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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出一种气体加料的新方法，采用高压氧气通过拉瓦尔喷嘴经

一级分离器形成分子束注入HL- I 装置等离子体，氛气体分子流量为

3X 1020/s 在线平均电子密度5. 2 X I019m→时，粒子束速度可达到

100 mis，随着等离子体密皮和温度持续升高，粒子束通量很快衰减。

当分子束注人结束并转为常规喷气加料时 ， Do. 辐射强度急剧下降，与

此同时，粒子对流沿径向朝等离子体芯部运动速度逐渐递增，电子密

度分布继续峰化、电子密度持续上升达 45 DlS o 等离子体热能、粒子约

束和能量约束时间均有所增加。分子束注入加料是一种定向的高效

的加料手段，加抖粒子可深入等离子体 8em ， 进入 q:::::::2 附近约束区。

加科效率约为 50% ，壁表面粒子再循环率系数 R 句 0.6 ，低于常规喷

气加料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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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lME.'rI Il'l~GATIONOF MOLECULAR
BEAM INJECTION IN n也阻r I TOKA.l\IAK

(In CI,inese)

Yao Lianghua Diao Guang)币。 Wang Zh:tnhe ])cng Huichen

Luo Junlin Duan Xuru Cui Zhengying

。泪lurnwESTERN INSTITUTE OF PHYSICS , CHENGDU)

ABS1RAcr

A new method of gas puffing is PI'臼cnted. The molecular beam. formed by hi由

pressure deuterium gas thr佣gh Laval nozzle and skimmer slit. in;"'Cts into thc I-JL- I

\'acuum vessel. The deuterim 盯1011优ular current from the n哑zle 阳ssing through the

skimmer is about 3X 1O!GIs. At the line average electron density of 5. 2 X I 019m~3 ,

the beam velocity is about! flO m/s. As the plasma density and tcm严rature increasing.

the influxes of deuterium particles attenuate quickly. When the molecular beam in jt..'C

tion (MEl) just returned to normal 回s puffing , the {)u emi$ion rapidly decr四岛骂，

meanwhile , the panicl岱 move toward plasma 臼nter. the electron density isαJI1tinu

ously peaking. The line average electron density rising lasts 45 ms. The thermal energy

of plasma and CI∞finement time for 归nicles and energy :ue also increasing. The MBI

is a direct and efficient gas fuelling mode, and the in，如ted particles can reach to inside

about 8 em of plasma and q句 2∞nfinement region. Its efficiency of injccti∞ is about

50%. After the Mal. the particle rl町cling coefficient R on the wall is O. 6 which is

10% lower than that of nonnal 8凶 pul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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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拉于·控制t注入}方式对托卡马克等离子体约束性能的改善关系甚为密切，诸如商能强

泊中1"1:束注入TI-TR 装置等离子体桂中心非常陡的窑度剖面有刮子抑制等离子体温度愧

!主不且在性的所谓超级鼓电(su伊时回〉【飞冰雹丸注入等离于体住中心.刮起密度分，由地lft

降低离于热导，改善了粒子约束性能['].在~汪)EX由和JlPPT-I1U 装置飞仅仅控制喷气加

料.也能改善欧姆放电等离子体的约束性能(IOC).

作为常规加料方式.啧气是高压气体(o.}-队 2MPa)经压电晶体阀门通过直通管迈进

入l'i空室，这种气体流方式称为温流.气体分子速度分布和运动方向角分布都比世宽t参见

图1(的-(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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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分子束形成示意回

a)高&气体通过细管道气体分子越皮角分布.l为管道直径.J 为管道to:度.;Jtt为气体植于自由哩，

b>r.r.瓦尔啧嘴及分离部(~咽I nOaI. I!o. Skimrnor IIi!) I

的热运动分子(M- 的与马籍fl为 10 相 25分子束速度分布比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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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进入耳挠子体的组抖过 fl-1l1t.r.认为是扩散.如欲"r1商等离子体电于古度戎电子

古度上升率，单纯眩靠增加气体注入量，在在会使等离子体豆豆缘过冷、通道收骂吉、量发延边 i在

不稳定性.认而导致大破裂.在HL- l 装置怔q放电实量中得到的密度上升辜的阪限值为电

i壳上升率与密度上升率之比 .(dI. /'也>/(dJI. !dt »23X lO-lIkA'町3(5].另外，在HL-l装置

峦度反惯气体加料中发现.真空室内表面再插If控子加料是电子密度控制中难以控制的一

件因素，因2结出了峦度反馈啧气加料实例，第8361炮和8362炮放电.粒子再循环率较低• If

= 0.7.在纽平均电子密度曲线出现低谷时.反惯送气脉冲增高.即蜡加迭气盐，在远气的黯

豫时间(5 1lY~>几倍的时间内，电于密度未能实时摆开.当 R=Q.8时，第8367炮和I第8368炮.

贝IJ通过啻度反霞喷气基本上可以控制密度.出现上述啻度控制困难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拉于

在入再度浅，外部退气(扩散〉气休未能全部进入每离T钵丽被电离和俘辈，有相当一部分气

1年桂于植表面所吸耐，或者置换出表面喔酣的气体控子，成为表面囔酣桂刊加料，这在国

内外装置气体细辑同位素置族实验中均有所论涩飞显嚣，当表面吸酣气体少，桂子再循环

低，则反髓哽气加科因阻当一部分气体噩噩吸陆未能按预定密度值实时升高密度.因此，改

进常规气体加料手段，减少迭气量，提高加科效率，对于密度控制和约束改善都会带来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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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Z 密度反偏远气加树与再循到事关系

第8361地澜跚跚趣，再循环事 lt- o. 7.反馈温气仍朱能使密度开商重 a定笆，第8361炮何第四啕，

R-也 8时，密应反馈加科(li:J成功，血统为富厦预 n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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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分子束形成和注入等离子体行为

所谓分子束是指怔正在直分子〈或原子}射缉粟:1'.1].束中所有分子部活同-方向运动.

分子间无相互碰撞.当马越重大于1时称为超声分子束.本工作晕用菌压[I:气通过拉瓦尔喷

嘴相一级分离嚣形成一般速度分布和角分布均校率的分子束〈细固l(e)所示>.HL-I装置大

环半径R=I.但 m，等离子体半径. -0- 16-0- 20m环向磁场 A =2. 0-3. or.ι=1阳一
200 kA.分子束注入系统安辈在量直方向可移动的活动乱栏的外侧 .m真空室植面几何中心

13an.即大环半径 R=115an 佳置，分离器出口在JI.@蜡部的后面 2饵n.分子柬童直向下注

入.在窗注入植面对准 R=I但由暨直弦且I' =180an 重Oem设置7噩噩先·光纤-单色仪·

光电倍糟曹捧测系挠 .5:遭金硅面蛊二植啻篝蜀'分到对准 R -103.1邸.1町.109.111 an
的弦.与注入植面180'"对称方位.环曲另-蜻R==96.1陋.1邸.1帽.113相117an(相应于1'

-6.0.3.7.11.15饵t>坚直在上设置6遭回到远缸"囔党干涉但.单遭0..射篝测量霞在

225'方佳监测边雄等离子体行为.斟上诊断布置如固3所示.

• • •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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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3 }II，装置分子禀庄人实兽诊断有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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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t -f .. -[!i!入辛离子!ι与电子碰撞产生离麟、巅发租电离过程，随者等离子体丑'主
ftI吉度的it-高，电离率蟠大.注入位于通量也草园下降，由量直方向相距为口创t 的两道仅

信号的时间差.计算缸子束在等离子体密度为5. 2X 10" m斗时的速度为60-1~0 m's. (1:
HL-J装置实验中，高E氯气(0. Z帽、剧上3通过拉瓦尔哽嘴可形成分于束，怪气压气体通过

则形成世ii.英缸子常规嗖气捆料.拉瓦尔啧啧既可f1=托卡马克撞电全过程加料.也可以在

等离子体电革路段作补充加科.l:l J21l9炮为例，这是一次拉瓦尔啧嚼作为唯一量气口，并且

圭程迭气的放电，从 70到i70 睛，作分于革注入，最后踵气压.作撞在革雷坦暖气加科.在分

于柬加科期间，边缘等离子体Q. (Z2s-:ti"位〉篝射强度»， 70 lIB开始皇剧上升至 175 阳，回国I

陡峭下降.在分子束注 λ嗣同，等离子体电于密度菌等离子体电革同步上升，电草上升率与

中心密度上升率之比(d1 ./dt)(1也 'dl>达到9. 5XI旷吨A·m- J •密度上升辜的为HL- I裴直

常规喷气加斜的 2-3倍，且未出理任何不喜定性现象〈团组>.相应的D..尉跃变相植于约

束时间在分子束注入结束后的变化"田，所示.第 1%031炮.先由白宫位常姐送气。 -160

ms.建立初始等离于体 .ι= I. 5X 1019rn-J •分子辈在入等离子体电革平顶从 200ms 至 130

『陋，.130 lIB以后转为常规喷气加料，相应的Q.疆射跃变相比上升事变化情况大体上与第

12119炮放电相似，只是后者密度跃开发生在等离子体咆露曲坪段，面前者周发生在电草上

升段.第12031炮电南坪段中心弦平均密度上升率也 /dl =2. ·UXI俨/(rri" s)，如回k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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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第12031炮At也分子襄注入队2ωm至430...等离于体电流坪段，

密度上奸事也/11-2. 4XI俨m-'咱··.

2 分子柬注入后等离子体特性之演变

第12JJ9姐就电在1701111分于事加剧结束转为常规哽气加桐，等离于体特性演变总的

趋势是z等离子体大环直径也绪的同时，雷在剧而南市峰化，等离子体提酶，植于约束和能E

约束时间都罐罐上升达451111.

2. I 弦平均缸子"罩'鹰副面主调重

多迥 HCN 远缸外融先干涉仪洒得了不同弦上平均电于密庭上升率秘密度最大值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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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刻.从囤5我们不难发厦一?埋律.括大环半在从外向内备在上平均密度上升事连个递

增.我们可能测到的量事到曲萤〈相应的大环半径R-1l 7cm)密度上升率最快• m.:/dI =7.

2Xl俨m甲、-E，密度最大值血现在1捕帽，随后密度开插下降.R=Il3an对庄的茸平均电

子啻度上升率与R=1I7an萤大体相同.在170 11II时.啻度有一个植大值，随后出现小平

顶，至190 lIB密度又急国下降.真余各遭(R =109.102.蝇 an)萤平均电子密度上升率连个

道威.在分子束细割停止后，迢迢扩散相对流.电于密度罐罐上升，但密度上升率有所下降.

所以达到啻度最大值的时间逐个撞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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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5 I事12119j皿‘不同蜜佳绩平均电子禽庄"时筒变化

1.2.1.405.晴嘱对鹰....1饵，隔.111I.111;117 _

多遭软X射缉辐射(SXR)强度随时闰篝变曲结果也支持了上连弦平均电于密度随时间

演变的行为.设在对应于 B-1饵.1帽， 1町，1帽，Ill cm( ,. -1 ，3，5，孔9em)量直方向萤上

的金硅胃蛊二极管捧回到S啤噩魔笛'随时间檀变匍圄6厨示，幅射强度最犬值达到的时

间分到为240 _.230 _.218 圃，到.....和175_.寓中最'外侧的蕾《对应B -III em)

S田强度最大僵出现在 175...，惜好鸥在 A幅射情号'大值圃近，显撞受到分于禀注入的

作用.SXR 挥田方位正好与跑到"田方也属 18阶大环蜀..缸且强虞最大姐在备遭草上出

现的时固与180"对称位置上各遭萤上平均电于密度最大值出现曲时间大体上是-致的，并

且从 R-I01emSXR 倩号看到幡齿'辑"可以认为是， -1田所在位置，在， ζI 空间内各

遭萤上平均电于密度最大值和SXIl疆应最大姐措大环半在向内事动速度加快.这说明在，

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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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可柱子何能!tt结运拥快.密度峰他.同时，在分子束注入结束后.等离于-it位大环收

结.

，~

图6 第12119炮活不同J(sxa钮'晴鞠~缸"强度时向对应菜系

从分子束在入结束时刻对庄子 0.. 8射信号‘皿:R各遭时间行为和回到各迪在平均电

子密度时间行为可以估计，分于束在等离于体电班上升霞在入时对于等离于体的作用已经

深入到多妖距离.考虑到班时刻等离子体桂大环已经向外扩张3 an I;l上.环的大半径R~
I05cm，若接水平位移曲缉17S...时划等离子体桂向外.4耐，回R-I帽cm..=19an.我

们在R=1l3cm对应在看到萤平均电子密度菌分子事注入姐..由变.I;lA R -111 em对应

弦的皿R强度随分于禀篇料由费情嚣，可以认为，分子事细属直接踏响嚣入Ban处的等离

于体密度，在挥入Uan处仍睡着到等离子体温度和密度查分于事加饵滞后的作用.

根据5遵(R=锚.1饵.109.113， 117 帽.)在但分电子密度量行阿贝尔〈倒回〉变躁，悟到

固7所示的电于密度剖面目时间的前变.Jk田上'到，在分子来加剧结事后，电子密度峰他更

加明显.

通常认为啧气加稠的雄事的为20-30'币，丽分于事掘t4进气量小于啧气加料，密度上升

-*却成倍帽挺，据此，可回认为，分子班加幅曲肇事应为切%配置高.

2. 1 ..乎停勘饵'精幢

分子束注入结班后转为审.1啧气细辑.等离子体电于密度罐罐升高，密度崎化如快.0.

辐射强皮革剧下降，表明植于约草幢幢亮好.圃'为12119趣就电尊离于体电班上升段等离子

体电班.电压.0.和幢量的禀时间随时间费住情靡，由罔可且在倍于罩在入蜡束后45 ，..内，

等离子体热能和81量的班时间罐撞上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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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分子束蝇"促使密度h民幢主壳，能量约察时向精细

的12U"电iU舟撞撞入分子*1

b>J2Q拥炮电疏".注入分子-.

第1却31炮;it电，分于束作为非~克加科手E注入皿..I韧插等离子体电班坪段，由回8b

可U看到能量的束时间旬出现第2院跃升..-430...分于事在注入.-4坦m结束后饱和

白罐罐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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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分子束加料对边缘等离子体敢应

分子束注入期间，等离子体电子密度，尤其是较外层电子密度急剧上升，等离子体柱大

环半枉!句夕w张，从100 ms至17511l!l，等离子体桂水平位哥从3cm增加至4cm，甚至更多，因

此，等离子体粒子再循环也是激烈的，这可从臣分子束注入口截面225
0
方位边缘D. 辐射强

度(固4的咱时间演变，在100-175 ms期间，与电子密度〈第5，第6道民〉同步陡峭上升给予

证实.但是，应该指出，由于分子束加料效率高，壁表面吸附气体少，植于再插环系数并不高，

仅为0.66，比阻...-1装置通常暖气加料放电0.81向低10%以上.

分子束注入对等离子体边缘植子运动规律也有一定影响，在第11984炮放电中，分子束

是在300-400ms期间补充加料的，接着环E密度，边缘密度(lis-啕的、回R(r=3c;n弦〉、

边缘也位(V，ω 都有明显增长，而边缘温度(T，呻〉下降徨迅速.有趣的是边缘离于流运动

方向由顺纵场方向运动转为避组塌方向的所谓马赫鼓〈抽出value)翻转现象.在上述现象出

现的同时，米尔诺夫握葫(MrQ2)也有所增加，但500 ITS 以后出现的更大幅度振苗似与加料

无关.罔9为放电过程中分子束加料对边缘参数的影响.

3 结论和讨论

卡多姆来夫在评述托马克冷气体注入加料时认为间，气体分子由于非弹性碰撞而在等

离子体中离解和电离.电离平均自由程

儿啕=几/1也 (ov);

凡是入射中性垃于速度，( ov)是电子碰掉电离的速率系散，卡民认为这两者都变化不大，

儿啕基本上由等离子体密度 ne 确定.本工作的独到之处是改善凡的品质，将气体分子的速

度分布由准麦氏分布归一到某一个马赫数决定的高速度，将粒子注入立体角几十度的角分

布转化为几度.分子束的这个优化品质用来对现有的活用二十多年的气体加料作改进初步

归纳如下z

(1)在皿...-1装置中，等离子体电班上升段分子束注入对等离子体温度和密度直接作用

已经深入到8cm~内的约束区.而通常啧气加料氢原子的电离长度"~3. 6 cm[8].

〈盯在HL- 1 等离子体电班上升段和路段分子束在入加料电子曹度上升率约为常规啧

气加料的 2-3 倍.电班上升率与 R=117cm 对应弦密度上升率之比(0. 1，/0.0/(也/dt) =7

X 1J-18kA • m-).分子束加料效事可达50%，约为常规啧气加料的两智.

(3)当分子束注入结束并转入常规啧气加料，器堕附近D. 辐射强度急剧下降，与此同

时，粒子对流沿径向朝等离子体芯部运动速度逐渐递增，电子密度峰化和电子密度持续上

升，等离子体热能、雇于约束和能量约束时间均有所增加.

(4)分子束中鞋子运动速度与拉瓦尔啧嘴孔径和工作气压有关，本实验中植子走向运动

速度达到100 mis，因其撞撞率高，壁表面吸附气体少，植于再循环率系数为O. 邸，比 HI...-1

装置通常喷气加料低于10.%以上.

(5)分子束与等离子体相互作用以及在磁约束条件下植于和能量输运过程还有待进一

步研究.

参加实验工作的还有植脆利，严东部，张清眷，郭于城，黄融等.

有关分子束方面的资料是由南开大学李胜林老师提供的，席先靡扭捏和李胜林老师.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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