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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水合物沉积物CT三轴试

验装置，属岩土工程基础物性测量技术领域。该

装置针对发明“一种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力学特

性可视化试验装置”的不足，对水合物沉积物CT

三轴试验装置进行了重新设计和优化，在能够获

得水合物储层静力、动力学特性、蠕变特性的前

提下，提升了三轴仪装置扫描旋转过程稳定性、

水合物样品控温精度以及三轴仪压力室的X射线

穿透性能，得到了最佳的CT成像效果，为探明水

合物分解过程储层变形机理提供了强大的硬件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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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合物沉积物CT三轴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水合物沉积物CT三轴试验

装置包括水浴夹套(1)、压力室(2)、冷却液通道A(3)、顶锥(4)、上压头(5)、上透水石(6)、下

透水石(7)、沉积物试样(8)、橡皮膜(9)、下压头(10)、加载活塞(11)、法兰盘(12)、热电偶

(17)、液压油缸(18)、轴向位移传感器(19)、挡板(21)和底部固定支架(22)；

所述的水浴夹套(1)罩在压力室(2)上方，并通过螺栓与压力室(2)上表面固定，水浴夹

套(1)与压力室(2)之间使用O型圈密封，水浴夹套(1)上部设有冷却液通道A(3)；

所述的压力室(2)由两种材料组成，整体分为三部分，三部分之间采用O型圈密封，螺栓

固紧；上部和下部采用铝合金材料，中部采用工程塑料；

所述的压力室(2)上部安装有顶锥(4)，顶锥(4)杆加工有螺纹，与压力室(2)相互配合

安装；顶锥(4)与上压头(5)接触；

所述的上压头(5)下部依次为上透水石(6)、沉积物试样(8)、下透水石(7)和下压头

(10)；上压头(5)下半部分、上透水石(6)、沉积物试样(8)、下透水石(7)和下压头(10)上半

部分包裹有橡皮膜(9)；

所述的下压头(10)与加载活塞(11)使用螺纹固定连接；

所述的加载活塞(11)在液压油缸(18)中上下移动，并采用密封圈密封；

所述的压力室(2)下部与法兰盘(12)接触，并通过O型圈密封，螺栓固紧；所述的法兰盘

(12)内部含有四个通道：通道B(13)、通道C(14)、通道D(15)和通道E(16)，分别为热电偶

(17)通道、围压控制通道、孔隙压力控制通道以及背压控制通道；其中，在三轴仪主机内部，

在通道B(13)的出口处安装有热电偶(17)，通道D(15)和通道E(16)分别通过柔性耐压尼龙

管路与下压头(10)和上压头(5)连接；

所述的法兰盘(12)与液压油缸(18)之间使用O型圈密封，螺栓固紧；

所述的液压油缸(18)侧面固定有轴向位移传感器(19)；液压油缸(18)侧面下部含有通

道F(20)，用于注入液压油控制轴向加载；

所述的加载活塞(11)底部安装有挡板(21)，挡板(21)与加载活塞(11)之间采用螺栓连

接，挡板(21)与轴向位移传感器(19)相互接触，实现轴向位移实时反馈；

所述的液压油缸(18)下部固定有底部固定支架(22)，液压油缸(18)和底部固定支架

(22)之间采用螺栓连接，用于水合物CT三轴仪试验装置在微焦点CT载物台上的旋转；

所述的加载活塞(11)、法兰盘(12)与液压油缸(18)构成的轴向加载机构，整体处于水

合物三轴仪装置下方，降低了整个装置的重心，增强了水合物沉积物CT三轴仪装置在CT扫

描过程中的稳定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合物沉积物CT三轴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为了加强顶锥

(4)的稳定性，在顶锥(4)上部安装有与顶锥(4)杆相同直径的螺栓。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水合物沉积物CT三轴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水浴

夹套(1)采用隔热性能好的材料且内部加工有螺旋式纹路，以减少冷却液热损失并提高换

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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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合物沉积物CT三轴试验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水合物沉积物CT三轴试验装置，属岩土工程基础物性测量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水合物沉积物是一个具有复杂力学行为特征的亚稳态结构体，其开采过程常常会

涉及水合物相变、颗粒迁移和胶结结构破坏等微观结构变化，需要从微观层次入手进行颗

粒尺度的物理机理分析以明确天然气水合物分解诱因的地层沉降、海底滑坡等地质灾害的

形成机理。

[0003] 三轴仪是一种常用的模拟地层应力状态的土工测试仪器。但现有的天然气水合物

三轴仪，由于需满足低温、高压等条件，其体积和重量一般较大，同时存在X射线穿透性能

差，旋转扫描不方便等问题，无法实现与X射线CT等可视化装置的有机结合例如inspeXio 

SMX-255CT载物台限重9kg，样品高度≤30cm，也就无法观测水合物沉积物变形过程微观结

构变化。因此，大连理工大学在2014年首次创新性的提出了一种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力学

特性可视化试验装置，实现了天然气水合物三轴仪与X射线CT的有机结合201410357319.X，

但该套装置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存在一定问题：1、由于加载装置在三轴仪主机上部，导致三

轴仪重心偏高，因此在X射线扫描旋转过程中，三轴仪主机不够稳定，极易导致获得的CT图

像重影；2、该装置压力室采用的纯铝或铝合金等低密度材料导热性能较好，容易造成热损

失，如果通过注入预冷却的液压油对试样进行控温，当试验时间较长时，液压油温度受环境

影响较大，可能引起水合物分解，最终影响试验数据的准确性；3、该装置压力室采用一体化

设计，没有充分考虑各部分结构设计的特点和功能，如果压力室上部采用高强度、低密度的

铝合金材料，压力室壁采用穿透性能更好的工程塑料，可以获得更好的CT成像效果。图1对

比了应用本发明得到的沉积物CT扫描图与发明“一种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力学特性可视化

试验装置”201410357319.X所得到的沉积物CT扫描图，可以发现CT成像质量得到了较大提

升。

[0004] 针对发明“一种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力学特性可视化试验装置”201410357319.X

的不足，大连理工大学重新设计和优化了水合物沉积物CT三轴试验装置，在能够获得水合

物储层静力、动力学特性、蠕变特性的前提下，提升了三轴仪试验装置扫描旋转过程稳定

性、水合物样品控温精度以及三轴仪压力室的X射线穿透性能，得到了最佳的CT成像效果，

为探明水合物分解过程储层变形机理提供了强大的硬件支持。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供一种水合物沉积物CT三轴试验装置，在能够获得水合物储层宏观力学

数据的前提下，得到了最佳的CT成像效果，为探明水合物分解过程储层变形机理提供技术

保障。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07] 一种水合物沉积物CT三轴试验装置，包括水浴夹套1、压力室2、冷却液通道A3、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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锥4、上压头5、上透水石6、下透水石7、沉积物试样8、橡皮膜9、下压头10、加载活塞11、法兰

盘12、热电偶17、液压油缸18、轴向位移传感器19、挡板21和底部固定支架22；

[0008] 所述的水浴夹套1罩在压力室2上方，并通过螺栓与压力室2上表面固定，水浴夹套

1与压力室2之间使用O型圈密封，水浴夹套1上部设有冷却液通道A3；所述水浴夹套1采用隔

热性能好的材料，减少冷却液热损失。同时，水浴夹套1避开了X射线扫描区域，降低了实验

过程中X射线的衰减，保证冷却液控温效果的同时，不影响CT成像质量。水浴夹套1采用隔热

性能好的材料且内部加工有螺旋式纹路，以减少冷却液热损失并提高换热效率。所述的压

力室2由两种材料组成，整体分为三部分，三部分之间采用O型圈密封，螺栓固紧；上部和下

部采用导热性能好、强度高、密度低的铝合金材料，中部采用导热性差、强度高、X射线穿透

性能好的工程塑料；一方面，中部采用工程塑料，既提高了压力室的X射线穿透性能，又减少

了压力室的热损失，提高了控温精度。另一方面，压力室上部采用铝合金材料，满足压力室

强度的同时，保证了冷却液与压力室内部之间的热传导效率，维持压力室内温度稳定。

[0009] 所述的压力室2上部安装有顶锥4，顶锥4杆加工有螺纹，可与压力室2相互配合安

装；为了加强顶锥4的稳定性，在顶锥4上部安装有与顶锥4杆相同直径的螺栓；顶锥4与上压

头5接触。

[0010] 所述的上压头5下部依次为上透水石6、沉积物试样8、下透水石7和下压头10；上压

头5下半部分、上透水石6、沉积物试样8、下透水石7和下压头10上半部分包裹有橡皮膜9。

[0011] 所述的下压头10与加载活塞11使用螺纹固定连接。

[0012] 所述的加载活塞11在液压油缸18中上下移动，并采用密封圈密封。

[0013] 所述的压力室2下部与法兰盘12接触，并通过O型圈密封，螺栓固紧；所述的法兰盘

12内部含有四个通道：通道B13、通道C14、通道D15和通道E16，分别为热电偶17通道、围压控

制通道、孔隙压力控制通道以及背压控制通道。其中，在三轴仪主机内部，在通道B13的出口

处安装有热电偶17，通道D15和通道E16分别通过柔性耐压尼龙管路与下压头10和上压头5

连接。

[0014] 所述的法兰盘12与液压油缸18之间使用O型圈密封，螺栓固紧。

[0015] 所述的液压油缸18侧面固定有轴向位移传感器19；液压油缸18侧面下部含有通道

F20，用于注入液压油控制轴向加载。

[0016] 所述的加载活塞11底部安装有挡板21，挡板21与加载活塞11之间采用螺栓连接，

挡板21与轴向位移传感器19相互接触，实现轴向位移实时反馈。

[0017] 所述的液压油缸18下部固定有底部固定支架22，液压油缸18和底部固定支架22之

间采用螺栓连接，用于水合物CT三轴仪试验装置在微焦点CT载物台上的旋转。

[0018] 所述的加载活塞11、法兰盘12与液压油缸18构成的轴向加载机构，整体处于水合

物三轴仪装置下方，降低了整个装置的重心，增强了水合物沉积物CT三轴仪装置在CT扫描

过程中的稳定性。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0] (1)在满足水合物三轴仪与X射线CT系统有机结合的前提下，重新设计和优化了水

合物沉积物CT三轴仪试验装置，提升了三轴仪主机扫描旋转过程稳定性、水合物样品控温

精度以及三轴仪压力室的X射线穿透性能，得到了最佳的CT成像效果。

[0021] (2)压力室2由两种材料组成，上部和下部采用导热性能好、强度高、密度低的铝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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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材料，中部采用导热性差、强度高、X射线穿透性能好的工程塑料。一方面，既提高了压力

室的X射线穿透性能，又减少了压力室的热损失，提高了控温精度。另一方面，满足压力室强

度的同时，保证了冷却液与压力室内部之间的热传导效率，维持压力室内温度稳定。

[0022] (3)水浴夹套1使用隔热性能好的材料，减少冷却液热损失。同时，水浴夹套1避开

了X射线扫描区域，降低了实验过程中X射线的衰减，保证冷却液控温效果的同时，不影响CT

成像质量。

[0023] (4)由加载活塞11、法兰盘12与液压油缸18构成的轴向加载机构整体处于三轴仪

试验装置下方，降低了整个装置的重心，增强了水合物沉积物CT三轴仪装置在CT扫描过程

中的稳定性。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沉积物CT扫描图，a应用本发明得到的沉积物CT扫描图；b2014年的发明所得

到的沉积物CT扫描图。

[0025] 图2是一种水合物沉积物CT三轴试验装置结构图。

[0026] 图3是一种水合物沉积物CT三轴试验装置系统图。

[0027] 图4是含水合物沉积物试样应力应变曲线。

[0028] 图5是试样在各应变下的CT扫描图像整体，a轴向应变：0％；b轴向应变：2％；c轴向

应变：4％；d轴向应变：7％。

[0029] 图6是试样在各应变下的CT扫描图像中部，a轴向应变：0％；b轴向应变：2％；c轴向

应变：4％；d轴向应变：7％。

[0030] 图7是应变0％和2％试样胶结结构破坏对比图，a轴向应变：0％；b轴向应变：2％。

[0031] 图8是应变0％和4％试样胶结结构破坏对比图，a轴向应变：0％；b轴向应变：4％。

[0032] 图9是应变0％和7％试样胶结结构破坏对比图，a轴向应变：0％；b轴向应变：7％。

[0033] 图10是试样内部剪切带的识别图。

[0034] 图中：1水浴夹套；2压力室；3冷却液通道A；4顶锥；5上压头；6上透水石；7下透水

石；8沉积物试样；9橡皮膜；10下压头；11加载活塞；12法兰盘；13通道B；14通道C；15通道D；

16通道E；17热电偶；18液压油缸；19轴向位移传感器；20通道F；21挡板；22底部固定支架；23

高精度压力体积控制器孔压；24高精度压力体积控制器轴压；25高精度压力体积控制器围

压；26氮气气源围压；27氙气气源孔压；28氮气气源孔压；29a、29b、29c、29d、29e、29f、29g、

29h针阀；30背压阀；31气水分离器；32气体流量计；33水浴；34X射线发射器；35X射线接收

器；36数据采集器；37水合物沉积物CT三轴试验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以下结合附图和技术方案，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

[0036] (1)、连接管路：将水合物沉积物CT三轴试验装置37的底部固定支架22固定于微焦

点CT载物台。根据图3，将一种水合物沉积物CT三轴试验装置37的冷却液通道A3与水浴33使

用柔性管路相连，以实现压力室2的温度控制；将一种水合物沉积物CT三轴试验装置37的通

道C14经针阀29a、29b和29c分别与高精度压力体积控制器围压25和氮气气源围压26使用柔

性耐压管路相连，以实现沉积物试样8的围压控制；将一种水合物沉积物CT三轴试验装置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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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道D15经针阀29e和29h分别与高精度压力体积控制器孔压23、氙气气源孔压27和氮气

气源孔压28使用柔性耐压管路相连，以实现沉积物试样8的孔隙压力控制。氙气气源孔压27

为沉积物试样8提供水合物原位生成所需的气体供给。氮气气源孔压28主要用于管路检漏。

将一种水合物沉积物CT三轴试验装置37的通道D16经针阀29d分别与背压阀30、气水分离器

31和气体流量计32使用柔性耐压管路相连，以实现沉积物试样8的背压控制。气体流量计32

用于计算沉积物试样8在分解实验中的水合物饱和度变化。将一种水合物沉积物CT三轴试

验装置37的通道F20经针阀29f与高精度压力体积控制器轴压24使用柔性耐压管路相连，以

实现轴向加载。将一种水合物沉积物CT三轴试验装置37的通道B13中的热电偶17、高精度压

力体积控制器孔压23、高精度压力体积控制器轴压24、高精度压力体积控制器围压25、轴向

位移传感器19、水浴33与数据采集器36相连，以实现一种水合物沉积物CT三轴试验装置37

在实验过程中的数据采集。

[0037] (2)、试样制备：根据所需试样孔隙度及水合物饱和度，在冷库-15℃内将一定量的

冰粉和砂混合均匀，在击样筒内使用击实锤分15层击实，制成冰砂混合物圆柱试样，冷冻6

小时后，拆除击样筒将试样取出。

[0038] (3)、试样安装：拆除法兰盘12与压力室2之间的螺栓，打开压力室2。依次将下透水

石7、沉积物试样8、上透水石6、上压头5放置在下压头10上，并包裹橡皮膜9，然后盖上压力

室2，拧紧法兰盘12与压力室2之间的螺栓。

[0039] (4)、试样饱和：打开针阀29a、针阀29b、针阀29c。打开氮气气源围压26，氮气经针

阀29a、针阀29c以及针阀29b分别向压力室2和高精度压力体积控制器围压25内注入，当高

精度压力体积控制器围压25内的压力升至0.2MPa时，关闭针阀29a和氮气气源围压26。打开

针阀29h、针阀29e，将背压阀30调至最高。打开氙气气源孔压27，氙气经针阀29h、针阀29e分

别向高精度压力体积控制器孔压23和沉积物试样8内注入，当高精度压力体积控制器孔压

23的压力升至0.1MPa时，关闭氙气气源孔压27。调节高精度压力体积控制器围压25和高精

度压力体积控制器孔压23，控制围压增加速率与孔隙压力增加速率相同，并且始终保持围

压比孔隙压力高0.1MPa，直至围压和孔隙压力分别达到0.7MPa和0.6MPa。调整高精度压力

体积控制器围压25和高精度压力体积控制器孔压23进入恒压模式。开启水浴33，调节压力

室2内氮气温度上升至18℃，使沉积物试样8内的冰融化。压力室2内氮气温度通过热电偶17

获得。当高精度压力体积控制器孔压23内的氙气体积不再消耗时，认为沉积物试样8达到完

全气饱和。

[0040] (5)、水合物原位生成：调整水浴33，调节压力室2内氮气温度至7℃，使沉积物试样

8的温度低于水合物相平衡温度。当高精度压力体积控制器孔压23内的气体体积没有明显

变化时，表明沉积物试样8孔隙内的水已经与氙气完全反应生成氙气水合物，根据高精度压

力体积控制器孔压23内的氙气体积变化，计算水合物饱和度。

[0041] (6)、试样固结：根据具体实验工况，调节并维持高精度压力体积控制器围压25和

高精度压力体积控制器孔压23的压力以释放沉积物试样8内部的超静孔隙压力以实现沉积

物试样8的固结，当高精度压力体积控制器孔压23的体积不再变化时，认为沉积物试样8固

结完成。

[0042] (7)、试样剪切：根据实验所需的剪切速率，设定并维持高精度压力体积控制器轴

压24内的液压油注入流速，以推动加载活塞11对沉积物试样8进行剪切，通过数据采集器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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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剪切过程中高精度压力体积控制器轴压24的压力变化和轴向位移传感器19的位移变

化量，以得到沉积物试样8在剪切过程中的应力应变曲线。当要进行CT扫描时，暂停轴向加

载，以防止CT图像重影。8、数据分析：按照上述步骤获得的应力应变曲线如图4所示，可以分

为三阶段：第一阶段，准弹性阶段轴向应变：0％-2％，在该阶段偏应力几乎随轴向应变的增

加而线性增加，试样整体表现出弹性特征；准弹塑性阶段轴向应变：2％-4％，在该阶段偏应

力随轴向应变的增长速率逐步降低；临界状态阶段轴向应变：4％-10％，在该阶段偏应力几

乎不随轴向应变的增加产生变化。图5和图6分别展示了应变在0％、2％、4％和7％时沉积物

试样8整体和中部的CT扫描图像，其中白色部分为水合物，灰色部分为砂颗粒，黑色部分为

孔隙。由图7可以发现，在准弹性阶段轴向应变：0％-2％，沉积物试样8内的胶结结构没有发

生明显破坏；随着轴向应变的继续增大，沉积物试样8进入准弹塑性阶段轴向应变：2％-

4％，由图8可以发现水合物发生了明显的脱落剥离行为。当进入临界状态阶段轴向应变：

4％-10％时，由图9可以发现沉积物试样8内部的水合物发生了明显的大规模的碾碎破坏现

象。将沉积物试样8在轴向应变为4％与7％时的纵向截面图进行粒子图像测速法Particle 

Image  Velocimetry分析，可以得到明显的剪切带图像，如图10所示，剪切带的倾角为41°，

厚度为6.8mm。

说　明　书 5/5 页

7

CN 109668916 B

8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8 页

8

CN 109668916 B

9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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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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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4/8 页

11

CN 109668916 B

12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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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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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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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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