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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验教学项目描述 

2-1 名称 

崩滑灾害防治体验和学习虚拟仿真实验 

2-2 实验目的 

（1）了解崩滑灾害形成和演化过程； 

（2）掌握钻取崩滑灾害的滑动关键块体或滑带钻机参数设计及操作要点； 

（3）掌握岩土三轴试验操作及获得关键参数的实验技能 

2-3 实验原理（或对应的知识点） 

（1）崩滑灾害形成和演化过程。 

斜坡在演变过程中，可出现不同形式和不同规模的变形与破坏。崩塌和滑坡就是其典

型的形式。 

（2）钻取崩滑灾害的滑动关键块体或滑带钻机参数设计及操作要点。 

通过小口径岩心钻机操作试验获取崩滑灾害的滑动关键块体或滑带，小口径岩心钻机

操作前必须掌握立轴式岩心钻机的工作原理，包括机械传动路线（动力机——摩擦离合器

——变速箱——分动箱——卷扬机、回转器）、液压传动路线；还需掌握各部件的工作原

理。实际操作钻机费时费力且危险系数较大，虚拟钻探系统操作步骤及设备响应状态都和

实物操作相同。通过本实验可完成钻孔设计、机械选型、钻头钻具选型、钻塔搭建、开孔

工序、正常钻进取芯工序等操作，钻取崩滑灾害的滑动关键块体或滑带。 

（3）取芯试验后，岩土三轴试验操作及获得分析崩滑灾害起动关键参数。 

进行岩石三轴压缩虚拟试验训练，要求学生掌握获取崩滑灾害关键参数的实验技能。

岩石三轴试验是测定岩石在三向应力状态下的变形和破坏强度的一种试验。本试验系指常

规三轴试验（σ2=σ3），是在有侧限条件下，给试件施加轴向荷载，从初始加载到逐渐出现

裂缝、到其极限抗压强度、再到峰值后破坏区、直至残余强度的全过程。取芯试验后，进

行岩石三轴压缩虚拟试验训练，要求学生掌握获取崩滑灾害关键参数的实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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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实验仪器设备（装置或软件等） 

本系统属于 PC+VR 类型，主要因为基于强大的服务器和图形计算机支撑，

其运算能力、图形渲染能力远超一体机和移动式 VR，并且具备先进的 OUTSIDE-

IN 定位技术，其沉浸感，真实感十足。 

硬件：采用国外先进的红外定位摄像头 OPTITRACK ,头戴显示设备采用

OCULUS CV1，结合惯性定位技术形成混合定位系统，解决了大空间定位遮挡问

题。以及建成有 60 台高性能工作站组成的虚拟仿真实验室。 

软件 VR 采用 Rex 自主研发的 HyBirdDataServer 进行课件和交互设备管理，

HyBirdAgent 进行通信管理，Motive 进行定位设备管理。以及定制开发的地质钻

掘虚拟仿真实验系统等 

2-5 实验材料（或预设参数等） 

预设参数：根据实验设计，出针对不同崩滑类型及规模，预设相关参数。 

2-6 实验教学方法（举例说明采用的教学方法的使用目的、实施过程与实施效

果） 

本虚拟实验项目包含 VR 虚拟体验、钻取崩滑灾害的滑动关键块体或滑带虚

拟仿真操作和取芯试验后获得分析崩滑灾害起动关键参数的岩土三轴试验虚拟

仿真操作三个部分： 

（1）实施方式：在完成国家级精品课程《工程地质分析原理》实体实践-崩

滑灾害野外考察后，要求学生在虚拟实验教学中心 VR 体验室学习本虚拟实验项

目，以及完成线上崩滑关键块体或滑带虚拟钻取，系统将其成绩算作课程考核纳

入最终平时成绩中； 

（2）使用目的：在实体实践-崩滑灾害野外考察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崩滑灾

害体形成原理、演化过程等知识，以便与地质灾害防治设计应用有效衔接。 

（3）实施过程： 

(a)VR 实验室场地， 安装无限定位模块以及交换机 -> 部署软件 -> 定位头

戴显示设备 -> 测试 -> 运行; 

(b)在虚拟仿真实验室在线虚拟钻取崩滑灾害的滑动关键块体（或滑带）实验；

(c)在线进行岩土三轴虚拟试验操作及获得分析崩滑灾害起动关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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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施效果：学期末对 2014 级学生和往届学生的反馈调查证明，课程中

引入本虚拟实验项目后，学生们对于崩滑灾害形成原理的理解明显加深，对地质

钻掘实验过程以及参数获取三轴试验的关键技术点的印象更为清晰。 

 

2-7 实验方法与步骤要求（学生交互性操作步骤应不少于 10 步） 

实验方法与步骤要求主要有： 

第一步，体验正通过佩戴头戴显示设备即可进行沉浸式的滑坡体验教学。多

名学生进行同场景同时进行体验，其中一个主持人进行主控制；在虚拟山洞中

体验者可以看到“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标识，并由巨

石落下，形成沙盘； 

  

 

 

第二步，主持人主动按键进入沙盘当中，进行崩滑灾害虚拟体验； 

  

 

第三步，崩滑过程分两个视角进行体验：俯瞰以及在山脚下观察；崩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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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可重复播放。给学生身临其境的教学体验，让学生多角度观察认识崩滑灾

害。 

 

   

 

   

第四步， 崩滑关键块体或滑带钻取的钻孔设计：打开学生机界面，点击

“工程概况”，进入界面后点击地层的图片，右下角的参数文字说明会显示出当

前地层的概况、点击三维视图中的地面、会显示出当前的环境参数。点击钻孔

结构设计按钮，根据地层深度设计孔径、套管管径、设计完成后点击生成钻孔

结构图，左边的钻孔结构地层图片会产生设计好的钻孔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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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设备查看：点击左上角的返回按钮返回主界面，点击“设备查

看”，可以分别查看各种型号的钻机、动力机、钻塔、泥浆泵、钻杆、岩心管、

钻头等。其中钻机含有爆炸图，点击空格键可以激活。根据显示的设备参数点

击选取合适的设备。 

 

 

 

第六步，设备选型：1.选择钻机；2.选择钻机动力机；3.选择泥浆泵；4.选

择泥浆泵动力机；5.选择钻塔；6.点击钻机使其安装装到位；7.点击钻机动力机

使其安装装到位；8.点击泥浆泵使其安装装到位；9.点击泥浆泵动力使其安装装

到位；10.其余管线自动连接完成。设备选型只需在下拉框中选择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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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步，钻塔搭建：返回主界面点击“钻塔搭建”按钮。搭建流程为：1.底

立柱 2.底立柱 3.底立柱 4.底立柱 5.横撑 6.横撑 7.横撑 8.下斜撑 9.中斜撑 10.中横

撑 11.下斜撑 12.中斜撑 13.中横撑 14.内斜撑 15.下斜撑 16.中斜撑 17.中横撑 18.

前门横撑 19.下斜撑 20.中斜撑 21.中横撑 22.内斜撑。钻塔搭建只需选择合适的

杆件双击并拖拽到合适的位置即可。 

 

  

 

第八步，钻机操作：1. 开启动力机。鼠标左键点击动力机即可开启。2. 安

装岩心管。鼠标点击选择一种钻头，钻头会移动到镜头前，钻头会跟随镜头移

动（当鼠标拾取某一物体时，不能操作钻机）。3. 鼠标点击岩芯管，钻头会安

装到岩芯管上。4. 鼠标点击异径接头接上岩芯管。5. 鼠标点击锁接头接上岩芯

管。6. 将钻机调整至以下状态：a) 钻机处于前进位置 b) 卡盘处于夹紧状态 c) 

立轴处于停转状态 d) 主动钻杆上方空出一段距离 e) 提引器的位置要大于钻机

的高度 f) 卷扬机处于抱闸状态。7. 点击主动钻杆，使岩芯管接上主动钻杆。8. 

点击打开泥浆泵。9. 操作钻机，钻进使得岩心管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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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步：拆卸岩芯管并倾倒岩芯：1. 关闭泥浆泵。2. 操作卷扬机将主动钻

杆提升到一定距离。3. 点击并拖动垫插将岩心管固定。4. 操作卷扬机将提引器

放下来。5. 提升提引器到一定高度，点击岩芯管，小锤敲击岩心管将岩心倒

出，放置进岩心箱内（注意，此时卷扬机要处于停止状态）。 

 

 

  

第十步，取芯后，进入岩土三轴虚拟试验场景，移动鼠标，将视角锁定到

“岩石试件”所在的位置，点击开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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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步，点击“岩石试件”，把岩石试件放在“刚性圆柱体垫块 1”上

面，点击其它部件，提示“先执行岩石试件”。再点击“刚性圆柱体垫块

1”，放在“岩石试件”上面。再点击“热缩管”，将它套在“刚性圆柱体垫块

1、岩石试件、刚性圆柱体垫块 2”外面。 

 

第十二步，点击“带风焊塑枪”，分别加热“热缩管”的上下两个部位，

使得热缩管与“刚性圆柱体垫块 1、岩石试件、刚性圆柱体垫块 2”紧密接触，

使试件在整个试验过程中与围压介质（液压油）完全隔离。点击热缩管，将试

件放在压力机底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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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步，在“查找部件”的下拉列表中点击“计算机控制界面”，界面

切换到计算机控制界面，点击“exclusive control”，勾选“exclusive 

control”选项，进入计算机控制模式。在“计算机控制界面”中点击“HPU-

J25”和“HSM-J28A”，点击两次，分别选择“HPU-J25”和“HSM-J28A”的第

三项。 

 

第十四步，在“计算机控制界面”，点击“exclusive control”，取消

“exclusive control”勾选，进入手动控制模式。切换视角，将镜头转移到

“手控板 LUC”位置，点击“HPS 开关”， “HPS 开关”的指示灯亮，然后再

点击“HSM 开关”，“HSM 开关”的指示灯亮，这时手控板 LUC 开启。点击“手

控板 LUC 的滚轮”，向上滚动” 手控板 LUC 的滚轮“，使压力机底座上移，直

到试件与上压头接触，并预加 2-4kN 的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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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步，点击“1通道压力解除开关”，向左扭动“1通道压力解除开

关”，下降三轴压力室至底盘。 

 

第十六步，拧紧螺母，向三轴室充油加围压。点击“螺丝刀”，用“螺丝

刀”在“压力表”上设定压力表的上、下限，并启动油泵，给三轴室注入液压

油，直到三轴室上部排气孔出油，关闭气孔阀门。 

  

     

第十七步，点击“快升压速度微调开关”，然后点击“升压按钮”，按下

“升压按钮”，使 2通道压力表读数升至预定侧向压力 2MPa 后，放开“升压按

钮”停止加压，在整个试验过程中，保持侧向压力稳定，直至试件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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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步，将视角切换到在计算机控制界面，点击计算机控制界面中的

“RUN”按钮，启动试验程序，设备按照设定的加载程序给试件施加轴向荷载。

观察轴向荷载（Force）与轴向位移（LVDT）实时曲线，当曲线下降，得到荷载

与位移的全过程曲线时，点击“STOP”按钮，结束试验。 

 

第十九步，停止试验后，进入卸载阶段，点击“围压输出”，向右扭转关

闭“围压输出”。点击“排油阀门开关”，拧松“排油阀门开关”，使三轴室

里的液压油排出。 

 

 

第二十步，点击“螺钉”，分别拧松 4个“螺钉”并取下。点击“1通道压

力输出开关”，向左扭动打开“1通道压力输出开关”，这时三轴压力室向上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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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步，点击“HPS”开关，关闭手控板 LUC，点击“热缩管”，从压力

机底座上取下试件。按顺序分别点击“热缩管”、“刚性圆柱体垫块 2”、“岩

石试件”，分别将它们拆开，观测试件破坏特征，测量破坏面与最大主应力夹角。 

 

 

第二十二步，点击“数据处理”按钮，处理试验数据数据，计算应力、应变，

绘制应力应变曲线，分析峰值应力与围压的关系，根据围压与极限应力求解岩土

抗剪强度参数：内摩擦角和内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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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实验结果与结论要求 

（1） 是否记录每步实验结果：是 否 

（2） 实验结果与结论要求：实验报告 心得体会 其他             

（3） 其他描述： 

崩塌过程描述、操作 

2-9 考核要求 

考核依据包含三个部分：虚拟仿真操作过程中是否触发了“错误操作提醒”、

操作过程中思考题成绩和最终自测题成绩。各部分所占比例分别为 30%、30%、

40%； 

1) 是否触发了“错误操作提醒”：共设置了 20 处，每处 5 分。 

2) 操作过程中思考题：设置 8 道单选或多选题，每题 3 分。 

3) 最终自测题成绩：设置有单选题 3 道，每题 2 分；多选题 3 道，每题 2 分；

填空题 4 道，每题 2.5 分；问答题 3 道，每题 8 分。 

完全未触发“错误操作提醒”且总分 60 分以上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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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面向学生要求 

（1） 专业与年级要求 

专业：地质工程 

年级：本科 3-4 年级 

（2） 基本知识和能力要求等 

基本知识：已完成工程地质学基础、岩土力学、工程地质分析原理中相应

理论知识的学习； 

能力要求：通过前期的岩土力学试验、材料力学试验等已掌握普通岩石力

学设备、钻机设备的原理使用方法以及崩滑灾害研究试样的制作方法。 

2-11 实验项目应用情况 

（1） 上线时间 ：  2015.9   

（2） 开放时间 ：  2015.9     

（3） 已服务过的学生人数： 600 余人  

（4） 是否面向社会提供服务：是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