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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尺度磁分散电弧等离子体位形的静电探针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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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磁旋转电弧可以产生大面积均匀等离子体：磁分散电弧等离子体。利用快速移动水冷静电探针对大气压

氩弧磁分散电弧等离子体进行了诊断，得到发生器弧室内的电子温度分布、电弧位形以及等离子体波动等信息。

诊断结果表明：等离子体弧柱区呈圆盘状，并在轴向有较大扩张，弧柱区下游等离子体波动较大，为等离子体云与

冷气团混合所致。将探针诊断结果与采用热力学平衡模型的数值计算结果比较，发现2者具有相似的等离子体位

形，但实验测量得到的电子温度更高，等离子体分布范围更广。分析认为，这种差异可能是等离子体偏离局域热力

学平衡和等离子体的不稳定性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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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gnetically rotating arc can induce 1arge-scale magnetically dispersed arc plasma． Using a fast—moving

water—cooling electric probe，we diagnosed large—scale dispersed arc plasma in argon at atmospheric pressure，and

obtained its electron temperature profile，arc plasma configuration and plasma fluctuation． It is shown that the arc

coiumn exhibits a disk configuration and expands in axial direction． In the meantime，the erratic fluctuati。n increases

in the plasma downstream。which may be a result of the cold air entrainment in the plasma cloud． There is a good

comparability in plasma configuration between the measurements and the simulations by local—thermedynamic—

equilibrium magneto—hydrodynamic model，while the measurements have relatively higher electron temperature and

larger plasma volume phenomenon． Further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difference may be caused by deviation from

thermal equilibrium of plasma and instability of plasma．

Key words：electric—probe；dispersed arc plasma；electron temperature；plasma configuration；magneticaUy rotating

arc；plasma fluctuation

O 引言

电弧等离子体具有高温、高化学活性的特点，在

工业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但是其横向截面小、物

理参数梯度大口：，实际应用受到严重限制。多年来，

众多学者都致力于大面积电弧等离子体发生器的

研制一2。5j。

xia设计了一种弧室直径为80 mm的同轴电极

磁旋转电弧等离子体发生器，控制外部磁场，产生充

满弧室截面的等离子体西一，通过高速CCD(电荷耦合

元件)摄像和发射光谱诊断等方法观测，表明这种等

离子体具有较好的周向和径向均匀性和稳定性，其

温度显著低于收缩电弧温度，偏离热力学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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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文献Hqj报道了磁分散电弧等离子

的数值模拟研究，如固定阴极模型[7]，耦合阴极模

型嘲以及三维非稳态双温双流体模型[90等，证明磁

分散电弧等离子体具有较低的温度和偏离热力学平

衡状态，但缺乏充分的实验对比研究。等离子体空

间参数分布信息可以显著帮助科学工作者提高对等

离子体体积、位形及流动与传热过程的了解。现有

对这种位形等离子体的实验研究报道多局限于

CcD、ICcD(像增强电荷耦合元件)等光谱测量方

式口．10]。由于光学光谱方法布置的局限性只能得到

等离子体径向和角向参数，而难以得到等离子体轴

向参数分布，因此有必要采用其他测量手段以获得

等离子体参数轴向分布信息。

本文采用自制快速移动水冷静电探针测量系

统，对大尺度磁分散电弧等离子体的空间参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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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诊断，得到了电子温度分布、电弧位形、等离子

体波动等信息；并与耦合阴极的数值计算结果[73比

较，分析模拟结果与实验结果在电弧位形、温度分

布、体积之间的异同以及形成差异的原因。

l实验装置与方法

1．1静电探针原理与设计

静电探针是诊断电弧等离子体参数最常用方

法，通过分析其电压一电流(Uj．)曲线，可以得到等离

子体内部电子温度、电子密度等各种参数[1卜12]。图1

为典型静电探针弘j曲线，A段为离子饱和段，B段

为过渡段，C段为电子饱和段，Uf点探针电流J—o，

称作“悬浮电位”[1 3|。

估算电弧等离子体中的基本参数，电子自由程

A。≈1．727×10_m，鞘层厚度矗≈2．45×101 m，一

般取探针特征尺寸d>10一4 m，满足d》A》^。认为

电子在通过探针鞘层时不会发生碰撞，同时外加弱

磁场不会影响静电探针理论模型的选择，静电探针

仍满足电子无碰撞薄鞘理论模型[11’14。15I。可以由过

渡段半对数曲线的斜率计算电子温度。在过渡段，

电子电流与电子温度存在关系[1卜131

Te一寿(盖)。 (1)

式中：t为电子温度；P为电子电荷；‰为BOltz—

mam常数；I。为电子电流；UD为探针偏置电压。

电弧等离子体温度高达104 K，静电探针采用双

层套管式水冷结构，并且选用导热性能好，逸出功大

的紫铜作为探针探头，避免探针在高温状态下发射

电子给实验带来干扰[1 6I。探针探头的半径为o．4

mm，除收集电流的端面外，都喷涂o．2 mm厚的高温

陶瓷实现电绝缘和绝热，如图2所示。为了避免探

针被等离子体烧损，采用快速移动机构，保证探针与

等离子体区接触时间≤2 s。静电探针电路设计如图

3所示。限流电阻为4 kQ，分压电阻分别为1 MQ、1

kQ，电流采样电阻为50 Q，参考电位为离子体发生

器阳极(阳极接地)。信号发生器扫描电压为峰一峰

值250 V(可调)，周期o．8 ms的正弦交流电压。

1．2实验装置

电弧发生器实验装置及探针测量原理图如图

3、图4所示。电弧发生器为同轴式发生器，弧室长

度为235 nm；阳极内径为70 H1rIl；阴极直径为18

mm，长度为150 mm；电极材料均为石墨。在发生器

外部绕制水冷线圈以产生轴向磁场，径向电弧受洛

伦兹力作用，绕轴线高速旋转，强烈的对流迫使电弧

分散。如图3所示，探针测量点的位置布满整个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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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静电探针弘J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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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水冷探针设计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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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静电探针电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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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以阴极端面为坐标原点，轴向X和径向R上测

量点均间隔5 mm。本次实验电弧电流j分别为190

A、250 A，磁感应强度B为o．028 T、o．037 T，介质气

体为氩气，气体体积流量为2．5 m3／h。在电弧稳定

后，探针探头迅速置于测量点，停留时间约1 s，采集

探针电流电压信号，然后快速抽出。

2结果与讨论

2．1发生器弧室电子温度分布、电弧位形

图5为探针在R一15 mm处，从X一一20 mm

位置抽出过程中的信号图。随着探针向外移动，探

针电流L由小变大，再迅速减小，表明探针在其中

经历了一个高温弧区，如图5中标记所示，结合探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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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实验装置及探针测量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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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静电探针抽出过程中的信号

(R=15硼，J=190 A，B=O．028 T)

№5圈ec嫡caI碘弘IJs 0ftI-em咖p11Dbe
(R=15咖，I=1帅A。B=0．舵8 T)

移动位置，估计得弧柱区在一20～20 mm区域。对

每个测量点的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得到类似图1的

弘J曲线，如图6所示。利用式(1)，对过渡段(一95

V～一80 V)进行半对数(Ulnl j1)线性拟合，即可计

算各测量点的电子温度[17|，图6所示点电子温度计

算值为20 889 K。由于各处等离子体波动特性不一

致，且有些地方存在的探针电流信号不连续，本节采

用可分辨的过渡段电子电流信号统计平均计算电子

温度，所得到的电子温度值低于该区域等离子体最

高电子温度。

图7是R一15 mm，一60 mm≤X≤85 mm范围

内的电子平均温度分布图。结果表明整个测量区域

都存在等离子体，并且电子温度在X轴方向上有着

明显的变化。在50 mm≤X≤85 mm区间，测量点远

离阴极，等离子体稀薄，受出口冷空气卷吸的影响，

电子温度较低；在10 mm≤X≤50 mm区间，电子温

度随着探针的深入迅速上升，达16 000 K；一20 mm

≤X≤10 mm区间为电子温度的高温区域，电子温

度保持在16 000 K以上，最高达21∞o K。对实验数

据进行平滑拟合，以峰值的半高宽作为弧柱区的分

界线，认为图中标记区域是等离子体的弧柱区，厚度

约为30 InIIl。在一35《X≤一20 mm区间，测量

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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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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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探针测量信号及弘llI⋯拟合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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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i蛐删bytlle蚴icd训c pmbe aIldfitted

cIlrve【R=15 mm，x=O。J=190 A，B=O．028 Tl

20

■15
1

o
10

5

80 O 40 80

剧mm

图7 R=15咖处电子温度分布
(R=15姗，J=190 A。B=O．0：撼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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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逐渐远离高温弧区，电子温度快速下降；在一60

《X≤一35 mm区间，电子温度基本保持在

10 000 K左右，该区间等离子体温度变化不大，高于

出口的等离子体温度。

如图8所示，在R—O处(测量点从阴极表面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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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不同R处电子温度分布图(J=190 A，B=0．028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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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电子温度随着远离阴极端面迅速下降；端面附

近电子温度达20 000 K，低于阴极侧面最高电子温度

(约21 000 K)，表明在阴极端存在等离子体，但厚度

较薄，半宽厚度约10 mm。在阴极侧面，电子温度沿

x轴方向，先升高，后降低，在X—o附近存在一个高

温区域一弧柱区，弧柱区厚度随R变大先减小后增

大，位置随R增大先向X轴正方向偏离(R一15、20

mm)，然后向X轴负方向偏离(R一25、30 mm)。在

R一20 mm处，弧柱区位置在0 mm≤X≤20 mm之

间，厚度较尺一15 mm处薄，电子温度最大值约为

21 ooo K。在R一25 mm处，弧柱区位于～10 mm≤

X≤10 mm，弧柱区向X轴负方向移动，电子最高温

度降低至19 000 K。在R一30 mm处，弧柱区位置继

续向X轴负方向偏离，位于一20 nlnl～5 mm区间，

弧柱区厚度增大，电子最高温度进一步降低，约为

18 000 K。

图9显示等离子体电子温度最大值的径向分

布。阴极端面的电子温度略低于侧面。在阴极侧

面，电子温度最大值随半径增加而下降，随着电弧径

向发展，弧柱区沿轴向和角向扩张，导电截面变大，

电流密度降低，引起电子温度下降。阴极端面电子

温度较低，认为是阴极端面附近冷气回流造成的。

图10显示弧柱区最高电子温度的位置，表明弧

柱区X轴位置随R增加向X负方向偏离。产生这

图9弧柱区电子最高温度随半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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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弧柱区最高电子温度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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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位形主要与等离子体流动有关。电弧高速旋

转，产生强烈的径向射流，径向射流受阳极阻挡，沿

阳极壁面轴向两侧流动，向X负方向流动的等离子

体流与阴极附近轴向进气的冷气流动耦合，在A区

形成漩涡，促使弧柱向上游发展；径向射流在阴极前

端造成负压，B区会形成强烈的回流区域，与发生器

在阴极附近轴向进气共同作用导致阴极附近弧柱向

下游发展；弧柱区的“反转”位形更加明显。

图11是弧电流250 A、磁感应强度o．037 T条

件下，径向各点电子温度沿轴向分布图。与图8类

似，弧柱区呈现一个“反转”的位形；但是电子最高温

度较图8有明显的提高，在阴极附近达24 000 K，同

时弧柱区在X轴向上的扩张更明显，等离子体体积

变大。对比图8，图11显示弧柱区整体向X轴负方

向移动(R一15、20、25 mm)，但是阳极附近的弧柱区

向X正方向偏转(R一30 mn】)，可能是增大电流和磁

场后，引起流场变化所致。

2．2实验结果与数值计算的比较

根据各测量点电子温度，绘制电子温度分布云

图，初步确定弧室内电弧的基本位形。图12所示电

子温度分布云图与图8描述基本一致。电弧在径向

和轴向均有发展，弧柱区为圆盘状，并且断面内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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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反转”位形：从阴极到阳极，电弧先沿X轴正方

向发展，再沿X轴负方向发展；在远离弧柱区的区

域，流场不稳定，温度分布很不均匀。

在局域热力学平衡条件下，采用耦合阴极模

型[8]进行数值模拟计算，得到等离子体温度分布云

图如图13所示。

以8 ooo K作为弧柱区分界线，弧柱区主要位于

阴极侧面，随着电弧向阳极发展，弧柱区轴向位置先

沿X正方向移动，然后再向X负方向偏转，与电子

分布云图的结果相似。且电弧沿径向发展，弧柱区

轮廓先略有减小，再逐渐变大，也呈现与实验结果类

似的电弧位形。分析认为：在弧柱区中段，对流换热

强烈，气流带走了等离子体很大热量，弧柱收缩；而

在阳极附近，电极对电弧的运动有较大阻碍，等离子

体的流动与传热受到很大影响，热量不能顺畅传导，

所以阳极附近出现高温极值区域，且等离子体厚度

略有增加。

与数值模拟结果比较，实验测量得到的电子温

度更高，等离子体体积更大，并且阴极端面10 mm内

存在炽热的等离子体，也没有发现数值计算中阳极

附近的高温极值区域。存在这种差异的可能原因在

于：①数值模拟设定阳极温度为1 000 K，远低于实验

中石墨阳极温度(3 000 K左右)，实验中的高温壁面

不仅有利于弧室的“保温”，提高弧柱区的温度，还会

加强电弧上游的漩涡，导致阳极附近的弧柱进一步

向上游偏转；②与一般大气压收缩电弧相比较，磁分

散电弧等离子体电弧通道截面显著增加，电流密度

显著减小，等离子体应偏离局域热力学平衡状态，电

子温度明显高于重粒子温度，而采用局域热力学平

衡模型的数值计算的等离子体温度反映的是重粒子

温度，因此较测量的电子温度值低；③电弧处于湍流

状态，强烈的对流导致等离子体空间分布的波动和

可测量到的体积扩大，是一种非稳态的情形，而数值

计算采用二维稳态模型，不能很好地描述这种现象；

④另外，探针尺寸导致实验设计不够精细，并且这种

介入式诊断手段难以避免对流场的干扰，测量结果

较粗糙。

2．3等离子体波动

从探针探测到的电流信号判断(图5所示)，等

离子体可能存在较大的波动，甚至探针电流出现间

断，如图14所示，可能意味着大量冷气团卷入等离

子体或等离子体云溅射至此所致。由于磁旋转电弧

存在着强烈的对流和等离子体的高粘性系数，造成

这种波动是必然的，是湍流射流等离子体中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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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因此，为了研究等离子体波动，定义测到电子

电流信号时间与总测量时间的比值叩为等离子体密

集度。则对于图14所示的测量信号，等离子体密集

度为

．一有电子电流信号区时间一 ￡，+￡。+￡s
吖 静电探针采集总时间 f。+f：+f。+“+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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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等离子体密集度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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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z。、南为有可分辨电子电流信号时间段；￡。、厶

为信号不明显区域，相比于电子温度分布，这种方法

只需要分析电流信号，无需复杂数学处理方法，更为

直观、简洁。

如图15所示，不同径向位置的等离子体密集度

随轴向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在X>30 mm的下游区，

等离子体密集度随X轴增加迅速下降，等离子体有

很大的波动，并随着径向位置的增大，77下降变快，波

动更明显。等离子体密集度降低和波动可能与下游

冷空气卷吸有关，炽热的等离子体与冷气分子发生

碰撞，存在能量交换，冷气越多，电子温度下降越快，

且发生器沿径向出气，所以径向位置越大，冷空气卷

吸现象越明显；在X<30 mm的电弧通道区域及附

近，哼基本保持在95％以上，接近100％，冷气卷吸的

影响很弱，等离子体波动较小，该区间为稠密的等离

子体区域，与电子温度云图(图lo所示)弧柱区结

合，表明弧柱区为较为稳定的圆盘形等离子体。其

中，图10(b)中下游等离子体波动明显变小，说明增

大电弧电流和磁场，有助于等离子体稳定性的提高。

3结论

1)利用快速移动水冷静电探针系统，研究了大

尺度磁分散电弧等离子体电子温度分布、电弧位形

以及等离子波动信息。

2)实验结果表明，弧柱区呈圆盘状，位于阴极侧

面和阴极端面，而阴极侧面为弧柱的主要区域；电弧

从阴极向阳极径向发展，轴向厚度先变窄，后变宽，

电子温度逐渐降低；弧柱区纵断面上呈现一个“反

转”的位形。

3)与数值计算结果相比较，2者电弧位形相似，

但在温度分布和弧柱区体积上有一定差异，此主要

是由等离子体的不稳定性及等离子体偏离局域热力

j，／mm

(b)

图15不同径向位置等离子体密集度随x轴的变化曲线

n舀15 PIas嘲inte璐ity v嗣呐ati∞alrv8

学平衡造成的。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过增元，赵文华．电弧和热等离子体[M]．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6：1—21．

Gu()zengyuan，zHA0 wenhua．Arc and thermal plasma[M]．

Beijing。China：Science Press，1986：1—21．

[2]PoIyakoV s P，Rozenberg M G．study and generalization of voIt—

ampere and thermal characte“stics of a two-jet pIasmatron[J]．

Journal of Enginee“ng Physics，1977，32(6)：675—682．

[3]Harry J E，Knight R．Production of a large volume discharge u—

sing a multiple arc system[J]。 IEEE Transactions on Plasma

Science，1979，7(3)：248—254．

[4]Gold D，Bonet C，chauvin G，盯口z．A 100—kw three Dhase AC

plasma furnace for spheroidization of aluminum silicate pa rticles

[J]．Plasma chemistry and Plasma Processing，1999，1(2)：

16卜178．

[5]slinkman D，sacks R．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a magnetron

[)C arc plasma[J]．AppIied spectroscopy，1990，44(1)：76—83．

[6]Xia w D，I。i L C．Dynamics of large_scale magnetically rotating

arc pIasmas[J]．AppIied Physics Letters，2006，88(21)：1063—

1065．

[7]黎林村．磁分散电弧等离子体的实验研究与数值模拟[D]．合

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08：47—52．

I，I I。inchun． Experimental observatjon and numerical analysis of

d．c．arc plasmas dispersed by magnetism[D]．Hefei，china：u—

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2008：47—52．

万方数据



查俊，焦凌云，白 冰，等．大尺度磁分散电弧等离子体位形的静电探针诊断 1639

[8]白 冰．耦合阴极的磁分散电弧等离子体的数值模拟研究[D]．

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2：23—30．

BAI Bing．The Simulation of magnetically dispersed arc pIasma

coupled with electrode[D]．Hefei，china：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2012：23—30．

[9]Baeva M，uhrlandt D．Non-equilibrium simuIation of the spatial and

tempoml behavior of a magnetically rotating arc in argon[J]．Plasma

S0urces Sdence and Technology，2011，20(3)：035008．

[10]zhou H L，Li L c，Cheng L，“口z．IccD imaging of coexisting

arc roots and arc column in a largparea dispersed arc-plasma

source[J]． IEEE Transactions on Plasma Science，2008，36

(4)：1084—1085．

[11]项志遴，俞昌旋．高温等离子体诊断技术：上册[M]．上海：上

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27—54．

XIANG Zhilin， YU Changxuan． Diagnostics technique for

high—temperature plasma：vol 1[M]shanghai，china：shang—

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1 982：27—54．

[1 2]Demidov V I，Ratynskaia sV．Electric probes for plasmas：the

link between theory and instrument[J]． Review of Scientific

Instruments，2002。73(10)：3409—3439．

BAl Bing

Ph．D．

查俊

1986一，男，博士生

2008年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得工学学士

学位，同年保送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攻读博

士学位至今。主要从事低温等离子体诊断及

应用研究

E—mail：zhajun@mail．ustc．edu．cn

白 冰

1984一，男，博士

2007年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得工学学士

学位，2012年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学

位。研究方向为热等离子体的数值模拟研究

E—mail：baibing@mail．ustc．edu．cn

[13]陈熙．热等离子体传热与流动[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9：68—71I

CHEN Xi． Heat transfer and fluid flow under themal plasma

conditions[M]．Beijing，China：science Press，2009：68—71．

[1 4]Yang G，Pfender E．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s of the anode

boundary layer in high intensity arcs with cross flow[J]．Jour_

nal of Physics D：Applied Physics，2006，39(13)：2764—2774．

[15]sanders N A，Pfender E．Measurement of anode falls and an—

ode heat transfer in atmospheric pressure high intensity arcs

[J]．Joumal Applied PhySics，1984，55(3)：714—722．

[16]Fanara c． Sweeping electrostatic probes in atmospheric pres—

sure arc plasmas—Part I：general observations and characteris—

tic curves[J]．IEEE Transactions on Plasma science，2005，33

(3)：1072—1081．

[17]焦凌云，查俊，白 冰，等．大尺度磁分散电弧等离子体的

探针诊断[J]．核聚变与等离子体物理，2012，32(4)：317

322．

JIA0 Lingyun，ZHA Jun，BAI Bing，订口Z．Langmuir-probe

diagnostics of large-scale magneticaIly rotating arc pIasmas[J]．

Nuclear Fusion and Plasma Physics，2012，32(4)：317—322．

XIA Weidong

Ph．D．，Professor

王城

1987一，男，博士生

2010年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得工学学士

学位，同年保送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攻读博

士学位至今。主要从事低温等离子体应用研

究

E—mail：awcheng@mail_ustc．edu．cn

夏维东(通信作者)

1959一，男，博士，教授，博导

1982年获得南京工学院电力系统与自动化

专业学士学位，1990年在中国科学院等离子

体物理研究所获博士学位；1991年起在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热科学与能源工

程系工作，历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电

弧等离子体实验室负责人；主要从事电弧等

离子体及应用，大气压冷等离子体及应用的

研究

电话：(0551)63602716

E—mail：xiawd@ustc．edu．cn

收稿日期2013一04—11修回日期2013一05一08编辑肖铮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