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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形等离子体激励器的温升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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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等离子体强化燃烧的机理主要表现为 3 种效应：热效应、化学效应和气动效应．基于等离子体气体放电

的基本理论，结合工程实际需要，设计了一种环形等离子体激励器．在冷态条件下，研究了环形等离子体激励器
的温升效应．重点分析了距离、空气流量、脉冲频率、占空比和氩气流量对温升的影响．结果表明，等离子体放电
能够产生有效的温升，但是与燃烧产生的温升相比相对较小；距离等离子体激励器越远温升越小；空气流量增
大，温升越小；放电频率在 600,Hz 左右时，温升效果较好；占空比越大，温升量更高，温升速度更快；加入一
定量的氩气能够提升放电强度，温升量有所增加．与气流静止的放电相比，气流流动时，放电均匀性有较为明显
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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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erature Rising Effects of Toroidal Plasma Actu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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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echanism of plasma assisted combustion contains three effects：thermal effect，chemical effect
and aerodynamic effect．Based on the theory of plasma gas discharge，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needs of engineering，the toroidal plasma igniter was designed．The temperature rising effect of the toroidal plasma igniter was studied without combustion．The influence of distance，air flow，pulse frequency，duty cycle and argon flow on temperature rising was analyzed．The results show that plasma discharge can cause an effective temperature rising，but
compared with that of combustion，the temperature rising of plasma discharge is lower. The farther the distance
from the plasma igniter，the lower temperature rising．The temperature rising is lower when air flow increases．The temperature rising effect is better at 600,Hz discharge frequency．The larger the duty cycle，the more
and faster the temperature rise．The addition of a certain amount of argon can enhance the discharge intensity，and
the temperature rise is increased．Compared with the stationary conditions，the discharge becomes more uniform
under the flow conditions．
Keywords：plasma；combustion；plasma actuator；temperature rising effect

近年来，利用等离子体进行强化燃烧[1-2]，已经引
起了世界各国研究人员极大的兴趣，研究者们利用各

种不同的放电形式和放电结构来强化燃烧．等离子体
强化燃烧是利用气体放电形成局部高温区域，并激发

收稿日期：2017-03-1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776223；91741112)；陕西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7JM5093)．
作者简介：于锦禄（1981—
），男，博士，副教授.
通讯作者：于锦禄，yujinlu1@163.com.

燃烧科学与技术

于锦禄等：环形等离子体激励器的温升效应

大量的活性粒子，实现快速的点燃可燃混合气或者是
强化燃烧的进程[3-4]．研究表明，等离子体强化燃烧的
机理主要表现为 3 种效应[5-6]：热效应、化学效应和气
动效应 [7-8] ．热效应是指等离子体放电的过程中能够
瞬间加热放电区域的介质，使其温度迅速上升，因此
也称其为温升效应．化学效应是指等离子体放电过程
中，电子与空气/燃料分子发生碰撞，大分子碳氢燃料
被电离成活化能很小的带电活性粒子，空气中的氧气
和氮气分子被电离成氧化性更强的活性粒子，从而加
速化学链锁反应．气动效应是指等离子体放电的过程
会对流场产生扰动，一方面增强燃烧室内气流的湍流
脉动程度；另一方面有利于等离子体在混合气中的定
向迁移，而迁移扩散又有利于火焰面的扩展，扩大了
火焰的焰锋面积，增大火焰的传播速度，增强燃烧的
稳定性．
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9-10]，等离子体强化燃烧
带来的优势有：拓宽点火边界、缩短点火延迟时间、
提高点火可靠性、稳定火焰、加速燃烧、提高燃烧效
率和降低燃油消耗等．等离子体强化燃烧的优势已经
得到了大量研究人员的认可，近年来国内外对等离子
体强化燃烧技术也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是
等离子体强化燃烧的机理目前还并不十分清楚[2]. 例
如等离子点火和助燃过程中的化学反应路径和火焰
动力学是什么？火焰传播速度增大的机理是什么？
强化燃烧的原因是由于温度升高？是由于产生了活
性粒子？是由于燃料发生了改性还是离子风效应？
还是这几种因素同时存在？不同活性粒子对燃烧的
贡献分别有多大？普林斯顿大学的 Starikovskiy 等[11]
指出，在等离子体点火和助燃领域，还有很多机理性
问题亟待解决；Sun 等[12]也指出等离子体点火和助燃
的详细机理还不是很清楚．
实验表明，等离子体强化燃烧的过程中会使燃烧
产物的温度升高，温升可达 100～200,K 以上．温升
效应产生的原因有 2 个方面，一方面是放电直接加
热；另一方面是能够提高反应物的初始温度，使反应
更容易启动或是促使更大放热量的化学反应发生．对
于液体燃料如煤油，温升还能加快汽化过程，缩短反
应准备时间，理论上对反应速度的提升较明显．从能
量转化的角度看，激励过程通过放电将部分电能转化
为电离成分的化学能，另一部分转化为热能．活性成
分之间的非弹性碰撞等过程将部分能量重新变成热
能释放；剩余的成分在燃烧室中参与燃烧反应，最终
仍转化成热能，因此可以认为，等离子体激励的输入
功率最终都体现在提高燃烧室出口温度上．但是，在
等离子体放电产生的温升效应中，温升究竟是直接加

热产生得多，还是由于强化了化学反应而升高得多，
目前尚未进行深入的研究．
本文设计了一种环形等离子体激励器，在不燃烧
的冷态条件下，对环形等离子体激励器产生的温升效
应进行了实验研究．

1 环形等离子体激励器设计
传统的介质阻挡放电实验多采用平板式结构，其
特点是结构简单加工方便，缺点是外形与实际航空发
动机的需要差距较大，在使用该结构在航空发动机上
放电时，其占据的空间较大，不够紧凑，而环形的放
电结构则可以较好地利用空间．结合环形介质阻挡放
电结构，设计了环形等离子体助燃激励器．加工完成
的环形等离子体激励器如图 1 所示．

图 1 环形等离子体激励器
Fig.1 Toroidal plasma igniter

环形等离子体助燃激励器的核心放电部分采用
了同轴环形双层介质板结构，如图 2 所示．其介质材
料为耐高温陶瓷，中心陶瓷柱直径为 25,mm，环形介
质层外径为 40,mm，厚度约 1.7,mm，高压电极为不锈
钢材质网，沿轴向长度为 100,mm，包覆在外介质层
的外侧．实验使用 CTP-2000K 型单高压毫秒脉冲电
源，在环形等离子体助燃激励器中进行介质阻挡放
电．使用高压电压探针和电流探针测量放电电压和电
流，连接数字示波器输出相应波形．

Fig.2

图 2 放电区域横截面示意
Schematic cross section of discharge area

加载电压较低时，放电间隙相当于断路．当施加
在电极上的电压达到一定数值后，间隙内的气体被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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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而形成通路．此时电流值急剧增大，使得电压随之
减小．间隙的电压降低导致电流迅速减弱至消失，即
完成一次微放电的过程．对电极施加交流电，电压呈
周期性变化，每隔半个周期发生换向．每次换向时，
电压都再次增大，重复放电过程，实现击穿放电——
熄灭——再击穿的循环．环形等离子体激励器的放电
照片如图 3 所示．对电极施加恒定直流电，则放电间
隙中发生第 1 次击穿后，电流会继续增大，随之形成
反向电压，放电终止．整个过程只有一次击穿，不存
在稳定放电．非恒定直流电源如毫秒或纳秒脉冲型电
源，由于其电压值振荡变化，与施加交流电的情况
类似．

Fig.3

图 3 环形等离子体激励器的放电照片
Discharge photo of toroidal plasma igniter

2 环形等离子体激励器的温升效应
助燃激励的过程本身是一个向激励器内输入电
功率的过程，放电能量最终转化为化学能(电离气
体，产生活性粒子)和热能存在于放电间隙之中．从
冷却/无冷却实验对照中也可以看出，放电对气流起
到 加 热 作 用 ，随 着 气 流 流 动 影 响 到 后 续 的 化 学 反
应．因此为了探究实际的温升效果，分别在激励器后
距离为 6,cm、28,cm 和 50,cm 共 3 个位置(分别记为
位置 1、位置 2 和位置 3)各布置一个热电偶，对气流
温度进行测量．
2.1 助燃激励器出口不同距离的温升效果
空气流量调节为 42,m3/h，调压器输入电压为
75,V ，放 电 峰 峰 值 电 压 约 为 34,kV ，脉 冲 频 率 为
600,Hz，占空比为 80%，分别在 3 个测量位置对温度
进行 3 次测量．每次测量持续时间约为 1,min．其结
果如图 4 所示．
从图 4 中可以看出，实验管道内部的气体温升约
为 5～9,K 的量级．几次重复实验的结果以及温升平
均值的走势非常相似，均呈下降趋势．说明随着测量
位置与助燃激励器出口之间距离的增大，温升效果减
弱．主要原因是，距离放电区域出口越远，气流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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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越长，气流与外界管道之间的热交换越多，因此
气体的温度降低越多，温升量也就越少．值得注意的
是，几次测量结果都表现出一个特征，位置 1、2 之间
的距离与位置 2、3 之间的距离相等，但从位置 2 到
位置 3 的温度下降(平均值差 0.3,K)要明显小于位置
1 和位置 2 的差异(平均值差 2.5,K)，说明在气流从
激励器中流出的最初一段距离是降温的主要阶段，气
流越流向后方温度下降越慢．从图中可以看出，平均
温升在位置 3 仍然有约 5.7,K，表明温升效应能够直
接影响到后方较远的位置而不会完全消退．

图 4 距离助燃激励器出口不同距离处的温度测量结果
Fig.4 Temperature at different distances away from the
exit of the plasma assisted combustion actuation

2.2 不同空气流量下的温升效果
调压器输入电压为 75,V，放电峰峰值电压约为
34,kV，占空比为 80%脉冲频率为 600,Hz，将空气流
量分别调节为 42,m3/h、57,m3/h、72,m3/h、87,m3/h、
102,m3/h 和 116,m3/h，在位置 1 处对温度进行测量，
其结果如图 5 所示．
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随着空气流量的增
大，能够更快更多地将放电产生的热量带入后方；但
相应地，对助燃激励器以及后续实验段的冷却作用也
越大，热空气停留的时间变短，能够产生的影响也减
小，并且冷却效果变强，温度会下降．上述两种影响
效果是相反的，而从图 5 中的测量结果可以看到，随
着空气流量的增大，实际温升量呈下降趋势，因此可
以认为冷却作用的影响更大．另外，在较低的空气流

Fig.5

图 5 不同空气流量下的温度测量结果
Temperature results measured at different air f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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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下，温升量的减少幅度比较大；而当空气流量增加
后，这种趋势有所减缓；当流量达到 116,m3/h 时，温
升仍有大约 4.3,K，说明大流量下温升效应仍然存在
且比较明显，可以对燃烧发挥一定作用．激励器产生
的温升，提高了开始反应前气流的初始温度，一定程
度上对燃烧效果有促进作用．一部分能量用于改变成
分，从化学角度增进燃烧，另一部分能量直接加热气
体，使得放电的效果全部投入燃烧之中．
2.3 不同输入脉冲频率下的温升效果
空气流量为 42,m3/h，输入电压 75,V，放电峰峰
值电压约为 34,kV，占空比为 80%，分别将脉冲频率
调到 400,Hz、600,Hz、800,Hz 和 1,000,Hz，在位置 1
处对温度进行测量，结果如图 6 所示．

空比 80%时温度上升最快，说明温度上升是由于单位
时间内的输入能量增加所致．实际上由于每次测量时
间相同，最终温升量的大小就直接反映了温升速度快
慢．在实验过程中发现，占空比 20%时不能形成稳定
放电，甚至完全不能产生可见的放电，结合图中的结
果可知，占空比的增大对温升效果有利．另外，占空
比为 99%时放电效果不是很理想，并且这种状态下电
源难以保持长时间工作，这与电源自身性能有关.

（a）实验结果

图 6 不同输入脉冲频率下的温度测量结果
Fig.6 Temperature results measured at different input
pulse frequencies

可以看到，改变脉冲频率，温升量先增大后减
小 ，在 600,Hz 处 达 到 最 大 值 ( 平 均 温 升 值 为
8.4,K)．因此，脉冲频率在 600,Hz 附近使放电达到最
佳效果，因此在改变其他条件的实验中，使用 600,Hz
作为标准的脉冲频率设置．实验表明，出现这一情况
的原因是，在低频条件下，电流脉冲普遍较低，其峰
值也较小，而提高脉冲频率后电流脉冲明显增强，密
集程度也有所增加，但是当脉冲频率达到 600,Hz 以
上后，增长明显放缓．另外，提高脉冲频率，容易出现
电压波形不规则的情况．最终形成了在脉冲频率为
600,Hz 附近时，可以使放电达到最佳．
2.4 不同占空比下的温升效果
空气流量为 42,m3/h，输入电压为 75,V，放电峰
峰值电压约为 34,kV，脉冲频率调到 600,Hz，将占空
比分别调到 40%、60%和 80%，在位置 1 处对温度进
行测量，结果如图 7 所示．
从图 7(a)中看到，多次测量结果均显示，随着占
空比的增大，温升量近似呈线性增长，其中占空比
40%时温升平均值为 4.3,K，占空比 60%时为 6.3,K，
占空比 80%时为 8.4,K．
在图 7(b)中，在同样时长为 1,min 的放电中，占

（b）温度上升过程

Fig.7

图 7 不同占空比下的温度测量结果
Temperature results measured at different duty cycles

2.5 氩气对温升效果的影响
空气流量为 42,m3/h，输入电压 75,V，放电峰峰
值电压约为 34,kV，脉冲频率调到 600,Hz，占空比为
80%，在位置 1 处分别测量不加氩气、加入体积分数
分别为 5%氩气和 10%氩气下的温升，实验结果如图
8 所示．

Fig.8

图 8 加入氩气后的温升效果
Temperature rising effect after adding ar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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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8 中可以看到，加入氩气后，温升程度有所
增加，特别是体积分数 10%的氩气加入后，相比纯空
气放电，温度提高了 2,K，说明氩气可以有效增强放
电强度，提升放电效果．在一定范围内增大氩气体积
分数，能够获得更多的温升．
2.6 气流对放电均匀程度的影响
经过反复实验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与静止条件相比，流动气体放电的均匀性有一定提
升．流动气体横截面上整个环形空间上都存在稳定放
电，且各处电流细丝亮度相差较小．另外，从外侧可
以观察到沿管道轴线方向的均匀性也有改善．这表明
气流确实对放电产生了积极影响．航空发动机正常工
作时气流速度很大，这种放电特性对激励器投入实际
应用有利．
对于该现象，常见的解释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两
类：①气流带走了放电空间中的杂质，延长了活性粒
子的寿命．由于发生潘宁电离，产生大量自由电子，
促进了均匀放电[13-14]．②放电具有热不稳定性，气流
的降温作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不稳定趋势[15]．
王新新等[16]认为，气流促进均匀介质阻挡放电，
主要是靠降低通道中的杂质氧含量，并且在气隙中留
住更多的亚稳态的氮气分子 N2(A)，为下次击穿做准
备，而不是由于影响热不稳定性造成的结果．
除上述解释外，气流将放电通道前部产生的等离
子体活性成分吹入中后部，由于放电具有记忆性，对
这部分的放电环境起到了改善的作用，降低了原本不
易击穿部位的放电难度，减少了各部分之间的击穿难
度差异，因此使击穿的区域变大．另一方面，气流将
原本在轴向上位置靠前的电流细丝吹向后方，使得后
部堆积了原本轴向上分布也不均匀的放电，类似于将
多个放电横截面叠加，因此在轴向和横截面上放电的
均匀程度得到提升．

(3) 加入一定量的氩气能够提升放电强度，温升
量有所增加，氩气体积分数为 10%时较 5%时放电强
度的提升效果更加明显．
(4) 与气流静止的放电相比，气流流动时，放电
均匀性有较为明显的提升，主要是由于气流将活性成
分和温升的影响带入助燃激励器放电区域的后部，降
低了放电门槛，扩展了实际放电区域并减少了区域间
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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