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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develop micro 

channels with high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and low flow 

resistance for high heat flux electronic devices.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authors made an optimization on a diamond-shaped 

pin fin to improve its overall performance. Heat transfer and 

flow characteristics in rectangular micro channels fitted with 

the original and optimized pin-fins were compared through 

numerical simulation. The computation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same Reynolds number,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of the 

micro channel with the optimized pin-fin is larger than its 

counterpart of the micro channel with the original pin-fin, 

while its flow resistance is smaller. In other words, the micro 

channel fit with the optimized pin-fin demonstrates a better 

overall thermal-hydraulic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field-synergy theory, calculations of the averaged field-synergy 

angles were performed. The results of the averaged 

field-synergy angles a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ose of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s. 

KEY WORDS: micro channel; pin-fin;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flow resistance; field synergy theory 

摘要：开发高效低阻的微通道对于冷却高热流密度的电子器

件意义重大。文中通过数值模拟方法，对一种钻石形针肋进

行了优化设计，并对安装有原型和改进型针肋的矩形微通道

的传热与阻力特性进行了对比研究。计算结果表明：在相同

雷诺数下，安装改进型针肋的微通道的换热效果明显优于未

改进的情况，流动阻力反而更小，因而综合性能也更好。基

于对流换热场协同原理和发展的流场物理量协同原理，计算

两种微通道内速度与温度梯度的协同角、以及速度与压力梯

度之间的协同角，这些角度的相对大小与数值计算得到的结

论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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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电子工业技术的不断发展，小尺寸和高集

成度成为电子产品的发展趋势。集成度的快速提高

使得器件热流密度变得特别高，而传热温差却较

小，传统的冷却技术已不能满足要求，因此急需发

展新的冷却技术[1-2]。例如，有的学者对微型热管冷

却技术进行了研究[3-4]，还有许多学者对装有各种肋

片的微通道冷却性能进行了实验和模拟[5-10]；然而

研究表明，在微通道中安装各种肋片之后，虽然能

够有效增强换热，但同时也会增加流动阻力。因此，

发展高效、低阻的冷却技术显得非常迫切。 

强化传热技术已经发展到第 4 代[11]，但其主要

指导理论仍然是熵产最小原理[12]。近年来，过增 

元[13-14]提出了场协同理论，用来指导对流换热的强

化。场协同理论指出，要强化传热，速度矢量和温

度梯度之间的夹角要小。许多研究者对该理论进行

了验证和发展[15-20]。 

本文对一种钻石形针肋进行改进，通过数值模

拟方法对安装有原型和改进型针肋的矩形微通道

的传热与阻力特性进行了对比研究，基于场协同原

理进行了验证和分析。 

1  数值模拟方法与结果 

1.1  模拟对象与方法 

图 1 和图 2 分别为 2 种钻石形针肋和矩形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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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示意图，原型针肋的横截面为边长 0.8mm、顶

角 60°的棱形，肋高 4.0mm。改进型针肋是将原型

针肋左右两侧各切去 0.1mm 而形成的。矩形微通

道宽 23mm，高 4.0mm，长 40.0mm。2 种针肋均

交错布置，相邻肋片的间距为 0.4mm。几何建模采

用 Solidworks 软件，数值计算应用通用的 CFD 软

件 Fluent 6.3。由于本研究中微通道的最大雷诺数为

140，流动状态为层流，因此，计算模型选用三维、

层流、稳态、双精度模型。文献中有关学者[21-22]也

采用了与本文相同的计算模型，其精度具有较高的

可靠性。进口为速度进口条件，矩形微通道下表面

为恒热流边界条件，上表面和侧面为绝热边界条

件，出口为自由出流边界条件。采用均匀网格划分

方法，考察了网格数对计算结果的影响，正式计算

的网格数分别为 1288312 和 1215809。各参数的

收敛标准为相对误差小于 1.0×106。采用液态水作

为工质，其进口温度为 20℃，最低进口流速以矩形

微通道下表面温度不超过 60℃作为控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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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钻石形针肋示意图(单位：mm) 
Fig. 1  Schematics of original and modified 

diamond-shaped pin fins(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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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矩形微通道横截面示意图(单位：mm) 
Fig. 2  Horizontal cross-section of the micro channel(mm) 

1.2  数值模拟结果 

1.2.1  数据处理方法 

微通道热沉的冷却性能用平均换热系数 h、平

均努赛尔特数 Nu、平均热阻 R 评价，其计算公式

分别如式(1)—(3)所示，微通道内的雷诺数 Re 按 

式(4)进行计算： 

/ ( ) /( )w f w fh Q A T T q T T            (1) 

/ / ( )h h w fNu hD qD T T            (2) 

  ( ) /w fR T T q                (3) 

   /m h fRe u D                (4) 

式中：Q 为热沉下表面总的换热量；q 为热流密度；

Tw 为热沉下表面平均温度；Tf 为流体平均温度；A

为换热面积(微通道与电子器件的接触面积)；Dh 为

微通道特征尺寸。、和f 分别为水的导热系数、

密度与动力黏度。um为冷却水在微通道中的平均流

速。微通道热沉的阻力特性用进出口压降p 来衡

量，综合性能用 h/p 来评价。 

1.2.2  计算结果 

2 个微通道均计算了 6 个不同进口速度工况，

分别为 0.05、0.06、0.07、0.08、0.09 和 0.10 m/s。

由于 2 种针肋形状不同，导致微通道内的实际平均

流速有所差别，从而相同进口速度所对应的雷诺数

也有所不同。2 个微通道的传热与阻力特性的主要

计算结果见图 3—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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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对流换热系数 h 随雷诺数 Re 的变化 

Fig. 3  Variation of convection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with the Reynolds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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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努谢尔特数 Nu 随雷诺数 Re 的变化 
Fig. 4  Variation of Nusselt number with  

the Reynolds number 

从图 3 和图 4 可以看到，2 个矩形微通道的平

均对流换热系数 h 和平均努谢尔特数 Nu 均随着雷

诺数 Re 的增加而增大，冷却水进出口温差和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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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阻均随着雷诺数 Re 的增大而减小，表明冷却效

果都随冷却水流量的增大而增强。从图 3 和图 4 还

可以发现，装有改进型针肋的微通道的冷却效果明

显优于原型针肋的情形，因此，在相同雷诺数下，

装有改进型针肋的微通道的冷却水进出口温差以

及传热热阻均要小于原型针肋的情形，这从图 5 和

图 6 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 

由图 7 可见，2 个微通道的进出口压差p 均随

雷诺数 Re 的增加而增大。在相同雷诺数 Re 下，冷

却水的进出口压差装改进型针肋的情况下更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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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进出口温差T 随雷诺数 Re 的变化 

Fig. 5  Variation of the temperature difference with the 
Reynolds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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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传热热阻 R 随雷诺数 Re 的变化 

Fig. 6  Variation of heat transfer resistance with the 
Reynolds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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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进出口压差p 随雷诺数 Re 的变化 

Fig. 7  Variation of the pressure drop with 
 the Reynolds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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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h/p 随雷诺数 Re 的变化 

Fig. 8  Variation of the ratio h/p with 
 the Reynolds number 

明改进型针肋的流动阻力更小。随着雷诺数的增

大，这种差别更加明显。图 8 示出了微通道传热与

流动的综合性能评价指标 h/p 随雷诺数 Re 的变化

关系。图中可见，2 种微通道的 h/p 均随着雷诺数

Re 的增加而减小。综合图 3、图 7 和图 8 分析可知，

这是由于进出口压差p 比对流换热系数 h 随雷诺

数 Re 的增加而增大的幅度要大的缘故。 

2  场协同理论分析 

忽略流体黏性耗散热的情况下，对流换热的能

量方程为 

  2
pc T k T   U            (5) 

过增元认为[13-14]，如果将式(5)中的对流项看作

为内热源，就可把对流问题比拟为有内热源的导热

问题来处理，所不同的是此热源是流场的函数而

已。假设速度场与热流场之间的夹角为，则

cosT T   U U          (6) 

基于此，过增元提出了对流换热的场协同原

理，即速度矢量与温度梯度的夹角对于对流换热

强度起着重要的作用。当的全场平均值小于0°

时，其值愈小则对流换热系数愈大。的计算式为 

arccos
| || |

T

T
 



U

U
            (7) 

后来，刘伟对场协同原理做了发展，并定义了

多个协同角，其中反映速度矢量与压力梯度之间

的协同性。的平均值越小，表明驱使流体运动消

耗的总泵功越小，其表述为[19-20] 

 
arccos

p

p






U

U
           (8) 

图 9 显示了 2 个微通道的平均协同角随 Re 的

变化关系。从图中可见，安装改进型针肋的微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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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速度矢量与温度梯度之间的协同小于安装原型

针肋的微通道的对应协同角。因此，在改进型针肋

的情况下流体与壁面间的换热得到了加强，这与 

图 3 和图 4 中计算结果反映的规律是一致的。图 10

显示了 2 个微通道的平均协同角随 Re 的变化关

系。图中可见，在相同 Re 数下，安装改进型针肋

的微通道内的流体速度矢量与压力梯度之间的协

同角小于原型针肋情况下的对应协同角，说明针

肋改进后流体速度与驱动力之间的协同性变好，流

动阻力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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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协同角随 Re 的变化 

Fig. 9  Variation of the synergy angle  
with the Reynolds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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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协同角随 Re 的变化 

Fig. 10  Variation of the synergy angle with the 
 Reynolds number    

3  结论 

应用数值模拟方法，对安装原型和改进型针肋

的矩形微通道内的传热与流动特性进行了对比研

究。结果表明：在相同雷诺数 Re 下，针肋优化后

的换热效果明显好于未改进的情况，同时流动阻力

更小，因此其传热与流动的综合性能更加优秀。基

于过增元提出、刘伟发展的对流换热场协同原理，

计算并比较了 2 种微通道内的场协同角和，这些

角度的相对大小与数值模拟的结果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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