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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软土地基瞬时扰动的试验

系统，包括模型箱，模型箱设于离心机吊篮内，模

型箱内填筑软土地基，软土地基上表面填筑上覆

堤坝模型，上覆堤坝模型顶部和斜坡上布置激光

位移传感器，软土地基内布设微型孔隙水压力传

感器、微型土压力传感器和微型十字板剪切仪，

软土地基内布设爆炸源和点火装置；本发明提供

上述试验系统的试验方法，包括软土地基和上覆

堤坝的填筑、监控设备的埋设、爆炸源和点火装

置的埋设以及起爆后的数据测试。本发明的优点

为：能够有效评价爆炸作用前后软土地基的物理

力学性质变化，评价地基的扰动性，以及爆炸作

用对于上覆堤坝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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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软土地基瞬时扰动的试验系统，包括模型箱，模型箱设于离心机吊篮内，其特征

在于：

模型箱内填筑软土地基，软土地基上表面填筑上覆堤坝模型，上覆堤坝模型顶部和斜

坡上布置激光位移传感器，软土地基内布设微型孔隙水压力传感器、微型土压力传感器和

微型十字板剪切仪分别用于监测孔隙水压力、土压力和不排水强度，激光位移传感器以及

微型孔隙水压力传感器、微型土压力传感器和微型十字板剪切仪的采集信号线连接至测试

采集系统；

软土地基内布设爆炸源和点火装置，点火装置包括电流源、继电器和控制器，电流源与

继电器相连，控制器控制继电器通断，可实现爆炸源起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软土地基瞬时扰动的试验系统，其特征在于：

微型孔隙水压力传感器和微型土压力传感器在软土地基内逐层并列布设，微型十字板

剪切仪在软土地基内逐层布设。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软土地基瞬时扰动的试验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爆

炸源采用八号瞬发电雷管，雷管布设在上覆堤坝模型中心线和堤脚线以下软土地基的浅层

内，雷管的布设高度高于微型孔隙水压力传感器和微型土压力传感器的布设高度。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软土地基瞬时扰动的试验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模型箱

呈长方体状，模型箱四周及底面采用不锈钢板焊接形成半封闭空间，模型箱四周内壁设置

三层泡沫板。

5.一种软土地基瞬时扰动的试验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根据设计的含水量混合黏土和清水，用小型搅拌机均匀混合后静止，作为软土地基

的土料；

S2)根据模型箱尺寸和软土地基的高度计算土料用量，在模型箱中填筑土料，在采样高

度处埋设微型孔隙水压力传感器和微型土压力传感器的监测设备分别测定孔隙水压力和

土压力，填筑土料至设计上覆堤坝模型中心线和堤脚线以下的土料浅层内埋设爆炸源和点

火装置，爆炸源的埋设高度高于监测设备的设计高度；

S3)软土地基填筑完成后，用微型十字板剪切仪钻进至设计深度测定软土地基不同部

位的不排水强度，并在软土地基表面填筑碎石模拟上覆堤坝，在上覆堤坝模型顶部和斜坡

布置激光位移传感器；

S4)吊装模型箱至离心机吊篮内，布置激光位移传感器探头，将微型孔隙水压力传感器

和微型土压力传感器的采集信号线连接至测试采集系统；

S5)根据设计加速度大小，逐级逐渐提升加速度，每级稳定运行一段时间，观测每级加

速度过程中的激光位移传感器探头、微型孔隙水压力传感器、微型土压力传感器的数值变

化；

S6)爆炸源起爆，观测并记录爆炸源起爆瞬时各传感器的数据值；

S7)起爆后维持设计加速度不变，运行至堤坝变形趋于稳定为止后停机，停机后详细记

录各传感器的数据值；

S8)用微型十字板剪切仪测定软土地基爆破后的不排水强度，用环刀法测定表面土料

的密度和含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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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软土地基瞬时扰动的试验系统及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岩土工程软基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软土地基瞬时扰动的试验

系统及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幅员辽阔，地质情况复杂多变。其中，软土在我国分布十分广泛，尤其在我国

沿海地区，如渤海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浙、闽沿海地区等都存在湖相或海相沉

积的软土。软土包括淤泥、淤泥质粉土、泥炭、泥炭质土等，具有松软、孔隙比高、天然含水量

高、压缩性高、强度低、渗透性小和结构灵敏等特点，它的物理力学性质极差，其分布厚度由

数米至数十米不等。

[0003] 海洋围垦工程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软土地基处理问题。针对软基处理问题，可采用

爆炸法。与其他软基处理技术相比，爆炸法处理软基技术具有施工工序简单、速度快、后期

沉降量小等特点，特别是在减小闭气土用量及施工难度、龙口保护容易两方面的优势对促

进水利围垦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爆破挤淤软基处理技术虽然在大量的

工程实践中得到应用，但其理论研究和工程设计尚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工程应用更多的

是依赖于工程经验，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工程实践。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能有效评价爆炸作用前后软土地基物理力学性质变化

的软土地基瞬时扰动的试验系统及其方法。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6] 一种软土地基瞬时扰动的试验系统，包括模型箱，模型箱设于离心机吊篮内，模型

箱内填筑软土地基，软土地基上表面填筑上覆堤坝模型，上覆堤坝模型顶部和斜坡上布置

激光位移传感器，软土地基内布设微型孔隙水压力传感器、微型土压力传感器和微型十字

板剪切仪分别用于监测孔隙水压力、土压力和不排水强度，激光位移传感器以及微型孔隙

水压力传感器、微型土压力传感器和微型十字板剪切仪的采集信号线连接至测试采集系

统；

[0007] 软土地基内布设爆炸源和点火装置，点火装置包括电流源、继电器和控制器，电流

源与继电器相连，控制器控制继电器通断，可实现爆炸源起爆。

[0008] 进一步地，微型孔隙水压力传感器和微型土压力传感器在软土地基内逐层并列布

设，微型十字板剪切仪在软土地基内逐层布设。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爆炸源采用八号瞬发电雷管，雷管布设在上覆堤坝模型中心线和

堤脚线以下软土地基的浅层内，雷管的布设高度高于微型孔隙水压力传感器和微型土压力

传感器的布设高度。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模型箱呈长方体状，模型箱四周及底面采用不锈钢板焊接形成半

封闭空间，模型箱四周内壁设置三层泡沫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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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一种软土地基瞬时扰动的试验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2] S1)根据设计的含水量混合黏土和清水，用小型搅拌机均匀混合后静止，作为软土

地基的土料；

[0013] S2)根据模型箱尺寸和软土地基的高度计算土料用量，在模型箱中填筑土料，在采

样高度处埋设微型孔隙水压力传感器和微型土压力传感器的监测设备分别测定孔隙水压

力和土压力，填筑土料至设计上覆堤坝模型中心线和堤脚线以下的土料浅层内埋设爆炸源

和点火装置，爆炸源的埋设高度高于监测设备的设计高度；

[0014] S3)软土地基填筑完成后，用微型十字板剪切仪钻进至设计深度测定软土地基不

同部位的不排水强度，并在软土地基表面填筑碎石模拟上覆堤坝，在上覆堤坝模型顶部和

斜坡布置激光位移传感器；

[0015] S4)吊装模型箱至离心机吊篮内，布置激光位移传感器探头，将微型孔隙水压力传

感器和微型土压力传感器的采集信号线连接至测试采集系统；

[0016] S5)根据设计加速度大小，逐级逐渐提升加速度，每级稳定运行一段时间，观测每

级加速度过程中的激光位移传感器探头、微型孔隙水压力传感器、微型土压力传感器的数

值变化；

[0017] S6)爆炸源起爆，观测并记录爆炸源起爆瞬时各传感器的数据值；

[0018] S7)起爆后维持设计加速度不变，运行至堤坝变形趋于稳定为止后停机，停机后详

细记录各传感器的数据值；

[0019] S8)用微型十字板剪切仪测定软土地基爆破后的不排水强度，用环刀法测定表面

土料的密度和含水量。

[0020]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0021] 本发明一种软土地基瞬时扰动的试验系统及其方法，能够实现爆炸作用下软土地

基和上覆堤坝的应力应变响应，实现针对软土地基孔隙水压力、土压力、不排水强度、密度、

含水量和堤坝变形的全面监测，能够有效评价爆炸作用前后软土地基的物理力学性质变

化，评价地基的扰动性，以及爆炸作用对于上覆堤坝的影响。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发明一种软土地基瞬时扰动的试验系统的结构布置示意图。

[0023] 图2是本发明一种软土地基瞬时扰动的试验系统的点火装置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例作进一步详细的描述。

[0025] 如图1所示，一种软土地基瞬时扰动的试验系统，包括模型箱1，模型箱1设于离心

机吊篮内，所述模型箱1呈长方体状，模型箱1四周及底面采用不锈钢板焊接形成半封闭空

间，模型箱1四周内壁设置三层泡沫板。模型箱1内填筑软土地基2，软土地基2由马来高岭土

与水按比例混合配置，逐层填筑到设计高度。软土地基2上表面填筑上覆堤坝模型3，上覆堤

坝模型3采用粒径5-10mm的均匀碎石填筑形成。上覆堤坝模型3顶部和斜坡上布置激光位移

传感器4，对瞬时扰动作用下堤坝的瞬时沉降及后续沉降进行监测。软土地基2内布设微型

孔隙水压力传感器5、微型土压力传感器6和微型十字板剪切仪7；微型孔隙水压力传感器5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10374144 A

4



对瞬时扰动下软土地基2的孔隙水压力进行监测，以获得孔压的增长及消散规律，孔压为水

平压力；微型土压力传感器6监测对瞬时扰动下软土地基2的土压力进行监测；微型十字板

剪切仪7对爆炸前后软土地基2的不排水强度进行监测。软土地基2内还布设密度和含水量

监测点9，采用《土工试验规程》(SL237-1999)环刀法的要求进行测定。激光位移传感器4以

及微型孔隙水压力传感器5、微型土压力传感器6和微型十字板剪切仪7的采集信号线连接

至测试采集系统；微型孔隙水压力传感器5和微型土压力传感器6在软土地基2内逐层并列

布设，微型十字板剪切仪7在软土地基2内逐层布设。

[0026] 软土地基2内布设爆炸源和点火装置8，如图2所示，点火装置包括电流源81、继电

器82和控制器83，电流源81与继电器82相连，控制器83控制继电器82通断，可实现爆炸源起

爆；所述爆炸源采用八号瞬发电雷管，雷管布设在上覆堤坝模型3中心线和堤脚线以下软土

地基2的浅层内，雷管的布设高度高于微型孔隙水压力传感器5和微型土压力传感器6的布

设高度。

[0027] 一种软土地基瞬时扰动的试验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8] S1)根据设计的土料含水量40％混合马来高岭土和清水，用小型搅拌机均匀混合

后静止2小时，作为软土地基2的土料；

[0029] S2)根据模型箱1尺寸(1.0m×1.0m×1.0m)和软土地基2的高度(50cm)计算土料用

量，在模型箱1中填筑土料，在距离模型箱1底面320cm、370cm、420cm处采取土料采用环刀法

测定含水量和密度，在土料内逐层埋设微型孔隙水压力传感器5和微型土压力传感器6的监

测设备分别测定孔隙水压力和土压力，填筑土料至设计上覆堤坝模型3中心线和堤脚线以

下80cm的土料浅层内埋设爆炸源和点火装置8，爆炸源的埋设高度高于监测设备的设计高

度；

[0030] S3)软土地基2填筑完成后，用微型十字板剪切仪7钻进至距离模型箱1底面320cm、

370cm、420cm处测定软土地基2不同部位的不排水强度，并在软土地基2表面填筑碎石模拟

上覆堤坝，在上覆堤坝模型3顶部和斜坡布置激光位移传感器4；

[0031] S4)吊装模型箱1至离心机吊篮内，布置激光位移传感器4探头，将微型孔隙水压力

传感器5和微型土压力传感器6的采集信号线连接至测试采集系统；

[0032] S5)根据设计加速度大小，逐级逐渐提升加速度，共4级，每级稳定运行时间为

10min，观测相应加速度过程中的激光位移传感器4探头、微型孔隙水压力传感器5、微型土

压力传感器6的数值变化；

[0033] S6)爆炸源起爆，观测并记录爆炸源起爆瞬时各传感器的数据值；

[0034] S7)起爆后维持设计加速度不变，运行至堤坝变形趋于稳定为止后停机，停机后详

细记录各传感器的数据值；

[0035] S8)用微型十字板剪切仪7测定软土地基2爆破后的不排水强度，用环刀法测定表

面土料的密度和含水量。

[0036] 完成上述步骤后，通过origin绘制孔隙水压力、土压力、不排水强度、含水量和密

度的时间序列，通过各信息量的时间序列曲线全面描述瞬间爆炸对软土地基的扰动和上覆

堤坝沉降的影响。

[0037]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视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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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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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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