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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考虑渗流的加载对轨道

交通影响的可视化试验模型及方法，土质模拟系

统填充在模型箱内；轨道交通模型置于模型箱

中，并由土质模拟系统包围覆盖；轨道交通模型

下方设置多个铁球；荷载模拟系统用于向模型箱

中的土质模拟系统施加由上而下的荷载；渗流场

系统用于向模型箱中加注液体模拟渗流场；CT测

量系统对模型箱进行扫描，识别出模型箱在荷载

模拟系统及渗流场系统作用下土质模拟系统内

的铁球的位置变化，分析渗流场动静加载下对轨

道交通模型的影响和土体位移场的变化。本发明

实现了渗流场下加载对临近轨道交通安全运营

的影响的可视化试验模型及方法，装置简单，操

作方便，经济可行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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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考虑渗流的加载对轨道交通影响的可视化试验模型，其特征在于：包括模型箱、

土质模拟系统、轨道交通模型、荷载模拟系统、渗流场系统和CT测量系统；

土质模拟系统填充在模型箱内；

轨道交通模型置于模型箱中，并由土质模拟系统包围覆盖；

轨道交通模型下方设置多个铁球；

荷载模拟系统用于向模型箱中的土质模拟系统施加由上而下的荷载；

渗流场系统用于向模型箱中加注液体模拟渗流场；

CT测量系统对模型箱进行扫描，识别出模型箱在荷载模拟系统及渗流场系统作用下土

质模拟系统内的铁球的位置变化，分析渗流场动静加载下对轨道交通模型的影响和土体位

移场的变化。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考虑渗流的加载对轨道交通影响的可视化试验模型，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模型箱为有机玻璃组合而成的无盖箱体；所述模型箱上设置多个出水孔

和多个与渗流场系统连通加注液体的进水孔。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考虑渗流的加载对轨道交通影响的可视化试验模型，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土质模拟系统包括铺设在模型箱下部的透水石和填充在透水石上部的透

明土。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考虑渗流的加载对轨道交通影响的可视化试验模型，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轨道交通模型包括地铁隧道模型和位于地铁隧道模型内的地铁列车模

型。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考虑渗流的加载对轨道交通影响的可视化试验模型，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荷载模拟系统包括反力架、由反力架支撑的朝向模型箱中土质模拟系统

的动静加载仪和用于测量动静加载仪施加荷载的拉压力传感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考虑渗流的加载对轨道交通影响的可视化试验模型，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渗流场系统包括水箱、连接水箱与模型箱的导水管和设置在导水管上的

流量计。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考虑渗流的加载对轨道交通影响的可视化试验模型，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CT测量系统包括X射线发射装置、X射线接受装置和图像重建分析系统；X

射线发射装置和X射线接收装置相互配合，X射线发射装置发射的X射线穿过模型箱被X射线

接收装置接收，接收的X射线发送给图像重建分析系统。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考虑渗流的加载对轨道交通影响的可视化试验模型，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透明土采用15#白矿油和正十二烷混合液与无定形硅石粉末按设定的质

量比混合，经真空除气和加压固结制备而成。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考虑渗流的加载对轨道交通影响的可视化试验模型，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动静加载仪还包括拉压力调节器，用于调整加载类型和荷载大小。

10.一种考虑渗流的加载对轨道交通影响的可视化试验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1）往模型箱底部分层放入透水石至指定位置，在透水石上分层填入透明土，当至设计

位置时布设多个铁球用以识别土体位移场变化，在铁球上放入轨道交通模型，继续往模型

箱里填充透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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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CT测量系统对模型箱进行CT扫描、三维图像重建；

（3）荷载模拟系统向模型箱中的土质模拟系统施加由上而下的荷载；渗流场系统向模

型箱中加注液体模拟渗流场；

（4）CT测量系统对模型箱进行扫描，识别出模型箱在荷载模拟系统及渗流场系统作用

下土质模拟系统内的铁球的位置变化，建立三维图像，分析得到渗流场动静加载下对轨道

交通模型的影响和土体位移场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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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渗流的加载对轨道交通影响的可视化试验模型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设计土木工程可视化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考虑渗流场的加载对临近轨道交

通影响的可视化试验模型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城市轨道交通的迅速发展和地下空间开发技术的完善，城市地铁建设带动了

沿线房地产开发的热潮，基坑的开挖和高层或超高层商品房的建设对隧道结构和地铁列车

正常运营产生了巨大威胁。现有的技术中多运用有限元软件进行数值模拟和实际工程监

测，由于土体内部的复杂性，有限元软件很难进行准确的模拟，实际工程监测耗费较高、时

间较长，且是一个不可逆过程，即若基坑开挖导致地铁隧道隆起变形或高层建筑使周围土

体下沉，严重影响了地铁的安全运营，甚至会造成不可估算的损失。因此，提出一种既经济

又技术可行的技术方案是十分必要的。

[0003] 现有技术中，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沉桩过程中土体位移场可视化试验装置及使用

方法”（授权号CN103967057B），公开了一种利用透明土替代原土，沉桩试验过程中使用CCD

相机连续拍摄，结合图像处理技术获得土体内部的连续变形特征。中国申请发明专利“一种

渗流行车动荷载下路基土体位移场与渗流场可视化的试验装置和试验方法”（公开号

108333328A），公开了一种利用透明土替代原土，在模型箱底部添加进水孔模拟渗流场，并

在反力架上安装液压油泵装置、伺服作动臂和滚轮等模拟动荷载，试验时利用CCD相机进行

连续拍照，实现路基土体位移场和渗流场场可视化观测。

[0004] 综合分析上述专利的模型试验系统，还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1、未考虑渗流场水方向对试验的影响；

2、用CCD拍照，后期图像数据提取有较大误差；

3、所获得的图像均为二维，难以形象描述土体内部位移场变化；

4、未考虑建筑物开挖、新建或轨道线路对临近轨道交通隧道安全运营的影响。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不足和缺陷，解决了建筑物开挖、新建或轨道线路对

临近轨道交通隧道和土体场位移变化不可见的难题，提出一种考虑渗流场的加载对临近轨

道交通影响的可视化试验模型及方法，以达到模型试验可视化的目的。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考虑渗流的加载对轨道交通影响的可视化试验模型，包括模型箱、土质模拟系统、

轨道交通模型、荷载模拟系统、渗流场系统和CT测量系统；

土质模拟系统填充在模型箱内；

轨道交通模型置于模型箱中，并由土质模拟系统包围覆盖；

轨道交通模型下方设置多个铁球；

荷载模拟系统用于向模型箱中的土质模拟系统施加由上而下的荷载；

说　明　书 1/4 页

4

CN 110847250 A

4



渗流场系统用于向模型箱中加注液体模拟渗流场；

CT测量系统对模型箱进行扫描，识别出模型箱在荷载模拟系统及渗流场系统作用下土

质模拟系统内的铁球的位置变化，分析渗流场动静加载下对轨道交通模型的影响和土体位

移场的变化。

[0007] 进一步地，所述的模型箱为有机玻璃组合而成的无盖箱体；所述模型箱上设置多

个出水孔和多个与渗流场系统连通加注液体的进水孔。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的土质模拟系统包括铺设在模型箱下部的透水石和填充在透水石

上部的透明土。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的轨道交通模型包括地铁隧道模型和位于地铁隧道模型内的地铁

列车模型。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的荷载模拟系统包括反力架、由反力架支撑的朝向模型箱中土质

模拟系统的动静加载仪和用于测量动静加载仪施加荷载的拉压力传感器。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的渗流场系统包括水箱、连接水箱与模型箱的导水管和设置在导

水管上的流量计。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的CT测量系统包括X射线发射装置、X射线接受装置和图像重建分

析系统；X射线发射装置和X射线接收装置相互配合，X射线发射装置发射的X射线穿过模型

箱被X射线接收装置接收，接收的X射线发送给图像重建分析系统。

[0013] 进一步地，所述的透明土采用15#白矿油和正十二烷混合液与无定形硅石粉末按

设定的质量比混合，经真空除气和加压固结制备而成。

[0014] 进一步地，所述的动静加载仪还包括拉压力调节器，用于调整加载类型和荷载大

小。

[0015] 一种考虑渗流的加载对轨道交通影响的可视化试验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往模型箱底部分层放入透水石至指定位置，在透水石上分层填入透明土，当至设计

位置时布设多个铁球用以识别土体位移场变化，在铁球上放入轨道交通模型，继续往模型

箱里填充透明土；

（2）由CT测量系统对模型箱进行CT扫描、三维图像重建；

（3）荷载模拟系统向模型箱中的土质模拟系统施加由上而下的荷载；渗流场系统向模

型箱中加注液体模拟渗流场；

（4）CT测量系统对模型箱进行扫描，识别出模型箱在荷载模拟系统及渗流场系统作用

下土质模拟系统内的铁球的位置变化，建立三维图像，分析得到渗流场动静加载下对轨道

交通模型的影响和土体位移场的变化。

[0016] 进一步地，所述的透明土采用体积比为2.5:1的15#白矿油和正十二烷混合液与无

定形硅石粉末按质量比5:1混合。

[0017] 进一步地，所述的渗流场系统还包括水位控制阀，用以确保渗流场水头的恒定。

[0018] 进一步地，所述的CT测量系统还包括密闭外壳体、警报器、控制面板、紧急开关和

平开门。

[0019]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1）本发明试验装置简单、易操作，所需费用低，可重复使用；

（2）本发明技术可根据需求调整渗流场方向和渗流场水头，也可根据工程实际状况，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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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动静荷载；

（3）本发明技术创新性地将透明土技术和CT扫描技术相结合，解决了传统模型试验中

土体内部和位移场不可测的缺陷，实现了模型试验过程中地铁隧道结构和土体位移场变化

的无损可视化检测；

（4）本发明技术采用CT机图像采集控制系统进行三维图像重建，可简易、方便的观察到

地铁隧道的沉降变化，以及路基内部变化；

（5）本发明拆装方便、改造简单，可广发应用于其他岩土工程类似领域。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横断面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纵断面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俯视示意图（不包含荷载模拟系统）；

图4为CT测量系统示意图。

[0021] 图中标注：1.1—有机玻璃；1.2—螺栓；1.3—进水孔；1.4—进水孔开关；1.5—出

水孔；1.6—出水孔开关；2.1—透水石；2.2—透明土；3.1—地铁隧道模型；3.2—列车模型；

4.1—顶板；4.2—拉杆；4.3—底板；4.4—底板洞口；4.5—动静加载仪；4.6—拉压力传感

器；4.7—压力板；5.1—水箱；5.2—导水管；5.3—流量计；5.4—水位控制阀；6.1—X射线发

射装置；6.2—X射线接受装置；6.3—密闭外壳体；6.4—警报器；6.5—控制面板；6.6—紧急

开关；6.7—平开门；6.8—图像重建分析系统；6.9—小铁球。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了使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技术方案及有益效果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

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

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23] 参见图1-4，本实施例中，考虑渗流的加载对轨道交通影响的可视化试验模型，包

括模型箱、土质模拟系统、轨道交通模型、荷载模拟系统、渗流场系统和CT测量系统。土质模

拟系统填充在模型箱内。轨道交通模型置于模型箱中，并由土质模拟系统包围覆盖。轨道交

通模型下方设置小铁球6.9。荷载模拟系统用于向模型箱中的土质模拟系统施加由上而下

的荷载。渗流场系统用于向模型箱中加注液体模拟渗流场。CT测量系统对模型箱进行扫描，

识别出模型箱在荷载模拟系统及渗流场系统作用下土质模拟系统内的小铁球的位置变化，

分析渗流场动静加载下对轨道交通模型的影响和土体位移场的变化。

[0024] 所述的模型箱由有机玻璃1.1组合的无盖箱体，所述的有机玻璃1.1通过螺栓1.2

连接，所述模型箱周围四面有进水孔1.3，所述模型箱底面有出水孔1.5。

[0025] 所述的土质模拟系统由箱底铺设的透水石2.1和上面填入的透明土2.2组成。

[0026] 所述的轨道交通模型包括地铁隧道模型3.1和地铁列车模型3.2。

[0027] 所述的荷载模拟系统由反力架、动静加载仪4.5、拉压力传感器4.6和压力板4.7组

成。

[0028] 所述的渗流场系统由水箱5.1、导水管5.2、流量计5.3和水位控制阀5.4组成。

[0029] 所述的CT测量系统主要由X射线发射装置6.1、X射线接受装置6.2、图像重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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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6.8组成；X射线发射装置和X射线接收装置相互配合，X射线发射装置发射的X射线穿过

模型箱被X射线接收装置接收，接收的X射线发送给图像重建分析系统。

[0030] 所述有机玻璃1.1夹角使用橡胶密封条密封，左右立面有机玻璃1.1各有三个进水

孔1.3，前后立面有机玻璃各有两个进水孔1.3，模型箱底面有三个出水孔1.5。

[0031] 所述的透明土2.2采用体积比为2.5:1的15#白矿油和正十二烷混合液与无定形硅

石粉末按质量比5:1混合制备而成，主要包括材料混合、真空除气和加压固结三个步骤。

[0032] 所述的动静加载仪4.5还包括拉压力调节器，用于调整加载类型和荷载大小，反力

架由顶板4.1、拉杆4.2和底板4.3组成，其中拉杆4.2为特种铝合金制成，X射线可穿透，底板

4.3上有三个正方形洞口，正对模型箱底面出水孔1.5。反力架用于支撑动静加载仪4.5。

[0033] 所述的渗流场系统还包括水位控制阀5.4，用以确保渗流场水头的恒定，所述的水

箱5.1底部设有导水管5.2，另一端与模型箱进水孔1.3相连，导水管5.2上设有流量计5.3和

进水孔开关1.4。

[0034] 所述的CT测量系统还包括密闭外壳体6.3、警报器6.4、控制面板6.5、紧急开关6.6

和平开门6.7，所述小铁球的直径为1～2mm。

[0035] 一种考虑渗流场的加载对临近轨道交通影响的可视化试验方法，包括以下技术步

骤：

试验材料的准备：包括透明土制作、地铁及隧道模型制作和其他材料；

动静加载仪的组装：顶板和底板通过拉杆连接，动静加载仪固定于顶板上；

渗流场系统的安装：首先将水箱固定于设计位置，使用导水管连接水箱底部与模型箱

的进水孔，导水管上安装有流量计，在模型箱进水孔处装有止水夹；

往模型箱底部分层放入透水石至指定位置，接着往透水石上分层填入透明土，当至

设计位置时布设小铁球以便识别土体位移场变化，放入地铁隧道及列车模型，继续往模型

箱里填透明土；

将填完透明土的模型箱放入反力架上，并一起放入CT机里；

打开CT机开关，进行CT扫描，并利用图像采集控制系统进行三维图像重建；

关闭止水夹和出水孔，往水箱里添加水至设计位置；

打开止水夹和动静加载仪，进行试验，并利用CT机进行扫描；

试验结束后，通过图像采集控制系统建立的三维图像，得到渗流场动静加载下对临

近轨道交通的影响和土体位移场的变化过程。

[0036] 按照上述步骤可以实现不同渗流场水头和渗流场水方向，以及不同动静荷载的模

型试验，可以获得相关试验数据和图形。同时也可研究考虑渗流场的加载对临近建筑物或

轨道交通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地铁隧道。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限于上述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以上实施例得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得方法及其核心思想；同时，对于本

领域得一般技术人员，依据本发明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

综上所述，本说明内容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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