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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向磁场对焊接电弧作用的数值模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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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耦合阴极模型模拟轴向磁场对焊接电弧的作用，分析了轴向磁场对焊接电弧位形的作用机制。计算

结果显示，随轴向磁场增加：阴极弧根收缩；阴极附近等离子体温度升高，高温核心径向增大，弧柱收缩程度增加；

阳极附近弧柱径向张开，中心温度降低；阳极表面电流密度和压力分布呈环状结构；阳极加热面增大，极值温度降

低，出现温度平顶；电弧对阳极的传热量增加。分析认为，轴向磁场与电弧径向电流间的Lorentz力作用使近阳极

区电弧旋转流动，产生磁抽吸作用，使阴极弧根和近阴极弧柱收缩，而阴极弧根收缩增强了阴极射流，并且抑制近

阳极区电弧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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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umerical simulation of welding arc in axial magnetic field(AMF)at atmospheric pressure is performed

with an ideal magnetic hydromechanics dynamics (MHD) model of coupled plasma and cathode． Hence the

mechanism of the welding arc affected by the AMF is analyzed．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AMF-the cathode arc root and the arc c01umn near the cathode shrink，the pIasma temperature near the

cathode increases，the arc column near the anode expands radically，yet the core temperature decreases；the current

density and the pressure of the anode arc root are both torus in configuration，the heated area of the anode increases，

the plasma temperature near the anode decreases， the maximum temperature of the anode surface decreases， a

temperature flat appears，and the heat transferred to the anode increases． The AMF produces a“magnetic sucking’’

effect through inducing arc rotating near the anode by the I，orentz effect which will enhance upstream cooled gas

flow． The effect of low pressure in plasma core，together with the cooling effect by upstream cool gas，will shrink

the cathode arc root and the arc column near the cathode． The shrinkage of the cathode root enhances the cathode

j et，as a result，the expansion of arc column near the anode is limited．

1(ey words：welding arc；cathode arc root；axial magnetic field；magnetically sucking；cathode jet；arc plasma con—

figuration

0 引言

锥一板电极自由电弧具有广泛的工业应用，如材

料表面处理、电弧灯、焊接、冶炼、加热等，电流范围

跨越数A到数十kA。锥状阴极一板状阳极的焊接电

弧是典型锥一板电极自由电弧，对此开展理论研究具

有较广泛的实用性。

外加轴向磁场(√△山Ⅲ)可以改变锥一板电极自由

电弧的位形结构，提高电弧场强，增加电弧功率，增

加对阳极的传热[1一；对于焊接电弧还可以有效搅拌

焊接熔池，改善焊缝组织和性能，提高焊接质量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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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suppo 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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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已开展较多的实验和数值模拟研究[2。11I。

罗键等人[7。8一的实验结果表明磁控焊接电弧呈

上部收缩，下部扩张的锥形瓶结构，阳极电流密度以

及等离子体压力最大值都偏离中心。

为了更细致地研究轴向磁场对锥一板电极自由

电弧的作用机理，黎林村等人[9’11。采用给定阴极边界

条件方法对磁控焊接电弧进行数值模拟，得到了与

实验类似的电弧结构，阳极加热面积增大，阳极表面

极值温度降低；并对电弧位形结构的形成机理给出

了初步的解释：轴向磁场与电弧径向电流的洛伦兹

力作用使电弧旋转，从而产生向阳极方向张开的钟

罩型结构。然而，这些仿真并没有模拟出近阴极区

弧柱明显收缩的实验结果。

磁控电弧等离子体中阴极弧根随外部条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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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发生位形改变[12。1引，而阴极弧根位形改变必

然影响近阴极区等离子体参数，从而影响到下游弧

柱。而黎林村等人在文献[9—11]采用的给定阴极边

界条件的计算方法，无法得到弧根位形的变化及其

对弧柱和阳极弧根位形的影响。因此，对磁控焊接

电弧数值模拟研究需要采用将电弧与阴极耦合进行

计算，从而更深入地了解阴极弧根位形的变化，其与

弧柱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及轴向磁场对焊接电弧

的作用。

对于电弧与阴极耦合的数值模拟近年已有很多

研究和模型[1“18]。本文采用J．J．LOwke的一维简

化耦合阴极模型方法[14‘15]，忽略阴极鞘层，对近阴极

区非平衡等离子体区域电导率采用特殊处理，以保

证电流和场强的连续性。白冰等使用该模型对同轴

式磁分散电弧等离子体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数值模

拟[1“”一，与实验结果比较，能较好地反应阴极弧根位

形的变化。该模型的详细介绍可参考文献[1
4’19。2 0

1，在

本文中不再赘述。

l计算域及边界条件

图1所示计算域包括阴极、近阴极区域、弧柱和

阳极。边界条件为：

AJ：阴极底部，温度T一300 K，总电流200 A；

FE，ED：阳极底部，T一300 K，电势为O；

，j：气体入口，T一300 K，氩气入口速度o．668

m／s：

工H，HF：气体出口，环境压力为101．325 kPa；

JK，KB：阴极一电弧接触面，通过电流连续方

程耦合阴极和电弧；

FC：阳极一电弧接触面，通过电流连续方程耦

合阳极和电弧。

文中各符合代表物理量如下：

L：电弧电流；

B。：轴向磁感应强度；

R：离AD径向距离；

Z：离AJ轴向距离。

2计算结果及分析

2．1轴向磁场对阴极弧根的影响

图2所示为采用给定阴极边界条件方法和耦合

阴极方法计算得到的阴极表面电流密度分布。对于

给定阴极边界条件方法，阴极温度设定为3 500 K，电

流均匀分布在阴极表面(电流密度为108A／m2)。而

耦合阴极计算结果显示弧根边缘电流密度较小，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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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磁控焊接电弧计算域

图2阴极电流密度分布(JI=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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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电流相对向阴极尖端集中；随着轴向磁场增强，阴

极尖端电流密度进一步增加，边缘电流密度继续减

小。表明阴极弧根随轴向磁场增加而收缩。

从实际应用角度出发，阴极弧根收缩可能使弧

根处阴极温度过高，加快阴极烧损，这是不利的一

面，需要避免；而在某些其他方面，例如电弧灯应用，

则能大幅提高阴极尖端附近电流密度，从而显著提

高电弧亮度[21I。

2．2轴向磁场对弧柱的影响

图3所示2种模型计算得到的电弧温度分布。

给定阴极边界条件方法计算结果显示等离子体高温

核心轴向收缩[9‘1 0。，给定阴极边界条件方法计算的轴

向收缩大于耦合阴极计算结果；在阴极尖端附近两

者结果都显示等离子体高温核心径向扩张，而弧柱

外围受到压缩；阴极附近等离子体温度随轴向磁场

增加而升高；耦合阴极计算变化更为显著，与实验中

观察到的电弧位形变化更为相似，特别是近阴极区

弧柱被压缩和电弧亮度的增加[7。8]。图4的轴线温

度分布和图5不同轴线位置电弧径向温度分布更加

说明了这一点。

如图4所示，耦合阴极计算后，轴线处等离子体

温度升高，阴极尖端附近最高温度由给定阴极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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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弧温度／K

图3 2种模型计算的弧柱温度分布(J．=2∞A，甄=O．舵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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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方法计算的约23 000 K提高到耦合阴极方法的

约26 ooo K(Ba—o．02 T)。耦合阴极计算的近阴极

区轴线温度随轴向磁场的增加而升高，最高温度由

约24 000 K(Ba—O T)升高到26 000 K(Ba—o．02 T)；

在弧柱下游区域(2>32 rnm，距离阴极尖端2 mm以

外)，当磁场为o．01 T以上时电弧中心处温度随磁

场增加而显著降低。值得一提的是当轴向磁场为

o．01 T时，除了靠近阳极约o．5 mm区域外，整个轴

线上温度高于无磁场时的温度。

从图5可以明显看出，随着轴向磁场增加，弧柱

的收缩效应增强。在R>2 mm区域，施加轴向磁场

后的气体温度均低于无磁场时的温度，而且温度径

向下降梯度随磁场增加而增加；越靠近阴极这一效

应越为明显。

等离子体高温核心区(设T>15 000 K)基本分

布在R<2 mm范围内，随轴向磁场增加径向扩张，

轴向先向阳极扩张(Ba—o．01 T)而后收缩(B。一

o．015、0．02 T，Z≥33 mm)，并且靠近阳极侧的电弧

温度峰值偏离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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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轴向磁场对阳极弧根的影响

实验和数值模拟结果都表明施加轴向磁场会改

变焊接电弧的阳极电流密度分布、压力分布以及温

度分布[7。10I。图6电流密度分布说明阳极弧根由无

磁场时的圆形斑点变为施加轴向磁场后的环形斑

点。阳极弧根区域增大，电流密度降低。随着轴向

磁场增大，电流分布环半径增大，电流密度峰值降

低，中心电流密度降低。

图7为阳极表面压力分布，与阳极表面电流密

度分布形状非常相似，随着磁场增加，压力分布呈现

为环状，极值偏离中心，中心压力降低，甚至出现相

对负压(Ba—o．015、o．02 T)。而耦合阴极计算的阳

极表面压力高于给定阴极边界条件方法比较给定阴

极边界条件方法比较计算的结果。

阳极表面压力降低或较小的负压应有利于焊接

熔池的保持，提高焊接质量。

2．4轴向磁场对阳极传热的影响

轴向磁场影响阴极弧根、弧柱和阳极弧根位形，

最终会影响到电弧对阳极的传热，这是这种锥一板电

弧众多应用的共同关注点。

图8显示了轴向磁场对阳极表面温度分布的影

响。随着轴向磁场的增加，阳极表面中心区域(R<

2．5 mm)出现一温度平顶区，表明加热面积增大，加

热更加均匀。随着磁场增加，平顶面积增大，平顶高

度(温度)降低，而总的加热功率增大(如图9所示)。

与给定阴极边界条件方法计算比较，耦合阴极

方法计算所得阳极温度要高于前者，两者分布形状

相似。图9显示耦合阴极计算的向阳极传热功率大

于给定阴极边界条件方法计算结果，两者都随磁场

增加而增加。

3讨论

本文计算得到几个重要结果：①给定阴极边界

条件方法与耦合阴极计算得到的弧柱位形和阳极弧

根位形相似，相对于前者，后者弧柱明显径向被压

缩，轴线附近等离子体温度更高；②耦合阴极计算

后，随着磁场增加，除了因电弧旋转离心作用产生近

阳极区弧柱和阳极弧根径向扩张外，阴极弧根和大

部分弧柱的收缩效应增加；③阴极弧根收缩，从而影

响到弧柱位形和阳极弧根位形以及电弧向阳极的传

热。下面对这几个结果产生的机理加以讨论。

忽略了磁约束作用，轴向磁场只作用于电弧径

向电流使电弧产生旋转，从而使靠近阳极区等离子

体产生离心流动而产生抽吸作用，这种“磁抽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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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增强了等离子体上游区的冷气体的向心流动和向

阳极方向的流动，“磁抽吸”造成的等离子体区负压

和冷气体的流动和冷却的作用使阴极弧根和近阴极

侧弧柱外围受到压缩。图10中，流线随磁场变化而

产生的位移(径向一向内，轴向一向阳极)和流线方向的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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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显示了冷气对阴极弧根和弧柱压缩的作用。

与给定阴极边界条件方法计算结果不同，耦合

阴极计算方法的阴极弧根位形可以改变，磁抽吸作

用和冷气体对阴极弧根的影响使阴极弧根收缩，而

阴极弧根收缩使弧根处电流密度提高，其自磁场箍

缩作用增强了阴极射流，从而进一步增强流动和冷

却压缩弧柱效应。耦合阴极计算中阴极射流被增强

和阴极射流增强压缩电弧等效应得到体现。相对于

给定阴极边界条件方法，耦合阴极方法计算结果表

明弧柱被压缩最后导致阳极弧根的收缩。

随着磁场的增强，相对于给定阴极边界条件方

法，耦合阴极方法计算的阴极弧根收缩导致阴极附

近电流密度升高从而导致同区域等离子体温度升

高，与增强的阴极射流结合提高了整个弧柱轴线附

近等离子体温度、弧柱被压缩长度和产生径向流动

偏转位置向阳极延伸，与实验的“锥形瓶”结构更为

相似，电弧向阳极的传热增加，阳极弧根处表面温度

升高。

众所周知，在轴向磁场作用下，由于磁约束作用

电弧会产生径向收缩。但本文计算并没有计及磁约

束作用，也同样得到了电弧收缩的结果。分析可知，

在大气压条件下，本文计算条件o．02 T磁通密度产

生的磁约束作用可以忽略不计。因此阴极弧根和弧

柱的收缩并不是由磁约束作用的结果。

4结论

本文采用电弧与阴极耦合方法数值模拟了轴向

磁场对焊接电弧的作用，主要计算条件为：弧电流

200 A，电极间隙5 mm，氩气入口速度0．668 m／s，出

口压力101．325 l【Pa，阴极直径3 mm，阴极前端直径

0．2 mm，尖端锥角60。。主要结论如下：

1)与给定阴极边界条件方法比较，耦合阴极方

法计算的阴极弧根随着轴向磁场增强而收缩，阴极

弧根的收缩提高了阴极尖端附近的等离子体温度和

增强了阴极射流。耦合阴极计算的电弧位形更接近

实验结果。

2)随着外加轴向磁场增加，电弧等离子体位形

呈现的变化是：阴极弧根收缩，阴极尖端附近弧柱外

围受到压缩，温度升高；阳极弧根呈现为环状结构，

附近电弧径向阳极张开，形成在阳极轴线附近的低

压空洞，而弧柱外围受到压缩。电弧等离子体位形

呈现“锥形瓶结构”。随着轴向磁场增大，阳极表面

阳极加热面积增大，出现一个高温平顶，平台高度

(温度)降低；电弧对阳极的传热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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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阳极表面传热功率(JI=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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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流线分布图(L=2加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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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轴向磁场与近阳极区电弧径向电流的

Loremz作用使电弧高速旋转，形成近阳极区电弧的

径向扩张和中心空洞，从而产生磁抽吸作用，引起了

等离子体上游区的冷气体的向心流动和向阳极方向

的流动，使阴极弧根和阴极附近弧柱受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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