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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浮动冲击平台试验爆源定位方法研究
金 辉， 贾 则， 张永坤， 奚慧巍
(中国人民解放军 91439 部队，辽宁 大连 116041)
摘 要: 中型浮动冲击平台海上试验受环境影响因素多、实施难度大，水下爆源爆炸作为中型浮动冲击平台的冲击
载荷，试验中对爆源的高精度定位具有重要意义。该文通过对比分析水下爆源定位的各种技术，总结其特点和应用
条件，并针对浮动冲击平台水下爆炸试验时爆源受海况影响情况进行研究，设计适用于浮动冲击平台海上试验爆源
定位的高精度机械定位方法。计算结果表明该方案简洁、高效，定位精度高，生产布置成本低。该研究结果可为中
型浮动冲击平台试验成功实施提供参考，并且也能够适用于其他水下爆炸试验的爆源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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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locating method of explosion source for medium floating
impact platform test
JIN Hui, JIA Ze, ZHANG Yongkun, XI Huiwei
(Unit 91439 of PLA, Dalian 116041, China)

Abstract: The test at sea of medium floating impact platform is affected by many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it
is difficult to implement. Underwater explosion source explosion is an impact load of a medium floating impact
platform.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locate the source accurately. This paper compares and analyzes various
techniques applied to underwater explosion source location, summarizes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tion
conditions, and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sea conditions on explosion source during underwater explosion test on
floating impact platform, and designs a high precision mechanical positioning method for explosion source
location in floating impact platform.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has high
positioning precision and low production layout cost. The results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the medium floating impact platform test, and can also be applied to other underwater
explosion 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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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我国目前建立了多个可用于中小型设备考核的

陆上冲击机，而大中型舰载设备则需在浮动冲击平
台上进行实验考核 [1]。美国根据 MIL-S-901D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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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冲击考核规范，应用浮动冲击平台对大中型舰载

上试验时，爆源布放后的长、短起爆电缆对接等工

设备的抗冲击性能进行考核试验 。相比而言，我

作时间比较长，如果爆源沉底布放，则爆源位置不

国在浮动冲击平台建设上还存在一定差距，目前我

易发生变化；如果爆源悬浮布放，则爆源受海流影

国缺少相关试验装置对大中型舰载设备进行冲击考

响较大。

[2-3]

核 。因此，进行中型浮动冲击平台建设可以提升

根据 GPS 水面定位法的特点，其适合于爆源沉

我国舰载抗冲击能力，能够更加准确地对舰载设备

底的布放方式。同时，爆源水面位置测量时机选择

抗冲击性能进行评估 。

极为重要，必须与布放实施紧密配合、协调一致，方

[4-5]

[6-8]

利用中型浮动冲击平台开展设备抗冲击的水下
爆炸试验时，需保证对水下爆源的准确定位，因为

能保证最佳测量效果。对于浮动冲击平台试验中悬
浮布放的爆源定位精度相对较差。

这直接关系到整个浮动冲击平台系统输入条件的正

2) 冲击波零时法

确性。浮动冲击平台抗冲击试验要求爆源位于浮动

爆源位置冲击波零时定位法是分别在浮动冲击

冲击平台横行一侧或者首尾一侧，并且悬浮水中进

平台及爆源上安装传感器（零时传感器），通过测量

行爆炸。爆源布放入水至起爆过程会受到水流、风

爆源起爆零时信号与浮动冲击平台冲击响应信号的

力、涌浪等因素的影响，使浮动冲击平台和爆源的

时间差，计算爆源与浮动冲击平台的相对位置。

相对位置和态势产生较大不确定性，这直接影响到

冲击波零时法一般只能作为一种事后爆源位置

对爆炸威力和目标毁伤效果的评定。目前，水下爆

辅助定位测量手段，不能直接用于爆源定位。并且

炸试验中常用的爆源定位方法包括机械定位法、冲

随着爆距的增加，其误差也不断增大，不适宜远距

击波零时法、GPS 水面定位法和水声 GPS 联测法

离试验。

等

，每种都有它的优势，但也有其局限性。本文

[9-10]

3) 机械定位法

针对传统爆源定位方法在海上试验中适用性进行分

爆源位置爆源机械定位法是一种浮动冲击平台

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适用于浮动冲击平台海上

处于抛锚状态下，使用机械绳索来保证爆源与浮动

试验爆源定位的高精度机械定位方法。

冲击平台相对位置的方法。当浮动冲击平台固定

1

传统爆源定位方法适用性分析

后，在爆源方向的远处再固定一个点，采用定位索

我国海军进行了多次水下爆炸试验，包括缩比

将爆源与浮动冲击平台进行连接，根据试验工况设

模型试验和海上实船爆炸试验，对爆炸爆源的威力

计，在定位索适当位置悬浮布放爆源。

以及被试目标的毁伤效果和抗冲击能力进行了评

该方法实施简捷，在良好海况条件下对于较近

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每次试验所采用的爆源

爆距试验具有较好的定位精度。但在实际试验中，

定位技术也不断地改变。

由于浮动冲击平台会受风、流及浪的影响，同时受

1) GPS 水面定位法

浮动冲击平台舷高影响，爆源定位索漂浮水面部分

爆源位置 GPS 水面定位法是分别在浮动冲击

与悬空部分也不是绝对的直线，这些不确定因素都

平台及爆源上方架设定位天线，把爆源水面坐标点

会增加爆距确定的误差，需要结合冲击波零时法或

近似作为水下爆源位置，计算定位天线位置差得到

冲击波时差法对试验的爆距进行计算修正。传统机

爆源与浮动冲击平台的相对位置。浮动冲击平台海

械定位法受海区环境影响情况如图 1、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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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机械定位装置导致爆源偏移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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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hor

传统机械定位装置导致爆源偏移侧视图

4) 水声 GPS 联测法

本方法能够确保爆源受风浪流的影响最低，减少爆

水声定位采用爆源爆炸时自身的冲击波声辐射

炸冲击波对定位支架的影响。

信号对爆源进行定位，并结合 GPS 测量其位置坐

1）定位杆关键结构设计

标。其采用水声长基线定位原理，在海底布放一定

为了保证爆源水平定位的精度，设计如图 3、

数量的水声应答器以及测距仪，悬浮爆源的定位精

图 4 所示的水平支撑臂结构。在浮动冲击平台上安

度在 2.5 m 左右。

装 3 条滑轨 D，使定位杆可以根据平台吃水深度进

在实际的试验中，操作难度较大，需要的成本

行高低调节，确保定位杆始终位于水面上。为减小

也比较高，同时试验时的平台以及爆源的布置方式

爆炸过程中爆炸冲击波和水冢对定位支架的影响，

都对测量精度有较大的影响。

将水平支撑臂设计为多关节结构。在平台近端安装

高精度机械定位法设计

三角架，其与平台采用绞接连接以方便收放，同时

如前所述，4 种爆源定位方法均有不足，而浮动

使定位杆不发生水平方向偏移，连接点结构如

2

冲击平台爆源定位具有定位要求高、试验前能准确

图 5（a）所示。为避免支撑臂上扬时损毁平台本体，

确定爆源位置等特点，因此提出一种改进的高精度

连接杆 C1、C2、C3 的连接点 B1、B2 加装垫板结

机械定位法，以满足浮动冲击平台爆源定位要求。

构，如图 5（b）所示。支撑臂最前端连接浮筒，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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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第1个关节点

图5

(b) 支撑臂形状

水平支撑臂节点结构（单位：mm）

1
πD2 ∂Un
fI = CM ρ
2
4 ∂t

面为水平支撑臂提供浮力，避免下垂挠度，另一方
面为竖直立杆和药包提供浮力。

式中：fD 和 fI——水平拖曳力和水平惯性力，N；

为了减小波浪对爆源影响，爆源与浮桶采用竖

CD、CM——拖曳力系数和惯性力系数；

直立杆 C4 进行连接。图 6（a）为垂直立杆与浮筒间的

D——圆柱体直径，m；

联接结构，图 6（b）为定位杆下端与药包的联接结构。

ρ——水密度，kg/m3；

2) 水动力载荷影响分析

Un——与圆柱正交的水质点的速度矢量。

浮动冲击平台需要在三级海况下正常试验。此
时波浪的统计波长λ =146.75 mm，波浪周期 T=9.7 s，
有义波高极限 H=4.0 mm。试验地点在海面上，波

设 e 为沿圆柱轴线的单位矢量，在直角坐标系
下时：
e = e x i + ey j + ez k

高相对波长是小量，因此可采用无限水深线性波浪

u = u x i + uy j + uz k

根据浮动冲击平台实际情况，设计的垂直立杆

得出：

时斜柱直径 D 取为 0.05 m。斜柱的特征直径与海浪

Un = e × (u × e)

的特征长度的比值 D/λ = 0.000 3 < 0.05，因此在计算

{

}

投影为 U x , Uy , Uz ，即：

森公式的计算方法可表示为

(2)

Un = U x i + U y j + U z k
Uz = uz (1 − e2z ) − ez (uy ey + u x e x )
70

75

50

25

50
35

10

50
30

3

55
20
105

50

10

(7)

将式 (4) 和式 (5) 代入式 (6)，得：

150

50

30

100
(a) 垂直立杆与浮筒间的联接结构

图6

(6)

设与圆柱轴正交的速度矢量在 3 个坐标轴上的

立杆受到的波浪力时可以采用莫里森公式[11]。莫里

1
fD = CD ρD |Un | Un
2

(5)

与柱轴正交的速度矢量 Un 可通过三矢量乘积

直径为 0.03 m，长度为 8.2 m，此处在计算斜柱受力

(1)

(4)

波浪水质点的速度矢量 u 为

理论进行波浪的受力分析。

f = fD + fI

(3)

(b) 下端与药包的联接

垂直立杆上端和下端的联接方式（单位：mm）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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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n | = (U x2+Uy2+Uz2 )= u2x+u2y+u2z −(u x e x+uy ey+uz ez )2
(9)

h——圆柱杆长度，m。
可得该 55 kg TNT 当量的药包在不同来流速度
的水平距离偏移量，如表 1 所示。进一步考虑，在
不同配重条件下 55 kg TNT 当量药包的偏移距离，
如图 10 所示，即配重在 0~90 kg 的区间内，该药包
在不同来流速度条件下的偏移距离。
由以上分析，发现在 0.5 m/s 及以下的流速条件
下，可以将爆源水平偏移量控制在 0.1 m 左右，但需
要配重 30 kg。若采用本文定位方法中的刚性连
接，钢管尺寸为直径 0.05 m，厚度为 0.006 m，其弯
曲刚度为

采用数值计算方法计算立杆与流场间的流固耦
合规律，会形成如图 7 所示的卡门漩涡街现象。迎
流面和背流面的压力差是导致立杆沿中垂线偏转的
主要原因。
根据立杆所处的试验环境，结合莫里森公式，
计算得到立杆在流场作用下的载荷特性，如图 8 所
示。保持流场环境不变，调整立杆直径，得到其所
受的最大力与最大力矩，如图 9 所示。从图中可清
楚地观察到，立杆所受流场载荷随着其直径的增加
呈线性增加。

[
]
EI = 2.1e11 × πD4 1 − (d/D)4 /64 = 4.293 3e4

3) 定位精度分析

w=

行考核，主要计算刚性杆定位装置受海流拖曳力下
药，该药包自身可提供的浮力 F 为 326.15 N。柔性
绳索长 8.2 m，海水来流速度为 v。上述圆柱扰流计
算公式为
1
Pd = ρv2Cd d2 h
2

(10)

式中：ρ——水密度，kg/m3；
v——海水来流速度，m/s；
Cd——拖曳力系数；
d——圆柱杆直径，m；

图7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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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m)

F/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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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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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0
15
t/s

20

25

(a) 横浪下斜柱所受力时历曲线

图8

(12)

立杆在流场中绕流仿真涡量图

900

10

Fl3
= 0.1 m
3EI

对比计算结果，可明显发现传统机械定位中采
用缆绳吊装爆源可产生近 1 m 的偏移误差，而要保
证其在 0.1 m 的误差之内，需配重近 30 kg，增加了
海上操作的复杂性和危险性。而采用本文的爆源定
位方法，一方面多关节结构，可有效地简化水平方
向上的定位操作，提高水下爆炸过程中的安全性；
另一方面结合立杆的载荷特点和流固耦合分析，发
现其在同等海况下的端部位移均小于传统的机械定
位方法，故该爆源定位装置在限制爆源与平台相对
位移实现爆源准确定位方面具有更好的效果。

的爆源偏移量。55 kg TNT 当量的药包为圆柱装

5

(11)

根据悬臂梁的挠度计算公式可得其悬臂端挠度：

本文设计的爆源定位装置的防漂移效果需要进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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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横浪下斜柱所受力矩时历曲线

立杆所受的最大波浪力与波浪力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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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不同直径斜柱所受最大波浪力

图9
表1
参数
流速/(m·s–1)
偏移/m
1.4

不同直径下立杆所受的最大波浪力与力矩

55 kg TNT 当量的药包在不同来流速度条件下的偏移量统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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