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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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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状态ｕ“Ｊ。

近年来一些文献Ｈｑｊ报道了磁分散电弧等离子

电弧等离子体具有高温、高化学活性的特点，在

的数值模拟研究，如固定阴极模型［７］，耦合阴极模

工业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但是其横向截面小、物

型嘲以及三维非稳态双温双流体模型［９０等，证明磁

理参数梯度大口：，实际应用受到严重限制。多年来，

分散电弧等离子体具有较低的温度和偏离热力学平

众多学者都致力于大面积电弧等离子体发生器的

衡状态，但缺乏充分的实验对比研究。等离子体空

研制一２。５ｊ。

间参数分布信息可以显著帮助科学工作者提高对等

ｘｉａ设计了一种弧室直径为８０ ｍｍ的同轴电极

离子体体积、位形及流动与传热过程的了解。现有

磁旋转电弧等离子体发生器，控制外部磁场，产生充

对这种位形等离子体的实验研究报道多局限于

满弧室截面的等离子体西一，通过高速ＣＣＤ（电荷耦合

ＣｃＤ、ＩＣｃＤ（像增强电荷耦合元件）等光谱测量方

元件）摄像和发射光谱诊断等方法观测，表明这种等

式口．１０］。由于光学光谱方法布置的局限性只能得到

离子体具有较好的周向和径向均匀性和稳定性，其

等离子体径向和角向参数，而难以得到等离子体轴

温度显著低于收缩电弧温度，偏离热力学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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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资助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１１０３５００５；５０８７６１０１；】０６７５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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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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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Ｃ

Ｂ

Ａ

体波动等信息；并与耦合阴极的数值计算结果［７３比

，—————一
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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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坼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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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静电探针弘Ｊ曲线图
Ｆｉ孚１

ｓｃｋ哪ａｔｉ岱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ｃｔｒｉｅｐｍｂｅ ｄＩａ瑚ｃｔ目证ｔ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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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拆卸探头

Ａ。≈１．７２７×１０＿ｍ，鞘层厚度矗≈２．４５×１０１ ｍ，一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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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５Ｉ。可以由过
图２水冷探针设计示意图

渡段半对数曲线的斜率计算电子温度。在过渡段，
Ｈ吕２

电子电流与电子温度存在关系［１卜１３１

Ｔｅ一寿（盖）。

ｓｃｈ伽＿｜ａｔ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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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ｂ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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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３静电探针电路图

陶瓷实现电绝缘和绝热，如图２所示。为了避免探

ｎ晷３

ａｒｃＩｌｉｔ ｄｉａｇ咖璐ｏｆ

ｔｌｌｅ

ｍ隰娜ｒｅｍ朗ｔ

ｓｙｓ自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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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以阴极端面为坐标原点，轴向Ｘ和径向Ｒ上测

３所示。限流电阻为４ ｋＱ，分压电阻分别为１ ＭＱ、１

量点均间隔５ ｍｍ。本次实验电弧电流ｊ分别为１９０

ｋＱ，电流采样电阻为５０ Ｑ，参考电位为离子体发生

Ａ、２５０

器阳极（阳极接地）。信号发生器扫描电压为峰一峰

体为氩气，气体体积流量为２．５ ｍ３／ｈ。在电弧稳定

值２５０ Ｖ（可调），周期ｏ．８ ｍｓ的正弦交流电压。

后，探针探头迅速置于测量点，停留时间约１ ｓ，采集

１．２实验装置

探针电流电压信号，然后快速抽出。

电弧发生器实验装置及探针测量原理图如图

Ａ，磁感应强度Ｂ为ｏ．０２８

Ｔ、ｏ．０３７

Ｔ，介质气

２结果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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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发生器弧室电子温度分布、电弧位形
ｍｍ

ｍｍ，长度为１５０ ｍｍ；电极材料均为石墨。在发生器

图５为探针在Ｒ一１５ ｍｍ处，从Ｘ一一２０

外部绕制水冷线圈以产生轴向磁场，径向电弧受洛

位置抽出过程中的信号图。随着探针向外移动，探

伦兹力作用，绕轴线高速旋转，强烈的对流迫使电弧

针电流Ｌ由小变大，再迅速减小，表明探针在其中

分散。如图３所示，探针测量点的位置布满整个弧

经历了一个高温弧区，如图５中标记所示，结合探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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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蓄善¨渺针
一－ 罗鬯侏钥
、一…ｒ…冒ｒ‘。。

进气

一一

。’

警．一里警心

菩

甲位：ｍｍ

仄、
＼歹

＇二＝＝＝———＝二二尸

蘸
脚
本
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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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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针电压以／Ｖ

（ｂ）¨ｌｎｌ，ｌ拟合曲线
移动位置，估计得弧柱区在一２０～２０ ｍｍ区域。对

图６探针测量信号及弘ｌｌＩ…拟合曲线

Ｓｉ蛐删ｂｙｔｌｌｅ蚴ｉｃｄ训ｃ
（Ｒ＝１５咖，ｘ＝Ｏ。Ｉ＝１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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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Ａ。Ｂ＝０．Ｏ撼Ｔ）
ｐｍｂｅ ａＩｌｄｆｉｔｔｅｄ

ｃＩｌｒｖｅ【Ｒ＝１５ ｍｍ，ｘ＝Ｏ。Ｊ＝１９０ Ａ，Ｂ＝Ｏ．０２８ Ｔ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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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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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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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
１

ｏ
１０

高电子温度。
图７是Ｒ一１５ ｍｍ，一６０ ｍｍ≤Ｘ≤８５ ｍｍ范围

５
８０

内的电子平均温度分布图。结果表明整个测量区域

离阴极，等离子体稀薄，受出口冷空气卷吸的影响，

ｎ舀７日ｅｃｈ赴ｔｅ－呷日曲【雌ｍｓ啪ｂｕｔｉ∞

（Ｒ＝１５栅，Ｊ＝１９０

电子温度较低；在１０ ｍｍ≤Ｘ≤５０ ｍｍ区间，电子温

Ｋ以上，最高达２１∞ｏ Ｋ。对实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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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进行平滑拟合，以峰值的半高宽作为弧柱区的分

１０ ０００

界线，认为图中标记区域是等离子体的弧柱区，厚度

出口的等离子体温度。

约为３０

ＩｎＩＩｌ。在一３５《Ｘ≤一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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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０．Ｏ勰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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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０

图７ Ｒ＝１５咖处电子温度分布
（Ｒ＝１５姗，Ｊ＝１９０ Ａ。Ｂ＝Ｏ．０：撼Ｔ）

明显的变化。在５０ ｍｍ≤Ｘ≤８５ ｍｍ区间，测量点远

０００

４０

剧ｍｍ

都存在等离子体，并且电子温度在Ｘ轴方向上有着

度随着探针的深入迅速上升，达１６

Ｏ

ｍｍ区间，测量

Ｋ左右，该区间等离子体温度变化不大，高于

如图８所示，在Ｒ—Ｏ处（测量点从阴极表面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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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篡矿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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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弧柱区电子最高温度随半径的变化

Ｍａ嫡ｍ帅ｔｅＩｎｐｅｍｔＩ鹏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ｆ ｅＩｅｃｔ嗍

ｎ孚９

；芝ｒ队．

ｉｎ

ｎ硷ｎ油ａＩ ｄｉＩ，ｅｃｔｉｍ

３０

２０
２

芒

．

ｒ

２５
尺＝０ ｍｍ

１０

一６０

—４０

一２０

０

凡一
２０

４０

窨
ｇ

琵２０

６０

ｊ，／ｍｍ
１５

图８不同Ｒ处电子温度分布图（Ｊ＝１９０ Ａ，Ｂ＝０．０２８ Ｔ）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Ｆｉ孚８

ｔｅ呷哪ｔ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ｇｒａｐｈ

ｉＩＩ

ｔｈｅ馏ｄｉａｌ

—３０

—２０

一１０

Ｏ

１０

２０

３０

－，／ｍｍ

ｄｉ嘣蹦∞（Ｉ＝１９０ Ａ，Ｂ＝０．０２８ Ｔ）

图１０弧柱区最高电子温度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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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舀１０

Ｌｏ∞ｔｉ讲垮ｆｂｒ ｔｈｅ

ｍａ蛆ｍ哪ｔｅｍｐｅ嗡ｔｕｒｅ

ｏｆ

ｄｅｃｔｒ帆

Ｋ，低于阴极侧面最高电子温度

Ｋ），表明在阴极端存在等离子体，但厚度

样的位形主要与等离子体流动有关。电弧高速旋

较薄，半宽厚度约１０ ｍｍ。在阴极侧面，电子温度沿

转，产生强烈的径向射流，径向射流受阳极阻挡，沿

ｘ轴方向，先升高，后降低，在Ｘ—ｏ附近存在一个高

阳极壁面轴向两侧流动，向Ｘ负方向流动的等离子

（约２１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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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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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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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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反转”位形：从阴极到阳极，电弧先沿Ｘ轴正方

２０

羔

向发展，再沿Ｘ轴负方向发展；在远离弧柱区的区

ｏ

域，流场不稳定，温度分布很不均匀。

１０
２０

在局域热力学平衡条件下，采用耦合阴极模

１５

蟹
＿

型［８］进行数值模拟计算，得到等离子体温度分布云

己１０

图如图１３所示。

５

以８ ｏｏｏ

Ｋ作为弧柱区分界线，弧柱区主要位于
蟹２０

阴极侧面，随着电弧向阳极发展，弧柱区轴向位置先

芒

ｏ

ｌ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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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譬

轮廓先略有减小，再逐渐变大，也呈现与实验结果类

芒

ｏ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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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Ｋ竺
；戈补叭‰

！：：：：补．．．．．．．
；：！：朴，．．．．．．．．．

＿２０

Ｒ＝Ｏｍｍ

董

在阳极附近，电极对电弧的运动有较大阻碍，等离子

ｏ
１０

体的流动与传热受到很大影响，热量不能顺畅传导，
一６０

所以阳极附近出现高温极值区域，且等离子体厚度

一４０

—２０

０

ｊｋ
２０

４０

６０

ｊ，／ｍｍ

略有增加。
图ｌｌ不同Ｒ处电子温度分布图（Ｊ＝２卯Ａ，Ｂ＝Ｏ．０３７ Ｔ）

与数值模拟结果比较，实验测量得到的电子温

Ｄ瓮ｔｒｉｃ

Ｉ毽１１

存在炽热的等离子体，也没有发现数值计算中阳极

中石墨阳极温度（３

０００

～』。蓝誓二～ｊ～』ｉｌ

■圄
ⅣｋＫ

附近的高温极值区域。存在这种差异的可能原因在
０００

ｉＩｌ ｎ砼

舢蚰ｄｉ蒯∞（Ｊ＝２５０ Ａ。曰＝０．０３７ Ｔ）

度更高，等离子体体积更大，并且阴极端面１０ ｍｍ内

于：①数值模拟设定阳极温度为１

ｔｅ－ＩＩｐｅｍｔＩ雌ｄ虹棚ｂ｜Ｉ伽ｎ留瞳ｐｈ

６

７

８

９

１０１１Ｉ！ｌ

３１４１５１６ｌ ７１８１９ ２（）

Ｋ，远低于实验
一６０

Ｋ左右），实验中的高温壁面

一４０

一２０

Ｏ

２０

４０

６０

８０

Ⅳ７ｍｍ

不仅有利于弧室的“保温”，提高弧柱区的温度，还会

图１２弧室内电子温度分布（ｆ＝１９０ Ａ，Ｂ＝０．０２８ Ｔ】

加强电弧上游的漩涡，导致阳极附近的弧柱进一步

ＥＩｅｃｔｒｉｃ

ｎｇ．１２

向上游偏转；②与一般大气压收缩电弧相比较，磁分

ｔｈｅ

ｔ唧ｐｅｍｔｕｒｅ ｄｉｓｔｍｕｔｉ帅ｐａｔｔｅｍ

ｃｈ锄Ｉ）ｅｒ（Ｊ＝１９０

ｉｎ

Ａ。Ｂ＝０．０２８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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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３０

黑２０

衡模型的数值计算的等离子体温度反映的是重粒子

ａ＝１０
Ｏ

温度，因此较测量的电子温度值低；③电弧处于湍流

６０

８０

１００

１２０

１４０

剧ｍｍ

状态，强烈的对流导致等离子体空间分布的波动和

图１３数值计算弧室温度分布（Ｊ＝ｌ如Ａ，Ｂ＝０．０２８

可测量到的体积扩大，是一种非稳态的情形，而数值

Ｔ，

介质气体为氩气。气流量为２．５秆／ｈ，阳极温度ｌ∞０ Ｋ）

计算采用二维稳态模型，不能很好地描述这种现象；

ｎ吕１３

④另外，探针尺寸导致实验设计不够精细，并且这种

Ｈａｍｎ ｔｅＩＩＩｐｅ憎ｔｕ陀ｄ西ｔｒｉｂ嘣∞０ｂｔａｉ∞ｄ ｂｙ ｎ哪盯ｉｃａＪ

ｃ蛐ｔｉ叩（Ｊ＝ｌ知Ａ，Ｂ＝０．０勰Ｔ，唧湎嘲ｇ罄：ａ曙啪，

介入式诊断手段难以避免对流场的干扰，测量结果

ｎｏｗ隋ｔｅ：２．５ ＩＩｌ３／ｈ。ｔｌ砼ａｒｍｄｅ

ｔｅⅡ珥，哪“ｌｒｅ妊ｓｅｔ

ｔ０

ｌ似ｍ 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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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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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吖

静电探针采集总时间

￡，＋￡。＋￡ｓ
ｆ。＋ｆ：＋ｆ。＋“＋ｆ；。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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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ｇｈ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一有等离子体区域
Ｂ一无等离子区域

《

ｇ

蕃一
哥一
本
送
删一
箍一

时间／ｍｓ

图１４等离子体密集度原理图
ｎ舀１４

ｓｃｌＩｅｍａ“ｃ凼雒即ｍ ｏｆ

ｐＩａｓ眦ｉｎｔｅ璐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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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ｍｍ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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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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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空气卷吸有关，炽热的等离子体与冷气分子发生

ＰＩａｓ嘲ｉｎｔｅ璐ｉｔｙ

ｖ嗣呐ａｔｉ∞ａｌｒ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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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平衡造成的。

吸现象越明显；在Ｘ＜３０ ｍｍ的电弧通道区域及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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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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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