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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的模拟地铁运营荷载下隧道长期沉

降的模型箱及试验方法，隧道模型体贯穿模型箱

体两端，用地基土固定，沿隧道模型体底部向模

型箱体外延伸铺设行车轨道，加载板安装在隧道

模型体上方覆盖的地基土上，液压千斤顶设在加

载板上，量测系统包括应变片、土压力盒、微型孔

隙水压力传感器、示踪土带、温度传感器和含水

量传感器，应变片设在隧道模型体管壁上，土压

力盒和微型孔隙水压力传感器均铺在隧道模型

体下方，示踪土带分层铺在地基土中，温度传感

器和含水量传感器均插入地基土内。该模拟箱能

真实模拟隧道结构上覆盖地基土压力、地铁运营

荷载等作用下隧道的长期沉降，能采集隧道内力

变化和试验中地基土不同位置应力和孔压变化，

试验操作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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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模拟地铁运营荷载下隧道长期沉降的模型箱，其特征在于，包括模型箱体、隧道模型

体、加载板、液压千斤顶和量测系统，所述隧道模型体贯穿于模型箱体两端，且采用地基土

固定在模型箱体内，沿隧道模型体底部向模型箱体外延伸铺设行车轨道，加载板安装在隧

道模型体上方覆盖的地基土顶部，液压千斤顶设在加载板上，且固定在模型箱体顶部，所述

量测系统包括应变片、土压力盒、微型孔隙水压力传感器、示踪土带、温度传感器和含水量

传感器，应变片设在隧道模型体管壁上，土压力盒和微型孔隙水压力传感器分别铺设在隧

道模型体下方，示踪土带由下至上分层铺设在地基土中，温度传感器和含水量传感器分别

插入地基土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拟地铁运营荷载下隧道长期沉降的模型箱，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干湿循环系统和模型车，所述干湿循环系统包括暖风机、降雨模拟设备和供水管网，暖

风机和降雨模拟设备分别设置在加载板上方，加载板上设有数个通孔，供水管网铺设在模

型箱底部，所述模型车放置在行车轨道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模拟地铁运营荷载下隧道长期沉降的模型箱，其特征在于，所

述降雨模拟设备为水阀，模型车上装有配重铅块。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拟地铁运营荷载下隧道长期沉降的模型箱，其特征在于，所

述行车轨道与隧道模型体两出口连接处分别通过柔性管固定，且向模型箱体外延伸铺设的

行车轨道底部通过多个固定支架支撑，行车轨道为环形轨道或直行轨道。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拟地铁运营荷载下隧道长期沉降的模型箱，其特征在于，所

述隧道模型体为缩尺管状，温度传感器和含水量传感器呈直杆状。

6.一种权利要求1至5中任意一项所述的模拟地铁运营荷载下隧道长期沉降的模型箱

的试验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制备均匀的地基土，分层填入模拟箱体内；

(2)在设定深度处埋入隧道模型体，继续填入地基土，通过液压千斤顶对加载板施压，

使模拟箱体内的地基土压缩固结；

(3)步骤(2)的地基土变形稳定后，再通过液压千斤顶施加模拟地铁运营的荷载，通过

控制干湿循环系统，实现模拟膨胀模拟箱体内地基土的干湿循环；

(4)通过量测系统获得隧道模型体应力应变和沉降、地基土内含水量和干湿循环变化、

以及地基土应力和位移等全方位的基础试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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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地铁运营荷载下隧道长期沉降的模拟箱及试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岩土工程模型试验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模拟地铁运营荷载下隧道长期

沉降的模型箱及其试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模型试验的不断发展，试验的技术和方法不断创新，模型试验作为一种科学

的技术手段越来越受到科研工作者的认可和青睐。

[0003] 目前，隧道长期沉降模型箱多为三项加载试验设备。而一些隧道如沉管隧道、盾构

隧道不仅需要考虑荷载的短期作用，还要考虑长期荷载作用下对隧道结构的影响。以沉管

隧道为例，在开挖后土体不均匀回填、基础施工的误差、天然地基土的性质、地震砂土液化

等作用下均会导致沉管的不均匀沉降，而不均匀沉降会对沉管隧道的安全性产生重大影

响。一般沉管下部地基可以分为人工地基和天然地基，在模型试验过程中还应当考虑到地

基土性以及外部荷载对沉管受力的影响。

[0004] 而目前已有沉降试验平台由多个额定载重几十到一百顿的电动机械千斤顶和边

长为1.5～2.0m的等边三角形的钢筋混凝土面板，以及设置在千斤顶下部的矩形钢筋混凝

土柱组成。千斤顶由一台电子计算机和PLC下位机控制，最大行程几十公分，控制精度为

1mm。该种试验平台巨大，适合模拟大比例尺的路基、大坝、隧道等试验模型的地基沉降。大

型模型试验的试验周期长，费用高，不适合一般性的隧道模型试验研究，且模拟不出地铁隧

道在行车荷载和温度、湿度作用下对地基沉降的影响。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隧道模型试验箱所存在的技术缺陷，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模拟

地铁运营荷载下隧道长期沉降的模型箱及其试验方法，具体方案如下：

[0006] 模拟地铁运营荷载下隧道长期沉降的模型箱，包括模型箱体、隧道模型体、加载

板、液压千斤顶和量测系统，所述隧道模型体贯穿于模型箱体两端，且采用地基土固定在模

型箱体内，沿隧道模型体底部向模型箱体外延伸铺设行车轨道，加载板安装在隧道模型体

上方覆盖的地基土顶部，液压千斤顶设在加载板上，且固定在模型箱体顶部，所述量测系统

包括应变片、土压力盒、微型孔隙水压力传感器、示踪土带、温度传感器和含水量传感器，应

变片设在隧道模型体管壁上，土压力盒和微型孔隙水压力传感器分别铺设在隧道模型体下

方，示踪土带由下至上分层铺设在地基土中，温度传感器和含水量传感器分别插入地基土

内。

[0007] 进一步地，还包括干湿循环系统和模型车，所述干湿循环系统包括暖风机、降雨模

拟设备和供水管网，暖风机和降雨模拟设备分别设置在加载板上方，加载板上设有数个通

孔，供水管网铺设在模型箱底部，所述模型车放置在行车轨道上。

[0008] 进一步地，所述降雨模拟设备为水阀，模型车上装有配重铅块。

[0009] 进一步地，所述行车轨道与隧道模型体两出口连接处分别通过柔性管固定，且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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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箱体外延伸铺设的行车轨道底部通过多个固定支架支撑，行车轨道为环形轨道或直行

轨道。

[0010] 进一步地，所述隧道模型体为缩尺管状，温度传感器和含水量传感器呈直杆状。

[0011] 一种模拟地铁运营荷载下隧道长期沉降的模型箱的试验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2] (1)制备均匀的地基土，分层填入模拟箱体内；

[0013] (2)在设定深度处埋入隧道模型体，继续填入地基土，通过液压千斤顶对加载板施

压，使模拟箱体内的地基土压缩固结；

[0014] (3)步骤(2)的地基土变形稳定后，再通过液压千斤顶施加模拟地铁运营的荷载，

通过控制干湿循环系统，实现模拟膨胀模拟箱体内地基土的干湿循环；

[0015] (4)通过量测系统获得隧道模型体应力应变和沉降、地基土内含水量和干湿循环

变化、以及地基土应力和位移等全方位的基础试验数据。

[0016] 本发明的优点

[0017] 本发明的模拟地铁运营荷载下隧道长期沉降的模型箱能真实模拟隧道结构上方

覆盖地基土的压力、地铁运营荷载等作用下隧道的长期沉降，并能通过量测系统采集隧道

的内力变化和试验中地基土不同位置处应力的变化和孔压变化，作用机理明确，试验操作

安全可靠，能为同类地下结构(特别是盾构隧道和沉管隧道)的沉降模型试验提供良好的技

术支撑，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模拟箱的侧面结构剖视图。

[0019] 图2为图1的正面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图2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1] 图中：

[0022] 1、加载板；2、液压千斤顶；3、降雨模拟设备；4、隧道模型体；4‑1、模型车；4‑2、应变

片；4‑3、固定支架；5‑1、温度传感器；5‑2、含水量传感器；5‑3、供水管网；5‑4、微型孔隙水压

力传感器；5‑5、土压力盒；5‑6、示踪土带；6、柔性管；7、行车轨道；8、模型箱；9、暖风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地解释说明，需要注意的是，本

具体实施例不用于限定本发明的权力范围。

[0024] 如图1至图3所示，本具体实施例的模拟地铁运营荷载下隧道长期沉降的模型箱，

包括模型箱体8、隧道模型体4、加载板1、液压千斤顶2、干湿循环系统、模型车4‑1和量测系

统。

[0025] 隧道模型体4为缩尺管状，隧道模型体4贯穿于模型箱体8两端，且采用地基土固定

在模型箱体8内，沿隧道模型体4底部向模型箱体8外延伸铺设行车轨道7，且向模型箱体8外

延伸铺设的行车轨道7底部通过多个固定支架4‑3支撑，行车轨道7与隧道模型体4两出口连

接处分别通过柔性管6固定，柔性管6的直径大于隧道模型体4的直径。行车轨道7为环形轨

道或直行轨道，目的是为了实现周期性地铁运营荷载的模拟。在模型车4‑1上配重铅块后放

置在行车轨道7上，目的是为了实现与实际工况一致的移动力水平，基于弹性半空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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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dlin解，根据地铁车辆的自重(如B型车轴重14t)和超载时的人数(以每平米9人，平均体

重为60kg)进行初步估算，由实际地铁运营导致隧道管片底面处地基土产生的动应力幅值

为5kPa～15kPa。在隧道模型体4预设的特定部位开槽模拟螺栓连接。

[0026] 加载板1安装在隧道模型体4上方覆盖的地基土顶部，液压千斤顶2设在加载板4

上，且固定在模型箱体8顶部。目的是为了在隧道模型体4上方覆盖的地基土进行压力模拟，

通过液压千斤顶2对加载板1进行加载，至少能满足50kPa加载，对隧道模型体4上方覆盖的

地基土施加与实际工况相同的压力，在高水平的应力环境下进行模型试验，以准确预测地

铁隧道的长期沉降，并研究其机理。

[0027] 为了进行膨胀土干湿循环的控制，在模拟箱体8内设置干湿循环系统，干湿循环系

统包括暖风机9、降雨模拟设备3和供水管网5‑3，在模型箱体8底部铺设供水管网5‑3，在加

载板1上方分别设置暖风机9和降雨模拟设备3，加载板1上设有数个通孔，目的是为了透水

透气。优选地，降雨模拟设备3为水阀。优选地，暖风机9和水阀分别设置两个，且分别对称设

置在加载板1上方，目的是为了能模拟由于地下水位升降和季节变换导致的膨胀土干湿循

环。由于膨胀土的透水性较差，增湿过程是通过底部供水，依靠毛细作用自下而上地实现

的，而脱湿过程则是通过暖风机9送风升温，依靠水分蒸发自上而下地实现，增湿和脱湿过

程皆与实际地铁隧道的地基土的情况一致。

[0028] 量测系统包括应变片4‑2、土压力盒5‑5、微型孔隙水压力传感器5‑4、示踪土带5‑

6、温度传感器5‑1和含水量传感器5‑2，在隧道模型体4管壁上贴有应变片4‑2，能得到相应

位置的隧道模型体4内力变化情况。在隧道模型体4下方分别铺设土压力盒5‑5和微型孔隙

水压力传感器5‑4，以监测试验中地基土不同位置处应力的变化和孔压变化。优选地，土压

力盒5‑5的型号为HCYB‑16，微型孔隙水压力传感头5‑4的型号为HC‑25。应变片4‑2和土压力

盒5‑5均采用无线方式采集信息，以减少常规采集系统的线缆对隧道模型体4地基土的干

扰。示踪土带5‑6由下至上分层铺设在地基土中，示踪土带5‑6的作用在于观察土体的变形。

在试验过程中对膨胀土含水率的监测和对干湿循环幅度的控制由型号为HC‑5的温度传感

器5‑1和型号为EC‑5的含水量传感器5‑2完成，温度传感器5‑1和含水量传感器5‑2呈直杆

状，且分别由上至下插入地基土内，能测得地基土整个深度剖面上的温度和含水量变化过

程。借助量测系统，将获取的地基土内含水量和干湿循环变化、隧道模型体4的应力应变和

沉降、以及地基土地应力和位移等全方位的基础试验数据。

[0029] 一种模拟地铁运营荷载下隧道长期沉降的模型箱的试验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0] (1)制备均匀的地基土，分层填入模拟箱体8内；

[0031] (2)在设定深度处埋入隧道模型体4，继续填入地基土，通过液压千斤顶2对加载板

1施压，使模拟箱体8内的地基土压缩固结；

[0032] (3)步骤(2)的地基土变形稳定后，再通过液压千斤顶2施加模拟地铁运营的荷载，

通过控制暖风机9、降雨模拟设备3和供水管网5‑3，实现模拟膨胀模拟箱体8内地基土的干

湿循环；

[0033] (4)通过应变片4‑2、土压力盒5‑5、微型孔隙水压力传感器5‑4、示踪土带5‑6、温度

传感器5‑1和含水量传感器5‑2获得隧道模型体4的应力应变和沉降、地基土内含水量和干

湿循环变化、以及地基土应力和位移等全方位的基础试验数据。

[0034] 本实施例的隧道模型沉降模拟箱既适用于盾构模型，也适用于沉管模型。可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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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隧道模型体4上方覆盖地基土的压力、地铁运营荷载、膨胀土干湿循环等作用下隧道的

长期沉降，具有一定的科研价值。

[0035] 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条件下，所做出的

改进，均应视为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12964563 A

6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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