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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丝钛丝电爆炸对硝胺发射药的点火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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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北大学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山西 太原，030051；2.西安近代化学研究所，陕西 西安，710065）
摘

要：为了研究铜丝、钛丝电爆炸对硝胺发射药的点火作用机理，搭建了金属丝电爆炸点火试验平台，采用不

同直径的铜丝、钛丝对硝胺发射药进行了电爆炸点火试验，并对电爆炸产物及样品进行了形貌分析。结果表明：铜丝、
钛丝电爆炸总的燃烧持续时间分别约为 38.1ms、25.1ms；随着铜丝直径的增加，电爆炸后铜颗粒的直径增大，发射药表
面烧蚀坑的数量增加、直径增大，最大分布数量的烧蚀坑直径均约为 7μm；钛丝电爆炸的颗粒产物形态较难控制，发
射药表面出现了大量的相互重叠与嵌套的烧蚀坑，改变钛丝直径不能有效地调节颗粒的大小和数密度的分布；金属丝电
爆炸等离子体对硝胺发射药的点火过程符合五阶段点火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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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ition Characteristics of Nitramine Propellant by Copper Wire and Titanium Wire Electric Explo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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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ignition mechanism of copper wire and titanium wire electric explosion on nitramine
propellant, a metal wire electric explosion ignition test platform was set up. The electric explosion ignition tests of nitramine
propellant were carried out with copper wire and titanium wire of different diameters, and the morphology of electric explosion
products and samples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tal combustion duration of copper wire and titanium wire electric
explosion is about 38.1ms and 25.1ms, respectively.With the increase of copper wire diameter, the diameter of copper particles
increases, the density and diameter of ablation pits on the surface of propellant also increase (the maximum number of distribution
is ~ 7μm in diameter). It is difficult to control the shape of the particles in the electric explosion of titanium wire, a large number of
overlapping and nested ablation pits appear on the surface of the propellant. The size and number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particles
cannot be effectively adjusted by changing the diameter of titanium wire. The ignition process of nitramine propellant by wire
explosive plasma conforms to the five-stage igni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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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离子体点火是火炸药的一种高效点火方式[1]，

炮，但是高装填密度发射装药具有点传火通道狭窄的

分为金属丝的直接电爆炸点火方式和基于毛细管的

特点，因此常规点火方式无法满足高初速武器点火的

金属丝电爆炸射流点火方式[2-3]。高能硝胺发射药作为

要求。而等离子体点火具有点火延迟短、传播速度快、

现役最高能量的发射药，适用于高膛压高初速的火

能量易于调节的优点，非常适合于该类型装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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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W 等[4]研究了毛细管中不同金属丝电爆炸

金属丝正下方约 5cm 处，硅片用来收集金属丝电爆炸

对等离子体射流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电能转换为等

后的产物。硝胺发射药在电爆炸后，由于在开放的环

离子体的能力大小依次为铜、铝、镍，辐射热通量的

境中，未能建立压力持续燃烧而快速熄灭，表面保留

大小依次为铝、铜、镍。Michalski 等 开展了毛细管

了点火初期的形貌。试验分别采用直径为 0.1mm、

放电等离子体对发射药的点火研究，认为从等离子体

0.2mm 和 0.5mm，长度为 10cm 的铜丝和钛丝，脉冲

到发射药的能量传递主要有 3 种方式：紫外线辐射、

电源的充电电压均为 8kV。采用高速摄像仪拍摄电爆

铜蒸汽的冷凝和对流。Wang Q 等[6-7]研究了等离子体

炸过程，采用扫描电镜对试验后的硅片和硝胺发射药

对 XM39 发射药的瞬态点火模型，通过对比表面压力

样品的形貌进行测试。试验中的设备仪器参数为：高

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验证了模型的准确性。李海元

功率脉冲电源，电容 750μF，电感 40μH；高速摄像

[8]

机（Phantom V7.2）
，采样频率 10 000 fps，曝光时间

流传热能够直接提高火药表面温度及其燃速，辐射中

100μs。扫描电镜（SEM，Keyence VE-9800S）
。

[5]

研究了等离子体对发射药的点火增强作用，认为对

的长波部分可深入火药内部产生温升，而短波部分更
多地被发射药表层吸收。刘强等[9]研究了等离子体点

2 结果与讨论

火对高能硝胺发射药点火性能的影响，增加等离子体
点火能量会使发射药点火时间变短、燃烧速度增快。

2.1 铜丝、钛丝的电爆炸过程
直径为 0.2 mm 的铜丝和钛丝的电爆炸过程如图

综上所述，尽管国内外学者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但是在不同直径金属丝对发射药点火特性影响方面

2 所示。

的研究较少。
本文通过搭建金属丝电爆炸点火试验平台，采用
不同直径的铜丝、钛丝对硝胺发射药进行电爆炸点火

(a)

铜丝

(b)

钛丝

试验，研究了电爆炸产物及样品的形貌，分析了金属
丝电爆炸等离子体对硝胺发射药的五阶段点火机理。

1 试验

图 2 0.2mm 直径的铜丝、钛丝的电爆炸过程
Fig.2 Electrical explosion process of 0.2mm diameter copper
wire and titanium wire

金属丝电爆炸对发射药点火的试验平台如图 1
所示。

正极

由图 2（a）可以看到铜丝电爆炸过程火焰面积较
大，基本没有小的颗粒产生，持续的时间也较长，到

负极

完全无火光为止的时间约 38.1ms。表明铜丝电爆炸后
金属丝

脉冲
电源

硅片
发射药

产生的铜等离子体更容易持续在空气中燃烧，燃烧相
对充分。由图 2（b）可以看出钛丝电爆炸前期（约
5ms 前）的火焰面积基本和铜丝的相当，之后产生较

控制系统

图 1 金属丝电爆炸对发射药点火的试验平台
Fig.1 Test platform of gun propellant ignited by wire
electrical explosion

试验平台主要由高功率脉冲电源、铜丝、钛丝、
硅片、控制系统及硝胺发射药（硝化棉 25%，硝化甘
油 30%，黑索今 45%）组成。硝胺发射药、硅片位于

多的炽热小颗粒，并且总的燃烧持续时间也较短，约
为 25.1ms。钛丝电爆炸产生较多小颗粒的原因可能是
由于钛丝的沸点较高，很快便凝结，使得燃烧能力降
低。
2.2 不同直径铜丝电爆炸的颗粒形态
不同直径铜丝电爆炸颗粒产物的 SEM 图像及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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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分布如图 3 所示。通过对图 3 中颗粒进行取样（每

径越小，颗粒数的密度越大。由于铜的惰性，表面不

幅图的取样数量约 150 个）
，测量其直径的大小得到

易直接被氧化，因此，有足够的时间与发射药表面碰

不同颗粒直径的分布图。

撞，从而能够与发射药组分产生氧化反应，增强点火
能力。
2.3 不同直径钛丝电爆炸的颗粒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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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直径钛丝电爆炸颗粒产物的 SEM 图像及粒
径分布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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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直径铜丝电爆炸颗粒产物的 SEM 图及粒径分布
Fig.3 SEM and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of electric explosion
particles of copper wire with different diameters

从图 3（a）中可以看出，颗粒基本呈现不太规则
的球形形状，聚集成团的相对较多，粒径的分布范围

500nm

(c) 直径为 0.5mm

处，基本呈现正态分布的规律。铜由于惰性较强，在

图 4 不同直径钛丝电爆炸颗粒产物的 SEM 图及粒径分布
Fig.4 SEM and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of electric explosion
particles of titanium wire with different diameters

颗粒表面未产生氧化层之前就产生了碰撞，很容易相

从图 4（a）中可以看出，颗粒基本呈现较规则的

相对比较窄，
从 10nm 到 60nm，
中心轴位置在约 30nm

互粘连，形成较多聚集态的颗粒。图 3（b）~（c）中，

形状，聚集成团的相对较少，颗粒数的密度比较稠密。

单个颗粒呈现不规则的形状，并且聚集成团的颗粒较

从图 4（b）~（c）可以看到产生了聚集，形成了大量

多，粒子分布不太均匀，不能明显看出尺寸的变化。

的团状物。这是由于钛的沸点较高（钛为 3 560K，铜

但是，颗粒数分布密度的变化比较明显，随着铜丝直

为 2 835K）
，在温度下降中，以液态的形式存在的时

径增大，颗粒数分布密度逐渐减小，图 3（b）中颗粒

间较长，从而很容易发生聚集。图 4（a）中颗粒分布

直径的分布范围为 10 ~65nm，中心轴位置在约 35 nm

基本呈现正态分布的规律，直径的分布范围为 30

处。图 3（c）中颗粒直径的分布范围为 20~100nm，

~70nm，中心轴位置在约 50nm 处。图 4（b）中颗粒

主要集中在 30~50nm 之间，
最大值出现在 45nm 附近。

直径的分布范围为 40~100nm，中心轴位置在约 65nm

随着铜丝直径的增加，颗粒的尺寸不断增加，但是增

处。由于颗粒团聚较严重，直径为 0.5mm 钛丝电爆

加的幅度较小，这使得颗粒之间的聚集现象更容易发

炸产物的颗粒直径分布无法统计。因此，钛丝电爆炸

生，导致颗粒数的密度不断减小。

的颗粒产物形态较难控制，通过改变直径不能有效地

上述分析表面铜丝直径越小，生成的颗粒平均直

调节颗粒的大小和数密度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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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不同直径钛丝电爆炸对三基发射药的点火

不同直径铜丝电爆炸对硝胺发射药点火的 SEM
图如图 5 所示。

不同直径钛丝电爆炸下硝胺发射药点火的 SEM
图如图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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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直径铜丝电爆炸下硝胺发射药的形貌
Fig. 5 Morphology of nitramine propellant under electrical
explosion of copper wire with different di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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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直径铜丝电爆炸下硝胺发射药表面坑的分布
Fig.6 Distribution of pits on nitramine propellant surface
under electric explosion of copper wire withdifferent diameters

从图 5 中可以看出，硝胺发射药表面形成了较多
的小坑，并且能够明显地看到存在大量裸露的黑索今
晶体颗粒，而中止燃烧时所形成的坑由于冷却时间较

10μm

100μm

(a) 直径为 0.1mm

长没有晶体颗粒[10]。在热作用和颗粒撞击下，硝胺发
射药中的硝化甘油将蒸发或分解，黑索今颗粒被露
出，符合以颗粒撞击为主导的热烧蚀点火机理。随着
铜丝直径的增加，硝胺发射药表面坑的密度增加，但

10μm

100μm

(b) 直径为 0.2mm

是增加的幅度较小。图 5（c）中出现了较多相互重叠
与嵌套的坑。可以看出，直径为 0.1 mm 和 0.5 mm 的
铜丝电爆炸的烧蚀能力差别不大，这主要是由于铜颗
粒含有较高的热量，以及接触到发射药后仍保存的较
强的氧化能力，使得较小的铜颗粒就可以产生较大的
烧蚀坑。
图 6 为不同直径铜丝电爆炸下硝胺发射药表面坑
的分布。尽管坑的最大分布数量都在直径约 7 μm 处，
但是整体分布显然不同。图 6（a）中，直径小于 7 μm
的烧蚀坑分布更多。图 6（b）中，烧蚀坑的分布基本
呈现正态分布。图 6（c）中，直径大于 7μm 的烧蚀
坑分布更多。

10μm

100μm

(c) 直径为 0.5mm

图 7 不同直径钛丝电爆炸下硝胺发射药的形貌
Fig.7 Morphology of nitramine propellant under electrical
explosion of titanium wire with different diameters

从图 7 可以看出，硝胺发射药表面形成了较多的
坑，并且存在大量的晶体颗粒，这表明钛丝电爆炸对
发射药的作用符合以颗粒撞击为主导的热烧蚀点火
机理。从图 7（a）可以看出，硝胺发射药表面形成了
大量的坑，并且坑出现了相互重叠与嵌套，这主要是
由于钛丝的电爆炸颗粒产物发生了聚集，聚集后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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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撞击烧蚀而成。图 7（b）~（c）中，同样出现了

第 1 阶段为发射药受到辐射升温。等离子体由于

大量的相互重叠与嵌套的烧蚀坑。可以看出，随着钛

高温的特性产生辐射，辐射过程随着等离子体的生成

丝直径的增加，硝胺发射药表面烧蚀坑的大小和密度

而产生，此时，对流和传导并未达到发射药的表面，

变化较小。图 8 为不同直径钛丝电爆炸下硝胺发射药

因此，此阶段为辐射占主导的发射药药体升温过程

表面烧蚀坑的分布。图 8（a）~（b）中，中心值均分

[11]

，有利于发射药的分解燃烧。
第 2 阶段为等离子体的边缘气体到达发射药的表

附近。硝胺发射药烧蚀坑的大小与钛丝电爆炸所形成

面，产生对流加热。此时，大量热量将与发射药的表

的产物形态密切相关。钛丝电爆炸所形成的烧蚀坑直

面作用，使得发射药的表面温度迅速升高，硝化甘油

径大于铜丝电爆炸所形成的烧蚀坑直径（7μm）
。

将首先蒸发分解（硝化甘油的热分解温度为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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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在 9μm 附近。在图 8（c）中，中心值分布在 11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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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硝化棉的热分解温度为 209.4℃，黑索今的热分解温
度为 241.3℃[12]）
，释放热量。
第 3 阶段为大量等离子体与发射药表面接触，除
了对流增强外，颗粒撞击将占据主导地位。由于颗粒
的运动速度较高（初始爆炸速度约 1 000m/s[13]）
，并
且具有很高的热焓，因此，对发射药表面撞击后将生
成撞击坑，使得发射药的表面积增大；具有较高热焓

30
25
20

的颗粒（部分颗粒还具有较强的氧化性）在撞击坑中
作为点火种子，对周围的硝化甘油、黑索今和硝化棉

15
10

进行加热，通过热传导或直接氧化的形式进行作用，

5
00 2 4

使其分解燃烧。燃烧产物（主要包括水、一氧化碳、

8 10 12 14 16 18 20
直径/μm
(c) 直径为 0.5mm
6

二氧化碳、氢气和氮气）在等离子体射流作用下温度

图 8 不同直径钛丝电爆炸下硝胺发射药表面烧蚀坑的分布
Fig.8 Distribution of ablation pits on nitramine propellant surface
under electric explosion of titanium wire with different diameters

将进一步升高，从而增强发射药的起始燃烧过程。
第 4 阶段为烧蚀坑中的组分实现局部的自持燃

由于钛丝电爆炸的颗粒产物具有容易发生聚集

烧，放出大量的热，使烧蚀坑进一步变大，形成燃烧

的特性，因此，在硝胺发射药表面生成了大量的相互

坑（等离子体中止燃烧后，坑明显增大[14]）
。此时，

重叠与嵌套的烧蚀坑，这将导致硝胺发射药的初始燃

发射药的表面积急剧增加，表现为发射药的燃速增

烧面积增幅不可控，进而影响燃烧的稳定性。

加。
第 5 阶段为发射药的稳定燃烧。此时，发射药表

2.6 金属丝电爆炸的点火机理
金属丝电爆炸等离子体对硝胺发射药的点火过
程可以分为 5 个阶段，如图 9 所示。

基本恢复到近似平滑的状态，发射药的燃速与正常燃
烧时相近。剩余的未参加反应的金属或其氧化物的颗

等离子体
辐射

辐射、对 辐射、对流、撞击
流

面具有燃烧坑的层整体燃烧完毕，剩下的发射药表面

烧蚀坑

金属粒子

粒，将参与发射药的燃烧过程。

3 结论
第一阶段
辐射为主
表面升温

第二阶段
辐射、对流
表面升温

第五阶段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撞击传导为主 围绕撞击坑燃烧 表面层燃烧完粒
，表面积增加 子与燃气作用
形成撞击坑

图 9 金属丝电爆炸等离子体对硝胺发射药的点火过程示意图
Fig. 9 Schematic diagram of ignition process of nitramine
propellant by metal wire electrical explosion plasma

（1）随着铜丝直径的增加，铜颗粒的直径增大，
发射药表面烧蚀坑的密度增加、直径增大。由于铜丝
电爆炸中的颗粒具有高热量及接触到发射药后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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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较强的氧化能力，使得较细直径（0.1 mm）的铜丝
就有较强的烧蚀点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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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Safety Engineering, 2015, 6 (1):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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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Q, Yang W, Hang Y, et al. Study of the enhanced burn-

（2）钛丝电爆炸的颗粒产物形态较难控制，通

ing rate during the plasma-propellant interaction process[J].

过改变直径的方法，不能有效地调节颗粒的大小和数

Journal of Physics D: Applied Physics, 2019, 52 (33): 334 002(8pp).

密度的分布。钛丝电爆炸对硝胺发射药烧蚀所形成的

[7]

Wang Q, Hang Y, Li X, et al. Research on the dynamic model

烧蚀坑的直径大于铜丝电爆炸所形成的烧蚀坑的直

of plasma ignition process of solid propellant[J]. IEEE

径（7μm）
。

Transactions on Plasma Science, 2019, 47 (5): 1 950-1 956.

（3）金属丝电爆炸等离子体对硝胺发射药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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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数值模拟研究[D].南京: 南京理工大学, 2006.

火过程符合五阶段点火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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