉动热管的传热特性得到增强，并指出一旦获得

这种单向循环脉动，其方向将是一定的，如图2所

示，而且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重复实验，循环流动

的方向有可能不同闭。实验中还观察到这种单向
的循环流动同时还伴随着各个通道内的脉动，个

别通道的流动方向还有可能暂时改变，但其总的

循环流动方向是不变的。在文献【5],[6]的实验

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单向流动。

2.1.2 脉动热管传热特性的实验研究

    有研究者在实验中针对各种因素对脉动热管

的运行影响进行了研究，得到了一些初步的结论:

脉动热管的运行虽然具有一定的随机性，但从较

长时间上考虑却有一定的规律，目前的研究表明

脉动热管的运行特性与脉动热管的工质、加热量、

充灌率、倾斜度、加热段内表面粗糙度、不凝性气

体的含量等有关。

    (1)所充工质的不同将导致脉动热管传热特

性的不同，文献〔1]在实验中对水和Freon一11作

为工质的脉动热管传热特性进行了测试，结果表

明相同条件下潜热较大的工质能获得较好的传热

效果。

    (2)文献【1],[幻中的实验数据表明脉动热管

的运行热阻随加热量的增大而减小。

    (3)文献【5]通过对以水作为工质的脉动热管

进行了实验，对于大多数的充灌率(20%一80%),

脉动热管都能处于稳定运行，充灌率对脉动热管

传热特性的影响如图3所示，从图3中可以看出，

随着充灌率的增加，脉动热管的传热特性先增强

(传热量增大)，后减弱，其中有一个最大值。实验

表明充灌率对传热特性的影响是和其他影响因素

相关联的，其他影响因素的变化会使图3中的曲

线的位置、曲率发生变化。

充灌率(%)

图3 传热功率与充灌率的关系

    (4)脉动热管的运行受加热段和冷却段的相

对位置影响很大，采用水平加热、倾斜加热(脉动

热管与水平成一定夹角)、顶部加热都会使脉动热

管的运行稳定性下降，传热特性下降〔1,2,510
    (5)当加热段的表面粗糙度增加时，有利于沸

腾换热时气泡的生成和长大，脉动热管的运行稳

定度将提高[[51。
    (6)脉动热管内部不凝性气体的存在将导致

其运行效果的降低[[610
2.2 脉动热管的理论研究

    由于脉动热管在运行时的复杂性和随机性，

目前理论研究较少，虽然有一些学者对脉动热管

提出了初步的理论模型，但都建立在大量的假设

上。目前针对脉动热管进行的理论研究主要有:

    (1)文献〔8]提出了“单弹簧一质量一阻尼器”

模型(Single spring-mass-damper)，这一模型将脉动
热管的运行简化为一个“单弹簧一质量 阻尼器”系

统，并用一个二阶微分方程来描述这一系统，其中

的弹簧弹性系数与时间有关，将该模型分析结果

与其他研究者的实验结果相对比表明这一模型具

有很大的不足[’];在“单弹簧一质1-阻尼器”模型
的基础上，文献「9〕提出了“多弹簧一质量阻尼器”

模型(Multiple spring-mass-damper)，这一模型利用
拉格朗日方法研究了气塞和液柱的动力特性，在

模型中设定了假想压力项来模拟加热段的加热作

用，因而并没有考虑任何传热和相变过程。这一

模型比“单弹簧一质:a-阻尼器”模型有所进步，能

说明一定的问题，但实验现象表明脉动热管运行

时的压力波动和其内部复杂的传热现象是密切相

关的，因而这一模型也有很大的应用局限。

    (2)文献【10]假设大量气塞与液柱初始均匀

分布，并且气塞与液柱在脉动热管中的分布具有

明显的界面，然后将质量、热量和动量守恒方程应

用到气塞和液柱的质量、热量和动量传递分析当

中，模拟了脉动热管的运行，给出了一些有用的结

果(如压力和速度的脉动)。由于这一模型没有考

虑实际运行当中气泡的生成、气泡聚合成气塞、气

塞之间的融合以及液柱的断裂等复杂的现象，这

一模型的最终计算结果表明这些气塞和液柱将聚

合成若干个较大的气塞和液柱，并处于有规律的

脉动，这与实验现象也是不符的。

    由于以上的分析方法中都作了大量的假设，

尚不能如实地反映脉动热管的实际运行，所以只

能为分析脉动热管的运行提供一定的帮助。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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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方法都还不能用来对脉动热管进行实际运行

分析和进一步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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