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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制了一个用于4.... 回族臂的坦导强体，宫的主瞌场达到3T.与回监管配合产生基族长

脉冲，幢出功率大于60kW.脉冲宽度10-20圃S，工作频率四GHz. 用于HL-I托卡马克进行了

等离子体预也离实验.

提..坦导强体回民营电子回最共I(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SUPERCONDUCTING MAGNET

FOR GYROTRON WITH 钮

WAVE LENGTH

Zhu Xuewu Pu Men Chen Jian

Liu Jianmin Shi Q\n&ju

(Southwest 1DItitute of Pbys记s. S恒huaD)

ABSTRACT
A s.percoaduc~jnl malnel for I1rolron wilh 4mDl waYe IUllh is -I..e

101幅d ， its .ain .Dalaetic field reaches 3T. The 11rolroa co.biaed wilh I..

..aet prodacas fadda.ealal wau loni il\l lse. its power is more thaa IOkW.p.lse

daralioD 10-20田.freqaenc1 10GHz .JI is used for plasma prrioaizatioD uperi…t OD HL-I To"ma..

http://70GHz.lt


一、前言

量等牵.在撞.囊研究中对电子回撞共撞 (ECI) 开属了广泛的工作.官可归于寄自于

体筒'电离EBB.电在...1&1相撞拥酶害'·M·E. 由于回量管的出现，在毫章撞段可产生几十千瓦

nI几百千瓦的大事事撞撞..撞遭了上矗研究工作曲聋..作为ECI研究的主要量备

圃'腿'曲'子、噩蝠健圄革高Ii.JIIl‘..JR.圄匾'膏am要求的主矗蜻II ，与产生的'撞撞

撞*1曲芙革为A_.I.T/II， (A的尊缸为_. II.简单位为T) • c..圄擅啻需要的主·揭远

.T. 晕用蝠"醺体筐'是真离局、 S定、可谓的要求.

.-筝1%月，囊们为庵'咆讯工疆学院研制Jl功阉于...回撞雷的锺导噩悻.111. 1.7年

·月雷…体与目'量'在周内曾~.霄靡功"I ，当回篝啻上.. 'IIIV 电压时，产生醺事

1IGJIa曲'撞..出现率为23kW. 肆宣2邸S. 重量'自率50Hz.

..，:筝.0月，回撞'与坦导画像再~调试，当圄篝啻工作咆Hi为cSkV时，产生的基量最

露ilia也费掌大于aokW. 臆呻宽度10-20-s.徽霞在入申国环施嚣一号 (HL-I) 遭行了霉

'于悻'电离实匾，取得了良好的结果.这是囊罔坦导技术在幢禀变研究院用中首次在辖的

事野的.噩铺果.

二.超导磁体的主要技术参数

c..四撞曹要求的抽班上砸场响纱布里回I. 我们根据回族管对磁场也彤的要求，说访了

锺鸟'画像. 4..回匾啻要求在~葡握腔凰匾场B.达到3T. 磁场均匀({宽度为S.5-IC.. 均

匀靡全0.1.，民时又要可以调节为梯厦场，使磁场的相 1.)'变化AB/B，，>S，，. 回恒区疆场均

匀区直魔要求4c圃，均匀11 士 I"，磁场值趴在(1/8-1/15) B. 范围内可以调节. lfJa区申

心与葡撮'在巾心的原离约为235m.. 在输III窗区蜡，磁场且要求降到。.OST以下.

h
1111

e

罔1 阎健'磁场分布示意图

~用计算机设计的面场烧圆的参散见税 I. 我巾的电流为产生均匀磁场时的工作电班.比

申篝姐4. 5组成的分理对统圃提快酱握腔区寄j费的主磁场.阴极区黯蜻主要自费姐』与3的配

合和电篝霄'提供，辑姐e剧与5串联供电保证辅HI窗区的黯场.

'体各辑组均果用外径。.42..，内在直径。 .25mm的包铜NbTiJ鼻志趣'事镇梅II.铜组比

为I.' 'I，外面祷'匠'岛海地缘，攘攘后·战筐O ，cs....

由圃骨蟹的帽料选用环氧勘噩居压辘躏布雷和橱，用低温脏精蟹.

疆体果用雷辑结构，为了防止在电磁力和热威力作用下导蝇酌移动，每费宪-眉眉，楠.

真空袖腼和AI.O，粉，然后络上厚啤O.Ollam的电窑棉银作为属问健自I.蝇间撞失晕用饵"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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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在'钮11--.-体的失罐罐妒果用肉'民妒方式.保妒电阻安镜在一块环银.噩噩噩撞上.

撞在'悻立方'尉 "UT. 处在挣氯气中. .个噩'住的电气I{理撞组圈里圈 2. 圈中R为佩'

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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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Z ill体接线电气原理因

回撞'量对瞌场位}&变化徨幢惑的器件，在试噩韧朗，几组组圈的电流将巅'调..为了

'‘小·悻赢篝咆赢寻 l饶的传串，熟和组;耳熟，保证趟'黯体毒草运行，强悻也 it窜度-a诅讲碍

'小，囊们的西体最大工作电流的为 zzA ， 电流窜鹰为44....A/e. l • 由于果用罔2的..方

棒，回但电源只用了五根引蝇，而且只有二根也旗号 l钱的工作电攘的为 20A左宿，~余三棍

电施~I蝇的工作电施一般小于sA.这就太太础少了电蔬引组引趣的揭酶.

三、超导黯体的实验结果，.)

酶嗣好的画导醺体在 1…华 12月尊植进行了实量.宴瞌用 G.As霍尔挪头测量了黯体的蛐

健'蜻.霍尔帽头在.室温下用 EGF34型槐疆共握标准磁赢篝进行了标定.实撞申副量籽所在

耐性E矗遭温度低于室温，现们在扯瓦矗遭肉篝置了温度计，对霍尔片曲回量也进行了温度

.E. 测量中霍尔片ma宜度万分之五的僵辘'供电，霍尔电压明五位车撞字电臣费最敷，

保证了测量的精鹰.趣".悻的主要实瞌铺肆 "τg

J.在隔街辑组全部串联，用一台电'供电的情况下，黯体升拖到22.05A，保持时间组

遁40.1.. 膏，民腔区'场I.追到~.08T_ 在'体电施为:!2.osA和11.03A时画量7葡掘脏区.

场均匀度，均匀区提度为 lelll，均句鹰追到:1 (1.4- 1. 6)蝠，优于同样供电条件下的计算恤

:12.7"'.
z. IU三台电醺对'体进行分组供电{丘，因 Z不阔的是 3 11 • 4'班组用-台电部佛也) ，对

'你的疆场纱布进行了调节.三台电酒'电流撞事上同时上升，以防止圃"组曼电画力来圃"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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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n-!OA.I，_.-laA.I._.-%O.OIA时，翻需矗掘§区醺属相对变缸 68'8.-4.5".

在1.-%0.\. I ,_,-IT.OZA. 1._.-zO.nA时6B/B.-I.5". B.为啬恒E区中心矗画

眉.

在上退两排供电条件下.回极旺醺踢均句度分鹏为企1.%"租幸 1.0*.在1，_，-17.02A.

1.-e-2•.nA不寰的.件下，改变1.-2J.'JA. 目再回撮区均匀度为主J.... 可且可且在

-定自均句度下改变回植区的醺蜻幢s..从画调节压缩i.tBJB..如果分回组电疆民电调节.

均匀度可以进一~.画.

3. 在不同的供电..件下.tt出窗区醺局的B.均远离o.osT£l下.

四、越导磁体与回族曾联调结果

I.τ年，月与aoll 画导噩体与目fi何进行了两武联测，实验结果卸下g

在·月份韧步调试时，当回庭啻上细31kV电压时，国监管鹤'出现率达到23kW (矗肇

划，肆宣2伽，重复醺率则b. 撞撞撞率为TlGHz. 撞倒.%….

在al月份进-步调试时，当回民臂上加4性V电压时，回应臂的输出功率远到蝇kW(矗

撞撞) .尊重四1'$.重复频率35.1Hz.

当回篝曹工作于长脉冲4庆幸尉，在啻子工作也臣4钝V时， .位神输出功事大于IOkW. 脉

呻宽度IO~"'!O.s.

实量中趣导噩体宵节市便，运fj稳定可露，满足"aa回跑啻曲要求.国能霄'由功率篝

大，工作杭牵.峰时融体典型的工作电撞，敏为儿-13.t2A. 儿-11..5A. 1.-II.laA.
1.-I.-al.MA.据计算，酱.脏区主砸场平均值B.逼到2..aT.在Z-(23.5-2I.5)ca窿

圃肉• 6B/'.- 金 5.""'. 阴履区磕场平均值1..-D.I1.T. 在z- (I.O-S.o)ca翠圃内，

68/'.-主1.7". 压绪LtjJB.~J/a.....

E、超导回旋管在HL-J装置上的实验结果

西试好的植导回族曾经过圃植导辙被传输磊统与HL-a托卡马克相连接，植导啻且最为

7.58. 电子回民共据实验系统示草田里阳3. 撒旋输入HL-a载置后，开属了ECR预电离实

撞，饵步费验结果如下$

I. 撞被i直入后，等离子体环咆f巨降低，宽由竞宿.四..(a)为正常鼠也时等离子体也应

Vp糊电流Ip的最彤• (t.)为ECR预电离班也时Vp初Ip(f-j植形.由回pIJe..事属于体环也压

下降，将朋是宽度变稻是明显的.

2. 环电原降低的直接结果，是导班欧姆变压矗强迫悄娓赢少.副5(a). (b) 是正常跟

电与ECRfi也时前娓~钞蓝的记录，由因可见优秒黠由0.85降为。.IV，.节约了约1/3 ，

3. 等离子体电槐糟).:.，由固"·Pj 见. EeR预电离鼠也与正常1'(电相比，等离子体电施幅

鹿糟大. J二11-时间提前.上升迫率刷六.持镇时间也加忆.四I (a) • (b) 是与四4同?X at

电情况下的H"谱统与Ip幢彤，等离子体电b比上升时间提前，半升温事精大也是显而易见的.

'11...号 .111寝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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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Rm电离.电

四5 ii'i ff的伏It致i~ ;l

J:!l，_Jt的tt8'舷.O.IVs/'!件'

"a, 董事电!U· ， .IOV/唱~.

Itli. I皿/Ji、画

4.实量中还襄窜到击穿廷起码少.丘!因'..r见，在正常且也时 • H.开始囊先与军属于体

电革开始明显耀大在 5ms附近，而在ECRf远也肖政也时，时间再;与3. 4圃s. 说明击!1l!退'配

少丁 1.las.

(a)正常.也 (") ECR预电离.电

同， H.越彻l离子体电流放形

止战· HL-I!j、幅画止方'-II.5c_ttH.量'"'fl. HL- 11'、.画 .t方'-14mttH .iII
7蝇· ..子f*电挠'p.50kA/.

It银· r./.

六、结语

J. 研嗣γ--个4lftm国腿骨1日的届导醒你.官可以在酶'属院以艇。~B.圃0-3TI'f.J磁场·

均匀区长为acm，均匀鹰边到主(1.4-1.的..该区越场又IIf1j便地调节为梯噶场，使

AS/B，边到'.5.. 其阴慨K融均均勾Il{长为4elft，可以在主 (1.0-1.') ..范围内方便跑
'节嗣极区疆场Bit ，

• ••



z. 坦寻踵体与回~告配合羁试成Jb. ....撞段草草 i二脉~画画是啻工作颠事为7OGHz.

工悻电压‘SkV时.M.碎输出功率大于IIkW. 障碍直费10-抽回.趣尊E钵瞌磊工作噩‘为

2.IIT. "古方便.运行a定可章. iJl fl使愿要求-

3. II粤困在啻用于中画环.zs---号咸功撞进fiT军衷于体预电离瓢电.启萄酶II.宴

量.大'事植被输入装置后，明量是观察副亨离子体环屯I正遇矗陪艇，伏在量敷节甜大约O.3Ys.

等离于悻电革增大，击穿时间提前.

本工作带到李焕吉、王金里同志的支指.梦"噩体试爱的还街渴凯荤.何囔玲.孙坤雷.

何遭撞事同志，在此表马i~!I..

四匾啻调试与电子回院共，医实验是与威部咆讯工程学院高雄市.子学所真元左蒂固革..拿

所耳冀.EαH组I靠1J:&t奇同志合作i壁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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