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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 HT-6M 托卡马克中，用压电扫描法布里，地罗干涉仪进.

行的等离子体高分辨光谱测量的原理和技术，并给出HT-6M 托卡

马克中，该技术在决定离子回旋共振加热(]CRH) 能量吸收机制的

关键性参数氢氮比的测量，离子温度的谱线展宽测量以及边界等离

子体再循环研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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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CAL MEASUREMENTS WITH HIGH SPECTRAL

RESOLUTION ON HT-6M TOKAMAK
(In Chinese)

Ding Liancheng Jiang Guangkuan Lin Xiaodong

<INSTITUTE OF PLASMA PHYSICS. ACADEMIA SINICA. HEFEn

ABSTRACT

The principle and technique of high-resolution optical measurement on

HT-6M tokamak with a scanning Fabry-Perot interferomet町 is described. Ap
plications of the techniques on HT-6M tokamak. including measurement of HI
H+D ratio for determing the energy absorption mechansim of ICRH. ion tem

perature from line broadening and recycling of edge plasma. are repo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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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先遭遇量中.为了分'停;皮*相正的 it1!i;现有关前线的钱亘在1分更的测量，明要求先

部位嚣应具有离分嘛事.特别是在1E卡马克等离子体中，出氢ii\原子辐割谓的相对强哽鹅

量:9缸离 F细然中的氧缸含量比，出线先诵的?吉普勒 I[如I'pler) 艘宽噩噩离子组度.码:光

洒链的多曹勒横幅确定等瘦子体监辛苦适度『川. tut剧mil!线的事011 <Zeeman) 分事确泛征

卡马克的磁场分布II:等更是如此.事实上.克璋的高分'第二争?军费一直是等离子体光谱诊断的

一个重要分支.

由于托卡马克军离手体是以脉冲配电形式运行的.萨Ut黯蜻辐射光谱线盟的高分"事

测量带来技术上的HU丧.这是因为在测量中必续同时直在原1窍分院军和时间分瓣本领.目'每.

该要工作基本 l.f.':I日 il' 色仅通多色仅进行的.主要有三种方注:: ----是连班扫描法，这种方

法维持托of:马克险也妻~ft不变.通过改变~也仅的波已每次调量一个i度快且.这佯经过几

次甚王JI.+;t. ~{ II~ Jj 便在得一幅究擎的i费钱线咽分有..二是酝懦戎转髓快速扫描单包仅

法:··1. 这是一种在对做脉冲光源i~纯线附鸭量中广泛使用的方法z 三是光学$道分昕仅

<OSMA).l~渭分辩率由客单11.相挥头共·在i快走.而时间分辨率取决于二极膏JiI阵的果样时

间.由于单色fi.或多色忧的分瓣辛和色融寄:受光帽划生j技术的阻剧;而难以做得很高，因此

用单色仅或多色1.v.·ti苦钱缉毒1的高分辩旦在商量就有真局理性.

法布里‘瑜罗 <Fabry-Pum)于涉仅是一种具有二维邑散性能的高分辨率先谱仪，它广

眨应用于稳在光班的精细和越精细结向的分析中，但由于托卡马克是陈冲光~.所以也蜡

法布里-JfJ罗干i圳茸的应用带来用All:.尽啻在利用事费放应洲量等离子体内部极向磁场的实

验方面.曾把法布!tHO罗标准.rt作为邑散元件.俩在使用干涉f~进行i菁线缉型测量方面只

有极少的装置有过啤功的报道i' 这不仅是因为该仪器的自由先i菁区较小.还因为环搜温度

的变化，电磁场的干扰等都会结实验带来困难.

通过波Kti捕的方式实现i曾接线型轮廓测贵的法布里-J自!罗干涉fl通常有两种类型，up
气功扫熔式和;庄 It!.补佳式.气功扫描式干涉仪因时间响应太慢.所以对托卡马克尊离子体

诊断不合洁，这是 ['·r 为il快的气巨变化会导致气 ft形成涡流.压咆孙悟式法布里-础罗干涉

仅是，通过压电陶ItHy.Jll~缩变化来控制干涉仪极距的变化 U实现波长扫描的.

先 iri纯的高分辨辛测岐主要眨针对谓线的统细调量进行的，问此.本文第 1 节将讨论

托卡马克等离 fl串的线光币 fit 甘~fJl 制 5 然后介绍{用于 HT6M 托卡it马克i持续续型测量的

压电打 tl 法布 .!R-J白罗干涉仪足真实验安排;如同节抬出 JIT6M 托卡 J1J~l巾.法布illHn 罗

干涉{又在氧 rot 比;胡l 融、离子 :LI 度的 i前线展宽测 fit 以及边界等离 ff本再循环实验中的应 m和

实验结果.

1 托卡马克线辆射 i苦的 }lU宽饥例

在托卡马克高温等离子体巾，除自然宽度外. Jf tf Jt'f::因素引起特征线光谓的进一步
展宽有1位移.其中主要为 2 乡野勒炖应.斯塔克 <Stark) 放应和l~是她咛. •

多f1·勒 JJU宽趾窍j离手体巾大娟的作随机运动的相 qJ f.L T-乡野勒频仰的集体夜血。佣果

认为辅射粒子的运动纯你是由热运动引i坦的， HIl Jt运动 i宝 rt阳从麦克斯们分布.那么对党

学i霉的缔离子体. i苦 t是由于多 i'f fJI放应展宽产生的归…H:. ;，:贡酒'1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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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ω) = (旦与np[- 旦讪')t lCiT).'· ---ro.. ZkT. A:

这是一个离斯型分布.其中学高全宽度可夜示为

品T
A沾ZZ7.68X IOSA47 万 <-U

(I)

(2)

冥中.M 为发财诙谐纯粒子的H质量. .-l为~.:r.~量散.iT. !l:1;.l eV 为单位表示的离子温度，

AttA 为单位<I A=IU I<m). 为先遭线中心披伏.

斯15克履宽亦即电场对面线的 E响，在高温等离子体中主要在理为带电橙子;可 93碰撞

展宽绩应.由斯 iT;克履宽引趣的酒结轮院为南仑荤型分布，半高全宽度可表示失 1

~" = 2. 50 X Ie ullu!"l;'" <.\)口〉
式中N. 是电F密度.吨i'是归_oft麓.的半高全宽度.

磁场对璋珑的E响产生事侵蚀r;i..由于外磁场曲作用而引起的i曹续波长分整为

~AZ = 4. t\1j8 x 10 气M，g: - M.K.)A!B <A) (.;)
其中 • M" M: 是跃迂前后原子所处状态的磁量子鼓·x 为阔篝胆子• B R:外匾场量度 • MI'

Mz 之间的跃迂应满足选择在则噜

可见.托卡马克内等离fl率发射i曾线的加宽是多蔷勒展宽、斯i! "R:展宽在1事是建应等

i于多因素集体作用的结果.多苦勒展宽的大小主要阪歧于离子温度的高旺，斯t鲁克展宽的

大小主要决定T-I包 F帘度.而率曼效应民IJ与磁场强度相关.

HT6M 托卡马克"It. 程场和电于密度的典型值分别为B= 1.0 T 何 _V.= I. 5;.' .ill"

em ]. ;H H. 和1 D. ilt缉.取最主缸κ.~N， =l. 11，;， =0.015:'. 并取 H. 初 D. 所在壳目的离r

WIt k1',= 10 eV. lit 式 (2 )， (3) HI (.1)计算出的上述三种效应号!层的 i暑线it~·~ 见丧 1.

寝 I liT-""1 IE~萨马克中~线的.莲

工;.;-~-!--;
一一-一一一十一一一一一

.13 11.02

人

H. 6'\62· 8二

【I. 再5 再.. 0:;

~.Il.l. .\ d.l.v'.λ .:l.i二. .\

O. z~

。. zo

由表 I liT 知I. 斯塔克展宽阳事侵展宽郡远小于1:菁勒展宽.因此.对于 HT-6M 托卡马

克等离子体.可以忽略斯 t* 克-;i， ~t. 农l 事曼 ~1应的影响.认为借钱的轮廓 f~dl 多普勒展宽所

:先定.

2 实验安排和仪器介绍

HT-6M f(;卡马克裴置，非离F体 i~纯钱如测量系统且体安排如回1 所示.在巾，光学传

递部分包含 30m F- r.~光纤传此束(光纤截而为~2mm)、扫描法布里-i自罗干涉仪、干涉撞

光片反光电倍增管a

实验选拷 H. 线辐射为;lfi测对象，速阵的选得:J; 于两方面原因z 一是尽管托卡马克故~.

M等离子体的制射itt纯非常丰富. (f~在 n. i曲线附近几十埃范围内无真宫强辐射i骨碍在，因

而可选择F涉滤片'作为百l也时元件a 二是 H. i自统有较高的表面亮度，因此可以改善接收信

号的信呗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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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NT唰.重重. ，-......芋，但.赌，L-...I-子...It，

T-一~….，H-.5 , f一-寇If， c一-忡，愧，0-..电噩+宫SOV，

S-iI霍咆厦. A-·...司司kit...细....a.MII..

本宴量所使用的 KFPI-I ~Ii:电扫描法布里·捕，干涉恒的具体参噩噩

(I)恒度: 22.5-%5

(2)植E变化范围: 0.05-1ωmm

(3) 竟遭革圃: 4000 _~ -68ωλ

(4) 自由JU!: 荫'

(5) 矗幢鲤II!: 1.=1,=840 mm，向6

(6) .，也精度z 当距离变化1μ时，优于0.025

(7)压电晶体..幢厦: 10.661 A/V
(8) 先许温度酷需z 写二士 1 'C

子涉但中共有四块压电陶膏，官们起商方面作用:-矗用于胃键片P.‘民的平行性"

霄，这是通过以相距120·置于幢片 P. 青面圃周上的三片压电陶量来宴琪的，二矗雹动幢片

P，矗座运动从而导致两镜片间置的变化，以实现植挺扫描，这量由另外一根E电商量梅实

理的.此外.两手涉幢片的平行性钮调是通过与民相连的两个机械枉仔丰田一个第三触点竟

成的，于涉仅压电陶雹驱动电嚣控制缉路"田2 所示.真中，阳为扫描压电陶量悔，屿，.陆

和-..为三个平行性精调用的臣也陶暨片.

3 HT-6M 托卡马克中谱线线型测量

3.1 .m忧测量

托卡马克等离子体离子回旋共掘加热<ICRH) 实验中，少数植子氢(H)在1It(0)等

离子体中的浓度是决定能量吸收机制的关键参颤.光谱法测量氢班比的实质量通过对氢舰

原子发射懵缉的强度比涮量来推算它们的含量比.

对于等离子体的缉辐射，一艘可以只考虑自觉跃迁过理，设等离子体是光学槽的，则

遭缉的费面亮度为

比=在r凡A...hlod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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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为曲，辜到 m 辜的自寞.迁凡事 .ltfl 为'财的先于幢量.N. 为在n..辜的酶.

于密度， D 为精但分局佳的等离子体踵挺.量等离子体的原子道理'是日冕幢噩(_J时.面

镜亮度可写作

儿=如·山东
1<.

式中 N. 为基辛原子密度 • I.-为自基辜既迁到 n 辜的矗囊障• N. 为电于西厦.

但如章，氧的同缸'辑对{匍比和D. ~U马利岛等对庄的英黯编3 停为撞画'蝇.~

对等离子体同一区峨情相同的测量弦遭行现蜀，周菁

N阳岛，

瓦-瓦

匍果等离子体的发先面但为 a. 接收曲立体角为 D. 则撮，圈'接收的'射功率为

.::z B8D

细果用同-台仪器去测量1: 链和 D缉，且 8.0保持本变，则有

NM 11M

N.. II..

辐射功率反映到 i雷缆线型轮'上是轮廓的棋分面砚，由第二节的计算知，对于高温保

密度托卡鸟克等离子体. il线轮廓的半宽度曲多蕾勒履宽快定，于是，也式 <2> 可得

L1AU' - ./2A~' (10)

式中 L1}Jj' 和 L1A1f' 分别为日，和D. 晴钱的多蕾勒半宽度.世所测量到的日，相D. 谱缉~庸

的峰值分别为川和PD' 则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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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只蔓测量*' PH 与 POI 的比缸.过可 t'l 提鼻:t N../:"~ 的大小.

由 ~1: J，r 吁址 ， .l t氧俄比[};遗量最晏归站~f; J.r I-t.归 o. i普安挂靠自号费量.庄2族主三巾.~

主tt;:瞻的再i\!是通过法{Ii堕f;'; ~ T"'理 H 扳冥~t!! :'!-: ~~.f\: 四千titJ民主主Jl'{ t草案完成 e~.ι: 电Fi号

密合适如白白范 iR iζ; !~.饭寄:良~). !变得氏的革矗交 2飞 f(与 I I. !捡到~ .··1 捷吏外:~:!r 是

f呼通过夜生二 ilT '. ~:j !~ ffi顿的泰在制干访 fx. p':i i~ t:扫接 it:目.民可以 it先咆店培奇在- ,,

n锺过fl!t1k后 i，~ ~反O: ll 事i D. ~主轮~句如何.

正咆酶 £:!'!1 1'.< ~高飞快i 扫描吃~rf :.哇!也 ((J 缸，置，变!t it实际上是?是小的.;m真 E决定于前

u:鬓敷眩f(距~ ~;~ ti i~ ~;'t~巾，t:领Jl! h. 实雪在中.It!f:岛fj远野，.~~须.~两个参Il 二 F二涉{式

的价瓣章~ f!1 ff d! ~: :r;, i-(. 分Jir筝的选 tf 低幌子'~ I.伽队战 l二揭露川在 N 司马 itt泛的~带勘宇

贾哇.r;~ 弯下iif 吃 "1'. ~ I'】r-V.m 英 I ;C o 向'.一 .lc..= 1. 1'\ '主斗}=1.59 A. ~:.;-之 I. 'J
λ ，凹此 • OJ; 珩~!!O也-;.~ JF i'与李 i百元.并缸'刊f!~ tij.J"!各 iiF~tr'jfG Wj. Ci..i辛 jfz -r: f~仪的渭分
'曾事

(11 、

(J 2)

拍i f! ，!J 克 iP;~{ ~\;兰布足

•\ ~ ("'., ... ~..)呻， :..ilii.' ~.l~二= :'.5 (A)

lIT 州t 氧气L 比i'l.i 蝇中. i~分僻字为 C. l( λ 主 ti. 白l!i 光i曾[在(f 1入酣近.回:3 1': HT·

6\f 托卡马先植Il!.巾.法衔'飞跑罗「涉Uill!蟹的 fl. 但队的信号强度，显费由于事苦勒我

吃 II. rtf D. ilH\: 被眼宽 cfri Jl(:，先.在 W~f量的离个吨仍辰 ff，'t 1i; 地份'停.四 4 站出了在筑等离于

1非 ~tIL~'I'. ~!， l~r r 在浓;壁 II ill- I) 衍生: ~t. (11 Itl 4 吁记.征岐咆踢削氧浓攫部大于 35 ~"~ .
['I;.1...! rr 口I 1[1:':~ 屯此也巾 ;tf 芹点(-f非 lt )CR Il的缸.吸收机制是根 fHUn热而作 11: 少

~f( ，~~俨与 tI!~·: to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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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Z .手温踵的遭娃，蕾..重到量

自第二节曲讨论细. It托卡马克内的高温'主密度等离子体，在号i~描缉展宽的各种货

臣中，多膏IJ量生应起主蔓作用.于是，曲式 (2) 哥哥到四事蕾勘辛离圭宽哽 ~' 表示的"

射离子的温度为

矶"'"' 1- i X 川〈字Y 州 (1 4)

CIS>

因此.只要测量也遭钱轮院的半高全宽度.便可得到离于噩度.

托卡马克中等离子体电革进入平台区后 .Ql睡离子将处于日冕幢盟幢远的在平"主.它

的.真电离电佳的高低.在等熏于体内撞壳层分布.因此，通过对不同电离电佳 Q踵离子

的温度漫画.就可以在德等离子体离子温度曲空间分布.事实.量只适得了 H. (6563 Ai 遭

缉.'1禽于温II. 由于 H. 谱线的电离电佳段佳<12， 09 eV).因此，测量的是等离子体边

界处的离子翠哽.

在对情绪进行~苦勒轮ft湾最时.1:1使tt组干涉环纹不重叠.自由丘谓民巨大于浩缉

的多苦勒全宽It. l-t H. 缉.设具 (dE 仨吗直内对应的离手握自 E为 I I) ~V. 剧真半高全宽度

为 1. S9λ. 取渭分卿辛芫r 0. 5λ.

此外.干涉仅撞也#..~革命针孔克阑乱任大小的选挥民要考虑到有足够自 5克通量. J{妻

考盘保证iti"钱tt:廓布拉小的取作宰以求真实地再现 i胃线的轮~. ({f军事可表示为

~ 1)1"
再-玩玩

式中D 为针孔光闭II佳.~为取作披K:.

lot fl. i哥线( i!l l·t应离 -f温度为 IOeV >， ~/.=840mm S-l. 剧 l·t应 =f [J =5mm 和 7

mm 的取作;度 i乏分别为 0.029 .\ f110.057 ...;而jl{r子的取rtif.剧份别为2 1~;f!I:.I~，，，由

此可见. ;，度民取桥，李m小.足以侃iiE正确地再现ill缉的轮廓.

IIT-6M 托仨马克欧梅灿然故也巾和HUll. 由线.~察了离-f温度随攸t也时间的变化.

结果fID田 5 所 ;J~. III rtl 5 可见.在眈 E也开始的文约 9. 0 m~. 离子由度上升尹l平顶段.从旦

的自势束(j'. 7'，的变化情况与事离 fl事咆浅的变化技i费似.

].3 边界等离子体的再循环

当*仲PI ，ti~~电经辐射到器岖的. ~.!址'l: 1f散鄂、吸收. ;,. 'Ii:. q{~~解吨以 II各种酒

射过w..使[午'(I非发尘， 1$ V/i!f. ,[ I二 I~ ~6t咆脉;~I 氏度 --·WH'ir.~比较于约班时间大·个

孩最绳，这在Iff!. .~离 ff事的I'HMHHf'二 i~ 克肢'但中.Il一个非常被雯的过rL 在日前的

裴贸中.保前在(~..;亏空哝斗'气体的企缺决i主( &%1也‘Iq1离T-l~的，If耐!Hi为.研究托卡l~

克中两循环的-个H~t1j'm居fII氧flJ'i瓦轮流作为r.w气It;" ,'.11 •

IIT-6M If;轩弓壳巾.交桥mil: 白ID，作为在气气体，由法布里- Jl'1罗干涉仪恨据 II. 和

D. i度氏的微小是别仆 .8λ} 束骂骂IJ H r(，~ (-阳 Dfr.~r. 现(((F攸 E也过 rl.叶'气体成分的变化.

考虑郭离 T!事中息的巾f~ 氧'I'-衡力·囚
1". ...J _H 俨 F 俨a

时R叫j.jjf 巾= J. (活揽L入氧通峨) 上{嗨施;山t:氧通醺}… 4 11:1 R叫J :""川，

式 e巾I' 11 /.丧￡U刊F冯治j;且.二L?夺~;离苟(j体t; 1([巾Mol古i i而(Ii第俨斗·:ti均呢趾巳的 t咆1'- 离辛辈(. I巾l归II电包 4衔:吁j 史 F损负产'吁t: 的挠;巾ik:?罕F离 r体

的"川氧刷为阳阳川1忖wπIf: RJ:{".lI"r1 r • Jt '1' .(川虑 r 网吨川li. r':j彼7.~附阴划"

8



系a. 因此.位于Z画方理可写作

I.<矗入氢通量】-材Rf.苦耐
1'10

这 I ....<5 + C>rdr (17)

Jt-定的等离子体..件.11111…」帽T. 分布健籍不查.a￥tiI-翩，于曹但篝嗷阮If.

·时画度可写~("J

1.. z: 4rC"R1X.....,.dr

寞中 X 是在维~事晕，ισ 是霄ft.

因此.对固定的等离子体条件有

<I.)

L jνf阳，f?回叫《ωιS
〈植入雹通量) QC 1 11.0 ~川· ,_ (9)

11I...
IIXrdr

cc 1...

对且.It也苟同悖的结论.于是.R.缉相 D. 缉的蝠If噩度分剧是与从嚣堕进入等离

体中的日相 D 中幢幢于通量«正比的.

10

厂J气\

40 I且 . .

' III
.

4 -n z
啊'

,(til.)"m川

回 S 边界处属于2度 T... (I ii ..离子体It电中.曲"篮的罔缸"民撞厦

电时间的电Eft O/H+D..电皮aN 的变化

因 6 始出了经营~j大'ii':写离 F体敏咆后转'良为氧M:咆的同f董事交换宴验结果.寞中绘出

了自暨"敏的同位'台fie咆~'t'-项目时的结果}与披咆次踵的关I..班结阜我啊，变换

工作气休后蝇韧的几次敏电中. Itl 噎"敬的同f~靡含量在等离子体中占多颤.在第一次瞌

电的等离子体中.由壁"踵的氧问f屯靡含量约占 65~~ .理ItrX岐电后同位事舍.iI南下降

但仍育'曹大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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