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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the penetration and perforation process of the conical nose rigid projectile into alluminum alloy target 

were simulated numerically by using FEM. Two sets of the projectiles and targets in different sizes were used in calculation 

models. The first set took the same size as the tested projectile and target for comparison, the second set changed diameter of 

projectile to evaluate its influence on the perforation capacity. The residual velocity were obtained by using numerical simulation. 

The simulat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 the same conditions, the calculated residual velocity coincides approximately with the 

existing data. It shows the validity and exactness of the proposed model. The projectile with smaller diameter possess better 

perforatio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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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具有圆锥形头部的刚性杆式弹侵彻和贯穿铝合金靶板进行了有限元数值模拟分析。弹和靶采用二种尺寸:第

一种尺寸与实验的弹和靶尺寸相同；第二种尺寸考虑了弹径的微小变化对其贯穿靶的影响。通过数值模拟,获得了弹体

贯穿靶后的剩余速度。计算结果表明,在同样条件下,弹贯穿靶后剩余速度与已有的结果基本吻合,说明本文计算模型是

有效和精确的。并且,弹径变小,其侵彻、贯穿靶的威力将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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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目前在应对突发载荷、意外袭击及敌方攻击的弹道防

护中，人们对铝合金在轻质防护结构设计中的作用具有日

益增长的特殊兴趣[1][2][3][4]。尽管如此，对这类问题

进行详细理论、数值模拟和实验研究的报道仍相当有限。 

F o r r e s t a l等[2] 将靶体视为不可压缩幂次

硬化材料,基于空腔膨胀理论建立了尖锥(卵)头弹体贯穿

金属靶体的理论模型。C h e n X i a ow e i等[5] 忽略

靶背自由表面效应的影响,考虑了靶体材料的可压缩性,

分别建立了刚性尖头弹贯穿理想弹塑性和幂次硬化靶体

的分析模型。 We n Hem i n g [6] 基于半经验公式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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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弹体贯穿不同材料靶体的终点弹道公式,同样也忽略了

靶背自由表面效应的影响。 

目前对动能弹高速侵彻和贯穿问题的研究方法中，现

场实验研究必不可少，但耗资巨大，费时费力；而分析模

型往往有过多的物理假定，由于穿甲问题的复杂性，使理

论分析十分困难；数值方法逐渐成为研究高速侵彻贯穿方

面的主要方法。 

本文基于MSC.DYTRAN软件对具有圆锥形头部的刚性

杆式钨弹侵彻和贯穿铝合金靶板过程进行了有限元数值

模拟分析。弹和靶采用两种尺寸：第一种尺寸与已有实验
[3]
的弹尺寸相同,以便将计算结果和实验结果进行比较；

第二种尺寸考虑弹径微小变化的影响,，具体分3种弹径进

行计算。针对第一种尺寸弹体，模拟撞击的是实验使用的

12.7mm、50.8mm和76.2mm厚5083-H131铝合金靶和25.4mm

厚6061-T651铝合金靶。针对第二种尺寸弹体，模拟撞击

的是实验使用的12.7mm、50.8mm和76.2mm厚5083-H131铝

合金靶。靶为边长20cm的正方形板，弹以一定的初始速度

正撞击靶体。通过数值模拟，获得了弹体贯穿靶后剩余速

度、弹的速度时程曲线及弹径的变化对其贯穿靶威力的影

响。 

为简单计，在本文模拟计算中，不考虑弹靶之间的摩

擦效应，不考虑应变率效应及冲击绝热温升对靶材料本构

关系的影响。 

2.弹靶模型 

2.1.弹的模型 

锥头弹的几何形状如图1所示，弹体头部为圆锥形，

后部为圆柱形。弹后部长度为L,圆锥头部长度为l,锥角为

2φ。由实验观察[3][4]，弹初始速度不超过一定范围

（1200m/s）时，弹贯穿靶后用肉眼看不出有变形，故计

算时设置为刚体，采用Dytran中的刚体材料本构模型

（MATRIG）[7]。 

 

图1 弹体的几何形状。 

2.2.靶的模型 

靶材料为5083-H131铝合金和6061-T651铝合金，采用

Dytran中的硬化弹塑性材料本构模型(DYMAT24)。由单轴

大 应 变 压 缩 实 验 数 据 拟 合 的 5083-H131 铝 合 金 和

6061-T651铝合金的真应力-真应变关系为幂函数形式，如

下式所示。 

,

( ) ,n

E Y

E
Y Y

Y

ε σ
σ ε σ

<
=  ≥

             （1） 

上式中，σ为真应力，ε为真应变，E为杨氏模量，Y

为初始屈服应力，n为应变硬化指数。对5083-H131铝合金，

E为70.3GPa，Y为276MPa，n为0.084；对6061-T651铝合金，

E为69GPa，Y为262MPa，n为0.085。 

5083-H131铝合金和6061-T651铝合金的真应力-真应

变曲线比较图如图2所示[8]。 

 

图2 5083-H131铝合金和6061-T651铝合金的真应力-真应变曲线。 

3.弹靶的有限元模型 

弹靶初始有限元划分如图3、图4、图5和图6所示。对

图3、图4和图5，弹材料为钨合金，密度为18500kg/m
3
，

几何尺为：2a=8.31mm，L=20.7mm，,l=14.8mm，弹质量为

26g，靶材料为12.7mm、50.8mm和76.2mm厚5083-H131铝合

金；对图6，弹材料为钢，密度为8100kg/m
3
，几何尺为：

2a=9.53mm，L=131.7mm，,l=14.3mm，弹质量为79g，靶材

料为25.4mm厚6061-T651铝合金。 

 

图3 弹靶初始有限元划分（12.7mm厚5083-H131铝合金靶）。 

 
图4 弹靶初始有限元划分（50.8mm厚5083-H131铝合金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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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弹靶初始有限元划分（76.2mm厚5083-H131铝合金靶）。 

 

图6 弹靶初始有限元划分（25.4mm厚6061-T651铝合金靶）。 

对刚性弹体，采用4节点四面体单元划分单元，单元

尺度为0.5mm。 

对靶体，采用8节点六面体单元划分单元，沿厚度方

向均匀划分单元（单元尺度为1 mm）。为保证计算精度及

减少单元数目，沿边长按等比方式非均匀划分单元，中间

（弹靶接触区域）密，两边疏，两边单元尺度为4mm，中

间单元尺度为1mm。 

在刚性弹侵彻铝合金靶板过程中，如果靶中某单元的

等效塑性应变达到1.5，则认为该单元被侵蚀掉，将该单

元删除。 

在高速碰撞等问题的计算中，可采用对称罚函数法处

理碰撞-接触界面。罚函数值的大小受到稳定条件的限制。

若计算中发生明显穿透，可放大罚函数值或缩小时间不长

来调节[9][10]。 

对于弹侵彻靶体过程中的大畸变单元，采用侵蚀法处

理。这种方法是将交界面上的大畸变单元去掉，而这些大

畸变单元往往处于侵蚀孔底附近的高压、高应变区域，大

畸变单元去除后形成空穴和压力释放，没有侵蚀掉的单元

又于弹体进行接触和碰撞，产生大畸变后又被侵蚀去掉。

这样就把一个连续的侵彻过程变成了一系列间断的撞击 

[11][12]。 

4.数值计算结果 

图7、8、9和10为弹撞击靶的典型侵彻图像。 

图11、12、13和14为弹的剩余速度与已有实验的比较。

结果表明,数值计算的弹贯穿靶后剩余速度与已有结果基

本吻合,说明本文数值模拟计算是有效和精确的。 

 
图7 初始速度为600m/s弹撞击12.7mm厚靶的典型侵彻图像(t=36.04μs，

Cycle=1500)。 

 
图8 初始速度为1100m/s弹撞击50.8mm厚靶的典型侵彻图像(t=43.46μ

s，Cycle=1500)。 

 
图9 初始速度为1100m/s弹撞击76.2mm厚靶的典型侵彻图像(t=43.19μ

s，Cycle=1500)。 

 

图10 初始速度为600m/s弹撞击25.4mm厚靶的典型侵彻图像（局部）

(t=46.53μs，Cycle=1500)。 

 
图11 弹的剩余速度与已有实验的比较（5083-H131铝靶，厚12.7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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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弹的剩余速度与已有实验的比较（5083-H131铝靶，靶厚50.8mm）。 

 
图13 弹的剩余速度与已有实验的比较（5083-H131铝靶，靶厚76.2mm）。 

 

图14 弹的剩余速度与已有实验的比较（6061-T651铝靶，靶厚25.4mm）。 

5.考虑弹径变化对弹体贯穿的影响 

为了考虑弹径变化的影响，在保持弹质量和l不变的

情况下，将a进行微小变化，本文共考虑3种弹径，其中弹

径居中者即为前文中的实验尺寸弹，模拟撞击是前文中的

三种厚度的5083-H131铝合金靶。 

图15、16和17为在各种初始速度下考虑不同弹径弹侵

彻三种厚度的5083-H131铝合金靶的剩余速度比较图。计

算结果表明，在同样条件下，弹径越小，弹的剩余速度越

大。 

图18、19和20为考虑不同弹径弹的典型速度时程曲线。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同样条件下，弹径越小，弹侵彻三种

厚度的5083-H131铝合金靶板过程中的阻力或减加速度越

小，弹的剩余速度越大。 

 

图15 不同弹径弹剩余速度比较（12.7mm厚5083-H131铝合金靶）。 

 

图16 不同弹径弹剩余速度比较（50.8mm厚5083-H131铝合金靶）。 

 

图17 不同弹径弹剩余速度比较（76.2mm厚5083-H131铝合金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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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不同弹径弹的典型速度时程曲线（12.7mm厚5083-H131铝合金靶）。 

 

图19 不同弹径弹的典型速度时程曲线（50.8mm厚5083-H131铝合金靶）。 

 

图20 不同弹径弹的典型速度时程曲线（76.2mm厚5083-H131铝合金靶）。 

6.结论 

本文对具有圆锥形头部的刚性弹侵彻和贯穿铝合金

靶板进行了有限元数值模拟分析。通过数值模拟, 获得了

弹体贯穿靶后剩余速度、弹的速度时程曲线和弹径的变化

对其贯穿靶威力的影响。计算结果表明,在同样条件下,

弹贯穿靶后剩余速度与已有的实验结果相吻合,说明本文

计算模型是有效和精确的。并且弹径变小,其侵彻、贯穿

靶的威力将有所提高。本文计算模型和结果对相关的工程

计算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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