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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孔间距对切缝药包爆生裂纹扩展规律的影响
岳中文，田世颖，陈志远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力学与建筑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为研究炮孔间距对切缝药包爆生裂纹扩展的影响，采用爆破加载数字激光动态焦散线实验系统和数值模拟
相结合的方法，对比分析了孔间爆生裂纹在不同炮孔间距下的扩展规律。结果表明：随着炮孔间距的增加，孔间
爆生主裂纹不再表现为直接贯穿，而是发生偏转呈现“牵手状”分布；爆生主裂纹在扩展过程产生明显波动，且
在裂纹相遇区该波动行为更为显著；爆生主裂纹扩展速度、动态应力强度因子的峰值以及裂纹相遇区的应力峰值
均取决于炮孔间距，炮孔间距较小时，峰值较大，有利于裂纹的定向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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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interval of holes on crack propagation law in slit charge blasting
YUE Zhongwen，TIAN Shiying，CHEN Zhiyuan
(School of Mechanics and Civil Engineering，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Beijing)，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interval of holes on crack propagation under explosive load，
the law of crack propagation under different interval of holes was analyzed by using the dynamic caustics test
system and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holes，the explosive
cracks no longer show direct penetration，but the deflection appears a "hand in hand" distribution.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interval of holes，the cracks propagate oscill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expansion，and the oscillation
behavior is more obvious in the cracks meeting area. The peak values of main cracks propagation velocity，stress
intensity factor，stress of the crack meeting area all depend on the interval of holes，the interval of holes is small
and the peak values is larger，which is beneficial to the directional fracture.
Key words：slotted cartridge；interval of holes；dynamic caustics；numerical simulation；crack propagation
气体作用下优先形成引导裂纹，吸收非切缝方向的

1

引

言

能量，从而抑制非切缝方向裂纹的扩展，确保了爆
破成形质量，控制超欠挖量[1]。近来，多位学者对

在开采矿物、隧道掘进等工程中，传统的爆破

切缝药包定向爆破的机制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杨仁

方法对爆破后围岩的稳定性和完整性造成严重破

树等[2-3]分别研究了耦合、不耦合装药下切缝药包定

坏，使工程超欠挖明显。作为岩石定向断裂爆破的

向断裂控制爆破机制，得出切缝药包定向断裂爆破

一种重要方法——切缝药包定向断裂爆破，使能量

效果最佳的不耦合系数为 1.67。杨国梁等[4]将切缝

沿切缝方向释放，该方向的孔壁产生预裂隙，爆生

药包引入到掏槽爆破，验证了切缝药包掏槽爆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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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戴 俊等[5]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对岩石中切
缝药包孔间爆生裂纹的贯通机制进行了研究，从理
论上验证了工程中切缝管切缝宽度取值的可行性。
李清等[6]研究了有机玻璃板中不同药量的切缝药包
双孔爆破主裂纹及分支裂纹的扩展规律。杨仁树等
[7]

研究了不同结构中切缝药包的爆炸效应，确定切

缝管工业化生产合理的结构参数。岳中文等[8]研究
了切缝药包空气间隔装药爆破在水泥浆中的动态响
应，得出切缝药包定向断裂爆破效果较优的轴向不
耦合系数为 1.5～2.0。申 涛等[9]对切缝药包爆破技
术的优缺点、作用机制等进行了总结。高全臣等[10]
进行了切槽孔、切缝药包和聚能药包的定向断裂爆
破对比试验，证明切缝药包爆破效果最佳。岳中文
等[11]对含圆孔缺陷的 PMMA 材料进行了爆破实验，

图1

对比分析了单、双炮孔爆炸荷载下爆生裂纹的扩展

Fig.1

规律。张玉明等[12]根据切缝药包在现场应用中存在

焦散线实验原理图

Principle of the method of caustic for transparent
materials

的问题，通过模型实验，对切缝药包的参数进行优
化，得出了在壁厚一定的条件下，爆破效果最佳的
管径和缝宽配比。杨仁树等[13]通过实验验证了简易
切缝药包不仅成型好而且可为企业创造较高的经济
效益，适合在岩巷快掘施工中推广。徐 颖等[14]从
理论上分析了装药不耦合系数与爆破作用的关系，
并通过实验得到不耦合系数为 1.67 时的爆破裂纹长
度最长的结论。朱红兵等[15]对空气间隔装药做出了理
论解释，并对如何确定合理空气间隔段比例提出了
解决方法。王汉军等[16]对定向断裂爆破进行了实验
图2

研究、数值计算及力学分析，阐述了爆生裂纹起裂、

Fig.2

扩展过程的作用机制。在实际工程中也会面临如何
选择合理炮孔间距的问题，如果炮孔间距过小，

K Ιd =

钻孔的工作量会增加，并使粉碎区变大，提高经济成
[17-18]

本；而炮孔间距过大，则不能达到爆破效果

。

I 型裂纹尖端焦散线
Caustic curves of mode-I

2 2 π F (v ) 5 2
Dmax
3g 5 2 z0 cd eff

(1)

但现有文献关于炮孔间距对切缝药包爆破孔间

式中： K Ιd 为 I 型裂纹尖端动态应力强度因子；F(v)

爆生裂纹动态断裂特性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采用

为速度修正函数；v 为裂纹扩展速度；Dmax 为焦散

动态焦散线试验方法并结合数值模拟，对不同炮孔

斑最大直径；z0 为试件表面与参考平面之间的距离；

间距下孔间爆生裂纹扩展的变化规律进行了研究。

g 为应力强度数值因子；c 为应力光学常数；deff 为
试件有效厚度。

2

焦散线方法原理
3

动态焦散线实验

透射式焦散线方法原理是将激光通过扩束镜形
成平行光透射过试件，试件在受到荷载作用时裂纹

3.1 实验系统

尖端区域的厚度及折射率发生改变，该区域附近的

采用透射式数字激光动态焦散线实验系统，如

透射光线发生偏转，在距离试件 z0 处的参考平面处

图 3 所示。本实验中场镜直径均为 300 mm，焦距

形成焦散斑，如图 1 所示[19]。其中，I 型裂纹的焦

均为 1 200 mm，激光器输出功率设为 60 mW，z0

散曲线如图 2 所示。

为 900 mm，高速摄像机拍摄频率设为 100 000fps，

I 型裂纹尖端动态应力强度因子[20]可表示为

拍摄图像分辨率为 320 pixel×192 pix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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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射式数字激光动态焦散线实验系统

Fig.3 Digital laser dynamic caustics experimental system for
transmission

3.2 实验描述
实验材料为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即 PMMA，其动
态力学参数见表 1[21]。试件几何尺寸为 400 mm×230

Fig.4

图 4 试件及切缝药包结构(单位：mm)
Specimen and slotted charge structure(unit：mm)

mm×5 mm，炮孔对称位于试件中央，炮孔直径为
10 mm，如图 4 所示。切缝管采用硬质 PVC 材料，

4 结果及分析

其内直径为 8 mm，与炮孔壁紧密贴合装配，管壁
厚度为 1 mm，采用不耦合装药结构，居中放置直

4.1 爆生裂纹扩展轨迹

径为 6 mm 的炸药药柱，不耦合系数为 1.67。对与

图 5 为试件 S11，S12，S13，S14 的实验结果

小直径切缝管，当切缝宽度小于 1 mm 时，难以在

图。除沿炮孔切缝方向产生的爆生主裂纹外，在炮

切缝方向形成裂隙，当宽度大于 1 mm 时，将沿切

孔周围会产生数量不定的短裂纹。炮孔间距较小时，

缝处形成多个方向的裂隙，失去定向断裂效果，所

裂纹扩展过程中的能量损耗较小，爆炸波能量相对

以切缝宽度取为 1 mm，PVC 管的物理力学参数见

较大，在裂纹相遇前扩展阻力对裂纹扩展的影响较

表2

[22]

。试件炮孔间距 L 分别取炮孔直径的 11，12，

小，在裂纹相遇时爆生裂纹受到应力波的干扰较小，

13，14 倍，并据此将试件分为 S11，S12，S13，S14

裂纹表现为直接贯穿，如图 5(a)所示。随着炮孔间

四组。炸药选用叠氮化铅，单孔装药量取为 120

距的增大，裂纹扩展过程中的能量损耗增大，在裂

[23]

[3]

，炸药性能见表 3 。装药同时在切缝药包中

纹相遇前，受到扩展阻力的影响增大，裂纹扩展过

插入铜丝导线，实验前将铜丝导线连接多通道脉冲

程中的波动行为加剧，在裂纹相遇时，受到应力波

点火器，利用点火器放电的电火花来起爆炸药。所

的干扰增大，裂纹不再表现为直接贯穿，开始形成

有实验均为同时起爆，在起爆前预先开启高速相机，

“牵手状”区域，且该区域的面积也随之不断增大，

对实验过程进行完整记录。

如图 5(b)，(c)，(d)所示；在炮孔间距较大时，可以

mg

明显观察到裂纹尖端近似的垂直指向异侧裂纹，如
表1

有机玻璃板动态力学参数[21]

Dynamic 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PMMA[21]

Table 1
纵波波速/
－
(m·s 1)

横波波速/
－
(m·s 1)

剪切模量/
GPa

泊松比 v

c×10 10/
－
(m2·N 1)

2 320

1 260

6.1

0.28

0.85

－

PVC 材料的物理力学参数[22]

表2
Table 2

Physical 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PVC[22]

密度/(kg·m 3)

弹性模量/GPa

泊松比 v

1 280

3.1

0.38

－

表3
Table 3

图 5(d)所示。

(a) S11 试件

叠氮化铅爆炸性能[3]

Explosion performance of lead azide[3]

爆容/
－
(L·kg 1)

暴热/
－
(L·kg 1)

爆温/
℃

爆速/
－
(m·s 1)

308

1 524

3 050

4 478

(b) S12 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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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90 μs

t = 170 μs

t = 180 μs

(c) S13 试件

(c) S13 试件

t = 0 μs

t = 10 μs

t = 90 μs

t = 130 μs

t = 190 μs

t = 200 μs

(d) S14 试件

图6
Fig.6

不同炮孔间距下焦散斑的系列变化

A serial of caustic shadow spot images with different
interval of holes

(d) S14 试件

图5
Fig.5

试件实验结果图

由图 6 可见，试件焦散斑的传播过程可分两个

Picture of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specimens

阶段，第一阶段为左、右两侧焦散斑相遇前，焦散
斑稳定传播，焦散线大致呈 I 型裂纹尖端焦散线形

4.2 动态焦散斑图像

状，直至相遇，但随着炮孔间距增大，焦散斑相遇

图 6 为爆破时试件裂纹尖端的焦散斑图像。t =

时的重叠部分变小；第二阶段为焦散斑相遇分离后，

0 μs 时，起爆切缝药包。t = 10 μs 时，所有试件在

焦散斑迅速减小直至消失，焦散线不再呈现为简单

切缝药包处开始出现焦散斑。由图 6 可见，试件 S11，

的 I 型裂纹尖端焦散线形状。

S12，S13，S14 分别在 t = 120 μs，t = 140 μs、t = 170

4.3 爆生主裂纹扩展速度变化

μs、t = 190 μs 时，左、右两侧焦散斑相遇。随后，

图 7 为爆生主裂纹扩展速度 v 随时间 t 的变化

试件左、右两侧的焦散斑分别向对侧传播，并迅速

曲线。由图 7 可见，在四种试件起裂后，裂纹的扩

减小。随着炮孔间距的增大，爆炸波在爆生裂纹扩

展速度变化规律在焦散斑相遇重叠前较为相似，均

展过程中的能量损耗增大，受到扩展阻力的影响以
及异侧应力波的干扰增大，爆生裂纹扩展路径偏离
炮孔中心连线的距离增大，并在相遇时发生明显的
交错，此时裂尖焦散斑尺寸变小。

表现为先波动减小，然后增大，这是由于爆炸应力
波初期衰减以及爆生气体对裂纹的推动作用引起
的；直到焦散斑相遇时，除试件 S11 外其他试件均
出现两个较大峰值，这是由于两侧裂纹相遇，裂尖
爆生气体压力波叠加引起的裂纹扩展速度提升。
900

t = 0 μs

t = 10 μs

炮孔间距11cm
炮孔间距12cm
炮孔间距13cm
炮孔间距14cm

t = 50 μs
800
700

t = 120 μs

t = 130 μs

(a) S11 试件

600

v (m/s)

t = 90 μs

500
400
300

t = 0 μs

t = 10 μs

t = 50 μs

200
100
0

t = 90 μs

t = 140 μs

0

20

t = 150 μs

(b) S12 试件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220 240 260 280

t (μs)

图7

爆生主裂纹扩展速度与时间关系曲线

Fig.7 Curves of main cracks velocity versus time

t = 0 μs

t = 10 μs

t = 50 μs

试件 S11 在 t = 130 μs 时，焦散斑分离后，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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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动态应力强度因子。

速度均在焦散斑相遇时达到最大峰值，试件 S12，

由此可知，随着炮孔间距的增大，裂纹动态应

S13，S14 分别在 t = 140 μs、t = 160 μs、t = 190 μs

力强度因子在受到爆生气体影响前的波动幅度增

时裂纹扩展速度达到峰值 568.4，485.4，446.4 m/s。

大，所能达到的峰值减小。

在焦散斑分离之后，试件裂纹扩展速度迅速减小。
试件 S11 并未在焦散斑相遇时达到峰值是由于炮孔
间距较小，焦散斑重叠的同时爆生气体传播到裂纹
尖端处，导致裂纹扩展出现增速现象，之后焦散斑
迅速消失，未记录下速度衰减过程。
由此可知，随着炮孔间距的增大，裂纹扩展速

5

数值模拟及分析

5.1 模型建立及参数设置
采用 ANSYS/LS-DYNA 有限元程序对切缝药
包在不同炮孔间距下双孔爆破的冲击动力学行为进
行模拟。图 9 为模型示意图，由内至外分别为炸药、

度在受到爆生气体影响前的波动幅度增大，所能达

切缝管、空气和 PMMA 试件，数值模拟模型几何

到的峰值减小。

参数与实验相同。

4.4 爆生主裂纹尖端动态应力强度因子
图 8 为爆生主裂纹尖端动态应力强度因子 KId
随时间 t 的变化曲线。由图 8 可知，t = 0～30 μs 为
起裂阶段，各试件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均在 t = 10μs
出现最大值并急剧降低。试件 S11 裂纹动态应力强
度因子只出现一个峰值，在 t = 120 μs 时达到该峰
值 4.87 MN/m3/2。试件 S12，S13，S14 动态应力强
度因子分别在 t = 100 μs，t = 100 μs，t = 110 μs 达
到 最 大 峰 值 4.68 MN/m3/2 ， 4.32 MN/m3/2 ， 4.19

(a) 试件示意

MN/m3/2。
5

炮孔间距11cm
炮孔间距12cm
炮孔间距13cm
炮孔间距14cm

KdI(MN/m3/2)

4

3

(b) 炮孔局部示意
2

图9
Fig.9

数值模拟模型

Numerical simulation model

1

数值模拟模型均采用 SOLID164 单元，采取流

0

固耦合数值求解方法，试件和切缝管采用 Lagrange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220 240 260 280

t (μs)

图8

动态应力强度因子 KId 与时间关系曲线
Fig.8

Curves of

KId versus

time

单元，炸药与空气采用 ALE 单元，采用塑性随动模
型 MAT_PLASTIC_KINEMATIC 来模拟 PVC 管和

PMMA 试 件 。 采 用 MAT_NULL 模 型 ， 结 合
EOS_LINEAR_POLYNOMIAL 线性多项式状态方

试件 S11 动态应力强度因子只出现一个峰值是

程来模拟空气。设置 constrained_solid_in_ale 流固耦

由于炮孔间距较小，焦散斑相遇的同时爆生气体压

合算法来实现固体与流体之间的能量交换。设置

力波传播到裂纹尖端处，此时达到最大值。试件

contact_automatic_surface_to_surface 自动双向接触

S12，S13，S14 动态应力强度因子均出现两个峰值，

来实现炮孔壁与切缝管之间能量传递。

第一个峰值是由于初始冲击波衰减后的应力波加快

MAT_HIGH_EXPLOSIVE_BURN 作为高能炸

裂纹扩展，提高了动态应力强度因子，第二个峰值

药的材料模型，爆轰产物采用 JWL 状态方程，则爆

是由于两侧裂纹相遇，裂尖爆生气体压力波的叠加，

炸中压力与体积关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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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ω ⎞ − R1V
ω ⎞ − R2V ω E0 (2)
P = A ⎜1 −
+ B ⎜1 −
+
⎟e
⎟e
R2V ⎠
V
⎝ R1V ⎠
⎝

式(2)中：P 为压力，A，B，R1，R2，ω为材料常数，

V 为相对体积，E0 为初始比内能。
5.2 爆轰过程分析

t = 42.0 s

图 10 为 PMMA 试件中 Von Mises 应力传播过

图 10 Von Mises 应力传播过程

程。不同炮孔间距下试件的爆破过程相似，在此仅

Fig.10

Propagation process of Von Mises stress

以试件 S11 为例，如图所示，t = 2.4 s 炸药已爆轰完
全，在切缝处向外产生较强压应力波。应力波主要

0.50

沿切缝方向向外传播，初期应力场呈现以炮孔连线

0.45

A2

0.40

方向为长轴的椭圆形分布，如 t = 10.8 s 时所示。应
布，t = 20.4 us 尤为明显。t = 33.6 us、t = 42.0 us 应
力场发生叠加效应，且沿着炮孔中心连线的法线方
向发展。应力波传播过程中主要在炮孔中心连线两
侧形成对称的环状拉应力场，这也是实验中裂纹以

I 型裂纹破坏为主的部分原因。
测点布置见图 9(a)，各测点等间距分布，距离
炮孔中心依次为 A1，A2，A3，A4。图 11 为不同

A3
A4

0.35
9
应力（10 Pa）

力场中较大应力主要以炮孔为中心呈现“X”状分

A1

0.30
0.25
0.20
0.15
0.10
0.05
0.00

0

5

10

15

图 11
Fig.11

20
25
t(μs)

30

35

40

45

测点应力曲线

Variation of Stress for measuring points

测点处 Von Mises 应力变化曲线。各测点可以明显
观察到压力跃增，A1，A2，A3 测点的应力峰值依
t = 2.4 s

次减小，且远小于 A1 测点；A4 测点的应力值略大
于 A3 测点，这是应力波的叠加效应所致。每测点
均在应力跃增之后产生波动，这是左右炮孔应力波
传播干扰所致，随着距炮孔的距离增大，应力的波
动范围依次减小。
5.3 不同炮孔间距爆破效果的对比分析

t = 10.8 s

图 12 为不同试件各测点峰值对比图。随着炮孔
间距的增大，各试件相同测点处应力峰值呈下降趋
势，孔间距越小的试件应力波衰减越快。在炮孔间
距较小的试件如 S11，S12 中可以观察到 A4 测点应
力峰值略大于 A3 测点，这是由于两侧炮孔应力的
叠加所致，但在 S13，S14 试件中 A4 测点应力峰值

t = 20.4 s

小于 A3 测点，这是因为应力波的传播距离增大应
力波能量损耗增大，两侧炮孔的应力叠加仍小于 A3
测点峰值。孔间距较小的试件中应力衰减快，但孔
间距较小能量损耗少，受到扩展阻力和异侧应力波
的影响较小，有利于裂纹的定向扩展；孔间距较大
的试件能量损耗大，受到扩展阻力和异侧应力波的
影响较大，不利于裂纹的定向扩展。

t = 33.6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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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孔间距较短时，裂纹扩展速度、裂尖动态应

0.50
A1

0.45

力强度因子均较大，有利于爆生裂纹的定向扩展。

炮孔间距11cm
炮孔间距12cm

0.40

随着炮孔间距的增大，相同测点处应力峰值呈

炮孔间距13cm

A1

0.35

应力（109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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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孔间距14cm

现逐渐减小的趋势，应力波的叠加效应也随之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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