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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
本发明涉及高速撞击穿透器结构，
是一种用于月壤探测的高速撞击穿透器结构。
包
括穿透器壳体、
穿透器潜头、
分离端盖、
仪器安装
模块、
缓冲阻尼层及潜头减振阻尼结构，
其中穿
透器外壳的内壁上设有缓冲阻尼层、
并且内部设
有多个用于安装星体探测仪器的仪器安装模块，
所述穿透器外壳的前端和后端分别与穿透器潜
头和分离端盖连接，
所述穿透器潜头内设有潜头
减振阻尼结构。
本发明质量轻、
刚度高，
具有优良
的减振性能 ，
能够有效的撞击穿透小天体，
从而
对月球体内部组成和结构开展科学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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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用于月壤探测的高速穿透器结构，
其特征在于：
包括穿透器壳体(1)、穿透器潜
头(2)、
分离端盖(3)、
仪器安装模块(4)、
缓冲阻尼层(5)及潜头减振阻尼结构(6)，
其中穿透
器壳体(1)的内壁上设有缓冲阻尼层(5)、
并且内部设有多个用于安装星体探测仪器的仪器
安装模块(4) ，
所述穿透器壳体(1)的前端和后端分别与穿透器潜头(2)和分离端盖(3)连
接，
所述穿透器潜头(2)内设有潜头减振阻尼结构(6)；
所述穿透器潜头(2)外部采用流线型结构，
内部为中空结构，
所述潜头减振阻尼结构
(6)设置于其空腔内；
所述穿透器潜头(2)的中空结构采用内弧面，
该内弧面以两段圆弧平滑过渡，
所述内弧
面顶部位置在距弹尖h/2-h/3范围内；
所述潜头减振阻尼结构(6)为填充于穿透器潜头(2)
内部空腔的泡沫铝。
2 .按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月壤探测的高速穿透器结构，
其特征在于：
所述穿透器壳体
(1)的壁厚相等，
所述穿透器壳体(1)的前端为与穿透器潜头(2)一体过渡连接的流线型，
后
端为外倾结构，
所述穿透器壳体(1)的前端和后端设有用于连接穿透器潜头(2)和分离端盖
(3)的安装螺纹。
3 .按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月壤探测的高速穿透器结构，
其特征在于：
所述穿透器壳体
(1)的壳体壁厚选用弹体抗压/拉分析和抗弯分析的极限壁厚的最大值。
4 .按权利要求1所述的 用于 月壤探测的高速穿透器结构，
其特征在于：
所述分离端盖
(3)与穿透器壳体(1)的后端螺纹连接，
所述分离端盖(3)的外侧设有用于与推进器连接的
机械连接接口。
5 .按权利要求4所述的 用于 月壤探测的高速穿透器结构，
其特征在于：
所述分离端盖
(3)的直径为112mm，
厚度为15mm，
所述分离端盖(3)上的螺纹螺牙为7圈，
螺距为2mm。
6 .按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月壤探测的高速穿透器结构，
其特征在于：
多个仪器安装模
块(4)之间采用螺纹连接，
并在其间设有减振保护层。
7 .按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月壤探测的高速穿透器结构，
其特征在于：
所述穿透器壳体
(1)内部空隙填充有减震缓冲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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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月壤探测的高速撞击穿透器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高速撞击穿透器结构，
具体地说是一种用于月壤探测的高速撞击穿透
器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高速穿透器作为一种天体探测手段，
采用环绕器携带撞击穿透器对天体进行高速
撞击以便将仪器以碰撞方式嵌入天体表面，
对天体内部进行探测。围绕探测和着陆器探测
是当前国内外广泛采用的天体探测手段，
但围绕探测无法对天体表皮内物质进行探测，
着
陆探测需着陆器登录到天体实施直接观测，
其实现技术难度高且在登录阶段成本巨大，
特
别是对于小天体探测，
由于其动力学复杂、
弱引力等原因，
着陆探测的难度和成本更高。
[0003] 高速撞击穿透探测作为一种天体探测的手段有别于围绕探测、
着陆器探测，
其优
点主要是：
需求能源小，
可以更加有效和廉价的深入天体，
探测天体内部结构，
还适用于研
究表面覆盖冰层的木星、
土星及太阳系其他天体；
可以实现单次多点撞击，
从而形成探测网
络，
这在月球探测方面具有独到优势；
通过撞击穿透小天体，
对小天体内部物质和结构开展
科学探测，
为揭开太阳系形成演化以及探索生命起源提供线索。这种高速撞击实验验证的
关键技术也可认为是天基武器打击中、
高轨道目标的模拟，
轨道器相当于天机武器平台，
穿
透器或撞击器相当于天机武器。
因此开展小型化高速撞击穿透器的研究可为未来深空探测
和天基武器系统的研究奠定关键技术基础。撞击穿透器将以约300m/s的速度撞击星球表
面，
相当于从4 .5km的高空自由降落在地球表面，
穿透器的使命是既保证能够有效穿透被探
测介质一定的深度又能保证其所携带的有效载荷和探测设备能够“存活”下来，
这对于穿透
器的结构设计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问题，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 月壤探测的高速撞击穿透器结
构。该穿透器结构质量轻、
刚度高，
具有优良的减振性能，
能够有效的撞击穿透小天体，
从而
对月球体内部组成和结构开展科学探测。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
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用于月壤探测的高速穿透器结构，
包括穿透器壳体、穿透器潜头、分离端盖、
仪器安装模块、
缓冲阻尼层及潜头减振阻尼结构，
其中穿透器壳体的内壁上设有缓冲阻尼
层、
并且内部设有多个用于安装星体探测仪器的仪器安装模块，
所述穿透器壳体的前端和
后端分别与穿透器潜头和分离端盖连接，
所述穿透器潜头内设有潜头减振阻尼结构。
[0007] 所述穿透器潜头外部采用流线型结构，
内部为中空结构，
所述潜头减振阻尼结构
设置于其空腔内。
[0008] 所述潜头减振阻尼结构为填充于穿透器潜头内部空腔的泡沫铝。
[0009] 所述穿透器潜头的中空结构采用内弧面，
该内弧面以两段圆弧平滑过渡，
所述内
弧面顶部位置不超过距弹尖h/2-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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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所述穿透器壳体的壁厚相等，
所述穿透器壳体的前端为与穿透器潜头一体过渡连
接的流线型，
后端为外倾结构，
所述穿透器壳体的前端和后端设有用于连接穿透器潜头和
分离端盖的安装螺纹。
[0011] 所述穿透器壳体的壳体壁厚选用弹体抗压/拉分析和抗弯分析的极限壁厚的最大
值。
[0012] 所述分离端盖与穿透器壳体的后端螺纹连接，
所述分离端盖的外侧设有用于与推
进器连接的机械连接接口。
[0013] 所述分离端盖的直径为112mm，
厚度为15mm，
所述分离端盖上的螺纹螺牙为7圈，
螺
距为2mm。
[0014] 多个仪器安装模块之间采用螺纹连接，
并在其间设有减振保护层。
[0015] 所述穿透器壳体内部空隙填充有减震缓冲材料。
[0016] 本发明的优点与有益效果是：
[0017] 1 .本发明的几何构型一方面可以安全高效的贯穿嵌入月球内部，
节省空间、结构
紧凑。另一方面可以有效的减振缓冲，
保证穿透器内部的仪器在冲击载荷的作用后正常工
作。
[0018] 2 .本发明主要结构采用钛合金加工制造，
质量轻且刚度性能好。通过螺纹连接各
个主要结构，
且连接件间布有减震阻尼结构。仪器安装模块与外壳之间的减振层由泡沫铝
填充，
壳体内壁敷有绝热阻尼层，
从而提高减振防护性能。
[0019] 3 .本发明设计有专用仪器安装模块，
用于测量仪器的安装和内部传感器的固定，
以达到撞击后生存的目的。
[0020] 4 .本发明穿透器上设有专用的设备接口，
潜头与壳体间、分离端盖与壳体间及各
模块间分别设有安装螺纹，
仪器安装模块为仪器留有安装空间及固定接口。
[0021] 5 .本发明的基本原理是采用环绕器携带撞击穿透器对月球进行高速撞击以便将
仪器以撞击方式嵌入天体表面。通过撞击穿透小天体，
对月球体内部组成和结构开展科学
探测，
为揭开太阳系形成演化以及探索生命起源提供线索。
[0022] 6 .本发明为实现撞击穿透器内部的仪器在撞击后短期生存问题，
防护从两个方面
展开，
一个是器件本体的撞击防护设计，
如器件形状力学特性、
器件内安装、
空填等手段；
另
一个是器件与穿透器间的撞击防护，
主要是缓冲设计。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的等轴测视图；
[0024] 图2为本发明的主视图；
[0025] 图3为本发明的左视图；
[0026] 图4为本发明的爆炸视图。
[0027] 其中：
1为穿透器壳体，
2为穿透器潜头，
3为尾部分离端盖，
4为仪器安装模块，
5为
缓冲阻尼层，
6为潜头减振阻尼结构。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
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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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进行详细描述。
[0029] 如图1-4所示，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用于月壤探测的高速穿透器结构，
包括穿透器壳
体1、
穿透器潜头2、
分离端盖3、
仪器安装模块4、
缓冲阻尼层5及潜头减振阻尼结构6，
其中穿
透器壳体1的内壁上设有缓冲阻尼层5、
并且内部设有多个用于安装星体探测仪器的仪器安
装模块4，
所述穿透器壳体1的前端和后端分别与穿透器潜头2和分离端盖3连接，
所述穿透
器潜头2内设有潜头减振阻尼结构6。
[0030] 所述穿透器潜头2的结构设计可以使穿透器有效的潜入月壤到达预期位置，
从而
实现对月球内部的探测。所述穿透器潜头2为锥体构件，
其外部采用流线型结构，
以确保弹
体的侵彻能力和飞行中的稳定性。
内部为中空结构，
所述潜头减振阻尼结构6设置于穿透器
潜头2的空腔内。本实施例中，
所述潜头减振阻尼结构6为填充于穿透器潜头2内部空腔的泡
沫铝。
所述穿透器潜头2的后部有与穿透器壳体1连接的安装螺纹。
[0031] 所述穿透器潜头2的中空结构采用内弧面，
该内弧面以两段圆弧平滑过渡，
避免应
力集中。所述内弧面顶部位置不超过距弹尖h/2-h/3，
既保证穿透器在侵彻过程中弹体头部
有足够强度，
同时兼顾合适的内腔容积，
潜入时减小月壤阻力。
[0032] 所述缓冲阻尼层5和潜头减振阻尼结构6的主要作用是降低侵彻过程中冲击载荷
对弹体内部电子元件的损伤，
在穿透过程中减缓冲击，
保护内部元器件在冲击之后能正常
工作。
[0033] 所述穿透器壳体1的壁厚相等，
所述穿透器壳体1的前端为与穿透器潜头2一体过
渡连接的流线型，
后端为外倾结构，
所述穿透器壳体1的前端和后端设有用于连接穿透器潜
头2和分离端盖3的安装螺纹。
[0034] 所述穿透器壳体1为钛合金加工制造而成的等厚度筒形结构，
钛合金具有质量轻、
强度高、
耐腐蚀性好等特点，
壳体壁厚选用弹体抗压/拉分析和抗弯分析的极限壁厚的最大
值。末端的阻流设计(外倾结构)可以让穿透器在飞行过程中保持稳定的姿态，
同时也可以
增加外壳的强度，
在下潜的过程中起到保护内部仪器的作用。所述穿透器壳体1的尾部外倾
结构还可以使穿透器在撞击后通讯元件维持一个比较好的位姿，
同时也可以减缓冲击的效
果，
保护尾部的通信模块，
最大程度减小侧面凹陷。
[0035] 所述仪器安装模块4为穿透器上设备提供安装空间，
同时为仪器提供抗热、
抗辐照
的空间环境保护，
并且实现减震缓冲。多个仪器安装模块4之间采用螺纹连接，
并在其间设
有减振保护层，
可以把冲击损伤限制在单个模块内部，
最大程度对内部组件进行保护。所述
穿透器壳体1内部空隙填充有减震缓冲材料，
最大限度上减小冲击对内部元器件的损坏。本
实施例中，
所述减震缓冲材料采用泡沫铝。
[0036] 各仪器安装模块4之间连接处设置的减振保护层，
减轻模块之间冲击振动的传递，
尽量把载荷孤立在各个模块的内部。设计时分别计算侵彻过程中的最大轴向和横向过载，
然后根据有效载荷所能承受的最大过载阈值以及所选缓冲材料的弹性模量与阻尼系数，
以
确定轴向和环周向的阻尼层厚度。因冲击过程中轴向冲击载荷为主，
故前端缓冲性能要求
高于侧壁。
[0037] 所述尾部分离端盖3可以完成与推进器的机械连接与分离，
同时也可以为结构模
块提供一个密闭缓冲的结构空间。所述分离端盖3与穿透器壳体1的后端螺纹连接，
所述分
离端盖3的外侧设有用于与推进器连接的机械连接接口，
该机械连接接口通过机械分离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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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与推进器连接，
以确保穿透器在达到预期位置预期速度后与推进装置快速分离。在弹体
侵彻过程中，
由于惯性效应，
穿透器的分离端盖3将受到恶劣的拉伸载荷作用，
因此需要对
后盖的螺纹联接进行强度校核。初步设计中不计算螺牙尺寸 ，所述分离端盖3的直径为
112mm，
厚度为15mm，
所述分离端盖3上的螺纹螺牙为7圈，
螺距为2mm。
[0038] 为保障着陆过程中穿透器上设备的安全，
穿透器壳体1内部设有减震阻尼层，
同时
以泡沫铝作为减振材料。泡沫铝具有密度小、
缓冲吸能性能好等特点，
并且壳体内部设有隔
热材料。在与月球表面碰撞过程中，
通过压缩孔隙吸收大量能量，
保护探测装置在侵彻过程
不被破坏。
[0039] 本发明提供的高速穿透器结构基于地面实验与仿真分析的模型交互验证进行优
化，
包括数值模拟撞击过程、
试验分析力学减振性能和尺寸优化，
建立最佳的模型，
采用数
值优化的方法得到的整个结构的最终结构样式。它可以显著提升整个高速穿透器结构的整
体刚性和抗振性能。其中穿透器壳体和穿透器潜头为主要承载结构，
针对撞击穿透和撞击
防护要求，
建立了穿透动力学和撞击防护动力学模型，
并采用数值仿真进行优化，
以达到性
能要求；
分离端盖通过螺纹与穿透器壳体相连接，
并且与推进装置间设有机械分离装置以
确保穿透器在达到预期位置预期速度后与推进装置快速分离；
穿透器内部安装模块预留足
够的空间安装科学探测仪器，
为仪器提供一个防辐射、冲击、
隔热的空间，
便于其撞击后生
存；
壳体内部安装的强大的减振防护阻尼层设计来支撑其内部仪器在这种速度的撞击下的
完整性。
[0040] 本发明以实现小型化智能空间穿透器的高速精确撞击和撞击后短期生存为目标，
采用理论、
建模与仿真、
实验测试相结合的方法，
深入分析深空探测领域撞击探测任务的精
确制导和撞击防护的需求与要求。并在目标的侵彻深度下尽可能的增加有效载荷容积，
同
时尽量减小有效的过载，
使得穿透器在一定的侵彻角范围内都满足生存要求。
[004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实施方式，
并非用于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在本发明
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
改进、扩展等，
均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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