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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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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已开展较多的实验和数值模拟研究［２。１１Ｉ。

引言

罗键等人［７。８一的实验结果表明磁控焊接电弧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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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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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越数Ａ到数十ｋＡ。锥状阴极一板状阳极的焊接电

为了更细致地研究轴向磁场对锥一板电极自由

弧是典型锥一板电极自由电弧，对此开展理论研究具

电弧的作用机理，黎林村等人［９’１１。采用给定阴极边界

有较广泛的实用性。

条件方法对磁控焊接电弧进行数值模拟，得到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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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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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资助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１１０３ｊｏｏｊ；５０８７６１０１；１０６７５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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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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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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影响近阴极区等离子体参数，从而影响到下游弧

单位：ｍｍ

柱。而黎林村等人在文献［９—１１］采用的给定阴极边

Ｉ

界条件的计算方法，无法得到弧根位形的变化及其

；Ｉ

对弧柱和阳极弧根位形的影响。因此，对磁控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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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弧数值模拟研究需要采用将电弧与阴极耦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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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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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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ｌ磁控焊接电弧计算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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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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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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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越
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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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在

本文中不再赘述。

ｌ计算域及边界条件
图２阴极电流密度分布（ＪＩ＝２∞Ａ）

图１所示计算域包括阴极、近阴极区域、弧柱和

ｎ昏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ｆ

ｔｌｌｅ ｃａｔｌＭ，ｄｅ

ｃＩｌＩ咖ｔ岫坞畸（Ｊｌ＝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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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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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气体入口，Ｔ一３００ Ｋ，氩气入口速度ｏ．６６８
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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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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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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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Ｃ：阳极一电弧接触面，通过电流连续方程耦
合阳极和电弧。

高电弧亮度［２１Ｉ。
２．２轴向磁场对弧柱的影响

文中各符合代表物理量如下：

图３所示２种模型计算得到的电弧温度分布。

Ｌ：电弧电流；

给定阴极边界条件方法计算结果显示等离子体高温

Ｂ。：轴向磁感应强度；

核心轴向收缩［９‘１ ０。，给定阴极边界条件方法计算的轴

Ｒ：离ＡＤ径向距离；

向收缩大于耦合阴极计算结果；在阴极尖端附近两

Ｚ：离ＡＪ轴向距离。

者结果都显示等离子体高温核心径向扩张，而弧柱

２计算结果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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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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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处阴极温度过高，加快阴极烧损，这是不利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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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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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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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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ｏｏ Ｋ（Ｂａ—ｏ．０２

０００

Ｋ提高到耦合阴极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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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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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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径／ｍｍ

Ｋ）基本分

（ｄ）Ｚ＝３４ｍｍ
图５不同轴线位置处电弧径向温度分布

脚５洲眦ｉ帅ｏｆｔｌｌｅ ａｒｃｔｅＩＩｌｐｅ哺ｔｌ聃ｊＩｌ ｒａｄ湖蝴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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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ｇｈ Ｖ。ｌｔａｇ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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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

变焊接电弧的阳极电流密度分布、压力分布以及温

ｇ
●

《

度分布［７。１０Ｉ。图６电流密度分布说明阳极弧根由无

茎

∑
瑙
铀
媛
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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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６阳极表面电流密度分布（Ｊ－＝２∞Ａ）

为环状，极值偏离中心，中心压力降低，甚至出现相

ｎ吕６

对负压（Ｂａ—ｏ．０１５、ｏ．０２ Ｔ）。而耦合阴极计算的阳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ｆ

ｃｕｒ咖ｔ

ｔｌｌｅ ａＩ加ｄｅ

ｓＩＩ南∞

ｄｅＴＢｉｔｙ（Ｌ＝２００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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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７阳极表面压力分布（Ｌ＝２∞Ａ）
ｎ昏７

Ｄｉｓｔ曲ｕｔｉ伽０ｆ ｔｈｅ ｐｒ螂ｕｒｅ蚰ｔｌｌｅ锄ｏｄｅ

ｓｕｒｆａ∞（Ｌ＝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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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８阳极表面温度分布（Ｊａ＝２∞Ａ）

№８

Ｉ）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傩ｏｆ

ｔｌＩｅ

ａ∞ｄ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ＩＩ骈栩ｔＩ啪（Ｌ＝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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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增强了等离子体上游区的冷气体的向心流动和向

热。下面对这几个结果产生的机理加以讨论。

阳极方向的流动，“磁抽吸”造成的等离子体区负压

忽略了磁约束作用，轴向磁场只作用于电弧径

和冷气体的流动和冷却的作用使阴极弧根和近阴极

向电流使电弧产生旋转，从而使靠近阳极区等离子

侧弧柱外围受到压缩。图１０中，流线随磁场变化而

体产生离心流动而产生抽吸作用，这种“磁抽吸”作

产生的位移（径向一向内，轴向一向阳极）和流线方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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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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芒

槲
蛋
嚣；

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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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９阳极表面传热功率（ＪＩ＝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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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硫ｔｒ２峭陆蚰ｔｈｅ锄ｏｄｅ鳓渤肚（Ｉａ＝２舯Ａ）

Ｆ嘻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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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０流线分布图（Ｌ＝２加Ａ）

磁场对焊接电弧的作用，主要计算条件为：弧电流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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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ｉｓ研ｂｕｔｉ加ｏｆｔｌＩｅ ｎｏｗ ｎｅＩｄ（Ｊａ＝２∞Ａ）

ｎ吕１０

Ａ，电极间隙５ ｍｍ，氩气入口速度０．６６８ ｍ／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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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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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