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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氩气条件下，对 ＺｒＣｕＡｌＮｉＮｂ 非晶及其晶体合金进行了撞击速度范围为 ７８．９ ～ １５５ ｍ ／ ｓ 的

Ｔａｙｌｏｒ 撞击试验研究，利用高分辨率高速摄影对材料的失效断裂过程进行记录，并对失效断裂后的试

件进行回收；利用扫描电镜对其断面微观形貌进行观察，分析材料在不同速度撞击下的失效断裂行

为。 ＺｒＣｕＡｌＮｉＮｂ 非晶合金由低速撞击下的单条主剪切带断裂到高速（≥１５０ ｍ ／ ｓ）撞击下的多条剪切

带断裂的转变，而且多条沿着试件轴向方向次生剪切带形成；其复杂的受力导致多种断裂形貌，动态

温升加剧了材料热软化效应。 ＺｒＣｕＡｌＮｉＮｂ 晶体合金撞击靶板产生的裂纹主要沿着轴向扩展，在多条

裂纹的相互作用下导致晶体合金失效破碎，断裂形貌呈现河流状的解理断裂形貌。 对 ＺｒＣｕＡｌＮｉＮｂ 非

晶合金的力学性能及其失效行为研究可为推动 Ｚｒ 基非晶合金的工程应用提供理论指导与试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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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晶合金是一种新型结构材料，由于其长程无

序结构、在一定温度范围内具有软化的特性以及过

冷液相区的存在［１⁃２］，使得其不存在类似晶体的位

错等缺陷，并且其具有极高的强度、弹性极限、韧性、
耐磨性和抗腐蚀性，由于具有的这些性能都不具有

方向性，使得非晶合金成为二十一世纪最具前景的

材料之一，受到国内外科技界的高度重视。 随着其

制备技术的逐渐成熟，非晶合金尺寸的不断增大，促
进其研究方向越来越广阔，Ｚｒ 基非晶合金成为非晶

合金中的一个研究热点，近年来学者们开展了很多

Ｚｒ 基非晶合金以及作为毁伤元的试验研究［３⁃１０］，发
现其冲击释能与化学反应过程都与材料的动态力学

性能、失效断裂及破碎行为密切相关。
国内外学者，对 Ｚｒ 基非晶合金的静态和动态力

学性能进行了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针对静态力学性

能：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１１］发现在室温条件下 Ｚｒ
基非晶合金在压缩状态下具有良好的塑性；Ｘｉａｏ
等［１２］发现应变速率增加，拉伸断裂微观形貌从传统

的脉状花纹变为酒窝状花纹；房连祥等［１３］ 对 Ｚｒ４７
Ｃｕ４６Ａｌ６Ｃｏ１ 非晶合金的拉伸力学性能进行研究，发

现其呈现一般非晶合金的脆性断裂。 针对动态力学

性能：Ｌｉｕ 等［１４］通过小型分离式霍普金森压杆研究

Ｚｒ６４．１３Ｃｕ１５．７５Ａｌ１０Ｎｉ１０．１２发现随着应变率的增加，屈服

应力下降；Ｘｕｅ 等［１５］ 研究 Ｚｒ３８ Ｔｉ１７Ｃｕ１０．５Ｃｏ１２Ｂｅ２２．５ 非

晶合金在室温下宽应变率的单轴压缩行为，经过准

静态加载的试样形成了成熟的剪切带和显著的塑性

变形，断裂表面相对光滑，并且显示出发育良好且均

匀分布的静脉状图案和河状图案的混合物。
国内外的研究学者在 Ｚｒ 基非晶合金的失效行

为尤其是断裂、破碎以及塑性变形行为上进行了一

些研究，比如 Ｃｌｉｎｅ 在进行 Ｚｒ 基和 Ｐｄ 基非晶合金的

Ｔａｙｌｏｒ 撞击试验时发现试件撞击后会发生失效断裂

破碎［１６⁃１７］，王传婷等［３，９］对 Ｚｒ 基非晶合金在各种冲

击速度下的动态碎裂进行了研究。 随着 Ｗｉｌｌｍｏｔｔ 对
Ｔａｙｌｏｒ 撞击试验的改进，并成功对防弹玻璃这种脆

性材料进行研究［１８］，Ｔａｙｌｏｒ 撞击试验越来越广泛地

应用于测试材料的动态力学性能。 徐振和熊迅

等［１９⁃２０］也对石英玻璃进行了 Ｔａｙｌｏｒ 撞击试验，至此

虽然 Ｔａｙｌｏｒ 撞击试验已经广泛地应用于测试材料的

动态力学性能，但是针对 Ｚｒ 基非晶合金的 Ｔａｙｌｏｒ 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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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断裂失效行为的研究仍然很少。
因此本文主要选择对 ＺｒＣｕＡｌＮｉＮｂ 非晶合金高

速撞击下的失效断裂行为进行研究，并为了方便观

测撞击失效行为，选择其晶体合金做对比，利用

Ｔａｙｌｏｒ 撞击试验，使用高速摄影对其撞击失效破碎

过程进行拍摄记录，采集得到材料的撞击速度以及

对材料的撞击破碎过进行记录；对撞击破碎的弹体

进行回收，再利用 ＳＥＭ 对回收失效断裂后的微观形

貌进行分析，研究其在高速撞击下的失效行为。

１　 材料与试验方法

１．１　 制备过程

试验所用 ＺｒＣｕＡｌＮｉＮｂ 非晶合金是利用真空非

自耗电弧熔炼炉进行熔炼后铜模吸铸而成，其制备

流程为：将高纯度合金原材料去除表面氧化层，按照

原子百分比换算到质量比进行称量，利用高纯度酒

精清洗干净后放入到熔炼炉中，多次熔炼原材料将

其混合均匀，最后吸铸到纯铜模具中获得直径为

１０ ｍｍ的ＺｒＣｕＡｌＮｉＮｂ非晶合金棒料。 而ＺｒＣｕＡｌＮｉＮｂ
非晶合金棒料经过 ６００℃的高温退火 ４ ｈ，晶化获得

ＺｒＣｕＡｌＮｉＮｂ 晶体合金棒料。

图 １　 Ｚｒ５８．５Ｃｕ１５．６Ａｌ１０．３Ｎｉ１２．８Ｎｂ２．８非晶及

晶体合金的 ＸＲＤ 衍射图谱

图 １ 为 Ｚｒ５８．５Ｃｕ１５．６Ａｌ１０．３Ｎｉ１２．８Ｎｂ２．８非晶合金及其

晶体合金通过 Ｘ 射线衍射分析得到的图谱，其中横

轴为衍射的峰值（角度），纵轴为衍射相对强度，代
表着其强度的计数点的叠加。 从图 １ａ）中可以看出

整个图谱没有类似晶体合金的精细谱峰结构，在 ２θ
＝ ３８°附近有一个明显的宽的漫散射峰，表现为典型

的非晶结构峰，证明所制备得到的 Ｚｒ５８．５Ｃｕ１５．６Ａｌ１０．３
Ｎｉ１２．８Ｎｂ２．８ 非晶合金棒料为完全非晶体结构；从图

１ｂ）中可以发现有多个精细的谱峰结构，表明制备

的 Ｚｒ５８．５Ｃｕ１５．６ Ａｌ１０．３ Ｎｉ１２．８ Ｎｂ２．８ 晶体合金材料为晶体

结构。
１．２　 霍普金森压杆实验

场地实物装置布置以及试验示意图如图 ２ 和 ３
所示，试验主要的装置由气枪、撞击杆、透射杆、入射

杆、合金垫块、亚克力箱以及吸收装置等组成。 应变

片放置在入射杆和透射杆上的中间位置且沿径向相

对放置。 为了保证压杆不被屈服，非晶合金采用的

试件的名义尺寸为 Φ６ ｍｍ×３ ｍｍ 的扁平试件，将试

样放于入射杆与透射杆之间，最后在试件与压杆中

间使用一对高硬度合金垫块减小试件的应力集中，
用压缩空气的气枪驱使子弹去撞击入射杆，此时就

会产生入射波［３］。 入射波在入射杆中向前传播，当
传到试验样品时，试样就会被压缩。 同时，入射波一

部分会以反射波的形式被反射回入射杆，而另一部

图 ２　 ＳＨＰＢ 试验装置实物布局图

图 ３　 ＳＨＰＢ 试验示意图

·７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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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穿过试样以透射波的形式进入透射杆。 入射杆

与透射杆上的应变片将这些信号波记录在数字示波

器（即超动态应变仪）上。
１．３　 Ｔａｙｌｏｒ 撞击试验

图 ４ 为 Ｔａｙｌｏｒ 撞击试验布局示意图，其试验平

台主要是基于 ＳＨＰＢ 试验平台，其发射装置为由压

缩氮气驱动的 １４．５ ｍｍ 弹道枪，主要由钢性靶板、弹
体试件、高速摄像、高强度光源以及亚克力回收箱等

组成。 本试验采用的高速摄像为 Ｐｈａｎｔｏｍ Ｖ２５１１，
其摄像频率为 １５０ ０００ ｆｒａｍｅ ／ ｓ。 本试验通过调整加

载的压缩氮气气压使弹体试件以不同的速度撞击钢

性靶板。 弹托和试件如图 ５ 所示，试样弹体选择圆

柱形，其名义尺寸为 Φ１０ ｍｍ×Ｈ３０ ｍｍ。 为了保证

密封性在弹托上刻有 ４ 排闭气槽，保证膛内加速［４］。

图 ４　 Ｔａｙｌｏｒ 撞击试验布局图

图 ５　 弹托和试件实物图

当试件高速撞击刚性靶板，由于其脆性材料的

特征，在空气条件下与氧气、氮气等进行反应，非晶

材料高速撞击破碎产生温升，使部分材料达到化学

反应的临界温度，从而引发材料剧烈的燃烧现象，发
出高亮度火光过度曝光，对高速摄像的记录进行干

扰，并且由于试验情况的限制无法选择真空环境，而
且在亚克力箱中充入氩气可有效避免反应，满足试

验要求，所以选择充满氩气来避免过度曝光［３，５］。
图 ６ 为 ＺｒＣｕＡｌＮｉＮｂ 非晶合金及其晶体合金在空气

以及氩气条件下撞击钢靶对比图，可以明显发现充

入氩气后，只有由于材料破碎温升引发的微弱火光，
而没有化学反应导致的耀眼火光，说明氩气环境对

抑制化学反应具有明显的效果。

图 ６　 ＺｒＣｕＡｌＮｉＮｂ 非晶合金及其晶体合金在

空气以及氩气条件下撞击钢靶对比图

２　 试验结果

２．１　 ＳＨＰＢ 试验结果

由课题组郭志平等［２１］ 的论文可以得到如图

７ａ）所示的 ＺｒＣｕＡｌＮｉＮｂ 非晶合金在室温条件下的动

态压缩试验结果图。 可以显著发现在动态载荷加载

的情况下，试样的应力应变曲线中几乎没有塑性变

形阶段，只表现出线弹性行为，只有在高应变率下，
表现出非线性行为，与陶瓷等脆性材料类似。 主要

原因是在该阶段试件损伤的累积以及发展，随着应

变增加，应力增加幅度相对较小，ＺｒＣｕＡｌＮｉＮｂ 非晶

合金未表现出显著的屈服现象，达到断裂应力，

图 ７　 动态压缩不同应变率条件下 ＺｒＣｕＡｌＮｉＮｂ
非晶及晶体合金应力应变曲线

·８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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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ｒＣｕＡｌＮｉＮｂ 非晶合金就发生失效断裂，因此材料的

动态断裂应力就是非晶合金的屈服应力。 图 ７ｂ）为
ＺｒＣｕＡｌＮｉＮｂ 晶体合金在动态压缩不同应变率条件

下的应力应变曲线。 可以发现晶体合金在动态载荷

作用下与非晶合金的结果类似，都表现出脆性材料

的特性，不具有塑性，动态压缩下的断裂应力显著比

非晶合金下的高，而且随着应变率的增加，晶体合金

材料的断裂应力逐渐增大，表现出正的应变率敏

感性。
２．２　 Ｔａｙｌｏｒ 撞击过程及结果

ＺｒＣｕＡｌＮｉＮｂ 非晶合金以不同速度撞击刚性靶

板的结果如图 ８ 所示。 在低速撞击条件下弹体前端

形成 ２ 条与弹体轴线夹角约为 ４５°的主剪切带，随
着撞击的继续，弹头部分均发生明显碎裂。 而且随

着撞击速度增加到 １０７．１ ｍ ／ ｓ，可以发现刚开始在弹

体前端都先出现约为 ４５°的主剪切带，撞击载荷的

持续作用导致剪切扩展沿着弹体持续发展，因此可

以明显发现弹体前端以及裂纹扩展段都发生失效破

碎，形成多个小碎片。 当以较高的速度撞击靶板，都
可以发现主剪切带的形成，在主剪切带完全扩展完

成前，多条次生剪切带形成，而且沿着弹体方向传

播，导致弹体大部分破碎［２２］。

图 ８　 ＺｒＣｕＡｌＮｉＮｂ 非晶合金以不同速度撞击刚性靶板

图 ９ 可以明显观察到 ＺｒＣｕＡｌＮｉＮｂ 晶体合金裂

纹的情况。 在撞击速度为 ８１．８ ｍ ／ ｓ 时，发现弹体类

似塑性变形长度更大，导致试件的失效碎裂长度更

长，在弹体失效断裂之前，可以观察到大量的裂纹产

生，尤其是轴向裂纹，多条轴向裂纹沿着弹体扩展，
然后相互作用下，导致试件失效断裂使试件形成大

量碎片。 撞击速度为 １０３．３ ｍ ／ ｓ 时，整个试件均发

生失效破碎，在图上可以观察到沿着整个试件的多

条轴向裂纹，在轴向裂纹周围拓展生成了多条径向

裂纹。 可以明显发现速度越高，裂纹密度更大，裂纹

尖端的作用更明显，产生更多的裂纹，使得合金碎片

的尺寸更小，数量更多。 与 ＺｒＣｕＡｌＮｉＮｂ 的非晶合金

材料相比较可以发现，ＺｒＣｕＡｌＮｉＮｂ 晶体合金材料脆

性特征更明显，撞击端面更易受到冲击波与失效波

作用，在撞击端面形成大量的裂纹，产生更多轴向裂

纹，带来更多的径向裂纹，裂纹数量更多，相互作用

下碎裂程度更大，更加容易失效碎裂，因此在速度为

１００ ｍ ／ ｓ 左右时 ＺｒＣｕＡｌＮｉＮｂ 晶体合金已经发生完

全失效碎裂，没有大块的剩余试件残留。

图 ９　 ＺｒＣｕＡｌＮｉＮｂ 晶体合金以不同速度撞击刚性靶板

３　 试验结果分析

３．１　 回收弹体质量分析

所有 ＺｒＣｕＡｌＮｉＮｂ 非晶材料和晶体材料以一定
的速度撞击靶板后均发生了失效破碎，对失效断裂

后的弹体材料进行回收，回收的结果如图 １０ 所示。
可以发现弹体材料并不是完全发生破碎，对未发生

破碎的剩余弹体质量进行回收，并且称量获得其弹

体剩余质量，得到弹体剩余质量与弹体撞击速度之

间的关系，如图 １１ 所示。 根据结果可以明显发现弹

体撞击速度越高，弹体碎裂程度越明显，弹体剩余质

量越少，而且呈现一定程度的线性关系。 两者结合

·９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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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可以发现 ＺｒＣｕＡｌＮｉＮｂ 非晶合金在低速撞击条

件下弹体质量减少得很少，最主要原因是弹体失效

断裂形成单一主剪切带，弹体只被剪切下来一角，随
着撞击速度的增加，弹体撞击前端形成多条剪切带，
而且在主剪切带上扩展形成多条次生剪切带，因此

撞击速度越高剩余质量越少［７，２３］。 值得注意的是所

有回收的失效断裂后的剩余试件都是呈现垂直于撞

击方向的断口，与压缩试验相比结果有较大的差异，
证明 ＺｒＣｕＡｌＮｉＮｂ 非晶合金材料在 Ｔａｙｌｏｒ 撞击试验

条件下失效断裂行为呈现较大的差异性。

图 １０　 Ｔａｙｌｏｒ 撞击试验后回收失效断裂试件情况

图 １１　 试件剩余质量与撞击速度关系

ＺｒＣｕＡｌＮｉＮｂ 晶体合金材料撞击后回收得到很

多小碎片，试件破碎更严重，试件的动能主要转换为

碎片的动能以及能量耗散，以材料的破碎、冲击热、
新碎片的表面能形式进行消耗，随着撞击速度的增

加，弹体塑性变形区域更大，试件失效破碎的长度越

长，形成更多的轴向裂纹，相互作用下导致碎片尺寸

逐渐减小。 ２ 种材料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在相同撞

击速度下，晶体合金材料失效破碎程度更明显，未失

效断裂的试件质量也更少而且碎片尺寸也更小；２
种材料的失效断裂模式有很大的区别。
３．２　 断口形貌分析

ＺｒＣｕＡｌＮｉＮｂ 非晶合金在 Ｔａｙｌｏｒ 撞击条件下微

观断裂形貌如图 １２ 所示，图 １２ａ）出现大量台阶状

和经典河流状花纹，是脆性材料在解理断裂的主要

特征，说明在低速撞击时，其主要是发生脆性断裂。
在图 １２ｂ）左下方发现开始出现准解理断裂的形貌

特征，并且其他位置有熔融，这说明在速度和应变率

变高的情况下，在不同部位产生解理裂纹核，扩展成

解理刻面，最后这一部分以塑性方式撕裂，其河流状

短而弯曲，支流少，解理面小，且周围有较多的撕裂

棱，由裂源向四周扩散，不连续，局部扩展。 虽然仍

然是脆性断裂，但这种形貌常发生在脆性转折温度

附近，表明随着速度增加断面温度不断升高。 图

１２ｃ）中 １５０ ｍ ／ ｓ 的撞击条件下出现了多重脊、脉状

花样等断口形貌，高速冲击载荷下，各种形貌比低速

下均更浅，白亮边低矮，形貌演化不充分，由此推论，
应变率提高导致的载荷能量增大和 ＺｒＣｕＡｌＮｉＮｂ 非

晶合金承载时间缩短是造成断口形貌发生变化的主

要原因。 图 １２ｄ）在 １５０ ｍ ／ ｓ 撞击条件下回收的剩

余失效断裂试件的外圈可以明显发现大量的类蜂窝

状的断口形貌，这属于韧性断裂下典型的形貌特征，
由于韧性断裂是金属材料在局部发生明显的宏观塑

性变形后所形成的断裂类型，所以这时在速度为

１５０ ｍ ／ ｓ 的撞击下，认为材料在失效断裂过程中出

现局域化的塑性流动。 主要是因为原子团簇在自由

体积或剪切转变区附近的跳动，而且撞击速度增加

导致非晶合金温度升高，会促进 ＺｒＣｕＡｌＮｉＮｂ 非晶合

金的内部缺陷的产生，导致剪切带的产生与扩展，最
后发生失效断裂［３，２４］。

图 １２　 ＺｒＣｕＡｌＮｉＮｂ 非晶合金在 Ｔａｙｌｏｒ
撞击条件下微观断裂形貌

ＺｒＣｕＡｌＮｉＮｂ 晶体合金在 Ｔａｙｌｏｒ 撞击条件下微

·０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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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断裂形貌如图 １３ 所示，可以发现呈现出粗糙凌乱

的特征，试验结果都呈现脆性解理断裂，但是断裂面

上的形貌有很大区别，主要是河流状断裂形貌，同裂

纹的扩展方向一致，原因是当应力增加到超过金属

的局部内聚力时，引起原子间键合的断裂，以解理的

方式发生脆断，解理时沿着材料内部一系列晶面分

离，形成大量台阶，而大量台阶的汇合就形成河流状

形貌，并且在试件断裂表面出现明显的熔滴，表明在

动态压缩下释放更多能量，造成断面温度升高［２５］。

图 １３　 ＺｒＣｕＡｌＮｉＮｂ 晶体合金在 Ｔａｙｌｏｒ
撞击条件下微观断裂形貌

３．３　 Ｔａｙｌｏｒ 撞击过程失效行为分析

针对 ＺｒＣｕＡｌＮｉＮｂ 非晶合金以及晶体合金这类

脆性材料撞击刚性靶板可以明显发现原来的理论分

析方法不再适用，宏观上没有发现明显的塑性变形，
弹性变形后弹体迅速发生失效断裂。 根据弹体回收

的断裂面可以发现，ＺｒＣｕＡｌＮｉＮｂ 非晶合金撞击刚性

靶板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ＺｒＣｕＡｌＮｉＮｂ 非晶合金

材料撞击靶板受到复杂的三维应力作用，而且与材

料自身的特性非常相关。 回收的断裂面最外侧可以

发现明显的径向拉伸断裂带来的凹坑状断裂形貌，
形成的主要原因是试件撞击靶板产生压缩波沿着试

件沿轴向传播，考虑试件三维应力状态下，在圆柱试

件侧面发生散射，反射形成的卸载波与压缩波相遇，
形成了径向拉应力，导致侧向表面的破碎飞散。

ＺｒＣｕＡｌＮｉＮｂ 非晶合金撞击刚性靶板整体表现

出脆性材料特性，但是 ＺｒＣｕＡｌＮｉＮｂ 非晶合金在高速

撞击下韧窝状形貌的出现证明材料局部的塑性变

形，主要是因为原子团簇在自由体积或剪切转变区

附近的跳动，而且撞击速度的增加导致材料温度的

升高，会促进 ＺｒＣｕＡｌＮｉＮｂ 非晶合金的内部缺陷的产

生，导致剪切带的产生与扩展， 最后发生失效

断裂［３，２３⁃２４］。
ＺｒＣｕＡｌＮｉＮｂ 晶体合金撞击刚性靶板，基本无塑

性变形，撞击端面受到冲击波与失效波作用，形成大

量的裂纹，裂纹不断扩展释放能量。 在晶体合金内

部存在大量的金属间化合物，因此存在大量缺陷。
在撞击外部载荷的作用下，内部产生裂纹，裂纹主要

是沿着轴向扩展，来释放应力，裂纹尖端出现分叉沿

着径向传播，在多条裂纹的综合作用下，材料发生失

效断裂［２５］。

４　 结　 论

本文对 ＺｒＣｕＡｌＮｉＮｂ 非晶合金与晶体合金进行

了不同速度撞击下的 Ｔａｙｌｏｒ 撞击试验研究，为了抑

制材料失效破碎与空气进行反应，试验在充有氩气

的条件下进行，利用高分辨率高速摄影对材料的失

效断裂过程进行记录，并对失效断裂后的试件进行

回收，利用扫描电镜对其微观形貌进行观察，对材料

在高速撞击下的失效断裂行为进行记录，主要的结

论有：
１） ＺｒＣｕＡｌＮｉＮｂ 非晶合金在速度较低的时候，

弹体的失效断裂主要是在撞击端面产生一条主剪切

带，随着撞击速度的增加，主剪切带的数量增加，在
主剪切带完全扩展完成前，多条次生剪切带形成，而
且沿着弹体方向传播，导致弹体前端破碎。

２） ＺｒＣｕＡｌＮｉＮｂ 晶体合金弹体头部都先发生类

似塑性变形的结果，主要的原因是试件撞击端产生

很多沿加载方向的轴向裂纹，失效断裂后的材料沿

着径向飞散，因此在高速摄像图上能看见类似塑性

变形的结果。 轴向裂纹沿着未失效断裂的方向传

播，裂纹尖端出现分叉，在多条裂纹的相互作用下，
弹体头部发生碎裂，剩下的未变形弹体头部产生的

新断裂面，是由于表面微裂纹在冲击波作用下失稳

扩展产生的失效波造成的。
３） ＺｒＣｕＡｌＮｉＮｂ 非晶合金的断裂形貌，由于速

度较低时出现的脆性材料解理断裂下的经典河流状

花纹，高速撞击下出现的准解理断裂的河流状花纹

以及边缘产生的大量延性断裂下的凹坑－韧窝状形

貌，造成的主要原因是试件撞击靶板产生压缩波沿

着试件沿轴向传播，考虑试件三维应力状态下，在圆

柱试件侧面发生散射，反射形成的卸载波与压缩波

相遇，形成了径向拉应力，导致材料沿侧向表面的破

碎飞散。
４） ＺｒＣｕＡｌＮｉＮｂ 晶体合金的断裂形貌呈现河流

状的解理断裂形貌，主要的原因是加载速率更大。
而且可以看见明显的熔融态物质，说明在断裂时其

断面温度比其非晶合金上升得更高。

·１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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