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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隧道支护体系离心机试
验装置及其工作方法、制作方法，
属于岩土工程
离心机模型试验技术领域。
包括底板和模型试验
罩；
所述底板和模型试验罩密封形成外水室；
所
述外水室的底板上固定有透明岩；
所述透明岩与
底板之间围成内水室；
所述内水室和透明岩之间
通过衬砌支撑 ；
所述衬砌两端设置有密封玻璃
板；
所述密封玻璃板紧贴在模型试验罩的 侧壁
上；
所述衬砌上安装有锚杆；
所述锚杆填埋在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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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岩中。
本发明结构简单，
实施可行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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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隧道支护体系离心机试验装置，
其特征在于，
包括底板和固定在底板上的模型
试验罩；
所述模型试验罩的两侧侧壁上设置有对称的通孔；
所述底板上固定有透明岩一；
所述透明岩一与底板之间围成内水室；
所述内水室和透明岩一之间通过衬砌支撑；
所述衬砌的两头镶嵌在对称的通孔中；
所述衬砌的两端通过紧贴在模型试验罩的密封玻璃板密封；
所述透明岩一的顶部与模型试验罩的顶部之间形成外水室；
所述衬砌上安装有锚杆；
所述锚杆填埋在透明岩一中。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隧道支护体系离心机试验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内水室
和外水室之间充满与透明岩一具有相同折射率的液体。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隧道支护体系离心机试验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透明岩一通过多孔板固定在外水室中；
所述多孔板通过长螺杆固定在模型试验罩的侧壁上。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隧道支护体系离心机试验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锚杆通过浆液与透明岩一粘结；
所述锚杆包括周身开孔的不锈钢螺纹钢管；
所述模型试验罩、
透明岩一、
衬砌、
浆液、
密封玻璃板具有相同的折射率。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隧道支护体系离心机试验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衬砌与透明岩一之间涂抹有防水润滑材料；
所述透明岩一与模型试验罩的贴合处涂抹有防水润滑材料。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隧道支护体系离心机试验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衬砌为
半圆环柱体；
所述透明岩一的长大于三倍衬砌的直径。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隧道支护体系离心机试验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外水室
或者内水室中掺入荧光剂。
8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隧道支护体系离心机试验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外水室
的外部还设置有CCD相机、
激光器和计算机；
所述激光器用于对透明岩一进行照射形成散斑场；
所述CCD相机用于对散斑场进行连续拍摄并将拍摄的图片传输至计算机中；
所述计算机用于对拍摄的图片进行处理。
9 .一种隧道支护体系离心机试验装置的工作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将离心机试验装置吊装至离心机中，
启动离心机；
判断内水室或外水室中是否出现荧光粒子，
停止试验；
对试验过程所采集的照片进行分析处理。
10 .一种隧道支护体系离心机试验装置的制作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2

CN 110132735 A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制备与内水室等比例的透明岩二；
将透明岩二置于内水室中，
与透明岩一紧密贴合；
将所述透明岩二从内水室中完全推出；
将锚杆插入透明岩一中；
在透明岩一和底板之间安装衬砌，
将两块密封玻璃板粘贴至模型试验罩的前后面，
形
成封闭的内水室；
内外水室分别注满与所述透明岩一具有相同折射率的液体，
其中内水室或外水室中掺
入荧光剂；
对内水室和外水室施加相同的水压并逐渐提高掺有荧光剂水室中的水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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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支护体系离心机试验装置及其工作方法、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岩土工程离心机模型试验技术领域，
特别涉及一种隧道支护体系离心
机试验装置及其工作方法、制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岩土离心模型试验，
其基本原理是将土工试验装置置于高速旋转的离心加速场
内，
让模型承受重力加速度若干倍的离心加速运动，
增加模型的容重，
补偿因模型缩尺所带
来的土工构筑物的自重损失。在围岩-衬砌-锚杆联合承载离心试验中，
通过观察试验过程
中围岩及衬砌变形，
为隧道基本支护体系工作性状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手段。
[0003] 现有装置可以较好地模拟隧洞受力状况，
实时反应监测变形及沉降量，
但是，
现有
技术中的1个重力加速度的重力场下的试验结果只能定性地反映围岩衬砌的变化规律，
其
结果对工程指导意义不大，
其次，
由于土体的不透明性，
无法对试验过程中围岩衬砌的内部
变形进行可视化精确观测，
因此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隧道支护体系离心机试验装置
及其工作方法、制作方法，
以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试验过程中围岩和衬砌应力场和位移
场变化的不可视化观测、
只能进行1个重力加速度条件下的实验问题。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一种隧道支护体系离心机试验装置，
包括底板和固定在底板上的模型试验罩；
所述模型试验罩的两侧侧壁上设置有对称的通孔；
所述底板上固定有透明岩一；
所述透明岩一与底板之间围城内水室；
所述内水室和透明岩一之间通过衬砌支撑；
所述衬砌的两头镶嵌在对称的通孔中；
所述衬砌的两端通过紧贴在模型试验罩的密封玻璃板密封；
所述透明岩一的顶部与模型试验罩的顶部之间形成外水室；
所述衬砌上安装有锚杆；
所述锚杆填埋在透明岩一中。
[0006] 进一步的 ，
所述内水室和外水室之间充满与所述透明岩一具有相同折射率的液
体。
[0007] 进一步的，
所述透明岩一通过多孔板固定在外水室中；
所述多孔板通过长螺杆固定在模型试验罩的侧壁上。
[0008] 进一步的，
所述锚杆通过浆液与透明岩一粘结；
所述锚杆包括周身开孔的不锈钢螺纹钢管；
所述浆液为与透明岩一具有相同配合比但未经固结排油的固液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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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
所述衬砌与透明岩一之间涂抹有防水润滑材料；
所述透明岩一与模型试验罩的贴合处涂抹有防水润滑材料。
[0010] 进一步的，
所述衬砌为半圆环柱体；
所述透明岩一的长大于三倍衬砌的直径。
[0011] 进一步的，
所述外水室或者内水室中掺入荧光剂。
[0012] 进一步的 ，
所述模型试验罩、透明岩一、衬砌、浆液、密封玻璃板具有相同的折射
率。
[0013] 进一步的，
所述外水室的外部还设置有CCD相机、
激光器和计算机；
所述激光器通过照射透明岩一形成散斑场，
在试验过程中，
所述CCD相机对形成的散斑
场进行连续拍摄并将图片传输至计算机中 ，
所述计算机利用计算机图像处理软件（例如
PIV）对拍摄的图片进行处理，
得到试验中透明岩中应力场、
位移场等的变化。
[0014] 进一步的，
所述浆液为玻璃纱、
液体石蜡和正十三烷按与透明岩相同比例混合、
搅
拌、抽真空所制成。
[0015] 进一步的，
所述衬砌为玻璃纱、
液体石蜡和正十三烷按与透明岩相同比例混合、
搅
拌、抽真空、
排油固结、
入模成型所制成。
[0016] 一种隧道支护体系离心机试验装置的工作方法，
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将离心机试验装置吊装至离心机中，
启动离心机；
判断内水室或外水室中是否出现荧光粒子，
停止试验；
对试验过程所采集的照片进行分析处理。
[0017] 一种隧道支护体系离心机试验装置的制作方法，
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制备与内水室等比例的透明岩二；
将透明岩二置于内水室中，
与透明岩一紧密贴合；
将所述透明岩二从内水室中完全推出；
将锚杆插入透明岩一中；
在透明岩一于底板之间安装衬砌，
将两块密封玻璃板粘贴至模型试验罩的前后面，
形
成封闭的内水室；
内外水室分别注满与所述透明岩一具有相同折射率的液体，
其中内水室或外水室中掺
入荧光剂；
对内水室和外水室施加相同的水压并逐渐提高掺有荧光剂水室中的水压。
[0018] 进一步的，
所述透明岩一和透明岩二均为玻璃砂、液体石蜡和正十三烷按一定比
例混合、
搅拌、抽真空、
排油固结、
入模成型所制成。
[0019] 进一步的，
所述透明岩一和透明岩二的宽度与模型试验罩的内宽相同。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本发明通过在装置中使用透明岩结构，
通过透明岩结合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实现了对
隧道基本支护体系中围岩、衬砌内部位移场和变形场的可视化观测，
实现了对不同复杂工
况下隧道基本支护体系的可视化模拟，
应用范围更广；
利用离心机实现了多个重力加速度
重力场下围岩-衬砌-锚杆支护体系长期效果的模拟，
克服了传统模型试验中由于缩尺所导
致的材料应力状态与实际不符的缺陷，
试验所得结果对实际工程指导意义更大。
[0021] 附图说明：
图1是本发明的系统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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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是本发明的侧视图。
[0022] 附图标记：
1-模型试验罩；
2-长螺杆；
3-底板；
4-外水室；
5-CCD相机；
6-内水液压输
出管；
7-计算机；
8-内水室；
9-锚杆；
10-内水压机；
11-衬砌；
12-透明岩一；
13-多孔板；
14-激
光器；
15-外水液压输出管；
16-外水压机；
17-密封玻璃板；
18-止水橡胶圈。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将结和具体实施例以及本发明实例中的附图 ，
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
楚、
完整的描述。
[0024] 实施例1
如图1、
图2所示，
一种隧道支护体系离心机试验装置，
包括底板3和固定在底板上的模
型试验罩1；
模型试验罩1的两侧侧壁上设置有对称的通孔；
底板3上固定有透明岩一12；
透
明岩一12与底板3之间围城内水室8；
内水室8和透明岩一12之间通过衬砌11支撑；
衬砌11的
两头镶嵌在对称的通孔中；
衬砌11的两端通过紧贴在模型试验罩1的密封玻璃板17密封；
透
明岩一12的顶部与模型试验罩1的顶部之间形成外水室4；
衬砌11上安装有锚杆9；
锚杆9填
埋在透明岩一12中。外水室4或者内水室8中掺入荧光剂。
[0025] 模型试验罩1为有机玻璃材质，
内长450 mm，
内宽200 mm，
内高250 mm，
壁后5 mm；
密封玻璃板17为有机玻璃材质，
长150 mm，
高75 mm。
[0026] 内水室8和外水室4之间充满与透明岩一12具有相同折射率的液体。
[0027] 透明岩一12通过多孔板13固定在外水室4中；
多孔板13通过长螺杆2固定在模型试
验罩1的侧壁上，
透明岩一12四周和顶面各放置多孔板13，
多孔板13为有机玻璃材料。
[0028] 锚杆9通过浆液与透明岩一12粘结；
锚杆9包括周身开孔的不锈钢螺纹钢管；
浆液
为液体石蜡和正十三烷在24℃，
按1:0 .85比例混合搅拌后抽真空制成；
衬砌11与透明岩一12之间涂抹有防水润滑材料；
透明岩一12与模型试验罩1的贴合处
涂抹有防水润滑材料，
防水润滑材料是旺卓橡塑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生产的自粘防水胶
条。
[0029] 衬砌11为半圆环柱体；
透明岩一12的长大于三倍衬砌11的直径。
[0030] 模型试验罩1、
透明岩一12、
衬砌11、
浆液、
密封玻璃板17具有相同的折射率。
[0031] 内水室8通过内水液压输出管6与内水压机10相连，
底板3上设有与内水液压输出
管6管径一致的孔洞，
内水压输出管6穿过底板3处设置止水橡胶圈18。
[0032] 外水室4通过外水液压输出管15与外水压机16相连，
模型试验罩1顶部设有与外水
液压输出管15管径一致的孔洞，
外水液压输出管15穿过模型试验罩1处设置止水橡胶圈18。
[0033] 内水液压输出管6、
外水液压输出管15为内嵌钢丝的软塑料管；
软塑料管为深圳市世通工业软管有限公司生产的ST007814软管，
其材质为半透明的聚
乙烯，
对腐蚀性溶剂具有较好的耐化学性。
[0034] 该装置的支护模拟系统包括透明岩一12，
透明岩一12为玻璃砂、液体石蜡和正十
三烷在24℃，
按1 .295:1:0 .85比例混合后搅拌、抽真空、
固结排油和入模成型制成；
透明岩
一12为长300 mm、
宽200 mm，
高150 mm的长方体，
沿宽度方向切除一个半径为70 mm、
高200
mm的半圆柱体；
透明岩一12沿切除面布置两排孔洞，
每排孔洞以间隔30 °
布置五个孔洞，
孔
洞长180mm，
洞径12mm，
孔洞内壁有与锚杆9相配合的螺纹；
利用与透明岩一12相同的材料另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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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一个半径为70mm、
高200mm的透明岩二备用；
衬砌11与透明岩一12紧密贴合 ，衬砌11为玻璃砂、液体石蜡和正十三烷在24℃，按
1 .295:1:0 .85比例混合后搅拌、抽真空、
固结排油和入模成型制成；
衬砌11为外径70 mm、
内
径65 mm、
高200 mm的半圆环；
工况模拟系统包括内水室8、
外水室4、
长螺杆2、多孔板13等组成，
内水室8、
外水室4充
满66 .7％的溴化钙溶液；
外水室4或者内水室8中掺入荧光剂，
采用的荧光剂为上海如吉生
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销售的A00053尼罗红色素，
掺入量按照5mg/L确定；
长螺杆2为委托深
圳市金鑫机械有限公司定制的螺杆，
不锈钢材质，
长200 mm，
直径10 mm；
数据采集分析系统由CCD相机5、
激光器14、
计算机7组成；
激光器14为半导体片光源，
采
用内腔式氦氖激光器14，
并配有线性转换器，
可将点光源转化为线性光源。打开激光器14，
并调整其具体位置，
使其对准模型试验槽的内水室8、外水室4、透明岩一12，
并形成明亮的
散斑场；
激光器14与无盖玻璃槽的外立面垂直相距350mm。采用的CCD相机5是德国Basler产
（scA1600-14fm）；
打开CCD相机5，
并调整其支架的高度和角度，
使得CCD相机5的镜头垂直对
准无盖玻璃槽的外立面，
保证其可视范围能够包含内水室8、外水室4、透明岩12；
CCD相机5
与计算机7相连，
设置CCD相机5以2幅/秒的频率采集图像并传送至计算机7，
并可通过计算
机7实现对图像数据的实时查看和存储；
工作方法：
（1）按试验要求制备有切除半圆柱体的长方体透明岩一12、与所切除半圆柱体形状一
致的透明岩二、
衬砌11以及浆液，
并按试验要求组装试验仪器，
将透明岩二置于内水室8，
与
透明岩一12紧密贴合，
贴合处涂抹一层凡士林；
（2）拧紧透明岩一12五个面上的长螺杆2，
缓慢推动透明岩二直至完全离开透明岩一12
以模拟隧洞开挖、卸荷过程，
立刻将锚杆9插入预先留好的孔洞内、注入浆液后封堵注浆孔
以致浆液不漏出，
再安装衬砌，
利用胶水将两块密封玻璃板17粘贴至模型试验罩1的前后
面，
形成封闭的内水室8；
（3）内、
外水室4分别注满66 .7％的溴化钙溶液，
其中内水室8中掺入荧光剂；启动内水
压机10和外水压机16，
均施加0 .2MPa的水压值，
并逐渐提高内水室8中的水压值至0 .5MPa；
（4）启动激光器14形成明亮的散斑场，
设置CCD相机5将采集图像并传送至计算机7；
离
心机中的计算机7将图像实时传输至离心机外的计算机7中，
实现试验过程的实时观测；
（5）将试验装置吊装至离心机中，
启动离心机，
当观测到外水室4出现荧光粒子后，
认定
基本支护体系失效；
此时停止试验；
试验结束后对试验过程所采集的照片通过计算机7图像
处理软件PIV进行分析。
[0035] 实施例2：
实施例1是在内水水压大于外水水压的条件下，
对隧道基本支护体系长期联合承载作
用进行的离心试验，
其模拟的工程背景是高岭输水隧洞中基本支护结构的长期工作性能；
对于外水水压大于内水水压的常规隧洞，
可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改变工作方法步骤（3）的实
施方式。使内水室8和外水室4分别注满66 .7％的溴化钙溶液，
其中外水室4中掺入荧光剂；
启动外水压机16施加给外水室40 .5MPa的水压值，
保持内水水压值0MPa恒定；
当观测到内水
室8出现荧光粒子后，
认定基本支护体系失效；
此时停止试验，
试验结束后对试验过程所采
集的照片通过计算机7图像处理软件PIV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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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岩是由物理力学性质与天然岩体相似的透明颗粒材料混和具有相同折射率
的液体制备而成，
因制备过程所需的固、
液两相材料的折射率相同而呈现透明状，
并且其物
理力学性质与天然岩体相似。
[0037]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
应当指出：
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
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
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
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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