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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涉及无极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
无极灯系统。该无极灯系统包括磁控管、同轴电
缆、谐振器和无极灯管 ；
所述同轴电缆的一端与
所述磁控管连接，另一端与所述谐振器连接，用于
将所述磁控管产生的微波传输给所述谐振器 ；
所
述无极灯管的一端位于所述谐振器内。该无极灯
系统通过微波实现无极灯管的启动及运行，可以
实现磁控管与无极灯管的分离，避免使用无极灯
管处理废水、废气时腐蚀磁控管，该无极灯系统更
安全、方便，更节能，寿命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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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无极灯系统，其特征在于，
包括磁控管、同轴电缆、谐振器和无极灯管 ；
所述同轴电缆的一端与所述磁控管连接，另一端与所述谐振器连接，用于将所述磁控
管产生的微波传输给所述谐振器 ；
所述无极灯管的一端位于所述谐振器内。
2.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无极灯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设置在所述磁控管与所述同
轴电缆之间的能量约束腔和对接头 ；
所述能量约束腔包裹所述磁控管设置的天线 ；
所述对接头的一端插入所述能量约束腔内，另一端与所述同轴电缆连接。
3. 如权利要求 2 所述的无极灯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位于所述能量约束腔内的能
量集收器 ；
所述能量集收器为漏斗状，两端开口 ；
所述能量集收器的一端开口与所述天线连接，另
一端开口与所述对接头连接。
4. 如权利要求 3 所述的无极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谐振器包括接收头、谐振腔和位
于所述谐振腔内的谐振头 ；
所述接收头的一端与所述同轴电缆连接，另一端插入所述谐振腔内 ；
所述无极灯管插入所述谐振腔内。
5. 如权利要求 4 所述的无极灯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石英底环 ；
所述石英底环位于所述无极灯管插入所述谐振腔内的一端且与所述谐振头接触。
6. 如权利要求 5 所述的无极灯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陶瓷头 ；
所述陶瓷头位于所述无极灯管的另一端。
7. 如权利要求 6 所述的无极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石英底环的厚度为 5-10mm。
8. 如权利要求 7 所述的无极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同轴电缆的两端分别通过电缆
接头与所述对接头和所述接收头连接。
9. 如权利要求 1-8 中任一项所述的无极灯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变压器 ；
所述变压器的输入端与市电连接，输出端与所述磁控管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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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极灯系统
技术领域
本实用新型涉及无极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无极灯系统。

[0001]

背景技术
高频等离子体放电无极灯，简称无极灯，是一种综合应用光学、功率电子学、等离
子体学、磁性材料学等领域的新型光源，具有光效高、寿命长、成本低等优点。无极灯由高频
发生器、耦合器及无极灯管组成，其中无极灯管由石英玻璃制成。通过高频发生器产生高频
电磁波，耦合器将该高频电磁波耦合到无极灯管内，高频电磁波使无极灯管内的气体电离，
形成等离子体，等离子体返回基态时辐射出紫外线。
[0003]
为了避免高频发生器产生的高频电磁波泄露而对周围环境产生污染，必须将高频
发生器、耦合器及无极灯管集成为一体，即耦合器位于高频发生器内且无极灯管的一端插
入高频发生器内。利用这种无极灯产生的紫外线处理成分复杂的废水、废气时，无极灯处
于废水、废气中，无极灯管采用耐腐蚀性的石英玻璃制成，而高频发生器无法与无极灯管分
离，成分复杂的废水、废气可能会腐蚀高频发生器，导致高频电磁波泄露，甚至造成无极灯
损坏。
[0002]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无极灯系统，以解决上述问题。
[0005]
一种无极灯系统，包括磁控管、同轴电缆、谐振器和无极灯管 ；
所述同轴电缆的一
端与所述磁控管连接，另一端与所述谐振器连接，用于将所述磁控管产生的微波传输给所
述谐振器 ；
所述无极灯管的一端位于所述谐振器内。
[000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优点在于 ：
该无极灯系统包括磁控管、同轴
电缆、谐振器和无极灯管。磁控管产生的微波通过同轴电缆传输给谐振器，微波进入谐振器
后，无极灯管的一端位于谐振器内，则微波会进入无极灯管内，使无极灯管产生紫外线。由
于磁控管与无极灯管通过同轴电缆连接，使磁控管与无极灯管分离。在使用该无极灯系统
处理废水、废气时，将无极灯管置于废水、废气中，而磁控管远离废水、废气，则废水、废气不
会腐蚀磁控管，避免磁控管产生的微波泄漏。
附图说明
[0007]
[0008]

图 1 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无极灯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
图 2 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无极灯系统的点灯方法步骤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09]
下面通过具体的实施例子并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0010]
如图 1 所示一种无极灯系统，包括磁控管 101、同轴电缆 105、谐振器 115 和无极灯
管 110 ；
所述同轴电缆 105 的一端与所述磁控管 101 连接，另一端与所述谐振器 115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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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将所述磁控管 101 产生的微波传输给所述谐振器 115 ；
所述无极灯管 110 的一端位于
所述谐振器 115 内。
[0011]
该无极灯系统包括磁控管 101、同轴电缆 105、谐振器 115 和无极灯管 110。磁控管
101 产生的微波通过同轴电缆 105 传输给谐振器 115，微波进入谐振器 115 后，无极灯管 110
的一端位于谐振器 115 内，则微波会进入无极灯管 110 内，使无极灯管 110 产生紫外线。由
于磁控管 101 与无极灯管 110 通过同轴电缆 105 连接，使磁控管 101 与无极灯管 110 分离。
在使用该无极灯系统处理废水、废气时，将无极灯管 110 置于废水、废气中，而磁控管 101 远
离废水、废气，则废水、废气不会腐蚀磁控管，避免磁控管产生的微波泄漏。
[0012]
具体地，为了实现磁控管 101 与同轴电缆 105 连接的稳定性，该无极灯系统还包括
设置在所述磁控管与所述同轴电缆之间的能量约束腔 103 和对接头 104 ；
所述能量约束腔
103 包裹所述磁控管 101 设置的天线 114 ；
所述对接头 104 的一端插入所述能量约束腔 103
内，另一端与所述同轴电缆 105 连接。即磁控管 101 产生的微波通过天线 114 向外发出，而
能量约束腔 103 包裹天线 114，使天线 114 发出的微波约束在能量约束腔 103 内，不会泄露
到周围环境中。对接头 104 的一端插入到能量约束腔 103 内，另一端与同轴电缆 105 连接，
则能量约束腔 103 内的微波通过对接头 104 进入同轴电缆 105 内。其中能量约束腔 103 可
以由铝制材料制成腔体，由于微波遇到金属会发生反射，使微波遇到能量约束腔 103 的内
壁不断反射，而不会泄露到周围环境中。另外，对接头 104 也可以采用金属材料制成管状，
使能量约束腔 103 内的微波只能沿着对接头 104 的管道进入同轴电缆 105 内。由于微波会
穿透塑料，若将同轴电缆直接插入能量约束腔内，则能量约束腔内的微波会穿透同轴电缆
外的塑料绝缘皮，降低微波通过同轴电缆传输的效率。
[0013]
为了进一步提高微波传输的效率，使天线发出的微波更高效地通过对接头 104 进
入同轴电缆 105 内，该无极灯系统还包括位于所述能量约束腔 103 内的能量集收器 102 ；
所
述能量集收器 102 为漏斗状，两端开口 ；
所述能量集收器 102 的一端开口与所述天线 114 连
接，另一端开口与所述对接头 104 连接。即天线 114 发出的微波经过漏斗状的能量集收器
102 的集中，使微波更为集中地进入对接头 104 内，提高了微波传输的效率。即使有一部分
微波会反射到能量集收器 102 外，但该部分微波依然在能量约束腔 103 内反射，不会泄露到
周围环境中。另外，能量集收器 102 可以采用紫铜材料制成。
[0014]
优选地，微波通过同轴电缆 105 传输到谐振器 115 时，为了防止微波泄漏，并且使
微波均匀地射入无极灯管 110，所述谐振器 115 包括接收头 106、谐振腔 107 和位于所述谐
振腔 107 内的谐振头 108 ；
所述接收头 106 的一端与所述同轴电缆 105 连接，另一端插入所
述谐振腔 107 内 ；
所述无极灯管 110 插入所述谐振腔 107 内。即接收头 106 接收通过同轴
电缆 105 传输的微波，并将接收的微波发射到谐振腔 107 内，其中接收头 106 可以为两端开
口的圆管，与同轴电缆 105 连接的一端开口大，插入谐振腔 107 内的一端开口小，使接收头
106 接收的微波高效地发射到谐振腔 107 内。另外，谐振头 108 使得从接收头 106 发出的微
波均匀地分散在谐振腔 107 内，微波均匀地射入无极灯管 110 内，使无极灯管 110 启动速度
更快。其中为了使微波均匀地分散在谐振腔 107 内，谐振头 108 可以为表面光滑的金属圆
柱体，微波从接收头 106 发射到谐振头 108 的表面，由于谐振头 108 的表面光滑且为金属圆
柱体，则微波会发生反射，微波在谐振腔 107 内多次反射后会均匀地分散在谐振腔 107 内。
[0015]
根据微波的反射原理，微波在谐振腔 107 内经过多次反射，
谐振腔 107 内一部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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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微波均匀分布，但还有部分区域分布的微波可能较少，例如圆柱体的谐振头 108 的端
部。无极灯管 110 沿谐振头 108 的中心轴线插入到谐振腔内时，无极灯管 110 可能会与谐
振头的端部接触，使得无极灯管 110 的一部分区域位于微波较少的区域，影响无极灯管的
启动及运行。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该无极灯系统还包括石英底环 109 ；
所述石英底环
109 位于所述无极灯管 110 插入所述谐振腔 107 内的一端且与所述谐振头 108 接触。即在
无极灯管 110 插入到谐振腔 107 内的一端设置有石英底环 109，无极灯管 110 插入到谐振腔
107 后，石英底环 109 与谐振头 108 的端部接触，避免无极灯管 110 与谐振头 108 的端部接
触，避免无极灯管位于微波较少的区域，从而使得无极灯管插入到谐振腔内的部分处于均
匀地微波中，达到很好的启动及运行效果。
[0016]
当该无极灯系统用于处理废水、废气时，无极灯管 110 及谐振器 115 位于废水、废
气中，为了避免谐振器受到腐蚀，谐振器 115 的外表面可以采用抗腐蚀材料制成，使得谐振
器具有抗腐蚀性，而且还可以延长该无极灯系统的使用寿命。
[0017]
距离谐振头的端部 0-5mm 处的区域，该区域的微波较少，则为了确保插入到谐振
腔内的无极灯管不处于该区域，优选地，石英底环 109 的厚度为 5-10mm。即无极灯管 110 带
有石英底环 109 的一端插入到谐振腔 107 内，石英底环 109 与谐振头 108 接触，使得石英底
环 109 正好处于微波较少的该区域，避免无极灯管 110 处于该区域。
进一步，该无极灯系统还包括陶瓷头 111 ；
所述陶瓷头 111 位于所述无极灯管 110
的另一端。即无极灯管 110 的两端，一端设置有石英底环 109，
另一端设置有陶瓷头 111。该
陶瓷头 111 对无极灯管 110 的端面起到保护作用，能避免无极灯管 110 受到一定强度的机
械损伤。
[0019]
另外，所述同轴电缆 105 的两端分别通过电缆接头与所述对接头 104 和所述接收
头 106 连接。即同轴电缆的一端通过第一电缆接头 113 与对接头 104 连接，另一端通过第
二电缆接头 112 与接收头 106 连接。其中由于同轴电缆具有一定的柔软度，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任意弯折，则采用同轴电缆连接磁控管与谐振器，可以使得谐振器及无极灯管可以放
置在所需要的任意位置。
[0020]
进一步，该无极灯系统还包括变压器 ；
所述变压器的输入端与市电连接，输出端与
所述磁控管连接。变压器将市电的电压降低为磁控管的额定电压，使该无极灯系统能正常
的运行。
[0021]
另外，如图 2 所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还提供一种使用上述无极灯系统的点灯方
法，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
[0022]
201，将磁控管产生的微波通过同轴电缆传输给谐振器 ；
[0023]
202，所述谐振器将接收到的微波耦合到无极灯管内 ；
[0024]
203，所述无极灯管吸收所述微波后发出紫外线。具体地，微波穿透无极灯管的管
壁，进入无极灯管内，使无极灯管内的气体电离，形成等离子体，等离子体返回基态时辐射
出紫外线。
[0025]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对于本
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本实用新型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
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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