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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获得爆炸焊接结合区的动态参数，使用 PVDF 压电薄膜和等离子探针设计一种简易的测量系统。以

304 不锈钢板和 Q235 钢板分别作为复板和基板进行爆炸焊接试验和动态参数测量试验，并对动态参数进行理论计
算。结果表明，该测量系统能较为准确地获得炸药爆速、碰撞点移动速度、碰撞速度等动态参数，炸药爆速和碰撞点
移动速度一致性良好。格尼公式所预测的碰撞速度较实验值明显偏大，而考虑加速历史所获得的碰撞速度与实验碰
撞速度吻合良好。此外，金相分析结果表明焊接界面可实现没有缺陷的高质量波形结合，体现所选参数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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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obtain the dynamic parameters of explosive welding, a simple measurement system was
designed by using PVDF piezoelectric film and plasma probe. Using 304 stainless steel and Q235 steel as flyer
plate and base plate respectively, explosive welding and dynamic parameter measurement tests were carried
out, and the dynamic parameters were calculated theoretical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asurement system
can get dynamic parameters such as detonation velocity, collision point velocity, impact velocity, et al. The
detonation velocity and collision point velocity were consistent in this tests, and the impact velocity predicted
by Gurney formulas was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the measured one. However the impact velocity for
considering acceleration was in good agree with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In addition, metallographic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excellent wave bonding interfaces were obtained without any defects,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parameters were suitable for explosive we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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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分见表 1。将乳化炸药均匀填充到蜂窝铝结构的

言

爆炸焊接是利用炸药爆炸产生的强大冲击波，
驱动复层金属与基层金属高速斜碰撞，从而使待焊
接面产生射流、熔化并达到冶金结合的一种技术[1]。
作为生产金属复合材料的一种特殊工艺，爆炸焊接
已实现了 300 多种金属材料之间的焊接，其产品广
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石油、化工、制盐、制碱、制
药、造纸、食品、五金等工业领域[2-3]。爆炸焊接碰撞
过程中动态参数决定了最终的焊接质量，然而由于
爆炸的瞬时性和复杂性，通过实验手段获得准确的
结合区动态参数具有很大的难度。黄风雷等[4]利用
高速摄影机设计了一套实验装置和闪光灯充电电
路,实验测量了滑移爆轰作用下,爆炸焊接复板的运
动速度, 结果表明该方法有效实用。杨文彬等 [5]利
用“电阻丝—探针”法测得了飞板在等速区和准等速
区的碰撞角、碰撞速度及滑移爆轰速度，并提出用
连续电阻丝测量飞板飞行姿态。Held[6]利用倾斜电
阻丝和爆轰图像仪对爆炸焊接动态参数进行了测
量，结果表明该方法具有较高的测量精度。
上述测量手段虽然能较为准确地获得爆炸焊接
过程中的动态参数，但操作复杂且精度有限。为此
本文利用 PVDF 压电薄膜和等离子探针设计了一
套简易的测量系统。实验测量了 SUS304 不锈钢板
和 Q235 钢板的爆炸焊接动态参数，并运用格尼公
式对实验结果进行了理论分析。

空腔中即可得到蜂窝铝结构乳化炸药，其密度为
0.8 g/cm3。蜂窝铝加入后，乳化炸药高度和蜂窝铝
高度保持一致，可以精准地控制装药高度和装药密
度的均匀性，从而改善装药质量，提高爆轰稳定
性。并且乳化炸药和蜂窝铝胶黏为一个整体，其流
动性被蜂窝铝边界所限制，力学性能明显提高。

图1

乳胶基质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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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基板为 Q235 钢，尺寸为 20 mm×150 mm×

实验材料
实验所用炸药为蜂窝铝结构乳化炸药，如图 1
所示，其中蜂窝铝的铝箔壁厚为 60 μm，正六边形胞
元 的 边 长 为 8 mm， 高 度 为 10 mm。 乳 化 炸 药 由
15% 玻璃微球和 85% 乳胶基质组成，其中乳胶基质
1.1

表2

蜂窝铝结构乳化炸药

表1

实验部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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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mm；复板为 304 不锈钢，尺寸为 2 mm×150 mm×
300 mm，其物理和机械性能参数如表 2 所示。表中
ρ、HV、c、 σb 、Tm、K 和 cp 分别为材料的密度、维氏

硬度、体积声速、抗拉强度、熔化温度、导热系数和热容。

基板和复板的材料特性参数

材料

ρ/(kg·m–3)

HV/MPa

c/(m·s–1)

σb /MPa

Tm/℃

K/[erg·(cm–1·℃–1)]

cp/[erg·(cm–1·℃–1)]

Q235

7 850

1 300

6 000

405

1 493

3.8×106

5×106

SUS304

7 930

1 700

4 500

560

1 454

2.2×106

5×106

实验方法
实验共分 2 组，其中第 1 组实验在炸药上端设
有与复板一致的覆盖板，如图 2 所示，而第 2 组采
用传统的爆炸焊接装置（见图 3）作为对比实验。
动态参数的测量原理如图 4 所示，其中爆轰速
度采用测时法进行测量，共使用 4 个等离子探针，
1.2

Cover
Detonator
Stand-off

Explosive
Flyer plate
Base plate

图2

设有覆盖板的爆炸焊接装置示意图

相邻两探针间的距离为 40 mm，并通过 2BS-110 爆
速仪记录相邻探针间的时间间隔，实验结果取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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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sive
Flyer plate

爆轰波传播方向的截面用砂纸打磨到 3000 目，并

Base plate

用 0.5 μm 金刚石研磨膏进行抛光，然后用 4 mL 硝
酸和 96 mL 无水乙醇组成的腐蚀液进行腐蚀，最后

传统爆炸焊接装置示意图

平均爆速。结合区动态参数由 3 个相同的 PVDF
压电传感器进行测量，其相对位置如图 4 所示。炸
药引爆后爆轰波快速向前运动，产生的冲击波和爆
轰产物持续推动复板向下运动，在复板与基板的碰
撞过程中传感器 A、B、C 被依次触发，触发时间由
示波器（Tektronix MDO4104C，时间分辨率为 1 ns）

2

实验结果分析及讨论

复板碰撞速度
在爆炸焊接中，炸药上端是否有覆盖板将会显
著影响复板的碰撞速度，根据 Gurney 公式可以得
到设有覆盖板情况下复板碰撞速度[7]的计算公式为
2.1

vpg =

记录下来。因此碰撞点移动速度 vc 可以表达为
s1 + s2
vc =
t1 + t2

用金相显微镜（Leica DM4M）进行观测。

(1)

√

[

2E

1 + A3
N
M
+ A2 +
3(1 + A) C
C

]−1/2

(4)

式中：vpg——复板的碰撞速度，m/s；

其中 s1 是传感器 A 和 B 之间的水平距离，s2 是传感

E——格尼能，J/kg；

器 B 和 C 之间的水平距离，t1 是传感器 A 和 B 之

N——覆盖板质量，kg；

间的触发时间间隔，t2 是传感器 B 和 C 之间的触发

C——炸药质量，kg；

时间间隔。

M——复板质量，kg。
A 由下式确定：
Chronometer

A=

Probe
Explosive
Sensor

Flyer plate

有 N=M，此时复板的速度可以简化为

h

B

vpg =

C
Base plate

s1

s2

[

2E

1
M
+2
3
C

]−1/2

(6)

约束状态即 N=0，此时复板的速度[7]为

动态参数测量原理

碰撞角β 可由下式计算：
β = tan−1 (

√

当采用传统爆炸焊接方法时，炸药上端处于无

Oscilloscope

图4

(5)

1 + 2 CN

炸药上端覆盖与复板质量相等的覆盖板情况下

Detonation products

A

1+2M
C

h
)
s1 − vc t1

(2)

(
−1/2
M )3


√  1 + 2 C + 1 M 
vpg = 2E 
+ 
M
C 

6(1 + )
C

(7)

实验所用炸药为乳化炸药，目前并没有其准确

其中 h 是传感器 B 与 A、C 之间的垂直距离。
在计算得到 vc 和β 后，碰撞速度 vpe 可以表达为
vpe = 2vc sin(β/2)

的格尼能参数，文献[8]基于能量守恒原理给出了格

(3)

尼能的计算公式为

实验所用初始参数列于表 3，其中 x0 是炸药厚

E=

度，x1 是炸高。

1
γ2 − 1

(

γ γ 2
) vd
γ−1

(8)

其中， γ 为爆炸产物的多方指数，对于乳化炸药取
表3

实验初始参数

2.5，vd 为炸药爆速。
将式（8）代入式（6）和式（7）可分别计算得到两

实验组

s1/mm

s2/mm

h/mm

x0/mm

x1/mm

1

35.7

35.0

1.92

10

8

组实验复板的碰撞速度，然而 Gurney 公式所预测

2

35.6

35.0

1.94

16

8

的碰撞速度是复板的最终运动速度，基于拉格朗日
原理，Flis[9]给出了滑移爆轰作用下复板的加速历史：

为观测结合界面的微观形貌，爆炸完成之后，
在中心位置处切取 30 mm×30 mm 的样品，平行于

 (

vpc = vpg 1 −

x0
x0 + (1 + A)x1

)γ−1 1/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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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获得的典型波形（实验组 1）如图 5 所示，

Sensor A
Sensor B
Sensor C

6

图中显示清晰的上升沿，可以准确确定传感器的触

4

发时间间隔 t1、t2。测量结果见表 4，表中还列出了
碰撞速度 vpe 以及计算所得的格尼速度 vpg 和碰撞速
度 vpc。

0
−2

对于本文所用平行法爆炸焊接，一般认为炸药

(15.008,
0.008 59)

−4

的爆速与碰撞点移动速度一致 [10-12]。由表 4 可知试

(29.708,
0.103 94)

(7.056,
0.016 95)

2

电压/V

实验测量的爆速 vd、碰撞点移动速度 vc、碰撞角 β 、

验所测得的碰撞点移动速度与爆速相对误差不超

0

过 4%，这验证了实验的可靠性。而两组实验测得

10

图5

的碰撞速度明显小于格尼公式计算的碰撞速度，相

20
时间/μs

30

40

动态参数测量的典型波形.

对误差高达 18%（实验组 1），这主要是由于格尼公
式所预测的碰撞速度是复板的最终运动速度，在本

中忽略了空气阻力以及支持柱的影响。此外，表 4

实验中炸高只有 8 mm，不足以将复板速度加速到

还显示了实验组 1 和实验组 2 获得相近的爆轰速度

最大值。因此计算时考虑复板的加速过程是有必要

（相对误差 2%）和复板碰撞速度（相对误差 4%），而

的。而考虑加速历史后两组实验计算的碰撞速度和

前者炸药厚度为 10 mm 并设有覆盖板，后者炸药厚

实验值吻合良好，相对误差不超过 8%，实验测得的

度为 16 mm 裸露装药，因此该覆盖板的使用可以节

碰撞速度略低于理论计算值主要是由于在理论计算

约炸药量 37.5%。

表4

实验和理论计算结果

实验组

vd/(m·s–1)

t1/μs

t2/μs

vc/(m·s–1)

β/(°)

vpe/(m·s–1)

vpc/(m·s–1)

vpg/(m·s–1)

1

3 219

7.9

14.7

3 110

9.8

534

549

629

2

3 283

7.5

14.2

3 253

9.8

557

597

631

结合界面微观形貌
图 6 为实验 1 和实验 2 中焊接板的结合界面微
观形貌，图中显示两组实验的界面形貌特征基本一
致，这是因为其动态参数一致，而结合界面特征由
动态参数所决定 [13-14]。由图可知两组实验所得的
SUS304/Q235 结合界面呈现规则的波形，波长约
440 μm，波高 160 μm，几乎没有连续熔化层、孔洞
和裂缝等缺陷的出现。爆炸焊接结合界面通常有
2.2

“直线”和“波形”两种结合方式，波形结合方式通常
具有更高的结合强度[15-16]，因其结合面积更大，并且
随着炸药量的增加，结合界面开始从平直界面转变
为波形界面 [17]。但是当炸药载荷过高时，大量的能
量在碰撞过程中以热增长的形式释放会导致过熔现
象[18]。轻微的过熔现象会使得熔化物在快速冷却过
程中形成孔洞、裂纹等缺陷恶化焊接质量；而严重
的过熔现象会使得自由面拉伸波到达焊接界面时熔
500 μm

500 μm

Q235

Q235

SUS304

SUS304

(a) 实验组1

(b) 实验组2

图6

结合界面微观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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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物依旧处于熔化状态而使其被拉伸波分开，从而

energy[J]. Propellants Explosives Pyrotechnics, 2002, 27(6):
365-368.

导致焊接失败。本文两组实验均实现了没有缺陷的
高质量波形结合，体现了所选参数的合理性。

3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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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WILLIAM J F. A lagrangian approach to modeling the
accel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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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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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sives[C]//Southea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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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使用 PVDF 压电薄膜和等离子探针设

[10] AKBARIK M S A A, FARHADI S P. Experimental

计了一种简易的测量系统，可以较为准确地获得炸

investigation of explosive welding of cp-titanium/AISI 304

药爆速、碰撞点移动速度、碰撞速度等动态参数。
2）实验测得的炸药爆速和碰撞点移动速度一
致性良好，格尼公式所预测的碰撞速度较实验值明
显偏大，而考虑加速历史所获得的碰撞速度与实验
碰撞速度吻合良好。
3）在获得相同爆炸焊接动态参数的条件下，相
比于裸露装药，通过在炸药上端设置与复板质量相
同的覆盖板可以节约炸药量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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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金相分析结果表明两组实验焊接界面形貌

and the effect of interface morphology on the properties of

特征基本一致，均实现了没有缺陷的高质量波形结

Al/Cu/Al laminated composites fabricated by explosive

合，体现了所选参数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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