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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低接触热阻且隔离耦合

应力的分置式杜瓦冷平台，本发明的一种低接触

热阻且隔离耦合应力的分置式杜瓦冷平台,由高

热导冷平台和低热导的薄壁圆柱体芯柱组成。本

发明是根据探测器和制冷机冷指的耦合特性，在

冷平台设计加工一定形状的弧形隔离槽，在确保

满足一定热负载所需要热传输能力的前提下，实

现热传导链路和耦合应力传递通道的物理隔离。

本发明可以实现大冷量在分置式杜瓦冷平台上

传输的低接触热阻，同时避免过盈耦合产生的耦

合应力对探测器的影响，同时满足分置式杜瓦组

件航天严酷的环境适应要求。本发明的结构简

单，操作方便，兼容性好，可靠性高。可应用于各

种分置式杜瓦组件。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7页  附图2页

CN 111595463 A

2020.08.28

CN
 1
11
59
54
63
 A



1.一种低接触热阻且隔离耦合应力的分置式杜瓦冷平台，包括冷平台(1)和芯柱(2)，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冷平台(1)选用高热导材料，其热导率不小于100W﹒M-1﹒K-1；冷平台(1)的侧边有

弧形隔离槽，弧形隔离槽槽形为圆弧形或矩形；

所述的芯柱(2)采用低热导材料，为中空薄壁零件，其热导率不大于10W﹒M-1﹒K-1；

所述的芯柱(2)通过冷平台(1)的轴向定位孔安装到冷平台(1)的凹槽内，并预留填料

槽，冷平台(1)和中空的芯柱(2)通过真空钎焊实现高强度气密性焊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叙述的一种低接触热阻且隔离耦合应力的分置式杜瓦冷平台，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冷平台(1)的侧边弧形隔离槽的几何参数确定方法如下：

弧形隔离槽宽度H1由下式确定:

式中：H为冷平台(1)的厚度，σ为冷平台(1)的材料屈服强度；Et为冷平台(1)的弹性模

量；δ为耦合过盈量，取值0.05mm～0.3mm；

弧形隔离槽曲率半径R1由下式确定：

式中：L为弧形隔离槽长；θ为加工转角；F为耦合力；

导热面D为制冷机冷指(3)的冷量向热负载传递热链路中热流截面，导热面D的高度HD由

下式确定：

式中：Q为导热面D的热负载，D1为制冷机冷指(3)的直径；K为导热面D材料在ΔT温度内

的平均导热率系数，ΔT为导热面D的温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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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低接触热阻且隔离耦合应力的分置式杜瓦冷平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红外探测器杜瓦组件技术，具体指一种低接触热阻且隔离耦合应力的

分置式杜瓦冷平台，它适用于分置式制冷型红外探测器杜瓦封装。

背景技术

[0002] 红外探测器杜瓦组件在航天航空红外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随着波长向长波扩展

和探测灵敏度的提高，红外探测器必须在深低温下才能工作。由于机械制冷具有结构紧凑、

体积小、重量轻、制冷时间短、制冷温度可调范围大等优点，目前该类探测器件在应用中多

采用机械制冷方式。这样也使得其应用时大多采用杜瓦封装形成红外探测器杜瓦制冷组

件。

[0003] 为减少分置式探测器杜瓦组件的制冷机与杜瓦耦合过程中产生的应力对探测器

的影响，传统的方法采用弹性冷链结构或垫铟无压缩耦合。这两种方式都是通过控制耦合

力，来减少冷指对低温下探测器的影响。当分置式杜瓦组件的寄生热负载在较小时，其耦合

的接触热阻和温度梯度较小，但耦合装配时，对杜瓦冷平台和制冷机的冷指的尺寸公差及

形位公差要求较高。随着杜瓦组件寄生热负载的增加和探测器焦耳热的增加(尤其是大面

阵CTIA探测器应用)，无论是弹性冷链结构或垫铟无压缩耦合，其接触热阻和温度梯度都会

随热负载增加而增加，这会导致制冷机冷功耗增加，从而影响制冷组件的寿命，甚至会影响

探测器的性能和可靠性。综上所述，这对分置式制冷型红外探测器杜瓦组件而言，在大热负

载下，减少耦合接触热阻同时避免耦合应力对探测器影响显得更加突出。必须要探索一种

新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低接触热阻且隔离耦合应力的分置式杜瓦冷平台，在确

保热负载所需要的热流传输能力的前提下，通过增加耦合力来降低接触热阻，同时避免了

过盈耦合的耦合力对探测器性能的影响。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所述的一种低接触热阻且隔离耦合应力的分置式杜

瓦冷平台如附图1所示，包括冷平台1和芯柱2，芯柱2采用低热导材料，其热导率不大于10W/

(m﹒K)，为中空薄壁零件；冷平台1选用高热导材料，其热导率要求大于100W/(m﹒K)。为减少

过盈配合下耦合应力对探测器的影响，在冷平台1的侧边设计加工出H1宽度的弧形隔离槽，

弧形隔离槽槽形可以为圆弧形，亦可以为矩形。芯柱2通过冷平台1的轴向定位孔安装到冷

平台1的凹槽内，并预留填料槽，冷平台1和芯柱2通过真空钎焊实现高强度气密性焊接。

[0006] 所述一种低接触热阻且隔离耦合应力的分置式杜瓦冷平台的弧形隔离槽的参数

(见附图2)设计原则如下：

[0007] (1)弧形隔离槽宽度H1参数确认方法如下:

[0008] 1)根据冷平台1材料屈服强度和冷平台1的厚度、冷平台1的弹性模量计算形变量

Δ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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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冷平台1材料屈服强度σ；冷平台1的厚度H；冷平台1的弹性模量Et；通过弹性变形

公式计算形变量为：

[0010]

[0011] 2)耦合过盈量δ，取值δ＝0.05-0.3mm；

[0012] 3)其弧形隔离槽宽度H1应不小于耦合过盈量δ和低温下冷平台1形变量ΔL之和，

且不大于冷平台1的厚度H/3；

[0013] H/3≥H1≥(ΔL+δ)    (公式2)；

[0014] (2)弧形隔离槽的曲率半径R1参数确认方法如下：

[0015] 1)根据耦合力和制冷机冷指3直径计算均布载荷；

[0016] 耦合力F；制冷机冷指3直径D1；冷平台1在耦合面处受到的均布载荷：

[0017]

[0018] 2)根据冷平台1的厚度和制冷机冷指3直径计算受力模型的惯性矩；

[0019] 冷平台1的厚度H；制冷机冷指3直径D1；；冷平台1对Y轴的的惯性矩：

[0020]

[0021] 3)根据均布载荷，制冷机冷指3的直径，冷平台1的惯性矩和冷平台1的弹性模量计

算最大转角和加工转角；

[0022] 均布载荷q；制冷机冷指3的直径D1；冷平台1的惯性矩I，冷平台1的弹性模量Et；所

述的与制冷机的低接触热阻且隔离耦合应力的分置式杜瓦冷平台1在过盈耦合下的受力图

如图3所示，其受力模型为环状固定支撑板壳结构，其受力变形情况小于简支梁在均布载荷

q下的受力情况，其可简化为简支梁在均布载荷q下的受力情况，根据均布载荷q下简支梁的

挠度方程，最大转角：

[0023]

[0024] 其中考虑实际加工情况以及受力情况，加工转角θ为：

[0025]

[0026] 4)根据制冷机冷指3的直径计算弧形隔离槽宽；

[0027] 制冷机冷指3的直径D1；弧形隔离槽长：

[0028] L＝D1+(4～10mm)    (公式7)

[0029] 5)根据弧形隔离槽宽和加工转角计算曲率半径；

[0030] 弧形隔离槽长L；加工转角θ；曲率半径R1：

[0031]

[0032] (3)导热面D为制冷机冷指的冷量向热负载传递热链路中热流截面，导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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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面D的高度HD设计方法如下：

[0034] 1)根据制冷机冷指3的直径和弧形隔离槽宽计算导热面D的长度；

[0035] 制冷机冷指3的直径D1；弧形隔离槽长L；计算得出：

[0036] LD＝L/2-D1    (公式9)

[0037] 2)根据导热面D的热负载，导热面D材料在ΔT温度内的平均导热率系数，导热面D

的温差，导热面D的长度计算导热面D的横截面积；

[0038] 导热面D的热负载为Q；材料在ΔT温度内的平均导热率系数为K；导热面D的温差为

ΔT；导热面D的长度为LD，可计算处导热面面积：

[0039]

[0040] 3)根据制冷机冷指3的直径计算导热面D的宽度；

[0041] 制冷机冷指3的直径D1；考虑绝热及可加工性，导热面D的宽度：

[0042] D2＝D1+0.7mm    (公式11)

[0043] 4)根据导热面D的横截面积和导热面D的宽度计算导热面D的高度HD。

[0044] 导热面D的横截面积A；导热面D的宽度D2；导热面D的高度：

[0045]

[0046] 所述一种低接触热阻且隔离耦合应力的分置式杜瓦冷平台的弧形隔离槽的参数

设计弧形隔离槽宽度H1、弧形隔离槽曲率半径R1和导热面D的高度HD均可以迭代优化，以达

到减小接触热阻和物理隔离耦合应力的目的。

[0047] 所述的一种低接触热阻且隔离耦合应力的分置式杜瓦冷平台的制备方法如下：

[0048] 1)如附图2所示，冷平台1按设计要求加工成型，送入氢炉中900度高温加热处理；

[0049] 2)对芯柱2和冷平台1连接处进行电镀镍，镍层厚度为0.05mm-0.1mm，电镀完成后

进行高温烧氢处理。高温烧氢处理条件同步骤1的高温烧氢处理条件；

[0050] 3)对步骤2完成后的芯柱2镀镍处理的部分进行实测圆周尺寸，根据尺寸修配芯柱

2和冷平台1连接处相对应尺寸，确保安装后两处的间隙控制在0.01mm-0.04mm；

[0051] 4)对芯柱2用丙酮、酒精及去离子水在超声波清洗机内清洗5-10分钟，去除加工中

残留在零件表面的油脂和碎屑；

[0052] 5)在专用夹具安装保证如图2所示安装位置，在芯柱2与冷平台1处连接处焊料预

留槽内添加焊料,放入真空钎焊炉，真空度低于1×10-3Pa，在焊料熔点的基础上增加10℃-

30℃作为焊接温度，保持5-20分钟进行焊接；

[0053] 6)钎焊后在机床上用专用夹具装夹，并对冷平台1与焦平面探测器耦合处的上表

面进行研磨，保证耦合面平面度和平行度满足装配要求；

[0054] 7)对一种低接触热阻且隔离耦合应力的分置式杜瓦冷平台的芯柱2外表面和冷平

台1镜面抛光，抛光后将残留的研磨膏清洗干净，然后依次用丙酮、酒精及去离子水在超声

波清洗机内清洗5-10分钟，去除加工中残留在零件表面的油脂和碎屑。

[0055] 8)将装配焊接后一种低接触热阻且隔离耦合应力的分置式杜瓦冷平台完全浸入

液氮内，浸泡时间1-3分钟取出，室温保持时间大于5分钟，重复5-10次；

[0056] 9)用专用工装对已制备好的一种低接触热阻且隔离耦合应力的分置式杜瓦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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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进行检漏，当漏率小于3×10-11Pa.m3/s时，检漏合格；

[0057] 10)最后进行250度，真空度优于3×10-4Pa连续真空排气48小时后待用。

[0058] 以上就实现了一种低接触热阻且隔离耦合应力的分置式杜瓦冷平台组装。

[0059] 本发明的优点是：

[0060] (1)本发明的结构简单，操作方便，成本低廉；

[0061] (2)本发明中采用的低热导的薄壁圆柱体芯柱，其热导率不大于10W/(m﹒K)，具有

良好的机加工性和力学强度，可满足强度要求；

[0062] (3)本发明中冷平台采用高热导的材料，其热导率不小于100W/(m﹒K)，温度均匀性

好，具有与红外探测器良好的热匹配性；

[0063] (4)本发明中的冷平台支撑结构耦合面与探测器安装面之间设计加工相应宽度的

弧形隔离槽，可以隔离分置式制冷机探测器组件过盈耦合应力对探测器的影响，提高探测

器的可靠性。

附图说明

[0064] 图1为一种低接触热阻且隔离耦合应力的分置式杜瓦冷平台图；

[0065] 图中：1—冷平台；

[0066] 2—芯柱；

[0067] 3—制冷机冷指；

[0068] 图2为一种低接触热阻且隔离耦合应力的分置式杜瓦冷平台局部放大图。

[0069] 图3为一种低接触热阻且隔离耦合应力的分置式杜瓦冷平台受力示意图。

[0070] 图4为一种低接触热阻且隔离耦合应力的分置式杜瓦冷平台对Y轴惯性矩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7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72] 实例是某航天项目用长波2000×3元红外探测器分置式杜瓦组件结构。其装配结

构如下：根据制冷量和功耗要求，制冷机选择某脉管式制冷机，其工作温度为60K，制冷机冷

指3的直径D1为24.6mm。如附图1所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如下：

[0073] 1.本发明中设计结果如下：

[0074] 所述的芯柱2选用TC4材料，根据真空压力容器圆筒壁厚设计标准和可加工性，设

计其壁厚为0.15mm。

[0075] 所述的与制冷机的冷指过盈耦合的低接触热阻且隔离耦合应力的分置式杜瓦冷

平台1选用Mo材料(牌号高温钼或TZM)，高热导材料，在冷平台1的侧边设计加工出H1宽度的

弧形隔离槽，弧形隔离槽槽形为圆弧形。

[0076] 所述一种低接触热阻且隔离耦合应力的分置式杜瓦冷平台的弧形隔离槽的参数

(见附图2)设计结果如下：

[0077] (1)为减少过盈配合下耦合应力对探测器的影响，在冷平台1的侧边设计加工出H1

宽度的槽，弧形隔离槽宽度H1设计如下:

[0078] 1)根据材料屈服强度和冷平台1的厚度、冷平台1的弹性模量计算形变量ΔL；

[0079] 材料屈服强度σ＝400MPa；冷平台1的厚度H＝5mm；冷平台1的弹性模量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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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GPa；通过弹性变形公式计算形变量为：

[0080]

[0081] 2)耦合过盈量δ，取值0.05mm；

[0082] 3)其弧形隔离槽宽度H1应不小于耦合过盈量δ和低温下冷平台1形变量ΔL之和，

且小于冷平台1的厚度H/3,1.67≥H1≥0.056(公式2) ,取值为0.4mm；

[0083] (2)弧形隔离槽的曲率半径R1设计如下：

[0084] 1)根据耦合力和制冷机冷指3直径计算均布载荷；

[0085] 耦合力F＝7N；制冷机冷指3直径D1＝24.6mm；冷平台1在耦合面处受到的均布载荷

[0086]

[0087] 2)根据冷平台1的厚度和制冷机冷指3直径计算受力模型的惯性矩；

[0088] 冷平台1的厚度H＝5mm；制冷机冷指3直径D1＝24.6mm；冷平台1对Y轴的的惯性矩：

[0089]

[0090] 3)根据均布载荷，制冷机冷指3的直径，冷平台1的惯性矩和冷平台1的弹性模量计

算最大转角和加工转角；

[0091] 均布载荷q＝1.47×104Pa；制冷机冷指3的直径D1＝24.6mm；冷平台1的惯性矩I＝

2.56×10-10m4，冷平台1的弹性模量Et＝330GPa；所述的与制冷机的低接触热阻且隔离耦合

应力的分置式杜瓦冷平台1在过盈耦合下的受力图如图3所示，其受力模型为环状固定支撑

板壳结构，其受力变形情况小于简支梁在均布载荷q下的受力情况，其可简化为简支梁在均

布载荷q下的受力情况，根据均布载荷q下简支梁的挠度方程，最大转角为

[0092]

[0093] 其中考虑实际加工情况以及受力情况， θ取值

20°；

[0094] 4)根据制冷机冷指3的直径计算弧形隔离槽长；

[0095] 制冷机冷指3的直径D1＝24.6mm；弧形隔离槽长：

[0096] L＝D1+(4～10mm)＝29.6mm    (公式7)

[0097] 5)根据弧形隔离槽宽和最大转角计算曲率半径；

[0098] 弧形隔离槽长L＝29.6mm；加工转角θ＝20°；曲率半径R1：

[0099]

[0100] (3)导热面D为制冷机冷指的冷量向热负载传递热链路中热流截面，导热面D的高

度HD设计方法如下：

[0101] 1)根据制冷机冷指3的直径和弧形隔离槽宽计算导热面D的长度；

[0102] 制冷机冷指3的直径D1＝24.6mm；弧形隔离槽长L；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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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 LD＝L/2-D1＝5mm    (公式9)

[0104] 2)根据导热面D的热负载，导热面材料在ΔT温度内的平均导热率系数，导热面D的

温差，导热面D的长度计算导热面D的横截面积；

[0105] 导热面D的热负载为Q＝5mw；材料在ΔT温度内的平均导热率系数为：

[0106] K＝267W/(m·K)；导热面D的温差为ΔT＝0.01K；导热面D的长度为LD＝5mm，可计

算处导热面D面积：

[0107]

[0108] 3)根据制冷机冷指3的直径计算导热面D的宽度；

[0109] 制冷机冷指3的直径D1＝24.6mm；考虑绝热及可加工性，导热面D的宽度：D2＝D1+

0.7mm＝25.3mm    (公式11)

[0110] 4)根据导热面D的横截面积和导热面D的宽度计算导热面D的高度HD。导热面D的横

截面积A＝9.4×10-6m2；导热面D的宽度D2＝25.3mm；导热面D的高度：

[0111]

[0112] 所述一种低接触热阻且隔离耦合应力的分置式杜瓦冷平台的弧形隔离槽的参数

设计弧形隔离槽宽度H1、弧形隔离槽曲率半径R1和导热面D的高度HD均可以迭代优化，以达

到减小接触热阻和物理隔离耦合应力的目的。

[0113] 2.组装及连接步骤

[0114] 1)如附图2所示，与制冷机的冷指过盈耦合的分置式杜瓦冷平台的冷平台1按设计

要求加工成型，送入氢炉中900度高温加热处理；

[0115] 2)对芯柱2和冷平台1连接处进行电镀镍，镍层厚度为0.05mm-0.1mm,电镀完成后

进行高温烧氢处理。高温烧氢处理条件同步骤1的高温烧氢处理条件；

[0116] 3)对步骤2完成后的芯柱2镀镍处理的部分进行实测圆周尺寸，根据尺寸修配芯柱

2和冷平台1连接处相对应尺寸，确保安装后两处的间隙控制在0.01mm-0.04mm；

[0117] 4)对芯柱2用丙酮、酒精及去离子水在超声波清洗机内清洗5-10分钟，去除加工中

残留在零件表面的油脂和碎屑；

[0118] 5)在专用夹具安装保证如图2所示安装位置，在芯柱2与冷平台1处连接处焊料预

留槽内添加银铜料(牌号Ag72Cu28Ti) ,放入真空钎焊炉，真空度低于1×10-3Pa，在焊料熔点

的基础上增加10℃-30℃作为焊接温度，保持5-20分钟进行焊接；

[0119] 6)钎焊后在机床上用专用夹具装夹，并对冷平台1与焦平面探测器耦合处的上表

面进行研磨，保证耦合面平面度和平行度满足装配要求；

[0120] 7)对芯柱2外表面和冷平台1镜面抛光，抛光后将残留的研磨膏清洗干净，然后依

次用丙酮、酒精及去离子水在超声波清洗机内清洗5-10分钟，去除加工中残留在零件表面

的油脂和碎屑。

[0121] 8)将装配焊接后一种低接触热阻且隔离耦合应力的分置式杜瓦冷平台完全浸入

液氮内，浸泡时间1-3分钟取出，室温保持时间大于5分钟，重复5-10次；

[0122] 9)用专用工装对已制备好的一种低接触热阻且隔离耦合应力的分置式杜瓦冷平

台进行检漏，当漏率小于3×10-11Pa.m3/s时，检漏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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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 10)最后进行250度，真空度优于3×10-4Pa连续真空排气48小时后待用。

[0124] 以上就实现了长波2000×3元红外探测器分置式杜瓦组件的一种低接触热阻且隔

离耦合应力的分置式杜瓦冷平台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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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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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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