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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电制冷摄象机密封腔真空阀的研制’ 

西安交通大学 傅明星 蒋大宗 

摘 要 根据热电制冷摄象机的特殊需要，研制了一种配套的小型高真空截止周，该 

阀门结构简单、成本低、能有效地减小摄象机的体积，实验结果表明：该阀门密封性能好， 

能够满足高真空度的要求，还可以推广应用到其它低温客器的真空密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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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热电制冷CCD摄象机技术在国外已经 

相当成熟，但国内尚无产品生产的报道，因此，进 

口品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另外，CMOS成象器件 

较CCD的集成度更高，成本更低，而且没有 CCD 

成象器件的读出噪声，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为 

此，研制热电制冷的C2JOS摄象机是我国医疗设 

备行业面临的重要课题。 

热电制冷摄象机主要由光电转换成象器件及 

数据处理电路、热电制冷器与外部散热器、真空密 

封腔和电源及其控制器等组成。其中．热电制冷 

器、电源及其控制器产生的恒定低温，可成千倍地 

降低光电转换器件的温度噪声_1】，提高信噪比和 

成象系统的品质；真空密封腔既为成象器件提供 

了洁净的工作环境、排除了结霜的可能，同时也基 

本上排除了因温差引起的气体对流传热的能量损 

失，提高了热电制冷器的工作效率。考虑到摄象 

机在使用和运输过程中可能的碰撞、振动以及密 

封腔内材料的放气等因素，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 

密封腔内的真空度将有所下降，为再次抽真空的 

可行和方便，必须用真空阀进行密封。另外，作为 

医疗成象设备的部件，热电制冷摄象机还应该满 

足整体的美学要求、体积限制等，因此对真空阀也 

有特殊要求。 

2 真空阀的设计 

2．1 热电制冷摄象机密封腔的基本结构 

热电制冷摄象机的核心是光电转换成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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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首先应该保证在任何条件下光信号的正常传 

输，防止各种因素对光信号的阻塞、衰减及散射 

其次应避免在降温的过程中，成象器件表面结霜； 

第三，应尽量提高热电制冷器的效率。 

由于要求成象器件工作在一40一一60℃的温 

度范围内，因此热电制冷器必是多级连接的。这 

样在多级热电制冷器的冷、热端之间将存在较大 

的温度梯度，若采用不凝性气体置换除霜，则气体 

的对流和传热必然存在，必然消耗冷量，必然降低 

制冷器的效率。综合考虑光电转换、结霜除霜和 

提高制冷器效率的需要，应该将成象器件连同热 

电制冷器置于设有光学玻璃窗的真空密封腔体 

内；此外，根据热电制冷器的正方形结构和工作过 

程中必须将热量传出腔体的特点，和成象器件、热 

电制冷器的电源线、信号线、控制线等也必须穿过 

腔体的需要，以及医疗设备对摄象机小型化的要 

求，采用优化方法将密封腔体设计成正方形底座 

和倒凹型盖两部分，通过凹槽中的0形圈及螺纹 

紧固构成一体，图1所示为腔体的基本结构。 

匹 舀 光学透镜 5 蜀 环氧树脂 

图1 腔体底座与腔体盖的基本结构 

图l中，虚线为多层绝热屏，散热器座与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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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之间、光学透镜与腔体盖之间采用环氧树脂粘 

接与机械加固相结合的方式密封；导线与腔体之 

间采用胶木板穿孔固定导线，胶木板再与腔体粘 

接的方式密封，而且在腔体的内外面都做同样处 

理，以保证较高的机械强度。 

2，2 热电制冷撮象机密封腔真空阀的特殊 

性 

由图 1可以看出，密封腔的前端设有光路窗 

口，后端又有热端散热器，若在侧面安装真空阀， 

不仅增大了摄象机的体积，而且影响整机的美观； 

若在腔体底座后面安装真空阀，也只有散热器另 
— 侧两个 100×30×30的空间可以利用，否则将 

改变外部散热器的对称结构。因此，热电制冷摄 

象机对真空阀的要求一是密封性能好，二是体积 

小。而市场上各生产厂家供应的真空阀都是标准 

件，或是专用件，通径大，体积大(最小的抽气孔径 

为lOnun，法兰直径 40ram)；即使通过定做小通径 

(通径为6nnn)的真空阀来减小阀门的体积，也因 

阀体与腔体之闻必须通过法兰密封及固定，阀体 

本身的大小还是不能符合摄象机允许的空间，因 

此必须重新设计。 

由于密封腔及其真空阀是为成象器件提供所 

需要的工作环境而设置的，内部的成象器件和热 

电制冷器都是半导体器件，不能承受高温环境，加 

之腔体内设置有多层绝热屏，工作时腔体壁的温 

度基本与环境温度相同，所以，用于热电制冷摄象 

机密封腔的真空阀属于常温、高真空密封阀，这样 

就可以选用常温密封材料。根据实际需要，我们 

采用一体化设计，直接在密封腔的底座上加工真 

空阀的阀体，该阀的抽气进口直径为6rran，内部呈 

直通截止阀结构．阀体只有 50×30×171ran，这样， 

不仅结构紧凑，还解决了真空阀与腔体闻的密封； 

其内部结构和实物分别如图2、图3所示。 

弹性密封圈 弹性密封圈 

图2 真空阀内部结构 

一 
围 3 真空闽外形及摄象机的内部结构 

其中，阀座与阀盖间采用金属密封，并在阀盖 

的凸台处增加弹性密封圈，进一步加强阀座与阀 

盖间的密封i阀体与阀杆闻采用弹性体密封，并在 

阀杆与弹性体之间涂抹真空脂润滑，以保证良好 

的动密封。 

3 密封性能试验 

对阀体密封性能的检验分两步进行，一是检 

漏；二是真空保持。 

当阀体及密封腔组装结束、环氧树脂固化，腔 

体内还未安装热电制冷器和模拟发热体之前，先 

进行检漏实验，目的是检验阀体与阀座粘接的质 

量、阀杆与弹性体及阀盖与阀座之间的静密封性 

能。具体方法是：关闭阀门．保证阀盖与阀座密封 

良好；将抽气口接入高压气源，并将阀体连同腔体 
一 起浸入水中；调节气源压力至 1MPa后，观察有 

无气泡产生，并注意听有无高压气体蒲入腔体时 

的“丝丝”声，4小时未见上述现象，可以肯定阀杆 

与弹性体之间、阀盖与阀座之间、紧固螺桂与阀体 

之间的静密封是可靠的。 

待腔体的密封检漏通过后，再安装制冷器及 

模拟成象器件、抽真空，进行真空阀的动密封实 

验。腔体的真空处理是在西安交通大学电子物理 

研究所的超高真空系统上进行的。待真空度达到 

10 以上的某一稳定值时 反复地关闭、开启 

阀门，同时注意观察电离规指针的位置变化，若指 

针役有明显的变化(～至二个最小刻度)，说明真 

空阀的动密封是可靠的。实验中，腔体内的真空 

度最高为7 x 10 啪 ，达到了环氧树脂密封的真 

空极限——1o． 数量级，肯定了阀杆与弹性之 

间动密封的可靠性。 

(下转第 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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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时泵叶轮破坏严重都是汽蚀和磨损连合作用的 

结果，至少也是造成脱流形成旋涡，从而加剧了泥 

沙磨损的破坏，如叶片进口穿孔。设计合理的叶 

轮流道和叶片形状可避免诱发汽蚀和旋涡，以减 

轻泥沙磨损破坏。我们对该工程四种规格泵的叶 

轮都根据原叶轮的破坏情况进行了重新设计，有 

的多次进行修改 J。其次是材料抗磨蚀能力增 

加。钢板具有组织细密、韧性好、不易脱落等优 

点，耐汽蚀和磨损破坏优于铸铁和铸钢，因为在钢 

板焊接叶轮上曾使用过铸钢制成的前盖板，但运 

行8000多小时后在铸钢前盖板圆弧处发现麻点 

破坏痕迹(见图2)，但同样的钢板前盖板完好。 

第三是提高了叶轮的制造质量。一方面钢板焊接 

叶轮可更好地符合设计图纸；另一方面整个流道 

都可进行机械加工，提高了表面光洁度。避免了凹 

凸不平对过流形成扰动，诱发汽蚀或旋涡，有利于 

稳定层流底层，可保护金属表面受泥沙的冲击破 

坏 

4 结语 

用寿命的方法，并从不同角度也提出了一些措施， 

如修改水力设计，选用耐汽蚀和磨损材料，提高过 

流部件制造质量和表面光洁度等。但在不增加造 

价、能够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并能广泛推广使用等 

方面，使用钢板焊接叶轮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 

钢板与铸铁、铸钢相比有组织细密、韧性好不易脱 

落等优点，这在实际使用中得到了证实。与原球 

铁叶轮相比，采用钢板焊接叶轮，可增加使用寿 

命，提高泵的运行效率，减少维修费用等，仅在一 

个泵站推广使用，每年就节约备件费和电费几百 

万元，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和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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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研究的课题。都在寻找延长叶轮等易损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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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度的保持检验采用间接法进行。由于该 

腔体的容积小，无法在其内部安置真空规器件来 

指示真空度的具体变化，为此采用重复试验的方 

法来间接确定真空度的变化，确定阀盖与阀座之 

间的密封性能以及腔体其它部分的密封性能。抽 

真空结束后，立即对确定的热负荷进行热电制冷 

降温实验，获取极限降温温度、降温速度等效据。 

在保持相同实验条件的前提下，历时三个月，重复 

实验30次，结果表明：唯一的变化是制冷降温达 

到设定温度的时间较第一次延长 1．6m．m，可见真 

空的保持是良好的，真空阀及腔体的密封性能是 

可靠的。 

4 结论 

本文根据摄象机的结构设计了体积小、性能 

良好的真空阀，既能满足热电制冷摄象机对真空 

密封的要求，又使摄象机的结构紧凑、外形美观。 

该真空阀是专为热电制冷摄象机设计的，但 

是这种设计思想和阀门结构同样可以推广到其它 

类似的真空系统密封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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