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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 一种离子迀移管的电极结构 （2 ) 及包括该电极结构 （2 ) 的离子迀移管，该电极结构 （2 ) 包括：环
状电极，所述环状电极内缘向一侧弯曲，使得所述环状电极中心部分的截面呈燕尾形。使用离子迀移探测仪
器，迀移状态的离子可沿着聚焦的电力线行进，且由于电极之间的高压间隔是匀加速增大的，这样产生的电场
能使离子处于匀加速的迀移状态，其迀移谱的分辨率和灵敏度能够同时达到最佳。



离子迁移管的电极结构及包括该结构 的离子迁移管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离子迁移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离子迁移管的电极

结构及包括该结构 的离子迁移管。

背景技术

在安检领域 中，针对毒 品、爆炸物 、化学战剂 、工业毒剂等危 险

物 品的检测是极为重要的工作 ，因此出现 了多种针对 以上物 品的探测

仪器 ，而使用离子迁移技术的探测仪器是 目前最通用 的。离子迁移技

术最核心的两个指标就是探测器 的灵敏度和分辨率。而这两个指标 的

优化是离子迁移管的设计制作 的主要 目标 。迁移管是 离子迁移谱仪 的

核心部分 ，它用来产生均匀的电场 ，以使不同迁移率的离子进行分离。

如 图1所示，传统的迁移管是利用 以绝缘部分3等间距间隔的相 同大小

的薄片电极 1, 辅 以均匀的高压 电场 ，控制离子在管体 的迁移。由于

在迁移管 中，离子是在常压 的空气中漂移，图1所示的传 统结构 的均

匀 电场是 一个近似 的模型，非理想均匀 电场；且对于离子来说 ，它要

同时受制于高压 电场 、空气 阻力等 因素；均匀等距的高压 ，不 能很好

的让离子预加速 、聚焦 、最大量迁移等。这样 ，所获得的迁移谱的灵

敏度和分辨率很难达到最佳 。

发明内容

( 一 ）要解决的技术 问题

本发 明要解决的技术 问题是：如何提供 一种离子迁移管 ，使得具

有该离子迁移管 的探测仪器 的迁移谱 的灵敏度和分辨率达到最佳 。

( 二 ）技术方案

为解决上述 问题 ，本发 明提供 了一种离子迁移管 的电极结构 ，该

结构包括：环状 电极 ，所述环状 电极 内缘 向一侧弯 曲，使得所述环状



电极 中心部分 的截面呈燕尾形 。

根据本发 明的一方面，所述环状 电极 内缘具有大致锥形形状 。

本发 明还提供 了一种离子迁移管 ，该迁移管包括 间隔排列的上述

电极结构 ，所述 电极结构 的环状 电极 内缘 向同一方 向弯 曲，所述 同一

方 向为朝 向离子迁移的反方 向。

根据本发 明的一方面 ，所述 电极结构呈朝 向离子迁移的反方 向递

根据本发 明的一方面 ，所述递减 的间隔 比例为：1.07 : . . . : 1.07:1 ,

其 中，n 为迁移管 中所述 电极结构 的数量。

根据本发 明的一方面，所述环状 电极 内缘具有大致锥形形状 。

根据本发 明的一方面 ，所述环状 电极 内缘 限定 的空间的横截面面

积朝 向离子迁移方 向逐 渐增大。

根据本发 明的一方面 ，该迁移管还包括设置在所述 电极结构之 间

的绝缘部分 。

根据本发 明的一方面 ，所述 电极 结构 的外周部分 的两侧 具有 凹

部 ，所述 绝缘部分 的两端设置在 凹部 中。

根据本发 明的一方面，本发 明提供 了一种离子迁移管 ，该迁移管

包括 间隔排列的电极结构 ，所述 电极结构呈朝 向离子迁移的反方 向递

根据本发 明的一方面 ，所述递减 的间隔 比例为：1.07 : . . . : 1.07:1 ,

其 中，n 为迁移管 中所述 电极结构 的数量。

( 三 ）有益效果

使用本发 明的电极结构及 离子迁移管 的离子迁移探测仪器 ，迁移

状态的离子可沿着聚焦 的电力线行进 ，且 由于 电极之 间的高压 间隔是

匀加速增 大的，这样产 生的电场 能使 离子处于匀加速 的迁移状态，其

迁移谱 的分辨率和灵敏度 能够 同时达到最佳 。



附图说 明

图 1为传 统的离子迁移管结构 示意图；

图2为依 照本发 明一种实施方 式的离子迁移管 的电极结构 的结构

示意图；

图3为依 照本发 明一种实施方 式的离子迁移管 的电极结构 的中心

部分 的截面示意 图；

图4为使用本发 明一种实施方 式的离子迁移管 的结构 示意 图。

具体实施方式

本发 明提 出的离子迁移管 的 电极 结构及包 括该 电极 结构 的离子

迁移管 ，结合 附图及 实施例详细说 明如下。

如 图 2 所 示，依 照本发 明一种 实施方 式的离子迁移管 的电极结

构 ，包括 ：环状 电极 ，所述环状 电极 （中心部分为空 ）内缘 向一侧弯

曲，使得环状 电极 中心部分 的截面呈燕尾形 ，如 图 3 所示。通过这种

一面缩 口一面广 口的设计 ，让加在其上 的电场具有聚焦作用 ，迫使处

于迁移状态的离子沿着 聚焦 的电力线行进 。

如 图 1和 2所示，所述 电极结构 的外周部分 的两侧具有 凹部 5 , 所

述绝缘部分 3的两端设置在 凹部 5中。

如 图 4 所示，依 照本发 明一种 实施方 式的离子迁移管 ，包括 间隔

排列的上述 图 2 所示的电极结构 2 以及各 电极结构 2 之 间的绝缘部分

3 , 各 电极结构 的环状 电极 内缘 向同一方 向弯 曲，即朝 向离子迁移的

反方 向弯 曲，通 常为朝 向离子迁移探测仪器 中的法拉第盘。电极结构

也呈朝 向法拉第盘方 向递减 的间隔排列。其 中，递减 的间隔 比例从传

统的 1 : 1 : 1 变为：1.07 -1: 1.07:1 , 其 中，n 为迁移管 中电极

结构 的数量。这种 电极之 间的高压 间距 ，让离子迁移管腔 内的离子可

以以匀加速 的状态迁移 ，配合上述具有聚焦功 能的电极结构 ，使得离

子在最后达到法拉第盘时，迁移谱 的灵敏度和分辨率达到最佳 。

以上实施方 式仅用于说 明本发 明，而并非对本发 明的限制，有关



技术领域 的普通技术人 员，在不脱离本发 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

还可 以做 出各种变化和变型，因此所有等同的技术方案也属于本发 明

的范畴，本发 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应 由权利要求限定。



权 利 要 求

1、一种离子迁移管 的电极结构 ，该结构包括 ：环状 电极 ，所述

环状 电极 内缘 向一侧弯 曲，使得所述环状 电极 中心部分 的截面呈燕尾

形 。

2、如权利 要求 1 所述 的离子迁移管 的电极结构 ，所述环状 电极

内缘具有大致锥形形状 。

3、一种 离子迁移管 ，该迁移管包括 间隔排列的权利要求 1所述 的

电极结构 ，所述 电极结构 的环状 电极 内缘 向同一方 向弯 曲，所述 同一

方 向为朝 向离子迁移的反方 向。

4、如权利要求 3所述 的离子迁移管 ，所述 电极结构呈朝 向离子迁

移的反方 向递减 的间隔排列。

5、如权利 要求 4 所述 的离子迁移管 ，所述递减 的间隔 比例为：

1.07 -1: 1.07:1 , 其 中，n 为迁移管 中所述 电极结构 的数量 。

6、如权利 要求 3 所述 的离子迁移管 ，所述环状 电极 内缘具有大

7、如权利 要求 3 所述 的离子迁移管 ，所述环状 电极 内缘 限定 的

空间的横截面面积朝 向离子迁移方 向逐 渐增大。

8、如权利要求 3所述 的离子迁移管 ，该迁移管还包括设置在所述

电极结构之 间的绝缘部分 。

9、如权利要求 8所述 的离子迁移管 ，所述 电极结构 的外周部分 的

两侧具有 凹部 ，所述绝缘部分 的两端设置在 凹部 中。

10、一种离子迁移管 ，该迁移管包括 间隔排列的电极结构 ，所述

电极结构 呈朝 向离子迁移的反方 向递减 的间隔排列。

11、如权利要求 10 所述 的离子迁移管 ，所述递减 的间隔 比例为：

1.07 -1: 1.07:1 , 其 中，n 为迁移管 中所述 电极结构 的数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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