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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模拟土体柱孔扩张的试

验装置及试验方法。该装置包括模型箱、门型支

架、挤土装置、高速摄像机、围压装置和数据采集

装置；所述模型箱为长方体结构，它的一个短边

侧面采用钢化玻璃板制作，高速摄像机正对该透

明玻璃面，所述门型支架立于模型箱短边方向的

两侧，所述挤土装置包括辊轴组件、挂布、曲柄摇

手和盖板；围压装置设置在与模型箱透明玻璃相

对应的另一侧，所述围压装置包括气囊、加载板、

隔板和真空泵；所述数据采集装置包括测力传感

器、孔隙水压力计和土压力盒。本发明实现了对

挤土效应的同步动态测试，克服了以往只能通过

理论分析来研究土体柱孔扩张的不足。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5页  附图4页

CN 109974593 A

2019.07.05

CN
 1
09
97
45
93
 A



1.一种模拟土体柱孔扩张的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模型箱、门型支架、挤土装置、

高速摄像机、围压装置和数据采集装置；

所述模型箱为长方体结构，它的一个短边侧面采用钢化玻璃板制作，高速摄像机正对

该透明玻璃面，所述模型箱的箱顶短边方向设置有第一外伸板，长边方向等间距布置有两

个第二外伸板；

所述门型支架立于模型箱短边方向的两侧，门型支架由横梁和两根立柱组成，立柱底

部固定于地面；

所述挤土装置包括辊轴组件、挂布、曲柄摇手和盖板；其中辊轴组件由四组辊轴组成，

分别为第一辊轴、第二辊轴、第三辊轴、第四辊轴，第一辊轴、第二辊轴、第三辊轴的两端固

定在门型支架横梁上，其中辊轴直径与轴承相匹配；第四辊轴沿模型箱的对称轴设置在模

型箱的顶部，第四辊轴的两端通过轴承置于第一外伸板上，并在模型箱透明玻璃一侧与曲

柄摇手连接；所述挂布缠绕并悬挂于辊轴组件上，其中一套挂布连接第二辊轴和第四辊轴，

另一套连接第一辊轴和第三辊轴；预先将缠绕在第二辊轴上的橡胶模黏结在第四辊轴上，

第一辊轴和第三辊轴上的橡胶模在第四辊轴下方黏结在一起，两套挂布在第四辊轴下方贴

合，中间涂抹减阻剂；所述盖板位于模型箱顶部，由固定板和滑动板组成，盖板以第四辊轴

为对称轴左右对称布置，在模型箱短边上设置了滑槽，滑动板沿该滑槽进行滑动，固定板和

滑槽固定在第一外伸板和第二外伸板上；通过设置盖板，防止在挤土过程中土体向上隆起；

围压装置设置在与模型箱透明玻璃相对应的另一侧，所述围压装置包括气囊、加载板、

隔板和真空泵；在模型箱侧面设有一个空腔，该空腔由加载板、上部隔板和模型箱的侧壁围

成，气囊内置于该空腔中，并通过气囊管与外部真空泵连接；加载板位于气囊一侧，竖直立

于模型箱内部，加载板高度与模型箱高度一致；加载板将模型箱与围压装置分隔开；

所述数据采集装置包括测力传感器、孔隙水压力计和土压力盒；两个测力传感器分别

设置在固定第四辊轴的轴承的上方，孔隙水压力计和土压力盒均匀设置在土体内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拟土体柱孔扩张的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辊轴、

第二辊轴、第三辊轴通过T型轴承支承于模型箱上方的门型支架横梁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拟土体柱孔扩张的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挂布为橡胶

膜。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模拟土体柱孔扩张的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橡胶膜的端

部设有挡环，橡胶模幅宽为模型箱长边的四分之三，缠绕在第四辊轴的橡胶模的一端紧贴

模型箱透明箱壁，另一端在辊轴上固定挡环。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拟土体柱孔扩张的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减阻剂为石墨

粉、润滑油或润滑脂中的一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拟土体柱孔扩张的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加载板距离

模型箱不透明一端的距离为模型箱长边的四分之一。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拟土体柱孔扩张的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滑槽和固定板通

过螺栓固定在第一外伸板和第二外伸板上；所述滑动板紧贴第四辊轴位于固定板的内侧，

固定板紧靠滑动板，其中，滑动板比固定板高2mm，滑动板两端与滑槽上滑轮固定，通过滑轮

带动滑动板在滑槽里滚动。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拟土体柱孔扩张的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隔板与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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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的顶部齐平，并在其下表面与箱壁交界的四个角点处以及箱底紧靠加载板处分别焊接一

个挡块；上部四个挡块和隔板上均预留螺孔，通过螺栓使两者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拟土体柱孔扩张的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测力传感器卡设

于第四辊轴两端的轴承内，顶部设置一字角码；将无头螺栓穿过一字角码和第一外伸板的

栓孔，紧固轴承和测力传感器；孔隙水压力计和土压力盒埋在土里，位置随实验人员需要测

量的数据数量而定。

10.一种模拟土体柱孔扩张的试验方法，采用权利要求1~9任一项所述的模拟土体柱孔

扩张的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①  在模型箱内安装围压装置，并在箱壁预留气囊管路孔口，将气囊与真空泵连接；

②  在模型箱内分层填筑模型土，并分层夯实，同时埋设孔隙水压力计和土压力盒，且

每隔相同厚度均匀铺设示踪粒子；当填土接近箱顶时，利用螺栓将第四辊轴固定于外伸板

上，之后继续填土至箱顶；

③  将第一辊轴、第二辊轴、第三辊轴分别套设于模型箱上方的门式支架横梁上，并在

第二辊轴和第四辊轴、第一辊轴和第三辊轴之间缠绕橡胶膜，形成“挂布”；其中，第一辊轴、

第三辊轴之间的挂布与第二辊轴、第四辊轴之间的挂布在下端密贴，形成双层结构，中间涂

抹减阻剂，接着安装盖板；

④  采用真空泵对气囊充气，推动加载板挤压土体，施加侧向压力；接着转动曲柄摇手，

每个辊轴外侧缠绕若干圈橡胶模，通过转动曲柄摇手，使第四辊轴转动，带动第四辊轴缠绕

挂布；同时带动第二辊轴上的橡胶模使第四辊轴的橡胶膜越来越多，第四辊轴的半径会越

来越大，随着缠绕半径的增加实现不同围压条件下土体圆柱形动态扩张过程；

⑤  利用数据采集装置记录土体扩张过程中各传感器数据，并利用高速摄像机对土体

内部的示踪粒子进行拍摄追踪，获取其运动轨迹，利用图像分析软件得到粒子的移动距离

和速度。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9974593 A

3



一种模拟土体柱孔扩张的试验装置及试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模拟土体柱孔扩张的试验装置及试验方法，属于岩土工程技术领

域。

背景技术

[0002] 小孔扩张理论源于弹性无限体受均布压力作用的问题，主要研究圆柱形或球形孔

的扩张和收缩所引起的应力、孔隙水压力和位移变化。由于小孔扩张理论提供了许多解决

复杂岩土力学问题的简单、实用的方法，在岩土工程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诸如原位旁压试

验，隧道开挖、锚杆支护、井筒沉桩和桩基承载力等问题。尽管基于各种岩土本构模型的小

孔扩张理论已开展了大量的解析和数值分析，但目前试验研究水平尚不尽人意。由于岩土

材料特性的不确定性和力学行为的复杂性，尤其对于复杂地层条件，有必要从试验角度对

小孔扩张理论加以研究，以验证理论推导或数值模拟的正确性。

[0003] 目前，有关土体柱孔扩张的研究主要借助于理论分析。中国发明专利“一种高压水

平旋喷施工引起土体变形的确定方法”（CN201410228453.X）和“一种高压垂直旋喷施工引

起土体变形的确定方法”（CN201410228870.4），基于半无限平面内圆孔受均布力作用的复

变函数解答和全无限域的柱形及球形圆孔扩张理论，确定了高压水平和竖直旋喷桩引起的

土体位移计算方法。然而，土体在扩张挤压过程中往往发生扰动、重塑，结构破坏或超孔隙

水压力等现象，土体性质将发生改变，加之纯粹的理论分析难于求解复杂地层情况。因此，

有必要设计一种模拟土体柱孔扩张的实验装置，能实现现场复杂地质条件，以便解释土体

位移规律、孔压增长消散及破坏特性等现象。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模拟土体柱孔扩张的试验装置及试验方法，实现了对挤土效

应的同步动态测试，克服了以往只能通过理论分析来研究土体柱孔扩张的不足。

[0005] 本发明通过设置门型支架，实现土体柱形动态扩张的精确模拟；使用围压装置为

模拟不同深度处土体柱形扩张提供了真实的应力环境；利用数据采集装置记录土体扩张过

程中各传感器数据，并利用高速摄像机对土体内部的示踪粒子进行拍摄追踪，获取其运动

轨迹，利用图像分析软件得到粒子的移动距离和速度，可对土体位移进行整体量测。

[000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模拟土体柱孔扩张的试验装置，包括模型箱、门型支架、挤土装

置、高速摄像机、围压装置和数据采集装置；

所述模型箱为长方体结构，它的一个短边侧面采用钢化玻璃板制作，高速摄像机正对

该透明玻璃面，模型箱的短边长度须满足消除箱壁对土体柱孔扩张的影响；所述模型箱的

箱顶短边方向设置有第一外伸板，长边方向等间距布置有两个第二外伸板；

所述门型支架立于模型箱短边方向的两侧，门型支架由横梁和两根立柱组成，立柱底

部固定于地面；

所述挤土装置包括辊轴组件、挂布、曲柄摇手和盖板；其中辊轴组件由四组辊轴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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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第一辊轴、第二辊轴、第三辊轴、第四辊轴，第一辊轴、第二辊轴、第三辊轴通过T型轴

承支承于模型箱上方的门型支架横梁上，其中辊轴直径与轴承相匹配；第四辊轴沿模型箱

的对称轴设置在模型箱的顶部，第四辊轴的两端通过轴承置于第一外伸板上，并在模型箱

透明玻璃一侧与曲柄摇手连接；所述挂布数量为两套，缠绕并悬挂于辊轴组件上，其中一套

挂布连接第二辊轴和第四辊轴，另一套连接第一辊轴和第三辊轴；预先将缠绕在第二辊轴

上的橡胶模黏结在第四辊轴上，第一辊轴和第三辊轴上的橡胶模在第四辊轴下方黏结在一

起，两套挂布在第四辊轴下方贴合，中间涂抹减阻剂；减阻剂可选择石墨粉、润滑油（脂）等；

所述盖板位于模型箱顶部，由固定板和滑动板组成，盖板以第四辊轴为对称轴左右对称布

置，在模型箱短边上设置了滑槽，滑动板沿该滑槽进行滑动，固定板和滑槽固定在第一外伸

板和第二外伸板上；通过设置盖板，防止在挤土过程中土体向上隆起；

围压装置设置在与模型箱透明玻璃相对应的另一侧，所述围压装置包括气囊、加载板、

隔板和真空泵；在模型箱侧面设有一个空腔，该空腔由加载板、上部隔板和模型箱的侧壁围

成，气囊内置于该空腔中，并通过气囊管与外部真空泵连接；加载板位于气囊一侧，竖直立

于模型箱内部，加载板高度与模型箱高度一致；加载板将模型箱与围压装置分隔开；

所述数据采集装置包括测力传感器、孔隙水压力计和土压力盒；两个测力传感器分别

设置在固定第四辊轴的轴承的上方，孔隙水压力计和土压力盒均匀设置在土体内部。

[0007]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辊轴、第二辊轴、第三辊轴通过T型轴承支承于模型箱上方的

门型支架横梁上。

[0008] 进一步地，所述挂布为橡胶膜，所述橡胶膜的端部设有挡环，橡胶模幅宽为模型箱

长边的四分之三，缠绕在第四辊轴的橡胶模的一端紧贴模型箱透明箱壁，另一端在辊轴上

固定挡环。在第四辊轴的辊面端部设有挡环，避免围压装置挤压挂布。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加载板距离模型箱不透明一端的距离为模型箱长边的四分之一。

[0010] 进一步地，滑槽和固定板通过螺栓固定在第一外伸板和第二外伸板上；所述滑动

板紧贴第四辊轴位于固定板的内侧，固定板紧靠滑动板，其中，滑动板比固定板高2mm，滑动

板两端与滑槽上滑轮固定，通过滑轮带动滑动板在滑槽里滚动。

[0011] 进一步地，所述隔板与模型箱的顶部齐平，并在其下表面与箱壁交界的四个角点

处以及箱底紧靠加载板处分别焊接一个挡块；上部四个挡块和隔板上均预留螺孔，通过螺

栓使两者连接。

[0012] 进一步地，测力传感器卡设于第四辊轴两端的轴承内，顶部设置一字角码；将无头

螺栓穿过一字角码和第一外伸板的螺栓孔，紧固轴承和测力传感器。

[0013] 进一步地，孔隙水压力计和土压力盒埋在土里，位置随实验人员需要测量的数据

数量而定。

[0014] 本发明试验装置的操作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①  在模型箱内安装围压装置（占据模型箱的一块区域），并在箱壁预留气囊管路孔口，

将气囊与真空泵连接；

②  在模型箱内分层填筑模型土，并分层夯实，同时埋设孔隙水压力计和土压力盒，且

每隔相同厚度均匀铺设示踪粒子；当填土接近箱顶时，利用螺栓将第四辊轴固定于外伸板

上，之后继续填土至箱顶；

③  将第一辊轴、第二辊轴、第三辊轴分别套设于模型箱上方的门式支架横梁上，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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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辊轴和第四辊轴、第一辊轴和第三辊轴之间缠绕橡胶膜，形成“挂布”；其中，第一辊轴、

第三辊轴之间的挂布与第二辊轴、第四辊轴之间的挂布在下端密贴，形成双层结构，中间涂

抹减阻剂，接着安装盖板；

④  采用真空泵对气囊充气，推动加载板挤压土体，施加侧向压力；接着转动曲柄摇手，

每个辊轴外侧缠绕若干圈橡胶模，通过转动曲柄摇手，使第四辊轴转动，带动第四辊轴缠绕

挂布；同时带动第二辊轴上的橡胶模使第四辊轴的橡胶膜越来越多，第四辊轴的半径会越

来越大，随着缠绕半径的增加实现不同围压条件下土体圆柱形动态扩张过程；

⑤  利用数据采集装置记录土体扩张过程中各传感器数据，并利用高速摄像机对土体

内部的示踪粒子进行拍摄追踪，获取其运动轨迹，利用图像分析软件得到粒子的移动距离

和速度。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1）通过旋转辊轴，带动挂布缠绕半径均匀扩大，实现土体柱形动态扩张的精确模拟，

试验方法巧妙，可操作性强；

（2）通过设置双层挂布并涂抹减阻剂，避免了辊轴Ⅳ在旋转过程中带动下层挂布运动，

隔离土颗粒与辊轴Ⅳ橡胶膜的直接接触，提高了测试精度。

[0016] （3）通过改变气囊压力，对土体施加不同围压，为模拟不同深度处土体柱形扩张提

供了真实的应力环境。

[0017] （4）引入PIV技术测定土体内示踪粒子的运动轨迹和速度，可对土体位移进行整体

量测。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模拟土体柱孔扩张的试验装置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图2是模拟土体柱孔扩张的试验装置的主视图；

图3是辊轴组件及挂布的连接关系图；

图4是围压装置的结构示意图（图2中右视）；

图5是盖板装置的放大结构图；

图6是门型支架与辊轴组件的连接关系图；

图7是第四辊轴的周边连接关系图。

[0019] 图中：1、模型箱，2轴承，3、曲柄摇手，4、第四辊轴，5、挡环，6、一字角码，7、第一外

伸板，8、第二外伸板，9、滑槽，10、滑动板，11、固定板，12、加载板，13、气囊，14、真空泵，15、

隔板，16、挡块，17、测力传感器，18、孔隙水压力计，19、土压力盒，20、门型支架，21、T型轴

承，22、第一辊轴，23、第二辊轴，24、第三辊轴，25、高速摄像机，26、挂布，27、滑轮，28、气囊

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通过实施例来进一步说明本发明，但不局限于以下实施例。

[0021] 实施例1：

如图1~7所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模拟土体柱孔扩张的试验装置，包括模型箱1、门型支

架20、挤土装置、高速摄像机25、围压装置和数据采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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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模型箱1为长方体结构，它的一个短边侧面采用钢化玻璃板制作，高速摄像机25正

对该透明玻璃面，模型箱1的短边长度须满足消除箱壁对土体柱孔扩张的影响；所述模型箱

1的箱顶短边方向设置有第一外伸板7，长边方向等间距布置有两个第二外伸板8；

所述门型支架20立于模型箱1短边方向的两侧，门型支架20由横梁和两根立柱组成，立

柱底部固定于实验室地面；

所述挤土装置包括辊轴组件、挂布、曲柄摇手3和盖板；其中辊轴组件由四组辊轴组成，

分别为第一辊轴22、第二辊轴23、第三辊轴24、第四辊轴4，第一辊轴22、第二辊轴23、第三辊

轴24通过T型轴承21支承于模型箱1上方的门型支架20横梁上，其中辊轴直径与轴承相匹

配；第四辊轴4沿模型箱1的对称轴设置在模型箱的顶部，第四辊轴4的两端通过轴承2置于

第一外伸板7上，并在模型箱1透明玻璃一侧与曲柄摇手3连接；所述挂布数量为两套，缠绕

并悬挂于辊轴组件上，其中一套挂布连接第二辊轴23和第四辊轴4，另一套连接第一辊轴22

和第三辊轴24；预先将缠绕在第二辊轴上的橡胶模黏结在第四辊轴上，第一辊轴和第三辊

轴上的橡胶模在第四辊轴下方黏结在一起，两套挂布在第四辊轴4下方贴合，中间涂抹减阻

剂；减阻剂可选择石墨粉、润滑油（脂）等；所述盖板位于模型箱顶部，由固定板11和滑动板

10组成，盖板以第四辊轴4为对称轴左右对称布置，在模型箱短边上设置了滑槽，滑动板沿

该滑槽进行滑动，固定板11和滑槽9固定在第一外伸板7和第二外伸板8上；通过设置盖板，

防止在挤土过程中土体向上隆起；

围压装置设置在与模型箱透明玻璃相对应的另一侧，所述围压装置包括气囊13、加载

板12、隔板15和真空泵14；在模型箱侧面设有一个空腔，该空腔由加载板12、上部隔板15和

模型箱1的侧壁围成，气囊13内置于该空腔中，并通过气囊管28与外部真空泵14连接；加载

板12位于气囊13一侧，竖直立于模型箱1内部，加载板12高度与模型箱1高度一致；加载板12

将模型箱与围压装置分隔开；

所述数据采集装置包括测力传感器17、孔隙水压力计18和土压力盒19；两个测力传感

器17分别设置在固定第四辊轴的轴承的上方，孔隙水压力计18和土压力盒19均匀设置在土

体内部。

[0022]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辊轴22、第二辊轴23、第三辊轴24通过T型轴承21支承于模型

箱1上方的门型支架横梁上。

[0023] 进一步地，所述挂布26为橡胶膜，橡胶膜的端部设有挡环，橡胶模幅宽为模型箱长

边的四分之三，缠绕在第四辊轴的橡胶模的一端紧贴模型箱透明箱壁，另一端在辊轴上固

定挡环。在第四辊轴的辊面端部设有挡环5，避免围压装置挤压挂布26。

[0024] 进一步地，所述加载板12距离模型箱1不透明一端的距离为30~40cm。

[0025] 进一步地，所述隔板15与模型箱1的顶部齐平，并在其下表面与箱壁交界的四个角

点处以及箱底紧靠加载板12处分别焊接一个挡块16；上部四个挡块和隔板上均预留螺孔，

通过螺栓实现两者连接。

[0026] 进一步地，滑槽9和固定板11通过螺栓固定在第一外伸板7和第二外伸板8上；所述

滑动板10紧贴第四辊轴4位于固定板11的内侧，固定板11紧靠滑动板10，其中，滑动板10比

固定板11高2mm，在两侧滑槽9内安装滑轮27，滑动板10两端与滑槽9上滑轮固定，通过滑轮

带动滑动板在滑槽里滚动。当第四辊轴缠绕半径增大时，推动滑动板10向外自由移动。

[0027] 进一步地，测力传感器17卡设于第四辊轴4两端的轴承2内，顶部设置一字角码6；

说　明　书 4/5 页

7

CN 109974593 A

7



将无头螺栓穿过一字角码6和第一外伸板7的栓孔，紧固轴承2和测力传感器17。

[0028] 进一步地，孔隙水压力计18和土压力盒19埋在土里，位置随实验人员需要测量的

数据数量而定。

[0029] 本发明试验装置的操作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①  在模型箱内安装围压装置（占据模型箱的一块区域），并在箱壁预留气囊管路孔口，

将气囊与真空泵连接；

②  在模型箱内分层填筑模型土，并分层夯实，同时埋设孔隙水压力计18和土压力盒

19，且每隔相同厚度均匀铺设示踪粒子；当填土接近箱顶时，利用螺栓将第四辊轴4固定于

外伸板上，之后继续填土至箱顶；

③  将第一辊轴22、第二辊轴23、第三辊轴24分别套设于模型箱上方的门式支架横梁

上，并在第二辊轴23和第四辊轴4、第一辊轴22和第三辊轴24之间缠绕橡胶膜，形成“挂布”；

其中，第一辊轴22、第三辊轴24之间的挂布与第二辊轴23、第四辊轴4之间的挂布在下端密

贴，形成双层结构，中间涂抹减阻剂，接着安装盖板；

④  采用真空泵对气囊充气，推动加载板挤压土体，施加侧向压力；接着转动曲柄摇手，

每个辊轴外侧缠绕若干圈橡胶模，通过转动曲柄摇手，使第四辊轴转动，带动第四辊轴缠绕

挂布；同时带动第二辊轴上的橡胶模使第四辊轴的橡胶膜越来越多，第四辊轴的半径会越

来越大，随着缠绕半径的增加实现不同围压条件下土体圆柱形动态扩张过程；

⑤  利用数据采集装置记录土体扩张过程中各传感器数据，并利用高速摄像机对土体

内部的示踪粒子进行拍摄追踪，获取其运动轨迹，利用图像分析软件得到粒子的移动距离

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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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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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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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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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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