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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旋转电弧中热阴极弧根形态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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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阴极弧根形态对电弧状态和电极损耗有着重要影响。在同轴电极磁旋转电弧等离子体发生器中，利用高

速CCD观察了阴极弧根斑点形态随外加轴向磁场的演化过程，采用双波长法从CCD影像得到阴极端面温度分布：

利用水冷电探针对近阴极区等离子体参数进行诊断，得到了阴极附近电子温度及阴极区位降。实验结果表明：(1)

在50A电弧电流下，随着轴向磁场从0．01 T增加到0．02 T，阴极端面最高温度下降，阴极弧根斑点增大，阴极附

近等离子体电子温度逐渐降低，阴极弧根为收缩模式；(2)在100A电弧弧电流下，轴向磁场从0．01 T增加至0．015

T，阴极状态变化趋势与前相同；(3)在100 A电弧弧电流下，当轴向磁场增大到0．02 T时，弧根斑点弥散均匀，

阴极区位降明显升高，阴极弧根模式由收缩模式转变为扩散模式。分析认为，磁旋转电弧中弧根模式的转变是一

个突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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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figuration of cathodic arc root influences the state of arc and electrode erosion significantly．Hence，we

captured the evolution of cathode spot in a magnetically rotating arc plasma generator in external axial magnetic field US—

ing a high—speed CCD camera，and acquired the end-fac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the cathode using two—wavelength

pyrometry．We also diagnosed the electron temperature in near-cathode region using a water-cooling electric probe and

hence calculated the electron temperature and cathode fallin the region．The main results are as follows：(1)With 50 A arc

current．as the magnetic field increases from 0．0 1 T tO 0．02 T’the region of cathode spot increases gradually，meanwhile

both the cathode’S highest temperature and the electron temperature in the near—cathode region decrease，and the cathodic

root is always in spot mode．(2)With 1 00 A arc currents，as the magnetic field increases from 0．0 1 T to 0．01 5 T’a similar

variation tendency is obtained．(3)With 1 00 A arc currents and 0．02 T magnetic field，the cathodic root translates into dif-

fuse mode，which has a more uniform arc attachment and significantly higher cathode fall than that in spot mode．It is

proposed that the shift in mode is a mutation process．

Key words：magnetically rotating arc plasma；cathodic arc root；cathode spot；cathode temperature；cathode fall；

two—wavelength pyrometry

0引言

阴极弧根形态，包括阴极表面温度分布和近阴

极区等离子体参数分布，不仅影响电极寿命，而且

对弧柱形态和弧柱等离子体参数有重要影响。通过

外加磁场驱动电弧移动或控制电弧形态，能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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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扩张等离子体的区域，在焊接、冶金、材料制备

和材料烧蚀研究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应

用¨由J。在磁驱动电弧中，同轴电极磁旋转电弧是最

典型的一种。高速旋转的电弧不仅对弧室和工质加

热比较均匀，而且对工质有更高的传热效率及较低

的电极损烈““J。Slinkman采用磁旋转电弧方法获

得了的均匀分散的电弧等离子体，并应用于金属元

素分析07-8 J；Guile等人的研究表明，磁旋转电弧中

高速旋转的阴极弧根减小了其在电极附着点的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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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能够有效降低电极损耗，提高阴极寿A【吼12J。

在磁旋转电弧等离子体中，阴极弧根位形与电

弧运动状态相互影响，会产生多样化的弧根模

式m13‘1 51。XiaI№13州1等人在大尺度磁分散电弧中观

察到石墨阴极』：多个弧根斑点自组织现象和其演化

过程，认为多个阴极弧根共存；在镧钨电极上存在

着更为复杂的阴极弧根形态，包括跳跃的弧根、并

联的弧根、连续滑移的弧根以及弥漫的扩散型弧根，

作者推测阴极弧根特性与等离子体的形态有着极大

的关系。Minoo【J刘的研究表明，磁旋转电弧中弧根

在阴极上的移动实际上是新、旧弧根交替的过程。

由于大气压电弧等离子体阴极鞘层空间尺度极小，

加之处于高温区域，上述实验研究多以宏观现象观

察为主，缺乏电极与等离子体相互的物理过程的信息。

Belinov【J 6。川’发展了热阴极的非线性传热模型，

预示了高气压下阴极弧根的收缩／扩散模式以及分

裂多斑点模式。而对于高气压下热阴极弧根形态的

物理研究目前多在小电流(10A以下)、小电极(阴极

直径<2 mm)的HID(high intensity discharge)弧灯中

进行【l水㈣J。Dabringhausen等人观察了HID灯中阴

极弧根由收缩到扩散的演化过程，并测量了阴极附

近的等离子体电子温度、阴极区位降等参数【l酤州J。

研究认为，阴极区位降随电弧电流的增加而降低；

当电流增加到一定值时，收缩弧根突变为扩散弧根，

后者相比于前者具有更高的阴极区位降。实验结果

验证了Belinov的理论对阴极弧根“收缩．扩散”模

式的预测。

由于磁旋转电弧中弧根与弧柱的相互影响，弧

根模式的演化、弧根与等离子体相互作用机制更加

复杂，王见有的理论尚不能很好地解释弧根形态的多

样化[10．13·1 51。

本文利用高速CCD观测了磁旋转电弧中阴极

弧根斑点随磁场的演化过程，并针对阴极端面的

CCD影像，计算了阴极端面的温度分布；利用水冷

电探针对阴极附近等离子体参数进行了诊断，得到

电子温度及阴极区位降等参数，对弧根形态随电弧

电流和磁场的演化过程、阴极端面温度分布、近阴

极区参数等相互作用关系进行了分析与讨论。

1实验装置及方法

1．1实验装置

图1为实验装置及实验原理示意图[10】。电弧发

生器为同轴式发生器，弧室长200 IIIITI，其中：阳

阴极 电弧 磁场线幽

信号溉

图l 实验装置及实验原理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experiment set

极套筒内径为20 rnlll，材料为石墨；阴极长度为150

nllll，直径为5 mm，材料为纯钨。在发生器外部绕

制水冷线圈以产生较均匀的轴向磁场。径向电弧受

洛伦兹力作用，绕轴线高速旋转。介质气体为氩气，

气体体积流量为1 m。／h(0℃，101．325 kPa条件下)。

高速CCD位于发生器开口处，正对阴极端面。静

电探针探头测量点位于阴极前端l t]llIl：在电弧稳

定后，探针探头迅速置于测量点，停留时间不超过

2 S，采集探针电流电压信号，然后快速抽出。探针

测量与阴极图像拍摄交替进行。

1．2阴极端面温度测量方法

本文采用双波长法测量阴极端面温度，具体原

理可参考文献[20—221。对于不同波长A1和-2，温度

7’、位置X处的阴极端面单位面积相对辐射通量的比

值尺l／2满足

其中：c(x，旯，T)为阴极辐射系数；c为定值1．438 8x

10～m．K。

文献[23]给出了钨不同波长、不同温度下的辐

射系数值，因此只要确定了两个波长的阴极端面相

对辐射通量值，即可通过式(1)计算出阴极端面温

度，。

电弧等离子体温度在104 K量级，远高于阴极

端面温度，因此在测量过程中必须将电弧辐射的干

扰去掉。研究指出，熄弧后的电弧等离子体辐射衰

减时间不到100 Its，而阴极温度的衰减时间超过5

ms，一般认为熄弧后0．1 ms时刻的阴极辐射与熄弧

瞬间的阴极辐射保持一致¨⋯。

图2为熄弧前后，阴极弧根斑点图像和其中一

点灰度随时间变化益线。熄弧前，由于等离子体辐

篙㈤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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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的叠加，阴极弧根斑点(爿点)的CCD图』【．灰度已

经饱和(最大值为255)。熄弧后，阴极高温斑点辐射

迅速衰减。本文利用其衰减曲线反向延长反推至t=0

时刻，得到熄弧瞬问的阴极辐射相对强度，以此来

计算阴极端面温度分布。

实验中我们选用双波长滤波片的透过波长分

另0为636 m和661 ilm，带宽为2 nm，配合高速

CCD拍摄熄弧过程，得到熄弧瞬间的阴极相对辐射

强度。

1．3静电探针原理

静电探针是诊断电弧等离子体电子温度、电子

密度等参数最常用的方法之_[24-25]。本文利用的水

冷电探针系统详细介绍及测量原理可参考文献

[26]，不再赘述。

需要指出的是，在诊断热等离了体时，探针U—J，

曲线中电子电流饱和段i_手往4i是实用的工作区，探

针会取走巨大的电子电流，扰动等离子体：同时热

等离予体中电了剧烈的热运动会破坏探针鞘层，电

子电流饱和段很难测量到，无法直接从泸J『曲线中

获得等离子体电位，因此本文采用悬浮电位修正法

来计算等离子体电位[27-28】，如式(2)所示。
， 、l，2

K：咋+里lnf堕堕1 (2)
’

e L m。／l

式中：％为等离子体电位；瞻为悬浮电位；k为

Boltzmann常数；兀为电子温度；e为元电荷：mi、

m。分别为重粒子、电子质量。

一般来说，电弧等离子体的阴极边界层厚度为

10～l 000 gm，精确定位很困难。由于电弧弧柱区电

场强度很低(约为10 V／cm)，探针测量点位置距离阴

极端面1 m／n，采用阴极接地，该点电位怖可以近

似视为阴极区位降，包括了阴极鞘层位降、电离层

位降和部分非平衡等离子体区位降Il
6。1

71。

2实验结果与讨论

2．1阴极弧根斑点演化过程

图3(a)和(b)是熄弧O．2 ms之后阴极端面随外

加磁场变化的CCD图像，图3(c)是电弧电流I=100

A时弧柱与弧根CCD图像。I=50 A、外加磁场强度

B=0．0l T时，从图3(a)中阴极端面上可观察到收缩

明亮的圆形斑点，一般认为该斑点是阴极弧根在阴

极上的附着区域【2圳；B增加到0．015 T，斑点亮度降

低，面积增大，且形状变得不规则；B增加到O．02 T，

阴极弧根斑点亮度进一步降低，形状变为“弯月形”，

并靠近阴极端面边缘。卢100A时，相对于I=50 A

时，图像亮度显著增加，为了拍到阴极弧根斑点不

饱和图像，将曝光时间缩短为图3(a)的一半得到结

果为图3(b)；随着磁场的增加，阴极弧根斑点由0．01

T时可分辨收缩斑点逐渐演化到0．02 T时均匀分布

于整个阴极端面，此时，阴极端面整体均匀发亮。

为了分析阴极弧根与阴极亮斑的关系，图3(c)中采

用了Ar线通带滤波片(透过波长416 am，带宽2

nm)，可以同时观测阴极亮斑与弧柱的CCD图像，

在B=0．01 T和0．015 T时，在阴极亮斑处可见弧柱

影像，当B=0．02 T时，在阴极端面没有明显的弧柱

影像，推测阴极附近的弧柱和阴极弧根面积显著增

加，转变为“扩散”模式。旋转电弧对阴极持续均

匀的加热被认为是形成扩散阴极弧根的主要原因
【13】

2．2阴极端面温度分布

采用双波长法需要拍摄两次熄弧过程，但两次

实验中阴极弧根斑点的位置不尽相同。本实验中，

当阴极弧根为扩散形态时，阴极表面辐射强度重复

性很好。冈此本文采用双波长法首先对扩散阴极弧

根下的阴极表面温度进行测量，得到阴极表面温度

与某一波长下的辐射强度对应关系，进而利用式(3)

计算实验中其他参数卜．的阴极温度分布。

270

240

蜊
嘎210
々

180

l 50

■●}■●H

、

～
●

＼
0 l 2 3 4 5

时fuj／ms

图2熄弧前、后阴极端面CCD图片及A点辐射强度

衰减曲线

Fig．2 CCD images ofthe cathode and decay curves

around exti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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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l 0T 0 0l 5 T 0 020T

a)阴极CCD图像，电流50A，曝光时问¨ls，滤波片透过
波长661 nm，外部虚线圆蹦为钨阴极外缘轮廓

0 OlOT O．01 5 T 0 020T

(b)阴极CCD图像，电流looA，曝光时fuJ0．5 us，滤波片透过
波L受661 ilm，外部虚线圆圈为钨阴极外缘轮廓

0 0lO T 0 0l 5 T 0．020T

(c)弧柱弧根CCD图像，电流looA，曝光时问O 5岬，Ar线通
带滤波片透过波K416 rim．外部实线为石疑阳撇轮廓

图3 5 000帧／s拍摄的熄弧0．2ms后的阴极和

弧柱一弧根CCD图像

Fig．3 CCD images of cathode and arc column—root at 0．2

seconds after arc extinction captured by CCD at 5 000 frames／s

Fo(工，^，To)占(石，A，To)f 1一e“-7 1 ⋯

曩(x，a，T) c(x，A，T)l 1一e“^瓦J
V’

式中：局(X，^，ro)和兀、Fll(X，^，T)和r分别为已

获得的、待求的阴极表面辐射强度和阴极表面温度。

由阴极端面非饱和CCD图像得到阴极端面灰

度分布，利用式(1)、(3)计算，得到阴极端面温度分

布如图4所示，其中横坐标零点代表两条直线交点

位置(向左、向上为负方向)。B为0．01 T时，阴极

收缩斑点最高温度超过3 600 K：B增加至0．015 T，

斑点最高温度降低至3 500 K左右，且高温区域有

一平台区，表明阴极弧根斑点面积有一定程度的增

加，且平台区在角向宽度∞卅)明显大于径向宽度

(B—日)，表明电弧旋转对弧根角向扩张有明显的促进

作用。按照Zhou X的阴极模型，阴极温度下降，

会导阴极弧根电流密度下降，意味着阴极弧根面积

增加【30-31】。

图5为电弧电流100 A下，B为0．01 T和0．02 T

时阴极端面温度分布比较。B=0．01 T时，阴极弧根

斑点直径约为2．5 mm，温度分布类似单驼峰，高温

5 一l 0 —0 5 0 0 5 l 0 l 5 2 O

阴撇表血位置／mm
(a)B=0．01 T

0 0)0 0 5 0 l 3 2 0

阴撒表面位置／I'f1111

f b)B=0()1 5 I

图4熄弧后弧根斑点附近阴极端面温度分布，I=50 A

Fig．4 End—fac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the cathode after

arc extinction，I=50 A

区域温度在3 000 K以上，最高温度达3 790 K，超

过了钨的熔点(3 663K)，斑点外区域为温度约为

2 700 K的平台：当B=0．02 T时，阴极端面整体温

度分布较均匀，都在3 100 K左右，阴极端面最高

温度在阴极边缘，只有3 185 K，说明弧根围绕阴极

端部边缘乃至可能占据整个阴极端面，阴极弧根电

流密度显著降低，弧根面积增加，处于扩散状态。

2．3阴极附近电子温度及阴极区位降

图6为50个扫描周期的静电探针信号，e原始

数据，其中I=50 A，B=0．01 T。图中平均值是以过

渡段(10～20 V)的电流每3 mA为一区问，对探针电

压统计平均而得。对平均值进行半对数(1nlLI一∽线

性拟合，即可得到该点的电子温度，图6所示的电

子温度计算值为1．97×10。K。

图7显示阴极附近等离子体电子温度(距阴极

端面1 1TLITI处)随着电弧电流的增力【1而升高，随着磁

场的增加而减小。／--100 A，B=0．0l T时，电子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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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极表面位置／mm

图5熄弧后阴极端面温度分布。1=100A

Fig．5 End·fac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the cathode after

arc extinction．／_-1 00 A

最高，达2．25x104 K；随着B增加到0．015 T、0．02

T，电子温度分别下降为2．04x104K和1．6l×104K。

其他的一些关于磁旋转电弧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

结论¨0’“J。在小磁场下，不同电弧电流下的阴极区

附近电子温度差异较大，当B=0．0lT时，50 A电弧

电流下的电子温度为1．98x104 K，100 A电弧电流

下的电子温度为2．25x104 K；当B增加到0．02 T时，

两者对应电子温度分别下降为1．58x104 K和

1．6x104 K，接近一致。如前文所述，B=0．02 T，／=100

A时，阴极端面形成了扩散型的阴极弧根，而电弧

电流为50A的收缩形阴极弧根面积也有所增加，该

区域的等离子体体积扩张明显，电流密度的大幅降

低是引起电子温度减小的主要原因。增强的磁场加

剧了电弧的旋转，导致弧室中部(阴极端面附近)负

压增加，这一方面会减小等离子体的轴向厚度，另

一方面会加强环境冷气体卷吸进入等离子体区，也

就造成了该区域重粒子温度的降低，这可能是引起

电子温度降低的一个因素。

图8给出了通过式(2)计算得到的不同电弧电流

下阴极区位降随外加轴向磁场变化曲线。I=50 A时，

阴极区位降随磁场增加而降低，从B=0．01 T时的

22．7V降到B=0．02T时的20V。电弧电流增加，阴

极区位降有所下降，在／--100 A时，阴极区位降从

B=0．01 T时的20．7 V降到B=0．015 T时的19．5 V。

而当B进一步增加到0．02 T时，阴极区位降反而升

高至20．64 V，此时，阴极弧根为完全扩散形态。阴

极位降的转而增加，说明阴极弧根的扩散可能存在

突变。从阴极发射理论出发【I卜¨J，阴极弧根为扩散

形态时，阴极高温区域温度降低，导致阴极电子

16

U|＼

(a)静电探针原始数据，1=50A。B=0．0I T

In I／。／mAI

(b)Inll。卜渊合曲线

图6静电探针测量信号及lnll。l—U拟合曲线，

Fig．6 Signals measured by the static electric probe and

fitted curve

图7不同电弧电流、磁场下阴极附近等离子体电子温度

Fig．7 Electron temperature in the near-cathode region ac—

cording tO different arc currents and applied magnetic fields

发射率显著降低，电子电流密度呈指数下降，因而

离子电流必定增加，鞘层区正离子浓度增加，从而

导致鞘层电位升高；从能量平衡角度出发，虽然阴

极端面最高温度降低，但阴极端面平均温度却升高，

4

3

3

2

2

)I蠢

万方数据



3030 高电压技术 2014，40(10)

24

22

2(J

8
0 Ol O 0．0l 5 O 020

B|弋

图8不吲电弧电流、磁场下的阴极I式位降

Fig．8 Cathode voltage fall under different currents and

magnetic fields

【4】

[5]

【6】

【7】

【8】

[9]

为维持阴极端而的高温条件．必须提高弧根对阴极 U0]

的加热功率，测此导致了，阴极区何降的升高‘331。

3结论

1)磁旋转电弧中，电弧电流，为50～100 A，

轴向磁场强度口为o．01～0．02 T时，随着B增加，

阴极端面最高温度逐渐降低，阴极弧根斑点增大：

／--100 A，B=0．02 T时，钨电极上为扩散型阴极弧根，

阴极端面最高温度显著降低，且整个端面温度分布

均匀一致，都在3 100 K左右，这一现象对于提高

电弧扩散的稳定性和降低电极损耗有重要意义。

2)阴极弧根附近等离子体电子温度随J，增加而

升高，随B增加而降低，表明阴极弧根附近电子温

度随着弧根面积增加、电流密度下降而F降。对于

收缩型弧根模式，阴极区位降随着，和B的增加而

减小，扩散弧根模式的阴极区位降较收缩型弧根模

式有明显升高。

3)虽然阴极弧根斑点随B增加逐渐扩散，但

弧根从收缩模式转变为扩散模式百J。能是一个突变的

过程。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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