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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裂隙岩体卸荷破坏实验装置及其应用
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裂隙岩体卸荷破坏实验
装置及其应用方法，
装置岩体试样为长方体，
其
底面和侧面分别设置有底部垫板和侧向加载垫
板。本装置还包括梯度加载垫板和加压装置，
梯
度加载垫板有多块 ，
无缝并排放置于试样的顶
面，
加压装置的数量与梯度加载垫板数量相同 ，
各加压装置的加压端分别位于梯度加载垫板的
中心位置处 ，
各加压装置分别连接有模数转换
器，
各模数转换器均连接至集线器，
集线器连接
至计算机。
各加压装置单独给各梯度加载垫板加
压对试样竖向梯度加压，
实现不同梯度应力环境
下的岩石卸荷测试，
为深部岩体开挖工程提供研
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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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裂隙岩体卸荷破坏实验装置，
岩体试样为长方体，
其底面和侧面分别设置有底
部垫板和侧向加载垫板，
其特征在于：
本装置还包括梯度加载垫板和加压装置，
梯度加载垫
板有多块，
无缝并排放置于试样的顶面，
加压装置的数量与梯度加载垫板数量相同，
各加压
装置的加压端分别位于梯度加载垫板的中心位置处。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裂隙岩体卸荷破坏实验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加压装置包括
微型液压站和执行机构，
微型液压站和执行机构之间通过油管连接。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裂隙岩体卸荷破坏实验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执行机构为油
缸，
其以活塞杆端朝下布置。
4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裂隙岩体卸荷破坏实验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油管上连接有
压力表。
5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裂隙岩体卸荷破坏实验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压力表通过数
据线连接有模数转换器。
6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裂隙岩体卸荷破坏实验装置，
其特性在于：
本装置还包括置于
各油缸上端的顶部加载垫板。
7 .一种利用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对裂隙岩体试样进行卸荷破坏实验的方法，
包括以
下步骤：
(1)加工试样，
在试样内部预置裂隙；
(2)将底部垫板置于三向五面加载机的加载台上，
将试样置于底部垫板上，
并将侧向加
载垫板在试样的侧壁外围拼装好，
使三向五面加载机的四个侧向加载轴分别与侧向加载垫
板的中心位置处接触；
(3)将各梯度加载垫板依次不留间隙的放置于试样的顶面；
(4)将各油缸的下端分别放置于各梯度加载垫板的中心位置处；
(5)将顶部加载垫板置于各油缸的上端；
(6)设定初始应力状态，
使各侧向加载轴给侧向加载垫板加压至设定值；
(7)通过三向五面加载机的顶部加载轴给顶部加载垫板加压至设定值；
(8)启动各微型液压站给油缸供油，
使各油缸给相应的梯度加载垫板加压，
直至达到设
定原岩应力值，
关闭各微型液压站；
(9)保持两侧梯度加载垫板中一块对应的微型液压站关闭 ，
分别按依次递增梯度设定
各梯度加载垫板的加压值 ,开启其他微型液压站给其对应的各梯度加载垫板加压至相应的
设定值；
(10)选用试样宽度较小的侧面为卸荷面卸荷，
观察试样内部预置裂纹是否扩展并使试
样破坏，
如果是，
实验结束；
如果否，
则继续给步骤(9)中的四块梯度加载垫板加压，
直至试
样被破坏，
并记录实时数据；
(11)将试样取出进行最后的破坏面观察和拍照；
(12)对记录数据及所拍照片进行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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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裂隙岩体卸荷破坏实验装置及其应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岩体力学参数侧视设备，
特别是涉及一种裂隙岩体卸荷破坏实验
装置及其应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矿山开采深度的不断增加，
深部岩体内部的原岩应力持续增长，
这样
给地下矿山开采活动造成了重要的影响。开挖活动会导致岩体内部应力重分布，
开挖区域
的应力集中会导致岩体出现破坏，
随着开采活动的不断推进，
岩体结构出现渐进式的破坏
从而导致垮塌等地质灾害的出现。
[0003]
相比于浅部岩体工程而言，
矿山深部开采所面对的岩体破坏问题更为明显。开挖
位置的岩体内部应力集中更为明显，
开挖卸荷致使岩体处于复杂应力环境之下，
从而呈现
出较为复杂的破坏特征。
比如，
在巷道开挖后，
距离巷道临空面附近的岩体内会出现应力梯
度分布的特征，
梯度应力下岩体内部的裂纹萌生、
扩展及贯通模式也会出现较大的差别。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研究裂隙岩体在不同梯度应力环境下的卸荷破坏
力学特性的实验装置及其应用方法。
[0005] 本发明提供的这种裂隙岩体卸荷破坏实验装置，
岩体试样为长方体，
其底面和侧
面分别设置有底部垫板和侧向加载垫板。本装置还包括梯度加载垫板和加压装置，
梯度加
载垫板有多块，
无缝并排放置于试样的顶面，
加压装置的数量与梯度加载垫板数量相同，
各
加压装置的加压端分别位于梯度加载垫板的中心位置处。
[0006] 上述技术方案的一种实施方式中，
所述加压装置包括微型液压站和执行机构，
微
型液压站和执行机构之间通过油管连接。
[0007] 上述技术方案的一种实施方式中，
所述执行机构为油缸，
其以活塞杆端朝下布置。
[0008] 上述技术方案的一种实施方式中，
所述油管上连接有压力表。
[0009] 上述技术方案的一种实施方式中，
所述压力表通过数据线连接有模数转换器。
[0010] 上述技术方案的一种实施方式中 ，
本装置还包括置于各油缸上端的顶部加载垫
板。
[0011]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装置对裂隙岩体试样进行卸荷破坏实验的方法，
包括以下步
骤：
[0012]
(1)加工试样，
在试样内部预置裂隙；
[0013]
(2)将底部垫板置于三向五面加载机的加载台上，
将试样置于底部垫板上，
并将侧
向加载垫板在试样的侧壁外围拼装好，
使三向五面加载机的四个侧向加载轴分别与侧向加
载垫板的中心位置处接触；
[0014]
(3)将各梯度加载垫板依次不留间隙的放置于试样的顶面；
[0015]
(4)将各油缸的下端分别放置于各梯度加载垫板的中心位置处；
3

CN 109269906 A

说

明

书

2/3 页

[0016]

(5)将顶部加载垫板置于各油缸的上端；
[0017]
(6)设定初始应力状态，
使各侧向加载轴给侧向加载垫板加压至设定值；
[0018]
(7)通过三向五面加载机的顶部加载轴给顶部加载垫板加压至设定值；
[0019]
(8)启动各微型液压站给油缸供油，
使油缸给相应的梯度加载垫板加压，
直至达到
设定原岩应力值，
关闭各微型液压站；
[0020]
(9)保持两侧梯度加载垫板中一块对应的微型液压站关闭 ，
分别按依次递增梯度
设定各梯度加载垫板的加压值 ,开启其他微型液压站给其对应的各梯度加载垫板加压至相
应的设定值；
[0021]
(10)选用试样宽度较小的侧面为卸荷面卸荷，
观察试样内部预置裂纹是否扩展并
使试样破坏，
如果是，
实验结束；
如果否，
则继续给步骤(9)中的四块梯度加载垫板加压，
直
至试样被破坏，
并记录实时数据；
[0022]
(11)将试样取出进行最后的破坏面观察和拍照；
[0023]
(12)对记录数据及所拍照片进行分析研究。
[0024] 本实验装置的工作原理如下：
对长方体形裂隙岩体试样进行力学参数测试，
将试
样置于底部垫板上，
在试样的侧面外围设置侧向加载垫板，
通过加载系统及侧向加载垫板
给试样施加围压，
在试样的顶面无间隙放置多块梯度加载垫板，
每块梯度加载垫板分别对
应一套加压装置，
各加压装置单独给各梯度加载垫板加压，
以实现对试样的竖向梯度加压。
实现了不同梯度应力环境下的岩石卸荷测试，
填补了目前没有针对岩体梯度应力环境下的
卸荷破坏行为的相关测试设备空白，
为深部岩体开挖工程提供可靠的研究条件。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结构及组成示意图。
[0026] 图2为本实施例梯度应力施加原理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如图1所述，
本实施例公开的这种裂隙岩体卸荷破坏实验装置，
针对长方体形的试
样SY进行实验。装置包括底部垫板1、侧向加载垫板2、
梯度加载垫板3、油缸4、
顶部加载垫板
5、
微型液压站6、油管7、
压力表8、
数据线9、
模数转换器10、
集线器11和计算机12。
[0028] 本实施例的试样采用石膏通过3D打印而成，
其长、宽、
高尺寸分别为80cm、40cm和
50cm，
在试样内部预置裂隙，
裂隙所在位置留空，
留空厚度宜为1mm左右。
[0029] 实验前装配本装置各结构件的步骤如下：
[0030]
(1)将底部垫板1置于三向五面加载机的加载台上，
然后将试样SY置于底部垫板
上，
再将各侧向加载垫板2拼装于试样的外围，
使三向五面加载机的四个侧向加载轴分别与
各侧向加载垫板的中心位置处接触。
[0031]
(2)将梯度加载垫板3依次不留间隙的放置于试样SY的顶面。如图1所示，
本实施例
的梯度加载垫板3设计为五块，
它们的长度尺寸与试样顶面的宽度尺寸一致。其它实施例可
根据试样尺寸适当增减梯度加载垫板的数量。
[0032]
(3)将各油缸4的活塞杆端垂直放置于各梯度加载垫板3的中心位置处，
在各油缸
的上端放置顶部加载垫板5。顶部加载垫板5的平面尺寸与试样的顶面尺寸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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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将各压力表8安装于各油管7上，
将各油管的两端分别与微型液压站6和油缸4
连接好，
将各模数转换器10的输入和输出端分别连接好数据线，
将输入端的数据线分别与
各压力表连接，
将各模数转换器输出端的数据线军连接至集线器。
[0034] 至此本实施例的实验装置已经装配好，
只需将集线器通过数据线连接一台计算
机，
计算机通过合适的应用软件即可对测试实验过程中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
[0035] 装置装配好后，
即可开始测试实验，
实验步骤如下：
[0036]
(1)设定初始应力状态，
启动三向五面加载机，
使其四根侧向加载轴给侧向加载垫
板加压至设定值。
[0037]
(2)通过三向五面加载机的顶部加载轴给顶部加载垫板加压至0 .11MPa。
[0038]
(3)启动各微型液压站给油缸供油，
使油缸给相应的梯度加载垫板加压，
直至达到
设定原岩应力值，
关闭各微型液压站。
[0039]
(4)保持两侧梯度加载垫板中一块对应的微型液压站关闭 ，
分别按依次递增梯度
设定各梯度加载垫板的加压值 ,开启其他四个微型液压站给其对应的各梯度加载垫板加压
至相应的设定值。如图2所示，
A、B、C、D、E分别表示从右至左各梯度加载垫板在试样上的加
载区域，
本步骤中保持左边第一块梯度加载垫板的微型液压站关闭。
[0040]
(5)选用试样宽度较小的侧面为卸荷面卸荷，
观察试样内部预置裂纹是否扩展并
使试样破坏，
如果是，
实验结束；
如果否，
则继续给步骤(4)中的四块梯度加载垫板加压，
直
至试样被破坏，
并记录实时载荷、
位移等数据。
[0041]
(6)将试样取出进行最后的破坏面观察和拍照。
[0042]
(7)对记录数据及所拍照片进行分析研究。
[0043] 本实验装置对长方体形裂隙岩体试样进行力学参数测试，
将试样置于底部垫板
上，
在试样的侧面外围设置侧向加载垫板，
通过加载系统及侧向加载垫板给试样施加围压，
在试样的顶面无间隙放置多块梯度加载垫板，
每块梯度加载垫板分别对应一套加压装置，
各加压装置单独给各梯度加载垫板加压，
以实现对试样的竖向梯度加压，
实现了不同梯度
应力环境下的岩石卸荷测试，
填补了目前没有针对岩体梯度应力环境下的卸荷破坏行为的
相关测试设备空白，
为深部岩体开挖工程提供可靠的研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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