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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水中高压脉冲放电破碎装置，
涉及高电
压放电及应用的技术领域，
其结构为：
脉冲电源
系统的高压端通过导线连接中心导体，
中心导体
分别穿过屏蔽环、绝缘套管和密封盖至腔体内 ，
中心导体再穿过绝缘支柱与均压环的一端连接，
均压环的另一端连接有棒电极，
棒电极与固体材
料的上端连接，
固体材料的下端与网电极连接，
网电极通过导线与脉冲电源系统的接地端连接
形成回路，
网电极下侧设置有收集装置，
收集装
置在底座内，
底座通过紧固螺丝与腔体的底部连
接，
腔体与密封盖之间通过密封螺栓连接。本实
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具有操作简单、
可重复使用、
压力可控等优点，
不会产生废水、
废液，
避免了粉
尘污染，
减少了对从业人员生命健康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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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水中高压脉冲放电破碎装置，
其特征在于：
脉冲电源（1）的高压端通过导线连接
中心导体（2），
中心导体（2）分别依次穿过屏蔽环（3）、
绝缘套管（4）和密封盖（6）至腔体（15）
内，
中心导体（2）再穿过绝缘支柱（8）与均压环（9）的一端连接，
均压环（9）的另一端连接有
棒电极（10），
棒电极（10）与固体材料（11）的上端连接，
固体材料（11）的下端与网电极（13）
连接，
固体材料（11）内设置有放电通道（12），
网电极（13）通过导线与脉冲电源（1）的接地端
连接形成回路，
网电极（13）下侧设置有收集装置（14），
所述收集装置（14）在底座（17）内，
底
座（17）通过紧固螺丝（16）与腔体（15）的底部连接，
所述腔体（15）与密封盖（6）之间通过密
封螺栓（7）连接，
密封盖（6）上一端设置有进水装置（51），
另一端设置有出水装置（52）。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中高压脉冲放电破碎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脉冲电源
（1）可产生单次、
重频的脉冲电压信号，
脉冲极性、
幅值、
上升沿、
脉冲宽度和重频次数可调。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中高压脉冲放电破碎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棒电极
（10）和网电极（13）用于水中形成放电通道（12）产生冲击波，
棒电极（10）和网电极（13）之间
的间距及网电极（13）的网孔尺寸根据试验需求可调节更换。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中高压脉冲放电破碎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腔体（15）
是圆柱型结构，
腔体（15）内装满水介质，
进水装置（51）和出水装置（52）用于更换反应腔体
的水介质，
所述腔体（15）用于水中放电反应的承压容器，
承压1MPa维持1min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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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中高压脉冲放电破碎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高电压放电及应用的技术领域，
特别是涉及一种水中高压脉冲放
电破碎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高电场作用下水介质内部产生等离子体放电通道，
进而放电回路导通，
电源储存
的能量短时间内释放，
最终形成贯穿性击穿通道，
可以产生高达GPa量级的冲击波压力。水
中产生冲击波的方法主要分为金属丝爆炸和液电效应等方法。金属丝爆炸是指短时间内高
密度电流通过金属丝，
发生熔化、气化和放电过程，
产生压缩冲击波。但该方法每次放电均
需要更换金属丝，
操作不方便，
且对电源容量要求较高，
限制了其适用范围。液电效应以水
为放电载体，
通过电极间隙击穿放电等离子体膨胀产生冲击波压力，
具有操作简单、
可重复
使用、
压力可控等优点，
近年来在矿产开采、
体外碎石等固体破碎领域应用范围日益扩大。
[0003] 传统机械破碎方式存在效率较低、
产生粉尘、
噪音等缺点，
水中放电冲击波具有能
量密度高、
压力幅值大和节能环保等优点，
目前基于脉冲功率技术的水中冲击波在国防、
医
学、
矿产开采和油气增透等方面应用越来越广泛。液电效应破碎过程全部在水中完成，
不会
产生废水、
废液（水经过滤后可循环使用），
同时还避免了粉尘污染，
减少了对从业人员生命
健康危害，
降低了土壤、
大气及水源的环境污染。液电破碎还存在极大的能耗优势，
已有研
究表面比能量为机械式破碎的2 .6倍以上。
固体破碎效果与冲击波波波形、
幅值和传播特性
密切相关，
而冲击波参数是由水介电特性、
电极结构和电源参数决定的。
目前研究表明，
水
中脉冲放电产生激波的方式存在放电稳定性差的难题，
导致了水激波幅值较低、
能源转化
率低。而目前普遍采用增大放电能量以提高激波强度的办法，
无法解决能量利用效率降低、
性价比不高等不足，
亟需开展深入研究。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
针对水中高压脉冲放电的发生机制及其所产生的
冲击波力学效应，用于分析水中高压脉冲放电破碎特性，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水中高压脉
冲放电破碎装置，
其结构为：
脉冲电源（1）的高压端通过导线连接中心导体（2），
中心导体
（2）分别依次穿过屏蔽环（3）、
绝缘套管（4）和密封盖（6）至腔体（15）内，
中心导体（2）再穿过
绝缘支柱（8）与均压环（9）的一端连接，
均压环（9）的另一端连接有棒电极（10），
棒电极（10）
与固体材料（11）上端连接，
固体材料（11）下端与网电极（13）连接，
固体材料（11）内设置有
放电通道（12），
网电极（13）通过导线与脉冲电源（1）的接地端连接形成回路，
网电极（13）下
侧设置有收集装置（14），
所述收集装置（14）在底座（17）内，
底座（17）通过紧固螺丝（16）与
腔体（15）的底部连接，
所述腔体（15）与密封盖（6）之间通过密封螺栓（7）连接，
密封盖（6）上
一端设置有进水装置（51），
另一端设置有出水装置（52）。
[0005] 进一步地，
所述脉冲电源（1）可产生单次、重频的脉冲电压信号，
脉冲极性、
幅值、
上升沿、
脉冲宽度和重频次数可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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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进一步地，
所述棒电极（10）和网电极（13）用于水中形成放电通道（12）产生冲击
波，
棒电极（10）和网电极（13）之间的间距及网电极（13）的网孔尺寸根据试验需求可调节更
换。
[0007] 进一步地，
所述腔体（15）是圆柱型结构，
腔体（15）内装满水介质，
进水装置（51）和
出水装置（52）用于更换反应腔体的水介质，
所述腔体（15）用于水中放电反应的承压容器，
承压1MPa维持1min以上。
[0008] 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及使用方法：
1、
选取固体材料（11），
确定其尺寸和安放位置，
调
节高压棒电极（10）和接地网电极（13）间距，
通过进出水装置（51）和（52）将腔体（15）装满
水；
2、将脉冲电源（1）高压端与中心导体（2）、接地端与接地电极（13）相连。脉冲电源（1）根
据试验需要选取合适的电阻R和电容C元件参数，
调节球隙G间距。启动脉冲电源（1），
脉冲高
压加载在高压棒电极（10）和接地网电极（13）之间，
形成放电通道（12），
进而产生冲击波；
3、
改变施加的脉冲电压幅值和次数，
研究不同参数时冲击波破碎效果。破碎产物沉积在收集
装置（14），
通过测量破碎产物的粒径、
重量和成分进而分析获得冲击波能耗；
4、
改变高压棒
电极（10）和接地网电极（13）参数和脉冲电源（1）的参数，
重复上述步骤，
获得最优化的破碎
参数。
[0009]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
具有操作简单、可重复使用、压力可控等优点，
不会
产生废水、
废液（水经过滤后可循环使用），
同时还避免了粉尘污染，
减少了对从业人员生命
健康危害，
降低了土壤、
大气及水源的环境污染，
还存在极大的能耗优势。
附图说明
[0010]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1] 图中：
1、
脉冲电源；
2、
中心导体；
3、屏蔽环；
4、绝缘套管；
51、进水装置；
52、
出水装
置；
6、密封盖；
7、密封螺栓；
8、
绝缘支柱；
9、均压环；
10、
棒电极；
11、
固体材料；
12、
放电通道
（示意）；
13、
网电极；
14、
收集装置；
15、
腔体；
16、
紧固螺丝；
17、
底座。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实施例1，
如图1所示，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水中高压脉冲放电破碎装置，
其结构
为：
脉冲电源1的高压端通过导线连接中心导体2，
中心导体2分别依次穿过屏蔽环3、
绝缘套
管4和密封盖6至腔体15内，
中心导体2再穿过绝缘支柱8与均压环9的一端连接，
均压环9的
另一端连接有棒电极10，
棒电极10与固体材料11上端连接，
固体材料11下端与网电极13连
接，
固体材料11内设置有放电通道12，
网电极13通过导线与脉冲电源1的接地端连接形成回
路，
网电极13下侧设置有收集装置14，
所述收集装置14在底座17内，
底座17通过紧固螺丝16
与腔体15的底部连接，
所述腔体15与密封盖6之间通过密封螺栓7连接，
密封盖6上一端设置
有进水装置51，
另一端设置有出水装置52。
[0013] 进一步地，
高压脉冲电源1，
如图1虚线框内所示，
包括初级调压器T、
电阻R、
触发球
隙G（带有光电出发模块）和电容器C。根据试验电压的极性、
幅值、
上升沿、
脉冲宽度和重频
参数选取合适的电阻R、触发球隙G和电容器C元件。输出脉冲极性为正极性和负极性，
幅值
为-200~200kV，
上升沿时间为ns~ms量级，
脉冲宽度为ns~ms量级，
重复频率为1Hz~100Hz，
输
出电流峰值为kA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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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地，
中心导体2、屏蔽环3、
绝缘套管4和出水装置51、
52位于密封盖6上端。其
中中心导体2采用金属铜材料，
直径5mm，
与脉冲电源1、屏蔽环3和均压环9相连，
贯穿绝缘套
管4和绝缘支柱8，
亲密切合且无缝隙。屏蔽环3为圆柱形结构，
材料为金属铜，
直径80mm，
高
度10mm，
与绝缘套管4紧密接触。绝缘套管4为聚四氟乙烯材料，
外径100mm，
高度500mm，
与密
封盖6螺纹连接。
[0015] 进一步地，
棒网电极包括高压棒电极10和接地网电极13，
其中高压棒电极10为金
属钨电极，
直径8mm，
具有耐电弧烧蚀的优点。均压环9为圆柱形结构，
采用金属铜材料，
直径
80mm，
高度10mm，
与高压棒电极10相连。接地网电极13为不锈钢材料，
网孔尺寸为0 .5mm ~
10mm，
根据试验所需破碎颗粒物尺寸选取的网孔尺寸。高压棒电极10和接地网电极13间距
为20mm~50mm，
根据试验需求和固体材料11尺寸选取。
固体材料11位于高压棒电极10和接地
网电极13之间，
根据试验需要确定固体材料11的材质和尺寸。高压棒电极10和接地网电极
13放电通道如12所示。放电后，
冲击波破碎固体材料11，
产生不同尺寸的破碎产物，
其中直
径小于接地网电极13网孔直径的破碎产物，
进入收集装置14。
[0016] 进一步地，
进出水装置51和52位于密封盖6上端，
其中51为进水口，
52为出水口，
均
带有阀门，
控制关闭。
出水装置51和52管道直径为6mm。
[0017] 进一步地，
反应腔体由密封盖6、
收集装置14、腔体15、
紧固螺丝16和底座17组成。
密封盖6直径φ250mm，
厚度10mm，
采用尼龙材料。腔体15直径200mm，
高度200mm，
采用尼龙材
料。
收集装置14为圆柱形凹槽，
直径80mm，
深度50mm。腔体15和底座17通过紧固螺丝16连接，
可拆卸。底座17为不锈钢金属，
高度80mm。
[0018] 以上所述的水中高压脉冲放电破碎装置的试验包括以下步骤：
[0019] （1）选取固体材料11，
确定其尺寸和安放位置，
调节高压棒电极10和接地网电极13
间距，
通过进出水装置51和52将腔体15装满水。
[0020] （2）将脉冲电源1高压端与中心导体2、
接地端与接地电极13相连。根据试验需要选
取合适的电阻R和电容C元件参数，
调节球隙G间距。启动脉冲电源，
脉冲高压加载在高压棒
电极10和接地网电极13之间，
形成放电通道，
进而产生冲击波。
[0021] （3）改变施加的脉冲电压幅值和次数，
研究不同参数时冲击波破碎效果。破碎产物
沉积在收集装置14，
通过测量破碎产物的粒径、
重量和成分进而分析获得冲击波能耗。
[0022] （4）改变高压棒电极10和接地网电极13参数和脉冲电源1参数，
重复上述步骤，
获
得最优化的破碎参数。
[0023] 以上的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示例，
不能以此来限定本实用新型之权利范围，
因
此依本实用新型申请专利范围所做的等效变化，
仍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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