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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模拟海床液化渗流力支撑下沉积物重力流

过程的水槽装置

(57)摘要

模拟海床液化渗流力支撑下沉积物重力流

过程的水槽装置，包括可调底坡水槽、土样配置

槽、渗流发生与维持系统、坡度调节系统和支架

系统；可调底坡水槽与镶嵌于可调底坡水槽中的

土样配置水槽为模拟装置的主体，渗流发生与维

持系统由可调底坡水槽底部和可调底坡水槽一

侧的渗流维持水槽组成，坡度调节系统由承重

架、坡度调节丝杠和旋转把手组成；支架系统由

支架、角钢和橡胶垫组成。该装置结构简单、造价

较低，设计精巧，不仅能模拟海床液化渗流力对

海床沉积物的支撑作用，还能研究不同渗流力作

用下对近底高浓度沉积物形成重力流的形态、动

力学等特征的影响，对于低角度海底沉积物搬运

这一前沿科学的探索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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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模拟海床液化渗流力支撑下沉积物重力流过程的水槽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支架

（13）、支架上方的可调底坡水槽（1）和位于可调底坡水槽（1）一端的渗流维持水槽（7），所述

的可调底坡水槽（1）底部设有多孔板（4），所述多孔板（4）与可调底坡水槽（1）的底板之间形

成空腔（6），多孔板（4）上放置含沙金属网（3），用于产生相对均匀的渗流力，可调底坡水槽

（1）的底板上还设有多个进/排水口（16）；所述可调底坡水槽（1）通过位于另一端的坡度调

节装置进行坡度调节；在可调底坡水槽（1）内部靠近有坡度调节装置的一端还设有抽拉式

挡板（5），从而把可调底坡水槽（1）靠近有坡度调节装置的一端分隔成土样配置水槽（2）；土

样配置水槽（2）的侧壁还设有角度测量仪（11），用于测量可调底坡水槽（11）倾斜角度；

所述渗流维持水槽（7）高于可调底坡水槽（1），且渗流维持水槽（7）通过滚珠丝杠（8）调

节高度；渗流维持水槽（7）还设有半多孔板（17）和溢流板（18），从而将渗流维持水槽（7）分

隔成三部分，分别为进水槽、维持槽、溢流槽，三者底部均设有一个进/排水口（16），其中维

持槽的进/排水口（16）分别与可调底坡水槽（1）底部的各个进/排水口（16）相通，所述的渗

流维持水槽（7）利用溢流堰的原理使可调底坡水槽（1）内产生稳定的渗流力，所述半多孔板

（17）只在上半部设有开孔。

2.如权利要求1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可调底坡水槽（1）的坡度调节装置包括

承重架（14）、坡度调节丝杠（15）和旋转把手（9）；其中承重架（14）通过其底部的转轴而安装

在所述支架（13）的顶部，坡度调节丝杠（15）的上端连接在所述承重架（14）的一端，

坡度调节丝杠（15）的下端连接旋转把手（9）；所述可调底坡水槽（1）固定在所述承重架

（14）上，并通过转动旋转把手（9）使坡度调节丝杠（15）推高可调底坡水槽（1）的一端从

而改变坡度。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是所述土样配置水槽（2）中还设有搅拌器（12）。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是所述支架（13）底部还设有橡胶垫（19）。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是所述渗流维持水槽（7）通过设置在滚珠丝杠（8）

旁的刻度线（10）以对所调高度进行精确量化。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可调底坡水槽（1）内还埋设孔压计、流速

计、浊度计，以实时监测整个模拟过程重力流的变化情况。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可调底坡水槽（1）和渗流维持水槽（7）都

由防海水侵蚀的透明亚克力材料组成。

8.利用权利要求6  所述装置模拟海床液化渗流力支撑下沉积物重力流过程的方法，其

特征

是包括以下步骤：

第一步：向土样配置水槽（2）中加入定量海底沉积物，再加入定量海水，通过搅拌，配成

与海底沉积物浓度相同浓度的流体；

第二步：通过坡度调节装置和角度测量仪（11）将可调底坡水槽（1）调节到所需角度；

第三步：在可调底坡水槽（1）内的金属网（3）上铺设模拟海床；

第四步：向渗流维持水槽（7）进水槽中注入海水，海水经过半多孔板（17）而进入维持槽

内，当水位达到溢流板（18）高度时，多余海水进入溢流槽，并从溢流槽底部排出，此时

维

持槽内水位恒定；打开可调底坡水槽（1）底部的进/出水口（16），海水以向上渗流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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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依次通过可调底坡（1）内的空腔（6）、多孔板（4）和含沙金属网（3）而向可调底坡水槽

内（1）注入海水，通过控制进水槽的进水速度以实现维持槽内的水位始终处于溢流板

（18）

的高度，当海水量达到实验所需时，不关闭进/出水口（16），而通过虹吸原理使可调底

坡水

槽（1）的水位保持不变；

第五步：通过预先埋设在可调底坡水槽（1）中的孔压计，在线观测模拟海床底的渗流力

的

大小，通过调节滚珠丝杠（8）调节渗流维持水槽（7）的水头大小，控制模拟海床的渗流

力

大小；

第六步：当渗流力大小确定且稳定后，打开可调底坡水槽（1）外的高速摄像机及流速

计、

浊度计，打开抽拉式挡板（5），释放土样配置水槽（2）中的高浓度沉积物，在重力、密度

差因素以及渗流力支撑作用下，高浓度沉积物会沿有渗流的模拟海床向下移动；

通过孔压计、流速计、浊度计、高速摄像机，测量高浓度海床渗流影响下近底高浓度沉

积物

形成重力流的各种动力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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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海床液化渗流力支撑下沉积物重力流过程的水槽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模拟海床液化渗流力支撑下沉积物重力流过程的水槽装置，属于

海洋工程地质与沉积动力学实验研究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海底沉积物重力流是河口近岸的细颗粒沉积物跨大陆架输运的主要机制，其形成

过程和机制是海洋地质与海洋工程领域关心的前沿科学问题。研究表明，沉积物重力流形

成需要有足够陡的海底斜坡坡度存在，但在河口海岸或陆架海域，海底坡度较缓，沉积物发

生重力流动主要靠外部的作用力支撑。特别在极端风暴事件下海床发生液化响应，内部孔

隙水的渗流会对近底沉积物产生支撑作用，诱发低角度斜坡重力流的发生，威胁海洋工程

设施安全。因此，对海床液化渗流力支撑下沉积物重力流过程开展实验佐证与定量研究，科

学与工程意义重大。

[0003] 水槽装置是开展海洋科学与工程研究中的常用工具之一。目前与本发明相关的发

明与实用新型专利主要分为两类：（1）单一研究渗流和渗流力，例如：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

司设计的“一种用于模拟地下水渗流的实验装置”（201420174273.3）；湘潭大学设计的“一

种水平渗流实验装置”（201721148884.0）；重庆科技学院设计的“单向稳定渗流模拟实验装

置”（201621083771.2）。（2）单一研究重力流，例如：山东科技大学设计的“一种重力流运动

与沉积模拟装置”（201410329820.5）；浙江大学设计的“一种模拟异重流在峡谷中运动的试

验装置”（201810387908.0）。上述两类发明都是单一研究渗流或重力流，未将二者联系起

来，而根据上述[0002]介绍，海底的物质是通过渗流与重力流结合而形成长距离搬运，因此

以往的发明尚有缺陷，还未见到直接相关的专利，同时前人发表的论文对于渗流支撑对重

力流形成及运动过程影响的相关研究还为空白，而本发明针对上述缺陷及空白，设计一种

模拟渗流支撑影响下的重力流过程的水槽装置，对于低角度下海底沉积物大规模搬运过程

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旨在设计一种既能模拟海床液化渗流力影响下近底高浓度沉积物形成重

力流的过程，又能定性、定量的研究不同渗流力支撑下沉积物重力流在低角度底坡下运动

机制的模拟实验装置。

[0005] 模拟海床液化渗流力支撑下沉积物重力流过程的水槽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支架

（13）、支架上方的可调底坡水槽和位于可调底坡水槽一端的渗流维持水槽，所述的可调底

坡水槽底部设有多孔板，所述多孔板与可调底坡水槽的底板之间形成的空腔，多孔板上放

置含沙金属网，可调底坡水槽的底板上还设有多个进/排水口；所述可调底坡水槽通过位于

另一端的坡度调节装置进行坡度调节；在可调底坡水槽内部靠近有坡度调节装置的一端还

设有抽拉式挡板，从而把可调底坡水槽靠近有坡度调节装置的一端分隔出土样配置水槽；

土样配置水槽的侧壁还设有角度测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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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所述渗流维持水槽高于可调底坡水槽，且渗流维持水槽通过滚珠丝杠调节高度；

渗流维持水槽还设有半多孔板和溢流板，从而将渗流维持水槽分隔成三部分，分别为进水

槽、维持槽、溢流槽，三者底部均设有一个进/排水口，其中维持槽的进/排水口分别与可调

底坡水槽底部的各个进/排水口相通，所述的渗流维持水槽利用溢流堰的原理使可调底坡

水槽内产生稳定的渗流力，所述半多孔板只在上半部设有开孔，采用半多孔板是为防止水

流水平的流动对渗流维持水槽的压强水头产生影响。

[0007] 所述的可调底坡水槽的坡度调节系统包括承重架、坡度调节丝杠、和旋转把手；其

中承重架通过其底部的转轴而安装在所述支架的顶部，坡度调节丝杠的上端连接在所述承

重架的一端，坡度调节丝杠的下端连接旋转把手；所述可调底坡水槽固定在所述承重架上，

并通过转动旋转把手使坡度调节丝杠推高可调底坡水槽的一端从而改变坡度。

[0008] 所述土样配置水槽中还设有搅拌器。

[0009] 所述支架底部还设有橡胶垫。

[0010] 所述渗流维持水槽通过设置在滚珠丝杠旁的刻度线以对所调高度进行精确量化。

[0011] 所述的可调底坡水槽内还埋设孔压计、流速计、浊度计，以实时监测整个模拟过程

重力流的变化情况。

[0012] 所述的可调底坡水槽和渗流维持水槽都由防海水侵蚀的透明亚克力材料组成，不

仅能使实验装置在高盐环境下使用，而且可以在可调底坡水槽外安装高速摄像机，全程记

录重力流产生、运动和停止的过程。

[0013] 利用上述水槽装置模拟海床液化渗流力支撑下沉积物重力流过程的方法，其特征

是包括以下步骤：

[0014] 第一步：向土样配置水槽中加入定量海底沉积物，再加入定量海水，通过搅拌，配

成与海底沉积物浓度相同浓度的流体；

[0015] 第二步：通过坡度调节装置和角度测量仪将可调底坡水槽调节到实验所需角度；

[0016] 第三步：在可调底坡水槽内的金属网上铺设模拟海床；

[0017] 第四步：向进水槽中注入海水，海水经过半多孔板而进入维持槽内，当水位达到溢

流板高度时，多余海水进入溢流槽，并从溢流槽底部排出，此时维持槽内水位恒定；打开可

调底坡水槽底部的进/出水口，海水以向上渗流的方式依次通过可调底坡内的空腔、多孔板

和含沙金属网向可调底坡水槽内注入海水，通过控制进水槽的进水速度以实现维持槽内的

水位始终处于溢流板的高度，当海水量达到实验所需时，不关闭进/出水口，而通过虹吸原

理（水头差）使可调底坡水槽的水位保持不变；

[0018] 第五步：通过预先埋设在可调底坡水槽中的孔压计，在线观测模拟海床底的渗流

力的大小，通过调节滚珠丝杠调节渗流维持水槽的水头大小，控制模拟海床的渗流力大小；

[0019] 第六步：当渗流力大小确定且稳定后，打开可调底坡水槽外的高速摄像机及流速

计、浊度计，打开抽拉式挡板，释放土样配置水槽中的高浓度沉积物，在重力、密度差因素以

及渗流力支撑作用下，高浓度沉积物会沿有渗流的模拟海床向下移动；

[0020] 通过孔压计、流速计、浊度计、高速摄像机，测量高浓度海床渗流影响下近底高浓

度沉积物形成重力流的各种动力学特征。

[0021] 本装置设计新颖，整体性好，结构简单，可进行多种控制变量实验，采用防海水侵

蚀的材料制作本模拟装置，可以适应海水实验，更真实的模拟渗流力影响下海底重力流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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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同时本模拟装置的渗流发生与维持系统部分，运用水头差、溢流堰和含沙金属网的阻力

等简单原理及力学性质，产生稳定、可控的模拟液化渗流力，设计巧妙。而且本模拟装置安

有水泵和电动机，进水、出水和坡度、配液、水头的调节均可实现机械化，因此具有操作简

单，节省人力等特点。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发明的立体图一。

[0023] 图2是本发明的立体图二。

[0024] 图3是本发明的主视图。

[0025] 图4是本发明的俯视图。

[0026] 图5是本发明的渗流维持水槽的立体。

[0027] 图6是本发明的半多孔板示意图。

[0028] 其中，1、可调底坡水槽，2、土样配置水槽，3、含沙金属网，4、多孔板，5、抽拉式挡

板，6、空腔，7、渗流维持水槽，8、滚珠丝杠，9、旋转把手，10、刻度线，11、角度测量仪，12、搅

拌器，13、支架，14、承重架，15、坡度调节丝杠，16、进/排水口，17、半多孔板，18、溢流板，19、

橡胶垫。

[0029] 具体施方式

[0030]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装置零件间关系及优点，以下结合附图1-5对本发明进行详细

说明。

[0031] 如附图1-6所示，模拟海床液化渗流力支撑下沉积物重力流过程的水槽装置，其特

征在于包括支架13、支架上方的可调底坡水槽1和位于可调底坡水槽1一端的渗流维持水槽

7，所述的可调底坡水槽1底部设有多孔板4，所述多孔板4与可调底坡水槽1的底板之间形成

的空腔6，多孔板4上放置含沙金属网3，可调底坡水槽1的底板上还设有多个进/排水口16；

所述可调底坡水槽1通过位于另一端的坡度调节装置进行坡度调节；在可调底坡水槽1内部

靠近有坡度调节装置的一端还设有抽拉式挡板5，从而把可调底坡水槽1靠近有坡度调节装

置的一端分隔出土样配置水槽2；土样配置水槽2的侧壁还设有角度测量仪11；

[0032] 所述渗流维持水槽7高于可调底坡水槽1，且渗流维持水槽7通过滚珠丝杠8调节高

度；渗流维持水槽7还设有半多孔板17和溢流板18，从而将渗流维持水槽7分隔成三部分，分

别为进水槽、维持槽、溢流槽，三者底部均设有一个进/排水口16，其中维持槽的进/排水口

16分别与可调底坡水槽1底部的各个进/排水口16相通，所述的渗流维持水槽7利用溢流堰

的原理使可调底坡水槽内产生稳定的渗流力，所述半多孔板17只在上半部设有开孔，采用

半多孔板17是为防止水流水平的流动对渗流维持水槽的压强水头产生影响。

[0033] 所述的可调底坡水槽1的坡度调节系统包括承重架14、坡度调节丝杠15、和旋转把

手9；其中承重架14通过其底部的转轴而安装在所述支架13的顶部，坡度调节丝杠15的上端

连接在所述承重架14的一端，坡度调节丝杠15的下端连接旋转把手9；所述可调底坡水槽1

固定在所述承重架14上，并通过转动旋转把手9使坡度调节丝杠15推高可调底坡水槽1的一

端从而改变倾斜度。

[0034] 所述土样配置水槽2中还设有搅拌器12。

[0035] 所述支架13底部还设有橡胶垫19。

说　明　书 3/4 页

6

CN 109374491 B

7



[0036] 所述渗流维持水槽7通过设置在滚珠丝杠8旁的刻度线10以对所调高度进行精确

量化。

[0037] 所述的可调底坡水槽1内还埋设孔压计、流速计、浊度计，以实时监测整个模拟过

程重力流的变化情况。

[0038] 所述的可调底坡水槽1和渗流维持水槽7都由防海水侵蚀的透明亚克力材料组成，

不仅能使实验装置在高盐环境下使用，而且可以在可调底坡水槽1外安装高速摄像机，全程

记录重力流产生、运动和停止的过程。

[0039] 利用上述水槽装置模拟海床液化渗流力支撑下沉积物重力流过程的方法，其特征

是包括以下步骤：

[0040] 第一步：向土样配置水槽2中加入定量海底沉积物，再加入定量海水，通过搅拌，配

成与海底沉积物浓度相同浓度的流体；

[0041] 第二步：通过坡度调节装置和角度测量仪11将可调底坡水槽1调节到实验所需角

度；

[0042] 第三步：在可调底坡水槽1内的金属网3上铺设模拟海床；

[0043] 第四步：向渗流维持水槽7的进水槽中注入海水，海水经过半多孔板17而进入维持

槽内，当水位达到溢流板18高度时，多余海水进入溢流槽，并从溢流槽底部排出，此时维持

槽内水位恒定；打开可调底坡水槽1底部的进/出水口16，海水以向上渗流的方式依次通过

可调底坡1内的空腔6、多孔板4和含沙金属网3向可调底坡水槽内1注入海水，通过控制进水

槽的进水速度以实现维持槽内的水位始终处于溢流板18的高度，当海水量达到实验所需

时，不关闭进/出水口16，而通过虹吸原理（水头差）使可调底坡水槽1的水位保持不变；

[0044] 第五步：通过预先埋设在可调底坡水槽1中的孔压计，在线观测模拟海床底的渗流

力的大小，通过调节滚珠丝杠8调节渗流维持水槽7的水头大小，控制模拟海床的渗流力大

小；

[0045] 第六步：当渗流力大小确定且稳定后，打开可调底坡水槽1外的高速摄像机及流速

计、浊度计，打开抽拉式挡板5，释放土样配置水槽2中的高浓度沉积物，在重力、密度差因素

以及渗流力支撑作用下，高浓度沉积物会沿有渗流的模拟海床向下移动；

[0046] 通过孔压计、流速计、浊度计、高速摄像机，测量高浓度海床渗流影响下近底高浓

度沉积物形成重力流的各种动力学特征。

[0047] 最后，通过水泵排出可调底坡水槽11内的海水和沉积物，冲洗水槽，以备下次实

验。

[0048] 注：上述使用步骤仅限于作者的一个实验，该模拟装置还可实现低角度下渗流及

渗流力诱发沉积物液化形成重力流过程实验、低角度下重力流受渗流及渗流力破坏实验、

低角度下不同初始状态（物料突然释放、连续进料）形成重力流过程实验，仅需改变实验步

骤和实验参数，上述实验即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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