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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简要介绍了第三届全国爆炸与冲击动力学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的情况，概况总结了与会学者所做的报告
内容. 报告包括 4 个特邀报告、19 个专题邀请报告和 17 个主题邀请报告，其中主题邀请报告分为爆轰和爆炸
动力学、结构动力学和多尺度高性能计算、材料动力学和实验测试技术、复合材料结构的动态力学行为、轻质
结构的吸能特性和优化设计等 5 个主题. 研讨会为从事爆炸与冲击动力学的青年学者开展学术交流、建立学术
友谊、增强学术合作提供了优秀平台，对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积极推进作用.
关键词 爆炸与冲击动力学，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
中图分类号：O38

文献标识码：A

doi：10.6052/0459-1879-20-150

REVIEW OF THE THIRD NATIONAL SYMPOSIUM ON EXPLOSION AND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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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athematical and Physical Sciences，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Beijing 100085，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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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ird National Symposium on Explosion and Impact Dynamics for Young Scholars was briefly intro-

duced and all of the scientific reports presented at this symposium were reviewed. The scientific reports include four
invited talks, nineteen thematic invitations and seventeen topic invitations, which were divided into five research topics,
i.e. Detonation and Explosion Dynamics, Structural Dynamics and Multi-scale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Material
Dynamics and Experimental Testing Techniques, Dynamic Mechanical Behavior of Composite Structures, and Energy
Absorp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Optimization Design of Lightweight Structures. The symposium provides an excellent
platform for the young scholars in the Explosion Mechanics and Impact Dynamics to conduct academic exchanges,
establish academic friendship and enhance academic cooperation, and it also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2020–05–06 收稿，2020–05–07 录用，2020–05–07 网络版发表.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1184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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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学者报告各自的最新研究进展，并针对当前共性热
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这两次会议使得

爆炸与冲击动力学是力学学科的一个分支学

与会青年学者深感获益良多，也展示了我国爆炸与

科，它属于一个专业性强的交叉学科，其涉及到物

冲击动力学领域青年学者的巨大发展潜力，对于培

理学、化学、材料学等多个学科. 爆炸与冲击动力学

养爆炸与冲击动力学领域青年优秀人才、促进我国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爆炸与冲击作用下材料/结构的动

爆炸与冲击动力学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态响应与设计、材料/结构中应力波的传播与演化机

2019 年 10 月 18—20 日，由南京理工大学承办

制等及其在工程中的应用. 随着我国新型交通运输

的“第三届全国爆炸与冲击动力学青年学者学术研讨

技术、航空航天技术、武器装备技术、工程防护技术

会”在南京顺利召开，南京理工大学高光发教授担任

等飞速发展，其中材料和结构动态力学行为和损伤

本届研讨会主席.

断裂形式、特种材料的爆炸加工与焊接、结构耐撞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学部力学处处长

特性与吸能行为、新型防爆抗冲击材料的研发、武

雷天刚研究员、发展战略与规划处副处长张攀峰研

器的设计与优化、防护装备的研发与设计、工程爆破

究员，中科院院士、南京理工大学芮筱亭教授，南京

技术等等，这些属于爆炸与冲击动力学领域的研究

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张骏教授，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

得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也加速推动了我国爆炸与

长、爆炸力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戴兰宏研究员，

冲击动力学中爆炸驱动和冲击加载实验技术、爆炸

爆炸力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王成教授，南京理工大

与冲击安全理论与技术、爆炸与冲击多尺度高性能

学机械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吴志林教授、院长陈雄教

运算、各种高精度高性能新型测量技术的发展. 大量

授，科研院综合计划处梁祎副处长，瞬态物理国家

的国家、地方和行业需求让爆炸与冲击动力学在近

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陈志华研究员，中国工程物

二十年来得到飞速的提高和发展，反过来，爆炸与冲

理研究院流体物理研究所王桂吉研究员，华南理工

击动力学的发展成果也为国防建设和国家经济建设

大学姚小虎教授，北京理工大学机电学院副院长刘

提供了大量的技术支撑. 在当前我国国防建设和航

彦教授等特邀嘉宾与会. 来自近 30 所高校和研究所

空航天技术高速发展的时期，爆炸与冲击动力学将

的 80 余位特邀代表和青年学者参会. 会议开幕式由

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也会继续被时代所推动而高速

南京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陈雄教授主持.

发展.

开幕式上张骏教授致欢迎词，他代表承办方向

爆炸与冲击动力学及其相关学科的迅速发展，

与会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对基金委领导和各

及时了解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对青年学者成长非

位同行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张骏教授简要介绍了

常重要，而发展国际领先的创新方法、解决本领域

南京理工大学的基本情况、优势学科专业以及取得

前沿科学问题，迫切需要在研究队伍方面培育新的

的重大科研成果. 他指出，爆炸与冲击动力学是南京

增长点. 为了对学科发展的新趋势及面临的挑战进

理工大学兵器科学与技术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一

行深层次探讨，为青年工作者提供对爆炸与冲击动

大批专家学者长期从事该领域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关

力学相关研究领域中共性科学问题进行深入交流、

键技术攻关，产出了一批标志性成果，为我国国防

寻求交叉合作的机会，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装备研制与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在国家自然科学

数理科学部和中国力学学会爆炸力学专业委员会

基金委的持续稳定支持下，我国青年学者正处于科

联合主办，分别于 2015 年 10 月 30 日—11 月 1 日由

学研究的黄金时代. 第三届全国爆炸与冲击动力学青

北京理工大学爆炸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承

年学者学术研讨会，聚焦基础研究，促进学术交流，

办“首届全国爆炸与冲击动力学青年学者学术研讨

必将有力推动该领域基础研究的发展和青年人才的

会”[1] 和 2017 年 10 月 27—29 日由中国科学技术大

培养.

学近代力学系承办“第二届全国爆炸与冲击动力学青

雷天刚研究员表示，期望与会青年学者能够拓

年学者学术研讨会” ，两次研讨会各邀请了 40 名左

展爆炸与冲击动力学，把爆炸与冲击动力学做大做

右爆炸与冲击动力学领域具有良好发展潜力的青年

强. 面对爆炸力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他认为需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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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固体力学、材料结构功能一体化等方向的研究

性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深入地剖析，介绍了

内容，进行跨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将其他学科的成

发射装药发射安全性研究进展，并系统论述了发射

果和方法运用到爆炸与冲击动力学中. 戴兰宏研究

装药发射安全性评定技术框架，指出了评定发射装

员回顾了青年研讨会学术交流平台的创立和发展历

药发射安全性的判别准则. 其中，芮院士重点介绍了

程，并代表爆炸力学专业委员会对基金委领导、特邀

一种多体系统动力学新方法——“芮方法”的理论体

嘉宾、承办方南京理工大学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他

系、研究进展与应用现状，该多体系统传递矩阵法由

高度评价了爆炸力学领域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于其无需系统总体动力学方程和快速计算的特点，

的三位老先生以及芮院士团队、南京理工大学对国

已被广泛用于各种多管火箭、自行火炮、舰炮等复杂

防军工发展做出的贡献，认为青年人才决定了爆炸

大型机械系统动力学分析与设计，该方法解决了自

力学学科的发展进程，期望与会青年学者能够像老

行火炮、多管火箭武器多体系统动力学的重大工程

一辈专家在爆炸力学领域为国家做出贡献.

问题. 最后，芮院士介绍了爆炸力学对当前武器系统

本次研讨会的学术报告分为特邀报告、专题邀

安全性研究的重要性，并对其中关键的爆炸力学相

请报告和主题邀请报告三种类型. 在特邀报告中，

关问题进行了说明.

芮筱亭教授、王成教授、姚小虎教授、王桂吉研究员

(2) 王成教授在题目为《爆炸毁伤的高精度计算
方法及其应用》的报告[5-6] 中系统介绍了当前爆炸毁

等 4 位特邀学者分别就武器系统安全性动力学、爆
炸毁伤的高精度计算方法及其应用、聚合物软材料

伤与安全防护问题，指出由于涉及气体、固体和液体

温度耦合应变率力学性能及其本构理论、电磁驱动

等多种介质在极端载荷下的强非线性力学行为，由

实验装置、技术及应用等方面深入介绍了爆炸与冲

于问题的复杂性，数值计算成为当前研究该类问题

击动力学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和最新进展，并分享

的主要手段. 王成教授还介绍了其团队所研发具有

了科学研究经验. 王成教授、姚小虎教授分别主持了

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精度大规模仿真算法与软件，特

特邀报告环节.

别是其中爆轰问题的高精度算法理论与格式、爆炸

在专题邀请报告中，19 位 40 岁以下的青年学者

冲击波传播、多物质耦合数值仿真等方面的研究成

结合自己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探讨了爆

果. 该软件实现了烤燃、可燃气体火焰加速和燃烧转

炸、冲击或能量突然沉积等强动载荷作用下，介质、

爆轰、炸药冲击起爆与爆轰、聚能射流形成与侵彻、

材料与结构的力学响应、效应及工程技术应用等系

密实介质中爆炸等典型爆炸毁伤问题的数值模拟，

列爆炸与冲击动力学问题，与参会代表交流讨论了

并在我国重特大爆炸事故调查和煤矿安全应用中得

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在主题邀请

到了应用.

报告中，17 位 40 岁以下的青年学者围绕爆轰和爆炸
动力学、轻质复合材料的动态力学行为、材料动力学

(3) 姚小虎教授在题目为《聚合物软材料温度耦
合应变率力学性能及其本构研究》的报告[7-8] 中对透

和实验测试技术、结构动力学和多尺度高性能计算

明聚氨酯、有机硅材料和丙烯酸基聚合物动态力学

等 4 个主题依次进行汇报，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广泛

性能实验技术、实验方案和实验结果进行了系统详

讨论. 下面对与会学者所做的报告内容进行简要介

细的介绍；在此基础上，阐述了聚合物软材料的率温

绍，并附上相关的代表性论文作为参考文献供进一

等效性特征及其失效准则，给出了此类材料一般适

步了解.

用的热超黏弹性本构模型.

1 特邀报告

(4) 王桂吉研究员在题目为《电磁驱动实验装
置、技术及应用》的报告[9-10] 中对脉冲大电流装置、

特邀报告分别由北京理工大学王成教授和华南

电磁驱动实验技术及其在典型物理力学中的应用进

理工大学姚小虎教授主持. 南京理工大学芮筱亭院

行系统的介绍. 首先，对 CQ 系列电磁驱动准等熵加

士、北京理工大学王成教授、华南理工大学姚小虎

载装置和 PTS 电磁驱动装置进行了简要介绍；在此

教授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流体物理研究所王桂吉

基础上，对电磁驱动实验技术、斜波 (准等熵) 加载

研究员应邀做了特邀报告.

实验技术、冲击压缩实验技术、柱面套筒内爆实验

(1) 芮筱亭院士在题目为《武器系统安全性动力
学研究》的报告[3-4] 中，对当前国内外武器系统安全

技术、磁压剪联合加载实验技术等电磁驱动实验技
术原理与应用进行介绍；最后，对此类技术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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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方程、强度和本构关系、相变和相变动力学、断

新机制. 据此设计了具有 3 个方向可控的三维拉胀

裂、损伤等典型物理力学应用情况与实验结果进行

材料，并设计了新型的三维压扭耦合超材料，且克

了介绍.

服了压扭耦合效应存在范围小的不足.

2 专题邀请报告

(6) 张超在《复合材料层间断裂韧性的率相关性
研究》报告[21-22] 中介绍了一种单轴双向电磁霍普金

专题邀请报告分别由王桂吉、刘彦、郑志军、郭

森杆对双悬臂梁试样的对称加载技术，实现了复合

亚洲和索涛等5位教授先后主持；19 位 40 岁以下青

材料层间界面的纯 I 型动态断裂，发现 I 型断裂随

年学者应邀做了专题邀请报告.

加载速率的增加由界面脱黏主导转变为裂纹分叉主

(1) 胡建波在《光、力作用下材料的微观尺度
动力学研究》报告[11-12] 中介绍了超快电子衍射、动

导；发展了实验--数值混合法，获得了动态层间界面

态 X 射线衍射等先进的超高时空分辨诊断技术，并

韧性与裂纹速度和加载速率的相关性.

利用该技术开展了材料在超短激光脉冲激发、激光
冲击压缩等作用下的响应机理研究，获得了微观尺

(7) 敬霖在《轮轨接触随机不平顺引起的动态
响应及可靠性寿命预测》报告[23-24] 中系统研究了高

度上的深入认识，为相应尺度模型的建立和校验提

速轮/轨钢在宽应变率、宽温度范围及含疲劳损伤时

供了物理基础.

的静动态力学性能及本构关系；建立了车轮不圆顺

起始和扩展断裂韧性，发现了裂纹的动态扩展断裂

(2) 郭亚洲在《金属材料的动态失效》报告

[13-14]

引起的轮轨接触随机不平顺的数学模型，研发了其

中介绍了自己近年来的工作，主要包括三方面的研

可视化软件；分析了轮轨接触随机不平顺引起的轮

究内容：一是基于 Hopkinson 杆的动态实验技术，二

轨动态响应以及应变率效应对其动态接触行为的影

是金属材料的绝热剪切失效机理，三是航空材料的

响；发展了基于动态响应的多边形车轮可靠性寿命

动态变形与失效模型. 其中着重介绍了其近期发表

预测方法.

于顶级期刊物理评论快报 (PRL) 上的关于金属材料

(8) 缪馥星在《脉搏波传播速度与血液--血管耦
合系统特性的关系》的报告[25-26] 中从应力波角度阐

绝热剪切失效机制的工作.
(3) 陈力在《大空间燃气爆炸荷载特点和破坏效
应研究》报告[15-16] 中介绍了所研发了开敞空间、泄

述了人体脉搏波的特性，建立了一个流--固耦合/纵

爆空间和管廊空间三种典型空间的大型燃气爆炸试

子，从数理上为解读“位数形势”中医脉诊提供更丰

验系统，以及基于 OpenFOAM 进行的二次开发并结

富的信息.

波--横波耦合的串联模型，提出了血液--血管耦合因

合FLACS进行的多种空间燃气泄漏爆炸精细化有限

(9) 张蕾在《基于高性能计算策略平衡含能材

元分析；探讨了泄漏条件、浓度、气体体积、拥塞程

料的爆炸性能和冲击波感度》报告[27] 中介绍了一种

度、泄爆阈值和面积、点火位置、布局和壁面条件

自主研发的针对分子晶体原子尺度计算的、高精度

等对火焰、温度和爆炸波等灾害链传播演化的影响

大规模并行计算软件；基于该软件研究了官能团、

规律.

分子骨架、晶体堆积方式与产物分布对炸药爆轰性

(4) 柳占立在《爆炸冲击波作用下颅脑损伤与防
护的计算和实验研究》报告[17-18] 中针对现代战场颅

能的影响规律，并分析了炸药晶体热稳定性的影响

脑爆震伤防护需求，建立爆炸冲击波--头部流固耦合

性”新概念；最后预测了新型环状全氮物质.

规律；分析了异常化学反应规律并提出了氮“双芳香

模型揭示了爆炸冲击波作用下颅脑损伤机理，为头

(10) 李鑫在《纤维金属三维复合材料的静动态

部防护装备的生物防护效能提供评价标准；基于高

力学行为研究》报告[28] 中介绍了新型三维复合材料

仿真头颈部物理模型动态测试系统与激波管实验平

在刚性子弹冲击作用下三维复合材料的变形失效模

台，建立头盔生物防护效能的评价体系，对现役头盔

式、能量吸收及弹道极限. 实验结果表明通过将纤维

防护性能评价与新型头盔研发提供实验测试平台.

和金属进行三维复合，能有效避免载荷作用下纤维

(5) 胡玲玲在《力学超常材料和应力波调控》报
告[19-20] 中介绍了拉胀材料在大变形下力学性能的理

金属界面失效对结构的稳定性影响. 研究同时指出，
对于此类三维复合方式，需要保证纤维足够的百分

论模型，实现了对其力学性能的预测、调控和设计.

比以及合理的纤维复合方向从而提高材料的静动态

提出构建三维力学超材料的一种空间斜杆手性旋转

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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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李伟兵在《不同回火温度 40CrMnSiB 钢柱

壳膨胀断裂过程与冻结回收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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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开发了混凝土二维以及三维细观有限元建模软

中介绍了

件. 通过三维细观数值模拟，讨论了粗骨料强度、砂

其膨胀断裂过程超高速摄影试验及水井破片回收试

浆强度以及粗骨料体积率对侵彻深度尺寸效应幅值

验，分析了柱壳断裂形成破片特性及断口金相，并设

的影响. 通过引入尺寸效应项，提出了修正的侵彻深

计了柱壳膨胀断裂中间状态冻结回收装置，回收获

度计算公式.

得了 3 种回火温度壳体的膨胀断裂中间状态，揭示
了不同回火温度处理下 40CrMnSiB 钢壳体内部裂纹

(17) 董奇在《内爆炸准静态压力作用下的壳体
动态力学行为》报告[37-38] 中介绍了爆炸容器的内部

演化规律.

爆炸载荷特性和内爆炸准静压对壳体动态响应的影

[29]

(12) 范吉堂在《柔性聚合物材料的冲击动力学

响，提出了考虑有限空间内爆炸后续准静态压力的

中介绍了

球壳动态响应的力学分析模型，分析了有限空间内

一种柔性聚合物材料的静动态力学本构模型，提出

爆炸后续准静态压力对弹性及双线性等向强化弹塑

了静动态力学性能的多尺度调控原理，发明了一系

性球壳最大变形的影响. 通过对比发现，塑性响应的

列具有变形完全恢复、强度高、变形量大等动态力

研究对于有限空间内炸药威力评估更有价值.

响应、结构设计及防护工程应用》报告

[30]

学特性的超高分子量大变形透明聚合物材料. 在此

(18) 李干在《长杆弹侵彻岩石的尺度效应与侵

基础上，研制出了一种具有轻量化程度高、防护力

彻机制转变研究》报告[39] 中介绍了宽速域动能弹侵

强等优势的透明防护结构.

彻问题的研究现状，从弹/靶材料动态力学行为的角

(13) 罗宁在《多相爆炸反应系统中功能材料制

度对岩石刚性侵彻的尺度效应、侵彻模式转变的尺

备与性能研究》报告[31] 中介绍了一种创新性的气液

度效应和物理机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建立了可描

爆轰技术，并利用瓦斯、煤层气等煤基能源材料混合

述岩石刚性侵彻阶段尺度效应的侵深计算模型，阐

爆轰产生的瞬时高温、高压可以为碳基纳米结构材

述了侵深逆减现象的尺度效应，探讨了长杆弹宽速

料的形成提供有利的生长环境，成功制备了碳纳米

域侵彻岩石侵深变化规律的内在机制.

洋葱、铁基多壁碳纳米管、碳纳米管、碳包覆铁基纳
米颗粒复合材料，并深入探讨了其摩擦学性能、抗电

(19) 高光发在《抗侵彻防护材料多尺度研究工
作汇报》的报告[40-41] 中介绍了混凝土类材料动态力

磁波干扰性能及电化学动力学性能等. .

学性能及其抗侵彻宏观尺度研究现状与进展，分析

(14) 陈荣在《PBX 炸药非冲击点火燃烧过程数

了混凝土类材料准细观结构对其抗侵彻行为的影响

值模拟初探》报告[32] 中介绍了利用离散元方法模

规律，揭示了了混凝土类材料准细观结构中各成分

拟 PBX 炸药受到意外刺激后从温升形成热点到燃烧

材料动态力学性能对其混凝土材料动态力学性能与

反应的过程的一种途径. 首先，通过离散元方法模拟

本构关系的影响规律，阐明了准细观结构形式与给

了细观尺度下的裂纹演化和热点生成过程；然后，

成分材料动态力学性能对混凝土类材料动态力学性

通过引入描述气体产物的微气相元方法，模拟了气

能和抗侵彻行为的影响机理.

体产物驱动炸药内部裂纹扩展并在裂纹内部流动的
现象；最后，通过引入WSB燃烧模型模拟了从固相到
气相转化的过程.

3 主题邀请报告
主题邀请报告由秦庆华、高光发、柳占立和张先

(15) 马宏昊在《储氢炸药爆轰机理及爆炸性能
研究》报告[33-34] 中介绍了金属异构界面设计及爆炸

绕爆轰和爆炸动力学、结构动力学和多尺度高性能

安全研究进展；针对抗弹和抗爆需求，以及特种环境

计算、材料动力学和实验测试技术、复合材料结构的

下复合金属材料的要求，提出金属异构界面设计方

动态力学行为、轻质结构的吸能特性和优化设计等

法，并利用爆炸技术实现，研究了多金属的爆炸复合

主题进行报告. 主题邀请报告每人 10 分钟 (含交流).

理论和技术，汇报了课题组在爆炸安全方面的研究
进展.

锋等 4 位教授先后主持. 17 位 40 岁以下青年学者围

(1) 陈艳在《聚脲动态力学行为及本构模型》报

告[42] 中介绍了聚脲静动态力学行为的温度和应变率

(16) 吴昊在《弹体侵彻研究工作汇报》报告[35-36]

依赖规律，结合聚脲微相分离结构，提出了同时考虑

中介绍了刚性弹侵彻混凝土相似规律，分析了理

剪切、体胀，基于率形式的自由体积演化方程，通过

论侵彻公式、半理论侵彻公式的局限性及存在的问

构建宏观内能弹性、熵弹性和黏弹性行为与分子内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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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长和键角变化、分子链伸长与回复、分子链间相对

学/电化学耦合行为研究》报告[49] 中介绍了在锂电池

运动之间的关联，建立了基于自由体积的聚脲非线

冲击载荷下的多物理场安全行为方面研究，通过设

性黏弹性本构模型.

计实验表征了电池在短路/未短路状态下的力--电--热

(2) 张博在《爆轰极限的动力学规律及理论模

型》报告

[43]

中介绍了爆轰极限动力学规律及理论模

型方面的研究进展，研究并分析了爆轰波物理结构
对爆轰极限的影响机制，报告还提出了几种可靠的
爆轰极限预测模型.

耦合行为，建立了在机械滥用工况下的锂电池多物
理场数值计算模型，揭示了锂电池在机械滥用工况
下的失效行为和机理.
(10) 宋振华在《飞机复合材料结构在冰雹冲击载

荷下的动态响应》报告[50] 中介绍了冰的动态力学性

(3) 刘家贵在《多孔金属中塑性波传播规律的实

能及起改进的霍普金森杆测试方法和波形整形器的

中介绍了梯度多孔金属的冲击动力

设计方法，研究了碳纤维复合材料曲面板结构在冰

学实验研究进展，研究了梯度泡沫金属在高速冲击

雹冲击载荷下的动态力学响应和特殊的失效特征，

作用下力学特征，发现了塑性波和冲击波两种传播

并结合数值计算及理论分析揭示了该型板材结构不

模态，并给出了两种模态的临界速度的实验界定方

同失效模式的力学机理.

验研究》报告

[44]

法和通过密度调控冲击动应力的可行性方案.

(11) 李志斌在《材料动态力学性能、武器高效毁

(4) 彭辉在《爆炸与冲击动力学软件确认方法》

伤》报告中介绍了一种人员目标的毁伤效能评估方

报告中介绍了基于高精密物理实验确认研究的基本

法研究，分别针对人员目标易损性和武器毁伤效能

思路，结合爆轰驱动问题的具体事例，阐述了复杂问

分析提出了具体的分析方法.

题确认研究的物理问题分层、确认实验设计原则、
数值模拟与实验的量化确认流程.

(12) 王中钢在《轻质层级式多胞结构冲击响应

机理》报告中[51] 介绍了轨道车辆轻质车身结构在局

(5) 张建勋在《轻质金属多孔结构的动态力学行

部/端部耐冲击设计中面临的迫切需求与共性难题；

为》报告[45] 中介绍了爆炸冲击载荷作用下双层金属

以顶点基多胞层级式结构为例，分析了典型层级结

泡沫夹芯板的动态响应理论和数值计算研究，建立

构塑性理论吸能模型及冲击响应特征.

了瞬动载荷下四边固支双层金属泡沫夹芯板动态响

(13) 徐豫新在《毁伤与防护评估中的爆炸与冲

应的理论模型，并给出了基于内接和外切屈服条件

击动力学问题》报告[52] 中围绕毁伤与防护评估中的

的理论解和膜力解.

爆炸与冲击动力学问题，介绍了评估研究中标准弹

(6) 温垚珂在《生物软组织的霍普金森杆试验研

靶力学等效及试验方法、大场景下爆炸冲击的快速

究》报告[46] 中介绍了一种基于PVDF压电薄膜传感器

精准仿真方法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力学等效、载荷等

的动态压缩测试方法和一种采用薄壁空心铝杆作为

效的方法，建立了基于结构化网格的大场景毁伤效

透射杆的动态拉伸测试方法，获得了猪肌肉、脂肪和

能评估方法，体系化发展了基于中间件的多算子共

内脏器官的动态力学数据.

架算法.

(7) 李世强在《轻质多孔金属及其梯度夹芯复合

(14) 李营在《宏微观一体化多功能抗爆超材料

结构的塑性动力学行为》报告[47] 中针对梯度、层级

设计及应用》的报告[53] 中介绍了抗爆隐身多功能一

金属夹芯结构，分析了对其在不同载荷下的变形失

体化超材料力学模型和设计方法，阐明了冲击载荷

效机理、抗冲击性能和能量吸收机制，从力的传递、

作用下多尺度超材料的变形机理及失效模式；建立

冲击波衰减角度分析了梯度结构的防护性能.

了爆炸冲击多物理场作用下多功能抗爆超材料的性

(8) 熊健在《生物多孔结构冲击力学行为》报

能预测与评价方法.

中介绍了理工医交叉课题人体头盖骨多孔结构

(15) 向美珍在《金属微层裂: 从分子动力学模拟

的冲击力学行为. 系统研究了几个典型结构参数 (包

到宏--细观耦合建模》报告[54] 中介绍了所建立的适用

括：冲击物的大小、形状，等效夹芯结构中各层的厚

于描述多晶冲击熔化过程耦合均匀熔化和非均匀熔

度比，不同头盖骨截面) 对结构冲击行为的影响，揭

化两种机制的混合熔化动力学模型，发展了耦合动

示了中低速冲击作用下人体头盖骨多孔结构的失效

态熔化效应、温度效应的韧性损伤累积模型.

告

[48]

破坏和能量吸收机制.
(9) 许骏在《碳硅复合颗粒在快充条件下的力

(16) 王马法在《内爆发射技术研究进展》报告中

介绍了内爆发射技术的研究背景、发展历史、结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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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国内外现状和开展的研究工作，具体分析了在单

向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提炼真正具有科学共性、机理

级内爆发射技术和辅助压缩内爆发射技术方面开展

性的学术选题并开展深入研究.

的试验和仿真工作，提出了采用剃度气体作为驱动
气体的方法.
(17) 范志强在《聚氨酯复合泡沫动态力学特性

最后，经与会青年学者无记名投票决定“第四届
全国爆炸与冲击动力学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由国防
科技大学承办.

及其空心颗粒破碎行为影响》报告中介绍了一种新

参

型聚合物复合材料动力学特性和填充结构塑性动响
应，并基于响应面代理模型和多目标优化技术对不
同缓冲工况进行反向结构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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