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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墙门窗检测技术

随着科学进步与社会发展，建筑
幕墙的应用将越来越多地应用到高层
建筑中，如果建筑幕墙本身的安全性
参尤其是抗爆炸冲击波性能得不到保
证，一旦发生爆炸事件，可能造成巨
大损失。性能的提高需要检测技术为
其验证，检测能力也必将与检测要济
南市同时提高，抗爆炸冲击波性能是
继气密、水密和抗风压性能之后提出
的又一重要安全性能指标之一。

建筑幕墙抗爆炸冲击波性能检测技术
王洪涛，刘会涛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北京100013）
现代建筑多以美丽的幕墙作为其外表，因此，
在遭受爆炸冲击波时，建筑物的第1道屏障即为建
筑幕墙。

反 映当前国内建 筑 幕 墙及其 检 测技 术的最 新发
展状况。
针对爆炸冲击波对建筑物的威胁，国内外设计
师相继提出了建筑幕墙的抗冲击波性能要求，同时

0 国内外建筑幕墙常规检测项目及抗爆炸
冲击波检测方法现状

目前，国内还无相关的检测方法标准。英国在2001

幕墙作为建筑物的主要围护结 构，其性能合

年和2004年先后颁布了抗冲击波试验的激波管法

格与否直接 影响到建 筑物的外观、安 全、节能、

和距离试验法以及相对应的分级标准，即BS EN

环 保 等 诸 多 方面。经 过 几十 年 的 发 展 研 究，建

13123-1《门窗和百叶抗爆破分类及要求—第一部

筑 幕 墙 的 性 能 要求及 相 关检 测 技 术已 经日趋 成

分：激波管试验》、BS EN 13124-1《门窗和百叶抗

熟。2 0 0 8年2月1日实 施的国家标准GB/ T 2 0186 -

爆破试验方法—第一部分：激波管试验》和BSEN

2 0 0 7《建 筑 幕 墙》借鉴了国 际发 达 国 家 的 幕 墙

13123-2《门窗和百叶抗爆破分类及要求—第二部

标准，并结合我国建 筑幕墙发 展的实际 情况，最

分距离试验》、BS EN 13124-2《门窗和百叶窗抗爆

终 确定我国建 筑幕墙的主要性能包括以下9项：

破试验方法—第二部分：距离试验》。美国材料与

抗 风 压性 能、气密 性 能、水密 性 能、热 工性 能、

试验协会也于2004年颁布了ASTM F1642《玻璃和

隔声性能、平面内变 形性能和抗 震要求、耐 撞击

玻璃系统承受爆炸冲击波试验方法》，针对距离试

性 能、光 学性 能 和承 重 力性 能，这 9 项性 能能 够

验法做了具体的要求。

提出了对幕墙抗冲击波性能的检测方法要求。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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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系统破坏。幕墙的破坏程度与空气冲击波作用在
幕墙上的超压大小及作用的时间长短有密切的关
系，或者说冲击波比冲量的变化使幕墙产生变形或
破坏。因此，在对幕墙的爆炸冲击波试验中，超压
值及其作用时间是我们应该控制的两个参数。

3

爆炸冲击波试验方法
1）根据试验原理的不同，建筑幕墙抗爆炸冲

击波的试验方法可分为以下两种：

1

爆炸冲击波的产生和传播
爆炸是某一系统在发生迅速的物理和化学变

化时系统本身的能量借助于气体的急剧膨胀而转

①距离试验将定量的炸药（TNT）离开试件一
定距离放置，将其引爆产生冲击波，试验试件对冲
击波的承受能力。

化为对周围介质做功，同时伴随有强烈放热、发光

②激波管试验法激波管主要是采用瞬间释放

和声响等效应的过程，爆炸的瞬间能够产生大量的

高压气体的方法来产生冲击波，作用在试件并检验

气体产物，并以相当快的速度向外传播。当爆炸发

试件承受冲击波的能力。
2）建筑幕墙冲击波试验方法的选择。根据试

生在空气或水等介质中时，就会引起空气（或水）
扰动而产生冲击波。

验条件，冲击波压力的要求以及试件大小，来确定

根据产生爆炸的方式不同，爆炸可以分为以下

需要采取的试验方法。当对较大试件，建议采用距

3类：物理爆炸、化学爆炸和核爆炸。炸药爆炸后，

离试验法。一般采用化学爆炸方式，如TNT炸药：

由于爆轰产物对周围空气的强烈压缩产生压强很

对较小的试件可采用激波管试验法时，可采用物理

高的初始冲击波。当炸药在空气中爆炸时，便产生

爆炸方式，如释放高压气体。当达不到试验需要的

空气冲击波向周围传播。空气冲击波在传播过程

超压时，也可以在激波管内可燃气体产生冲击波。

中，冲击波阵面以超声速运动，随后由于能量不断

3）建筑幕墙冲击波试验方法的选择与确定。

的消耗，冲击波的速度迅速衰减，波阵面后的压力

事实上，常规激波管的开口端尺寸远小于常规幕墙

急剧下降。

试验组件的尺寸，建造一个大型的激波管也具有一
定的难度。因此，一般采用距离试验法进行建筑幕

2

爆炸冲击波对建筑幕墙的破坏机理

墙的爆炸冲击波试验。本文以下部分对距离试验做

爆炸冲击波以超声速向周围扩散，瞬间便可

具体介绍。

在附近的建筑幕墙发生正反射或斜反射。建筑幕
墙在受到空气冲击波的作用后，受到强大的冲击波

4

作用力，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变形。单元面板或

4.1

距离试验试验原理
自由场冲击波传播原理

整体面板在力的作用下开始向冲击波的初始方向

爆炸发生后，爆炸冲击波迅速向外传播，最终

退后，并把冲击波压力传递到幕墙的横梁与立柱。

衰减。从冲击波的压力一时间变化曲线可以分析得

当冲击波作用在玻璃面板上时，由于玻璃为脆性材

出，自由场某位置压力值变化可分为3个阶段，分别

料，更易发生破坏。当冲击波压力到达玻璃的承受

为：

极限时，玻璃即可能发生破碎，甚至发生玻璃碎片

1）冲击波压力骤升区：当爆炸发生后，冲击波

飞溅现象，如果幕墙横梁与立柱受到的作用力超过

压力瞬间于t A时刻达到最大值P max。此时，冲击波对

其承受荷载时，幕墙的结构即可能发生破坏，即发

试样的作用力最大，此时幕墙试件最易发生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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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压 力到 达 最 大值 P m a x 之 后，压 力在（t A ，
t A+t +）区间保持正压，但有一个衰减的过程。
3）当冲击波到达t A+t +时刻之后，冲击波压力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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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倍数还与障碍物的声阻抗有关。巨大的超压
对障碍物产生巨大的作用力：二冲击波遇到障碍物
在发生反射的同时．还会绕过障碍物，继续向前推

为负值，之后逐渐恢复为冲击波压力为零。

进，同时，可能在障碍物的侧面和背面对障碍物产

4.2

生一定的超压。

冲击波遇到障碍物时的反射压力
当冲击波高速前进遇到障碍物（如建筑幕墙）

因此，幕墙爆炸试验箱体应该满足以下要求：

时，会发生反射现象。λ射波的传播方向垂直于障

一是由于冲击波作用力巨大，应采用有效的措施使

碍物表面时，在障碍物表面发生的反射现象称为正

试验箱体保持固定；二是幕墙与试验箱体的前面

反射。当λ射波传播方向与障碍物成一定的角度时，

部分是冲击波作用的主要目标，幕墙应安装牢固。

在障碍物表面将发生斜反射。由于冲击波发生正反

试验箱体的强度和韧性应远大于幕墙试件的强度．

射时对障碍物破坏力最强，因此，建筑幕墙在受到

并能有效抵抗住爆炸冲击波的破坏。三是幕墙镶嵌

冲击波的压力按正反射情况进行计算。另外，由于

在试验箱体上，采取有效密封措施，使幕墙与箱体

幕墙的声阻抗比空气的声阻抗高很多，因此在处理

内部形成一个密闭的空腔，爆炸冲击波不能进入空

空气冲击波反射问题时，可以近似地将幕墙当作刚

腔内，从而避免幕墙的背面产生冲击波作用力。

性壁面。因此冲击波遇到幕墙的反射压力可按照冲

5.3

击波的固壁正反射规律进行计算。

冲击波测试仪器
冲击波测试仪器主要为冲击波压力传感器，其

压力灵敏度、测压范围等参数都应满足试验要求。

5

试验中用到的仪器和设备

压力传感器应安装在幕墙试件的中心位置，用来测

检测设备由爆炸装置、幕墙试验箱体、压力传

量幕墙试样受到的冲击波压力值。由于试验的特殊

感器，高速摄像仪等组成。
5.1

爆炸装置
爆炸装置包括起爆雷管和T NT炸药，是特殊

的试验材料，其获取、运输与使用都需要严格的审
批程序，应由有资质的专业人员负责完成爆炸相关
的一切工作。
1）起爆雷管。起爆雷管可采用电子起爆器，由
操作者在安全位置进行起爆。当然，在确保安全的
情况下，也可以采用其它起爆方式。
2）TNT炸药。一般而言，炸药包的外形宜为球
形，这样释放出的冲击波的大小和方向为径向均
匀。当试样距离爆点距离较远时，炸药的外形尺寸
对试验结果的影响可以忽略。药包的安装位置最好
距离地面一定的距离，以减少冲击波传播时的地面
效应。
5.2

幕墙爆炸试验箱体
爆炸冲击波在空气中传播在遇到障碍物时有

以下特点：一空气冲击波可能产生正反射和斜反
射，在反射的同时，冲击波超压值成倍地增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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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可选用2个或4个压力传感器，分别安装在试样

通过对采用到的信号的处理，可以精确测量幕墙系

的中心区域，且对称布置。测量结果取平均值。

统受到的冲击波的各种参数，并且可绘制出超压一

5.4

时间关系曲线，由此可以准确地计算冲击波的幅值

高速摄像仪器
TNT炸药在爆炸初始时，冲击波的“波头”迅

速向外扩散，作用在障碍物时，冲击波超压瞬间可能
会将试件破坏。在玻璃幕墙的抗爆炸冲击波试验中，

与作用时间和超压的反射脉冲。
3）采用试验安装箱体里的见证板对试验结果
进行记录。

玻璃幕墙的破坏过程极快，用肉眼是无法分辨清楚

见证板可采用泡沫聚苯乙烯，当幕墙玻璃碎片

的。因此，当有必要观察幕墙的破坏过程时，可采用

飞溅到上面时，根据残留在见证板上的碎片，可以

高速摄像仪器将整个试验过程进行拍摄记录。

说明玻璃碎片的最远飞溅距离及方向，进而可以对
幕墙的抗爆炸冲击波的风险进行评价。

6

试验过程及注意事项
1）试验应按照下面的步骤进行。

越来越多地应用到高层建筑中，如果建筑幕墙本身

根据设计要求计算得到爆炸需要的各种参数，

的安全性能尤其是抗爆炸冲击波性能得不到保证．

选取适合的试验场地。
试验场地考察，确定试验箱体、起爆炸药、测
量装置及检测人员的位置。

一旦发生爆炸事件，可能造成巨大损失。性能的提
高需要检测技术为其验 证，检测能力也必将与检
测要求同时提高，抗爆炸冲击波性能是继气密、水

2）安装试件。

密和抗风压性能之后提出的又一重要安全性能指

检测人员进行必要的试验前测量工作。

标之一。国家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率先在国

安装传感器、数据线、防护设施、测量仪器、

内开展了建筑幕墙、门窗等产品的抗爆炸；中击波

高速摄像设备等。

试验，并于2006年9月在北京完成中央电视台新址

疏散人员，所有人员撤到警戒线之外。

的玻璃幕墙的抗爆炸冲击波的检测试验，完成了国

爆炸工程师根据设计要求安装炸药和雷管。

内幕墙第一爆，这标志着我国建筑幕墙及其检测

各仪器设备准备完毕，起爆；警戒解除；检测

的技术已经有了新的提高。

人员对试验结果进行检查和检测。

7

随着科学进步与社会发展，建筑幕墙的应用将

试验记录及结果评定
在建筑幕墙的抗爆炸冲击波试验中可以采用3

种不同的方法，对试验过程进行记录。
1）采用高速摄像机进行全程摄像。
对幕墙受爆炸冲击波试验时的全过程进行摄
像记录，可帮我们再现冲 击波 在的产生、传 播以
及遇到幕墙后作用在幕墙上，以及幕墙的变形及
破坏过程，这可以帮助设计师分析幕墙设计的薄
弱部位。
2）压力传感器对超压进行记录。
采用安装在试样上和自由场中的冲击波压力传
感器，可以对冲击波超压的幅值以及变化情况进行
采集．通过信号线传输到远端的计算机采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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