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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非平衡热等离子体数值模拟的物理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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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准确的物理数学模型，包括基本控制方程及与其相应的等离子体热力学与输运性质计算公式，是采用数

摘

值模拟方法深入研究非平衡热等离子体体系中传热、流动及其他复杂物理化学过程的基础。为此从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方
程出发，首先推导出描述等离子体中不同组分质量守恒、动量守恒和能量守恒方程以及电流连续性方程等基本控

制方程，然后采用修正的Ｃｈａｐｍａｎ—Ｅｎｓｋｏｇ方法推导出等离子体输运性质参数，包括扩散系数、粘性系数、电子和重
粒子平动热导率和电导率等的表达式。不仅在保证等离子体体系质量、动量、能量和电荷通量自洽的前提下封闭
了控制方程，而且与现有广泛采用的描述平衡态热等离子体特性的模型间的自洽性也得到了保证。另外，采用所
提出的方法推导出的非平衡热等离子体物理数学模型可以避免对目前仍存在争议的定压比热、反应热导率等参数
的定义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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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处理、冶金、纳米材料制备等［２一一。为了提高热等离
子体材料处理的质量和效率，对热等离子体体系中

热等离子体技术兴起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航空

复杂的物理化学过程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是十分

航天领域匝，随后自７０年代以来，被广泛地应用于

必要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

各工业领域，例如等离子体切割、焊接、喷涂、废弃物

速发展，数值模拟成为研究热等离子体中基本过程
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手段。基于局域热力学平衡

基金资助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１１０３５００５；５０８７６１０１；１０９７２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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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３５００５，５０８７６１０ｌ，１０９７２１１９）．

万方数据

（Ｉ』Ｅ）以及局域化学平衡（Ｉ￡Ｅ）假设的热等离子体
数值模拟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等离子体的基本特

张晓宁，李和平，八Ｂ．Ｍｕｒｐｈｙ，等．用于非平衡热等离子体数值模拟的物理数学模型

性，有力地推动了热等离子体在诸多领域的应用。

学平衡条件下，这种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

然而，随着热等离子体科学与技术的不断发展，在很

热等离子体研究的进展，然而对于非平衡热等离子

多重要的应用领域等离子体会显著地偏离ＬＴＥ或

体的研究，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所建立的

ＬＣＥ状态。比如，注入冷气体的等离子体射流［９一、低

基本控制方程和方程中所采用的等离子体物性参数

气压等离子体喷涂［１ ０。１１ｊ、与冷壁面或冷气体交界面

的自洽性得不到满足，也使得研究者们不得不采用

处的等离子体［１２１ ８ｉ、热等离子体薄膜沉积与纳米材

非平衡等离子体的定压比热和反应热导率，而在非

料制备Ｌ１９。２０｜、向软真空环境下扩张的等离子体射

平衡条件下却很难给出它们的明确定义［３４。３８Ｉ。

流［２１‘！扎、用于模拟航天器周围等离子体流动的地面

３）关于非平衡等离子体输运系数的计算方法仍

测试系统［２３。２ ４Ｉ、高压气体断路器中的开关电弧［２５。２ ６Ｉ、

存在争议。对于处于ＬＴＥ状态的热等离子体，目前

高强度电弧的近阴极区［２７３等。因此，为了更准确地

应用最为广泛的等离子体输运系数计算方法是基于

描述热等离子体体系中热力学及化学非平衡特性，

Ｃｈａｐｍａ”Ｅｎｓｋｏｇ（Ｃ＿Ｅ）方法求解ＢＯｌｔｚｍａｍ方程，即

研究其中复杂的热一电一磁一流动一化学反应耦合效应，

假定等离子体体系中组分的分布函数对ＭａｘｗｅＵ分

势必要发展更为精确的用于模拟非平衡热等离子体

布是一阶扰动，通过引入Ｓｏｌｌｉｎｅ多项式线性化ＢＯｌｔ—

体系中基本物理过程的物理数学模型，包括基本控

ｚＨ协ｎｎ方程得到一系列的线性方程组，进而推导出

制方程以及相应的等离子体输运系数。

求解等离子体输运系数的表达式［３９。蛐。。１９６７年，Ｄｅ—

现有的描述热等离子体体系非平衡特性的物理
数学模型往往存在以下问题：

ｖｏｔｏ基于电子质量远小于重粒子质量这一物理事
实，提出了将电子和重粒子之间的碰撞过程完全解

１）与目前广泛采用的描述ＬＴＥ＿ＬｃＥ等离子体

耦的简化理论Ｈ１Ｉ，奠定了等离子体输运理论研究的

的物理数学模型不自洽。用于非平衡热等离子体

基础。１９９３年至今，Ｍｕｒｐｈｙ等研究者基于这一理论

（如等离子体偏离ＬＴＥ和／或Ｉ￡Ｅ状态）特性数值模

不仅计算得到了大量的单一气体或者混合气体等离

拟的物理数学模型，包括基本的控制方程以及相应

子体在ＬＴＥ条件下的输运系数，并发展了适用于２

的等离子体物性参数，在等离子体处于ＬＴＥ＇ＬＣＥ状

种非反应性气体的组合扩散系数法［４２。４７１；他们所得

态时应该能够准确地回归到平衡态下的物理数学模

到的大量ＬＪＥ等离子体的输运系数数据被广泛应

型。然而从已经发表的研究结果来看，不同的作者

用于热等离子体的数值模拟。然而将这一简化的处

所采用的非平衡态热等离子体控制方程不尽相同

理方法直接应用于计算非平衡热等离子体输运系数

（如文献［２８—３１］），而且很多作者所采用的控制方程

时却遇到了诸多问题：一方面，Ｄｅｖｏｔｏ等人所采用的

当电子与重粒子温度相同时亦无法回归到Ｉ．ＴＥ等

基于电子一重粒子碰撞解耦的简化理论［４１‘４ ８’４列虽然使

离子体模型。

得等离子体输运系数的计算大为简化，但却在物理

２）控制方程与输运系数不自洽。用于非平衡热

上导致了由组分扩散系数计算得到的组分扩散通量

等离子体数值模拟的控制方程中的各输运通量（包

无法满足质量守恒定律Ｋｏ一；而另一方面，基于Ｒａｔ等

括质量、动量和能量通量以及电流）应与计算等离子

人所提出的电子一重粒子碰撞完全耦合理论瞄妇虽然

体输运性质参数中所采用的输运通量相一致。根据

可以得到满足质量守恒定律的组分扩散通量，但由

动理论由ＢＯｌｔｚＨｌａｎｎ方程出发不仅可以推导得到关

于在计算所有的等离子体输运系数时均全部考虑电

于等离子体中每一种组分的守恒方程，而且可以根

子与重粒子之间的耦合作用，从而导致计算过于复

据其中的输运通量得到守恒方程中对应于不同参数

杂、耗时，而且除了扩散系数之外，其他输运系数的

（如浓度、温度、速度、电位等）的输运系数（如扩散系

计算结果与采用解耦简化理论得到的结果相差

数、热导率、粘性系数、电导率等）。由此我们可以看

甚微‘３７‘谘ｊ ３ｊ。

到，描述等离子体体系中质量、动量、能量和电荷的

本文应用动理论、采用统一的基本假设和输运

输运通量不仅是控制方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决

通量的定义式，建立了完全自洽的用于描述非平衡

定了等离子体的输运性质参数。因此，在数值模拟

热等离子体体系中基本过程的物理数学模型。该方

中保证基本控制方程和输运性质参数计算所采用的

法从Ｂ０１ｔｚｍａｎｎ方程出发，首先推导出描述等离子体

输运通量的一致性对于得到正确的数值模拟结果至

中不同粒子守恒特性的控制方程，然后采用修正的

关重要。然而从目前已经发表的论文来看，关于这

Ｃ＿Ｅ方法来得到等离子体输运性质参数的表达式，

两方面的研究往往是分开进行的［３２。３ｉ。在局域热力

在保证等离子体体系质量、动量、能量和电荷通量自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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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曲、，ｏｌｔａｇ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ｒ曙

洽的前提下封闭了控制方程。这样的处理方法，一

所造成的电子与重粒子问弹性碰撞的能量交换效率

方面，关于等离子体输运系数的处理方法合理考虑

极低，但由于等离子体体系中化学反应过程（如分

了电子质量远小于重粒子质量这一物理事实，既不

解、激发、电离以及相应的逆过程等）的存在，电子子

同于Ｄｅｖｏｔｏ和ＢＯ肌ｅｆｏｉ等人所提出的完全解耦的

体系和重粒子子体系并非２个孤立的子系统，而是

输运系数计算方法［４｝４９］，也不同于Ｒａｔ等人提出的

相互间存在质量、动量和能量的交换过程口７；。

完全耦合的计算方法［５１】，不仅简化了输运系数的理
论推导和数值计算，而且保证了等离子体体系中组
分扩散通量的守恒特性；而另一方面，所得到的非平

衡热等离子体条件下的基本控制方程在ＬＴＥ＿ＬＣＥ
等离子体条件下亦可完全回归到文献中普遍采用的

５）等离子体为光学薄，即等离子体对辐射能的
吸收与全波长范围内的辐射能相比可忽略不计。

６）低拖咖数流动条件下，能量方程中的粘性耗
散项以及压力功项可以忽略不计。
２输运通量的表达式

平衡态等离子体的基本控制方程，从而使得非平衡
态等离子体条件下的物理数学模型与平衡态等离子

体模型之间的自洽性得到保证。

对于一给定的等离子体体系，其中组分ｉ的速
度分布函数六一工（Ｇ，ｒ，￡）是其速度（ｃ。）、空间坐标
（ｒ）和时间（￡）的函数。对速度分布函数在速度空问

１基本假设

积分即可得到粒子的数密度绣＝ｌ工如；而任意物
对于本文所研究的非平衡热等离子体体系，理
论推导所采用的基本假定包括：

１）等离子体中粒子的自弛豫时间（ｒｃ）远小于能
量交换的弛豫时间（ｒＥ）［５４－５５］，即ｒｃ《ｒＥ。在这种条件

理量亟的平均值则可写为（囊＞三二ｌ垂厂：如。于
，ｌｉ Ｊ

是，我们可以定义如下变量：
１）组分ｉ的平均速度

下，等离子体体系中的电子和重粒子２个子体系的

１

速度分布函数分别满足Ｍａｘｗｅｌｌ分布，即对这２个
子体系可分别定义电子温度（ｔ）和重粒子温度

２）等离子体的质量平均速度

％三土∑心肌．１，。。
』０＿

转动温度和振动温度则与重粒子温度相等。于是，

ｅ兰ｃ。一％。

ｒ

１

５｜，即ｍ《砘。于是，宏观上可以将等离子体看

Ｖｉ＝（ＣＪ）一三Ｉ Ｇ厂。ｄｃ。一＇，，一％。
５）组分ｉ的约化速度

ｗｔ一√豪ｃｉ。

均速度。

玩《球。于是，等离子体的输运性质参数除反应热导

率外将不受化学反应的影响；即使对处于非ＬＣＥ状
态的等离子体亦可采用修正的Ｃ－Ｅ方法计算等离子
体的输运系数［５引。
４）由于电子质量（佩）远远小于重粒子质量

（４）

丌－Ｊ

作一种流体，流体速度为体系中所有粒子的质量平
３）玩远小于化学反应的弛豫时间（强）［５４。５ ５Ｉ，即

（３）

４）组分ｉ的扩散速度

２）粒子问动量交换的弛豫时间（ｍ）远小于
ｒＥ［５４。５

（２）

３）组分ｉ的特定速度

述即可，而无需对每一种粒子都引入一个温度指

标嘲。

（１）

Ⅳｉ Ｊ

（Ｔｈ）。并假定粒子的激发温度与电子温度相等，而

整个等离子体体系采用Ｔｅ和Ｔｈ ２个温度指标来描

ｒ

Ｋ三（ｃ。）一三ｌ ｃｉ厂：ｄｃ：。

（５）

式中：巩和正分别为组分ｉ的质量和温度；等离子

体质量密度１０一∑ｍ竹。一∑１０】＿；忌。为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
常数。
基于上述定义，若面积为山的平面以速度％运
动，则穿过该面积微元的组分ｉ的粒子数通量为
ｒ

彬一Ｉ＾ｃ，ｄＧ。

（砜），即佩《ｍｈ。因此，一方面，在应用Ｃ－Ｅ方法求

（６）

解Ｂ０１ｔ砌ａｎｎ方程时认为重粒子一阶扰动函数的变

由于质量为矾的粒子ｉ运动所携带的动量和

化要远小于电子一阶扰动函数的变化，即（够：一纰）《

能量分别为优：ｃ：和ｍ！（Ｇ／２＋ｅ沁＋￡¨。。），其中￡…。

（甲；一吼），这里∞和卿分别代表重粒子和电子的一

和ｅ。分别代表内能和与反应相关的能量Ｃ！一『Ｃ；１。

阶扰动函数，而上标“Ｄ’表示碰撞之后的扰动函数。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关于组分ｉ的输运通量表

为了书写方便，本文之后出现的带上标“Ｄ’的物理量

达式：

均表示碰撞之后的物理量。而另一方面，尽管由此

万方数据

１）组分ｉ的质量通量

张晓宁，李和平，Ａ ＢⅣ【ｕｒｐｈｙ，等．用于非平衡热等离子体数值模拟的物理数学模型
、］

Ｊ，一，ｍ六ｃ。ｄｃ一唧∽；

Ｃｌ·玑。厂。·Ｖ ｖ０一∑ＪⅡ。

（７）

式中，ｄ／出一ａ／巩＋Ｍ·Ｖ为随体导数。

２）组分ｉ的动量通量，即胁强张量

将方程（１３）两边同乘以垂，并对其在整个速度

ｒ

Ｐｉ—Ｉ ｍ。ｃ。，。ｃｉｄＣ一规。ｍ。（Ｃｌｃ。）一户。Ｊ＋ｔ；

（８）

式中：户ｉ和霸分别代表等离子体的静压和粘性应力
张量；Ｊ为单位张量。
３）组分ｉ的能量通量，即热流密度

空间积分即可得到Ｅｎｓｋｏｇ变化方程口９。４叩

仁州争（％托闷，ｌ＋（暑一誓Ｍ√，一
ｃ·玑．厂。·Ｖ％）一Ｉ

（９）

ｑ。＝行ｉｍ。（÷（Ｃ；ｃ。＞＋（￡¨Ｇ＞＋（￡¨。。ｅ））。

．ｊ『，一以。ｎ。Ｖ。。

垂，∑．厂ｉ ｄＧ。

（１０）

式中：Ｐ为基本电荷量；乙代表粒子ｉ的电荷数。
将上述输运通量对所有粒子求和即可得到等离

子体体系的总质量通量Ｊ一∑Ｊｌ、总动量通量Ｐ一
∑只、总能量通量ｇ一∑俄以及总传导电流．Ｊ『。一

性碰撞过程中物理量垂的变化，其具体的表达式可
参见文献［５８］。此处，

镒１（囊）一∑ｊｌ≮［二ｊ．。ｎ（乒囊）＾＾驴ｉｄＱｄＣｄＣ；
（１６）

筮。１（囊）一∑Ｉ囊掣ｄＣ。

动理论推导

（１５）

式中：篮１（垂）和篮“（垂）分别代表在弹性碰撞和非弹

一∑ｊ『。。
３描述非平衡热等离子体的物理数学模型的

（１４）

方程（１４）等号右边的项可进一步写成如下形式

垂。∑，Ⅱｄｃｉ一△ｅｌ（西。）＋△∥（垂。）。

４）组分ｉ的电荷输运通量，即传导电流

（１７’

若分别令＠一碱、佩ｃ，、矾（Ｇ／２＋ｓ。＋￡¨。。），并
代入方程（１４），则可以得到如下的关于组分ｉ的守恒

组分ｉ的速度分布函数工（ｃ。，，，￡）满足如下的

方程。
１）组分ｉ的质量守恒方程

Ｂｏｌｔ锄ａｎｎ方程姗

篝托·Ｖ＾＋暑帆。卜军‰（１１）
式中：Ｘ为作用在粒子ｉ上的外力；Ｖ。代表速度空

间的微分算子，方程右边的碰撞项∑Ｊｉ由弹性碰
撞项（∑，ｉ）和非弹性碰撞项（∑，拳。１）组成，其中

等＋Ｖ“ＰｌＶ。）一一Ｖ“ｐＶ：）＋
△；１（ｍ。）＋△Ｉｎ“（ｍ。）。

（１８）

２）组分ｉ的动量守恒方程

盖（ｐ．１，ｔ）＋Ｖ·（Ｐ般Ｖ。）一一Ｖ·Ｐｔ—Ｖ·（ｐＶ肌）＋
，２：＜Ｘ。）＋＇，ｏ·△Ｉｎ８１（ｍｉ）＋△；１（ｍ，Ｃ，）＋△，。１（ｍ，Ｃ，）。
（１９）

弹性碰撞项可写为

；Ｊ；一；剧ｄｎ（办：吖川舻ｉ

（１３）

Ｊ

３）组分ｉ的能量守恒方程
ｄＱｄｅ。（１２）

式中：ｇ为粒子ｉ与粒子歹之间的相对运动速率；％
为微分碰撞截面；ｎ为立体角。

为了书写方便，我们引入算符昱一毫＋ｃ。·Ｖ＋
尘·Ｖ。可以将Ｂ０１ｔ珊ａｒｕｌ方程左边写成Ｄ正／＆。
基于方程（１１），应用动理论即可推导得到描述

础。＋Ｖ．（Ｐ觚）一警一Ｖ．ｑ！一（∥。）誓＋
卯。（ｘ：ｃ。＞＋霸：Ｖ％＋△？（ｍ：（妻ｃ；＋￡。＋
￡。。。））＋△：ｆＩｅｌ（佩（÷ｃ；＋￡。＋ｅ。。。））。

（２０）

式中，＾。一÷愚。正＋￡¨＋￡。。。为组分ｉ的比焓；这里
的符号“：”表示张量间的双重积，下同。

非平衡热等离子体特性的基本控制方程和相应的输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守恒方程中的扩散速度Ｖ、

运系数。限于篇幅，本文以下部分仅简要给出理论

胁强张量只以及热流密度ｑｌ的具体表达式并不是

推导，而着重讨论所得到的物理数学模型的自洽性。

已知的。为了封闭上述守恒方程，需要求解ＢＯｌｔｚ—

３．１组分ｉ的质量、动量和能量守恒方程

ｍａｎｎ方程得到计算这些输运通量的等离子体输运

将式（３）代人方程（１１），得到

篝＋（％＋Ｇ）．Ｖ＾＋（嘉一誓Ｍ√，一
万方数据

系数的表达式。
３．２等离子体输运通量及输运系数表达式
本文提出了新的修正的Ｃ＿Ｅ方法，相对于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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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ｇｈ、ｂｌｔａｇ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的简化方法在不过多地增加计算难度和复杂性的情

推导方法即可得到本文第２部分所给出的输运通量

况下使得组分的扩散通量能够满足质量守恒定律。

及其对应的输运系数的表达式。

以下给出主要的推导过程，详细过程参见文献［５６］。

１）组分ｉ的扩散速度

首先，基于本文第１部分的基本假定（４），电子

与重粒子的Ｂｏｌｔ珊ａｎｎ方程可分别写为如下形式：

警一肛’∥（卅≯，－旷妇ｌｌｄ触＋
∑ｌ Ｉ∥’∥∞（罚一Ｐ。）舻，，ｄＱ崛；

（２１）

警＝肛＂（≯ｊ１概ｍｄｃｌ＋

Ｖ一齑善州刚，＋啪川栅一
旦ｖｌｎＴｈ一堕ｖｌｎ臼。

＂ｚ优ｚ

”ｚｍ

（２７）

２

其中，系数Ｂ，、Ｄ＿分别为等离子体寻常扩散系数和
热扩散系数，聪和联＋为相应的非平衡扩散系数，
它们的计算式可参见参考文献［５６］。
２）总胁强张量

∑Ｉ Ｉ∥∞∥∞（ｄ＋驴：一妒，一仍）舻ｉ ｄＱｄｃｊ。
（２２）

式中，昭为扰动函数，上标“（ｏ）”表示该物理量为零

Ｐ一户Ｉ—ｆ一∥一２≯。

（２８）

式中，Ｊｓ一专（Ｖ％＋（Ｖ％）７）一÷（Ｖ％：Ｉ）Ｊ；Ｐ为粘
性系数，其表达式为

阶近似的结果；方程（２２）右边第１项表示电子与重
粒子间的碰撞积分项，该项在Ｄｅｖｏｔｏ的简化理

产一告足。∑咒：Ｔ：６ｉ。（手）。

论阻Ｊ８ｑ９１中被忽略掉了。我们认为，虽然可以证明其

式中，Ｓ代表等离子体输运系数计算的近似阶数。由

量级为０（佩／优。），然而由于组分扩散通量守恒特性

于电子质量远小于重粒子质量，式（２９）中已经忽略

的约束，该项能否被忽略仍然需要计算结果的进一

了电子对粘性系数的贡献。

步验证。

３）组分ｉ的热流密度

当考虑等离子体体系中电子与重粒子２个子体
系之间的扩散过程时，电子和重粒子的一阶扰动函

数分别为：

口：一号以。志。ｔＶ，＋行ｉ优赢，，Ｖ，＋理，ｍ岛。。Ｖ，一譬∑
蕉笪塑二堕ｖ。一Ａ，ｖ Ｔｈ—Ａ？Ｔ，ｖ ｌｎ口。
１ｔ—Ｌ

９，一一Ａ，·Ｖ

Ｄ１

（２９）

ｌｎ瓦一Ｂ。：Ｖ％＋∑Ｇ ｄ，＋

Ｑ（ｏ）＋∑日哟·Ｖ １ｎ臼一Ｆ１·Ｖ ｌｎ臼；

伫一一Ａ。·Ｖ ｌｎ

Ｔｈ—Ｂ：：Ｖ％＋∑Ｇ

（３０）

３

式中，Ａ：和＂分别为组分ｉ的平动热导率和非平衡
热导率，即
（２３）

卜抖鲁塞筹惫既㈣，
壮∥＋譬塞篇惫既（３２）
ＪＺｌ，２
犯ｌ，：暑１以ＪｍＪｍ＾』ｈ

ｄ，＋

Ｄ，Ｑ；。’＋∑Ｅ；∞，·Ｖ １ｎ臼一Ｆｊ·Ｖ １ｎ臼。

”ｆ

（２４）

其中，∽一ｚｌｐ（１一ｚ１）／驴，龇≥２一一ｚ：ｚｌｐ／Ｄ：２，Ｄ一１
＋ｚ，（口一１），温度比臼一Ｔｅ／Ｔｈ，组分摩尔分数五一

绣／％，总粒子数密度卵，一∑规，；Ａ、Ｅ、Ｇ、Ｄ、Ｅ和
Ｅ均为待定系数；ａ∞表示电子在和重粒子发生弹
性碰撞的过程中其平均动能的变化；ｄ，为扩散驱动

Ｊｍ Ｊｍ女』ｈ

此处未知系数以船、Ａ７７以及聩的表达式可参见参
考文献［５６］。
４）总的传导电流

‘，。０ｎｄ一∑忍，咒：Ｖ：一扭。…
式中：Ｅｅ。。为外电场；盯为等离子体电导率，且

一一署善（争善渤＾印川。

力‘５１『，即

”暑塾矿硝ｔ＋ｃ喾一暑ｍ＋嫠Ｖｚ；
（２５）

（３３）

（３４）

３．３描述非平衡热等离子体体系的物理数学模型
基于上述讨论，在本节中我们通过对组分ｉ的
质量、动量和能量守恒方程中的弹性和非弹性碰撞

屯ｚ一告蚤啦，～置＋（吾一詈闪夕＋

号Ｖ一半

引人ＳＯｎｉｎｅ多项式。采用与文献［３９］中类似的
万方数据

项的处理得到能够描述处于热力学一化学非平衡态
的等离子体体系特性的、自洽的物理数学模型。对
于等离子体体系中的弹性碰撞过程，在本文研究中
仅考虑两体碰撞；而对于非弹性碰撞过程，则根据唯

张晓宁，李和平，久Ｂ Ｍｕｒｐｈｙ，等．用于非平衡热等离子体数值模拟的物理数学模型

象理论比８。２鲴给出其相应的表达式。

弹性碰撞过程中的能量交换。

由于组分ｉ在弹性碰撞前后其质量不会改变，

从电子和重粒子的能量守恒方程可以看到：①

故篷１ｍ。＝０。而在非弹性碰撞过程中，如果在该非

能量守恒方程分别以电子或重粒子温度作为求解变

平衡等离子体体系中有ｒ个反应，则有篮“优：一

量，而无需定义非平衡等离子体条件下的定压比热；

∑＆Ｇ息，其中皖为反应率的绝对值，系数气一１、
ｉ三１

②由于在基本控制方程和输运系数的推导过程中采
用了一致的输运通量，因此，组分焓的输运项直接出

—１或ｏ，分别代表粒子ｉ在反应七中产生、消亡或者

现在相应的能量守恒方程中，从而避免了非平衡等

没有变化。由此可以得到组分ｉ的质量守恒方程

离子体条件下反应热导率的定义和计算。

等加“缈。）＝却“∥ｆ）十善＆Ｇ“。

要。因此，除了上述描述等离子体体系质量、动量和

将方程（１９）两端对所有组分求和，即可得到该
等离子体体系质量平均的动量守恒方程

能量守恒规律的基本控制方程外，还需要考虑广义

欧姆定律，而且电流连续性方程也应与上述方程相

羞（∥。）＋Ｖ·（∥。％）一一Ｖ户＋Ｖ。ｆ＋
Ｊ『。。。ｄ×Ｂ＋ｐ。（Ｅ＋％×Ｂ）。

在放电区，电场对等离子体行为的影响至关重

（３ ５）

互自洽。
电流的连续性方程可以根据组分质量守恒方程

（３６）

式中：ｆ一２声是切应力张量；Ｐｃ为净电荷密度；Ｂ和

（３３）以及电荷守恒原理推导得到

等＋Ｖ·（ｆ９ｃ％）一一Ｖ·Ｊ『…ｄ。

Ｅ分别代表自磁场（没有考虑外加磁场）和总电场。
电子能量守恒方程可写为

掣—＋一Ｖ·（１０。＾。＇，。）＝＝Ｖ·（Ａ。Ｖ

（３９）

上式中净电荷密度胁与总电场Ｅ的关系为
式中，￡ｏ为真空介电常数。在等离子体中，总电场Ｅ

Ｖ·（Ａ：Ｔ。Ｖ ｌｎ口）一Ｖ·（行。＾？Ｖ。）＋

绷。Ｚ。Ｖ。Ｅ＋Ｑ曼＋Ｑ？“。

（３７）

可分为２部分，一是外加电场Ｅｅ“；二是由于电荷分

离（电子扩散比离子快）而产生的内电场Ｐ，或者称

式中：电子比焓矗。＝÷‰丁ｅ，Ｋ一昔‰丁ｅ，Ｑ｝和
乙ｍ。
厶

为双极电场，即
Ｅ—Ｅ“‘＋Ｅ“。

Ｑ“分别代表在弹性碰撞和非弹性碰撞过程中电子
［５８］。方程（３７）等号左侧依次代表电子能量随时间

（如式（３３）所示），

．ｊ『。。。ｄ一扭“‘。

的变化率、对流换热项，等号右侧从左至右各项依次

（４２）

因此，如果我们将外电场定义为外电势的梯

代表温度梯度引起的热传导、非平衡度梯度引起的
热传导、电子焓输运、电场力做功以及弹性和非弹性

（４１）

由于等离子体总的传导电流仅与外电场有关

与重粒子间的能量交换率，具体表达式可参见文献

度，即
（４３）

Ｅ“‘一一Ｖ９“‘。

碰撞过程中的能量交换。

则矿“代表了由外电场所引起的等离子体中的电位

重粒子能量守恒方程可写为

分布，它驱动了等离子体中的电流。于是，方程（３９）

丛兮竽＋Ｖ·（Ｐｈ矗ｈ％）一Ｖ·（Ａ。Ｖ瓦）＋

可变为

篝＋Ｖ·（Ｐｃ％）＝Ｖ·（口Ｖ Ｐ…）。

∑Ｖ·（Ａ？Ｔ。Ｖ １ｎ口）一∑Ｖ·（咒。矗ｉ＋Ｖ。）＋
ｙ（绷．ｚ。Ｖ。）Ｅ—Ｑ：ｌ＋Ｑ膏“。

（４０）

ｐ。一￡ｏ Ｖ·Ｅ。

Ｔｈ）—＋一

（３８）

ｉ互

若记总电势９一矿“＋矿“，则电流连续性方程可
重新写为

式中：重粒子质量密度１０Ｉｌ一∑托ｍ。；重粒子比焓＾ｎ

一去萎以；重粒子平动热导飘一承方程
（３８）中等号左侧依次代表重粒子能量随时间的变化

（４４）

Ｖ

２

９一等。

（４５）

或者
Ｖ ２矿一一＆一Ｖ
＾
●

２妒ｅｘｔ。

（４６）

Ｊ

率、对流换热项，等号右侧各项的物理意义从左至右

从方程（４４）～（４６）可以看出：①如果没有外加电

依次为温度梯度引起的热传导、非平衡度梯度引起

场，等离子体处于稳定状态，且满足电中性条件，则Ｐ

的热传导、重粒子焓输运、电场力做功以及弹性和非

一≯“一矿“＝ｏ，这意味着等离子体中无电流通过；②

万方数据

高电压技术

如果没有外加电场，等离子体处于稳定状态，但不再

满足电中性条件（例如在靠近电极的鞘层区），这时

Ｈｉ曲Ｖｏｌｔａｇｅ

羞（∥。）＋Ｖ·（∥。％）一一Ｖ夕＋Ｖ。ｆ＋．ｊ『ｃｏｎｄ×Ｂ。
（５０）

矿“一ｏ，Ｖ ２Ｐ—Ｖ ２≯。一一１０ｃ／￡。；③如果等离子体处于
无宏观流动的非稳定状态，且不满足电中性条件，则

将电子和重粒子能量方程相加，得到

姜丛磐＋娄Ｖ·ｃ础甄，一塞Ｖ嘲：Ｖ

电势和电流可分别由如下方程式得到：

ｆ Ｖ心Ｖ妒…）一警；
～

｛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一

∑Ｖ·（咒：矗，Ｖ：）＋∑（册。ｚ。’，：）Ｅ—ｕｒａｄ。（５１）

．

ｖ ２∞＝一丝。
ｌ

’

根据文献［３８］中反应热导率（Ａ。）的定义，可以得

（４７）

￡ｏ

到如下关系式

ｆ．Ｊ『。。ｄ—ｃ画“‘一一盯ＶＰ“‘；

ｔ—－、

讧。～薯一ｅ。丢ｃ
ｍｓｎ一８。万一一８。瓦‘ＶＶ扯

＞：Ｖ·（靠ｉ矗，Ｖ。）＝一Ｖ·（Ａ。Ｖ

Ｐ）。

Ｔ）一

要与。ｄ．ｖ Ｔ。

式中，．『如。为位移电流。
④在满足电中性的条件下，即风一ｏ，我们有
Ｖ·（ｄＶ ９“‘）一０。

（４８）

方程（４８）即为热等离子体条件下不考虑电极鞘

将上式代人方程（５１）得到如下形式的等离子体
能量守恒方程

丛爰堕＋Ｖ·（∥。＾）一Ｖ·（Ａ

层时所采用的电位方程。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在没有外加磁场的情

要与…ｄ．Ｔ—ｕｒａｄ。

况下，在动量守恒方程（３６）中仍需要计算自感应磁
场Ｂ来得到等离子体所受到的ＬＤｒｅｎｔｚ力。在二维

（５２）

Ｖ

Ｔ）＋ｊｆ…。Ｅ＋
（５３）

式中：ｌＤ（∑，ｚ。ｍ：）为等离子体的质量密度；矗（一

数值模拟中，磁场Ｂ可由Ｂｉｏｔ－Ｓａｖａｒｔ定律得到；而对
于三维模拟，为了提高计算的效率，则需要引入向量
势Ａ来求解磁场Ｂ—Ｖ×Ａ。由Ｍａｘｗｅｌｌ方程组可

去；ｌＤｉ＾：）为等离子体比焓，等离子体热导率定义为
Ａ—Ａ。＋Ａｈ＋Ａ，。方程（４８）～（５０）和（５３）即构成了文

知，向量势Ａ与总电流－『。。（一．ｊ『。。州＋，却＋风％）的关

献中（例如文献［５９］）普遍采用的ＬＴＥ等离子体数值

系为Ｖ ２Ａ一一胁Ｊ『…其中胁为真空磁导率。

模拟的基本控制方程。

４讨论

５结论

本文引言部分已经指出，用于非平衡热等离子

体数值模拟的物理数学模型的自洽性是模型正确性
的关键所在。我们在本文第３部分的理论推导中着
重强调了控制方程与输运系数计算的自洽性。在这

本文应用动理论，从ＢＯｌｔｚＨｌａｎｎ方程出发建立
了一套完全自洽的描述非平衡热等离子体中传热与
流动等复杂过程的物理数学模型。该模型的主要特
点是：

一节中，我们将讨论平衡态与非平衡态模型的自洽。

１）在等离子体基本控制方程和输运系数计算方

也就是说，本文第３部分理论推导所得到的基本控

法的推导过程中采用了自洽的描述等离子体体系中

制方程和输运系数的表达式对于平衡态热等离子体

质量、动量、能量以及电荷输运通量的表达式；也正

应该能够回归到文献中普遍采用的物理数学模型。
当等离子体满足局域热力学平衡、局域化学平

衡和电中性条件时，１０ｃ一≥：（纪死）一ｏ，ｔ—Ｔｈ—

因如此，控制方程中不需要定义非平衡等离子体的
定压比热和反应热导率这２个在目前文献中依然存
在争议的参量。

Ｔ（或曰一１）；组分浓度不再需要求解其相应的质量

２）当等离子体满足局域热力学平衡、局域化学

守恒方程（３５），而是直接由质量作用定律（Ｓａｈａ方

平衡和电中性条件时，本论文理论推导得到的控制

程）确定。将方程（３５）两端对所有组分求和，并应用

方程和输运系数可完全回归到目前文献中广泛采用

化学平衡条件可得等离子体的质量守恒方程，即

的物理数学模型。

雾＋Ｖ·（∥。）一ｏ。

３）本论文的理论推导在依据电子质量远小于重
（４９）

类似地，质量平均的动量守恒方程可以写成如
下形式

万方数据

粒子质量这一物理事实对Ｂ０１ｔｚｒｎａｎｎ方程进行了合
理简化的同时考虑了电子与重粒子２个子体系之间
的质量、动量和能量交换过程。因此，一方面，等离

张晓宁，李和平，八Ｒ Ｍｕｒｐｈｙ，等．用于非平衡热等离子体数值模拟的物理数学模型

子体输运系数的计算难度和计算量较Ｒａｔ等人提出
的耦合理论显著减少，与Ｄｅｖｏｔｏ等人所采用的解耦

［１９］Ｙｏｓｈｉｄａ

１６４７

Ｔ．Ｔｏｗａｒｄ

ｎｅｗ

ａ

［２０］Ｔｉａｎ

ｔｕｂｅｓ ｂｙ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ｐｌａｓｍａ

体系中扩散通量的守恒特性得到满足，且该方法可

２５９７—２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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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ａｃｋｌｉｎｇ ｇｒａｎｄ

［９］Ｉ，ｉ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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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方法相比并无显著增加；而另一方面，等离子体

用于计算非平衡等离子体条件下的组合扩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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