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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盾构施工隧道通风稀释涌入瓦斯气体的模
拟实验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盾构施工隧道通风稀释涌
入瓦斯气体模拟实验系统，
由模拟盾构施工隧道
模块和模拟通风模块、
测试模块和模拟气源装置
组成。
可以实验模拟研究不同的通风组织形式与
瓦斯气体的泄漏位置、
泄露量、
气体监测部位，
用
以研究瓦斯气体在盾构施工隧道内的积聚规律
以及瓦斯浓度稀释的演变特性。
本发明具体可模
拟盾尾刷拆换时涌入瓦斯气体、
管片密封泄露进
入的瓦斯气体、
气垫仓超压排气中带入的瓦斯气
体、刀仓换刀排入的瓦斯气体、泥浆管法兰接口
泄入的瓦斯气体在不同通风气流组织下的扩散
速率、
积聚的区域、
及稀释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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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盾构施工隧道通风稀释涌入瓦斯气体的模拟实验系统，包括盾构施工隧道通
风模拟试验装置和用于控制所述模拟试验装置产生瓦斯气体的模拟气源装置；
其特征是：
所述盾构施工隧道通风模拟试验装置包括模拟盾构施工隧道模块和模拟通风模块、测
试模块；
所述模拟盾构施工隧道模块，
包括模拟盾构施工隧道以及用于模拟瓦斯气体泄露的管
片漏气模型、
泥浆管漏气模型、
气垫仓排气模型、
刀仓排气模型、盾尾刷漏气模型；
所述管片漏气模型，
是在模拟盾构施工隧道壁面分别制作的贯穿隧道壁的纵向缝隙和
环向缝隙，
缝隙宽度为0-2mm，
模拟盾构施工隧道外壁的纵向缝隙处罩扣半圆柱形容器，
半
圆柱形容器与模拟盾构施工隧道外壁密封结合，
模拟盾构施工隧道外壁的环向缝隙处罩扣
环形容器，
环形容器的横截面为矩形或半圆形，
环形容器与模拟盾构施工隧道外壁密封结
合，
半圆柱形容器和环形容器分别通过管路与模拟气源装置相连；
所述泥浆管漏气模型，
采用无缝钢管，
无缝钢管在隧道内的管道末端用法兰盘封堵，
另
一端与隧道外的模拟气源装置连接；
所述气垫仓排气模型，
为无缝钢管管路，
管路末端安装安全阀，
管路在隧道外的一端与
模拟气源装置连接；
所述刀仓排气模型，
设置在隧道头部，
与隧道外模拟气源装置连接；
所述盾尾刷漏气模型，
为半圆柱管道紧贴模拟盾构施工隧道壁外侧一周并与模拟盾构
施工隧道壁拼焊而成的环形箱体，
环形箱体内的隧道壁周向均匀开设若干出流孔口，
各出
流孔口非工作状态时用密封胶封，
环形箱体与模拟气源装置连接；
所述模拟通风模块，
包括通风机、
风筒、
风量调节阀、
风量测量装置，
风机具备压入和抽
吸功能，
风筒纵向悬挂于模拟盾构施工隧道内，
风机经风量调节阀与风量测量装置后连接
风筒。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盾构施工隧道通风稀释涌入瓦斯气体的模拟实验系统，
其特
征是：
所述模拟气源装置，
由储气罐、
气体压缩机、
压力安全监控装置依次串接构成。
3 .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盾构施工隧道通风稀释涌入瓦斯气体的模拟实验系统，
其
特征是：
所述测试模块，
包括若干气体浓度传感器、
风速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
若干流量传感
器、
若干压力传感器、
数据采集仪、
控制主机，
风速传感器设在盾尾刷漏气模型后方，
温度传
感器也设在盾尾刷漏气模型后方，
部分气体浓度传感器分别设在各模拟瓦斯气体泄漏点附
近，
另一部分气体浓度传感器布置在模拟盾构施工隧道的不同位置且不限数量，
各流量传
感器与压力传感器分别设置在模拟气源装置与各漏气/排气模型的连接管路前端，
所述气
体浓度传感器、风速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流量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的测试数据均传输到数
据采集仪并转换成数字信号进入操作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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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构施工隧道通风稀释涌入瓦斯气体的模拟实验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盾构穿越瓦斯气体地层施工隧道安全控制模拟实验装置，
具体说是一
种盾构施工隧道通风稀释涌入瓦斯气体的模拟实验系统，
用于穿越江河水下瓦斯气体地层
的盾构施工隧道通风稀释驱散涌入隧道内瓦斯气体的模拟实验，
特别针对泥水平衡式盾构
机施工隧道。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国内经济及交通行业的快速发展，
穿越江河等水下地层的盾构施工隧道工程
日益增多，
江河水下含有瓦斯气体分布的地层亦日渐增多，
含瓦斯气体地层内一定压力的
瓦斯气体气团通过隧道结构层及盾构机部件等进入盾构施工隧道内威胁施工的安全及人
员的健康，
严重者造成重大灾害。盾构施工隧道的多个部位存在泄露地层内瓦斯气体的风
险，
研究不同气源压力下、
不同的泄露流量、
不同部位的瓦斯气体泄露时瓦斯气体的积聚扩
散规律，
进一步研究通风组织形式对隧道内瓦斯气体积聚的抑制作用及瓦斯气体被动驱散
稀释的规律，
以确定合理的通风组织形式高效驱散隧道内的瓦斯气体。
目前施工隧道内通
风驱散稀释瓦斯气体的规律仅能通过数值模拟计算研究，
尚未建立相应的模拟实验平台，
无法采用实验手段辅助验证数值计算结果。根据相似理论与盾构实际施工工艺及隧道实际
尺寸搭建与原型同尺寸或一定比例的试验平台，
模拟不同通风量及通风组织形式下各泄露
部位不同泄露速率与突涌量下的瓦斯气体稀释扩散规律，
同时模拟瓦斯气体在施工隧道内
积聚特性以及不同压力下的地层瓦斯气体气团泄露规律，
为盾构施工隧道安全通风方案的
制定、通风的气流组织的设计、
隧道内空气环境的预测以及应急通风预案的制定提供可靠
的理论与实验数据支持。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盾构施工隧道通风稀释涌入瓦斯气体的
模拟实验系统，
可模拟测试不同盾构隧道不同部位发生瓦斯气体涌入时，
瓦斯气体浓度在
不同通风方案下的流动规律及稀释过程。
[0004] 为实现发明目的，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盾构施工隧道通风稀释涌入瓦
斯气体的模拟实验系统，包括盾构施工隧道通风模拟试验装置和用于控制所述模拟试验
装置产生瓦斯气体的模拟气源装置。
[0005] 其特征是：
所述盾构施工隧道通风模拟试验装置包括模拟盾构施工隧道模块和模
拟通风模块、测试模块。
[0006] 所述模拟盾构施工隧道模块，
包括模拟盾构施工隧道以及用于模拟瓦斯气体泄露
的管片漏气模型、
泥浆管漏气模型、
气垫仓排气模型、
刀仓排气模型、盾尾刷漏气模型。
[0007] 所述模拟盾构施工隧道按设定的与实物的比例制作。
[0008] 所述管片漏气模型，
是在模拟盾构施工隧道壁面分别制作的贯穿隧道壁的纵向缝
隙和环向缝隙，
缝隙宽度按照盾构隧道管片的技术标准为0-2mm，
模拟盾构施工隧道外壁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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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缝隙处罩扣半圆柱形容器，
半圆柱形容器与模拟盾构施工隧道外壁密封结合，
模拟盾
构施工隧道外壁的环向缝隙处罩扣环形容器，
环形容器的横截面为矩形或半圆形，
环形容
器与模拟盾构施工隧道外壁密封结合，
半圆柱形容器和环形容器分别通过管路与模拟气源
装置相连。
[0009] 所述泥浆管漏气模型，
采用无缝钢管，
其直径按设定的与实物的比例制作，
无缝钢
管在隧道内的管道末端采用法兰盘封堵，
另一端与隧道外的模拟气源装置连接。
[0010] 所述气垫仓排气模型，
为气垫仓超压自动排气下的瓦斯涌入模拟装置，
其原型为
设在盾构机头部开挖仓、气垫仓之后的尾部自动排气管路，
气垫仓排气模型是采取无缝钢
管按设定的与实物的比例制作的气垫仓自动排气管路，
管路末端安装安全阀，
模拟超压自
动排气装置，
气垫仓自动排气管路在隧道外的一端与模拟气源装置连接。
[0011] 所述刀仓排气模型，
按设定的与实物的比例制作，
设置在隧道头部，
与隧道外模拟
气源装置连接。
[0012] 所述盾尾刷漏气模型，
为半圆柱管道紧贴模拟盾构施工隧道壁外侧一周并与模拟
盾构施工隧道壁拼焊而成的环形箱体，
环形箱体内的隧道壁周向均匀开设若干出流孔口，
各出流孔口非工作状态时用密封胶封堵，
实验时可根据泄露面积的比例选用开启数量，
环
形箱体正上方与模拟气源试验装置连接。
[0013] 所述模拟通风模块，
包括通风机、
风筒、
风量调节阀、
风量测量装置，
风机具备压入
和抽吸功能，
风筒纵向悬挂于模拟盾构施工隧道内，
风筒位置通过可调支架进行上下、前
后、左右的移动调控，
根据风筒的承压特性选择不同材质的风筒，
风机经风量调节阀与风量
测量装置后连接风筒，
风量调节阀与风量测量装置联合调控送风量。
[0014] 储气罐、
气体压缩机、
压力安全监控装置一次串接构成模拟气源装置。
[0015] 所述测试模块，
包括若干气体浓度传感器、风速传感器、温度传感器、若干流量传
感器（瓦斯气体）、若干压力传感器（瓦斯气体）、
数据采集仪、控制主机，
风速传感器设在盾
尾刷漏气模型后方，
根据等面积法布置，
温度传感器也设在盾尾刷漏气模型后方，
部分气体
浓度传感器分别设在各模拟瓦斯气体泄漏点附近，
另一部分气体浓度传感器布置在模拟盾
构施工隧道的不同位置且不限数量，
各流量传感器与压力传感器分别设置在模拟气源装置
与各漏气/排气模型的连接管路前端，
所述气体浓度传感器、
风速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
流量
传感器、
压力传感器的测试数据均传输到数据采集仪并转换成数字信号进入操作主机。
[0016] 本发明结合穿越含瓦斯气体地层盾构施工隧道的具体施工工艺及理论分析，
按照
一定比例尺寸搭建模拟实验系统，
更加贴近盾构施工隧道内有瓦斯气体泄露下的空气环境
及通风稀释瓦斯气体的情景。本发明模拟实验装置简单，
模拟气源可采用安全无害的气体
代替，
设计实验方便安全，
可根据相似律缩小模拟试验尺寸，
投入成本低。本发明能够科学
有效地模拟盾构施工过程中盾尾刷密封拆换、刀仓开启、
泥浆管接口断开、
气垫仓排气等大
量涌入瓦斯气体的情景，
以及正常情况下泄露的微小流量瓦斯气体的情景，
不同通风组织
形式下隧道内的瓦斯气体流动扩散的演化规律，
分析结果对治理预防盾构施工隧道瓦斯气
体灾害的安全通风方案的设计及应急通风预案的编制有很好的参考和指导意义，
便于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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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盾构施工隧道通风稀释涌入瓦斯气体的模拟实验系统的结构原理示
意图（图2为B向投视图）。
[0018] 图2 是图1的A向投视图。
[0019] 图3 是本发明的盾尾刷漏气模型示意图。
[0020] 图4是测试系统原理简图。
[0021] 图5 是管片漏气模型示意图。
其中，
a示意环向缝隙部分，
b示意纵向缝隙部分。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中的一个具体实施例作进一步的描述。
[0023] 如图1所示，
本发明的盾构施工隧道通风稀释涌入瓦斯气体的模拟实验系统，包
括盾构施工隧道通风模拟试验装置和用于控制所述模拟试验装置产生瓦斯气体的模拟气
源装置。
[0024] 所述盾构施工隧道通风模拟试验装置包括模拟盾构施工隧道模块和模拟通风模
块、测试模块。
[0025] 所述模拟盾构施工隧道模块，
包括模拟盾构施工隧道以及用于模拟瓦斯气体泄露
的管片漏气模型、
泥浆管漏气模型、
气垫仓排气模型、
刀仓排气模型、盾尾刷漏气模型。
[0026] 模拟盾构施工隧道10按设定的与实物的比例制作。
隧道壁采用钢板制作、原型长
度不小于200m，
盾尾刷漏气模型5、刀仓排气模型6、
气垫仓排气模型7、
管片漏气模型8、
泥浆
管漏气模型9、
模拟盾构机机架22按一定比例尺寸设置在模拟盾构施工隧道的对应位置，
以
上几项构成的模拟盾构施工隧道实验装置，
主要用于模拟不同部位及装置的瓦斯气体泄露
入隧道内的主体模型。
[0027] 管片漏气模型8，
是在模拟盾构施工隧道壁面分别制作的贯穿隧道壁的纵向缝隙
8-3和环向缝隙8-1，
缝隙宽度按照盾构隧道管片的技术标准为0-2mm，
模拟盾构施工隧道外
壁的纵向缝隙处罩扣半圆柱形容器8-4，
半圆柱形容器与模拟盾构施工隧道外壁密封结合，
模拟盾构施工隧道外壁的环向缝隙处罩扣环形容器8-2，
环形容器的横截面为矩形，
环形容
器与模拟盾构施工隧道外壁密封结合，
半圆柱形容器和环形容器分别通过管路与模拟气源
装置相连。
[0028] 所述泥浆管漏气模型9，
采用无缝钢管，
其直径按设定的与实物的比例制作，
无缝
钢管在隧道内的管道末端采用法兰盘封堵，
另一端与隧道外的模拟气源装置19连接。
[0029] 所述气垫仓排气模型7，
采取无缝钢管按设定的与实物的比例制作，
管路末端安装
安全阀，
模拟超压自动排气装置，
气垫仓自动排气管路在隧道外的一端与模拟气源装置连
接。
[0030] 所述刀仓排气模型6，
按设定的与实物的比例制作，
设置在隧道头部，
与隧道外模
拟气源装置19连接。
[0031] 所述盾尾刷漏气模型5，
为半圆柱管道紧贴模拟盾构施工隧道壁外侧一周并与模
拟盾构施工隧道壁拼焊而成的环形箱体，
环形箱体内的隧道壁周向均匀开设若干出流孔口
5-1，
各出流孔口非工作状态时用密封胶封堵，
实验时可根据泄露面积的比例选用开启数
量，
环形箱体正上方与模拟气源试验装置连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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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模拟通风模块，
包括通风机1、风筒18、风量调节阀15、风量测量装置16，
风机
具备压入和抽吸功能，
风筒18纵向悬挂于模拟盾构施工隧道10内，
风筒用可调支架11固定，
风筒位置通过可调支架11进行上下、
前后、左右的移动调控，
根据风筒的承压特性选择不同
材质的风筒，
风机经风量调节阀15与风量测量装置16后用风筒连接法兰17连接风筒18，
风
量调节阀与风量测量装置联合调控送风量。
以上部分联成一体构成模拟通风系统用于模拟
不同的通风组织形式，
模拟盾构施工隧道与模拟通风系统构成盾构施工隧道通风模拟实验
装置。
[0033] 所述测试模块，
包括若干气体浓度传感器（瓦斯气体）12、
风速传感器13、
温度传感
器14、若干流量传感器（瓦斯气体）19、若干压力传感器（瓦斯气体）、
数据采集仪21-1、控制
主机21-2，
风速传感器13设在盾尾刷漏气模型后方，
根据等面积法布置，
温度传感器也设在
盾尾刷漏气模型后方，
部分气体浓度传感器分别设在各模拟瓦斯气体泄漏点附近，
另一部
分气体浓度传感器布置在模拟盾构施工隧道的不同位置且不限数量，
各流量传感器与压力
传感器分别设置在模拟气源装置与各漏气/排气模型的连接管路前端，
所述气体浓度传感
器、风速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流量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的测试数据均传输到数据采集仪并
转换成数字信号进入操作主机。
[0034] 各气体浓度传感器12、
风速传感器13、
温度传感器14设置在模拟盾构施工隧道10
内如图1所示各部位、
协同压力安全监控装置4与瓦斯流量传感器19的测试模块将测试信号
线接入数据采集仪及操作主机构成测试模块。气体浓度传感器12数量不限定、根据数值模
拟结果及研究的需要设置其余测点，
主要测试模拟隧道内的瓦斯气体含量及分布特性。
[0035] 储气罐2、
气体压缩机3、压力安全监控装置4构成模拟气源装置，
主要通过调控不
同支管的控制阀门模拟不同部位瓦斯泄露以及模拟泄露速率与瓦斯气体团的压力。模拟实
验系统各部分均按照实物一定比例尺寸构建。
[0036] 本发明的实施例中，
风机1安装在远离模拟盾构施工隧道10出口的位置，
保证其吸
入空气处于正常状态，
通风机变频控制，
通过变频器与风量调节阀15以及风量测量装置调
控送风量，
通过可调支架11调控出风口在隧道内的相对位置形成不同的气流组织形式，
模
拟不同风速及气流组织形式下进入隧道内瓦斯气体的稀释规律。
[0037] 本实施例中，
模拟瓦斯气体源实验装置，
通过气体压缩机3抽吸储气罐2的模拟瓦
斯气体压缩至需要的压力送至模拟瓦斯气体输送管路20，
并通过瓦斯气体流量传感器19调
控气体流量，
将需要实验的漏气模型的启闭阀门开启，
即可模拟瓦斯气体由此处模型进入
模拟施工隧道10，
可采用二氧化碳气体作为模拟瓦斯气体。
[0038] 本实施例中，
刀仓排气模型6安装在隧道头部位置，
手动开启的单扇门，
也可设成
防爆的自动启闭风门，
实验前先打开风门，
由模拟气源实验装置模拟刀仓的气体压力及总
容量，
开启刀仓排气模型6的前端瓦斯气体流量传感器19，
即可模拟刀仓排气涌入隧道内的
情景。
[0039] 本实施例中，
模拟中根据需要，
打开盾尾密封刷漏气模型5隧道内侧的一定数量的
出流孔口，
启动模拟瓦斯气体实验装置，
接着开启盾尾密封刷漏气模型5处瓦斯流量传感器
19的阀门、调控流量，
即可启动盾尾密封刷漏气模拟实验。启动模拟瓦斯气体实验装置，
开
启气垫仓排气模型7处瓦斯流量传感器19的阀门、调整流量，
即可启动气垫仓排气模拟实
验。将管片漏气模型8的隧道内的缝隙按一定比例用密封胶封堵，
在0-100%范围内调整泄露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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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积比例，
启动模拟瓦斯气体实验装置，
接着开启管片漏气模型8处瓦斯流量传感器19的
阀门、调控流量，
即可启动管片漏气模拟实验。将泥浆管漏气模型9的泥浆管路的法兰盘做
松驰操作，
启动模拟瓦斯气体实验装置，
接着开泥浆管漏气模型9的泥浆管路处瓦斯流量传
感器19的阀门、调控流量，
即可启动泥浆管路漏气模拟实验。
[0040] 模拟盾构施工隧道抽出式通风风筒采用钢板风筒法兰连接，
压入式通风风筒采用
三防涂布风筒拉链连接，
模拟瓦斯气体输送管采用法兰连接或者焊接，
所有管路施工完成
后必须按照行业标准作试压试验及密封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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