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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立和j用傅堕叶分析的方法和相关分析的方:在测到了MHO磁扰动信号的极向模巅"， ..I.

2、 3、 4租环向模敖π. 研究了 HL-I装置吧等离子体MHD不稳定特征相仰制不稳定性的若干方

法及结果.对于政也起始阶段n:JMHD特征对挂电全过¥'I!的彭响进行了分忻.认为 HL-l装置

的磕裂不稳定性分为三种z 内破罩、小破裂、大破裂.内破裂的出现是 HL-l 进入较好 (I:J运

行状态的一个标志.最后i ， ，结出了 HL-l装置的稳定运行区娩.

提.胃极向模鼓环向模数瞌望不稳定性



PRELIMINARY RESULTS OF MHO

STABILITY IN HL-l TOKAMAK

Zheng Yongzhen Ma Tens臼i Xiao Zhenggui

cai Renfang

(Southwestern Inst. of Physics, Sich\ltln)

ABSTRACf

In tbis p.per, MHD .ctivities of HL-I tobm.t pl.sma .re studied

witb Fourier tr.nsform .nd correl.tion .nalysis. Tile poloida1 m创始s

M= 1.2，也4 and toroidal mod阔. of MHD ....anet ic: fluctuation sianals

.re detected. Metb创s for suppressina MUD inst.bilities are suaaested and

tested, after MHD instabilities are Itudied io HL-l.

The effects of MHD cbaracteristic. in tbe beain"ina Itaac 01 discbarae

on tbe wbole pr饵e.1 of dilCbarac .rc: .nalJZICd. Tbe disruption in HL-l

由vii回 could be divided into tbree tinds. ioternal dilruption, minor

disruption and ma;;or disruption. Tbe result sbows tbat HL-l will have

a better operation condition if inter.al disruption .ppears. In tbe end.

the Itable oper.tion Raion of HL~l tot.mat is a.IO l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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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吉
口

目前，托卡马克等离子体仅在很窄的运行参数范围内取得约束与加熟研究方面的成果.

宏观MHO不稳定性限制了托卡马克运行参蠢的提高，它直接'巨响将来董变堆的经济娃益.研

究HL-I的MHO毡定性，对于保障它的稳定政电，改善它的运行参霞，是非常必要的.

本文主要分忻了在HL-l上现事到的MHO不稳定性的特征，讨论了抑制这类不窑定性的

初步尝试，结出了HL-l稳定运行的区域.

二、 HL-l的结构特点与实验布置

HL-l具育一个厚铜壳.铜壳的外半径R= I02c:m，内半侄b= 3ZCm，壁厚。= scm. 真空

室申装有活动孔在与固定在程 "ι= 20c:m). HL-l诊断在量的布直与磁挥针线圈的分布如困

1 所示.砸探针羹在铜壳与真空室之间.在环南方向均匀分布四很蕾舞针，用来测量环向扰

动攘Ir，在小圃截面均匀布置相隔45-的八银探针呵来测量极向拢动摸III. 噩挥针信号被送入

MHO幌分析嚣 -EI ，结出111= 1 ， 2 ， 3，也与'1= I , 2 的模扰动幅值随时间的变化.同时把所需

要的两个醺探针信号逞入单遥相关分析器，进行相关分析测量 W. 用，fmm 徽被于普仪测量

霄 " 盒硅面垒二恒管测量敏X射缉的帽齿，医萄，采用不同肆宣的补充脉冲运气 (HI) 来提高

等离子体雷度和改善事离于体的参数， PV-I0压电品体间采用Ii呻控制造气，最大选气量为

3.3 X 107 P.· 且 Is.

HL-I的实验参敷范围如下，

切蛐气Hi.Pc 5.3x 10- z-2.0 x l0- I Pa

纵向磁场Br 1.2-2.4T

欧蝇电施I， 50--135tA

a在半岛 16--ZOcm

~
;,c..."_

圈 1 ..￥关诊断扎遇的布宦再 iiU厚钟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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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HL-l的破裂不稳定吨

fl.z.... Idlv

II捕 \uum， /d ， v

v
~

因2 增 K辛:较小的极fnl场低频扰与U

《米尔诺夫振荡P 的特征

FI￥i 足u:阵以180-1 9Oml惯结构扩展[到

品
…-回.

托卡马克的宏观不稳定性的外现特征是等离子体参数的拢动，尤其极向场的扰动与等离

子体申心发出的软X射线的锯齿握蔷. HL-l上出现的宏观MHD不稳定性分为增挺率位小的

低频握萄〈即米尔诺夫矗蔷}与破裂不稳定性.

米尔诺夫握萄具有模结构为 up (im8- irr制

的电流磁场扰动的特征，模的幅值增最tf慢，

对应的环电压上不会出现负尖峰〈如图 2) ，此

种不稳定性对政电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但在

-定条件下也能导致精茸的破裂不自定性.破 t

型不稳定性是低 q 值高密度运行的严重障碍. ~

HL-l 上所观察到的破裂不稳定性大量可分三

美z 内破裂、小破裂和大破裂.

(-)肉疆覆

在HL-lff~宏观毡定放电中，从等离子体中

心区发出的软 X射线具有明显的锺齿形振荡

《圈 3) [71 .从紧靠中心处I-相离中心稍远处

2- 所提出的软X射线信号中锯齿握荡的形状刚

好相反，但周期恼间，τ~2ms. 这些都是内磕
v.

裂的典型特缸.这是因为，等离子体中心温度 --:.-

.高，比起周围在较高的电流密度;(0)， 在欧

.加热下申心部分电流愈来愈大，使中心目'j

1(0)<1，这样在1:;;1 的画面上出现m - I ,

,,= 1的撕裂酶，产生内噩噩.这种不稳定性使得

在I-I面的内外两侧的事离子体位置交换，字致中心温度突然下降，而I == I 丽!外的事离子体

温度突然上升， 9:;; I 面内外温囔变平.气内部温度下降到使 9(0) 斗-I时，内破裂停止，于是，

Z'

"

电it ".... ,l1li- Iln.t
四 B 宏观筒'，t放咆rfl攸X孵线销;lj

振·荡的，电句~在形

.r=2. 1T J, -IO.kA lJ蝇; 21D1/div

用 4 月i 栋，叶'i!气呼致也及通ill收缩

:rri.如n饮X射f在向~仇'民;1
ljil2a'll/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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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歇..加热作用下，中心区温度又组慢上升，外侧的温度相应地缓慢下降.上述过程反复进

行，就导章中心处政X射线信号出现"正锯齿'振荡，外部出现"反锯齿'振荡.围 3 申可

明显蕾到1°为正锯齿振荡，而2°是反锯齿振荡.从而可以确定这次政电q=1的磁面半径小于

3emo HL-l装置在宏观稳定政电中，观察到内破裂的出现，它标志着 HL"';I 己进入正常的较

好的托卡马克放电.

内破裂是因为等离子体电流在中心区的分布太陡所载.当中心电流密度;(0)坦过 10 7 ·B

127tR的水平时【4 ，即q(o)<I， 就发生内破裂.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对于没有出现内破裂

的放电施加补充脉冲送气，强迫等离子体电流通道收缩，从而温起内破裂(见图4>

《二〉小疆"

这类不稳定性具有以下特征，环电压波形上相应出现负尖峰(不超过10伏)，等离子体的

大半径突然收缩，小半径突然扩张，极向拢动场的幅值一般是极向场的ZYo左右.但此类不

稳定性在放电过睡中往往会受到等离子体自身的抑制，而不会导致电流的断裂。

在HL-l上，小破裂通常出现在电流上升段和平顶段。=lOO-200m的。在平顶段出现

的小破裂是由111=2扰动增长激发起来的〈图5) ，在破裂之前，虽然存在111=2和m= 3 的模的

搞合，但后者非常小 (B a/B.-2.6Yo, B :s /B.-O.6Yo)。所以，在HL-l上这种破裂似乎由

单模 (m=2，1I=1) 扰动直接发展起来的.喧然一般来说宫不会使电流突然中断，但在环电

压植形上能产生相当大的负尖峰(见围 6 )0

因 5 ;且，fll坪区MHO不稳:.Lt'U句，寅主

情况

!Ji;.: m= 2 ro. t主功

中叹: "''''' 3 帧忧功

F纯z 坏咆ff

8T=I.IT 1,=IOOkA

扫描 20m.!djv

同 6 MHO破裂不由主:怜的出现 {i

环咆压上的 ti.现

.L咙:坏电 ff

F纯: 环 E且也气

Br=I.&T "=lOOkA

通过软X射线锯齿振葫f占号，植t示'针组fa号 [/(J傅!R叶分析，水平位移探针的有I Z-:~d号与

环电压对照分忻，可以清楚·地岳到这种植型前后i!r.j整+扰动的发展的况o [到 n注典型II·J _..组

示班回.破裂发生在战电开始后iH2ms，等i!f~子体性向内移动(0)， 坏电压搜I~上出现…系列

负尖崎(h). (c) , (E较大缸尖峰之 ，jl[ff在 III =2, '" =3(1(j ~民涌(d， 11I111·t 1't: qI 心[，{城HIJ'tIJi破

裂( d). 从(C). (d) L"fVJ {i fll， 小归到发生之，;ij ， m ~ J I jm.; 2it ，;jJr.工作It宣布-起， til 'i梢

台. .i£.& LJj 缸 III "- 2((.j !fp(:~ 11/1 ~I!.地破敲我 (m'" 1, 11--1 in 忧访}所凋 ail! ， Jl .忡点在.f，fl也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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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形上表现得十分清楚，这就是所谓的预破裂。这种振荡的幅值达到一定程度就发生破裂不

稳定性.关于电流上升段出现的小破裂民特征将在下一节进行!在拥讨论.

fe)

Ili"'~

位"饵tt相信号

ld ,
tkX.1 纯II(民 .ll

-t--· -j

;11、

，一

U1J

同 7 (EJj、饭i1 'jijl， i扰 iJJ院的统!民主ftt由此

( a) 水f' i·/.侈 n:ii(r'J 如1;，(，.') (b)UI也fl. t(. f i!.，~l

( c) "'= 2. 111= 3 f，t r;IJf且 1:;1;- Cd) 钦X'j!t且也山 r~ ~~

Br=1.6T 1,=100kA

(三}式.蜀

大破裂足d圳i 起?非F J山fλ~(-休 f也也 d流D夹足然坯跑! ~灭j皮1( 1川以的i~白~j 芷克i版裂才小、4抬4a2l半i豆二升tt ，

k比i汪二性o J上二E埠革H怜川I:J川I!小↓、 t恤峰犁 :ki义l" Jdj斗_..，μ正位!出立咣二主:Eι攸 t也i且j. il.LμLμω(白"的，:ω:￥j断犁o iJ4然HLl J: 每次山JJ\'.小瞌梨都

被系统本身仰;bll ( ，以后的恢兑止均收 I l!.~ ki "f他」14山 f铜元的反向作 JIJ 。

-



至今，在HL';"l装置上仅观察到若干次大破裂.它大量可分三类& (1)由于等离子体平

衡不好〈见图 8 ).水平杂散场没有得到补偿，等离子体碰壁而使电流中断.电梳突然下降之

前有一个小反冲，然后在10ms 左右垣时间内从坪区的高电流值突然降到零，相应在环电压

上引起很大的正尖蜂o (2)由于韧始气压太高，又附加脉冲送气，导致密度太高，坦越了

Z，"--3的放电条件下稳定运行的高密度极限。结果，导致电流很夭熄灭〈见图 9 )o( 3 )由

于杂质太多所致.图10是将没有清洗的活动孔栏往固定孔栏内伸入lem 时发生大破裂的示撞

固.由于等离子体与较脏的活动孔在强相互作用，杂质大增，导政形成大破裂.后来，活动

孔栏经多次放电清洗后，就没有出现类似的大破裂.

图 9 密度大高引起的大破裂不何也性因 8 由于平衡不好，引起的大

破裂不稳定性

Dr=1.52T 1,=6SkA 上线:环I且n

Br=Z.06T

pg=O.ZOP.

Hl: f在 l包Jk

I ,=100kA

补先送气脉宽lOOms

困 10 杂质太多引恕的大破裂

上统:仍线电流

中线.坏咆iIIil ,
干线:坏电压V L

Dr-1. lIT 1,=8SkA

gL=l9cm

图11 也{配上升段的MHO模然构的变化

上纯 m=Z;，， 1主分愤

II1 I是: m= 3;?:炫 j)-I.t

F线: m=4余炫jJ'" ~f l:

Ui-i童丰;dl!dt=30kA!ms

四、等高子体电流上升段MHD的不在l泛性

HL-l放电时常常在初始阶段III理MH!)~不白征性。It-坏f也 Jf~ J. 11-以川约 3 ms，气体被

击穿，产生等肉了'体也比，在环电压上产生…些正的扰功，因此出现…系列l负尖峙。磁t.，:针

6



电流上升较慢 dl/dc = 9kA/ms
时，" =2，1'1 =3模的变化

t统， 111= 2 模的变化

申线 111=3 模的变化

下线:也汽 L丹段

扫描: Zms/div

这种电流上升段出现的 MHD不稳定性主要和放电初

期等肖子体中心凹陷的电流密度分布在·关 Z ，这种电流分

短.

信号经空间傅里叶分析给出的结果〈见图11) 表明，这是一种多模式的螺旋扰动，其中有

III =4, 3, 2. 由于探针数目的限制未能观察到更高次的模。不隐定发展期间有显著的模搞

合，官导致环电压上出现负尖峰。若减低电流上升速率，

员lJ环电压上只出现米尔诺夫的振荡和个别的小负尖峰，其

本上不出现小破裂。此时，磁探针结出的 m=2 的扰动信号

己完全消失，只残留小部分m=3的扰动〈见图12).

囤 13是相隔 90· 的两个磁探针的相关分析计算机处理

结果.在电流上升快的情况下，磁场扰动变化幅值很大。

减慢电流上升速率以后，扰动幅值显著变小。电流上升速

率愈快，则破裂开始的时当时离击穿与电流形成的时刻愈 图12

SIDJ'撑 II 13 51亚万事;1089

b

o

::;, 2

~

126'84' 126·

~

。

2.9Z57
o

2.9257 8.7771

圃'
圃，

。.上升窟.t.UAI圃' 6.上舟蕴.JokA!lIIS

, 因 13 相隔90
0

的两磁饵'i:t相x测 r，i:(t'~~";;t

II. i ll.而 Uri虫，缸 t~ ， b. 'll ,hi L n- ~.H， t}<. 的种情况的他扰 :;!J$/J f(i的 Lt:Li.

上[¥I，环也压 Y L.

F圆z 极I"J磁场扰r:lJ函数w = [\ ()I- y)dt ]1 x. yjj寸jIJM~;iHt'0i" ;~

布容易产生较强的趋肤放应fro 导盘及撕裂棋不抱在性。 h 破裂i尘l'll 巾.~且前t't:- . ~、很快:(r.j 负

尖降后紧跟.n出现技大ion尖的，这将导致 ~l.!. f b\MJ£的~~:下降 fGS 实验.k 1~J ， ~£!.流上升段

出现的小破裂不抱在tt ，{.j i 也;~~ 'v- Wi段的非同子体品质 if I~J _!璋的路口 Ii，].在保峙出好 (I:j 等

离子体平衡位置悄况下，只'!z. ~I!流上升速 J年适中. Jfti II 上升段不 HI .5i m 二 2 n~j 扰功，则

iu且if，t手顶 lζ. .般:也;斗、二 7HjfJl.川、破裂 I(J. tfl j4 :.';i Ii i 典型尽快快!。从时'I I ~'r {i jilJ (0) {L It!.

ilJL 上丹段凶手J tJJJJl!, m e=. 2 In tit :力，从 J不 1 11. n~i)MHD悦IJ，构分和 l 米后，俨 J)li f1k任何扰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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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 f£ 外市

If.电 If. f 也成 Uf 段 h

。 I -1.1m 、

/j:'I! /!fli. fflJ

/f·'l! i'{(

mc-· 2 Jj):';I~;，'f':I 'L

用 =2 ;';;1:正分自t

用工 J ~悟性外 sf

m = 1 最佳分噩

4 敏电 t l'IJ

η-70{lms

{扣 'f· III C". 白小髓匈

[I, ~ 2υT {" ~日~kA

罔 15 11.且也ψU;口段， 111 真'但

紫外 ~I\仪测{寻elv线

的强度变化

1,;1:;: elV (3 1. 2nm)
|才)(，; It!,i!l (l , (μi:J)

用H 政电初始阶[5!:.m = 2的优功~t y.顶j交 YF离产 作 ，\MJi的影响

与破型，而i (们的i兄刚好与 (a) 柑皮。 Jt lfJt肉 lif if旨 Ij 杂质含 fit!印刷 }JU {~朵。例如，电流上

升段出现破裂不稳;i二性时， CIV (312A) ;B.且应 'i~:吕 LH 181 , [到 15 1 1 1 tlhi-条 feU主真空紫

外谱仪削得的示议凶，搜形上的振荡A ，JJ，让于圳、也Jl~上的纠

尖峰。 CIV 的强皮峰迟后负尖峰约 1 ms，这 &lff J{I: 1，d:

缺型时，等商+与孔栏的Hl Ji.作川 ))11 强。[llftt:上升民 III

现一系列被裂·与全致等 ;tH'- 体与1'L栏'&甘苦应多次强相Iia作

用，起击出太监杂质，从 Ifrj 呼貌、严 JJJi [3: ~r:j宏观不稳定性的

发展.

实验中，我们已发现两种时以减少上升段发生小破裂

的次数与强度的刀法。寄:一种，足吨少 Il!.流上升速本。第二

种是在校刮的初始气 JI~ JUIl J" ;辰川补元;脉冲运气 rt 入

冷的中性气体。削lJ放址 IY] !tJ., Jii 汗 ~;l i!i. 佳绿，!iX， {J 待 j

t笨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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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HL-l稳定运行区域

引起HL-1托卡马克等离子体宏观不稳定性的外界因素，大致有以下几种J (1) 安全因

于lJc.值下降， ( 2 )密度过高戎过低. (3)等离子体柱平衡不好，( 4 )不适当地注入冷的气体，

( 5 )真空室比较脏等。在→定有放Z (等肉了-体rpi驾于电荷数〉下，托卡马克稳定运行区域

的边界主要由等离子体密度相电报所决定。从大霞的实验数据中，用归一化方法，我们得出

了HL-l目前运行范围的稳定区域，如图16所示。

不徐志 q.

0.-1

卡一 ---1
飞11.J -~I lA 'j /

二LIK〈γ t;}"i:'

i fi汀--'-
ι--ι』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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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I

I. ~T笔;扫←<~，-lT

""k:\ "'.， Ii'<L:儿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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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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罔16 HL-l稳定运行阿姨

a) 点划线之内为巳i主if if互城巾的陌定民.

b) 一三条曹11kt址 )iJ~~ζ 1'1 ~~ (A). (B) 、 (C) •

c) (D) 制t:尖统尼11: 1I S; 19阳外 ~n补光 i t;' (的平 n [，外扩(~J!i' 也 jlj.'fr'" riC (B) 'j (D) 之间的区域偶尔出现

破裂不稳定性-

d) A表jJ;{f. (A) 边界附近的铠定l，~.

在稳定区域内，放电稳窑，环电压和电流i皮 JfHt滑，整个放电过程除了初始的8ms阶段

以外，磁探针几乎无极向场扰动信号输出(见!到17)。稳定区域基本上有三个边界(A).(B).

(C). 它们分别由低密度极限， lJc.值极限和l高密厦极限值所决定。边界(A) 结出最低的密度

极限，处于此密度时，一切放电都是选逸放电.由于诊断方面的困难，边界(A) 尚未完全确

帽 .R
定。幸运的是在lJ L 二 5'BT =0 ， 15附边区域具有大量稳定实验点 <A标志) ，而不是逃逸跟

电，因而可以估计出边界(A)o 当放电参数接近边界(e)时，则出现电阻性放电、等离子体中

心区的辐射损失明坠地增大， H.线强，度明显增高，电子温度下降，边界(C) 结出 HL-l稳定

运行的最大密度极限、当 (n·R/B T ) 超过 1 ， 2 X 10 16
/ (T'em勺 ， qL 小于 5 时，放电的结果

往往产生大破裂(见阳9 )，电流很快消失。在边界(B)J二将由低lJc.导致破裂不稳定性，边界

(B)结出了运行U.j'(r.J q L ir.J 极限伯。基 I二低q高雷度运行条件的亟要性，我们苟型研究了 HL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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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运行区接边界(B). 在孔栏半径a= 20cm情况下，等离子线平均密度a由1. 14 写 1?1 scm- s

增加JJI1. 92 x IO 13cm - S , tI L值从5.1咸少到3.1，只要保持平衡，该区域的放电就可保持稳

定• qι=3似乎是HL-]放电不可愈越的极限.凡是也<3 的放电都产生小破裂.这时环电压

上H1现较大的负尖峰{见图18)，并常有m ，. 2, 3, 4多模扰动出现，但是电流却不断裂.

.=.

问i

ι

"'=2

嗣=3

噩噩匾画画··

的

P,

ι

m主 2

"'=3

m=~

图 17 稳运放电的典型示放图

上图z 上钱，环电ffi; 下线，坏电流.

下附:上‘中.下线分别为m=2. 3. 4 模扰功I;] 号

8r=I.951 1,=lOokA

图18 典型不稳定放电

f. r~l :f.线If， r包r~; 下线环电流;

申钱m=2 的功率i自密度.

下内:上‘中.下线分别为m= 2. 3. 4
模扰动.

我们采用缩小孔栏半径与施加补充脉冲迭气的办法来降低qL倪。在总电流 Ip保持不变的

条件下，把孔栏，，~侄缩小到16cm时，成功地实现了纵场为2.16T. 环电流为108kA 的稳定放

电.在上述放电条件下，又适当加入了补充脉冲送气，不但降低了ql值，而且线孚均密度仇

增加到2.6xIO I3cm- 3 • 利用上远方法把稳定区域的 (B)边界向外扩展到(D).

10

因 19 由于补充送气不合适，激起

破裂不稳定性放电

u量:坏『包 rr; 下约:坷:电流，

Br=Z.1T 1,=10okA
补充庆气脉冲宽度: 120mB

罔20 缩小剖J": r，径与生致内破裂的产l/:



当然，孔栏半径太小或者补充送气过量，不但达不到降低qL和增加密度的目的，反而会

章起破幸?.如图19所示。所以，有必要把现有的向真空室连续送气外加补充运气的方式改成

程序脉冲遗气方式，从而达到对电流密度分布进行"优化'，抑制不稳定性发展.

在上述的 lp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适当地缩小孔栏半径产生明显的抑制不稳定性作用的原

因，可作如下解释.

lp不变条件下，缩小孔栏半径将会使电流通道压缩，使得电流密度陡增，继而产生内破

裂，使中心区的电流密度分布"平化'.作为这种解释的实验依据是孔栏半径缩小常常导致内

破裂的产生，如图20所示.若电流平化只局限在q= 2的磁面内部，那么这种电流分布的变化

将抑制破裂不稳定性.但是，若电流"平化'延续到(1 =2的面，势必增大那儿的电流梯度，

反而引起不替之诠.因而只有适当地缩小孔栏半径，才能产生抑制破裂不毡定性的作用.此

外，孔栏半怪的缩小也减少了等离子体与器壁的相互作用，暗少了一部分冷等离子体，从而

改善了等离子体外部区域的电导率，提高了q= 2面外倒电流的增稳作用.

六、结论

基于对HL-l宏观MHD的研究，发现HL..J l 申m=2模的增长不会导敢放电电流中断，这说

明HL-l磁束系统的性能比原来预计要好得多。这主要是厚铜壳的作用结果.

HL-l的破裂不稳定性主要出现在放电初期的8ms和到达平顶后lOOms-200ms 之间.对

于前者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电流上升过快引起等离子体电流的趋肤效应造成的.官可通过控

制电流上升速率来克服.对于平顶段产生小破裂的原因，有待深入研究，不过从初步观察到

的实验结果分析来毒，这些不稳定性大部分是由m=2， π=1 的螺旋扰动与 m=l，7I =l 的扰

动楠合撒发起来的，少量的放电是由m=2与m=3等磁岛叠加所致.

由于电流上升段产生的小破裂不稳定性寻政等离子体与孔栏及器壁强相互作用，使得杂

质含量大增，造成电流坪匾宏观不稳定性的友展与加喂，引起破裂等外界原因是不可忽视

的.

实验在果还表明，适当缩小孔栏半径，采用补充送气等措施，在一定范围内可以降低

HL斗的qL但极限和外扩稳定运行的低q边界.若进一步改善和补充对电流密度分布进行整形

的有放手段与保持放也过秤，中等离子体的良好平衡的措施，贝II完全可能进一步降低q.l.值，扩

大稳定运行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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