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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用于观 察 自由面微物质喷 射
的高速纹影系统
谭显祥

黄

福

(西 南流体物理研究所 )

宀要

我们研制了一种适 于 冲击波研究用的透射式高速纹影 系统,并 用它清晰地记录到铅、

钢样品 自由面上微物质喷 射的图象。
关铤 词

、
高速纹影技术卜微物质喷射;冲 击波。

1.-个 迂 射式高速纹形系统
纹影光学 系统与时间分辨 高速相机结合,即 可组成高速纹影系统。其中纹影光路和高速
相机的光学系 统需准确匹配。图 1为 一个用于冲击波实验的透射式高速纹影系统图。氙灯光
源 1经 聚光镜 2聚 焦在光源狭缝 3上 ,后 者置于照 明物镜 4的 焦面。物镜 4出 射平行光,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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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防爆墙 5,由 两块反光镜 6折 转光路。反光镜间适当位置安放待研究的扰动 区D。 纹影镜
7将 光源狭缝成像在焦面上 ,焦 面处安置刀口 8。 然后 由附加透镜 9和 相机第二 物镜10聚 焦
然后经过相机第二 物镜 、
在阶梯光阑11上 。扰动区 D通 过纹影镜 7成 僳 在相 机第 一次像 面上 。
转镜和排透镜成僳在相机底片上。
高速纹影 系统探测扰 动区偏角的灵敏度 ,由 (曰 /rz`)决 定 。其值 越小 ,系 统 越 灵 敏 。
因此,狭 缝光源象四应尽可能小些。最小值由光学系统的衍射条件限制。此外,图 1所 示系
统,也 容易调节扰动 区的线视场大小,即 可作成适应性比较强的纹影系统。
2.自 由面 微物质喷射的高速纹影显示

利用上述透射式高速纹影系统,观 测了冲击载荷下样品 自由面的微物质喷射现象。获得
了铅和钢材料在各种压力下,不 同表面质量的微物质喷射图像。鉴于喷射速度较快,为 获得
渭晰结果,高 速相机的拍摄频率经实验后取为 8× 106f/s,每 幅曝光时间为0.1251ts。
⒍
图 2显 示表面光洁度为 氵的铅样品,在 31G Pa压 力下的表面喷射情况。 由系列照片可

图2

铅样品 自由面微物质喷射照片

以看出,当 冲击波到达样品表面时,“ 绒毛
”
状 的微物质喷射在整个 自由面上是不均
匀的。虽然各处同时有喷射,但 某些 局部
地区特别强烈。且喷射量逐渐增加。这说
明自由面上的微物质喷射不仅与材料表面
质量有关,也 与内部缺陷 (如 材料内的夹
渣 、缩孔等)有 密切关系。
图 3是 钢样品在狃 G Pa压 力下 自由
面喷射情况。材料表面光洁度为

0冫

。由

图可以看出,随 着表面光洁度的提高,喷
射量 减弱。但局部地 区 (图 中右上角 )除
了 “绒毛状 ”喷射外 ,还 有强烈的针状喷
射物质。

图3

钢样 品自由面微物质喷射照片

以上结果 ,用 高速相机直接拍摄是不能得到的。借 助于上述 高灵敏度纹影系统,可 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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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不 同条件下 微物质喷射情况。为高压物理研究工 作者提供 了有关信 息。
参加实验工作的有宋敬丽、马杰、刘海涛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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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high-speed schⅡ eren system suited for shock wave

studle丈 is developed in this papcr。

Photos of massˉ ejection phenomena fronn shocked

free surfaces of both lead and steel samples were recorded clearly by using this inˉ
stru m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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