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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松散体渗透注浆模拟试

验装置。注浆系统包括注浆泵、储浆罐以及注浆

管路，注浆泵将储浆罐中的浆液输送至围压加载

系统；围压加载系统包括双胶套围压加载器和手

动围压泵，外部水囊胶套与围压泵连接，提供围

压环境，内部瓣膜胶套包裹松散介质；监测系统

包括监测主机、泵压传感器、注浆口压力传感器、

围压传感器和电阻率感应元件。本发明通过瓣膜

胶套包裹松散体，借助水囊胶套对松散体加压模

拟地应力环境；调节恒压围压泵和注浆泵压力使

围压大于注浆压力，能够模拟松散体渗透注浆过

程；注浆结束后，瓣膜胶套包裹的固结松散体能

够完整取出进行研究；本发明的方法操作方便、

得到的试验结果对实际工程设计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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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松散体渗透注浆模拟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注浆系统、围压加载系统和监

测系统，

所述围压加载系统包括恒压围压泵(2)和双胶套围压加载器(1)，所述双胶套围压加载

器(1)包括柱筒(20)、设在柱筒(20)注浆口一端的紧固螺母Ⅰ(17a)、设在柱筒(20)出浆口一

端的紧固螺母Ⅱ(17b)，所述柱筒(20)中设有瓣膜胶套(22)，瓣膜胶套(22)外壁与柱筒(20)

内壁之间环绕设有水囊胶套(21)，所述紧固螺母Ⅰ(17a)和紧固螺母Ⅱ(17b)从两端旋入柱

筒(20)中且端部分别顶住水囊胶套(21)，水囊胶套(21)两端的端翼(21a)分别置于紧固螺

母Ⅰ(17a)、紧固螺母Ⅱ(17b)端部的弧形卡槽中，一注浆口螺杆(18)从双胶套围压加载器

(1)的注浆口一端沿轴线旋入紧固螺母Ⅰ(17a)中，且注浆口螺杆(18)中心设有注浆通道

(18a)，一出浆口螺杆(19)从双胶套围压加载器(1)的出浆口一端沿轴线旋入紧固螺母Ⅱ

(17a)中，且出浆口螺杆(19)中与其轴线平行设有多个出浆通道(19a)，所述注浆口螺杆

(18)和出浆口螺杆(19)的外径皆与瓣膜胶套(22)的外径相同，所述水囊胶套为双层空心圆

筒结构，且双层空心圆筒中部设有水孔(23)，恒压围压泵(2)的出口通过围压管路(4)连接

至水孔(23)；

所述注浆系统包括储浆罐(7)，储浆罐(7)与双胶套围压加载器(1)的注浆口螺杆(18)

之间通过注浆管路(9)连接，且注浆管路(9)上设有注浆泵(6)，储浆罐(7)中设有搅拌机

(8)；

所述监测系统包括监测主机(10)、泵压传感器(11)、注浆口压力传感器(12)、围压传感

器(13)和多个电阻率感应元件(14)，所述泵压传感器(11)设在注浆泵(6)出口处，注浆口压

力传感器(12)设在双胶套围压加载器(1)的注浆口处，围压传感器(13)设在恒压围压泵(2)

的出口，多个电阻率感应元件(14)沿瓣膜胶套(22)的长度方向均布在瓣膜胶套(22)内壁

面，依次间隔80mm，泵压传感器(11)、注浆口压力传感器(12)、围压传感器(13)分别与监测

主机(10)通过数据传输线路(16)电连接，且电阻率感应元件(14)通过电阻率传输线路(15)

连接至监测主机(1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松散体渗透注浆模拟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瓣膜胶套

(22)由对称设置的两个半筒套组成，所述半筒套通过环向密封圆弧(24)和径向密封圆弧

(25)拼接到一起。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松散体渗透注浆模拟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瓣膜胶套(22)的

长度小于水囊胶套(21)的长度，注浆口螺杆(18)长度大于紧固螺母Ⅰ(17a)的长度，出浆口

螺杆(19)的长度大于紧固螺母Ⅱ(17b)的长度。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松散体渗透注浆模拟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水囊胶套(21)内

径尺寸为Φ120mm×230mm，瓣膜胶套(22)外径尺寸为Φ120mm×200m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松散体渗透注浆模拟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囊胶套

(21)为圆筒形，其端翼(21a)为5mm厚、15mm宽的实体胶。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松散体渗透注浆模拟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瓣膜胶套

(22)的外径与水囊胶套(21)内径相同，且瓣膜胶套(22)的厚度为5m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松散体渗透注浆模拟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电阻率感应元件

(14)通过埋置在瓣膜胶套(22)内壁中的柔性电流传输线(26)连接至电阻率传输线路(15)。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松散体渗透注浆模拟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注浆泵(6)为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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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恒流泵，恒压稳压范围为0～6MPa，恒流稳流范围为0～600ml/min；恒压围压泵(2)稳压范

围0～25MPa。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松散体渗透注浆模拟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围压管路(4)上

设有手动开关阀(5)。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松散体渗透注浆模拟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柱筒(20)的内

径尺寸为Φ150mm×300mm，壁厚2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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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松散体渗透注浆模拟试验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松散体渗透注浆模拟试验装置，适用于实验室模拟松散体渗透注

浆。

背景技术

[0002] 松散体渗透注浆加固是岩土工程中常见的问题，注浆过程中浆液扩散规律和注浆

加固后松散体力学性能是松散体注浆加固实践的关键。现场施工过程中，松散体多是在一

定的地应力场中，尤其是深部岩土工程，因此，实现松散体注浆试验实验室模拟，对实际松

散体注浆工程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0003] 但是，现有的实验室松散体注浆模拟试验装置多采用填充注浆试验，不能重现地

应力环境，注浆固结后的松散体固结形态分析过程也很困难。如中国专利CN105527384A公

开的一种注浆模拟试验装置及其试验方法，其存在无法施加地应力、浆液扩散过程监测困

难且不方便取出注浆加固松散体的问题。因此如何真实再现现场地应力环境，实现浆液示

踪和方便注浆固结后的松散体固结形态分析，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能够真实模拟渗透注浆

加固松散体应力状态，可以实现浆液示踪并方便注浆固结后的松散体整体取出进行浆液扩

散规律和强度分析的松散体渗透注浆模拟试验装置。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松散体渗透注浆模拟试验装置，

包括注浆系统、围压加载系统和监测系统，

[0006] 所述围压加载系统包括恒压围压泵和双胶套围压加载器，所述双胶套围压加载器

包括柱筒、设在柱筒注浆口一端的紧固螺母Ⅰ、设在柱筒出浆口一端的紧固螺母Ⅱ，所述柱

筒中设有瓣膜胶套，瓣膜胶套外壁与柱筒内壁之间环绕设有水囊胶套，所述紧固螺母Ⅰ和紧

固螺母Ⅱ从两端旋入柱筒中且端部分别顶住水囊胶套，水囊胶套两端的端翼分别置于紧固

螺母Ⅰ、紧固螺母Ⅱ端部的弧形卡槽中，一注浆口螺杆从双胶套围压加载器的注浆口一端沿

轴线旋入紧固螺母Ⅰ中，且注浆口螺杆中心设有注浆通道，一出浆口螺杆从双胶套围压加载

器的出浆口一端沿轴线旋入紧固螺母Ⅱ中，且出浆口螺杆中与其轴线平行设有多个出浆通

道，所述注浆口螺杆和出浆口螺杆的外径皆与瓣膜胶套的外径相同，所述水囊胶套为双层

空心圆筒结构，且双层空心圆筒中部设有水孔，恒压围压泵的出口通过围压管路连接至水

孔；

[0007] 所述注浆系统包括储浆罐，储浆罐与双胶套围压加载器的注浆口螺杆之间通过注

浆管路连接，且注浆管路上设有注浆泵，储浆罐中设有搅拌机；

[0008] 所述监测系统包括监测主机、泵压传感器、注浆口压力传感器、围压传感器和多个

电阻率感应元件，所述泵压传感器设在注浆泵出口处，注浆口压力传感器设在双胶套围压

加载器的注浆口处，围压传感器设在恒压围压泵的出口，多个电阻率感应元件沿瓣膜胶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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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度方向均布在瓣膜胶套内壁面，依次间隔80mm，泵压传感器、注浆口压力传感器、围压

传感器分别与监测主机通过数据传输线路电连接，且电阻率感应元件通过电阻率传输线路

连接至监测主机。

[0009] 优选的，所述瓣膜胶套由对称设置的两个半筒套组成，所述半筒套通过环向密封

圆弧和径向密封圆弧拼接到一起。半筒套的接缝采用双圆弧结构，在围压作用下实现密封，

能够避免渗流通道的产生，瓣膜胶套被压缩变形，能够消除形成的固结松散体与瓣膜胶套

内壁面接触位置的边界效应。

[0010] 优选的，瓣膜胶套的长度小于水囊胶套的长度，注浆口螺杆长度大于紧固螺母Ⅰ的

长度，出浆口螺杆的长度大于紧固螺母Ⅱ的长度，能够借助水囊胶套的压力实现更好的密

封。

[0011] 优选的，水囊胶套内径尺寸为Φ120mm×230mm，瓣膜胶套外径尺寸为Φ120mm×

200mm。

[0012] 优选的，所述水囊胶套为圆筒形，其端翼为5mm厚、15mm宽的实体胶。

[0013] 优选的，所述瓣膜胶套的外径与水囊胶套内径相同，且瓣膜胶套的厚度为5mm。

[0014] 优选的，电阻率感应元件通过埋置在瓣膜胶套内壁中的柔性电流传输线连接至电

阻率传输线路。电阻率监测时，各电阻率感应元件监测依次替换，确保形成单一通道电流。

[0015] 优选的，注浆泵为恒压恒流泵，能够实现恒压、恒流两种注浆模式，恒压稳压范围

为0～6MPa，恒流稳流范围为0～600ml/min；恒压围压泵稳压范围0～25MPa，可以提供0～

25MPa的恒定围压。

[0016] 进一步的，围压管路上设有手动开关阀。手动开关阀在注浆过程中关闭，注浆结束

后开启泄压，从而可以模拟深部散体应力环境，能够满足围压大于注浆压力，确保模拟试验

为渗透注浆。

[0017] 优选的，柱筒的内径尺寸为Φ150mm×300mm，壁厚20mm。能够确保固结松散体可以

满足沿着径向取Φ50mm×100mm标准岩样进行力学分析的要求，又能尽量缩小尺寸，简化试

验难度。

[0018] 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发明具有如下优势：

[0019] (1)本发明采用高压水提供围压，加压稳定，成本低，水囊胶套可以将加压流体与

注浆流体彻底隔绝，操作简单，稳定性好。

[0020] (2)采用瓣膜胶套预包裹松散体，消除了边界效应，在围压紧固和注浆固结的作用

下，松散体和瓣膜胶套形成一个整体，注浆完成后能够取出完整注浆试件，对渗透注浆效果

的强度分析十分有利。

[0021] (3)本发明实现了模拟松散体在围压条件下渗透注浆，恒压围压泵通过水孔向水

囊胶套中注入高压水提供围压，其提供的围压大于注浆压力；瓣膜胶套借助围压紧密包裹

松散体，在围压大于注浆压力的条件下，确保松散体注浆为渗透注浆，避免了压密注浆和劈

裂注浆等注浆方式对注浆效果的影响。本发明的方法操作方便、能够真实模拟松散体渗透

注浆加固松散体、得到的试验结果对实际工程设计具有指导意义。

[0022] (4)本发明瓣膜胶套内表面布置对称的电阻率感应元件，能够获得松散试件沿着

直径方向上电阻值的实时变化规律，通过不同位置电阻值的变化表征浆液在不同时刻的渗

透位置，实现了对渗透注浆扩散过程的动态示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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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松散体渗透注浆模拟试验装置整体示意图；

[0024] 图2是双胶套围压加载器剖面图；

[0025] 图3是瓣膜胶套圆弧形密封结构示意图；

[0026] 图4是埋置柔性电流传输线的示意图；

[0027] 图中：1、双胶套围压加载器；2、恒压围压泵；3、高压水源；4、围压管路；5、手动开关

阀；6、注浆泵；7、储浆罐；8、搅拌机；9、注浆管；10、监测主机；11、泵压传感器；12、注浆口压

力传感器；13、围压传感器；14、电阻率感应元件；15、电阻率传输线路；16、数据传输线路；

17a、紧固螺母Ⅰ；17b、紧固螺母Ⅱ；18、注浆口螺杆；18a.注浆通道，19、出浆口螺杆；19a.出

浆通道；20、柱筒；21、水囊胶套；21a、端翼；22、瓣膜胶套；23、水孔；24、环向密封圆弧；25、径

向密封圆弧；26、柔性电流传输线；27、固结松散体。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9] 如图所示，一种松散体渗透注浆模拟试验装置，包括注浆系统、围压加载系统和监

测系统，

[0030] 所述围压加载系统包括恒压围压泵2和双胶套围压加载器1，所述双胶套围压加载

器1包括柱筒20、设在柱筒20注浆口一端的紧固螺母Ⅰ17a、设在柱筒20出浆口一端的紧固螺

母Ⅱ17b，所述柱筒20中设有瓣膜胶套22，瓣膜胶套22外壁与柱筒20内壁之间环绕设有水囊

胶套21，所述紧固螺母Ⅰ17a和紧固螺母Ⅱ17b从两端旋入柱筒20中且端部分别顶住水囊胶

套21，水囊胶套21两端的端翼21a分别置于紧固螺母Ⅰ17a、紧固螺母Ⅱ17b端部的弧形卡槽

中，从而使水囊胶套21的固定更加稳固，一注浆口螺杆18从双胶套围压加载器1的注浆口一

端沿轴线旋入紧固螺母Ⅰ17a中，且注浆口螺杆18中心设有注浆通道18a，一出浆口螺杆19从

双胶套围压加载器1的出浆口一端沿轴线旋入紧固螺母Ⅱ17a中，且出浆口螺杆19中与其轴

线平行设有多个出浆通道19a，所述注浆口螺杆18和出浆口螺杆19的外径皆与瓣膜胶套22

的外径相同，所述水囊胶套21为双层空心圆筒，且双层空心圆筒中部设有水孔23，恒压围压

泵2的出口通过围压管路4连接至水孔23，恒压围压泵2通过水孔23向水囊胶套21中注入高

压水提供围压，其提供的围压大于注浆压力，确保注浆为渗透注浆，瓣膜胶套22借助围压紧

密包裹松散体；

[0031] 所述注浆系统包括储浆罐7，储浆罐7与双胶套围压加载器1的注浆口螺杆18之间

通过注浆管路9连接，且注浆管路9上设有注浆泵6，储浆罐7中设有搅拌机8，注浆泵6将储浆

罐7中的浆液通过注浆管路9输送到双胶套围压加载器1中心的空间内；

[0032] 所述监测系统包括监测主机10、泵压传感器11、注浆口压力传感器12、围压传感器

13和多个电阻率感应元件14，所述泵压传感器11设在注浆泵6出口处，注浆口压力传感器12

设在双胶套围压加载器1的注浆口处，围压传感器13设在恒压围压泵2的出口，多个电阻率

感应元件14沿瓣膜胶套22的长度方向均布在瓣膜胶套22内壁面，依次间隔80mm，泵压传感

器11、注浆口压力传感器12、围压传感器13分别与监测主机10通过数据传输线路16电连接，

且电阻率感应元件14通过电阻率传输线路15连接至监测主机10，泵压传感器11、注浆口压

力传感器12和围压传感器13分别检测注浆泵6出口压力、双胶套围压加载器1入口压力和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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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围压泵2出口压力，多个电阻率感应元件14沿长度方向均布在瓣膜胶套22内壁面且与松

散体贴合，可以检测浆液渗流过程中松散体的不同位置处的电阻率变化，并通过电阻率传

输线路15实时传至监测主机10，从而确定浆液扩散过程。上述泵压传感器11、注浆口压力传

感器12和围压传感器13均可以采用扩散硅压力变送器。

[0033] 优选的，所述瓣膜胶套22由对称设置的两个半筒套组成，所述半筒套通过环向密

封圆弧24和径向密封圆弧25拼接到一起。半筒套的接缝采用双圆弧结构，在围压作用下实

现密封，能够避免渗流通道的产生，瓣膜胶套22被压缩变形，能够消除形成的固结松散体27

与瓣膜胶套22内壁面接触位置的边界效应。

[0034] 优选的，瓣膜胶套22的长度小于水囊胶套21的长度，注浆口螺杆18长度大于紧固

螺母Ⅰ17a的长度，出浆口螺杆19的长度大于紧固螺母Ⅱ17b的长度，能够借助水囊胶套21的

压力实现更好的密封。

[0035] 优选的，水囊胶套21内径尺寸为Φ120mm×230mm，瓣膜胶套22外径尺寸为Φ120mm

×200mm。

[0036] 优选的，所述水囊胶套21为圆筒形，其端翼21a为5mm厚、15mm宽的实体胶。

[0037] 优选的，所述瓣膜胶套22的外径与水囊胶套21内径相同，且瓣膜胶套22的厚度为

5mm。

[0038] 优选的，电阻率感应元件14通过埋置在瓣膜胶套22内壁中的柔性电流传输线26连

接至电阻率传输线路15。电阻率监测时，各电阻率感应元件14监测依次替换，确保形成单一

通道电流。

[0039] 优选的，注浆泵6为恒压恒流泵，能够实现恒压、恒流两种注浆模式，恒压稳压范围

为0～6MPa，恒流稳流范围为0～600ml/min；恒压围压泵2稳压范围0～25MPa，可以提供0～

25MPa的恒定围压。

[0040] 进一步的，围压管路4上设有手动开关阀5。注浆过程中关闭，注浆结束后开启泄

压，从而可以模拟深部散体应力环境，能够满足围压大于注浆压力，确保模拟试验为渗透注

浆。

[0041] 优选的，注浆管9内径12mm，较大的内径能够进行颗粒型浆液注浆而不发生堵管。

[0042] 优选的，柱筒20的内径尺寸为Φ150mm×300mm，壁厚20mm。能够确保固结松散体27

可以满足沿着径向取Φ50mm×100mm标准岩样进行力学分析的要求，又能尽量缩小尺寸，简

化试验难度。

[0043] 利用上述装置进行的松散体渗透注浆模拟试验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4] (1)松散体充填、加压：固定出浆口螺杆19，将双胶套围压加载器1竖直放置使出浆

口螺杆19与地面贴合，在组成瓣膜胶套22的半筒套环向密封圆弧24和径向密封圆弧25上涂

抹凡士林用于加强密封效果，将瓣膜胶套22缓慢放入双胶套围压加载器1内部，使其外壁与

水囊胶套21内壁贴合；将现场取样的松散体缓缓放入瓣膜胶套22内部至与瓣膜胶套22的顶

部平齐，拧紧注浆口螺杆18；现场实测垂直地应力为10MPa，启动恒压围压泵2，恒压围压泵2

将高压水源3中的水泵出并通过围压管路4输入水囊胶套21中，根据现场地应力水平施加围

压σ1＝10MPa，稳压10min；

[0045] (2)调试监测：启动监测主机10，确保监测主机10能够获得泵压传感器11、注浆口

压力传感器12、围压传感器13和电阻率感应元件14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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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3)设置注浆参数：将制备超细水泥浆液(水灰比1:1，超细水泥为1250目)的浆液

倒入储浆罐7内，开启搅拌机8持续搅拌；启动注浆泵6，按照现场注浆压力1MPa设置注浆泵6

的压力P＝1MPa，恒压围压泵2的压力σ1与注浆泵6的压力P需要满足公式一的关系：

[0047] σ1-P>1MPa公式一

[0048] 才能确保双胶套围压加载器1密封安全，注浆过程为渗透注浆，本次实施例中σ1＝

10MPa，P＝1MPa，是满足渗透注浆要求的。

[0049] (4)注浆：开启注浆泵6，并同时启动监测主机10开始监测，通过泵压传感器11获得

注浆结束过程中注浆泵6出口压力、通过注浆口压力传感器12获得双胶套围压加载器1的入

口处压力、通过围压传感器13获得恒压围压泵2的出口压力、通过各个电阻率感应元件14获

得不同位置的松散体电阻变化。

[0050] (5)停止注浆：对于孔隙率较大的压实松散体，当浆液在从出浆口流出时刻为停止

注浆时刻；对于粒径较小、孔隙率较小的压实松散体，浆液扩散距离有限，当电阻率感应元

件14获得的电阻率值稳定不变后为停止注浆时刻，此时先停注浆泵6，静置5min，然后停止

恒压围压泵2，开启手动开关阀5泄压、放出高压水。

[0051] (6)取样分析：完全泄压后，将瓣膜胶套22包裹的固结松散体27取出，待浆液完全

固结后将瓣膜胶套22轻轻取下，固结松散体27加固形成一个140mm左右高的类圆柱体，对固

结松散体27进行扩散形式、标准岩样强度分析；取Φ50mm×100mm标准岩样进行单轴压缩试

验，最终确定单轴压缩强度为2.98MPa，弹性模量为239.09MPa。

[0052] (7)清洗：清洗储浆罐7、搅拌机8，洗净的储浆罐7中倒入清水(化学浆倒入溶解

剂)，用注浆泵6抽注两次，并清洗注浆泵6和注浆管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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