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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霍普金森拉杆实验技术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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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温霍普金森拉杆（SHTB）技术被认为是一种测试材料在高温、102~104 s–1 应变率范围内力学性能行之有效

的手段。从拉伸波的产生方式、高温动态拉伸实验方法、试样的连接方式和尺寸等方面，对现有的高温 SHTB实验

技术进行总结和评述，认为其关键在于解决高温对波导杆的影响。现有的方案主要是通过快速加热或快速组装的方

式来缩短高温试件与波导杆接触的时间，从而减小波导杆上的温度梯度。在介绍分析两种方案后认为：局部快速加

热方法易于实现，但实验中试件的温度一般不超过 800 ℃；快速组装方法实现的实验温度可达 1 200 ℃，但需要一套

较为复杂的气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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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SHTB experiment technique at elevated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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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lit  Hopkinson  tension  bar  (SHTB)  experiment  technique  is  thought  as  an  efficient  way  to
evaluate  the  dynamic tension properties  in  the  range of  strain  rates  from 102-104  s–1  at  elevated temperature.
The  features  of  SHTB experiment  technique  at  elevated  temperature  are  summarized  and  reviewed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generation  of  tensile  wave,  elevated  temperature  dynamic  tensile  test  method,  specimen
connection  mode  and  size.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key  problem  is  to  solve  the  influence  of  elevated
temperature  on  waveguide  rod.  The  existing  schemes  mainly  shorten  the  contact  time  between  the  high
temperature specimen and the waveguide rod by means of rapid heating or rapid assembly,  thereby reducing
the temperature gradient on the waveguide rod.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those methods have been analyzed.
The rapid heating method is easier to carry out, but it is only suit for the temperature no more than 800 ℃. And
the rapid assembly method can achieve more than 1 200 ℃, but it needs a complicated actuator and hard to real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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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研究材料在高变形速率下的力学响应，对结构

设计和材料研究均有重要意义[1]。在一些特殊工况

下，材料要经受高温和高应变率的复合作用。如航

空涡轮发动机的叶片、涡轮盘等部件在经受高温环

境的同时还要承受高速冲击载荷，在爆炸环境下材

料往往要经受高温并且发生高速变形。另外，金属

在高速切削的过程中高变形速率会产生大量的热

量，其变形局部温升可达 800 ℃ 以上。材料的特性

与行为受加载速率和温度的影响很大，所以研究材

料在高温高应变率条件下的力学性能及其变形破坏

机理是十分重要的。

早在二十世纪初，Hopkinson[2]和 Davis[3]等就开

始对金属材料动态压缩、拉伸和扭转等实验方法进

行研究。自 1949年 Kolsky[4]建立了分离式霍普金

森压杆实验技术，1960年 Harding[5]建立了分离式霍

普金森拉杆以来，分离式霍普金森杆技术被普遍认

为是测试金属、陶瓷、岩土、复合材料、橡胶等多种

材料在 102~104 s–1 应变率范围内力学行为行之有效

的手段。现有的研究大多都集中在材料的常温动态

力学性能方面，对材料在高温环境下的动态力学性

能方面的研究较少。究其原因，在传统的霍普金森

杆实验装置基础上，既要在试件上形成均匀稳定的

温度场，还要尽可能地减少高温对入射杆和透射杆

的影响，是较为困难的。近年来，高温霍普金森压

杆实验技术已有一些进展，其较多是采用先对试件

加热后进行快速组装的方式来实现的。但直接把预

加热的方法应用于高温动态拉伸实验上还是有难

度的。

现在国内外的一些学者对传统的动态拉伸实验

装置进行了改进，较好地解决了其中的关键问题。

本文分别从拉伸波的产生、高温动态拉伸实验方

法、试件的连接方式与尺寸等方面对现有的高温霍

普金森拉杆实验技术进行总结并对其进行评述。

1    拉伸波的产生方式

一般按照拉伸波产生的方式可将霍普金森拉杆

分为两种：直接拉伸式和反射式。反射式霍普金森

拉伸装置是在霍普金森压杆的基础上通过改变试件

与加载杆的连接方式来实现的[6-7]，如图 1所示。将

试件的两端通过胶粘或螺纹等方式连接于输入杆和

输出杆之间，试件外圈放置承压环。实验时子弹撞

击输入杆产生压缩波，当压缩波传至试件处时，承

压环可保护试件不被压缩从而使压缩波基本可以无

损失的通过。压缩波过通试件后继续传播，在输出

杆端部反射为拉伸波，此时的承压环不能承受拉

力，所以拉伸波只对试件进行加载。由于该系统中

包含了较多的界面，应力波的传播比较复杂，且不

利于对试件进行加温，所以高温霍普金森拉杆实验

大多采用直接拉伸的方法。夏源明等[8-9]设计了一种

直接拉伸式实验装置，如图 2所示。它的拉伸波并

非由撞击直接产生，而是由撞击后前置金属短杆的

变形、断裂而产生的。前置金属短杆的作用既相当

于脉冲发生器又相当于滤波器[10]，滤掉了锤头打击

撞块时所产生的抖动。该装置中只要控制前置金属

短杆的直径、长度和打击速度就可获得不同幅值、

宽度和上升沿的拉伸脉冲波。

2    高温霍普金森拉杆实验技术

2.1    高温对动态拉伸实验的影响

在准静态高温实验中，高温环境一般是通过将

试件和加载夹头一起封闭在高温环境箱中，经过较

长时间的加热实现。而准静态材料实验中实现高温

环境的技术不能简单推广到动态实验中。原因在于

分离式 Hopkinson杆实验技术是基于一维应力波和

一维线弹性理论的，而传统的加热方法则有两个问

题：1）加热时间较长；2）加热区域较大，包括波导杆

的一部分也被加热。因此在杆上就会出现温度梯

度，这个温度梯度会导致波导杆弹性模量改变，从

而引起杆材波阻抗的变化。结果就是，应力波在波

子弹 输出杆 输入杆应变片2 应变片1试件

拉伸试样 承压环
 

图 1    反射式霍普金森拉杆实验装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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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杆传播时会有局部的反射和幅值的改变，得到的

结果不能正确反映材料的力学行为。一些学者认为

在温度不超过 300 ℃ 时，温度对杆的影响可以忽略

不计，但是超过了这一温度，温度效应则不可忽

略。对于此种情况一般有两种解决办法：1）采用异

形导杆，加工不同截面积的导杆以抵消因温度梯度

所引起的波阻抗的变化，从而保持沿杆长度方向的

机械波阻抗不变[11]。这种设计的缺点在于需要在不

同温度下使用不同形状的导杆，即一种杆的形状只

在一种温度实验中适用，且需要准确获得导杆中的

温度分布以设计相应的导杆。2）测量[12]、计算温度

梯度[13-14]对实验的影响，并对实验数据进行修正。以

上方法加载的均为稳定的温度场，这种情况下实验

时试件材料的微观结构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

是出厂时的结构[15]。若要研究材料在原始状态下的

高温动态力学性能，则有以下 3种思路可以考虑[15-16]：

1)当温度不太高时，可采用波阻抗对温度不敏感的

材料作为波导杆（如铁镍合金等），从而可以忽略温

度场对应力波传播的影响；2)在试件处进行局部快

速加温并采取保温措施减少热量对波导杆的影响；

3)采用离线加热后快速装配的方式，利用自动机械

结构在应力波到达前很短的时间内将试件与加载杆

装配然后进行加载[16]。后两种方法使得数据处理时

不必考虑温度梯度场的影响，从而简化数据处理过

程，得到较广泛的应用，但其带来了实验装置的复

杂化[17]。

2.2    快速在线加热及隔热的方法

1986年 Rosenberg等[18]提出了一种利用电磁效

应来对金属试件进行加热的方法。该方法通过在试

件表面布置一层导电线圈，利用电磁场的作用迅速

将试件加热到指定温度。张方举等[19]利用大电流对

金属试件进行了快速的加热，并且使用有较好隔热

效果的结构胶来连接试件，有效地防止了高温向波

导杆上传播。经过测量可知，试件上的温度分布比

较均匀，导杆上的局部温升不大，如表 1所示，所以

温度对杆中弹性波传播的影响可以忽略。但适用该

种方法上的导电材料有一定的局限性。

Macdougall[20]和 Seo等 [21]使用光辐射装置对试

件进行加热。该装置利用光学透镜将能量聚焦于试

件对其进行加热，其热效率较高。由于该装置较复

杂，其对设备的精度要求较高。

中科大夏源明课题组[22-24]通过采用大热惯性的

高温炉来实现对试件的快速加温。实验前先将高温

炉中的金属芯轴加热到预设温度，然后使之与试件

表 1    试件和导杆上的温度分布[19]

加热温度/℃
试件（距离试件中部距离）/℃ 导杆（距离杆端距离）/℃

–2 mm 0 2 mm 2 mm 20 mm 50 mm 200 mm

300±2 296±2 300±2 295±2 36 26 21 20

500±2 493±2 500±2 492±2 57 31 23 20

700±2 692±3 700±2 691±2 75 56 29 20

950±2 939±5 950±2 983±2 97 66 43 20

1.撞击杆；2.撞击头；3.金属短杆；4.入射杆；5.拉伸试件；6.透射杆；7.应变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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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直接式霍普金森拉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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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通过热传导的方式对试件进行加温，由于金

属芯轴的热惯性很大，在短时间内即可在试件实验

段形成较稳定的温度场[24]。通过建立金属芯轴温度

与试件温度之间的关系，就可以达到通过控制金属

轴芯的温度来控制试件温度的效果。图 3、图 4为

试件上温升历程和杆上的温度分布，从图中可以看

出在加热 1 min后试件上的温度基本可以达到实验

温度，此时杆上与试件接触部分的温升较为明显，

并随着杆的轴向方向快速减小，当距离超过 10 cm
时温升可以忽略不计。

2.3    对波导杆温度影响进行修正的方法

若波导杆上的温升较大，那么温度的影响就不

可忽略。尚兵等[25]将应力波在具有温度梯度的波导

杆中运动的控制方程离散，根据杆上任意一点处的

应变信号，计算出波传播到杆上其他点处的应变信

号。通过上述原理在波导杆上处于室温的某处粘贴

应变片，由该处的应变信号计算出试件与波导杆接

触的高温区的应变信号，利用此信号获得高温霍普

金森杆实验中的应力应变关系，如图 5、图 6所示。

夏开文等[26-27]基于热力学理论计算出了波导杆上的

温度场，并根据一维应力波理论推导出了修正后的

实验结果。经过计算可知，修正后波的形状基本不

变幅值略有降低。但是这种方法的数据处理过程较

复杂，且导杆的材料也限制了这种方法适用的温度

范围。

2.4    快速自组装的方法

快速自组装的方法，即先将试件预加热至指定

温度，再利用自动装置将波导杆与试件快速装配，

并迅速完成加载[16, 28-32]。由于该实验方法中试件与

导杆接触的时间很短，所以杆和试件的温度变化较

小，其可实现的实验温度相对较高。该方法要求自

动装置有较高的控制精度。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与

高温动态压缩实验技术相比，在动态拉伸实验中由

于试件与导杆之间连接方式的特殊性（螺纹、胶粘

等），不能将试件简单快速地装配到位，因此只能采

取在线加温方式进行。但郭伟国等[33-34]通过采用特

殊的挂钩式连接实现了高温动态拉伸实验中的共时

自组装，如图 7所示。

具有快速自组装功能的 SHTB实验装置如图 8
所示。其工作原理为：首先将试件放入高温炉中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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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试件的温升历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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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波导杆上温度随距试件距离的分布[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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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修正前后波形的对比[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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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修正前后应力应变曲线的对比[25]

38 中国测试 2018 年 10 月



速加热至预设温度，出气阀打开，气动机构 1把试

件从高温炉中沿陶瓷导轨推出至入射杆和透射杆之

间，气动机构 2拉动透射杆将波导杆与试件连接在

一起，紧接着触发撞击块撞击入射杆端完成对试件

的加载。该方法要求快速自组装，其评价指标为接

触冷却时间（cold contact time，CCT)。李玉龙等 [35]

在高温动态实验中对比了 CCT在 5 ~500 ms范围

内的实验结果，认为如果 CCT小于 50 ms，实验可

以较准确地反映材料的实际性能。该实验中

CCT由两部分组成：CCT1为试件从加热炉中推出

至与波导杆紧密连接的时间；CCT2为试件从与波

导杆连接到拉伸波传播到试件上的时间。采用有限

元方法可算出试件在不同 CCT条件下的温度分布，

如图 9[34]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试件温度的降低

主要发生试件与波导杆的连接处，在标距段内材料

温度的变化不明显，当 CCT小于 100 ms时试样上

的温度均匀，且变化很小。郭伟国等[34]通过两个信

号传感器和应变片测试出了该实验中 CCT1为 44 ms、
CCT2为 83 ms。图 10、图 11为 1 200 ℃ 条件下试

件和加载杆上的温度分布，从图中可以看出加载杆

只在与试件接触的区域有温升，其最大温升为 183.7 ℃，

而试件标距段内的温度可以均匀保持在1 200 ℃。

所以通过这种快速自动主装的方法可以实现温度高

达 1 200 ℃ 的动态拉伸实验，并且试样上温度均匀

没有明显减小，加载杆上的温度没有明显增加。

3    连接方式和试样尺寸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在动态拉伸实验中试件与波导杆的连接方法有

螺纹连接、胶粘连接和销接等。对于金属材料来说

螺纹连接是较常用的方案，其连接方式如图 12
所示。螺纹连接试件为哑铃状，这种连接方法要求

试件螺纹加工精度较高。但由于螺纹间隙的存在，

测量的结果会引入一定的系统误差[36]。为了减小这

种误差，宋顺成等[37]提出将波导杆改为空心管，但是

这仍未在本质上解决该问题。陈小安等[38]在试样与

测试杆的连接处采用了有减震功能的反向背紧螺纹

连接，能够有效地减小实验中所产生的抖动。但在

高温实验中试件的热能可以通过此种连接方式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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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快速挂钩连接示意图[33]（单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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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快速自组装高温 SHTB 实验设备示意图[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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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在不同接触冷却时间的情况下试件上的温度变化[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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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至加载杆上，所以在高温实验中较少采用这种

方式。现在高温动态拉伸实验中多采用胶粘连接的

方法[19, 22, 24, 39-41]，其可以均匀连接试件与波导杆，还可

以有效地防止试件温度的散失和热量向波导杆的扩

散。胶粘试件如图 13所示，其要求试样与波导杆

之间的连接有足够的强度，并且采用胶粘方式的试

件清洗较为困难。挂钩连接由于其可以实现快速装

配，在高温动态拉伸的自组装技术中得到了应用，

为了验证这种连接方法的可行性，郭伟国等 [33]

用 45#钢在 298 K、1 000 s–1 应变率条件下对采用挂

钩连接和螺纹连接得到的结果进行了对比，如图 14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两种连接方式得到的结果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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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1 200 ℃下试件上的温度的分布[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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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1 200 ℃下加载杆上温度的分布[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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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SHTB 中的螺纹连接示意图（单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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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相比于螺纹连接来说，由于挂钩连接结构中

试件与杆的接触较为简单，所以由于螺纹间隙和螺

线的局部塑性变形所引起的曲线在低应变时的震动

得到了抑制。

除了连接方式外，试件的尺寸也会对实验结果

产生影响。在霍普金森拉杆实验中试件标距段的长

径比和标距段与拉杆之间的直径比是产生二维效应

的重要因素。Staab等[42]在对 SHTB实验中试件的

长径比做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后认为当标距段的长径

比大于 1.60时可获得较稳定的数据。王从约 [43]初

步讨论了扁平哑铃状试件厚度、长度、宽度以及过

度圆弧半径对实验结果的影响但没有给出具体的几

何尺寸。徐伟芳等[44-45]通过实验研究了不同试件长

径比对实验结果的影响，认为长径比大于 2.67的试

件可以满足材料实验的要求，长径比小于 2时不能

得到准确的材料参数。

4    结束语

现有高温霍普金森拉杆实验技术中解决高温影

响的方法主要分为 4类：1）使用隔热垫块阻止试件

上的高温传递到杆上；2）将杆的局部与试件一起加

热，通过理论计算去除高温对波导杆产生的影响；

3）将试件与波导杆装配好，通过局部的加热装置来

对试件进行快速加热，然后击发完成实验；4）将试

件加热，通过自动组装装置将试件快速与杆连接，

快速完成实验。

由于前两种方法都有较大的弊端（垫块的影

响、数据处理复杂等），应用不是十分广泛。目前主

要采用的是先组装后快速加热（中科大、中物院总

体所）和先加热后快速组装（西北工业大学）的方

法。对于先组装后局部快速加热的方法来说，其在

原有的霍普金森拉杆的基础上改变不大，只是加入

了局部快速加温装置（大容量热惯性炉、大电流加

热），其实现比较简单。但是由于加热时试件与杆

子接触，所以不可避免地产生温升，这种方法可以

实现的温度一般不超过 800 ℃。对于先加热试件然

后快速自动组装的方法来说，由于试件与杆子接触

的时间很短，所以其可以实现 1 200 ℃ 以上的实

验。但是这种方式需要一套较为复杂的气动装置来

实现自组装功能，且对 CCT有较高的要求（CCT1、
CCT2≤100 ms且要求 CCT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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