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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拉伸方向实时对中的岩

石类材料双轴拉压试验装置，包括竖直上拉伸装

置、竖直下拉伸装置、水平左压缩装置和水平右

压缩装置；竖直上加载装置与竖直下加载装置的

结构完全相同，试验时分别与岩石试样的上下端

头连接；竖直上加载装置包括 形拉伸件、T形

拉伸件、上下侧滚珠排、拉头、铰链和试验机拉伸

加载头；水平左压缩装置和水平右压缩装置的结

构完全相同，试验时分别与岩石试样的左右侧面

的中间位置连接；水平左压缩装置包括压头、传

压件、左右侧滚珠排和试验机压缩加载头。本装

置在岩石拉压试验过程中可实现拉伸力实时对

中，压应力作用于试样中部而非全表面，压缩方

向保证接触面受力均匀，以避免拉头粘结处的试

样端头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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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拉伸方向实时对中的岩石类材料双轴拉压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包括竖

直上拉伸装置、竖直下拉伸装置、水平左压缩装置和水平右压缩装置；

所述竖直上加载装置与竖直下加载装置的结构完全相同，试验时分别与岩石试样的上

下端头连接；所述竖直上加载装置包括 形拉伸件、T形拉伸件、上下侧滚珠排、拉头、铰链

和试验机拉伸加载头；所述 形拉伸件的一端固定于试验机拉伸加载头上，内部通过上下

侧滚珠排放置有T形拉伸件，T形拉伸件能够在 形拉伸件内部左右滑动；T形拉伸件的一端

伸出 形拉伸件的另一端，通过铰链与拉头的一端连接；拉头的另一端与岩石试样的上端

头连接；

所述水平左压缩装置和水平右压缩装置的结构完全相同，试验时分别与岩石试样的左

右侧面的中间位置连接；所述水平左压缩装置包括压头、传压件、左右侧滚珠排和试验机压

缩加载头；所述传压件的一端通过传压件凹槽内放置的左右侧滚珠排与试验机压缩加载头

连接，另一端为球形凸起；压头的一端面与岩石试样的左侧面的中间位置连接，另一端面具

有球形凹槽，与传压件的球形凸起相匹配，形成球铰式接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拉伸方向实时对中的岩石类材料双轴拉压试验装置，其特征

在于拉头与岩石试样连接处的端面与岩石试样的上端头的形状和尺寸完全相同，保证岩石

试样竖向均匀受拉；压头与岩石试样连接处的端面与拉头与岩石试样连接处的端面的形状

和尺寸完全相同。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拉伸方向实时对中的岩石类材料双轴拉压试验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 形拉伸件由一块顶板、两块侧部连接板和两块底板组成；所述顶板的一端面水

平固定于试验机拉伸加载头上，另一端面的前后部分别与一块侧部连接板的一端固定连

接；两块底板水平固定于各自的侧部连接板的另一端；底板具有凹槽，用于放置上下侧滚珠

排；两块底板的中间具有空隙，用于T形拉伸件的竖向长方体柱通过上下侧滚珠排左右滑

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拉伸方向实时对中的岩石类材料双轴拉压试验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T形拉伸件由水平板和一端固定在水平板上的竖向长方体柱组成；所述水平板置

于 形拉伸件内部，通过上下侧滚珠排与 形拉伸件的底板连接；所述竖向长方体柱的另一

端连接铰链的一端。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拉伸方向实时对中的岩石类材料双轴拉压试验装置，其特征

在于竖向长方体柱的端头设置有凹槽一、插孔一和插销一；铰链的一端伸入凹槽一中，插销

一穿过插孔一将铰链固定于凹槽一中。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拉伸方向实时对中的岩石类材料双轴拉压试验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拉头由水平块和固定在水平块上的凸头组成；所述水平块与岩石试样连接；所述

凸头连接铰链的另一端。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拉伸方向实时对中的岩石类材料双轴拉压试验装置，其特征

在于凸头包括凹槽二、插孔二和插销二；铰链的另一端伸入凹槽二中，插销二穿过插孔二将

铰链固定于凹槽二中。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拉伸方向实时对中的岩石类材料双轴拉压试验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压头与岩石试样连接处的端面之间依次设置冷底子油和锡箔纸，以减少摩擦；拉

头的水平块通过强力胶与岩石试样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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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拉伸方向实时对中的岩石类材料双轴拉压试验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岩石试样为长方体，高与底面边长之比为2，高为竖向受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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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拉伸方向实时对中的岩石类材料双轴拉压试验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岩石类材料力学性能研究领域，具体是一种拉伸方向实时对中的岩石

类材料双轴拉压试验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日益频繁且地质环境越来越复杂，如深

部矿山开采、隧道工程、水电工程、地下厂房建设等通常面临显著的高地应力以及强烈的开

采扰动特性。地下硐室开挖使围岩的应力状态重分布：强开挖卸荷作用下，硐室侧墙挠动区

硬脆性岩体的卸荷差异回弹(差异变形)导致灾变性的径向拉应力产生，与环向压应力一起

形成拉压应力环境。拉压应力作用下，造成硐室侧墙挠动区岩体张性破坏，例如诱发岩体张

性松弛、劈裂(表层围岩剥离)甚至岩爆等灾害。因此，深部高应力下的开挖卸荷区岩体的拉

压变形破坏和强度特性是工程建设中必须明确的基本岩体力学问题之一。

[0003] 然而，由于岩石的脆性破坏特征和试验技术上的困难，目前缺乏较好的岩石双轴

拉压试验装置。目前已有的一些双轴拉压试验(如文献《王怀亮,宋玉普,曲晓东,任峰.大坝

原级配混凝土在双轴拉压及三轴拉压压受力状态下的试验研究[J].土木工程学报,2007,

40(7):104-110》)多针对混凝土材料，且缺乏满意的拉伸对中方法。尤其是压缩加载过程会

使试样发生压缩方向的变形和轻微的位移，需要实时对拉伸方向的试样受力进行对中，目

前均缺乏相应的装置和手段。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拟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拉伸方向实时对中

的岩石类材料双轴拉压试验装置。

[0005] 本发明解决所述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拉伸方向实时对中的岩石类材

料双轴拉压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包括竖直上拉伸装置、竖直下拉伸装置、水平左压

缩装置和水平右压缩装置；

[0006] 所述竖直上加载装置与竖直下加载装置的结构完全相同，试验时分别与岩石试样

的上下端头连接；所述竖直上加载装置包括 形拉伸件、T形拉伸件、上下侧滚珠排、拉头、

铰链和试验机拉伸加载头；所述 形拉伸件的一端固定于试验机拉伸加载头上，内部通过

上下侧滚珠排放置有T形拉伸件，T形拉伸件能够在 形拉伸件内部左右滑动；T形拉伸件的

一端伸出 形拉伸件的另一端，通过铰链与拉头的一端连接；拉头的另一端与岩石试样的

上端头连接；

[0007] 所述水平左压缩装置和水平右压缩装置的结构完全相同，试验时分别与岩石试样

的左右侧面的中间位置连接；所述水平左压缩装置包括压头、传压件、左右侧滚珠排和试验

机压缩加载头；所述传压件的一端通过传压件凹槽内放置的左右侧滚珠排与试验机压缩加

载头连接，另一端为球形凸起；压头的一端面与岩石试样的左侧面的中间位置连接，另一端

面具有球形凹槽，与传压件的球形凸起相匹配，形成球铰式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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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有益效果在于：

[0009] (1)本装置在岩石拉压试验过程中可实现拉伸力实时对中，压应力作用于试样中

部而非全表面，压缩方向保证接触面受力均匀，以避免拉头粘结处的试样端头效应。

[0010] (2)本装置的T形拉伸件可以通过 形拉伸件上的滚珠在水平方向自由滑动，即在

加载过程中可实时自动调整水平向的位置，从而保持拉伸方向的实时对中。

[0011] (3)本装置实验时竖向方向施加拉力，水平方向施加压力，两个方向的力的施加是

相互独立的，互不干扰。两个方向可以同时施加力，也可以一个方向固定，另一个方向施加。

[0012] (4)本装置结构简易，性能可靠，配合传统双轴试验机使用，可开展多种双轴拉压

应力试验，为获取岩石类材料在拉压组合荷载下的力学特性提供了高精确度的试验手段。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一种实施例的整体结构主视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发明一种实施例的去掉试验机压缩加载头后的整体结构左视示意图；

[0015] 图3为本发明一种实施例的 形拉伸件立体示意图；

[0016] 图4为本发明一种实施例的T形拉伸件立体示意图；

[0017] 图5为本发明一种实施例的拉头立体示意图；

[0018] 图6为本发明一种实施例的压头和传压件连接示意图。

[0019] 图中：1、竖直上拉伸装置；2、竖直下拉伸装置；3、水平左压缩装置；4、水平右压缩

装置；5、岩石试样；11、 形拉伸件；12、T形拉伸件；13、拉头；14、铰链；15、试验机拉伸加载

头；16、上下侧滚珠排；31、压头；32、传压件；33、试验机压缩加载头；34、左右侧滚珠排；111、

顶板；112、侧部连接板；113、底板；121、水平板；122、竖向长方体柱；1221、凹槽一；1222、插

孔一；1223、插销一；131、水平块；132、凸头；1321、凹槽二；1322、插孔二；1323、插销二；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给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具体实施例仅用于进一步详细说明本发明，不限

制本申请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0021]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拉伸方向实时对中的岩石类材料双轴拉压试验装置(简称装

置，参见图1-6)，其特征在于该装置包括竖直上拉伸装置1、竖直下拉伸装置2、水平左压缩

装置3和水平右压缩装置4；

[0022] 所述竖直上加载装置1与竖直下加载装置2的结构完全相同，试验时分别与岩石试

样5的上下端头连接；所述竖直上加载装置1包括 形拉伸件11、T形拉伸件12、上下侧滚珠

排16、拉头13、铰链14和试验机拉伸加载头15；所述 形拉伸件11的一端固定于试验机拉伸

加载头15上，内部通过上下侧滚珠排16放置有T形拉伸件12，T形拉伸件12能够在 形拉伸

件11内部左右滑动；T形拉伸件12的一端伸出 形拉伸件11的另一端，通过铰链14与拉头13

的一端连接；拉头13的另一端与岩石试样5的上端头连接；拉头13与岩石试样5连接处的端

面与岩石试样5的上端头的形状和尺寸完全相同，保证岩石试样5竖向均匀受拉；

[0023] 所述水平左压缩装置3和水平右压缩装置4的结构完全相同，试验时分别与岩石试

样5的左右侧面的中间位置连接；所述水平左压缩装置3包括压头31、传压件32、左右侧滚珠

排34和试验机压缩加载头33；所述传压件32的一端通过传压件32凹槽内放置的左右侧滚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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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34与试验机压缩加载头33连接，左右侧滚珠排34用于减小摩擦，传压件32的另一端为球

形凸起；压头31的一端面与岩石试样5的左侧面的中间位置连接，另一端面具有球形凹槽，

与传压件32的球形凸起相匹配，形成球铰式接触，施加水平向预压力后使得压头31表面与

岩石试样5表面紧密接触；压头31与岩石试样5连接处的端面与拉头13与岩石试样5连接处

的端面的形状和尺寸完全相同。

[0024] 所述 形拉伸件11由一块顶板111、两块侧部连接板112和两块底板113组成；所述

顶板111的一端面水平固定于试验机拉伸加载头15上，另一端面的前后部分别与一块侧部

连接板112的一端固定连接；两块底板113水平固定于各自的侧部连接板112的另一端；底板

113具有凹槽，用于放置上下侧滚珠排16；两块底板113的中间具有空隙，用于T形拉伸件12

的竖向长方体柱122通过上下侧滚珠排16左右滑动。

[0025] 所述T形拉伸件12由水平板121和一端固定在水平板121上的竖向长方体柱122组

成；所述水平板121置于 形拉伸件11内部，通过上下侧滚珠排16与 形拉伸件11的底板113

连接；所述竖向长方体柱122的另一端连接铰链14的一端，具体是竖向长方体柱122的端头

设置有凹槽一1221、插孔一1222和插销一1223，铰链14的一端伸入凹槽一1221中，插销一

1223穿过插孔一1222将铰链14固定于凹槽一1221中。

[0026] 所述拉头13由水平块131和固定在水平块131上的凸头132组成；所述水平块131通

过强力胶与岩石试样5连接，水平块131与岩石试样5连接处的端面与岩石试样5的上端头的

形状和尺寸完全相同；所述凸头132连接铰链14的另一端，具体是凸头132包括凹槽二1321、

插孔二1322和插销二1323，铰链14的另一端伸入凹槽二1321中，插销二1323穿过插孔二

1322将铰链14固定于凹槽二1321中。

[0027] 所述压头31与岩石试样5连接处的端面之间依次设置冷底子油和锡箔纸，以减少

摩擦。

[0028] 所述岩石试样5为长方体，高与底面边长之比为2，高为竖向受拉方向。实验时是正

方体部分受拉压应力影响，这样是为了防止竖直拉伸装置与水平压缩装置在试验过程中发

生冲突，侧向不受压部分不会在试验中发生破坏，仅作为连接位置。

[0029] 形为顺时针旋转90°的c形。

[0030]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和工作流程是：

[0031] (1)先将岩石试样5的上下端头通过强力胶分别与竖直上拉伸装置1和竖直下拉伸

装置2的拉头连接；再将竖直上拉伸装置1和竖直下拉伸装置2的 形拉伸件分别安装在各

自的试验机拉伸加载头上，同时对岩石试样5施加较小的竖向预拉力；最后再将水平左压缩

装置3和水平右压缩装置4的传压件分别安装在各自的试验机压缩加载头上，同时对岩石试

样5施加较小的水平向预压力，使得压头表面与岩石试样5表面紧密接触。

[0032] (2)开始试验，当需要测量在一定压应力作用下使试样破坏的拉应力时，增加压应

力至一定值并维持恒定，再增加拉应力至岩石试样5发生破坏，停止试验。当需要测量在一

定拉应力作用下使试样破坏的压应力时，增加拉应力至一定值并维持恒定，再增加压应力

至岩石试样5发生破坏，停止试验。当需要同时测量使试样破坏的拉应力和压应力时，可使

拉应力和压应力分别按一定的加载速率同时增加，直至岩石试样5发生破坏(发生压破坏还

是拉破坏由各自的加载速率控制)，停止试验，测得破坏时的拉应力与压应力。

[0033] 本发明未述及之处适用于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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