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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多场耦合动态加载岩石

力学实验装置及应用方法，岩石试样置于动态加

载实验装置的压力室中，溶液存储室将一定浓度

溶液通过导管分别注入岩石试样的顶、底部，对

岩石试样施加顶部渗压和底部渗压；通过加热炉

对压力室内岩石试样及周围溶液进行温度调节

和控制；维持渗压、温度以及溶液浓度稳定后，进

行动态冲击加载试验。本发明通过控制岩石试样

底部和顶部的溶液渗压差实现溶液渗流，通过加

热炉控制压力室内岩石试样和周围溶液的温度；

实现不同温度、不同渗压、不同加载率、不同溶质

及溶液浓度下岩石多场耦合动态加载试验，对定

量研究岩体受地下水、化学腐蚀、地热以及冲击

载荷单独或共同作用的强度特征及失稳机理具

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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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场耦合动态加载岩石力学实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多场耦合动态加载岩

石力学实验装置包括：

岩石试样、压力室、加热炉、气室、冲头、发射腔、入射杆、应变片、透射杆、吸收杆、导管、

阀门、溶液存储室、测速系统、声发射传感器、声发射信号线、端子、BNC转接头、前置放大器、

数据采集系统、热电偶、调节滑道、定位螺柱、找平螺栓、可调保温仓门、热电偶插入孔、加热

腔、高强度透明石英筒，所述岩石试样装卡到所述压力室内，所述溶液存储室将一定浓度溶

液通过所述导管分别注入岩石试样的顶、底部，对岩石试样施加顶部渗压和底部渗压；所述

加热炉放置入射杆和透射杆中间，所述压力室置于加热炉中的加热腔内，加热腔外包裹有

高强度透明石英筒，加热炉下部支架设置四个找平螺栓，通过所述加热炉对所述压力室内

的所述岩石试样及周围溶液进行温度调节和控制；冲头在气室中加压由发射腔发射，冲头

发射速度由测速系统监测记录，冲头发射后撞击入射杆产生应力波，入射杆撞击试样将应

力波传播至透射杆中，透射杆尾部与吸收杆连接，数据采集系统与两个应变片连接，两个应

变片分别布设于入射杆和透射杆中部；所述BNC转接头两端分别与端子及前置放大器连接，

端子通过声发射信号线与声发射传感器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场耦合动态加载岩石力学实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据

采集系统两端通过应变片分别与入射杆和透射杆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场耦合动态加载岩石力学实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溶液

存储室设有溶液浓度检测计，通过选取所需溶质和溶液浓度，实现岩样不同溶质和不同浓

度溶液的渗流。

4.一种多场耦合动态加载岩石力学实验装置应用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如权利要求1

至3任一项所述的多场耦合动态加载岩石力学实验装置，包括如下步骤：

a、将岩石试样装卡到压力室内，打开阀门后从溶液存储室中将一定浓度溶液通过导管

分别注入岩石试样的顶、底部，对岩石试样施加顶部渗压和底部渗压，所施底部渗压大于顶

部渗压，两者渗压差为试验所需渗压值；

b、将加热炉与入射杆和透射杆连接，将可调保温仓门沿调节滑道向上提起，用定位螺

柱固定；

c、将包裹岩石试样的压力室放入加热炉的加热腔的中部，调节入射杆和透射杆的位

置，使其与岩石试样的端部初步对齐，然后通过调节加热炉下部支架上的四个找平螺栓，达

到岩石试样与入射杆和透射杆的精确对齐；

d、松开定位螺柱，放下可调保温仓门，使其口部尽可能接近入射杆、透射杆的顶部，但

又不影响两个杆的来回自由移动，标记出此时可调保温仓门的高度，退出入射杆和透射杆，

关闭可调保温仓门，通过热电偶插入孔插入热电偶，同时打开SHPB动态加载装置上的数据

采集系统，以采集入射杆和透射杆中的应力波信号；

e、岩石试样在加热炉中进行加热，热电偶进行压力室内的温度测量，使得压力室内的

温度达到所需试验温度，试验温度范围一般取40℃到200℃之间；

f、维持渗压、温度以及溶液浓度稳定后，从气室中发射冲头，对入射杆和岩石试样进行

动态冲击，通过入射杆和透射杆上的应变片对岩石试样的变形及应力波变化情况进行记

录，并将数据存储到数据采集系统中，同时声发射传感器即开始监测记录岩石试样在动态

加载破坏时的声发射信号，采集到的声发射信号通过声发射信号线传输至端子、BNC转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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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前置放大器中，最终实现岩石试样在动态冲击加载条件下的温度场-声发射-渗压场的多

场多参数监测记录。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0018064 A

3



一种多场耦合动态加载岩石力学实验装置及应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多场耦合动态加载岩石力学实验装置以及应用所述实验装置的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岩石作为地球形成、地壳地质活动衍化的产物，被广泛应用于各类建筑物地基、围

岩或建筑材料等工程建设领域。岩石的多场耦合问题是目前岩石力学一个重要的研究课

题，具有非常重要的工程背景和意义。许多地下岩石工程中，如地下存储洞库、大坝坝基、地

下引水隧洞等均存在多重因素耦合效应。地下水的存在通常会使得水与岩石发生相互耦合

作用，同时，渗透水中的化学成分复杂多样，不断侵蚀着岩石内部，而随着埋深不断增大的

温度效应对岩石材料破坏亦有很大影响。因而如何采取有效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系统

地研究岩石在渗流-应力-温度-化学多场耦合下的力学特性以及在爆破或岩爆发生时的动

态变形破裂机理，这对进一步理解复杂多场耦合条件下岩石动态破裂失稳机制无疑是十分

有意义的工作。

[0003] 另一方面，岩石材料受外力或内力作用时，由于其本身的弹性形变、裂纹扩展，造

成脆性材料内局部因能量的快速释放而发出的瞬态弹性波现象，称为声发射。声发射是研

究脆性材料失稳破裂演化过程的一个良好工具，能连续、实时地监测载荷作用下脆性材料

内部微裂纹的产生和扩展，并实现对其破坏位置的定位，这是其他任何试验方法都不具有

的特点，已被广泛应用于研究岩石、混凝土等材料的破裂失稳机制研究。目前，进行岩石动

态力学试验的方法已经成熟，但其中综合考虑温度效应和渗流场影响的动态实验加载装置

仍未出现，并且其中能够实现不同渗压、不同温度、不同应变率和不同溶质及不同浓度溶液

等多种因素作用下的岩石动力学特性及声发射特征的测试方法更是鲜有报道。

[0004] 因此，如何改进动态加载岩石力学试验装置及方法以实现岩石试样动态加载的温

度-声发射-渗流场多场耦合力学特性测试成为重要的研究内容。

发明内容

[0005] 发明目的：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多场耦合动态加载

岩石力学实验装置及应用方法，实现测试岩石材料在不同渗压、不同温度、不同应变率和不

同溶质及不同浓度溶液等多种因素作用下的岩石动力学特性及声发射特征，对定量研究岩

体受地下水、化学腐蚀、地热以及冲击载荷单独或共同作用下的强度特征及失稳机理具有

重要参考价值。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多场耦合动态加载岩石力学实验装置，包括：

岩石试样、压力室、加热炉、气室、冲头、发射腔、入射杆、应变片、透射杆、吸收杆、导管、

阀门、溶液存储室、测速系统、声发射传感器、声发射信号线、端子、BNC转接头、前置放大器、

数据采集系统、热电偶、调节滑道、定位螺柱、找平螺栓、可调保温仓门、热电偶插入孔、加热

腔、高强度透明石英筒，所述岩石试样装卡到所述压力室内，所述溶液存储室将一定浓度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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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通过所述导管分别注入岩石试样的顶、底部，对岩石试样施加顶部渗压和底部渗压；所述

加热炉放置入射杆和透射杆中间，所述压力室置于加热炉中的加热腔内，加热腔外包裹有

高强度透明石英筒，加热炉下部支架设置四个找平螺栓，通过所述加热炉对所述压力室内

的所述岩石试样及周围溶液进行温度调节和控制；冲头在气室中加压由发射腔发射，冲头

发射速度由测速系统监测记录，冲头发射后撞击入射杆产生应力波，入射杆撞击试样将应

力波传播至透射杆中，透射杆尾部与吸收杆连接，数据采集系统与两个应变片连接，两个应

变片分别布设于入射杆和透射杆中部；所述BNC转接头两端分别与端子及前置放大器连接，

端子通过声发射信号线与声发射传感器连接；

在上述一种多场耦合动态加载岩石力学实验装置及应用方法中，优选所述数据采集系

统，其两端通过所述应变片分别与所述入射杆和所述透射杆连接，用于采集所述入射杆和

所述透射杆中的应力波信号；

在上述一种多场耦合动态加载岩石力学实验装置及应用方法中，优选所述溶液存储室

设有溶液浓度检测计，通过选取所需溶质和溶液浓度，实现岩样不同溶质和不同浓度溶液

的渗流。

[0006]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方面，提供了一种多场耦合动态加载岩石力学实验装置的应用

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a、将岩石试样装卡到压力室内，打开阀门后从溶液存储室中将一定浓度溶液通过导管

分别注入岩石试样的顶、底部，对岩石试样施加顶部渗压和底部渗压，所施底部渗压大于顶

部渗压，两者渗压差为试验所需渗压值；

b、将加热炉与入射杆和透射杆连接，将可调保温仓门沿调节滑道向上提起，用定位螺

柱固定；

c、将包裹岩石试样的压力室放入加热炉的加热腔的中部，调节入射杆和透射杆的位

置，使其与岩石试样的端部初步对齐，然后通过调节加热炉下部支架上的四个找平螺栓，达

到岩石试样与入射杆和透射杆的精确对齐；

d、松开定位螺柱，放下可调保温仓门，使其口部尽可能接近入射杆、透射杆的顶部，但

又不影响两个杆的来回自由移动，标记出此时可调保温仓门的高度，退出入射杆和透射杆，

关闭可调保温仓门，通过热电偶插入孔插入热电偶，同时打开SHPB动态加载装置上的数据

采集系统，以采集入射杆和透射杆中的应力波信号；

e、岩石试样在加热炉中进行加热，热电偶进行压力室内的温度测量，使得压力室内的

温度达到所需试验温度，试验温度范围一般取40℃到200℃之间；

f、维持渗压、温度以及溶液浓度稳定后，从气室中发射冲头，对入射杆和岩石试样进行

动态冲击，通过入射杆和透射杆上的应变片对岩石试样的变形及应力波变化情况进行记

录，并将数据存储到数据采集系统中，同时声发射传感器即开始监测记录岩石试样在动态

加载破坏时的声发射信号，采集到的声发射信号通过声发射信号线传输至端子、BNC转接头

和前置放大器中，最终实现岩石试样在动态冲击加载条件下的温度场-声发射-渗压场的多

场多参数监测记录。

[0007] 相对于现有技术中，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本发明通过溶液存储室将一定浓度溶液经过导管分别注入岩石试样的顶、底部，对岩

石试样施加顶部渗压和底部渗压，通过加热炉对压力室内岩石试样及周围溶液进行温度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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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和控制；实现测试岩石材料在不同渗压、不同温度、不同应变率和不同溶质及不同浓度溶

液等多种因素作用下的岩石动力学特性及声发射特征，对定量研究岩体受地下水、化学腐

蚀、地热以及冲击载荷单独或共同作用下的强度特征及失稳机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附图说明

[0008] 当结合附图考虑时，通过参照下面的详细描述，能够更完整更好地理解本发明以

及容易得知其中许多伴随的有益效果，但此处所说明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

解，构成本发明的一部分，本发明的示意性实施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

发明的不当限定，其中：

图1为本发明实验系统结构示意图；

图2为热电偶示意图；

图3为多场耦合动态加载岩石力学实验的试样加热炉主视结构图；

图4为多场耦合动态加载岩石力学实验的试样加热炉侧视结构图；

附图标记说明：1-岩石试样；2-压力室；3-加热炉；4-气室；5-冲头；6-发射腔；7-入射

杆；8-应变片；9-透射杆；10-吸收杆；11-导管；12-阀门；13-溶液存储室；14-测速系统；15-

声发射传感器；16-声发射信号线；17-端子；18-BNC转接头；19-前置放大器；20-数据采集系

统；21-热电偶；22-调节滑道；23-定位螺柱；24-找平螺栓；25-可调保温仓门；26-热电偶插

入孔；27-加热腔；28-高强度透明石英筒。

具体实施方式

[0009] 本发明的一种多场耦合动态加载岩石力学实验装置及应用方法，主要运用在实验

室内岩石试样的动态加载力学性能测试中，以期实现岩石试样在冲击加载条件下的温度

场-渗流场-应力场多场耦合动态加载测试，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例作进一步的描

述。

[0010] 结合图1、图2、图3、图4所示，一种多场耦合动态加载岩石力学实验装置，包括压力

室2、加热炉3、气室4、冲头5、发射腔6、入射杆7、应变片8、透射杆9、吸收杆10、溶液存储室

13、测速系统14、声发射传感器15、BNC转接头18、前置放大器19、数据采集系统20、热电偶

21、加热腔27、高强度透明石英筒28，将所述岩石试样1装卡到所述压力室2内，所述溶液存

储室13将一定浓度溶液通过所述导管11分别注入所述岩石试样1的顶、底部，对所述岩石试

样1施加顶部渗压和底部渗压，所述加热炉3与所述入射杆7和所述透射杆9连接，通过所述

加热炉3对所述压力室2内的所述岩石试样1及周围溶液进行温度调节和控制，维持渗压、温

度以及溶液浓度稳定后，从所述气室4中发射所述冲头5，对所述入射杆7和所述岩石试样1

进行动态冲击，通过所述入射杆7和所述透射杆9上的所述应变片8对所述岩石试样1的变形

及应力波变化情况进行记录，并将数据存储到所述数据采集系统20中，同时所述声发射传

感器15即开始监测记录所述岩石试样1在动态加载破坏时的声发射信号，最终实现不同温

度、不同渗压、不同加载率、不同溶质及溶液浓度下的所述岩石试样1在动态冲击加载条件

下的温度场-声发射-渗压场的多场多参数监测记录。

[0011] 其中，岩石试样1可为实际岩石材料，或者为模拟岩石材料；岩石试样1尺寸为：直

径50mm，高度为100mm的圆柱体；冲头4为直径50mm，高度400mm的圆柱体；入射杆6和透射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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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直径50mm，长度2000mm的圆柱体；应变片7和8分别布设于入射杆6和透射杆9的中间部位；

声发射系统采用PCI-2型，其中，声发射传感器15尺寸为Ф5.5mm，采用侧部出现方式，声发

射信号线16的直径为Ф2mm。

[0012] 其实验步骤大致如下：

a、将岩石试样1装卡到压力室2内，打开阀门12后从溶液存储室13中将一定浓度溶液通

过导管11分别注入岩石试样1的顶、底部，对岩石试样1施加顶部渗压和底部渗压，所施底部

渗压大于顶部渗压，两者渗压差为试验所需渗压值；

b、将加热炉3与入射杆7和透射杆9连接，将可调保温仓门25沿调节滑道22向上提起，用

定位螺柱23固定；

c、将包裹岩石试样1的压力室2放入加热炉3的加热腔27的中部，调节入射杆7和透射杆

9的位置，使其与岩石试样1的端部初步对齐，然后通过调节加热炉3下部支架上的四个找平

螺栓24，达到岩石试样1与入射杆7和透射杆9的精确对齐；

d、松开定位螺柱23，放下可调保温仓门25，使其口部尽可能接近入射杆7、透射杆9的顶

部，但又不影响两个杆的来回自由移动，标记出此时可调保温仓门25的高度，退出入射杆7

和透射杆9，关闭可调保温仓门25，通过热电偶插入孔26插入热电偶21，同时打开SHPB动态

加载装置上的数据采集系统20，以采集入射杆7和透射杆9中的应力波信号；

e、岩石试样1在加热炉3中进行加热，热电偶21进行压力室2内的温度测量，使得压力室

2内的温度达到所需试验温度，试验温度范围一般取40℃到200℃之间；

f、维持渗压、温度以及溶液浓度稳定后，从气室4中发射冲头5，对入射杆7和岩石试样1

进行动态冲击，通过入射杆7和透射杆9上的应变片8对岩石试样1的变形及应力波变化情况

进行记录，并将数据存储到数据采集系统20中，同时声发射传感器15即开始监测记录岩石

试样1在动态加载破坏时的声发射信号，采集到的声发射信号通过声发射信号线16传输至

端子17、BNC转接头18和前置放大器19中，最终实现岩石试样1在动态冲击加载条件下的温

度场-声发射-渗压场的多场多参数监测记录。

[0013] 以上的各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发明的范围

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发明设计精神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工程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技术

方案做出的各种变形和改进，均应落入本发明的权利要求书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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