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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构模型试验刀盘上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

置与测试方法，由微型伺服电机、微型扭矩传感

器、金属转盘、组合式圆柱形金属槽、螺栓、导线

和数据传输线共同构成，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

按特定排列布置在辐条I(II)的中线位置以及刀

盘面板表面，各个黏结强度测试装置内设置微型

扭矩传感器，实现刀盘分区测定全断面泥饼黏结

强度功能，有效解决模型试验刀盘难以在非开舱

条件下直接测定刀盘不同位置黏结程度的问题，

刀盘黏结强度分区测定是判定在富黏地层中施

工盾构刀盘是否结泥饼、泥饼位置分布及硬结程

度的一种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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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盾构模型试验刀盘上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由微型伺服电机(1)、微型扭矩传感器

(2)、金属转盘(3)、组合式圆柱形金属槽左槽(4)、组合式圆柱形金属槽右槽(5)、螺栓(6)

(7)(8)、导线(9)和数据传输线(10)共同构成；

其特征在于，微型扭矩传感器(2)与组合式圆柱形金属槽左槽(4)连接，金属转盘(3)与

微型扭矩传感器(2)上部连接，微型伺服电机(1)与微型扭矩传感器(2)下部连接，组合式圆

柱形金属槽右槽(5)通过螺栓(8)与组合式圆柱形金属槽左槽(4)及微型伺服电机(1)连接；

微型伺服电机(1)通过导线(9)与电源和伺服驱动器连接，用于伺服电机供电以及试验

过程中设定不同级别的转矩；

微型扭矩传感器(2)通过数据传输线(10)与扭矩采集仪连接，用于测定金属转盘(3)在

试验过程中扭矩变化，实现刀盘分区独立测定泥饼黏结强度的功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盾构模型试验刀盘上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微

型扭矩传感器(2)通过螺栓(7)与组合式圆柱形金属槽左槽(4)，金属转盘(3)通过螺栓(6)

与微型扭矩传感器(2)上部连接，微型伺服电机(1)通过螺栓(6)微型扭矩传感器(2)下部连

接，微型伺服电机(1)通过螺栓(8)组合式圆柱形金属槽左槽(4)连接，最后微型伺服电机

(1)通过螺栓(8)与组合式圆柱形金属槽右槽(5)连接，完成所述的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

的组装。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盾构模型试验刀盘上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泥

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用螺栓(12)等间距固定在刀盘辐条I(13)上双刃滚刀(18)两侧以及辐

条II(14)上的滚刀之间，在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与辐条I(13)、辐条II(14)接触面之间设

置密封橡胶垫圈(20)，防止试验过程中泥浆或者泥饼进入黏结强度测试装置内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盾构模型试验刀盘上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泥

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按照“1+2”的方式呈辐射状用螺栓(12)均匀固定在四个刀盘面板(17)

上，在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与刀盘面板(17)的接触面之间设置密封橡胶垫圈(20)，防止

试验过程中泥浆或者泥饼进入黏结强度测试装置内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盾构模型试验刀盘上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金

属转盘(3)与辐条I(13)、辐条II(14)和刀盘面板(17)表面平齐，金属转盘(3)与辐条I(13)、

辐条II(14)和刀盘面板(17)上圆孔的孔壁之间用凡士林，用于润滑以及防止试验过程中泥

浆或者泥饼进入黏结强度测试装置内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盾构模型试验刀盘上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组合式圆柱形金属槽左槽(4)与组合式圆柱形金属槽右槽(5)对接的接触面上用强力

胶黏贴橡胶垫(21)，对数据传输线孔(11)实行密封，防止掘进过程中泥浆进入泥浆黏度测

试装置内部。

7.盾构模型试验刀盘上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的测试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权利要

求1-6任一项所述的盾构模型试验刀盘上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在富黏地层中开展盾构施

工模型试验，具体步骤如下：

(1)在试验土箱中按照一定的配比制备试验用富黏地层，将设置有所述的泥饼黏结强

度测试装置的模型试验刀盘压入到地层中，设定刀盘推进力、转矩和转向，让刀具切削土

体，当刀盘扭矩出现异常时，认为刀盘可能结泥饼，此时停止刀盘转动，开展后续泥饼黏结

强度测试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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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个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逐一打开进行如下测试：

①根据全断面泥饼初始黏结强度推算的扭矩M0的1/10确定伺服电机的初始转矩M0′；

②若微型扭矩传感器(2)测定的扭矩M″低于微型伺服电机(1)的初始转矩M0′，说明该处

未结泥饼；

③若微型扭矩传感器(2)测定的M″大于或等于M0′，逐级增加微型伺服电机(1)的扭矩，

每次增加M0′，若实测M″介于iM0′和(i+1)M0′之间，则近似认为M″＝iM0′，若i＞1，说明该处

已结泥饼；

④重复上面的工作，测量所有点的泥饼黏结强度；

(3)基于上面测定的所有点的泥饼黏结强度，分析刀盘上不同位置的结泥饼情况，从而

确定刀盘上泥饼的位置分布以及不同位置处泥饼的硬结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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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构模型试验刀盘上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与测试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隧道与地下工程试验仪器技术领域，特别涉及盾构模型试验刀盘上泥

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与测试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盾构法施工由于掘进速度快、安全性能高、沉降利于控制、对周边环境影响小的特

点，广泛应用于城市隧道施工。由于地下地质情况复杂，盾构机在富含黏土的地层中施工，

发生迁移并逐渐增厚容易在刀盘表面形成泥饼，随着推进距离的加长，刀盘上的泥饼就会

越来越多，泥饼在掌子面的挤压、摩擦作用下产生巨大的热量，使泥饼与刀盘连成整体，造

成刀盘的掘进速度急剧下降，同时还会造成刀盘油温过高使盾构无法掘进，大大降低了开

挖效率。因此，研究泥饼黏结强度对泥饼形成机理、泥饼在刀盘上的位置分布以及刀盘上泥

饼的硬结程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0003] 目前关于泥饼黏结强度的测定局限于土体与固体间法向黏结力的测定，试验仪器

与土体接触的时间较为短暂，而且土体相对较为稳定，这与实际盾构工程中的状况有很大

的差别。如：陈秉聪在其专著《土壤-车辆系统力学》中指出，我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相继研制了SF-1型土壤外附力测定装置、内聚力测定仪和液压电测式土

壤黏附仪，任露泉在其论文《土壤黏附仪组合测盘测力原理的试验研究》中提出一种组合测

盘，测盘由内盘和外盘两部分组成，内盘以一定的配合锥度与外盘组合，能够有效的测量各

种土壤条件下的黏结力；Feinendegen在其论文《A  new  laboratory  test  to  evaluate 

the  problem  of  clogging  in  mechanical  tunnel  driving  with  EPB-shields》首先开

展球体和叶片形式的黏结性测试试验，试验结果并不理想。以上这些组合测盘所测试样分

布较为均匀，而且采用法向测定的方式，虽然仪器有不同程度的改进，但基本都是小型的黏

结测定装置，与盾构工程中，盾构刀盘上泥饼的随机分布以及厚度不均的实际情况有很大

差别，同时不能实现盾构掘进过程中，刀盘分区测定泥饼黏结强度的功能。

[0004] 为克服上述不足，本发明提出盾构模型试验刀盘上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分析

刀盘结泥饼的位置，不同区域的泥饼黏结强度变化规律，揭示泥饼黏结强度增长机理，判别

盾构掘进过程中刀盘泥饼的形成位置，从而为刀盘结泥饼的形成机制以及刀盘泥饼的去除

提供有效的分析依据。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盾构模型试验刀盘上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与测试方法，解

决无法考虑盾构掘进对泥饼黏结强度测定影响的问题，确定盾构掘进过程中刀盘泥饼的形

成位置，其具有分区测定泥饼黏结强度变化规律，揭示泥饼黏结强度增长机理的优点，可以

应用在揭示刀盘结泥饼的形成机理、构建泥饼增长模型研究和刀盘泥饼去除的科研领域。

[0006] 盾构模型试验刀盘上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与测试方法，由微型伺服电机、微型

扭矩传感器、金属转盘、组合式圆柱形金属槽、螺栓、导线和数据传输线共同构成，黏结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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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装置按特定排列布置在辐条I(II)的中线位置以及刀盘面板表面，各个泥饼黏结强度

测试装置内设置微型扭矩传感器，实现刀盘分区测定全断面泥饼黏结强度功能，有效解决

模型试验刀盘难以在非开舱条件下直接测定刀盘不同位置黏结程度的问题，确定盾构掘进

过程中刀盘泥饼的形成位置、泥饼黏结强度的增长机理和刀盘泥饼去除的分析依据。

[0007] 所述的泥饼黏结强度测定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微型扭矩传感器通过螺栓与组

合式圆柱形金属槽左槽连接，金属转盘通过螺栓与微型扭矩传感器上部连接，微型伺服电

机通过螺栓微型扭矩传感器下部连接，微型伺服电机通过螺栓组合式圆柱形金属槽左槽连

接，最后微型伺服电机通过螺栓与组合式圆柱形金属槽右槽连接，完成所述的泥饼黏结强

度测试装置组装；

[0008] 微型伺服电机通过导线与电源和伺服驱动器连接，用于伺服电机供电以及试验过

程中设定不同级别的转矩；

[0009] 微型扭矩传感器通过数据传输线与扭矩采集仪连接，用于测定金属转盘在试验过

程中扭矩变化，实现刀盘分区独立测定泥饼黏结强度的功能。

[0010] 所述的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将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用螺栓等

间距固定在辐条I的双刃滚刀两侧以及辐条II上的滚刀之间；

[0011] 在辐条I上双刃滚刀两侧等间距各设置4个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泥饼黏结强度

测试装置到双刃滚刀的距离为5-6cm，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之间的距离为7-8cm，进而可

以准确测定模型试验刀盘辐条I上关键点的泥饼黏结强度变化，分析泥饼的分布位置以及

泥饼的去除，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0012] 在辐条II双刃滚刀两侧各设置1个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

置到双刃滚刀与刀盘边缘的距离为5-6cm，在双刃滚刀两侧的相邻单刃滚刀中间位置同样

各设置1个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进而可以准确测定模型试验刀盘辐条II上关键点的泥

饼黏结强度变化，分析泥饼的分布位置以及泥饼的去除，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0013] 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与辐条I、辐条II接触面之间设置密封橡胶垫圈，防止试验

过程中泥浆或者泥饼进入黏结强度测试装置内部；

[0014] 在每个刀盘面板上按照“1+2”的方式，呈辐射状均匀布置3个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

置，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与刀盘面板的接触面之间设置密封橡胶垫圈，防止试验过程中

泥浆或者泥饼进入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内部。

[0015] 所述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金属转盘与辐条I、辐条II和刀盘面板

表面平齐，金属转盘与辐条I、辐条II和刀盘面板上圆孔的孔壁之间用凡士林，用于润滑以

及防止试验过程中泥浆或者泥饼进入黏结强度测试装置内部。

[0016] 所述金属转盘的直径为2～3cm，厚度为0.2-0.4cm辐条I、辐条II和刀盘面板厚度

为1.2-1.5cm。

[0017] 所述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组合式圆柱形金属槽左槽与组合式圆

柱形金属槽右槽对接的接触面上用强力胶黏贴橡胶垫，对数据传输线孔实行密封，防止掘

进过程中泥浆进入泥浆黏度测试装置内部。

[0018] 盾构模型试验刀盘上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的测试方法，其特征在于，将设置有

采用所述的泥饼黏结强度装置的盾构模型试验刀盘在富黏地层中开展盾构施工模型试验，

具体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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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步骤1：在试验土箱中按照一定的配比制备试验用富黏地层，将设置有所述的泥饼

黏结强度测试装置所在模型试验刀盘压入到地层中，设定刀盘推进力、转矩和转向，让刀具

切削土体，当刀盘扭矩出现异常时，认为刀盘可能结泥饼，此时停止刀盘转动，开展后续泥

饼黏结强度测试试验；

[0020] 步骤2：每个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逐一打开进行如下测试：

[0021] ①根据全断面泥饼初始黏结强度推算的扭矩M0的1/10确定伺服电机的初始转矩

M0′；

[0022] ②若微型扭矩传感器测定的扭矩M″低于微型伺服电机的初始转矩M0′，说明该处

未结泥饼；

[0023] ③若微型扭矩传感器测定的M″大于或等于M0′，逐级增加微型伺服电机的扭矩，每

次增加M0′，若实测M″介于i  M0′和(i+1)M0′之间，则近似认为M″＝i  M0′，若i＞1，说明该处

已结泥饼；

[0024] ④重复上面的工作，测量所有点的泥饼黏结强度；

[0025] 步骤3：基于上面测定的所有点的泥饼黏结强度，分析刀盘上不同位置的结泥饼情

况，从而确定刀盘上泥饼的位置分布以及不同位置处泥饼的硬结程度。

[0026] 有益效果

[0027] 本发明解决了目前室内模型试验无法获得刀盘不同区域泥饼的分布位置及全断

面泥饼的扭矩变化的问题，具有如下有益的效果：

[0028] (1)盾构模型试验刀盘的刀盘面板和滚刀之间布置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实现

分区独立测试不同区域泥饼黏结强度的功能。

[0029] (2)能够综合考虑盾构施工参数、刀盘几何参数和土性等因素对刀盘全断面泥饼

的影响，实现对盾构掘进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形态的泥饼进行针对性研究。

[0030] (3)泥饼黏结强度的分区测定，为研究刀盘泥饼的形成位置、不同位置刀盘泥饼黏

结强度的变化规律以及刀盘泥饼的去除提供有效的分析依据。

附图说明

[0031] 图1是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结构视图，其中(a)为泥饼黏度测试装置正截面结构

视图，(b)为泥饼结构测试装置俯视图，(c)为泥饼黏度测试装置横截面结构俯视图；

[0032] 图2是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分解图，其中(a)为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构件分解

图，(b)为组合式圆柱形金属槽分解图；

[0033] 图3是刀盘上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截面图与其在刀盘上的分布图，其中(a)为泥

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安装在刀盘上的正截面结构视图，(b)为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在刀

盘上的平面分布图；

[0034] 在附图1～附图3中，1为微型伺服电机；2为微型扭矩传感器；3为金属转盘；4为组

合式圆柱形金属槽左槽；5为组合式金属槽右槽；6、7、8、12为规格不同的螺栓；9为导线；10

数据传输线；11为数据传输线孔；13为辐条I；14为辐条II；15为边缘刮刀；16为刮刀；17为刀

盘面板；18为双刃滚刀；19为单刃滚刀；20、21为不同形状的密封橡胶垫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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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将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地说明。

[0036] 如图1-如图3所示，盾构模型试验刀盘上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由微型伺服电机

1、微型扭矩传感器2、金属转盘3、组合式圆柱形金属槽左槽4、组合式圆柱形金属槽右槽5、

螺栓6、7、8、导线9和数据传输线10共同构成；

[0037] 所述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组合式圆柱形金属槽左槽4与组

合式圆柱形金属槽右槽5对接的接触面上用强力胶黏贴橡胶垫21，防止掘进过程中泥浆进

入泥浆黏度测试装置内部(如图1(b))。

[0038] 所述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金属转盘3与辐条I  13、辐条II  14和刀

盘面板17表面平齐，金属转盘3与辐条I  13、辐条II  14和刀盘面板17上圆孔的孔壁之间用

凡士林，用于润滑以及防止试验过程中泥浆或者泥饼进入黏结强度测试装置内部(如图3

(a)所示)。

[0039] 所述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用螺栓12将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等

间距布置在刀盘辐条I  13上双刃滚刀两侧以及辐条II  14上的滚刀之间，在泥饼黏结强度

测试装置与辐条I  13、辐条II  14接触面之间设置密封橡胶垫圈20，防止试验过程中泥浆或

者泥饼进入黏结强度测试装置内部(如图3(b)所示)。

[0040] 所述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用螺栓12将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按

照“1+2”的方式呈辐射状均匀布置在四个刀盘面板17上，在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与刀盘

面板17的接触面之间设置密封橡胶垫圈20，防止试验过程中泥浆或者泥饼进入黏结强度测

试装置内部(如图3(b)所示)。

[0041] 盾构模型试验刀盘上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的测试方法，采将设置有采用所述的

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的盾构模型试验刀盘在富黏地层中开展盾构施工模型试验，具体步

骤如下：

[0042] 步骤1：在试验土箱中按照一定的配比制备试验用富黏地层，将设置有所述的泥饼

黏结强度测试装置的模型试验刀盘压入到地层中，设定刀盘推进力、转矩和转向，让刀具切

削土体，当刀盘扭矩出现异常时，认为刀盘可能结泥饼，此时停止刀盘转动，开展后续泥饼

黏结强度测试试验；

[0043] 步骤2：每个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逐一打开进行如下测试：

[0044] ①根据全断面泥饼初始黏结强度推算的扭矩M0的1/10确定伺服电机的初始转矩

M0′；

[0045] ②若微型扭矩传感器2测定的扭矩M″低于微型伺服电机1的初始转矩M0′，说明该

处未结泥饼；

[0046] ③若微型扭矩传感器2测定的M″大于或等于M0′，逐级增加微型伺服电机1的扭矩，

每次增加M0′，若实测M″介于i  M0′和(i+1)M0′之间，则近似认为M″＝i  M0′，若i＞1，说明该

处已结泥饼；

[0047] ④重复上面的工作，测量所有点的泥饼黏结强度；

[0048] 步骤3：基于上面测定的所有点的泥饼黏结强度，分析刀盘上不同位置的结泥饼情

况，从而确定刀盘上泥饼的位置分布以及不同位置处泥饼的硬结程度。

[0049] 盾构模型试验刀盘上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的测试方法，利用上述的盾构模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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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刀盘上泥饼黏结强度测试装置的测试方法，进行全断面刀盘泥饼黏结强度测定，可以得

出泥饼的分布位置，确定刀盘不同位置泥饼黏结强度的变化规律，通过泥饼黏结强度的变

化曲线，确定刀盘泥饼的硬结程度。

[0050] 本发明中应用了具体实施例对发明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施例的

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的方法及核心思想；同时，对于本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依据

本发明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综上所述，本说明书内容不

应理解为对发明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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