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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压磁驱动滑移弧放电非平衡氩
等离子体光谱特性分析

李 辉，廖梦然，夏维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热科学与能源工程系，合肥23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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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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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Spectroscopy Characterization of Gliding Arc Discharge

Induced Non—equilibrium Argon Plasma at Atmospheric

Pressure DriVen by Magnetic Field

LI Hui，LIAO Mengran，XIA Weidong

(Department of Thermal Science and Energy Engineering，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Hefei 230027，China)

Abstract：A generator of the gliding arc discharge，which is driven by the transverse magnetic field，was used to

produce non—equilibrium argon plasma at atmospheric pressure． In order to study the properties of the non．

equilibrium gliding arc plasma，its emission spectroscopy was analyzed by a spectrometer．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many strong molecular spectra in ultraviolet(UV)band(i．P． 300～400 nm)and argon atomic

line spectra in infrared band (i．P． 745～930 nm)． The N2 spectra are used to estimate the heavy particle

temperature of plasma，which turns to be about 1 700 K． According to the argon atomic line spectra measured in our

experiment，the electron temperature and electron density are about 0．999 eV and 9．4×1014 cm ，respectively．

Therefore，the gliding arc argon plasma is in non—thermal equilibrium phase， and the density distributions of the

excited argon atom in ten Paschen 2p 1evels all deviate from the B01tzmann distribution．

Key words： gliding arc； heavy particIe temperature； electron temperature； electron density； non_thermal

equilibrium；Boltzmann distribution

0 引言

大气压下非平衡等离子体受到越来越多的重

视，且在许多领域得到了应用，如甲烷重整[1‘2]，材料

改性‘3‘4j，环境保护‘5‘6]，微生物处理睁81等。滑移弧是

产生大气压非平衡等离子体的一种重要方法。滑移

弧既可以用气流驱动，也可以用磁场驱动[9。11I，它有

较高的能量效率和化学反应选择性[1213I，已被广泛

应用于上述领域。

依据滑移弧放电系统的不同参数设置，等离子

体既可处于平衡态，也可处于非平衡态[10|。在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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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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的研究基本处于定性研究，或采用电流密度等参

数来估算滑移弧等离子体参数[14。。对滑移弧等离子

体参数缺少定量研究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非平衡等离

子体参数的测量比较困难。通常测量等离子体参数

的方法有探针法[15|、微波干涉法口6I、激光散射法口7]

和发射光谱口8《叩等方法；探针法是一种简便的方法，

但它对等离子体有干扰；微波干涉与激光散射法是

测量非平衡等离子体较好的方法，但它们的仪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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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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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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光谱仪对等离子体的发射光谱进行分析，得出

相关非平衡氩等离子体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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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运动。铁芯中间留有12 mm的缝隙，在实验中，缝

隙中的磁场调为0．4 T。图1(a)铁芯的右部分(即S

极)也留有2 mm的小间隙，主要用于观测缝隙中的

放电情况。滑移弧等离子体发生器由两片铜电极、

一块陶瓷片(100 mm×74 mm×1 mm)和一块石英玻

璃组成，电极形状如图1(b)所示。两电极放置在陶

瓷片与石英玻璃中间，发生器三面密封。发生器放

于铁芯的缝隙中，并通少量氩气(体积流量约3．3

L／rnin)。放电所用电源是直流高压电源，其开环电

压为4．5 kV，电源内阻为688 Q，电路电感为7 H。

本文等离子体光谱的采样点取在两电极的中心

线上，并在铁芯的上方。采样点距两电极最窄处的

距离约为75 mm，如图1(b)所示。在采样点处，滑

移弧等离子体的光谱信号由带准直镜的光纤光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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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进行了相对强度的标定。光纤光谱仪在紫外波

段采用的是UE光栅(2 400线／mm)，在红外波段采

用的是NC光栅(1 200线／mm)；在实验测量时，仪器

的积分时间设为2 111S。

由于滑移弧在不停地运动，而且电弧直径很小，

仅有1～2 mm，因此对滑移弧等离子体的光谱在时

间和空间上作分辨是很困难的。实验中，光谱仪测

得的谱线发射强度实际上是等离子体发射率沿观测

方向的积分值，由于电弧直径很小，我们把等离子体

发射率近似看作常数，因而由光谱分析获得的参数

值可近似认为是在观察方向上的平均值。同时为了

减小电弧运动引起的测量误差，光谱仪每次记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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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实验结果与讨论

2．1滑移弧等离子体的发射光谱

在实验中，我们用光谱仪对滑移弧等离子体的

发射光谱进行了分析，发现在紫外(UV)波段(波长

为300～400 nrll)与红外(珉)波段(波长为745～930

m)谱线的强度比较强，因而在实验时，主要针对这
两个波段的光谱进行观测、分析。

由于我们的放电是在大气环境下，在紫外波段

的光谱比较复杂，如图2所示，紫外谱中含有OH(A-

X)，N2(C-B)，N产(BX)，NH(A-X)和CN的分子

谱，且它们的谱相互重叠。在红外波段，发射谱线主

要有氩原子谱线，仅有少量氧原子谱，如图3所示。

因此可根据实验测得的光谱图分析滑移弧等离子体

的相关参数，进而分析滑移弧等离子的相关特性。

2．2等离子体参数

等离子体中的重粒子温度通常可用相关分子的

旋转温度来近似，旋转温度可通过分析分子谱获得。

目前OH基谱和氮分子谱是常用的2种分子

谱[21。24I。但近期研究认为氮分子谱得出的旋转温度

更接近于重粒子温度[24|。在大气压下、开放环境的

滑移弧气体放电中，氮分子谱很容易被测到，通常第

二正系的氮分子谱(CⅡ古一B3Ⅱj)比较强。

但第二正系的氮分子谱和N手(BX)谱、NH(A-

X)谱往往重叠在一起。在波长为300～400 m的紫
外谱中，N2分子谱中首先为337．1 m(CⅡ了，v—o
—B3Ⅱ≯，√一o)的谱系相对比较独立，我们用此谱来

估算N2的旋转温度。图4显示了归一化的氮分子

谱，实线对应于实验测得的数据，点划线、虚线和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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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l实验设置示意图

(b)滑移弧等离子体发生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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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紫外波段(3∞～4∞姗)的光谱图

晦2 sp咖iII UV baIld(300～400啪)

图3红外波段(745～930硼)的光谱图

№3 spe咖iII m baIld(745～卿咖)

折线是模拟的氮分子谱，当旋转温度TR0。为1 700 K

时，模拟谱与实验谱相对比较符合，当旋转温度为

2 200 K与2 700 K时，模拟谱明显偏离实验谱；所

以，根据谱的拟合分析，N2的旋转温度大约为1 700

K，旋转温度的测量误差约为±500 K。

同时，根据图3中所测氩原子谱线可分析电子

温度与电子数密度，我们选取16条氩原子谱线：

750．386 9 m、751．465 2姗、763．510 6 m、
772．420 7 11rn、794．817 6 m、800．615 7 m、
801．478 6 11rn、810．369 3啪、811．5311 m、
826．452 2 nrn、840．821 0啪、842．464 8 nrn、

852．144 2 m、866．794 4 m、912．296 7啪和
922．449 9 m，根据BOltznla肌公式，可以画出BOltz—
mam图。BOltzrI】ann公式为

r】 1

ln(二竿)一一_；E。+D。 (1)
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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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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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氮分子谱的实验曲线与拟合曲线

n孚4 E]甲盯immtaI cIⅡ、吧aIld tl玲fittiI瞎伽Ⅲ、1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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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16条氩原子谱线的BOItzI瑚nn图

Fi晷5 酬tzm咖plOts of six蛔I ar鲫I atomic s畔c打出liII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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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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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因而求得电子温度的误差在

20％～50％之间，求得电子数密度的误差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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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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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布，从图5中也可看出激发态原子的密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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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p1)、751．46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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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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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谱线强度(L)有如下关系：

等。c是。 ㈤
g n Ang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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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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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出，有6个能级的实验数据与理论值符合，有4个

能级的实验数据与理论值偏离，因而整个2p激发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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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结论

1)在横向磁场驱动的滑移弧放电中，用光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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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利用N2分子谱中337．1啪(CⅡ了，v—o—
B3Ⅱ}，√一o)的谱系来估算等离子体的重粒子温度，

获得重粒子温度约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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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014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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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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