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175509.2

(22)申请日 2019.03.08

(71)申请人 西南交通大学

地址 610031 四川省成都市二环路北一段

111号西南交通大学科技处

(72)发明人 漆泰岳　梁孝　晋智毅　覃少杰　

陈桂龙　张劲　黄晓东　钱王苹　

雷波　

(74)专利代理机构 成都信博专利代理有限责任

公司 51200

代理人 刘凯

(51)Int.Cl.

G01N 33/24(2006.01)

E21D 11/1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可视化的盾构隧道施工注浆效果检测

试验装置和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可视化的盾构隧道施工

注浆效果检测试验装置和方法，有机玻璃箱体内

装有用于模拟地层的透明土；盾构机刀盘设置于

盾构机外壳前端，并由驱动系统驱动；液压千斤

顶前端连接驱动系统，模拟盾构的顶推过程，后

端作用于盾构管片，模拟对盾构管片的挤压作

用；盾构管片通过拼装系统进行环向和纵向错缝

拼装，模拟管片间的连接以及相互作用；通过同

步注浆系统进行壁后注浆，通过二次注浆系统由

盾构管片上预留的二次注浆孔进行二次注浆。本

发明为试验提供了一个可视化的外在环境，能够

直接观测浆液渗流、凝结等状态；考虑了施工中

顶推、管片拼装、二次注浆等过程，可以分析各施

工工序对注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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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视化的盾构隧道施工注浆效果检测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有机玻璃箱

体（1）和盾构机模拟系统；有机玻璃箱体（1）内装有用于模拟地层的透明土（2），盾构机模拟

系统包括盾构机刀盘（3）、盾构机外壳（5、液压千斤顶（7）和盾构管片（9）；盾构机刀盘（3）设

置于盾构机外壳（5）前端，并由驱动系统（6）驱动从有机玻璃箱体（1）一侧预留的孔洞掘进；

液压千斤顶（7）前端连接驱动系统（6），模拟盾构的顶推过程，后端作用于盾构管片（9），模

拟对盾构管片（9）的挤压作用；所述盾构管片（9）通过拼装系统（20）进行环向和纵向错缝拼

装，模拟管片间的连接以及相互作用；还包括同步注浆系统（8）与二次注浆系统（12），通过

同步注浆系统（8）进行壁后注浆，通过二次注浆系统（12）由盾构管片（9）上预留的二次注浆

孔（11）进行二次注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视化的盾构隧道施工注浆效果检测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盾构管片（9）内壁沿环向布置有多个管片位移传感器（23），内壁对应的布置有多个应

变片及压力盒（22），用于对管片间相对位移以及管片与浆液、地层间的作用力进行测量。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视化的盾构隧道施工注浆效果检测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通过注水管（17）向透明土中注水的水箱（15），通过设置在注水管（17）上的阀门（16）

调节模拟不同水压。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视化的盾构隧道施工注浆效果检测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地层位移传感器（18），地层位移传感器（18）通过传递杆（19）深入透明土（2）的土层，

用于对不同地层深度处的位移进行测量。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视化的盾构隧道施工注浆效果检测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盾构管片（9）的各管片间通过环向螺栓（25）与纵向螺栓（24）进行连接。

6.一种可视化的盾构隧道施工注浆效果检测试验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模型组装：按照相似比例配置透明土，并按照地层情况分层装入有机玻璃箱体

内，模拟地层；将水箱与注水管拼接，打开注水装置阀门，调节模拟水压情况；

安装地表传感器，并将传递杆插入土体，静置一段时间；

步骤2：装置进洞：打开箱体侧面预留孔洞，借助反力架，使掘进设备始发进洞，将管片

进行错缝拼装，在管片与土层间的空隙注浆，并等待浆液具备一定强度，使其具备掘进条

件；

步骤3：安装测量仪器：在具备正常的掘进条件后，在盾构管片外壁贴应变片，布置压力

盒；

步骤4：模拟施工：启动掘进装置进行开挖，通过同步注浆系统进行壁后注浆，利用拼装

系统拼装管片，按照实际工况，打开二次注浆孔进行二次注浆；

步骤5：采集数据：盾构管片拼装完成后，在盾构管片内壁与应变片对应的位置安装管

片位移传感器，采集施工中管片位移变化数据；通过压力盒采集壁后压力数据，通过地层位

移传感器采集不同深度地层位移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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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视化的盾构隧道施工注浆效果检测试验装置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构隧道施工检测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可视化的盾构隧道施工注浆效

果检测试验装置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快，地下空间建设已经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盾构法隧道施

工为地下空间建设提供保证。盾构法施工过程中，盾构机械在地下推进，推进时依靠刀盘切

削土体，后方千斤顶作用在已拼装管片上加压顶推前进，盾构机外壳与管片支承周围围岩

压力。由于盾构机外壳与拼装管片间存在间隙，需要掘进时候注入浆液填充空隙。注浆效果

直接影响管片稳定情况，在隧道施工过程中正是其最需要关心的时期，同时同步注浆浆液

有一定的初凝时间，而在其达到初凝并形成一定强度的时间范围内，盾构掘进仍在进行，由

于施工对其造成的影响也是需要关注的。因此需要针对施工过程中注浆效果进行研究，这

对于隧道稳定及后期运营安全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研究注浆效果时，需要进行理论研究、

数值模拟与大量室内模型试验。而由于壁后注浆的特殊性，在施工现场无法直观观测浆液

在壁后的流动固结情况，难以展开相关试验，因此必须在室内进行试验研究，才能为盾构隧

道开挖提供理论指导。

[0003] 目前，对于盾构隧道注浆效果的研究，主要由理论研究、数值模拟与室内试验：

1）专利权人为河海大学，中国专利申请号201610223266.1与201620299444.4，介绍了

一种模拟泥水盾构泥浆在地层中渗透的试验装置。该装置包括玻璃箱体、溢流槽、模型刀

盘、法兰盘、排泥阀等，可以在玻璃箱体中装入透明土制备的模拟地层，在玻璃圆筒中注入

试验泥浆，进行渗透试验，可以观测泥浆在地层中的渗透形态，同时可以模拟不同刀盘开口

率下渗透情况。但是浆液具有一定的初凝时间，在注入后，不仅是单纯的自由渗流，在凝结

达到强度前还会受到掘进、管片挤压等多方面影响，这些都会影响其渗透形态，而该方法没

有考虑盾构管片对浆液挤压等一系列影响，因此该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0004] 2）专利权人为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中国专利申请号201510731363.7，介绍了一种

研究盾构开挖间隙对沉降影响的数值模拟方法。该数值模拟方法在盾构模型的外壳上添加

了一层填充层，向填充层中注入浆液，通过改变填充层材料的力学参数模拟不同填充材料

对沉降的影响。但是由于实际施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过程中浆液会存在渗透、串流等一

系列变化，都将对结果产生影响，因此该方法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

[0005] 3）专 利权 人 为中 交 二 公 局 第四 工 程 有限 公 司 ，中 国 专 利申 请 号 为

201710419037.1，介绍了一种用于盾构模型试验的钻进式试验装置。该装置包括工作台、驱

动系统、刀盘以及注浆系统等，该试验装置能做到将开挖钻进与盾尾注浆相结合，通过液压

泵控制管内液压大小来模拟盾尾注浆，很好地还原了现场盾构开挖及注浆的过程，并能进

行多工况试验，是一种适应性较好的盾构开挖注浆模型试验装置。但是未考虑盾构施工中

的管片拼装与顶推过程的模拟，实际拼装过程中千斤顶作用在管片上，管片会对浆液产生

挤压，影响注浆效果；实际施工中存在二次注浆等工序，而该装置未考虑施工中二次注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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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在该装置中，隧道管片为均质圆环，对于管片错缝拼装的形式未进行研究；综上，该装

置有一定的局限性。

[0006] 目前在室内试验过程中，对于盾构注浆效果方面的研究多为单独对浆液在地层中

渗透形态的研究，没有考虑施工过程的影响；即使有些考虑了盾构开挖以及注浆的过程，但

是忽略了管片拼装过程以及二次注浆工序的模拟，拼装过程中，千斤顶作用在管片上，管片

受到千斤顶的压力作用，进而对其周围的浆液产生挤压作用，拼装过程会对注浆效果检测

影响很大，同样的，二次注浆等工序也是影响效果的因素，因此忽视这些工序造成最终效果

的不准确；同样的，由于盾构是发生在地层中的工程行为，因此现有的模型试验中存在可视

化方面存在不足；通过数值模拟做出的研究是一个相对理想化的研究，对于施工过程中一

些复杂的变化不可能全部模拟，因此也有一定局限性。

发明内容

[0007]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考虑掘进、同步注浆、管片拼装以及二

次注浆等工序的模拟，能够对浆液的渗流形态、管片对浆液挤压作用进行相应监测，并通过

地层间位移的监测对注浆效果进行评估，能够为盾构隧道注浆效果的评价提供更有效支持

的可视化的盾构隧道施工注浆效果检测试验装置和方法。技术方案如下：

一种可视化的盾构隧道施工注浆效果检测试验装置，包括有机玻璃箱体和盾构机模拟

系统；有机玻璃箱体内装有用于模拟地层的透明土，盾构机模拟系统包括盾构机刀盘、盾构

机外壳、液压千斤顶和盾构管片；盾构机刀盘设置于盾构机外壳前端，并由驱动系统驱动从

有机玻璃箱体一侧预留的孔洞掘进；液压千斤顶前端连接驱动系统，模拟盾构的顶推过程，

后端作用于盾构管片，模拟对盾构管片的挤压作用；所述盾构管片通过拼装系统进行环向

和纵向错缝拼装，模拟管片间的连接以及相互作用；还包括同步注浆系统与二次注浆系统，

通过同步注浆系统进行壁后注浆，通过二次注浆系统由盾构管片上预留的二次注浆孔进行

二次注浆。

[0008] 进一步的，所述盾构管片内壁沿环向布置有多个管片位移传感器，内壁对应的布

置有多个应变片及压力盒，用于对管片间相对位移以及管片与浆液、地层间的作用力进行

测量。

[0009] 更进一步的，还包括通过注水管向透明土中注水的水箱，通过设置在注水管上的

阀门调节模拟不同水压。

[0010] 更进一步的，还包括地层位移传感器，地层位移传感器通过传递杆深入透明土的

土层，用于对不同地层深度处的位移进行测量。

[0011] 更进一步的，所述盾构管片的各管片间通过环向螺栓与纵向螺栓进行连接。

[0012] 一种可视化的盾构隧道施工注浆效果检测试验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模型组装：按照相似比例配置透明土，并按照地层情况分层装入有机玻璃箱体

内，模拟地层；将水箱与注水管拼接，打开注水装置阀门，调节模拟水压情况；

安装地表传感器，并将传递杆插入土体，静置一段时间；

步骤2：装置进洞：打开箱体侧面预留孔洞，借助反力架，使掘进设备始发进洞，将管片

进行错缝拼装，在管片与土层间的空隙注浆，并等待浆液具备一定强度，使其具备掘进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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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安装测量仪器：在具备正常的掘进条件后，在盾构管片外壁贴应变片，布置压力

盒；

步骤4：模拟施工：启动掘进装置进行开挖，通过同步注浆系统进行壁后注浆，利用拼装

系统拼装管片，按照实际工况，打开二次注浆孔进行二次注浆；

步骤5：采集数据：盾构管片拼装完成后，在盾构管片内壁与应变片对应的位置安装管

片位移传感器，采集施工中管片位移变化数据；通过压力盒采集壁后压力数据，通过地层位

移传感器采集不同深度地层位移数据。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1）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可视化的盾构注浆试验模型，为试验提供了一个可视化的外在环

境，能够直接观测浆液渗流、凝结等状态；

2）本发明考虑了施工中顶推、管片拼装、二次注浆等过程，并对其进行了相应的模拟，

可以分析各施工工序对注浆的影响；

3）本发明考虑了管片之间的连接，通过纵向螺栓、环向螺栓进行连接，并根据施工实际

进行错缝拼装；

4）本发明通过安装位移传感器、压力盒等，完成了对地层间位移、管片位移、壁后应力

等数据的测量采集，为盾构隧道注浆效果的评价提供一种科学、有效、直观的方法。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可视化的盾构隧道施工注浆效果检测试验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发明可视化的盾构隧道施工注浆效果检测试验装置的管片结构图。

[0016] 图3为本发明可视化的盾构隧道施工注浆效果检测试验方法的流程图。

[0017] 图中：1-有机玻璃箱体；2-透明土；3-盾构机刀盘；4-传力轴；5-盾构机外壳；6-驱

动系统；7-液压千斤顶；8-同步注浆系统；9-盾构管片；10-浆液层；11-二次注浆孔；12-二次

注浆系统；13-二次注浆管；14-二次浆液；15-水箱；16-阀门；17-注水管；18-地层位移传感

器；19-传递杆；20-拼装系统；21-数据采集箱；22-压力盒；23-管片位移传感器；24-纵向螺

栓；25-环向螺栓。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如图1所示，一种可视化

的盾构隧道施工注浆效果检测试验装置，包括有机玻璃箱体1和盾构机模拟系统；有机玻璃

箱体1内装有用于模拟地层的透明土2，盾构机模拟系统包括盾构机刀盘3、盾构机外壳5、液

压千斤顶7和盾构管片9；盾构机刀盘3设置于盾构机外壳5前端，并由驱动系统6驱动从有机

玻璃箱体1一侧预留的孔洞掘进；液压千斤顶7前端连接驱动系统6，模拟盾构的顶推过程，

后端作用于盾构管片9，模拟对盾构管片9的挤压作用；所述盾构管片9通过拼装系统20进行

环向和纵向错缝拼装，模拟管片间的连接以及相互作用；还包括同步注浆系统8与二次注浆

系统12，通过同步注浆系统8进行壁后注浆，通过二次注浆系统12由盾构管片9上预留的二

次注浆孔11进行二次注浆。

[0019] 模型箱体为有机玻璃箱体，箱体内部为按照相似比进行配置的透明土，用以模拟

地层，能够使整体模型具有可视化特点，可观测浆液流动、凝结等变化情况与土体内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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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适用于研究不同地质与水文情况下的注浆效果研究。不仅适用于室内模拟地铁盾构隧

道注浆的试验，同样适用于市政管廊工程等隧道注浆室内试验。

[0020] 盾构机外壳与管片的半径按照相似比制作，半径有一定差异，能模拟掘进过程中

盾构机外壳脱离后，管片与土体之间存在的空隙。

[0021] 如图2所示，所述盾构管片9内壁沿环向布置有多个管片位移传感器23，内壁对应

的布置有多个应变片及压力盒22，用于对管片间相对位移以及管片与浆液、地层间的作用

力进行测量。考虑管片间的相互作用，盾构管片9进行环向和纵向错缝拼装能够真实模拟管

片间的连接，盾构管片9的各管片间通过环向螺栓25与纵向螺栓24进行连接。

[0022] 还包括通过注水管17向透明土中注水的水箱15，通过设置在注水管17上的阀门16

调节模拟不同水压。还包括地层位移传感器18，地层位移传感器18通过传递杆19深入透明

土2的土层，用于对不同地层深度处的位移进行测量，可对施工过程扰动、浆液注入对土体

改善效果等进行数值量测，进而评价注浆效果。

[0023] 如图3所示，本实施例的试验过程为：

1）模型组装阶段。先进行有机玻璃箱体的拼装，箱体侧面预留孔洞，然后根据施工现场

地层情况，按照相似比例配置透明土，用以模拟地层；将透明土按照地层情况分层装入有机

玻璃箱体；将水箱与注水管拼接，打开注水装置阀门，调节模拟水压情况；将地表传感器安

装，传递杆等插入土体，静置一段时间，完成模型的组装。

[0024] 2）装置进洞阶段。打开箱体侧面预留孔洞，借助反力架等设备，使掘进设备始发进

洞，将管片按照图示进行错缝拼装，在管片与土层间的空隙注浆，并等待浆液具备一定强

度，使其具备掘进条件。

[0025] 3）测量仪器安装阶段。在具备正常的掘进条件后，对管片进行一定处理，按照上图

在管片相应位置贴应变片，布置压力盒。

[0026] 4）施工模拟阶段。启动掘进装置进行开挖，通过同步注浆系统进行壁后注浆，利用

拼装系统拼装管片，按照实际工况，打开二次注浆孔进行二次注浆。

[0027] 5）数据采集阶段。管片拼装完成后，在对应位置安装位移传感器探头，采集施工中

管片位移变化数据，管片后布置的压力盒采集壁后压力数据，通过地表布置的传感器采集

不同深度地层位移数据。实现施工过程中监测数据的采集。

[0028] 6）综合分析阶段。通过可视化装置，能直接观察浆液渗流情况；通过管片位移、地

层位移，分析注浆的填充效果；通过管片后应力，分析动态施工过程对壁后浆液的影响；综

合分析采集数据，对渗流情况、填充效果及其变化情况分析，可以实现对施工过程注浆效果

的检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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