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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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磁旋转电弧；阴极弧根：阴极弧根斑点；阴极温度；阴极区位降；双波长法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ａｔｈｏｄｉｃ Ａｒｃ Ｒｏｏｔ ｉｎ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Ｒｏｔａｔｉｎｇ Ａｒｃ Ｐｌａｓｍａ
ＷＡＮＧ

Ｃｈｅｎ９１，ＺＨＡ Ｊｕｎｌ一，ＬＩ

Ｗａｎｗａｎｌ，ＸＩＡ Ｗｅｉｌｕ０３，ＸＩＡ Ｗｅｉｄｏｎ９１

（１．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Ｈｅｆｅｉ ２３００２７，Ｃｈｉｎａ；２．Ｈｅｆｅｉ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Ｈｅｆｅｉ
２３００２７，Ｃｈｉｎａ；３．Ｈｅｆｅ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Ｈｅｆｅｉ ２３００３ 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ｔｈｏｄｉｃ

ａｒｃ

ｃａｐｔｕｒｅ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ｔｈｏｄｅ ｓｐｏｔ ｉｎ

ａ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ｒｏｔａｔｉｎｇ

ａｒｃ

ａｒｃ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ｅｎｃｅ，ｗｅ

ｐｌａｓｍａ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ｉ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ｘｉａｌ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

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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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

ｉｎｇ

ｒｏｏｔ

ｐｙｒｏｍｅｔｒｙ．Ｗｅ ａｌｓｏ 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ｎｅａｒ－ｃａｔｈｏｄ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ｈｅｎｃｅ

ａ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ａｔｈｏｄｅ ｆａｌｌ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ｗａｔｅｒ－ｃｏｏｌｉ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ｒｏｂｅ ａｎｄ
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１）Ｗｉｔｈ ５０

Ａ

ａｒ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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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ｉ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３）Ｗｉｔｈ １ ００ Ａ
ｆｕｓｅ ｍｏｄｅ，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ａ

ｍｏｒｅ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ｈｉｆｔ ｉｎ ｍｏｄｅ ｉ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

ａｒｃ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ａｓ

ａｒｃ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ｆｒｏｍ ０．０ １ Ｔ ｔｏ ０．０１ ５ Ｔ’ａ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ａｎｄ ０．０２ Ｔ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ｔｈｅ ｃａｔｈｏｄｉｃ ｒｏｏｔ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ｓ ｉｎｔｏ ｄｉｆ－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ｃａｔｈｏｄｅ ｆａｌｌ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ｓｐｏｔ ｍｏｄｅ．Ｉｔ ｉｓ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ｒｏｔａｔｉｎｇ

ａｒｃ

ｐｌａｓｍａ；ｃａｔｈｏｄｉｃ

ａｒｃ

ｒｏｏｔ；ｃａｔｈｏｄｅ ｓｐｏｔ；ｃａｔｈｏｄ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ａｔｈｏｄｅ

ｆａｌｌ；

ｔｗｏ—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 ｐｙｒｏｍｅｔｒｙ

０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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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极弧根形态，包括阴极表面温度分布和近阴

用¨由Ｊ。在磁驱动电弧中，同轴电极磁旋转电弧是最

极区等离子体参数分布，不仅影响电极寿命，而且

典型的一种。高速旋转的电弧不仅对弧室和工质加

对弧柱形态和弧柱等离子体参数有重要影响。通过

热比较均匀，而且对工质有更高的传热效率及较低

外加磁场驱动电弧移动或控制电弧形态，能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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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资助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１１０３５００５；５０８７６１０１）；中科院创新
仪器研制基金（Ｙ２０１１６２）。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ｕｐ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１０３５００５，５０８７６１０１），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ＣＡＳ（Ｙ２０１１６２）．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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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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２６

时间，能够有效降低电极损耗，提高阴极寿Ａ【吼１２Ｊ。

阴极

电弧

磁场线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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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号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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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ｌ

的关系。Ｍｉｎｏｏ【Ｊ刘的研究表明，磁旋转电弧中弧根

Ｆｉｇ．１

实验装置及实验原理图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ｓ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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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套筒内径为２０ ｒｎｌｌｌ，材料为石墨；阴极长度为１５０

加之处于高温区域，上述实验研究多以宏观现象观

ｎｌｌｌｌ，直径为５ ｍｍ，材料为纯钨。在发生器外部绕

察为主，缺乏电极与等离子体相互的物理过程的信息。

制水冷线圈以产生较均匀的轴向磁场。径向电弧受

Ｂｅｌｉｎｏｖ【Ｊ ６。川’发展了热阴极的非线性传热模型，

洛伦兹力作用，绕轴线高速旋转。介质气体为氩气，

预示了高气压下阴极弧根的收缩／扩散模式以及分

气体体积流量为１ ｍ。／ｈ（０℃，１０１．３２５ ｋＰａ条件下）。

裂多斑点模式。而对于高气压下热阴极弧根形态的

高速ＣＣＤ位于发生器开口处，正对阴极端面。静

物理研究目前多在小电流（１０Ａ以下）、小电极（阴极

电探针探头测量点位于阴极前端ｌ ｔ］ｌｌＩｌ：在电弧稳

直径＜２ ｍｍ）的ＨＩＤ（ｈｉｇｈ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弧灯中

定后，探针探头迅速置于测量点，停留时间不超过
Ｓ，采集探针电流电压信号，然后快速抽出。探针

进行【ｌ水㈣Ｊ。Ｄａｂｒｉｎｇｈａｕｓｅｎ等人观察了ＨＩＤ灯中阴

２

极弧根由收缩到扩散的演化过程，并测量了阴极附

测量与阴极图像拍摄交替进行。

近的等离子体电子温度、阴极区位降等参数【ｌ酤州Ｊ。

１．２阴极端面温度测量方法

研究认为，阴极区位降随电弧电流的增加而降低；

本文采用双波长法测量阴极端面温度，具体原

当电流增加到一定值时，收缩弧根突变为扩散弧根，

理可参考文献［２０—２２１。对于不同波长Ａ１和－２，温度

后者相比于前者具有更高的阴极区位降。实验结果

７’、位置Ｘ处的阴极端面单位面积相对辐射通量的比

验证了Ｂｅｌｉｎｏｖ的理论对阴极弧根“收缩．扩散”模

值尺ｌ／２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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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方数据

描㈤ 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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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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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射的叠加，阴极弧根斑点（爿点）的ＣＣＤ图』【．灰度已

并靠近阴极端面边缘。卢１００Ａ时，相对于Ｉ＝５０

经饱和（最大值为２５５）。熄弧后，阴极高温斑点辐射

时，图像亮度显著增加，为了拍到阴极弧根斑点不

迅速衰减。本文利用其衰减曲线反向延长反推至ｔ＝０

饱和图像，将曝光时间缩短为图３（ａ）的一半得到结

时刻，得到熄弧瞬问的阴极辐射相对强度，以此来

果为图３（ｂ）；随着磁场的增加，阴极弧根斑点由０．０１

计算阴极端面温度分布。

Ｔ时可分辨收缩斑点逐渐演化到０．０２ Ｔ时均匀分布

实验中我们选用双波长滤波片的透过波长分

ｍ和６６１

于整个阴极端面，此时，阴极端面整体均匀发亮。

ｉｌｍ，带宽为２ ｎｍ，配合高速

为了分析阴极弧根与阴极亮斑的关系，图３（ｃ）中采

ＣＣＤ拍摄熄弧过程，得到熄弧瞬间的阴极相对辐射

用了Ａｒ线通带滤波片（透过波长４１６ ａｍ，带宽２

强度。

ｎｍ），可以同时观测阴极亮斑与弧柱的ＣＣＤ图像，

１．３静电探针原理

在Ｂ＝０．０１ Ｔ和０．０１５ Ｔ时，在阴极亮斑处可见弧柱

另０为６３６

静电探针是诊断电弧等离子体电子温度、电子

影像，当Ｂ＝０．０２ Ｔ时，在阴极端面没有明显的弧柱

密度等参数最常用的方法之＿［２４－２５］。本文利用的水

影像，推测阴极附近的弧柱和阴极弧根面积显著增

冷电探针系统详细介绍及测量原理可参考文献

加，转变为“扩散”模式。旋转电弧对阴极持续均

［２６］，不再赘述。

匀的加热被认为是形成扩散阴极弧根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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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

２．２阴极端面温度分布

针会取走巨大的电子电流，扰动等离子体：同时热

采用双波长法需要拍摄两次熄弧过程，但两次

等离予体中电了剧烈的热运动会破坏探针鞘层，电

实验中阴极弧根斑点的位置不尽相同。本实验中，

子电流饱和段很难测量到，无法直接从泸Ｊ『曲线中

当阴极弧根为扩散形态时，阴极表面辐射强度重复

获得等离子体电位，因此本文采用悬浮电位修正法

性很好。冈此本文采用双波长法首先对扩散阴极弧

来计算等离子体电位［２７－２８】，如式（２）所示。

根下的阴极表面温度进行测量，得到阴极表面温度

，

、ｌ，２

与某一波长下的辐射强度对应关系，进而利用式（３）

Ｋ：咋＋里ｌｎｆ堕堕１
ｍ。／ｌ
’

ｅ

（２）

Ｌ

计算实验中其他参数卜．的阴极温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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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０

ｇｍ，精确定位很困难。由于电弧弧柱区电

■●｝■●Ｈ

场强度很低（约为１０ Ｖ／ｃｍ），探针测量点位置距离阴
２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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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蜊
嘎２１０
々

７１。

●

＼

２实验结果与讨论
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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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 ５０

加磁场变化的ＣＣＤ图像，图３（ｃ）是电弧电流Ｉ＝１００

０

Ｔ时，从图３（ａ）中阴极端面上可观察到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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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方数据

３

４

５

图２熄弧前、后阴极端面ＣＣＤ图片及Ａ点辐射强度
衰减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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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时ｆｕｊ／ｍｓ

Ａ时弧柱与弧根ＣＣＤ图像。Ｉ＝５０ Ａ、外加磁场强度
Ｂ＝０．０ｌ

ｌ

Ｆｉｇ．２

ＣＣＤ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ｔｈｏｄｅ ａｎｄ ｄｅｃａｙ
ａｒｏｕｎｄ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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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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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Ｏ．０１ ５ Ｔ

０ ＯｌＯ Ｔ

一ｌ ０

—０ ５

０

０ ０ｌ ５ Ｔ

ｌ ０

ｌ ５

２ Ｏ

（ａ）Ｂ＝０．０１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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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阴撇表血位置／ｍｍ

０ 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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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

０）０

ｆ

ｓｅｃｏｎｄｓ ａｆｔｅｒ

ａｒｃ

０ ５

０

ｌ

２ ０

３

阴撒表面位置／Ｉ＇ｆ１１１１

ｃｏｌｕｍｎ—ｒｏｏｔ ａｔ ０．２

ｂ）Ｂ＝０（）１ ５ Ｉ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ｃａｐｔｕｒｅｄ ｂｙ ＣＣＤ ａｔ ５ ０００ ｆｒａｍｅｓ／ｓ

图４熄弧后弧根斑点附近阴极端面温度分布，Ｉ＝５０ Ａ

Ｆｏ（工，＾，Ｔｏ）占（石，Ａ，Ｔｏ）ｆ
曩（ｘ，ａ，Ｔ）

１一ｅ“－７

１

ｃ（ｘ，Ａ，Ｔ）ｌ １一ｅ“＾瓦Ｊ

Ｆｉｇ．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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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斑点最高温度降低至３

６００

５００

Ｋ：Ｂ增加至０．０１５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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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３０－３１】。
图５为电弧电流１００ Ａ下，Ｂ为０．０１ Ｔ和０．０２

区域温度在３

０００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Ｉ＝５０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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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度在阴极边缘，只有３

Ｋ左右，阴极端面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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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导阴极弧根电流密度下降，意味着阴极弧根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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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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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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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ｃ

Ｖ’

式中：局（Ｘ，＾，ｒｏ）和兀、Ｆｌｌ（Ｘ，＾，Ｔ）和ｒ分别为已

收缩斑点最高温度超过３

Ｅｎｄ—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ｔｈｏｄｅ ａｆｔｅ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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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城，查

３０２９

俊，李皖皖，等：磁旋转电弧中热阴极弧根形态的实验研究

４

３

）Ｉ蠢 ３

２

２
３

２

—１

Ｏ

１

２

３

Ｕ｜＼

阴极表面位置／ｍｍ

（ａ）静电探针原始数据，１＝５０Ａ。Ｂ＝０．０Ｉ

Ｔ

图５熄弧后阴极端面温度分布。１＝１００Ａ
Ｅｎｄ·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ｔｈｏｄｅ ａｆｔｅｒ

Ｆｉｇ．５

ａｒｃ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１ ００ Ａ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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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ｎ

Ｉ／。／ｍＡＩ

下的电子温度为２．２５ｘ１０４ Ｋ；当Ｂ增加到０．０２ Ｔ时，

（ｂ）Ｉｎｌｌ。卜渊合曲线

两者对应电子温度分别下降为１．５８ｘ１０４ Ｋ和

图６静电探针测量信号及ｌｎｌｌ。ｌ—Ｕ拟合曲线，

１．６ｘ１０４

Ｋ，接近一致。如前文所述，Ｂ＝０．０２

Ｔ，／＝１００

Ｆｉｇ．６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ｃ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ｒｏｂｅ ａｎｄ

Ａ时，阴极端面形成了扩散型的阴极弧根，而电弧

ｆｉｔｔｅｄ

ｃｕｒ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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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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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ｒｃ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

ａｃ—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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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射率显著降低，电子电流密度呈指数下降，因而

极位降的转而增加，说明阴极弧根的扩散可能存在

离子电流必定增加，鞘层区正离子浓度增加，从而

突变。从阴极发射理论出发【Ｉ卜¨Ｊ，阴极弧根为扩散

导致鞘层电位升高；从能量平衡角度出发，虽然阴

形态时，阴极高温区域温度降低，导致阴极电子

极端面最高温度降低，但阴极端面平均温度却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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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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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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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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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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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ｃ

ｃｏｌｕｍｎ【Ｊ】．

ａｒｃ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９．９４（１２）：１２１５０ｌ
２２

［５］

Ｓｕｇｉｔａｎｉ矿Ｋｏｂａｙａｓｈｉ Ｆ Ｍｕｒａｙａｍａ 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ｈｉｇｈ ｓｐｅｅｄ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ｒｃ

ｗｅｌｄｉｎｇ［．１１ Ｗｅｌｄ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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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ａｓｍａｓ—ｐａｒｔ

１：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Ｊ］．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２００２，７３（１０）：３４０９－３４３９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ｒｏｂｅｓ ｉｎ

ｐｌａｓｍａ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ａｃｕｕｍ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Ｖａｃｕｕｍ．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ａｎｄＦｉｌｍｓ．１９８６．４（３）：１ ８１０一１８１６

【２６］食俊．焦凌云，ｒＩ

静电探针诊断［Ｊ］高电Ｊｆｉ技术．２０１３．３９（７）：１６３３．１６３９
ＺＨＡ Ｊｕｎ，ＪＩＡＯ Ｌｉｎｇｙｕｎ．ＢＡＩ Ｂｉｎｇ．ｅｔ ａ１．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ｒｏｂ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ｐｌａｓｍａ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ｄｉｓｐｅｒｓｅｄ ａｒｅ

ｐｌａｓｍａ［Ｊ］Ｈｉｇｈ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３，３９（７）：１６３３一１６３９
［２７］Ｓａｎｄｅｒｓ Ｎ Ａ，Ｐｆｅｎｄｅｒ Ｅ

［３０】Ｚｈｏｕ

Ｘ．Ｈｅｂｅｒｌｅｉｎ

ａｎｏｄｅ ｆａｌｌｓ ａｎｄ ａｎｏｄ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ｉｎ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ｈｉｇｈ－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ｒｃ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ｐｏｔ［Ｊ］．

Ｊ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ｃ－ｃａｔｈｏｄ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ｃｓ［Ｊ］．Ｐｌａｓｍａ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 ９９４．

Ｘ，Ｈｅｂｅｒｌｅｉｎ
ａｒｃ

Ｊ，Ｐｆｅｎｄｅｒ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ｏｆ

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

ｃａｔｈｏｄｅ［Ｊ］．ＩＥＥＥ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ａｒｔ Ａ．１ ９９４．
１７（１）：１０７—１１２．

【３２］Ｌｊ Ｌ Ｃ，Ｘｉａ Ｗ Ｄ．Ｚｈｏｕ Ｈ Ｌ．ｅｇ ａ１．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ｒｃ

ｐｌａｓｍａｓ 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ｂｙ

ｍａｇｎｅｔｉｓｍ［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Ｊｏｕｍａｌ Ｄ．２００８，４７（１１：７５．８ Ｉ

［３３］Ｍｅｎｔｅｌ Ｊ．Ｌｕｈｍａｎｎ Ｊ．Ｎａｎｄｅｌｓｔａｄｔ 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ｓ ｆｏｒ ｈｉｇｈ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ｌａｍｐｓ［Ｃ】／／２０００ ＩＥＥ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ｈｙｓｉｃｓ，１９８４，５５（３）：７１４—７２２

ｃａｔｈｏｄｅ

３（４ｌ：５６４－５７４．

［３ １】Ｚｈｏｕ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冰．等大尺度磁分散电弧等离ｆ体位形的

ａｒｃ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Ｉ ９４８，７４（１ ０）：１ ５２４－Ｉ ５３０

ｆｒｅｅ－ｂｕｒｎｉｎｇ

【２５】Ｌｉｐｓｃｈｕｌｔｚ Ｂ，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 Ｉ，Ｌａｂｏｍｂａｒｄ Ｂ，ｅｔ ａｌ

ｃｕｒｖｅｓ［Ｊ］．

Ｐｌａｓｍ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５，３３（３）：１ ０７２—１ ０８ １．

［２９］Ｃｏｂｉｎｅ Ｊ Ｄ．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Ｃ Ｊ．Ｃｕｒｒｅｎｔ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２４】Ｄｅｍｉｄｏｖ ｖ’Ｒａｔｙｎｓｋａｉａ Ｓ Ｖ Ｒｙｐｄａｌ Ｋ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ｒｏｂｅｓ ｆｏｒ ｐｌａｓｍａｓ：
ｔｈｅ

３０３ｌ

Ｒｏｍｅ．Ｉｔａｌｙ：ＩＥＥＥ，２０００：３２９３．３３００．

王城

夏维珞

１９８７．男，博士乍

１９６３一，女，高级实验师

ｌｉ要从海低温等离ｒ体应Ｈ；ｊ研究

芒要从事实验电源装置设计和实验Ｉ：ｆ１

Ｅ—ｍａｉｌ：ａｗｃｈｅｎｇ＠ｍａｉｌ．ｕｓｔｃ ｅｄｕ．ｃｎ

Ｅ－ｍａｉｌ：ｘｉａｗｅｉｌｕｏ＠１６３ ｃｏｍ

查俊

１９８卜，男，博士

夏维东

主要从事低温等离子体诊断及应用研究

１９５９一．男．博｜’教授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ｊｕｎ＠ｍａｉｌ．ｕｓｔｃ．ｅｄｕ

研究疗向为热等离子体及应用．大气压冷等离子

ｃｎ

体及应用
Ｅ—ｍａｉｌ：ｘｉａｗｄ＠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ＸＩＡ

Ｗｅｉｄｏｎｇ

Ｐｈ．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李皖皖

１９８卜，女，硕士生
主要从事低温等离Ｆ体应用研究
Ｅ－ｍａｉｌ：１ｗｙ＠ｍａｉｌ．ｕｓｔｃ ｅｄｕ

ｃｎ

收稿｜｜期２０１４－０５—１４修¨１【ｊ期２０１４—０６．０９
ＬＩ

Ｗａｎｗ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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