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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轮转式水合物沉积物试样制备及力学

特性试验装置，属于岩土工程领域。该装置包括

三轴仪主机、试样制备和转移系统、压力控制系

统、温度控制系统和计算机数据采集系统。压力

控制系统提供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试样试验所

需孔隙压力、试样传输过程中试样上方压力、维

持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围压；温度控制系统内液

压油的温度和试样保温保压转盘内试样的温度；

试样制备和转移系统用于原位生成水合物沉积

物试样、保存试样和向三轴仪主机内输送试样；

计算机数据采集系统采集、处理数据。本发明实

现了水合物沉积物低温高压三轴试验的简便化

和快速化，能同时原位生成并保存多个试样，短

时间内获得多个力学特性实验数据，利于实验结

果的对比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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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轮转式水合物沉积物试样制备及力学特性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试验装置

包括三轴仪主机、试样制备和转移系统、温度控制系统、压力控制系统和计算机数据采集系

统；

所述三轴仪主机包括三轴仪框架、底盘(4)、压力室(8)、提升丝杠(6)、负荷传感器(7)、

橡皮膜(9)、试样下压头(10)和轴向加载系统；所述底盘(4)位于三轴仪主机的底部，底盘

(4)的中心设有通孔，用于试样输送；所述压力室(8)是底面无遮挡、顶面设有开口的空体结

构，其通过密封圈密封固定在底盘(4)上；压力室(8)与底盘(4)之间通过两侧固定在三轴仪

框架上的提升丝杠(6)实现压紧固定；压力室(8)内部自上而下依次设置负荷传感器(7)、橡

皮膜(9)和试样下压头(10)，负荷传感器(7)、橡皮膜(9)和试样下压头(10)相互之间紧密接

触；所述轴向加载系统包括伺服电机A(1a)和加载丝杠(5)；所述伺服电机A(1a)位于三轴仪

主机顶部、三轴仪框架外部；加载丝杠(5)上端固定在伺服电机A(1a)的输出端，并依次穿过

三轴仪框架和压力室(8)顶面的开口、与压力室(8)内部的负荷传感器(7)相接触，加载丝杠

(5)与压力室(8)顶面的开口之间通过密封圈密封；伺服电机A(1a)带动加载丝杠(5)上下运

动，为试样提供轴向压力；所述底盘(4)内部设置通道H和通道I，通道H的出口端高于通道I

的出口端，通道H的出口对应于橡皮膜(9)外部的空腔，通道I的出口对应于试样下压头

(10)；所述通道H和通道I用于连接压力控制系统，通过通道H向压力室(8)送油加压，通过通

道I向试样施加孔压；所述压力室(8)的顶部设置排气口J，用于向压力室(8)送液压油时排

出压力室(8)内的空气；

所述试样制备和转移系统位于三轴仪主机下方，试样制备和转移系统包括框架、伺服

电机B(1b)、伺服电机C(1c)、试样保温保压转盘(2)、球阀(3)、高精度丝杆(11)和试样保存

釜(12)；所述高精度丝杠(11)下端固定在伺服电机B(1b)的输出端，并依次穿过试样保温保

压转盘(2)、试样保存釜(12)、球阀(3)、框架和底盘(4)的中心通孔，与试样下压头(10)下表

面接触；所述试样保温保压转盘(2)内部安装多个试样保存釜(12)，其用于保存试样；所述

球阀(3)与试样保存釜(12)相连，用于控制试样保存釜(12)和三轴仪主机的连通；所述伺服

电机C(1c)通过固定在框架上的丝杆带动试样保温保压转盘(2)转动，使试样的位置对准三

轴仪主机底盘(4)的中心通孔处，伺服电机B(1b)再通过高精度丝杠(11)将试样推送至三轴

仪主机内；

所述温度控制系统包括水浴A(13a)、水浴B(13b)和连通管道；所述水浴A(13a)与压力

室(8)通过管道E和管道F相连通，水浴A(13a)通过向压力室(8)循环输送冷却液来控制压力

室(8)内液压油的温度；所述水浴B(13b)与试样保温保压转盘(2)通过管道C和管道D相连

通，水浴B(13b)通过向试样保温保压转盘(2)循环输送冷却液来控制试样温度；

所述压力控制系统包括围压控制系统和孔压控制系统；其中，围压控制系统包括油箱

(18)、油泵(15)、针阀b(14b)和柱塞泵A(17a)，所述柱塞泵A(17a)经通道H与三轴仪主机连

通，油泵(15)将油箱(18)内的液压油通过针阀b(14b)控制经柱塞泵A(17a)注入到压力室

(8)中，为试验提供液压油并保持围压；所述孔压控制系统包括柱塞泵B(17b)、柱塞泵C

(17c)、甲烷气瓶(20)、水箱(23)和若干阀门；所述甲烷气瓶(20)经减压阀(19)后分别与柱

塞泵B(17b)、柱塞泵C(17c)相连，并分别通过针阀控制；所述柱塞泵B(17b)、柱塞泵C(17c)

分别通过针阀控制与水箱(23)相连；当试样原位生成水合物时，甲烷气瓶(20)中的甲烷气

体经减压阀(19)和柱塞泵C(17c)沿管道B输入试样保存釜(12)中，为试样原位生成水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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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气体原料；当向三轴仪主机输送试样时，甲烷气瓶(20)中的甲烷气体经减压阀(19)和

柱塞泵B(17b)沿管道I输入压力室(8)中，并与液压油通过橡皮膜(9)隔开，同时控制柱塞泵

A(17a)使液压油压力与甲烷气体压力达到平衡，当液压油压力和甲烷气体压力达到试样保

存釜(12)内试样所处压力时，关闭减压阀(19)和甲烷气瓶(20)；当试样输送完成后，通过柱

塞泵B(17b)来控制试样孔压；

所述计算机数据采集系统包括压力传感器、数据采集模块(21)和工控计算机(22)；所

述压力传感器包括压力传感器A(16a)、压力传感器B(16b)和压力传感器C(16c)；其中，压力

传感器A(16a)测试压力室(8)中液压油的压力，压力传感器B(16b)测量压力室(8)中甲烷气

体的压力，压力传感器C(16c)测试试样压力；所述数据采集模块(21)与三轴仪主机、温度控

制系统、压力控制系统连接，并将采集到的各类数据经处理后传输到工控计算机(22)，工控

计算机(22)进行处理、显示并储存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试样的力学特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轮转式水合物沉积物试样制备及力学特性试验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伺服电机A(1a)通过齿轮或传动皮带带动加载丝杠(5)。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轮转式水合物沉积物试样制备及力学特性试验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伺服电机B(1b)通过齿轮或传动皮带带动高精度丝杠(11)。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轮转式水合物沉积物试样制备及力学特性试验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伺服电机C(1c)通过齿轮或传动皮带带动固定在框架上的丝杆转动。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轮转式水合物沉积物试样制备及力学特性试验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伺服电机C(1c)通过齿轮或传动皮带带动固定在框架上的丝杆转动。

6.根据权利要求1、2或5任一所述的轮转式水合物沉积物试样制备及力学特性试验装

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三轴仪框架、压力室(8)、试样制备和转移系统的框架采用高强度铝合

金材料制作。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轮转式水合物沉积物试样制备及力学特性试验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三轴仪框架、压力室(8)、试样制备和转移系统的框架采用高强度铝合金材料制

作。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轮转式水合物沉积物试样制备及力学特性试验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三轴仪框架、压力室(8)、试样制备和转移系统的框架采用高强度铝合金材料制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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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轮转式水合物沉积物试样制备及力学特性试验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轮转式水合物沉积物试样制备及力学特性试验装置，属岩土工程

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天然气水合物具有分布广、资源量大、埋藏浅、能量密度高、洁净等优点，被认为是

地球上尚未开发的最大未知能源库、是21世纪最理想、具有商业开发前景的新能源，它的开

发利用将是世界各国未来的努力方向。然而，天然气水合物的开发涉及潜在的安全问题。天

然气水合物勘探与开采过程中，水合物分解会造成沉积层胶结结构破坏，从而影响地层的

稳定性，容易造成地层沉降、变形、海底滑坡等地质灾害。评估天然气水合物开采过程储层

稳定性，需要对水合物沉积层的力学特性进行大量的分析，充分了解水合物沉积物的强度

与变形特性。

[0003] 各国学者及研究机构大多采用三轴试验仪研究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的力学特性。

大连理工大学等在传统三轴试验仪的基础上，通过增加低温控制系统和注气、注水系统，实

现了对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宏观力学特性的测量ZL201110002804.1，ZL  201510264138.7。

然而，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试样制备需要较长的时间＞24h，若采用在三轴仪内原位生成试

样的方法，对装置的温度、压力控制精度和密封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实验过程和操作比较

繁琐，实验效率较低；同时，由于每个试样都是单独制备，在人工和环境因素的影响下，可能

导致每个试样的差异性较大，影响实验结果的对比和分析。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上述现有的天然气水合物三轴试验仪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轮转式水

合物沉积物试样制备及力学特性试验装置。该装置不仅能满足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试样的

力学特性试验要求，还能同时原位合成、保存多个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样品，可以在较短的

时间内获得多个试样的力学特性实验数据，实现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力学特性的连续测

量，减少实验数据的离散型，利于实验结果的对比和分析。

[0005] 本发明解决上述不足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轮转式水合物沉积物试样制备及力学特性试验装置，包括三轴仪主机、试样

制备和转移系统、温度控制系统、压力控制系统和计算机数据采集系统；

[0007] 所述三轴仪主机包括三轴仪框架、底盘4、压力室8、提升丝杠6、负荷传感器7、橡皮

膜9、试样下压头10和轴向加载系统；所述底盘4位于三轴仪主机的底部，底盘4的中心设有

通孔，用于试样输送；所述压力室8是底面无遮挡、顶面设有开口的空体结构，其通过密封圈

密封固定在底盘4上；压力室8与底盘4之间通过两侧固定在三轴仪框架上的提升丝杠6实现

压紧固定；压力室8内部自上而下依次设置负荷传感器7、橡皮膜9和试样下压头10，负荷传

感器7、橡皮膜9和试样下压头10相互之间紧密接触；所述轴向加载系统包括伺服电机A1a和

加载丝杠5；所述伺服电机A1a位于三轴仪主机顶部、三轴仪框架外部；加载丝杠5上端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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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伺服电机A1a的输出端，并依次穿过三轴仪框架和压力室8顶面的开口、与压力室8内部的

负荷传感器7相接触，加载丝杠5与压力室8顶面的开口之间通过密封圈密封；伺服电机A1a

带动加载丝杠5上下运动，为试样提供轴向压力；所述底盘4内部设置通道H和通道I，通道H

的出口端高于通道I的出口端，通道H的出口对应于橡皮膜9外部的空腔，通道I的出口对应

于试样下压头10；所述通道H和通道I用于连接压力控制系统，分别向压力室8送油加压和向

试样施加孔压；所述压力室8的顶部设置排气口J，用于向压力室8送液压油时排出压力室8

内的空气；

[0008] 所述试样制备和转移系统位于三轴仪主机下方，试样制备和转移系统包括框架、

伺服电机B1b、伺服电机C1c、试样保温保压转盘2、球阀3、高精度丝杆11和试样保存釜12；所

述高精度丝杠11下端固定在伺服电机B1b的输出端，并依次穿过试样保温保压转盘2、试样

保存釜12、球阀3、框架和底盘4的中心通孔，与试样下压头10下表面接触；所述试样保温保

压转盘2内部安装多个试样保存釜12，其用于保存试样；所述球阀3与试样保存釜12相连，用

于控制试样保存釜12和三轴仪主机的连通；所述伺服电机C1c通过固定在框架上的丝杆带

动试样保温保压转盘2转动，使试样的位置对准三轴仪主机底盘4的中心通孔处，伺服电机

B1b再通过高精度丝杠11将试样推送至三轴仪主机内；

[0009] 所述温度控制系统包括水浴A13a、水浴B13b和连通管道；所述水浴A13a与压力室8

通过管道E和管道F相连通，水浴A13a通过向压力室8循环输送冷却液来控制压力室8内液压

油的温度；所述水浴B13b与试样保温保压转盘2通过管道C和管道D相连通，水浴B13b通过向

试样保温保压转盘2循环输送冷却液来控制试样温度；

[0010] 所述压力控制系统包括围压控制系统和孔压控制系统；其中，围压控制系统包括

油箱18、油泵15、针阀b14b和柱塞泵A17a，所述柱塞泵A17a经通道H与三轴仪主机连通，油泵

15将油箱18内的液压油通过针阀b14b控制经柱塞泵A17a注入到压力室8中，为试验提供液

压油并保持围压；所述孔压控制系统包括柱塞泵B17b、柱塞泵C17c、甲烷气瓶20、水箱23和

若干阀门；所述甲烷气瓶20经减压阀19后分别与柱塞泵B17b、柱塞泵C17c相连，并分别通过

针阀控制；所述柱塞泵B17b、柱塞泵C17c分别通过针阀控制与水箱23相连；当试样原位生成

水合物时，甲烷气瓶20中的甲烷气体经减压阀19和柱塞泵C17c沿管道B输入试样保存釜12

中，为试样原位生成水合物提供气体原料；当向三轴仪主机输送试样时，甲烷气瓶20中的甲

烷气体经减压阀19和柱塞泵B17b沿管道I输入压力室8中，并与液压油通过橡皮膜9隔开，同

时控制柱塞泵A17a使液压油压力与甲烷气体压力达到平衡，当压力达到试样保存釜12内试

样所处压力时，关闭减压阀19和甲烷气瓶20；当试样输送完成后，通过柱塞泵B17b来控制试

样孔压；

[0011] 所述计算机数据采集系统包括压力传感器、数据采集模块21和工控计算机22；所

述压力传感器包括压力传感器A16a、压力传感器B16b和压力传感器C16c；其中，压力传感器

A16a测试压力室8中液压油的压力，压力传感器B16b测量压力室8中甲烷气体的压力，压力

传感器C16c测试试样压力；所述数据采集模块21与三轴仪主机、温度控制系统、压力控制系

统连接，并将采集到的各类数据经处理后传输到工控计算机22，工控计算机22进行处理、显

示并储存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试样的力学特性。

[0012] 进一步地，伺服电机A1a通过齿轮或传动皮带带动加载丝杠5。

[0013] 进一步地，伺服电机B1b通过齿轮或传动皮带带动高精度丝杠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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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进一步地，伺服电机C1c通过齿轮或传动皮带带动固定在框架上的丝杆转动。

[0015] 进一步地，三轴仪框架、压力室8、试样制备和转移系统的框架采用高强度铝合金

材料制作。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1)实现多个水合物沉积物试样同时原位生成和快速填装，可

以连续开展水合物沉积物力学特性试验，减少人工操作步骤，提高试验效率；2)天然气水合

物沉积物试样在相同温度、压力条件下生成，保证试样具有相同的初始饱和度和应力状态；

同时，试样在同一三轴仪主机内开展力学特性实验，减少了实验数据的离散型；3)该装置可

以用于保存天然气水合物岩心样品，并将其转移至三轴仪主机内开展力学特性研究，实现

了天然气水合物天然岩心样品分析。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一种轮转式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力学特性试验装置的工作原理图。

[0018] 图2是一种轮转式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力学特性试验装置的系统图。

[0019] 图3是三轴仪主机与试样制备和转移系统的结构图。

[0020] 图4是试样保温保压转盘俯视图。

[0021] 图中：1a.伺服电机A；1b.伺服电机B；1c.伺服电机C；2.试样保温保压转盘；3.球

阀；4.底盘；5.加载丝杠；6.提升丝杠；7.负荷传感器；8.压力室；9.橡皮膜；10.试样下压头；

11.高精度丝杠；12.试样保存釜；13a.水浴A；13b.水浴B；14a.针阀a；14b.针阀b；14c.针阀

c；14d.针阀d；14e.针阀e；14f.针阀f；14g.针阀g；14h.针阀h；15.油泵；16a.压力传感器A；

16b.压力传感器B；16c.压力传感器C；17a.柱塞泵A；17b.柱塞泵B；17c.柱塞泵C；18.油箱；

19.减压阀；20.甲烷气瓶；21.数据采集模块；22.工控计算机；23.水箱。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图1所示为轮转式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力学特性试验装置的工作原理图，其工作

过程为：压力控制系统提供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试样试验所需孔隙压力、试样传输过程中

试样上方的压力、维持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三轴压缩过程中的围压；温度控制系统通过输

送循环冷却液降低围压控制系统内液压油的温度，进而控制天然气水合物三轴压缩过程中

的温度，同时温度控制系统通过输送循环冷却液控制试样保温保压转盘内试样的温度，达

到试样保温的目的；试样制备和转移系统主要用于原位生成水合物沉积物试样、保存试样

和向三轴仪主机内输送试样；数据采集系统与三轴仪主机、温度控制系统、压力控制系统、

试样制备和转移系统连接，采集、处理数据后并显示。

[0023] 图2所示为一种轮转式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力学特性试验装置的系统图，按各个

系统功能对试验装置工作过程加以说明：

[0024] 1)压力控制系统中围压控制工作过程：打开针阀b14b，通过油泵15将油箱18内的

液压油经柱塞泵A17a注入到压力室8中，直到液压油从压力室8顶部的开口J溢出，表明液压

油已经充满压力室8；再关闭针阀h14h、针阀b14b和油泵15；同时，压力传感器A16a将压力信

息通过数据采集模块21传输给工控计算机22。

[0025] 2)压力控制系统中孔压控制工作过程：在试样原位生成水合物过程中，甲烷气瓶

20中的甲烷气体经减压阀19和柱塞泵C17c沿管道B输入试样保存釜12中，为试样原位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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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合物提供气体原料；当向三轴仪主机输送试样时，甲烷气瓶20中的甲烷气体经减压阀19

和柱塞泵B17b沿管道I输入压力室8中，并与液压油通过橡皮膜9隔开，同时控制柱塞泵A17a

使液压油压力与甲烷气体压力达到平衡，当压力达到试样保存釜12内试样所处压力时，关

闭减压阀19和甲烷气瓶20；在完成试样输送之后，通过控制柱塞泵B17b控制试样孔压。

[0026] 3)三轴仪主机工作过程：通过控制伺服电机A1a带动加载丝杠5上下运动从而向试

样施加轴压。

[0027] 4)温度控制系统工作过程：水浴A13a与压力室8通过管道E和管道F相连通，水浴

A13a通过向压力室8循环输送冷却液来控制压力室8内液压油的温度；水浴B13b与试样保温

保压转盘2通过管道C和管道D相连通，水浴B13b通过向试样保温保压转盘2循环输送冷却液

来控制试样温度。

[0028] 5)试样制备和转移系统工作过程：伺服电机C1c带动试样保温保压转盘2转动，使

所需试验试样处于三轴仪主机的底盘4的通孔处；利用柱塞泵A17a控制三轴仪压力室8内液

压油的压力，使其压力达到试样保存釜12内试样所处压力，同时利用柱塞泵B17b控制橡皮

膜9下方甲烷气体的压力与压力室8内液压油的压力保持平衡，此时压力室8的橡皮膜9的气

体压力与试样保存釜12内压力相等，打开球阀3使试样保存釜12中的试样与压力室8中的橡

皮膜9的中心空间连通，利用伺服电机B1b带动高精度丝杠11推动试样进入橡皮膜9内，并使

试样底部达到预定位置后连通管道I和管道K，管路I同时连接压力孔压控制系统；通过控制

柱塞泵A17a和柱塞泵B17b，使试样在输送过程中压力室内压力时刻保持在试样所处的压力

下。

[0029] 6)计算机数据采集系统工作过程：压力传感器A16a测试压力室8中液压油的压力，

压力传感器B16b测量压力室8中甲烷气体的压力，压力传感器C16c测试试样压力；数据采集

模块21与三轴仪主机、温度控制系统、压力控制系统连接，并将采集到的各类数据经处理后

传输到工控计算机22，工控计算机22进行处理、显示并储存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试样的力

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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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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