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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破片作用下
舰载导弹战斗部的安全性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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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主要针对爆炸破片作用下，垂直发射系统中舰载导弹战斗部的安全性进行分析，分别讨论了破片的质

量、速度、侵彻角度和破片的数量等因素作用下，舰载导弹外防护设置以及战斗部的响应特性。结果表明：在临界
起爆条件附近，炸药的点火增长对撞击速度的变化很敏感。同时，入射角对其是否引爆威胁战斗部的影响也很大；
当两破片间距小于破片直径时，破片撞击战斗部形成的冲击波会相互叠加，压力峰值增大，更容易引爆战斗部，而
当两破片间距大于 1.7 倍的破片直径时，此时两破片产生的冲击波叠加效应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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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随着武器装备的快速发展，大量新型导弹、

的高速破片。以某典型反舰导弹为例，其战斗部技术

垂直发射装置等武器系统的投入使用，舰艇可承载导
弹的数量大大增加，使得作战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加
强 [1]。但同时由于舰载导弹数量的增加，舰载弹药的

参数为：全长 900 mm ，重量 222 kg ，装药质量 90 kg ，
装药类型为 B 炸药。

计算战斗部爆炸产生的破片质量，现在运用比较

安全性将直接影响到舰艇的生命力和战斗性持续。

广泛的是 Mott 公式 [14]。该公式考虑了装药的炸药常

为保证航母编队顺利成军、形成战斗力，加强对舰载

数，计算结果与试验较为吻合。破片总数为 N 0 ，
则

导弹安全性的研究与预防尤为迫切。

N0 = M ，
m

半穿甲型反舰导弹侵彻进入舰船内部，由于采用
延迟引信，其将在舰船舱室内部爆炸。战斗部壳体在
内部装药的爆炸载荷作用下发生膨胀、破裂，从而形
成大量的高速破片，这些破片具有较大的侵彻动能，

式中，M 和 m 分别是壳体总重量和破片平均质量/kg。
破片的平均质量 m = 2μ ，按如下公式计算得到：
t (d + t
μ =A
d
12

可穿透舱壁对设备进行毁伤，对舰载导弹的安全具有
较大的威胁，尤其是当破片直接命中导弹战斗部时，
若能引爆舰载导弹战斗部，将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
目前，破片对导弹战斗部安全性的研究主要是针
对裸炸药和带壳装药[2-13]，而对于存放在垂发系统中的
舰载导弹，其周围有一定的防护措施，当反舰导弹在

1 反舰导弹战斗部破片特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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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中：t 为弹壳体平均壁厚/m；d 为弹壳体平均内
0

1

直径/m）；W 为炸药装药质量/kg；A 是炸药的相关系
数/（kg1/2/m3/2），对于 B 炸药为 8.91[15]。
根据 Gurney 能量法算得破片的静态初始速度：
V 0 = 2E

舰载导弹上，因而需对破片的整体侵彻过程进行数值
中舰载导弹的防护提供依据。

0

1

发射舱外爆炸后，其产生的爆炸破片并非直接作用到
模拟，分析影响战斗部安全的关键因素，为垂发系统

（1）

β
。
1 + 0.5β

（3）

式（3）中：β = W/M 为弹药爆炸载荷系数，W 和 M 分
别为单位长度圆柱壳体内炸药质量和壳体质量； 2E
为格尼系数；
B 炸药的格尼系数为 2 682 m/s [16]。

对破片质量的分布，目前主要按统计规律求得，

当反舰导弹临近舱室爆炸时，圆柱形的战斗部壳

在已有的经验公式中，最为普遍的是 Mott 公式。该公

体在炸药爆轰波的作用下，快速膨胀、破裂，形成大量

式假设弹壳为均匀厚度圆柱形薄壁壳。其求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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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形成钢制破片，材料模型采用 Johnson-Cook 本构模
型，状态方程也均采用 Grüneisen。为避免钨球受到高

式（4）中：N(m P ) 表示破片质量大于 m P 的破片数；2μ

速撞击而发生单元丢失，采用*MAT_RIGID 模型。钢

代入上述公式，得到破片的平均质量为 22.2 g ，初

的力学参数表 2 所示。发射箱壁和凯夫拉层为复合材

为破片平均质量/kg；N 0 为破片总数，
为常数。

始速度为 1 912 m/s 。破片质量分布情况如表 1 所示。

板为某型船用钢，采用随动硬化弹塑性模型。该型钢
料，材料模型采用带损伤的 Composite Damage Model
复合材料模型。

表 1 某反舰导弹战斗部的爆炸破片质量分布表
Tab.1 Quality distribution table of the explosive fragment
of an anti-ship missile warhead
破片质量/g
0
1
5
8.8
22.2
40
60
80
100
120

破片累计数量
5 946
4 405
3 040
2 441
1 446
891
582
406
296
222

占总数百分比/%
100
74
51
41
24
15
10
7
5
4

2 计算模型及物理参数

假设为立方体，舰载导弹放置于垂直发射系统中，简
单认为舰载导弹外的防护设置主要包括轻质复合防
护装甲和导弹发射箱。其中，轻质防护装甲为钢板和
凯夫拉层组成的复合结构。
采 用 ANSYS/LS- DYNA 软 件 进 行 数 值 模 拟 计
算。破片、轻质防护装甲、发射箱、战斗部壳体、钨球

及炸药均采用拉格朗日单元，单位采用 cm ⋅ g ⋅ μs 。具
体模型的结构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破片

σ s /MPa
460

σ b /MPa
600

ψ /%
77

δ /%
27

战斗部主装药为 B 炸药，其状态方程采用 LeeTarver 点火增长方程。装药的力学性能参数和材料特
性参数见表 3、4[17-18]。
表 3 装药的力学性能参数
Tab.3 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explosives
ρ（
/ g/ cm3 ）
1.686

E /GPa
3.18

ν
0.32

σ 0 /GPa
1.51×10-2

Tab.4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f explosive materical

考虑到所选反舰导弹为圆柱体外壳，破片的形状

钢板

Tab.2 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a marine steel

表 4 装药材料特性参数

2.1 计算模型

凯夫拉层

表 2 某型舰船用钢的力学参数

A /GPa
48 500
524.2

B /GPa
-3.908 4
7.678

R1

11.3
4.2

R2

1.13
1.1

ω
0.89
0.34

该状态方程包含 2 个 JWL 方程和 1 个三项式反应
率模型。其中，2 个 JWL 状态方程，1 个用来描述反应
物，1 个用来描述产物。
状态方程形式为：
p = Ae

-R1V

+ Be

-R 2V

+ ωCV T V 。

（5）

式（5）中：A 、B 、R1 、R 2 、ω 、CV 是常数，根据圆筒试

战斗部
舱壁
发
射
箱
壁

未反应物
产物

炸药

验标定；V 为相对体积。
反应率方程形式：

钨球

破片
控制器

dF = I (1 - F )b ρ ρ - 1 - a x +
( 0
)
dt
c d y
e
g
G1(1 - F ) F p + G 2 (1 - F ) F p z 。

（6）

式（6）中：F 为反应分数，它在模拟爆轰过程中控制着
炸药化学能的释放；t 为时间；ρ 0 为初始密度；ρ 为当
图 1 破片侵彻发射舱内导弹战斗部模型示意图
Fig.1 Model of the fragment strikes the missle warhead

2.2 物理参数
舰载导弹战斗部壳体为铝合金材料，反舰导弹爆

前密度；P 为压力；I 、G1 、G 2 、b 、x 、a 、c 、d 、y 、
e 、g 和 z 都是常数。

3 数值模拟结果分析
影响破片毁伤效果的因素主要包括破片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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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侵彻角度和破片的数量等。同时，由于战斗部
爆炸产生的破片具有随机性。因此，需结合破片的质
量分布、速度变化以及侵彻角度的不同，对破片的整
体侵彻效果进行分析。

3.1 不同破片质量侵彻
图 2 分别是质量为 5 g 、8.8 g 、22.2 g 、60 g 破片

以 1 912 m/s 侵彻的压力云图。从图 2 中可以看出，破

片质量小于 8.8 g 时，破片的动能被防护装甲和发射箱
的剪切变形所吸收，无法到达或剩余速度很小，对战

c）22.2 g

斗部的威胁能力较低，而当破片质量为 22.2 g 以上时，
此时破片具有较大的侵彻动能，破片撞击战斗部形成
初始冲击波，通过战斗部壳体向炸药内传播，当压力
值大于炸药的起爆压力时，导弹战斗部被引爆，结合
破片质量分布情况，可以认为此种条件下，舰载导弹
外的防护设置可有效拦截至少 60% 的爆炸破片，而质

量较大的破片对于舰载导弹仍存在较大的威胁。质

量为 60 g 的破片在撞击战斗部的瞬间，即在炸药中形
成高压脉冲，直接使炸药爆炸，防御成本太高，同时考

虑到大破片的数量较少以及爆炸破片在空间分布具
有不确定性。因此，应着重考虑占数量最多的平均质

d）60 g

量破片的防护。

图 2 不同质量破片侵彻的压力云图
Fig.2 Pressure contour of different quality fragment striking

3.2 不同破片速度侵彻
图 3 分 别 是 质 量 为 22.2 g 破 片 以 1 500 m/s 、

1 700 m/s 、1 800 m/s 、1 850 m/s 和 1 912 m/s 的速度侵

a）5 g

炸药反应度

彻时战斗部内炸药的最大反应度曲线。

t/μs

图 3 不同速度破片侵彻时战斗部内炸药的最大反应度曲线
Fig.3 Maximum reaction curve of explosive in the warhead
when the fragment strikes at different velocities
b）8.8 g

从图 3 中可知，当质量为 22.2 g 以 1 800 m/s 速度

侵彻时，在战斗部内炸药的最大反应度为 0.20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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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部内炸药的状态为还未完全反应就很快停止
了。而当破片速度增大到 1 850 m/s 时，炸药内最大反

应度直接跃升到 1，即发生完全爆轰，说明使舰载导弹
战斗部被引爆的速度阈值在 1 800 m/s 和 1 850 m/s 之

间，从中也可看出临界起爆条件附近，炸药的点火增
长对撞击速度的变化很敏感。

图 4 分别为来袭破片速度 1 700 m/s 侵彻战斗部

的压力云图，破片入射到战斗部表面时，首先穿透战
斗部外壳，随后直接作用在预制破片上，由动量守恒

的知识可知，来袭破片的速度降低，预制破片获得一
个初始速度，两者同时沿炸药径向方向侵彻。从图中

b）15°

看出，由于来袭破片可能同时作用在多个预制破片
上，使得预制破片产生的初始速度较低，当来袭破片
速度较低时，预制破片侵彻形成的冲击波超压不足以
到达炸药的临界起爆压力。

c）30°

图 4 侵彻战斗部的压力云图
Fig.4 Pressure contour

3.2 不同破片入射角侵彻
图 5 为不同入射角度撞击战斗部的压力云图。

d）45°

图 5 不同入射角度撞击战斗部的压力云图
Fig.5 Pressure contour of different angle fragment striking

图 6 b）是质量为 22.2 g 的破片分别以 0° 、15° 、

30° 和 45° 入射角进行攻击时的速度变化曲线，从中看

出，当入射角度较小时，破片的速度变化与破片正侵
彻时相差不大，而撞击战斗部引起炸药内压力值的变
化差异较大，如图 5 a）所示，这是由于破片经过战斗部
外防护结构的阻碍后，带有一定倾角的破片到达战斗
部处的入射角会增大，作用在炸药上的横向剪切动能

a）0°

降低，战斗部不易被引爆。随着入射角的增大，破片
的侵彻能力逐渐下降对战斗部威胁也大大下降，战斗
部内炸药的入射压力变化曲线如图 6 a）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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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炸药内的入射压力曲线图
a）Incident pressure diagram in the explosive

b）破片速度曲线图
b）Velocity curve of the fragment

图 6 不同侵彻角撞击时对应的曲线图
Fig.6 Different angle fragment strikes

3.2 双破片侵彻

时，破片撞击战斗部形成的冲击波会相互叠加，压力

图 7 是双破片分别以不同间距进行撞击时的压力

云图，破片质量为 22.2 g ，速度为 1 500 m/s ，立方体破

片的边长为 d ，两破片间距分别选取 0.5d 、d 、1.7d 和

2d 进行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当两破片间距小于 d

峰值增大，更容易引爆战斗部，而当两破片间距大于

1.7d 时，
此时两破片产生的冲击波叠加效应降低，形成

的峰值压力虽较单破片作用时稍高，但相差不大，如
图 7 所示。

a）0.5d

b）d

c）1.7d

d）2d

图 7 双破片分别以不同间距进行撞击时的压力云图
Fig.7 Pressure cloud diagram when two fragments stikes at different separation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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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mental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explosion of
explosives[J]. Journal of Beijing IInstitute of Technology，

通过数值模拟计算及其结果分析，可以得到以下
结论：
1）破片的速度和入射角对其是否引爆战斗部的

影响很大，在破片速度为 1 800 m/s 和 1 850 m/s 之间的

临界起爆条件附近，炸药的点火增长对撞击速度的变
化很敏感。提高舰载导弹战斗部在爆炸破片作用下
的安全性，可通过在战斗部外侧设置具有良好吸能效
果的防护结构来实现。
2）当两破片间距小于破片直径 d 时，破片撞击战
斗部形成的冲击波会相互叠加，压力峰值增大，更容

易引爆战斗部，而当两破片间距大于 1.7d 时，此时两

破片产生的冲击波叠加效应降低，形成的峰值压力和
单破片作用时差异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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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s of the Safety
of the Shipborne Missiles Warhead in the Blast Fragment
LIU Xiaoxia, WANG Weili, LYU Pengbo, LIANG Zuotang
（Naval Aviation University, Yantai Shandong 264001, China）

Abstract: The security of the shipborne missile warhead in the vertical launch system was analyzed in the blast fragment.
The effect of quality, velocity, angle and numbers on shock and initiation was mainly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gnition growth of explosives was sensitive to the changes in velocity within the limits of critical initiation condition, and

the angle also made a difference on shock and initiation. When the spacing of the two fagments was less than the diameter

of the fragment, the shockwaves formed by shocking warhead would be superimposed, and the pressure peak increased.

When the spacing of the two fagments was greater than the 1.7 diameter of the fragment, the effect of superimposing would
be reduced.

Key words: mechanics of explosion; shipborne missile; blast fragment; shock initi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