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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多次脉冲试验的炸

药应力测试装置，该装置中上压板为圆台体，中

心部位为台阶形通孔；沿上压板台阶形通孔从上

至下依次安装台形击柱、锰铜传感器、数据传输

线及下底板，台形击柱为台阶形圆柱体，直径较

小一端与试验弹中的套筒及试样相连，直径较大

一端与上压板直径较大的通孔相连；锰铜传感器

一端与下底板的圆心重合；下底板为圆台体，与

上压板接触的端面布设凹槽，下底板通过台型通

孔与上压板连接。本发明减少了多次脉冲试验的

实验装置及测试装置部件，固定了试验弹及测试

装置的位置，避免了测试部件在冲击过程中因振

动等原因提前破坏连接线或测试部件脱离传感

器无法获得数据的现象，提高了测试成功率及数

据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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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多次脉冲试验的炸药应力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上压板（1）、下底

板（5）、台形击柱（2）、锰铜传感器（3）、数据传输线（4）；所述上压板（1）为圆台体，中心部位

设置台阶形通孔（1‑1），四周均布4个通孔（1‑2），沿上压板（1）的台阶形通孔（1‑1）从上至下

依次安装台形击柱（2）、锰铜传感器（3）、数据传输线（4）及下底板（5）；所述台形击柱（2）为

台阶形圆柱体，直径较小一端（2‑1）的外径分别与多次脉冲试验弹中套筒及上压板（1）直径

较小的台阶形通孔（1‑1）内径相等且以H9/g8间隙配合，直径较大一端（2‑2）的外径与上压

板（1）直径较大的台阶形通孔（1‑1）内径相等且以H9/g8间隙配合；所述锰铜传感器（3）带有

双螺旋端（3‑1）和接线端（3‑2），双螺旋端（3‑1）与下底板（5）的圆心位置重合；所述数据传

输线（4）的一端与锰铜传感器（3）的接线端（3‑2）相连；所述下底板（5）为圆台体，四周均布4

个M8的台形通孔（5‑1），台形通孔（5‑1）直径较小端的下底板（5）端面设置凹槽（5‑2），锰铜

传感器（3）的接线端（3‑2）与数据传输线（4）从凹槽（5‑2）内引出，下底板（5）经台形通孔（5‑

1）与上压板（1）连接;

所述台阶形通孔直径较小通孔（1‑1）的高度与上压板（1）的总高度之比为1~2:3，所述

台形通孔（5‑1）直径较小端通孔深度与下底板（5）总高度之比为1~1.2:2;

所述台形击柱（2）直径较大一端（2‑2）的高度与台阶形圆柱体（2）的总高度之比为1~5:

8;

凹槽（5‑2）宽度与锰铜传感器（3）宽度之比为1.5~2:1，凹槽（5‑2）深度与下底板（5）的

总高度之比为1~2:10，凹槽（5‑2）的长度与下底板5的直径之比为0.455~0.485:1;

凹槽（5‑2）靠近下底板（5）圆心的一侧为斜面，此斜面与下底板5的端面夹角为3~10°。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多次脉冲试验的炸药应力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锰铜

传感器（3）为双螺旋锰铜压阻传感器，阻值50±2Ω。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多次脉冲试验的炸药应力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上压板（1）上的通孔（1‑2）为标准M8通孔。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多次脉冲试验的炸药应力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下底板（5）上的台形通孔（5‑1）为M8的通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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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多次脉冲试验的炸药应力测试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炸药装药性能参数测试领域，涉及一种炸药装药应力测试装置，特别

涉及一种适用于多次脉冲试验的炸药应力测试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侵彻战斗部在侵彻多层靶时，内部炸药装药承受多次脉冲载荷作用，在多次脉冲

载荷的周期性作用下，炸药装药可能出现裂纹、破损等现象，甚至发生点火，采用多次脉冲

试验即可研究及评价炸药装药在多次脉冲载荷作用下的安全性。

[0003] 目前，国内在炸药安全性评估领域多采用单次脉冲，两次甚至多次脉冲试验较少，

屈可朋等人发明了一种“炸药装药连续多脉冲载荷加载实验装置”专利(2018年4月，ZL 

2015  1  0697886.4)，该专利中可实现两次脉冲，但测试部件(传感器)未详细说明，若采用

王世英等人在文献“炸药装药在落锤撞击下的应力测试方法研究”(计测技术，2013年6月，

第33卷第Z1期49‑52页)的棱柱形应变式力传感器进行多次脉冲试验测量时，存在以下缺

点：

[0004] 首先，试验弹与测试装置部件较多，且试验弹内短击柱和击柱两个长度较小的击

柱与传感器(高度较小)连接，在冲击过程中各部件发生横向和径向震动，较易发生相对位

置的偏移，尤其是击柱与传感器柱面脱离，造成数据失真或未采集；

[0005] 其次，因零部件较多且位置未固定住，冲击过程中极易发生数据线剪短，造成数据

采集不全或无数据。

[0006] 由此可见，传统的棱柱形应变式力传感器无法满足测试需求。

发明内容

[0007]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和缺陷，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多次脉冲试验的炸药应力

测试装置，通过减少多次脉冲试验中的实验装置及测试装置部件，并固定试验弹及测试装

置的位置，消除了冲击过程中击柱与传感器的脱离，避免了测试部件在冲击过程中因振动

等原因提前破坏连接线或测试部件脱离传感器无法获得数据的现象，提高了测试成功率及

数据准确性。

[0008]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基于多次脉冲试验的炸药应力测试装置，包括上压板、台形击

柱和下底板，还包括锰铜传感器及传输线；上压板为圆台体，中心部位设置台阶形通孔，四

周布设4个M8的通孔，沿上压板的台阶形通孔从上至下依次安装台形击柱、锰铜传感器、数

据传输线及下底板；台形击柱为台阶形圆柱体，直径较小一端的外径分别与多次脉冲试验

弹中套筒及上压板中心位置直径较小通孔的内径相等且以H9/g8间隙配合，直径较大一端

的外径与上压板直径较大的台阶形通孔内径相等且以H9/g8间隙配合；锰铜传感器的双螺

旋端与下底板的圆心位置重合，接线端与数据传输线连接；下底板为圆台体，四周均布4个

M8的台形通孔，台形通孔直径较小端的下底板端面设置凹槽，锰铜传感器的接线端与数据

传输线从凹槽内引出，下底板经台形通孔与上压板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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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所述上压板台阶形通孔直径较小通孔的高度与上压板的高度之比为1～2:3。台形

击柱直径较大一端的高度与台阶形圆柱体的高度之比为1～5:8。下底板台形通孔直径较小

端通孔深度与下底板高度之比为1～1.2:2，凹槽宽度与锰铜传感器宽度之比为1.5～2:1，

凹槽深度与下底板高度之比为1～2:10，凹槽的长度与下底板的直径之比为0.455～0.485:

1，凹槽靠近下底板圆心的一侧为斜面，此斜面与下底板的端面夹角为3～10°。

[0010] 基于多次脉冲试验的炸药应力测试装置各部件装配完毕后，将其固定于平台上，

通过快速运动的物体撞击上击柱产生的双脉冲载荷应力波，由各部件传递到台形击柱上，

最终由台形击柱下的锰铜传感器捕获，在整个冲击过程中，炸药应力测试装置中的上压板

及下底板将台形击柱牢牢卡住，依靠台形击柱将试验弹各部件定位，避免出现各部件的相

对运动，提高了数据测试成功率及准确性。

[0011] 本发明的一种基于多次脉冲试验的炸药应力测试装置，带来的技术效果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0012] 1)将台形击柱与测试装置进行固定，多次脉冲作用时，极大的减少了试验弹中各

部件的径向振动，避免了各部件相对位置的偏移，尤其是台形击柱与传感器柱端面脱离，保

证了测试数据的完整性；

[0013] 2)减少了原装置中试验弹与测试部件的数量，保证了多次脉冲过程中，传感器及

传输线的完整性，避免了传感器及传输线的提前破坏，极大的提高了测试成功率。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的一种基于多次脉冲试验的炸药应力测试装置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是本发明中上压板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是本发明中台形击柱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是本发明中锰铜压力传感器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5是本发明中下底板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中的标号分别表示：1、上压板，2、台形击柱，3、锰铜压力传感器，4、数据传输线，

5、下底板，1‑1、直径较小的台阶形通孔，1‑2、直径较大的台阶形通孔，2‑1、直径较小的台阶

形击柱，2‑2、直径较大的台阶形击柱，3‑1、锰铜传感器的双螺旋端，3‑2、锰铜传感器的接线

端，5‑1、台形通孔，5‑2、凹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需要说明的是本发明不局

限于以下具体实施例，凡在本发明技术方案基础上进行的同等变换均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内。

[0021] 遵从上述技术方案，如图1‑图5所示，本实施例给出一种基于多次脉冲试验的炸药

应力测试装置，包括上压板1、台形击柱2、锰铜传感器3、数据传输线4、下底板5。其中上压板

1为中心部位设置台阶形通孔1‑1和四周均布4个通孔1‑2的圆台体，台阶形通孔1‑1直径较

小通孔的高度与上压板1的高度之比为1～2:3，通孔1‑2为标准M8通孔；本实施例中，台阶形

通孔1‑1直径较小通孔的高度与上压板1的高度之比为1.5:3；所述台形击柱2为一端台阶形

设计的圆柱体，台形击柱2直径较小一端的外径分别与多次脉冲试验弹中套筒及上压板1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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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形通孔直径较小通孔的内径相等且以H9/g8间隙配合，台形击柱2直径较大一端的外径与

上压板1中心位置直径较大通孔1‑1的内径相等且以H9/g8间隙配合,台形击柱2台阶形直径

较大一端的高度与台形击柱2的高度之比为1～5:8；本实施例中，直径较大一端的高度与台

阶形圆柱体2的高度之比为1:8；锰铜传感器3带有双螺旋端3‑1和接线端3‑2，锰铜传感器3

的双螺旋端3‑1与下底板5的圆心位置重合,锰铜传感器3的接线端3‑2与数据传输线4连接；

下底板5为四周均布台形通孔5‑1和凹槽5‑2的圆台体，台形通孔5‑1为M8的通孔，台形通孔

5‑1直径较小端通孔深度与下底板5高度之比为1～1.2:2，台形通孔5‑1直径较小端的下底

板5端面设置凹槽5‑2，凹槽5‑2宽度与锰铜传感器3宽度之比为1.5～2:1，凹槽5‑2深度与下

底板高度之比为1～2:10，凹槽5‑2的长度与下底板5的直径之比为0.455～0.485:1，凹槽5‑

2靠近下底板5圆心的一侧为斜面，此斜面与下底板5的端面夹角为3～10°，锰铜传感器3为

双螺旋锰铜压阻传感器，阻值50±2Ω，其接线端3‑2与数据传输线4从凹槽5‑2内引出，下底

板5经台形通孔5‑1与上压板1连接；本实施例中，台形通孔5‑1直径较小端通孔深度与下底

板5高度之比为1:2，凹槽5‑2宽度与锰铜传感器3宽度之比为1.5:1，凹槽5‑2深度与下底板

高度之比为1:10，凹槽5‑2的长度与下底板5的直径之比为0.455:1，凹槽5‑2靠近下底板5圆

心的斜面与下底板5的端面夹角为5.7°。

[0022] 所述上压板1为中心部位设置台阶形通孔1‑1和四周均布4个通孔1‑2的圆台体，上

压板1的直径为325mm，高度为30mm，台阶形通孔1‑1直径较小通孔的高度与上压板1的高度

之比为1 .5:3，通孔1‑2为标准M8通孔，通孔1‑2的圆心距离上压板1的圆心位置为70～

100mm，本实施例中通孔1‑2的圆心距离上压板1的圆心位置为84mm，台阶形通孔1‑1直径较

小通孔的直径为40mm，台阶形通孔1‑1直径较大通孔的直径为60mm。

[0023] 所述台形击柱2为一端台阶形设计的圆柱体，台形击柱2直径较小一端的外径分别

与多次脉冲试验弹中套筒及上压板1台阶形通孔直径较小通孔的内径相等且以H9/g8间隙

配合，台形击柱2的台形击柱直径较大一端的外径与上压板1中心位置直径较大通孔1‑2的

内径相等且以H9/g8间隙配合,台形击柱2直径较大一端的高度与台形击柱2的总高度之比

为1～5:8；本实施例中，直径较大一端的高度与台阶形圆柱体2的总高度之比为1:8，台形击

柱2直径较小一端的直径为40mm，台形击柱2直径较大一端的直径为60mm。

[0024] 所述锰铜传感器3带有双螺旋端3‑1和接线端3‑2，锰铜传感器3的双螺旋端3‑1与

下底板5的圆心位置重合,锰铜传感器3的接线端3‑2与数据传输线4连接。

[0025] 所述下底板5为四周均布台形通孔5‑1和凹槽5‑2的圆台体，下底板5的直径比上压

板1的直径长2～5mm，高度为30mm，四周均布4个M8的台形通孔5‑1，台形通孔5‑1直径较小端

通孔深度与下底板5高度之比为1～1.2:2，台形通孔5‑1直径较小端的平面设置凹槽5‑2，凹

槽5‑2宽度与锰铜传感器3宽度之比为1.5～2:1，凹槽5‑2深度与下底板高度之比为1～2:

10，凹槽5‑2的长度与下底板5的直径之比为0.455～0.485:1，凹槽5‑2靠近下底板5圆心的

一侧为斜面，此斜面与下底板5的端面夹角为3～10°，锰铜传感器3的接线端3‑2与数据传输

线4从凹槽5‑2内引出，下底板5经台形通孔5‑1与上压板1连接；本实施例中，底板5的直径比

上压板的1的直径长2mm，台形通孔5‑1直径较小端通孔深度与下底板5高度之比为1:2，凹槽

5‑2宽度与锰铜传感器3宽度之比为1.5:1，凹槽5‑2的长度与下底板5的直径之比为0.455:

1，凹槽5‑2深度与下底板5高度之比为1:10，凹槽5‑2靠近下底板5圆心的斜面与下底板5的

端面夹角为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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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本发明的使用方法及工作原理如下：安装多次脉冲试验的炸药应力测试装置各部

件，并使锰铜传感器3的双螺旋端3‑1位于下底板5的中心位置，调整台形击柱2直径较小一

端2‑1的端面与上压板1的端面，确保其均处于水平位置，测试锰铜传感器3，确保信号正常

输出；整套装置装配完毕后，将其置于固定的平台上，采用快速运动的物体撞击，产生两次

压力脉冲载荷，应力脉冲传递到台形击柱2，最终通过锰铜传感器3记录各压力脉冲信号。

[0027] 本发明的一种基于多次脉冲试验的炸药应力测试装置，减少了“炸药装药连续多

脉冲载荷加载实验装置”的实验及测试装置部件，固定了试验弹及测试装置的位置，避免了

试验弹及测试部件在冲击过程中因振动等原因提前破坏连接线的现象，提高了测试成功率

及数据的准确性。

[0028] 以上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并非对本发明的限制，有关技术领域的普通

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还可以做出各种变化和变型，因此所有

等同的技术方案也属于本发明的范畴，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应由权利要求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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