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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尺度磁分散电弧等离子体的探针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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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自行设计的快速移动静电探针对大气压下以氩气为工质的大尺度磁分散电弧等离子体进行诊断，

分析了探针电压与电流的波形，绘制探针伏安特征曲线(w曲线)，得到了发生器轴线方向等离子体波动特性以及电
子温度沿轴线的变化趋势。发现等离子体发生器中心具有回流区，得到了电弧等离子体的大致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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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电弧等离子体具有温度高、能量集中、化学特

性活跃等特点【l】，被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如金属

熔炼、切割、喷涂等。但由于横向截面小、物理参

数梯度大等特点，电弧等离子体在一些工艺过程中

的应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如在大面积的表面处

理、材料宏观制备等方面，则产生产品均匀性和一

致性不足等问题。而通过外加磁场驱动电弧高速旋

转产生的大面积、均匀的分散电弧可以很好地弥补

上述不足，提高工作效率以及产品的一致性【21。目

前对大尺度磁分散电弧的了解还不充分。本实验使

用静电探针对大尺度磁分散电弧等离子体进行了

诊断，对大尺度磁分散电弧等离子体有了更深一步

的了解，为其在工业上的进一步应用提供基础数

据。

2实验装置

实验使用的大尺度磁分散电弧等离子体发生

器如图1所示。其中，阳极弧室直径为70mm，弧

室长度为235mm，阴极直径为18mm，阴极长度为

150 mm，阴、阳极材料均为石墨，石墨阳极外有一

含水冷夹层的不锈钢套管，在水冷不锈钢套管上同

轴绕制水冷螺线管励磁线圈产生轴向磁场。实验在

大气压下进行，工作介质为氩气，气体流量控制通

过浮子流量计监测。

在图l所示的探针电路中，扫描电源电压峰值

125V、频率1250Hz正弦交流，限流电阻为4kQ，

分压电阻为1M凹1000Q，电流采样电阻为50Q的

无感电阻，参考电位取等离子体发生器阳极(发生器

阳极接地)。

探针材料为钨(含钨量99．96％)，直径1mm，钨

丝表面套有外经2mm、内径lnlIIl的耐高温陶瓷管

(如图l所示)，保证探针的带电粒子接受面积为

⑦1mm的钨丝截面。探针固定于三维电机驱动高速

移动坐标实验台上如图2所示，移动精度精确为

0．1 mm，移动速度为40mm·S_1，调节探针的位置以

便对不同位置的等离子体进行诊断。静电探针从前

端盖板中心进入弧室对发生器轴线方向的等离子

体进行诊断。

实验时要注意探针表面清洁，探针污染会带来

各种实验偏差【3】。实验之前可以采用细砂纸对探针

表面进行清洁，然后用酒精擦拭或者将探针负偏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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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置于等离子体中，利用离子对静电探针表面的轰 击使探针白热化，以此对探针表面进行清洁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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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验结果及讨论

3 1 大尺度磁分散电弧等离子体

xial21提出了产生大面积均匀电弧等离子体的

产生方法，其原理是在同轴等离子体发生器弧室

中，径向电弧在轴向磁场作用下高速旋转，高速运

动过程中产生的对流会使电弧分散，产生充满整个

阳极弧室截面的等离子体。典型的磁分散电弧等离

子体位形如图3所示【(左)FIuent数值模拟圆柱半截

面结果和(右)等离子体在弧室出口方向上的投影照

片口1(上倾角3。．中心阴影为遮光板产生的结果)】。

从图3中可看出，等离子体充满整个弧室截面，横

断面位形呈碗状，在轴向有一定的厚度。在发生器

轴心处等离子体位形产生轴向收缩的原因是，等离

子体高速旋转导致中心气压降低，从而在发生器中

心阴极前端产生冷气回流所致。

“慢”。!!‘曼。：：。，品土，，三恐

驾打fIU弧

屯瀚弧室艘m

随3磁分散电弧等离子体的数值模拟结果

(轴向半剖面)和出口投影照片

3．2静电探针在磁分散电弧等离子体中的应用

静电探针是最早被应用于等离子体诊断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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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通过分析静电探针的己¨曲线，可以得到等离

子体中的各种参数(如电子温度、等离子体电位、电

子密度等)[3’5】。图4为典型静电探针己¨曲线，A

段为饱和离子流段，B段为过渡段，c段为饱和电

子流段，诈为探针电流卢0A时的特殊点，定义为

探针的“悬浮电位”。

大气压状态下的电弧等离子体由于带电粒子

密度很高，带电粒子的平均碰撞自由程很小，带电

粒子之间碰撞频繁，而碰撞给静电探针诊断带来的

影响至今还不明朗【4，6l。但是只要等离子体参数满

足表达式砧<五、以《2R，就可以认为探针表面

形成的鞘层为无碰撞鞘层[6~8】。其中知为等离子体

德拜长度，凡和见分别为电子平均自由程、离子平

均自由程，尺为探针的特征长度[3】。因为只要带电

粒子的平均自由程大于鞘层厚度，就可以认为带电

粒子通过鞘层时不发生碰撞。此时，无碰撞鞘层理

论就可以得到应用。

A B

l』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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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典型静电探针u，曲线

本实验中的电弧等离子体，以氩气为工作介

质，经查阅资料计算【9】，满足上述不等式，即可以

按照无碰撞鞘层探针理论来计算等离子体电子温

度疋。在过渡段，探针收集到的电子电流‘3娟，8，⋯
满足：

㈧eXp[％产] ㈣

式中，厶为电子电流；k为饱和电子电流；％rob。

为探针电位；％为等离子体电位；后为波尔兹曼常

数；瓦为电子温度。其实，即使电子通过探针鞘层

时发生碰撞，只要等离子体满足爱因斯坦方程【3】，

上式仍然成立。通过上式可知探针弘lⅡ曲线(w
曲线的半对数曲线)的过渡段斜率与等离子体的电

子温度瓦唯一相关(波尔兹曼常数后与电子电荷P

为常量)。

外加磁场对探针收集电流时会有一定的影响，

根据影响的程度可以分为弱磁场、中等强度磁场、

强磁场【5J。本实验中等离子体中的磁通密度变化范

围0．01～0．1T。通过计算，电子回旋半径大于电子

平均自由程和离子平均自由程，属于“弱磁场”，即

外加磁场对探针诊断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3．3实验结果讨论

实验中氩气流量为2．5m3．h～，电弧电流为

280A。探针测量范围为发生器轴线上距离阴极端面

10~55mm的位置，测量点间距5mm。引弧后待电

弧稳定后，将探针从发生器外快速置于测量点，停

留1~2s，迅速移出发生器。探针移动过程典型电流

波形如图5(左)所示。从图5中可以看出，插入过

程探针电流(峰值轮廓)随着插入深度增加，移出过

程探针电流(峰值轮廓)迅速降低，探针电流增加与

降低速度与探针速度成相关。

图5(右)为距离阴极端面35mm处探针电流波

形。从图中可以看出，探针电流明显的无电流间断

区间(A、c、E、G)，区间宽度约为3—5ms。此间探

针无电流，表明没有等离子体或等离子体密度过

低，这可能与卷吸进入的冷气体有关，当探针接触

冷气泡时，探针收集不到电流，只有当探针接触等

离子时，探针上才会出现电流。图6给出了发生器

轴向各点探针电流信号波动情况。探针距离阴极端

面较远时(例如55mm)，。由于距离发生器出气口较

近，冷气体的卷入导致等离子体中存在较多冷气

泡，此时无电流间断区间出现较频繁(50％)，间断

时间约为3～5ms，说明此时探针所在位置等离子体

波动较大，比较稀薄，等离子体中冷气体较多。随

着探针逐渐靠近阴极端面，探针无电流间断区间出

现频次降低，间断时间变化不大。在距离阴极40mm

处，探针电流已无间断区间，越来越密集，说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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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体越来越均匀，等离子体中冷气体越来越少，

但仍存在较大电流波动，低电流区间依然为3~5ms，

与远离阴极端面时(55mm)无电流因词近似一致。当

探针距离阴极端面lOmm时，探针电流波动基本消

失，出现连续电流信号波段，说明此时等离子体中

已经基本不存在冷气体或者冷气体已经非常少了，

表明等离子体已经非常均匀。从轴线处等离子体波

动性质可以推断，发生器阴极前端存在明显的凹流

卷吸区，可以利用探针电流间断时间结合模拟的等

离子体流速估计气泡大小。

图6不同位置探针信号波动

探针距离硝极端面a——出55mm；b——d=50mm：c—d叫Omm
d———诈30mm：e——一d；lOmm。

图7为探针距离阴极表面10mm时的探针弘，

数据图，从图7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稳定的“饱和

离子流段”，以及当探针电压大于一80v后，探针电

流随着探针电压增加迅速变化，幅值最大达到

40mA，没有看到稳定的电子饱和电流段。这是出

于电弧等离子体中电子密度较大，电子热运动很

强，导致探针的表面鞘层被破坏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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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针电压／v

图7距离阴极端面lomm处的实验数据

从图7可以看出，u，曲线与，=0A这条直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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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点分布于A点和B点之间，即探针悬浮电位珞

波动范围(％一％)，约为40V左右：将图7中的实

验数据做电压平均，得到探针己¨特陛，进一步将

过渡段作半对数处理，得到过渡段的半对数曲线

己ml，l，如图8所示。对图8中的数据点进行线性

拟合，拟合直线斜率麝0．娩87，通过计算得到该处

等离子体电子温度兀≈24654K。

对发生器轴线上的点逐次诊断，得到发生器轴

线上等离子体电子温度的分布如图9所示。由图9

可知，等离子体电子温度随着距离阴极端面距离缩

小而上升，在距离阴极端面30～50mm区间变化不

大，约为6000～8000K，20～30mm区间上升较怏，

在l O～20mm区间温度为略大于20000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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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针电压／v

图8静电探针的UlnI川图

探针距阴极端而的距离／mm

图9发生器轴线方向电子温度分布

4结束语

本次实验将静电探针应用于大尺度磁分散电

弧等离子体，得到等离子体波动特性和轴线电子温

度分布。从探针电流波动特性分析，这种大尺度磁

分散电弧等离子体中心存在明显的回流卷吸区，与

数值模拟结果一致。从等离子体轴向温度分布，可

以看出在中心具有回流区，轴向厚度达到50mm，

结合数值模拟位形和等离子体轴向投影照片判断，

等离子体体积大致为50×兀×352m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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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muir-probe diagnostics of large—scale magnetically rotating arc plasmas

JIA0 Ling-yun，ZHA Jun，BAI Bing，ZHANG Xiao—ning，XIA W．ei—i10ng

(D印a咖lent ofThe吼a1 Science and Ene珏；)，Engineering，UniVers时of Science aIld融hnology ofChina，Hefei 230027)

Abstract： The fast．moving electric probe designed by ourselves is used to diagnose the la唱e’scale

magnetically rotating arc plasmas in the a唱on under the atmoSpheric pressure．The signal sh印e of me Voltage and

current of the electric probe is analyzed to draw the弘Z curve．The fluctuation characteristic of也e plasmas 0n the

axis of t11e generator is obtained，and the aXial distribution of the elec仃on temperature on tlle axis of the generator

is found．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a recirculat蛔n zone in me center of the generator，and the印proxlmate Volulne o士

the arc plasmas is got．

Key words：Electric probe；La唱e—scale；Magnetically rotating arc；Plasmas；Electmn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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