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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模拟红土坝体溃决的土壤

力学特性检测装置及方法，属于岩土工程领域。

本发明包括主体箱，主箱体的上表面为敞口，底

面设置有多个放水管，主箱体的一侧面外壁上从

上至下设置有进气管和注水管，其内壁设置有加

热栅板，加热栅板上开设有散热槽，加热栅板和

主箱体的侧面内壁之间设置有散热空腔，注水管

通过多个分流管连通至主箱体内，进气管通过多

个分支管和散热空腔相连通；传感器支架组合固

定在主体箱内且与加热栅板相对，定距标板通过

滑动底座固定在主体箱内，且位于传感器支架组

合和加热栅板之间。本发明利用红土坝体内嵌入

传感器，配合水流冲刷和气体吹风对红土坝体进

行溃决模拟，对坝体内部土壤的压力和孔隙水压

力进行了准确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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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模拟红土坝体溃决的土壤力学特性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主体箱（1）、传

感器支架组合（2）、滑动底座（3）、定距标板（4）、进气管（5）、注水管（6）和加热栅板（7），所述

主箱体（1）的上表面为敞口，底面设置有多个放水管，主箱体（1）的一侧面外壁上从上至下

设置有进气管（5）和注水管（6），其内壁设置有加热栅板（7），加热栅板（7）上开设有散热槽，

加热栅板（7）和主箱体（1）的侧面内壁之间设置有散热空腔，注水管（6）通过多个分流管连

通至主箱体内，进气管（5）通过多个分支管和散热空腔相连通；

所述传感器支架组合（2）固定在主体箱（1）内且与加热栅板（7）相对，所述传感器支架

组合（2）由多个传感器支架呈矩阵排列而成，所述传感器支架由固定环（8）、卡线槽（9）、螺

旋调节管（10）、卡线夹（11）、磁铁（12）和四个支撑臂（13）组成，四个支撑臂（13）均匀固定在

固定环（8）外侧，所述支撑臂（13）上开有卡线槽（9），卡线夹（11）置于支撑臂（13）上且和卡

线槽（9）相邻，所述支撑臂（13）的末端设置有磁铁（12），相邻的两个传感器支架之间通过磁

铁（12）吸附连接，所述螺旋调节管（10）通过螺纹连接固定在固定环（8）的内圈，螺旋调节管

（10）的末端设置有用于安装传感器的夹口，所述螺纹调节管（10）上设置有旋转拨板；

所述定距标板（4）通过滑动底座（3）固定在主体箱（1）内，且位于传感器支架组合（2）和

加热栅板（7）之间，两个滑动底座（3）分别设置于主体箱（1）的顶部两侧，所述滑动底座（3）

的底部开设有滑动卡槽（19），滑动卡槽（19）卡置于主体箱（1）顶部侧壁上，滑动底座（3）的

上方固定有偏转板（16），偏转板（16）为弧形板，偏转板（16）上等距开设有多个定位槽，所述

滑动底座（3）上开有贯穿孔，支撑杆（17）的两端分别从两个滑动底座（3）上的贯穿孔穿出，

支撑杆（17）的末端与竖直的传动臂（20）的一端相连，悬置臂（21）垂直固定在传动臂（20）的

另一端，且位于偏转板（16）的上方，所述悬置臂（21）上开设有安装孔，卡销（22）穿过悬置臂

（21）上的安装孔置于下方偏转板（16）上对应的定位槽内，所述支撑杆（17）上轴向开设有贯

穿的夹板槽（18），定距标板（4）固定在夹板槽（18）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拟红土坝体溃决的土壤力学特性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加热栅板（7）上开设有两组散热槽，且上下分布，每组散热槽由至少八个散热槽组成，且

从中间分为两部分，所述散热槽为斜槽，且每组散热槽中的两部分倾斜方向相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拟红土坝体溃决的土壤力学特性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主体箱（1）的两侧内壁对应位置上设置有竖直的金属边条（15），所述金属边条（15）的两

侧分别设置有限位卡条（14），所述传感器支架组合（2）两侧的磁铁（12）分别和主体箱（1）两

侧内壁上的金属边条（15）吸附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拟红土坝体溃决的土壤力学特性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定距标板（4）的长度大于主体箱（1）的高度。

5.一种利用如权利要求1-4中任意一项所述装置进行土壤力学特性检测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tep1确定坝体模型（23）的尺寸，根据坝体模型（23）的坡面斜度调节定距标板（4）的斜

度

将卡销（22）从定位槽内拔出，然后在主体箱（1）内偏转定距标板（4），使定距标板（4）斜

度和模型（23）的坡面斜度一致，定距标板（4）通过支撑杆（17）带动传动臂（20）和悬置臂

（21）偏转，然后将悬置臂（21）上的卡销（22）插入下方对应的定位槽内进行固定；

Step2调整定距标板（4）和传感器支架，对传感器支架上的传感器的位置进行设定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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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坝体模型（23）

将土压力传感器和孔隙水压力传感器卡在螺旋调节管（10）上，然后向传感器支架组合

（2）方向滑动滑动底座（3），直至定距标板（4）靠近传感器支架组合（2），通过旋转螺旋调节

管（10）调整传感器伸出固定环（8）的长度，使传感器与定距标板（4）相贴合，再反向滑动滑

动底座（3），使定距标板（4）远离传感器支架组合（2）移动至坝体模型（23）的坡面位置，然后

向传感器支架组合（2）所靠近的主体箱（1）侧面和定距标板（4）之间放入红土制作坝体模型

（23）；

Step3对坝体模型（23）进行注水和风干，模拟库水位上升和下降时的增湿、脱湿过程

坝体模型（23）制作完成后，静置24h，然后进行干湿循环试验，将定距标板（4）松开后向

上转动从主体箱（1）内脱出，将注水管（6）和外部水管相连接，将进气管（5）和外部热风管道

相连接，先通过注水管（6）向主体箱（1）内注水，通过注水管（6）对模型底部注水模拟库水位

上升引起的增湿过程，主体箱（1）内水位逐渐上升，当水位升高至一定高度时，浸泡坝坡

24h，然后通过主体箱（1）底部的多个放水管对主体箱（1）内进行放水，放水完毕后，通过进

气管（5）向主体箱（1）内输送热风，热风经加热栅板（7）分散后对坝体吹风24h，通过反复的

注水、放水风干模拟库水位升降引起的干湿循环过程，通过传感器观测每次库水位上升的

增湿过程、库水位下降的脱湿过程中坝体内各层的土压力、孔隙水压力的变化。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土壤力学特性检测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坝体

模型（23）的制备如下：

1）将红土自然风干，风干含水率为3-5%，过5mm  筛，取小于5mm  的红土配制成含水率

28.0%的红土样；

2）然后铺设步骤1中的红土样，采用人工分层击实法制作，制作过程中，在主体箱（1）内

壁画好刻度线，控制红土干密度为1.30g  /cm3，根据坝体模型（23）尺寸平均分多层铺土，根

据每层用土量，称取步骤1中的红土样，按坝体模型（23）尺寸均匀铺在主体箱（1）内，用木槌

击实至刻度线满足要求，且坝体模型（23）的坡面和定距标板（4）贴合，用小刀刨毛表面，进

行下一层铺土击实，直至完成多层击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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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模拟红土坝体溃决的土壤力学特性检测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模拟红土坝体溃决的土壤力学特性检测装置及方法，属于岩土工

程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我国部分地区以红土为主，在河道水库建设中，绝大多数进行就地取材，利

用当地红土作为筑坝材料，建筑红土型坝体，由于水位的变化，以及雨季的变迁，使得红土

型坝体存在干湿引起的干湿循环作用，因此为了确保红土型坝体的稳定和安全性，需要对

土体特性进行分析，包括：土体压力、孔隙水压力以及颗粒组成等变化特性，但目前对上述

特性的检测方法较多，其中主要采用土压力传感器和孔隙水压力传感器，通过在土体内植

入进行压力变化的检测，但该方法中，传感器的植入位置准确性较差，且缺少固定，在坝体

溃决后，传感器位置混乱，因此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可参考性较差，且现有的方法采用的坝体

的模拟方式都是采用整体的堆砌方式，堆砌方式和实际坝体修筑方式差异较大，不能够更

好的反应出土壤力学特性。

[0003] 公开号  CN206056526U公开了一种土石坝滑坡摄影测量实验平台，包括土石坝模

型、模型箱系统、示踪剂、激光发射器、2台高速摄像机、计算机、数据线；土石坝模型填筑在

模型箱系统内；示踪剂按照纵横多列喷洒于土石坝模型坡面上；激光发射器在土石坝模型

坡面上投射纵横激光网格，形成参考点；2台高速摄像机分别布设在土石坝模型坡面上方和

前方，从垂直和水平向拍摄土石坝坡面，通过数据线连接计算机，发送滑坡图像数据；计算

机基于滑坡图像数据，分析计算土石坝模型坡面的滑动变形量；该系统对坝体的滑坡进行

了全面的动态捕捉，但其内部的受力以及土壤的特性分析缺少数据检测，不适用于后续土

壤特性的分析，尤其是土壤土压力以及孔隙水压力的分析。

[0004] 公开号  CN106405051B公开了一种旱涝急转下水库坝坡模拟试验装置及该装置的

试验方法，该装置包括外罩和试验箱，所述试验箱内设有坝体模型，所述坝体模型采用风化

石渣料制成，所述库盘表面和上游坝坡表面均设有粘土层作为坝体斜墙；所述外罩上设有

与开口相配合的顶盖，所述顶盖上设有人工降雨器、风压机和长弧疝灯，所述试验箱上设有

用于排出下游坝坡积水的排水管；所述坝体模型上埋设有多组传感器；该试验方法通过人

工降雨器、长弧氙灯与风压机模拟坝体模型的旱涝急转工况，并通过孔隙水压力传感器、土

压力传感器和基质吸力传感测得的数据模拟旱涝急转下坝体渗流场、应力场的时空分布，

该装置中的传感器铺设在土体内，其固定稳定性差，且该装置中不适用于红土的特性数据

的检测。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改善上述情况，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利用在红土坝体内嵌入传感器，配合水流

冲刷和气体吹风对红土坝体进行溃决模拟，进行土壤内部力学特性检测的模拟装置。

[0006]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模拟红土坝体溃决的土壤力学特性检测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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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主体箱1、传感器支架组合2、滑动底座3、定距标板4、进气管5、注水管6和加热栅板7，所

述主箱体1的上表面为敞口，底面设置有多个放水管，主箱体1的一侧面外壁上从上至下设

置有进气管5和注水管6，其内壁设置有加热栅板7，加热栅板7上开设有散热槽，加热栅板7

和主箱体1的侧面内壁之间设置有散热空腔，注水管6通过多个分流管连通至主箱体内，进

气管5通过多个分支管和散热空腔相连通；

所述传感器支架组合2固定在主体箱1内且与加热栅板7相对，所述传感器支架组合2由

多个传感器支架呈矩阵排列而成，所述传感器支架由固定环8、卡线槽9、螺旋调节管10、卡

线夹11、磁铁12和四个支撑臂13组成，四个支撑臂13均匀固定在固定环8外侧，所述支撑臂

13上开有卡线槽9，卡线夹11置于支撑臂13上且和卡线槽9相邻，所述支撑臂13的末端设置

有磁铁12，相邻的两个传感器支架之间通过磁铁12吸附连接，所述螺旋调节管10通过螺纹

连接固定在固定环8的内圈，螺旋调节管10的末端设置有用于安装传感器的夹口，所述螺纹

调节管10上设置有旋转拨板；

所述定距标板4通过滑动底座3固定在主体箱1内，且位于传感器支架组合2和加热栅板

7之间，两个滑动底座3分别设置于主体箱1的顶部两侧，所述滑动底座3的底部开设有滑动

卡槽19，滑动卡槽19卡置于主体箱1顶部侧壁上，滑动底座3的上方固定有偏转板16，偏转板

16为弧形板，偏转板16上等距开设有多个定位槽，所述滑动底座3上开有贯穿孔，支撑杆17

的两端分别从两个滑动底座3上的贯穿孔穿出，支撑杆17的末端与竖直的传动臂20的一端

相连，悬置臂21垂直固定在传动臂20的另一端，且位于偏转板16的上方，所述悬置臂21上开

设有安装孔，卡销22穿过悬置臂21上的安装孔置于下方偏转板16上对应的定位槽内，所述

支撑杆17上轴向开设有贯穿的夹板槽18，定距标板4固定在夹板槽18内。

[0007] 进一步的，所述加热栅板7上开设有两组散热槽，且上下分布，每组散热槽由至少

八个散热槽组成，且从中间分为两部分，所述散热槽为斜槽，且每组散热槽中的两部分倾斜

方向相反。

[0008] 进一步的，所述主体箱1的两侧内壁对应位置上设置有竖直的金属边条15，所述金

属边条15的两侧分别设置有限位卡条14，所述传感器支架组合2两侧的磁铁12分别和主体

箱1两侧内壁上的金属边条15吸附连接。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定距标板4的长度大于主体箱1的高度。

[0010] 利用上述装置进行土壤力学特性检测的方法的具体步骤如下：

将卡销22从定位槽内拔出，然后在主体箱1内偏转定距标板4，使定距标板4斜度和模型

23的坡面斜度一致，定距标板4通过支撑杆17带动传动臂20和悬置臂21偏转，然后将悬置臂

21上的卡销22插入下方对应的定位槽内进行固定；

将土压力传感器和孔隙水压力传感器卡在螺旋调节管10上，然后向传感器支架组合2

方向滑动滑动底座3，直至定距标板4靠近传感器支架组合2，通过旋转螺旋调节管10调整传

感器伸出固定环8的长度，使传感器与定距标板4相贴合，再反向滑动滑动底座3，使定距标

板4远离传感器支架组合2移动至坝体模型23的坡面位置，然后向传感器支架组合2所靠近

的主体箱1侧面和定距标板4之间放入红土制作坝体模型23；

坝体模型23制作完成后，静置24h，然后进行干湿循环试验，将定距标板4松开后向上转

动从主体箱1内脱出，将注水管6和外部水管相连接，将进气管5和外部热风管道相连接，先

通过注水管6向主体箱1内注水，通过注水管6对模型底部注水模拟库水位上升引起的增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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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主体箱1内水位逐渐上升，当水位升高至一定高度时，浸泡坝坡24h，然后通过主体箱1

底部的多个放水管对主体箱1内进行放水，放水完毕后，通过进气管5向主体箱1内输送热

风，热风经加热栅板7分散后对坝体吹风24h，通过反复的注水、放水风干模拟库水位升降引

起的干湿循环过程，通过传感器观测每次库水位上升的增湿过程、库水位下降的脱湿过程

中坝体内各层的土压力、孔隙水压力的变化。

[0011] 其中坝体模型23的制备如下：

1）将红土自然风干，风干含水率为3-5%，过5mm  筛，取小于5mm  的红土配制成含水率

28.0%的红土样；

2）然后铺设步骤1中的红土样，采用人工分层击实法制作，制作过程中，在主体箱1内壁

画好刻度线，控制红土干密度为1.30g  /cm3，根据坝体模型23尺寸平均分多层铺土，根据每

层用土量，称取步骤1中的红土样，按坝体模型23尺寸均匀铺在主体箱1内，用木槌击实至刻

度线满足要求，且坝体模型23的坡面和定距标板4贴合，用小刀刨毛表面，进行下一层铺土

击实，直至完成多层击实。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利用传感器支架组合结构可以准确稳固的对传感器进行定位，而且可根据所需要模拟

的坝体模型的尺寸来快速方便的调整传感器的数量和位置；构建的坝体模型的性能更符合

实际坝体，通过底部注水抽水，模拟水位上升和下降，利用进气管加热，将热气流送入，对坝

体进行吹拂，模拟坝体脱水干燥，更好的模拟坝体溃坝的情形，数据采集更准确。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传感器支架组合的结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单个传感器支架的结构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传感器支架组合和主体箱之间的连接结构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支撑杆的结构示意图；

图6为本发明滑动底座的结构示意图；

图7为本发明装置使用时的结构示意图；

图中各标号：1-主体箱，2-传感器支架组合，3-滑动底座，4-定距标板，5-进气管，6-注

水管，7-加热栅板，8-固定环，9-卡线槽，10-螺旋调节管，11-卡线夹，12-磁铁，13-支撑臂，

14-限位卡条，15-金属边条，16-偏转板，17-支撑杆，18-夹板槽，19-滑动卡槽，20-传动臂，

21-悬置臂，22-卡销，23-坝体模型。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15] 实施例1：如图1-6所示，一种模拟红土坝体溃决的土壤力学特性检测装置，包括主

体箱1、传感器支架组合2、滑动底座3、定距标板4、进气管5、注水管6和加热栅板7，所述主箱

体1的上表面为敞口，底面设置有多个放水管，放水管上置有阀门，主箱体1的一侧面外壁上

从上至下设置有进气管5和注水管6，其内壁设置有加热栅板7，加热栅板7上开设有散热槽，

加热栅板7和主箱体1的侧面内壁之间设置有散热空腔，注水管6通过多个分流管连通至主

说　明　书 3/6 页

6

CN 110045088 A

6



箱体内，进气管5通过多个分支管和散热空腔相连通；

所述传感器支架组合2固定在主体箱1内且与加热栅板7相对，所述传感器支架组合2由

多个传感器支架呈矩阵排列而成，所述传感器支架由固定环8、卡线槽9、螺旋调节管10、卡

线夹11、磁铁12和四个支撑臂13组成，四个支撑臂13均匀固定在固定环8外侧，所述支撑臂

13上开有卡线槽9，卡线夹11置于支撑臂13上且和卡线槽9相邻，卡线夹11为U型条状结构，

所述支撑臂13的末端设置有磁铁12，相邻的两个传感器支架之间通过磁铁12吸附连接，所

述螺旋调节管10通过螺纹连接固定在固定环8的内圈，螺旋调节管10的末端设置有用于安

装传感器的夹口，所述螺纹调节管10上设置有旋转拨板，方便旋转调节螺旋调节管10伸出

固定环8的长度；

所述定距标板4通过滑动底座3固定在主体箱1内，且位于传感器支架组合2和加热栅板

7之间，两个滑动底座3分别设置于主体箱1的顶部两侧，所述滑动底座3的底部开设有滑动

卡槽19，滑动卡槽19卡置于主体箱1顶部侧壁上，滑动底座3的上方固定有偏转板16，偏转板

16为弧形板，偏转板16上等距开设有多个定位槽，所述滑动底座3上开有贯穿孔，支撑杆17

的两端分别从两个滑动底座3上的贯穿孔穿出，支撑杆17的末端与竖直的传动臂20的一端

相连，悬置臂21垂直固定在传动臂20的另一端，且位于偏转板16的上方，所述悬置臂21上开

设有安装孔，卡销22穿过悬置臂21上的安装孔置于下方偏转板16上对应的定位槽内，所述

支撑杆17上轴向开设有贯穿的夹板槽18，定距标板4固定在夹板槽18内。

[0016] 本装置利用定距标板4和主体箱1配合，通过定距标板4对坝体坡面斜度进行预先

设定调节，便于后续的坝体模型23的制作；定距标板4和传感器支架组合配合，能够对各传

感器间的位置关系进行设定，保证各传感器距离坝体坡面距离一致；坝体模型23制作好后，

土压力传感器和孔隙水压力传感器内嵌在其中，再配合水流冲刷和气体吹风对坝体模型23

进行溃决模拟，进行坝体内部土体压力和孔隙水压力检测分析的目的，对坝体模型23进行

注水和风干，进而模拟库水位上升和下降时的增湿、脱湿过程是通过进气管5和注水管6配

合主体箱1实现的，先注水，后放水并吹风的设计，注水过程模拟库水位上升的增湿过程，放

水吹风模拟库水位下降的脱湿过程，进行一次的干湿循环过程。

[0017] 实施例2：本实施例中对装置进一步细化，其中加热栅板7上开设有两组散热槽，且

上下分布，每组散热槽由至少八个散热槽组成，且从中间分为两部分，所述散热槽为斜槽，

且每组散热槽中的两部分倾斜方向相反，能够使热风经散热槽吹向不同方向，模拟自然风，

避免风集中吹向坝体，影响整体风干效果。

[0018] 其中主体箱1的两侧内壁对应位置上设置有竖直的金属边条15，所述金属边条15

的两侧分别设置有限位卡条14，所述传感器支架组合2两侧的磁铁12分别和主体箱1两侧内

壁上的金属边条15吸附连接，能够对传感器支架组合2进行限位固定，保证传感器的固定稳

定性，避免位置混乱影响检测。由于传感器支架组合2是由多个传感器支架矩阵排列组合而

成的设计，能够对传感器支架进行上下逐层组合铺设，便于根据需要对其进行组合拆卸；因

此传感器支架的连接方式除了利用磁铁12的吸附力连接，还可以通过卡扣连接等其他可拆

卸组合的方式，对应的在主体箱1中设置固定传感器支架组合2的结构时，除了使用金属边

条15与限位卡条14的组合形式外，还可以采用滑槽等其他适合的限位固定结构，此外还可

以将限位固定结构设置为可前后倾斜的，这样可以不用调整每个传感器伸出的距离，而是

直接调整限位固定结构的倾斜角度使其与定距标板4的倾斜度一致，从而使得固定在限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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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结构中的传感器组合2的倾斜度与定距标板4的倾斜度一致，即使得每个传感器都贴合

定距标板4。

[0019] 其中定距标板4的长度大于主体箱1的高度的设计，使定距标板4长度较长，进而能

够对坝体坡面斜度进行模拟，便于后续的坝体模型23的制作；夹板槽18的槽壁上设置有防

滑垫的设计，进而增加和定距标板4间的摩擦力，避免定距标板4在夹板槽18内晃动影响斜

度；在坝体模型23制作完成后，可以将定距标板4向上偏转固定在主体箱1的上方或者直接

将定距标板4从夹板槽18中取出，以避免影响后续的注水和风干实验过程。

[0020] 使用本装置进行土壤力学特性检测时，首先确定坝体模型23的尺寸，坝体模型23

的尺寸确定是通过按比例将实际的红土坝体整体进行缩小，根据坝体模型23的坡面斜度调

节定距标板4的斜度

将卡销22从定位槽内拔出，然后在主体箱1内偏转定距标板4，使定距标板4斜度和模型

23的坡面斜度一致，定距标板4通过支撑杆17带动传动臂20和悬置臂21偏转，然后将悬置臂

21上的卡销22插入下方对应的定位槽内进行固定；

然后调整定距标板4和传感器支架，对传感器支架上的传感器的位置进行设定并制作

坝体模型23

将土压力传感器和孔隙水压力传感器卡在螺旋调节管10的卡扣上，传感器上的传输线

从卡线槽9和卡线夹11内穿过，然后向传感器支架组合2方向滑动滑动底座3，直至定距标板

4靠近传感器支架组合2，通过旋转螺旋调节管10调整传感器伸出固定环8的长度，使传感器

与定距标板4相贴合，再反向滑动滑动底座3，使定距标板4远离传感器支架组合2移动至坝

体模型23的坡面位置，然后向传感器支架组合2所靠近的主体箱1侧面和定距标板4之间放

入红土制作坝体模型23；

最后对坝体模型23进行注水和风干，模拟库水位上升和下降时的增湿、脱湿过程

如图7所示，坝体模型23制作完成后，静置24h，然后进行干湿循环试验，将定距标板4松

开后向上转动从主体箱1内脱出，将注水管6和外部水管相连接，将进气管5和外部热风管道

相连接，先通过注水管6向主体箱1内注水，通过注水管6对模型底部注水模拟库水位上升引

起的增湿过程，主体箱1内水位逐渐上升，当水位升高至一定高度时，浸泡坝坡24h，然后通

过主体箱1底部的多个放水管对主体箱1内进行放水，放水完毕后，通过进气管5向主体箱1

内输送热风，热风经加热栅板7分散后对坝体吹风24h，通过反复的注水、放水风干模拟库水

位升降引起的干湿循环过程，通过传感器观测每次库水位上升的增湿过程、库水位下降的

脱湿过程中坝体内各层的土压力、孔隙水压力的变化。

[0021] 其中坝体模型23的制备如下：

1）根据土工试验规程SL237-1999，将红土自然风干，风干含水率为3-5%，过5mm  筛，取

小于5mm 的红土配制成最优含水率为28.0%的红土样；

2）然后铺设步骤1中的红土样，采用人工分层击实法制作，制作过程中，在主体箱1内壁

画好刻度线，控制红土干密度为1.30g  /cm3，根据坝体模型23尺寸平均分多层铺土，根据每

层用土量，称取步骤1中的红土样，按坝体模型23尺寸均匀铺在主体箱1内，用木槌击实至刻

度线满足要求，且坝体模型23的坡面和定距标板4贴合，用小刀刨毛表面，进行下一层铺土

击实，直至完成多层击实，一般可根据坝体模型23的尺寸平均分成5层来铺设并击实。

[0022] 上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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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例，在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的前提下

作出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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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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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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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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