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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 ECR 离子源实验台的工作原理、基本结构和研制过程o

作为实验和测试平台，ECR 离子源实验台可以很方便的调整离子源

各参数，在靶上得到好的束流品质o 通过对部件的改进和调试，解决

了束流较小的问题，使ECR 离子源工作在最佳状态。上述结果可用

于中子发生器的运行调试。因此，ECR 离子源实验台是强中子发生

器所必需的实验设备o 与国内外的 ECR 离子源相比，ECR 离子源

实验台主要着眼于中子发生器的模拟实验，在结构上强调小型化、实

验平台化，在功能上要求能够在线测量许多重要参数D 测量结果表

明，ECR 离子源实验台技术指标达到设计要求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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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facture of an Experimental Platform

with ECR Ion Source

(In Chinese)

ZHOU Changgeng HU Yonghong LI Yan

(Institute of Nuclear Physics and Chemistry , CAEP ，孔1ianyang ， 621900)

ABSTRACT

The working principle and basal configuration and fabricative process of

ECR ion source are introdced. Regarding as an experimental and test device ,

the experimental platform of ECR ion source may expediently regulate every pa

rameter of ion source , and achieve good character of beam current. Through

improving on the components , ECR ion source can is modulated in 已est state.

Above results may be used in the running and debugging of neutron generator.

Therefore , the experimental platform of ECR ion source is the necessary equip

ment of large beam current neutron generator. Comparing the experimental

platform of ECR ion source with domestic ones and the overseas ones , it mainly

be used in the simulation experiments about neutron generator. It is compact

and experinlental platform mode in structure. It can focus the beam current and

measure many parameters on line in function. The problem of lower beam cur

rent to discover is resolved in debugging of the device. The measurement re

suIts indicate that the technology character of the device have achieved design

reqUl rements.

Key words: Experimental platform , ECR ion source , Neutron gen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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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R 离子源具有工作寿命长、束流强度大、性能稳定、无极、耐腐蚀和能在低真空下工

作等优点，所以是使用在强中子发生器上最具发展前景的离子源之一[170 现有的直流强中

子发生器采用的就是 ECR 离子源。但 ECR 离子源结构比较复杂，运行过程中由于各部件

的参数相互关联、互相影响，例如，引出束流的大小不仅与微波功率有关，也与磁场分布、各

电极的电压差、进气量有关，使得大多数参数无法直接在中子发生器上进行实验和验证，这

将影响中子发生器的工作状况。作为实验和测试平台，ECR 离子源实验台则可以很方便地

对各参数进行优化组合，在靶上得到最佳的束流品质。通过对部件的改进，使 ECR 离子源

工作在最佳状态，其结果可用于中子发生器的调试。因此， ECR 离子源实验台是强中子发

生器调试运行所必需的设备。

美国、法国、日本、德国、俄罗斯、加拿大等国都建立了 ECR 离子源，并先后在离子注入、等

离子体物理、微细加工技术、金刚石薄膜制备和化学气相沉积等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中国原子能科

学研究院和四川大学原子核科学技术所等单位也相继进行了 ECR 离子源的研制或应用。

与国内外相比，我们的研制工作主要着眼于中子发生器的模拟实验。在功能和结构上主要

是小型化、平台化，设有部分在线参数测量系统和束流分析系统。

1 ECR 离子源实验台结构和原理

ECR 离子源实验台的总体结构如图 1 所示。全套设备总尺寸约 3 mX2.5 mX2 m ，为

卧式结构。高约1. 5m 的四根支柱用来支撑整个钢结构的低压平台(平台1)。

国 1 ECR 离子源实验台的总体结构设计图

高压平台(平台 2) 由五个绝缘瓷柱支撑并与地电位隔离。微波源系统、引出电极、供气

系统、螺旋管磁透镜安置在 30 kV 的高压平台上，设备的电源设置在 1 号电源柜中。

加速电压、抑制屯源、 90°质量分析器、变频器、隔离变压器等设置在 2 号电源、柜中。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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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室是一个三通式不锈钢困筒.上部固定了真空测量规管 .F部连接分子泵。真空系统采用

直联泵和分子泵组合。为了避免真空泵振动影响离子源工作，在真空室和引出电极之间采

用了波纹管连接。在真空室后部是 90。质量分析器。直:靶室和斜靶室分别接在质量分析器

的 0°和 90。方向，用于测量分析前后的离子束。

ECR 离子源实验台的工作原理是:由于 Lorentz 力的作用，电子在磁场中沿磁场线回旋

运动。当电子的回旋频率 ωeye 和馈入的微波频率 ωhf相等时噜电子获得能量，产生共振加速或

共振减速现象，即满足以下条件:

ωhf =ωeye = (e/m)B (1)

式中 :ωeye一一电子的回旋频率，Hz;

ωhf一一微波频率， Hz;

2一一电子电荷， k;

m一一电子质量， kg;

B一一磁场的磁感应强度，T。

对于 2.45 GHz 的微波频率，磁感应强度B 约为 0.087 5 T(实测为 0.089 T) 。电子和

氢原子等粒子的碰撞过程产生等离子体。等离子体被限制在轴向和径向复合磁场中。磁场

的综合作用导致等离子体有一个较长的约束时间，进而增加了碰撞概率，得到高密度的氢离

子。氢离子由引出电极引出后形成能量为 30 keY 的氢离子束，经过 90°质量分析器得到氢

原子离子(HI)束。

2 设备的研制

2.1 自动控制系统研制

ECR 离子源实验台的测量与控制中包含两大部分o 在低电压端，主要控制30 kV 加速

电源、5 kV 抑制电源、聚焦磁透镜电源、90。质量分析器、真空泵等设备的启动和停止，调节

电压、电流和真空度的大小，测量显示上述设备的参数以及直流和脉冲束流值9 提示束流品

质和束流聚焦状态。

在高压平台上，主要测控磁控管及电源、螺旋管磁透镜和电流源、放电室和供气设备、引

出电极。并在线测量微波入射功率、反射功率和气体流量等。

控制系统如图2 所示。对于高压平台上的设备的测控，采用了光纤传输技术，既有效地

I EC时制台|

测量;与控制信号

的转换电路(B)

加速电j原、抑制电i!.京、聚焦

系统、 90° 质量分析器、

真空菜、束ijjEilJlll量;等

图 2 控制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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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了高压绝缘问题，又提高了控制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ECR 主控制台安放在控制室，主

要由微机、PLC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人I/OC数字量输入、输出)接口、 A/DC模拟量转换数字

量)模块、D/AC数字量转换模拟量)模块、通讯协议转换器、光纤接口电路、功率驱动电路、过

载保护电路、仪表、按钮和开关等组成。

由于采用了 PLC 和I/O 接口电路，增强了控制和测量的可靠性，提高了运行速度。对

控制容量和功能的变化，只需修改 PLC 软件。

30 kV 三相隔离变压器把头部的 30 kV 电位与地电位隔离，并输出 380 V 单相交流电

为高压平台上的设备供电。通过测量与控制信号的转换电路 CA) ，把高压信号变成低电压

信号、把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接受来自控制台的光信号并转变成电信号、把测量到的信号

转换成光信号并通过光纤发送给控制台。在低压平台上，除无光纤传输电路以外，其余和高

压平台上的测控电路基本-样。

测
量
一
与
控
制
信
号
转
换
电
路

光
接
收

多路光纤
光
发
射

幅
频
变
接

多路光纤 Ei
叶一一一I 射「←

光
接
收

高压平台上的设备的测控原理

如图 3 所示， ECR 离子源光纤传输控制装置主要由微机、 PLC、光电发射电路、光电接

收电路、频幅变换电路、若干个幅频变换电路、多路光纤、测量与控制信号转换电路组成。微

机与 PLC 之间 .PLC 与 A/D 模块、 D/A 模块之间，采用 485 串行总线通讯模式。其工作过

程如下:设置在控制室的台式微型计算机把操作人员键入的命令转换成数字信号送到

PLC ， PLC 把信号进行分析处理后再进行数模转换，经过幅频变换电路幅度转换成频率。

光发射电路频率转换成光信号后从光纤接口输出，输出光信号经光纤送至远端 CECR

离子源实验厅) ，由光接收电路还原成电信号再进行频幅变换，形成 0'-.， 5 V 的直流电平，送

到控制信号输出电路。

测量信号经过上述反过程形成 0~5V 的直流电平，被模数转换后变成十进制编码信号

送 PLC.PLC 对信号进行处理后送微机 9微型计算机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显示、提示、存档或

打印。

2.2 真空系统

真空系统是ECR 离子源实验台正常运行的基础，真空系统的好坏直接影响到ECR 离

子源实验台的工作状态，根据ECR 离子源正常工作时对系统真空C <4 X 10- 4 Pa) 和系统内

部清洁度的要求，在设计思路上本着操作方便、高效和无油化的原则.选用了抽速 8 L/min
的直联泵(不需冷却)作为前级真空泵，选用抽速 1 500 L/min 的分子泵(元油污染)作为高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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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哀，在分子泵上方接一真空室，真空室两

侧分别连接波纹管和 90。分析室，顶部是金属

热偶规管和金属电离规管及一个用铅玻璃密

封的观察窗，以便于对系统低真空和高真空的

测量，观察离子束流状况。在真空室侧面还装

有放气阀，便于拆卸时对系统放气。分子泵及

真空室安装在可谓支架上方，便于安装时真空

系统的上下调节。

真空系统具体运行过程如下:先启动直联

泵，待前级真空小于 10 Pa 时，开分子泵冷却

水，启动分子泵。分子泵正常工作时，高真空
图 4 真空系统

应小于 4 X 10- 4 Pa。测试表明，该真空系统极
1一波纹管连接法兰; 2一一前级真空管道; 3 直联泵; 4

限真空可达 9X10-
5

Pa ，其结构如图 4 所示。 分子泵; 5 真空室 ;6一可调支架; 7一分析室连接法兰;

2.3 30 kV 亘流高压电源 8一束流观察窗;9 金属电离规管;10 金属热偶规管

30 kV 直流高压电源的基本结构如图 5

所示。该电源采用交流 220 V 供电，用隔离变压器进行高低电压隔离。整流滤波后输出各

组低压直流电源，再经过 DC/DC 电压变换，产生。 ~~30 kV(可采用于动和自动方式调节)的

直流高压。从高压端取出电压与基准信号比较，将得到的差值放大后去控制 DC/DC 变换

器的工作状态，从而达到输出电压稳定的目的。整个电源安装在 440 mm X 200 mm X 350

mm 机箱中。

i 基J住电压 h

样

电

路

|误差放大←一斗报性转换←士J

图 5 30 kV 直流高压电源方框图

2.4 冷却系统

高压平台上的大功率部件在运行时，需要冷却。用普通的水冷却存在绝缘问题。我们

采用了变压器油循环冷却的方法。

其工作原理是:通过油泵将冷却油输送到ECR 离子源需油冷的部分，如放电室、螺线管

线圈、加速电极、抑制电极、引出电极等，热油回到油箱，水通过热交换器将油中的热量不断

带出，热油温度降低，经热交换后的油再通过油泵继续对上述部件进行冷却，如此循环往复，

达到较好的冷却效果，对ECR 离子源关键部件起到良好的保护作用，较大的改善了ECR 离

子源的工作状态。

2.5 微波功率在线测量装置

如图 6 所示，微波功率测量，装置可以在线测量微波入射功率和反射微波功率。测量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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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由定向祸合器、检波器、衰减器、光纤传输电路、微机、微波功率表等组成 I' 。

在微波频率相对较低的范围，波导的尺寸很大，用 F微波测量的定向搞合器随之增大，

对微波源的结构具有较大的影响。如果采用主副波导平行的宽边或窄边多孔搞合，则隔离

端的内置负载氏度会使纵向尺寸很大，如采用纵向尺寸较小的十字定向搞合器，又会使横向

尺寸增大，简单的探针祸合器，无方向性，不能用于定向测量。现设计的波导搞合线式定向

搞合器则克服了上述缺点，因中的箭头表示微波测量方向。在波导的宽边中央开一个精合

困孔，在困孔的上边是一个一端接 50 n 匹配负载，另一端接同轴接头的稿合线。采用波导

中心因孔搞合，对搞合孔上搞合线进行激励，产生激励信号。

H

反射吁一-

!光纤传输电fE干JEL才光纤传输电路 i |控制台|

图 6 微波功率在线测量装置原理框图

通过旋转搞合线与轴线之间的夹角，使之具有良好的方向性。把近似一个波导宽边长

度内做成两个定向亲离合器，使它们在相反方向取样，则构成小型化的人射方向糯合器 A 和

反射方向祸合器 B o 功率探头主要采用灵敏度高的微波晶体检波器，在研制过程中考虑了

宽带匹配特性和灵敏度频率响应的平坦性。

2.6 离子成分及束流聚焦状态在线测量系统 (午1

图 7 是离子成分及束流聚焦状态在线测 yl , [I Iν/2
量系统框图。从离子源引出的离子束中多数

离子都有横向速度9 离子在传输过程中也可

能与管道中的剩余气体分子进行碰撞而发生

散射，这些因素使离子束呈发散状态，到达实

验靶上的束流约几百μA，束斑直径很大。

大部分离子则打到管壁上。我们在90。质量

分析器和实验靶之间设置了一个螺旋管聚焦 _fit吃/" 内 /一一一一J l,/3

装置，对离子束产生会聚作用，实验靶上的束

二日才C13mAλ束斑直径最小可达到 10

mm o 线圈电流大小的调节由控制台通过电

源柜实现，束流聚焦状态的变化，最终由束斑 图 7 离子成分及光学特性在线测量系统框图

直径决定。为了有效地测量束斑直径，在实 l-ECR 离子源; 2 电源丰fJ; 3一实验靶室; 4 锥形光 i满;

验靶和螺旋管聚焦装置之间设置一个锥形光 5→螺旋管聚焦装置 ;6-90°质量分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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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祠，锥形光 i菊后部设有一个移动式收集极和移动式观察窗，通过比较收集极关闭前后的电流

值、光阙上的电流值、靶上电流值，决定束斑直径的大小。用电视摄像系统也可观察到移动

式观察窗上束斑直径的大小。通过调节磁场、引电极和聚焦透镜可以改善聚焦状态。

束流成分反映放电效果的优劣， 90。质量分析器是在线束流成分检测的重要部件，它的

作用是将离子束按质量数的不同分成几束，使所需要的原子离子束到达实验靶室，给出其所

占比率(原子比) ，并将结果传送到控制台。质量分析器由励磁线圈和真空盒组成。质量分

析的原理可由下式给出，

BR = J2石E/q (2)

式中 :B一一磁感应强度，T;

R一一离子偏转半径，em;

m一一一一离子质量，kg;

E一一一离子能量，keY;

q一一电荷量。

通过调节螺旋管磁透镜电流、气流量和质量分析器磁感应强度，可改变原子比，ECR 离

子源原子比成最好的结果为75% 。

3 测量结果

将自研的设备与引进的微波源，分析磁铁等组合安装在一起，并进行调试。在调试中，

用软铁进行有效屏蔽，解决了磁感应强度偏低，不能有效的约束等离子体的问题;通过改造

磁控管直流电源使微波入射功率稳定;重新设计了引出电极尺寸和束流通道的"对中"，解决

了直流束流偏小的问题;在放电室出口，采用了石英环，增大了离子密度，使引出束流增大了

30% 。主要参数的测试结果如下:

(1)用数字真空计测得系统的真空度为 9XIO-"Pa，超过设计要求;

(2) 当两组磁场线圈 A 和线圈 B 的工作电流

分别为 30 A 和 28 A，用特斯拉计和轴向 HOLL 100,
探测器测量了两组螺旋管透镜共生磁场，测得磁 80~一-- -

感应强度约 0.089 丁，图 8 是轴向磁场分布图; t;: 60

(3)用郎缪探针系统测得最大离子体密度约 勾 40f-

为 1 X 1011 em -3;

(4)在直流束流为 10 mA 状态下，用在线微

波功率测量装置，测得微波输入功率最大值约为

600 W 左右，反射功率表最大值约为80 W 左右，

基本符合设计要求;

(5) 在实验靶上，测得最大氢离子束流约

13 mA;原子比为 75% 。

4 结论

10

o 20 40 60 80 100 120

Llmm

图 8 微波信号i原轴向磁场分布

与国内外的 ECR 离子源相比，ECR 离子源实验台主要着眼于中子发生器的模拟实验。

在功能和结构上主要是小型化、平台化和具有在线参数测量系统。ECR 离子源实验台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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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指标达到了设计的要求。在 ECR 实验台上调试和测试的数据已经成功地运用于强中子

发生器。 ECR 离子源实验台研制项目最近通过了国家级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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