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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超重力离心机的动

力贯入平板锚试验装置。试验装置包含试验模型

箱、磁感应定位系统、锚体释放装置、加载测量装

置和动力贯入平板锚的五个部分；试验模型箱内

有试验地基，试验模型箱在长边方向的顶部端口

设有模型箱滑轨，模型箱滑轨上安装有锚体释放

装置和加载测量装置；磁感应定位系统安装在动

力贯入平板锚锚板和试验模型箱上。本发明解决

了由于土体不可视性锚体运动信息难以获得的

难题，能够准确有效地进行超重力离心机的动力

贯入平板锚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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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超重力离心机的动力贯入平板锚试验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试验装置包

含试验模型箱(1)、磁感应定位系统、锚体释放装置、加载测量装置和动力贯入平板锚(19)

五个部分；试验模型箱(1)内有试验土(2)，试验模型箱(1)在长边方向的顶部端口设有模型

箱滑轨(3)，模型箱滑轨(3)上安装有锚体释放装置(8)和加载测量装置(4)；动力贯入平板

锚(19)和加载测量装置(4)通过锚线(20)相连接，磁感应定位系统安装在动力贯入平板锚

(19)和试验模型箱(1)上；

锚体释放装置(8)包括导管(13)、弹簧(11)、导管支架(10)和手指气缸(21)；导管支架

(10)通过底座滑块可滑动地嵌装于模型箱滑轨(3)上，导管(13)上部和导管支架(10)上部

铰接，导管(13)下部通过水平运动件(9)和导管支架(10)下部可水平滑动地铰接；导管(13)

下端开口，导管(13)上端部侧壁开设有开口，  手指气缸(21)通过支架固定于导管支架上

部，手指气缸气动夹爪位于导管开口处，闭合气动夹爪夹紧固定动力贯入平板锚(19)，在动

力贯入平板锚(19)上端和导管(13)内顶面之间可连接弹簧(11)；

所述的加载测量装置(4)包括加载架、变频电机(5)、力传感器(7)和滑轮(6)；变频电机

(5)安装在加载架中，加载架通过支架滑块可滑动地嵌装于模型箱滑轨(3)上，变频电机(5)

的输出轴和锚线(20)的一端固接，锚线(20)中间连接力传感器(7)，变频电机(5)下方的加

载架中设有滑轮(6)，锚线(20)另一端绕经滑轮(6)后进入锚体释放装置(8)的导管(13)内

并和动力贯入平板锚(19)锚眼连接；

所述的磁感应定位系统置于试验模型箱(1)内，包括磁源(14)、微型磁感应传感器(15)

和数据处理与控制部分(16)；磁源(14)固定在试验模型箱(1)上端口顶部，微型磁感应传感

器(15)固定在动力贯入平板锚(19)上，微型磁感应传感器(15)和磁源(14)均和数据处理与

控制部分(16)连接，数据处理与控制部分(16)分别和数据终端电脑(17)和电源(18)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超重力离心机的动力贯入平板锚试验装置，其特征

是：所述的导管(13)下部通过水平运动件(9)和导管支架(10)下部可水平滑动地铰接，具体

为：水平运动件(9)中部开设条形槽，条形槽和导管支架(10)上的凸起块相嵌装，水平运动

件(9)端部和导管(13)铰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超重力离心机的动力贯入平板锚试验装置，其特征

是：所述的试验模型箱(1)为长方体箱体，由有机玻璃制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超重力离心机的动力贯入平板锚试验装置，其特征

是：所述的试验模型箱(1)安装固定在超重力离心机的吊篮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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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超重力离心机的动力贯入平板锚试验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了一种超重力离心机中的平板锚的试验装置和方法，尤其是涉及一种

用于超重力离心机的动力贯入平板锚试验装置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千米，油气、风电、潮汐能等能源储量丰富。目前，近海

石油产量已初具规模，“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推动我国油气资源开采逐渐步入南海深水

区，这对于海上采油平台的深水锚泊系统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水深不断增加，海上采

油平台由传统固定式平台向张力腿平台(TLP)、浮式生产储存卸货装置(FPSO)等新型结构

物转化，基础形式也由大直径单桩向拖曳锚、法向承力锚等等发展。动力贯入平板锚是一种

通过自由落体形式贯入安装的板锚，既具有板锚重量轻、材料省、可回收以及荷载效率(承

载力/锚体重量)高的优点，又具有动力贯入锚安装成本低的优点，是未来深海锚泊系统优

先选择的基础形式之一。

[0003] 动力贯入平板锚是从鱼雷锚安装思想发展起来的基础形式，即锚体依靠自身重力

贯入到海床土体中，对于动力贯入平板锚性能的预测和检测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评估:(1)

动力贯入深度，(2)、拖曳过程中的嵌入轨迹和埋深，(3)在“keying”(调整板锚姿态以使锚

泊线与锚板垂直)过程中贯入深度的损失，(4)板锚在其最终安装深度的承载能力。

[0004] 在对以上四个关键科学问题进行试验探究时，如何获得动力贯入平板锚安装过程

中的运动信息至关重要，例如贯入过程中锚体的冲击速度、贯入土体的深度、拖曳过程中的

嵌入轨迹和埋深、“keying”和加载过程中锚体的轨迹和姿态变化等。然而由于土体的不可

视性，在天然土体的试验中难以精确获得锚体在贯入过程中的运动信息。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背景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用于动力贯入平板锚的试验

装置和方法，整套装置可用于模拟动力贯入平板锚安装、加载服役过程，特别能够用于测量

动力贯入冲击速度、贯入深度，拖曳过程中的嵌入轨迹和埋深、锚体“keying”和加载过程中

的运动和姿态信息。

[0006] 本发明装置通过磁感应定位系统能够实时测量锚体的六自由度的全部运动信息，

完全解决了由于土体不可视性造成的锚体运动信息在天然土体中难以精确测量的技术难

点。

[0007] 本发明为解决技术问题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8] 所述的试验装置包含试验模型箱、磁感应定位系统、锚体释放装置、加载测量装置

和动力贯入平板锚五个部分；试验模型箱内有试验土，试验模型箱在长边方向的顶部端口

设有模型箱滑轨，模型箱滑轨上安装有锚体释放装置和加载测量装置；动力贯入平板锚和

加载测量装置通过锚线相连接，磁感应定位系统安装在动力贯入平板锚和试验模型箱上。

[0009] 所述的锚体释放装置包括导管、弹簧、导管支架和手指气缸；导管支架通过底座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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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可滑动地嵌装于模型箱滑轨上，导管上部和导管支架上部铰接，导管下部通过水平运动

件和导管支架下部可水平滑动地铰接；导管下端开口，导管上端部侧壁开设有开口。手指气

缸通过支架固定于导管支架上部，手指气缸气动夹爪位于导管开口处，闭合气动夹爪夹紧

固定动力贯入平板锚。在动力贯入平板锚上端和导管内顶面之间可连接弹簧。

[0010] 所述的加载测量装置包括加载架、变频电机、力传感器和滑轮；变频电机安装在加

载架中，加载架通过支架滑块可滑动地嵌装于模型箱滑轨上，变频电机的输出轴和锚线的

一端固接，锚线中间连接力传感器，变频电机下方的加载架中设有滑轮，锚线另一端绕经滑

轮后进入锚体释放装置的导管内并和动力贯入平板锚锚眼连接。

[0011] 所述的磁感应定位系统置于试验模型箱内，包括磁源、微型磁感应传感器和数据

处理与控制部分；磁源固定在试验模型箱上端口顶部，微型磁感应传感器固定在动力贯入

平板锚上，微型磁感应传感器和磁源均和数据处理与控制部分连接，数据处理与控制部分

分别和数据终端电脑和电源连接。

[0012] 所述的导管下部通过水平运动件和导管支架下部可水平滑动地铰接，具体为：水

平运动件中部开设条形槽，条形槽和导管支架上的凸起块相嵌装，水平运动件端部和导管

铰接。

[0013] 所述的试验模型箱为长方体箱体，由有机玻璃制成。

[0014] 所述的试验模型箱安装固定在超重力离心机的吊篮底部。

[0015] 本发明主要由带有滑轨的试验模型箱、锚体释放装置、磁感应定位系统、加载测量

装置以及动力贯入平板锚组成。锚体释放装置装于模型箱上部，用于释放动力贯入平板锚。

动力贯入平板锚释放后在一定的冲击速度下嵌入模型箱内试验土。微型磁感应传感器装于

动力贯入平板锚表面，可实时测量动力贯入平板锚6个自由度的运动信息。加载测量装置在

贯入完成后拖曳、调整动力贯入平板锚姿态并对其进行加载。

[0016] 本发明用于动力贯入平板锚试验，可用于对动力贯入平板锚的安装和服役过程的

全周期试验模拟。磁感应定位系统能够获得动力贯入平板锚在试验过程中的轨迹、姿态和

速度等试验关键信息，能够实时连续探测动力贯入平板锚六个自由度的高精度运动信息，

有效的获得其在试验过程中的轨迹、姿态和速度等关键试验数据。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有益效果体现在：

[0018] 1、本发明采用磁感应定位系统，能够实时追踪动力贯入平板锚的六个自由度的全

部运动信息。解决了由于土体不可视性造成的试验过程中锚体运动轨迹难以获得的难题，

特别是对于锚体贯入深度，拖曳过程拖曳轨迹、“keying”过程中贯入深度损失和锚体姿态

变化的测量提供了很大便利。

[0019] 2、本发明采用磁感应定位系统获得的试验数据经过简单处理能够获得动力贯入

平板锚下落、特别是嵌入过程锚体速度的相关数据，便于研究锚体冲击速度与贯入深度、贯

入过程机理等相关试验的开展。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总装置示意图。

[0021] 图2是磁感应定位系统示意图。

[0022] 图3是动力贯入平板锚和微型磁感应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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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图4是手指气缸固定动力贯入平板锚正视图和侧视图。

[0024] 图5是动力贯入平板锚贯入试验土示意图。

[0025] 图6是动力贯入平板锚拖曳过程示意图。

[0026] 图7是动力贯入平板锚受荷示意图。

[0027] 图中：1、模型箱，2、试验土，3、模型箱滑轨，4、加载测量装置，5、变频电机，6、滑轮，

7、力传感器，8、锚体释放装置，9、水平运动件，10、导管支架，11、弹簧，12、夹具，13、导管，

14、磁源，15、微型磁感应传感器，16、数据处理与控制部分，17、数据终端电脑，18、电源，19、

动力贯入平板锚，20、锚线，21、手指气缸。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9] 如图1所示，试验装置包含试验模型箱1、磁感应定位系统、锚体释放装置、加载测

量装置和动力贯入平板锚19的五个部分；试验模型箱1为长方体箱体，由高强度有机玻璃制

成，试验模型箱1内有试验土2，试验模型箱1在长边方向的顶部端口设有模型箱滑轨3，模型

箱滑轨3上安装有锚体释放装置8和加载测量装置4，锚体释放装置8和加载测量装置4沿模

型箱滑轨3滑动；动力贯入平板锚通过锚线和加载测量装置相接，磁感应定位系统安装在动

力贯入平板锚19  和试验模型箱1上。

[0030] 锚体释放装置8通过模型箱滑轨3安装于试验模型箱1上部，能够通过滑轨改变其

在模型箱内的位置。

[0031] 锚体释放装置8包括导管13、弹簧11、导管支架10和手指气缸21；导管支架10通过

底座滑块可滑动地嵌装于模型箱滑轨3上，导管13上部和导管支架10上部铰接，导管13下部

通过水平运动件9和导管支架10下部可水平滑动地铰接；导管13上部被夹具12夹持，上部的

夹具12铰接在导管支架10上部；导管13下部被夹具12夹持，下部的夹具12铰接在水平运动

件9上；导管13  下端开口，导管13上端部侧壁开设开口。手指气缸21通过支架固定于导管支

架10上部，手指气缸21气动夹爪位于导管开口处，闭合气动夹爪可夹紧动力贯入平板锚19。

在动力贯入平板锚19上端和导管13内顶面之间可连接弹簧(11)；

[0032] 导管13下部通过水平运动件9和导管支架10下部可水平滑动地铰接，具体为：水平

运动件9中部开设条形槽，条形槽和导管支架10上的凸起块相嵌装，水平运动件9端部和导

管13铰接。

[0033] 弹簧11装于导管13顶部，用以给动力贯入平板锚19提供初始速度。

[0034] 导管13可以通过夹具12上下移动，控制动力贯入平板锚下落的距离，弹簧也能调

节松紧程度，两者共同控制动力贯入平板锚冲击速度。

[0035] 水平运动架9通过左右移动调节导管支架10的倾斜角度从而控制动力贯入平板锚

贯入方向。

[0036] 加载测量装置4通过模型箱滑轨3装于试验模型箱1上部，通过滑轨移动。

[0037] 加载测量装置4包括加载架、变频电机5、力传感器7和滑轮6；变频电机  5安装在加

载架中，加载架通过支架滑块可滑动地嵌装于模型箱滑轨3上，变频电机5的输出轴和锚线

20的一端连接，锚线20中间连接力传感器7，变频电机  5下方的加载架中设有滑轮6，锚线20

另一端绕经滑轮6后进入锚体释放装置8 的导管13内并和动力贯入平板锚19锚眼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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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加载测量装置4，滑轮通过加载架安装于模型箱上部，通过在滑轨3上移动加载测

量装置4改变锚线20加载的角度。变频电机5安装于加载支架上部，能够调整转速从而实现

对加载速度的控制。锚线通过变频电机5输出轴的电机滚筒实现加载，同时锚线连接力传感

器7实现加载过程中对承载力的测量。

[0039] 磁感应定位系统置于试验模型箱1内，包括磁源14、微型磁感应传感器15  和数据

处理与控制部分16；磁源14固定在试验模型箱1上端口顶部，如图3所示，微型磁感应传感器

15固定在动力贯入平板锚19上，如图2所示，微型磁感应传感器15和磁源14均和数据处理与

控制部分16连接，数据处理与控制部分16分别和数据终端电脑17和电源18连接。

[0040] 具体实施中，动力贯入平板锚19采用飞翼锚，由不锈钢制成，锚体表面粘贴微型磁

感应传感器15，微型磁感应传感器能实时测量飞翼锚六个自由度的运动信息，每秒钟测量

60次。

[0041] 具体实施在磁感应定位系统中，磁源14通过环氧树脂横支架安装于模型箱上部；

微型磁感应传感器15横向直径在2mm以内，纵向长度10mm以内，安装在动力贯入平板锚19表

面。微型磁感应传感器15能够连续准确地测量动力贯入平板锚19六个自由度的运动信息，

能够实现对于其运动轨迹和速度变化的追踪测量。

[0042] 微型磁感应传感器每秒钟能够测得60组关于动力贯入平板锚六个自由度的运动

数据中的z向(竖直方向)位移，在其下落和贯入过程中，通过公式以求得某一阶段锚体的平

均速度，t能够精确到1/60秒，测得精确到1/60秒的平均速度。

[0043] 图1为本发明试验装置的示意图。可通过调节弹簧松紧、导管架高度等控制动力贯

入锚的冲击速度，用于锚体冲击速度与贯入深度的相关性试验。可通过调节水平运动件控

制导管倾斜度进而控制动力贯入平板锚贯入土体的角度，用于模拟其下落过程中的定向稳

定性问题，以及其不同角度贯入对贯入深度和锚体姿态的影响。动力贯入平板锚释放前，打

开力传感器和磁感应定位系统。

[0044] 图2为磁感应定位系统，其原理是数据处理与控制部分产生控制信号，磁源为一正

交三轴线圈，受控制信号控制，向四周分时发射电磁场。磁感应传感器接收电磁场信号，并

经过A/D转换后将数据传入数据终端电脑，经过电磁定位算法计算出目标物体的位置姿态

信息——包括目标X、Y、Z方向的平动和绕三个主轴的转动。

[0045] 图3为微型磁感应传感器粘贴固定在动力贯入平板锚的后锚示意图。

[0046] 图4为手指气缸气动夹爪夹紧固定动力贯入平板锚。试验前向手指气缸通气可使

手指气缸气动夹爪夹紧动力贯入平板锚，使其固定于导管顶部；试验时停止向手指气缸通

气，手指气缸气动夹爪立即松开，动力贯入平板锚通过受压弹簧得到一初始速度，完成锚体

释放过程。

[0047] 图5‑图7为动力贯入平板锚释放后贯入土体的过程，磁感应定位系统在此阶段可

获得锚体的冲击速度、贯入轨迹和贯入深度等相关试验数据。图6为动力贯入平板锚贯入完

成后，加载测量装置拖曳锚体并调整锚体姿态，使锚体和锚线基本处于垂直状态，磁感应定

位系统在此阶段可获得“keying”过程中的贯入深度损失和锚体姿态变化数据。图7为动力

贯入平板锚正常受荷状态，加载测量装置可通过锚线对锚体施加荷载，力传感器可获得锚

体的承载力数据，磁感应定位系统可获得锚体在加载过程中的轨迹和姿态信息。

[0048] 本发明在超重力离心机上进行动力贯入平板锚的试验过程具体为(以砂土模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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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为例)：

[0049] 1、通过砂雨法在模型箱内浇筑模型地基，并将其吊入砂土真空饱和罐中真空饱

和。2、地基饱和完成后将锚体释放装置、加载测量装置、动力贯入平板锚和磁感应定位系统

按照图1所示装配完成。其中，调节导管距离模型地基高度和弹簧松紧程度可控制动力贯入

平板锚冲击速度，调节导管倾角可控制锚体贯入方向。3、将模型吊入离心机吊篮，手指气缸

接入离心机气压阀通气，气动夹爪夹紧固定动力贯入平板锚，连接锚线、力传感器、电机和

各类数据传输线。4、打开磁感应定位系统和离心机数据采集软件，确认各传感器可正常工

作。5、开启离心机，加速到预定离心机加速度值，待其稳定后开启各传感器。6、关闭手指气

缸气管，气动夹爪立即松开，锚体以预定初速度向模型地基加速下落，在冲击速度V0下贯入

模型地基，如图5所示；通过磁感应定位系统可得知锚体运动信息，待其Z向位移不再变化。

7、开启电机，锚体在锚线加载下旋转，随着锚线拉力继续增大，锚胫开始打开，锚胫角逐渐

增大，最终锚板和锚线角度大约呈90度。这一阶段即动力贯入平板锚的“keying”过程，如图

6所示。此阶段磁感应定位系统可得到“keying”过程中锚体的嵌入深度损失、锚体轨迹和姿

态变化过程。8、“keying”过程完成后，电机继续加载，力传感器可得到动力贯入平板锚的极

限荷载。

[0050] 锚体的位置和姿态变化可从磁感应定位系统软件直接获得，锚体速度可通过

计算获得，其加速度同样可以通过公司得到，精度可精确到1/60  秒的平均速

度。试验中可通过以上算法计算得到锚体释放过程中的速度和加速度，当加速度突然远小

于离心机加速度时的速度即为冲击速度。

[0051] 由此实施可见，本发明能解决由于土体不可视性锚体运动信息难以获得的难题，

对于研究动力贯入平板锚贯入深度、拖曳过程中的嵌入轨迹和埋深、“keying”过程中贯入

深度损失和承载力大小等相关关键科学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方案。

[0052] 上述具体实施方式用来解释说明本发明，而不是对本发明进行限制，在本发明的

精神和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内，对本发明作出的任何修改和改变，都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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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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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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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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