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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能切割技术在爆破片上的应用研究
1

1

2

1

1

1

1

李万全 ，赵云涛 ，耿 阳 ，郗文博 ，周 明 ，门媛媛 ，王 钊
（1. 物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陕西 西安，710061；2. 93428部队，河北 保定，071051）

摘 要：针对爆破片爆破压力不稳定及爆破压力不可变的问题，设计了一种适用于爆破片的聚能切割装置。采用
ANSYS/LS-DYNA 软件对聚能切割装置切割爆破片的过程进行了数值模拟，并开展了相应的试验研究。结果表明：聚能
切割装置能够在爆破片达到试验设定承压 7MPa 时完成对爆破片的切割，实现精确控制爆破片爆破压力的目的；应用聚
能切割技术能够使爆破片在零承压至其最大爆破压力的任意承压条件下启爆，达到爆破片爆破压力可变的目的。本研究
为解决爆破片在工程应用中的相关问题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技术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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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Research of Shaped Charge Cutting Technology in Bursting D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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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iming at the problems of unstable bursting pressure and immutable bursting pressure of bursting disc, a shaped
charge cutting device suitable for bursting discs was designed. The process of cutting bursting discs by the shaped charge cutting
device was numerically simulated by using ANSYS/LS-DYNA software, and the corresponding test was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haped charge cutting device designed in this paper can cut the bursting disc when the bursting disc reaches the test
set pressure of 7MPa, and realize the purpose of accurately controlling the bursting pressure of the bursting disc; The application
of shaped charge cutting technology can enable the bursting disc to detonate under any pressure condition from zero pressure to its
maximum bursting pressure, so a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variable bursting pressure of bursting disc. This study provides an
effective technical way to solve the related problems of bursting disc in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Key words：Shaped charge cutting；Bursting disc；Bursting pressure；Numerical simulation

爆破片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化工、石油、轻工、消

有一定偏差。存在压力容器的实际压力还未到达设计

防、航空等领域的非重闭式超压泄放装置，其工作原

爆破压力时，爆破片提前启爆；或者实际压力值大于

理是在设定的温度环境下，爆破片因为两侧压差达到

设计爆破压力值时，爆破片仍未启爆的情况，从而导

极限值而发生强度破坏和失稳，迅速破裂或脱落，从

致设备损坏或人员伤亡[3-4]。此外，爆破片的工作原理

而形成泄放口并排出介质[1-2]。爆破片的爆破压力主要

决定了同一规格爆破片的设计爆破压力是一定的，无

依赖于膜片自身的强度极限，常由于膜片厚度和直径

法根据实际需求而改变其爆破压力。

公差、膜片材料属性、膜片夹持方法、环境温度等因

聚能切割技术是一种特种切割技术，其原理是利

素不稳定，而导致实际爆破压力与设计爆破压力之间

用炸药爆炸后的爆轰产物对药型罩进行压垮，驱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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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罩金属高速运动，从而形成一种薄片状的金属聚能

度（ρ不锈钢=7.83g·cm-3）代入公式（1）
，可以确定药型

刀来对目标进行切割，具有高速、高效、操作方便且

罩母线长度最小为 1.9mm。据此设计聚能切割索参

不受环境限制等优点[5-8]。为精确控制爆破片爆破压力

数，如图 2 所示。聚能切割索母线长为 2.2mm，药型

及实现爆破压力可变，本文设计了一种适用于正拱型

罩厚度为 0.32mm。
R0.9

模拟，并开展了相应的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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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对该聚能切割装置切割爆破片的过程进行了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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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破片的聚能切割装置，采用 ANSYS/LS-DYNA 软

2.2

1 爆破片聚能切割装置设计

80°
4.5

1.1 结构设计及工作原理
爆破片聚能切割装置由引爆传爆装置、安全防护
套、聚能切割索 3 部分组成，如图 1 所示。其工作原
理是：在爆破片非承压面预先安装聚能切割装置，当
出现压力设备的实际压力超过设定的爆破压力而爆
破片仍未工作，或实际压力未达到设定的爆破压力而
需要提前泄放压力时，起爆聚能切割装置，快速在爆
破片上切割出 4 条裂缝，使爆破片在压力作用下沿着
裂缝迅速打开，从而快速释放压力设备中的压力。

图 2 切割索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cutting cable

1.3 安全防护套设计
在聚能切割索外部安装安全防护套，可以对其在
日常运输和安装过程中进行防护支撑，同时可以固定
切割索炸高。为使切割后爆破片的打开截面尽可能
大，采用十字对称方式布置聚能切割索。安全防护套
护臂内刻有卡槽用于安装聚能切割索，护臂长度与聚
能切割索长度相同，均为 50mm，宽度略宽于切割索，
安全防护套采用橡胶材质，其结构如图 3 所示。

安全
防护套

引爆传爆
装置

聚能切割索

图 1 爆破片聚能切割装置
Fig.1 Shaped charge cutting device of bursting disc

1.2 聚能切割索设计

图 3 安全防护套结构
Fig.3 Safety protective sleeve structure

2 数值模拟

聚能切割索由炸药、药型罩和金属外壳组成。药
型罩和金属外壳为一体式对称设计，材料为高密度且
塑性良好的紫铜。聚能切割索装药为黑索今（RDX）
，

2.1 数值模型
采用 ANSYS/LS-DYNA 软件对聚能切割索爆炸

装药线密度为 1.6 g·m-1。根据定常侵彻理论，聚能切

形成聚能射流切割爆破片的过程进行数值模拟。该过

割索对靶板的切割深度 P 为：

程是一个涉及到材料大变形的高速碰撞过程，因此采

P  L

用 ALE 算法建模，模型可简化为二维对称模型，建

j
t

（1）
-3

模过程中施加对称约束和无反射边界条件。模型尺寸

式（1）中：ρj 为射流密度，g·cm ；ρt 为靶板密

与实际物理模型保持一致，药型罩和金属外壳尺寸见

度，g·cm-3；L 为药型罩母线长度，mm。本文所用爆

图 2，靶板厚度为 2mm，炸高为 1mm。所得数值模

破片的厚度为 2mm，则聚能切割索的切割深度 P 应

型如图 4 所示。各组成部分的材料模型和状态方程见

大于 2mm，将射流密度（ρ紫铜=8.94 g·cm-3）、靶板密

表 1。其中，主装药 RDX、药型罩和金属外壳材料（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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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靶板材料（不锈钢）的材料模型参数和状态方

见，本文设计的聚能切割装置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对

程参数分别见表 2～7。

爆破片的切割，达到预期效果。

（a）t = 0 μs

（b）t = 1.6 μs

（c）t = 2.0 μs

（d）t = 2.8 μs

（e）t = 3.8 μs

（f）t = 10.2 μs

图 4 数值模型
Fig.4 Numerical model
表 1 材料模型和状态方程
Tab.1 Material model and equation of state
组成
炸药
药型罩

材料
黑索今
紫铜

材料模型
HIGH EXPLOSIVE BUEN
JOHNSON_COOK

空气

空气

NULL

靶板

不锈钢

JOHNSON_COOK

ρ/(g·cm-3)
1.692

状态方程
JWL
GRUNEISEN
LINEAR
POLYNOMIAL
GRUNEISEN

表 2 RDX 材料模型参数
Tab.2 RDX material model parameters
D
0.792

PCJ
0.33

β
0

K
0

G
0

表 3 RDX 状态方程参数
Tab.3 RDX equation of state parameters

A
5.814

B
0.068

R1
4.1

R2
1.0

ω
0.35

σy
0

3 试验

ρ/(g·cm-3)

A/MPa

B/MPa

n

c

m

8.94

90

292

0.31

0.025

1.09

C/( cm·μs-1)
0.394

S1
1.489

S2
0

S3
0

γ0
2.02

图 6 靶板毁伤情况
Fig.6 Target damage

ρ0e
0.09

表 4 紫铜材料模型参数
Tab.4 Copper material model parameters

表 5 紫铜状态方程参数
Tab.5 Copper equation of state parameters

图 5 聚能切割索侵彻靶板过程
Fig.5 Penetration process of shaped charge cutting cable into
target plate

3.1 试验布置
聚能切割装置切割非承压、承压条件下爆破片的

A
0.47

试验布置图分别如图 7、图 8 所示。聚能切割装置通
过安全防护套粘贴在正拱型爆破片上，爆破片直径为

表 6 不锈钢材料模型参数
Tab.6 Stainless steel material model parameters
ρ/(g·cm-3)

A/MPa

B/MPa

n

c

m

7.83

290

340

0.26

0.014

1.03

310mm、厚度为 2mm，4 条切割索长度均为 50mm。

表 7 不锈钢状态方程参数
Tab.7 Stainless steel equation of state parameters

C/( cm·μs-1)
0.457

S1
1.49

S2
0

S3
0

γ0
2.17

A
0.46

2.2 数值模拟结果
数值模拟得到的射流形成过程及射流侵彻靶板
过程的 Von mises 应力云图如图 5 所示。
由图 5 可知，

图 7 爆破片非承压条件下试验布置照片
Fig.7 Photo of test layout of bursting disc under non pressure
condition

射流在 1.6 μs 时基本成型，在 2.0 μs 时射流接触并开
始侵彻靶板，
在 3.8 μs 时射流完全穿透靶板，
在 10.2μs
时大部分射流已穿过靶板，靶板上的应力明显下降，
此时靶板的变形已趋于稳定。图 6 为射流侵彻结束后
的靶板形貌。由图 6 可知，射流侵彻靶板后在靶板上
产生了一条宽度约为 0.8 mm 的裂缝。由模拟结果可

（a）

（b）

图 8 爆破片承压条件下试验布置照片
Fig.8 Photo of test layout of bursting disc under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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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爆破片打开形状、增大爆破片打开截面面积，使

3.2 试验结果与讨论
非承压条件下的切割试验结果如图 9 所示。由图
9 可知，聚能切割装置实现了对非承压条件下爆破片

爆破片承压面的物质快速通过其打开截面进入非承
压面。

的切割，在其中心部位产生了 4 条对称分布的裂缝，
裂缝长度约为 54mm。由此验证了聚能切割技术应用

4 结论

于爆破片的可行性。
（1）本文设计的聚能切割装置能够在爆破片达
到试验设定承压 7MPa 时快速完成对爆破片的切割，
从而达到精确控制爆破片爆破压力的目的。
（2）聚能切割技术可以使爆破片在零承压至其
最大爆破压力的任意承压条件下启爆，达到使同一规
（a）

（b）

图 9 爆破片非承压条件下试验结果
Fig.9 Test results of bursting discs under non pressure
condition

格爆破片在不同爆破压力下工作的目的，满足不同的
使用需求。
（3）聚能切割技术可以缩短爆破片打开时间、

承压条件下的切割试验结果如图 10 所示。爆破

控制爆破片打开形状、增大爆破片打开截面面积，使

片的设计爆破压力为 10MPa，试验时在爆破片承压达

爆破片承压面的物质快速通过其打开截面进入非承

到 7MPa 时起爆聚能切割装置，对爆破片进行切割。

压面。

由图 10 可知，爆破片在试验后分裂成为 4 个大小相
近的部分，这是由于聚能切割装置对爆破片进行切割
后在爆破片上产生了 4 条对称分布的裂缝，从而使爆
破片在高压作用下沿着裂缝被撕裂，且爆破片打开截
面面积较大，能够满足快速释放压力容器中高压物质
的要求。由此可知，聚能切割装置能够在爆破片达到
规定承压时快速完成对爆破片的切割，达到精确控制
爆破片爆破压力的目的。且根据实际需求，可以在爆
破片零承压至其最大爆破压力的任意承压条件下起
爆聚能切割装置，切割爆破片，从而达到使同一规格
爆破片在不同爆破压力下启爆的目的，实现爆破片爆
破压力可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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