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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像增强器[1]是一种能把微弱的光学图像转换为

适合人眼观察的光学图像的真空光器件。广泛用于
安全、医疗、工业、科研、旅游和运动等领域。

像增强器包含光电阴极[2,3]、微通道板[4-6](MCP)
和荧光屏(阳极)三个部分。在像增强器工作的时候，
这三个部分均会引入噪声。由于荧光屏的余辉效应，
对前一级的噪声起着低通滤波的作用[7]，所以像增
强器的噪声成分主要为直流和低频交流噪声，阴极
热电子发射引起的直流噪声为像增强器噪声的主要
贡献者，因此阴极降噪也成为核心问题之一。

现在国内外大多采用半导体制冷的方式对CCD
进行降温，从而达到降噪的目的。制冷方式以水冷
形式为主。其中英国Photek公司的产品相机温度控
制器PTC-3[8]采用的是两级半导体制冷加水冷却；
英国Andor公司的产品DH5H5 ICCD[9]和法国
HORIBA Jobin Yvon公司的产品 i-Spectrum 2 
ICCD[10]也是采用的这种方式，这些产品 低温度
都可以达到－30℃以下。为了直接给阴极降温以达
到更好的降噪目的，邵冲在其论文[11]中提出了一种
环形半导体制冷片的设计制作方案，并且采用了冰
水冷却的散热方式，使光电阴极的 低温度达到了
－38℃，从而很好地抑制了阴极的热噪声发射。

水冷带来的问题是体积大、控制驱动系统复杂，
而且现有研究表明，当温度降低到某一程度时，阴
极热噪声发射已经比较微弱了，若继续降温，热噪
声减小的幅度并不是很明显。为此，本文仍然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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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环形半导体制冷片(一级)，设计了一种梭型
的散热片结合散热风扇进行散热。在有效降低整个
系统体积的前提下，仍然可以达到比较好的降噪目
的，使得该系统更加有利于在对便携性要求高的环
境下的使用。

1 散热装置的设计
1.1 散热方式的选择
与SJTU第一代像增强器系统[11]比较，我们仍然

采用的是口径为25mm的像增强管，制冷方法仍然
采用的是半导体制冷片直接对阴极制冷，不同之处
在于：只采用一级半导体制冷；散热端不再采用水
循环制冷，而是采用了梭型散热片加风冷的方式。

对SJTU第一代微光像增强器系统，我们测得其
阴极噪声随温度的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图1 阴极噪声随温度变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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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1可看出：阴极热噪声随温度是成指数变化
的，在温度小于270K(－3℃)的时候，噪声增长得很
缓慢，超过这个温度以后，噪声才呈现出较快的增
长趋势。水冷却虽然可以降温至30度以下，但是引
入了水泵，冰箱等大型设备，同样也引入了像增强
器窗口容易冷凝形成水珠影响成像等问题，其效率
并不高。

本文工作主要集中在梭型散热片的设计与散热
效率的仿真上，并在实验中采用风冷却代替水冷却，
在明显缩小系统体积的前提下，确保仍能实现比较
好的降噪效果。

1.2 散热结构的设计
半导体制冷片冷端对像增强器阴极制冷，同时

热端会放出大量的热。如果热量无法顺利散出，就
会导致半导体制冷片两端的温度同时上升，从而降
低降噪的能力。在本文中，将采用散热片加风冷的
方式对半导体制冷片的热端进行散热。

我们自行设计的微光像增强器系统正中间是必
须通光的，而半导体制冷片也是环形的，因此考虑
散热片设计为如图2所示的梭型：

 

图2 散热片结构示意图

为加工方便，所有的曲线均是规则的圆弧，中
间的孔为通光的路径，两边放置散热风扇。

2 理论分析及仿真
2.1 理论分析
半导体制冷[12]是以温差电现象为基础的一种制

冷方法。它是利用塞贝克效应的逆效应，即帕尔贴
效应的原理来达到制冷的目的的。

半导体材料的内部结构特点，决定了它所产生
的温差电现象要比其他材料明显得多，因此，热电
制冷一般都采用半导体制冷这种方式。

当电偶对通以直流电I时，帕尔贴效应产生的制
冷量与电流成正比[12]：

 Qc=aTcI （1）
其中a表示单位温度产生的电动势，Tc代表半导

体材料冷端的温度。
当有电流流过半导体材料时，热电元件内部还

会产生焦耳热，即：
 Qj=I2R   （2）

式中R为热电元件的电阻。在实际过程中，有
一半的焦耳热传向半导体材料热端，另一半传向冷
端。

除了焦耳热，由于半导体材料两端存在温差，
从热电对的热端还会传递一部分热量至冷端：

 Qk=k(Th-Tc)    （3）
式中k为热电元件的总导热系数。
因此，电偶对的制冷量应为帕尔贴效应吸收的

热量减去一半的焦耳热，再减去冷热端之间的传导
热[12]，即：

                             （4）
由上式，假设相对焦耳热冷端吸热量较少，为

做近似，将其忽略，则温差可由式（5）表示：

                              （5）

同理，电偶对的热端发热量[12]为：

                              （6）

所以热端发热量与冷端吸热量之间正好相差焦耳
热I 2R。当冷端吸热较小或制冷片工作电压较大时，
可近似认为：

               Q= I 2R    （7）
另外，加在半导体制冷片两端的电压不完全消

耗在制冷片电阻的降压上，其中有一小部分用于抵
消温差电动势[12],由下式表示：

                                  （8）
2.2 仿真模型
本文中采用COMSOL作为仿真工具，首先，建

立如图3所示的模型。
 

图3 COMSOL仿真模型示意图

为与实际情况更接近，我们加上散热片外端的
圆柱型腔体壳，其两侧各有一个30×30mm的方形
孔，用于放置散热风扇， 外层是一个边长为40cm
的正方体空间，其间充满了标准大气压的空气。由于
引入了散热风扇，在x方向上引入了一定速度的空气
流动以接近实际效果。

为确定公式(5)、(8)中的系数，我们对半导体
制冷片性能进行了实测，并进行数据拟合。实测数
据由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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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电压下的电流和温差

由式(5)，ΔT与I成抛物线关系，由上表第2、3
列数据可以拟合得到：

                  ΔT=1.032I2+15.28I    （9）
即：

                             （10）

同理，对于式（8），我们近似认为R,a均为常
数，则可近似认为式（8）是一个平面方程，由
matlab工具sftool可以拟合得到：

         A=0.03604，R=1.262   （11）
将式(11)代入式(10)得到：k=0.6114。
2.3 仿真结果及分析
结合式(5)、(8)可得：

                               （12）

由式(12)可得到ΔT－U曲线，如图4所示。
 

图4 ΔT与电压U的关系

以0.5V为间隔，将半导体制冷片电压从0V加至
8V，假定空气温度为20℃，通过COMSOL软件仿真
半导体制冷片冷端的温度变化情况。

在给定制冷片工作电压下，我们可以通过式
(12)计算其温差ΔT，通过式(5)和(8)计算电流I，
通过式(7)计算热端放热量Q，再通过COMSOL仿真
得到散热片温度(即制冷片热端温度)，两者相减可
得冷端温度。COMSOL中需输入的参数是单位面积
的散热功率，因此，Q 后还需除以环形半导体制
冷片的面积0.0049m2。上述过程由表2,3表示。

表2 不同电压下的电流和散热量

表3 不同电压下的温差和冷热端温度

通过表3可以得到冷、热端的温度随半导体制冷
片工作电压变化地曲线，如图5所示。

 

图5 制冷片温度与电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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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5，基于梭型散热片条件下的半导体制冷片
佳工作电压在6V左右，而且在6V左右的这个范围

内其性能差别并不大。
又由图4，ΔT随着半导体制冷片工作电压的增

加而增加，但是增加的速度逐渐减小；另外，从式
(9)可以看出，当电流I增加的时候，热端散热量Q
是成2次方增长趋势的。结合以上两点，在制冷片工
作电压较小时，热端温度上升得较慢，而温差变化
却显得很快，所以冷端的温度也就呈下降趋势；当
制冷片工作电压较大的时候，焦耳热变得很明显，热
端温度上升得也越来越快，温差也因为电流的变大
而逐渐减小增加的速度，甚至有可能开始减小，这
个时候，冷端的温度又逐渐又开始回升。

3 实验结果及分析
在实际实验中，对半导体制冷片施加不同的电

压，采用每隔一分钟测量一个数据点，测量30分钟
的方法测量光阴极(半导体制冷片冷端)温度的变化
情况，如图6所示：

 

图6 制冷片冷端温度与电压的关系

由图6可以看出，给半导体制冷片加上某一电压时，
其冷端温度会迅速下降，继而慢慢回升；另外，
能达到的 低温度也是逐渐下降的。

但是散热片散热是一个过程，所以在半导体制冷
片工作时，其热端必然存在热量的积聚，使得冷端
温度达到一个 低点后会有一定程度的反弹，随着
散热片和周围温度达到一个热交换平衡时，冷端的
温度才会趋于稳定。对于半导体制冷片两端电压为
5V和6V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况，当散热时间超过
20min，冷端的温度变化很小或者说已经基本不变了。

对于一块特定的散热片，存在一个 大的散热
功率，当超过这一功率的时候，热量便越积越多，
温度也持续上升。在图6中，当半导体制冷片两端电
压加至7V的时候，此时温度回升的速度明显超过了
两端电压取5V和6V时候的温度回升速度。当加热至
30min的时候，此时的温度已经基本和同期半导体
制冷片电压为6V时的冷端温度持平。此后也是持

缓慢增长趋势。而当电压取8V时，温度升高的速度
更加明显。

4 总结
由以上分析，半导体制冷片的工作电压在6～

7V为宜，温度稳定在4℃左右，仿真结果也显示出
佳工作电压为6V。当然，仿真与实际的理论分析

还是有一定差别，因为仿真时的ΔT是表示的冷端
吸热量为0时的 大温差，实际当中温差是略小于
这个值的；另外，半导体制冷片的电阻会随着环境
温度的改变有微小的变化，这会影响到焦耳热。

此外，该散热系统还是有改进的余地，使其性能
更佳。从表1、2可以看出，制冷片工作电压较低时，
散热量并不大，而且还可以获得比较可观的温差，
因此，采用多级制冷可以使该系统的冷端温度更低。

由于加工工艺的局限，散热片表面积还不够大，
不能进一步提高散热的能力。另一个方面，风扇的
转速也不够高，使得散热片和空气的热交换速度得
到了限制。如果这些方面能够得到改进，系统的制
冷效果将会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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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具有饱和性，整个系统的噪声因子开始趋于饱和，
这与理论仿真图2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因此最终的
输出信噪比随着阴极电压的缓慢增加而趋于饱和。

3 总结
光电阴极材料的特性决定着阴极的噪声，本文

首先分析了阴极电压对像增强器背景噪声和信噪比
的影响，然后通过实验测试得：增大阴极电压的幅
度，像增强器背景噪声随之呈指数增长；输出信噪
比随之呈单调增长，最后在阴极电压约为－160V时
趋于饱和。

在像增强器内部参数确定的情况下，改变阴极
场助电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其工作的性能。
综合上述分析，为了尽量提高系统信噪比，同时
适当地抑制系统暗背景噪声，阴极电压最佳在
－160V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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