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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微机控制电液伺服岩石三轴动态剪切

渗流耦合试验装置，属于岩石力学与工程技术领

域范畴，其特征在于该试验装置由加载系统、密

封系统、流体注入系统、声发射监测系统、变形监

测系统和数据采集系统组成，本发明的用途及优

点在于：不仅能够解决现有三轴压力室无法进行

高围压及高渗透压下岩石大位移剪切渗流耦合

的技术问题，能实现以该技术为基础的多种扩展

功能。能实现剪切方向的力、位移和应变率的伺

服控制加载，以及动态剪切过程中的流体的注入

渗流。此外，本装置还配有温度控制系统，能对三

轴压力室实施0~200℃间的恒温控制，进而开展

在温度作用下的岩石动态剪切渗流耦合特性一

系列扩展试验。

权利要求书3页  说明书6页  附图3页

CN 107782634 B

2020.05.19

CN
 1
07
78
26
34
 B



1.微机控制电液伺服岩石三轴动态剪切渗流耦合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用于不

同温度作用及不同流体注入下的完整或单裂隙岩石的动态剪切渗流耦合特性试验，该试验

装置由加载系统、密封系统、流体注入系统、声发射监测系统、温度控制系统、变形监测系统

和数据采集系统组成，所述的加载系统由三轴压力室（42）、三轴压力室顶盖（67）、压力室顶

盖螺丝（28）、三轴压力室底座（16）、微机控制电液伺服加载系统（1）和围压加载系统组成，

三轴压力室（42）分为上腔体（29）和下腔体（30），两个腔体通过管线（43）连接，腔体内安装

有轴向加载杆，其由外加载杆（8）和内加载杆（7）组成，而内、外加载杆的端部都内制有螺纹

孔，分别安装第一外接杆（2）和第二外接杆（27），其中第一外接杆（2）与轴向LVDT（3）相接

触，用于试验过程中试件（12）的轴向变形的测量，而第二外接杆（27）则用于安装试件（12）

时手工旋转，从而压紧外加载杆（8）和橡胶套（36），外加载杆（8）的底部通过挤压承压板

（66）来实现对橡皮胶的挤压密封，而承压板（66）上安装有O型圈（6），防止围压油从外加载

杆（8）中渗出，三轴压力室（42）中放置尺寸为φ50×100mm的试件（12），试件（12）的上下端

面按反方位分别放置两个由45#钢半圆柱形压头（34）和硅橡胶半圆柱形压头（10）所组成的

直径为50mm的圆柱体剪切压头，其中45#钢半圆柱形压头（34）下部加工有多孔板（33），整体

为半圆柱形，由于硅橡胶半圆柱形压头（10）在轴压加载时几乎没有承载作用，因此两端面

位置相反的45#钢半圆柱形压头（34）在轴压加载下对试件（12）施加剪应力，使得试件发生

剪切破坏，此外，为了防止硅橡胶半圆柱形压头（10）在加载作用时由于体积收缩而产生较

大的承载作用，进而导致剪切力失效，因此，在圆柱形剪切压头上还各置有内凹压头（11），

其能够为加载作用下的硅橡胶半圆柱形压头（10）留有挤入空间，进而保证试件（12）两端面

持续受到恒定的剪应力，内凹压头（11）的外侧装有可拆卸的转换压块（15），其与三轴压力

室底座（16）用定位销（37）固定，装上转换压块（15）用于φ50×50~100mm的试件的剪切渗流

试验，而去除转换压块（15）并添加其他规格垫块能够进行φ100×100~200mm的试件的试

验；所述的密封系统是指对试件（12）的密封，试验过程中，为了增加密封效果及减小试件

（12）的外壁在剪切过程中与橡胶套（36）内壁间的摩擦，在试件安装时，首先将试件（12）的

上下端面与上述的圆柱形剪切压头、内凹压头（11）用特氟龙胶带（31）自上而下螺旋式缠绕

一圈成为整体，然后用热缩套管（61）包裹该整体，并用热风机反复吹烤，然后将其放入恒温

箱中保持温度200℃进行2h的烘烤并拿出，待冷却至室温后，在上剪切压头顶部与超过试件

（12）上端面10mm之间套入上部铝环（32），然后在下剪切压头的底部和超过试件下端面10mm

间也套入下部铝环（35），之后将上述整体放入橡胶套（36）内，并接着将橡胶套（36）放入支

撑架内，支撑架由支撑架上板（9）、支撑架下板（14）和支撑杆（64）组成，其对橡胶套（36）的

上下外延部分进行挤压密封，支撑架与支撑架定位环（62）之间用U型卡环（63）连接，其一方

面能够保证支撑架和装有试件的橡胶套（36）在三轴压力室（42）内的位置固定，另一方面能

够在支撑杆（64）上安装声发射探头（47）、径向LVDT（65）、温度传感器（68）监测仪器，实现对

试件不同部位的数据监测；此外，下腔体（30）通过凹形环状卡套（38）与三轴压力室底座

（16）相连接，并配套O型圈实现密封；所述的微机控制电液伺服加载系统（1）由加载框架、伺

服加载油缸及伺服控制阀组成，能够实现力、位移及变形的伺服控制，另外，三轴压力室

（42）通过三轴室定位销（39）与加载框架底座（44）相连接；所述的围压加载系统由储油罐

（59）、充油油缸控制系统（24）、伺服油缸控制系统（23）、增压室（22）和油浴升温系统（58）组

成，其中储油罐（59）中的油体经充油油缸控制系统（24）控制进入油浴升温系统（58），当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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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温度达到设定的温度后被注入三轴压力室（42），当注入的油体依次流经压力管线（45）和

增压室（22），并最后从溢流口（20）流出时，关闭充油油缸控制系统（24），溢流阀（46）及针阀

（18），随后开启伺服油缸控制系统（23），其配合增压室（22）按恒定速率将围压加至试验所

需值，三轴压力室（42）内部围压通过压力传感器（17）监测获得；所述的流体注入系统包含

液体储存罐（60）、气体储存罐（55）、气体增压增温系统（56）、背压阀（69）、液体注入系统

（40）和气体注入系统（41），气体和液体能够独立注入，也能够混合注入，其中气体注入系统

（41）的作用是实现不同气体的超临界态，扩展了注入气体的类别；

液体由液体注入系统（40）控制从液体储存罐（60）注入三轴压力室（42），而气体由气体

注入系统（41）控制从气体储存罐（55）先注入气体增压增温系统（56），后进入三轴压力室

（42），流体通过管线由三轴压力室底座（16）注入，在剪切压头与内凹压头（11）间，内凹压头

（11）与三轴压力室底座（16）间都安装有小口径橡胶套（13），进而防止气体和液体提前混

合，液体和气体在多孔板（33）处实现混合并由试件（12）的底部注入，其由下至上流经试件

（12），并最后从试件（12）的上端流出，随后，混合的气液两相流体依次通过多孔板（33）、上

部剪切压头和内凹压头（11），最后从内加载杆中流出三轴压力室（42），混合流体通过开启

的背压阀（69）后依次经过液体采集瓶（25）和气体流量计（26），实现气体和液体的分离和称

量；所述的变形监测系统包括试验过程中轴向变形、径向变形及体积变形的监测，其中试件

（12）的轴向变形通过轴向LVDT（3）所测得的内加载杆（7）的伸缩量来间接求得，而试件（12）

的不同部位的径向变形通过调节支撑杆上的径向LVDT（65）的位置来测得，试件（12）的体积

变形通过增压室外侧LVDT（5）的变化量求得，轴向和体积变形测量LVDT各采用两个，而径向

变形根据试验需要来添加；所述的温度控制系统由气体增压增温系统（56）、三轴室温度控

制外壳（57），油浴升温系统（58）、热电偶（54）和温度传感器（68）组成，其中气体增压增温系

统（56）用于调节气体的压力和温度进而实现气体的超临界态，油浴升温系统（58）和三轴室

温度控制外壳用于调节及保持油体温度进而实现三轴压力室（42）内试件或气体的温度达

到并保持试验所需值，热电偶（54）用于实时测量气体和三轴压力室（42）内的温度变形，温

度传感器（68）接在支撑杆（64）上用于测量试件（12）的不同部位的温度变化；所述的数据采

集系统包括声发射信号、轴压及轴向变形，围压及体积变形，径向变形、气体和三轴压力室

内温度、试件不同部位温度、入口端气体和液体的压力，出口端气液的混合压力以及分离的

气体和液体的流量值数据的采集。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微机控制电液伺服岩石三轴动态剪切渗流耦合试验装置，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硅橡胶半圆柱形压头（10）具有一定的弹性和密封性，其在每个试验前都

得重新浇注，并置于通风处凝固24h方能达到最佳的试验效果。

3.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微机控制电液伺服岩石三轴动态剪切渗流耦合试验装置，其

特征在于，通过更换压头以及支撑架尺寸，能够进行φ100×100~200mm的圆柱形试件的动

态剪切渗流耦合试验。

4.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微机控制电液伺服岩石三轴动态剪切渗流耦合试验装置，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声发射探头（47）置于三轴压力室（42）内，并紧贴橡胶套（36）的外壁面；为

防止声发射探头（47）置于高压油内而使探头内部的压电陶瓷受到破坏，这里的声发射探头

（47）须进行密封保护处理：将探头用薄壁上圆环板（52）和薄壁下圆环板（53）压紧，并配以

声发射密封螺丝（48）和声发射密封O型圈（49）进行密封，随后用螺钉将上下两圆环板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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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薄壁下圆环板（53）外侧焊接有长臂（50），长臂处开有凹槽，随后将所有探头外贴与

橡胶套（36）外壁，并用强力橡皮筋（51）箍紧长臂凹槽，使得探头紧紧贴于橡胶套（36）外侧；

最后将探头导线引出三轴压力室（42），与监测设备相连接。

5.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微机控制电液伺服岩石三轴动态剪切渗流耦合试验装置，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外加载杆（8）和内加载杆（7），两者相互独立控制；内加载杆上端连接微机

控制电液伺服加载试验系统（1），用于给试件施加轴向加载，而外加载杆用于压紧橡胶套

（36）；上述的外加载杆（8）中部连接有上腔体活塞板（4），由于上下腔体由管线（43）相连通，

因此上腔体活塞板（4）会随着下腔体内油压的增加而不断向下移动，从而能够一直保持挤

压橡皮套（36），使得橡胶套（36）的密封效果达到最佳；上述的内、外加载杆和腔体之间都采

用O型圈（6）实现动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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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机控制电液伺服岩石三轴动态剪切渗流耦合试验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微机控制电液伺服岩石三轴动态剪切渗流耦合试验装置，属于岩石力学与

工程技术领域范畴，尤其涉及一种微机控制电液伺服岩石三轴动态剪切渗流耦合试验装

置，可用于不同温度作用及不同流体注入下的完整或单裂隙岩石的动态剪切渗流耦合特性

的试验研究。

背景技术

[0002] 在地下岩土工程中，岩体与地下水的相互作用往往决定着岩体工程的稳定性，而

岩体在水力耦合作用下的剪切滑移失稳通常会导致重大地质灾害的产生，因此，深入研究

岩体的剪切-渗流耦合特性及由此所导致的失稳规律对于解决地下岩体工程的稳定性有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

[0003] 目前，国内外各专家对于岩体剪切-渗流耦合特性的研究并不多，其中最难以解决

的问题便是剪切-渗流过程中存在的动密封问题，即难以保证水在岩石试件剪切错动过程

中只沿裂隙上下面组成的不规则通道流动而不发生侧漏。因此，研制密封性较好的剪切渗

流耦合设备是探究岩体水力耦合剪切渗流耦合失稳机理的基础。

[0004] 目前，涉及剪切渗流耦合的装置及方法的中国发明专利主要有：山东科技大学的

“一种岩石剪切渗流耦合真三轴试验系统”(CN  102607950  A)。山东科技大学的“一种围压

作用下岩石裂隙剪切渗流耦合试验系统”(CN  102253185  A)。山东科技大学的“岩石裂隙剪

切渗流耦合试验盒”(CN  202133661  U)。同济大学的“岩石节理剪切-渗流耦合试验系统”

(CN  201237591  Y)。武汉大学的“适用于岩石节理剪切渗流耦合试验的剪切盒”(CN 

202903786  U)。太原理工大学的“一种高温高压下测量岩石剪切渗流的装置”(CN 

104596857  A)。然而，这些已有的节理剪切试验设备存在以下几点问题：1.试验设备的密封

操作比较繁琐且密封效果难以达到试验的要求；2.这些试验技术多是基于岩石直剪试验机

所改造的，即采用直剪盒进行剪切渗流试验，但由于直剪盒的上下盒体在剪切滑移过程中

难以保证剪切方向的恒定，进而使得侧向的密封难以实现，尤其是难以实现较高的渗透压

力的密封；3.传统的直剪盒都只考虑岩体的法向受力，而忽略了侧向受力压力，这使得岩体

所处的应力状态和实际赋存状态严重不符；4.传统的直剪盒还未见有气体作为渗透介质

的，使得试验功能单一。5.岩石的剪切位移都不是很大，这主要是因为剪切位移越大，裂隙

岩石的密封性越差；6、没有可靠的监测设备对岩石剪切渗流过程进行监测，只单纯的依靠

变形和流量的变化量来推测剪切-渗流特性，既不科学又不准确。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微机控制电液伺服岩石三轴动态剪切渗流耦合试验装置的目的在于：解决

上述各试验方法存在的诸多缺陷及不足，为深入研究岩体的剪切-渗流特性提供强有力的

监测手段，进而提供一种微机控制电液伺服岩石三轴动态剪切渗流耦合试验装置及方法的

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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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本发明微机控制电液伺服岩石三轴动态剪切渗流耦合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装

置用于不同温度作用及不同流体注入下的完整或单裂隙岩石的动态剪切渗流耦合特性的

试验，该装置拆卸简单、密封效果好、多数步骤可实现自动化，该试验装置由加载系统、密封

系统、流体注入系统、声发射监测系统、温度控制系统、变形监测系统和数据采集系统组成，

所述的加载系统由三轴压力室42、三轴压力室顶盖67、压力室顶盖螺丝28、三轴压力室底座

16、微机控制电液伺服加载系统1和围压加载系统组成，三轴压力室42分为上腔体29和下腔

体30，两个腔体通过管线43连接，腔体内安装有轴向加载杆，其由外加载杆8和内加载杆7组

成，而内、外加载杆的端部都内制有螺纹孔，分别安装第一外接杆2和第二外接杆27，其中第

一外接杆2与轴向LVDT3相接触，用于试验过程中试件12的轴向变形的测量，而第二外接杆

27则用于安装试件12时手工旋转，从而压紧外加载杆8和橡胶套36，外加载杆8的底部通过

挤压承压板66来实现对橡皮胶的挤压密封，而承压板66上安装有O型圈，防止围压油从外加

载杆8中渗出，三轴压力室42中放置尺寸为φ50×100mm的圆柱形岩石试件12，试件12的上

下端面按反方位分别放置两个由45#钢半圆柱形压头34和硅橡胶半圆柱形压头10所组成的

直径为50mm的圆柱体剪切压头，其中45#钢半圆柱形压头34下部加工有多孔板33，整体为半

圆柱形，而硅橡胶为相同尺寸的另一个半圆柱体，由于硅橡胶半圆柱形压头10在轴压加载

时几乎没有承载作用，因此两端面位置相反的半圆柱体45#钢在轴压加载下对试件12施加

剪应力，使得试件发生剪切破坏，此外，为了防止硅橡胶半圆柱形压头10在加载作用时由于

体积收缩而产生较大的承载作用，进而导致剪切力失效，因此，在圆柱形剪切压头上还各置

有内凹压头11，其用于为加载作用下的硅橡胶半圆柱形压头10留有挤入空间，进而保证试

件12两端面持续受到恒定的剪应力，内凹压头11的外侧装有可拆卸的转换压块15，其与三

轴压力室底座16用定位销37固定，装上转换压块15用于φ50×50～100mm的试件的剪切渗

流试验，而去除转换压块15并添加其他规格垫块可用于φ100×100～200mm的试件的试验；

所述的密封系统是指对试件12的密封，由特氟龙胶带31、热缩套管61、橡胶套36和上部铝环

32与下部铝环35组成，支撑架由支撑架上板9、支撑架下板14和支撑杆64组成，其对橡胶套

的上下外延部分进行挤压密封，支撑架与支撑架定位环62之间用U型卡环63连接，此外，下

腔体30通过凹形环状卡套38与三轴压力室底座16相连接，并配套O型圈实现密封；所述的微

机控制电液伺服加载系统1由加载框架、伺服加载油缸及伺服控制阀组成，可实现力、位移

及变形的伺服控制，另外，三轴压力室42通过三轴室定位销39与加载框架底座44相连接；所

述的围压加载系统由储油罐59、充油油缸控制系统24、伺服油缸控制系统23、增压室22和油

浴升温系统58组成，其中储油罐59中的油体经充油油缸控制系统24控制进入油浴升温系统

58，当油体温度达到设定的温度后被注入三轴压力室42，当注入的油体依次流经压力管线

45和增压室22，并最后从溢流口20流出时，关闭充油油缸控制系统统24，溢流阀46及针阀

18，随后开启伺服油缸控制系统23，其配合增压室22按恒定速率将围压加至试验所需值，三

轴压力室42内部围压通过压力传感器17监测获得；所述的流体注入系统包含液体储存罐

60、气体储存罐55、气体增压增温系统56、背压阀69、液体注入系统40和气体注入系统41，气

体和液体可独立注入，也可混合注入，其中气体注入系统41的作用是实现气体的超临界态，

扩展了注入气体的类别，液体由液体注入系统40控制从液体储存罐60注入三轴压力室42，

而气体由气体注入系统41控制从气体储存罐55先注入气体增压增温系统56，后进入三轴压

力室42，流体通过管线由三轴压力室底座16注入，在剪切压头与内凹压头11间，内凹压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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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三轴压力室底座16间都安装有小口径橡胶套13，进而防止气体和液体提前混合，液体和

气体在多孔板33处实现混合并由试件12的底部注入，其由下至上流经试件12，并最后从试

件12的上端流出，随后，混合的气液两相流体依次通过上部多孔板、上部剪切压头和内凹压

头，最后从内加载杆中流出三轴压力室42，混合流体通过开启背压阀后69后依次经过液体

采集瓶25和气体流量计26，实现气体和液体的分离和称量；所述的变形监测系统用于试验

过程中轴向变形、径向变形及体积变形的监测，其中试件12的轴向变形通过轴向LVDT3所测

得的内加载杆7的伸缩量来间接求得，而试件12的不同部位的径向变形通过调节支撑杆上

的径向LVDT65的位置来测得，试件12的体积变形通过增压室外侧LVDT5的变化量求得，轴向

和体积变形测量LVDT各采用两个，而径向变形根据试验需要来添加；所述的温度控制系统

由气体增压增温系统56、三轴室温度控制外壳57，油浴升温系统58、热电偶54和温度传感器

68组成，其中气体增压增温系统56用于调节气体的压力和温度进而实现气体的超临界态，

油浴升温系统58和三轴室温度控制外壳用于调节及保持油体温度进而实现三轴压力室42

内试件或气体的温度达到并保持试验所需值，热电偶54用于实时测量气体和三轴压力室42

内的温度变形，温度传感器68接在支撑杆64上用于测量试件12的不同部位的温度变化；所

述的数据采集系统用于声发射信号、轴压及轴向变形，围压及体积变形，径向变形、气体和

釜体温度、试件不同部位温度、入口端气体和液体的压力，出口端气液的混合压力以及分离

的气体和液体的流量值数据的采集。

[0007] 上述的微机控制电液伺服岩石三轴动态剪切渗流耦合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硅橡胶半圆柱形压头10由南大硅橡胶705浇注而成，具有一定的弹性和密封性，其在每

个试验前都得重新浇注，并置于通风处凝固24h方可达到最佳的试验效果。

[0008] 上述的微机控制电液伺服岩石三轴动态剪切渗流耦合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本

装置除可进行尺寸为φ50×50～100mm的圆柱形试件的剪切渗流试验外，还可通过更换压

头、支撑架尺寸进行φ100×100～200mm的大尺寸圆柱形试件的剪切渗流。此外，通过更换

上下压头的形状和尺寸，还可进行尺寸为φ50×100mm岩石试件的一系列常规力学强度试

验。

[0009] 上述的微机控制电液伺服岩石三轴动态剪切渗流耦合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声发射探头47置于三轴压力室42内，并紧贴橡胶套的外壁面，对试件12在剪切破坏和

滑移过程中产生的声发射信号进行采集。为防止声发射探头47置于高压油内而使探头内部

的压电陶瓷受到破坏，这里的声发射探头47须进行密封保护。首先将探头用薄壁上圆环板

52和薄壁下圆环板53压紧，并配以声发射密封螺丝48和声发射密封O型圈49进行密封，随后

用螺钉将上下两圆环板拧紧。上述的薄壁下圆环板53外侧焊接有长臂50，长臂处开有凹槽，

随后将所有探头外贴与橡胶套外壁，并用强力橡皮筋51箍紧长臂凹槽，使得探头紧紧贴于

胶套外侧。最后将探头导线引出三轴压力室42，与监测设备相连接。

[0010] 上述的微机控制电液伺服岩石三轴动态剪切渗流耦合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外加载杆8和内加载杆7，两者相互独立控制。内加载杆上端连接微机控制电液伺服加

载试验系统1，用于给试件施加轴向加载，而外加载杆用于压紧橡胶套36；上述的外加载杆8

中部连接有上腔体活塞板4，由于上下腔体由管线(43)相连通，因此上腔体活塞板4会随着

下腔体内油压的增加而不断向下移动，从而一直保持挤压橡皮套36，使得胶套的密封效果

达到最佳；上述的内、外加载杆和腔体之间都采用O型圈6实现动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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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本发明一种微机控制电液伺服岩石三轴动态剪切渗流耦合试验方法的优点在于：

与现有技术相比，仪器拆卸简单，试验过程的控制步骤简便且可实现半自动化。另外，剪切

破断后的试件在铝环、热缩套管及特氟龙胶带的约束下与胶套贴合紧密，进而使得侧向密

封效果良好，能够进行高渗透水压、大剪切位移下的剪切渗流耦合试验，还可考虑温度及不

同注入流体对岩石剪切渗流耦合的影响；其次，本发明可模拟岩石三轴应力状态的方法，能

够有效的克服目前技术只考虑岩石在单纯法向作用力下的直剪-渗流；此外，本发明所公开

的装置中还添加有声发射监测装置，用来监测剪切渗流耦合过程中的裂隙面破损演化情

况，进而对岩石的剪切渗流耦合过程提供更多可靠的监测手段。

附图说明

[0012] 附图1为本发明一种微机控制电液伺服岩石三轴动态剪切渗流耦合试验装置的示

意图

[0013] 附图2为本发明中声发射探头密封的侧视图、俯视图及装配示意图

[0014] 附图3为试件的密封装配图

[0015] 附图4为图3中A-A剖视示意图

[0016] 附图5为图3中B-B剖视示意图

[0017] 附图6为胶套的示意图

[0018] 附图7为支撑架结构

[0019] 图中的标号：1——微机控制电液伺服加载系统；2——第一外接杆；3——轴向

LVDT；4——上腔体活塞板；5——增压室外侧LVDT；6——O型圈；7——内加载杆；8——外加

载杆；9——支撑架上板；10——硅橡胶半圆柱形压头；11——内凹压头；12——试件；

13——小口径橡胶套；14——支撑架下板；15——转换压块；16——三轴压力室底座；

17——压力传感器；18——针阀；19——增压室活塞杆；20——溢流口；21——增压室活塞；

22——增压室；23——伺服油缸控制系统；24——充油油缸控制系统；25——液体采集瓶；

26——气体流量计；27——第二外接杆；28——压力室顶盖螺丝；29——上腔体；30——下

腔体；31——特氟龙胶带；32——上部铝环；33——多孔板；34——45#钢半圆柱形压头；

35——下部铝环；36——橡胶套；37——定位销；38——凹形环状卡套；39——三轴室定位

销；40——液体注入系统；41——气体注入系统：42——三轴压力室；43——管线；44——加

载框架底座；45——压力管线；46——溢流阀；47——声发射探头；48——声发射密封螺丝；

49——声发射密封O型圈；50——长臂；51——强力橡皮筋；52——薄壁上圆环板；53——薄

壁下圆环板；54-热电偶；55-气体储存罐；56-气体增压增温系统；57-三轴室温度控制外壳；

58-油浴升温系统；59-储油罐；60-液体储存罐；61-热缩套管；62-支撑架定位环；63-U型卡

环；64-支撑杆；65-径向LVDT；66-承压板；67-三轴压力室顶盖；68-温度传感器；69-背压阀。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体现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优点，下面通过实例，并参照附图，对一种微机控制电

液伺服岩石三轴动态剪切渗流耦合试验方法的实施进行详细论述。这里以尺寸为φ50×

100mm的圆柱形完整岩石细砂岩试件为例，并选取纯净水做为渗透介质，然后采用本装置来

对比研究细砂岩试件的动态剪切渗流耦合特性和常规剪切渗流特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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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首先进行动态剪切渗流耦合特性试验研究，其具体的实施步骤如下：

[0022] 步骤一,取样：在大块原岩上钻取尺寸为φ50×100mm的圆柱形大尺寸完整细砂岩

岩石，并打磨岩石两端面，使其不平整度误差不超过0.01mm。

[0023] 步骤二，硅橡胶半圆柱形压头10制作：将高度为20mm的45#钢半圆柱形压头34置于

直径为50mm，高度同样为20mm的圆柱形有机玻璃磨具内，接着用南大705硅橡胶填充另一

半，待膏体液面与45#钢半圆柱形压头34上端面相平时停止浇注，之后将磨具置于通风处凝

固24h，最后将浇注好的硅橡胶半圆柱形压头10取出以留做试验用。这里的45#钢半圆柱压

头34的高度即为岩石最大的剪切错动量。

[0024] 步骤三，装配试件：将45#钢半圆柱形压头34和硅橡胶半圆柱形压头10配合在一起

形成拼合压头，之后将两个拼合压头按相反的方向置于试件12的上下端面，然后分别在两

端的拼合压头外装上内凹压头11和圆柱形压头9和15，之后用特氟龙胶带31自上而下螺旋

式缠绕一圈，使试件和各个压头形成一个整体。然后将该整体装入橡胶套36内，之后将两个

形状和尺寸均相同的、外径为50mm的上部铝环32和下部铝环35放入试件外壁和胶套内壁的

空腔内，使试件和胶套没有空隙，其中上部铝环32从试件12上压头9顶部开始，超过试件12

上端面10mm，而下部铝环35从试件下压头15底部开始，超过试件12下端面10mm，而试件12中

部剩余的80mm则完全由橡胶套36贴紧。然后在橡胶套36周围安装支撑架，使支撑架上板9和

支撑架下板14贴紧橡胶套36，然后在上下圆环板间接上支撑杆64，之后将试件连通支撑架

整体放入转换压块15间，再将支撑架定位环62放入三轴室内，并在支撑架与支撑架定位环

62之间用U型卡环63连接。之后，在试件表面接上声发射探头47，在支撑杆上接上径向

LVDT65和温度传感器68监测设备。

[0025] 步骤四，装配三轴压力室42：将下腔体30通过凹形环状卡套38与三轴压力室底座

16相连接，并配套O型圈实现密封，然后在三轴压力室外部套上三轴室温度控制外壳57，之

后在外加载杆8上接上第二外接杆27，然后手动移动外加载杆8，使外加载杆8的下端与橡胶

套36的上部相接触，进而实现胶套的全段密封；然后将第二外接杆27卸下并接在内加载杆7

上，并调节LVDT3的位置，使LVDT3的指针与第二外接杆27相接触，此时，三轴压力室42装配

完毕。

[0026] 步骤五,三轴压力室充液：开启储油罐59，油浴升温系统58，充油油缸控制系统24，

并打开充液相应针阀18和溢流阀46，给三轴压力室42内充油，待液压油从承压室的溢流阀

46流出时，说明液压油已充满整个腔体，此时关闭充油油缸控制系统24、针阀18和溢流阀

46。

[0027] 步骤六,施加三轴围压并保持：开启所有的数据监测设备，调“0”开始监测。开启伺

服油缸控制系统23将三轴压力室内的压力加至试验所需值并保持，待室内压力稳定后调整

增压室外侧LVDT  5指针，使其与增压室22上端接触。在试验全过程中都保持恒定的围压值

不变。

[0028] 步骤七，施加孔隙压力P0：开启背压阀，将其调至试验所需孔隙压力值P0。随后开启

液体储存罐60及液体注入系统40。设置注入系统以恒定注入压力P0值向试件底部注入流

体，待注入系统提示不再有流体注入时，说明试件内部整体已达到恒定的孔隙压力P0。

[0029] 步骤八，施加渗透压差并保持：当试件内部达到恒定孔隙压力P0时，增加入口端的

注入压力至P1，使液体注入系统40以△P＝P1-P0的渗透压差向试件12底部注入流体，开启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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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采集瓶25，进行液体渗透率的测定。在试验全过程中保持恒定的渗透压差△P不变。

[0030] 步骤九，施加剪切应力：开启微机控制电液伺服轴压控制系统1，通过加载内加载

杆7来将剪切力施加到试件端面；本试验采用0.0001mm/s的恒位移控制来施加剪应力，并进

行20mm的剪切压缩。在试件12剪切的全过程，维持试件两端的渗透压差△P不变。

[0031] 步骤十，记录试验数据：在试件剪切的全过程，实时记录并分析各项数据的变化，

包括：出口液体流量变化、法向和剪切力、法向和剪切变形、声发射信号。

[0032] 步骤十一，拆卸试件：通过各控制系统依次卸除轴向压力、围压以及排油，用第二

外接杆27将外加载杆8拉出，并拆除三轴室温度控制外壳57，采用升降机将三轴室的上腔体

29抬起，依次拆除橡胶套36，上部铝环32和下部铝环35，特氟龙胶带31及各压头，最后拍照

记录破裂的试件，至此试验完毕。

[0033] 步骤十二，分析数据：处理试验数据，绘制试件剪切位移-渗透率曲线，剪切位移-

剪切力曲线，剪切位移-法向变形曲线，剪切位移-声发射曲线。

[0034] 接下来，进行φ50×100mm圆柱形细砂岩的常规剪切渗流试验，其具体步骤如下：

[0035] 步骤一，在与上述试验所采用的相同的大块原岩上钻取尺寸为φ50×100mm的圆

柱形大尺寸完整细砂岩岩石，并打磨岩石两端面，使其不平整度误差不超过0.01mm。

[0036] 步骤二～步骤七与上述试验相同。

[0037] 步骤八，施加渗透压差并保持：开启液体注入系统40，以△P＝P1-P0的渗透压差向

试件12底部注入流体，开启液体采集瓶25，进行液体渗透率的测定。然后，关闭流体注入系

统。

[0038] 步骤九，施加剪切应力：开启微机控制电液伺服轴压控制系统1，通过加载内加载

杆7来将剪切力施加到试件端面；本试验采用0.0001mm/s的恒位移控制来施加剪应力，进行

0.5mm的剪切量。

[0039] 步骤十，进行常规剪切渗流试验：步骤八～九若干次，每次的剪切量都保持0.5mm

不变，直至试件剪切压缩量达到20mm。

[0040] 步骤十一，拆除试件，与上述试验的步骤十一相同。

[0041] 步骤十二，分析试验全过程中的各项数据，并绘制试件剪切位移-渗透率曲线，剪

切位移-剪切力曲线，剪切位移-法向变形曲线，剪切位移-声发射曲线。

[0042] 还需指明，以上所述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任何本领域的科研

技术人员参照本发明的实施方式改变岩石的种类、岩石的尺寸及规格，以及其他形式及细

节上的各式各样的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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