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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全过程分层动态补水的

冻胀综合测试装置及测试方法，适用于城市地下

工程的人工冻结过程的相关研究。包括测试装置

主体、框体结构和承载装置，测试装置主体设置

在上、下方两个承载装置之间，所述测试装置主

体包括多个叠放在一起的半圆形透明玻璃筒，最

顶部设有上恒温冷板，底部设低温冷板，上下相

邻的两个半圆形透明玻璃筒之间设有用以测试

冻结土体内部冻胀压力的不透水柔性压力测试

薄膜，每个半圆形透明玻璃筒上均连接有水平盘

管，所述每个半圆形透明玻璃筒内分别装满测试

土体。冻胀综合测试装置结构简单，使用效果好，

可以模拟各种不同土层的独立补水过程，实现不

同高度、不同土样、不同冻结过程的多物理量同

步动态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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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全过程分层动态补水的冻胀综合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测试装置主体、框

体结构和承载装置(19)，测试装置主体设置在上方和下方两个承载装置(19)之间，所述承

载装置(19)为框体结构上下中心相对设置的两个基座，测试装置主体设置在下方承载装置

(19)上，并与上方承载装置(19)之间设有约束装置(18)，并通过约束装置(18)将测试装置

主体垂直固定住；

所述测试装置主体包括多个叠放在一起的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最下方的半圆形透

明玻璃筒(5)底部设有结构匹配的低温冷板(8)，低温冷板(8)下方设有底座(9)，上下相邻

叠放的两个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之间设有用以测试冻结土体内部冻胀压力的不透水柔性

压力测试薄膜(12)，通过柔性压力测试薄膜(12)将所有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分隔为独立

的封闭空间，每个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侧面均连接有一个水平布置的水平盘管(10)，所述

每个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内分别装满待测试的土体，并与水平盘管(10)相连，用以显示封

闭空间内土体在不同冻结阶段的排水量和吸水量，土体内不同水平位置设有轻质荧光标识

点(17)，最顶部的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内部在土体上设有与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结构匹

配的上恒温冷板(4)；

所述测试装置主体外侧设有多点光源，同时设有图像采集系统用以采集测试装置主体

内土样位移变化信息，所述图像采集系统包括数码相机(16)和照明灯(13)。

2.权利要求1所述的全过程分层动态补水的冻胀综合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半圆

形透明玻璃筒(5)包括设有竖向刻度尺(14)的平面结构和弧面结构，其中刻度尺(14)用以

判断添加在土体内的轻质荧光标识点(17)的竖向位移变化情况，从而实现不同位置土体冻

胀位移的精细测试。

3.权利要求1所述的全过程分层动态补水的冻胀综合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上下两个

相邻的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的顶部设有凹凸槽(6)、底部设有凹凸口(7)匹配连接，且位于

最底部的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底部通过凹凸槽(6)与低温冷板(8)上方的凹凸口(7)连接。

4.权利要求3所述的全过程分层动态补水的冻胀综合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上恒温冷

板(4)设置在最顶部位置的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内，上恒温冷板(4)上设有用于检测上恒

温冷板(4)在土样冻结过程中位移情况的位移传感器(11)，利用位移传感器(11)获得测试

装置主体内土样的总冻胀量。

5.权利要求4所述的全过程分层动态补水的冻胀综合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测试

装置主体上内设有约束装置，所述约束装置包括在底座(9)上设置的多条可伸缩柔性带

(2)，可伸缩柔性带(2)的端头上设有弹簧扣(1)，多个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以及低温冷板

(8)组装后通过弹簧扣(1)与顶部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上设置的卡接口(3)卡扣连接，从而

固定测试装置主体结构，防止冻结过程中测试装置主体产生竖向移动。

6.权利要求1所述的全过程分层动态补水的冻胀综合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半圆

形透明玻璃筒(5)上沿螺旋形位置上设有多个温度传感器测孔(15)，温度传感器通过温度

传感器测孔(15)插入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内的土体中。

7.一种使用上述任一权利要求所述全过程分层动态补水的冻胀综合测试装置的测试

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如下：

a将底座(9)放置在承载系统(19)上并固定，将下低温冷板(8)放在底座(9)上后，将第

一个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通过凹凸槽(6)和锥形凹凸口(7)与下低温冷板(8)进行拼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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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将提前制作好的待测试土样分层填入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内并压实，使土样高度与

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的高度一致，分层填入时在土样中不同深度的侧面间隔布置2～3个

荧光标识点(17)；

c土样填入完成后在土样顶部放置柔性压力测试薄膜(12)，并将第二个半圆形透明玻

璃筒(5)通过凹凸口(7)和凹凸槽(6)向第一个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上拼装；

d根据测试需求重复步骤b和步骤c依次组合多个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并保证两个相

邻的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之间均放置柔性压力测试薄膜(12)，完成测试所需所有半圆形

透明玻璃筒(5)的拼装；

e在最顶部的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内部的土样顶部放置上恒温冷板(4)，拉伸可伸缩

柔性带(2)至最顶部的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的卡接口(3)处，利用弹簧扣(1)与卡接口(3)

进行卡接，完成对整个测试装置主体进行约束固定；

f将装有部分水的水平盘管(10)分别与每个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相连形成无压补水

系统，利用水平盘管(10)内水量的增减量实现不同分段内补水量和排水量的测试；

g在测试装置顶部的上恒温冷板(4)上设置位移传感器(11)，并在所有半圆形透明玻璃

筒(5)的温度传感器测孔(15)内插入温度传感器，将位移传感器(11)、温度传感器与柔性压

力测试薄膜(12)的数据线与计算机相连，实现冻胀位移、温度和冻胀压力的实时动态测试

与记录；

h利用低温冷板(8)对设置在其上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中的土样进行低温冷冻，同时

利用上恒温冷板(4)保证最顶部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中的土样表面温度的恒定，冻结过程

中，同时开启补水系统、图像采集系统和计算机，利用图像采集系统采集冻结过程中测试装

置主体中各层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中土样的水分迁移量，通过对荧光标识点的位置变化

获得不同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分段内土样的位移量，同时利用位移传感器(11)获得总位

移量，而不同分段内的分层冻胀力通过不透水压力薄膜检测并将数据传输至计算机中获

得，最后利用温度传感器获得不同土样位置的温度数据；

i通过测试数据获得各层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在冻结全过程中土样的水分迁移及分

层冻胀的演变特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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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全过程分层动态补水的冻胀综合测试装置及测试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冻胀综合测试装置及测试方法，尤其适用于城市地下工程人工冻

结过程研究的一种全过程分层动态补水的冻胀综合测试装置及测试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地下工程建设中，如遇软弱富水地层，常采用人工冻结法对土层进行改良加固，

但冻结过程中的冻胀量会造成地下管线及周围建筑基础的破坏，若控制不当甚至会造成严

重的工程事故，因此，近年来众多学者都将目光转向冻胀的研究，而室内试验则是研究冻胀

的重要手段之一。传统的冻胀试验装置一般由玻璃筒、控温板、马氏补水瓶、位移计等组成，

将土体试样放置在玻璃筒中，顶端与底端的控温板分别保持恒定低温与高温，沿试样高度

形成温度梯度，实现土体试样的一维冻结，与玻璃筒底部相连的无压马氏补水瓶为试样冻

胀提供充足的水分，位移计则测量试样顶端的冻胀量。传统的冻胀试验装置主要是模拟天

然冻土形成过程中的补水方式，即天然冻土从地表向下逐渐发展，过程中水分从冻土下部

进行补充和迁移，所以传统冻胀实验装置中冻土从上向下发展，并从下部未冻土中进行整

个试样的补水。

[0003] 所以，传统冻胀实验装置只能通过位移计及马氏瓶刻度获得试样在冻结过程中的

总体冻胀量及水分迁移量的变化，亦或在试验结束后立即对试样切片，通过测量不同高度

处试样的最终含水率来粗略判断不同高度试样位置水分迁移的差异性，但它无法测量冻结

过程中不同深度位置土体的冻胀位移、冻胀力，也无法实现对深度位置的土体进行分别补

水及排水量的同步、连续动态综合测试，所以无法建立土体冻结过程中冻胀位移、冻胀力和

水分迁移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对于城市地下工程的冻结过程来说，由于形成的冻土体积小，

冻土周围与未冻土相连，所以冻结过程中冻土的六个方向都会向冻土进行水分迁移，而施

工中更关注冻土从地层内部向上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冻胀对上部管线及建筑物的影响，形

成的冻土与周围地层的补水是影响冻胀的关键因素，传统的冻胀试验装置中冻土的形成过

程与市政工程中实际过程差别较大，也无法实现侧向补水，特别是形成冻土后切断了水分

补充的路径，不能实现冻结过程中冻胀的测试。另外，在试件顶端布置的位移计，仅能测试

试件整体冻胀量，无法获得冻胀过程中土样不同位置的水分迁移量、冻胀量和冻胀压力等

研究参数。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技术的不足之处，提供一种结构简单，使用效果好，能够模拟各种土层冻

结变化的全过程分层动态补水的冻胀综合测试装置及测试方法

[0005] 为实现上述技术目的，本发明的全过程分层动态补水的冻胀综合测试装置，包括

测试装置主体、框体结构和承载装置，测试装置主体设置在上方和下方两个承载装置之间，

所述承载装置为框体结构上下中心相对设置的两个基座，测试装置主体设置在下方承载装

置上，并与上方承载装置之间设有约束装置，并通过约束装置将测试装置主体垂直固定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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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所述测试装置主体包括多个叠放在一起的半圆形透明玻璃筒，最下方的半圆形透

明玻璃筒底部设有结构匹配的低温冷板，低温冷板下方设有底座，上下相邻叠放的两个半

圆形透明玻璃筒之间设有用以测试冻结土体内部冻胀压力的不透水柔性压力测试薄膜，通

过柔性压力测试薄膜将所有半圆形透明玻璃筒分隔为独立的封闭空间，每个半圆形透明玻

璃筒侧面均连接有一个水平布置的水平盘管，所述每个半圆形透明玻璃筒内分别装满待测

试的土体，并与水平盘管相连，用以显示封闭空间内土体在不同冻结阶段的排水量和吸水

量，土体内不同水平位置设有轻质荧光标识点，最顶部的半圆形透明玻璃筒内部在土体上

设有与半圆形透明玻璃筒结构匹配的上恒温冷板；

[0007] 所述测试装置主体外侧设有多点光源，同时设有图像采集系统用以采集测试装置

主体内土样位移变化信息，所述图像采集系统包括数码相机和照明灯。

[0008] 所述半圆形透明玻璃筒包括设有竖向刻度尺的平面结构和弧面结构，其中刻度尺

用以判断添加在土体内的轻质荧光标识点的竖向位移变化情况，从而实现不同位置土体冻

胀位移的精细测试。

[0009] 上下两个相邻的半圆形透明玻璃筒的顶部设有凹凸槽、底部设有凹凸口匹配连

接，且位于最底部的半圆形透明玻璃筒底部通过凹凸槽与低温冷板上方的凹凸口连接。

[0010] 上恒温冷板设置在最顶部位置的半圆形透明玻璃筒内，上恒温冷板上设有用于检

测上恒温冷板在土样冻结过程中位移情况的位移传感器，利用位移传感器获得测试装置主

体内土样的总冻胀量。

[0011] 所述测试装置主体上内设有约束装置，所述约束装置包括在底座上设置的多条可

伸缩柔性带，可伸缩柔性带的端头上设有弹簧扣，多个半圆形透明玻璃筒以及低温冷板组

装后通过弹簧扣与顶部半圆形透明玻璃筒上设置的卡接口卡扣连接，从而固定测试装置主

体结构，防止冻结过程中测试装置主体产生竖向移动。

[0012] 所述半圆形透明玻璃筒上沿螺旋形位置上设有多个温度传感器测孔，温度传感器

通过温度传感器测孔插入半圆形透明玻璃筒内的土体中。

[0013] 一种使用全过程分层动态补水的冻胀综合测试装置的测试方法，其步骤如下：

[0014] a将底座放置在承载系统上并固定，将下低温冷板放在底座上后，将第一个半圆形

透明玻璃筒通过凹凸槽和锥形凹凸口与下低温冷板进行拼装；

[0015] b将提前制作好的待测试土样分层填入半圆形透明玻璃筒内并压实，使土样高度

与半圆形透明玻璃筒的高度一致，分层填入时在土样中不同深度的侧面间隔布置2～3个荧

光标识点；

[0016] c土样填入完成后在土样顶部放置柔性压力测试薄膜，并将第二个半圆形透明玻

璃筒通过凹凸口和凹凸槽向第一个半圆形透明玻璃筒上拼装；

[0017] d根据测试需求重复步骤b和步骤c依次组合多个半圆形透明玻璃筒并保证两个相

邻的半圆形透明玻璃筒之间均放置柔性压力测试薄膜，完成测试所需所有半圆形透明玻璃

筒的拼装；

[0018] e在最顶部的半圆形透明玻璃筒内部的土样顶部放置上恒温冷板，拉伸可伸缩柔

性带至最顶部的半圆形透明玻璃筒的卡接口处，利用弹簧扣与卡接口进行卡接，完成对整

个测试装置主体进行约束固定；

[0019] f将装有部分水的水平盘管分别与每个半圆形透明玻璃筒相连形成无压补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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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利用水平盘管内水量的增减量实现不同分段内补水量和排水量的测试；

[0020] g在测试装置顶部的上恒温冷板上设置位移传感器，并在所有半圆形透明玻璃筒

的温度传感器测孔内插入温度传感器，将位移传感器、温度传感器与柔性压力测试薄膜的

数据线与计算机相连，实现冻胀位移、温度和冻胀压力的实时动态测试与记录；

[0021] h利用低温冷板对设置在其上半圆形透明玻璃筒中的土样进行低温冷冻，同时利

用上恒温冷板保证最顶部半圆形透明玻璃筒中的土样表面温度的恒定，冻结过程中，同时

开启补水系统、图像采集系统和计算机，利用图像采集系统采集冻结过程中测试装置主体

中各层半圆形透明玻璃筒中土样的水分迁移量，通过对荧光标识点的位置变化获得不同半

圆形透明玻璃筒分段内土样的位移量，同时利用位移传感器获得总位移量，而不同分段内

的分层冻胀力通过不透水压力薄膜检测并将数据传输至计算机中获得，最后利用温度传感

器获得不同土样位置的温度数据；

[0022] i通过测试数据获得各层半圆形透明玻璃筒在冻结全过程中土样的水分迁移及分

层冻胀的演变特征信息。

[0023] 有益效果：冻结过程中每个独立空间分别补水和排水，实现了施工地下工程中冻

结侧向补水和排水路径的测试过程，实现了分段玻璃筒空间内冻结的独立精确补水过程的

模拟，并利用水平盘管内水量的增减量实现不同分段内补水和排水量的动态、连续精确测

试；通过位移计、柔性压力测试薄膜等方法实现分段内冻胀位移、冻胀力等多物理量的同步

动态测试；半圆形透明玻璃筒的高度、组装数量以及不同层填入土体的类别、含水量等因素

均可根据设计随时进行调整，也可在装置内同时布置位移传感器、温度传感器以及约束装

置等，满足不同实验需求。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全过程分层动态补水的冻胀综合测试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为本发明全过程分层动态补水的冻胀综合测试装置的侧视图；

[0026] 图3为本发明测试装置主体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中：1‑弹簧扣；2‑可伸缩柔性带；3‑卡接口；4‑上恒温冷板；5‑半圆形透明玻璃

筒；6‑凹凸槽；7‑锥形凹凸口；8‑低温冷板；9‑底座；10‑水平盘管；11‑位移传感器；12‑不透

水柔性压力测试薄膜；13‑照明灯；14‑刻度尺；15‑温度传感器测孔；16‑数码相机；17‑轻质

荧光标识点；18‑约束装置；19‑承载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例做进一步说明：

[0029]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发明的全过程分层动态补水的冻胀综合测试装置，包括测试

装置主体、框体结构和承载装置19，测试装置主体设置在上下方两个承载装置19之间，所述

承载装置19为框体结构上下中心相对设置的两个基座，测试装置主体设置在下方承载装置

19上，并与上方承载装置19之间设有约束装置18，并通过约束装置18将测试装置主体垂直

固定住；

[0030] 如图3所示，所述测试装置主体包括多个叠放在一起的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半圆

形透明玻璃筒5弧形内壁附透水薄膜，最顶部的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上设有与半圆形透明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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璃筒5结构匹配的上恒温冷板4，底部设有与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结构匹配的低温冷板8，低

温冷板8下方设有底座9，上下相邻的两个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之间设有用以测试冻结土体

内部冻胀压力的不透水柔性压力测试薄膜12，通过柔性压力测试薄膜12将所有半圆形透明

玻璃筒5分隔为独立的封闭空间，每个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上均连接有一个水平布置的水平

盘管10，所述每个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内分别装满测试土体，并与水平盘管10相连，用以显

示封闭空间内的土体在不同冻结阶段的排水量和吸水量，测试土体内设有轻质荧光标识点

17；

[0031] 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包括设有竖向刻度尺14的平面结构和弧面结构，其中刻度尺

14用以测试添加在土体内的轻质荧光标识点17的竖向位移情况，从而实现不同位置土体冻

胀位移的精确测试。上、下两个相邻的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的顶部设有凹凸槽6、底部设有凹

凸口7匹配连接，且位于最底部的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底部通过凹凸槽6与低温冷板8上方的

凹凸口7连接。所述上恒温冷板4放置在最顶部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内土样的上方，上恒温冷

板4上设有用于检测上恒温冷板4在土样冻结过程中位移变化情况的位移传感器11，利用位

移传感器11获得测试装置主体内土样的总冻胀量。底座9上设置有多条可伸缩柔性带2，可

伸缩柔性带2的端头上设有弹簧扣1，当多个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以及低温冷板8组装后通过

弹簧扣1与最顶部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上设置的卡接口3卡扣连接，从而固定测试装置主体

的结构，防止冻结过程中测试装置主体产生竖向移动。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上沿螺旋形位置

上设有多个温度传感器测孔15，温度传感器通过温度传感器测孔15插入半圆形透明玻璃筒

5内的土体中。恒温冷板4上设有温度传感器测孔15，温度传感器测孔15内设有温度传感器

并插入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内的土样表面。

[0032] 所述测试装置主体外侧设有多点光源，同时设有图像采集系统用以采集测试装置

主体的变化信息，所述图像采集系统包括数码相机16、照明灯13。

[0033] 一种使用全过程分层动态补水的冻胀综合测试装置的测试方法，其步骤如下：

[0034] a将底座9放置在承载系统19上并固定，将下低温冷板8放在底座9上后，将第一个

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通过凹凸槽6和锥形凹凸口7与下低温冷板8进行拼装；

[0035] b将提前制作好的土样分层填入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内并压实，使土样高度与半圆

形透明玻璃筒5的高度一致，分层填入时在土样中不同深度的侧面间隔布置2～3个荧光标

识点17；

[0036] c土样填入完成后在土样顶部放置柔性压力测试薄膜12，并将第二个半圆形透明

玻璃筒5和锥形凹凸口7向第一个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上拼装，并根据试验需求依次组合多

个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并在每个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中重复步骤b填入土样，在半圆形透明

玻璃筒5之间放置柔性压力测试薄膜12，完成所有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的拼装；

[0037] d在最顶部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内放置上恒温冷板4，拉伸可伸缩柔性带2至最顶部

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的卡接口3处，利用弹簧扣1与卡接口3进行卡接，对整个测试装置主体

进行固定；

[0038] e将装有部分水的水平盘管10分别与每个半圆形透明玻璃筒相连形成无压补水系

统，利用水平盘管10内水量的增减量实现不同分段内补水量和排水量的测试；

[0039] f在测试装置顶部的上恒温冷板4上设置位移传感器11，并在所有半圆形透明玻璃

筒5的温度传感器测孔15内插入温度传感器，将位移传感器11、温度传感器与柔性压力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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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膜12的数据线与计算机相连，实现冻胀位移、温度和冻胀压力的实时动态测试与记录；

[0040] g利用低温冷板8对设置在其上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中的土样进行低温冷冻，同时

利用上恒温冷板4保证最顶部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中的土样表面温度的恒定，冻结过程中，

同时开启补水系统、图像采集系统和计算机，利用图像采集系统采集冻结过程中测试装置

主体中各层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中土样的水分迁移量，通过对荧光标识点的位置变化获得

不同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分段内土样的位移量，同时利用位移传感器11获得土样的总位移

量，而不同分段内的分层冻胀力通过不透水压力薄膜检测并将数据传输至计算机中获得，

最后利用温度传感器获得不同土样位置的温度数据；

[0041] h通过测试数据获得各层半圆形透明玻璃筒5在冻结全过程中土样的水分迁移及

分层冻胀的演变特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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