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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模拟在拉或压应力状态

下测定岩石渗透性能的方法，当岩样外壁水压力

大于内壁水压力，水从外壁流向内壁，整个岩样

处于受压状态；当岩样外壁水压力小于内壁水压

力，水从内壁流向外壁，整个岩样处于受拉状态。

本发明方法借用径向渗流试验原理，测量岩石试

样受拉或受压应力状态下渗透系数，很好揭示了

岩样渗透系数不仅与岩样本身的水物理化学性

质有关，还与岩样所处的应力状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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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模拟在拉或压应力状态下测定岩石渗透性能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试验机，试验

机内部具有一个渗水腔，渗水腔底部设置有下透水石，待测定岩石试样放置于渗水腔中，且

岩石试样的底端放置在下透水石上，岩石试样的顶端设置有上透水石，轴压系统通过上透

水石作用在岩石试样的顶端；

岩石试样的导管上连接出水管一和水泵一，水泵一与导管连通的水管上设置有压力传

感器一，渗水腔侧壁上连通有水泵二，连接水泵二的水管上设置有压力传感器二，下透水石

上连接出水管二。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拟在拉或压应力状态下测定岩石渗透性能的装置，其特征

在于，岩石试样的外侧壁上粘贴有若干个应力传感贴片。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拟在拉或压应力状态下测定岩石渗透性能的装置，其特征

在于，岩石试样整体是直径为60mm，高度为150mm的圆柱体结构，试样内部具有一个顶部敞

口的圆柱形空腔，圆柱形空腔的直径为12mm，高度为125mm，圆柱形空腔中插入导管，导管插

入圆柱形空腔中的深度为25mm。

4.模拟在拉或压应力状态下测定岩石渗透性能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第一步，采用浇筑的方法制备岩石试样；岩石试样整体是圆柱体结构，试样内部具有一

个顶部敞口的圆柱形空腔，圆柱形空腔中插入导管，用密封管套将导管固定在岩石试样顶

部，最后对岩石试样的上下端面涂抹防渗涂料，进行密封处理；

第二步，将已制作好的岩石试样安装在试验机上，在岩石试样顶端和底端分别设置上

透水石和下透水石；通过轴压系统对岩石试样进行轴压加载，待加载数据稳定后，固定轴压

应力水平；

第三步，模拟岩石试样受压状态；首先打开水泵二和出水口一，关闭水泵一和出水口

二，将水沿径向压入放置岩石试样的压力腔中进行渗透试验；待压力传感器一显示数据p1

和压力传感器二显示数据p2达到稳定时，记录数据p1、p2值和水泵二中流量值Q2并停止加

压，则p＝p2-p1，通过达西定律公式 得到岩石试样受压状态下渗透系数k1；其

中，p为岩石试样内外压强差，γw为水的重度，Q2为水的流量值，L为岩石试样的高度，R为岩

石试样断面外部直径，r为岩石试样断面内部直径；

第四步，模拟岩石试样受拉状态；首先打开水泵一和出水口二，关闭水泵二和出水口

一，将水通过导管注入岩石试样的空腔内，沿径向压出岩石试样进行渗透试验；待压力传感

器一显示数据p1和压力传感器二显示数据p2达到稳定时，记录数据p1、p2值和水泵一中流量

值Q1并停止加压，则p＝p1-p2，通过达西定律公式 得到岩石试样受拉状态下

的渗透系数k2；其中，p为岩石试样内外压强差，γw为水的重度，Q1为水的流量值，L为岩样的

高度，R为岩样断面外部直径，r为岩样断面内部直径。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模拟在拉或压应力状态下测定岩石渗透性能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还可以包括：第五步，在岩石试样外侧壁环向设置多个应力传感贴片，应力传感贴片

上的应力值传输至应力传感器上，把应力传感器上记录的处于应力场中岩样中心处的应力

σ，进行积分求和再除以圆周周长，得到应力值记为此状态下岩石内部所受应力特征值σ’，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11157430 A

2



即为： 与此状态下所求得的渗透系数对应，建立渗透系数-应力状态曲线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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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在拉或压应力状态下测定岩石渗透性能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岩石渗透性试验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模拟在拉或压应力状态下测

定岩石渗透性能的装置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岩石渗透性是指流体通过岩石的能力。岩石渗流对岩石力学性质影响极大，其会

改变岩石的受力状态，引起岩石变形、破裂、软化、泥化或溶融等，从而危及岩体的稳定性，

因此研究岩石渗透性对岩石力学具有重要意义。通常情况下，岩体结构、岩体中的微裂纹、

岩体应力和地下水物理化学性质都会影响到岩石的渗透性能。但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都只

局限于岩体结构、地下水因素对岩石渗透性能的影响，对于岩体所处应力状态对岩石渗透

性能产生的影响研究较少。故有必要设计一种模拟在拉或压应力状态下测定岩石渗透性能

的装置和方法。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径向渗流原理，对岩石在受拉或受压条件下的应力状态进行

模拟，揭示了岩石渗透系数不仅与岩样本身与水物理化学性质有关，还与岩样所处的应力

状态有关，并比较分析两种状态下渗透性的大小，建立渗透系数-应力状态的相关函数关

系，对岩石内部渗透机理进一步揭示。

[0004]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模拟在拉或压应力状态下测定岩石渗透性能的装置，包括试验机，试验机内

部具有一个渗水腔，渗水腔底部设置有下透水石，待测定岩石试样放置于渗水腔中，且岩石

试样的底端放置在下透水石上，岩石试样的顶端设置有上透水石，轴压系统通过上透水石

作用在岩石试样的顶端；

[0006] 岩石试样的导管上连接出水管一和水泵一，水泵一与导管连通的水管上设置有压

力传感器一，渗水腔侧壁上连通有水泵二，连接水泵二的水管上设置有压力传感器二，下透

水石上连接出水管二。

[0007] 由于岩石属于低渗流体，具有较为致密的裂隙和微裂纹，因此该装置采用高压水

泵进行供水，减少了渗透试验的时间，提高试验效率。

[0008] 优选地，岩石试样的外侧壁上粘贴有若干个应力传感贴片，可与相同状态下的渗

透系数对应，建立渗透系数-应力状态曲线图，进一步支管揭示对岩石内部渗透机理。

[0009] 作为优选实施例，岩石试样整体是直径为60mm，高度为150mm的圆柱体结构，试样

内部具有一个顶部敞口的圆柱形空腔，圆柱形空腔的直径为12mm，高度为125mm，圆柱形空

腔中插入导管，导管插入圆柱形空腔中的深度为25mm。

[0010] 一种模拟在拉或压应力状态下测定岩石渗透性能的方法，包括：

[0011] 第一步，采用浇筑的方法制备岩石试样；岩石试样整体是圆柱体结构，试样内部具

有一个顶部敞口的圆柱形空腔，圆柱形空腔中插入导管，用密封管套将导管固定在岩石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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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顶部，最后对岩石试样的上下端面涂抹防渗涂料，进行密封处理；

[0012] 第二步，将已制作好的岩石试样安装在试验机上，在岩石试样顶端和底端分别设

置上透水石和下透水石；通过轴压系统对岩石试样进行轴压加载，待加载数据稳定后，固定

轴压应力水平；

[0013] 第三步，模拟岩石试样受压状态；首先打开水泵二和出水口一，关闭水泵一和出水

口二，将水沿径向压入放置岩石试样的压力腔中进行渗透试验；待压力传感器一显示数据

p1和压力传感器二显示数据p2达到稳定时，记录数据p1、p2值和水泵二中流量值Q2并停止加

压，则p＝p2-p1，通过达西定律公式 得到岩石试样受压状态下渗透系数k1；其

中，p为岩石试样内外压强差，γw为水的重度，Q2为水的流量值，L为岩石试样的高度，R为岩

石试样断面外部直径，r为岩石试样断面内部直径；

[0014] 第四步，模拟岩石试样受拉状态；首先打开水泵一和出水口二，关闭水泵二和出水

口一，将水通过导管注入岩石试样的空腔内，沿径向压出岩石试样进行渗透试验；待压力传

感器一显示数据p1和压力传感器二显示数据p2达到稳定时，记录数据p1、p2值和水泵一中流

量值Q1并停止加压，则p＝p1-p2，通过达西定律公式 得到岩石试样受拉状态下

的渗透系数k2；其中，p为岩石试样内外压强差，γw为水的重度，Q1为水的流量值，L为岩样的

高度，R为岩样断面外部直径，r为岩样断面内部直径。

[0015] 本方法还可以包括第五步，在岩石试样外侧壁环向设置多个应力传感贴片，应力

传感贴片上的应力值传输至应力传感器上，把应力传感器上记录的处于应力场中岩样中心

处的应力σ，进行积分求和再除以圆周周长，得到应力值记为此状态下岩石内部所受应力特

征值σ’，即为： 与此状态下所求得的渗透系数对应，建立渗透系数-应力状

态曲线图。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7] 本发明装置借用径向渗流试验原理，可模拟岩石试样的受拉或受压应力状态，并

测量受拉或受压应力状态下岩石渗透系数。

[0018] 本发明方法借用径向渗流试验原理，测量岩石试样受拉或受压应力状态下渗透系

数，很好揭示了岩样渗透系数不仅与岩样本身的水物理化学性质有关，还与岩样所处的应

力状态有关。由于常规状态下，岩样在受拉时容易产生裂缝，层间渗流出现紊流现象，故该

方法解决了在受拉状态下渗透系数不便测量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显示了岩石试样的结构，其中，a显示了岩石试样受压状态下导管内的水流方

向，b显示了岩石试样受拉状态下导管内的水流方向，c显示了岩石试样受压状态，d显示了

岩石试样受拉状态；

[0020] 图2显示了加载装置示意图；

说　明　书 2/5 页

5

CN 111157430 A

5



[0021] 图3显示了拉、压应力状态下渗透系数-应力状态曲线图。

[0022] 1-密封管套，2-导管，3-岩石试样，4-空腔，5-出水口一，6-试验机，7水泵二，8压力

传感器二，9-下透水石，10-轴压系统，11-水泵一，12-压力传感器一，13-上透水石，14-渗水

腔，15-力学传感器，16-出水口二。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明本发明。

[0024] 如图2，一种模拟在拉或压应力状态下测定岩石渗透性能的装置，包括试验机6，试

验机内部具有一个渗水腔14，渗水腔底部设置有下透水石9，待测定岩石试样放置于渗水腔

中，且岩石试样的底端放置在下透水石上，岩石试样的顶端设置上透水石13，轴压系统作用

通过上透水石作用在岩石试样的顶端；

[0025] 岩石试样的导管上连接出水管一和水泵一，水泵一与导管连通的水管上设置有压

力传感器一12，渗水腔侧壁上连通有水泵二7，连接水泵二的水管上设置有压力传感器二8，

下透水石上连接出水管二。

[0026] 岩石试样的外侧壁上粘贴有若干个应力传感贴片。

[0027] 本实施例中，水泵一、二均为高压水泵。

[0028] 一种模拟在拉或压应力状态下测定岩石渗透性能的方法，包括：

[0029] 第一步，采用浇筑的方法制备岩石试样；岩石试样3整体是直径为60mm，高度为

150mm的圆柱体结构，试样内部中心位置具有一个顶部敞口的圆柱形空腔4，圆柱形空腔的

直径为12mm，高度为125mm，圆柱形空腔中插入导管2，导管插入圆柱形空腔中的深度为

25mm，用密封管套1将导管固定，最后对岩石试样的上下端面涂抹防渗涂料，进行密封处理；

本实施例中，制作了10组相同的试样，编号为1、2....10；

[0030] 第二步，将已制作好的岩石试样安装在试验机6上，在岩石试样顶端和底端分别设

置上透水石和下透水石；通过轴压系统10对岩石试样进行轴压加载，待加载数据稳定后，固

定轴压应力水平；

[0031] 第三步，模拟岩石试样受压状态，本实施例中分别对编号为1、2、3、4、5的岩石试样

进行受压状态下的渗透系数检测、计算；首先打开水泵二7和出水口一5，关闭水泵一11和出

水口二16，将水沿径向压入放置岩石试样的渗水腔14中进行渗透试验；由于此时岩石试样

外壁水压力大于内壁水压力，水从外壁流向内壁，整个岩石试样处于受压状态，如图1中a、c

所示；待压力传感器一12显示数据p1和压力传感器二8显示数据p2达到稳定时，记录数据p1，

p2值和水泵二中流量值Q2并停止加压，则p＝p2-p1，通过达西定律公式 得到岩

石试样受压状态下渗透系数k1；其中，p为岩石试样内外压强差，γw为水的重度，Q2为水的流

量值，L为岩石试样的高度，R为岩石试样断面外部直径，r为岩石试样断面内部直径。得到的

五组岩石试样受压状态下的渗透系数如表1所示：

[0032]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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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0034] 第四步，模拟岩石试样受拉状态，本实施例中分别对编号为6、7、8、9、10的岩石试

样进行受拉状态下的渗透系数检测、计算；首先打开水泵一11和出水口二16，关闭水泵二7

和出水口一5，将水通过导管注入岩石试样的空腔内，沿径向压出岩石试样进行渗透试验；

由于此时岩石试样外壁水压力小于内壁水压力，水从内壁流向外壁，整个岩石试样处于受

拉状态，如图1中b、d所示；待压力传感器一显示数据p1和压力传感器二显示数据p2达到稳定

时，记录数据p1，p2值和水泵一中流量值Q1并停止加压，则p＝p1-p2，通过达西定律公式

得到岩石试样受拉状态下的渗透系数k2；其中，p为岩石试样内外压强差，γw

为水的重度，Q1为水的流量值，L为岩样的高度，R为岩样断面外部直径，r为岩样断面内部直

径。得到的五组岩石试样受拉状态下的渗透系数如表2所示：

[0035] 表2

[0036]

[0037] 比较分析上述两种状态下渗透系数的大小，试验结果说明：受拉状态下渗透系数

大于受压状态下渗透系数，即k2>k1，也验证了"受压状态下有利于岩样裂纹闭合产生裂纹

滑移，受拉状态有利于岩石张性裂纹的形成"的原理。

[0038] 第五步，在岩石试样外侧壁环向设置多个应力传感贴片，应力传感贴片上的应力

值传输至应力传感器15上，把应力传感器上记录的处于应力场中岩样中心处的应力σ，进行

积分求和再除以圆周周长，得到应力值记为此状态下岩石内部所受应力特征值σ’，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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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如表1、2所示，与此状态下所求得的渗透系数对应，建立渗透系数-应

力状态曲线图，如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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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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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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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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