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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干湿循环真三轴试验系

统，它由真三轴压力室、轴向液压源、x方向加载

第一液压源、x方向加载第二液压源、y方向加载

第一液压源、y方向加载第二液压源、充气装置、

气体加热装置、气体干燥冷却装置、第一高精度

电子天平、废气处理装置、水箱、第二高精度电子

天平、充液泵、计算机组成。该系统可实现岩石赋

存的不同应力环境及水环境的模拟，开展软岩遇

水变形破坏试验研究，揭示软岩遇水后变形破坏

的全过程与机理，对于工程安全调控和灾害防御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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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干湿循环真三轴试验系统，其特征在于由真三轴压力室A、轴向液压源B、x方向

加载第一液压源C1、x方向加载第二液压源C2、y方向加载第一液压源C3、y方向加载第二液

压源C4、充气装置E1、气体加热装置E2、气体干燥冷却装置E3、第一高精度电子天平E4、废气

处理装置E5、水箱F1、第二高精度电子天平F2、充液泵F3、计算机G组成；

所述的真三轴压力室A由底座A1、卡箍A2、固定瓦A3、y方向加载第一液压缸A4、x方向加

载第一液压缸A5、y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A6、x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A7、压力室筒A8、压力室

顶盖A9、第一高强度透水石A10、x方向第一加载板A11、x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活塞杆A12、x

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活塞A13、第二高强度透水石A14、y方向第二加载板A15、y方向加载第

二液压缸活塞杆A16、y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活塞A17、第三高强度透水石A18、x方向第二加

载板A19、x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活塞杆A20、x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活塞A21、第四高强度透

水石A22、y方向第一加载板A23、y方向加载第一液压缸活塞杆A24、y方向加载第一液压缸活

塞A25、下压垫A30、上压垫A31、轴向加载轴A33、第一单向气体喷嘴A34、第二单向气体喷嘴

A35、第三单向气体喷嘴A36、第四单向气体喷嘴A37组成；

所述的压力室筒A8开设有上腔与下腔，上腔与下腔的中间隔板处中心位置开设有圆

孔，且开设有气体出口A32；

所述的底座A1内部均匀开设有第一气体入口A38、第二气体入口A39、第三气体入口A40

和第四气体入口A41，在第一气体出口A38和第四气体出口A41之间开设有液体入口A42；

所述的压力室顶盖A9上开设有轴向液压源接口A43；

所述的x方向加载第一液压缸A5、x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A7、y方向加载第一液压缸A4、y

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A6端部分别开设有x方向加载第一液压源接口A27、x方向加载第二液

压源接口A29、y方向加载第一液压源接口A26、y方向加载第二液压源接口A28；

所述的压力室顶盖A9通过内六角螺丝固定在压力室筒A8的顶部，压力室顶盖A9上的轴

向液压源接口A43与轴向加载液压源B相连，轴向加载液压源B通过第一数据线与计算机G相

连；所述的x方向加载第一液压缸A5、y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A6、x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A7、y

方向加载第一液压缸A4依次焊接在压力室筒A8的外壁，相互间的夹角为90°，且中心的高度

与岩样的中心高度一致；x方向加载第一液压缸A5端部的x方向加载第一液压源接口A27与x

方向加载第一液压源C1相连，x方向加载第一液压源C1通过第二数据线与计算机G相连；x方

向加载第二液压缸A7端部的x方向加载第二液压源接口A29与x方向加载第二液压源C2相

连，x方向加载第二液压源C2通过第三数据线与计算机G相连；y方向加载第一液压缸A4端部

的y方向加载第一液压源接口A26与y方向加载第一液压源C3相连，y方向加载第一液压源C3

通过第四数据线与计算机G相连；y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A6端部的y方向加载第二液压源接

口A28与y方向加载第二液压源C4相连，y方向加载第二液压源C4通过第五数据线与计算机G

相连；压力室筒A8放置于底座A1上，并通过固定瓦A3连接，固定瓦A3外面使用卡箍A2锁紧；

底座A1上的第一气体入口A38、第二气体入口A39、第三气体入口A40和第四气体入口A41位

于底座A1顶面的一端分别安装有第一单向气体喷嘴A34、第二单向气体喷嘴A35、第三单向

气体喷嘴A36和第四单向气体喷嘴A37；第一气体入口A38、第二气体入口A39、第三气体入口

A40和第四气体入口A41均通过第一气管与气体加热装置E2相连，气体加热装置E2通过第二

气管与充气装置E1相连，充气装置E1通过第六数据线与计算机G相连；气体干燥冷却装置E3

一端通过第三气管与压力室筒A8上的气体出口A32相连，另一端通过第四气管与废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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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E5相连，气体干燥冷却装置E3放置在第一高精度电子天平E4上，第一高精度电子天平

E4通过第七数据线与计算机F相连；充液泵F3一端通过第一液压管与底座A1上的溶液入口

A42相连，另一端通过第二液压管与水箱F1相连，水箱F1放置在第二高精度电子天平F2上，

第二高精度电子天平F2通过第八数据线与计算机G相连；下压垫A30放置在底座A1顶部中心

位置，岩样D放置在下压垫A30上，上压垫A31压在岩样D上；轴向加载轴A33安装于压力室筒

A8的上腔内，通过上腔与下腔中间隔板处开设的中心孔穿入下腔，并与上压垫A31接触；x方

向加载第一液压缸活塞杆A12穿过压力室筒A8壁，一端与位于x方向加载第一液压缸A5内的

x方向加载第一液压缸活塞A13连接，另一端与x方向第一加载板A11连接，x方向第一加载板

A11内嵌有第一高强度透水石A10，第一高强度透水石A10与岩样D第一面接触；y方向加载第

一液压缸活塞杆A24穿过压力室筒A8壁，一端与位于y方向加载第一液压缸A4内的y方向加

载第一液压缸活塞A25连接，另一端与y方向第一加载板A23连接，y方向第一加载板A23内嵌

有第四高强度透水石A22，第四高强度透水石A22与岩样D第二面接触；x方向加载第二液压

缸活塞杆A20穿过压力室筒A8壁，一端与位于x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A7内的x方向加载第二

液压缸活塞A21连接，另一端与x方向第二加载板A19连接，x方向第二加载板A19内嵌有第三

高强度透水石A18，第三高强度透水石A18与岩样D第三面接触；y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活塞

杆A16穿过压力室A8筒壁，一端与位于y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A6内的y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

活塞A17连接，另一端与y方向第二加载板A15连接，y方向第二加载板A15内嵌有第二高强度

透水石A14，第二高强度透水石A14与岩样D第四面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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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干湿循环真三轴试验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岩石力学试验仪器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干湿循环真三轴试验系统，适

用于模拟岩石赋存的复杂水环境，可在试验过程中进行干湿循环。

背景技术：

[0002] 水-岩相互研究是国际上岩石力学与工程地质学的学科前沿课题之一，软岩与水

相互作用及其耦合效应问题作为其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与工程界共同关

注的焦点。

[0003] 根据国家国土资源部发布的数据：2011年至2015年底，我国平均每年因地质灾害

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达54.68亿元，死亡/失踪人数达388.8人。而这些灾害90％以上集中在

青藏高原以东、秦岭淮河以南的南方湿润区(图1)，究其原因，该区降雨丰沛，人类工程活动

密集，且广泛分布着红层，由于红层中大多存在有泥质粉砂岩、粉砂质泥岩等软弱岩体，其

在工程开挖和遇水条件下极易软化，迅速产生变形破坏从而导致灾害的发生。对于红层软

岩遇水变形破坏现象的研究，除了理论解析与数值计算方法之外，试验研究是最能直接反

应岩石在赋存水溶液环境中变形破坏的全过程。在实际工程中，降雨入渗与地下水位的涨

落等使得岩石处于流动的水环境中，且岩石同时承受上覆岩层或外加荷载对其的压力，而

目前红层软岩的遇水变形破坏试验研究受限于现有的仪器设备水平，岩样通常是先浸泡，

再进行力学性质试验，且浸泡或试验过程中溶液是静止的，这与实际工程中岩石的实际赋

存环境条件不相符，严重制约了软岩遇水变形破坏机制的研究。因此，开发能模拟实际工程

软岩赋存水环境条件下的变形破坏实验设备，开展软岩遇水变形破坏试验研究，揭示软岩

遇水后变形破坏的全过程与机理，对于工程安全调控和灾害防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

义。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上述已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干湿循环真三轴

试验系统，可实现岩石赋存的不同应力环境及水环境的模拟。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干湿循环真三轴试验系统，它由真三轴压

力室、轴向液压源、x方向加载第一液压源、x方向加载第二液压源、y方向加载第一液压源、y

方向加载第二液压源、充气装置、气体加热装置、气体干燥冷却装置、第一高精度电子天平、

废气处理装置、水箱、第二高精度电子天平、充液泵、计算机组成。

[0006] 所述的真三轴压力室由底座、压力室筒、压力室顶盖、轴向加载轴、固定瓦、卡箍、x

方向加载第一液压缸、x方向加载第一液压缸活塞、x方向加载第一液压缸活塞杆、x方向第

一加载板、x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x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活塞、x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活塞

杆、x方向第二加载板、y方向加载第一液压缸、y方向加载第一液压缸活塞、y方向加载第一

液压缸活塞杆、y方向第一加载板、y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y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活塞、y方

向加载第二液压缸活塞杆、y方向第二加载板、第一高强度透水石、第二高强度透水石、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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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强度透水石、第四高强度透水石、上压垫、下压垫、第一单向气体喷嘴、第二单向气体喷

嘴、第三单向气体喷嘴、第四单向气体喷嘴组成。所述压力室筒开设有上腔与下腔，上腔与

下腔的中间隔板处中心位置开设有圆孔，且开设有气体出口；所述底座内部均匀开设有第

一气体入口、第二气体入口、第三气体入口和第四气体入口，在第一气体出口和第四气体出

口之间开设有液体入口；所述的压力室顶盖上开设有轴向液压源接口；所述的x方向加载第

一液压缸、x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y方向加载第一液压缸、y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端部分别

开设有x方向加载第一液压源接口、x方向加载第二液压源接口、y方向加载第一液压源接

口、y方向加载第二液压源接口。

[0007] 所述的压力室顶盖通过内六角螺丝固定在压力室筒顶部，压力室顶盖上的轴向液

压源接口与轴向加载液压源相连，轴向加载液压源通过第一数据线与计算机相连；所述的x

方向加载第一液压缸、y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x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y方向加载第一液压

缸依次焊接在压力室筒外壁，相互间的夹角为90°，且中心的高度与岩样的中心高度一致；x

方向加载第一液压缸端部的x方向加载第一液压源接口与x方向加载第一液压源相连，x方

向加载第一液压源通过第二数据线与计算机相连；x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端部的x方向加载

第二液压源接口与x方向加载第二液压源相连，x方向加载第二液压源通过第三数据线与计

算机相连；y方向加载第一液压缸端部的y方向加载第一液压源接口与y方向加载第一液压

源相连，y方向加载第一液压源通过第四数据线与计算机相连；y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端部

的y方向加载第二液压源接口与y方向加载第二液压源相连，y方向加载第二液压源通过第

五数据线与计算机相连；压力室筒放置于底座上，并通过固定瓦连接，固定瓦外面使用卡箍

锁紧；底座上的第一气体入口、第二气体入口、第三气体入口和第四气体入口位于底座顶面

的一端分别安装有第一单向气体喷嘴、第二单向气体喷嘴、第三单向气体喷嘴和第四单向

气体喷嘴；第一气体入口、第二气体入口、第三气体入口和第四气体入口均通过第一气管与

气体加热装置相连，气体加热装置通过第二气管与充气装置相连，充气装置通过第六数据

线与计算机相连；气体干燥冷却装置一端通过第三气管与压力室筒上的气体出口相连，另

一端通过第四气管与废气处理装置相连，气体干燥冷却装置放置在第一高精度电子天平

上，第一高精度电子天平通过第七数据线与计算机相连；充液泵一端通过第一液压管与底

座上的溶液入口相连，另一端通过第二液压管与水箱相连，水箱放置在第二高精度电子天

平上，第二高精度电子天平通过第八数据线与计算机相连；下压垫放置在底座顶部中心位

置，岩样放置在下压垫上，上压垫压在岩样上；轴向加载轴安装于压力室筒的上腔内，通过

上腔与下腔中间隔板处开设的中心孔穿入下腔，并与上压垫接触；x方向加载第一液压缸活

塞杆穿过压力室筒壁，一端与位于x方向加载第一液压缸内的x方向加载第一液压缸活塞连

接，另一端与x方向第一加载板连接，x方向第一加载板内嵌有第一高强度透水石，第一高强

度透水石与岩样第一面接触；y方向加载第一液压缸活塞杆穿过压力室筒壁，一端与位于y

方向加载第一液压缸内的y方向加载第一液压缸活塞连接，另一端与y方向第一加载板连

接，y方向第一加载板内嵌有第四高强度透水石，第四高强度透水石与岩样第二面接触；x方

向加载第二液压缸活塞杆穿过压力室筒壁，一端与位于x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内的x方向加

载第二液压缸活塞连接，另一端与x方向第二加载板连接，x方向第二加载板内嵌有第三高

强度透水石，第三高强度透水石与岩样第三面接触；y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活塞杆穿过压力

室筒壁，一端与位于y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内的y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活塞连接，另一端与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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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第二加载板连接，y方向第二加载板内嵌有第二高强度透水石，第二高强度透水石与岩

样第四面接触。

[0008]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09] (1)既能进行普通真三轴试验，也能进行不同溶液浸泡下岩石真三轴试验；

[0010] (2)具有干湿循环功能，并能实时测量岩石的含水率。

附图说明：

[0011] 图1是一种干湿循环真三轴试验系统示意图

[0012] 图2是真三轴压力室示意图

[0013] 图3是真三轴压力室前视图

[0014] 图4是剖面1-1的剖视图

[0015] 图5是剖面2-2的剖视图

[0016] 图6是底座示意图

[0017] 图7是底座半透明示意图

[0018] 其中：A-真三轴压力室；A1-底座；A2-卡箍；A3-固定瓦；A4-y方向加载第一液压缸；

A5-x方向加载第一液压缸；A6-y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A7-x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A8-压力

室筒；A9-压力室顶盖；A10-第一高强度透水石；A11-x方向第一加载板；A12-x方向加载第一

液压缸活塞杆；A13-x方向加载第一液压缸活塞；A14-第二高强度透水石；A15-y方向第二加

载板；A16-y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活塞杆；A17-y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活塞；A18-第三高强度

透水石；A19-x方向第二加载板；A20-x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活塞杆；A21-x方向加载第二液

压缸活塞；A22-第四高强度透水石；A23-y方向第一加载板；A24-y方向加载第一液压缸活塞

杆；A25-y方向加载第一液压缸活塞；A26-y方向加载第一液压源接口；A27-x方向加载第一

液压源接口；A28-y方向加载第二液压源接口；A29-x方向加载第二液压源接口；A30-下压

垫；A31-上压垫；A32-气体出口；A33-轴向加载轴；A34-第一单向气体喷嘴；A35-第二单向气

体喷嘴；A36-第三单向气体喷嘴；A37-第四单向气体喷嘴；A38-第一气体入口；A39-第二气

体入口；A40-第三气体入口；A41-第四气体入口；A42-溶液入口；A43-轴向液压源接口；B-轴

向加载液压源；C1-x方向加载第一液压源；C2-x方向加载第二液压源；C3-y方向加载第一液

压缸活塞；C4-y方向加载第二液压源接口；D岩样；E1-充气装置；E2-气体加热装置；E3-气体

干燥冷却装置；E4-第一高精度电子天平；E5-废气处理装置；F1-水箱；F2-第二高精度电子

天平；F3-充液泵；G计算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详细说明本发明的使用方式。

[0020] 如图1所示，一种干湿循环真三轴试验系统由真三轴压力室A、轴向液压源B、x方向

加载第一液压源C1、x方向加载第二液压源C2、y方向加载第一液压源C3、y方向加载第二液

压源C4、充气装置E1、气体加热装置E2、气体干燥冷却装置E3、第一高精度电子天平E4、废气

处理装置E5、水箱F1、第二高精度电子天平F2、充液泵F3、计算机G组成。

[0021] 如图2-7所示，真三轴压力室A由底座A1、卡箍A2、固定瓦A3、y方向加载第一液压缸

A4、x方向加载第一液压缸A5、y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A6、x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A7、压力室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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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压力室顶盖A9、第一高强度透水石A10、x方向第一加载板A11、x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活

塞杆A12、x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活塞A13、第二高强度透水石A14、y方向第二加载板A15、y方

向加载第二液压缸活塞杆A16、y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活塞A17、第三高强度透水石A18、x方

向第二加载板A19、x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活塞杆A20、x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活塞A21、第四

高强度透水石A22、y方向第一加载板A23、y方向加载第一液压缸活塞杆A24、y方向加载第一

液压缸活塞A25、下压垫A30、上压垫A31、轴向加载轴A33、第一单向气体喷嘴A34、第二单向

气体喷嘴A35、第三单向气体喷嘴A36、第四单向气体喷嘴A37组成。压力室筒A8开设有上腔

与下腔，上腔与下腔的中间隔板处中心位置开设有圆孔，且开设有气体出口A32；所述底座

A1内部均匀开设有第一气体入口A38、第二气体入口A39、第三气体入口A40和第四气体入口

A41，在第一气体出口A38和第四气体出口A41之间开设有液体入口A42；压力室顶盖A9上开

设有轴向液压源接口A43；x方向加载第一液压缸A5、x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A7、y方向加载第

一液压缸A4、y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A6端部分别开设有x方向加载第一液压源接口A27、x方

向加载第二液压源接口A29、y方向加载第一液压源接口A26、y方向加载第二液压源接口

A28。

[0022] 压力室顶盖A9通过内六角螺丝固定在压力室筒A8的顶部，压力室顶盖A9上的轴向

液压源接口A43与轴向加载液压源B相连，轴向加载液压源B通过第一数据线与计算机G相

连；所述的x方向加载第一液压缸A5、y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A6、x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A7、y

方向加载第一液压缸A4依次焊接在压力室筒A8的外壁，相互间的夹角为90°，且中心的高度

与岩样的中心高度一致；x方向加载第一液压缸A5端部的x方向加载第一液压源接口A27与x

方向加载第一液压源C1相连，x方向加载第一液压源C1通过第二数据线与计算机G相连；x方

向加载第二液压缸A7端部的x方向加载第二液压源接口A29与x方向加载第二液压源C2相

连，x方向加载第二液压源C2通过第三数据线与计算机G相连；y方向加载第一液压缸A4端部

的y方向加载第一液压源接口A26与y方向加载第一液压源C3相连，y方向加载第一液压源C3

通过第四数据线与计算机G相连；y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A6端部的y方向加载第二液压源接

口A28与y方向加载第二液压源C4相连，y方向加载第二液压源C4通过第五数据线与计算机G

相连；压力室筒A8放置于底座A1上，并通过固定瓦A3连接，固定瓦A3外面使用卡箍A2锁紧；

底座A1上的第一气体入口A38、第二气体入口A39、第三气体入口A40和第四气体入口A41位

于底座A1顶面的一端分别安装有第一单向气体喷嘴A34、第二单向气体喷嘴A35、第三单向

气体喷嘴A36和第四单向气体喷嘴A37；第一气体入口A38、第二气体入口A39、第三气体入口

A40和第四气体入口A41均通过第一气管与气体加热装置E2相连，气体加热装置E2通过第二

气管与充气装置E1相连，充气装置E1通过第六数据线与计算机G相连；气体干燥冷却装置E3

一端通过第三气管与压力室筒A8上的气体出口A32相连，另一端通过第四气管与废气处理

装置E5相连，气体干燥冷却装置E3放置在第一高精度电子天平E4上，第一高精度电子天平

E4通过第七数据线与计算机F相连；充液泵F3一端通过第一液压管与底座A1上的溶液入口

A42相连，另一端通过第二液压管与水箱F1相连，水箱F1放置在第二高精度电子天平F2上，

第二高精度电子天平F2通过第八数据线与计算机G相连；下压垫A30放置在底座A1顶部中心

位置，岩样D放置在下压垫A30上，上压垫A31压在岩样D上；轴向加载轴A33安装于压力室筒

A8的上腔内，通过上腔与下腔中间隔板处开设的中心孔穿入下腔，并与上压垫A31接触；x方

向加载第一液压缸活塞杆A12穿过压力室筒A8壁，一端与位于x方向加载第一液压缸A5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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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方向加载第一液压缸活塞A13连接，另一端与x方向第一加载板A11连接，x方向第一加载板

A11内嵌有第一高强度透水石A10，第一高强度透水石A10与岩样D第一面接触；y方向加载第

一液压缸活塞杆A24穿过压力室筒A8壁，一端与位于y方向加载第一液压缸A4内的y方向加

载第一液压缸活塞A25连接，另一端与y方向第一加载板A23连接，y方向第一加载板A23内嵌

有第四高强度透水石A22，第四高强度透水石A22与岩样D第二面接触；x方向加载第二液压

缸活塞杆A20穿过压力室筒A8壁，一端与位于x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A7内的x方向加载第二

液压缸活塞A21连接，另一端与x方向第二加载板A19连接，x方向第二加载板A19内嵌有第三

高强度透水石A18，第三高强度透水石A18与岩样D第三面接触；y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活塞

杆A16穿过压力室A8筒壁，一端与位于y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A6内的y方向加载第二液压缸

活塞A17连接，另一端与y方向第二加载板A15连接，y方向第二加载板A15内嵌有第二高强度

透水石A14，第二高强度透水石A14与岩样D第四面接触。

[0023] 下面以较为复杂的岩石干湿循环真三轴试验为例说明干湿循环真三轴试验系统

的工作过程：

[0024] ①将烘干的岩样D称重后放置在下压垫A30上，将上压垫A31放于岩样D上端，将压

力室筒A8安装在底座A1上，安装固定瓦A3，套上卡箍A2并锁紧；

[0025] ②打开轴向加载液压源B，施加轴压至预定值；

[0026] ③打开x方向加载第一液压源C1、x方向加载第二液压源C2，施加x方向压力至预定

值；

[0027] ④打开y方向加载第一液压源C3、y方向加载第二液压源C4，施加y方向压力至预定

值；

[0028] ⑤打开充液泵F3，往真三轴压力室A内注满水溶液，关闭充液泵F3，水溶液透过第

一高强度透水石A10、第二高强度透水石A14、第三高强度透水石A18和第四高强度透水石

A22进入岩样D，24h后将真三轴压力室A内的水溶液排放回水箱F1，计算机G记录充液前和水

溶液排回后第二高精度电子天平的读数，通过计算得到岩样D的吸水率；

[0029] ⑥打开充气装置E1和气体加热装置E2，将高温气体通过第一单向气体喷嘴A34、第

二单向气体喷嘴A35、第三单向气体喷嘴A36和第四单向气体喷嘴A37喷入真三轴压力室A

中，并从气体出口A32排出，经过气体干燥冷却装置E3排至废气处理装置E5，当第一高精度

电子天平E4的读数不再变化，关闭充气装置E1、气体加热装置E2，重复步骤⑤，完成一次干

湿循环；

[0030] ⑦当达到预定的干湿循环次数时，逐渐增加轴向荷载，直至岩样D破坏，得到岩样

的抗压强度值；

[0031] ⑧试验结束，关闭电源，清理仪器。

[0032] 尽管上面对本发明说明性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了描述，以便于本技术领域的技术

人员理解本发明，但应该清楚，本发明不限于具体实施方式的范围，对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来讲，只要各种变化在所附的权利要求限定和确定的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这些

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一切利用本发明构思的发明创造均在保护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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