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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压磁驱动滑移弧放电非平衡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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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横向磁场驱动的滑移弧等离子体发生器，可以产生非平衡、大气压下的氩等离子体。为了研究滑移

弧非平衡等离子体的特性，利用光谱仪对滑移弧氩等离子体的光谱特性进行了分析。实验结果发现，在紫外波段
（波长３００～４００ ｎｍ）与红外波段（波长７４５～９３０ ｎｍ）滑移弧等离子体的谱线较强，其中在紫外波段含有大量分子
谱系，在红外波段氩原子谱较强。利用Ｎｚ分子谱来估算等离子体的重粒子温度，结果约为１

７００

Ｋ；根据实验测得

的氩原子谱线强度，可获得等离子体的电子温度约为ｏ．９９９ ｅＶ、电子数密度约为９．４×１０“ｃｍ～。因此，滑移弧氩
等离子体基本处于非热平衡态，且处于１０个２ｐ（Ｐａｓｃｈｅｎ符号）能级上的氩原子密度分布偏离Ｂ０１ｔｚｍａｎｎ分布。
关键词：滑移弧；重粒子温度；电子温度；电子数密度；非热平衡；Ｂ０ｌｔｚｍａｎｎ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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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分滑移弧等离子体的应用研究中，我们主要关注它
的非平衡特性。但目前对滑移弧非平衡等离子体参

大气压下非平衡等离子体受到越来越多的重

数的研究基本处于定性研究，或采用电流密度等参

视，且在许多领域得到了应用，如甲烷重整［１‘２］，材料

数来估算滑移弧等离子体参数［１ ４。。对滑移弧等离子

改性‘３‘４ｊ，环境保护‘５‘６］，微生物处理睁８１等。滑移弧是

体参数缺少定量研究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非平衡等离

产生大气压非平衡等离子体的一种重要方法。滑移

子体参数的测量比较困难。通常测量等离子体参数

弧既可以用气流驱动，也可以用磁场驱动［９。１１Ｉ，它有

的方法有探针法［１ ５｜、微波干涉法口６Ｉ、激光散射法口７］

较高的能量效率和化学反应选择性［１２１ ３Ｉ，已被广泛

和发射光谱口８《叩等方法；探针法是一种简便的方法，

应用于上述领域。

但它对等离子体有干扰；微波干涉与激光散射法是

依据滑移弧放电系统的不同参数设置，等离子

测量非平衡等离子体较好的方法，但它们的仪器比

体既可处于平衡态，也可处于非平衡态［１ ０｜。在大部

较复杂、昂贵；发射光谱法是一种比较简便、对等离
子体无干扰的测量方法，因而这种方法在低温等离

基金资助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１０９７５１３６；１１０３５００５）。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０９７５１３６．１１０３５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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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体的研究中被广泛采用。本文采用横向磁场驱动
的滑移弧等离子体发生器产生非平衡氩等离子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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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曲、ｂｌｔａｇｅ腿ｉｎｅｅ血晤

采用光谱仪对等离子体的发射光谱进行分析，得出

减小电弧运动引起的测量误差，光谱仪每次记录的

相关非平衡氩等离子体的参数。

光谱都是经过光谱仪连续１００次测量，再自动取平
均后得到的。

１实验装置
图１（ａ）是实验装置示意图，磁场是用一带铁芯
的线圈产生，此磁场主要用于驱动滑移电弧从下往

２实验结果与讨论
２．１滑移弧等离子体的发射光谱

上运动。铁芯中间留有１２ ｍｍ的缝隙，在实验中，缝

在实验中，我们用光谱仪对滑移弧等离子体的

隙中的磁场调为０．４ Ｔ。图１（ａ）铁芯的右部分（即Ｓ

发射光谱进行了分析，发现在紫外（ＵＶ）波段（波长

极）也留有２ ｍｍ的小间隙，主要用于观测缝隙中的

为３００～４００ ｎｒｌｌ）与红外（珉）波段（波长为７４５～９３０

放电情况。滑移弧等离子体发生器由两片铜电极、

ｍ）谱线的强度比较强，因而在实验时，主要针对这

一块陶瓷片（１００

ｍｍ×７４ ｍｍ×１

ｍｍ）和一块石英玻

两个波段的光谱进行观测、分析。

璃组成，电极形状如图１（ｂ）所示。两电极放置在陶

由于我们的放电是在大气环境下，在紫外波段

瓷片与石英玻璃中间，发生器三面密封。发生器放

的光谱比较复杂，如图２所示，紫外谱中含有ＯＨ（Ａ－

于铁芯的缝隙中，并通少量氩气（体积流量约３．３

Ｘ），Ｎ２（Ｃ－Ｂ），Ｎ产（ＢＸ），ＮＨ（Ａ－Ｘ）和ＣＮ的分子

Ｌ／ｒｎｉｎ）。放电所用电源是直流高压电源，其开环电

谱，且它们的谱相互重叠。在红外波段，发射谱线主

压为４．５ ｋＶ，电源内阻为６８８ Ｑ，电路电感为７

要有氩原子谱线，仅有少量氧原子谱，如图３所示。

Ｈ。

本文等离子体光谱的采样点取在两电极的中心

因此可根据实验测得的光谱图分析滑移弧等离子体

线上，并在铁芯的上方。采样点距两电极最窄处的

的相关参数，进而分析滑移弧等离子的相关特性。

距离约为７５ ｍｍ，如图１（ｂ）所示。在采样点处，滑

２．２等离子体参数

移弧等离子体的光谱信号由带准直镜的光纤光谱仪

等离子体中的重粒子温度通常可用相关分子的

（ＡｖａＳｐｅｃ－２０４８－ＵＳＢ２一ＲＭ）采集，该光谱仪由Ａｖａｌｌｔｅｓ

旋转温度来近似，旋转温度可通过分析分子谱获得。

公司进行了相对强度的标定。光纤光谱仪在紫外波

目前ＯＨ基谱和氮分子谱是常用的２种分子

段采用的是ＵＥ光栅（２ ４００线／ｍｍ），在红外波段采

谱［２１。２４Ｉ。但近期研究认为氮分子谱得出的旋转温度

用的是ＮＣ光栅（１ ２００线／ｍｍ）；在实验测量时，仪器

更接近于重粒子温度［２ ４｜。在大气压下、开放环境的

的积分时间设为２

滑移弧气体放电中，氮分子谱很容易被测到，通常第

１１１Ｓ。

由于滑移弧在不停地运动，而且电弧直径很小，

二正系的氮分子谱（ＣⅡ古一Ｂ３Ⅱｊ）比较强。

仅有１～２ ｍｍ，因此对滑移弧等离子体的光谱在时

但第二正系的氮分子谱和Ｎ手（ＢＸ）谱、ＮＨ（Ａ－

ｍ的紫

间和空间上作分辨是很困难的。实验中，光谱仪测

Ｘ）谱往往重叠在一起。在波长为３００～４００

得的谱线发射强度实际上是等离子体发射率沿观测

外谱中，Ｎ２分子谱中首先为３３７．１

方向的积分值，由于电弧直径很小，我们把等离子体

—Ｂ３Ⅱ≯，√一ｏ）的谱系相对比较独立，我们用此谱来

发射率近似看作常数，因而由光谱分析获得的参数

估算Ｎ２的旋转温度。图４显示了归一化的氮分子

值可近似认为是在观察方向上的平均值。同时为了

谱，实线对应于实验测得的数据，点划线、虚线和短

ｍ（ＣⅡ了，ｖ—ｏ

豳蓁

懿蝴百Ｒ忙｝＿盱回
‘ｌ—２—斗＝刍』————二Ｊ计算机
（ａ）实验装置示意图

（ｂ）滑移弧等离子体发生器示意图
图ｌ实验设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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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氮分子谱的实验曲线与拟合曲线

图２紫外波段（３∞～４∞姗）的光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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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红外波段（７４５～９３０硼）的光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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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显示，实验数据点并不在同一条直线上，仅
有部分点近似分布于２条直线上．因而可以看出，不
同激发态的原子密度分布并不满足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分布，
进而无法得出电子温度。对于这种情况，必须采用

温度与电子数密度，我们选取１６条氩原子谱线：
７７２．４２０ ７

ｏｆ

Ｋ。

同时，根据图３中所测氩原子谱线可分析电子
７５０．３８６ ９

酬ｔｚｍ咖ｐｌＯｔｓ

７００ Ｋ

时，模拟谱与实验谱相对比较符合，当旋转温度为
２ ２００

１６条氩原子谱线的ＢＯＩｔｚＩ瑚ｎｎ图

碰撞辐射模型进行处理。

根据文献［２５］中的反应系数建立碰撞辐射模
型，然后采用谱线比的方法求出电子温度与电子数
密度［１８＿１９］。根据实验测得的谱线强度比
（Ｌ砜。。／Ｌ呱。：，下标指对应的谱线波长）可求得电子
温度约为ｏ．９９９

ｅＶ（１ ｅＶ一１１ ６００

Ｋ），据谱线强度比

（Ｌ垃。。／厶¨。。）可求得电子数密度为９．４×１０１４

ｃｍ。

由碰撞辐射模型求等离子体参数的误差主要取决于
模型中所用反应系数的误差，通常反应系数的误差
在１０％～３０％之间［２ ６。，因而求得电子温度的误差在

１

ｌｎ（二竿）一一＿；Ｅ。＋Ｄ。
ｇ”＾ｎ

（１）

２０％～５０％之间，求得电子数密度的误差在３０％～

尼Ｂ』８

式中：下标咒对应第行激发态，Ｌ是谱线强度；Ｌ是

谱线波长；岛是第，ｚ激发态的统计权重；Ａ是跃迁
几率；Ｅ是第咒激发态的激发能；‰是ＢＯｌｔｚｍａｒＨｌ常

数；Ｔｅ是电子温度；Ｄ是常数。画出的Ｂｏｌｔｚｍａｍ图
如图５所示。

万方数据

６０％之间。
２．３等离子体中２ｐ激发态原子的密度分布
据上节等离子体参数的讨论可以看出，电子温
度与重粒子温度明显不同，滑移弧等离子体明显处

于非热平衡态。对于等离子体中的激发态原子的密

高电压技术

１６１２

２０１３，３９（７）

Ｈｉｇｈ、ｂｌｔａｇ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度分布，从图５中也可看出激发态原子的密度分布

２５

是偏离热平衡态。在图３中显示的氩原子谱线是由
处于２ｐ激发态原子跃迁发出的，选取７５０．３８６

９啪

ｍ（２ｐ５）、７６３．５１０ ６ ｎＨｌ（２ｐ６）、
７９４．８１７ ６ ｍ（２ｐ４）、８０１．４７８ ６ ｎｍ（２ｐ８）、８１０．３６９ ３
ｍ（２聊）、８１１．５３１１ ｎｍ（２ｐ９）、８２６．４５２ ２啪（２ｐ２）、
８４０．８２１ ｏ啪（２ｐ３）、９１２．２９６ ７ ｍ（２ｐ１。）共１０条氩原

２０

（２ｐ１）、７５１．４６５ ２

０

巡帮ｍ避茛罂

子谱线来分析１０种２ｐ激发态原子的密度分布。
第咒激发态原子的密度（Ｍ）与其跃迁产生的

０

谱线强度（Ｌ）有如下关系：

２ｐ能级

㈤

等。ｃ是。
ｇ

Ａｎｇ

ｎ

图６各２ｐ能级上的原子密度分布（２ｐ激发态上

ｎ

所有原子的密度和为基准ｌ∞）

因而，根据实验测得的相关谱线强度，由式（２）
可求得各激发态原子的相对密度。由于光谱仪仅作

Ｄｉｓ研ｂｕｔｉｏ璐０ｆ

ｎ孚６

（ｔＩＩｅ

ａｔｏｌｆＩｌｉｃ

ｄ既ｌｓｉｔｙ

ｅｘｃｉｔｅｄ加ｎ岫ｌｓｉｔｉｅｓ ｏｆ ２ｐＩ删ｓ

ａｒｅ

ｏｆ ｔｌｌｅ ２ｐ ｌｅＶｄｓ

ａ¨啪珊ｌｉｚｅｄｔｏｌ∞）

了相对强度标定，本文仅讨论１０个２ｐ激发态原子
密度的相对分布情况（如图６所示），图中１０个２ｐ激
发态原子的密度和为基准１００，实验数据标出了误差
限，理论值由ＢＯＩｔｚｍａｎｎ公式计算得出。从图中可以

５４２８

５４３９．

［３］王晓静，张晓星，孙才新，等．大气压介质阻挡放电对多壁碳纳
米管表面改性及其气敏特性［Ｊ］．高电压技术，２０１２，３８（１）：
２２３—２２８．

看出，有６个能级的实验数据与理论值符合，有４个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ｊ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ｘｉｎｇ，ＳＵＮ Ｃａｉｘｉｎ，盯口ｆ．Ｓｕｒ—

能级的实验数据与理论值偏离，因而整个２ｐ激发态

ｆａｃｅ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ｗａｌｌ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 ｂｙ

的１０个能级上原子密度的分布是偏离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分
布的，激发态原子亦处于非平衡态。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Ｊ］．Ｈｉｇｈ

［４］Ｙａｎｇ

Ｒ，

对滑移弧氩等离子体的光谱特性进行了分析，发现
在紫外波段（３００～４００ ｎｍ）与红外波段（７４５～９３０

ｍ）的谱线比较强。在紫外波段含有大量分子谱系；
在红外波段，氩原子谱比较强。
Ｂ３Ⅱ｝，√一ｏ）的谱系来估算等离子体的重粒子温度，
７００

Ｋ。根据实验测得的氩原

子谱线强度，可获得等离子体的电子温度约为ｏ．９９９
ｅＶ、电子数密度约为９．４×１０１４

Ｌｉ

Ｊ，

ｓｅｎｓｉ—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２，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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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ｅ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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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在横向磁场驱动的滑移弧放电中，用光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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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从光谱分析得出的等离子体参数可以看出，
滑移弧氩等离子体基本处于非热平衡态，且处于１０
个２ｐ能级上的氩原子密度分布偏离Ｂ０１ｔｚｍａｎ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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