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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与CT扫描仪配套的扭剪

实验机及其使用方法，适用于煤炭企业研究使

用。包括轴压施加装置、扭矩施加装置、低射线吸

收率压力室和底座组成，轴压、扭矩施加装置集

成并与上支撑板固定，上支撑板和下支撑板通过

拉杆联接，底座、低射线吸收率压力室与下支撑

板固定连接，低射线吸收率压力室顶盖和下支撑

板上设有水、传压液接口和排气、制冷接口。可以

形成荷载—冻融双重扰动环境，并与现有CT扫描

仪配套，其结构简单，使用效果好，能够实现扰动

环境中空心样品裂缝演化规律的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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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与CT扫描仪配套的扭剪实验机，其特征在于：它包括相对设置的上支撑板(15)

和下支撑板(18)，上支撑板(15)上设有力发生装置，下支撑板(18)上设有底座(37)和低射

线吸收率压力室(3)，力发生装置与低射线吸收率压力室(3)相对设置，上支撑板(15)与下

支撑板(18)的边沿分别设有多根大拉杆(27)相互连接；

力发生装置包括轴压施加装置(1)和扭矩施加装置(2)；轴压施加装置(1)包括步进电

机(4)、减速机(5)、联轴器(6)、滚珠丝杆(7)、加压轴(8)和加压轴套(9)，其中步进电机(4)

的输出轴通过减速机(5)顺序连接有联轴器(6)、滚珠丝杆(7)和加压轴(8)，滚珠丝杆(7)和

加压轴(8)固定连接并设置在加压轴套(9)内，加压轴(8)连接有垂直向下设置的压扭传感

器(16)，压扭传感器(16)底端设有凸缘(34)，加压轴套(9)上设有止转键(13)，加压轴套(9)

通过轴承(14)活动连接在上支撑板(15)上；

所述低射线吸收率压力室(3)为两端设有法兰结构的管状结构，低射线吸收率压力室

(3)的下端与下支撑板(18)固定连接，低射线吸收率压力室(3)中在下支撑板(18)上设有底

座(37)，底座(37)上设有空心圆柱样品(31)，空心圆柱样品(31)上设有传力轴(26)，传力轴

(26)顶部设有与凸缘(34)匹配的凹槽(33)，传力轴(26)与顶盖(22)滑动联接，顶盖(22)与

低射线吸收率压力室(3)的上端法兰密封连接，其中传力轴(26)、空心圆柱样品(31)和底座

(37)轴向匹配，三者内均设有空腔并相互连接最终组合形成内压腔(39)，传力轴(26)与空

心圆柱样品(31)间设有环形的上空腔(40)，底座(37)和下支撑板(18)间设有环形的下空腔

(41)，低射线吸收率压力室(3)与空心圆柱样品(31)间设有外压腔(38)，传力轴(26)侧面设

有通向内压腔(39)的排气孔(23)和通向空心圆柱样品(31)内部的排气孔(24)，顶盖(22)上

设有上端制冷液通道(25)和排气孔(36)，其中上空腔(40)通过上端制冷液通道(25)与外接

制冷器相连，排气孔(36)与空心圆柱样品(31)的外压腔(38)连通，下支撑板(18)上设有内

压施加通道(19)、外压施加通道(20)、下端制冷液通道(21)和水压施加通道(32)，其中内压

施加通道(19)与内压腔(39)连通，外压施加通道(20)与外压腔(38)连通，下空腔(41)通过

下端制冷液通道(21)穿过底座(37)和下支撑板(18)与外接制冷器相连，水压施加通道(32)

穿过下支撑板(18)和底座(37)与空心圆柱样品(31)相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与CT扫描仪配套的扭剪实验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支撑板

(18)下方通过小拉杆(28)连接有辅助支撑板(30)，辅助支撑板(30)底部四周设有支撑脚

(29)。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与CT扫描仪配套的扭剪实验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扭矩施加装

置(2)包括步进电机(10)、蜗杆(11)和涡轮(12)，涡轮(12)与蜗杆(11)匹配，涡轮(12)通过

轴承(17)设置在加压轴套(9)外侧。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与CT扫描仪配套的扭剪实验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空心圆柱样

品(31)内外均设有乳胶膜，使空心圆柱样品(31)与内压腔(39)和外压腔(38)间隔离。

5.一种使用上述任意权利要求所述与CT配套的扭剪实验机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a、在下支撑板(18)上依次安装底座(37)、空心圆柱样品(31)、低射线吸收率压力室

(3)、顶盖(22)和传力轴(26)，空心圆柱样品(31)、低射线吸收率压力室(3)、顶盖(22)和传

力轴(26)中心线与内压施加通道(19)中心线保持相同，在空心圆柱样品(31)内外侧均设置

乳胶膜使空心圆柱样品(31)与内压腔(39)和外压腔(38)间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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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将上端制冷液通道(25)、下端制冷液通道(21)分别与外接制冷器联通，并将内压腔

(39)通过外压施加通道(20)、外压腔(38)通过内压施加通道(19)分别与外接压力控制器联

通，打开内压腔(39)排气孔(23)和外压腔(38)排气孔(36)，通过外接压力控制器向内压施

加通道(19)和外压施加通道(20)中压入传压液，待传压液分别从排气孔(23)和排气孔(36)

溢出时，关闭排气孔(23)和排气孔(36)；

c、通过水压施加通道(32)向空心圆柱样品(31)内部压入蒸馏水，待蒸馏水从排气孔

(24)中溢出时，关闭排气孔(24)；

d、将扭剪实验机安放在CT扫描仪转台(35)上，调整射线高度刚好穿过空心圆柱样品

(31)；

e、控制力发生装置作用在空心圆柱样品(31)上的轴压、扭矩，并通过外接压力控制器

控制内压腔(39)内向空心圆柱样品(31)内侧施加的压力、外压腔(38)内向空心圆柱样品

(31)外侧施加的压力以及空心圆柱样品(31)的内部水压，然后利用两台外接制冷器分别通

过下端制冷液循环通道(21)和下空腔(41)、通过上端制冷液通道(25)和上空腔(40)对空心

圆柱样品(31)的上、下两端输入冷量进行冻结，从而在空心圆柱样品(31)上形成竖直方向

的温度梯度，然后解冻；

f、调整空心圆柱样品(31)内压腔(39)中的压力、外压腔(38)中的压力以及力发生装置

作用在空心圆柱样品(31)上的轴压和扭矩，实时获得模拟不同荷载—冻融双重扰动环境中

空心样品(31)裂缝特征和非线性演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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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与CT扫描仪配套的扭剪实验机及其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扭剪实验机及其使用方法，尤其适用于煤矿企业模拟仿真使用的

一种与CT扫描仪配套的扭剪实验机及其使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西部鄂尔多斯盆地富含丰富的煤、铀、岩盐等固体矿产资源，石油、天然气等

油气资源以及水、地热资源。竖井是通向地下矿体的咽喉要道。鄂尔多斯盆地普遍发育中生

代白垩系、侏罗系砂岩，属泥质弱胶结，具有极强的暴露风化、遇水泥化、振动松化等工程环

境效应，且受弱构造影响(主要为先期不均匀挤压和后期水平不对称剪切—扭转)区域性共

轭裂缝普遍发育，严重制约竖井建造技术的发展和创新。

[0003] 压扭实验是重现共轭裂缝的有效手段，与CT扫描仪配套的扭剪实验机则是实现裂

缝可视化的基础，而考虑样品初始非均质性和扰动诱发非均质性则是获得裂缝演化的关

键。现有扭剪实验对象涵盖岩石、冻土和软土三类，实验的主要目的是获得复杂应力路径、

特别是主应力轴旋转条件下样品强度，进而建立三维应力空间中强度准则，属于单元实验。

但是泥质弱胶结砂岩具有散体材料和胶结性材料的双重性质，且具有强非均质性，该类材

料中裂缝形成机理和演化规律实验是从非连续介质力学角度出发的非单元实验。

[0004] 另外，现有扭剪实验机不能实现温度梯度控制，难以准确模拟荷载—冻融双重扰

动诱发的梯度非均质环境，且不能与CT扫描仪配套，难以实现共轭裂缝形成、扰动演化的可

视化。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上述技术的不足之处，提供一种结构简单，模拟效果好，针对弱胶结砂岩共轭

裂缝扰动演化效果好的，且与CT扫描仪配套的扭剪实验机及其使用方法。

[0006] 为实现上述技术目的，本发明的与CT扫描仪配套的扭剪实验机，包括相对设置的

上支撑板和下支撑板，上支撑板上设有力发生装置，下支撑板上设有底座和低射线吸收率

压力室，力发生装置与低射线吸收率压力室相对设置，上支撑板与下支撑板的边沿分别设

有多根大拉杆相互连接；

[0007] 力发生装置包括轴压施加装置和扭矩施加装置；轴压施加装置包括步进电机、减

速机、联轴器、滚珠丝杆、加压轴和加压轴套，其中步进电机的输出轴通过减速机顺序连接

有联轴器、滚珠丝杆和加压轴，滚珠丝杆和加压轴固定连接并设置在加压轴套内，加压轴连

接有垂直向下设置的压扭传感器，压扭传感器底端设有凸缘，加压轴套上设有止转键，加压

轴套通过轴承活动连接在上支撑板上；

[0008] 所述低射线吸收率压力室为两端设有法兰结构的管状结构，低射线吸收率压力室

的下端与下支撑板固定连接，低射线吸收率压力室中在下支撑板上设有底座，底座上设有

空心圆柱样品，空心圆柱样品上设有传力轴，传力轴顶部设有与凸缘匹配的凹槽，传力轴与

顶盖滑动联接，顶盖与低射线吸收率压力室的上端法兰密封连接，其中传力轴、空心圆柱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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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和底座轴向匹配，三者内均设有空腔并相互连接最终组合形成内压腔，传力轴与空心圆

柱样品间设有环形的上空腔，底座和下支撑板间设有环形的下空腔，低射线吸收率压力室

与空心圆柱样品间设有外压腔，传力轴侧面设有通向内压腔的排气孔和通向空心圆柱样品

内部的排气孔，顶盖上设有上端制冷液通道和通向外压腔的排气孔，其中上空腔通过上端

制冷液通道与外接制冷器相连，顶盖上的排气孔与空心圆柱样品的外压腔连通，下支撑板

上设有内压施加通道、外压施加通道、下端制冷液通道和水压施加通道，其中内压施加通道

与内压腔连通，外压施加通道与外压腔连通，下空腔通过下端制冷液通道穿过底座和下支

撑板与外接制冷器相连，水压施加通道穿过下支撑板和底座与空心圆柱样品相连通。

[0009] 所述下支撑板下方通过小拉杆连接有辅助支撑板，辅助支撑板底部四周设有支撑

脚。

[0010] 所述扭矩施加装置包括步进电机、蜗杆和涡轮，涡轮与蜗杆匹配，涡轮通过轴承设

置在加压轴套外侧。

[0011] 所述空心圆柱样品内外均设有乳胶膜，使空心圆柱样品与内压腔和外压腔间隔

离。

[0012] 一种与CT配套的扭剪实验机的使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3] a、在下支撑板上依次安装底座、空心圆柱样品、低射线吸收率压力室、顶盖和传力

轴，空心圆柱样品、低射线吸收率压力室、顶盖和传力轴中心线与内压施加通道中心线保持

相同，在空心圆柱样品的内外侧均设置乳胶膜使空心圆柱样品与内压腔和外压腔隔离；

[0014] b、将上端制冷液通道、下端制冷液通道分别与外接制冷器联通，并将内压腔通过

外压施加通道、外压腔通过内压施加通道分别与外接压力控制器联通，打开内压腔排气孔

和外压腔排气孔，通过外接压力控制器向内压施加通道和外压施加通道中压入传压液，待

传压液分别从内压腔排气孔和外压腔排气孔溢出时，关闭内压腔排气孔和外压腔排气孔；

[0015] c、通过水压施加通道向空心圆柱样品内部压入蒸馏水，待蒸馏水从空心圆柱样品

排气孔溢出时，关闭空心圆柱样品排气孔；

[0016] d、将扭剪实验机安放在CT扫描仪转台上，调整射线高度刚好穿过空心圆柱样品；

[0017] e、控制力发生装置作用在空心圆柱样品上的轴压、扭矩，并通过外接压力控制器

控制内压腔内向空心圆柱样品内侧施加的压力、外压腔内向空心圆柱样品外侧施加的压

力、以及空心圆柱样品的内部水压，然后利用两台外接制冷器分别通过下端制冷液循环通

道和下空腔、通过上端制冷液通道和上空腔对空心圆柱样品的上、下两端输入冷量进行冻

结，从而在空心圆柱样品上形成竖直方向的温度梯度，然后解冻；

[0018] f、调整空心圆柱样品内压腔中的压力、外压腔中的压力以及力发生装置作用在空

心圆柱样品上的轴压和扭矩，实时获得模拟不同荷载—冻融双重扰动环境中空心样品裂缝

特征和非线性演化规律。

[0019] 有益效果：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能够与现有CT扫描仪配套使用，能够

在空心圆柱样品上实现竖直方向的温度梯度，从而营造荷载—冻融双重扰动环境。另外，利

用本发明中与CT扫描仪配套的扭剪实验机能够实现复杂应力路径和状态下裂缝冰的分凝

机理和生长规律，发展现有冻胀理论。其结构稳定，使用效果好，在本技术领域内具有广泛

的实用性。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优点：

[0020] 1)在满足小型化要求前提下，将轴压和扭矩施加系统集成，降低实验机有效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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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重量；

[0021] 2)在满足精细化要求前提下，将制冷、排水、传力功能集成，实现样品中水压控制

和冻融控制；

[0022] 3)射线穿透范围内的机械结构采用低射线吸收率的PEEK或航空铝，在满足高精度

要求前提下，将压力室内制冷液循环管路外置，进一步降低其对CT射线的吸收。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的与CT扫描仪配套的扭剪实验机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a)为本发明的轴压和扭矩施加装置的剖面图。

[0025] 图2(b)为本发明的轴压和扭矩施加装置的平面图。

[0026] 图中：1、轴压施加装置；2、扭矩施加装置；3、低射线吸收率压力室；4、步进电机；5、

减速机；6、联轴器；7、滚珠丝杠；8、加压轴；9、加压轴套；10、步进电机、11、蜗杆；12、涡轮；

13、止转键；14、轴承；15、上支撑板；16、压扭传感器；17、轴承；18、下支撑板；19、内压施加通

道；20、外压施加通道；21、下端制冷液循环通道；22、顶盖；23、内压腔排气孔；24、样品内部

排气孔；25、上端制冷液通道；26、传力轴；27、大拉杆；28、小拉杆；29、支撑脚；30、辅助支撑

板；31、空心圆柱样品；32、水压施加通道；33、凹槽；34、凸缘；35、转台、36、外压腔排气孔；

37、底座；38、外压腔；39、内压腔；40、上空腔；41、下空腔。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中的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描述：

[0028] 如图1所示，本发明的与CT扫描仪配套的扭剪实验机，其特征在于：它包括相对设

置的上支撑板15和下支撑板18，上支撑板15上设有力发生装置，下支撑板18上设有底座37

和低射线吸收率压力室3，力发生装置与低射线吸收率压力室3相对设置，上支撑板15与下

支撑板18的边沿分别设有多根大拉杆27相互连接；所述下支撑板18下方通过小拉杆28连接

有辅助支撑板30，辅助支撑板30底部四周设有支撑脚29。

[0029] 如图2(a)和图2(b)所示，力发生装置包括轴压施加装置1和扭矩施加装置2；轴压

施加装置1包括步进电机4、减速机5、联轴器6、滚珠丝杆7、加压轴8和加压轴套9，其中步进

电机4的输出轴通过减速机5顺序连接有联轴器6、滚珠丝杆7和加压轴8，滚珠丝杆7和加压

轴8固定连接并设置在加压轴套9内，加压轴8连接有垂直向下设置的压扭传感器16，压扭传

感器16低端设有凸缘34，加压轴套9上设有止转键13，加压轴套9通过轴承14活动连接在上

支撑板15上；所述扭矩施加装置2包括步进电机10、蜗杆11和涡轮12，涡轮12与蜗杆11匹配，

涡轮12通过轴承17设置在加压轴套9外侧。

[0030] 所述低射线吸收率压力室3为两端设有法兰结构的管状结构，低射线吸收率压力

室3的下端与下支撑板18固定连接，低射线吸收率压力室3中在下支撑板18上设有底座37，

底座37上设有空心圆柱样品31，所述空心圆柱样品31内外均设有乳胶膜，使空心圆柱样品

31与内压腔39和外压腔38间隔离，空心圆柱样品31上设有传力轴26，传力轴26顶部设有与

凸缘34匹配的凹槽33，传力轴26与顶盖22滑动联接，顶盖22与低射线吸收率压力室3的上端

法兰密封连接，其中传力轴26、空心圆柱样品31和底座37轴向匹配，三者内均设有空腔并相

互连接最终组合形成内压腔39，传力轴26与空心圆柱样品31间设有环形的上空腔40，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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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和下支撑板18间设有环形的下空腔41，低射线吸收率压力室3与空心圆柱样品31间设有

外压腔38，传力轴26侧面设有通向内压腔39的排气孔23和通向空心圆柱样品31内部的排气

孔24，顶盖22上设有上端制冷液通道25和排气孔36，其中上空腔40通过上端制冷液通道25

与外接制冷器相连，排气孔36与空心圆柱样品31的外压腔38连通，下支撑板18上设有内压

施加通道19、外压施加通道20、下端制冷液通道21和水压施加通道32，其中内压施加通道19

与内压腔39连通，外压施加通道20与外压腔38连通，下空腔41通过下端制冷液通道21穿过

底座37和下支撑板18与外接制冷器相连，水压施加通道32穿过下支撑板18和底座37与空心

圆柱样品31相连通。

[0031] 一种与CT配套的扭剪实验机的使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2] a、在下支撑板18上依次安装底座37、空心圆柱样品31、低射线吸收率压力室3、顶

盖22和传力轴26，空心圆柱样品31、低射线吸收率压力室3、顶盖22和传力轴26中心线与内

压施加通道19中心线保持相同，在空心圆柱样品31的内外侧均匀设置乳胶膜使空心圆柱样

品31与内压腔39和外压腔38间隔离；

[0033] b、将上端制冷液通道25、下端制冷液通道21分别与外接制冷器联通，并将内压腔

39通过外压施加通道20、外压腔38通过内压施加通道19分别与外接压力控制器联通，打开

内压腔39排气孔23和外压腔38排气孔36，通过外接压力控制器向内压施加通道19和外压施

加通道20中压入传压液，待传压液分别从内压腔排气孔23和外压腔排气孔36溢出时，关闭

内压腔排气孔23和外压腔排气孔36；

[0034] c、通过水压施加通道32向空心圆柱样品31内部压入蒸馏水，待蒸馏水从排气孔24

中溢出时，关闭排气孔24；

[0035] d、将扭剪实验机安放在CT扫描仪转台35上，调整射线高度刚好穿过空心圆柱样品

31；

[0036] e、控制力发生装置作用在空心圆柱样品31上的轴压、扭矩，并通过外接压力控制

器控制内压腔39内向空心圆柱样品31内侧施加的压力、外压腔38内向空心圆柱样品31外侧

施加的压力、以及空心圆柱样品31的内部水压，然后利用两台外接制冷器分别通过下端制

冷液循环通道21和下空腔41、通过上端制冷液通道25和上空腔40对空心圆柱样品31的上、

下两端输入冷量进行冻结，从而在空心圆柱样品31上形成竖直方向的温度梯度，然后解冻；

[0037] f、调整空心圆柱样品31内压腔39中的压力、外压腔38中的压力以及力发生装置作

用在空心圆柱样品31上的轴压和扭矩，实时获得模拟不同荷载—冻融双重扰动环境中空心

样品31裂缝特征和非线性演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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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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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a)

图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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