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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撞造了一个4mm回旋管用的超导磕体，官可在西..腔区提供3T的均勾画场，均匀区

*8ca. 均匀厦优于土 0.16惕，均匀黯场又可调节成榻厦场，幅度ABIB.;甜.s.. 回撮区疆

场均匀区~4cm，均匀厦士(1.0-1.的惕，臣绪比SkiS.可在 1/6-I/IS范围内调节.采用四

台电'串联供电.疆场缸形调节好后，黯体可实现闭环运行.砸体将与回族管配合在 HL-I囊

置上遭日ECRH物理实验.

羹·四植导砸体回匾啻



SUPERCONDUCTING MAGNET FOR

GYROTRON TUBE WITH 4mm

WAVE LENGTH

Zhu Xuewu Pu Men Chen )ian Liu Jianmin Shi Qingju

(Southwest Institute of physics , Sichuan)

ABSTRACT

I. this paper a supercond &lclinK magnel for Iyrolron lubf' wilh 4... wave

l.actla is described .lt can provide a uniform macnelic field (B.) of 3T ia re

1000a.t cavily area. Ils u田ifor.. area widlh is 6 Cll' and uai!"r.ily is belter

th.. 土 O. IS.. The uaifor. .acnetic Held can also h. be adjusted into a cr.

die.t field a.d AB/B.">8.5.. 'The unifor. area width of m.caetic Held (B..)

I. the cathode area is 4 cm.lts uniformity is 士们 .0-1.8)".B./B.can be .djust

ed ia the recioft of 1/6-liI5. The malnel is eatfr;ized by four power sources. As

opti.um ror. of the malnelic field has been adjusted , the malnel can operate

dosely. The malnet will coordinate wilh the urotron tube to do EeRH
physical experiment on the HL-I Tokam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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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大功率回民啻被用于电子回族共最加热 (ECRH) 等离子体研究.回庭曹产生的徽植被

提与磁场强度简关系为 2

..1."""10.1/B.

式中A为擅长(单位圃..)， B.为画场强度〈单位T). 我们研制的组导障体主磁场边到 31以.t o

与4..回撞管配合将用于 HL-I 装置开展ECRH实验研究.

二、磁体的设计和制作

4..四lt曹要求的申心轴线上的醺场分布旦回 I. 阴极区，瑞握腔区.输出窗区砸踢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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罔1 罔腿骨磁场分布示意回

剧为B" B.. 矶，其主要费3F 为， (1) B.要退到 3T，在 5.5-keD范围内均匀鹰远到

士 0.1笋，同时又要能惆整为梯度场，且AS/B.要大于59'; (2) Bk - (1/8-I/1 5)B.，可调

节，同时在4cm范围内均句度应声l 土 1 惕，阴极区中心FE箭振 r.1.~{ 'I'心距离约为235mm ， (3)

B.<0.05T.
根据以上哩求，采用8mm问簸骨，钮导醺你的设计方战(I.ZI显然不能满足砸场可调的要

求.现们采用一个分到M现圃提供谐振腔所描耍的主融捕，通过也i寇的调节，既可以提供均

匀炀又可以蝇。t棉度局.阴视i{fll~个短形舷面帽钝管蝇供随场.tf.谐振脏与阴极区之间的

过震区及辅曲窗区城，均布→个反l句'纯白.这样五个'统管采用四组电'供电来追到所需

型的画场分布.到自用计算机进行磁场钱圃的设计.各班组的，散见表1.

.,.



.1 .……......鑫葛霞份....... |内.~. (e川川军 (em) ~ 度211 (雹皿) 总\It(敏 电流 (A)

9.! 11.499 !.25 %5制? +23

3 9.2 10.481 3.96 2464 -20.4

4 5.9 '.935 10.80 15840 +!1.9

5 5.9 '.9t1l 11.70 17420 +%1.3

• 5.9 !:.ZlI Z.5Z 403:! -%1.8

Z布的辑部均采用外径。.42I1lDl.内芯0.25mm的但铜N1»Ti略志坦导纹，铜超比为1 •8: J •

外面涂襄醋璋绝缘.组团:~.架来1目环氧政璃钢.if!体来rn 密结结构. :;王佳完→启后，填充真

空袖黯租AltO，舱混合物，再也上FJ.度。 .01111111的 rt!.容黯ft(作为民闷地f章. ~j(间接头来月1 词

焊，全部监在绕组外面.

为了获得商在定度的磁扬，各个t~商在电流调整达到雯革后，均可利用坦导开关贸~f1闭

环运行.制作了四个热控式扭导开关. iQ休闲环运 1'1日的失坦保护采用内保护方式，整个融

体采用七个保护电阻，每个阻值f-J hl0. 磕体的电气接线原则!回见回2. I~l回可见四姐也挥

供电只用了五根电部引珑，而且只有阳极电流引线的工作电流为20A 龙右， 1吃~-;j':习惯工作电

流一般小于SA. 这样~太太威少了电出引t~引恒的漏热.

内2 徨体接线电'1.师、熏陶

7. 实收约果

对蝇lUi的跑导醒i+i!Hr J" .'系列 iA脆，试轮III til -:. f nl!.iIv. f!飞 I毡， .I :i l喝·工 1~ 1，，1(r'·j 址 3' .

4'烧费1串联，用... fl 电部. fflGaAsfI(尔掠去测!在随局JIM • I~ 哽吟~~ti'i 1~ 细川. :

I. 在金海五个班组吊联月J... fl 咆.!!飞也的t/f况jo"，二次将篇体咆i~Ji'到 :!~Arl.t..保持

时间越过40$t钟，锅'属院 r·<..I~磁玛B.HijlI3T以 1二. (I:"耳i '(i f每句i :t'，联 u飞 ll!. i 'i刑 18.0:\A 肘， if

翻酸了'院个磁休铀f"上的all均分布， fli吁:吧阿3巾州?~，"1~21.; i拷~肝I{ ':i""何以磁场均匀

鹰现段倪与计算伯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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罔 3 ~-1~测磁场分布曲 f~

1… '-18.03A: 2-1.""20A , .,_.=18A , 1.....20.0IA; 3--I."' 2OA, 1,_.-ll.02A,'…-20.99A.

.2 遣...与回all.场均匀a

i雷Ii r Ii! 阴 • 区

输向位置

%4-30em I.S-5.Scm

计算倪 l ±fJ 士 I.~ 主 %.3.

争←一 一一一--←一 • 一-

I-Z'! .OSA 士 1.4L

寞'但
1= t8.03A :!: 1.6L 主 I.S~ 主 2.4"‘

2. 在分三组供电((.)的况下， U磁体的磁均分彷nthγ现节，'把~~巾.~tnl!嚣咆iAl草

木上同步上升， rl防止导钱'主电磁力来阴穆动.

苦: 1~-20A. 1,-.=115.... 1._.=20.0IA时，调饵面电报脏f'C. (Z-24-30Cm) 磁场梯度

4B/B.-4.5"'; 在:'.-20A. '~_.=17.0:!A. '._.=20.ωA时 ， /\BIB.=8.5'11. 它们的

中心'自磁场分布如回3的曲线2 ， 3"

在上边工种阴电条件下，阴f1H-<:(Z"'1 . 5-5. Gem)磁场均匀度分别为主1.2*在I 士 1.0'11 ;

在"叫-17.02A ， '._.=20.99.'\不宠的条件下，改变'.=21.8IA，在时阴机I( ~J ~J 1~ 为

企 1.''11. -lIf 见 IIf以在一证的均匀度 F改变阴棍 l，.;jf.J磁场值仇，从而j 萨，;'j'j rf纬ittB~/B..

3. 在不同的供也条件下，输出t'T Ii( J或磁两B.~J:i.!i)-110.05Tn 'F"

四、结言与讨论

I.所研刷的4mml"l旅行 HI Hll~(. 股休 'If ).J i;Hdfia';;1 { ~!，~ fJ ~o-1TJ':)蝉的，均匀i {'l~为 Scm ，

....，辘'字为.....伪.IJ.

.".



均匀度运到l 士 (O.14-0.16) lf!，.

2. 遁振腔区磁场可方便地调节成协度场，瞌局梯度 AB/B.二;;':8.5'" ，从融体性能来看，

这到10.以上是没有间题的.

3. 回撮区磁场均匀区长为4cm，吁以在±(I. O- I. 8)惕的均匀度里方便地调节阴极区

磁场B.. 压蝠比B./B，-liI调范围为 1/6-1/15。

4. .出窗区域磁场B.<O.05T.

岳.砸体，世四组闪电，四台电源结五个绕组fit也只m五恨电iiit:引线，而且只有两根电流

寻l钱工作电流在20A-!L右，其余三根工作Il!.议'般小于SA. 这样洗大大搞少了电流引线引起

的福热.一旦磁场也形调节好，磁体可分四部分实现闭环运行.

目前在中小型磁体设计中，人们一般采取用不同直径的钱材来缩小瞌体的体积，藏少超

导班用量，即内居用超导iS截面较大的钱材，外~.<;用坦导iS藏面较小的统材，然后不同镜怪

的缉材串联a~电.但是ψ4、电磁体本身亟量较小，古时强搞剑几乎克不同钱佳的统材是较费

时的.在革用同种线怪的情况卡，我们pf r.l采取上遮住电方i去对钱回分段供电，同样可以达

到藏少钱材，缩小磁体体现的目的F 同时每段扭导纯用合适的电流密度能真正发挥每段缉树

的篝蔬能力.

综上所洼，我们研翻Ij tr.J4mm回旋营用超导磁体设计上是合理的，制造工艺是成功的.磁

场佳影调节范围宽，满足使用斐求.今后将配合回旋营开展ECRH方面的物理实验工作.

本工作得到李焕啻.五盒里同志的支持.多伽融体实验的还有汤凯萦.何晓玲.孙坤

哲.何矗桂等同志，在此表示感翻.

• ~立醺

(I) ..~..四川制冷，第2麟. p6 (J锦创

l 2J ..也..年培. ..与... ..11. pT4 II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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