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0010968.0

(22)申请日 2018.01.05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051567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5.18

(73)专利权人 兰州理工大学

地址 730050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兰工

坪路287号

(72)发明人 董建华　包万飞　张明礼　董旭光　

孙国栋　颉永斌　郑静　

(74)专利代理机构 兰州振华专利代理有限责任

公司 62102

代理人 董斌

(51)Int.Cl.

G01N 33/24(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4694560 U,2015.10.07

CN 104266920 A,2015.01.07

CN 104358265 A,2015.02.18

CN 103835324 A,2014.06.04

CN 206460045 U,2017.09.01

张伟丽 等.冻融循环对砂浆岩石锚杆锚固

力影响的试验研究.《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14,第33卷(第3期),

审查员 陈永婧

 

(54)发明名称

寒区边坡锚固结构的静动力测试装置及组

装和测试方法

(57)摘要

寒区边坡锚固结构的静动力测试装置及组

装和测试方法，适用于寒区边坡锚固结构的静动

力特性测试技术，属寒区边坡支挡领域。寒区边

坡锚固结构的静动力测试装置包括测试控温箱、

测试模型、数据采集系统、振动台和双梁桥式吊

车；将测试模型放入测试模型箱内，用通讯线将

数据采集系统与测试模型连接，进行冻融作用下

的静力测试；将冻融作用后的测试模型通过双梁

桥式吊车吊至振动台上，模型箱与振动台通过螺

栓连接，再用通讯线将数据采集系统与测试模型

连接，进行地震波作用下的动力测试。该寒区边

坡锚固结构的静动力测试装置结构新颖，安装简

单，操作方便，通过此测试技术能够实现寒区边

坡锚固结构的优化设计和科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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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寒区边坡锚固结构的静动力测试装置，包括测试控温箱（1）、测试模型（16）、数据采

集系统（25）、振动台（30）和双梁桥式吊车，其特征在于：测试控温箱（1）内装有测试模型

（16）和数据采集系统（25），测试控温箱（1）和振动台（30）在双梁桥式吊车工作面的下方；测

试控温箱（1）是由密封箱（2）、控温系统和可拆卸脚轮（3）构成；密封箱（2）是由底板（4）、四

周墙体（5）、顶板（6）、可开启顶盖（7）和箱门（8）构成的长方体；将四周墙体（5）下侧边与底

板（4）周边通过螺栓（31）连接，同样方式把顶板（6）周边与四周墙体（5）上侧边连接，可开启

顶盖（7）嵌套在顶板（6）中心开孔内，箱门（8）安装在短边一侧墙体（5）上；控温系统是由压

缩机组（9）、吊顶式风机（10）、电阻加热器（11）、微型控温器（12）、散热板（13）、氟利昂循环

管道（14）、钢梁架（15）构成；钢梁架（15）是由角钢焊接而成的箱型钢架；将压缩机组（9）通

过螺栓（31）固定在密封箱（2）的顶板（6）上侧，压缩机组（9）出口与氟利昂循环管道（14）一

端管口对接，氟利昂循环管道（14）另一端管口穿过顶板（6）上的圆形孔与散热板（13）进口

对接，以同样方式连接压缩机组（9）进口和散热板（13）出口，散热板（13）散热面与吊顶式风

机（10）进风口胶结，散热板（13）吸热面与电阻加热器（11）传热面胶结，将散热板（13）及其

两侧的吊顶式风机（10）、电阻加热器（11）通过螺栓（31）固定在钢梁架（15）上，用螺栓（31）

将钢梁架（15）固定在顶板（6）下侧；微型控温器（12）通过螺栓（31）固定在长边一侧墙体（5）

外侧，分别与压缩机组（9）、吊顶式风机（10）、电阻加热器（11）通过电线串连；底板（4）下侧

四个角上开设螺栓（31）孔，可拆卸脚轮（3）通过螺栓（31）固定在底板（4）上；测试模型（16）

是由模型箱（17）及其内的框架锚杆支护结构（18）、传感器（19）、土坡（32）构成；模型箱（17）

是由扩大底板（20）、竖向和横向方钢管、钢化玻璃（21）构成的长方体，其上侧和前侧不安装

钢化玻璃（21）；将竖向方钢管焊接在扩大底板（20）的周边上侧，横向方钢管焊接在竖向方

钢管的顶部和中间处，钢化玻璃（21）用螺丝固定在方钢管上；框架锚杆支护结构（18）是由

框架（22）、锚杆（23）和锚具（24）构成；框架（22）设置在土坡（32）前，锚杆（23）自由段穿过框

架（22）节点处，锚具（24）穿过框架（22）临空侧的自由段锚固在框架（22）上，锚杆（23）锚固

段和传感器（19）埋置在土坡（32）内；静态数据采集仪（26）、动态数据采集仪（27）分别通过

通讯线（28）与传感器（19）串连，再与电脑（29）串连，构成数据采集系统（25）；将测试模型

（16）放入测试控温箱（1）内，用通讯线（28）将静态数据采集仪（26）与传感器（19）串连，再与

电脑（29）串连，形成冻融作用下的静力测试装置；拆除所有通讯线（28），将冻融作用后的测

试模型（16）通过双梁桥式吊车吊至振动台（30）上，模型箱（17）的扩大底板（20）与振动台

（30）的台面通过螺栓（31）连接，用通讯线（28）将动态数据采集仪（27）与传感器（19）串连，

再与电脑（29）串联，形成地震波作用下的动力测试装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寒区边坡锚固结构的静动力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底

板（4）、四周墙体（5）、顶板（6）由聚氨酯保温板和钢板构成，通过环氧树脂胶将钢板粘结在

保温板的任意一侧，密封箱（2）安装完成后，使钢板位于其外侧；底板（4）下侧四个角上分别

开设4~6个螺栓（31）孔；顶板（6）上侧四个角上装有吊环，中心处开设长方形孔，长方形孔的

长宽尺寸比扩大底板（20）大，顶板（6）上的两个圆形孔并列开设在距离长方形孔短边的200

~8000mm处，两个圆形孔间距20~50mm；可开启顶盖（7）由聚氨酯保温板和井字形钢架构成，

聚氨酯保温板的长宽与长方形孔长宽尺寸相等，四个角上装有吊环，井字形钢架由角钢焊

接而成，并通过螺栓（31）固定在聚氨酯保温板的上侧，其长宽尺寸比长方形孔大；箱门（8）

为聚氨酯保温板，其尺寸采用室内门的标准门洞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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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寒区边坡锚固结构的静动力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控

温系统的温度调节范围为-50 C゚~50 C゚；压缩机组（9）采用  3.7kW(5HP)~14.8  kW(5HP) 的G-

0500；吊顶式风机（10）采用D型系列氟利昂式；微型控温器（12）精度为-0.5 C゚~0.5 C゚；箱型

钢架由角钢端部焊接成长方体，其长宽高尺寸比密封箱（2）小。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寒区边坡锚固结构的静动力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模

型箱（17）的高度比密封箱（2）小；扩大底板（20）采用钢板制成，距离扩大底板（20）的相邻两

边为200~500mm处焊接四个角上的竖向方钢管，并且四个角上的竖向方钢管顶部焊接吊环，

四个角上的竖向方钢管的中间等间距布置竖向方钢管；扩大底板（20）边上预留螺栓（31）

孔，其尺寸与振动台（30）台面固定孔尺寸一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寒区边坡锚固结构的静动力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传

感器（19）由土压力探头（33）、应变片（34）、水分探头（35）、温度探头（36）、百分表（37）、加速

度计（38）、位移传感器（39）组成；土压力探头（33）安装在框架（22）和土坡（32）接触的坡面

上，应变片（34）贴在锚杆（23）的自由段上和框架（22）的节点和跨中位置上，水分探头（35）

和温度探头（36）并列埋置在土坡（32）内，百分表（37）、加速度计（38）和位移传感器（39）安

装在框架（22）的临空侧节点处。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寒区边坡锚固结构的静动力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双梁桥式

吊车将测试模型（16）吊装在振动台（30）上所用时间不超过90min。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寒区边坡锚固结构的静动力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振

动台（30）选用两轴向或三轴向的液压式振动台。

8.权利要求1所述的寒区边坡锚固结构的静动力测试装置的组装和测试方法，其特征

在于，其步骤为：

（1）根据相似比确定框架（22）、锚杆（23）、土坡（32）的几何尺寸；

（2）制作测试控温箱（1）：根据测试试验要求，确定测试控温箱（1）的尺寸；选用满足要

求的聚氨酯保温板、钢板、角钢，并按照设计尺寸加工制作底板（4）、墙体（5）、顶板（6）、可开

启顶盖（7）、箱门（8）、钢梁架（15）；在市场上选购满足要求的可拆卸脚轮（3）、压缩机组（9）、

吊顶式风机（10）、电阻加热器（11）、微型控温器（12）、散热板（13）、氟利昂循环管道（14）；通

过螺栓（31）将底板（4）、四周墙体（5）、顶板（6）相互连接，所有连接位置涂抹密封胶，在顶板

（6）中心开孔处安装可开启顶盖（7），将箱门（8）通过合页安装在短边一侧墙体（5）上；在顶

板（6）上侧用螺栓（31）固定压缩机组（9），压缩机组（9）出口与氟利昂循环管道（14）一端管

口对接，氟利昂循环管道（14）另一端管口穿过顶板（6）上的圆形孔与散热板（13）进口对接，

以同样方式连接压缩机组（9）进口和散热板（13）出口，散热板（13）散热面与吊顶式风机

（10）进风口胶结，散热板（13）吸热面与电阻加热器（11）传热面胶结，散热板（13）及其两侧

的吊顶式风机（10）、电阻加热器（11）通过螺栓（31）安装在钢梁架（15）上，钢梁架（15）通过

螺栓（31）安装在顶板（6）下侧；微型控温器（12）通过螺栓（31）固定在长边一侧墙体（5）上，

分别与压缩机组（9）、吊顶式风机（10）、电阻加热器（11）通过电线串连；底板（4）下侧四个角

上开设螺栓（31）孔，可拆卸脚轮（3）通过螺栓（31）固定在底板（4）上；

（3）制作模型箱（17）：根据模型的相似比，确定模型箱（17）的尺寸；选用满足要求的钢

板、钢化玻璃（21）、方钢管，并按照设计尺寸加工制作扩大底板（20）、横向和竖向方钢管、钢

化玻璃（21）；将竖向方钢管焊接在扩大底板（20）的周边上，距离扩大底板（20）的相邻两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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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00~500mm处焊接四个角上的竖向方钢管，并且四个角上的竖向方钢管顶部焊接吊环，四

个角上的竖向方钢管的中间等间距布置竖向方钢管，横向方钢管焊接在竖向方钢管的顶部

和中间处，在扩大底板（20）上开设与振动台（30）台面固定孔一致的螺栓（31）孔，钢化玻璃

（21）用螺丝固定在方钢管上，安装成上侧和前侧敞开的模型箱（17）；

（4）制作框架（22）：支模板、绑扎钢筋和浇筑混凝土，预留锚杆（23）出孔；

（5）制作锚杆（23）：根据设计要求确定锚固段的长度，用PVC管作为模板，将带螺纹的钢

筋插入管内，浇筑混凝土，形成锚固段，养护完成后，拆掉PVC管；

（6）贴应变片（34）：在框架（22）的节点和跨中位置上贴应变片（34），并用绝缘胶带包扎

保护；在锚杆（23）自由段上贴应变片（34），并用绝缘胶带包扎保护；

（7）制作土坡（32）：根据测试试验要求，确定重塑土的含水率和压实度，并制备试验所

需的重塑土；在模型箱（17）内从底向上装重塑土，分层压实，并一边装重塑土一边安装锚杆

（23）、土压力探头（33）、水分探头（35）、温度探头（36）；

（8）安装框架锚杆支护结构（18）：将框架（22）吊到模型箱（17）内，按设计角度倾斜，并

用绳子暂时固定，使框架（22）贴应变片（34）的一侧与土坡（32）的临空面相接触；将锚具

（24）穿过框架（22）临空侧的锚杆（23）自由段锚固在框架（22）上，锚杆（23）锚固段埋在土坡

（32）内；

（9）将百分表（37）、加速度计（38）和位移传感器（39）分层安装在框架（22）的临空侧节

点处；

（10）进行静力测试：①用双梁桥式吊车将测试模型（16）吊进测试控温箱（1），静态数据

采集仪（26）通过通讯线（28）与已安装的土压力探头（33）、应变片（34）、水分探头（35）、温度

探头（36）串连，再与电脑（29）串连；②根据相似比确定调节温度值和采集数据的时间；③进

行冻融作用下的静力测试；

（11）静力测试结束后，拆除百分表（37）、静态数据采集仪（26）以及连接的所有通讯线

（28）；

（12）进行动力测试：①用双梁桥式吊车将测试模型（16）吊出，并固定在实验室的振动

台（30）上，用螺栓（31）将模型箱（17）的扩大底板（20）与振动台（30）台面紧固；②通过通讯

线（28）将动态数据采集仪（27）与已安装的土压力探头（33）、应变片（34）、加速度计（38）、位

移传感器（39）串连，再与电脑（29）串连；③输入不同加速度值的地震波进行动力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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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区边坡锚固结构的静动力测试装置及组装和测试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寒区边坡支挡领域，具体应用于寒区边坡锚固结构的静动力的特性测

试技术。

背景技术

[0002] 寒区的大规模人为工程活动必将进行土方开挖、填土，将进一步加剧寒区边坡稳

定性问题。这些问题给寒区工程的建设及运营带来了重大的损失，据统计，从  2008~2010

年，季节冻融作用造成的滑坡约  5  万次，直接经济损失高达十几亿，而且冻融滑塌破坏逐

渐增加，成为影响道路安全运营的主要威胁。哈尔滨-同江高速公路哈-佳段，在运营期间，

每年春季均有大量边坡冻融滑塌出现，对行车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公路维护费用增至

几亿元。所以，对寒区边坡锚固结构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边坡整治和经济建设中一

项极其迫切的任务。

[0003] 在寒区，地震灾害频发，往往会造成大量滑坡以及结构、道路、生命线工程和其他

重要设施的重大破坏，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又由于冻土独特的物理、热力学性质以及动力

问题的复杂性，使得寒区边坡的地震响应问题变成一个复杂的热、力相互作用的难题，引起

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寒区框架锚杆边坡锚固结构的工作机理在理论、数值分

析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对于寒区边坡锚固结构的测试技术较少。所以，寻求一

种对寒区边坡锚固结构的静动力测试装置极其重要，具有重要的工程意义、实用价值和经

济效益。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寒区边坡锚固结构的静动力测试装置及组装和测试方法。

[0005] 本发明是寒区边坡锚固结构的静动力测试装置及组装和测试方法，寒区边坡锚固

结构的静动力测试装置，包括测试控温箱1、测试模型16、数据采集系统25、振动台30和双梁

桥式吊车；测试控温箱1内装有测试模型16和数据采集系统25，测试控温箱1和振动台30在

双梁桥式吊车工作面的下方；测试控温箱1是由密封箱2、控温系统和可拆卸脚轮3构成；密

封箱2是由底板4、四周墙体5、顶板6、可开启顶盖7和箱门8构成的长方体；将四周墙体5下侧

边与底板4周边通过螺栓31连接，同样方式把顶板6周边与四周墙体5上侧边连接，可开启顶

盖7嵌套在顶板6中心开孔内，箱门8安装在短边一侧墙体5上；控温系统是由压缩机组9、吊

顶式风机10、电阻加热器11、微型控温器12、散热板13、氟利昂循环管道14、钢梁架15构成；

钢梁架15是由角钢焊接而成的箱型钢架；将压缩机组9通过螺栓31固定在密封箱2的顶板6

上侧，压缩机组9出口与氟利昂循环管道14一端管口对接，氟利昂循环管道14另一端管口穿

过顶板6上的圆形孔与散热板13进口对接，以同样方式连接压缩机组9进口和散热板13出

口，散热板13散热面与吊顶式风机10进风口胶结，散热板13吸热面与电阻加热器11传热面

胶结，将散热板13及其两侧的吊顶式风机10、电阻加热器11通过螺栓31固定在钢梁架15上，

用螺栓31将钢梁架15固定在顶板6下侧；微型控温器12通过螺栓31固定在长边一侧墙体5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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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分别与压缩机组9、吊顶式风机10、电阻加热器11通过电线串连；底板4下侧四个角上开

设螺栓31孔，可拆卸脚轮3通过螺栓31固定在底板4上；测试模型16是由模型箱17及其内的

框架锚杆支护结构18、传感器19、土坡32构成；模型箱17是由扩大底板20、竖向和横向方钢

管、钢化玻璃21构成的长方体，其上侧和前侧不安装钢化玻璃21；将竖向方钢管焊接在扩大

底板20的周边上侧，横向方钢管焊接在竖向方钢管的顶部和中间处，钢化玻璃21用螺丝固

定在方钢管上；框架锚杆支护结构18是由框架22、锚杆23和锚具24构成；框架22设置在土坡

32前，锚杆23自由段穿过框架22节点处，锚具24穿过框架22临空侧的自由段锚固在框架22

上，锚杆23锚固段和传感器19埋置在土坡32内；静态数据采集仪26、动态数据采集仪27分别

通过通讯线28与传感器19串连，再与电脑29串连，构成数据采集系统25；将测试模型16放入

测试控温箱1内，用通讯线28将静态数据采集仪26与传感器19串连，再与电脑29串连，形成

冻融作用下的静力测试装置；拆除所有通讯线28，将冻融作用后的测试模型16通过双梁桥

式吊车吊至振动台30上，模型箱17的扩大底板20与振动台30的台面通过螺栓31连接，用通

讯线28将动态数据采集仪27与传感器19串连，再与电脑29串联，形成地震波作用下的动力

测试装置。

[0006] 寒区边坡锚固结构的静动力测试装置的组装和测试方法，其步骤为：

[0007] （1）根据相似比确定框架22、锚杆23、土坡32的几何尺寸；

[0008] （2）制作测试控温箱1：根据测试试验要求，确定测试控温箱1的尺寸；选用满足要

求的聚氨酯保温板、钢板、角钢，并按照设计尺寸加工制作底板4、墙体5、顶板6、可开启顶盖

7、箱门8、钢梁架15；在市场上选购满足要求的可拆卸脚轮3、压缩机组9、吊顶式风机10、电

阻加热器11、微型控温器12、散热板13、氟利昂循环管道14；通过螺栓31将底板4、四周墙体

5、顶板6相互连接，所有连接位置涂抹密封胶，在顶板6中心开孔处安装可开启顶盖7，将箱

门8通过合页安装在短边一侧墙体5上；在顶板6上侧用螺栓31固定压缩机组9，压缩机组9出

口与氟利昂循环管道14一端管口对接，氟利昂循环管道14另一端管口穿过顶板6上的圆形

孔与散热板13进口对接，以同样方式连接压缩机组9进口和散热板13出口，散热板13散热面

与吊顶式风机10进风口胶结，散热板13吸热面与电阻加热器11传热面胶结，散热板13及其

两侧的吊顶式风机10、电阻加热器11通过螺栓31安装在钢梁架15内，钢梁架15通过螺栓31

安装在顶板6下侧；微型控温器12通过螺31固定在长边一侧墙体5上，分别与压缩机组9、吊

顶式风机10、电阻加热器11通过电线串连；底板4下侧四个角上开设螺栓31孔，可拆卸脚轮3

通过螺栓31固定在底板4上；

[0009] （3）制作模型箱17：根据模型的相似比，确定模型箱17的尺寸；选用满足要求的钢

板、钢化玻璃21、方钢管，并按照设计尺寸加工制作扩大底板20、横向和竖向方钢管、钢化玻

璃21；将竖向方钢管焊接在扩大底板20的周边上，距离扩大底板20相邻两边为200~500mm处

焊接四个角上的竖向方钢管，并且四个角上的竖向方钢管顶部焊接吊环，四个角上的竖向

方钢管的中间等间距布置竖向方钢管，横向方钢管焊接在竖向方钢管的顶部和中间处，在

扩大底板20上开设与振动台30台面固定孔一致的螺栓31孔，钢化玻璃21用螺丝固定在方钢

管上，安装成上侧和前侧敞开的模型箱17；

[0010] （4）制作框架22：支模板、绑扎钢筋和浇筑混凝土，预留锚杆23出孔；

[0011] （5）制作锚杆23：根据设计要求确定锚固段的长度，用PVC管作为模板，将带螺纹的

钢筋插入管内，浇筑混凝土，形成锚固段，养护完成后，拆掉PVC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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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6）贴应变片34：在框架22的节点和跨中位置上贴应变片34，并用绝缘胶带包扎保

护；在锚杆23自由段上贴应变片34，并用绝缘胶带包扎保护；

[0013] （7）制作土坡32：根据测试试验要求，确定重塑土的含水率和压实度，并制备试验

所需的重塑土；在模型箱17内从底向上装重塑土，分层压实，并一边装重塑土一边安装锚杆

23、土压力探头33、水分探头35、温度探头36；

[0014] （8）安装框架锚杆支护结构18：将框架22吊到模型箱17内，按设计角度倾斜，并用

绳子暂时固定，使框架22贴应变片34的一侧与土坡32的临空面相接触；将锚具24穿过框架

22临空侧的锚杆23自由段锚固在框架22上，锚杆23锚固段埋在土坡32内；

[0015] （9）将百分表37、加速度计38和位移传感器39分层安装在框架22的临空侧节点处；

[0016] （10）进行静力测试：①用双梁桥式吊车将测试模型16吊进测试控温箱1，静态数据

采集仪26通过通讯线28与已安装的土压力探头33、应变片34、水分探头35、温度探头36串

连，再与电脑29串连；②根据相似比确定调节温度值和采集数据的时间；③进行冻融作用下

的静力测试；

[0017] （11）静力测试结束后，拆除百分表37、静态数据采集仪26以及连接的所有通讯线

28；

[0018] （12）进行动力测试：①用双梁桥式吊车将测试模型16吊出，并固定在实验室的振

动台30上，用螺栓31将模型箱17的扩大底板20与振动台30台面紧固；②通过通讯线28将动

态数据采集仪27与已安装的土压力探头33、应变片34、加速度计38、位移传感器39串连，再

与电脑29串连；③输入不同加速度值的地震波进行动力测试。

[0019] 本发明提出的寒区边坡锚固结构的静动力测试装置，结构新颖，安装简单、方便，

易于操作；通过测试控温箱的可拆卸脚轮能够将测试控温箱随意移动位置，并且测试控温

箱的可开启顶盖设计成可开启式，通过双梁桥式吊车可把测试模型从测试控温箱中快速吊

进、吊出，模型箱的扩大底板通过螺栓固定在振动台的台面上。对于寒区边坡锚固结构的冻

融、地震作用下的现场试验，其试验环境复杂，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给问题的研究带来极大

的困难，而且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而对于室内模型试验，其具有可控性和灵活性，

是现场试验的一种必要的补充，常用于自然现象的科学问题的研究，也是我们从机理上研

究寒区边坡锚固结构的静动力特性重要手段，具有重要的工程意义、实用价值和经济效益。

[0020] 本发明所提供的寒区边坡锚固结构的静动力测试装置可以进行寒区边坡锚固结

构的静动力特性测试：①可测得在框架锚杆锚固作用下的寒区边坡的冻胀位移、土压力、水

分、温度以及锚杆和框架的应力；②通过输入不同的地震加速度，可测得不同工况下框架锚

杆锚固作用下的寒区边坡的土压力、加速度、位移以及锚杆和框架的应力。

[0021] 本发明能够促进寒区框架锚杆边坡锚固结构在寒区工程的应用，将为框架锚杆在

冻土边坡工程中的设计提供更加合理、有效的参数，可减少由于设计不当造成的巨大损失。

克服了现场试验无法进行阻碍人们对寒区地震作用下框架锚杆边坡锚固结构的动力特性

认识，为框架锚杆冻土边坡锚固结构的动力分析与抗震设计提供了理论基础。通过室内模

型试验研究，能够从机理上阐述寒区框架锚杆边坡锚固结构的静动力特性，从而实现寒区

框架锚杆边坡锚固结构的优化设计和科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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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发明的动力测试布置示意图；图2是静力测试布置示意图；图3是测试控温

箱的侧视图；图4是测试控温箱的俯视图；图5是测试模型结构示意图；图6是数据采集系统

布置示意图；图7是模型箱的侧视图；图8是模型箱的俯视图；图9是框架锚杆支护结构示意

图；图10是A-A截面结构示意图。附图标记及对应名称为：测试控温箱1、密封箱2、可拆卸脚

轮3、底板4、墙体5、顶板6、可开启顶盖7、箱门8、压缩机组9、吊顶式风机10、电阻加热器11、

微型控温器12、散热板13、氟利昂循环管道14、钢梁架15、测试模型16、模型箱17、框架锚杆

支护结构18、传感器19、扩大底板20、钢化玻璃21、框架22、锚杆23、锚具24、数据采集系统

25、静态数据采集仪26、动态数据采集仪27、通讯线28、电脑29、振动台30、螺栓31、土坡32、

土压力探头33、应变片34、水分探头35、温度探头36、百分表37、加速度计38、位移传感器39。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及具体的实施实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所举实例只用于解释本发

明并非仅限于本实例。在阅读本发明后，凡在本发明原理内所做的等同替换、修改都属于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4] 如图1~图10所示，本发明是寒区边坡锚固结构的静动力测试装置及组装和测试方

法，寒区边坡锚固结构的静动力测试装置，包括测试控温箱1、测试模型16、数据采集系统

25、振动台30和双梁桥式吊车；测试控温箱1内装有测试模型16和数据采集系统25，测试控

温箱1和振动台30在双梁桥式吊车工作面的下方；测试控温箱1是由密封箱2、控温系统和可

拆卸脚轮3构成；密封箱2是由底板4、四周墙体5、顶板6、可开启顶盖7和箱门8构成的长方

体；将四周墙体5下侧边与底板4周边通过螺栓31连接，同样方式把顶板6周边与四周墙体5

上侧边连接，可开启顶盖7嵌套在顶板6中心开孔内，箱门8安装在短边一侧墙体5上；控温系

统是由压缩机组9、吊顶式风机10、电阻加热器11、微型控温器12、散热板13、氟利昂循环管

道14、钢梁架15构成；钢梁架15是由角钢焊接而成的箱型钢架；将压缩机组9通过螺栓31固

定在密封箱2的顶板6上侧，压缩机组9出口与氟利昂循环管道14一端管口对接，氟利昂循环

管道14另一端管口穿过顶板6上的圆形孔与散热板13进口对接，以同样方式连接压缩机组9

进口和散热板13出口，散热板13散热面与吊顶式风机10进风口胶结，散热板13吸热面与电

阻加热器11传热面胶结，将散热板13及其两侧的吊顶式风机10、电阻加热器11通过螺栓31

固定在钢梁架15上，用螺栓31将钢梁架15固定在顶板6下侧；微型控温器12通过螺栓31固定

在长边一侧墙体5外侧，分别与压缩机组9、吊顶式风机10、电阻加热器11通过电线串连；底

板4下侧四个角上开设螺栓31孔，可拆卸脚轮3通过螺栓31固定在底板4上；测试模型16是由

模型箱17及其内的框架锚杆支护结构18、传感器19、土坡32构成；模型箱17是由扩大底板

20、竖向和横向方钢管、钢化玻璃21构成的长方体，其上侧和前侧不安装钢化玻璃21；将竖

向方钢管焊接在扩大底板20的周边上侧，横向方钢管焊接在竖向方钢管的顶部和中间处，

钢化玻璃21用螺丝固定在方钢管上；框架锚杆支护结构18是由框架22、锚杆23和锚具24构

成；框架22设置在土坡32前，锚杆23自由段穿过框架22节点处，锚具24穿过框架22临空侧自

由段锚固在框架22上，锚杆23锚固段和传感器19埋置在土坡32内；静态数据采集仪26、动态

数据采集仪27分别通过通讯线28与传感器19串连，再与电脑29串连，构成数据采集系统25；

将测试模型16放入测试控温箱1内，用通讯线28将静态数据采集仪26与传感器19串连，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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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29串连，形成冻融作用下的静力测试装置；拆除所有通讯线28，将冻融作用后的测试模

型16通过双梁桥式吊车吊至振动台30上，模型箱17的扩大底板20与振动台30的台面通过螺

栓31连接，用通讯线28将动态数据采集仪27与传感器19串连，再与电脑29串联，形成地震波

作用下的动力测试装置。

[0025] 如图2~图4所示，密封箱2长1~5m，宽1~5m，高1~5m；密封箱2的底板4、四周墙体5、顶

板6由聚氨酯保温板和钢板构成，通过环氧树脂胶将钢板粘结在保温板的任意一侧，密封箱

2安装完成后，使钢板位于其外侧，聚氨酯保温板厚30~80mm，容重26～70kg/m3，导热系数

0.018～0.023W/（m．K），钢板厚50~100mm；底板4下侧四个角上分别开设4~6个螺栓31孔，螺

栓31孔间距为40~80mm，用来安装可拆卸脚轮3；顶板6上侧四个角上装有吊环，中心处开设

长方形孔，长方形孔长0.6~3m，宽0.5~2.5m，长方形孔的长宽尺寸比扩大底板（20）大，顶板6

上的两个圆形孔并列开设在距离长方形孔短边的200~800mm处，两个圆形孔间距20~50mm；

可开启顶盖7由聚氨酯保温板和井字形钢架构成，聚氨酯保温板的长宽与长方形孔长宽尺

寸相等，四个角上装有吊环，井字形钢架由角钢焊接而成，并通过螺栓31固定在聚氨酯保温

板的上侧，其长宽尺寸比长方形孔大200~400mm；箱门8为聚氨酯保温板，高1.8~2.2m，宽0.6

~0.8m，箱门8底距水平地面0.3~0.6m；控温系统的温度调节范围为-50 C゚~50 C゚；压缩机组9

采用  3.7kW(5HP)~14.8  kW(5HP) 的G-0500；吊顶式风机10采用D型系列氟利昂式；微型控

温器12精度为-0.5 C゚~0.5 C゚，距水平地面高度0.8~1m；箱型钢架由角钢端部焊接成长方体，

长500~1000mm，宽400~800mm，高200~600mm，用于固定吊顶式风机10、电阻加热器11、散热板

13。

[0026] 如图1、图2、图7、图8所示，模型箱17的高度比密封箱2小400~800mm，竖向方钢管高

1.8~3m；扩大底板20采用钢板制成，长0.5~2.5m，宽0.4~2m，厚200~600mm，距离扩大底板20

的相邻两边为200~500mm处焊接四个角上的竖向方钢管，并且四个角上的竖向方钢管顶部

焊接吊环，四个角上的竖向方钢管中间等间距布置竖向方钢管，其间距尺寸300~600mm，扩

大底板20边上预留螺栓31孔，其尺寸与振动台30台面固定孔尺寸一致；钢化玻璃21厚100~
300mm。

[0027] 如图1、图2、图5、图9所示，传感器19由土压力探头33、应变片34、水分探头35、温度

探头36、百分表37、加速度计38、位移传感器39组成；土压力探头33安装在框架22和土坡32

接触的坡面上，应变片34贴在锚杆23的自由段上和框架22的节点和跨中位置上，水分探头

35和温度探头36距坡面距离100~300mm，竖向间隔80~150mm，并列埋置在土坡32内，百分表

37、加速度计38和位移传感器39安装在框架22的临空侧节点处。

[0028] 如图1、图2、图10所示，土坡32倾角为60゜~80 ；゚振动台30选用选用两轴向或三轴向

的液压式振动台。

[0029] 如图1~图10所示，寒区边坡锚固结构的静动力测试装置的组装和测试方法，其步

骤为：

[0030] （1）根据相似比确定框架22、锚杆23、土坡32的几何尺寸；

[0031] （2）制作测试控温箱1：根据测试试验要求，确定测试控温箱1的尺寸；选用满足要

求的聚氨酯保温板、钢板、角钢，并按照设计尺寸加工制作底板4、墙体5、顶板6、可开启顶盖

7、箱门8、钢梁架15；在市场上选购满足要求的可拆卸脚轮3、压缩机组9、吊顶式风机10、电

阻加热器11、微型控温器12、散热板13、氟利昂循环管道14；通过螺栓31将底板4、四周墙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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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顶板6相互连接，所有连接位置涂抹密封胶，在顶板6中心开孔处安装可开启顶盖7，将箱

门8通过合页安装在短边一侧墙体5上；在顶板6上侧用螺栓31固定压缩机组9，压缩机组9出

口与氟利昂循环管道14一端管口对接，氟利昂循环管道14另一端管口穿过顶板6上的圆形

孔与散热板13进口对接，以同样方式连接压缩机组9进口和散热板13出口，散热板13散热面

与吊顶式风机10进风口胶结，散热板13吸热面与电阻加热器11传热面胶结，散热板13及其

两侧的吊顶式风机10、电阻加热器11通过螺栓31安装在钢梁架15内，钢梁架15通过螺栓31

安装在顶板6下侧；微型控温器12通过螺31固定在长边一侧墙体5上，分别与压缩机组9、吊

顶式风机10、电阻加热器11通过电线串连；底板4下侧四个角上开设螺栓31孔，可拆卸脚轮3

通过螺栓31固定在底板4上；

[0032] （3）制作模型箱17：根据模型的相似比，确定模型箱17的尺寸；选用满足要求的钢

板、钢化玻璃21、方钢管，并按照设计尺寸加工制作扩大底板20、横向和竖向方钢管、钢化玻

璃21；将竖向方钢管焊接在扩大底板20的周边上，距离扩大底板20的相邻两边为200~500mm

处焊接四个角上的竖向方钢管，并且四个角上的竖向方钢管顶部焊接吊环，四个角上的竖

向方钢管的中间等间距布置竖向方钢管，其间距尺寸300~600mm，横向方钢管焊接在竖向方

钢管的顶部和中间处，在扩大底板20上开设与振动台30台面固定孔一致的螺栓31孔，钢化

玻璃21用螺丝固定在方钢管上，安装成上侧和前侧敞开的模型箱17；

[0033] （4）制作框架22：支模板、绑扎钢筋和浇筑混凝土，预留锚杆23出孔；

[0034] （5）制作锚杆23：根据设计要求确定锚固段的长度，用PVC管作为模板，将5~8mm带

螺纹的钢筋插入管内，浇筑混凝土，形成锚固段，养护完成后，拆掉PVC管；

[0035] （6）贴应变片34：在框架22的节点和跨中位置上贴应变片34，并用绝缘胶带包扎保

护；在锚杆23自由段上贴应变片34，并用绝缘胶带包扎保护；

[0036] （7）制作土坡32：根据测试试验要求，确定重塑土的含水率和压实度，并制备试验

所需的重塑土；在模型箱17内从底向上装重塑土，分层压实，并一边装重塑土一边安装锚杆

23、土压力探头33、水分探头35、温度探头36；

[0037] （8）安装框架锚杆支护结构18：将框架22吊到模型箱17内，按设计倾斜一定角度，

并用绳子暂时固定，使框架22贴应变片34的一侧与土坡32的临空面相接触；将锚具24穿过

框架22临空侧的锚杆23自由段锚固在框架22上，锚杆23的锚固段埋在土坡32内；

[0038] （9）将百分表37、加速度计38和位移传感器39分层安装在框架22的临空侧节点处；

[0039] （10）进行静力测试：①用双梁桥式吊车将测试模型16吊进测试控温箱1，静态数据

采集仪26通过通讯线28与已安装的土压力探头33、应变片34、水分探头35、温度探头36串

连，再与电脑29串连；②根据相似比确定调节温度值和采集数据的时间；③进行冻融作用下

的静力测试；

[0040] （11）静力测试结束后，拆除百分表37、静态数据采集仪26以及连接的所有通讯线

28；

[0041] （12）进行动力测试：①用双梁桥式吊车将测试模型16吊出，并固定在实验室的振

动台30上，用螺栓31将模型箱17的扩大底板20与振动台30台面紧固；②通过通讯线28将动

态数据采集仪27与已安装的土压力探头33、应变片34、加速度计38、位移传感器39串连，再

与电脑29串连；③输入不同加速度值的地震波进行动力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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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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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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