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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脉动热管作为热管家族新成员，相对传统热管和其他的散热器件有着很大的传热优势，能够实现高热流密度

的微型电子器件的散热要求，近年来很多学者开展了对脉动热管的理论和技术研究，本文主要从以下方面介绍脉动热管

研究进展: 实验研究，通过可视化和传热性能实验，观察流型变化并分析传热强化效果; 理论研究，通过建立脉动热管的

简化模型，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观察流动过程中流态的变化或者采用数值编程计算的方法分析求解脉动热管的传热过

程; 管路结构改进研究，采用不同的脉动热管的管路形式来实现两相流工质的合理分配，减少两相流的局部阻力，从而分

析其对传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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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of Pulsating Heat Pi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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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lsating heat pipe ( PHP) is a kind of new efficient heat transfer element，which is paid more attention for cooling
technology requirement improving． As the new member of heat pipe family，it possesses large advantage of heat transfer effects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heat pipe and the other radiating equipments，and it can achieve heat dissipation of microelectronic de-
vice at high heat flux． Many scholars studied theory and technologies of pulsating heat pipe． The research status of pulsating heat
pipe is introduced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 1) Observation of flow pattern and analysis of heat transfer performances by experi-
ments． ( 2) Theory research on transition of flow pattern and solving heat transfer process by modeling，such as numerical simula-
tion，programming． ( 3) Research on the improvement of channel structure，which can distribute working fluids reasonably and de-
crease flow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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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电子元件的高频、高速

化和集成电路的密集化和小型化，这些因素都使

电子元件的单位容积发热量迅速提高，需要的散

热手段具有以下特点，即紧凑性，可靠性，灵活性

和高效性。电子器件的冷却技术越来越成为制约

电子工业的发展的关键［1 ～ 5］。
脉动热管是 20 世纪 90 年代由 Akachi 提出

的一种新型热管。它是将细小的毛细铜管弯曲成

蛇形结构，管内抽真空后注入工质，工质在表面张

力的作用下以液塞和气塞的形式存在。一端置于

加热端，另一端置于冷凝端，内部随机形成的气塞

和液塞在压力差的作用下会随机形成振荡流动，

将热量从蒸发端流至冷凝端。
脉动热管分为开路型和回路型，回路型包含

带有单向阀和不带有单向阀 2 种形式，如图 1 所

示。脉动热管相对传统的热管和散热器件具有无

可取代的优势，管式脉动热管和板式脉动热管的

技术应用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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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脉动热管基本结构

图 2 脉动热管技术应用

脉动热管虽然结构简单，但是在运行过程中

工质的流动状态及传热机理非常复杂，其总体的

换热效果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充液率，倾斜

角度，管径，工质的热物性等。近年来研究人员对

脉动热管的关注越来越多，并且大多数是以典型

的多弯头回路脉动热管作为研究对象，从试验，理

论建模，管路改进和技术应用方面进行研究。

2 试验研究

脉动热管作为两相流热力系统，管内工质的

流动形式对于换热机理的研究非常重要，可视化

研究是很必要的，它可以为传热机理的研究提供

分析依据。目前的可视化实验装置一般选用各种

玻璃制作脉动热管试件，采用高速摄影装置对实

验过程进行拍照和录制，便于分析启动和稳定运

行时的流态变化。
李惊涛等采用电容层析成像方法进行脉动热

管内微尺度两相流的可视化监测及液膜厚度的测

量［6］。试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的工况下脉动热管

存在 3 种流型，即塞状流，环状流和前 2 种的混合

流，并且液膜的厚度测量值也与实际相符。采用

该种方法与普通的可视化摄影相比具有一定的优

点。
屈健等采用 MEMS 技术，在硅基芯片上制作

了梯形截面的微型脉动热管［7］。结果发现启动

非常迅速，但在启动过程中没有观察到明显的核

态沸腾，加热端的气塞主要通过液塞的断裂而形

成，冷凝端观察到喷射流，对倾斜角度的适应性较

强。冼海珍，Xu 等对典型的多弯头回路脉动热管

进行可视化研究［8，9］，观察脉动热管中流型的转

化( 泡状流，塞状流，半环状流，波环状流，环状

流) 及弯管部分工质的变化，研究发现管径大小，

加热功率和倾斜角度等对管内流型都有很大影

响，弯头是影响热管运行的重要结构，竖向通道流

型如图 3。Tong 等观测到气泡的凝聚过程［10］，如

图 4 所示。

图 3 多环路典型流型［5］

图 4 气泡的凝聚过程［7］

工质的性质直接关系着脉动热管的传热性

能，很多学者针对纳米流体工质和混合工质的应

用进行研究。
Li，Bhuwakietkumjohn 等对纳米流体脉动热

管进行可视化实验［11，12］，流型如图 5 所示。Wan-
napakhe 等，Lin 等研究银 － 水纳米流体对传热的

影响［13 ～ 15］，并通过试验研究脉动热管的内径及加

热端长度的影响，发现内径小于 0． 8mm 时传热效

果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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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纳米流体流型

Ji 等将 Al2O3-水纳米流体应用于脉动热管中

研究纳米颗粒的粒径( 50nm，80nm，2． 2um，20um)

对传热的影响［16］。试验发现 4 种粒径的纳米流

体均能够提高脉动热管的启动性能，80nm 的流体

传热性能最佳。Riehl 等将质量分数为 5% 铜 －
水纳米流体应用于开式脉动热管，试验表明在低

加热功率下强化传热效果明显［17］。Qu 等采用

Al2O3-water 纳米流体应用于脉动热管［18］，与纯水

相比，当纳米流体的质量分数为 0． 9%，充液率为

70%，输入功率为 58． 8W 时，热阻值达到减小量

的最大极值为 0． 14℃ /W。通过观察实验后脉动

热管的内壁，发现蒸发端沉降有纳米颗粒，蒸发端

表面结构的改变也正是能强化传热的原因。但是

采用 SiO2-water 纳米流体传热效果要差于纯质

水。
Fumoto 等在实验中将正丁醇［19］，正戊醇以质

量分数小于 1%的配比与水混合制作自湿润流体

应用于脉动热管，实验表明该流体能够明显起到

强化传热作用，并且最大热输送能力能够提高 3
倍，加热端的极限温度为 110℃。

通过可视化实验，可以观察发现脉动热管在

运行过程中的流型变化，有利于对脉动热管的传

热机理的深入研究，分析不同流型下脉动热管的

传热特点，发现传热最佳的流型状态。通过实验

研究，可以对影响脉动热管传热效果的因素进行

分析，以便于在应用过程中选择合适的工质( 包

括纳米流体工质) ，适合的工作功率范围及管径

大小等。

3 理论研究

目前，针对脉动热管理论方面的研究主要包

括以下几个方面: 采用数学方法建立数学模型对

脉动热管的传热特性进行数学描述; 采用流体传

热学及热力学的方法建立物理模型，对脉动热管

的启动极其运行进行分析。
徐德好等基于 VOF ( volume of fluid) 方法建

立了板式脉动热管气液两相流动和相变传热的三

维非稳态数学模型［20］，并进行了数值求解。研究

了管内气液两相流流型的变化和相变传热特性，

并且比较了输入功率不同的流型变化及温度分

布。如图 6 所示，数值计算结果与实验情况相符。

图 6 管内流型随时间和输入功率的变化

Riffat 等建立数学模型对脉动热管的热传输

极限进行数值计算［21］，分析影响传热极限的因

素，计算结果表明壁面温度，液膜厚度，截面积，压

力，流速 等 因 素 对 传 热 极 限 起 一 定 影 响 作 用。
Holley 等建立数学模型研究脉动热管中采用渐变

直径毛细管对传热的影响［22］，通过分析得出渐变

毛细管能够强化脉动传热。
马永锡等基于经典的 Nusselt 理论［23］，结合

毛细管内液膜的特点，分别对平衡液膜区，过渡液

膜区和宏观液膜区进行了分析，并对动态液膜做

出了相关假定，提出确定动态液膜相变传热系数

的方法，并结合试验数据采用求解反问题的方法

来获得脉动热管的当量导热系数。苏磊等采用热

力学和流体力学的方法建立了单回路脉动热管稳

定运行的理论模型［24］，并且指出稳定循环时系统

的循环体积功主要用来克服系统的循环耗散功，

传热量中的显热份额随着蒸发端进口温度的升高

而降低，但不随充液率变化。
Zuo 等建立了一个弹簧 － 质量 － 阻尼系统模

型来描述工质的流动传热过程［25］。Wong 等建立

了一个复合弹簧 － 质量 － 阻尼系统模型来描述脉

动热管内工质的运行情况［26］，其中每一个气塞 －
液塞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弹簧 － 质量 － 阻尼系统，

但是由于简化了因素的影响，致使该两种模型都

存在较大的局限性。Lee，Chen 采用神经网络分

析方法对脉动热管的传热性能进行预测［27，28］。

47 FLUID MACHINERY Vol. 41，No． 7，2013



Qu ，Song，Wang 等研究非线性的计算方法

中吸引子的状态［29 ～ 31］，采用混沌分析的方法对脉

动热管的壁面温度进行相空间重构来分析脉动热

管的混沌性能( 采用的工质有 FC － 72，水，乙醇，

U 型弯数为 4，5，6，9，充液率为 30% ～ 80%，倾斜

角度为 5° ～ 90°) 。通过对重构系统中吸引子的

分布状态可以分析脉动热管的运行情况。
由于试验过程会受到很多客观条件的影响，

比如试件的加工条件，加热冷却条件，极限实验工

况的完成条件等，导致有些实验工况无法通过实

验完成，有待采用建模计算方式进行分析。现阶

段的理论分析虽然日趋完善，但是建模简化过程

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从而导致控制方程还不能

完整的描述工质的流动传热机理，所以还需要通

过实验来更深刻的分析脉动热管的运行条件，工

质的流型等作为理论分析的基础。

4 管路结构改进研究

在典型的多弯头回路型脉动热管中，最为重

要的结构就是 U 型弯，该结构影响到脉动热管的

启动和运行。
考虑到 U 型弯在工质的两相稳定流动中起

到阻碍作用，并且 U 型弯处容易发生工质的干

烧，所以采用调整管路结构的方法来实现两相流

工质的合理分配，减少两相流的局部阻力，以促使

脉动热管中更容易形成工质的持续循环流动并减

少干烧现象的出现和发生传热恶化的可能性。王

宇等提出了改进型回路结构［32］，如图 7 所示，并

且通过分析发现改进型回路能够起到两相流减阻

效果，同时能合理分配工质，通过采用改进型回路

管式脉动热管和典型的多弯回路管式脉动热管进

行了传热性能对比研究，已经表明改进型回路的

优势所在，即降低启动功率，提高传热极限，强化

传热性能。

图 7 改进型回路结构

Shang 等研究相邻通道直径改变或者同一根

通道上下不等径的结构改进后的脉动热管的传热

性能［33］，如图 8 所示。结果表明改进结构的脉动

热管能够合理分配流动阻力，在一定工况下有利

于传热性能的提高。

图 8 不等径脉动热管结构

Thompson，Borgmeyer，Wilson 等建立交叉布

置通道的三维立体式平板脉动热管［34 ～ 37］，如图 9
所示，矩形截面为 1． 175mmx1． 7mm，采用水和丙

酮作为工质，铜作为板材，实验发现当加热面积较

大时，脉动热管对方向的依赖性很小，在特定工况

下蒸发端的最大热流密度能够达到 300W/cm2，

并采用中子成像技术对实验过程进行分析。

图 9 双面槽道三维板式脉动热管

Thompson 等采用铜板加工特斯拉型单向阀

板式脉动热管［38］，如图 10 所示，并与基本参数相

同的典型矩形板式脉动热管进行对比研究。

( a) ( b)

图 10 改进的特斯拉型单向阀脉动热管对比

采用水为工质，充液率为 70%，研究发现与

改进前的结构相比，改进结构的特斯拉型单向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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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动热管的传热热阻能降低 15% ～ 25%。研究

表明该种结构能够强化换热［39］，但是仍然还需要

优化单向阀的结构设计，数量和排列方式等。
Hemadri 等 针 对 脉 动 热 管 扩 热 板 进 行 研

究［40］，将以铝板或者低碳钢板为基板加工成蛇形

沟槽，如图 11 所示，然后将由毛细铜管加工而成

的脉动热管借助于木锤嵌入基板中的沟槽中，形

成脉动热管扩热板，通过实验研究，嵌入式脉动热

管只有在特定的边界条件下才具有传热优势，并

且要求基板的导热系数要小，实验工况下嵌入式

脉动热管的有效导热系数为 400 ～ 2300W/ ( m·
K) 。

图 11 脉动热管扩热板

通过对管路结构的研究，可以发现适合于脉

动热管运行的不同的管路结构，并发现不同结构

的运行特点，拓展单一的蛇形管路结构，从而为脉

动热管的技术应用提供技术支持。

5 结语

脉动热管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以来，得

到了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探索了脉动热管的传

热机理和运行特点，并且取得了有价值的研究成

果，但是在理论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加深研究，攻

克难点，比如说纳米流体工质的应用，特殊结构的

研究等。目前脉动热管技术已经应用于电子器件

散热领域，而在其他领域，如脉动热管太阳能热水

器，脉动热管节能空调器，脉动热管低温冷却及脉

动热管热泵干燥系统的研发等，都需要将脉动热

管技术有效应用到技术中去，因此，还需要在坚实

的理论，实验基础以及脉动热管技术向应用的转

化上不断努力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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