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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ITER更高的目标参数
– CFETR 1 GW 稳态 vs. ITER 0.5 GW，如何实现？
– 需要排出更多的热量，偏滤器和第一壁面临更大的压力
– 更多的高能量alpha粒子，相关的稳定性和损失面临更大挑

战
– 氚自持目标，对中子通量及等离子体约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多任务协同
– 物理设计与工程设计的协同
– 物理设计中不同时间、空间尺度物理之间的协同

物理设计中的挑战

这张PPT取自2020年CFETR系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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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诊断系统的方案

待测量参量 现有诊断技术
电流

磁测量技术
位形与位置
环压
储能
环向场

密度与电流测量 激光偏振干涉技术

温度、密度与α粒
子测量 波散射技术

电子回旋辐射 微波技术
辐射和杂质测量 光谱和红外技术
燃料 粒子测量

聚变产物 中子，γ, HX, 粒子测
量技术

 设计了一套待测物理量与相应诊断
技术，满足装置保护、运行控制和
聚变物理理解的需求

共计3大类（装置保护、运行控制、聚变
理解），46项物理量。规划了近20套诊
断系统

 对关键诊断系统开展了部分物理设计和技术
预研

根据CFETR参
数，用远红外
激光波长模拟
计算的弦积分
密度相位与法
拉第旋转角

远红外/毫米波的高
速自动比相技术研
发：

• 波长自适应

• 部件可重构，可
模块化

• 与偏振干涉仪诊
断系统高度集成

• 实现0.1毫秒的
低延迟输出这张PPT取自2020年CFETR系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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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上微波反射仪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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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 DEMO

这张PPT取自2019年黄山会议系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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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PPT取自2020年CFETR系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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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定义及波段划分



微波定义及波段划分

• 微波是指频率为300MHz-300GHz的电磁波，是无线电波中一个有
限频带的简称，即波长在1米（不含1米）到1毫米之间的电磁波，
是分米波、厘米波、毫米波和亚毫米波的统称。微波频率比一
般的无线电波频率高，通常也称为“超高频电磁波”。微波作
为一种电磁波也具有波粒二象性。微波的基本性质通常呈现为
穿透、反射、吸收三个特性。



5G定义及波段划分
5G（5th generation mobile networks或5th generation wireless systems、5th-Generation，简
称5G或5G技术）是最新一代蜂窝移动通信技术，也是继4G（LTE-A、WiMax）、3G（
UMTS、LTE）和2G（GSM）系统之后的延伸。5G的性能目标是高数据速率、减少延迟、
节省能源、降低成本、提高系统容量和大规模设备连接。

5G的理论值将达到5Gbps甚至是10Gbps，将会是4G网络的50-100倍，这样的速率几乎可以

忽略“本地”与“云端”的差别，保障移动办公、即时会议等场景的体验。更为重要的是，
5G的高速率完全可以满足4K、VR等高解析度的媒体传输需求，使得更具沉浸感的VR直播
成为可能。同时高速率下5G通讯的往返延迟极低，彻底消除VR使用中由时延所带来的眩
晕感，从而真正提升移动终端的VR体验。

微波技术以超出想象速度发展，基于5G技术的物联网，新基建将对我们的生活、生产产生
难以想象的影响。同样，微波技术也会在等离子体诊断中担当重要角色。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C%82%E7%AA%9D%E7%A7%BB%E5%8A%A8%E9%80%9A%E4%BF%A1/106306
https://baike.baidu.com/item/4G/523884
https://baike.baidu.com/item/LTE-A/8136979
https://baike.baidu.com/item/WiMax/5064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3G/99011
https://baike.baidu.com/item/UMTS/1378941
https://baike.baidu.com/item/LTE/6439078
https://baike.baidu.com/item/2G/3110701
https://baike.baidu.com/item/GSM/210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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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传输特性

频率为𝝎𝝎的平面波在磁化等离子体中的色散关系：

𝑵𝑵𝟐𝟐 = 𝝐𝝐 = 𝟏𝟏 −
𝑿𝑿

𝟏𝟏 − 𝒀𝒀𝟐𝟐𝒔𝒔𝒔𝒔𝒔𝒔𝟐𝟐𝜽𝜽
𝟐𝟐(𝟏𝟏 − 𝑿𝑿) ± 𝒀𝒀𝟒𝟒𝒔𝒔𝒔𝒔𝒔𝒔𝟒𝟒𝜽𝜽

𝟒𝟒 𝟏𝟏 − 𝑿𝑿 𝟐𝟐 + 𝒀𝒀𝟐𝟐𝒄𝒄𝒄𝒄𝒔𝒔𝟐𝟐𝜽𝜽
𝟏𝟏/𝟐𝟐

其中： 𝑿𝑿 ⁄= 𝝎𝝎𝒑𝒑𝒑𝒑
𝟐𝟐 𝝎𝝎𝟐𝟐，𝒀𝒀 ⁄= 𝝎𝝎𝒄𝒄𝒑𝒑 𝝎𝝎，𝜽𝜽 为微波的电矢量方向和磁场方向的夹角。

𝝎𝝎𝒑𝒑𝒑𝒑 = 𝒔𝒔𝒑𝒑𝒑𝒑𝟐𝟐/𝝐𝝐𝟎𝟎𝒎𝒎𝒑𝒑为等离子体频率，和等离子电子密度相关；𝝎𝝎𝒄𝒄𝒑𝒑 = 𝒑𝒑𝒆𝒆/𝒎𝒎𝒑𝒑
为等离子体回旋频率，和磁场相关。

微波被等离子体反射的条件：𝝐𝝐 = 𝟎𝟎。

Nazikian, R., et al. (2001). Physics of Plasmas 8(5): 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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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常波（O模）

O模截止频率为等离子体之和等离子体密度有关

𝜆𝜆 = 0,共振吸收

𝜆𝜆 → ∞,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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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波（X模）

𝜆𝜆 → ∞

X模截止频率为等离子体和等离子体密度和磁场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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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模：𝜽𝜽 = ±𝟗𝟗𝟎𝟎°，微波电矢量方向平行于磁场，𝝎𝝎 = 𝝎𝝎𝒑𝒑𝒑𝒑

X模：𝜽𝜽 = 𝟎𝟎°，微波电矢量方向垂直于磁场，𝝎𝝎 = �𝝎𝝎𝒄𝒄𝒑𝒑
𝟐𝟐 𝟒𝟒 + 𝝎𝝎𝒑𝒑𝒑𝒑

𝟐𝟐 𝟏𝟏/𝟐𝟐 ± 𝝎𝝎𝒄𝒄𝒑𝒑/𝟐𝟐

微波截止频率选择

频率范围对应的测量范围尽可能覆盖宽的测量范围，避免ECE二次谐频吸收

Plasm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16, 2014,p.31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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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上微波反射仪原理

Plasm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16, 2014,p.31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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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反射仪获得等离子体边界信息方案

Plasm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11. 2009，p.443-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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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反射仪获得等离子体边界信息方案

微波反射仪获得等离子体边界信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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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带雷达获得等离子体边界位置方案

FMCW(Frequency Modulated Continuous Wave)，即调频连续波，应用于高精度雷达

测距，其基本原理为发射波为高频连续波，接收的回波频率与发射的频率变化规律
相同，都是三角波规律，其频率随时间按照三角波规律变化，并存有一个频率差，
利用这个微小的频率差可计算出目标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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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的信号是调频信号。接收端输出的接收信号是在将发送信号和接收信号混合后获得的。
这将生成一个中频信号，在图中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正弦信号。中频信号的频率对应于拍频。
这个拍频被用来估计目标的距离。在多个目标的情况下，中频信号包括与目标范围相对应
的不同频率的正弦信号。

窄带雷达获得等离子体边界位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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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一个单片微波集成电路（MMIC）和一个32位Arm Cortex-M4微控制器（MCU）

窄带雷达获得等离子体边界位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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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架构
（1）射频部分（2）模拟放大器部分（3）频率控制部分（4）数字部分

窄带雷达获得等离子体边界位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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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带雷达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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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要开展的工作

(1)强调CFETR的等离子体边界确定是个问题；

(2)优化算法；

(3)在现有装置上开展先行试验；

(4)将边缘计算引入模组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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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1)CFETR的等离子体边界确定是个问题；

(2)微波技术以超出想象的发展，微波技术将会在CFETR

等离子体诊断中担当重要角色；

(3)微波诊断先天具有抗辐照，易于布置迷宫测量路径的

优势；

(4)先进的技术譬如边缘计算等，将赋能现有的等离子体

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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