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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会切串级镜，MM-4U的首批实验结果

明株洲田忠王冯咦珍尹.钩

刘奕华王纪海部树藕醺彪

(西南物理研究院，四川)

摘要

介绍了MM-4U装置的结辑、原理和初步实验结果.这些结果主要

是z 用电子注入可以在装置系统中建立等离子体 z测得轴向等离子体电

位分布，东、西会切中心和中心室的等离子体电位分别为一180V 、

一164V和一I.RV d跑得轴向电子密度分布与电位分布有相同形式， 3
个中心的密度分别为 1.7xI0Il cm-3 ， 4.7XI0ωcm-3 和 7.5 X10Tcm-3 ;

东.商会切中心电子温度分别为( 19.9士 1.6)eV~ (20.7士1.7)eV;
距西端会切中心SClD处的等离子体压强约为6.76Pa， fJ约为1.7X 10-3 ;

在中心室观测到不稳定性，振荡频率为7 -9.2kHz. 对上述结果进行

了分析，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实验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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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U幽NAR曹 R届四.TS IN DOUBLE CUSP

TANDEM MIRROR MII-4U

(111 Clzillese)

MiDI Liaz"08τi.. Z"08118 F.q Xi.ol....

Yia Yo叫.a Li. Y池.. W.ac Jillai Hao S...li G. Biao

(SOUTHWEST INSTITUTE OF PHYSICS~ SICHUAN)

ABSTR.ACT

MM-4U "nicc .ad preli.ia.rJ nperimcat.1 res.lts .re preseatecl. Mai.

ra.lts .n.s follow.: Tb. plasm. ".s beu produc.d b, •.... of t". i.i.elioa

of .tro吨 .I.elroa carreat; t"e .si.l profile of tile pl.s.. pot.ati.1 ..d til.

pi.... .lectroa dusit, "ave ....a o"t.iaed respec创刊I，~ t"叮 h.d. si.ilar

for.; th. plasma pot.nti.1 ia t". c.nlre of lbe e.sl cusp~ lh, west cusp..

th. .impl. mirror, .，......-IBOV~ V'.--IG4V~ Y ‘= -LBV; the eleclrn

d..sit,. 1I.-1.7XIOllcm-'~ n.=4.7xI0"cm-'~ n.-7.5Xlo'cm-'; lhe ,I.elroa

'..p.rature. T.- (19.9士 I .8) eV~ T.= (20. 7 土 1.7) eV; lhe pl.sID. pnSlar.

.t ICID oa lhe rilht of lhe wesl cusp centre i=: .bout 6.18Pa~ /l ~I.7X 10-'.

Tit. plasma instabilit, has been observed in t!le simple lD irror~ its Yibr.tioD

Ir吨…CJ ".s 7-9.2kHz. The results are discussed. The nnt neW' lask of tbe

ph,.ic.1 nperiment .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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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寓，运行、班科及号!应能量:f.j-f!等待生，芭拉~念对握动畏变罐r专用化具葡量要作

用，帽'可是串缸臣镜蟹企成功蛙解决了提损失以后，使官咸λi.变研究中仅次于挺卡马克恬

擎的重要章程.

在廖钮踵镜中苟'由对称与非辑对革~:商事t:~it. }J，、聚变堆的经济观点雷，非..对称串辑幢

幢存在南大阿li: (I)由于非辑对较:引起的植于在向结运损失阻翻了横向钓禀时间; (2)工疆

，应皮大.目前酷程研究的方向主要臭幢小~t王位fJ~F辙对称的程度或完全曾对峙，因此寻求

蛐对码:佳影中新的MHD 稳定的有效尤Jjjj，已成为醒镜发展的-E 趋势.这些研究已在许多国

掌权撞开展起来了，例如，美国在 Phaedrus (3个简单臼组成的tn经锺镜}用高藏有.功力

{I定MHD霞 z 日本在RFC-XX-M t用RFJ古珉. JeRE建立在;二3束事离于体.ICREUI!MHD

模等IP-

~垒模主的提出，推动了黯辑蜜圭研究的发展.目前自际上一些大型装置部建立了集

垒， f-IO 等.但~垒的建立十分困难， 2::r此挥革新的信 ~ifr!有效的建立集垒的方店是-个

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

LoceR等人提出了』在负应位 ~~ t~~~概念，其优点是不需要晃动离于分布，蝠室离于成

分不瞿动各向异性，不毡定性事回横向损失小等，但由于;自踵微波功;在过大而未能实理.

基于MM-4装ftC简单会切hll静电站~)~~黯成果'，我们将它到-fZ为MM-4U装置rr'(~

舍切静电培据加简单镜) • i室装置;自如下特点 z 轴对称霞堪位影，用&..{克服横向损失:会切

蠕室，由有MHD稳定， ~!用乎均极小B主党 p;挂在中心室等离于体，利用静电培需在1强捷电子

禀注入建立具有热，在形式的负电位约束形态: 1交装置结构简单.灵活，便于改进和完善.

MM-4U装置于1988年建成， 1989年完成 {ri#;物J1I[实验研究，结果表明 z 读装置已具备

开属物理实验的条件.将~开展的物JOn研究 i唯题主切有:剖量系统敬II向等离子休电位和分

布 z 研4改善约束的 f~'!. ]f;和方 ib 扭'!.dl等离子体基本 ~;;l立及与工程!全数的关系 z 观测不毡定

性，研究其产生的条件和抑制的方i}; :如!热研究税i JlIT 1~研究;12.

1 MM-4U装置放其原理

MM-4U装置是由两个静电站讲 (I~会叨踹常在卜'斗、简单钝rp 心宝ft!戚，简图如固 1 所示.

篝置参敷为 z 总长3.5m: 最大何‘径。.8m: ~t，心标高 1.6m: 中心宽直径JOcm，最60cm;瑞雪

直径20cm， t-: 20cm: 曰:UI拍电槌乎侄 IOcm. 环电极分开距离O.8cm; 桥.itli 涌电tlk 平径Icm，

阳槐·阴牺间自i I. Scm.

用 HZ-2型7吉尔片沿着图i 所示的轨向侈#J削件抽I句磁均分布;沿着两瑞环会切罐径向

移动得到侄向磁场分布:沿荷磁榄rtf 心平~ illi移功n f.tf rp心才可侄向也塌分付I. 上述磁场分布是

在3种黯体联tli方式下进行的，它们的比比分别均Q.2， 11. 3, 15.5，选取典中}种联 fi: 方

式，即磁体I和4Jt-联，然后与磁休2. 3 (2和3m 联) :'1:联，其轴向磁场分布衰草";:{};因2申.在

现有供电条件下，瑞金叨缰峰ff，( 磁j结叮达50omT，醋喉饨的磁均为360mT，醺惋中心磁场为

3~mT，饶 tt，为 11.3. 礁场供电Itl 1',: it,i电机05-127-6 ， 185leW ,ZF a-368/286 , I 4SleW)供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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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枪， 2-1&电G ， :1一-耳EE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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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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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因Z 磁场输向纱布(I.-nA， Y.-14.SV)

电子椎呆用问~式钗鸽回极，枪体外径为38阳m. 仨为1008181. 如!'t功辛为oW. 引出

电"1-SkV下引出的电于族为26-500111"\. 此位酌量大快点是极易·中毒. (即暴露于大

气时回植被氧化) • .中;年'后必gi亟蔚进行分原.激洁如在炼的工艺处理，不仅费时费事，

还会大大蜡垣电子枪的寿命.

电子桔电部和地摇电极电部 rll3 台ι压脉冲也iH.1~结，功率为IOk\V (IOkY. IA) .堕个

禀篝由两台JKY-12泵纽抽R空，两端:i[和中心主的民主f度分别为3X 10-·Pa. I 葛川-'Pa.

量~.运行初实验是在程序控部i下自功进行的:黠缸获取初生1:J!If系统drAPPLZ-1I计算机

配置商靡，测量白号通过最缸1/1.大踏进入快速采集嚣，由计算机输入醋盘.

篝置的工作原理是z 两支电子枪分别置于两端空酷峰外侧，电子束沿系统铀it入到竭章

和申心室，电离本靡气体越立等离子体.踹会切孔租界会切缉采用静电m橱，负电位串缓慢

约，但也形借助于静电ttl漏和强ii:i电子束注入形成，利用词i'Hlt饭改~电位约束形态，利用平

均梅小B放应稳在中心在MHD不.wI江健.

2 实验结果与分析

实瞌5民用柿电部针卸量探针革i字也位和t也fel 也1-前，以及电子温度和电子啬度 z 用电睿

挥针耐量等离 J-体电位，问时对测冉的探纣.tH1·电 f技进行炖准 p 用微班技术测量中心宝电子

曹f1t， 用反磁部针测量等离于你m强初pm.

2.1 ..手..嚣...于怖"橱'

0 , 4 .



远囊置是"屯子 it:入电商工作气体足立::;离于体的，电:fiiC否在入到3个宝芽'主题'

离.~.是开展街~实畏的关键→其i. (t:MM-4装置作，巳确主电于注入的每佳条件，证明电

子佳萄趣地注入到会白主 ji:建立起等禹王t体.f1是在MM-4U装置上也于远古注入到3个窒并

重草草等离子体，也.wi用电;兰卡证明.Jπie 证明.也γ·是:占全 -'if.:!);!达 lft -t，‘主的1·.

证明电子注入主~3i'宝的写在是这样安在的=在中心安交政i丐个白!~掠奸，在两个羁童

岳.南+缸饼，在两巨暇赴各11→个如~ -i-r. ll:缸缸在 J.:;下( n，电于泣寻 l罕，革兔电于盯在撞

撞电撞上) .商量 :H1~ 计收业的电子武 .f;JJ可31占用 z 在单桂 ;ii人时，电子 ."j&-.::i注入到 3个

童，且量近在人一侧的苟安中心收 'titJ!缸子注 :t 可→吕京巾·己·的空}，. ~空中心收集的电子

篝比画囔剧中心空的 jtf大 z 玩世让人时. I二 i:;且 "JT~i!J·、去 3'1卡安. !1.tr• T-泣强较大的-侧翼

会"中心的电于孟比另-，;~町巾心的大.

在建主等离 f体字;￡巾，行先是在 !llH;~ ;~: iiL}!ι; 在 kjJ三乙: flU:~ i!-!，瓦白的巳如电子蔬白号

量IT比蟹，结果在 'J'在西3巾 • El l 四3 (a)orI 吧，智It，生 ;~li r巨 IH!·t:~ tJ￥{-作 (i理主翻在萄过程 z

曲回3 (‘》可见. +.t.u店主;也 lf :I-t a Ii莘民于 1住过之初丘硅i1 fti. 真β~;J iI1缸.~i l~在《电压由

-StV到-ZSOV) IntI钟II捕，坷 lf: :f"i甘 «-JI/ -/I!!!t~. 在黑左 "'j';在同 4~11. 四川E咧盟毒示出

_..- .--.

弘--=--=- - -中~~

r-

• • 1&岛町--l

la)

' 4 事 ' III fl..'

..l--一

---句......
γ俨J-

". 4 6 ' \1)

同3 N~H2 阳也于-c:.:仨!JJ 号

(a) !JI lr. jl;毡 '!c:"t!l'扫计划it1 fJf~ 二{-~!:; ~;':

4 的不，IIUl:萄电IE时:!' <-un 在I !O' (下Z>!f. 日:"j !;二~i!.. -1 ~~~ f:~ .~} •

缸.-It)

no
.......喃品

-no /

.,
_..........一--....-- ...~-----

z 4 ‘H IllS) ' 』咀

1~14 j'(W(;V-1Ifll f 'i.

• 5 •



寄电于撞'属于麓，这是等离子体巳踵主坦聋的有力证明.

蜀'曲等离于休'匾tiT:

电于1:. JA.辑的'·111'-篝铲 fjJ"-Ill锥哥羁靠全OJIft心。.-挥俯>IJ自食饵'

心(..篝衍》的电于昌雯分黯Ji (It.'土 I.I)cV鞠 (20.1圭 1.1)eV. 商量条件是z 电子佳量

r.-.1V. 精司电~ Vp--Z. 5kV. 篝会由擅峰缸噩弱_，-%ScaT. 中心童真空E蟹'，

IXI，"""a. 回量附注取平均匾饵到电于温度.

电子蕾度 在Va-I"V.VP-Z.S..V.队- 2t4.T. PC- I X I.-ap.的每件亨，蜀"西

金甸申心.东会切中心.中心宣布噩醺址。·挥ft .ft S·挥针}的电子窜鹰量，剧为4.TX ，.··e.··.

l.lXII"e.-1 .7.S)(IO'c.-1丰田7.3)( 10·c.-'. 东去切中心密度比西会匈中心的高，是由

于东羁在人的 It!.于泣较大. .中4二·":-i号窜度缸是 rfI T产生不B屯性，费量.

等离子体也位 先揭踵挥汗的.ll ~·i· 电{夜，安~rml lf!窑挥时拉准得立等离于体电位.在

Y.-I.Z"V. Y r= Z. SkV , B, -=294 I11T. ,‘-I X 10-··P.的 ~n:下，得到商会切申心的'离子

.电缸为-123--164V• 东去 t，pft·t·的军离于:tt电缸为 -l fO --IIOV. 略:. .(.，、室的'离于

'位电缸为-1.4-- I. IV ，东.西哥市-怜的非商示休也f，!.分铜元 -15.τ--20.ZVI!-I ，.I

-25.2Y•

'离于体庄璧初Il f(f III反mf苦针费最F商会明中.c.-Ie. 蛙的反mCi号，披露圈在示

在回51ft.在Yc-I.2kV. Y.-%.SkV. 8.-336 I11T , ，， _IXIO-ap.的条件"y.'.离得遭娃

的事禽字体压强巧声~6..Pa. Il ~I.1 >t ,,-a.

,.(.n

"
一盼 - -由呻一- -F....
一'- .一~_....町-r- -. -_----e，罩'宫'.-.--呵'画_..~忘'._ A~-:'Io"::-

一…-.一'--

z 4 eft..
民5 旦延:;;' :;-

' II

2.2 ..子.电值份布胃量

用掠n.ll; ;.llU，~ r~ H 军国 f体也衍. J~ 啦!l向分布在示在四6巾，是在Yo. ， .SIr V(典中在

抢在人~强为78mA. ~枪 il人 i在强 J:1S4m:\) , Vp- :Z.sIr V, B, -420mT , p.- J)(J 0-ap.

的'件下翻帘的.为了irF.眼Jill位分命的i~女性， ;if 测:死了 1肚子需度(用掠份由精1 电子模Ji!性

诅明》分布，结果在小的~i明7巾， f正在VG- "SkV (陀巾东枪it入电子向负l56mA，自枪it:人

电子摊为5OmA) ， V p-2.SIr V. Bo-:136mT, P‘国 I X le-apa 的条件下测仰的.比较罔e费1回

7可阻It lll. 咆f识分布 'jl也 -"1中J1曾分而i nfj何 l间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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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f'

''''

.' ..手..自‘tiUi在
A一-......

圃冒电子'魔"南结禽

A电位命布中还PJ'U雷血，量个罩巍咿事离子电位.是负的，证明在....-4U 中'主负

电佳'属于悻的事蟹键是可幢曲，面且比任何搞官方捷'市便葡撞..A纷布咿迈寞..在胃

·重属于缸酶砸嚣，这与....斗中的宴量错.-ltl ' l• 京唱会切巾-t.电位绝对值比西萄舍'申

心崎Jt是由于东端撞入电子ill辑强蔚蓝z 申心窒电位绝对值小，远是由于申心室a:生MHD

不.定佳，司'属于体电子雷魔阳翻在JO·c.-J1U r. 此外，画囔处电位绝对值相对..k. 这是

巍的a布'叶坷的，篝靡眉目酶毫不蟹'蟹，布待进一步实验研究，寞的拥.认为，在可篇

是由于撞入电子施'响蹄霞，正翩翩画注入实验结息在示的'搏，恶论是掌幢注入还是震幢

幢入，瞌嚼址歧'的电子麓'毫篝大的z 宫还可键是由F在实量最用囔比幢大('-I! .3)
.悻组合"电万式矗鹰的.幢比幢大，喂'瞌场镜量，崖人电1~拖在喂'会置健体窜鹰增大，

而.tt幢量的电子越是与密度菁英的.

A电佳绩*反晚的事罐罐电位约禀串串靡苗，在决实验结果是不il令人揭串的. ..剧是

申心童电缸炮对倪支小，黯立不趣镜捆的离F位阱，因此fS~团提取寄放撞撞来琪..

宴黯申还副量了东舍切申心.西去叨申心和西晨曦址的事离乎也位.电-f膏J.t(用....

饱鞠电子槐草佳说明》与擅人功凛的是禀.蜡属事明:.离r体电位与注入功事'崔健蝇懂

英霸，这与""-4崎实撞撞禀-曹z 电手薯，茸撞撞人rJJ但崎哺拥而咽饵，但是6屉噶憧关藏

南晴iIt-_实验确认.

2.1 事.....

在副.，..骨饱翻电子1ft时，珑..咿心聋电F窜鹰恼 ~H事在跚跚佳撮埠，幅画示遣回.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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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障， 再矗暴 'l j旨 V.~I. 桃、i. J'" r- 量. 5k \". ,.~ I X 10吨Pa.8.-ZIO.T. 缸'也毡.件本

量只a量ill扇风-374.T齿~T，跑俘问→掠计 (~O) 日￥~;右 'J~注目.藐本在国·中.a.~幅

画·崎比疆吁l:1lH!:， ~{草莓思的!让每苟 n主巧!可萄酒司13是字，这)点矗i L1'a部副章"事.

草惶哥撞青量辈革又.在民已条:守在主;~Ir~运莲 2号罩主斗. «捕了赢~i熏筝的董缸.结囊.

示在国附中.拮军在唱=量骂努i事 !j吕J古;于在?17主及手，但;fa ilt !i&军事理竞纷，这幡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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