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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能装药射流形成的自适应物质点法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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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聚能装药可用来穿透装甲、岩石、混凝土等高强度日标，在国防Ｔ业以及石油工业有重要应用，质点
类无网格法，如ＳＰＨ和ＭＰＭ，可以避免网格畸变，比基于网格的传统方法更适合聚能装药问题的模拟．该文针对
物质点法中可能发生的数值断裂问题，提出了自适应分裂质点的方案．当质点在某一方向的累积应变达到一定阔
值，即将质点一分为二，从而使物质点法可以更有效的表达射流形成过程中强烈的拉伸变形．采用Ｃ＋＋语言编制
了可自适应分裂质点的三维物质点法程序ＭＰＭ３ＤＰＰ，应用Ｊｏｈｎｓｏｎ－Ｃｏｏｋ材料模型用来考虑应变率效应和热软化
效应，Ｍｉｅ－Ｇｒｕｎｅｉｓｅｎ状态方程用于金属在高压下的压力计算，Ｊｏｎｅｓ－Ｗｉｌｋｉｎｓ－Ｉ。ｅｅ（ＪＷＬ）状态方程用于描述爆炸产
物等膨胀过程，并在压力项加入人工粘性用来处理冲击波．模拟并分析了爆炸飞片、聚能射流等问题，通过数值模
拟，对射流形成过程中的变形情况以及温度、速度的分布进行分析．模拟结果和经验公式吻合．
关键词聚能射流，物质点法，自适应，大变形，数值模拟

０

引言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Ｐｏｉ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ＭＰＭ）．ＭＰＭ结合了欧拉

聚能装药通常是在圆柱形装药的一端安置锥形

方法和拉格朗日方法的优势，长于处理大变形问题，

的金属药型罩，在爆炸的驱动下，药型罩坍塌汇聚，

已被成功的应用于超高速冲击问题Ｌ５］．在物质点法

进而形成高速射流．射流速度高达数千米每秒，可用

中，当质点间的距离大于一个背景网格时便不发生

来穿透装甲、岩石、混凝土等高强度目标，在国防工

相互作用，在模拟聚能射流问题时容易过早出现射

业以及石油工业有重要应用．在聚能装药的设计以

流断裂，难以准确描述射流形成过程中巨大的拉伸

及射流形成和穿甲性能研究中，数值模拟起着越来

变形．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提出了自适应分裂质点的

越重要的作用．由于在爆炸、射流形成以及穿甲过程

方案．当质点在某一方向的累积应变达到一定阈值，

涉及非常大的变形（射流形成过程中金属的应变可

即将质点一分为二．从而可以使物质点法可以更有

达到１０［１］），对聚能射流的数值模拟多采用基于欧

效的模拟射流的形成过程．

拉方法的流体动力学代码【２］．欧拉方法描述物质界

本文采用Ｃ＋＋语言编制了可自适应分裂质点

面有一定困难，需要特殊处理［３］，而拉格朗日方法可

的三维物质点法程序ＭＰＭ３ＤＰＰ．应用Ｊｏｈｎｓｏｎ－

以追踪变形历史，易于处理物质界面，更容易应用与

Ｃｏｏｋ材料模型用来考虑应变率效应和热软化效应，

变形历史相关的本构关系．如果能够改善大变形下

Ｍｉｅ－Ｇｒｕｎｅｉｓｅｎ状态方程用于金属在高压下的压力

网格畸变带来的困难，拉氏方法在聚能射流问题的

计算，Ｊｏｎｅｓ—ｗｉｌｋｉｎｓ—Ｌｅｅ（ＪＷＬ）状态方程用于描述

数值模拟中具有很大的优势．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无

爆炸产物等膨胀过程，并在压力项加入人工粘性用

网格方法，特别是质点类的无网格法，如ＳＰＨ和

来稳定地刻画冲击波．

ＭＰＭ，可以避免基于网格的传统拉氏方法中的网格

用ＭＰＭ３ＤＰＰ程序模拟并分析了爆炸飞片、聚

畸变问题，在聚能射流问题的模拟中有较好的应用

能射流等问题．通过数值模拟，对射流形成过程中的

前景．

变形情况以及温度、速度的分布进行分析．模拟结果

Ｓｕｌｓｋｙ等卧３在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对原来用于
流体动力学的质点网格法（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ｎ－ｃｅｌｌ，ＰＩＣ）做

和经验公式的结果吻合。
１

自适应物质点法

出几点改进，并应用于固体力学，提出了物质点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１０８７２１０７）和计算物理实验室基金资助．
２００８—０９—１６收到第１稿，２００８—１２—２６收到修改稿．
¨通讯作者．Ｔｅｌ：０１０—６２７８２０７８，

万方数据

Ｅ－ｍａｉｌ：ｘｚｈａｎｇ（ａ）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ｅｄｕ．ｃａ．

拉格朗日描述下，控制方程为连续体的运动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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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时间步ｋ中，由变形率哦可计算得到质点在ｉ方向的
应变增量△￡：，累加后可以得到ｉ方向的累积应变：

其中，Ｏ＂０是Ｃａｕｃｈｙ应力，ｐ是当前密度．
ＭＰＭ将连续体离散成一组质点，这些质点跟

Ⅳ

Ｎ

∑△ｅ：＝∑磁＆

踪物体的变形，携带所有物理量，因此质量守恒方程

＾＝ｌ

（４）

ｌ＝１

自动满足．通常采用正四边形（－－维）或正六面体（三

可以定义质点在ｉ方向的特征长度为Ｌ。一Ｌ０（１

维）的规则背景网格，用于动量方程的求解和空间导

＋￡，），其中，Ｌｏ—ｙ伊是质点的初始特征长度．当

数的计算．在每一步计算中，背景网格可以固定也可

某质点的特征长度：

以自由布置．在背景网格上建立了与常规有限元一

Ｌ，＞ａｄ。

样的线性形函数，用于近似函数计算并实现质点和

时将该质点分裂为两个新质点，其中ｄ。是背景网格

背景网格间的数据映射．假设连续体的质量集中于

间距，口是可由用户指定的系数，通常小于１以保证

离散的质点，密度可写成：

每个网格中有足够的质点．分裂后两质点距离设为

１｝ｎ．ｐ、

ｐ（ｘｉ）一≥：Ｍｐ艿（霸一ｚ一）

鬲

（５）

（２）

０．５ａｄ。．在质点分裂后，质量、体积、内能以及累积应
变ｓｊ也一分为二．

其中，Ｍ。是质点携带的质量．将此式代人等效积分
弱形式，并采用集中质量阵，即可得到离散后的运动
方程：

２

程序实现
炸药的模拟采用程序起爆，忽略应力偏量，采用

ＪＷＬ（Ｊｏｎｅｓ－Ｗｉｌｋｉｎｓ—Ｌｅｅ）状态方程用于爆炸产物
（ｐｔ）＾＝（月ｉ“）＾＋（．疗”）一

（３）

其中，户是动量，ｈ表示网格结点上的值，广“和广”
为内力和外力．

的压力计算：

Ｐ＝Ａ（１一良专）ｅ一％Ｖ＋Ｂ（１一茛努）ｅ－Ｒｚｖ＋等

在每一个时间步中，首先将物质点和背景网格

（６）

完全固连，计算与有限元类似，物质信息被映射到网

其中，ｙ是相对体积，Ｅ是单位体积内能，Ａ、Ｂ、Ｒｔ、

格结点，在网格结点建立并求解动量方程，之后再映

Ｒ。、∞是材料常数．

射回物质点，得到下一时刻物质点所携带的物质信
息．这一步物质点和网格点没有相对运动，是拉格朗

高压下的金属可采用Ｍｉｅ－Ｇｒｕｎｅｉｓｅｎ状态方程
更新其压力：

日求解，避免了欧拉法中处理对流项的困难．在下一
时间步中，变形后的背景网格被抛弃，仍采用未变形

Ｐ＝ＰＨ（１一等）＋巾Ｅ

的背景网格，从而避免了拉格朗日法中网格畸变带

其中，岸＝ｐ／ｐｏ一１描述压缩量，ｙ是Ｇｒｕｎｅｉｓｅｎ系数，

来的数值困难．

Ｈ指Ｈｕｇｏｎｉｏｔ曲线．由冲击波速度和质点速度的线

材料的应变和应力在质点上计算，采用率形式

性关系Ｄ—ｆ。＋Ｓｕ，可以得到：

的本构方程．

ＰＨ＝芒案蓦哿

在ＭＰＭ中，每个节点上的形函数只覆盖相邻
网格，当两个物质点的距离大于一个背景网格宽度

（７）

㈣

采用Ｊａｕｍａｎｎ率确保应力更新的客观性：

ｄ，时将不会相瓦作用，这可以看作是对破坏现象的

者。，一叮了＋ｄ“ｃｕⅡ＋盯《ＯＡ“

粗略描述ｒ６］．然而，在射流形成过程中，金属可发生

其中，霹是Ｊａｕｍａｎｎ率，根据材料本构关系由应变

极大拉伸变形而不发生破坏，这种粗略的描述会使

率计算，Ⅲｉ是旋率张量．

（９）

破坏现象在ＭＰＭ模拟中提前发生，从而无法完成

对偏应力的计算，采用Ｖｏｎ－Ｍｉｓｅｓ屈服准则和

对整个金属拉伸和射流形成过程的模拟．特别是当

等向强化的假设，屈服应力由Ｊｏｈｎｓｏｎ－Ｃｏｏｋ材料模

网格加密，ｄ。减小时，数值断裂更易发生．这种与网

型计算：

格相关的数值断裂干扰了对真实物理破坏的分析，

盯。＝（Ａ＋匪“）（１＋Ｃ１越’）（１一Ｔ一）（１０）

需要尽可能避免．为此本文提出一个基于累计应变

其中，ｅ是等效塑性应变，三是无量纲应变率，Ｔ。为

的准则，使拉伸变形过大的质点可以分裂，从而可以

无量纲温度，Ａ、Ｂ、，ｚ、ｆ、ｍ是材料常数．

更好描述大变形而避免数值断裂．
质点携带了包括密度和体积的所有物质信息．在

万方数据

为了模拟冲击波带来的强间断，需要在压力项
加入人工体积粘性［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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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一』岛∥；‘毒越）２一ｃ，∥，蠢坎，÷献＜０（１１）
ｅ址＞０
口２气

Ｌ１１，

．

‘

１０，

０·５

其中，厶是网格特征长度，在ＭＰＭ中取为背景网格
的长度ｄ，，如是体应变率，Ｃ是声速，Ｃ。和Ｃ。是无量

０．４

宴
》Ｏ．３

纲常数，缺省值取为１．５和０．０６．
高应变率下的变形往往是绝热过程，塑性功转

Ｏ·２

化为温度的升高．温度计算采用：

ｐｐｔ一缈９

０．１

（１２）

０．０

０．５

其中，Ｔ为温度，ｃ，是比热，ｗ一为塑性功．转换分数ｐ
图１

在计算中均取为０．９心］．
在程序实现上，使用Ｃ＋＋的ｖｅｃｔｏｒ容器类存储

１．０

１．５

２．０

ＭｆＣ

飞片速度模拟结果与Ｇｕｒｎｅｙ公式的比较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Ｆｉｇ．１

ｆｌｙｅｒ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质点信息，从而在自适应增加质点后，可以通过对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ｕｒｎｅｙ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ｖｅｃｔｏｒ的ｒｅｓｉｚｅ操作使用于质点信息存储的空间动
应的情况，而ＭＰＭ是未采用自适应得到的结果．两

态增加．

者得到的飞片终态速度差别很小，均与Ｇｕｒｎｅｙ公

算例

３
３．１

式的估计值相符合，说明炸药材料的自适应并不构

飞片问题
Ｇｕｒｎｅｙ曾通过大量爆炸试验中对破片速度进

成影响爆炸加速飞片效果的主要因素．ＡＭＰＭ结果

行测定，得出结论：破片速度取决于破片（Ｍ）与炸

略大的原因是采用自适应后爆炸产物质点较密，得

药（Ｃ）间的质量比．经实践验证，Ｇｕｒｎｅｙ公式相当

到压力更大．

的可靠和简单‘８。．对开放面的情况，由Ｇｕｒｎｅｙ公式

３．２聚能射流问题
聚能射流算例的几何模型见图２，其中药型罩

得到的终态速度为：
／－

０

半锥角口＝３８。．为计算此二维问题，只采用一层网格

１１／２

Ｖ一一￣／２Ｅｌｒ干ｉ订讶死秀气＿灭瓦形虿尹ｊ

ｑ３）

其中，、厄＿称为Ｇｕｒｎｅｙ能，对不同种类炸药可由实

和一层质点，并约束面外方向的位移和速度，以实现
平面应变的近似．

验确定，对ＴＮＴ，￣／２Ｅ＝２．３７ ｋｍ／ｓ．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ＮＴ的ＪｗＩ。参数
ＪＷ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ＮＴ

图２二维聚能射流问题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ｔｗｏ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ｈａｐｅｄ ｃｈａｒｇｅ

炸药为ＴＮＴ，材料参数同上例，药型罩和外壳
的材料均为铜，密度８．９ ｇ／ｃｍ３，杨氏模量１１７
为了验证ＭＰＭ３ＤＰＰ模拟爆炸加速飞片的性

泊松比０．３．Ｊｏｈｎｓｏｎ－Ｃｏｏｋ模型的参数见表２．

能，我们对不同质量比的情况进行模拟，将飞片终态
表２铜的材料参数

速度与Ｇｕｒｎｅｙ公式的估计值进行比较．我们约束
与飞片飞行方向垂直的两个方向的位移，以近似模
拟无限大平板．炸药为ＴＮＴ，密度１．６３ ｇ／ｃｍ３，爆
速６９３０ ｍ／ｓ．ＪｗＬ状态方程参数见表１．飞片材料
为钢．在飞片飞出足够长时间，速度基本不再增加
后，沿厚度方向计算其平均速度，和Ｇｕｒｎｅｙ公式的
比较见图１，其中ＡＭＰＭ是对炸药材料采用了自适

万方数据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ｃｏｐｐｅｒ

Ｇ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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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爆方式为面起爆．包括炸药、药型罩和外壳，
共用７６８４０质点离散，其中药型罩７０００质点，仅对
药型罩应用自适应方案．初始时质点均匀布置，平均
间距为０．１ ｍｍ，背景网格间距ｄ，为０．３ ｍｍ，分裂
准则中的系数ａ设为０．４．图３显示的是起爆后３０
图５射流和杵的速度分布

肚ｓ时，用ＭＰＭ和ＡＭＰＭ模拟的结果（只显示金属
药型罩），可见ＭＰＭ在射流形成初期就发生了断

Ｆｉｇ．５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ｅｔ ａｎｄ ｓｌｕｇ

裂，采用自适应则避免了这种数值原因造成的断裂．

图６射流速度分布（放大）
图３

Ｆｉｇ．６

自适应物质点法避免数值断裂，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ｅｔ（ｚｏｏｍ ｉｎ）

上图为ＭＰＭ结果，下图为ＡＭＰＭ结果
Ｆｉｇ．３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ａｖｏｉｄｅｄ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ｐｏｉｎｔ

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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