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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电器设备中高效热管散热技术的

研究现状及发展

姚寿广，马哲树，罗( 林，陈如冰
（华东船舶工业学院 机械系，江苏 镇江 ，$!$%%&）

摘( 要：随着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半导体器件电路集成化程度越来越高，组件的功率更大而物理尺寸

越来越小，热流密度也随之增加，高热流密度的形成带来了对电子元件更高的热控制要求。因此有效的

解决散热问题已成为当前电子电器设备亟待解决的关键技术。本文针对电子及电器设备的散热冷却问

题综述了高效热管散热方面的应用研究现状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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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引B 言

电子电器设备的高效散热一直是现代传热技术的主要应用之一［!，$］。电子元器件可靠性的改善，

功率容量的增加以及结构的微小型化等都直接取决于器件本身热控制的完善程度。近年来，电子技术

迅速发展，电子器件的高频、高速以及集成电路的密集和小型化，使得单位容积电子器件的发热量快速

增大。电子器件正常的工作温度范围一般为 E V W X DV Y，超过这个范围，元件性能将显著下降，不能

稳定工作，因而也势必影响系统运行的可靠性。研究和实际应用表明，单个半导体元件的温度每升高

!% Y，系统的可靠性将降低 V%Z。因此电子技术的发展需要有良好的散热手段来保证。由于电子元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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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型化和集成化，这种散热手段要求具有紧凑性、可靠性、灵活性、高散热效率、不需要维修等特点，从

而为现代传热技术在电子冷却领域的应用提出了新的课题。

随着电子电路集成化程度和各种大功率电子器件容量的增加，加上电子器件或装置体积尺寸越来

越小，散热装置本身必须完成的散热要求也越来越高。同时，散热装置的布置和设计遇到的约束也越来

越严重。!"#$ % !""" 年之间，电子器件的散热热流密度增加了 !& 倍。以微电子芯片为例，目前一般已

达 ’$ % "$ ( ) *+&，最高已达 &$$ ( ) *+&。传统的依靠单相流体的对流换热方法和强制风冷方法只能用

于热流密度不大于 !$ ( ) *+&的电子器件，对于这种情况已显得无能为力。因此，必须研究和开发新的

散热手段以适应有高热流密度散热要求的场合。由于热管技术具有极高的导热性、优良的等温性、热流

密度可变性、热流方向的可逆性、恒温特性环境的适应性等优良特点，可以满足电子电器设备对散热装

置紧凑、可靠、控制灵活、高散热效率、不需要维修等要求。因此，热管技术已在电气设备散热、电子器件

冷却、半导体元件以及大规模集成电路板的散热方面取得很多应用成果［,］。以下对热管技术在该领域

的最新应用研究现状作一概述。

! 国内外应用现状及发展

国外许多科研机构和科技工作者都先后对热管冷却技术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研

究成果。早在 !"-# 年 ./012 等报道了西德成功研制出用于大功率半导体元件冷却的热管散热器，它的

重量仅为传统散热器的五分之一［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4525/106 等研制了一种类似柔性热管的用于电

子器件或多芯片模块的热管装置，并在以后的研究报告中给出了有关的分析和实验，并提出了不凝结气

体的形成、轴向冷凝的阻塞以及由于小蒸发面积而产生的沸腾极限等一些问题［7］，它不仅引起了人们

的广泛注意和兴趣，还促进了热管技术在该领域的深入研究和应用。

目前热管的结构和形状随着对象的本身结构形状及使用条件的变化已发展得更加多样复杂和系列

化。在系统设备级的热控制中，典型的如许多通讯中继设备大多安装在地下水源水道的检修孔内。为

了对付这种环境，器件的外壳必须密封以防水和防潮。一般情况下可将电子设备紧靠壳体侧壁安装，电

器元件散发的热量可以通过壳体的侧壁或底面传导到外面去。然而壳体侧壁往往只能有一部分与散热

体接触，而大部分侧壁则起不到散热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可将热管做成各种适合的形状，使其蒸发段和

散热元件接触，而冷凝段和壳体侧壁接触，热量通过热管分散到壳体各部［’］。在发热量比较大的仪器

仪表密封柜内，往往采用强制对流散热。其原理是在壳体内部安装中型风扇，使发热元件产生的热气体

在壳体内部循环，传递给小型热管换热器的蒸发段。热量通过热管传递到壳体外部的冷凝段，并通过风

扇散失到环境中去。用于密闭空间散热的小型热管换热器有单管组合式的，也有分离式的。它有顶部

安装和侧面安装两种形式。在密封的电器柜内有一台风扇安装在热管蒸发段的空气进口处，热管将热

空气的热量传至柜外散发到大气中。热管的冷凝段可以采用风冷，也可以用水冷［7］。在芯片及印制板

插件级的热控制中，最典型的有原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数学机床研究所［-］针对印制板插件的散热冷

却开发研制的一种扁平热管，这种扁平热管采用烧结铜末吸液芯（或 !$$ 目铜丝网）和水（或甲醇）作为

工质，研究表明贴附在双列直插件 894 元件下面时可将单个元件的大部分热量散掉，目前投入应用的这

种扁平热管的横截面尺寸有 !: ’ ++ ;’ ++、!: " ++ ;7 ++、!: & ++ ;’: 7 ++、&: 7 ++ ;’: 7 ++ 和 &:
, ; 3 ++ 等。目前热管技术在电子设备热控制中代表性的应用首推电脑内芯片的散热冷却，传统的台

式计算机和笔记本电脑的中央处理器（<4=）都使用微型风扇和翅片来散热冷却，散热量一般为 & % 3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高性能的 <4= 的发热量增加了 7 % ’ 倍，今后的发热量会越来越大，

将会达到 7 % !& ( 或者更高。常规的自然散热方式及风扇强制散热都难以满足要求。热管散热有体

积紧凑、无噪声、高度可靠性等优点，已成为首选的散热手段。用于笔记本电脑散热的热管属于小型热

管，热管的外径为 , % 7 ++，内径一般为 &: ’ % 3 ++，长度一般小于 ,$$ ++。可以弯成各种形状［#］。小

型热管在笔记本电脑中 <4= 的安装方式以及散热方式随所需散热体功率的大小而定。目前一般 ’ (
以下散热量的安装在键盘以下，利用键盘板作为对外散热的手段，另一种方式是安装在其机盒的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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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当 !"# 的散热量达到 $ % &’ ( 时，以上的散热方式将不能满足要求。此时可采用铰链式或强制对

流式散热。铰链式的散热方式是首先用一根热管将 !"# 热量传至盒盖（显示屏）与盒体的连接铰链块

上，另一根热管将第一根热管传至铰链块上的热量传至显示屏背后的铝板。实验表明实验元件（)!"
芯片）与环境温度的温差为 *’ +时，散热功率可达到 &’ (。强制对流散热器方式是将 !"# 的热量传

至一块铝板上，铝板上设有扁平的微型热管（,- $ .. /0 ..），此扁平热管再将铝板的热量传递至一带

有很多薄翅片的铝板散热器上（翅片厚度 ’- 1 ..，间距 0 ..），在散热器的前方有一个微型风扇（01
.. /01 .. /&’ ..），将热量排除到环境中去。台式电脑、服务器、工作站中 !"# 需要散热的功率可

达 1’ % &’’ (，单个的微型热管已不能完成这种散热任务。近年来 23456378 公司开发出一种所谓“仙人

掌”（!89:3; < :=>?）式热管［@］。这种热管的散热效果与冷风的流速有关，文献［@］中给出了流过热管的

迎面风速和传热热阻以及阻力降的关系。近期美国 )A?7.89B7? 公司又报道其推出一种专门为笔记本

电脑设计的热管，可用于主频 0’’ CDE 以上芯片的散热［&’］。国内热管在电子电器设备中的应用虽然起

步较晚，但目前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如黄定寅［&&］设计了一种用于大功率电力晶闸管的新型热管散

热器，在蒸发段采用轴向槽道加抑泡孔管的结构，实验表明此种散热器的热阻低达 ’- ’&0@ + F (；马钦

等［&0］针对 &’ ’’’ 6GH 浸油变压器采用热管冷却进行了设计方法的探讨，并比较了与原设计的变压器

的主要性能指标；文献［&,］介绍了 &’’’ 6GH 以上的大型干式变压器有铁芯水平布置时热管冷却的效

果；其后马钦等进一步介绍了分离式热管在小型干式变压器上的应用［&I］。在文献［&1］中董东甫对热管

在国内电力电子冷却技术中的应用和发展作了综述介绍。目前国内已经有了 J2 系列风冷平板散热

器，KLM)、桥式整流器等模块用热管散热器，螺栓型半导体用热管散热器，JN 系列自冷平板型热管散热

器和各种组合式热管散热器等等，并且发布了相应的一些行业标准［&*］。但国内热管在电子电器设备中

的应用主要集中在大功率电器设备的散热冷却方面，在微电子设备中的应用仍十分薄弱。

! 国内外基础研究现状及发展

由于电子与电器设备散热冷却主要是间接方式，比较理想的是冷板结构，考虑到其它结构形式的热

管研究总结已有文献作了报道［&$］。下面主要对热管式冷板的研究做一介绍。已有传统的冷板根据其

结构形式可分为气冷、液冷式冷板等，随着高热流密度散热冷却要求的提出，热管式冷板得到大家的广

泛关注和重视。其应用基础研究目前较为集中在它的性能试验与数值模拟分析方面［&O % 0,］。但总的说

来这方面的研究文献还很少，这方面工作最为突出的是 P- (8QR 和 S- G8T85 等人针对一种平板热管及

变化结构进行了详细的理论分析和试验研究［&O % 00］，通过试验表明它能够适应 &’ % &1’ ( F 9.0 高热流

密度的工况，进一步通过数值模拟建立平板热管的启动和关闭时的数学模型，分析求解了平板热管的启

动和关闭的瞬态温度场分布性能，发现输入热流密度、壁面和毛细芯厚度和热输入形式是影响热管稳定

工作时间的主要因素。国内南京化工大学热管技术开发研究院和浙江大学等研究机构也对平板热管进

行了研究和试验，李菊香［0I］的研究得出热管式均热平板在厚度方向上布置的圆孔通道，其孔径越小，孔

间距越小，工作表面上的最大温差越小；蒋金柱、庄骏［01］设计了一种高导平板热管，采用加强筋增强平

板的承压能力，并通过实验发现接触传热温差是传热温差的主要部分；牟其峥［0*，0$］等针对矩形流动通

道的平板热管进行了传热性能的试验研究，同时对其建立了数值模型，采用 !2U 软件进行了计算，发现

蒸汽流动呈抛物线型分布，并随流速的增加，在汽液交界面处会出现蒸汽局部回流现象。胡幼明［0O］针

对一种新型平板热管进行了理论建模分析及金属丝网表面沸腾的实验研究；陆耶耶［0@］对一种新型圆板

热管特性进行了模拟及研究。目前为缩短产品的研制周期，提高市场竞争力，热与流体模拟的热分析技

术已逐步成为电子电器设备热设计的必需手段［,’，,&］。许多著名的商用结构分析和 !2U 软件均能（ 或

配有专用模块）对电子电器设备中的流动及温度场分布进行分析。但由于目前对于平板式热管冷板尚

无成熟的理论分析模型，已有的文献报道一般只是就单根热管划分为单个的相区间，针对汽液界面上的

剪切力来进行模拟，对于数学模型中的一些系数的确定还没有统一，因此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深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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