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３２卷第４期
２０ ｌ

２年１２月

核聚变与等离子体物理

、，０１．３２．Ｎｏ．４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Ｆ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ｌａｓｍａ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Ｄｅｃ．２０１２

文章编号：０２５４—６０８６（２０１２）０４一０３０ｌ＿０６

磁分散电弧等离子体位形的阴极形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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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简化阴极的一维边界层模型，将同轴磁旋转电弧等离子体发生器的阴极与弧柱耦合求解，使用

ＦＬＵＥＮＴ软件，数值模拟了不同锥角阴极的形状对磁分散电弧等离子体、阴极弧根和阳极弧根位形的影响。结果
表明：阴极弧根具有扩散特征，其电流密度为１０７Ａ＋ｒｎ－２量级；阴极形状的改变引起阴极弧根位形和电流密度分布
变化，从而影响等离子体参数分布；随着阴极锥角的增大，阴极弧根从阴极前端移动到阴极侧面，等离子体区域
向下游偏移，等离子体轴向厚度减小。
关键词：阴极形状；电弧等离子体位形；阴极弧根；磁分散电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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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弧根并不局限于电极（阴极）前端，而且不同电

电弧等离子体在工业中应用广泛。然而由于电

极形状会影响发生器内的流场，从而影响等离子体

弧自收缩效应，能量集中且能量梯度大，导致了在

位形。因此数值模拟研究阴极形状对磁分散电弧等

大规模工业应用中的困难【ｌ】。为了得到梯度较小且

离子体参数分布的影响需要耦合阴极计算。本文采

面积较大的等离子体，在同轴式等离子体发生器内

用数值模拟方法，以不同阴极形状为对象，数值模

加入轴向磁场，使等离子体在洛伦茨力的作用下绕

拟二维轴对称磁分散电弧等离子体阴极弧根位形、

对称轴高速旋转，形成充满整个发生器截面的分散

弧柱位形及阳极弧根位形，探讨不同阴极弧根位形

电弧等离子体【２】。典型的同轴电弧等离子体发生器

产生机制及阴极弧根位形与等离子体位形之间的

的电弧具有收缩的阴极弧根、扩散或收缩的阳极弧

关系。

１

根、自收缩的弧柱的特征，与之不同，充分分散的

２模型介绍

磁旋转电弧等离子体弧柱具有二维轴对称位形，阳
极为轴对称的周向扩散型，而阴极弧根则呈现出多

小尺度磁分散等离子体的弧柱区高温区平均

种位形结构：收缩圆形斑点、分裂圆形斑点、扩散

温度约为１３０００Ｋ左右，等离子体基本处于局域热

圆形斑点和扩散环状斑等［３￣引。由于磁分散电弧等

力学平衡的状态或偏离热力学平衡状态不远，可以

离子体存在多场耦合的复杂性，其中阴极鞘层更加
复杂，对于这种多样的扩散型阴极弧根现象的产生

使用热力学平衡的磁流体力学方程组求解。湍流模

型采用肛模型。方程组详见文献［１】。
研究阴极对等离子体分布的影响必然要考虑

机制、受何种因素影响、又如何影响等离子体参数
分布等等，目前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在磁分散电弧
等离子体的模拟中，边界条件对弧根的位形影响很

阴极鞘层的处理问题，本文采用的是ＬＯｗＫＥ提出
的一维鞘层模型［６】。该模型将电子迁移率与ＬＴ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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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等离子体电导率结合，构造成有效电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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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侧面）与阴极圆台侧面（阴极锥面）的交线，Ｊ是阴

在近阴极区，为了计算有效电导率，需要近阴

极锥面与阴极前端面的交线，反映在二维图上是两

极区的电子数密度。只考虑电子的双极扩散与电离

点，Ｂ是前端面的圆心。当硝９００时，Ｉ、Ｊ、Ｂ三

复合，电子密度连续性方程可以写成：

点在一条直线上，阴极锥面消失同面。Ｇ—Ｈ是气体
（１）

入口，进气速度是０．５ｍ·ｓ～。Ｈ．Ａ是阴极电流入口，

式中，％为电子数密度；Ｄ＾：坐为双极扩散

总电流２００Ａ。Ｈ．Ｉ．Ｊ．Ｂ是阴极表面，其热边界条件

系数；“为离子迁移率；％为局域热力学平衡的

１０００Ｋ，电势为零。Ａ—Ｂ．ｃ是对称轴，ｃ—Ｄ．Ｅ是压

电子数密度。ｙ＝１．１×１０－１２ｎ。丁－４‘５ｃｍ３．ｓ一为电子离

力出口。计算域内外加０．０５Ｔ的轴向磁场。工质气

子结合系数。

体为氩气（Ａｒ），阴、阳极材料分别是钨和石墨。

Ｖ·（圾Ｖ，ｚ。）＝兀《一玎三）
ｅ

由方程（３）疋确定。Ｇ．Ｆ．Ｅ是阳极壁面，热边界恒温

用式（１）求得的近阴极区的电子数密度，可以得

ｒ——韭一

到近阴极区的有效电导率为：

％２币瓦万毒杀了雨

Ｑ）

Ｄ

式中，从为电子迁移率；盯为局域热力学平衡的等
离子体电导率；‰为当地温度的平衡中性粒子数密
度；竹＝，ｚ。＋２倪为总粒子数密度。
Ｃ

在阴极表面，除了等离子体对阴极的传热外，
忽略等离子体对阴极表面的辐射，能量通量还包括
阴极热发射带走的能量、正离子对带给阴极的能量

图ｌ计算域

以及阴极热辐射：
（３）
Ｃ＝ｌ矗ｌ晚＋ｌ Ｚ｜Ｋ一日口７１４
式中，ｒ为阴极表面的温度；哆为阴极的功函数；

４结果及讨论

Ｋ为工质的一次电离能；￡为表面发射系数；凹为

种阴极形状的等离子体温度分布图。从图２中可以

斯蒂芬一玻尔兹曼常数。．，。为电子发射电流密度，

看出，等离子体温度分布轮廓类似“碗”状结构。

靠也；Ｚ＝／一Ｉ矗ｌ为离子电流密度，如果Ｚ＜０，
令Ｚ＝０。

图２为半锥角分别为３００、４５０、６００和９００的四

“碗底”位于阴极前端，“碗口”朝弧室出口方向。
在等离子体上游（气体流动方向）和下游各有一个漩

Ｉ／。Ｆ４丁ｚ

ｅＸｐ鲁

（４）

托Ｂ』

涡回流区域，形成“碗底”和“碗口”的“凹”形。
等离子体高温区域位于阴极弧根附近，等离子体极

式中，彳为热发射常数，与阴极材料有关；喀为功

值温度在１３３００Ｋ左右。由于气体高速旋转流动产

函数；ｋ为玻尔兹曼常数。

生径向射流，径向射流在阳极壁面处被阻挡转变为
轴向流动，所以阳极壁面附近等离子体区域厚度显

３计算条件
在轴对称结构的磁旋转电弧等离子体发生器
中，完全分散的等离子体具有很好的二维轴对称特
性，可以简化为二维计算。图１为计算域半剖面示

意图，尺寸如图所示。图１中提阴极前端的半锥
角，分别为３０。、４５。、６０。和９０。。Ｉ是阴极棒侧面（阴

万方数据

著增加。
４．１

阴极形状对弧柱及阳极弧根位形的影响

从图２中可以看出，对于不同的阴极锥角，等
离子体温度分布轮廓形状相似，但随阴极半锥角增

加，高温区位置由阴极前端中心和阴极锥面（萨３０。）
转移至阴极侧面与锥面的交界线附近（Ｉ点，萨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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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离子体最高温度随阴极形状变化幅度很小，约为

３０３

１．４％。

幽２等高Ｆ温Ｊ｛｝：分机目

图３是Ｆ３ｍｍ处轴向温度分布。从图３中可
以看出．不同形状阴极产生的等离子体在一３ｍｍ
处温度分布变化趋势相似：温度分布曲线最大值约
为１２０００Ｋ，等离子体上游温度梯度较高，最大值
约为５．５×１０６Ｋ ｍ～，下游温度梯度相对较小，最
大值约为９．２×１０６Ｋ·ｍ～；随着阴极锥角的增加，
等离子体向下游移动，轴向厚度略有减小。图４是
阳极表面电流密度分布。与弧柱区变化趋势相似，
随着阴极锥角的增加，阳极弧根向下游移动，弧根
轴向宽度有所下降。

图４阳极表面电流密度分布

从图４的阳极表面电流密度可以看出，与等离
子体厚度变化趋势相反，半锥角为９０。时，阳极电
流密度最大，极值电流密度为２．Ｉ×１０６Ａ ｍ。２左右；
随着阴极半锥角的减小，阳极弧根电流密度显著降
低，半锥角为３００，阳极弧根电流密度极值下降到
１．５７×１０６Ａ

ｍ～。这种强迫分散等离子体的阳极的

电流密度极值远小于自由电弧的阳极电流密度ｐ】
（最大值４×１０６Ａ．ｍ４）。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相对
向阳极发展自由电弧，周向分散的电弧等离子体的
图３距离轴线３ｍｍ处温度分布

弧柱面积增大，从而导致阳极弧根面积增加，降低
阳极弧根的电流密度。在同样弧室结构、同样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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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条件，但阴极为固定收缩弧根时的数值模拟［７］
所得到的阳极电流密度极值为２．５×１０６Ａ．ｍ～，与
之相比，本计算结果减小了３７％。这是本研究将阴
极耦合计算，得到了分散型阴极弧根，阴极弧根面
积增大，从而导致由阴极向阳极发展的电弧通道面
积增大，进一步使阳极弧根面积增大。

晕
≤
赵
稻
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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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２￣４可以得到，随着阴极半锥角的增大，
等离子体阴极弧根从阴极前端移动到阴极侧面，等
离子弧柱区向下游移动，整个等离子体表现出向发
生器出口偏斜的旋转特征，而且等离子体轴向厚度

图５阴极表面电流密度分布

减小。
４．２阴极形状对阴极弧根位形的影响

图５是阴极弧根的电流密度分布。图５中空心
箭头位置为阴极拐角Ｉ点——阴极锥面与阴极侧面

交界线，实心箭头位置为阴极拐角Ｊ点——阴极锥
面与阴极前端面交界线。萨。点对应Ｉ点。
半锥角为３０。时，除了在Ｊ点（萨２．８ｍｍ）处电流
出现由尖端效应造成的收缩外，电流较均匀分布于
前端面和阴极锥面（驴０），相比于典型收缩性阴极弧
电流密度的指数形分布，电流密度变化不大，维持
在（３～４）×１０７Ａ．ｍ‘２，小于收缩弧根平均电流密度

阴极表面距离／ｍｍ

图６阴极表面温度分布

（１×１０８Ａ．ｍ。２），呈现出扩散型阴极弧根的特征；半
锥角为４５。时，阴极弧根电流分布与半锥角为３００时

图６是阴极表面温度分布。图６中箭头含义与

相似，除了在Ｊ点处由尖端效应出现的收缩外，电

图５一致。半锥角为３０。和４５。的温度曲线相似，阴

流沿锥面在驴０．５范围内分布，较为均匀，为扩散

极侧面和前端面温度较低，约为３３００Ｋ，温度曲线

型阴极弧根。与半锥角为３００时略有不同，电流分

在Ｊ点有凸起，前者温度极值和平均值高于后者。

布向工负方向移动，在Ｋ０的圆柱侧面，有电流分

半锥角为６０。和９００的温度分布曲线类似，温度在Ｉ

布。半锥角６０。和９０。时，阴极弧根在Ｉ点收缩，在

点凸起，除此之外，温度分布平滑，前者温度极值

Ｉ点两侧，电流密度梯度较大，锥面和端面电流分

和平均值显著小于后者，平均减小了１４．３％。以上

布大于圆柱侧面。锥面和前端面的电流分布

结果说明，阴极弧根所在位置的夹角越小，弧根处

限２×１０７Ａ．ｍ－２）占总电流５９％，说明除了收缩点

阴极表面温度越高，显然与阴极形状引起传热效果

外，阴极弧根仍呈现扩散型特征。从电流密度量级

关系密切。萨３００、萨４５。、萨６０。、萨９００比较图５

来看，除了Ｉ点和Ｊ点外，其他部分的电流密度均

和图６，可以看出，除了阴极拐角处外，阴极表面

小于收缩电弧弧根的平均电流密度，弧根在阴极的

温度分布与电流密度分布并不具有很好的相关性。

周向和轴向上扩散，弧根面积增大。扩散的阴极弧

如半锥角为３００时，０＜Ｋ１．Ｏ处阴极表面温度略高于

根随着阴极半锥角的增大向阴极侧面移动，尖端效

１．２＞驴１．ｏ处，但前者区间的电流密度分布却显著小

应的收缩点从Ｊ点移动至Ｉ点：

于后者。说明阴极弧电流密度不仅受阴极表面温度
影响，也会受其他因素影响，例如受等离子体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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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影响。忽略等离子体扩散电子电流的影响．阴

时，上游涡旋较小，流线较密；半锥角为４５０时．

极电流包括阴极热发射电流和离子电流。而阴极热

上游涡旋最大．半锥角为６０。和９０。时．涡旋呈减小

发射电流与阴极表面温度相关．而离子电流则主要

的趋势。随着阴极半锥角的增大．等离子体区域的

与等离子体参数密切相关。因此等离子体位形的政

流线整体向下游倾斜略微增ＪＪｕ。

变会影响阴极弧根位形。

在图２和图７中．我们注意靠到近阴极的流线
的变化。由于阴极形状效应．当半锥角为３０。时，

４．３流场对等离子体位形的影响
弧室半剖面流线图如图７所示。等离子体在洛

靠近阴极的流线在越过圆柱面与吲锥面交界拐点

伦茨力的作＿｝十ｉ下绕轴线旋转产生径向射流，等离子

后继续沿阴极锥面处向下游流动．然后在电弧区经

体弧柱区流线平行，主要方向为径向，略向下游倾

约１４０畸＃径向正向流动；随着半锥角的增大，过拐

斜；径向射流遇阳极壁面阻挡在电弧上游形成逆时

点后向下流动的趋势越来越小，流线的速度转折点

针涡旋．在下游区与阳极壁面平行流出发生器；径

的位置由阴极锥而（萨３０。，ｆ４５。）转移至阴极侧面

向射流使等离子体下游区阴极前端产生负压，从而

与锥面的交点处（萨６０。，口＝９０。），与阴极弧根中心

产生自发生器出口处的气体凹流。弧柱区的轴向位

的位置的转移趋势相Ｊ司。根据以上分析，作者认为

置主要由上游气体流动和下游刚流气体流产生的

阴极形状影响阴极附近的流场，阴极形状与阴极附

静力及与洛伦兹力之间平衡位置决定。从图中可以

近的流场共吲作用改变阴极弧根位形．从而影响等

看出．随着阴极半锥角的增大，等离子体上游的涡

离子体弧柱位形。

旋变化明显，而下游无明显变化。阴极半锥角为３０。

Ｉ刳７不Ｉ司州极形状发生器Ｉ～的流线吲

５结论

阴极前端向阴极删匮ｆ移动。等离子体总体略微向轴

本文采用简单阴极鞘层模型祸合ｆｌｌｊ极，模拟了

ｆ幻正方¨倾斜，等离子体轴向厚度减小。阳极弧根

不同阴极锥角的磁分散电弧等离子体的传热与流

电流密度增大，弧根位置向下游移动。阴极弧根位

动，得出如下结论：

形与弧柱相互影响．阴极形状对等离子体流场的直

等离子体呈碗状结构，阴极弧根和阳极弧根均
为扩散的弧根形态。随着半锥角的增大．弧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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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影ｕ向较小，阴极形状的不同造成阴极弧根位置的
不同才是造成等离子体流场变化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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