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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恐水症”⸺对于昂贵的电子产品和高压
电源接触液体的恐惧。Ebullient, Inc. 借助 CPC 的无
溢漏快速接头，找到了液体冷却“恐慌症”的解药。

Ebullient 的企业座右铭是“Cool with Confidence™”（从容冷
却），而 CPC 接头则帮助 Ebullient 为其电子硬件精密液体冷却
系统做到了这一点。

最近对 IT 和数据中心领导者进行的调查显示，目前只有一小部
分数据中心使用液体冷却。然而，这一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云计
算、大数据和多中心科学研究产生的大量数据管理需求将液体
冷却进一步推向主流。处理大量数据集的百亿亿次级机器也会
产生大量热量，令市场对液体冷却的兴趣日益高涨。与此同时，
越来越多的小公司也希望能享受到直接液体冷却系统带来的
易用性和效率。

“为了设计易于操作的冷却系统，我们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
力。”Ebullient 产品开发总监 Rob Morell 表示。“CPC 的无溢漏
快速接头让服务器可以连接到我们的冷却系统或从我们的冷
却系统断开连接，无需关闭服务器或影响相邻服务器。我们的
客户期待利用热插拔功能和无溢漏性能来简化其硬件维护。”

无溢漏接头帮助各种规模的 IT 运
营业务，从容实现液体冷却

设计要求：

• 无溢漏快速接头可在无需关闭整个冷却系统或影响相邻
服务器的前提下，将服务器连接到冷却歧管或从冷却歧
管断开。

• 简单、坚固、安全、紧凑又轻巧。
• 经济实用，从大型数据中心到小型企业，适用于各类用
户。

• 定制解决方案以兼容现有组件。
• 久经考验的成熟性能。

解决方案：

NS4 系列接头结构紧凑，配有无溢漏阀门，性价比极高。这种
新颖的接头经久耐用、重量轻、抗化学性能好，并且易于使
用。特别的设计彻底消除了溢漏隐患，有效地缩短了停机时
间，提高了操作人员的安全性。

Ebullient 的 DirectJetTM 

32 流体分配单元可
以冷却多达 32 台服
务器。

精密冷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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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ullient DirectJet™ 冷却模块取代了风冷散热器，安装在服务
器内的处理器顶部。快速接头将模块的柔性管连接到安装在服
务器机架上的歧管。泵引导流体通过系统，在循环流出时吸收 
CPU 或 GPU 的热量。可扩展的模块化系统实现了安静、可靠和
一致的冷却功能，并可被快速安装在任何品牌或型号的服务器
中。

公司的系统可以为企业客户多达 480 台服务器提供冷却服务。
对于需要使用现场服务器来实现关键业务功能，但缺乏专门建
造的机房来为其服务器提供足够的容纳和冷却空间的中小型
企业，Ebullient 也可以提供帮助。简单、有效、即装即用的冷却系
统简化了各类规模 IT 团队的设备维护。

精心设计的解决方案，专为持久性能而打造

CPC 液体冷却应用工程师 David Vranish 表示：“Ebullient 为接
头制定了一长串标准，主要侧重于易用性和耐用性方面，当然，
还要求很少或无液体溢出。” 虽然轻松的连接和断开以及无溢
漏性能是首要需求，但 Ebullient 希望接头同时紧凑、轻巧、经
济，且坚固耐用，能够经受安装和维修，并随着业务的扩展而随
时可用。

在接触 CPC 之前，Ebullient 评估了用于其他行业的干式快速断
开产品，但认为这些产品过于昂贵、体积太大，而且难以集成到
他们的系统中。他们还探讨了使用金属双关断球阀接头的可行
性，但发现其难以操作、成本高昂且缺乏无溢漏性能。

Morell 表示：“CPC 提供了一种非常耐用的塑料接头，强大性能
远远超出了我们的应用需求。“ CPC NS4 系列接头具有出色的
尺寸稳定性和紧凑的外形，并且没有金属固有的任何缺点，包括
金属对金属磨损或最终可能导致溢漏或故障的其他问题。” 

“CPC 是美国国内唯一一家提供优质无溢漏塑料接头的供应
商。”Vranish 说，“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塑料接头都一样。CPC 产
品的强度和耐用性远远超过了大多数客户对连接次数和现场使
用寿命的需求。它们专为持久性能而造，而且真的实现了坚固
持久。” 性能和客户接受度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十多年来，一直
有客户在部署 NS 系列接头，其销量和产量均实现两位数的年
增长率。

服务和专业知识造就定制产品

为了加快产品开发和验证，CPC 修改了其经过验证的 NS4 无溢
漏接头，配上了定制螺纹，以匹配 Ebullient 现有的歧管。CPC 还
与 Ebullient 工程师合作，为其介质和应用要求提供合适的密封
和润滑组合。通过定制的方案，接头得以快速有效地集成到冷却
系统中。Ebullient 的歧管现在配有 CPC 接头的公头，可以快速
匹配连接管道上的母座。

“CPC 的专业工程知识帮助 Ebullient 及时、经济地部署了所需
的螺纹接头。”Vranish 说道，“这样的修改对我们来说很简单，但
对冷却回路的成功至关重要。” 

在服务器中安装时，将进液管和出液管插入冷却模块，并使用快
拧式接头螺母锁紧 (PTF)，以确保安装万无一失。在歧管处，使
用者只需按下接头母座上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拇指锁，将管道连
接到歧管上的接头公插端，接头两侧内置的阀门随即被打开，即
可立即启动无溢漏的流体输送。

带颜色编码的 CPC NS4 接
头安装在标准服务器机架
上的 Ebullient 歧管上。



cpcworldwide.com

案例研究 CS1004

Ebullient 系统中使用的接头通常会长时间保持连接状态。但是，
如果需要断开连接时，NS4 接头两侧内置的阀门在断开时能快
速及时关闭，以避免液体溢漏。

“我们知道客户特别关注服务器内液体的电气和腐蚀性缺陷。
当金属部件用于水基冷却系统时，电化学腐蚀、锈蚀和氧化会产
生诸多问题。相比之下，我们的系统使用介电传热流体，而不是
水。溢漏无论如何都是不可接受的。避免泄露是液体冷却领域的
最低标准。” Morell 说。

NS4 接头采用耐用的玻纤加强聚丙烯主体，采用用户友好型触
感柔软的包覆成型，兼容各种化学品，包括 Ebullient 的工程冷
却解决方案。

NS4 接头不仅满足流量要求，而且将压损降到最低，是优化冷
却液流体通路的必备部件。

自始至终无溢漏

面面俱到的整体解决方案（不仅仅提供产品目录中的接头）实现
了 Ebullient 直接液体冷却系统的优化。定制接头螺纹实现了与
现有 Ebullient 硬件的安全连接。CPC 产品高性能标准降低了返
工和质量控制测试相关的成本。CPC 与 Ebullient 在制造过程中
的密切合作确保了整个系统的安全无溢漏连接。

“从原型到最终产品，CPC 产品提供了卓越的性能、流动特性
和精美的外观。”Morell 赞美道，“CPC 强大的质量保证流程使我
们对应用这些接头充满信心。这些接头对我们的产品及其基本
功能至关重要，因此，是我们产品在市场上成功的必备因素。” 

高性能塑料对于液体冷却系统的优势

40 多年来，CPC 的创新接头和连接技术令各种应用中所使用的
柔性管能够快速、安全、轻松地连接和断开。公司的第一批接头
是金属制的，但随着材料不断演进，CPC 增加了强大而先进的
热塑性材料设计，打造了业界罕见的丰富的连接解决方案组合。

高性能热塑性塑料被应用于要求严苛的关键应用中，包括尖端
车辆、军用航空电子设备和生命支持系统。可靠耐用的热塑性高
性能塑料也是用于直接液体冷却的接头的理想材料。轻巧、经
济、防腐蚀和无溢漏的高性能塑料接头可以快速断开连接，提供
快速、简单的服务，同时保护必要且昂贵的计算机设备安全。

CPC NS4 接头用于 Ebullient 的 DirectJetTM  模组的循环回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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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考虑因素：高性能热塑性塑料与全金属快速接头对比

性能因数 CPC NS 系列 标准金属 
快速接头

流体损失 无溢漏，防滴漏；带压断开时没有溢出 易受金属部件机械磨损和/或腐蚀引起的性能
降低影响，从而导致流体损失

腐蚀风险 全塑料组件不存在腐蚀风险，金属/聚合物材料
组合接头的风险很小

所有金属⸺铜、黄铜甚至不锈钢⸺都会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容易氧化或腐蚀

易用性 简单、轻巧、紧凑、带轮廓的拇指锁，便于单手
连接

复杂、庞大、沉重；滚珠轴承接头需要双手连接

导热性 热绝缘 热传导 

阀门循环 塑料或金属/聚合物阀门比全金属阀门的摩擦
力小；与许多化学品兼容

重复使用后，金属阀门会磨损金属外壳内的保
护涂层，使原材料暴露在冷却剂中并导致腐蚀

耐用性 稳定、耐用、高性能的热塑性塑料；在不影响结
构完整性的情况下耐热耐潮湿

适用于极端粗糙使用条件（建筑、采矿），但在液
体冷却中通常不需要达到所需的技术性能

可靠性 产品经过 10,000 次循环测试⸺远远超出实
际使用中的连接和断开循环次数 

声称最多 5,000 次循环连接

性价比 以比金属更低的成本提供耐用性和性能 当可以使用高性能热塑性塑料达到相同性能要
求时，价格昂贵且不必要

关于 CPC

CPC (Colder Products Company) 是为生命科学、特种工业和化学品处理市场提
供快速接头、管件和连接器的领先供应商。CPC 公司的创新型接头和连接技术
被广泛用于各种应用，可快速、安全地连接和断开柔性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