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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板在水下爆炸加载下的动态响应研究进展
郑 监， 卢芳云， 李翔宇
(国防科技大学，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金属板是舰船等大型工程结构的最基本结构元素，其抗爆性能、爆炸响应及破坏特性一直都是人们关注的
基本问题。该文综述金属板的水下爆炸加载试验技术和动态响应研究现状。介绍非装药水下冲击试验加载方法、水
箱/开放水域爆炸加载方法和锥形激波管爆炸加载方法的基本原理和特点，分析各加载方法的优点和局限性。简要
讨论水下爆炸冲击载荷作用下金属薄板的失效模式，及其与空中爆炸的异同。总结处理相似实验的无量纲分析方
法，给出 3 类主要的中心挠度预测公式，并对其适用性进行讨论。该文可以为水下爆炸实验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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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dynamic response of metal plate in
underwater explosion loading
ZHENG Jian, LU Fangyun, LI Xiangyu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73, China)

Abstract: Metal plate is the most basic structural element of large engineering structures such as ships, and its
anti-explosion performance and explosion response and damage characteristics have always been the basic
problems of people’s attention. In this paper, the underwater explosive loading techniques and its dimensionless
analysis are reviewed.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basic principl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ree underwater loading
techniques for non-charged underwater impact loading, explosion loading in water tank/open water and conical
shock tube explosion loading. The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of each loading technique are discussed. The
failure modes of thin plate under underwater explosion and its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air blast
loading are briefly discussed. Summarized the dimensionless analysis methods for similar experiments, and
three kinds of central deflection prediction formula are given, and their applicability are discussed.This may
provide reference for underwater explosion experimental study.
Keywords: underwater explosion; experimental; metal plate; dimensionless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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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与冲击加载下的结构响应一直以来都受到

极大的关注，平板作为舰船等大型工程结构的基本
构件之一，自上世纪 40 年代以来一直都是人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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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重点，并在实验研究、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方

的水下爆炸结构响应试验主要在爆炸水箱或开放水

面 积 累 了 大 量 的 成 果 。 Jones 等

[3-4]

域进行。在水箱中开展的试验，以小当量为主，在

对国外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

考虑水箱的尺寸、炸药的当量以及炸药放置的位置

结，主要侧重于理论分析方法、实验测试手段、实验

时，都必须尽量排除冲击波反射带来的影响。在开

现象和实验结果的分析等。Rajendran （2009）按照

放水域中开展的试验，炸药当量一般较大，试验对

爆炸发生、发展和作用的过程，从炸药的爆轰过程、

象都以大型结构为主。下面从构件在水中的放置姿

冲击波在介质中的传播过程、冲击波与板的相互作

态的角度，将实验方式分为水中悬置、基座沉底和

用过程和冲击载荷下板的响应过程 4 个方面，对爆

水面浮置 3 种，对主要爆炸加载试验进行简要梳理。

炸加载下板的毁伤现象进行了系统综述，并对数值

1.1.1 水中悬置式
如图 1 所示，将试件和炸药一起悬挂浸没在水
中进行试验。试件固定在水密罩上，形成背面为空
气的爆炸环境。实验中控制装药到水面和水箱壁面
的距离，以避免反射波对加载的影响，通过调整装
药量和炸药到试件之间的距离控制载荷的大小。采
用悬置方式进行加载时，为防止爆炸发生之后试件
脱离固定架，炸药一般置于试件的侧向。

和 Nurick 等

[1-2]

[5]

模拟方面的方法进行了简要介绍。蒋志刚等 对近
[6]

距离/接触爆炸的实验加载方法和确定冲击波载荷
的近似理论、数值方法进行了评述，并介绍了爆炸
冲击载荷作用下金属薄板和加筋板在失效模式方面
的研究进展。Yuen 等 [7]对近 25 年来，单块金属板
在空气中爆炸冲击载荷作用下响应的实验研究成果
进行了总结，并用最新的实验数据对其研究团队
1989 年在文献[4]中提出的无量纲表达式进行了再

固定架

次拟合，得到了精度更高的预测板中心最大挠度的
无量纲表达式。上述综述文献能够很好地帮助人们

水线

理解冲击载荷下金属薄板的响应特点和研究方法。
爆炸冲击加载的环境有很多，除了上述文献中

试板

涉及较多的空气中爆炸，还包括水中爆炸等。由于
水与空气在物理属性上的差别，水中爆炸现象比空
气中爆炸复杂得多，相对应的研究方法也更为复

炸药

杂，特别是在实验研究方面，存在一些特殊的研究
手段。因此，本文针对水中爆炸对金属薄板的冲击

固定夹具 水密罩

图1

水中悬置式爆炸加载

作用，对国内外在研究水中爆炸问题的实验加载方
法、平板失效模式和无量纲分析思路等方面的研究
进展进行总结和评述，并提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1

朱凌等[9]在爆炸水池中进行的固支方板水箱爆
炸实验就是采用这种方式，爆炸水池深度为 15 m，

水下爆炸作用模拟实验加载手段

试件和炸药的深度为 9 m，试验主要关注板的壁压

关于平板在爆炸作用下的动态响应研究，最早

曲线和残余挠度，试验结果与其推导的残余挠度理

是采用水下爆炸的方式进行的，实验时一般将试件

论公式有较好的一致性。

置于水中，将炸药置于板的中心上方一定距离处，

Ramajeyathilagam 等[10]在 15 m×12 m×10 m（深）

爆炸后测量板的最大变形量。为了得到更多细节，

的水箱内进行了厚度为 2 mm 薄钢板的爆炸冲击响

Minshall 采用探针方式记录板的位移时间历史。

应实验，炸药当量为 10~80 g，整个试件浸没在水下

随着高速摄影技术、加速度测试技术和水下压力测

2 m 深处，炸药与侧壁的距离为 6 m，以避免壁面反

试技术的发展，板的响应历史、载荷时程都能够有

射冲击波对结构响应的影响，其重点关注板的响应

效测量。各种不同的实验加载手段也不断涌现，主

模式与冲击系数之间的关系[11]。Rajendran 等[12]的实

要包括水箱/开放水域爆炸加载方法、锥形激波管爆

验水箱尺寸也为 15 m×12 m×10 m，但其采用的炸药

炸加载方法和非装药爆炸水下冲击试验加载方法等。

当量较小（5.85 g，11.7 g），重点分析圆板和方板的

[8]

1.1

水箱/开放水域的爆炸加载
根据炸药当量和试件尺寸的大小，真实装药下

弹性响应和塑性响应。Hung 等 [13]在 4 m×4 m×4 m
的水箱内对 10 mm 厚的空背铝板在爆炸下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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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进行了试验研究，试验水深为 255 cm，炸药为

的水下爆炸响应研究，实验用基座上的应变计测量

1 g 的高感度混合装药，相关冲击波参数通过实验

得到的信号转换得到试件背面的压力历史，并积分

获得。

得到透射的冲量。

1.1.2 基座沉底式
与水中浮置式不同，基座沉底式的水密筒沉底
放置在水池的底部，试件紧固在水密筒的上表面，
炸药在试件上方起爆，如图 2 所示。水密筒为试件
提供背面为空气的爆炸环境。采用这种方式进行加
载时，对实验水域宽度的要求相对较小，但在设计
试验水深时，应考虑自由液面对冲击波的反射和气
泡运动的影响。

0.9 m
Explosive sheet
Detonator

H
Water
(0.1 m, 0.15 m, 0.25 m)
Cover plate
Gage columns (4)
Gage colum tray

Test sample
Specimen tray

Strain gage
Support
frame

Base

图3

图2

基座沉底式爆炸加载

Julian 等[14]在深度 8 m 的爆炸水池内，采用沉底
的方式对厚度为 0.76 mm 和 1.21 mm 的钢板进行
了 爆 炸 加 载 试 验 ， 水 密 筒 的 直 径 为 610 mm，
高度为 910 mm，采用的炸药当量为 1.1 g，20 g 和
50 g，设计的工况涉及接触爆炸、近场爆炸和远场爆
炸。通过试验结果总结了试验板的 4 大类失效模
式，并基于最大气泡半径对造成不同失效的爆炸距
离进行了界定，重点分析了不同工况下引起失效的
载荷类型。
另一种沉底式的爆炸加载方式，如图 3 所示，
盖板中心开孔，试件位于开孔处，盖板上方放置材
质为硬纸板的圆筒水箱，向其中注水后进行试验。
考虑到每次试验过后，水都可能大量外流，因此装
置尺寸较小，所采用的装药当量也较小，试件的尺
寸也较小。Wadley 等[15- 16]采用这类装置开展了大量
夹心结构，如多层点阵结构、泡沫结构、蜂窝结构等

小试件沉底式爆炸加载

1.1.3 水面浮置式
水面浮置式的爆炸加载方式主要用于大型结构
的爆炸试验，如加筋板、缩比的舱段、双层底结构和
实船模型等，还用于在浮动冲击平台上开展设备的
抗冲击性能试验。一般在都在较大的开放水域进
行，炸药当量一般较大。
Xiao 等[17]对采用不同类型防护涂层的箱型结构
进 行 爆 炸 响 应 试 验 ， 底 部 加 筋 的 尺 寸 为 1.5 m×
1.2 m×0.4 m，试件质量达 300 kg，试验在直径 80 m，
深度 15 m 的湖中进行，均采用 1 kg 装药，如图 4 所
示。试验对自由场压力时程、壁面压力时程、结构
不同位置的响应加速度时程进行了测量，并对不同
涂层的防护效果进行了分析。Wang 等[18]对总长 2.8 m，
型深 0.08 m，型宽 0.3 m 的船形箱体结构进行了水
下爆炸毁伤试验，结构总质量 34.2 kg，炸药当量为
5 g 和 10 g，爆炸距离为 0.3~1.0 m，试验在爆炸罐内
进行，如图 5 所示，利用布置在结构上的加速度传
感器和应变计测量结构的响应数据，通过对不同工
况下的响应结果进行分析，总结了冲击波载荷和气
泡载荷作用下的局部毁伤、总体毁伤和混合毁伤类
型。Zhang 等[19]也在类似爆炸罐中进行了船体梁的
爆炸毁伤试验，重点关注了局部变形和总体变形的
耦合作用效果。
1.2 锥形激波管内的爆炸加载
上述水箱/开放水域的爆炸加载试验对试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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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悬置式爆炸加载

图6
Operating platform

Safety door

锥形激波管的结构示意图

的金属管，试验时，在锥形管内装满水，尖头一端填
装少量炸药，宽头一端放置试件。

Structure model
Window

场爆炸的冲击波，如图 7 所示，但由于管壁的限制

Charge
Out light

炸药起爆后，将在锥形管内形成类似水中自由

High speed camera
Inner light

作用，其冲击波压力比自由场中的要大。为了使距
离爆心相同位置处的峰值压力一致，虚拟球形装药
的质量要比实际的锥形装药质量大，两者之间的倍
数关系与锥形管的锥角 α 有关[20]：

图5

爆炸罐内的船体梁结构爆炸试验

所的要求较高，要么是体积庞大的爆炸水箱，要么
是特定场所的爆炸水池，开展试验时，各方面的协
调准备较为繁杂。锥形激波管内的爆炸加载综合了
非装药冲击加载和水箱/开放水域的爆炸加载特点，

AF = K

1
sin (α/4)

(1)

2

其中，AF 为放大系数，α 为锥形管的锥角，K 为能量
损耗常数，与管壁材料有关，当管壁为理想刚性材
料时，K 为 1，对于真实情况，K 约为 0.21。
Free field
pressure wave

采用炸药在充满水的激波管内起爆的方式，对试件
进行加载。
Filler[20]提出了锥形激波管水下爆炸试验装置的
原理，并讨论了管内冲击波的传播规律。Coombs 等[21]

Shock tube wall
Spherical charge
α

对锥形管内原始冲击波和膨胀波的绕射叠加过程进
行了计算，认为采用该原理可以实现小药量下的大

Pressure wave
in shock tube

Conical sector of
spherical charge

冲击波幅值加载。Zalesak 等[22]在该原理基础上，设
计了图 6 所示的锥形激波管，用于美国海军研究实
验室开展的相关试验。装置主体为内部空腔为锥形

图7

锥形管内冲击波与自由场冲击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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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shmati 等 [23-24]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对影响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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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波波形与真实水下爆炸的波形类似：
p = p0 e−t/θ

形冲击管的各个因素进行了讨论，包括管的长度、
锥角的大小、药量的大小等，模拟结果较好地验证

(2)

Deshpande 利用一维线性冲击波理论，假设子

了式（1），其所得到的 K 为 0.2；并利用长 3.105 m，

弹与活塞发生非弹性正碰，并在水中采用弱击波近

锥角为 3.2°的锥形冲击管，对厚度为 0.5~2 mm 的

似，利用水和活塞接触面上的平衡条件，建立活塞

铜、铝、钢 3 种金属板进行了水下爆炸加载的响应

的运动微分方程，求解接触面上的载荷，并与式（1）

试验，所采用的装药当量为 0.5 g，1 g 和 1.5 g，主要

对照，得出了 p0 和 θ 的表达式：

关注试验板的塑性变形规律。
Leblanc 等

采用该装置对含聚脲涂层和玻璃

[25-27]

内芯的复合材料层合板的抗爆性能进行了对比，所

m1 v p
m1 +m2

(3)

1 m1 + m2
ρw cw π(D/2)2

(4)

p0 = ρw cw
θ=

采用的锥形冲击管长度为 5.25 m，锥角为 2.6°，管
内水容积为 98.4 L，采用炸药的 TNT当量为 1.32 g。

其中 ρw 为水的密度，cw 为水中声速，m1 和 m2 分别

试验通过三维 DIC 技术和加速度传感器对板的响

为子弹和活塞质量，vp 为子弹撞击时的速度，D 为活

应历史进行了观测，通过管内的压力变化曲线与板

塞的直径。由式（3）和式（4）可以知道，p0 和 θ 可以

的位移曲线的对比，详细分析了管内发生的流固相

通过控制子弹的速度和子弹的质量来决定。

互作用过程，包括冲击波的一次加载、板对冲击波

Deshpande 用压力传感器测得管内的压力时程曲线

的反射、反射波再次反射的加载以及气泡脉动载荷

与理论公式有较好的一致性。
Kazemahvazi 等 [29]利用上述装置生成的冲击波

的加载等。
由于采用炸药爆炸产生载荷进行作用，管壁材

峰 值 p0 为 10~300 MPa， 时 间 衰 减 常 数 θ 为 0.05~

料的强度都较大，无法对锥形密闭管内的爆轰产物

1.5 ms 的水中冲击波，并对金属铜板的变形和失效

气泡的运动进行观察，以佐证上述载荷作用过程。

模式进行了研究。Schiffer 等 [30]采用透明复合材料

但相比非装药爆炸的冲击加载而言，该加载方式能

作为管壁，用高速摄影观察到了水柱内的空化现

实现气泡脉动载荷的加载；相比水箱/宽阔水域的爆

象，其试件放置在管的中部，对背部分别为空气和

炸加载而言，该加载方式采用较小的装药量能实现

水的试件进行试验，分析了板的运动和影响冲量的

较大载荷的加载，且对试验场所的要求相对较低。

因素。Huang 等 [31-33]用上述装置在不同芯体夹芯板

然而，由于冲击波在试件和管壁上的多次反射导致

的水中冲击响应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

的额外加载，是采用该装置进行试验时需要仔细考

上述实验装置原理的推导实际上在牛顿运动定

虑的。

理的层面进行，默认活塞和水在接触面上的相互作

非装药爆炸水下冲击加载
由于采用装药进行水下爆炸试验受到很多条件
的约束。为了能在实验室条件下开展相关试验，
Deshpande 等 [28]提出了一种非装药的水下爆炸冲击
波模拟实验装置，如图 8 所示。

用力是连续变化的。但从波传播的角度看，活塞与

1.3

子弹 m1
vp

图8

活塞
m2

水
ρw, cw

D

试件

“直筒型”非装药水下爆炸冲击波模拟装置

装置的主体为装满水的金属管，管两端分别为
活塞和试件。通过轻气炮驱动钢制子弹，使其以一
定速度撞击活塞，再通过活塞与水的相互作用，在
水介质中形成一个呈指数衰减的冲击波，所形成的

水之间的速度间断所引起的压力突变，会向水和活
塞中同时传入一个冲击波，冲击波在活塞前后表面
的来回反射，进一步向水中透射幅值不断减小的冲
击波。每次透射的冲击波幅值可表示为

[
]N
s− f
sf
, N = 0, 1, · · · , n
PN =
v0
s+ f
s+ f

(5)

其 中 ， f=ρwcw， 为 水 的 阻 抗 ； s=ρscs， 为 活 塞 的 阻 抗 ；
v0 为活塞与水撞击时的初速，N 为波在活塞中的反
射次数。若活塞厚度为 hs，则每个幅值出现的时刻为
tN =

2hs
N, N = 0, 1, · · · , n
cs

(6)

Espinosa 等[34]基于上述波传播的原理推导得出
了 p0 和 θ 的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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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
v0
s+ f
[
]
1
cs
s− f
− =
ln
θ 2hs
s+ f
p0 =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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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薄板的动力响应和无量纲分析

失效模式
金属平板在爆炸冲击载荷作用下的响应十分复
杂，涉及塑性大变形、应变率效应、应力波的传播和
裂纹的生长等。一直以来，人们都对其失效模式和
造成不同失效模式载荷的界定十分关注。Menkes
和 Opat[40]根据梁在均布冲击载荷下的响应，最早提
出了 3 种主要失效模式：模式Ⅰ，塑性大变形；模式
Ⅱ，支座处的拉伸撕裂；模式Ⅲ，支座处的剪切破
坏，如图 10 所示。Jones[41]采用理论求解的方式对
产生梁的 3 种失效模式的临界速度进行了推导。
2.1

(8)

Espinosa 考虑缩比条件和轻气炮口径条件的约
束，设计了一种“扩散型”的非装药水下冲击加载装
置，其原理图如图 9 所示，右端的直径 DI 由轻气炮
的口径决定，左端的直径 D 根据缩比条件确定。因
此，试件处的压力峰值将会比活塞处的压力峰值
小，根据动量守恒，试件处的初始压力峰值为
Sample panel
Flyer plate
Fluid

D
(p)E

图9

(p)E.I

DI

(a) 模式Ⅰ

α

“扩散型”非装药水下爆炸冲击波模拟装置

p0 =

s f D2I
v0
s+ f D2

(9)

(b) 模式Ⅱ

Vdisc

(c) 模式Ⅲ

Vdisc

通过改变活塞厚度和撞击速度，形成不同
p0 和 θ 的呈指数衰减的冲击波，以模拟水下爆炸冲
击波。Espinosa 通过标定试验和数值模拟两种方式
对装置进行了验证，并对试验中出现的空化现象进

图 10

3 种失效模式

行了讨论。
Mori 等[35- 36]利用上述装置对不同的夹芯板结构
进行试验，并对其在水下冲击载荷作用下的变形和
失效模式进行了分析。Latourte 等 [37]采用上述装置
对不同晶体结构的金属板进行试验，对试件的响应
特征和材料特性进行了讨论。国内，Ren Peng 等 [38]
采用该装置对铝合金薄板的变形和失效进行了研究
和分析。Xiang Dalin 等[39]基于该装置对铝蜂窝夹芯
板在水下冲击载荷下的响应展开了研究，实验中利
用三维 DIC 技术对板的变形过程进行了观测。
上述两种非装药的水下冲击模拟装置，为水下

Teeling-Smith 和 Nurick[42]在大量空气中片状装
药加载的实验基础上，对板的响应结果进行了归纳
总结，将这 3 种失效模式应用到了金属平板的领
域，包括圆板、方板和加筋板等 [43-45]。此后，关于失
效模式的研究主要在 3 种主要失效模式的细分上发
展，例如，在均布载荷情况下，可以将失效模式Ⅰ细
分为 3 个子模式 [45]：模式Ⅰ*，支座处无颈缩；模式
Ⅰa，支座处部分颈缩；模式Ⅰb，整个支座都发生颈
缩。失效模式Ⅱ也可以细分为 3 个子模式 [46]：模式
Ⅱ*，支座处部分拉伸破坏，板的中心挠度随着冲量
的增大而增大；模式Ⅱa，支座处全部拉伸破坏，板

冲击载荷作用下基本结构的响应特性研究提供了很

的中心挠度随着冲量的增大而增大；模式Ⅱb，支座

好的试验手段，但受限于装置本身的原理，只能进

处全部拉伸破坏，板的中心挠度随着冲量的增加而

行一次冲击波加载下的响应研究，而对于水下爆炸

减小。

中比较重要的气泡脉动载荷和水射流载荷，这类装

这些失效模式也适用于水下爆炸加载的情况，

置则未能考虑。因此，真实装药下的水下爆炸结构

不过与空气中爆炸加载略有不同的是，水中爆炸作

响应试验仍是不可或缺的。

用过程还存在空化层、爆轰产物气泡等引起的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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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作用。这也使得水中爆炸引起的金属平板的失效

塑性、完全塑性等），以及中心挠度的量级进行预

模式与空气中爆炸略有不同。例如，Ramajeyathilagam

测。但是该方法并未考虑板的尺寸和边界条件等对

等 在水下爆炸作用下的平板的主要模式Ⅱ中加入

变形的影响。

[10]

失效模式Ⅱc，支座处全部拉伸破坏，并伴随着中心
破孔，这些失效模式在 Kazemahvazi 等 [29]、Ren 等 [33]

考虑板的尺寸，将式（10）上下同时乘以 ρA2t2，
可得：

的实验和数值模拟都有体现；水下接触爆炸载荷作

αJ =

用下，空背平板还会出现花瓣型破口的现象，这些
现象在 Riley 等[47]的实验和数值模拟中也有体现。
这些现象与 Jacob 等 总结的平板受到空气中
[48]

局部爆炸加载时的失效有些类似。水中爆炸载荷类

(11)

其中，I 是总冲量，A 是板受冲量作用的面积，t 是板
厚。Nurick 等[4]考虑板的形状，对 Johnson 数进行修
正，引进了无量纲冲量 Φ，对于圆板：

型的复杂性，使得水中爆炸载荷作用下的平板失效

Φc =

既有空中均布载荷作用下的失效模式，又有空中局
部载荷作用下的失效模式。Julian 等 [14]根据主要作

I2
A2 t2 ρσ0

I
πRt2 (ρσ0 )1/2

(12)

对于方板：

用载荷的不同，将水中近场爆炸下的平板失效模式

Φr =

I
1/2

(13)

按爆炸距离的不同分为 4 类：1) 接触爆炸时，平板

2t2 (BLρσ

受到爆轰产物的直接作用，主要产生局部破孔或花

其中，R 为圆板的半径，L 和 B 分别为方板的长和宽。

0)

瓣型开裂；2) 非接触爆炸，但爆炸距离小于 0.5 倍最

Nurick 等 [4]采用该无量纲数，对当时已经发表

大气泡半径时，平板主要受到冲击波的作用，边界

的实验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到了预测平板塑性

发生局部或全部的破裂；3) 爆炸距离大于 0.5 倍气

大变形量的公式，对于圆板：

泡半径，小于约 1 倍气泡半径时，平板受到冲击波
和气泡坍缩射流的共同作用，边界发生局部或全部
的破裂；4) 爆炸距离大于约 1 倍气泡半径时，平板

(δ)
t

对于方板：

受到冲击波和气泡坍缩射流的共同作用，产生塑性
大变形。远场作用时，气泡射流的作用几乎可以忽
略，只存在冲击波的作用。
除此之外，支撑条件和板后的环境条件也会对
平板的失效模式和各个模式之间的临界冲量有重要
影响。如，Keil[11]对板后为空气和水两种情况下板

无量纲分析
为了对不同尺寸的平板在冲击载荷下的塑性大
变形进行理论预测 [3]，很多学者采用无量纲分析的
方法对实验和仿真的结果进行了分析。Johnson [49]
将材料简化为理想刚塑性，并将运动方程无量纲
化，得到了一个无量纲数，称为 Johnson 数：
2.2

αJ =

ρV 2
σ0

(10)

(δ)
t

r

= 0.425Φc + 0.227

(14)

= 0.471Φr + 0.001

(15)

其中，δ 表示板的中心挠度，t 是板厚。
后来，Chung 等 [7]在 1989 年的数据基础上，加
入近 25 年来新的试验数据，再次进行了回归分析，
得到了新的经验表达式，对于圆板：
(δ)

的运动方程进行了推导，得到的结论是，板后为水
时的平板最大运动速度仅为板后为空气时的 1/2。

c

t

对于方板：

c

(δ)
t

r

= 0.427Φc + 0.298

(16)

= 0.506Φr − 0.158

(17)

上述表达式能够很好地预测空爆载荷下平板的
大塑性变形，对应的无量纲冲量 Φ 的取值范围为
0≤Φ≤50，对于冲量更大的情况，板将发生模式Ⅱ
和模式Ⅲ的失效。
水中爆炸时，其载荷类型相对空中爆炸而言为
更复杂的情况，除了初始冲击波的作用外，还存在

其中，V 是冲击速度，ρ 是材料的密度，σ0 是材料的

空化层、爆轰产物气泡等引起的多次后续作用。

屈服强度。Johnson 提供了一个用无量纲数来预估

Rajendran 等 [50]基于水中爆炸载荷作用下的平板响

金属在冲击载荷下行为的方法。根据 Johnson 数的

应实验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了板的中心挠度的

量级可以对材料的响应类型（如准静态弹性、部分

预测表达式，对于圆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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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对于方板：

c

(δ)
t

r

= 0.541Φc − 0.433

Exp.
Nurick 式 (14)
Nurick 式 (16)
Rajendran 式 (18)
Jones 式 (20)
Jones 式 (21)

25

= 0.553Φr + 0.741

27

30

(18)

20

(19)
δ/t

(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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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es 采用理论的方式，对板的挠厚比进行了

15

[1]

10

推导，对于圆板，不考虑应变率效应时：
(δ)
t

c

(

=

2ρV 2 R2
3σ0 t2

√

)1/2

=

2
Φc
3

5

(20)

0

考虑应变率效应时：

)1/2 √
2ρV 2 R2
2
=
Φc
t c
3n
3nσ0 t2

(
)1/2 1/q
 I 2

ρ

n = 1 +  2 2
3ρ t DR 3σ0

(δ)

Γ=

(
)
2β
1
(3 − 2ξ0 ) 1 − ξ0 +
Φ2
3
2 − ξ0 r
[(
)1/2 ]
ξ0 = β 3 + β2
−β
B
β=
L

25

30

35

40

Exp.
Nurick 式 (15)
Nurick 式 (17)
Rajendran 式 (19)
Jones 式 (23)
Jones 式 (27)

25

(22)

20
δ/t

15
10

(23)
5
0

(24)
(25)

0

5

(26)

10

15

20

25

30

35

Φr
(b) 挠厚比 δ/t 与无量纲冲量 Φr 之间的关系

图 11

挠厚比和无量纲冲量之间的关系

见，虽然上述无量纲公式都是基于冲量给出的，但
Nurick 的预测公式是根据没有后续作用的空爆实

考虑应变率效应时：

[
]
( δ ) (3 − ξ0 ) (1 + Γ/n)1/2 − 1
=
[
]
t r
2 1 + (ξ0 − 1) (ξ0 − 2)
√

1/q


2 (3 − ξ0 ) VtΓ 1/2
n = 1 +  [
] 2 
3 1 + (ξ0 − 1) (ξ0 − 2) DB

20

30

对于方板，不考虑应变率效应时：

其中：

15

(a) 挠厚比 δ/t 与无量纲冲量 Φc 之间的关系

(21)

其中，D 和 q 是材料参数，对于钢板 D=40s–1，q=5。
[
]
( δ ) (3 − ξ0 ) (1 + Γ)1/2 − 1
= [
]
t r 2 1 + (ξ0 − 1) (ξ0 − 2)

10

Φc

(

=

5

验数据得出，不能较好地应用于水下爆炸的情况，
(27)

而 Rajendran 的公式则能较好适用于水下爆炸的情
况；另外，应用 Jones 的理论预测公式时应该考虑应

(28)

变率效应。

Rajendran 等 [51]用水下爆炸载荷作用下圆板和

上述无量纲表达式中，最为关键的是获得总冲

方 板 的 实 验 结 果 ， 对 Nurick 的 预 测 式 （ 14） ~式

量 I，Nurick 等[42- 43, 52-53]是通过弹道摆的方式，对传递

（17）、Rajendran 的预测式（18）式（19）和 Jones 的预

到板上的冲量进行测量；Rajendran 等是通过监测自

测式（20）式（21）以及式（23）式（27）进行了对比，如

由 场 的 压 力 时 程 ， 并 积 分 得 到 冲 量 ； Espinosa 和

图 11 所示。由图可知，Nurick 等基于空爆载荷的

Deshpande 等的非装药水下爆炸试验是通过其原理

实验数据回归得到的式（14）和式（15）都较小地估

式，直接计算得到冲量。Yao 等 [54]通过对爆炸载荷

计了水中爆炸载荷作用下的板的中心挠度；而

下固支方板运动方程的无量纲化，并引入炸药爆炸

Jones 基于理论推导的式子，在不考虑应变率效应

峰值压力的经验表达式，得到了用炸药当量和爆炸

时（式（20）和式（23））均较大地估计了板的中心挠

距离表示的无量纲数：

度，其考虑应变率效应的表达式（21）和式（27）则能
较好地估计，其预测式（18）和式（19）则都能较好地
估计水中爆炸载荷作用下板的中心挠度。由此可

Dex =

WE ( L )2
ρS 3 σ0 t

(29)

其中，W 是炸药的 TNT 当量，S 是爆炸距离，E 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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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爆炸的无量纲分析中。

度，σ0 是平板材料的屈服应力，t 是板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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