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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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静电探针；大尺度；磁分散电弧；等离子体；电子温度
中图分类号：０５３６；ＴＬ６５＋６

文献标志码：Ａ

引言

含水冷夹层的不锈钢套管，在水冷不锈钢套管上同

电弧等离子体具有温度高、能量集中、化学特

轴绕制水冷螺线管励磁线圈产生轴向磁场。实验在

性活跃等特点【ｌ】，被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如金属

大气压下进行，工作介质为氩气，气体流量控制通

熔炼、切割、喷涂等。但由于横向截面小、物理参

过浮子流量计监测。

１

数梯度大等特点，电弧等离子体在一些工艺过程中

在图ｌ所示的探针电路中，扫描电源电压峰值

的应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如在大面积的表面处

１２５Ｖ、频率１２５０Ｈｚ正弦交流，限流电阻为４ｋＱ，

理、材料宏观制备等方面，则产生产品均匀性和一

分压电阻为１Ｍ凹１０００Ｑ，电流采样电阻为５０Ｑ的

致性不足等问题。而通过外加磁场驱动电弧高速旋

无感电阻，参考电位取等离子体发生器阳极（发生器

转产生的大面积、均匀的分散电弧可以很好地弥补

阳极接地）。

上述不足，提高工作效率以及产品的一致性【２１。目

探针材料为钨（含钨量９９．９６％），直径１ ｍｍ，钨

前对大尺度磁分散电弧的了解还不充分。本实验使

丝表面套有外经２ｍｍ、内径ｌｎｌＩＩｌ的耐高温陶瓷管

用静电探针对大尺度磁分散电弧等离子体进行了

（如图ｌ所示），保证探针的带电粒子接受面积为

诊断，对大尺度磁分散电弧等离子体有了更深一步

⑦１ｍｍ的钨丝截面。探针固定于三维电机驱动高速

的了解，为其在工业上的进一步应用提供基础数

移动坐标实验台上如图２所示，移动精度精确为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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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实验装置
实验使用的大尺度磁分散电弧等离子体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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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如图１所示。其中，阳极弧室直径为７０ｍｍ，弧

实验时要注意探针表面清洁，探针污染会带来

室长度为２３５ｍｍ，阴极直径为１８ｍｍ，阴极长度为

各种实验偏差【３】。实验之前可以采用细砂纸对探针

ｍｍ，阴、阳极材料均为石墨，石墨阳极外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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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端浊
逊
进

黼一

高精度滚珠螺◆．。服．Ｍ。
３实验结果及讨论
３ １

大尺度磁分散电弧等离子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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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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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曼。：：。，品土，，三恐

中，径向电弧在轴向磁场作用下高速旋转，高速运
驾打ｆＩＵ弧
屯瀚弧室艘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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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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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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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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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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９

具，通过分析静电探针的己¨曲线，可以得到等离

数；瓦为电子温度。其实，即使电子通过探针鞘层

子体中的各种参数（如电子温度、等离子体电位、电

时发生碰撞，只要等离子体满足爱因斯坦方程【３】，

子密度等）［３’５】。图４为典型静电探针己¨曲线，Ａ

上式仍然成立。通过上式可知探针弘ｌⅡ曲线（ｗ

段为饱和离子流段，Ｂ段为过渡段，ｃ段为饱和电

曲线的半对数曲线）的过渡段斜率与等离子体的电

子流段，诈为探针电流卢０Ａ时的特殊点，定义为

子温度瓦唯一相关（波尔兹曼常数后与电子电荷Ｐ

探针的“悬浮电位”。

为常量）。

大气压状态下的电弧等离子体由于带电粒子

外加磁场对探针收集电流时会有一定的影响，

密度很高，带电粒子的平均碰撞自由程很小，带电

根据影响的程度可以分为弱磁场、中等强度磁场、

粒子之间碰撞频繁，而碰撞给静电探针诊断带来的

强磁场【５Ｊ。本实验中等离子体中的磁通密度变化范

影响至今还不明朗【４，６ｌ。但是只要等离子体参数满

围０．０１～０．１Ｔ。通过计算，电子回旋半径大于电子

足表达式砧＜五、以《２Ｒ，就可以认为探针表面

平均自由程和离子平均自由程，属于“弱磁场”，即

形成的鞘层为无碰撞鞘层［６￣８】。其中知为等离子体

外加磁场对探针诊断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德拜长度，凡和见分别为电子平均自由程、离子平

３．３实验结果讨论

均自由程，尺为探针的特征长度［３】。因为只要带电

实验中氩气流量为２．５ｍ３．ｈ～，电弧电流为

粒子的平均自由程大于鞘层厚度，就可以认为带电

２８０Ａ。探针测量范围为发生器轴线上距离阴极端面

粒子通过鞘层时不发生碰撞。此时，无碰撞鞘层理

１０￣５５ｍｍ的位置，测量点间距５ｍｍ。引弧后待电

论就可以得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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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

Ａ

Ｂ

Ｃ

程探针电流（峰值轮廓）随着插入深度增加，移出过

／７—————一

ｆ

／

●

—／ ７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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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

区间（Ａ、ｃ、Ｅ、Ｇ），区间宽度约为３—５ｍｓ。此间探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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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４典型静电探针ｕ，曲线

冷气泡时，探针收集不到电流，只有当探针接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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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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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㈧ｅＸｐ［％产］

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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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厶为电子电流；ｋ为饱和电子电流；％ｒｏｂ。

现频次降低，间断时间变化不大。在距离阴极４０ｍｍ

为探针电位；％为等离子体电位；后为波尔兹曼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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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基本不存在冷气体或者冷气体已经非常少了，

但仍存在较大电流波动，低电流区间依然为３￣５ｍｓ，

表明等离子体已经非常均匀。从轴线处等离子体波

与远离阴极端面时（５５ｍｍ）无电流因词近似一致。当

动性质可以推断，发生器阴极前端存在明显的凹流

探针距离阴极端面ｌＯｍｍ时，探针电流波动基本消

卷吸区，可以利用探针电流间断时间结合模拟的等

失，出现连续电流信号波段，说明此时等离子体中

离子体流速估计气泡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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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

糍

｛

童一１５
１
牮一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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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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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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１

４结束语

波动范围（％一％），约为４０Ｖ左右：将图７中的实

本次实验将静电探针应用于大尺度磁分散电

验数据做电压平均，得到探针己¨特陛，进一步将

弧等离子体，得到等离子体波动特性和轴线电子温

过渡段作半对数处理，得到过渡段的半对数曲线

度分布。从探针电流波动特性分析，这种大尺度磁

己ｍｌ，ｌ，如图８所示。对图８中的数据点进行线性

分散电弧等离子体中心存在明显的回流卷吸区，与

拟合，拟合直线斜率麝０．娩８７，通过计算得到该处

数值模拟结果一致。从等离子体轴向温度分布，可

等离子体电子温度兀≈２４６５４Ｋ。

以看出在中心具有回流区，轴向厚度达到５０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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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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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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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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